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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的话
刘玉明 

 

当最后一批学生和家长离去后，面对空旷而安静的学校，我一直紧张

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中文学校新学年的第一天就这么过去了。为了这

一天，我们学校的管理团队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做了周密的准备。尽

管如此，我的心里还是一直放不下。在今天开学的第一天，我提前半

个多小时到校，怀着期待和焦虑的心情，站在门外等着大门的打开和

学生家长们的到来。管理团队的成员和值勤家长们也早早地来到学

校，他们各尽其责，安排注册、发书、值勤等各项事务。他们和老师

家长们一起帮助学生们进入教室，一切工作都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着，教室里很快就传出郎郎的读书声。第一天的课就这么园满地结束

了，看着学生和家长们面带笑容地离开学校，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满

足。这个良好的开端，使我对以后这一年中文学校的运行和发展更加

充满信心。 

 

新学年的到来，我们管理团队的新老成员个个都充满激情，献计献

策，要把中文学校办得更加红火。今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提

高语言课和文化课的教学质量，发展和挖掘一些有特色的新的文化

课，继续扩大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在本地学校和社区的影响，改善和

增进中文学校和家长之间的交流和联系。 

 

这学年学校的规模比以前更大了，共有从学前班至八年级的二十四个

语言班，其中包括四个不同级别的五个 CSL 班，注册学生超过四百

人。文化课一共有二十一个项目，注册学生接近三百个。要将这么大

规模的学校办好，除了管理团队和老师们的努力外，家长们的积极支

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希望家长们配合学校作好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工

作： 

 

• 经常提醒你们的孩子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为了学生们的安

全，下课后不要在走廊里追逐打闹。不要将擦手纸扔入小便池

以防厕所堵塞。若看到违规现象，请立即阻止和提醒。 

• 积极参加中文学校和本地社区的各项活动。特别是和公共学校

教育相关的事务，更要积极参予。 

• 为了教学的平稳发展和运行，学校需要很多高质量的教师储

备。如果你自己或你认识的人愿意加入我们的教师队伍，请与

学校行政人员联系。 

 

如果家长们对中文学校的运行和发展有任何意见和建议，请随时和我

们学校行政人员联系。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中文学校一定会

办的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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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BOARD MEETING SUMMARY 
By Zeyang Wang, Chairman, ACLS Board 

August 27, 2005 

The newly elected ACLS Board held its first meeting on August 27, 2005. The attendees were board directors: 
Yang Liu, Yuming Liu, Xianghai Liu, Virginia Taylor, Zeyang Wang, Bob Xiong, Li Yuan, and Jenny Zhang. 
Jindong Li was absent for personal reasons. 
 
Harry Chen, as the chairman of the previous board, attended the meeting. 
 
First, every member of the board introduced him/herself. 
 
Harry Chen congratulated all on the new board.  He suggested the board consider a few matters regarding its 
organization, membership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 board’s first decision was whether to elect a vice chairman.  Six members were in favor of not electing a 
VC for now, as a role for the position had not been clearly defined in the school by-laws. 
 
The next item was voting for the chairman for the new board.  Zeyang Wang was elected as Chairman with 7 
votes. 
 
Yuming Liu, the incoming ACLS Principal, reported on the rental issue the school is facing.   
 
Two meetings had been held between Community Education Director Linda Mathinos, Assistant Superintendent 
Sue Horn, Superintended Ryan, and ACLS, represented by Yuming Li, Leo Yuan, Harry Chen and Zeyang 
Wang.   
 
ACLS has been enjoying a very favorable rental contract granted by the AB School district for the last two years 
for the usage of the classrooms, gym and cafeterias at the R.J. Gray Junior High School in Acton.  The favorable 
rent has helped ACLS to be in a relatively healthy situation financially. 
 
After the two years, Community Education has suggested adjusting the fee charge schema.  For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we would be charged the favorable rate, but for Non-Chinese culture-related classes, ACLS 
would be charged at the lower end of the commercial rate.  ACLS would also have to pay for the use of the gym 
and cafeterias.  The total rent cost would be close to double our previous rent. 
 
Registration for the fall semester has already occurred, and it would be difficult, after tuition has already been 
determined and collected, to adjust our room usage and fee for next semester.  Yuming is negotiating with the 
AB School District in hope of reducing the charge somewha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mpact on our finances.   
 
In such financial situation, the teachers are the school’s top priority.  We still want to pay our teachers at the 
current or a slightly higher rate.  Given the increase in rental fee, the board agreed that text books will not be 
free to students, as the school had stated previously.  Each student will be charged for textbooks. 
 
ACLS will not be able to use the junior high when a performance is scheduled in the auditorium during the 
Spring semester in order to avoid congestion in the school.  ACLS will have to schedule class around those 
weeks.   
 
The school admin team is preparing for ACLS to open for Fall semester on September 11.  A teachers’ meeting 
has been held. More students are enrolled at ACLS for the upcoming semester than for last year. 
 
Many issues related to ACLS need to be discussed: school public relations, financial matters, preparation for the 
new semester, etc.  We touched on some of those topics, but recessed late in the evening, just before 11 pm.  The 
next meeting will be held after the fall semester at ACLS has beg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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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6 第一学期校历 
2005-2006 Fall Calendar 

September 
九月 

  
 

11 
School 
Opens 
开学 

18 25   

October 
十月 

2 9 
No School 
Columbus 
Day 假日 

16 
 

23 30 

November 
十一月 

6 13 20 27 
No School  
Thanksgiving 
假日 

 
  

December 
十二月 

4 11 
 

18 
  

25  
No School 
Christmas 
假日 

  

January 
一月 

1  
No School 
New Year 
假日 

8 
 

15 
 

22  
Term End 
学期結束 

 29 
Snow day 
makeup 

 

校长助理 王依达 

 

大家好！我是王依达，新上任的校长助理。 

 

这学期我主要接管为学校提供 Volunteer 的工

作。学校的 Volunteer 工作的目的是为中文课

（Language Class）和文化课(Culture Class)的

老师配备助手，如有老师需要课堂助手的就可以

直接与我联系，我们将尽量满足老师的要求。 

 

做 Volunteer 工作的大部分是高中生。学校一方

面帮助他们积累所需要的公益服务时间，一方面

提供他们社会实践的机会，在此同时也训练了他

们对工作的积极性和应有的责任感。 

 

我们学校也欢迎和鼓励成人和家长们来参加

Volunteer 的工作。ACLS 好像是一个大家庭，我

们诚恳地希望这个家庭的成员们能够有智献智，

有力出力，为其付出一份爱心。让我们的学校在

不停地成长过程中不断进步，谢谢！ 

 
文体主任 左国英 

 

我们全家是在 2000 年从加拿大搬到美国来的，一

直住在 Acton , 也算是老居民了。 亲眼目睹

Acton 中文学校从无到有，及其步步发展壮大，

感到非常自豪和幸运。很庆幸这里有这么多优秀

的人才和热心的家庭积极参与和支持中华文化的

教育和传播，也常常为这些义务工作人员的献身

精神所感动。当中文学校需要我帮忙时就感到义

不容辞了，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到中文学校

和华人社区服务的队伍中来。这学期我来负责中

文学校的文体教务，希望大家多多出谋献策，推

荐好老师，创意新课程，使我们的文体课更加丰

富多彩。 

 

ACLS 部分新任校行政人员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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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主任 马静雅 

 

我叫马静雅，就职于剑桥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我

的两个女儿目前都在中文学校上学，姗姗今年上

三年级，汉娜也进了学前班。 

 

我把中文学校当作是一个大家庭，能够挤出一点

时间为这个家作些力所能及的事 是我的一种责

任。同时我也希望中文学校能够提供一个高质量

的教学环境，以有利于孩子们吸收我们民族语言

和文化。 

 

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财务主任 Tracy Chen(蔡国红) 

 
My name is Tracy Chen.  I obtained my 
accounting degree from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and have been working in different 
accounting areas for almost 10 years.  I am very 
happy to serve in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s an accountant.  I will try my best to do 
my job. 
 
 
 
 

能文能武话袁力 
 

新学年伊始，在我们迎来新的一任校长刘

玉明的同时，也向光荣退役的“老校长”

队伍中输送了一名新的成员——袁力。 

 

我们中文学校里能人实在是很多，袁力就

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位。就像上任校长助

理王泽明的一首打油诗开头说的：上届校

长本姓袁，能文能武本领全……不过当上

中文学校的校长，除了本领外，还要有极

大的热情和勇气，要有一股子为学校而忘

我的牺牲精神。我们学校有幸的是，几位

老校长们都充分具备了这种热情，这种勇

气，这种精神。在这里，我们对袁力，也

对几位前任老校长，表示感激和敬意！ 
 

前董事会主席 陈鸿祥 

 
二○○四——○五学年伊始，麻省波士顿西北郊

艾克屯袁家双喜临门，一家之主袁力刚荣升艾克

屯中大(ACLS 中文简称)副校长，太太陈晓红又给

袁家添了一个非常牛气的壮丁。小男娃健如牛，

哭声赛牛犊，取名“牛牛”。 

 

袁副校长乐坏了，也忙坏了。定下神来，瞧着一

地鸡毛，心里犯嘀咕：“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该

把一些事情放一边凉凉了。”什么东西可以缓一

缓呢？思来想去，他又犯了难。为一双宝贝儿

女，牛牛与掌上明珠，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甜啊。

中文学校是他们夫妇的的至爱。学校 2002 年筹办

初期，陈晓红就自告奋勇出任语文老师，积极投

入教学准备和教师队伍组建工作。袁力积极参与

家长会活动，与舞友刘欢等一起创办了 ACLS 跳

舞俱乐部。晓红休产假，又把袁力贡献出来，参

加学校行政管理小组。一片心血，怎能割舍？那

只好把业余小爱好全砍了吧。全套木工家伙得入

库，至少一年之内不打家俱。美术编辑，写写画

画，也要搁一边了。留个小尾巴吧，中文学校的

文章还得写，舞台还得布置。跳舞俱乐部主任得

让贤了，舞恐怕是跳不成了，不过不能脱离群

众，得空还需到舞场边给朋友们鼓鼓劲，如需救

场还得下池当当临时舞伴。就这么定了吧。 

 

往后半年时间里，他协助校长李劲冬带领学校行

政管理小组把教学行政工作办得有声有色，ACLS

声名远杨。袁力主持的火警演习非常成功，艾克

屯消防队长直竖大拇指。期末表演，他又花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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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夫在舞台设计布置上，成果也是有目共睹

的。半年时间里，他不断地积累学校教学行政管

理经验，初步形成了自己一套办学模式，就等下

一学年校长任上大展鸿图。 

 

谁知好事连连，第一学期刚结束，袁力又高升

了，由副转正，领袖一方。 

 

话虽这么说，实际上当学年中校长出缺时，校董

事会是非常为难的。大家都能理解校长事情多，

很忙。其实校长责任之大，压力之巨，个中甘

苦，非身体力行，不足以为道。虽然校章规定，

校长任期内出缺，副校长自动递补，但面对袁力

家中具体困难，我们难以启齿。他自己起初也犹

豫过，一则担心身体精力，二则觉得自己办学思

想还有待进一步成熟提高。几经周旋，袁力终以

大局为重，毅然挑起重担。更喜的是，夫人陈晓

红深明大义，全力支持他为大家服务。 

 

袁校长任内，继续发扬光大 ACLS 优良传统，教

学水平不断提高，大力支持家长会的各种活动，

与学区领导和初中管理层良好互动，把学校办得

红红火火。 

 

袁校长，辛苦了。你的贡献，我们大家从心底感

谢。 

 

董事会成员 李劲冬 
 

听过有一种说法，人在一生中认识每一个人都是

一种缘分。所以，我一直认为能在艾克顿中文学

校认识袁力是缘分。又有机会和袁力一起为学校

工作了一段时间，更是受益非浅。袁力的诙谐、

幽默给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们留下很深的

印象；袁力的多才多艺更是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

刮目相看；在和袁力一起工作的日子里，最让我

难忘的是他为社区奉献不惜吃亏的精神。一样的

每天上下班，一样的每天接送孩子，更要照顾社

区的大事小事，家里还有个刚出世的小宝宝…… 

真佩服他能把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在这里我

想说，  袁力，谢谢你！ 

 

  

Virginia Taylor 董事会成员 
 
I believe ACLS was very fortunate to have 
Yuanli as Principal during Spring Semester 
2005. Yuanli's stable and effective 
leadership resolved problems efficiently and 
enabled the school to run smoothly. Along 
with his hard work on behalf of the school, 
Yuanli was always appreciative of others' 
efforts.  And his dry wit introduced a sense 
of proportion and invariably made the  
work more fun. 
 
All this on probably very little sleep! Thanks 
to Yuanli for giving so much time and 
energy to ACLS even with a new baby at 
home--and thanks to Xiaohong Chen and to 
Maggie for sparing their husband and father 
for countless hours each weekend. 
 

 校刊 陆青 
 

很佩服袁力，办事周到细致，说话机智幽默，文

章更是文采飞扬。在去年一年的时间里，不论是

做副校长，还是在校长的岗位，“政绩”有目共

睹。从开学不久主持的火警演习，到新年演出的

舞台和节目单设计，到后来每一周学校的运作，

无不显示出他的才艺和他的组织领导能力。 

 

袁力上任副校长之初，小儿子刚刚出世，加上一

位学龄的大女儿，家里是怎样的忙可想而知。记

得有好几次给袁力家里打电话请示工作时，发现

他不是在忙着孩子，就是在炒菜，做家务……。

就是这样，袁力并没有让家事影响工作。他在上

班之余，家务之中，挤出时间来认真处理好学校

的每一项工作。我们要感谢袁力，同时也要感谢

他的家人，他的妻子陈晓红和他的女儿，还有他

家那位可爱的小弟弟牛牛，感谢她们对他的理解

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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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召开新学年家长大会 
 

九月十一日是新学年的第一天。下午，艾克顿中

文学校于开学之际召开了全体家长大会，为学校

跨进新的一年拉开了序幕。 

 

大会由新任校长刘玉明主持。刘校长首先向大家

介绍了新的学年学校的概况。今年，我校进一步

朝稳定成熟发展。到目前为止，学校共开设了九

个年级二十四个中文班，和不同等级的五个中文

第二语言班的课程， 注册学生有四百余人。同时

还有近三百学生注册参加二十一个文化班的学

习。 

 

接着，刘校长向大家介绍了新一届学校领导团队

的成员，以及我们今年努力的目标。他表示，今

年我们学校将进一步努力改善和提高中文及文化

课的教学质量，设置更多的文化课程，加强中国

语言文化对主流社区的影响，以及增加学校与家

长之间的沟通渠道。 

 

最后，刘校长鼓励大家更多地参与学校的工作，

共同努力把我们的学校办得更好。 

 

【本刊通讯员】 

 

中秋节做灯笼 
 
星期六，全家人驱车来到麻省东北边临海的小镇

Salem。嗅着海风的清凉，踩着红砖石的马路，感

受着从石头缝里透出的Salem小镇特有的witch 文

化，我们信步走进Peabody Essex Museum的大

门。宽敞明亮的大厅里，一对花甲的中国夫妇正

在绘声绘色地向观众讲解中国灯笼和制作方法。

他们身边摆满了五彩的灯笼，有金鱼的，白兔

的，荷花的…… 真是琳琅满目。吸引了众多的观

众。 

 

这对中国夫妇就是邢共嘉和邢健。两位长者，多

才多艺。长期以来，活跃在波士顿华人社区。近

年来，他俩一直在艾克顿中文学校教中文，教绘

画，教手工，教击剑，桃李芬芳，远近闻名。他

们经常利用中国节日参加各种活动介绍和传播中

国文化。今天他们就是借中秋节来到Peabody 

Essex Museum介绍中国灯笼。 

 

阳光尽情地洒在大厅里，门外荫余堂的飞檐散发

着浓浓的中国民俗气息。不一会儿，观众小朋友

们就兴致勃勃地开始动手学作灯笼了。两位老师

手把手地教，很快就有那悟性高的作出了象模象

样的作品。把在一旁看着的家长呀，乐得合不上

嘴！ 

 

这真是一件有意义的活动。活动组织者周依琰女

士介绍说，这是配合Peabody Essex Museum每月

两次的“Atrium Alive”活动。十二月在Peabody 

Essex Museum还将举办中国茶具演示，欢迎大家

参加。 

 

请记住，如果你到Peabody Essex Museum，千万

别错过机会参观荫余堂(Yin Yu Tang)。 

 

【小溪 提供】 

校园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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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Seminar Schedule  

September 2005-January 2006 

Date Speaker Topic 

September 11 Hansong Pu Annuity Basics (IFS-A090503) 

September 25 Hong Lee Start High Tech Startup 

October 2 Ming Liu Skin Health 

October 16 Robert Chow Startup Company Related Legal Issues 

October 23  Hansong Pu Retirement Planning (IFS-A067509) 

October 30 Jufeng Wang Build Your Own Dream House 

November 6 XiaoJun Li Starup and VC Prospective 

November 13 James Eldridge State Representative of MA 

November 20 Hansong Pu Estate Planning (IFS-A087308) 

January 15 Shirley Pei Personal and Small Business Tax Preparation 

TBD Sarah Peng FCC Name Project Workshop 

TBD Ming Wan Nutrition, Health Care and Opportunity 

 
• Tentative schedule for the Fall 2005 semester 
• Time, speakers and/or topics subject to change on further notice. Please check the 

weekly seminar announcement by the ACLS seminar committee 
 
 

Provided by:  ACLS Seminar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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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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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光伟 

Stone Chen 

978-371-8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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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之角  

教学通讯二则 
 
★陈雯蒂同学的《江南春早》获优秀奖 

Award of Excellence goes to Wendy 

Chen 

 

在 2005 年春季学期的期末画展上，陈雯

蒂同学的《江南春早》被评为最好作品。

画中乌篷船造型准确，有立体感。色彩水

份控制得当，把江南水乡烟雨蒙蒙的早春

景色表现的较好，是难得的佳作。 

 

★ 素描班简讯 

 

新学期开始，素描班的同学们就有好消

息，他们将用上新课本《素描启航》。过

去素描课的同学们苦于没有课本，上课和

课外自习都不方便，老师只有靠复印资料

来弥补不足。素描张老师利用今年暑假的

点点滴滴的业余时间，总结教学经验，阅

读资料，编辑了这本教科书。本书除去普

通素描课本的优点外，还有以下几点优

势：（一）取材广泛。涵盖面广。本书包

含了基本几何体的画法和人物画的基本内

容。（二）本书最大的优势是针对性强。

本书为中文学校的同学们所编，每一章内

容相当于一节课的容量。内容分为讲解，

课堂练习，思考题和课外作业四部份。同

学们一册在手，别无忧虑。书名意为在艺

术的海洋启锚远航。课本仅供注册的同学

使用。有限的几本也可供上过张老师素描

课的同学自修用。有意购买者洽张老师。

只收成本费 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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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音壁 
 
 

 

阿拉斯加之旅 
 
去年圣诞节，儿子给了我们一份特别的礼物，十

一天船游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特殊的世

界：冰天雪地，漫长的冬夜，人们裹在厚厚的皮

毛大外套中，笨重的防寒靴，狗拉雪橇……想想

就够有意思了。因为她的特殊，所以在出发之

前，就做了些“功课”——看有关的书，请教去

过的朋友…… 

 

五月中，我们踏上了旅途。在上船的前一天，我

们先飞往西雅图，由机场直接乘巴士去温哥华。

巴士和旅馆也早由儿子安排好了。第二天，船是

在下午出发，所以我们有时间浏览了一下温哥华

的中国城，并在那里享受了美味的早茶。 

 

下午两点，由旅馆去码头。朋友说要早去，因为

要排队登记后才能上船。到了码头，我们先把行

李交给登记处，由他们送到船舱，自己可以轻装

排队过关，出示信用卡，换取船上的 ID 卡。别小

看这小小的 ID 卡，它可非比寻常：既是上下船的

认证，又是开门的钥匙，同时也是在船上购物的

付款卡。你在船上一切付费的消费，都会自动记

到信用卡帐户上，船上每人每天十元钱的小费，

也可自动记帐，不用另外掏钱，下船之前船上会

给你一张清单，可算得上是方便。 

 

我们乘的船是 Norwegian Dream，1650 乘客，

650 船员。船有十三层高，第十三层是平台和篮

球场，9、10、11、12 每层都有餐厅。另外船上有

两个室外游泳池，四个 Jacuzzi，健身房、美容美

发、桑拿在十二层，赌场、剧场、音乐咖啡座、

酒吧在十层，九层有迪士科、图书馆、游戏室，

还有画廊、珠宝首饰精品店、卖品部、照相馆、

免税商店……可说是一个设备齐全的小城市。 

 

船上每天有通报，告知当天的常规活动和特别节

目。每天晚上有歌舞秀和电影，还有各种讲座：

手工艺、绘画、不同年代的音乐欣赏，也有健

康、美容的讲座。另外还有各种舞蹈，Ballroom 

Dance。赌场是 24 小时开放。餐厅有自助餐和正

餐，也有二十四小时客房送餐服务。在船上的十

一天，我们体会了方便的“城市生活”，每天从

早到晚选不同的餐厅，参加不同的活动，看秀、

看电影，直到深夜。唯一未曾光顾的是赌场。真

是“忙”得不亦乐乎！精神完全放松，每天碰到

不同的朋友，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也交了好多

新朋友。晚上，在宛如摇篮似的轻轻摇摆中，进

入甜美的梦境。 

 

十一天中，有六天停靠不同的旅游点，按“城

市”的大小，有不同的停船时间，例如到较大的

Juneau，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一点，停了十四个

小时。有的则只停六、七小时。 

 

其实，我们所说的到“阿拉斯加”，所见的仅仅

是整个阿拉斯加南部的一小片而已。真正的“阿

拉斯加”还深深地隐藏在厚厚的冰雪下面。 

 

我们船所停靠的城市，都是背山面水，因为背后

有高高的山峰，挡住了北面的冷风，所以气候并

不是像想象

的那么寒

冷。在

Kechikan，

我们的导游

是麻州

Fitchburg

人，据她说

经过了纽英

格兰的冬

天，



No. 24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五年九月 

 12 

Kechikan 的冬天其实并不那么可怕，只是白天短

一些而已。她喜欢这里，因为当她退休后，可以

不付任何税，在这里安度晚年。 

 

Kechikan 有一条 Creek Street， 依山傍涧，整条

小街都是卖手工艺品的：木雕、石雕、手工编

织、毛皮制品……，应有尽有，工艺非常精美，

价格也相当“高级”。那里的伐木、木雕似乎是

最传统的。此外，“图腾”也展示了当地传统的

文化艺术。在 Kechikan，我们坐旅游小巴参观了

雨林、图腾公园和雕木作坊。 

 

第二个旅游点是 Juneau，这是最大的一个城。听

了朋友的劝告，我们没在船上买旅游票。去码头

有更多的选择，而且价格比船上便宜多了。我们

和一对云南来的朋友四人组成一个 group，每人

可以减价十元，乘直升飞机去冰原，体会了一次

乘坐直升机的乐趣。冰原上是千年不化的冰，呈

非常漂亮的浅蓝色。同行的朋友叫我尝尝冰上

“小溪”的流水，说是喝了可以“长生不老”！

“小溪”的上游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大冰洞，导游

警告我们千万不要靠太近，否则滑下去可就不得

了了。船上买旅游车票是三十多美元，码头上则

有五元单程去冰川的车。我们因坐直升飞机，有

车免费接送去机场。之后，我们每人又花$1.25 登

上了市内的环行公共汽车，畅游市区，并且更近

距离地看到了当地人的生活环境。 

 

第三个点是 Skeway， 是最早淘金人的城市。我

们选择了乘火车，看当年淘金人所修的铁路。铁

路依山而建，可以看到五十年代废弃的早年建筑

的“木桥”，夹在两山之间，成为一景。可以想

见当年建造这座桥的不易。在前一段路上，隔着

深深的峡谷，可以见到对面山上阿拉斯加三条高

速公路之一。这里的趣事之一是，你可以乘火车

到中途下车，住宿在由废车厢改建的“宿营

地”，然后去爬山、探险或体验野外生活。第二

天，火车经过时再把你接回城。我们没有去尝

试，只是看到有些“探险者”在他们的“小屋”

旁向我们招手。他们一定很开心！在旅游中心，

我们还看了介绍当年创建该域的纪录片，在街上

也看到还留有很多俄国人生活的痕迹。 

 

第四个点是 Seward，这里是有名的 Kenai Fjords 

National Park 所在地，只有乘船才能到达。我们

选择了六小时的游船，看野生动物和冰川。小船

带我们近近地看了冰川，听到不时有冰块落入海

中的声音。我们还看到了海狮、海象、大鲸、白

头鹰和鹰等野生动物。 

 

行程的第五个点是Sitka。这里船不能靠岸，只能

由救生艇将我们送上岸。每船约乘六、七十人，

需要分成许多批。所幸等待时间并不太长。新朋

友问我们打算怎么游Sitka，我们说这一行我们乘

过了旅游Bus、直升飞机、火车和游船，在Sitka

决定靠我们的双腿。Sitka整个城市并不大，我们

从最远的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开始，参观了希

尔顿·杰克森博物馆（这博物馆居然还有中文的

“观光指南”），参观了水族馆，和城中有名的

地标：圣彼得教堂、俄罗斯House等。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阿拉斯加最美的花，色彩艳丽，品种

繁多，装点着各家门前大大小小的花园，加上屋

内窗户上漂亮的白纱窗帘，可爱极了，真是一派

和平、温馨、宁静的家居景象，让我们这些匆匆

而过的旅客羡慕不已。在Sitka，我们还欣赏了有

名的俄罗斯舞蹈，只是演员没有一个俄罗斯人，

再加上“女扮男装”的男角，缺少俄罗斯男孩的

英武，有些令人失望。 

 

Prince Rupert 是我们最后造访的小城，真得很

小，只是走马观花，留下两三张照片。 

 

十一天的游船，只是见识了一下“阿拉斯加”的

表面，但这真是一次难忘的旅行。初次尝试了

“游船”的滋味。而船上那么多的退休族，看到

他们潇洒地生活，也令我深思：人生苦短，我们

已辛勤工作了大半辈子，是不是应该留些时间给

自己，享受一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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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园地 

 

穿皮鞋的鳄鱼 

 

有两个兄弟听说鳄鱼皮鞋最好，就约定一起去河边钓鳄鱼。钓了大半天，弟弟沉不住气了，说：哥哥，是不是我

们走漏了风声？怎么今天钓上来的鳄鱼没有一个穿皮鞋的？！ 

 

帽在人在 

 

一所大学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教授迟到十分钟，那么他的课就可以取消。 

 

一位教授早上九点钟有课，他提前到达，把帽子放在讲台上就去了教师休息室。九点十分，他回到教室一看，发

现“人去楼空”。第二天，他大发雷霆，说：“帽在人在”！随后的一天，教授九点准时到达教室，迎接他的是

二十八顶帽子，学生一个都不见了。 

 

加油站 

 

非洲某城市郊外的汽车加油站贴出布告：“给油箱和油桶加油，仅此一地。往前所有的加油站都是海市蜃楼。” 

 

 

 

 

回国旅游小贴士二则 

 
北京李师傅的包车服务 

 
回国探亲旅游， 一出机场或车站，首先碰到的问题是

交通。在国外都是独往独来惯了的，可是到了北京，光

是看路上人开车硬挤硬抢的猛劲儿，和交通状况的复杂

混乱劲儿，就让人心惊。自忖是没有在国内开车的胆

儿。所以，除了有亲戚朋友接送或乘公共交通外，大部

分时间就要自己“打车”了。可是，坐在出租车里，虽

然还是满口乡音，说起话来却好像是什么都不懂的老

土，闹得司机常问，你们不是本地人吧！好不尴尬。再

有，现在管制规章严了，一般小车只准乘四人，如果一

家四口还行，若要加上亲戚朋友，连带上行李什么的，

就得叫一个“车队”了。 

 

今年夏天回国，在北京有朋友介绍了一位李师傅，提供

包车服务。李师傅在北师大工作，自己有一辆可乘八位

乘客的箱型车，十分适合家庭包车出游。李师傅待人热

情，并且由于是北京本地人，还可以为您充当导游讲

解。一般包车价格在一天 300-500 元，时间上也比较

弹性。我们曾包车一天到八达岭长城、十三陵，然后回

到城里吃饭，从早上九点一直到晚上十点多，一天是五

百元人民币。李师傅在北京的联系电话是：65766849, 

13161230548 （手机） 

 

上海的酒店式公寓 
 

回到家里，住是没有问题的。但要是出门玩，就又有住

宿的问题了。今夏回国，除了回家外，又去了杭州和上

海两个城市，就有了不同的旅馆住宿的经验。 

 

在杭州，我们住的是号称四星的酒店，地点很好，设施

也齐全，但房间实在是小，标准间只有两个单人床，我

们两个大人带两个小孩，只能勉强对付两个晚上。到了

上海就完全不同了。在上海，我们也是由朋友介绍，住

到了位于静安寺附近的爱俪轩酒店公寓。公寓楼高三十

多层，站在高处，十里洋场尽收眼底。酒店式管理，有

大堂和房间服务，也有餐厅和健身房。附近超市、饭店

应有尽有，十分方便，并且走路七、八分钟就能到地铁

车站。一家人加上亲戚朋友，住了一套两房一厅两卫浴

带厨房的公寓，十分舒适宽松。 

 

爱俪轩公寓提供短期和长期的租赁服务。如果是短期，

单间（Studio）每天￥380，一房一厅每天￥480，二房

一厅每天￥580-￥680，相比一般酒店要便宜。 

 

爱俪轩酒店公寓地址是：上海镇宁路 98 号， 电话：

62256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