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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中文学校还有二个月就要结束了。时间总是在人们不留意的时候悄悄

流逝。在快要接近学期尾声的时候，ACLS 有三件大事的筹备工作却将要拉

开序幕，接着，校行政的工作又要忙碌起来了。 

 

这第一件大事便是为下学期注册，第二则是教务处要了解一下现任职的老

师们是否有继续执教的意向，然后第三即是要与我们那些当助教的大孩子

们取得联络，看他们中有哪些还愿意为 ACLS 再连续干上一年助教工作。当

然，我们也会了解一下助教们的当班老师是否愿意接受这些大孩子的协

助。 

 

为了让我们学校的行政工作做得更有效益，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配合。譬

如，家长们能尽可能地在学校规定的时间段内为自己的孩子早日注册下学

期的课程；任职老师们尽可能地把自己是否能连续任教的意向通知教务

处，等等。有大家的协助，学校的这些事一定能够事半功倍地完成好。 

 

助教工作一议 
 

初步总结一下这学期/学年来助教孩子们的工作，我们不难看出，大多数的

孩子们是很有责任心的。他们对老师要求的工作能认真完成，对班上的小

同学也很有耐心，对此，老师们都给与了好评。然而，我们也听到了来自

家长和老师们的一些反映，说我们的助教中的个别孩子在上课时不是积极

地帮助老师，而是看自己有关的书籍；有时因事不能来校时，也没有及时

通知校方和老师，没有遵守学校对助教所订的纪律。在这一点上，我的工

作是有欠缺的，我们需要改进的是要增加与助教孩子们的沟通，引导他们

学习做事要有责任感，避免给当班老师带来不必要的不方便。 

 

助教的意向说明 
 

有助教的带班老师将在五月底、六月初收到一份助教鉴定表。根据表上对

助教鉴定的要求，老师需要尽快地将表填写好交给校行政处。助教孩子们

也将在同时收到一份助教意向表，助教们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填写是否继续

担任助教工作，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填写上愿意任助教的科目。校方会

根据（1）老师的鉴定；（2）助教的意向；（3）具体课程的需要，为下学

期助教管理作出一个比较公平的安排。希望在放暑假之前，连任助教的孩

子们可以得知他们下学期的助教班级和科目，这样可以为开学前的具体筹

备工作减轻不少负担。 

 

为 ACLS 而当家 
 

下学年度上岗的邓敏将满怀信心地承担起 ACLS 校长的重任。为了更好地实

现校长的抱负，除了有全校老师家长学生的支持、配合和鼓励外，邓敏更

需要有一个愿为学校干实际工作的行政团队。我们知道 ACLS 人才济济，家

长们，如果你能抽出一些时间为我们学校服务上一年的话，请您尽快与副

校长邓敏取得联系，我们期待着您，ACLS 非常需要您的热心参与和真诚奉

献。 

校长助理 王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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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教师在 Acton 高中介绍中国

舞蹈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日，星期五的上午，在 Acton 高

中，明亮温暖的音乐教室里，由 Acton 社区，中

学，高中和小学的音乐老师们组织了一个国际音乐

舞蹈讲座。校方请了各国舞蹈老师们参于， 有来自

苏欧，印度，和中国的。朱碧云老师在讲座中，系

统地备课，用中国舞蹈文化，历史，理论和服饰，

影片及手把手的示范，指导和讨论了中国舞， 受到

了很大的欢迎。各方老师一致认为，美国学生更想

知道和学习的是中国的原汁原味舞蹈，舞蹈更是文

化的品味。 这表示了 Acton 社区教育，开始对国

际舞蹈文化在中学和小学普及实教的引进和思考。 

【朱碧云 供稿】 

 

中国家长们积极参与 

Conant小学活动 
 

周颖 
 
Conant 学校是Acton五所小学之一，大约有78名中国家

庭的孩子在Conant上学。我们这些在中国长大的父母

们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不断的摸索和兼容，学到不少

东西。 这几年来，不少Conant的中国家长一直参与

孩子所在班级的各种自愿者工作，诸如定期到计算

机课上帮忙，到教室读书，带学生做Natural 

Walk，协助老师带学生外出学习，为班级各种节日

party提供饮料点心和纸杯纸盘，定期到学校图书馆

帮忙等等。 

 

2005-2006年度Conant的中国家长把了解孩子和参与

学校各种活动推到了一个更高更新的程度。2005年

底，刘洋、秋欣蓉、王桂林、王英、永梅、赵树

光、郑平、周林、周颖自愿担起了自己孩子所在班

级的联系人，并结伴办起了Conant 中国家长 Email 

Group， 用以传递交流学校PTO各种活动的信息与经

验。于此同时，其他家长也一如既往地参与和支持

我们的学校。学生家长张颖经过努力，申请到了她

所在公司的Matching Fund，为我们的学校捐到了一

大笔资金。2005年底节日前，许多家庭买了老师给

班级列的圣诞清单上的物品，给校图书馆捐钱买

书，除此之外，响应学校PTO 的筹款信，很多家庭

还又再次捐款给学校。一年一度的Conant 

Scholastic Book Sale，这学年尤其热闹，三天的

时间，从早到晚无论是帮忙卖书的还是积极购书的

都可以见到中国面孔。 

 

最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Conant 学校的Auction，它

是我们学校每一年度最主要的集资来源。由於东西

方文化的差异，以往出席Conant Auction 的中国家

长寥寥无几。今年就不同了，新年的钟声一过，9个

联系人就行动起来了，开会讨论，分派任务，郑平

和周颖参加了Conant PTO 所有的Auction 筹划会

议，并积极建议PTO 将这次Auction 的地点选在学

校便于吸引更多的家长参与，PTO 采纳了这个建

议。经过9个联系人的努力，大约42个中国家庭以年

级划分，捐了三个集体礼物给Conant 学校在

Auction 之夜拍卖，为学校集资，这三个礼物是由

三年级和五年级的大多数家庭捐的4G iPod Nano，

由Kindergarden、 一、二和四年级的大多数家庭捐

的一星期的Acton Indoor Sport Summer Camp 和

One on One Self Indulgence Spa Fitness in 

Concord。此外，还有中国家庭以一家为单位捐赠礼

物。到了Auction 之夜的拍卖会场就更热闹了，一

个个中国父母还没来得及拂去白日忙碌的尘埃，又

在会场工作起来，卖门票、发牌子等等。当然，在

忙碌之外，我们没忘了享受争相竞标的刺激，享受

短暂的边吃边聊不管孩子的放松，见识了美国小学

教育组成的另一面。 

 

Auction 结束时，大家都满载而归，带着对孩子学

校贡献的满足感，带着和朋友邻居交流的快乐感，

带着竞标到的满意礼物，我们大家相约以后 Conant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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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CLLSS  SSeemmiinnaarr  CCoommmmiitttteeee  55--mmiinnuuttee  SSuurrvveeyy  
MMaarrcchh  2266,,  22000066  

 
Question 1: How often do you attend ACLS Sunday seminars? 
Answer: 

A: Every time [4, thanks for your loyalty] 
B: Once in every 2-3 weeks [9] 
C: Once in 1-2 months [3] 
D: None except today [1, a new comer] 

 
Question 2: What attracts you to come to the ACLS seminars? 
Answer: 

A: Topics [22] 
B: Refreshments [1, good coffee?] 
C: Social [2] 
D: No other places to go or things to do 

 
Question 3: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asking people to fill a name tag 

sticker (provided) before entry to the seminar room as 
providing a social setting with 
coffee/water/refreshments? 

Answer: 
A: Very much like it  
B: OK [8] 
C: No comment [8] 
D: Nonsense 

 
Question 4: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posting/talking a humor or a 

less commonly used word over the pre-seminar time to 
enrich the learning and adapt to the culture? 

Answer: 
A: Very much like it and I will participate 
B: OK [10] 
C: No comment [4] 
D: Nonsens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and honest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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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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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鑫明 

Jim Zhang 

617-306-6993

周毅 

Charlie Chou 

617-653-0063

Ray Taraz 

781-861-3993 

赵磊 

Lei Reilley 

781-799-5499 

陈光伟 

Stone Chen 

978-371-8807

黄秀雄 

Peter Huang 

617-331-0883

蔡淑蓉 

Sue-Rong Tsai 

617-792-8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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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BECOME A LICENSED 
TEACHER IN MASS.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ion of the experts, up to 
50,000 students are studying Chinese i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ny more take lessons after school 
or on weekends. As Chinese language is gaining 
popularity, the demand for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s increasing, causing a shortage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  
 
In Massachusetts (and many other states), a 
candidate is required to hold an appropriate 
license to teach Chinese in a public school.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offers four 
types of teacher licenses: Preliminary, Initial, 
Professional, and Temporary. 
 
Preliminary License - valid for 5 years of 
employment  
 
To be eligible for this license, a candidate must 

a)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b)  have passed Massachusetts Tests for 

Educator Licensure, which include the 
test for communication and literacy 
skills and the subject test for Chinese 
language; 

c)  provide evidence of sound moral 
character. 

 
Initial License - valid for 5 years of employment 
and may be renewed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for an additional 
five years. 
 
To be eligible for this license, a candidate must 

a) hold a bachelor’s degree from an 
accredited college of university; 

b) have passed Massachusetts Tests for 
Educator Licensure, which include the 

test for communication and literacy 
skills and the subject test for Chinese 
language; 

c) complete a professional preparation 
program approved by the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Professional License – valid for five years of 
employment and is renewable for additional 
five-year terms as set forth by state guidelines 
 
To be eligible for this license, a candidate must 

a) hold an Initial License in the same field 
prior to beginning any of the program 
options the state offers towards 
professional licensure; 

b) complete a one-year induction program 
with a mentor; 

c) have at least three full years of 
employment in the role of the license; 

d) complete at least 50 hours of a mentored 
experience beyond the induction year, 
which may be fulfilled as part of the 
program options the state offers leading 
to the Professional License; 

e) complete one of the programs approved 
by the state. 

 
Temporary License – valid for one year and is 
not renewable 
 
To be eligible for this license, a candidate must 

a) possess a valid educator license or 
certificate in another state or jurisdiction 
that is comparable to at least an Initial 
License in Massachusetts; 

b) have at least three years of employment 
under such valid license or certificate; 

c) not have failed any part of the applicable 
Massachusetts Tests for Educator 
Licensure; 

d) provide evidence of sound moral 
character.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heck the website 
at www.doe.mass.edu. 

 
【Provided by Ning (Jackie) 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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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ssiiaann  MMaarrkkeett 亚亚洲洲超超市市  
 
南北杂货  海鲜水产 蛋禽肉类 速冻面食 蔬菜瓜果 
豆腐酱料 甜点饮料 新鲜面包 厨具, 餐具, 电话卡 
还有中文报刊供选购 品种多样 清洁卫生 质量上乘 
 
自制卤味，川菜，凉拌菜，色香味美，价格适宜，质量上乘。

选用无胆固醇食用油，不添加味精防腐剂, 请放心选购:  
卤香元蹄 五香牛腱 夫妻肺片 麻辣牛筋 盐焗鸭翅  
五香耳片 红油肚丝 卤香鸡胗 五香鸡杂 蒜泥白肉  
卤香猪手 卤香凤爪  卤香鸭掌 红油耳片  红油猪皮冻    
香辣豆干丝   糖醋萝卜丝 盐水鸭 五香燻鸡 五香燻兔  

     
     自制面食:  韭菜合子 葱油饼   烧饼   芝麻饼   肉夹饼   手工水饺   

北京特产驴打滚   
 

AAssiiaann  MMaarrkkeett  Waltham Store   
411 Waverley Oaks Rd.，Suite 150 Waltham, MA 02452 

Tel: 781-788-8878，Fax: 781-788-9188 
*亚洲超市（Waltham）店在剑桥中文学校斜对面，在 60号公路上进入第

一排商店后面 

AAssiiaann  MMaarrkkeett  Westborough Store  
229 Turnpike Rd Westborough, MA 01581 
Tel: 508-898-0066，Fax: 508-898-2622 

 
Hours: Sunday-Thursday.10:00 am-7:00 pm 

             Friday-Saturday   10:00am-8: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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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丹心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几十年来中

国传统的家长盼望子女成材的精神支柱，有“出

人头地”的目的，哪怕再苦也心甘情愿。当然，

在这里不能把“人上人”理解为统治别人的人，

而是有所成就，有所建树的人才——人中之杰。 

 

正因为有这种精神支柱，很多古人在艰难困苦中

脱颖而出，最终成就大业，或成为各方面的人

才。这里例子太多，我们略而不谈。看看近代很

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洗礼，上过山，下过

乡，吃过苦的一代人，很多人在面对困苦时，消

沉了，放弃了，而有一部分却在艰难困苦前没有

放弃努力，始终执著的追求，当机会来临时，他

们上了大学，有了新的工作，创业，成功，而且

担负着国家的重任，开始了新的人生。 

 

可是，我们这些“吃过苦”的家长，在对待自己

的子女上，很多人忘记了自己艰苦奋斗的岁月，

对子女又宠又爱，百般呵护，而忘了给与应有的

“精神”教育。很多家长说，以前自己吃苦那是

“没有办法”，现在条件好了，不能让他们再吃

苦。在某方面说，这不错，但从全面来看，却有

欠缺。正因家长有这些想法，孩子们不但生活在

蜜罐子里，还学音乐，学美术，踢足球，打棒

球，溜冰，滑雪……学习内容非常丰富。但我们

有没有想过：他今后在对人处事，遇到困难，遇

到挫折时会有应对能力吗？我们现在说“吃

苦”，并不是指过去那种缺吃少穿，精神受压

抑，意志被剥夺的苦，而是在意志、性格方面能

经受得起挫折、失败，能在困难，在艰苦的工作

面前不畏缩，不逃避，有“胜不骄、败不馁”的

精神，有向着既定目标勇往直前的精神。至少，

应该懂得“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只有付

出，才有收获”。没有努力，没有父辈的“吃

苦”，那会有今天的“甜”？让孩子从小懂得这

些才是真正的爱护他们。 

 

听说，最近国内有“一批”（是一批而不是几

个）“啃老族”。学历很高，自视很高，却是

“眼高手低”，吃不了苦，受不了挫折，对工作

挑挑拣拣，高不成低不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尽管一事无成不以为忧，反正回家有两老养着，

照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愁吃穿，潇洒得

很。这些年轻人的出现，我认为正是我们教育的

失误。当他们出去工作时，家长说：“孩子，你

去试试，如果太辛苦，你不习惯，就别干了

吧！”但，我们的上辈在我们踏上社会时，说的

是：“你要好好干，哪怕再苦再累，也要努力，

不能放弃。要认真干，开始会累一些，习惯了，

就会好的。”指导精神不一样。而这“新一

代”，真令老辈人伤心、叹息！ 

 

为了不让我们的下一代重蹈覆辙，真正继承中华

民族的光荣传统，真正领会我们传统教育的精

髓，很多耳熟能详的成语、警句中的深邃含义，

我们不能忽略。而且要实施在我们日常对孩子的

教育中。让“吃得苦中苦”的精神，充实孩子们

甜蜜的生活。 

我的姥姥 

锦红 

 
姥姥已经离开我们近四年了。我最大的遗憾是没能有机

会跟她讲美国社会的情况。上次回国，她脑子已有些痴

呆，听力也不好，我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不过我知道她

会很感兴趣的。 

 

小时候在山上生活，姥姥家在更深的山里。但不知为什

么好像他们家在什么更文明的地区。任何时候，我们姐

弟几个，只要轮到去姥姥家，都觉得是一种奖赏。因为

在他们家，我们可以听到外边的消息。有时在晚上，我

们会专心致志地听有线广播里什么人的讲话，这位领导

恰巧是他们家人。姥爷姥姥和舅舅他们经常谈论国家大

事，每次去都静静地听，争取从中得到一些知识。姥姥

家有做县委什么主任的，有教育局什么长的，还有更让

我羡慕的是，姥爷的一个远房弟弟，同一个院子的，在

北京做什么数学家。每次听他们讲到北京，我夜里即做

梦到了北京, 还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了毛主席。所以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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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前，当不愿背那枯燥的政治题时，就想起了自己的

愿望。希望能考大学到北京，见见那位亲戚数学家。我

想那可能是我最初的学习动力。现在很多孩子不爱学

习，也许缺乏动力吧。 

 

上初中时，自己那里的学校缺乏老师，学生数量又少，

初中给停办了。别的同学都回家了，我被送到了姥姥家

上学。姥姥天天陪着我做作业，不论多晚，她总是等我

睡了她才准备去睡。我不忙时，她即给我背古戏，像

《屠夫状元》。我相信她没上过什么学, 但她有惊人的

记忆力，她可以背下整个戏剧的台词。姥姥对我唯一的

要求是把书读好，不用担心会不会做家务活之类。后来

在大学，我简直像个呆子，不懂任何人间事理，只会学

习。我和堂姨小荣上同年级，经常一起写作叶，有时也

就住她家。有一次，姥姥晚上出来巡逻，看见我们的灯

还亮着，就叫小荣姨，问是否我也还在用功。其实，我

被她的喊声吵醒了，但没敢吱声，怕把睡意赶跑了。后

来，我再也没被允许住小荣姨家了。 

 

在初中的努力学习，加上姥姥的监督，我考上了县重点

高中，后又上了大学，到了北京。这一切是对姥姥最好

的报答。每次放假回去，姥姥都特别高兴，不停地问北

京的情况。她经常收听关于北京的新闻。她听说我在学

英语，还让我说了一句给她听。不知后来，我到美国

来，她是否关心起美国来了，也许还记得那句英语吧。 

 

姥姥的思想还极开通，就连我那当了一辈子中小学校长

的父亲也受益不浅。当时先生到美国来，把我和两岁的

孩子留在国内。我父母天天唠叨，使我烦恼极了。后

来，姥姥对他们说，听说某某出国，两年后又回来了。

从此，父母再没提起我是否可能被丈夫抛弃的事。 

 

姥姥的教育方针是，只要孩子愿意上学，又有地方上，

不管家里多穷，也要让孩子上学。也正因为这点，我得

以上了高中，又读了大学。 
 
 

我与你同类 
By René Philombe 

孙特 编译 

我敲过你的门, 

我试过你的心。 

想拥有一张床铺， 

并取那温暖的火。 

你为什么拒绝？ 

兄弟，请接收我。 

 

你为什么要问， 

我是否来自非洲？ 

我是否来自美洲？ 

我是否来自亚洲？ 

我是否来自欧洲？ 

兄弟，请接收我。 

 

你为什么要问， 

我的鼻子多高？ 

我的嘴唇多厚？ 

我的皮肤是什么颜色？ 

以及我信仰那位神？ 

兄弟，请接收我。 

 

我不是黑人， 

我不是红种人， 

我不是黄种人， 

我也不是白人。 

我就是你的兄弟。 

 

请打开你的门， 

请敞开你的心。 

因为我是一个普通人， 

我属于每个时代， 

我属于所有宗教。 

我与你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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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与近代货币浅谈 

 

中和 选编 
 

现在看电视剧常常感到可笑，

古人能够动辄使用几十两，甚

至几百、几千、几万两银子。

更有甚者，竟然常常能够从口

袋里掏出面额成百上千两的银

票。 

 

这里有两个误区。一是以为古代一两银子等于

今日的一元钱。二是以为古代的银票就是今日

的钞票或者支票了。 

 

其实，古代中国银子缺乏，银子的价值很高

的。一两银子等于制钱一千二百多文(清初以前)

到三千多文(清道光以后)。而直到清末，一斤

(相当于 1.2 市斤)猪肉只要二十文钱，一亩良田

只要七至八两银子或者十二、三个银元。几两

银子、几十两银子是件大事情了，有百两银子

就是今日的大款了，能够买上十几亩良田了。

在明代，一个平民一年的生活只要一两半银子

就够了，所以戚继光的士兵军饷一日只有三分

银子，一月不足一两。清代稍贵点，主要是鸦

片战争前外贸顺差大，银子大量流入后，银价

下跌造成的。后来大量赔款后，银与铜的比价

又上升了。平常老百姓使用的是铜钱，清末时

使用铜元，很少用银子作为日常交易用。许多

老百姓至死都未见过银子。所以口语中表示没

有钱(贫穷)时用“铜钱(钿)没有”而不说“银子

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常以银子为珍贵

的原因之一吧。 

 

到了民国时候，就流通银元了，称为国币。民

间称为“袁大头”。它的价值也比较高，可兑

换 180 多个铜元。按当时物价水平折算今日的

购买力，一元银元大约等于今日人民币的 35 元

左右。考虑到生产的发展，粮食和日用品价格

的下跌，一元银元大约等于今日人民币的 100

元左右。如果按银子价格算，大约等于今日人

民币的 50-60 元左右。当时办一个比较好的印

染厂投资也不到一万元。买一较辆当时比较好

的轿车大约是 1000 元。所以不会有拿出一个银

元买一个馒头的情形出现，最多一个铜板。 

 

银票其实是山西票号发的汇兑凭证，有密押

的，不是见票即兑的银行券(钞票)。用银票是

要付汇兑费用的。 

 

银票做大宗买卖的商人用得着。它可避免携带

大量现银的风险，而且方便，并与自己携带大

量现银成本差不多。一般老百姓和官员是用不

着的。所以也就不会有从口袋里掏出面额成百

上千两的银票来支付款项。即使你拿出来支

付，商家和普通百

姓也不肯接受。其

流通程度比今日的

个人支票还不如。 

中国签证，香港签证 
旅行证，中国护照延期 

www.usChinaVisa.com 
 

 

最高服务质量 
Email Reports 
Web Tracking 

FedEx Shipping 
 

And Low Rate 
$19.95 a Service  

主

要

服

务

回

头

顾

客

新

客

户

靠

朋

友

推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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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笑的填空 
 
下面有一个小故事，但是需要你帮助完成。请你填空，再读一读你的故事。要是你能把爸爸妈妈、爷爷奶

奶、或者你的朋友逗笑，请用电子邮件发到校刊来。 

 

形容词：用来描述一样东西(美丽，高兴...) 
动词：一个动作(跑步，跳舞，走路...) 

 

“我的小狗” 

作者  _____(你的名字) 

上星期，我们从_____(地方)领回家一只_____(形容词) 的小狗。它叫_____(名字)。小狗的名字

是_____(朋友的名字) 起的，我觉得这个名字很_____(形容词)。我本来想给小狗取名叫_____(地

方) 因为我们住在那里，或者叫_____(电影明星) 因为_____(电影) 是我最爱看的电影。但是说

了半天，谁都不喜欢我提出的名字。我们给小狗买了很多_____(形容词) 的玩具。它有_____(数

字) 个_____(颜色) 皮球，_____(数字) 根大骨头，还有_____(数字) 个玩具_____(动物)。小狗

喜欢玩，玩的时候很_____(形容词)。可是它不只是爱玩玩具， 还喜欢玩我的_____(东西)！ 

上期动脑筋: 答案 

 

1。玫瑰花的花瓣 
这个游戏其实和算术没有关系。你只需要看看有几个骰子上有花心，再数数花心周围有几片

花瓣。只有三个骰子有花心： ， ， 还有 。你能看出来花心在那儿吗？下

面，让我们数数每一朵花有几片花瓣。 

=0 =2 =4 

数玫瑰花的花瓣时，只能数有花心的骰子。没花心的骰子都不算。所以答案是： 

=4 

=8 

=6 

2。摸黑抓袜子 
问题一：5 只袜子； 问题二：37 只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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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 B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教师：刘小江 

 
老师的话 感受生机勃勃、多姿多彩的春天，会在人

们的心灵中留下美好的印记。在春天的日子里，学生们
用他们的日记，记述了对春天的感触，和在生活中的点
点滴滴…… 

 
 

 

 

田思遥 

3月 23 日 星期四 晴 

人们都说：“春天到了！” 可是我怎么找不到春天

啊？妈妈告诉我 ：“你用心去观察，就能找到它

了。” 还是妈妈说对了！今天，我一出门就发现天气

变热了，冬天的白衣裳被脱掉了。连新草都在慢慢地长

大。我想：春天真是到了！ 

4 月 8日  星期六 晴 

春天到了，该踢足球了！今天有二零零六年足球队的第

一场比赛。我一大早起来，就马上穿好衣服，飞快地跑

下楼。 

到了球场，我发现两个队已经开始踢了。我一上场，就

飞快地去追球。有一次，另一队的女孩得到球后，向我

这边冲来，她还以为我会让开，可我绝不会让她！我也

使劲向她跑去。结果，我们俩就撞在一起了。虽然我被

撞得很疼，但是我咬着牙、带着球向她们队的球门冲

去。比赛结果是二比二平。 

比赛结束后，我就躺在地上动也不动了。我很喜欢踢足

球，因为它让我变得坚强、自信！ 

┈┈┈┈┈┈┈┈┈┈┈┈┈┈┈┈┈┈┈┈ 

殷博文 

3月 1日  星期三 晴 

今天上午，我们班上的同学到外面去观察树芽。我们到

了七个地方，一共观察了八种树芽。有五个家长来帮助

我们，其中有一个是我妈妈。他们很认真地帮我们认树

芽。有一种树，开始我们把它看成是雪松，后来我们发

现认错了。其实它是白杨树。回到教室后，老师叫我们

把八种树芽都画出来。 

3 月 20 日 星期一 晴 

爷爷带我到外面去找春天。找呀找，只找到一些春天的

影子：太阳暖暖的，风不那么冷了。新草开始长出来

了，树上的叶子也快长出来了。我还发现小溪里的水也

涨满了。我家房子边上的郁金香和美人蕉也已经长出了

绿芽芽。 

┈┈┈┈┈┈┈┈┈┈┈┈┈┈┈┈┈┈┈┈ 

张洁妮  

3 月 20 日 星期一 晴 

今天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到外面玩儿。我

们都觉得天气很冷，一点都不像春天的样子。我们在外

面又蹦又跳地玩着 Tag。天气终于变暖和了，可是我还

觉得很冷。真奇怪！春天为什么还这么冷呢？ 

┈┈┈┈┈┈┈┈┈┈┈┈┈┈┈┈┈┈┈┈ 

孔令文 

3月 22 日 星期三 晴 

最近天气还冷，可是我家门口种的花已长出芽了。叶子

一天天在长大，今天已经长到一寸多长了。一群群鸟儿

也常来草地上找食吃。看来，它们知道春天到了。 

┈┈┈┈┈┈┈┈┈┈┈┈┈┈┈┈┈┈┈┈ 

蔡凯文 

4月 22 日 星期六 晴 

今天，妈妈买了很多鲜花。爸爸、妈妈把它们种在我们

家后花园的土地上。春天的气候真舒服！我和弟弟在院

子里的草坪上奔跑、跳跃，很开心！过了一会儿 ，来

了几个小朋友，大家在一块高高兴兴地玩着。后来，爸

爸、妈妈把花儿都种完了，可是我们还在那儿玩呢！ 

┈┈┈┈┈┈┈┈┈┈┈┈┈┈┈┈┈┈┈┈ 

孙瑞 

2 月 25 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是星期六，天气不太冷。我们在外面进行了一场篮

球比赛。我是紫剑队的。这次是紫剑队与野猫队比赛。

在比赛中，小朋友们都很活跃。有一次，我抢到了球，

就立即传给另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接到球后，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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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球投进篮里。我们得了两分。最后比赛结束了，我们

队赢了！ 

4 月 21 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我帮妈妈种了一些花儿。我先挖好几个坑，然后

把花儿放进坑里去。我埋进去一些土，再堆上一些土。

花儿种好了，我浇上一些水。妈妈对我说：“辛苦

了！” 

┈┈┈┈┈┈┈┈┈┈┈┈┈┈┈┈┈┈┈ 

汤加华 

3月 23 日 星期四 晴 

雪化掉了，天气暖和了；春天来了，我的生日也到了。

今天，有我的生日 Party ，一些小朋友到了我家。在

我的生日 Party 上，我们一起玩了 Karate  游戏，吃

了蛋糕。我还收到了生日礼物。我很高兴。 

4 月 20 日 星期四 晴 

春天的天气很暖和，风吹得使人舒服。很多的花都开

了，像黄黄的迎春花，开得真好看！树上的新叶子长得

更大、更多。地上的小草长得更高、更绿。白天更长

了。外面有人打棒球、篮球，有人骑自行车、放风筝、

跑步，还有人收拾园子、种花、种菜。我们清理了去年

的树叶和小树枝，也拔了很多野草。爸爸给草地施了

肥。 

春天使万物复苏，让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 

┈┈┈┈┈┈┈┈┈┈┈┈┈┈┈┈┈┈┈┈ 

刘东 

2 月 18 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我参加了篮球比赛。我们队以十三比十四输了，

好可惜！比赛完了，我去我的朋友 Emily 家玩儿。我

们和 Emily 的哥哥比赛篮球。我们赢了两分，很高兴。

然后，我们去树林里遛狗。狗在小河里玩水，我们在小

河边跑步。今天，我过得很开心！ 

┈┈┈┈┈┈┈┈┈┈┈┈┈┈┈┈┈┈┈ 

白景怡 

3月 19 日 星期日 晴 

今天，爸爸让我读一本书。这本书又大又厚，是一本整

理花圃的书，里边有很多花和树的插图。我很喜欢那些

花和树的名字像“Straw flower ”和“Firecraker 

plant ”。我真的爱读这本书。  

┈┈┈┈┈┈┈┈┈┈┈┈┈┈┈┈┈┈┈┈ 

马大海 

3月 25 日 星期六 晴 

昨天，春天还没有起床；今天，春风已把冬天的雪吹走

了。小动物们都出来玩儿了，小鸟高兴地唱歌，小草慢

慢地长大，花儿也悄悄地准备开放。春天真的来了！ 

┈┈┈┈┈┈┈┈┈┈┈┈┈┈┈┈┈┈┈┈ 

夏笑笑 

4月 8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足球比赛。我们队有八个四年级学

生，对方队有十个四年级学生。我们在草坪上踢得很勇

猛，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的长处。最后，我们队以八比

一战胜了对方。每个队员都很兴奋！大家笑着拥抱在一

起。 

 

四年级 A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教师：刘鸣 

 
 

王杰妮 

3/11/06 

今天我没有去学校。我和妈妈在家休息，爸爸去上班。

我在家里看书、画画和玩。下午两点钟我吹笛子，我吹

的歌是 “My Country’of Thee (America)”。然后，

我上楼玩了一小时。 妈妈叫我下来做中文作业。做完

中文作后，爸爸回来了。我们一家人吃晚饭。吃完后，

妈妈洗澡，爸爸看电视，我看我的书。今天我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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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06 

今天下雨了。妈妈，爸爸和我去 Boston 中国城买菜。

我们买了鱼，青菜，菠菜，罗卜，毛豆，大米，面条，

鸡蛋，豆腐，大白菜，元宵，韭菜和红豆。中午，我们

全家去 Miami Restaurant Buffet 吃饭。回家后，我

的大哥哥，大姐姐和小 todler 来玩。爸爸，妈妈和他

们说话，我在我的小房间里玩。吃完晚饭，客人们走

了，我们全家上楼休息。 

3/13/06 

昨天晚上，我的叔叔，婶婶和宝儿哥哥来了。我们一见

面就说话。我们在一起玩了很长时间。 宝儿哥哥讲了

很多 Canadian News。后来我也讲了 Boston News。宝

儿哥哥也去中文学校学中文，他的中国话比我说的好。

妈妈告诉我宝儿哥哥每年都去中国看爷爷，奶奶。妈妈

说：“如果你能学好中文，我可以带你去中国玩。”我

说：“好的，我一定要把中文学好。” 

┈┈┈┈┈┈┈┈┈┈┈┈┈┈┈┈┈┈┈ 

李欣怡 

3/7/06 

今天我去看七年级的话剧 “Once upon a 

Mattress”。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去的。我很高兴。现在

我已经回来了，感觉特别累，但我很喜欢这个话剧。我

妈妈没有去。 

3/19/06 

今天我要去中文学校。我很喜欢中文学校，在那里我学

了很多字。在学前班，我学会了拼音。我现在四年纪

了，我已经可以造句和写作文了。我还交了很多好朋

友。 

┈┈┈┈┈┈┈┈┈┈┈┈┈┈┈┈┈┈┈ 

孔令熙 

3/10/06 

我去了 Royal Sonesta 旅馆，我的房间是九二三，有两

张床铺。我在 Galleria 吃了晚饭，还喝了汤。吃完饭

后我妈妈去买东西，我、爸爸和妹妹去玩具店，我们没

有买什么。回到旅馆后我们去游泳，游完泳后我们去酒

吧，我吃了冰淇淋，然后回到我的房间睡觉。 

3/12/06 

我有一个生日活动。我的生日活动是去水旅馆。我邀请

了三个好朋友，我们一起看了鲨鱼和海龟。我喜欢的是

海龟，我们还看了电影《鲨鱼》。这是我最好的生日活

动，因为我和我的朋友玩的非常高兴。 

3/18/06 

今天我有钢琴课，我的钢琴老师是一个女的。我需要弹

两首曲子和弹两个小调，一个是 E小调，一个是 A调。

我最长的曲子有五张纸，最短的曲有两行。我会弹三十

多个曲子。我喜欢弹钢琴。 

┈┈┈┈┈┈┈┈┈┈┈┈┈┈┈┈┈┈┈ 

马翔 

3/11/06 

每个星期六我都有篮球比赛。今天又是星期六了，早上

一起床我就开始兴奋起来。我的比赛是从 11:00 到

12:00。这场比赛打的很激烈。我们队合作的很好，我

投进了两个球。最有意思的是，我们队的 Ryan 从一个

很斜的角度投蓝，球在蓝圈上转了几圈才掉进蓝网里。

球进去后，全场都为他鼓掌欢呼。我们队以２２比１０

赢了这场比赛。 

3/16/06 

今天晚上非常特别，Acton 小学为四年纪学生办 Star 

Party。我和妈妈参加了，非常好玩。我学会了看星

星，了解了天文学家加俐略的故事，还有许多与天文有

关的知识。 

┈┈┈┈┈┈┈┈┈┈┈┈┈┈┈┈┈┈┈ 

邝凯菲 

3/18/06 

今天我去了袁梦唅的生日聚会。生日聚会地点在

Sudbury。我给袁梦唅买了一个书卡。我们游了一个小

时的泳，然后吃了 pizza 和旦糕。她的生日很好玩。 

┈┈┈┈┈┈┈┈┈┈┈┈┈┈┈┈┈┈┈ 

周晨 

3/14/06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日子。我的同学们和我去看了一个很

好的德国戏，叫”My hean in a suitcase”，它有很

多感情故事。我觉得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戏。 

3/16/06 

今天我醒得很早，我终于能去我爸爸的办公室。我的爸

爸办公楼很大。在我去餐厅的路上我看到一群鸭子和火

鸡。我的妹妹 Elaine,一看到火鸡就高兴地跳起来。我

们马上跑过去跟火鸡玩，我们玩的很开心。 

3/17/06 

昨天我去了爸爸的办公室，今天我要去妈妈的办公室，

我很兴奋，妈妈有很多朋友。她们请我们去 Cheuuteu 

吃午饭。我们吃的很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