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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俗话说入乡随俗，在美国

的第十五个。感恩节是亲

开始。节日过后，大家聊

多少火鸡肉，也免不了抱

开门的商店门口人山人海

们，节日后也都要加倍锻

些大卡。 

 

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 是

学校 International Stud

初中的一位退休校长家过

。晚餐当然很丰盛，但令

戚，还有不少外国留学生

邻居等。他还面面俱到，

到美国这个移民大熔炉的

先生来 NECINA 网络协会演

一个问题，“What is th

minority friend over t

的回答都会让莫先生失望

是要经过一番努力的。作

要了。 

 

ACLS 从学校创建始起，创

沟通与联系，在这样的办

列与社区有关的公益活动

向合作，让当地居民能通

ACLS 的一部份文化课，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C

International Night 活

展台和中国的文艺表演。

McCarthy-Towne 和 Merr

文学校协助，在 Interna

娃娃，中国结，算盘，剪

书签，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中国展台前逗留多时，与

演的精彩民族舞蹈，则为

 

学校的专题讲座， 这学期

Representative James E

，ABRHS 的高年级辅导员

区助理长官 Assistant Su

的家长介绍从选举， 义务

，配合 Acton 华人社区和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而

为家长和社区提供一个与
感恩节的联想 

校长助理 周麟 

十五年了，算起来今年的感恩节是我在这里渡过

友团聚的大事，也标志着每年消费者购物季节的

起的话题必然围绕着见了哪些亲朋好友，吃剩了

怨节日旅行之辛苦和分享感恩节第二天早上六点

抢购降价物品的趣闻。当然，健康俱乐部里的人

炼，来去除节日里从丰盛的食品中额外摄入的那

来美国后的第一次感恩节。那时我是个学生，在

ent Coordinator 的安排下， 到 New Bedford

节。感恩节当天的下午，老先生亲自开车来接我

我意外的是，老先生邀请的客人们，除了他的亲

，他过去的学生，一些住在老人院的孤独老人，

介绍大家互相认识，连我也没有漏网，让我体会

含义。记得几个月前美国劳工部第二把手莫天成

讲时，提到融入社会这个题目时，问了大家这么

e last time you invited a non-Chinese 

o your house for dinner”。也许我们大部分人

了。作为个人，要达到莫先生提倡的那种境界，

为中文学校，与社区的沟通与理解，就显得更重

始人、校董事会与校领导就提倡要加强与社区的

学方针下，本学期不少家长已经积极参与了一系

，学校也与 Acton Community Education 进行双

过 Acton Community Education 直接注册选修

也是中文学校回报社区支持的一种方式。 

onant/Douglas 小学 PTO 合办的每年一度的 

动。不少中文学校的家长反映去年没有看到中文

于是，孩子在 Conant, Douglas, Gates, 

iam 等小学就读的家长就自发组织起来，通过中

tional Night 建立了一个中国展台，摆设了中国

纸，伞，传统服装等，特别是当场制作的个性化

，Conant 和 Douglas 小学的两位校长，也分别在

中国孩子的家长交流。而碧云舞蹈班小学员们表

国际之夜的中国部分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也已经请来了新近当选的麻州议员 

ldridge， Acton Lions Club 秘书 Lee Daniel

Brian Doherty，和今天（12 月 7日）来访的学

perintendent Jonathan Landman，向中文学校

劳动，课外辅导，到高中课程设置等一系列话题

主流社会的相互了解，沟通与理解。 

中文学校作为华人社区的一个群体代表，会尽力

当地社区交流信息和交换意见的平台。 
校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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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charity organizations.  If anyone 
knows any such program, please 外
校园内
  

Federal Income Tax Exempt 
Status Granted For ACLS 

 
ACLS started its application for Federal 
Income Tax Exempt Status this May and on 
11/5/2003, it has been granted the status by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ACLS is formally a 501(c) 3 non-
profit organization as recognized formally 
by IRS.  It is a great news for ACLS.  Why 
do we apply for that status and what does it 
mean for the school? 
 

1. It means that the ACLS doesn’t need 
to pay federal tax for its operation 
income. 

2. ACLS can continue to enjoy the 
special treatment of low rental fee 
from Acton-Boxborough School 
District.  The requirement for us to 
be granted the low rental fee is that 
ACLS has to be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ithout this status, the 
rental fee for ACLS would be much 
higher. 

3. The volunteers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unintentional incident when 
working for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the event such as guiding traffic, 
helping out in school and classroom.  
This is under the law, The Volunteer 
Protection Act of 1997, Public Law 
105-19, 42 U.S.C. 14501. 

4. For people making donation to 
ACLS, it means that the donor can 
deduct the donation on the federal 
tax form.  Some employers can even 
match donation of an employee for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5. ACLS can apply for grant from 
foundations, big companies with 
community involvement programs, 

inform school of the opportunity. 
 
There are other benefits such as not having 
to pay Federal Unemployment Tax.  It is 
generally a very beneficial status for an 
organization like ACLS.  School may be 
audited and has to file its tax properly and 
follow the guideline for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 tax-exempt form is attached 
for the convenient of donors of ACLS.  If 
you have donated money or other items to 
ACLS, you can fill up the form and bring it 
to school. 
 
Truly 
Zeyang Wang 
Chairman, Acton Chinese Language Board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P.O.Box 2239, Acton, MA 01720-6239 
www.acls-ma.org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EIN) 
(on file) 
 
Donor Name: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onated Item:________________ 

Value: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sh Amount:________________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CLS), a 501(c) 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cknowledges with great appreciation the 
receipt of the above contribution.  The 
ACLS acknowledges that the donor received 
no goods or services in exchange for this 
contribution.   The donor may deduct this 
contribution as a charit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extent allowed by law. 
 
Signed By: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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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若比邻 

ACLS 在 International Night 

十一月六日，深秋的傍晚已是寒气袭人，Conant 小学

里却是热闹非凡，每年一度的 International Night 

正在这里举行。International Night 是由 Conant 和

Douglas 两所学校的 PTO 联合举办的一项活动，在活

动中，由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家长们向学生介绍各

个国家的习俗文化，以促进不同族裔间的了解和融洽。

今年参加的有中国、英国、日本、墨西哥、印度、爱尔

兰等国家的展台，Conant 的体育馆俨然像是一个小小

地球村。其中，首次参加的中国展台占据了显要位置，

吸引了不少大人和孩子。 

 

今年的中国展台，是在中文学校的支持下，由一些学龄

孩子的家长自发组织起来的。他们包括 Conant 家长李

建林、周麟、谢良玉、王泽鸣、张颖，Douglas 家长刘

相海、邓敏，Gates 家长吴利宁等人。中文学校校长张

逸，老校长陈鸿祥，董事会主席王泽养等也都赶来帮

忙。大家不仅拿出了自己家里的珍藏，还四处收集到中

国的服装文物，把一个小小展台布置得丰富多彩。周麟

并在展台设置了一个独特的今日中国的电脑图片展览，

吸引了包括 Conant 校长 Dr. Bingham，Douglas 校长 

Dr. Kaplowitz 在内的许多人。他们在中国展台前问长

问短，久久不愿离去。 

 

在向大家介绍各国的风俗文化之余，每位参加的家长还

带来了各个国家不同风味的美食，供大家分享。 

 

晚会的压轴戏是孩子们的歌舞表演。在周游列国，品尝

世界各地的美味之后，大家在 Conant 的餐厅兼礼堂坐

定，欣赏各国的民族歌曲舞蹈。由朱碧云带领的碧云舞

蹈班和中文学校舞蹈班，为大家表演了她们精心准备的

传统中国舞蹈。小演员们色泽鲜艳的服装，一丝不苟的

表演，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观众中不时有人惊叹：

“This is Great!” 

中文学校的周麟在向 Douglas 校长 

Dr.Kaplowitz 讲解有关中国的图片 

 

这里要特别提到是舞蹈班的这些小演员和她们的家长

们，为了这次的演出，她们在朱碧云老师的带领下，自

费租场地排练了十余个小时。演出的当天，家长们带着

孩子从下午四点钟就聚集在朱老师家化妆准备。她们漂

亮的演出服装，还是朱老师特意托朋友从国内捎来的

呢！ 

李建林、王泽鸣在 Conant 小学 Internatioanl Night 
的中国展台 

朱碧云带来的小演员们演出精彩的中国民族舞蹈

 

晚会结束了。大家依依不舍地离开 Conant， 一再相约

“明年再来”。 
[本刊通讯员]

 
王泽鸣、Arthur Lee 夫妇向 们

二人表示感谢。 
好人好事 
中文学校捐赠手提电脑一部，在此我们向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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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 The Experts! 
 
 
 
 
 
 
 
 
 

Sell/buy a ho
Call Go

We have exp
Brookline, Lexin
Weston and man

schools! Look 

C
or visit our web

to sign in fo
use in good school towns？ 
od School Realty, Inc.! 

 
erts covering Acton, Andover, 
gton, Newton, Sudbury, Wayland, 

y other towns with excellent public
forward to our Acton and Newton 

offices soon. 
 

all 1-888-430-5900  
site www.GoodSchoolRealty.com 
r automatic marketing 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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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教学点滴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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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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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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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一

练

 

整

喜

远

上

 

“

路

了

 

“

 

 

教师之
  
 

标调歌  
登高望远  

 

见了ɑ母别放过， 
——记一次周末爬山活动 

彩。” —— 吴越 

 

没有ɑ母找 o、e， 

i、u都有标在后， 
学立 这样标调不会错。 

 
过两个多星期的整合，二年级 A班的部分同学和家长

忙碌的周末中偷出闲来，参加了由老师和家长共同发

和组织的爬山活动。我们一行二十六人，浩浩荡荡地

车西行，直奔麻州中西部的瓦诸塞山。 

例如： wánɡ hónɡ dēnɡ 

 王 红 灯 

 

 xiù ɡuì fēi 

 秀 贵 飞 
月的新英格兰是最讨人喜欢的。到处可以看到出来享

自然美和秋收喜悦的人们。当日的天气虽然没有那么

耀眼的金色，甚至还有些寒意，但大家仍兴趣盎然！ 

其是孩子们，喜欢亲近大自然的兴奋，全写在他们的

上。当大人们还在犹豫着选哪一条道，他们则坚持要

登难度最大的登峰途径。孩子中有才四岁的独自完成

程攀爬；家长中有手抱幼儿“负重”登上峰顶的；更

得一提的是队伍中还有一位祖父辈的长者，勇不减当

，是和孩子们一起第一批到达山顶的。据老人家称，

过去常爬山锻炼，现仍保持运动健身，这么点高的山

不在话下。相比之下，平日里出门就踩油门的我们，

路向上却气吁不已。此行也再次提醒了大家：保持锻

，青春则在！ 

 

二年级 D班 焦秀兰 
 

个行程前后四、五个小时。历时虽短，但大家都表示

欢这样的集体活动。新朋老友，聚增友谊，登高望

，舒心畅怀。…… 孩子们回到了课堂里，他们向班

的同学们是这么介绍的： 

我看到了，看到了不同颜色的树叶。我从两条登山的

中选了条有些难度的路往上爬，并从原路下山，还拍

许多照。” —— 陈雯蒂 

名名诗诗·名名亭亭  
 

     陶然亭公园是北京的城南的一座著名园林。公园内山清

水秀，林木葱茏，是城南老北京人的一个绝好休闲场

所。园内湖边有一亭，建于清代，即号称四大名亭之一

的陶然亭（另外三亭分别为：醉翁亭、爱晚亭和沧浪

亭），取白居易诗，“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

然”之意。 

我爬上山顶了，一点也不累！” —— 李华欣 

“……在山顶上，望过去远到天边，有一大片不同的

 
 
白居易原诗全文为： 

 
与梦得闲饮且约后期 

 
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借酒钱？ 
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 
闲征雅令穷经史，静听清吟胜管弦。 
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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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的 Memorial Day 

家长    徐文清 

小女儿 Diana 在上五年级时加入了 Gates 的小乐队。

她是队里的黑管乐手。学校在今年四月发通知说 Acton 

各个小学都要参加 Memorial Day 当天在本地的纪念活

动。”Dress Code” 是驼色长裤白色衬衣。我一通好

跑，终于把小家伙的行头置齐。 

 

今年的 Memorial Day 却是个阴雨天。一大早看着窗外

凄凄沥沥的小雨，我就断定这活动是没戏了。美国的学

校时时处处讲究“Liability”，几小时在雨中淋着，

孩子们冻着生病了怎么办。“Mommy, 我们该走了。” 

Diana 不早不迟按预定时间出现。平时周末爱睡懒觉的

她今天格外自觉。听完我不去的理由后，她坚决不相信

活动会取消，执意一定要去看看。哪怕真的取消了，也

要“眼见为实”才肯罢休。几个回合之后我只好投降。

心想你上钢琴课有这二十分之一就好了。 

 

集合地点是 AB 高中侧面的

停车场。当我们从 

Hayward 那条如今从 

Acton 地图上抹去了的小

路拐进停车场时，发现那

里早已是人头钻动。在时

大时小，连连绵绵的细雨

中，一部分孩子穿上了雨

衣和外套。但也有一些孩

子仍然按预定的 Dress 

Code 来着装，Diana 就是

其中之一。还好她站在最后一排的最边上，我于是在她

极不愿意的情况下硬站在旁边给她打伞。 

 

要风度不要温度的小孩还真不少。有的家长专门回家拿

雨衣，刚递过去，小孩眼睛一瞪，就给吼回来。只有很

少几个家长和我一样“幸运”，能巴结地站在边上给孩

子撑伞。 

 

这样站了大概有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忽然，队列前方

爆发出一串急促的鼓点。那清脆的节奏和澎湃的张力顿

时划破郁闷的时空。紧接着是一阵嘹亮的小号声从人群

中拔地而起，高昂而振奋。这就是孩子们的乐队！大众论坛 他们

始排练了。Diana 说得对，活动不会取消的。 

热情成为照亮我们

命烛炬和记录我们存在的佐证。 

思故我在。 

横之间，孩

们卖力吹打，奏出了蛮象样的进行曲。 

，和我们“杂牌军”的五花八门

成了强烈的对比。 

摩托

 做

队

yward， 徐徐向 

 

为这支队伍极为难看的一个长尾巴。 

那直 插云天，作为 Acton 象征的剑形纪念

脚下。 

 

开

 

在我们这个和“革命传统”沾了边（因为靠 Concord 

近）的郊区小镇，人们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地进行着纪念

活动。今天没有，也许过去不曾，将来也不会因天气不

好而放弃它。在这万籁俱寂的假日里，在这苍茫无边树

林间，正是孩子们的执着和大人们的

由于作者要求及版权限制，本期校刊

刊登的 Kate Wang 《给哈佛的短文》

中英文版及相关文章将不出现在电子

版校刊上，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生

 

我

 

等我缓过神来，才发现 Diana 他们的黑管队和旁边的

长笛队也开始吹响了。原来这支乐队由几个小方阵组

成。最前面是鼓手和小号，继而是长笛和黑管。指挥他

们的是 Douglas 年轻英俊的男音乐老师。他一身短雨

衣外带雨帽。由于装备精良，满脸雨水的他不显得狼

狈，倒有几分潇洒。在他哨起哨落，手势纵

子

 

小学生排练刚告一段落，只听 AB 高中方向传来一阵鼓

乐齐鸣，脚步刷刷。放眼望去，一队着深蓝色制服的青

年男女正向这边走来。不用问，这是 AB 的“Marching 

Band”。只见六个身穿短裙的女孩子把一根约二尺长的

杆子在各自胸前舞成 “米” 字, 且舞且行。她们身后

是一支由各种吹奏乐和击打乐组成的“正规军”。那服

装的款式制做和电影上看到的相差无几，而且是防水

的。那个精神那个利落

形

 

“正规军”的到来，标

志着纪念活动的开始。

果然片断之后，由五光

十色的警车开道，

“人”字形的警察

轻骑领到，AB

“Marching Band”

先锋，Acton 小学乐

压轴，游行队伍拐出

Ha

Town Center 进发。

 

孩子们真要“雨中行”了。家长的队伍里又是一阵骚

动。终于爸爸妈妈们三三两两溃不成军地跟上孩子们，

成

 

我走到 Town Center 的时候，雨似乎更大了。在雨中

所有大人孩子们正肃穆地面对位于侧面的“二战，朝鲜

和越南战争 Acton 阵亡将士纪念碑”。待那位镇官员

念完他颇长的祭文之后，两个孩子手持同一花圈，郑重

地将它靠在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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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真是太熟悉了。我在中小学其间有多少次这样类

似的经历？和美国一样，在中国这类祭奠英雄烈士的

“重要活动”通常也由“没事干”的中小学生来承担。

我记忆中的最后一次是清明时节去昆明师范大学祭扫四

烈士墓和闻一多先生墓。 

我是高玉宝 
 

菊子 

 

自从艾克顿中文学校开学之后，我就成了高玉宝。 
  
大家都知道，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抗日期间，北大，清

华等著名大学均撤迁到大后方西南。西南联大这个由多

所名校合并而成的战时综合大学在昆明应运而生。名校

必有名人。一大批当时和后来的学术泰斗们云集昆明。

李公朴和闻一多教授亦在其中。抗日胜利后，共产党努

力日渐强大，它与国民党两军对峙，欲决雌雄。国民党

全力反共苟无余力，在国计民生方面自然难于统筹。在

此种历史背景下，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进步学生展开了

“反饥饿反内战”的系列抗议示威活动。学生们在与警

方冲突中，四人遭枪杀，这就是先前提到的四烈士。其

后进步知识分子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无视白色恐怖，奋

起怒斥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的丑行。随即，李公朴先生

在昆明遭暗杀。当时的政治气氛真是黑云压城城欲催。

已收到恐吓子弹的爱国诗人闻一多，继续为受害学生和

死去的李公朴先生奔走呼号。他在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

上，面对台下众多特务说，我今天跨出这个门槛就没想

再回来。果然，先生是没能回来。就在发表这个演说的

当晚，他便在联大教工宿舍不远的西仓坡上和儿子闻立

鹤一起倒在血泊中。 

年龄稍大一些的朋友们兴许都记得高玉宝的故事吧，据

说还是真的呢。故事说，高玉宝家里穷，上不起学，只

好去周扒皮家打长工，但他就是爱读书，时常躲在学校

旁边听别的小朋友念书，后来还是共产党来了他才翻了

身，念了书，还写了《半夜鸡叫》的故事，编进了统一

教科书，让全国的小朋友学。 

 

我们这一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文革中，上小学时虽然

没学什么东西天天背语录写大字报迎接毛主席最高指

示，最文学的也不过是性格古怪逮谁就骂没骂共产党是

因为没活到一九四九年的鲁迅的杂文，毕竟也还是有学

可上。后来又上大学上研究生，没上够又跑美国来留

学，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有的是书读。到了儿，自己

却混成了高玉宝。 

 

原因呢，自然是周扒皮。 

 

其实周扒皮满可爱的。他是地主，雇长工来本来就是让

他们干活的，凭什么让他供人读书。他直截了当让长工

们起早干活，他们不也得干吗，就算这帮人不干肯定也

能从更穷的地方找到更廉价的劳动力，反正又没有工会

农会，又没有政府的劳工立法，限制工时，保障福利等

等，人家周扒皮没这些法律约束，却没有直接去轰长工

们起来干活，而是辛辛苦苦地钻鸡窝里学公鸡叫，还得

大公鸡受了蒙蔽也叫将起来他才能正式宣布天亮，这才

去叫长工起来干活，要是我的话，我情愿是个被人轰起

来的长工，也不愿意去当那个周扒皮，八成上床以后也

睡不踏实，又没有手表闹钟计时，又不能用鸡叫作标

准，一来等鸡真的叫了就晚了，二来这大公鸡也恐怕早

就糊涂了，不知何时该打鸣儿，哪能指望得上，还不得

靠老头自己估摸着，这一宿他还睡个啥子觉？把长工们

轰起来后他也不见得能回去搂着花地主婆睡觉，要是家

里没有一个得力的黄世仁，他还得自己去监督长工，给

他们派活什么的，还真不如打长工省心。地主婆没准还

得给长工们煮饭呢，连地主家的鸡也睡不好觉，这地主

真没啥可当的。想一想周扒皮撅着屁股捏着鼻子趴在鸡

笼前学鸡叫的熊样子，我还觉得他怪憨实，怪可爱的

呢。 

 

历史真象一个玩笑。当年进步知识分子以命相助的共产

党，执政后屡犯错误，以致在区区几十年的某一段时间

里，差不多把国家搞到民不聊生的程度。 

 

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是闻一多先

生刚直不厄， 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 

 

一路想着这些，我不觉跟着孩子们的队伍离开 Town 

Center，走到 Concord Street 上的球场边。这里是家

长们接孩子的地方。今天的活动就此结束了。几小时的

雨中漫步，大人小孩不是全湿透也是半湿透。不过我无

怨无悔。汽车表盘显示现在是上午 11 点。赶快回家换

衣服做饭吃饭，然后送孩子去跳舞。刚刚离开红尘凡事

一会儿，现在有要回到为生活奔波的忙碌中去。 

 

 

 

如果我是高玉宝，我们家的周扒皮就是弟弟。 

 

中文学校开学那一天，弟弟还不到一岁。中国人凡事全

家出动，所以也没请人看他，大家一股脑儿开去参加开

学典礼了。到了那里才发现失策了，小家伙出门少没见

过什么世面，一见了那许多人便兴奋得不行，抱也不

行，捆在车上也不行，就喜欢撅着屁股在地上爬，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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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抬起脑袋冲人乐，一回头他又爬得不知去向，把妈妈

给折腾得又累又尴尬，发誓以后再也不带他来了。 

 

不带他来，爸爸或是妈妈就得留一个人在家看他。妈妈

爱热闹，爱闲聊，最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一语惊人，说

出一些自己都从来没想过的话。真盼着能趁这个机会东

家长西家短一番，再不济也能去健美班舞蹈班活动活

动，或是听听什么讲座。可是不行啊，爸爸是个乒乓球

迷，虽然技术臭，打起来可是全力以赴舍生忘死，每个

星期披星戴月上六天班，天天就盼着星期天打球，这场

球可真是他人生的极致，生命的巅峰，比妈妈那点凑热

闹的毛病可神圣多了。于是我们家便形成了不成文的规

矩：爸爸带哥哥上中文学校，妈妈带弟弟在家睡觉。 

 

于是我就成了高玉宝。 

 

其实学校也没准是围城，去了那里也不见得就那么有意

思，但既不能去，那里便成了天堂乐园。哥哥除了选中

文外，还学一点电子琴，于是他的中文和电子琴在我眼

里便显得神秘得不行。每次他们放学回来，父子俩或兴

高采烈(今天哥哥表现不错，或是爸爸破天荒赢了一

场)，或垂头丧气(哥哥听不懂中文，或曲子没练好，爸

爸反正输球也高兴)，我就觉得自己有点象局外人，嘴

里不说，心里嫉妒得不行，壮起胆子发表一点意见吧，

他们都嗤之以鼻：“压根儿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再从

网上看到学校的诸般活动，人家家长都在义务这个义务

那个，自己便觉得自卑得不行，又觉得自己英雄无用武

之地，无奈分身乏术，只得作罢。 

 

小弟弟只有一岁半，已经提前成为“Terrible Two”,

到处翻箱倒柜，恨不能上房揭瓦，一时半会儿我是不敢

带他到中文学校的，所以我这个高玉宝还得再当下去。 

 

好在没事能在网上查查学校的消息，倒也能隔院观花过

过瘾。平日里催哥哥念中文，练曲子，用公司的彩色打

印机把他的中文作业打出来，再一个字一个字注上汉语

拼音帮他学，居然也找到一点中文学校家长的感觉。看

哥哥在台上表演电子琴，也还是一样地自豪，反正没人

知道我平时轮不上上学。 

 

什么时候小周扒皮长到四岁半五岁能上中文学校了，我

也就能堂堂正正地去凑热闹了。在这之前，我就老老实

实作高玉宝吧。 

 
 

小笑话 
 
课堂上老师在给大家读一篇小对话，情景是在一家商店里店员接待顾客的事。老师把对话读了一遍

后， 提问道：“请问谁知道‘店员’是什么意思？” 张涛大声回答说：“Plug!”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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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我很多朋友的小孩都很有出息﹐多半都考上了有名的大

学。除一小部分收入较高的家庭外﹐多数都用自己住房

 
又

的

愉

 

与

为

多

6

的

免

轻

期

的

 

冬

染

肺

体

病

处

非

生

疗

严

体

者

 

冬

收

糖

致

其

 

冬

澡

洗

凡

手

借

切

产

生活园

做抵押向銀行贷款去支付昂贵的学费。此举无可非议﹐

但﹐並非上策。我们这些第一代移民﹐房屋基本上是我

们最大的财产。它应该成为我们退休计划中的重要一部

分。尽管我们都心甘情愿﹐但決非最佳途径。 

 
 

冬季保健常识 

 是一个冬天来了。但愿这个冬天不会太冷。了解冬季

卫生保健知识有助于减少冬天的患病， 有助于我们

快健康地度过这漫长的冬天。 

因为教育费用日异上涨﹐很多家庭都人心惶惶。 现在

市场上很多投资銀行相应地搬出五花八门的产品。其中

最流行的是 IRA 和 529 Plan. 这些都是很好的办法。 

但是很多人都忘了用房地产作为教育资金的途径之一。

这里所指的房地产不是自己的住房﹐而是能帶來收入的

地产﹐包括 CONDO, 多家庭住宅﹐商业地产等。它跟自

己住房不同的是它借东风之力﹕用房客帮你建立你小孩

的教育资金。很多成功的美国家庭都是这样做的。如果

你每一小孩有兩个可出租的小小的单元﹐比如 CONDO﹐

你就基本上可以高枕无忧。你就完全可以把精力放在如

何帮助小孩考上理想的大学。 

对待任何其他疾病一样，预防是最重要的。预防可分

免疫预防(疫苗)和自身预防。凡是年满65岁，或体弱

病的人都需要接受一年一次的流感疫苗注射。 不满

5岁或健康者也可以选择接种流感疫苗。接种流感疫苗

时间是十月中旬至第二年的三月。对鸡蛋过敏者应避

接种流感疫苗。接种者有80%的机会不会患流感或减

患病的程度。自身预防是指增强身体的素质。坚持定

地锻炼身体，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是增强身体的素质

基础。 Frank Chen 提供  

夫妻肺片 季最常见的疾病是呼吸道传染病，包括病毒和细菌传

。常见的是鼻窦炎，扁桃体炎，咽喉炎，支气管炎和

炎。病毒性感染通常占80%的呼吸道传染病。常见的

症包括喉痛，流鼻涕，耳痛，发低烧和干咳。这种疾

通常可持续1-2 周。大多数不需要看医生。药房的非

方药一般可用于减轻症状。如果不适的体症加重，对

处方药没反应，症状持续两周以上无改善，就需要医

的检查和治疗。病毒性的呼吸道疾病不需要抗菌素治

，因为抗菌素对病毒是无效的。急性扁桃体炎通常有

重的喉痛，发烧和颈部淋巴结肿大。怀疑有急性扁桃

炎者，应立即看医生，确定诊断和接受治疗。有哮喘

，如有症状加重，需要看医生做治疗的调整。 

 
“夫妻肺片”具有悠久的历史，是

由成都小吃发展成著名川菜风味佳

肴之一。据传，大约在於50多年

前，有对名叫郭朝华的夫妇，以经

营小吃肺片为业，所卖肺片制作精

细，调味考究，注重火候，并用精制的卤水调味，成品

质地葩软，脆爽兼备，味道麻辣鲜香，深为人们称道，

称之谓“夫妻肺片”因而得名。现在“夫妻肺片”经过

厨师们的不断改进和体高，滋味更佳，使之登上了大雅

之堂，为了保持这一传统风味，“夫妻肺片”一名沿用

至今，成为川味独特的冷盘。 

拿手好菜

季也是心血管病易加重和复发的季节。寒冷可使血管

缩，血压上升。有高血压者，需要慎重户外的锻炼。

尿病患者要注意血糖的变化。因为户外活动减少，导

体重增加，减少血糖的消耗。坚持室内的锻炼， 尤

是冬天，会保持身体的健康，增强素质。 

 

原料：主料 牛肉 500克，牛杂(牛筋，牛百叶) 500 

配料 盐炒花生仁 30 克  

调料 卤水 50 克，酱油 30 克，花椒粉 10 

克，八角 1 克，肉桂 5 克，川盐 5 

克，白酒 50 克，辣椒油 30 克 

季的气候很干燥，因此皮肤的保护也值得注意。 洗

后最好用冬季护肤品。老年人和小孩最好避免每日的

澡。夜间皮肤发痒而无皮疹是典型的皮肤干燥所致。

士林类的护肤品能有效的保持皮肤的湿度，尤其是对

和脚的保护。    

制法： 

1. 将牛肉，牛杂洗净，牛肉切成50克的块，花生仁剁

碎。 

2. 将牛肉，牛杂放入沸水锅内煮净血水捞起，置另一

锅内，加入老卤水，放入香料包(内装花椒，肉

桂，八角)，川盐，白酒，再加清水面800克左右，

用旺火烧沸30 分钟后，改用小火煮1小时30分钟，

将火力压小，煮至牛肉， 牛杂葩不烂为度。先葩

的先捞出，晾凉。 

钱红医生提供 

用房地产作为教育资金之一 
 

房地产一直是一个很熱门的话题。我想

此一角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多年來从事房地产中跟我们

身利益有关的经历。我最近碰到的话题是如何用房地

作为小孩准备教育资金的途径之一。 

3. 卤水用旺火烧佛，10分钟后，盛会50克入碗中，加

入味精，辣椒油，酱油，花椒粉调成味汁。 

4. 将晾凉的牛肉，牛杂等切和片成 6厘米长，3厘米

宽的薄片，混合在一起，淋上味汁拌匀，分别撒上

芝麻粉和花生粉即成。  
老四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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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 A 班学生习作 

 

假如我是…… 

指导老师：刘玉芬 

 

假如我是妈妈 

马汝佳 

大人总是给小孩定很多古怪的规则。假如我是妈妈，我

会给我的 小孩很多自由。小孩爱吃糖，就让他们多吃

吧。卡通片多看点也没关系。我还会给他们买很多玩

具。小孩做错了，我不会对他们大叫。我也不会要他们

做他们不喜欢的事。还有重要的一点，我会养一条小

狗。我会带小孩和小狗一起散步。 

 

当妈妈要做很多事，我还是不要做妈妈，就做一个好孩

子吧。 

 

假如我是妈妈 

王乔怡 

假如我是妈妈，我管孩子不会太

严，但也不会娇惯。我要给他们些

自由，让他们更高兴。我要让他们

读很多书，长知识。我要让他们学

小提琴，懂音乐。我要让他们踢足

球，长身体。我要给他们养两只

猫。一只是黑色的，一只是灰蓝色

的。 

 

但愿我做妈妈的时候，不再像我现

在这么淘气！ 

 

假如我是老师 

李诗洋 

假如我是老师，我会教学生写文章。也会教他们文章的

结构。还有教他们怎么用标点符号。第二，我会教他们

算术。我会教除法，乘法和分数。我还会给他们解释为

什么要学算术。第三，我会教学生学科学。上社会科学

课时，我会给他们介绍美国土著人的文化。我还会教他

们美国人怎么来的。每个星期五，学生表现好的时候，

我会给学生每人一块糖。一个小孩不好的时候，我就让

他写一篇文章。有时候我还会给他们玩游戏。有时候我

还会带学生出去玩。 小禾集 
 

假如我是妈妈 

崔愍姗 

我会帮我的孩子做作业。我会喜欢让我的孩子自己做完

他的作业。我会喜欢我的孩子跟我做伴。我最好能跟我

的孩子玩儿游戏。孩子的生命里我有好多东西都不知

道。我的追求是让我的孩子高兴。 

 

假如我是老师 

黎町 

假如我是老师，我会在 Conant 学校教书。我要教六年

级的数学。我会教他们乘方，几何和应用题。假如有的

学生听不懂，我会帮助他们。我也会奖励学习好的学

生。我会建议学生针对某个问题展开讨论。我会让学生

玩数学游戏。我也会出一些数学考试让同学们做。这些

就是我想要做的。 

 

假如我是老师 

吴极 

假如我是老师，我会每堂课叫同学默写字。

考一百分的同学会得到一块糖。每个写错的

字要写二十遍。第二堂课，我们会看一个电

影，像“卧虎藏龙”或别的中文电影。 

 

假如我是校长 

赵心意 

假如我是校长,我会制定很多很多规章制度。

我保证这些规章制度让小孩和老师喜欢。第

一，每堂课的时间为二十五分钟，下课时间

为三十分钟；第二，加倍老师的工资；第

三，每个小孩对校长要有礼貌。第

四，？？？；我实在想不出来了。我没想到

当校长会这么难。我制定的规章制度，小孩

和老师必须执行。 

 

假如我是老师 

缪忱安 

如果我是六年级的老师，除了星期五我每天都要布置作

业。每两星期，我会布置一篇作文。我们要做实验和学

会看地图。如果学生表现好，就给他们更多的课间休

息。相反，就减少课间休息。每天学生们要讨论当天新

闻。当然，我们还会开 Party, 吃好吃的东西。 

10 



No. 8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〇〇二 三年十一月 

三年级 A 班学生习作 假如我是老师 

 张珊思 

三年级 A 班的特殊菜谱 我会成为大家都喜欢的老师。我会给学生们买美丽的铅

笔，漂亮的彩色颜料。过大节日时，给学生们小礼品。

我会对大家都很好。学生们犯小错误时，我会原谅他们

的。不给太多家庭作业，总是开玩笑。我会关心大家，

当他们病了，哭了或被欺负了，我就会拍他的背，亲切

地说：“希望你感觉好些。”那只是我理想中的好老

师。哪怕他留下一些作业，我也不介意。我才十一岁，

还有很多时间去选择我的工作。我想当一个老师，谁知

道？ 也许在未来，我是一个宇航员！ 

指导老师：颜越 
 

三文鱼――我最喜欢的菜 

许洋 
 

我喜欢吃鱼，我最喜欢吃三文鱼。三文鱼是红色的，它

在海里生活。我每周都要吃妈妈做的酸辣三文鱼。我妈

妈做这道菜时用菜油，辣椒，醋，酱油，酸菜，和葱，

薑，蒜，酒作调料，做出来的味道好极了！你也试一下

吧。 

 

假如我是老师 

 
李阳 

豌豆――我最喜欢的菜 
假如我是老师，我就会对我的学生很严格。但是我很爱

我的学生。当他们学习得好的时候，我会奖励他们。我

的口袋里常常装满糖，对表现好的学生奖给他一颗糖。

有缺点的学生，我就给他们讲道理。如果他们改正了错

误，我会很高兴地给他们一颗糖。 

许露 
 

我最喜欢吃绿豌豆。绿色的菜看上去很自然。绿豌豆的

味道很香。妈妈炒绿豌豆时，会加点火腿，味道有点

咸。绿豌豆有丰富的营养。我常一边吃它，一边吃米

饭。我每个星期都要吃这道菜。  

 假如我是妈妈 
我最喜爱的一道菜 

李燕 陶醉 
 假如我是妈妈，我就会只生一个孩子。我也会给孩子买

一条狗，所以孩子不会孤独。我会让孩子好好学习，还

要每两年带孩子到中国玩儿。要是孩子好好学习，我就

让她到 Stanford 学习。要是我孩子从 Stanford 毕

业，或是还在 Stanford 读书，我会让她在 Neopets 

工作一两年，再会让她在一个真正的公司工作。 

我最喜爱的一道菜是火锅。冬天，天气很冷，大家围在

炉子边，边做边吃。又好玩，又好吃，还热闹。做火锅

很容易，把肉切成片，把菜洗干净，把它们放在火锅

里，加上海鲜，粉条和丸子，煮熟捞出来，浇上调料，

就可以吃了。 

  
我最喜爱的菜 

假如我是老师 简路缤 
 熊枭 
我最喜爱的一道菜是北京烤鸭，因为它很好吃。吃北京

烤鸭要有一个薄薄的面饼，包上几块儿切好的鸭肉，加

上几丝葱，再抹上甜面酱，最后卷起来就能吃了。吃起

来很香。 

假如我是老师，我要成为一个好老师。我要教学生数

学，读课文，写作文。假如我是老师，学生必须遵守学

校的规章制度。在学校尊敬老师，在家里尊敬爸爸，妈

妈。假如我是老师，要让学生注意锻炼身体，准时完成

作业，要做点家务活。 
 

上个周末我的妈妈和爸爸刚给我们做了烤鸭。我去年回

中国在北京也吃了北京烤鸭。  
 

我最喜爱的一道菜 

朱秋爽 

 

我最喜爱的一道菜是卤鸭脚。每次卤

鸭脚前，我们就到唐人街去买生鸭

脚。回来后，妈妈把卤水做好，然后

就把鸭脚放进去卤。卤一个半小时，

鸭脚就可以吃了。卤好的鸭脚是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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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黄的，吃起来香香的。我非常谢谢妈妈经常给我们卤

鸭脚吃。 学做菜 
 曾珊珊 

我最喜爱的一道菜  

吴晨 星期六我跟爸爸学炒土豆。第一从冰箱拿出一个土豆，

第二给土豆削皮，第三用水洗一下，第四切成土豆丝，

第五切点肉丝，第六切点葱末，第七烧上锅放上油，第

八把土豆和肉丝放在锅里炒熟，第九放点盐、酱油和

醋，炒几下放上葱末，就做好了。 

 

我最喜爱的菜是鸡蛋炒西红柿。我喜欢这道菜是因为它

很好吃！它是红色和黄色，也很好看。闻着很香。 

 

 炒虾 
我最喜爱的菜 熊笛 

林云  

 炒虾是我最喜爱的一道菜。先把虾的壳剥掉，放点盐在

虾里。在炒锅里放点儿油，等油热了，放葱薑蒜炒香，

然后放虾炒熟，再放点儿醋、酱油、糖和葱花就可以吃

了。 

我最喜爱的菜是鸡蛋炒西红柿。准备的时候要把两个鸡

蛋打破了，后来把鸡蛋壳扔了。把西红柿切成月牙形状

放在盘子里。锅里加上油，把鸡蛋放在锅里炒一炒。后

来把鸡蛋切成一片一片的。再把鸡蛋放在一个不一样的

盘子。把西红柿炒一炒。把西红柿放在有鸡蛋的盘子

里。ENJOY! 

 

我最喜爱的一道菜 

崔乐怡 
  

我最喜爱的一道菜 我最喜欢吃爸爸做的鸡蛋炒饭。我看我的爸爸是这样做

鸡蛋炒饭的。先准备五个鸡蛋和三碗米饭。把鸡蛋打碎

在一个大碗里，拌一拌。然后起油锅，把鸡蛋放进锅

里，炒一炒。再加入米饭，加点盐，拌几下，加一点点

水。最后盖上锅盖烧一分钟。蛋炒饭就做好了。 

乔艾伦 

 

我最喜爱的菜是椒盐排骨。颜色是金黄的。你可以看到

肉还有椒盐。排骨很香，味道是真不错。很多人应该很

喜欢椒盐排骨。  

 学做菜 
你做这个菜，先要买一些排骨。然后要把肉打得很松。

再要加椒盐粉。还可以加一点点醋。然后，你要炸排

骨。排骨炸成金黄色就可以吃了。 

刘华 
 

我跟妈妈学做炒土豆丝，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菜。先把

三个土豆削皮，再切成丝。在锅里放一点油烧热。加一

点花椒。把土豆丝放在锅里。再加醋，酱油和盐。炒熟

以后加葱。 

 

我最喜爱的一道菜 

吴弘毅 

  

我有很多很喜欢的菜。我最喜爱的菜之一是葱薑鸡。烧

这个菜，拿四到五个鸡腿，洗干净，再用盐腌一小时。

然后，放在一个玻璃碗里，加两片葱和四到五片薑之

后，用保鲜纸盖住碗，放在微波炉里，用中火烧八分

钟。最后，翻一下鸡腿，用中火再烧五分钟。 

我最喜爱的一道菜 

龙龙 
 

我最喜爱的菜是红烧鱼。先用油炸鱼。鱼煎黄后再加

葱，薑，蒜，料酒，酱油，盐和红糖。再煮熟。然后再

加淀粉。这样红烧鱼就做完了。红烧鱼很红，又香，又

咸还又甜。 

 

我最喜爱的一道菜 

凯西 Kathy  

 鸡蛋炒西红柿 
我最喜爱的一道菜是炒的中国青菜。中国青菜很好吃，

它是一种绿色，上面有小黄花的蔬菜。它很容易炒。先

放一两油，再放入青菜，炒五分钟，再放盐。菜很快就

炒好了，它青翠光亮，很好吃。 

沈浩天 

 

原料：四个鸡蛋，四个西红柿，糖，盐，油。先洗净西

红柿，然后把西红柿放在热水里，去皮，切成小块。把

鸡蛋放在碗里打匀，加一点盐搅拌。放一点油在锅里，

加热，放入打碎的鸡蛋，炒热，放在碗里。放一点油在

锅里，放入切好的西红柿，炒熟，放一点盐和糖，放入

炒好的鸡蛋，搅拌，放盘子里。我喜欢用米饭拌鸡蛋炒

西红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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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爱的一道菜 
张凯丽 王雨萌 

 
秋天，天气变短了。鸟儿飞到南方了。我喜欢摘南瓜，

还喜欢吃南瓜。  我最喜爱的一道菜是鸡蛋羮。做鸡蛋羮的第一

步，就是把生鸡蛋放在一个盘子里，打匀鸡蛋，再把鸡

蛋和水放在盘子里，再打。打了以后加盐和胡椒又再

打。做完了以后，加入切好的洋葱和香菜，最后把它放

在微波炉五分钟。请品尝。 

 

秋天，天气变冷了。我不能游泳了，我也不能穿短袖出

去玩了。但是，我喜欢秋天。 

 

 小石头 

三年级 B 班学生习作  叶子变红了，秋天来了。我喜欢秋天。我拾松果，我扔

松果到松果树上。今天是我们足球的最后一天。秋天变

冷了，花落了。我们的足球队今天照相。  
 

秋天 杨睿娜 

指导老师：史建英 秋天风吹很凉，我不可以穿短衣服。大鸟往南飞。风很

大，树叶掉下来了。树叶的颜色是红的，桔色，和黄色

的，很漂亮。很多动物要冬眠。我爱秋天。 

 

戴安娜 
 

秋天到了，天气凉了，我们穿上了夹衣。秋风阵阵地

吹，秋雨细细地下，雨过天晴，阳光灿烂，秋高气爽，

温暖的阳光照得大地暖洋洋的。大人们忙着除草，孩子

们也到草地下愉快地玩。 

王天哲 

秋天到了，外面的气温低了。树叶的颜色变了。松鼠开

始储存食物准备过冬天。大雁和野鸭都开始往南飞。秋

天篮球赛季开始。我喜欢秋天。 秋天的森林非常美丽。大树变了样，有的树叶黄了，有

的树叶红了，红红绿绿，象一幅美丽的画。黄树叶落下

来，随风飘动，象美丽的蝴蝶。草地又象绿色的地毯。

大雁排着人字向南飞。我爱美丽的秋天。 

 

李涣菁 

秋天到了，有的树叶变成红的，黄的，或棕色的了。很

多果子熟了，可以去摘苹果和南瓜了。秋天没有夏天那

么热了。蚊子和蝴蝶都没有了。我最喜欢秋天漂亮的颜

色和在鬼节可以穿服装去要糖。我有的时候也不喜欢秋

天，因为白天短了，吃完晚饭就不能出去玩儿了。 

 

徐漪然 

秋天到了，天气变冷了，有时刮风，有时下雨。有的树

叶变黄了，有的变红了。树叶陆续地落了下来。大雁向

南方飞去，我们也该增加衣服了。  
  
李梦昀 

秋天有很多特点。蓝色的天空，白色的云，黄色和红色

的树叶落到地上。田野里一片金黄。农民把玉米和花生

种在地里。到了秋天，收了很多花生和玉米。 

 

肖宇 

小鸟说：“秋天是蓝色的，晴朗的天空碧蓝碧蓝。” 

小牛说：“秋天是金黄金黄的。” 小鹿说：“秋天是

红色的，满山的红叶火红火红。”  

秋天真是一幅多彩的图画。我喜欢秋天。 

 

罗艺成 

秋天到了，蓝天上飘着几朵白云。秋风吹来，天气变

晾，人们开始穿上毛衣。大雁也往南飞了。公园里树上

的树叶开始变成了红色，黄色、、、，真好看。 

本期封面为学生 Brian Zhao 和 Kevin Yang 作品，由 Kb 班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