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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九日，春节刚过，又到了ACLS开

的中文学校就在这一天正式开学！本

年用正合适)。只好借情人节的鲜花

 

第一束鲜花献给“垦荒者”。2001年

华人联络网络的开始。那时已经有人

何容易”。以王泽养和陈鸿祥为代表

泛的调查研究。2002年夏天的野餐会

烈愿望。2002年10月，组织者们与A

社区尚未正式形成的情况下，可以想

舍终于有了着落！于是，第一次社区

热心人出谋划策，奠定了Acton中文

 

第二束鲜花献给“志愿者”。办学的

中， 感人的是那些孩子已过了学中

母、以及还未为人父母的年轻人们。

了老师、助教，为办学打下了坚实的

 

有资料记载，ACLS成立于2002年12月

行政领导班子(Admin)，开始了紧张

师、选教材、建网页、办校刊……真

子们提供尽可能多的高质量文化课，

员。一只精干的行政队伍把一个中文

有曾经在Admin队伍里工作过以及现

 

第四束鲜花献给所有语言课和文化课

勤劳动是强劲的基石，每一位老师的

幸能聘请到一批有经验、有名望、有

队伍。假如你听过老教师们的“教学

你一定会为之叹服。老师们的智慧和

 

第五束鲜花献给所有的家长们。广大

出的劳动，使得我们的学校能够顺利

 

第六束鲜花献给所有的孩子们----每

们天真的笑脸是我们辛勤工作的动力

 
你或许早有所闻，我们中文学校里有

孩子的美国人家庭。这些伟大的父母

寻根的钥匙。我要给这些家庭和孩子

感谢家长们的爱心。 
 
中文学校是一个小小的社区，社区内

球队、篮球队、排球队、合唱班、舞

些小团体在参加波士顿地区各种活动

动的每一个角落。同时还为我们的学

织者和参与者们。把其中 鲜艳的一

 
后，请让我把鲜花献给那些曾经给

 
祝愿我们的学校越办越好！ 
 

话
 鲜花献给 可爱的人 
 

李劲冬 

学一周年纪念日。去年二月，一场大雪之后，我们

想在这里说一声“恭贺新禧”，可似乎晚了一点(明

来献给我们社区 可爱人们。 

夏天在NARA Park 举行的野餐会是建立Acton 社区

提出了办中文学校的愿望。可多少人的经验是“谈

的一些Acton老住户，对办中文学校的可行性作了广

上，80多户人家再次提出了在Acton办中文学校的强

cton社区、学区正式接触商讨校舍问题。在我们华人

象他们四处碰壁的艰辛。精诚所致，金石为开， 校

会议于10月24日在Acton图书馆召开。到会的40多名

学校的雏形。 

消息一传开，响应就非常强烈。在众多的志愿者

文的年龄的老住户、孩子尚未到上学年龄的年轻父

正是因为志愿者的积极踊跃，我们的学校很快就有

基础！ 

18日。从那天起，第一任校长陈鸿祥带领新组建的

的准备工作，也开始了千里之行！注册、分班、聘教

是万事开头难呀！在筹备语言课的同时，为了给孩

有关负责人四处奔走，利用一切渠道召聘文化课教

学校从无到有建了起来。我要把第三束鲜花献给所

在还在默默工作的人们。 

的老师们。中文学校发展壮大到今天，老师们的辛

爱心都是我们学校存在的支柱。我们的学校非常有

声誉、有热情、认真负责的志愿者加入我们的教师

方法演示课”，假如你翻阅过年轻教师们的教案，

奉献是我们学校的宝贵财富！ 

家长对学校的理解、支持、信任、以及每位家长付

地走到今天。 

人一朵。祝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孩子

！ 

三个特殊的班。班里的孩子们大多数来自领养中国

，在给予孩子们幸福生活的同时没有忘记交给他们

们送上特殊的一束鲜花，鼓励孩子们的学习热情，

有各种不同兴趣爱好的小团体。我们现在有了乒乓

蹈班、交谊舞班、读书会、专业人员俱乐部……这

的同时，也把我们学校的名字带到了有华人团体活

校赢得了荣誉。让我们把鲜花献给每个小团体的组

枝特别献给刚刚捧回冠军杯的篮球队队员们。 

予我们学校各种赞助和帮助的团体及个人。 
校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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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生日快乐！ 

季尔 

“春打六九头”，按照中国的节气，立春已过，现在应是惊蛰了。在这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的时节，ACLS 迎来了成立后

的第二个春天。 

 

一岁生日，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是生命长河里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回顾过去的一年，是充满了创业的艰辛，和成功

的喜悦的一年。这一年里，我们从无到有，从当初老校长陈鸿祥家地下室里的筹备酝酿，到现在每个星期天下午 Junior 

High School 里的书声朗朗，ACLS 这艘船驶过了长长的一段航程。多少人，为了我们这艘船能平稳的前行，花费了无数的

心血，做出了许多的牺牲。 

 

说到奉献和牺牲，首先要提到的是老师们。老师是学校的栋梁， 没有老师们的辛勤努力，就没有我们中文学校的今天。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文学校老师们所得到的报酬往往和他们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远不成比例。不要小看他们每周

上课的一个半小时，为了这一个半小时，他们每周上班之余要多花好几个小时，准备教案、备课、批改作业，其中辛苦只

有他们自己知道。难怪有些想申请到中文学校当老师的人，看到我们的老师这样专业、敬业，会畏难而退，因为这样的牺

牲不是每个人都能作出的。 

 

在教师队伍的后面，是学校的行政工作人员，做教师们的后勤。ACLS 有幸网罗到各种管理人才，在各自的岗位上，每个

人都能各尽其职，独当一面；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团结友爱，合作无间。多少次，校行政会议开到过了午夜。每星期天，

行政人员们穿梭于各个教室，及大小活动场所，听课，检查各教室情况，帮助老师、家长和学生解决各种问题。大家也许

不知道，行政人员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成员不得参加其他的课外活动，好几个人都是牺牲了自己所喜爱的文体活

动，来为学校，为大家服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上学期开始，ACLS 成为波士顿地区中文学校中第一家能在网上注册

的学校。为了赶在新学期注册之前完善这个网上注册的程序，学校的网站小组的成员们却不知熬过多少不眠之夜…… 

 

做出牺牲的，除了学校的教职工外，更有很多志愿者。他们不计报酬，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学校工作，成为 ACLS 运作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岁了，长大了。在 ACLS 走向成熟，得到认可的同时，请不要忘记所有为学校工作的人们所作出的奉献和牺牲。 

 

新任校行政管理人员自我介绍 林珊珊  Registrar 
  I dreamed to be a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when I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I dreamed to be a high 
school teacher before I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Not lucky enough, my dreams did come true. Now I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our Acton Chinese 
School as a registrar. I am happy to take it.   

邓敏 副教务主任 
 
我的中文名字叫邓敏，中文学校里大多叫我 Michelle，
我和先生两年多前搬来 Acton，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

以前学理，却一直偏爱文科，现在从事知识产权专利法

的工作，总算是勉强满足自己对文科的热爱。   
刘玉明 家长会会长  
 无论在中国或美国，我都热爱社会公益活动，也曾参与

和组织过一些。现在有机会为中文学校工作，我感到由

衷的高兴。开始安排文化课后，才发现所需投入的时间

和工作量远超出自己当初的想象。因为时常看到其他

Admin 和 Board 成员及老师们对中文学校的投入和付

出，感受到他们营造的良好工作气氛，自己就能咬牙坚

持一段时间了。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文化课的老

师、家长们一起丰富孩子们的文化生活，提高他们学习

中文的兴趣。 

My name is Yuming Liu and I reside with my wife 
(Yujia Huang) and two daughters (Kelly Hua Liu and 
Amy Dong Liu) at Bellows Farm, Acton. I am a 
research scientist at MIT, working in research and 
design of offshore structures/facilities and naval 
ships.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we Chinese can be the 
best in everything wherever we are if we work hard 
and are willing to learn, participate and practice. I 
will do my best to lead the Parent Council and work 
together with all parents to help build the ACLS as 
one of the best Chinese schools in the Greater Bost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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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after the beginning of new year, ACLS Board held a 
meeting on 1/03/2004 and the attendees are board directors: 
Harry Chen, Yufen Liu, Feng Wang, Zeyang Wang, Shirley 
Xie, Bob Xiong, Eddie Zhang, Jenny Zhang. 

Financially, the book is well balanced.  Financial team i
working on registration, year-end tax form, paychecks, 
expenses and book-keepings.  They are the hero

s 

es behind 
e scene working for school almost everyday. 

ted 

ce 

 of work and teacher’s team can be a big help to 
im too. 

C for a while and he has agreed to take the 
ader’s role. 

 from 

any 

ren’s basketball class and a member of 
CLS family. 

CC 

ts 
requested to be in the classroom to le
ch us

 

th
  

ACLS is very fortunate to have a group of very dedica
teachers.  School will help teachers to form teacher’s 
groups.  Teacher’s groups can be helpful for teachers to 
social and communicate more often and to have their voi
heard.  It can also help with teaching plan and teacher’s 
training.  School will appoint group leaders.  Rick Jian has 
done a lot

Maura Valle couldn’t attend the meeting due a schedule 
conflict and Virginia Taylor sitted in for her as FCC 
representative. 
 
The first item on the school agenda is to pass school By-
Law.  The board members have gone through the draft in 4 
weeks period of time.  With minor modifications, the first 
ACLS By-Law is passed unanimously by the board.  It’ll 
be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through the school website.  
The board also passed the school financial rules. 

h
 
Feng Wang has decided to step down from his position of 
Parent Council President.  He recommended Yuming Liu to 
lead ACLS PC.  Yuming has been in charge of parents on 
duty task for P

 
Principal Eddie Zhang briefed the board on administrative 
issues.  School has been communicating with Community 
Education of AB School District actively.  Some of our 
culture programs have been listed on CE brochure 
Interaction.  School is managing all the issues in the 
classroom and is trying to create better teaching condition 
for our teachers.  David Zhou has helped organizing 
International Night at Conant school and preparation for 
Chinese New Year Performance is on track. 

le
 
Feng Wang has worked on creating ACLS since day one 
and has helped creating Parent Council.  Without help
parents, ACLS wouldn’t have an orderly and secure 
learning environment.  By ACLS By-Law, Feng Wang will 
leave ACLS board after step down from PC leader position 
and Yuming Liu will take his position on the board.  M
hearty thanks for Feng Wang’s great contribution in 
helping ACLS become a success story.  He remains a 
teacher for child

 
Registration has started and web team has done a great job 
helping out.  Only one new language class will be added on 
top of 19 language classes.  There will be 19 culture classes 
and 5 parents clubs.  Gym space is used to its limit and 
there can be only limited culture classes as the result. 

A
 
FCC student number is expected to be stable and having 
separate CSL classes is proved to be a good setting for F
kids.  There’ll be a new class next semester to address 
classroom size problem for FCC kids.  Some FCC paren

arn together with 
sing this proposal. 

 
School shirt is well accepted and school will organize new 
activities such as Book Show next semester.  
Administration team has done a good job running the 
school.  It means a lot of hard work and personal 
scarification in the difficult economical climate.  The board 
appreciates everyone’s great work. 

ildren and school admin are disc

 

您曾经

您曾经

您喜欢

如果您

您加入

艾克顿

校自去

不断扩
艾克顿中文学校诚征中文课及才艺课老师 
当过老师吗？ 

梦想过当老师吗？ 

和孩子们在一起吗？ 

对上面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是“YES”，艾克顿中文学校欢迎您，欢迎

到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来! 

中文学校位于波士顿西北部华人聚居的艾克顿(Acton) 镇。这里人气兴旺，交通便利。学

年二月成立后，经全体教职员工、家长、学生的共同努力，成功地走过了一个学年，声望

大。为满足学校发展的要求，现特向华人社区诚聘教学人才。有意者请电子邮件联系： 

Registration@acls-ma.org 
欲知学校详情请访问：www.acls-ma.org 
ACLS Board Meeting Summary

1/03/200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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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末庆新春演出纪实 

学校于一月十八日组织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

动。 

Boxborough 学区校监 Bill Ryan 和初中校长 Craig 

用说，演出的成功更是离不开大小演员们所付出的时

 

今宵》的

歌声中被推向高潮。曲终人不散，演出虽然

们还在久久地回味着这一台精彩的节目。 

 
  

——记 ACTON 中文学校及 Bas4Fun 篮球队夺得

2004 年北美体协杯篮球邀请赛冠军 

朱舜山 

裁判哨响：“ACTON 阻挡犯规！全队犯规满八次，东北

此时此刻，比赛还剩下十秒钟，场上比分是 24：23， 

，我甚至可以听到一滴冷汗从自己的额头

滑下溅落在地上的声音，也仿佛可以听到罚球队员紧张

只见他，拍了拍手中的篮球，深呼吸，再缓缓呼出，两

微下蹲，张手……  

校园内外 
不

间和努力。 

 

 

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及学校成立一周年，艾

克顿中文

活

 

演出在学校所在地，艾克顿的 R.J.Grey Junior High 

School 举行。当天，室外是雪花纷飞，寒气逼人，室

内则是欢声笑语，热闹非凡。许多大人和孩子们穿上了

传统的中国服装，每个人脸上都喜气洋洋，学校里充满

了节日的气氛。下午三点，文艺演出在学校礼堂开始。

首先由校长张翼简短致词，他向大家特别介绍了来参加

观看演出的贵宾：州众议员 James Eldridge、Acton-

碧云儿童舞蹈艺术团的舞蹈《迎春花会》拉开了演出的

序幕。节目主持人朱舜山、谢翔英生动活泼，妙语连珠

地为大家引出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节目，有小合唱、有舞

蹈，还有儿童时装表演和武术表演。其中，时装表演的

小朋友们身穿鲜艳的民族服装，伴随着《茉莉花》的音

乐，在台上载歌载舞，紧紧地吸引了大人和孩子们的目

光。看到他们精彩的表演，谁能想到，台上这些中文学

校的孩子们，在总务主任姚小菊的指导下，仅在一起经

过了短短一个多星期的训练！中文学校武术班的师生别

出心裁的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小短剧，有情节有人物，穿

插着精彩的武术表演，新颖别致，博得了小观众们的阵

阵尖叫声和全场的掌声和笑声。艾克顿华姿舞蹈团是由

一群爱好舞蹈艺术的年轻的妈妈们组成，她们为大家表

演了舞蹈《牧民新歌》，反映草原牧民生活。她们个个

身手敏捷，舞姿不减当年。中文学校助教史德维、项

涛，是高中学生，他们也不甘示弱，和朋友一起上台表

演霹雳舞，舞技高超，让人大开眼界。 

历时一个多小时的表演，在全场大合唱《难忘

即结束了，

人
Hardimon 及其家人。在他代表学校向大家拜年后，朱 本刊通讯员

 

夺 魁 

一 我们赢了  

一加一罚球！”  

我们 ACTON 中文学校队以一分优势领先东北大学队。 

全场静得可怕

的心跳声。 

 

精彩的节目，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晶。为了办好这次

活动，学校在一个多月前就开始了筹备工作。活动的主

要策划人朱碧云、王泽鸣、谢翔英、朱舜山等人多次开

会讨论，付出了许多时间和心血。舞台设计是陈晓红和

她的夫婿袁力的杰作。另外还有许多人帮忙参与。当然

眼凝视篮筐，微

我屏住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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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继而在篮圈上轻轻弹了

一下，便向右场飞去。  

牢牢地把球

控制在手里。 

我微微闭上眼，长气呼出，that's it！  

判哨响：“比赛时间到！”  

场下队员们立刻冲进场内，和场上队员拥

抱在一起。 

时间定格在美东时间公元两千零四年二月八日晚九点十

五场鏖战，而此时离第一场比赛已过

去了将近十二个小时。 

每年他们都举

办各种体育比赛，如排球赛，篮球赛，乒乓球赛甚至麻

限"外援"参赛（其实在这里，我们才是

老外，呵呵）。一般来讲，参赛队多来自波士顿及周边

小

2001

中文学校，

篮

，第二名是全是

福中文学校。“篮趣俱

迄今

d）

中文学校，东北大学，UMass Dartmouth Cedars，

hool).  

分组情况:  

B 组 (B1)： 艾克顿中文学校 & Base4Fun （种子队，

D组 (D1)： Boston University （种子队，上届第三

 

,MIT。 

, 我们被定为第四号种子, 分在 B

组。 

三 我们的队伍  

.  

不光是我们这只队伍的基础和技术，更重要的是一个种

就

o

打球，ACTON 中文学校的成

。  

军 

(Yingjun Du)、刘玉明

只见宋耀欣挺身挡住对方的高中锋，跳起，

与此同时，裁

兴奋的 ACTON

我们赢了！ 

五分。一天里整整

二 北美体协杯  

北美体协是美东北地区的华人体育组织，

将及棋牌比赛。参加比赛的以华人为主体，极大地丰富

了大波士顿地区海外华人的业余生活。 

早在一月份就听到消息，北美体协将在 2004 年 2 月 8

日于 MIT Dupont 体育馆举行第三届北美体协杯篮球邀

请赛。北美体协杯参赛的队伍都是大波士顿地区的华人

强队，每个队不

的中文学校和大学，也有少许平时在一起玩儿的兴趣

组一类的队。 

我的记忆中，前两届都是

的，年份记不清了，是

冠军是全是福

文学校；第二名是“

趣俱乐部”，即大家所

知的 Bas4Fun

（Basketball for 

Fun）； 第二届的冠军

是中华语文学校，即大

家知道的 Lexington 中

文学校

在 Memorial Day 周末举行

年和 2002 年吧？第一届的

即大家所知的 Chelmsford 中

子位置，使我们从一开始

（Steve），曾是 Chelmsf

乐部”队夺得该届第四

名。 

本届比赛是该杯赛

为止规模 大的一届，

共有十四支队伍报名，

他们是：安多福

（Andover）中文学校，MIT，Acton 中文学校

/Bas4Fun，Newton 中文学校，明慧学校，新英格兰生

物技术（NEB）， 波士顿大学，全是福（Chelmsfor

Brandeis 大学，剑桥( Cambridge)中文学校，哈佛大

学，中华语文学校(Chinese Language Sc

单从名单上看, 就已是强手如林了. 幸运的是, 上届前

四名为四个种子队, 以下是

A组（A1）：中华语文学校（种子队，上届冠军）、哈

佛大学、Brandeis 大学  

上届第四名）、新英格兰生物技术（NEB）、Newton 中

文学校、明慧学校  

C 组 (C1)：全是福中文学校（种子队，上届亚军）、 

东北大学、安多福(Andover)中文学校  

名）、剑桥(Cambridge)中文学校、UMass Dartmouth

Cedars

而由于历史的原因

可以说, 是 ACTON 中文学校的成立带来了这只篮球队

宋耀欣（大个儿）、王峰（Frank）、 王道宏（David)

和赵显峰（我给他起的绰号是“快枪”、 “秘密武

器”），曾是 Bas4Fun 的四大主力。他们的加盟带来的

占据了有利地位。孔宁

rd 中文学校的主力，因孩子

在 ACTON 中文学校而“转

会”。而我自己，虽然在

ACTON 住了 N年了，可一直

是孤云野鹤：帮 MIT 打过

球，帮 Framingham 中文学

校打过球，自己也组过一

只球队，一直想在家门口

立，终于让俺也“翻了

身”，找到了“组织”

我相信，徐亚光(Jim)、许

英(Ying Xu)、赵曙光

(Shuguang Zhao)、苏邦良

(Bangliang Su)、杜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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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ming Liu)及其他因各种原因未能参赛的高手们，也

都是因为 ACTON 中文学校的缘故走到一起来的。 

所以，这才有了我们自己的队伍。 

上午 10:00，此次邀请赛正式开打。我们迎战小组的第

胜

出。  

战胜 Newton 中文学校。  

战胜明慧学校。顺利从 B组出

线，进入前四名。  

北大学实力强劲，把主力不全的上届亚军 Chelmsford

赛权。  

至此，四个种子队只剩我们自己了。而我和不少队友都

，技术、配合以及身

体素质也是一流。我们在赛前和他们打过几次热身赛，

头，我个人

认为 Brandeis 是夺冠大热门。 

我们成功地防住了对方

的投手 7号的进攻，而我们的远投却频频开花，中投不

取胜。此

时，我已无力庆祝胜利了。  

力强劲，也是一只年轻的队伍，和

Brandeis 一样有技术有体力。而且，我们除了知道他

下半场开球后，风云突变，对手一路狂攻，我们 多时

用，一直把对手的比分钉在 23。并终于在比赛还有一

24:23 反超。 

放出胜负手，全场紧逼，双方互有失误.。 

有可

有出入，还望读者原谅。 

“回”到 2月

8日的 MIT，大战依然历历在目，硝烟似乎还未散

看看这些可爱的队员吧

您的亲朋好友，同事邻居。我就不一一介绍他们了。有

儿，您来中文学校，大家一起玩儿吧。 

ACTON 家中  

 
 

果然，比赛一开始，我们一直落后，但在我们的顽强防

守下，东北始终无法将比分拉开，上半场双方战至

7:7。 

以 16:23 落后 7分。此时，我们的防守和平常心起了作四 鏖战  

分钟时，将比分追至 23:23，并以
赛前，我们的目标是进入前四名。由于只有小组第一才

能进入前四名，我们必须打好小组的每一战。 
此后，对手

后面的故事，您就已经知道了。 

五 后记  

一个对手新英格兰生物技术(NEB)， 终以 23:15

下午 2:00，以 16:14

终于写完了这篇东西，比打五场比赛还累，毕竟码字儿

不是我的强项。文中的时间，比分及队员的姓名很

能与事实
下午 5:00，以 25:20

虽然已经过去快一个星期了，我依然时时任务完成了。 

那边 A组，Brandeis 大学 21:20 一分掀翻上届冠军

Lexington 中文学校，将与我们争夺决赛权。C组的东

尽…… 

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居然拿到了冠军。 

中文学校打“残”了，他们将和在 D组同样拼掉了上届

第三波士顿大学的 Cambridge 中文学校队争夺决 ，看看他们的名字，他们可能是

空

认为，我们将很难翻越 Brandeis，甚至准备和

Cambridge 争第三了。  

Brandeis 是一只年轻的队伍，平均年龄大概在 25 岁

（是我的猜测）。他们的体力充沛

2004 年 2 月 14 日于

负多胜少。Brandeis 实在是一块难啃的骨

我们决定为荣誉而战，绝不轻易放弃。 

半决赛好象是从 7:00 开始的，

断成功，居然一路领先， 终以 25:16 艰难

终于，决赛在我们和东北大学之间展开。 

我说过东北大学实

们的中锋 1米 92 且力量过人外，对他们的特点和投手

等都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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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我能做到上好每堂课，改好每本作业。让我们一起努

力把中文学好，为传授中国文化作贡献。 角 
教师之

 

任语文课及文化课老师自我介绍 

润娟 一年级 C 班教师 

定做中文学校的老师是出于想为中文学校做点微薄的

献。 

学院毕业后，我去了日本。在日本学习，做医疗工作

一年。两千年我们全家四口从日本搬到美国。我有两

女儿，她们都出生在日本，来美国之前，她们一句中

也不会说，听也听不懂。可是自从去年她们上了中文

校，她们的中文不断在进步。感谢艾克顿中文学校为

和孩子们提供了这样好的共享中国文化知识的课堂。

激之心，促使我决定做中文老师，也感谢中文学校给

个人一个做教师的机会，我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

。 

喜欢孩子们那些天真无邪的脸庞，那渴望知识的眼

，那让人羡慕的活力，那可爱的顽皮和孩子们在一起

同学习中文，真是一种享受！ 

峰 二年级 B 班老师 

的理想 

美后我的职业一栏总是填着“HOMEMAKER”，在

享受着相夫教子的生活，做一个贤妻良母就是我的理

。有一天，我突然有了另一个更“远大”的理想： 
是中文学校第一学期期末演出的时候，最后一个节目

全体中文老师们合唱，在台下观阵的简建华主任自豪

对周围的观众们说：“看，这都是我的兵！”。自那

起做一个中文老师就成了我的理想。现在，我也成了

文学校兵营中的一员，有了来美后的第一份“职业”

我又有了新的理想：有一天我也能指着一群会讲流利

文的孩子们自豪地对人说：“看，这都是我的学

！”。我正在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努力。 

燕 五年级老师 

管我们家里出了两位中学教师（爸爸和弟弟），可一

好为人师的我却是一天也没走上讲台过，不知道这是

是件幸事。 

是学音乐出身，可对中国文化的那份厚爱却是一直割

不断的，无论走到哪里。今有幸能在中文学校“传道

业解惑也”，实在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今我执教于五年级班，班上的学生和我女儿一般大，

他们身上我更多地了解和理解了在这里长大的女儿。

为老师，为人师表于他们，受益的却是我。为此，我

做不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但我

 
张云 儿童合唱班老师 

 
张云老师的歌唱爱好始于 1981 年，曾参加多个文工团

合唱团，担任男高音独唱，重唱和领唱歌手。他曾多次

参加各种小型文艺比赛并获奖。他曾接受专业声乐训练

，并随四川省教师合唱参加成都市新年音乐会，和在成

都举行的艺术节的合唱表演。张云多次组建各种合唱队

，进行声乐及合唱训练工作，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高美波 数学 II 老师 
 
I am a software engineer by profession, have two 
master degrees (one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one in 
Physics) by training.  Years ago, as part of my 
commitment to my Chinese community, I taught at a 
Chinese school for three years; gained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dealing with American born Chinese 
youngsters.   At home I have two college-bound 
daughters, one is a senior and one is a junior in high 
school.  I have been helping them with their study all 
these years, and have a pretty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school systems here.  Now I am almost done with 
my daughters, I would like to share my experience to 
help other kids in the community; so I decided to sign 
up with ACLS.   
 
This semester I am the teacher for Math II.  I was 
asked to teach geometry.  I found out that I can not 
use the standard geometry textbooks rigidly, I have to 
flexibly adjust the course materials to accommodate 
the students' capability.  Our students are bright and 
brilliant, well ahead of their same-aged peers in 
school.  However they have not gone through all the 
math courses systematically, they may not have 
exposed to some topics.  I need to introduce them 
new concepts as it goes.   
 
With the class meets only one hour a week, I see the 
main goal of the class is to "enrich" the students' 
math concepts and knowledge.  I will introduce the 
students the fun of math 'games' by following math 
rules, help them understand that the purpose of taking 
math courses is to strengthen one's ability of 
analyzing and resolving problems.  I welcome 
parents' input to my teaching of this class. 
 

Annie Wang 舞蹈班助教 
 
I've been learning chinese dances since 7th grade at 
Cambridge Chinese School and I am currently in 
11th grade at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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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I highly enjoy teaching dance at ACLS and I 
plan to do it two weeks per month.  

教学动向 
  
二年级 D 班期末活动 
 
一月二十五日是上学期的 后一堂课，二年级 D班的同

学在焦秀兰老师和家长们的指导下，在教室内举办了一

堂寓教于乐的学生表演和庆祝活动。二年级 D班的小同

学们上讲台说短短的对口相声，参加有奖猜谜和猜字游

戏，合唱了小儿郎、祝你生日快乐和新年好三首歌曲，

每个小朋友都上台表演，积极举手发言和猜谜，大家都

觉得这是一堂有趣和难忘的中文课。 

 

写日记 

四年级 B 班老师  刘小江 
 

 日记是一个人的生活记录，也是练习作文 好的方法，

写日记的方法很容易，只要记住下列几点就行。  语言课全体教师会议（1/25/2004） 
  
1. 先写日期和天气：日记的第一篇写上哪一年，以后

就只记“月、日”在月、日后可记“星期几”，接

着记“天气”的阴、晴、风、雨、雪。  

随着语言课学生人数的稳步增长，教务主任简建华的语

言课全体教师会议大概可以称得上中文学校里人气最旺

的办公会议了。在一月二十五日的会议上，简主任首先

代表学校和家长感谢了几位将在新的学期暂时离开各自

岗位的教师和助教，感谢她们的辛勤工作和出色的工作

成绩。新上任的老师和助教互相介绍认识，并且讨论了

教学大纲和教研组等重要问题，简主任和老师们对新的

学期充满了信心。 

 

2. 每篇日记虽然不必标出题目，但是要有一个中心内

容，全文要根据这个中心内容记叙和描写。  

 

3. 日记的内容和文字：日记的内容可长可短，可详可

略。不管好的、坏的都可以写进去；日记的文字要

做到真实自然、简洁明白、生动活泼，每句话要加

上标点符号。  
  
 4. 日记 好当天写，不要拖延了几天才补写。写日记

时，先静下心来想一想：  
 

 
 

自相矛盾 • 今天看到了什么？可把一天看到的人、事、物

有选择地写出来，还要写出不同的感情和心

境。 

 
战国时候，有个卖兵器的人，在集市上卖矛和盾。 
 

 
为了使别人买他的盾，他先举起他的盾，向大家夸耀

说：“我这种盾，是世界上最坚固不过的了，无论怎样

锋利尖锐的东西，都不能刺穿它。” 

• 今天想到了什么？即在观察了人、事、物基础

上的联想。 

  
• 今天做了什么？把一天所做的事，不管是对是

错，都可以写下来。  
接着，为了使别人买他的矛，他又举起他的矛对大家夸

起来：“我这矛是世界上最锋利的，无论怎样牢固结实

的东西，它都能刺进去。”  

• 今天听到了什么？即把父母师长的教导、同

学、旁人的闲谈、以及电视广播、故事、笑话

等这些话题写上。 

 
他一边夸耀着，一边舞动着他的矛和盾，果然吸引了很

多的人。 
  

• 今天读到了什么？可以在日记上写读书笔记，

或摘录文章。  
这时，旁边看热闹的人听了他前后的话，不禁问他说：

“如果拿你的矛来刺你的盾，会怎样？”那人没法回答

了。  

如果能够按照以上几点去寻找内容，那么写日记的时

候，就会有东西可写了。 
 
比喻自己的语言或行为前后相互抵触。 

 

以上是我在一次课的剩余时间里给学生们讲的“怎样写

日记”的内容(参考《小学低年级作文入门》)，目的是

想为学生们以后的中文作文打下基础。在课上，我还念

了三篇各具特色的日记，并留了“写一篇日记”的作

业，本期校刊上选登了我的几个学生写的第一篇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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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ROOMS APPLIANCES SERVICES FINANCE/LEGAL 
Color: Yellow  Living Rm: 25-11 Stove:  Yes Heat:FRHW &FRHA Zoning:   Residential 
Exter.: Shingle Dining Rm: 18-13 Dishwasher:  Yes Fuel:  Gas Assmt:   $ 
Roof:  Shingle  Kitchen:  18-12 Refrigerator:  Yes Zones:  2 Taxes:   $  
Fnd:   Pour Concrete  Family Rm: 25-12 Disposer:   Yes Central AC: Yes Tax Year: 2003 
Walls:   Frame  Master BR: 25-12 Oven:  Yes Hot Water: Gas Registry: SMRD 
Floors: 3  Bedroom #2: 13-11 Kitchen vent: yes Electric:  200A+ Book: 33748  
Fireplaces:  1  Bedroom #3: 11-11 Washer:  Hook-up Water:  City Page: 133 
Porch: Yes  Bedroom #4:11-11 Dryer:   Hook-up Sewage:  City Occup. Date:   POP 
Garage: 1 Office (in master): 

                       12-14 
 School: Hastings, 

Diamond, LHS 
 

Storms:  Yes Baths: 3 full  School Bus:  yes  
Parking: 5 off street    
 
Directions:  Bedford St to Hill St.                                
Showing instructions:  Call listing agent, then use lockbox.                            MLS # 

7 Hill Street, Lexington, MA 02421 
Like new contemp. on a nice lot near Golf!

artistically rebuilt 4-bedroom contemporary
colonial style house is situated in a nice half-acre lot
with a private backyard and conservation land and is
just steps from the Lexington golf course. It comes
with 4 bedrooms, 3 full baths, Jacuzzi, attached garage.
Master suite features in-home office, cedar closet & a

rary master bath. Walkout lower level
ily room features a mini-bar. High quality

materials and workmanship throughout: specially
selected maple floors & cabinets, granites floors &
countertops, 45-yr architecture shingles, skylights.   

This 

contempo
ET/fam

Frank Chen  
Good School Realty 

844 Mass Avenue 
Lexington, MA 02420 
Office: (781) 861-3993 

  
Price: $750,000 

Style:  Contemporary  
Year Built: 2001 
Living Area: 2600+ sf. 
Rooms: 9 
Bedrooms: 4 
Bath:                          3 Full 
Lot:                       26826 s.f. 
  
NOTICE TO PROSPECTIVE HOMEBUYERS:  All Brokers/Salespersons represent the seller, not the buyer, in the marketing, negotiating and sale of property, unless otherwise disclosed.  However, the Broker or Salesperson has an ethical and 
legal obligation to show honesty and fairness to the buyer in all transactions.  Regulation 254 of the Code of Massachusetts Regulations section 2.05 (15), Except as may be otherwise noted, specifica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property described 
above were provided solely by the seller(s) without verification thereof by the broker(s) and, therefore, broker(s) accept no responsibility of the accuracy thereof.  Offering is subject to prior sale, price change, or withdrawal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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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以及博物馆，街边的雕塑群中处处留下遗迹。伟大的

文学家，音乐家，军事家，哲学巨匠的名字是那么熟

悉，因为我在年轻时已经从历史和小说中认识了他们。
 
大众论坛
 

走马观花游欧洲 

亦会 

年夏末，我随西岸一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去欧洲旅

。我们在波士顿代办点办好机票签证等一切手续之

，九月四日踏上赴伦敦班机，次日晨在希思罗机场与

自全美各地的团友（多为华人）一行四十余人，在来

洛杉矶的旅行社导游率领下，开始了为时 17 天，途

十一国，20 个城市的欧洲豪华之旅。 

伦敦逗留一天之后，乘坐“欧洲之星”火车，过英吉

海峡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登上旅行团专用大巴，东行

阿姆斯特丹，继而南下穿过德国西部莱茵河，黑森林

区抵花园之国瑞士，再沿阿尔卑斯山经奥地利西部东

到维也纳。继续南下抵意大利水城威尼斯，穿越阿平

山到半岛西部的罗马。 后，再北上比萨沿风光旖旎

地中海西岸，经赌城蒙地卡罗，法国尼斯，嘎纳，到

游 后一站巴黎。九月二十日旅游结束，分头启程返

。 

实，由布鲁塞尔到巴黎车程仅两个多小时，而我们的

士却开了十五天，行程 5400 公里，相当于从洛杉矶

纽约再到芝加哥的距离。一路上既是赶路，更是欣赏

途美丽风景的大好时机。由瑞士琉森（lucern）经列

敦士登到奥地利，汽车在阿尔卑斯山峡谷中行驶，两

山坡上是经农家精心修剪过的草坪，时有小村落出

，间有尖顶教堂，牛群在悠闲地吃草，衬以洁净的蓝

、白云，好似一幅幅风景画在窗外闪过。 

洲历史悠久，奴隶起义，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以及朝

的兴替，在异彩纷呈的宫殿，流派风格各不相同的教

欧洲可看的东西真是太多了，即使一些“小”城市，也

会给人以意外的惊喜。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意大利佛罗伦

萨，是一座完整保留了那个时代传统和艺术的宝库，是

留给今天的唯一的标本。一些名人就葬在那里的圣十字

教堂。奥地利的萨尔茨堡是音乐神童莫扎特的出生地，

著名电影“音乐之声”就是在米拉贝尔花园拍摄的。维

也纳的名气也许比不上巴黎，罗马和伦敦，过去我也仅

知它以每年的“新年音乐会”而闻名。这是座风景极其

美丽的城市，三面被维也纳森林环绕，波光粼粼的多瑙

河由城中穿过，内城街道狭窄，卵石铺路，两旁多为巴

洛克式，罗马式及歌德式的建筑物，还有中世纪的斯特

凡大教堂，豪华的夏布伦宫，街头矗立许多音乐家的雕

像。是旅游者特别是音乐爱好者不能不游的地方。 

图为意大利水城威尼斯 

“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一首华丽

流畅的乐章，是不容许有不和谐的音符夹杂其中的。巴

黎就是一首这样的乐章。无论是漫步在香榭丽大道，登

上艾菲尔铁塔极目远眺或是乘船畅游塞纳河，你会发现

城市的一切都是那么和谐，那么赏心悦目，和我十五年

前到伦敦的感觉一样。而如今的伦敦，泰晤士河边矗立

起一些与原建筑物极不协调的三角形，圆形建筑，犹如

柔和美妙的小夜曲中突现几声尖厉的音符（走笔至此，

真想马上上书上海市长，千万要好好规划浦江两岸的建

筑，不要重蹈伦敦覆辙。）。 

法国巴黎的卢浮宫，游人如织。 

短短半个月的走马观花，我们也初步了解欧洲生活的点

点滴滴，所到之处，除瑞士外都是欧共体成员国。进出

各国不必签证；用统一的货币；对我们这些一天要进出

几次国境的旅游者来说十分方便。当地生活费用高，矿

泉水每瓶要 2-3 欧元，而且一般餐馆不备饮用水，到意

大利后，1L 矿泉水一欧元，算是很便宜的了。除瑞士

外，公厕大部分要收费，0.2-0.4 欧元不等。在下还存

有一张在凡尔赛宫如厕的收据呢！治安情况也不敢恭

维，离开伦敦，进入欧洲大陆之前，导游就三番五次提

醒要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财物。果然，我们甫下火车走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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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车站，就有几个生人混进来意欲行窃。此后，

“小心扒手“成了导游在我们一路说得 多的一句话。

扒手影子处处可见，但在法国尼斯，嘎纳等处倒几近绝

迹，因为当地物价极高，可乐一瓶要 6欧元（1欧元>1

美元），小偷也怕高消费呢！虽然基本上旅行社包了早

晚餐，我们只需对付一顿午餐，但也令导游每次为安排

午餐头疼不已，餐馆质次价高，吃饭只能凑合。 

在欧洲大陆，每晚到中餐馆用餐，都会遇到大陆来的旅

行团，大概是“共同的中国胃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

各旅游景点，也常常会遇到来自大陆各地的旅行者。据

导游介绍，去年夏季，由于 SARS 的缘故，大陆无团到欧

洲，各商店冷冷清清，老板店员无精打采。如今可好，

市场到处晃动同胞的身影，充耳的是亲切的乡音。法国

著名的拉法叶百货商店，有专门面向亚洲人的免税

部，操国语的售货员异常忙碌。商店的台阶上，同胞们

留下了不少的用来垫屁股的广告纸，门口墙根儿下还蹲

着一群抽烟的哥儿们，显得十分嘈杂，气氛有异于一般

的大商场。可是谁又会在意这些呢？我们同胞有鼓鼓的

钱包，大把大把往外掏钱的勇气和行动。二十年前我初

到美国出差，在公司看见一把卡尺 Made in China 也欣

喜若狂，如今，连去往比萨路上一个商店，也挂上“欢

迎使用人民币”的中文条幅。真是今非昔比。奉劝诸

位，还是赶紧挣钱吧。 

欧洲之游虽已过去五个月了，当时的情景还时时浮现在

我的脑海，旅游季节又将来临，我愿写下几点体会供朋

友们参考： 

(1)要在半个月玩遍欧洲十多国，参加旅游团是明智之

举。行前手续、旅途中食住行玩一切由旅行团包办，不必

操心。而且经济实惠，此行全部费用（包括：来回机票、

欧英两处签证、全程旅馆及早晚餐、基本门票….等）约

两千五百美元。当然要仔细深入的玩，时间是绝对不够

的，以下再介绍变通的办法。 

 

（2）要选择较大较有经验的旅行社，而不可只单纯比

较价格的高低。大社客源多，容易形成规模经济，成本就

低，而且旅游项目弹性大，不好比。国内的团同样的地点

和时间可能一万五千人民币就够了，但是，住宿旅馆等级

要低档些，午餐为了找中餐馆，又要多花时间，看的景点

可能就少了。 

 

（3）行前做些准备工作十分必要。有可能多做些资料

收集和阅读：要去的国家、城市的介绍、宗教、建筑、艺

术等等基本知识，根据个人情况进行补充。有备而去尽量

避免外行看热闹。 

 

（4）欧洲生活费用高，生活必需品尽量带齐全，尤其

是必要的电池，胶卷等等。变压器要带，当地旅馆多数不

备有 110 伏的插座，更要注意各国插座的形状不尽相同，

所以也要预备不同的插头，好在波士顿五金商店备有

International Electricity Guide 可索取供参考。上面

提到饮水困难，虽然有人介绍，欧洲自来水可以喝，为安

全起见还是不饮为好。我是自带过滤器，每晚自制两瓶净

水供第二天饮用。 

 

（5）如果你觉得玩兴犹浓，还可以留下来继续独自

游。有一对团友夫妇，事前与旅行社商量，延迟一周回美

（导游介绍延迟一个月内，均可免费办理），待团解散

后，他们又买了火车票，继续去南欧探亲访友。 

 
 
  

开心一笑  
 

吃住在中国 
 

一位大人和一个三岁半小女孩儿聊天, 谈到回中国旅游

的吃住问题。 

 

瑞士的琉森，风光秀丽。 

阿姨：我们到中国住哪儿啊？ 

女孩：得买个大车，住车里。 

阿姨：为什么不住旅馆？ 

女孩：可不能住旅馆，太挤了。 

阿姨：那吃饭呢？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女孩：吃饭？端着吃呗？！别洒在身上，洒身上了擦擦

就行了。 

 

爸爸步行上班 
 

有一天，阿姨看见小女孩儿爸爸的车在家。 

 

阿姨：你爸爸没去上班呵？ 

女孩：去了。 

阿姨：他的车怎么在家？ 

女孩：他走着去的。 

阿姨：他走着去上班？ 

女孩：噢，拿个地图就走了。 

 

原来他爸爸出差去了。 

（一分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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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葱酥、虾米細丁、香菇細

丁和香肠细丁各兩汤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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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园地
 • 水七杯  
• 油二至三汤匙  

蒜泥白肉 

调味料 
“蒜泥白肉”是川菜中的一款传统名菜。白肉

片薄而张大，肥瘦相联，厚薄一致。故又有

“白片肉”“云白肉”和“匀白肉”之称。 
• 二分之一茶匙盐  

• 二分之一茶匙糖  

• 少许白胡椒粉  
昔日的成都，经营“白肉”的饭铺随处可见，

蒜泥白肉，誉满容城。如福心路的“竹林小

餐” 有名气。成菜色泽红彤彤，质地细嫩

滑，味道鲜香，红油蒜泥味极浓。 

作法 

先将萝卜去皮刨丝，放入碗內 (不必加水) 隔水蒸软待

用，有些萝卜水份很多，可将蒸好的萝卜丝挤干，挤出

來的萝卜汁可以代替水的比例。另外在大碗中混合水磨

粘米粉和三杯水至沒有颗粒 (粘米粉很容易結块，用手

搅拌 能确保不結块)。 

料 

料：猪腿肉体250克。 

料：蒜泥20克，酱油30克，红油辣椒25克，味精2

，白糖8克。 
在较深的锅中加热二、三匙油，炒香油葱酥、香肠、虾

米和香菇丁，約五分钟，接著加入蒸好的萝卜丝拌炒均

匀，再加入四杯水煮至沸腾 (如果喜欢较软的萝卜糕，

就多加一點水) ，再加入糖、盐和白胡椒粉调味，转成

中火再煮十分钟。煮好后离火把调好的粘米粉浆緩緩加

入，並同時搅拌成浓稠的糊狀，尽量把粉浆和煮好的汤

汁翻搅均匀，如果沒有搅拌均匀，蒸出來的糕內部就会

不够平滑均匀。 

法 

1。将肥瘦相联的猪腿肉刮洗干净，放入汤锅内煮

至皮软，断生时捞出，再用原汤侵泡20分钟。 

2。捞出浸泡的肉，搌干水，片成就10厘米长，4厘

米宽的薄片，越薄越好，再横切一刀盛入盘内。 

3。将酱油，红油辣椒，白糖调成蒜泥味汁，淋在

片好的肉片上并浇上蒜泥即成。 
将搅拌好的粉浆倒入抹了油的容器，用保鲜膜或耐热盖

子盖好，以中大火隔水蒸約四十五分钟至一小時，或用

竹签插入中心沒有生料时即可。取出放涼切片煎成金黃

色，或是趁热吃都可以。 

 

老四川饭店提供 

 

外婆的萝卜糕 
 

很多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吃饭

的口味很难对付。做父母的总

愿意让他们过于经常地去 McDonald’s、Burger 

ing，吃太多的垃圾食物，而他们又对清淡的家常菜兴

缺缺。吃饭，本来应是一种享受，却有时变成了让人

疼的事。 

手好菜 

注：也可将粉浆放入微波炉煮，时间长短视微波炉功率

和萝卜糕大小而定，一般大约煮五到十分钟。油葱酥是

以油炒葱，或去市场买，可能较香，放些腊肉味道更

好。 

元会 提供 

生活中来 生生活活中中来来  
因为如此，每天做饭时，我总要绞尽脑汁，想办法做

外孙们接受的菜。发现他们爱吃哪样菜，就尽量做给

们吃。去年圣诞节，我做了一道简单易做的萝卜糕，

子们十分喜爱，很快就吃个精光。这里将它的做法与

家分享： 

水湿了书怎么办？ 

一本好书不小心被水弄湿了，如果晒干，干后的书会变

得又黄又皱。其实，只要把书抚平，放入冰箱的冷冻室

内，过两天取出，书就会既干又平整。 
料 

• 二杯蒸熟的萝卜絲  

• 三杯水磨粘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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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级 B 班  

 
 指导老师：史建英 

学生作文选 
冬天  

二年级 D 班 王天哲 

冬天已经到了！外面的气温很低了。天上也经常下雪。

很多动物已经冬眠。树叶都掉了。冬天还有许多运动如

滑雪和滑冰。冬天是我 喜欢的季节。 

小禾集 

指导老师：焦秀兰 

过生日 

十五个小朋友，十一个小朋友来了。他们都给我生日卡

过生日 

我的生日 

我的生日 

张凯丽 
李念念 

我喜欢滑雪。冬天很冷，不能游泳了。看不见花了，不

能穿短袖的衣服了，看不见虫了，草死了。我喜欢滑

冰，我不喜欢铲雪。我喜欢冬天。 

今年我十岁了。我在 Acton 保龄球室过的生日，我请了

和礼物了。我们一起唱生日歌，一起吃蛋糕，一起打保

龄球，我们玩得真高兴。 
李梦昀 

冬天，冰和雪让冬天更美丽。六寸多厚的雪多次落在雪

地上。大风吹来，我们觉得更冷了。池塘的水面结了四

寸多厚的冰。冬天过去后，我们再也不会感到冬天的寒

冷。 

王杰妮 

今年我七岁了。六个月前是我七岁生日。宁宁、瑞瑞都

来了。他们和我一起过生日。宁宁和瑞瑞送给我两张生

日卡和我喜欢的玩具。妈妈送给我新衣服。我们一起唱

歌，一起吃蛋糕，玩得真高兴。 

徐漪然 

树叶飞了，北风吹了， 

窗外一看，冬天来了！ 

天气冷了，穿上棉袄， 

小朋友们，都往外跑！ 

周珵 松鼠冬眠，小熊睡觉， 

一到春天，又能看到。 

今年是我八岁的生日，我的生日是二零零三年四月七

日。我在 Arcade 过生日，十个朋友都来了，我们吃蛋

糕，玩游戏，打球，收到很多生日礼物，这一天我真高

兴。 

李涣菁 

冬天来了，很多树上的叶子都没有了。天气很冷，有的

河冻冰了，有的动物冬眠了，花和草也都死了。冬天可

以滑冰和滑雪。很多节目都在冬天。我和妹妹的生日也

在冬天。每年冬天我都能得到很多礼物。所以我喜欢冬

天。 赵慧 

罗艺成 八月二十号，我过生日。我和其他小朋友去 One Stop 

Fun 玩。回家后我们吃比萨。我得了玩具，背包等生日

礼物。我真高兴。 今年的冬天，天气很冷，白天的气温也在零下十几度，

河水都结成了厚厚的冰，小鸟也都飞到温暖的地方去

了。 

今天早上，我一觉醒来看到窗外下起了大雪，树枝上都

挂满了雪，很好看。下午雪停了，我和弟弟穿上棉衣一

起到外面打雪仗玩，很开心。我喜欢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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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麦琳 王璐 

 

2003 年 11 月 27 日 星期四 晴 冬天，天气很冷。经常下雪。树叶掉光了，花草不生长

了，松鼠、熊不出来。人们出门在外都穿着厚厚的衣

服，颈上围着围巾，手上带着手套，否则受了凉，就可

能生病。 

 

你曾经希望你的生活会像一本书记录的那样吗？在这本

书里，会叙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你有快

乐的生活，没有那么多痛苦和伤心的时候；虽然还有一

些, 但是到你生命的 后还会有一个欢乐的结果。我希

望我的整个生活会像这样一本书的记录。 
李嘉荣 

 
冬天来了，下雪了，小熊冬眠了，小小的松鼠也冬眠

了。大家能打雪仗，也可以滑冰，也能拉雪橇。天冷

了，大家的衣服穿多了。大家在室内玩儿得多了。学校

取消了，因为雪下得太大。我们过感恩节、圣诞节和春

节。 

王澜 

 

2003 年 12 月 6 日  星期六 下雪  

 

今天一大早我醒来时，看见窗外一片白茫茫的。啊，下

雪了！雪像绵绵的白糖一样覆盖在树上、地上和屋顶

上，好看极了。 杨睿娜 

 

雪花在飘，因为冷天气来了。你应该穿暖和的衣服。你

可以去外面玩。打雪球好玩！你还可以在湖上滑冰。冬

天是一个好玩的时候。 

我拉着爸爸和哥哥出去打雪仗。你打来，我打去，一会

儿我们身上全变白了。这时，爸爸一个雪球打在我脸

上，雪很冷，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因为我玩得很高兴。 

 

后来，我们堆了一个有鼻子、有眼睛的大雪人。下雪天

真有趣！我喜欢下雪。 
闫海石 

 
冬天的时候天气很冷。白天气温只在二十到三十度。晚

上只有零度。常常下雪。一到下冰雨树上就挂着冰柱

子。 

李家辉 

 

2003 年 12 月 13 日 星期六 晴 

 
贾书华 

今天，我去参加了钢琴比赛。当我到达比赛地点的时

候，教堂里已经有很多小朋友在那里了。我穿得很漂

亮。一共有 38 个小朋友参加比赛，我是第 15 个。轮到

我表演时，我没有紧张，比较自如、流畅地弹了

Minuet 和 Sonatina 两只曲子。我的老师和妈妈都说我

表演得很出色，听了他们的称赞，我高兴极了。 

冬天到了，下起了大雪。天气冷了，树木的枝叶没了，

小草没了。我们到外边去玩雪，小朋友们都很高兴。小

朋友们玩了很久，都满头大汗。 

 
  

四年级 B 班 

指导老师 刘小江 

写日记 
 

赵 敏 

 

2003 年 11 月 27 日 星期四 晴 

 

今天，我和妈妈、妹妹装扮了圣诞树，我们也把圣诞树

的灯挂上了。圣诞树上有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装饰

物，再加上绚丽多彩的灯，真是漂亮！还有二十八天就

是圣诞节！我特别高兴，真想让圣诞节快点到来。 

 


	STRUCTURE
	
	FINANCE/LEGAL
	Showing instructions:  Call listing agent, then use lockbox.                            ML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