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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的话

艾克顿中文学校已经度过了她的 2 岁生日，她已经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婴

儿，长成一个虽然跌跌撞撞、但却可以四处游走的儿童了。 

 

中文学校现在有将近 400 名学生，其中 360 人就读于 K-7 年级的中文课和

初、中、高级的 CSL(中文作为第二语言)课，300 人参加包括绘画、舞蹈、

数学、英语、击剑、球类运动在内的 24 个文化课和各种俱乐部活动；而每

周一次的讲座，也以其涵盖经济、家庭、政治和商业的选题和高水平的主

讲人，吸引了众多的听众。 

 

同大多数的中文学校一样，艾克顿中文学校的老师和管理团队都是业余的

兼职人员，他们在别处是教授、官员、工程师或科学家，在艾克顿中文学

校里则成了值班家长、老师、主任和校长。这门课的学生，可能是另一门

课的老师和学生家长。多种角色，共同的理念，同一个时间。每一次的中

文学校日就像一个聚会，我们参与其中，其乐融融。这是我们自己的中文

学校。 

 

看着教室里、体育馆里兴致勃勃的学生和活动室内谈笑风生的学生家长，

我们在心满意足的同时，也感到一丝隐隐的不安. 

 

中文学校开办至今，先后总共聘请了 40 余名语言课老师和 30 名文化课老

师，开设过 22 门语言课和 30 门文化课。随着学校办学质量的提高和学校名

声的传播，每学期希望入学的学生数量和计划开设的课程数量都在不断增

加。相应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教师。 

 

每学期注册的时候都有家长问：孩子想去的班已经收满了，学校为什么不

多开几个班？好几次有老师因为各种原因辞去教职，学生和家长依依不

舍，问老师什么时候能再回来；经常有 FCC 家长找到学校，说他们不光希

望孩子学中文，他们自己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感兴趣，问能不能开一些相

关的课程。这些或温情、或无奈的场面，更增加了我们心中的紧迫感。   

 

学校的规模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足够强的师资力量。在

这里我们向所有的家长请求：学校需要你的帮助，学校需要更多的老师。 

 

在中文语言课上老师将向学生教授中文汉字，讲解文章，介绍中国的文化

和历史知识、风土人情，培养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我们希望聘请这样的

老师：喜欢孩子，有爱心和耐心，普通话发音准确，有为社区做贡献的精

神，有教学经验更好。 

 

相比语言课来说，文化课更具灵活性和多样性。文化课程包罗万象，包括

了体育、舞蹈、美术、科学、人文、历史等等。我们希望聘请这样的老

师：专业人士或有一技之长，致力于促进孩子的智力发展和身心健康，喜

欢孩子，乐于传业授道。 

 

这是我们自己的中文学校，为了她的发展，请你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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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汇报演出会上的发言 

2005 年 1 月 30 日 

ACLS 董事会主席  陈鸿祥 

 

各位来宾、各位家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首先我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春愉快。 

外面白雪皑皑，这儿可是红红火火。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我们从无到有，不断成长壮大，学

校办得越来越好。我们开创历史，学校给艾克顿及周边社区做出巨大贡献，影响力扩及大波

士顿地区。学校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家长大力支持，离不开艾克顿社区和兄弟中文学校的有

力帮助。但我们成功的最重要和根本的原因是许许多多工作人员与老师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

献。是他们的智慧和汗水，使我们的学校根深叶茂，辉煌长在。 

这一学期，学校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行政人员减少了，学生人数与班级却创记录新高。学

校不但教学顺利进行、质量有所提高，同时还成功地开展了许多活动，如火警演习、募款、

当地学校的国际日表演展示、华美联谊之桥(A-C BRIDGE) 、各种讲座及课外活动。这一切，

除了前面提到那些原因外，还因为我们有一个优秀的校长——李劲冬。她出色的工作表现，

得到了校董事会很高的评价和大家的一致赞扬。 

非常遗憾的是，由于个人的原因，劲冬下一学期无法继续当任校长之职。校董事会理解她，

充分尊重她的决定。她的辞呈已被接受，于这一学期结束生效。幸运的是，劲冬同时也承诺

继续以其它方式为学校做贡献。在此我代表董事会向她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与最美好的祝福。

我们很高兴的宣布，现副校长袁力将于下学期挑起校长的重担。他提名刘玉明为副校长，校

董事会已予批准。 

袁力和刘玉明才华横溢，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地为学校义务工作多年，我们相信他们一定会带领

学校继续向前成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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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Board Meeting Summary 
Date: 1/15/2005, Saturday, 7:00pm to 11:00pm 
Place: Harry Chen’s House 
Board Member Attendants: Harry Chen, Jindong Li, Yuming Liu, Yufen Liu, Mairen Innis Valle, Shirley Xie, Bob 
Xiong, Jenny Zhang   
Guest Attendants: ACLS Admin member Leo Yuan, Zeming Wang, Rick Jian, Yan Li 

Admin changes  

The current Principal, Jindong Li, volunteered her resignation to the board. The board discussed about the request, the 
resignation was accepted, and would be effectiv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spring semester. Jindong has done a great job 
as the principal this semester. We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heartfelt gratitude for all she has accomplished as a principal, 
and wish her the very best in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the ACLS Bylaw, Li (Leo) Yuan, the current vice Principal of the school will take the principal position in 
the spring semester. Li (Leo) Yuan nominated Yuming Liu as the vice Principal. The nomination was approved by the 
board. 

Other current school admin members would stay in the team. The school treasurer, Jenny Zhang, has been overloaded with 
all the accounting work this semester. We will continue to look for an accountant to help Jenny. 

School finance status   

The school treasurer, Jenny Zhang, presented last school year’s final finance report. She also provided the balance sheet 
from July 2004 till now for review. The school finance is very healthy. 

Considering our finance status, we suggested the action of “Free Textbook” starting in fall 2005. Each student registered to 
ACLS language classes will get a free set of 《中文》 textbook set. This will be implemented in next school year for trial. 
Not a permanent commitment at this point.  

School general work report  

The admin team worked together to keep the school running well. During this semester, with fewer people on the admin 
team and more workload, not only our regular classes have been running very smoothly, but also the school successfully 
conducted several activities, such as a fire drill, assisting with cultural events for Acton public schools, class survey, and 
fund raising. High school student volunteer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en well established. 

We have a very strong teaching team now. The school would hold an appreciation party for all teachers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hree new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will replace the retired ones next semester. 

Next school year, with new K classes, the language student population may be over 400. We need to do more survey to 
determine the school size of ACLS. Following issues will be considered: student resource, more classrooms, a strong 
stabilized size.  

CSL parents want to discuss with teachers/principal about curriculums. We highly appreciate CSL parents’ involvement 
and suggestions.  

Culture programs have run well this year. We are working on adding more culture classes. Some FCC parents are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besides the language. Parent council may organize some activities for FCC 
parents.  

Others school issues 

Parent council: Bob Xiong will serve as the Chairman of ACLS Parent Council in the spring 2005. Parent Council will 
donate $200 to American Red Cross for Tsunami relieve.  

Fundraising: ACLS is now officially listed in the Cisco Matching Gift Program. Under this program, Cisco will 
financially match Cisco employee’s volunteer work at ACLS. Prudential Sponsor Program is in progress. 

CAPP task: In progress. 

Board membership 

By the end of June, the two-year term will be ended for most of the board members. We need to prepare for a smooth 
transition.  For now, Jindong Li and Yuming Liu will stay in the board until we find a solution in the next board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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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校长!” 

——写在李劲东校长卸任之际 

 

家长会  彭卓瑞 

在美国，少数族裔社区的周末语言文化学校，是父母

们为了保留祖国语言和文化，为了帮助孩子们在现住

国建立一个健康的文化人格而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一

种真正的“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但是仅有拾柴

的众人们是不够的；得有人组织大家。这样，人各有

职，井井有条：有拾柴的，有生火的，有添柴的，有

捅火的，有挡风的，有煽风的，还有组织大家围火团

坐，唱歌， 跳舞，讲故事，说笑话的。最后得有人收

拾摊子，打扫卫生，为下一次“篝火晚会”留下一个

干净的环境。校长就是这样一个总管：她( 他 )的职

责就是保证火旺焰高 (教学成功)，力求使人人感到友

情亲情的温暖，享受生活。她(他) 还是本“晚会”的

亲善大使，常常需要与其他的“晚会”群体保持良好

沟通，微言解纷。 

 

这样的学校既给孩子们提供语言和文化熏陶的环境，

也是社区的枢纽，是我们这个中国人社区之所以成为

一个社区的重要条件。每当学校开课，家长们也都聚

在一起，听乡音，谈家常，进行各种有益身心的文体

活动，把大家心头这把“亲情之火”烧得旺旺的， 心

头常常暖暖的。 

 

这里人人都很重要，人人都在做贡献。但是这位总

管，即校长，则是不可或缺的。校长不仅要抓好教

学，还要保证各部门之间的和谐运作；校长更是学校

的对外面孔，她或他在与外界（学区管理层，我校借

用的学校设施等）接触中的一言一行都标示着本校的

水准。校长还要善于建设自己的工作队伍，使每一个

人员乐嗬嗬地在适度的空间里发挥，表演，同时又得

时时做精巧的“微调”，这儿拧紧一个“螺丝”，那

儿松动一下“发条”……如果碰到牙齿咬了舌头的事

儿，那咱们的“总管”就得相机而动，也许还得当个

缓冲的垫子，吸纳来自双方的冲力之后再做调理。遇

到人们一时不理解之处，恐怕还得默默承受一些委

屈。另一方面，对任何一个来到学校的人来说，无论

你是教师，学生，家长，祖父母，或只是来校参加各

种丰富生活的讲座，健美操，太极等活动，邂逅校长

时的点点滴滴感觉也多少关系到我们这个社区枢纽的

凝聚能力。 

 

我孩子尚幼，因此还不是我们中文学校的常客。与李

校长的接触也是有限的，但是印象却是十分愉快的。

在这儿我也主要是谈谈对李校长的点滴“感觉”。 

 

首先注意到的是她的笑容。她的笑来得很容易，很轻

快，令人觉得她天性热情，宛如暖人的冬日。与人谈

话时，目光专注，诚挚。记得我们第一次的简短交谈

是在走廊里。碰上了，她停下来问我丈夫的癌症治疗

情况。去年夏天，她发一简讯，征求志愿者为本镇中

学教师们做一个“中国人常见姓名的英语发音表”。 

我自忖有在国内高校十年英语教学的经历，加上本人

嫁的是“鬼佬”（广东俚语，指“欧洲人种”），视

角自然又多了一个，另外我也并无一个全职在外的工

作，似乎我难辞其任，于是自告奋勇，开始做这个名

单。可是在我进行到让美国本族语使用者们尝试使用

该表格的阶段，我先生做了手术。她派人送来食物，

又告诉我专心照顾好先生和孩子，名单的事可以等

着。时不时地发一个短讯，总是声明不是为名单催

我，只是问候一下。寥寥数语，简洁温情。同时，简

教务长也嘱我专心照顾先生和孩子，代课的事他另做

安排。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我深切地感到自己不孤

单。我的先生也倍觉安慰，他的妻子有这样真诚体谅

的好朋友。（在此，请允许我借助这个机会，向所有

关心帮助我们一家的朋友们说声，“谢谢”。）去年

十二月初，中文学校年终为教师和行政人员举办的致

谢联欢晚会，我居然也收到了邀请——实际上，去夏

成立的“讲座组织小组”的全体五位成员（我也愧居

其间）及家属都受到了邀请。我自然不知道这究竟是

不是李校长的“意思”，但是她做“总管”的这个队

伍工作做得如此周到，想来并非偶然。 

 

另外就只能谈谈对李校长的“印象”了。听说在她主

持下，我校所借用的本镇初中每一间教室的老师都收

到了一张谢卡，感谢他们对我们教学的支持，对我们

的理解和宽容。同时也表示我方会尽力在每一次课后

恢复教室原来的布局，尊重每一位教师的风格。这实

在是个好主意，因为初中方面对我校的意见似乎主要

是这一方面。当我终于完成了那份名单，校刊上也登

出了表扬本人的文章。另外，和她共事的人们告诉

我，她是个善于倾听的校长。这让我想起了她的目

光，专注，诚挚。那么，她自己怎么说呢，在她的最

后一期“校长的话”里，她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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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眼睛，那专

注，诚挚的眼睛，看着我们每一个人。 

 
(作者按：就在此文付梓之时，劲冬向我指出，给每个
教室的教师写一张谢卡并非从她这一届开始的，而是延
续下来的“传统”。因时间关系，不及修改，在此特做
更正，望读者见谅。) 
 

校长 袁力 

我跟劲东一直合作得很愉快——从中文学校刚开学的那

天我帮她搬复印机，到去年春节演出的时候她请我布置

舞台背景，到上学期我们同在后勤管理团队里共事——

我们一直合作得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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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文学校成立起，劲东就一直在这里：起初任总务主

任，然后是副校长；到上学期，更是亲自出马，担起校

长的重任。 

 

艾克顿中文学校虽然是个小机构，但也有 45 门语言和

文化课，近 400 个学生，和 60 个教师和助教，也是一

大摊子。校长要负责学校的教学管理，大到课程设立， 

教师聘请，文艺演出；小到收拾学生遗落的书包衣服，  

检查教室的桌椅板凳，事无巨细，统统都要管。校长要

协调学校跟 Acton Community Education 以及 Acton 初

中的关系，租教室，请管理员；向他们反映学校的要

求， 处理他们提出的抱怨。校长要考虑学校及华裔族

群与 Acton 社区、FCC 家庭、其他中文学校和中英文报

刊的联系，International Day/International Night 

活动，FCC 联谊，学校活动的报道等等的背后，都有校

长忙碌的身影。把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中文

学校操持得井井有条，劲东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付出了

无数的心血。如果说劲东不是中文学校最忙的人，她也

一定是最忙的人之一。 

 

对劲东的人品，她对她热爱的中文学校的热情投入和努

力，她处理问题的公正无私和雷厉风行，我深表敬佩。 

 

前董事会主席 王泽养 

作为校长，李劲冬在学校管理上充分体现了她的个人风

格。她总是带着诚恳的笑脸，耐心地倾听教师、家长和

学生们的声音。每次上课期间和放学后，她都会亲自巡

视楼道教室，细心地检查学校运作中的每一方面。看到

她，你就会对学校放心，对学校充满信心。 

 

校长是学校行政团队的带头人。在劲冬的带领下，学校

行政管理成员相互合作，协调一致，有效地推动了学校

各项工作的进行。同时，校行政团队又像是一个大家

庭。网站管理杨佩云怀孕时，大家为她举办了 Baby 

Shower。节日里，学校为教师和职员举办联欢会，使大

家在相互感觉上更加亲近。劲冬为大家创造了一个和谐

愉快的工作环境，使大家能积极有效地为学校工作。 

 

在对外联系上，劲冬校长应对得当。她定时与社区教育

局联络沟通，使我们学校与房东维持良好关系；她参加

各种会议，为我们学校申请筹集资金；她亲自接待记者

和其他来访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虽然是在匆忙中做出决定接下校长的职务，但劲冬校长

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把学校各项工作安排到位，使我们

上个学期的运作能平稳进行。这些事看起来简单，实际

上她为了学校不知付出多少心血和精力。我们感谢她，

也要感谢她的家人——先生康迅、女儿康原的对她工作

的支持。 

 

校长特别助理，FCC家长 Virginia Taylor 

I believe ACLS was very fortunate to have Jindong 
Li as Principal during Fall Semester 2004.  Obviously, 

Jindong is a highly qualified professional. But she 
also has personal qualities that make her an 
exceptional leader. Her calm demeanor helped 
everyone focus on “the big picture” during day-to-
day operations of the school. Jindong was 
consistently upbeat and appreciative of all efforts to 
make the many complex aspects of the school 
function well together. And her sense of humor and 
easy laugh made teamwork fun. In her weekly notes 
Jindong was attentive even to people’s lives outside 
the school. “Have fun watching the Superbowl,” she 
said, or, “Enjoy this beautiful leaf season.”  
 
As a non-Chinese-speaking parent, I have appreciated 
Jindong’s inclusiveness. She has openly welcomed 
parents like me to ACLS, and she has shown both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for the special challenges 
our children face. With Jindong it never felt like “us” 
and “them”; everyone was part of the “we.” 
 
Thank you, Jindong! 
 
校刊主编 陆青 

读过《舢板》记者 Adam Smith 采访艾克顿中文学校后

所写的文章的人，一定会对文章开头所描述的校长李劲

冬印象深刻：个子瘦高，带一副近视眼镜的女校长，挽

着衣袖，带着一脸的果决，巡视着学校的每一间教

室……一个令人倾佩，让人骄傲的女校长的形象生动地

跃然纸上。 

 

劲冬可说是我们学校的元老了。从学校筹建时期她就积

极参与工作。学校成立后，她首先出任总务主任，为我

们学校的后勤管理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后，在任

副校长期间，她分工主管了与家长会配合建立实施家长

值班制度的职责。在每一个岗位上，她都兢兢业业，尽

职尽责，成绩斐然。劲冬担任校长虽然只有一个学期，

但在短短的十六周内，她充分显示了出色的组织管理才

能，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成功地走过了一个学期。 

 

知道劲冬这个人，最早还是从她为校刊写的一些小文章

上。她的文章思路清晰，文笔干练，又不失幽默诙谐，

十分耐看。及至见到其人，更为她的热情开朗的性格所

吸引。每次与她一起在学校的楼道里走过，经常看到她

停下来与不同的人打招呼，叫出每个人的名字，真让人

惊讶她认识学校里那么多的人！劲冬待人热情，体贴周

到，在她的感染和鼓励下，周围的人对学校的工作充满

积极性，努力地做好每个人的工作。 

 

虽然，劲冬决定离开校长的职位，但我们相信劲冬一定

还会用她的聪明才智在其他方面为中文学校出力，当

然，也不要忘记为校刊多写文章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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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联欢演出花絮 
 

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年年有好戏！先说碧云舞蹈班，

好歌好舞好服装，赏心悦目；再说杂技魔术师陈望菊被

请到我们学校来，精彩演出，扣人心弦；感谢吴蓉蓉老

师在百忙中写出的小品《学英文》，三位演员都来自我

们中文学校，在谢翔英老师的指导下给大家带来了阵阵

欢笑；还有长笛演奏家刘珊的小乐队，技艺精湛；

Acton-Andover 合唱团的歌声，气势磅礴；霹雳舞，还

是那么酷， 更是后继有人； 华姿舞蹈、儿童合唱、儿

童动物体操、扯铃、击剑、交谊舞 …….  难忘今宵。 

 

还记得演出前的那场大雪吗？差一点儿让一台精彩节目

告吹，幸亏我们及时租到了初中礼堂，真悬！发现今年

的音响效果特别好吗？世纪中文学校的热情支持才使得

我们有惊无险，因祸得福；舞台设计，鸡年有生

“鸡”，出手不凡， 演出刚一结束，金鸡 已被借到兄

弟学校报晓去了。 

 

后悔错过了好节目了吧？您别着急，大中华建筑装修公

司郑佳用业余时间赶制了DVD，质量上 乘， 包您满意

(订购DVD请与ACLS Admin联系)。 

 

 

【本刊通讯员】 
 

ACLS 舞蹈班部分学生参加社区春

节庆祝活动 

2 月 5 日下午，朱碧云老师带着部分 Acton ACLS 的舞

蹈学生们,Lily Wu, Maggie Yuan, Ariel Tian, 

Shirly Ge, Cathy Kuang, Julie Yang, Didi Yang, 

Helen Zhao, Emily Neale 在罗威尔华人圣经教会中文

学校参加了该校的大约 250 人参加的春节联欢会。 

  

2 月 7 日上午，朱碧云老师带着 ACLS 的舞蹈学生 Lily 

Wu, Ariel Tian, Kathy Ma, Helena Ma, Julie Yang, 

Cathy Kuang, Joy Jiang, Amanda Li, Jenny Qiu, 

Jennifer Ma 在 Acton Merriam 小学演出了“采茶

舞” 来作为该校庆贺中国春节的节目。10 个身穿鲜艳

的中国民族服装的舞蹈学生在台上的表演获得了

Merriam 全校 500 师生的长时间的掌声。为了学生的

演出,有的家长请了假,帮助演出前后的工作。有的家长

前一晚还帮助租房排练，提供茶水。 

【碧云 提供】 

校园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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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Seminar Schedule  
Spring 2005 

Seminar Coordinator: John Cai 

Date/Time Subject Speaker(s) 
Feb. 6, 2:15 – 3:30 pm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and OCEF's 

Role 
Bo Jiang 

Feb. 13, 2:15 – 3:30 pm Acton-Boxborough School and Town 
Budget Issues 

Bill Ryan and Peter Ashton 

Feb. 13, 3:15 – 4:30 pm Quality Parenting for a Whole Child Anping Shen, D.Ed 

Feb. 27, 2:15 – 3:30 pm When is the Best Time to Invest? Hansong Pu, Ph.D. 

Mar. 6, 3:45-4:45 pm Changes in 2004 Tax Law and Tax 
Planning/Strategies 

Shirley Pei 

Mar. 13, 2:15 – 3:30 pm An introduction of Extra Curriculum 
and Community Services 

Jessica Lin, David Shi, 
Annie Wang, David Xiang, 
and Susan Yao 

Mar. 20, 2:15 – 3:30 pm How to Invest Like Warren Buffett? David Daojing Lu 

Apr. 3, 2:15 – 3:30 pm Children Sports An Hong 

Apr. 10, 2:15 – 3:30 pm “Little Green”: Chinese Culture 
Revolution in a Girl’s Eye 

Chun Yu 

Apr. 24, 2:15 – 3:30 pm Care and Injury in Playing Sports Hong Qian, MD 

May 1, 2:15 – 3:30 pm College Financial Aid and Education 
Funds 

Julia Shi 

May 8, 2:15 – 3:30 pm How to Maintain the Value of Your 
House 

Tom Clayton 

May 15, 2:15 – 3:30 pm Children Mental Health and Behavior 
Issues 

Leslie Johnson, Ph.D. 

May 22, 2:15 – 3:30 pm Chinese in America Acton Book Club 

Jun. 5, 2:15 – 3:30 pm Mental Health and Depression in Asian 
Community 

Yuehong Zhang 

Jun. 12, 2:15 – 3:30 pm Health Care Related Topics Tianjun Wang 

Jun. 19, 2:15 – 3:30 pm Chinese Culture and Language 
Education in FCC Families Virginia Taylor/AC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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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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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部分新任教师自我介绍 
 
刘鸣 4 年级 A 班教师 
我曾在日本教过中文，现在利用业余时间给美国人(高
中生)教日文，但我认为最成功的是给我女儿教中文。

我女儿 5 岁时出国，现在 17 岁，能讲一口流利的中

文。每当我和她用中文交流时感到无限欣慰，多年的付

出终于有所回报。教中文似细水长流，只有辛勤的耕

种，才会硕果累累。感谢中文学校给我这一机会，我会

把每个学生当作自己的儿女，教他（她）们讲一口流利

的中文。 
 
梁慧颖 五年级 A 班教师 
学习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十来年，曾做为 Research 
Engineer 在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领域工作，如今在

家相夫教子。 
 
自从有了充裕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 惊叹于孩子们

热切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喜欢看他们得到答案时的满

足的笑脸，从此迷恋上和孩子们分享和共同探索知识。

才知道原来我还有好多东西不知晓，原来我喜欢当老

师。 
 

胡杏春 儿童乒乓球班教练 
两个孩子的父亲，曾获得英国管理学硕士学位，现在麻

州经营一家保险代理公司。自幼喜爱乒乓球运动，是艾

克顿中文学校家长乒乓球俱乐部成员。乒乓球安全，运

动量适中，有助于锻炼孩子身心快速反应能力，是一项

可以终生从事的运动。愿与艾克顿中文学校同学们分享

我多年打乒乓球的经验，一起度过星期天下午这段美好

时光。 

 
Richard Li  Interior Design Instructor 
With an MS in interior design/architectural studi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I 
have been working in architectural and interior 
design in New Hampshire and the greater Boston 
area since 1999. Currently, I am an adjunct professor 
teaching courses in the Interior Design Department at 
Endicott College in Beverly, MA, while working 
part-time at an architectural and interior design firm 
in Cambridge, MA. Before I came to the US, I 
received a BA in the Sichuan Institute of Fine Arts in 
1983 and taught there for 11 years. 
 
Jian Huang Computer ABC Instructor 
Mr. Huang earned his Master of Science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with the honor of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Modeling Contest and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He has been 
research assistant, senior software architect, 
software engineer i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Japanese and American IT Companies. 
Mr. Huang is always ready to make friends and help 
others, he was a volunteer for about one year to help 
homeless people, public schools, parks and poor 
communities in Chicago. 

教师之角 

您曾经当过老师吗？ 

您曾经梦想过当老师吗？ 

您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吗？ 

如果您对上面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是“YES”，艾克顿中文学校欢迎

您，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来! 

艾克顿中文学校 

诚征语言课与文化课教师 
有意者请与教务主任简建华联系：978.929.9002 

或 email 

Registration@acls-m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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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杂感 

李淼 
 
一．《手机》与《天下无贼》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贺岁片也和春节联欢会一样成了

每年的“保留节目”。如果说去年的贺岁片《手机》是

延用了冯小刚导演多年的老思路老人马的话，那么今年

的《天下无贼》则是全新视角，全新理念及全新人马

（加老人马）了。 

 

《天下无贼》的大概内容是：一对年轻的男贼女贼在发

现女方怀孕后，决定要做些善事来积德，以期他们将来

的孩子不要也做贼。他们在火车上恰与一位身揣六万巨

款的民工同坐。这位民工以四处修庙为职业，他不相信

天下有贼。为了保护“天下无贼”的天真梦想不被破

灭，这对贼男贼女一路护卫着这六万块钱，与另一伙贼

进行了生死搏斗。最后，男贼壮烈牺牲。 

 

“天”剧在 04 年底火到在北京的电影院卖 68 元人民币

一张票。总的票房价值是《手机》的好几倍，创历年来

贺岁片之最高。 

 

不知怎么的，本人对这精心设计年度大片始终无法进入

情况。包括全剧最高潮时男贼在临死前爬到车厢顶上，

用手将钱袋滑落到酣睡的民工枕边，殷红的血一滴一滴

从他指间落下…… 

 

我想自己反应木讷的原因是没有发现这个故事的合理

性。在“十亿人民九亿商”的今日中国，竟然会有一个

常年出门在外的打工仔会没齿地相信天下无贼。相信也

罢，为什么要在火车站上哭着喊着地让人知道自己随身

带着六万块钱？ 

 

我认为冯导在诠释凄美与悲

怆方面还不着边际，至少远

不如他自己拿手的“小资+

京片子+调侃”。《手机》

似不惊人，可是它却淋漓尽

致的再现了这一小小的通讯

工具对现代中国人生活的无

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渗透。 

 

居住在海外的我没有手机，

自然就没有生活在手机信号

织成的人际关系网中。我因

此感到释然。 

 

二．路过菜市口 

 

最近几次回国总是在北京转机。北京近几年的最大变化

是交通现代化。一出机场就是标准的高速公路。一环、

二环、……一直到五环全部运行通车。据说很快要上马

六环高速公路了。只要避开高峰，坐车从京郊到京城，

从城东到城西，感觉也如行云流水。 

 

一日黄昏从市郊回城，高速公路上绿色的指路牌指示下

一个出口是菜市口。噢，这里就是菜市口？举目四望，

和北京的其它地方一样，这里亦是高楼参天繁华耀目。

时值傍晚掌灯时分，华灯初上，万家灯火，眼前的楼影

尤显妩媚。 

 

菜市口，就是那个过去杀人的地方。百年前戊戌维新失

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包括谭嗣同在内的戊

戌六君子就在这里被斩首。透过现代化的滚滚红尘，今

天的人们能感受到谭嗣同当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

肝胆两昆仑”的气概吗？隔着世纪的沧桑，今天的人们

能听到英烈当年在此地“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嘶喊

吗？ 

 

然而正是百年前与百年后的巨大反差，证明着祖国的崛

起和强大。昭示着先烈们为之万死不辞的民族理想终成

现实。如果看到今天的菜市口，今天的中国，谭嗣同、

徐锡麟们当含笑九泉了。 

 

汽车继续向前方驶去。暮色中作为这个城市匆匆过客的

我，却无法停止向那个叫做菜市口的地方投去我深情的

凝视。 

 

三．怀旧情结 

 

怀旧情结人皆有之。回国探亲，来到故地故乡，见到斯

人斯物，怀旧于是成了生活中的主菜。和老同学在一

起，除了谈论下岗升迁，小孩上学和离婚再婚之外，总

要提到那些不幸先我们而去的少时同伴们。由于疾病、

战争和天灾人祸，不少在毕业照上灿烂的笑脸被永远地

抹去了。唏嘘之余，大家顿感彼此比任何时候都更亲，

心中的满足感比任何时候都更强。 

 

偶尔上街购物，面对一个增

加了几倍的城市却感到可以

去的地方特别少。那些没听

过地名的地方似乎和自己完

全无关。许多儿时熟知的地

方去了发现完全分不清东西

南北。只有少数几处地方变

化虽有，却保留了几十年前

的格局。徜徉在这样的街道

上，在新与旧的扑朔迷离中

寻找过去的世界，记忆中的

人物、场景会随时跳跃眼

前。 

 

回音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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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回家，我在市中心老百货大楼内的一组老照片前驻

足。这组老照片是当地市民提供的，它们展现的是在过

去各个历史时期里这幢百货大楼及其周边街道建筑的风

貌，其中最老的照片是清末民初的和建国初期的。看着

照片上这些曾经映照过蔡鄂起义军雄姿，和充满欢迎解

放军进城热闹场面的街景，我惊讶地发现，那些挂着幌

子的陈旧店铺和青石板路与我儿时记忆中的国营商店和

柏油马路大相径庭。 

 

我忽然明白了，几十年前，当我满心欢喜的拥抱这个世

界时，它呈现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变化也许正是当时另一

些人的悲哀所在。他们可能正在因为找不到心中童年的

底色，而宣布这个城市不再是他们的乡愁之地——就像

我今天这样。 

 

怀旧是人生的永恒命题之一。它造访每一颗心灵，或早

或晚，在劫难逃。当然，对这种情绪刻骨铭心的感受，

大多数人在四十岁以后才能体验。 

 

但愿对往日时光的眷恋，能提醒我们去把握好眼前的每

一天。 

 

 

过年， 想起了饺子 
 

三铃 
 

如果我说，过年没吃饺

子就不叫过年的话，那

我一定会招惹了广大的

南方同胞，他们肯定会

认为我见识短，或嘲笑

我是“乡巴佬”。可

是，自打我记事起，过

年缺什么都可能，就是

不能缺饺子，而且，我

一直认为，在年饭里，

饺子是最好吃的。我们那里过年，从初一到初五的每天

早上都要吃饺子，十五再吃一顿，这年才算是过完了。

所以我说，吃饺子是北方人过年的重要部分。 

 

我的母亲虽然来自南方，那里没吃米就叫没吃饭，但我

从小口味就随父亲，地道的北方人，也持“好吃不过饺

子”之观点。我的丈夫虽然也是南方人，我们近二十年

的饮食磨合，使我每天的饭菜由从前的面食为主，成了

米饭为主，但我仍然没有改变“最好吃的是饺子”的看

法。 

 

三十年前的中国，整个国家都困难，粮食还是供给制，

又是粗粮多，细粮少，肉和油更是凭着可怜的几张票

买，没有那么多白面供做饺子皮，更没有那么多肉做饺

子馅，一年里除了过年能吃到饺子外，平时几乎做不起

饺子吃。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六十年代的一年， 我大

概只有四、五岁，家里来了大人的重要亲戚或朋友， 

包了一顿饺子吃，不知是饺子包的小，还是我太馋了， 

我一口一个饺子，可能吃了不少，那样子就像是好几辈

子没吃过好吃的似的，大概给爷爷丢了脸，遭到了爷爷

事后的讽刺，还招来了爷爷给我起的另一个让我难堪的

外号。本来么，我象是被捡来的孙女，爷爷的好吃的，

从来都是明着给哥哥姐姐，不给我，使我小小的年纪就

起了反抗心，喊出了“打倒 XXX”的口号，直指爷爷的

大名，那是个在县城响当当的名字。我真是初生的牛犊

不怕虎，这口号，喊出去，在家、在外、在当时都很有

份量。这是后来妈妈告诉我的。  

 

就因为那时物资贫乏，有的人家，连过年都吃不上纯白

面包的饺子。天下真有聪明灵巧的人，到七十年代了，

我还听说许多人家过年是吃包皮面饺子。那是先用白面

包高梁面做成饺子皮，再包上馅，外面看上去是白面做

的，等煮出来才能看出是透着高梁红的包皮面饺子。可

惜，虽然我小时候常吃包皮面擀得面条，但还从来没有

吃过包皮面饺子。高梁毕竟是粗粮，我们平时吃吃没人

笑话，但过年吃，就怕别人笑穷。再说，家里除了奶奶

和我们这些没长大的小人外，都还是挣工资的，还没有

到过年的时候让我们体会穷的地步。好日子过到今天， 

我倒真想吃上一次带粗粮的包皮面饺子，可惜，美国什

么都有，就是没看到过卖高梁面的，我曾经找过。父母

到美国探亲时，倒带了一点儿高梁面来，可都用了做别

的我更想吃的红面糊糊了，那已是四年前的事了。  

 

做饺子，人越多越好，分工合作，是一家人团圆、沟通

的好机会，过年吃饺子，就体现了这个特点。 饺子从

皮和形上分，没有多少种类，但要从馅上分，种类可就

多了。在没有和外地人接触以前，我们只做撅的饺子， 

就是将皮包上馅合起来之后，两手相合再把它撅起来，

成了下面是平，上面成尖，左右带边，前后鼓起的“撅

儿”， 好象包了很多的馅。那个时候我们也不会擀

皮，饺子皮都是我们用手一个一个捏出来的，那种皮正

适合包撅的饺子。以后，在外地当兵的姑姑、姑父们回

来，把部队里包的饺子样教给我们，一种长形的，将皮

包上馅合的时候，稍稍把外边留长，里边留短，在外边

打些褶，和里边对上合起来就成，也教会了我们擀皮， 

加快了许多。等自己长大了，到了外地上学工作生活， 

才知道，东北、河北、河南、陕西的人，好像都是包这

种长形的饺子，会包我们那种撅的饺子的人倒少而又少

了， 我只见过山东人包的饺子和我们的类似。 

 

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饺子，主要是羊肉、胡萝卜、加大葱

馅的，一是我们那里羊多猪少，羊肉又是热性的，吃饺

子又都是在过年的冬天，再好不过了。后来生活水平高

了，想吃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吃的时候，吃饺子的时候也

就多起来了，于是，馅就换开了花样。有猪肉白菜馅，

猪肉韭菜馅，猪肉韭菜再加虾的三鲜馅。再后来，就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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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不能入饺子了，有猪肉豆角的、猪肉茄子的、猪肉芹

菜的、 猪肉西葫芦的、 猪肉黄瓜的、 猪肉西红柿、 
猪肉茴香、鸡蛋韭菜，等等。不过，到目前为此，和羊

肉搭配的菜倒还是有限。今年，电视上介绍了一种养生

饺子，用羊肉冬瓜做馅，冬瓜汁和面，包的饺子，看着

就觉得好吃。 

 

离开家乡十几年了，离开中国又十几年了，虽然我隔三

差五的就包顿饺子吃，但人少了，没了包饺子和吃饺子

应有的气氛，这让我总怀念以前过年包饺子和吃饺子的

情景，那还是爷爷奶奶健在的时候。我们一放寒假，就

回到老家爷爷奶奶身边。腊月三十上午，清理卫生，并

开始准备包饺子的材料。因为人多，还要一下子准备出

从初一到初五的饺子馅，工作量很大，好在人也多，大

家分工，剁肉的剁肉，刮胡萝卜的刮胡萝卜，切菜的切

菜， 扒葱的扒葱，和面的和面，都动起来了。我记得

是腊月三十年夜饭后就开始包饺子。一家人，大大小小

的坐在热乎乎的土炕上，围成一圈，捏皮的捏皮，包的

包，聊着天儿。做好后，一个个摆在用高梁杆做的秕子

上，接近午夜，饺子也就包得差不多了，零点一过，鞭

炮声起，就煮第一锅饺子，只煮少量的，尝尝。然后，

想睡觉的就到热呼呼的土炕上睡上几个小时的觉，想守

夜的就坐在另一间热呼呼的土炕上玩。 

 

院子里，小炮，火花、起火，“二踢脚”，霹雳啪啦响

一阵，鞭炮声由大到小，又由小到大，就带我们辞旧迎

新了。等我们醒来，奶奶已开始正式煮饺子了，我们高

高兴兴地穿上新衣服，洗了脸，每人喝一碗红糖水热热

肚子，就开始蘸着腊月初八泡了蒜的山西醋，吃过年饺

子，这情景，好象就是在昨天。 

 

  

目中无人 

隽昶 
 

今天教女儿认中文：鲜，泪。先把老祖母的故事讲一遍：

“鲜是鱼和羊。在一起烧，很好吃。那就是鲜。泪则是目，

即眼睛”。说著画一个眼睛，两个黑眼珠。“像不像？”女

儿直点头。“眼睛加上水，是什么？”“眼泪”，女儿马上

答道。女儿中文认不多但说得不错。“妈妈教得好不好？”

“好，很好”。女儿嘴很甜,这一夸，老妈立刻来了劲：

“再教你几个字”。我在纸上写下：目中无人。女儿一看：

“这几个字我认得”。“这是一个成语，猜猜看是什么意

思”。女儿摇摇头。“你知道目是眼睛，无是没有。目中无

人就是眼睛里没有人”，我进一步启发。“眼睛里没有

人？”女儿想了一下答道“那是瞎子”。“不对，不对”。

我头一仰，做出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oh, arrogant, 

supercilious”女儿高兴的说。“妈妈教得好不好？比你老

师教的好吧？” 我得意地望著女儿。“目中无人!” 女儿

笑着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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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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夏令营简介 

马力 

虽然还是白雪遍地的暮冬，许多家长们已经开始

计划孩子们夏天的去处了。近几年受经济影响，

夏令营还不太紧张。前几年，一些热门的夏令

营，早在二、三月份就已经名额报满，迟一些的

只好上 waiting list 了！ 

夏令营五花八门，大致可以分几种。一是属于

Day Care 性质的。这些夏令营大多是一些学校、

Day Care Center 及 After School Center， 利用

其现成的场地设备开办。像 Acton CED 的夏天

Program，基本上是其平时 Extended Day Program 

的延伸，他们的活动除音乐、美术、手工等活动

外，还因为靠近高中，可以让孩子们每天到高中

的游泳池游泳。CED 的夏令营收费合理，时间长

且弹性，十分适合有年龄较小孩子的双职工家

庭， 是本地家长们挑选夏令营的热门首选。其他

的夏令营还有 Children’s World 和本地华人开办

的 Learning Fun of Acton (www.learningfun-

acton.com)等。 

除了这类普通的 Program 外，附近还有一些专门

的夏令营，如 Acton Indoor Sports 

(www.actonindoorsports.com) 所开办的夏令营，

设有棒球、足球、橄榄球、及高尔夫球等专项的

运动营，他们也有游泳池，供孩子们在运动之余

使用。Planet Gymnastic (www.planet-

gymnastics.com)、One Stop Fun 

(www.onestopfun.com) 等体操馆、活动中心也都有

相应的 Summer Program。如果孩子爱骑马，

Acton 镇中心的 Hybid Farm (www.hybidfarm.com) 

设有短期（一周为单位）的骑术夏令营，很受小

女孩欢迎，据说去年报名开始一周内就名额就满

了。 

孩子大些，可以考虑为他们选择一些传统的夏令

营。这种夏令营大多是在室外，森林里或湖边，

他们的活动自然也是以户外为主，且都收费不

菲。在附近的这种夏令营如位于 Concord 的 Camp 

Thoreau (www.thoreau.com)，Littleton 的

Nashoba Day Camp，和 Sudbury 的 Camp Sewataro 

(www.sewataro.com)等，都是有较长历史的老牌

Camp。比如 Camp Thoreau，是 American Camp 

Association (ACA) 所认可的 Day Camp，接收四岁

到十五岁的孩子。他们提供的活动包括：射箭、

手工艺术、爬绳、网球、篮球、音乐、表演和红

十字会游泳课。他们着重培养孩子户外生活能

力，冒险精神，以及相互之间的合作。对高年级

的营员他们还安排有帆船、野营露宿、登山等活

动。孩子们以年龄大小分成不同组，每组大约有

七、八个孩子，两个辅导员。各组有自己的木屋

或是帐篷， 供大家存放东西。夏令营的辅导员都

是暑期勤工俭学的大学生，受过专门的夏令营培

训。他们年轻活泼，十分容易与孩子们相处。夏

令营里每天升营旗，唱营歌，辅导员们还会教孩

子们唱各种歌曲，做不同的游戏，过十足的夏令

营生活。每天孩子们都玩得很开心，一期夏令营

下来，人人变得又黑又结实。Nashoba Day Camp

和 Camp Sewataro 也与 Camp Thoreau 相似。这几

个夏令营收费较贵，一般在每周六百美元左右，

两周为一期。 

在哈佛镇的 Marcus Lewis Day Camp 

(www.marcuslewisdaycamp.com) 和 Concord 的

Summer Fenn Day Camp(www.fenn.org)，也是附近

两个十分受欢迎的夏令营。这两个夏令营，因为

是借用学校的设施场地，在为孩子提供各种户外

活动的同时，也能利用学校内的体育馆、计算机

房和教室，供孩子们使用。MLDC 离 Harvard 镇的

Town Beach 很近，每天这里的孩子们都机会参加

游泳、划船、钓鱼等活动。此外，MLDC 每周还会

组织一次 Field Trip，用校车送大家去水族馆、

动物园、博物馆参观。这两个夏令营较前几个便

宜，每周费用在五百元左右。尤其是 MLDC 还有

Corporate Discount，如果孩子父母某一方在

Cisco 等公司工作，还能享受减价待遇。 

上面这几个夏令营都有 Extended Stay，每天也

都有校车接送。 

孩子再大些，可以把他们送到 Overnight 的夏令

营去锻炼。这种夏令营在 New Hampshire 的山

生活园地 



Ｎo. 19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五年二月 

 14 

里、湖边很多。其中最经济实惠的要算 YMCA 的

夏令营了。它们大多坐落在风景优美的 White 

Mountain 里和 Lake Winnipesaukee 附近。每期夏

令营一般两周，连吃带住每人每期费用在$800-

$900 之间（非 YMCA Camp 一般要$1,500 左右）。

在这里孩子们八到十人住一间木屋，有两个辅导

员与他们同住。他们每天主要在户外活动， 游

泳、射箭、爬山、划船、钓鱼、射击、球类等

等，同时也有手工、表演、摄影等活动，生活十

分丰富。他们的住处没有电灯，吃饭集体在大饭

厅，营地并设有洗衣房和洗澡间。生活虽简单，

但还不是十分艰苦。送孩子们到这种 Camp，对他

们是一种训练，可以培养他们独立地过集体生

活，照顾自己，也学会与人相处。如果你对这种

Camp 感兴趣，New Hampshire 的 Camp Takodah 

(www.camptakodah.org) 是 Acton 孩子集中的一个

去处。 

如果你对孩子的性格培养十分在意，又舍得的

话，那你可以送他去一种叫 National Outdoor 

Leadership School (www.nols.edu)的 Camp。这种 

Camp 在附近没有，美国国内的营地在 Colorado、

Idaho、Wyoming 和 Alaska 等地。国外也有一些，

都是在十分偏僻艰苦的地方。它接受十四岁以上

的孩子。在这种夏令营里孩子们几乎与现代生活

隔绝，过的是原始而艰苦的生活。在这里他们学

习生存的技能和独立的精神。从这里出来的孩

子，会对所有的一切心存感激。虽然这种 Camp 

价钱昂贵，每期四周在$4,000 左右，但是能使孩

子终生受益，十分值得。 

也可能你很在意孩子的学习，觉得一个夏天十几

个星期只是玩不摸书本十分可惜，应该让他学些

东西，那么你也可以送他到各种 Summer School 

去。比如 College Gate (www.collegegate.com) 在

Maynard High School 就开办多种课程。这些课程

面对从 Kindergarten 到八年级的学生，供你的孩

子根据他的年龄和爱好自由选择。程度高一些

的，可以选择去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

Center for Talented Youth (CTY)为资优学生开办

的暑期班。不过参加 CTY 要经过考试，比如五、

六年级的孩子想参加今年的暑期班，去年十二月

就得参加 CTY 举办的 PLUS 考试，成绩达到录取线

后，在今年二到四月之间报名选课。CTY 的 Day 

Program 在附近没有，最近的 Residential 

Program 在麻省西部的 Mount Holyoke College，

招收五年级以上学生。七年级以上学生最近的学

校则在纽约 Albany 附近。学校提供的课程涵盖人

文、历史、数学及其它科学领域。每天上课四、

五小时，课后可参加各种业余活动，晚饭后及周

末也有一些集体活动。因为是开办在大学校园

里，条件不错，设施比较齐全，能让孩子提前体

验一下大学的住校生活。CTY 的 Residential 

Summer Program 每个夏天办两期，每期三周，连

食宿费用约$2,700。详情请查询

www.cty.jhu.edu。 

以上着重介绍的几个夏令营，笔者本人都有一些

一手经验，但难免也会有偏颇之处，还请读者见

谅。当然，附近还有许多其它的 Camp，家长们也

还有更多的选择。最近几年，此地更兴起了中国

夏令营热，借漫长的假期，送孩子回国有系统地

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淫，家长自己也可借机会

回去探亲旅游，不失为一个一举多得的机会。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在选择 Summer Camp 时，尤

其是对那些离家较远的 Residential Camp，要注

意他们是否被 American Camp Association 所认可

(accredited)。在 ACA 的 Website 

(www.acacamps.org)上，以及 ACA 新英格兰(ACANE, 

www.acane-camps.org)，你将可以查到更多所需要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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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 B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刘小江 
 
编者注：这是我校四年级 B 班刘小江老师部分学生的作
文。这里包括刘老师现在所教 4B 班的部分学生所写的
文章，也有一些刘老师去年教的 4B 班一些学生的优秀
作文。 

“我的……” 

我的计算机 

金天植 

我的计算机是我最喜爱的东西，因为我能在计算机上写

作文、玩游戏，还能做其它有用的事情，比如：查资

料、上网买东西；我还能用计算机跟朋友说话，还可  

以把我的照片传到中国给姥姥、姥爷看。总之，我可以

用计算机干很多事儿。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我的计算

机。 

我的房间 

洪珍珍 

我的房间很大，它有漂亮的墙纸和白色的地毯。因为房

间里有很多窗户，所以显得很亮堂。我的房间里面放有

床、柜子和书桌。平时，我喜欢在房间里玩儿和做作

业。有些时候我的房间里会很乱，可是经过我的收拾，

它又变得整齐了。我很喜欢我的房间。 

我的蟋蟀 

赵敏 

我有一个小宠物，那是我养的一只草绿色的蟋蟀。它有

两寸左右长，还长了一对翅膀呢！你知道只有成人蟋蟀

才有翅膀，翅膀的用处是飞行，我的蟋蟀飞得可远了！

我至今不知道我的蟋蟀是公的，还是母的，但是我觉得

它像公的。我还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小精

灵”。 

我的家 

胡子俊 

我的家有妈妈、爸爸、外婆、外公、姐姐和我。我的姐

姐十四岁了，是八年级的学生。我今年九岁，上三年

级。平时，爸爸和妈妈工作非常忙，外公和外婆在家里

帮助我们。外公会做可口的饭菜给我们吃；外婆帮我们

洗衣服和清理房间。我非常爱我的家！ 

 

我的弟弟 

简路缤 

我的弟弟叫安迪，他今年三岁了，长得跟我有些像。安

迪大部分时间都很好玩，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很闹。安迪

最喜欢妈妈，妈妈一走了，他就会哭的。安迪喜欢当我

的仆人，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比如：我让他打

开电视机，他就乖乖地把电视机打开。安迪是我的好弟

弟。  

我的妹妹 

刘华 

我的妹妹今年七岁，个子长得很高，她的脸总是笑嘻嘻

的，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她

每天都跟我一起玩儿、做作业、画画儿。当她有糖果和

好吃的东西的时候，总是分给我一半。我爱我可爱的妹

妹。  

我的妈妈 

鲁龙龙 

我的妈妈对我非常好。当我饿的时候，妈妈会给我做饭

吃；当我生病的时候，妈妈会特别照顾我；当我睡觉的

时候，妈妈会轻轻地给我盖好被子；当我做错了事情的

时候，妈妈会原谅我，帮我纠正错误；当我在学习上取

得好成绩时，妈妈总是鼓励我继续进步。我的妈妈是世

界上最好的妈妈。  

我的妹妹 

吴弘毅 

我的妹妹叫弘珊，她的英文名字叫 Sophie。妹妹是在

2004 年九月出生的。她很聪明，现在就能用中文和英

文从一数到十，她还能自己爬台阶呢！有时候，我在地

下室里都能听到她的喊叫声。我想，我的妹妹是我们家

最逗人喜爱的人。  

我的弟弟 

韩全全 

我有一个弟弟，他今年六岁，上一年级。我弟弟很聪

明，也很好玩儿，但是他有时也很烦人，比如：有时，

他把我的屋子搞得乱乱的。我和弟弟每天都在一块玩

儿，我们一起玩游戏机、电脑、还有很多别的有趣的东

西。我的弟弟不喜欢做作业，但是他的学习成绩却很

好，尤其是他的数学做得最好。虽然我的弟弟有时有一

点烦人，但是我还是很爱他。 

 

小禾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