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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问： “你认为小孩每星期上一次中文课管用

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是很复杂的。 要学好中

文，每星期一次课 九十分钟，掐头去尾您看还剩多少，

单从时间上说是肯定不够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众

多的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文学校，而且是不管春夏

秋冬、酷暑严寒，风雨无阻。由此可见，家长们对中文

学校的信任和寄托是很大的。其实，要学好中文，中文

学校只能起到三分之一的作用，主要的还是另外的三分

之二。 

 

从学校这三分之一来说，起主导作用的是老师。这就要

求老师要充分利用这九十 分钟，采用各种有效方法，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孩子们学中文的兴趣。如果

老师能让孩子们愿意来上中文课，那老师的教学就成功

了。 

 

作为孩子们来说，愿意来上中文课的不多。大部分是家

长们“逼”着，或是跟着朋友来的。在他们看来，学不

学中文无所谓。如果他们能在家长的陪同下按时到校，

能在老师的启发和引导下上完课，还能在家长的督促下

完成作业，这就算不错了！他们 多能做三分之一。 

 

您可能已经猜到了，这剩下的三分之一就是我们家长

了。我时常为我们的家长不辞辛苦把孩子送到中文学校

而感动，可我也时常为我们的家长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

资源优势而遗憾－特别是在听和说方面对孩子的训练。

我们每个星期有很多个九十 分钟与孩子在一起，如果您

稍微留心一下，有意识地对孩子用中文对话，其作用要

比那九十 分钟大得多！您都能花时间（每次接送）和费

金钱（学费）让孩子学中文，为什么就不能对孩子多说

几句中文呢？ 

 

如果我们的老师、孩子和 家长一起努力，“每星期上一

次中文课”是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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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外

On April 9, author Chun Yu did her book reading (“Little Green”, Memoir of Growing up in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verse) in ACLS. There were some very touching episodes happened there. Some people wept during her reading. 
One lady attended the previous day’s reading in the library (which was also such a success---all the books were sold 
out), and came for the one in ACLS, too. Not only she came back for the reading, but also brought a beautiful pot of 
flower for Chun… 

Cultural Revolution (CR) is a very touchy topic for almost every one of us-it’s too complicated a topic. Yet, Chun 
vividly described the world she was in from the “clear-eyed child” in a wholesome manner-no bloodily graphic scenes, 
but the beauty of humanity around her; no ideological preaching, but specific and honest description of her parents’ 
generation’s mentality at that time. It is said, “A drop of water can reflect the sunlight”. The memoir written by Chun 
who was born a month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CR about her first 10 years’ percep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at the 
time can certainly reflect its share of Chinese society in that period.  

When Chun finished her reading and started to sign her autograph on the books that people were buying, an 
interesting thing happened: a lot of the earnest readers asked Chun to address the book to their ABCs (American-
born children). One mother said, “This is the best book to introduc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my daughter!”  

Afterwards, Chun came back to my house (I invited her for the readings). Soon after we came back, phone rang. One 
attendee at the ACLS reading called to say thank you to Chun, since her daughter’s response to “Little Green” is, 
“This is a very good book!” Then my neighbor called, saying that she wanted to bring a couple of dishes over for 
Chun…she came, with three dishes and her teenager daughter. She told us, she couldn’t hold her tears at the 
reading. Then another friend called, asking for 4 more books… 

Chun left a few autographed books to me, at the suggestion of that neighbor. Chun also didn’t forget those readers 
who had to leave the reading earlier (probably for kids, since the reading was longer than the usual seminar time)-if 
people are interested to buy this book, you may contact me (sarahpgearey@comcast.net).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reading “Little Green”, you can find it in Acton Memorial Library, too.  It is a story flown out of a 
genuine, perceptive soul…convincingly honest and all the more stirring in reflecting the tragic time… 

By Zhuo Rui Peng (Sarah)

 

First Author Reading Event in ACLS 
-Author Chun Yu and Her “Little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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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云儿童舞蹈团《大板城的姑娘》

获 ACAS 舞蹈比赛第一名 
 
 

四月二日，由朱碧云带领，ACLS 部分舞蹈班学生

参加的碧云舞蹈团参加了由中华艺术协会

（ACAS）主办的第二届纽英伦中华舞蹈比赛。在

比赛中，她们表演了三个舞蹈，分别是：《春

茶》、《摘苹果》和《大板城的姑娘》。其中，

《大板城的姑娘》获得了十二岁以下年龄组团体

第一名。 

 

 

参加比赛的 ACLS 学生有：Helen Zhao, Jessica 

Hsu, Elaine Cui, Jennifer Cui, Ellen Yang, 

Didi Yang, Wenting Mao, Ariel Tian, Lily Wu, 

Maggie Yuan, Cathy Kuang, Julie Yang, Annie 

Rong, Helena Ma 等。 
 

朱碧云 提供 

 
ACLS 排球队获 2005 北美体协杯

春季排球邀请赛第三名 

 
第三届北美体协杯春季排球邀请赛于二〇〇五年

四月十六日星期六在麻省理工学院 Zesiger 

Athletic Center 的排球馆举行。这次比赛是由

波士顿的中国北美体育交流协会（CNASA）主办，

共有波士顿地区及康州、新泽西等地十五个队参

加,分成 A组和 B组进行比赛。 

 

Acton-Boxborough 地区共组织了两个球队，分别

代表 ACLS 和 Boxborough 参加了 B组的比赛。经

过大半天的鏖战，ACLS 队夺得了 B组第三名，为

学校捧回了季军的奖座。 

 

代表 ACLS 出征的排球战将包括：李荣亮、马申、

王峰、张

翼、王泽

养、熊柏、

吴旭光、张

润、李晓

白、刘振

逑、吴伟

康、蒋健、

Paul 

Blodgett 和 

Charan Leng. 

 

ACLS 和

Boxborough

两队的召集

人及组织者

为赵娟。 

 

熊柏 提供 

 
ACLS 合唱团应邀参加李谷一演唱

会演出 
 

李谷一，这位享誉中国的著名民歌歌唱家近日来

到波士顿为我们华人华侨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演

出。我们学校由张云创办起来的Acton中文学校合

唱团也有幸被邀请参加与李谷一同台演出。在演

出结束之际，我们与Andover合唱团，Boston黄河

合唱团和李谷一一起演唱了《我和我的祖国》及

《难忘今宵》两首脍炙人口的曲目，将演唱会推

向高潮。 

 

我们Acton中文学校合唱团成立三年多来已多次参

加本地华人华侨组织的各类活动，还偶尔在合唱

团成员家中举办卡拉OK party，活动非常丰富。

我们每周日下午3:00-4:50在中文学校聚会练习曲

目，欢迎更多的合唱爱好者加入我们合唱团！ 
 

程晓峰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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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李谷一、吴国松《难忘今宵》演

唱会录实 
 
 

【本刊通讯员】四月十七日，波士顿马

拉松比赛的前一天，波士顿地区迎来了著

名歌唱家李谷一和吴国松。纽约地区赶来

助兴的几位歌手的表演，以及剑桥牛顿中

文学校的少儿歌舞，为演唱会拉开了序

幕。吴国松演唱的歌曲包括《船工号

子》、《那就是我》、《新疆是个好地

方》，《祝愿歌》，《年轻的朋友来相

会》等，遗憾的是他没唱同样经典的通俗

歌曲《采蘑菇的小姑娘》。听说吴国松在

来美的飞机上着凉感冒，又坐了四个多小

时的汽车来波士顿，但他完美尽力地

为观众演唱，赢得了阵阵不断的掌

声。 

 

按照李谷一近年来的习惯，

当《乡恋》的序曲开

始播放的时候，她出

现在距离我的座位两

三米远的观众席旁，

在全场观众的热烈掌

声中，她唱完了《乡

恋》。第二首歌的配

乐唱片出了些周折，在 DJ 们手忙脚乱

时，她在台上用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同观众

亲切交流，并清唱了一首《妹妹找哥泪花

流》，紧接着又一口气演唱了脍炙人口的

《前门情思大碗茶》，《心中的玫瑰》，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刘海砍樵》，

以及电影《黑三角》插曲，《边疆的泉水

清又纯》。 

 

即兴的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使我想

起了同一个舞台上在二〇〇一年来波士顿

第一届艺术节上，演出相声的笑林和李国

盛，他们的相声段子里，就有一段戏说李

谷一和姜昆演唱《刘海砍樵》的，学得维

妙维肖，那个段子听了很多遍。电影《黑

三角》是部七十年代末的老电影了，好像

还没出过 VCD。九五年央视电影频道重播

过，幸得一位网友的寻找，找到了一位影

迷录制的录像带，于是让一部分老电影迷

们先复习了一遍用现代眼光看也许蛮幼稚

的“反特惊险故事片”。当然，电影的两

大亮点，其一就是李谷一配唱的插曲，

《边疆的泉水

清又纯》，其

二是特务接头

暗号，“曲径

通幽处”、

“禅房花木

深”。从有了

《黑三角》这部电影

起，街上各位卖冰棍的

老太太便无缘无故地背上了“特

务嫌疑”。松花江边拍《黑三

角》外景的那个公园，和王刚演绎的评书

《夜幕下的哈尔滨》，使我对哈尔滨这个

北国城市，神往已久了。 

 

《难忘今宵》的歌声，把我带回了会场。

两位艺术家当晚的精湛演出给观众带来了

难忘的艺术享受。Acton 中文学校合唱队

的几位队员，也在最后一首与李谷一的合

唱表演中，为学校争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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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手发言 
张继善 

在艾克顿中文学校教美术已经两年了。虽然小时

候受恩师言传身教，但轮到自己授业解惑，还是

有点心里没底儿。终究从小散漫惯了，现在板起

面孔为人师表，自觉有点紧张。好在有校领导的

支持，还有家长们的理解和协助，几个学期也就

教下来了。要说取得一点成绩呢，也都是因为历

届领导的大力栽培，再加上自己的努力的结果。 

两年下来呢，忙是忙了，有时也累点，自觉应该

总结总结，不然愧对孩子们对自己的“老师”称

呼。总的来说，感到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很高，自

己的能力水平有限，不能胜任。有负同学家长对

我的期望。只有自己不断总结提高，才能对的起

大家的信任。 

实验了几种教法和内容，摸索了一些教学路子，

所以呢准备扬长避短，把好的留下，把不对路子

的扬弃，这样呢把一些内容固定下来，形成一套

体系，使同学们接受系统完备的教育，学有所

长。 

基于以上的想法，我有把图画课分为《儿童绘画

A》，《儿童绘画 B》(Introductory Painting A, 

B)两学期的连续课程想法。《儿童绘画 A》以素

描为主，《儿童绘画 B》以色彩为主，虽然两课

独立，但按顺序学习效果更好。 

另外想说几句，我的图画课是以培养学生特长而

设，并不是普及义务教育，难免在内容和形式上

都有一定难度。这和普通小学里的美术课不同。

希望家长同学考量，我们因才施教， 但不迁就后

进生。所以要调整心态，能学多少算多少。这种

教学方法形成于十七世纪法兰西皇家艺术学院，

为泊松所倡，沿袭到今。培养出很多少年英才。

但由于难度较大，不适于低龄幼儿。所以我理解

家长们希望孩子早受教育的心情，但 好是八、

九岁以后开始, 不然难免失望。绘画呢不同于做

算术题，学几个定理，背几句口决，就能举一反

三，运用自如。 

绘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期望一两个学期，一个

星期个把钟头就能搞掂是不现实的。更重要的是

同学的个人兴趣。 

教师自我介绍 

六年级教师：Sharon Pei 

It’s an honor that I was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teach 
at the ACLS.  I am now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to 
the students of 6th grade.  I am feeling excited and 
happy to be back as a teacher again.   

Before I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 was an 
English teacher and Student Advisor at the High 
School Affiliated with the Zhejiang University in 
Hangzhou, China.  It’s in this high school, one of the 
top high schools in Hangzhou, that I gained extensive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learned how to work with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ne of the earlier jobs 
that I took was to serve as a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or at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Languages 
Studies in Washington, D.C. for the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Now,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my knowledge and skills with the students and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growth of the ACLS. 

 

教师之角

 

春天 
春天来了，听见了鸟儿的叫声； 

春天来了，看不见雪花飘舞； 

春天来了，马路上的雪渐渐融化； 

春天来了，小雨哗哗地下个不停； 

春天来了，迎春花开了； 

春天来了，小树都绿了； 

春天来了，小朋友们都愿意在操场上

玩耍。 

我们喜欢春天！ 

这是二年级 B 班讲第十二课《春雨》 
时老师和学生共同创作的 

焦秀兰老师提供 



 

 

好好学学区区地地产产公公司司
GGoooodd  SScchhooooll  RReeaallttyy,,  IInncc..  

124 Main Street, Acton 
1-888-430-5900 

www.goodschoolrealty.com 

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只有不会卖的经纪
我们是全职、专业的经纪（大波士顿地产专家） 

免费提供房屋估价、咨询 
We are the experts in good school towns 

We also provide assistance on 1031 Exchange for your investment properties 

陈宏光 

Frank Chen 

781-861-3993 

周毅 

Charlie Chou 

617-653-0063 

赵磊 

Lei Reilley 

781-799-5499 

章鑫明 

Jim Zhang 

617-306-6993

黄秀雄 

Peter Huang 

617-331-0883

Ray Taraz 

781-861-3993 

蔡淑蓉 

Sue-Rong Tsai 

617-792-8842

Theresa Wong 

781-861-3993 

陈光伟 

Stone Chen 

978-371-8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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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爱--重视孩子一生健康发展

的整体家庭教育(连载之二) 

 

为整体家庭教育正名 

 
沈安平 

 
上周我到医院进行一年一度的常规体格检

查。 首先护士给我一份健康状况调查表。 表

格上列有近百项调查项目。 其中除了一般身

体健康状况调查之外，还有关于日常饮食睡

眠等有关生活起居习惯的各项调查，如抽

烟，饮酒，服用各种药物品(包括“娱乐”性

的非疗效药品，即“drug”)和日常锻炼活动

的时间和频率。此外，这份调查还包括了家

族其他成员的健康状况和疾病史。  

 

填写完调查表格之后，我的医生对我进行了

全面体格检查，并询问了我的有关健康情

况。他建议我把目前每周两次的体育锻炼活

动再增加一次。 同时他也建议我今年再做一

次血液检查，确定我目前胆固醇及其它有关

心脏健康的指数。 

 

如果我们的祖辈用“鸡鸭鱼肉，吃喝不愁，

心宽体胖”来判断我们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

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许多人到中年的家长都

可以算是“非常”健康的。但是我们只要稍

微具备一些卫生和健康知识的话，我们都会

知道现在的健康标准已经不能再用简单的饮

食营养和体重来衡量了。在许多方面，现在

健康的饮食和体重标准与过去相比完全是背

道而驰了。 

 

近几十年来，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物质和精

神因素发生了巨变，我们对身体健康的理解

愈加全面，精确和深化了。随着我们生活环

境的日益复杂和多变，随着我们对人体健康

因素的了解日益加深，现代的健康教育内容

和观念也随之突变了。 

 

我的医疗保险公司在几年前就 免费赠送了我

一本有300多页的《健康生活手册》 (A 

Handbook for Health Living)。这是一本简明

通俗，内容丰富的健康教育读物。我把它放

在手边经常翻阅查寻有关身体健康和治疗知

识。该书的宗旨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

成为一个明智的医疗消费者，因为我们是自

己 好的医生和护理者。” 

 

这样的现代健康教育观念可以对我们的整体

家庭教育传播上带来什么启示呢？ 

 

这几年我在和家长交流家庭教育理念和经验

时经常听见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孩子在学

校里吃不饱怎么办？” 这个问题多年前也常

常纠缠着我对自己孩子学校教育评估的考

虑。这是一个非常形像化的提问：把学校教

育比作吃饭进食。仔细推想，这个问题内涵

很大，但是它的前提却是“一针见血”：没

有足够的读书学习就谈不上孩子教育成功，

就如同吃不饱(饭)就谈不上孩子的身体健康一

样。 

 

如此看来健康教育和家庭教育是一脉相通

的。 

 

如果说家庭教育(有时简称为“家教”)正如烹

饪艺术一样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我想一点也

不为过。中国的传统教育实际上就是家庭教

育。例如《三字经》是我们祖辈幼年的入学

回音壁 

子子子女女女教教教育育育篇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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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课本，尤如西方的《圣经》儿童读本。

现摘录其开头和结尾两个段落为例：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苟不

教， 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

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

教五子，名具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

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

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葛为人。蚕吐

丝，蜂酿蜜。 人不学，不如物。幼而学，壮

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

光于前，裕于后。人遗子，金满赢，我教

子，惟一经。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

勉力。 

 

在这个总数只有150个来字的篇章里，出现频

率 高的两字是“教”(六次)和“学”(七

次)。如此看来“教”与“学”是我们中国传

统家庭教育的核心是显而易见的。 

 

中华文化把家庭教育的着重点和出发点放在

父母身上，这是我们家教的传统。 中华文化

几千年脉脉相传连绵不断主要就是我们重视

家庭教育的结果。现在东西方的许多教育研

究都一再证实家长是孩子首要和 重要的教

师，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孩子成长的 关键

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中华文化的

精华具有时代意义，应该继续发扬光大。 

 

我们的传统教育的核心是以教督学，以严治

学，以学成名，以名耀家。 这也就是所谓的

“望子成龙”。这样的家教手段和目的确是

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 

 

说白了，传统家教核心就是期望父母督促孩

子学习，通过刻苦学习来掌握知识，来达到

“扬名声，显父母”的目的。 如果套用那个

通俗形像的“吃饭”的比喻来说：家长的首

要职责就是要保证孩子们多吃饭，吃饱饭，

吃好饭，否则家长就是失职！至於孩子该吃

多少饭为好，为饱，孩子吃饭时的感觉如

何，孩子饭多吃了是否有负作用 等一系列问

题则被许多家长所疏忽了。关注身体健康的

家长都会知道现在肥胖症是儿童健康发展的

大祸害之一。 

 

这样看来家庭教育中孩子要“吃饱饭”就不

再是一个确切形象的比喻了。 

 

我们生活的时代变了，生活的环境也变了。

特别是对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华裔父母亲

来说，这些中华家教古训是否需要重新认识

和评价呢？现代家庭教育的内容和范围是否

还是局限於督促孩子学习，补习功课呢？ 现

在市场上有不少“家教”补习中心，提供各

种学校专业学习补习和提高的课程，注重提

高学校考试成绩，主要目的是为以后升学和

考大学做准备。在不少家长心目中，家教几

乎等同于学生校外补习功课活动，如此认识

家教真是呜乎哀哉！ 

 

整体家庭教育的宗旨就应该是使家长成为明

智的教育消费者，帮助我们提高和深化对教

育(包括家庭教育)内涵的理解和认识，以便使

我们家长能够更好地开展家庭教育，同时也

使学校教育更好地为孩子的一生健康成长服

务。 

 

家长是孩子首要的和 重要的教师，家长是

孩子一生健康发展的奠基者和设计师。 

 

要教育好我们的孩子， 我们家长首先要教育

好我们自己。 

 

让我们现在就行动

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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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眼镜盒 
丹心 

 
爷爷来接明明时，向我告状：“明明这孩子，我

这么疼他，他还天天问我‘你什么时候死？’

‘你怎么还不死啊？’这一定是他妈教的。”我

说：“不会吧？明明他妈挺好的。”但在不了解

情况前，也无法说什么，只能先安慰老人，不要

那么想。 

 

游戏时间，我有意和明明一起，问他：“在家

里，你 喜欢谁？为什么？”他说：“ 喜欢爷

爷。”爸爸妈妈工作忙，在家都是爷爷奶奶管

他。爷爷会讲故事，带他玩游戏。“对了，爷爷

还有一个特好看的眼镜盒，他说他死了就给

我。”从他的回答，我已感觉到了什么。 

 

当爷爷再来时，我问他，有没有一个好看的眼镜

盒？爷爷说，他有一个眼镜盒，明明非常喜欢，

常常拿着玩。有一次，爷爷看他实在喜欢，就

说：“等我死了，这眼镜盒就送给你。” 

 

这一下，我恍然大悟。明明的注意力在眼镜盒

上，爷爷说他死了眼镜盒就给明明。既然现在不

能属于他，他只好天天等，等不到，只好问爷爷

“什么时候死”了。他的注意力不在于爷爷怎么

了，而是在于他想拥有这眼镜盒。这一下，爷爷

也明白了，是自己无心的一句话造成了误会，给

自己带来了烦恼，也给家人带来了猜忌和不快。

明白之后，爷爷说今后尤其要在小孩子面前注意

自己的言行，童言无忌，却会造成家人间的误

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烦恼。 

 

我想，我们当老师的，除了要教育我们的小朋

友，还有责任帮助他们创造一个和睦的生活环

境。这要我们多一份爱心。多一份关怀，我们一

定会做得更好。 

 

土木工程 （一） 
三铃 

 
那是个阳光明媚，绿草茵茵的五月天，他们从喧

哗的闹市来到了西郊某镇的一条宁静的居家小

街，一下子宛如身处世外桃源，眼见花儿绚丽，

耳闻鸟儿翠鸣，心中充盈着舒畅和欢喜。他们是

来看一栋还没有真正上市的房子的，精明的售房

员，率先带他们穿过房屋到了后院，介绍说：

“这院子是这条街上 好的一个院落。”那个后

院的确很大，而且开阔，采光很好，方圆五十多

米都是草地，然后才是工具房和菜园，之外还有

一片树林，树林之后是镇里的 Conservation 

Land，使这个后院很有 Privacy。更吸引男主人

的是那已具规模的大菜园，园子里种有多年生的

Asparagus, strawberry, raspberry, 

blueberry，院子里还有韭菜、桃树、葡萄架，他

们呆在那里有一种身在田园的轻松感觉。因为那

是一条不能穿梭的街道，使那栋房产满足了房产

市场强调的第一条件，“Good Location”。虽说

那是一层三居室的小平房，可那随他们心意的外

围环境好像在述说他们与那小平房有着缘分，鼓

动着他们，当时售房市场蒸蒸日上的行情又好像

是在他们身后越滚越大的雪球，催促着他们，使

他们在看房的一个小时后就决定买下那所房产。

他们提供了比要价高出一点的价格，没敢给买主

提任何条件，生怕房子落在别人的手里。不过他

们给自己做了些规划，那就是接受房子本身小的

现状，努力工作，创造条件，以后扩建房屋，先

满足有多个卫生间的要求，再满足儿子的有楼梯

的要求。就那样，在买房的当天就播下了一棵土

木工程的种子。 

 

五六年来，他们和邻居和睦相处，每年的夏天，

邀几个朋友，高高兴兴地参与街道一年一次的烤

猪聚会，欣赏现代青年随意的音乐、观看烤猪的

热闹场面和切肉的传统仪式、品尝丰盛的有多国

菜肴的自助晚餐。儿子和邻居家的同龄孩子更是

成了好朋友，一起嬉戏玩耍。下班后，从菜园采

回新鲜的嫩菜入盘，既方便又好吃。茶余饭后，

周末节日，他们可以带孩子在街道骑车，在家门

口打篮球，或到周边的镇保护区漫步。冬天，白

雪银树，街景独好。 

 

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春天的气息依然清新、秋天

的色彩依然迷人，只是那栋依旧没变的房子，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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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摆脱被环境所淘汰的命运。因为男主人越来

越钟情于那个院落，要卖房另买，他是绝对不干

的，女主人越来越憋促于那个居室，要再住下

去，她是会出毛病的。那个当年规划的种子就自

然而然地膨胀开来，土木工程到了有条件要上，

没条件借个条件也要上，不得不付诸实施的时候

了。他们称它为工程，丝毫不夸张，它的确属于

工程的范畴，是要经过一系列的计划、审批、实

施、验收的一段漫长过程。他们为这个土木工程

做的思想上的准备和信息上的咨询，远远比当时

买房时费多了心思。 

 

他们的房子是一座一层的平房，地下室也已是装

修好的，按说，这类结构的房屋 好扩建，只要

上面加一层就是不错的。女主人早有了各种各样

的设想，怎样可以把楼梯加一个小拐弯，增加些

灵活，怎样使客厅的高度变成两层高的，增加些

气派，去掉现有房子低矮的不足，等等。但男主

人却是一不做，二不休的固执，觉得推倒重建才

能提高房子以后的价值，好像建房子不是先为了

自己住，而只是出手赚钱似的。女主人是个天塌

下来有男人顶着的依赖主义者，所以，当谨慎的

男主人要建新房，女主人只有偷偷高兴，坐享其

成的欢喜，没有必要坚持自己的扩建房子的想

法。 

 

据他们调查，建普通的居民房，有传统的和新型

的两种作法。 

 

传统的（Site Build）建房方式，就是从始到终

在工地操作。以他们的现况为例，他们得先申请

推倒房子的许可证（Demolish permit），找工程

队把现有的房子推倒，再找设计师画图纸， 后

找工程队照图申请建房许可证，然后盖房。推

房、设计、建房三项可能要涉及到三家公司，且

不说费用高，就从中协调，就是件不易的事情，

花得时间往往还长。如果他们还想留下现有房子

的一部分，用这种方式就更不知如何管理了。 

 

正在这时，他们的朋友的朋友刚好完成在旧房子

的旁边建一栋模式房的工程，他们经朋友的介

绍，拜访了那家人家，因而认识了这种新型的建

房方式（Module House）。它的操作对客户来说

很简单，只要找对工程队就行了。工程队往往是

Module 公司的代理，公司已有现成的标准设计方

案，客户选了图纸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做

些更改，工程队在工地打地基的同时，主公司会

在公司驻地将房子分几块建好，之后用大卡车托

运到工地现场，工程队再将几块拼成一起。其好

处是建筑队从开始的推房、设计图、各种申请，

到盖房， 后到接电、接水都包干，既经济方便

又快捷。唯一可当心的大概是式样和质量。然而

通过调查发现，质量与同等材料的、用传统方式

做的房子没有任何区别。样式上如果你不是要修

宫殿或奇特时髦的房子外， 现有的标准图已是几

十样了，再加上客户还可以加以变化，足够满足

普通人在样式上的要求了。 

 

于是，他们决定，推倒现有房子的大部分，包括

地基，用这种新型建房方式，加建一栋带有车库

的二层四居室的新房子。这个土木工程的种子终

于发芽了。 

（未完待续） 

自画像几幅 
施也 

 
自画像常常是画家对自己的生活处境，精

神状态的真实写照。伦伯朗一生画了多幅

自画像。其中有年轻刚出道时的意气风

发，有中年事业有成时的胸有成竹，满腹

经纶。我最喜爱是他的最后的一幅，(图

一)。 

 

这时伦头已经破产，身栖平民窟。他穷困

潦倒，似笑非笑，一副参破 

世态炎凉的神情。传神到如此，非到化境

不可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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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为我近期自画像，图中的我身着羊皮

袄，脚蹬谢公屐。背向而行，显然已经

“老了，无所谓喽。”羊皮袄象征传统，

红卫兵袖标象征反叛。赤裸的肩膀象征再

生。 

 
 

图三为我一幅正面自画像。画中的我右手

持法轮，左手持念珠，正在朝圣 

路上，显

然已心有

所属。 
 
 

图一 

图
二 

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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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鸡酸浆果花环 

 
大凡食品，多是刚出炉的香，尤其是烤制食品。

每每经过面包房，都会被那特殊的香气吸引，忍

不住食指大动。也尝试着做过一些洋味烤制食

品，大多是对照着东拼西凑来的食谱照猫画虎而

已。前不久，稀里糊涂地被孩子同学的家长拉到

一个聚会上，到场才知道是一家厨房用具厂商的

直销会。被推销者的天花乱坠的说辞打动破财

外，倒也有一收获，就是品尝了她们现场展示制

作的一款点心，TURKEY CRANBERRY 

WREATH，权且译成火鸡酸浆果花环。 简单易

做且十分可口。在这里将做法写成中文与大家分

享。 

 

原料： 

 

• 罐装生羊角面包坯(crescent rolls）2 盒

（共 24 个）； 

• 熟火鸡肉(cooked deli or leftover turkey) 2 

杯（约 12oz）； 

• 芹菜 1/2 杯， 剁碎； 

• 干酸浆果（dried cranberry）1/2 杯，可用

罐头； 

• 瑞士奶酪（shredded Swiss Cheese）1 杯

（4oz）; 

• 碎核桃 1/4 杯 

• 西芹（parsley）3 大匙 

• 沙拉酱（mayonnaise）1/2 杯 

• 法国第戎芥末酱（honey Dijion mustard）

2 大匙 

• 黑胡椒末 1/2 小匙 

 

做法： 

 

烤箱预热至 375oF。 

 

将罐装羊角面包皮坯打开，分成 16 个三角形，尖

角朝外，直边相连铺在圆形的十二寸烤盘中围成

一圈，中间留空，面皮坯连接处用擀面杖或手压

平实。 

 

将余下的材料混合做成馅料，放在面皮上，将面

皮的尖角一头拉起，包住馅料，形成一个圆环。 

 

放入烤箱烤 25-30 分钟，或至表面金黄即可。 

 

以上材料可根据个人喜好酌量增减。火鸡肉也可

用熟鸡肉代替。罐装羊角面包坯可在超市的冷藏

食品部找到。 

 

 
 
一． 啤酒馒头口感好 

 

蒸馒头前，在发面里放入啤酒少许，蒸出的

馒头喧腾味好。 

 

二． 啤酒丸子味道鲜美 
 

在搅肉馅时，将用水量减半，以啤酒代替；

搅匀后将肉馅挤成丸子下到已熟的白菜汤锅

内，待丸子熟后，再放些香菜、白胡椒粉即

成美味可口的白菜氽丸子。 

 

三． 剩啤酒擦花叶可保洁增光 
 

剩啤酒不能再喝，倒掉可惜，可兑一倍的水

用来擦家中常绿植物的叶面，能使叶面格外

清新洁净，并发出油绿光泽。 

生活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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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 B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史建英 

长大以后做什么？ 

 
周晨 

 

我长大了以后，想做一个飞机设计师。我想造一

架世界上飞得 快的军用飞机。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我想设计一架好飞机，是因为我要保卫我们的

家园。我知道我会是 好的一个飞机设计师。 

 

施漪波 

 

我长大以后， 想做一个老师，因为我非常喜欢

我现在的老师，她教给我许多的知识。我也很喜

欢小朋友们，他们是多么可爱呀! 我将来一定会

做一个好老师。 

 

伍莉莉 

 

我长大了相当一个舞蹈家，因为我喜欢跳舞。我

想上台表演美丽的舞（让）大家欣赏。我要去舞

蹈学校学习表演艺术，提高舞蹈水平。 后我可

以做一个老师。 

 

邝凯菲 

 

我喜欢画画，因为画画好玩。我可以用我想象和

创造画出一幅美丽的画。有的时候我可以把画画

得很真实。我可以用不同的材料和颜色画画。我

长大了想当个画家。 

 

马大海 

 

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我要看别的星球能不能在

那里住。我也要看看能不能把植物用在药里。我

也要研究能不能用海洋植物做人的食物。 

 

王杰妮 

 

今年我九岁了，我在 Conant School 读三年级。

我 喜欢看书和画画。我的英文学校老师说我长

大以后也许会成为作家。但是我也喜欢画画，我

想做一个画家。也许我长大以后会做一个作家和

画家。 

 

谷村留郁 

 

我长大了，想当一名演员。因为我想演电影。成

为一名著名演员是我的理想。 

 

我想让大家看我演的电影。 

 

李华欣 

 

我长大以后想做个老师。我喜欢讲话，我也喜欢

小孩子。我长大以后还想当歌手。我要唱中文和

英文歌。我很要当老师和歌手。 

 

林犁冬 

 

我长大了想当律师，因为我很会辩论。律师的工

作是辩论，为无辜的人伸张正义。我觉得这是一

份很有意义的工作。从现在起，我就要好好学

习，为将来做律师做好准备工作。    

 

四年级 A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刘鸣 

写日记 

陈雯蒂 

2005 年 x 月 x日 

 

今天，我和我的朋友一起玩了一天。我们玩游

戏、吃蛋糕，我们过得很开心。 

  

韩语韬  

            2005 年 3 月 15 日     星期一 

   

今天，我比平常起的早，这是因为我有萨克斯的

课（我每个星期四都有萨克斯课）。上完学，我

没有直接回家，因为我有画画课。老师教我们画

老虎，老虎真难画。上完课爸爸来接我了。 

小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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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 B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刘小江 

春天在哪里 
韩全全    
                                                
一天，我问妈妈：“春天在哪里？”妈妈回答： 

“冬天过后是春天。春天就在外边，你自己去观

察吧！” 

 

听了妈妈的话，我兴奋地跑到窗户前伸头往外

看，啊！我看到了一簇簇含苞待放的花骨朵；我

看到了从土里钻出来的嫩嫩的、绿绿的小草；我

看到了路边树上冒出来的一片片新叶儿；我还听

到了几只小鸟在欢快地唱着歌，它们好像在唱：

“春天在这里！”，“春天在这里！”。  

 

陶醉      

 

春天在很多地方。 

 

春天在院子里，院子里的雪化了，草绿了，花开

了；春天在树林里，树林子里的树上长出了嫩叶

子，小鸟开始唱歌了；春天在小河里，小河里的      

冰融化了，小鱼儿在水里自由地游来游去；春天

在人们的脸上，大人和孩子都很高兴，因为春天

来了！    

   

简路缤           

                         

春天在哪里？  

           春天就在这儿——  

           看！温暖的阳光照在大地上，  

           雪化了，花开了，草绿了， 

           大地换上了新衣裳。  

           听！小虫子轻轻地鸣唱着， 

           小鸟在唱着欢乐的歌。  

           瞧！小朋友们都出来玩儿了 ，  

           大人们也在院子里忙来忙去。   

           春天就在大地上！ 

 

陈好卓    

                                      

春天就在大地上。春风吹到了大地上，树枝上长

出了新芽嫩叶；花开了，美丽的花朵正对着兰天

白云微笑呢；小草给大地铺上了绿色的地毯；小

动物也从冬眠中醒过来；小鸟一直在唱着春天的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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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