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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我们
立即加入我们的“大嘴中文”微信群，
让我们群策群力。孩子的中文，从今天
做起！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发微信告诉
我们。您亦可致电或发电子邮件。联系
方式如下：

大嘴中文微信ID： SbaiIndiana
Emai： shaochun.bai09@gmail.com
Tel: 317-438-2031
Website: 建设中

 诚聘老师与志愿者
诚聘夏令营与周末中文教师与TA。欢迎

有教学热情和能力的家长参与。也欢迎
双语流利的高中生和大学生踊跃申请。
请把您的个人简历 （中英文均可）发至

上述邮件地址。所有教师统一面试后择
优录取，统一培训上岗，待遇从优。

 报名注册
报名及收费详情将在微信群中发布。亦
可致电，发电邮询问。

 时间地点
Summer Camp 中文学校，6月至8月
地点: Boys and Girls Club

1575 Mulberry St, Zionsville, IN
46077时间: 每周3次 , 2：00PM-4：00PM

周末中文学校
地点: Carmel High School

520 E Main St, Carmel, IN 46032
时间: Sunday, 10:00AM-12:00PM

一种崭新的理念
一个大胆的尝试
一所我们自己的学校

“Big Mouth”
Chinese Laboratory School

 设立大嘴中文的初衷

相信每一个海外华人都怀着一个共
同的希望：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熟练
地用中文交流。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体会，
理解和传承我们的文化。所以，对孩子
的中文教育成为我们下一代教育中的必
不可少的一环。不约而同的，我们把孩
子们送到了各种中文学校。

可是， 预期的效果却千差万别。老
师们兢兢业业， 家长们不辞辛苦， 孩
子们周末苦读。 却并没有收获池头田
畔朗颂中文的欢快。中文， 在孩子们
的眼里，仍是难以描摹的方框，仍是蹩
涩绕嘴的四声。没有情调韵味，没有直
抒胸臆。它， 就是我爸爸妈妈的语言。
它，永远是那么陌生和难以驾驭。在多
年的努力后，我们不幸地发现，在大多
数孩子眼里，学习中文竟成了一种负担，
拿起书本就烦。

我们是不是已经偏离了学习中文的
初衷？ 我们在给孩子们仔仔细细的讲
解锄禾日当午，司马光砸缸。可那个砸
缸的世界，那个锄禾的国度却离他们那
么遥远。孩子们读了，听了，然后就忘
了。多少次旁听在教室外，想努力听到
孩子们的踊跃辩论，积极发言，却总是
失望。孩子们知道了小荷才露尖尖角，
却并不理解那是初夏最美的时光；他们
背诵了窗前明月光，却体会不到我们刻
骨铭心的乡愁。到底，怎样的方式才能
让我们的孩子品尝到中文的美感与博大？
到底，怎样的努力才能让我们的文化基
因传承下去？这些问题总是提起来就痛
心疾首，我们却每次都无奈地放弃思考
和行动。

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为我们的孩
子，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源远流长的
文化。

这便是我们设立“大嘴”中文这一
个非盈利组织的初衷。

“大嘴”集中了多位父亲母亲的理
想，凝聚了多位IU，Purdue 教授们以
及众多有教育经验的学者们的意见和建
议。这是一间教授中文的教室， 也是
传播中华文化的一块试验田。

那么，在这块试验田上，我们如何
去耕种，又期待收获什么呢？

 大嘴中文的教学理念

大嘴中文秉承的教学理念是：

开口能说，学了就用!

 “大嘴”要让孩子们张开嘴，开发中

文作为语言的真正目的：它是一种交流
的手段；

 “大嘴”要让孩子们理解这门语言，
它的渊源，它的故事，体会到它的乐趣和
强大；

 “大嘴”要让孩子们据为己有，活学
活用， 让中文从“大嘴”走出来，跟着
孩子们回家；

 “大嘴”是一个“实验”。我们会在
教学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改进，直到摸索
出一套真正适合海外中文教学的新思路。

 大嘴中文的教育目标

 教学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
层次；

 初级教学重点将集中在“听和说”。
以能够流畅地口头交流为教学目标。

 中级教学重点集中在“形-音联系”。

以能够较熟练地掌握打字，看懂中文图
书音像为目的。

 高级教学重点在“综合运用”。以
能够较熟练地综合运用中文，欣赏中华
文化为目标。

 大嘴中文的教学方式

 不依赖固定教材；

 课堂以孩子为主体， 教师引导；

 互动与情境教学；

 网络与多媒体教学；

 把中华民俗，地理，历史，艺术，
科技一起引入课堂。

 大嘴中文的教学安排

 周末学校。我们已经与Carmel 教育
局及Carmel High School 达成合作伙伴。
周末学校将集中在Carmel High School
时间是周日上午10-12：00.

 夏令营。我们也与Zionsville Boys
and Girls Club 达成合作伙伴。从今年夏
天开始，每周下午三次授课。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如果掌握中文和传承中华文
化象培育一棵大树那样，那
么，这棵参天大树，也许就
源于您和我们的一粒小小的
思想的种子。今天，就在这
里，让我们一起栽下这株小
小的希望之苗。

休斯敦79岁华裔妇女被杀 
华人忧心社区治安

日前家住休斯敦中国城附近的一位79岁高龄的
华裔老妇在家中被残忍杀害。警方至今未公布案件
调查进展，民众担忧凶手依然逍遥法外，社区安全
再次成为休斯敦华裔社区关注的焦点。

家住休斯敦西南区的赖素蓉，于4月29日在家
中惨遭杀害。当时一名非裔男子闯进家中企图实施
抢劫，赖素蓉的丈夫邓传金听到尖叫后试图用棍棒
制服对方，但歹徒却将赖素蓉拖到浴室并上了锁。
在邓传金报警时，歹徒趁机逃跑，赖素蓉已不幸被
杀害。

命案就发生在中国城附近，是休斯敦华人社区
治安最受关注的地区，命案的发生也引发了对社区
治安的担忧。

华裔联盟的会长孙盈盈说，很多华人遇到问题
种种原因不愿意向警方报案，日积月累反而让华人
社区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

目前赖素蓉老人被杀的案件还在调查当中，有
一些消息透露已经抓到一名嫌犯让家人指认。但警
方并没有公布更新信息。

                      （来源：美国中文网）

海外游子中国情，美国小镇文化行
4月18日，韦恩堡华人联谊会(Fort Wayne Chinese 

Families and Friends Association - FWCFFA) 受邀参加印第
安纳州沃巴氏市（Wabash）市政府和 Foundation for Art and 
Music in Education (FAME)举办的艺术音乐节。今年 Wabash 
FAME 的主题是“中国”。印州七十多个学校和组织参加了
此次艺术音乐节。

走进Honeywell Center的一楼展览厅，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各种各样的绘画、文字和手工艺品——它们是这座城市不
同年龄段美国儿童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表达。往前走，韦恩
堡华人联谊会举办的展台和体验台显得格外突出。展台上摆
满了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品，包括民族服装、字画、手
工艺品、中国传统扇子等。体验台提供中文名字名信片撰
写、毛笔字练习、学算盘、学写中文和穿中国服装摄影等免
费服务，让人们可以充分体验中国文化。

此次活动的重头戏是韦恩堡华人联谊会表演的龙舞、腰
鼓舞和戏曲扇子舞。三个精彩的节目有代表性地体现了中国
从北方到南方对美好节日的欢庆。此外，韦恩堡中文学校等
小朋友们也表演了乐器合奏、独唱、芭蕾舞及葫芦丝等才
艺，迎得台下观众的热烈掌声。

在联谊会核心小组的带领下，来参加这次活动的有韦

恩堡各行各业的华人朋友。大家为能在异国他乡展现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自
豪。目前，联谊会正为参加韦恩堡龙舟赛做积极的准备（Dragon Boat Race 
by Fort Wayne City May 30th)。                                               

台湾原住民学生倾情演绎
北美台湾传统文化周完美落幕

台湾国立东华大学原住民族舞团，应IUPUI台湾学生会
（TSA）、印第安纳波利斯台湾同乡会（TAAI）和印第安纳波
利斯台北姐妹市委员会之共同邀请，于5月8日在 IUPUI Campus  
Theater ，为“北美台湾传统文化周”热情演出。21位原住民学生
（大学生及硕士博士生）组成的歌舞团，奉献了16个原住民的乐
舞表演。可容纳250人的剧院坐无虚席，观众们对这场乐舞飨宴好
评如潮。

当晚乐舞表演的内容，包含祭典仪式与神话故事，舞者生动
的肢体与表情，引人入胜。中场表演曲目《离散》，以原住民被
迫远离被重创的故乡，灾后重创家园的辛苦为主题，舞台背景同
步播放2008年台湾八八风灾的新闻画面，现场年长的华裔观众，
不禁流下眼泪。

节目最后，舞团以阿美族一曲Makapahay，邀请现场所有观
众一同起立共舞，让全场气氛达到最高点。表演结束后，IUPUI 

Moving Company 和Burmese American Community Institute受邀上台
与原住民舞者交流，众人手牵手围成圆圈共舞，为此意犹未尽的
夜晚，画下完美句点。

Ballad市长与夫人，当晚也来到现场致词欢迎远道而来的嘉
宾，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驻芝加哥侨教中心主任Roy Yen也到现场
与大家同乐。

一位观众表示：“今晚的表演，让我体会到其他族群的文
化——他们对祖先的感谢，还有对家庭向心力的重视，令我对自
身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现象，有了更深度的反思。”

一名学生团员表示，非常感谢TAAI同乡会会员，在活动期间
亲力亲为的接待；接下来，舞团将去其他12个美加地区进行巡回
演出。舞团也会继续努力，将台湾原住民文化之美和活力，带给
所有美国民众。

（文/赵健  摄影/景鹏）

十万美元诱惑
华裔耆老假结婚

随着移民热潮发烧，美国绿卡已经成为“镀
金”护身符，部分违法业者，把脑筋动到美国公民
耆老夫妇身上，以高价游说老夫妇“假离婚”，然
后再分别与无证移民“假结婚”。芝加哥华埠社区
部分因此“尝到甜头”的老人，甚至自己也成为“中
介”，拉拢身边的亲朋好友加入“赚养老金”的非
法行列。

芝城执业律师指出，假结婚是严重违法罪行，
一旦查获，不仅无证者拿不到绿卡，而且参与的美
国公民，也触犯联邦“移民诈欺”罪。他强烈反对
耆老冒风险去赚这种“养老金”。

芝城华埠一名50多岁的高姓华妇表示，不久前
一名60多岁的熟人不断游说她，劝她跟丈夫“假离
婚”，然后再分别与需要美国居留身分人士“假结
婚”，事成后，每人可从中赚取4、5万美元报酬。
据了解，该名“中介”也是受人劝说然后动心，跟
配偶假离婚，再由专人安排假结婚，夫妇俩因此赚
了约10万美元费用，“相当不错，养老金不用发愁
了”，这名华妇强调。

高女表示，虽然她觉得与丈夫假离婚可以轻易
赚近十万美元，“很诱人”，但总觉得不太妥当。
她跟先生结婚20多年，担心一旦离婚，会否“弄假
成真”，再也无法复婚。为此，高女士向律师打听
有关“假结婚”的风险。

律师分析，美国移民局一直对婚姻绿卡申请相
当慎重。目前男女结婚后，只能先取得两年有效
的临时绿卡，两年后才能再申请取得“10年有效永
久绿卡”。如果结婚后两年多，才向移民局申请绿
卡，则可直接申请“永久绿卡”。换言之，要赚到
这笔钱，没那幺简单，千万不要冲动行事。

                           （摘自《世界日报》）

“大嘴中文”
20 1 5夏令营中文班

时间： 3：00pm-4：00pm
地点：Zionsville Boys & Girls俱乐部
1575 Mulberry St, Zionsville， IN 46077
联系：317－873-6670；
           http://www.bagcoz.org

初级班：周一、周三中文；周五绘画 
中级班：周二、周四中文；周五绘画

每两周安排一次音乐欣赏，学习中
国流行民谣。

注册收费
加入中文班须首先加入B&G成为会员，并参

加其暑期项目。会员可免费任选周一至周四的一
节课作为尝试。如直接注册全周课程（每个孩子
三节课，初级班周一、三、五，或中级班周二、
四、五））则与选Field trip 类似。收费为每周22
元。每周请提前注册，班级限25人。注册可在
B&G前台进行。费用请以支票方式支付，支票抬
头请写 “Chinese Laboratory Scho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