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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感恩 我的見證
一個普通家長有感于聖路易現代中文學校的募捐活動
作為一個自 2004 年始，家有兩個孩子先後
入讀聖路易現代中文學校學習並雙雙圓滿畢業
的老家長，值此學校經營面臨挑戰和壓力的關
鍵時刻，我自願和那些對學校情況不甚瞭解的
註冊家庭和社區各界組織、人士分享一點自己
的親身經歷和親眼所見，期盼能借此為這次迫
在眉睫的募捐活動能贏得更多關注之心、關愛
之舉。
眾所周知，聖路易現代中文學校經過二十
年之多的努力經營和經驗積累，學校在招生規
模和教學品質上在北美地區堪稱頂流、楷模！
也是目前全美僅有的四所有自己校舍的中文學
校之一！我家曾經在 2008 年短暫在亞特蘭大居
住一年，那裡的華人至少比我們這裡多一倍，
當我們帶著孩子興沖沖找到當地最大規模的一
間中文學校之時，難以置信的看到，在一個租
用的地下室裡，當時的三年級只有四個學生，
其它班級設置七零八落，整個樓道冷冷清清。
後來因為一些原因，我們選擇遷回聖路易。我
的家人和朋友都知道這裡的中文學校是最重要
的因素之一，讓我們對搬遷少了猶豫、增了決
心。我的兩個孩子中文水準與生長在美國的中
國孩子裡面算非常好的，不僅發音沒一絲洋腔
，重要的是他們喜歡中國，以自己是中國人為
傲。除了和在家只說中文有關，
重要的是他們在學校堅持了 12 年
的中文學習。在這個大集體裡不
僅增長了中文知識，瞭解了中國
文化，還都結識了聊的來的好朋
友，尤其是跨學區的。即使女兒
走向工作崗位，她還和幾位中文
學 校 結 識 的 Clayton、 Ballwin、
私立高中的朋友保持著友誼。更
重要的是孩子還通過積極參加學
校的演講比賽、主持人選拔賽等
各類比賽，以及植物園的中華日
義工，美國老年公寓送溫暖等服
務學校和社區的各種義工活動，
得到了美國學校無法提供的更多
的鍛煉機會，無形中增強了自信
心，尤其是對自己中國人身份的
認同感和自豪感。已經走向了工
作崗位的女兒說自己在公共場合
說中文感覺越來越舒服。她聽說
學校在募捐，立即代表全家積極
送出了自己的愛心。兒子的中文
學習也畢業了，但他有時間就來
幫忙組織活動。周日還和幾個朋
友組了個舞獅隊，積極準備參加
Magic House 組 織 的 中 國 新 年 的
慶祝活動，還計畫到美國學校的
Talent show 上表演……無需一一
贅述，我相信我家只是眾多中國
家庭中普通而又平凡的一家，有
幸在咱們中文學校這個大平臺裡
受益頗多。
我家雖然沒有經歷學校創建
之初的不易，但我們親身體會了
學校在 Parkway 學區租房的過往
。當時肯定有很多約束協議和賠

償條款，那時侯活潑好動的孩子們在教室裡被
不斷提醒和限制，樓道裡的家長們也都要縮手
縮腳的乾等。尤其舞蹈、功夫啥的選修課都在
大樓道裡逐片排開，老師們得大嗓教學，防止
學生被熱鬧的四周搞走神。家長們只能席地而
坐。一眼望去，真的算亂哄哄的。可喜的是經
過不斷的努力，我們終於擁有了自己校舍，經
過簡單的裝修、整理，絕對是一個非常正兒八
經的教學場所。可惜，當年就吃過一次的看起
來有規模、有檔次的中餐館，紅火熱鬧的開業
沒多久，突然不辭而別關門跑路，拖欠了學校
的租金，更糟糕的是直接衝擊了學校的收取固
定、可觀租金的長遠規劃。那被用來抵債的餐
館廚具、桌椅隨處可見，一想到學校失去的重
大財源，我這個普通家長都無比遺憾。我們很
多人也知道學校千方百計想招租賃場地、招商
引財，但因為地理位置和各種因素等都未能如
願。
2014 年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被請到學
校教中文。因此也有多一份視角觀察和體會學
校經營狀況。尤其深刻的看到疫情—這個學校
發展史上的又一個分水嶺。2019 年學校裡總是
人聲鼎沸、盛況空前，據說招生也是創下歷史
新高。經歷兩年網課後，為了保障教學品質，

讓學生有足夠的機會和環境學習、交流，學校
恢復正常教學。我無需考證招生數字，諾大的
停車場是最真實的寫照。疫情前，我每次 1：30
前抵達，都很勉強發現空位，可是現在任何時
候來都有大量車位虛空。同時我親眼目睹著教
室桌椅的陳舊和現代教學設備的匱乏。記得兩
三年前有次去校長辦公室拿一個電腦和電視的
連接線，我還放了 20 塊錢的押金。我知道疫情
期間，趁網課不影響教學，在資金受限的情況
下，學校還是更新了大部分空調，翻新了大樓
的屋頂，但需要維護、整修的地方比比皆是。
我的教室在二樓的最角落，迄今我和學生都一
起體會著室內溫度的冬涼、夏熱。教室裡靠牆
有個移動空調，但打開後那噪音出奇的大到讓
人頭疼，我們師生一致選擇棄用。讓我欣慰的
是，在我的歷屆班級裡，我親眼看著學生們在
這裡自願也好，被父母帶來也好，他們週末有
這麼個放下電腦、離開網路、關掉手機的好地
方，可以學中文、交朋友，有趣的是他們在互
相認識的同時，也會默默互相觀察、較量。這
個學期剛從伊利諾州其它中文學校轉過來的兄
妹兩，很聰明、很優秀，但他們的媽媽在家長
會時告訴我：兄妹兩很驚訝，深深的體會到這
個學校裡的學生們都很厲害，毫無疑問這個更
好、更高的平臺能夠幫她的孩子們看
的更遠！
今年學校為了進一步改善管理，
更好的服務社區和在冊家庭，我應需
成為學校 PTO 成員之一。可以說從更
深的角度對學校經費的捉襟見肘一目

了然。剛剛過去的半年，我參與了中秋節的食
品攤，萬聖節的 family night，以及一年一度的
謝師會。毫不隱瞞的說學校領導們對各個活動
都是滿懷誠意和一腔熱忱，但一旦涉及到要花
錢採購物品、裝飾啥的，做主的、跑腿的、管
賬的心照不宣的以“少花錢、多辦事”為原則
。PTO 成員夏梅為了組織學校家庭日活動，不
知道從家裡搬來了多少件用品省錢、應急。活
動需要移動衣架，一查好三四十元一個，於是
我們丁零噹啷的從自己家推來幾個……
不管學校經費如何受限，但服務社區、造
福社區的動力不減。這裡一如既往是孩子們學
中文、增才藝、交朋友、過週末的最佳來處；
也是家長們唱歌跳舞、愉悅身心、識人會友、
休閒解悶兒的大好場所；這裡定期舉辦的義診
活動，更是為很多不懂英文的中國老人，和受
身份、保險困擾的居民提供了雪中送炭的解憂
、答疑、救助場所。很多很多的受益處，你我
無從衡量，甚至不知。在學校需要大家關注、
說明的關鍵時刻，我們需要更多的家庭和愛心
組織、人士參與奉獻，讓我們大家一起盡己所
能、量力而行伸出援助之手。不管是幾十還是
上百、過千，您的善心都能為學校的發展、建
設添磚加瓦。尤其是我們曾經的、當前的眾多
註冊家庭們，您的參與會深深的影響、感召到
您的孩子懂得感恩，懂得回報，與數額無關，
唯精神指引。讓我們大家一起努力珍惜這個中
文場所、支援我們聖路易現代中文學校！（聖

路易現代中文學校

李月釵）

華助愛心，砥礪前行
—聖路易華助中心傾情加盟現代中文學校年度募捐活動推出 “華助愛心“募捐活動
各位同學家長們好!
為了改善校區環境，修繕屋頂，改善校室
課桌椅，更新和維護學校網路，擴容學校寬頻
，升級更新多媒體網路教室，優化和改進課堂
教學環境，為我們的師生營造一個優質先進的
學習環境，聖路易斯現代中文學校年度募捐活
動已經開啟。這次募捐目標總計擬籌款 40,000
美金，目前我們已經籌集到近 8000 美金！衷心
感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有一個好消息！華助中心將傾情加盟
，為我們提供上限 2000 美金的匹配捐款。我們
將以班級為單位，設置班級最佳參與獎和班級
籌款數額最多獎兩個獎項，評選出籌款之星！

獲獎班級將獲得華助中心贊助的奶茶 Party 獎勵
！詳情請見活動細則！
與人玫瑰，手有餘香！ 我們誠摯地希望大
家同心協力，讓我們的學校更美好， 為華裔社
區建設添磚加瓦！

聖路易華助中心支持現代中文學校“華
助愛心“募捐活動細則：
1， 由各中文教學班家長代表負責收集捐款
資訊並於 2023/1/2 前呈報給 PTO core team。大家
可以通過學校網站上 Paypal 捐贈，然後把截屏
報告給家長代表。
2， PTO core team 將通過郵件把“捐款資訊

登記表“發給各教學班負責家長。
3， PTO core team 各教學班人均捐款額度評
出一個班級籌款之星，呈報華助中心。
4， 華助中心將根據所有中文班捐贈的總額
向學校一次性提供上限$2000 的匹配捐款。
5， 華助中心將在開學第二周為勝出的籌款
之星班級舉行 Boba party。

注意事項：
1， 如果一個家庭有多個小朋友在不同的班
級，請將家庭捐款額均分後報給各班的家長代
表。
2， 如有問題，請電郵至：pto@slmcs.net or
2022donation@slmcs.net

3， 活動截止日期是 12/31/2022
4， 掃描以下二維碼或登錄 https://slmcs.org/
donation.asp 可以直接線上 PayPal 或信用卡捐款
，請注明“華助愛心字樣” 以及 family ID 和孩
子所在班級。
5， 如果您希望是通過支票捐款，請在支票
上注明“華助愛心”字樣，以及 family ID 和孩
子所在班級。
聖路易現代中文學校董事
會和理事會的全體成員衷心感
謝您的參與和捐贈！
聖路易現代中文學校 —2022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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