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我们对

这个计划的实施存在

着担忧。毫无疑问，

需要投入大量联邦资

金到这这计划中，但

结果会是怎样呢？它

会不会像政府的许多

其他计划那样（比如

Head Start）效果令

人怀疑呢？我们希

望，奥巴马政府能采

取具体的行动以兑现

承诺，比如录取更好

的教师和投入充足的

资金，使普及学前教

育的计划成为每个适

龄儿童家庭的有效资

源。 

 

 今年 2月份，

奥巴马总统在他的国

情咨文演讲中提出了

一个向低/中等收入

家庭提供通用和高品

质的学前教育计划， 

即家庭收入在贫困线

的200％或以下的4岁

儿童将可免费入读公

立幼儿园，而家庭收

入在这以上的儿童也

只要支付部分的支

出。奥巴马说：“大

多数中产阶层的父母

负担不起一个星期几

百美元的私立幼儿

园。贫困孩子是最需

要帮助的，因为缺乏

学前教育会影响到这

些孩子一辈子。”随

着学龄前教育的成本

上升至每学年11,000

美元，家庭的财政负

担明显加重，尤其是

对于那些收入较低的

家庭，对他们来说，

这可能是其年薪的一

半。 

 普及学前班的

潜在利益是值得认真

考虑的。早期儿童教

育研究表明，受过学

龄前教育的儿童以后

在课堂上会有更好的

表现。此外，早期教

育也有助于提高未来

教育的发展，尤其是

对于面临社会经济障

碍的儿童。另一个重

要因素是学龄前教育

可以帮助培养孩子的

社交技巧。当然，也

有其他的研究提出了

对学龄前教育的异

议。有些研究表明学

前班对孩子并没有持

久的利益。 

我看奥巴马的普及学前班计划 

陈钰瑶 

小语世界是学生学习

，倾诉，畅想的园地

；小语世界也是老师

教书育人，分享经验

的平台。小语世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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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爸爸常常在我们

家前后院干活。上次的

Hurricane  Sandy 把我们

家的院子破坏的乱七八

糟。例如，前院的一棵大

松树被风吹倒，并连根从

地里拔起，在地面留了一

个很大的坑。因为爸爸这

星期休息，他决定整理整

理我们家的院子。 

 我和弟弟、姐姐这星

期也在放春假呢，所以爸

爸要我们去帮忙，养成爱

劳动的好习惯。说实话，

我不是一个爱干力气活的

人，更喜欢呆在家

里读书和学习。但

是我还是每天连续

好几个小时帮爸爸

扫树叶，捡石头，

和推泥土等。我们遇到的

最大的困难是把那个大树

坑填满。我帮了爸爸推几

十车的土，把 地补得平

平的。还有，我们清除了

地面上的许多大小树根；

其中一个埋在地里的大树

根，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

才把它清理掉。在此过程

中我们用了许多工具：斧

头、锯子、铲子、筢子、

撬棍等。 

 我帮爸爸每天都干几

个小时的活，全身都感到酸

疼。姐姐和弟弟早就放弃帮

忙了，但我还一直留下来

干。虽然干得很累，但看到

我们家的院子现在变得又干

净又漂亮就感到很值得的。

通过干活，我得到了许多生

活的体验，也学会了使用许

多劳动工具。体力劳动是很

累，很辛苦的，但是干活对

身体是有好处的，也可以养

成从小爱劳动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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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养了一盆美

丽的水仙花。当我们刚

把花买回家时，我就喜

欢上了。 

  嫩黄色的水仙花

瓣，还有许多长长绿绿

的叶子，让人有一种心

旷神怡的感觉。刚买回

来时，有些花还没有

开，样子就像很快会爆

炸似的；还有一些花刚

刚开出来一点点，像一

个害羞的小姑娘，不想

要别人看见自己；还有

一些花全部都开了，它

们仿佛正在说：“大家

快来看！我多么美

呀！” 水仙花还挺着

它们的茎，看上去显得

非常高傲的样子。我们

把水仙花放在窗台边晒

太阳，让花朵变得更美

丽。 

  过了几天，更多的

花露出来了。它们大大

方方地坐在窗台旁边，

像在对着我微笑。又过

了几天，开始下雪了。

有时候，当我非常仔细

地盯着水仙花和雪看的

时候，感觉那黄色的水

仙花在窗外白雪的映衬

下显得更加漂亮。 

  水仙花的叶子有时

候也会吸引我的兴趣。

它们长得长长的，尖尖

的和绿绿的。有的叶子

谦虚地弯着腰；有的叶

子非常骄傲地挺着身

子；还有的叶子紧紧地

“保护着水仙花”，就

像妈妈保护自己的孩子

一样，不让别人伤害它

们，可有趣啦！ 

  水仙花现在还在我

家客厅的窗台上，正对

着太阳笑呢。水仙花多

么美丽呀！我真希望它

可以活得更长一些。 

我家的水仙花 

陈恩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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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小时以后，开始堵

车。我们不知道原因，可能是一个

车祸，可能他们在修路，但是我们

知道的是，现在在堵车，而且堵的

挺厉害的。我开始还可以。我告诉

我自己，“没有问题。不会堵很长

时间。我们肯定能按时到夏令

营。”但是十分钟以后，我们还没

有动，还在一样的位置。妈妈跟我

一样是急性子，她开始抱怨。“啊

呀我们一定会晚到。怎么总是晚

啊？怎么可能每次我们出去都不能

按时到？”爸爸笑了笑。“放松一

点。没有问题，别着急了。”爸爸

说这个，妈妈就更着急，也开始生

气。“别说我要放松！这都是你的

错！你总是最后一个下来，最后一

个准备好！” 

 

 他们开始吵起来了。爷爷

非常不喜欢妈妈爸爸这样子吵架，

所以就大声的叫“你们俩怎么能这

样子啊？在孩子面前这样子？别吵

了！”爸爸讨厌爷爷管他的事情，

他就开始一边跟妈妈吵架，一边跟

爷爷吵。奶奶看着他的儿子和他的

老公吵架，就皱起了眉头，也开始

吵了。同时，我和弟弟开始吵架。

弟弟想看这个电影，我想看那个。

我还特别怕会晚到夏令营，就不耐

烦地，生气地叫弟弟一个骂人的

话，弟弟就开始哭了。妈妈又开始

批评我。车里面真的很混乱，如果

当时有个好气性的人在旁边开，从

窗户看我们车里面在干什么，就会

怀疑我们有毛病。 

 

 “我告诉你，爸爸，如果你

不快下来，我就不是你的女儿

了！”我从楼下喊。已经早上六点

半了，他怎么还没有准备好呢？我

们应该六点钟就走了。我，妈妈，

弟弟，爷爷，和奶奶都在下面等着

他呢。由于他，我们就会迟到了！

今天是我上夏令营第一天。我们必

须开四个小时到马利兰州的Johns 

Hopkins大学，因为夏令营在那儿。

“胡舒菡，如果你接着叫，我就永

远不下来了！”，爸爸回答了说。

我闭嘴了。十分钟以后，爸爸下来

了。我还生气，就小声的说，“终

于下来了。” 

 

 今天是一个蓝天白云的天，

天气很好，我觉得特别舒服，能出

现什么问题啊？我的家人都想送我

到夏令营，所以妈妈爸爸决定送我

以后，带爷爷奶奶到华盛顿看一

看。我们家的六口人，和五套行李

都挤在妈妈车里面，六点四十五出

发了。前两个小时特别顺，一点问

题都没有。妈妈爸爸在前面聊天，

爷爷奶奶在第二排睡觉，我和弟弟

在后排看电脑上的电影。我们都很

安静。 

 过了几分钟，还在堵。马

路上全是车，白的，红的，黑的，

五颜六色的都有。弟弟哭累了，睡

着了。妈妈爸爸都不说话了，他们

知道他们都不会道歉，真的没用

吵。爷爷还坚决的接着说话，想

“教育”我们。说实话，我们都觉

得他说话有一点讨厌。“别说了。

我们都不想听了。”奶奶说。 

 

 等啊，等啊，堵车特无

聊。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已经记住

前面丰田的车牌号了，已经熟悉左

边右边的车里面的人的外形了，已

经把头发扎成辫子了，已经在弟弟

的脸上画了一个胡子，还能干什

么？车里面的人也太多了，太挤

了。弟弟在横着睡，腿在我的身

上。他的脚臭。我正在想如果我从

车窗户跳出去，能不能不受伤的时

候，突然前面的车开始动了。可能

吗？我们真的终于可以接着开了？

我开始不相信，已经快一个小时

了，我都适应在不动的车里坐着

了。 

 

 我到今天还不知道我们为

什么堵车堵了那么长时间。我们开

始接着开以后，我就睡着了。但是

我真的不管是什么东西，我就知道

我永远都不想再受到这样子的折磨

了。 

 

 

 

 

堵车了 

胡舒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