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北美的移民朋友，是否在梦里几

的是自己的名字。哎，真是无可奈何啊。

度萦牵着故乡摇曳的灯火？难以割舍的中
国情结一定是你心底最厚重的相思。你出

平时，家长们确实得需要有极大的耐心来
督促辅导孩子写作业准备考试。有时候，

供中文 AP 课，
“中文热”势在必行。

生在异国，成长在客乡的亲爱的孩子，是

如果孩子的状态不好，他的作业几乎就变

反对孩子学中文的理由是：

不是已经俨然是个“香蕉人”了呢？那口
地道的、跟当地孩子一样的英文让你骄傲

成了家长们的作业。
不过，在中文学校里，确实也有少量的

又 羡 慕 吧 ？ 但 是 ，他（她）的 中 文 怎 么 样

学生，他们的中文水平和国内同龄的孩子

呢？你有没有倾力地教孩子学中文呢？下
面是一位旅居美国的母亲想跟大家分享的

们相比，也不相上下呢。他们不仅能用中
文写日记，还会用中文演讲。相反，在中

体验与感受。

文学校里，也有一些孩子在家长的“同意”

我刚来美国时，在一个很小的大学城
里读书。在那座小城，中国人不多，有学

下，半途而废，和中文学校“永远再见”，不
再回头。
在中文学校里，家长们永远都在探讨，

龄儿童的华人家庭大概仅有 4—5 家。这

到底要不要孩子学好中文。我大概归纳了
一下，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孩子学中文，

几家的孩子在美国学校里都是尖子学生，
唯一遗憾的是当地没有开设中文学校。于

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是，这几位家长只能在家里教自己的孩子
一些简单的汉字，据说，效果并不是很好。
后来，
有一位在国内当过语文老师的女

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有三家分别由大
陆、台湾和香港同胞开办的中文学校。为

孩子来串门找他玩儿，孩子对中文作业的
抵抗几乎就到了极点。有时候，华人孩子

赞成孩子学中文的理由是：

士来当地探亲，几位家长一商量，何不请她

了不让孩子“忘本”，我们当地大部分的华

们聚在一起时，只要提起学中文，他们都

给孩子们在周末开个中文班呢。于是，
经过
和这位女士的几次讨论，
在一户人家的地下

人家长都会把子女送到中文学校上比较正
规的中文课。当然，我家孩子也不例外。

会异口同声：
“I Hate to learn Chinese”。
说实话，让海外的孩子学中文，真是件

人的后代，理所应当学好中文。
2． 近 年 来 中 国 的 发 展 让 全 世 界 注

室里，仅有 5 个孩子的中文班终于开课了。

中文老师是位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兼职

让每个家长多多少少都会感到头痛的事。

当时大家戏称，这个中文班是美国小城的
“中文希望工程”
。

我们当地中文报纸的记者。按理说，这是
个多么好的学习机会啊。可是，我家孩子

对有些孩子来讲，学中文简直就是酷刑。
因为孩子们每天在没有中文环境的学校里

当时，自己还是“丁克贵族”，虽然我很

却 似 乎 不 太 喜 欢 这 位 国 内 毕 业 的“ 高 材

讲英文，仅在周末有限的两小时内让他们

佩服这些家长们对子女教育所倾注的心
血，但当时并没有很深刻地体会到这些家

生”。
小宝贝每次从中文学校回来，写作业

上课学写汉字、读中文课文，真有些像让
西人学中文那样，很是困难。

长们的良苦用心。直到这几年，我自己的

就变成了最让他头痛的事，每周一次的小

小宝贝也到了学中文的年纪，我才真正地
体会到了让孩子学好中文，是件多么不容

考试更是让他觉得学中文的日子好难熬。
平时，孩子写中文作业时，是最容易出现

还不会写自己的中文名字。举个例子，中
文学校在年终“象征性地”发奖品来鼓励

“状况”的时候。如果这时候，邻居的美国

孩子们时，有些孩子竟不知哪个奖状上写

易的事。

有的孩子都上完中文学校一年级了，

候把中文基础打好了，考 SAT 时会得心应
手。另外，从秋季开始，美国高中开始提

1．孩子在美国生存，英语是母语，学
中文是多此一举。
2．只要孩子能听懂中文，会讲几句就
够了。即使学过中文，中文读写也会很快
忘掉的，何必费那个“牛劲”。
3．在海外长大的孩子，回中国工作会
不习惯国内复杂的“裙带关系”，就算有在
中国工作的机会，家长也不会鼓励他们回
国去发展，
因此学中文也没什么大用。
4．有空余时间，还不如让孩子多搞些
体育活动，健体强身，还可以增加孩子的
自信心。
5． 孩 子 不 爱 学 中 文 ，又 没 有

1．不管孩子是什么国籍，孩子是中国

目。等孩子长大后，有机会去中国工作，
精通中文将是个优势。
3．美国学校功课少，
课外时间多，
让孩
子去中文学校，既可以让孩子学中文，又能
打发业余时间，
一举两得。
4．孩子上高中以后，可以把中文当成
外语选修。如果孩子在小时候能把中文学
好，这样上高中时，孩子可以腾出更多的
时间忙别的功课。

Motivation，赶着鸭子上架，大人孩子都受
罪。
虽然，对生长在海外的孩子到底要不
要学好中文，一直是我在思考的问题。不
过，当我在中文学校里，看到美国家长们
带着他们从中国领养来的子女满腔热情地
来上课时，似乎得到了答案。其实，我是
赞同孩子学中文的。只是有时候遇到孩子
的抵触情绪时，感到有些茫然。
让孩子们学中文是难为他们吗？怎样
才能让孩子学好中文呢？各位华人家长
们 ，不 知 大 家 有 何 高 见 呢 ？
（编辑：董睿）图片来源：百度

5．大学入学考试（SAT）里，中文可以
作为一门外语应试语种。如果孩子在小时

“自雇移民”往往给人一种奇特的感觉，其实，
“自雇
移民”只是属于经济移民类别其中一种。根据《移民及

旦申请成功，
马上可享受各种福利。
正因为“自雇移民”的申请条件之一是与“文化”或

定居的地方，看来他的移民申请应该是没有问题。
可是，移民官看过了鲁先生这么特殊的经验和背境

难民保护规则》第 70 条，移民类别分为三大类：第一类
是“家庭团聚”类别，第二类是“经济”移民类别，第三类
是“难民”类别。而每一大类之下亦各自分为若干小

“体育”
活动有关的行业，
而
“文化”或
“体育”
的层面可说
是极其广阔，
所以有时一些极其独特的行业或经验，
理论
上亦可以列入
“文化”
或
“体育”
的范围内。以下是一宗相

后，
竟然好像老鼠拉龟，
不知从何入手。可能鲁先生
的经历太特殊了，
连移民官也闻所未闻，
以至不知怎
样做出评估。于是，移民官在没有分析鲁先生的资

经济移民类别之下，
最为人所熟识的一种移民方式
可算是“技术移民”了。技术移民申请人一般需要是拥

当有趣的个案。
鲁先生来自英国，中学毕业后，他成为专业板球队
员，
打了四年，
之后他转职成为猎场看守人，
主要职责是

历下，
就妄下判断，
做出结论。
移民官后来发了一封通知信给了鲁先生，在通
知信内，移民官只是“照字搬纸”地将有关法例和要

吴先生电话：
416-590-7465
手机：
416-838-0220
电邮: terry.ng@canada-world.com

有高学历（大学或大专程度）的人士。另外，
移民部会根
据技术移民申请人的工作经验、学历、年龄、英/法语能

饲养野鸡。后来又转职为猎犬训练师。过了一段时间，
鲁先生又重回校园。他在一所大学攻读为期两年的“户

求，复述了一次，然后便说鲁先生的资历是与“文
化”、
“体育”或“农场业务”没有关系的，并拒绝他的

请登陆http://www.inorstar.com，
浏览吴先生往期文章。

力、
适应能力等，
评核申请人所得的分数，
而“合格”
分数
是 67 分。不过，有一种经济移民类别之下的方式，可能
会被人忽略的，
那就是
“自雇移民”
了。

外游乐管理”
高级文凭课程，
课程的内容包括写作和摄影
技巧。在读书期间，
鲁先生屡次参与非比寻常的活动，
而
获得以下极其特殊的经验。

移民申请。
鲁先生拿到通知信，大惑不解，
惊讶移民官的裁

《移民及难民保护规则》第 88 条规定，
“自雇移民”
的
定义是：
（一）拥有相关的文化、体育或农场业务经验（自
雇或高成就）；
（二）有意图及能力在加拿大创立或购买一

首先，
他远征欧洲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脉，
攀登了其中
一座山峰，
因而获得了运用雪斧、
起重钓钩和结绳等的实
际经验。随后，
他带领一队环保队伍，
横越中美洲一国家

法复核申请。法律代表在法庭上陈词，指出移民官
在评估鲁先生的移民申请时，十分马虎和欠缺理
据。联邦法庭看过有关文件后，毫不犹疑地推翻移

的森林，
巡回进行环保讲座和幻灯片展示，
受到
项生意以使自己受雇用；
（三）该生意会为加拿大的文化、 “贝里斯”
当地报纸和电台的采访。另外，
他还远征北极。在远征
体育或农场业务等活动做出显著贡献。
学到了操纵爱斯基摩犬的技术和其它极地探险的
“自雇移民”
类别特别适合艺术家、设计师、摄影师、 期间，
技能，
例如：
团体炊具系统操作、极地天气衣着和专业营
体育家、
音乐家、
演员及农场主等。
“自雇移民”
的特点是：
（一）没有其它限制条件；
（二） 幕搭建等。
鲁先生极向往加拿大北极圈地区的生活，
于是以
“自
无需为他人创造就业机会；
（三）必须提供文件以证明有

民官的裁决。法庭认为，移民官根本没有为鲁先生
的情况做详细的分析，
因此，
移民官在通知信所内陈
列拒绝鲁先生移民申请的“理由”，根本就不是“理
由”
。最后，
联邦法庭判鲁先生得胜。
这宗有趣的移民个案，说明移民部的决定未必
一定是正确的，申请人只要肯坚持，仍可推翻决定，

车友俱乐部(www.cheyou.ca)基地

雇移民”
方式申请移民加拿大。
鲁先生无论在
“文化”
“
、体育”
或
“农场业务”
方面，
都
有相当的经验，
而且，
他选择了加拿大北极地区，
作为他

反败为胜。当然，
参考专业移民专家的意见，
至关重
要。
（此文由 CWO 加拿大政府认证移民顾问兼香港
高等法院律师吴耀荣先生提供）

TEL: 416-849-7976
647-878-3977

类。

能力在加拿大创立一项生意，
为加拿大文化、
体育或农场
业务等活动作出显著贡献；
（四）必须拥有一定的资金，
用
于在加拿大创立或购买一项生意及安家之费用；
（五）一

奥林匹克学校

国威汽修

决。后来他找到移民法律代表，向联邦法庭提出司

GOODWAY AUTO SERVICES

车身修复 机电维修

专业 认真 诚信 价平

政府许可安检中心
保险公司认可车身，机械维修
买卖翻新旧车

——孩子们的家
与孩子们一起迎接
丰富多彩的夏天

汉 为 桥 英 语 教学法

汉为桥白领人士
英语口语迅速提高班

暑假期间, 奥林匹克学校将为G5-G12年级的孩子们
提前讲授下个学年的在校课程, 为提高孩子们下学年的
在校课程成绩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专门去口音，正语调。
40 小时，$400

暑期新课程 (8月份):
·AP Calculus (for AP, Pre-University, SAT II) ·Calculus(G12)提高班
·AP Chemistry (for AP, Pre-University, SAT II) · Advanced Function(G12)提高班
·AP Physics (for AP, Pre-University, SAT II)

各课程详细信息, 请访问网站

Tel: 647-893-2999
www.hanweiqiao.com

面对全球经济危机，
如何保证您的生意与家居安全？

www.olympiads.ca

近期已开班
·SAT(G10-G12), SSAT(G5-G6)提高班

·English(G12)阅读写作提高班

·Web Design (G4-10) 网页设计课程班

·English (G7-11) 阅读写作提高班

·Mathematics (G5-11) 在校课程提高班

请 快 报 名 !!!

·COMC (G10-12) 公开数学挑战赛班

·HMMT (G10-12) 哈佛-麻省数学竞赛班 ·Advanced art (G5-G12) 中, 高级绘画竞赛班
·Public Speaking and debate (G6-G12) 演讲与辩论提高与竞赛
·Computer Programming (G7-12) 计算机编程竞赛班

地址: 200 Consumers Rd. Unit 102, North York, M2J 4R4
电话416-385-8801, 647-998-9865

系统主要功能：

美国专利 国际首创 ANV 远程智能网络视频监控报警系统

监控：无论您走到世界各地，就近上网即可查看及实施远程监 料供警察局破案和保险公司索赔。
控，
节省$35/月的固定 IP 地址注册费。

报警：即刻获得 ANV 公司发送的手机短讯，e-mail 及电话语

录像：
若遇窃贼触及视频，
摄像头警笛鸣响，
系统自动录影并保 言，
无论您在世界何地，
都能第一时间通知您，
让您及时对事件做出
存在 ANV 公司网络服务器或自己的电脑硬盘，提供高清晰度的资 及时有效的反应和制定最好的解决方案。

多款最先进的 H.264 IP Camera:
适合以下场所安装使用：
居家：
独立屋、
城市屋、
公寓。

ANV105 智能型

ANV103高速球 ANV101红外防水 ANV106卡片型 ANV-DVS-4路

公楼等的安全监控和报警服务.

加盟机会：
欢迎安省各经销安装单位和个人接洽业务

其他：连锁或多个营业地点的低成本统一监控 兼职机会：要求具备相关本地市场销售经验以及网

生意：店铺内及出入口安全、营业办公场所客 安全管理、异地房地产度假屋的监控、家长上班时 络电脑知识方面的人员。
户及雇员管理、
仓库物流安全监控、
加油站运营管理。
办公: 政府、学校、工厂、停车场、机场、码头、办

对孩童家内安全随时网上跟踪观察

（ANV Video Alarm Service Ontario Inc.）

房地产商认为这是安居乐业的最佳馈赠礼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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