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徐之家 （Aegis Gardens）Stan Head 文教中心展出： 
 
马一龙教授和仁人服务社：为新老移民和当地社区的快乐服务。 
 
另外：为了方便，马教授现在正在设立自己的微信群。马教授的账号是：

MDMeyer, 请随时加入。 
 
六月的活动：（大部分是用中文进行的，都是免费的 （除了去博物馆以外）) 

 

 

星期一 （4 日，11 日，18 日，25 日）上午 10:00-12:00 太极拳  

欢迎大家来参加。不分年龄：从小孩到年纪大的人都欢迎参加。 

 

星期二 （5日，12日，19日，26日）上午 11:00-12:00  

我们需要义工来陪陪在乐徐之家养老中心的老年人。我们需要人陪他／她们聊天。

大人孩子都可以的。谢谢！ 

 

星期二 （1 日，8 日，15 日，22 日，29 日）下午 2:00-3:00 Dance Fitness 广

场舞  

 

星期三 （6日，13日，20日，27日）上午 11:00-12:00   

我们需要义工来陪伴住在乐徐之家养老中心的老年人。我们需要人陪他／她们聊天。

大人和孩子都可以的。谢谢！ 

 

星期四 上午 11:00-12:00（14日，21 日，28日）申请大学最关键的 video 要怎么

做？ 

 

Yale 大学的院长曾经向《纽约时报》说过他们学校在录取学生的过程中，最看重

的一项就是学生是否在提交申请表的同时也提交了一个视频。现在的大学差不多都

有这样的一种期许。但是做什么样的视频是最好的选择呢？我的经验告诉我中国来

的学生做的最成功的视频是访问自己的爷爷奶奶或祖母祖父 （grandparents）。

但是应该怎样制作一个成功的视频呢？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在现在的美国社会里，

5 到 10分钟的视频可以决定您孩子的命运。因此，最好能够知道如何采访自己的

grandparents 才会引起招生学校的注意。 

 

马一龙教授曾经是新闻周刊的特派员，也在凤凰卫视有自己的节目。马教授自己的

博士论文（后来出版了）也是用口述历史来做的。请参考附上的照片 （马一龙教

授访问秦逸老师）。 

 

14 日：到底要怎么进行 video采访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到底要包括什么内容才能

引起校方的兴趣而被录取？ 进行 video 采访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什么？ （被采访



的对象 17岁结婚，然后一辈子都在做家庭主妇养孩子；后来 42 岁去读书开办自己

的公司。她现在已经 80 几岁了，作为一位成功人士，她对人生的一句格言就是：

“it’s never too late”（人生任何时候都不算晚）。这次的访问着重于这位女

士一生的成就和理念。 

 

21 日：第一个模拟采访：马一龙教授让大家一边看一边学怎么样采访一位年纪大

的人，从而使得大家能够学到正确的技巧和方法。怎样才能从被采访的对象那里听

到会引起校方兴趣的内容 （这位先生就是在日据时代的北京长大的）。这次的访

问着重于这位先生的祖先和他童年时期。 

 

28 日：第二个模拟采访：马一龙教授让大家一边看一边学怎么样进行采访。怎样

才能从被采访的对象得到会引起校方兴趣的内容。今天请带孩子一起来。这次让孩

子跟大人练习用口述历史的方式来进行访问。马一龙教授会辅导。最后大家会有一

个概念怎么样做能够吸引美国学校的 video。 

 

星期五上午 10:00-11:00（4日，11 日，18日，25日）刘峰老师教初级班：瑜伽 

 

 

个别讲座 （给家长与孩子）： 

 

刚刚又发生了枪击案。6 月 3 日星期日下午 2:00 到 3:30欢迎大家到本文教中心 听

专家用中文跟大家分享华盛顿州 State Patrol 的建议和措施。讲座内容包括：假设

枪击案发生的话，最好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逃避或保护自己，欢迎带孩子参加，或

者你听完讲座后可以辅导孩子怎么样保护自己。 
 

6 月 5日上午 10:00至 11:00 移民到美国跟移民到其他的国家 有什么不同？  

 

我们请到了一位从中国移民到法国后来在法国成为教授的人士，他会来讲一讲两种

完全不同的移民过程。欢迎大家带孩子一起来。这次的讲座会用移民到法国的经历

来衬托出移民到美国社会的特点。 
 

 

6 月 6日 10:00－11:00 YMCA来介绍 YMCA 住宿营和 YMCA 日间营  

YMCA 住宿营：  

        YMCA 是世界闻名的青少年服务组织， 其在西雅图的营地拥有近百年的悠久历

史。  

        美国俚语有云:你可以不曾就读蓝带学校或常春藤大学,但你至少要参加过

YMCA。 每年夏天, 很多家庭的传统就是将孩子送入 YMCA营地。YMCA 住宿营，致

力于引导孩子们探索自 然，学习生存技巧，结交新朋友及培养对环境的尊重。 孩 

子们在户外探索营将会涉猎各种活动:艺术和手工制作、游 泳、划船、射箭、攀岩。  
 



• 山水环绕的自然环境和完备的设施  

• 专业的师资阵容和丰富的课程活动  

• 全英文综合教学快速提升口语能力  

• 体验美国精英教育体系的百年积淀  
 

住宿安排:  

       孩子们按照性别和年龄分组入住小木屋,每个小木屋都会配备两位富有经验的辅

导员。每天晚上，营会的所有孩子会在一起有团队活动,比如争夺锦旗，篝火晚会，

价值观分享，安静反思等。  
 

YMCA 日间营  

       YMCA 日间营每周都安排了不同的主题，让孩子们在游戏、艺术、科学、阅读

和探险中，充分享受户外活动的乐趣和自由，学习新技能，结交好朋友！ 

 

 

6 月 7日 10:00-11:00 美国教育基本法律 

在美国的教育体制下您和您的孩子到底有什么权利呢？ 

如果您认为您的孩子在学校里受到歧视，骚扰，欺负，有 discipline 或特殊班的问

题的话，如果您想多了解您具体有什么权利的话，怎么办？如果您想多了解校方的

决定和措施，您可以向谁来请教这个问题呢？谁会有正确的答案？马一龙教授透过

华盛顿大学认识了 Lara Hruska，她是一位非常优秀和可靠的律师和专家。Lara 

大学毕业于伯克利 （主修的是和平和冲突解决的学业）。她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攻

读社会工作者硕士学位 （她在那儿专门研究家庭福利政策）。她也有教育的学位。

此后，她毕业于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她曾经在加州，纽约和路易斯安那州教过 

幼稚园到初中的学生。在新奥尔良发生飓风之后，她负责创立两所学校的特殊班部

门。Lara 在 2016 年获得了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妇女领袖的奖状。2017 年，华盛顿

州最优秀的律师组织 "Super Lawyers" 称她为 2017 年的后起之秀。 
 

如果您有孩子在美国的学校就读的话，欢迎您来听一听她的讲座，认识这位非常关

键的资源。 
 

6 月 13 日 10:00 到 11:00 第二个有关于枪击案的讲座。欢迎大家到本文教中心听

Douglas James, Director of Safety and Security, Bellevue School District。讲座内容包括：

假设枪击案发生的话，最好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逃避或保护自己。如果您有时间来

的话，您之后可以辅导孩子怎么样保护自己。 
 

6 月 15 日 10:00-11:30 在美国怎样用艺术来提高孩子的境界，进而让她／他有更强

的判断能力？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专家来介绍这个题目。内容包括怎么样用西雅图

艺术博物馆来提高孩子的认识和思维方式。当天由 Crystal （做义工的家长）来

组织家长 准备在 6 月 26 日一起参与“博物馆日”。“博物馆日”的活动主要是前



往西雅图艺术馆 （SAM），由说中文的导游带她们和孩子参观和了解西雅图艺术

博物馆。 
 

6 月 20 日上午 10：00 至 11:00 犹太人在美国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特别是怎么推

动立法，还有当时犹太人用什么其他的渠道避免教育系统对犹太人的歧视。另外，

马一龙教授也会介绍一些犹太人的教育理念（跟上次的讲座不一样：包括很多新的

内容 ）。 

 

6 月 26日博物馆日：参与过 6月 15 日有关西雅图博物馆讲座的家长带孩子们一起

到西雅图博物馆，由说中文的导游带领参观 （一人一张票 20 美元；孩子们是免费

的）。地址：1300 FIRST AVE, SEATTLE, WA 98101 （时间未定） 

 

博物馆日的意义： 
 

博物馆日 
 

学期的结束， 

假期的开始， 

如何才是完美的连接？ 

 

学业的缠绕， 

兴趣课之间的奔波， 

如何点上恰当的休止符？ 
 

一场博物馆的游历， 

一日亲子荡漾的时光。 

让心灵和眼睛休息， 

体会那无声的默契。 
 

博物馆日的意义， 

不仅是一同经历的经典， 

更是可留下津津回忆的记忆。 
 

如何开始？如何持续？如何传承？ 

敬请参加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专家课程。 

 
 

6 月 27 日 周三 10:00-11：30 怎么掌握美国的幽默和幽默电视连续剧 

美国人的幽默有什么特点？马一龙教授会辅导您和您的孩子去怎么样体会美国幽默

的基本来源。他会介绍马克吐温的幽默特点和文章。接下来他介绍几个最有名的美

国幽默电视连续剧和电影。这能帮助您和您的孩子掌握这个最基本的社会脉络，还

能协助您和美国人进行有效沟通和进行有效写作。 



 

6 月 29 日周五上午 10:00-11:00 被称为“西雅图大地区的房地产皇后”的吴小燕讲

“买房子，卖房子，租房子，投资房地产，要注意什么，要预防什么。”最近房地

产业的变化越来越快。有家长希望吴小燕老师再来提供讲座。 

 

吳小燕老师是台大毕业的，她非常年轻的时候来到美国。她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一步

一步地建立起一个房地产帝国。曾经本身作为“新移民”的吴老师会把她亲身的经

验跟大家分享，另外也会谈到一些应该在房地产方面要注意的事项。 

 

移民到美国跟移民到其他的国家 有什么不同？  

 

我们请到了一位从中国移民到法国后来在法国成为教授的人士，他会来讲一讲两种

完全不同的移民过程。欢迎大家带孩子一起来。这次的讲座会用移民到法国的经历

来衬托出移民到美国社会的特点。 

 

 

7 月份的活动： 

 

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培养孩子写作的兴趣和能力？马一龙教授一直建议家长让孩子到

西雅图出名的 Hugo House 去上课。Hugo House 是一个非营利团体。Hugo House 聘

请了西雅图大地区最有名的作家，诗人，散文家等艺术家来提供课程。大部分到

Hugo House 去上课的是大人，但是孩子也可以去。Hugo House 的老师是用非传统

的教学方法来引导 （而不是逼迫）学生去发自内心地表达自己的痛苦、梦想、快

乐、愿望和对大自然的欣赏。最近非常有名的一位作家 Claire Dederer （书名叫

《Love and Trouble》）也是在 Hugo House 得到了培训，最后能得到全美国最有

影响力的《纽约时报》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