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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的话

春节将至，在这里我谨代表学校给所有的老师、家长、和朋友们拜年！ 

 

热热闹闹，风风火火，我们又送走了一个繁忙的学年。回顾这十六周，

有许多的经历可圈可点。 

 

首先，我想感谢老师们的辛勤劳动，感谢家长们的通力合作，感谢志愿

者的无私奉献，感谢社区的各方支持，感谢有关机构和个人的慷慨捐

赠。 

 

接下来，给大家讲讲学校的建设管理。本届行政管理班子，走马上任于

学校发展成熟的良好时机。鸿祥(Harry)和张翼(Eddie)的两届努力，已经把

一个三四百人的学校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在波士顿地区小有名气。我们

所做的无非是继承和发扬光大。在此，我想向大家粗略汇报一下我们的

工作情况。 

 

行政管理班子在董事会的监督和指导下，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和运作。

校长、副校长和校长助理主持校内外日常事务。我非常荣幸能与袁力和

泽鸣合作。大家大多数时候只是看到和听到校长在发号施令，可能不知

道背后是密切的集体领导。我们对许多问题的集思广义和互补合作保证

了操作的平滑和全面。袁力周密策划的“防火演习”，给很多人留下深

刻印象。可能大家还不知道我们学校的“中秋贺卡”和“圣诞贺卡”上

的精美图案均出自袁力之手。在admin里大家每每读到一则“袁力偶

书”，总是回味无穷。泽鸣已是第二次出马义务担任校长助理了。很多

人可能还记得从学校筹建第一天起她就活跃在各个场所的身影：图书馆

注册、春节联欢会、夏日野餐……这学期，她在继续担任成人健美班的

教员的同时，还把学校的义工(volunteer)管理工作从无到有搞得井井有

条。 

 

建华(Rick)和李艳负责语言课和才艺课的管理，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人

物。建校快两年了，语言课教学逐步走向正规化，建华的辛勤工作和领

导艺术有目共睹。在建华的主持和Admin其他成员的参与下，语言课已形

成一套严格的教师聘任制度、教学质量监督制度、和教学方法研讨制

度。作为“建校元勋”之一，建华还随时支持和帮助admin其他方面的工

作。李艳为组织和管理才艺课，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语言课大相

径庭，才艺课在保证课程质量的前提下更侧重拓宽。我们的目的是全面

利用中文学校这个平台，尽可能多地向社区提供服务。这位全职软件工

程师、商店老板、卡拉OK金嗓子，每周还要照顾好二十几门才艺课，我

曾经问她，在合理利用时间上有什么法宝，她说没什么，只是学会在同

一时间做好几件事。 

 

耀路(Jenny)负责整个学校的财务管理，办事认真，一丝不苟。小到管理每

一分钱的流动，大到负责财务总结和报税，哪一项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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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耀路的精心努力下，学校财务基本实现软件管理，正逐步走向正规化和自动化。 
 
珊珊(Susan)负责注册和数据库管理，需要及时核对并随时向各方提供 新注册数据。做好这项工作需要细

心、耐心，要懂技术还要花时间打电话核对有出入的帐户。偶尔遇到误会，还要替学校向当事人作耐心解

释。 

 

小菊(Julia)负责所有的后勤管理：教学后勤，行政后勤。家大业大，后勤管理工作繁琐而复杂。她周到的服

务和别出心裁的点缀，让我们每一个在学校工作的人都感受到融融的暖意。 

 

陆青(Jill)负责校刊和所有校内外交流的图文艺术编辑。大家看到的是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每月一期的校刊，

温馨的“中秋贺卡”和“圣诞贺卡”……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差事。在制做这些精美艺术品的背后是

艰苦的约稿、催稿、审稿、定稿、编辑、排版、印刷等繁琐工作。 

 

开华在网站队伍里挑大梁，把我们学校在周边中文学校中一只独秀的“在线注册软件（Online Registration 

Software）”进一步完善扩展，方便了学校管理，也方便了我们每一个人。网站队伍在泽养的努力下，还向

周边中文学校友情推广“ACLS在线注册软件”，成功地实现了与兄弟学校的资源共享交流。我相信当了解

到我们学校自行设计的“在线注册软件”在周边学校被采用，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为我们年轻的学校感到骄

傲和自豪。此时，我们会想起那些曾经为实现这个软件拼命工作过的人们：张颖(Jennifer)、佩云、泽养、鸿

祥(Harry)…… 

 

在本届Admin队伍里有一个非常活跃的英文指导，Virginia Taylor。她自愿义务承担为每一件通知、信件做英

文审核的工作，细心审阅我们每个人写的东西。成为我们共同的英文老师。Virginia和Judy一起兢兢业业地

工作在“英语角(English Conner)”，主持着我们学校里人数 多、学生年龄 大的一个班。 

 

作为家长，每周一次到中文学校来，一方面是为了孩子的中文教育，同时也为了融入社区，了解信息，结

交朋友。因此，为大家创造良好的社交环境成为我们办好学校的努力之一。ACLS家长会及其它组织在这方

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家长会会长刘玉明大力协助各方面工作，大到财务监督，小到每次放学后检查桌椅复

原状况。他认真细致地组织家长值日工作，保证了学校每周的安全正常运作。家长会下属的“讲座委员会

(Seminar Committee)”成功地举办了每周一次的精彩讲座，得到广大家长的热烈欢迎。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ACLS每周一次的讲座，从讲座频率和听众数量来讲，在周边中文学校中也可算是独树一帜。我们都知道，

办好一次讲座并不难，难的是把每周一次五花八门的讲座组织得座无虚席。为此，讲座委员会主办人蔡江

南(John)作出了辛苦的努力。在这里向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江南全家都是字正腔圆的唱歌好手，曾经在各

种卡拉OK演唱中力挫群芳，独占鳖头。另外，“讲座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彭卓瑞(Sarah)花了大量时间和精

力为学校完成了“姓名工程”的开创性工作，为学校建设作出了贡献。 

 

为学校建设出力，是一种无私奉献，也是积累智慧的锻炼过程。每一个在学校里工作过的人，都是我们社

区发展的宝贵财富。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这学期我们成立了“资深顾问委员会(Senior Consultant 

Committee)”，诚聘退役老兵继续为学校出谋划策作贡献。邓敏(Michelle)、相海、张翼(Eddie)、碧云等都发

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办好一所学校，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合作。房东艾克顿初中(R.J.Grey Junior High)，联系人 CED(Community 

Education Department)，艾克顿学监(Superintendent)，都给了我们长期一贯的支持。我们努力增进与有关各

方的联系和交流，逢年过节给初中老师一张贺卡、给社区朋友一句感谢、给清洁工一份小礼物……融洽了

和各方的关系。由彭卓瑞等完成的“姓名工程(Chinese Name Project)”，应艾克顿初中校长的要求对中文姓

名发音作了详细的讲解和标注。“姓名工程报告”已送到艾克顿初中和艾克顿学监，这将对进一步扩大华

人在社区的影响产生积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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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着发扬“走出去，请进来”的方针，我们学校与社区和周边中文学校开展了多方面的交流。在 Conant 学

生家长周麟(David)的建议和参与下，我们请来了 Conant 学校的校长和部分老师，ACLS 整个学校给客人们

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我们学校还从人力物力上对家长们自发组织参加的社区活动(如 Conant/Douglas 国际

日)给予了大力支持。 

 

我们学校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许多机构和个人的慷慨捐赠。有许多家长长期默默地为学校工作不取报酬。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些身为Cisco员工的家长们还成功地申请了“Cisco Matching Gift Program”。在

这个Program下，Cisco从财务上将向我们学校补贴(match)任何Cisco员工为ACLS做的义工(volunteer work)。在

这里，我要感谢鸿祥(Harry)、泽养、泽鸣及所有发起和参与这一活动的Cisco员工。 

 

陈宏光(Frank Chen)的好学区房地产每月如一日为校刊赞助，成为校刊 忠实的赞助者。在此我代表学校向

宏光及好学区房地产表示忠心的感谢！并祝贺宏光猴年岁末喜添千金。 

 

正是有了大家的关心爱护和积极参与，我们的学校才越办越红火。节假日里朋友聚会，偶尔被问起“你的孩

子上那个中文学校？”话题一打开，引来一阵夸奖、赞叹、羡慕、寻问……好像没有人不知道艾克顿有一个

名字响当当的中文学校。那种感觉，用北京话说—— “真是吃了蜜了！” 

 

后，祝ALCS每个成员新年进步！祝ALCS每个家庭和和睦睦！祝我们大家的学校在新的一年更上一层楼！

 

 

校长劲冬 

季尔 
 

秋去冬来，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又一个学期圆满地结束了。 

 

在本期校刊“校长的话”中，劲冬校长对本学期的工作做了总结。在向大家汇报了一个学期来学校的运作情况

时，无一例外地提到了学校行政团队的每一个人和他们对学校做出的贡献。可是，劲冬校长，你忘记了一个关键

人物，那就是校长你自己！诚然，一个学校的成功要靠学校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但一校之长，是学校的主心

骨，对内要统筹协调，对外又要联系沟通，责任之重，工作量之大，是没有人能与之相比的。 

 

出任中文学校校长是有需要十二分的勇气和毅力的。劲冬校长在学校需要的时候，排除各种困难，毅然担当起了

校长的职责。作为学校的第一位女校长，她对工作细致认真，一丝不苟；对人热忱开朗，关心备至。在她的凝聚

力下，大家齐心协力，把学校的各项教学、文体活动安排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 

 

在劲冬身上，还体现了女校长细心周到的工作作风。每周的“Weekly Notes”中，她总是不厌其详地把所有的注

意事项向大家仔细交待清楚。逢年过节，她总不忘记向大家送上节日的问候，还为我们的房东、赞助者送去贺

卡、礼物。万圣节，大家一定还记得那两个扮成“女巫”的校长在校门口给孩子们分发糖果……在这点点滴滴

中，让我们感到中文学校这个大家庭的温馨。 

 

由于种种原因，劲冬决定离开校长的职位，接力棒将由副校长袁力接下。虽然劲冬做校长只有短短的十六个星

期，但，我们将永远感谢你为学校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 

春 华 秋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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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Families Gather for 
Christmas Party 

 
On Sunday December 19, after the last 
Chinese classes before Christmas, there was 
a great turnout for a Christmas party in the 
junior high cafeteria, sponsored by A-C 
Bridge, the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SL) Classes, and Families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 (FCC) Nashoba. Children 
decorated a banner on which one of the 
students from the English Corner, Mr. Zhu 
had written “Happy Holidays” in beautiful 
Chinese calligraphy. Others strung popcorn 
and cranberries for Christmas tree garlands.  
Still other groups made little wreathes from 
tiny green beads.  Carolers of all ages were 
welcome at the open mike. Families enjoyed 
an array of Christmas cookies, eggnog, and 
cider (until they were all gone!), and each 
child got to choose a small Christmas gift.    

 
FCC and the CSL classes parents Judy 
Holmes, Terry Gilmore, Alison Enright, 
Joan Wesolowski, Diann Euele, Maika 
Duiett, Monique Patterson contributed to the 
party's success.  Louisa Chase and Deb 
Swanson also made contribution by bringing 
food to the party. 

 (by Virginia Taylor) 

中文教学专家胡梅梅来我校教学示范 
 

二〇〇五年一月十六日胡梅梅女士应邀来我校为 CSL 师

生及家长现场传授表演她教中文的经验。师生及家长与

胡梅梅女士一起唱歌、跳舞、作游戏。之后胡梅梅女士

还展销了她的教学录音、录像带及部分有关的教具和多

媒体教材。胡梅梅女士在中国大陆有二十年 ESL 的教学

经验，来美后又有十五年教 CSL 的经验。她已有数集录

音、录像作品出版发行。 

 
MeiMei was invited to our school for a 
“Dancing, Singing and Playing with 
MeiMei” session on January 16th, 2005. 
Students, teachers and parents from CSL 
classes sang, danced and played games with 
MeiMei in small cafeteria. She also showed 
her teaching materials afterwards. MeiMei is 
a very enthusiastic teacher with 20 years of 
experience to teach ESL in China and 15 
years of experience to teach CSL in 
America. She has published a series of 
videos about Chinese-learning in addition to 
a CD and a DVD. 

(谢宁 提供)

校园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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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 

春春春节节节文文文艺艺艺演演演出出出   
一月三十日是本学期的最后一天。届时我们将在艾克顿初中礼堂举办文艺演出

活动，以庆祝本学期圆满结束及即将到来的中国农历新年。 

 

今年，我们荣幸地请到了活跃在本地的旅美中国杂技表演艺术家陈望菊女士，

来我校参加演出。陈女士和她带来的木兰艺术团将为我们表演精彩的杂技和魔

术节目。机会难得，请大家不要错过。 
陈望菊自幼被选入中国武汉

杂技团，活跃在杂技舞台三十

年，参加过许多重大的国内外杂

技大赛，在《柔术》、《滚

杯》、《高台定车》、《转

碟》、《车技》等高难度节目中

担任该团主角。其中《转碟》、

《车技》曾多次荣获法国国际杂

技大赛金奖、中南地区杂技大赛

金、银奖及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

比赛金、银奖。2003 年定居波士

顿后，继续参与社区的各种文艺

演出，并担任木兰艺术团特邀演

员兼任杂技特技教学指导。 

木兰艺术团成立于

2003 年， 由一群热爱艺

术，追求艺术的专业和非

专业艺术爱好者共同组

成。 建团宗旨为：宣传中

国文化，开拓艺术空间，

提高健康素质，丰富华人

生活。让璀璨多姿的木兰

之花伴随具有传统特色的

民族之花在海外异乡盛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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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ling or buying houses in good school 
towns, please come to the professionals: 

Good School Realty, Inc.

1-888-430-5900 
www.GoodSchoolRealty.com

   

  

Frank Chen Charlie Chou Lei Reilley Rei Taraz Jim Zhang 

Philip Yang Catherina Chen Nancy Zhang Stone Chen Peter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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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之角 

教书有招 
谢宁 

 
大家都知道教低年级的小朋友难，他们注意力不容易集中，还没有较强的自我约束能力。我校三年级 A班教

师曲峰为使班上的学生充分理解记忆所学内容，采用读故事，画故事的方法，取得很好的效果。附图展示的

是曲峰班上田思遥小朋友所制作的故事书“三只小猪” 。 

 

教低年级的小朋友难，教高年级的学生是不是就容易些呢？五年级教师李日新深有体会地说，教高年级的学

生更难。学生随着年龄的增大，使用中文的频率也在下降，大部分学生是在为家长学中文。为了引发学生学

习中文的兴趣，帮学生复习巩固，李日新绞尽脑汁，将所学内容编成数学题，让学生们回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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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国美展观感 
 

施也 
 

在圣诞节和新年假期中，我回了一趟中国。适逢全国十

届美展获奖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便抽空去观摩。我

感到眼界大开，对我国美术总体水平有了亲身体会，现

在写出来与大家共享。也就本届美展中一些新的趋势发

表自己的看法。 

 

虽然本届美展并不代表我国美术界的全部的高水平，例

如一些著名美术家并未参展，但还是有许多作品引人注

目，值得称赞。基本上反映了我国现在的美术总体发展

水平。 

 

首先是“新写实主义”画家崭露头脚。其领军人物，天

津美术学院教授忻东旺的作品《早点》引起大家的注

意，荣获金奖。忻东旺年仅四十二岁，其作品有以下几

方面令人耳目一新： 

一，题材更加平民化。《早点》取材于一个早点摊的场

景，人物亲切真实，性格鲜明。作品更接近生活。 

 

二，技法有创新。画家在作画时挥洒自如，得心应手，

使用了多种技巧。既有使用画笔的精细刻画，也有使用

画刀的涂抹。不拘形式，体现了新写实主义画风的进步

性和开放性。不求准确无误，但求传神。色彩上包容了

现代的知识和技法。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把气氛表现

得淋漓尽致。 

 

除了新新实力派画家如忻东旺之外，一些老画家如詹建

俊，仍宝刀不老，创新进取。其《雪松》画作采用颜料

堆积法，令人叹为观止。我记得在富利银行工作时，看

见在楼道里有一幅风格相近的大幅风景油画，其表面树

木花草造型均为堆积的颜料构成，有的地方达三四厘米

厚。因为颜料是直接从袋里挤出，无法调和，所以那画

多为原色构成，色彩虚假。但詹老先生的《雪松》却真

实生动，意境深远，体现了老画家的高超技巧。 

 

本届画展另一热点是冷军的《中国的蒙娜丽莎》。其作

品采古典画法，巨细无遗。手上的静脉血管，点点汗毛

孔都清晰可

辨，精致到

了极点。到

了以假乱真

的境界.冷

军过去以画

金属静物见

长，画人物

应是他的新

探索。我们

可以拭目以

待，他的新

作必然有很

多看点。 

 

许多实力派

画家不甘寂

寞，纷纷献

技。有中央

美院的杨飞云教授的女人体。体现古典画法在我国仍然

有一席之地。新古典主义的大家如原中央美院院长靳尚

谊虽然仍然活跃在画坛，但已渐渐退入后景。去年靳老

先生的画儿《双人体》以 187 万元人民币的天价在香港

拍卖。我在他的《我的油画之路》读到,他曾在书中提

到这幅画，说准备将画给中国美术馆收藏。也许当时他

不知他的画如此值钱。老先生也有食言的时候，也许黄

泉之下人民币也好使。 

 

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获奖画家，近几年活跃画坛的实力

派如郭润文，谢楚余，夏俊娜，艾轩，朝戈的画没有出

现，或者他们没参展，或者未获奖。没能一睹他们的作

品为快，不能不说是遗憾。 

 

忻东旺：早点 

詹建俊:雪松 

冷军:中国的蒙娜丽莎(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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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美展获奖作品以国画居多，本人对国画了解不深，

对画家们也不太熟悉，所以不敢妄加评论。仅以门外汉

的角度来略加描述。 

 

 

近年来我国的工笔画有长足的发展。具代表性的有天津

的八大家。如天津美院院长何家英，教授霍春阳，王其

芳。天津这些年来默默无闻，不象北京上海那么火，但

英雄的天津人民却也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取得的进步也

不小。天津的画家们也没有其它那些城市的浮躁，得以

躲进画室，潜心作画，在中国画坛上独树一帜。西画有

我提到的忻东旺，祈海平。国画有八大家。如何家英的

工笔人物画，既有国画之写意传神，又有西画之写实功

底。真是不可多得的精品。远有杨柳青年画，近有范曾

国画。天津的

文化传统真是

后继有人，发

扬光大。 

 

此次美展获奖

的写意人物画

多出自解放军

画家的手笔。

画家们的画反

映了解放军的

时代风貌，军

营生活。在表

现方法上也呈

现了多元化的

倾向。很多是

不可多得的精

品。 

 

由于作者水平

有限，且根据

自己的好恶选

择材料，难免

有误导读者之

嫌。还望读者

用自己的评

判。十届美展集中国之大成，作品浩如烟海，仅此小文

连管中窥豹的目的都达不到，希望读者自己去看噢。 

 

培养孩子们的艺术修养，需要接触艺术，走近艺术，希

望我们的家长们在给孩子们大块朵颐美味佳肴之后，也

享受一点精神食粮。带他们到博物馆画廊去亲历艺术。 

 

 
附声明：文中所用照片，除注明出处的之外，均为本人
所摄，本文使用照片符合美国版权法的“合理使用”版
权出版物的规范，请毋转载。 
 

王伟：战士 

抗联组画:  

作者： 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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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岁辞 
 

瓜农 
 

街边树上整片亮起了彩灯，商店外越来越多地出现全身

红白相间的老头，信箱里铺天盖地塞满了大减价的广

告，女儿也在一天晚上郑重其事地把写给 Santa 的信放

在壁炉旁：种种迹象表明，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圣

诞节和新年——已经近在眼前了。 

 

就在这万众欢庆、万民抢购的好日子里，我不合时宜地

病了。 

 

最近真是累得够炝。自打小瓜仔生下来，我就没好好睡

过一个整觉。下班回来，从带了他一整天的奶奶手里接

过小子，我和瓜婆就闲不

着了，忙前忙后地张罗。

到了夜里更是难熬。小子

睡德很不好，眯一会儿就

闹，要哄，要吃奶，要换

尿布。都伺候到了，才小

眼睛咔么咔么的慢慢睡过

去。轻手轻脚把他放在小

床上，我迫不及待倒头就

睡，恨不得脑袋还没挨上

枕头人就着了。刚享受一

会儿，梦才刚开了个头，

小子又醒了，哼哼叽叽，

吵吵闹闹。我困得不想理他，装听不见。实在听不下去

了，才强忍着磕睡又爬起来。如此往复，整夜不休。第

二天早上起来，头是晕的，眼是肿的，脸是绿的，眼珠

是红的，整个没人模样了。 

 

小瓜女已经 8 岁，不需要人前人后地伺候了。这会儿

特别相信 Santa Claus，给老头写信要礼物，还一本正

经地说圣诞夜她会记得把壁炉的火关掉，省得老头从烟

囱爬进来的时候撩了胡子。没把她老爸笑死。她还不知

道， 这些红衣白胡腆着肚子的 Santa 都是俗人，实际

上除了 Ho-Ho-Ho 之外什么也干不了，一点技术含量

都没有。她要的礼物，都是她老爸不辞辛苦满世界转悠

给她踅么来的。 

 

这样忙活了好几个月，我都觉着快要崩溃了。 

 

说今年冬天是暖冬，我没觉出来。进了 12 月，天就猴

冷猴冷的。家里暖气没日没夜的开，把加湿器那点呼呼

悠悠的蒸汽吹得无影无踪，吹得人嗓子里火烧火燎的. 

我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两个月前我跟往年一样到医院准

备打流感疫苗，在诊所门口吓了一跳，从来没见过这么

多人排队，我以为走错门进了商场。一打听才知道都是

来打针的，说今年外包的疫苗坏了菜，国内存货很少， 

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着急忙慌就想也排进去，旁边

护士老姐上下打量了我几眼，说你没到 60 岁，不够资

格，回去吧。我说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能病啊……没人

理我。只好悻悻然走开，心里七上八下的没底。 

 

我终于没能扛得过去，感冒了。这感冒还挺稀奇，打小

起我就没记得得过这样的感冒：先是流鼻涕，只右鼻孔

流，流得跟自来水似的。有几天我象个土八路一样背俩

包，左边装擦鼻涕纸，右边装擦过鼻涕的纸，一会儿功

夫左边就瘪下去右边就鼓起来了。然后就头疼，右半边

偏头疼，右眼红得跟兔子似的。头疼刚好一点，还没等

缓过劲来，又咳开了。要是有两个喉咙的话，我敢打赌

肯定是右边的咳。  

 

这段时间我每天大把吃

药，跟痨鬼一样咳的叮

当乱响， 苦不堪言。这

时候深深地体会到关于

幸福的名言说得有多精

辟： 

 

什么是幸福？幸福就

是： 

吃得下，睡得着，跑得

动，笑得出！ 

 
我这东拉西扯的说了这么多不高兴的事，才想起来这是

在写贺岁辞，这可咋说吉祥话呢？  

 

脑门一拍，心里有底了：啥叫新年？新年就是辞旧迎新

的时候，是扔掉旧板凳扛回新沙发的时候，是诅咒发

誓、又一次写 New Year’s Resolution 的时候。旧年

的不快活随风而逝，新年要来点得劲的，雅词叫否极泰

来。这日子正象古书上说的，是 

 

福无双至今日至 

祸不单行昨夜行 

 

 

回音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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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伙问字 

三铃儿 

 
要是孩子们问某个中文字如何写，作大人的就会

告诉他们，上是什么，下是什么，左是什么，右

是什么， 常常是某个常见的偏旁或字首加上一个

简单的、他们已经认识的字就可回答完毕。大人

们有闲情逸致时，会进一步解释给他们，为什么

是这样的偏旁加那样的字就组成了有某种意思的

新字，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有时，可能还

会讲些与此字有关的小故事，为得是引起他们的

兴趣和加深他们对此字的记忆。我就听到过我丈

夫给儿子们讲‘心’字时的一段有趣的顺口溜：

“破锅锅，煮芋头，掉了一个在外头”。 

 

通常，大人用这种有趣的方式给孩子讲一个字是

怎么构成的似乎并不难，如果脑子里没有储存着

对那个字现成的说法，就会现场发挥编的技能，

毕竟大人见多识广。可是，孩子们却求知过强，

“为什么”太多。 所以，一个简单的字，要解释

给一个三、四岁的小家伙，有时也会让大人们应

接不暇，因为小不点们可能会以大人们想不到的

方式问字。 

 

我那三岁多的小儿子，从儿童识字挂图上认识了

一些中文字，还常常吵着要用计算机写中文，他

会用拼音输入法打几个他会的字，所以，他对字

的样子似乎有了感觉和兴趣，他的‘为什么’之

类的问题也就涉及到字的形上。要回答他的问

题，并不总是易事，却常是趣事。有时候，不知

自己的解释可能引发了他的什么新问题，如同下

棋，哪一步没走好，就会使自己陷入僵局，它又

妙于下棋，因为没有基本的规则可循，无法知道

小家伙的新问题是出自哪个思路，奔向哪条大

道。 

 

有这么一天，我就领教了我小儿子问字。 

 

这天，我正靠坐在沙发上认认真真地读着梁晓声

的《人生真相》，小儿子时而在地上摆 puzzle

玩，时而到我身边要我 hug 一下。我一边抱抱

他，一边琢磨着书上的内容。他无聊，小眼睛也

在这无图的篇幅中浏览，在众多的字中挑他认识

的。“妈妈，我看到‘羊’了”， “妈妈，我找

到‘多多’了”， “妈妈，这是‘不’”。他指

着‘人’字，问‘人’前面的是什么字，我告诉

他是‘好’字。此字已勾起了他的兴趣。 

 

“妈妈,  为什么‘妈’字也有一个‘女’？” 

 

“因为妈妈是女的呀” 很显然，这是不错的解

释，我这么认为。 

 

他又问： “那为什么‘安’字也有一个

‘女’？” 我没想到他立刻搬出了他自己名字里

的一个字。看来，一些字以及它们的形状在这么

个小家伙脑子里已占了重要而灵活的位置。 

 

他分明要说他自己并不是女孩。显然，我没法继

续我上面的逻辑来解释这个‘安’字与女有什么

瓜葛，就信口说： “因为你是个好娃娃呀”， 这

根本和字形不着边。 

 

他还是在他自己的思路上拐弯抹角： “那爸爸和

哥哥的名字为什么没有‘女’呢？”  

 

他其实是在质疑，难道爸爸和哥哥不是好人吗？  

 

我哑口无言，不知再怎么解释了。这简单的字和

天真的小人儿带给我的小小惊讶让我感慨，现在

的小家伙真不好糊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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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玲儿“回到童年”有感 

丹心 

十二月校刊，读到三玲儿的“回到童年”，那么

温馨、美好的回忆，把我也拖回到遥远的童年，

甜、酸、苦、辣一一涌上心头，只是除了回忆，

还引起我很多联想。 

 

玩具，是每个人童年时代的恩物，不论贫富，不

管是白种人、黄种人，中国人、外国人，每个人

的童年都少不了“玩”，也少不了“玩具”只是

因为时代、地域的不同，玩具不同，而随着时代

的变化玩具也在不断演变。看到现在越来越先

进、越来越逼真、越来越精致的玩具，我总感到

少了些什么。我和三玲儿一样也喜欢娃娃，可是

当我看到多姿多彩的“芭比娃娃”和她数不尽的

时髦衣装、豪室设备、新奇的座车、宠物……我

一直在想，这些五彩缤纷的玩具，带给现代孩子

什么样的欢乐？除了教会她们追求永远也不会满

足的“物欲”外，还有什么？曾听说，有的孩子

为了追求“芭比”的身材，甚至小小年纪就要

“节食”、“瘦身”，这简直不仅无益，而且有

害。我想现在的孩子抱着芭比，不会比我们小时

抱着枕头娃娃，用树叶树枝、瓶盖小盒“摆宴

席”更欢乐，因为那些简陋的玩具引发了我们无

边的遐想，激发着我们创造性的思维，玩起来更

有变化，更快乐。 

 

早年的游戏，无论是跳房子、跳皮筋，都是又有

趣，又对身体有益。我也是跳皮筋的“高手”，

可以从紧贴地面跳到“一举手”、“一踮脚”的

高度。朋友们开玩笑说我的腿是跳皮筋跳“长”

的。只是现在再也没见过女孩子们跳皮筋，它真

的失传了吗？真不是一声“可惜”可以道出我们

心中的遗憾！三玲儿，哪天我们“返老还童”一

下，跳皮筋如何？ 

 

对现在的“电玩”，我更是疑问多多。看到那么

多孩子沉迷其间，真不知为什么？我曾经看了一

些游戏，其中主角一直是“跑来跑去”、“跳上

跳下”，碰到乱七八糟的怪物、敌人，开枪开

炮……把我的头都搅昏了，也许我是保守、落伍

了。我真希望家长们给孩子们选一些动手制作，

或更能给孩子想象空间，更能激发孩子想象力、

创造力，对身心都有益的玩具和游戏，使“玩”

能真正成为帮助孩子更好成长的童年的“恩

物”。 

LLeeaarrnniinngg  FFuunn  ooff  AAccttoonn  
 
278 Great Road, Acton 
(978) 929-9261 
www.learningfun-acton.com 
Email: manager@learningfun-acton.com 
 
Our enriched, well-balanced, and customized after 
school and summer programs are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meet children’s needs.  Let children 
learn and play together with fun and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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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园地

内蒙的特色菜——凉拌土豆丝 
 

原料：土豆两个、细粉丝一小捆、青、红椒各 1/4 

调料：葱丝、盐、酱油、醋、糖、香油适量调好放碗中 

做法： 

1. 将土豆去皮切丝，放入冷水盆中泡一分钟，青、红椒切丝备用； 

2. 将土豆丝放入开水中过一下，捞出放入冷水盆中； 

3. 粉丝过开水烫后，放入另一冷水盆中冷却，捞出控干水分； 

4. 将土豆丝捞出沥干水分，与粉丝、青、红椒丝一起放入盘中，再将准备好的调料倒入，调匀

即可。 

这个菜作法虽然简单，但大家都说好吃。 

焦秀兰 提供

RONNIE DU, D.M.D. 
Family Dentistry 

323 Boston Post Road, Sudbury. MA 01776 
Phone# 978-443-0801 

Website: www.ronniedmd.com 
 
 

• More than 10 years clinical experience 
• High quality dental care 
• Accept many insurances 
• Nights and weekends appointment available 
• Only 10 to 20 min. away from Acton 
• Speak English and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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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 C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 许玲 
 

我的生日 
 

任恺文 

我的生日是十二月十二日。我请了二十个小朋友到我家

过生日。二个小朋友没有来。我们看了魔术表演，吃蛋

糕，玩得真开心。然后我打开了礼物。我最喜欢的礼物

是一个小游戏机。 
 

毛子筠 

我的生日是二月一日。那天，好多朋友和我一起过生

日。他们给我好多礼物。我最喜欢的礼物是：书包、画

画工具，玩具和好看的衣服。那天我们玩玩具，唱歌，

说话，我们很开心。 
 

延愷林 

二〇〇四年四月十二日是我的六岁生日。这一天我请我

的好朋友们Joseph, Isaac, Matthew, Shepard, Marc 和
Dante在Thoreau 俱乐部庆祝我的生日。我们一起踢足

球、游泳和吃蛋糕、冰激淋。我们玩儿得很高兴。回家

后我打开我的生日礼物。我最喜欢的礼物是爸爸送的红

自行车，妈妈送的Lego，Matthew送的恐龙化石和

Joseph送的星球大战Lego。这一天我真开心。 
 

应晓真 

今年我七岁了。我的生日是五月七日。两个朋友没有

来。我们一起过生日。朋友们都给我一个礼物。我们一

起做体操，一起吃蛋糕。玩儿得真高兴。 
 

方杰瑞 

我的生日是九三年十一月一日，我的爸爸、妈妈、弟弟

和爷爷、奶奶和我一起过生日，我真快乐。他们送给我

好多礼物，有生日卡、书、玩具和蛋糕。 
 
我们一起唱生日歌，这一天我太高兴了。 
 

张妞妞 

我的生日十一月二十八日。今年我七岁了。我的妈妈、

爸爸、妹妹和好朋友们都来给我过生日。我们一起吃蛋

糕，唱歌和玩儿。他们都给我生日礼物和生日卡。这一

天我真高兴。 
 

任汉瑞 

我叫任汉瑞，我的生日是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一日。今年

我六岁了。过生日那天，我的好朋友都来了，他们和我

一起过生日。尼克送给我一辆玩具车，安迪送给我一架

飞机，爸爸送给我一辆战车。我们一起玩儿，一起唱

歌，一起吃蛋糕，玩得真高兴。 
 

刘美琪 

我的生日是一月二十九日。今年我的生日会在

Gymnastic Academy of Boston。那里真好玩。我的朋友

都来了。一共有十六个孩子。我们做体操，玩游戏，唱

生日歌，吃生日蛋糕。我玩得真高兴。 
 

 
 

四年级 A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 刘玉芬 
 
老师的话：自从上次写了那篇小短文《自我介绍》以
来，大家都认为我教学不认真，混日子。教务主任也有
些担心，怕我误人子弟。其实，我对学生极端负责，对
自己更是严格要求。比如说，默写字时，有的同学不小
心少了一个点，我就算他/她错。发下去后，他们横竖
找不到错在什么地方，又来问我。待我指出扣分的原因
后，恍然大悟，不过还是不服气，“就一个 dot…”. 我
安慰说，“只扣一次分，就是少两个点儿也不再扣
了”。可不？如果二十画的字，少一画，按错字算，那
整个考试就白做了？！还有，有的同学写的竖有点长，
透了头，都算错字。我劝他们，竖可以写短点儿，但不
能太短，否则又要扣分了。请看我班同学的作文《我最
喜欢的节日》，很难找到一个错字来，可以看出我们平
时的功夫有多深了。 
 
 

我最喜欢的节日 
 

高像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我庆祝耶酥的生日。妈妈和

爸爸要我们表演，我要记住很多歌，我爸爸要拍下来。

妈妈说，“你要好好唱”。我的老师说：“我知道你会

唱得很好”。老师让女孩儿穿裙子，男孩儿穿白衣服。

后来我和姐姐会收到个小袋子，里面是糖。晚饭，我们

会吃很多东西，爸爸妈妈会请很多朋友。我喜欢圣诞

节。 
 

崔乐怡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在圣诞节早上，我会从圣诞

树下面收到很多礼物。这些礼物是我的朋友和爸爸妈妈

小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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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的。有时还有很多雪在外面，我能在雪里堆雪人，扔

雪球和滑雪。圣诞节的晚上总会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妈

妈会请朋友来吃晚饭，我会和我的朋友开开心心地玩。

他们走了，我也累了，夜里我会睡得甜甜的香香的。 
沈皓天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我喜欢圣诞节是因为我会拿

到很多礼物。我喜欢圣诞节也是因为总会下雪，我很喜

欢在雪里面玩。在圣诞节的时候，我的妈妈爸爸不用上

班，他们都在家里看着我。那是为什么我最喜欢的节日

是圣诞节。 
 

李嘉荣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中国的春节。我在春节喜欢看龙舞，

龙代表和平。爸爸妈妈会给我和妹妹压岁钱，压岁钱放

在红包里。在中国，红色代表好运。我不喜欢爆竹，因

为它们很吵。在春节晚上，人们挂灯笼，灯笼会放光。

我的爸爸妈妈是中国人，我们家庆祝许多中国的节日。

我喜欢了解中国的春节。 
      

李梦昀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春节。过春节的时候有很多庆祝活

动。过春节之前，妈妈要求爸爸和我帮忙清洁房间。我

家门前贴春联，挂灯笼。我们一起包饺子，吃年夜饭。

春节早上，我们互相拜年。我还打电话给北京的爷爷奶

奶拜年。爸爸妈妈带我去看龙舞。春节晚上，我去看放

鞭炮。过春节的时候我还会收到礼物和压岁钱。过春节

真有趣。 
 

朱秋爽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因为我喜欢看挂在圣诞树上

的彩灯，我也喜欢打开礼物的感觉还喜欢闻那香香的圣

诞树。虽然我已经不相信有真正的圣诞老人，但是我喜

欢看小小孩坐在“圣诞老人”的腿上。我最喜欢的是圣

诞节期间和朋友一起聚会。 
 

熊笛 

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因为我可以得到我想要的礼

物。爸爸妈妈，叔叔阿姨都给我买很多礼物。 
 
我喜欢圣诞节是因为学校放假了。我可以看电视，看电

影，玩游戏，堆雪人和滑雪。 
 
我喜欢圣诞树和五光十色的圣诞灯火。圣诞节是我最喜

欢的节日！ 
 

陈雯蒂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我最喜欢圣诞节就是因为每

个人都会送圣诞礼物，和每个人都会拿到圣诞礼物。很

多时候，我会去别人家，还会看到我的朋友。圣诞节也

会堆雪人。那是为什么我最喜欢圣诞节。 
 

许洋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中国新年。你可以收到钱，吃很多东

西，不用睡觉，穿新衣服。新年前，我们要打扫卫生和

布置房间。我属鸡，鸡年快到了，我很高兴。中国新年

是我最喜欢的节日！ 
 

许露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中国新年。新年里我可以吃到很多好

吃的东西，我可以得到压岁钱。妈妈还会给我买新衣

服。除夕，我可以很晚才睡觉。新年我会打电话给阿

公，阿婆和奶奶，他们都说我是个好娃娃。 
 

 

五年级 A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李日新 
 

我学中文的经历 
   

金天植 

我学中文有好长时间了。我从三年级开始学。我开始的

时候不太会，但是现在知道得更多了。这是因为我每周

都上中文学校！我的中文有了很大进步。爸爸、妈妈在

家里也帮我学中文。我现在很喜欢学中文，觉得中文很

有意思。 

 

龚雨丝 
 

我六岁在 Cambridge 的中文学校跟汤老师学了中文。我

班上有六个小孩子，都六、七岁。我们从汉语拼音学到

汉字。我跟汤老师学了三年。 

 

我在家里要跟妈妈、爸爸说中文。我妈妈说是好练习。

我祖父、祖母来了，更要说中文，因为他们不会英文。 

 

2003 年，我妈妈、爸爸在 Acton 看到了一所房子，买

下来了。一天，我爸爸在报纸上看了一个写文章的比

赛，要我参加。我写了一篇短文章，两个月后，我收到

了一封信说我的了第三名。我也得了$10。 

 

现在我在 Acton 中文

学校学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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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的节日 
 

熊枭 

我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有很多原因让我喜欢圣诞节。

请往下读，就知道为什么圣诞是我最喜欢的节日。 

 

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是圣诞节。在节日到来之前，许

多人把房子打扮得漂漂亮亮，五光十色的灯和漂亮的圣

诞树充满了节日气氛。 

 

我最喜欢圣诞节因为圣诞的聚会让我见到许多朋友和我

喜欢吃的东西。我可以和我的朋友一起看电视，玩游戏

和听音乐。 

 

圣诞礼物是我最喜欢圣诞节的原因，因为我可以得到我

想要的礼物。 

 

我喜欢雪因为我可以做雪人，滑雪和打雪仗。圣诞节总

是下雪，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圣诞节。 

 

多么有意思的圣诞节！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 

 
张陶然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圣诞节在每年的十二月二十

五日。在圣诞节前一天的晚上，我要给圣诞老人放牛奶

和饼干。我把饼干和牛奶放在桌子上让他吃。他要给我

礼物，所以我要给他一些食品。我睡觉的时候他会给我

我想要的东西。圣诞节的早晨，我看他给了我什么。我

也要送别的朋友礼物，因为他们给了我礼物。晚上，大

家唱歌，我们也装上一棵圣诞树。我最喜欢圣诞节！ 
 
 

秋天 
 

赵敏 
 
秋天又来了。 
 
秋天是个画家。它的调色盘有枫叶的红色，南瓜的桔

色，菊花的金黄色，松柏的翠绿色，天空的蓝色，远山

的淡紫色，还有云彩的雪白色。 
 
除了是位画家以外，秋天也是位音乐家。大雁在天空呱

呱呱……地叫。地上的蟋蟀唧唧唧……地唱歌。秋雨嘀

嗒嘀嗒地落下来。走在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响声。 
 
秋妈妈一边在树梢吹口哨，一边铺桔色的地毯。她一边

画画，一边唱歌。她把树林画成各种各样的颜色。我喜

欢五彩缤纷有姿有色的秋天。 
 

我爱吃的菜 
 

李涣菁 
 
我爱吃的菜是火锅。 
 
火锅里的菜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有白色的百叶和鱿鱼。

红色的羊肉和虾。还有绿色的蔬菜。 
 
吃火锅时先把有调料和肉汤的锅放在炉子上烧开。然后

放各种各样的肉和菜，一边涮一边吃。 
 
我喜欢吃火锅因为火锅里的菜味道香还好吃。我在家里

每年冬天都吃火锅。我还在饭馆里吃过火锅。 
 

李燕 
 
我喜欢吃糖醋里脊。它是用猪肉做成的。它是桔红色

的，吃起来又酸又甜，味道好极了！我在“老四川”餐

馆吃过。我妈妈告诉我，先把猪肉切成块，拌上鸡蛋、

淀粉，然后油炸，再淋上汁，就可以吃了！ 
 
我还喜欢吃鱼香肉丝。它的颜色是黄和绿色拌起来，十

分漂亮。它是用肉丝和青椒炒成的。每一家中餐馆都有

这道菜。 
 

李家辉 
 
我最喜欢吃火锅。在火锅里面，可以放很多东西，比如

肉片、鱼圆子、虾、白菜、木耳、粉丝，还有各种各样

你喜欢的东西。火锅做起来很简单，你可以去中国店买

调料。调料有很多种，有辣的和不辣的。我们家里用鸳

鸯火锅吃火锅。四川火锅调料一般都很辣。配料里有牛

羊油、植物油、花椒、海椒、胡椒、老姜、食用盐、冰

糖，还有豆瓣。 
 
冬天里吃火锅最好。我喜欢吃不辣的，爸爸和妈妈喜欢

吃很辣的火锅。 
 

马汝佳 
 
我喜欢很多菜。有西餐的还有中餐的。西餐的有热狗和

汉堡包。中餐的有肠粉、火锅，还有炒饭。在这所有的

菜里，我最喜欢肠粉。 
 
肠粉有好几种。有牛肉馅的，虾仁的，还有什么都不放

的斋肠粉。它味道很香。原来我去吃早茶的时候才能吃

到。现在妈妈在波士顿工作，她可以在那里买肠粉。 
 
妈妈告诉我在中国有新鲜的肠粉。我真想回中国尝一

尝。我喜欢很多菜，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肠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