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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的秋天非常美丽。沿着 2号公路往西开，可以到达麻州和纽

约州的交界。这条路也叫 Mohawk Trail，是当年印第安人的贸易通

道。或平地或山路，那种旖丽的秋色让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西边

还有麻州的最高峰 Mount Greylock。 站在峰顶，彷佛置身于色彩浓

重的油画之中。同是緑色的叶子，不知道怎么会演绎出那么多种的色

彩来。红橙黄緑，姹紫艳红。每一种颜色还有深深浅浅的不同。加 

上光和影的配合，让人叹为观止。大自然好象是一个最高明的指挥，

让山川树木同奏一曲彩色的秋之歌，所有的色彩声音融为一体，那么

富丽堂皇，优美和谐。 

 

秋天是一个成熟的季节。它好象是人的壮年。在这个年龄，精力依然

充沛，却懂得了与自然相比人算什么的谦卑。在这个年龄，仍然充满

自信，却更拥有了欣赏与自己 不同色彩的人的胸襟。在这个年龄，

决策力比年轻时果敢，却更有了少数服从多数的自律。在这个年龄，

开始愿意抛开小我，把自己融入集体之中，懂得欣赏大合唱 和交响

乐的美丽。 

 

成熟是一种包容，一种气度。一群成熟的人才能组成有凝聚力的集

体。一个有凝聚力的集体才能不断壮大，兴旺发达。我们艾克顿中文

学校正是由许多具有新英格兰秋之气质的年轻的成年人组成的集体。

它有个性，有色彩，有热情。它更多元化，更有包容力，兼容性。 

 

建校近四年来，无数艾克顿和邻镇的华人走进了教师队伍，行政管理

团队，家长会和董事会。为中文学校的建设发光发热，群策群力。迄

今为止，我们艾克顿中文学校 已发展成为在波士顿地区非常有影响

力，老师，助教和后备老师近五十人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学校。拥有在

校学生四百五十多人，学生中有 10％ 来自美国或其它种族的家庭。

美国成年人来我校学中文的人数也在不断上升。我们中文学校是个包

罗万象，人气鼎盛的大家庭。 

 

董事会和校行政在着眼办学的同时，也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心系

社区，用自己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吸引美国主流文化。这次金秋“艾

克顿中国民族音乐之夜”就是一次非常有影响力和深远意义的尝试。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每个游子心中不变的旋律

是“绿叶对根的眷恋”。让我们心中的旋律共鸣，让我们的色彩和声

音交融，那一定是金秋最美丽最和谐最动人的交响乐。 

金秋交响乐 
副校长 苟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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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ichard Calandrella 
 

The auditorium at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High School resonated with the sights and sounds of 
China this past Saturday (October 21, 2006) as almost 200 performers presented a nigh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to a near-capacity audience of more than 850 people – both 
Asian and American, young and old. 
 
Throughout the evening’s two and one half hour performance, the audience repeatedly reacted with 
enthusiastic applause and cheering as group after group appeared before them, and it seemed as if 
the haunting ton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s, the stirring and passionate choral 
singing, and the graceful movement of colorful dancers flowing rhythmically across the stage 
reached out to embrace them all. 
 
“Tonight’s performance was a powerful demonstration that art and music have no boundaries, and 
they can reach deep into people’s hearts not matter what their heritage or age may be,” said 
Michelle Deng, Principal of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Many invited guests echoed that sentiment, including Walter Foster from the Acton Board of 
Selectmen who said “This is truly amazing, we’d like to see more of these kinds of events in the 
future.” 
 
Pat Sills from the Acton Memorial Library Foundation said “it was a unique and wonderful evening 
and the performances were beautiful to see and hear.” 
 
Susan Horn, Assistant Superintendent of the Acton and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Schools, added 
“I had such a wonderful night.” 
 
“The performance was fantastic,” noted Beth Petr from the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PTSO, and 
Ann Budner and Rachel Lucas, Co-Chairpersons of the Acton-Boxborough Cultural Council added “we 
loved the show and are very interested in planning another Chinese culture show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sometime in February.” 
 
Nearly a dozen Acton and Boxborough teenage girls in traditional and colorful qipao dresses served 
as hostesses, greeting people at the door and assisting them to find seats. 
 

Sights and Sounds 
of China

        Resonate in Ac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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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ess and program announcer Sara Li from Carlisle kept the evening moving as she introduced 
each act by name, along with a brief history, and a description of what they would perform.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nductor 
Chi-Sun Chan, the Adult and Youth 
Chinese Music Ensembles of the 
Greater Boston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GBCCA) opened the 
evening’s performance by presenting 
an on-stage demonstration of many 
of their instruments to acquaint the 
audience with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s unfamiliar to most 
Americans.  
 
These included the Erhu (bowed 
string instrument); the Dulcimer (a 
stringed instrument played with two 
padded bamboo hammers); the Dizi 
(Chinese bamboo flute), and many 
more. 
 
The entire ensemble then presented two very different musical pieces – “New Year Festivities” (a 
Northeast China folk song) and “Shepherd Lover” (Shanxi Province folk song). 
 
Appearing next, greeted by loud applause and cheering, was a group of young dancers under the 
age of 12, many from Acton and Boxborough. Representing Biyun’s Children Chinese Folk Dance 
Troupe, and dressed in bright red costumes with multi-colored aprons and long-flowing white 
sleeves, they performed a beautiful Tibetan children folk dance called “Washing Clothes in the 
Stream.” 
 
Two members of the GBCCA --- Victoria Chen and Eric Ho - then presented a powerful dulcimer duet 
called “General’s Command” (a song from Sichuan Province describing battle scenes).  
 
The stage again filled with dancers garbed in bright gold costume with spinning green umbrellas as 
members of the Angel Dance Troupe performed a delightful dance from south China called “Inner 
Reaches of Bamboo Bushes.” 
 
As the first part of the program was drawing to a close, Michelle Teng in beautiful white and red silk 
dress played her Dizi (flute) solo entitled “New Song of the Herdsman” (a sample of new music 
popular in China today). 
 
And to close out Part I,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Dance Troupe of the American Chinese Art Society, 
appeared on stage in bright red fringed and flowered costume with their Erhu stringed instruments 
to dance the melodic piece called “Play on the String.” 
 
As the curtain opened for Part II, the audience gasped in awe and then broke out into loud applause 
as nearly 90 singers in flowing white dresses and black tuxedos appeared on vertical risers before 
them to fill the entir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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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st group from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dult Chorus, joined by singers from other 
Chinese choruses in Andover and Newton, Massachusetts, the Boston Area’s Yellow River Art Society, 
and the Chinese Choral Arts Society of Connecticut,  presented three choral pieces: “Kangding Love 
Song” (a folk song from Kangding, China), “Lift up Your Veil” (a rousing Uzbek folk song from 
Northwest China) and “Sing the World Together” (a stirring American choral piece). 
 
The audience demanded an encore from Conductor Wanjun Qiao, who returned to the stage to lead 
the chorus in another verse of “Lift up Your Veil” which had the entire audience enthusiastically 
hand-clapping to the rhythm. 
 
GBCCA member Jun Cai then presented “Camel Bells Along the Silk Road” (folk song from Northwest 
China) as a solo on the Ruan (moon-shaped, short neck lute).   
 
Another GBCCA solo called “The Blossoming of Flowers” (folk song of the Shanxi people) was 
presented by Shin-Yi Yang on the Zheng (plucked string instrumen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Dance Troupe returned in stunning yellow and purple dresses to present 
“The Beautiful Dai Maidens” and they were followed by the Huazi Dance Troupe in brilliant red 
costume with white flowing sleeves moving fluidly across the stage performing “The Auspicious 
Folksong” (an ancient and joyful Tibetan folk dance). 
 
To close the evening’s performance, the entire GBCCA ensemble took the stage to play “Blossoms 
Under a Full Moon” (joint ensemble depicting happy people playing under a full moon); and 
“Fisherman’s Song of the Eastern Sea” (joint ensemble portraying fishermen at work on the ocean).  
The “Acton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Night” was jointly presented by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nd the Acton Memorial Library Foundation, and supported, in part, by a grant from the 

Acton-Boxborough Cultural Council, 
and numerous businesses 
throughout the loc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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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学生们的成长，得从头讲起。 2002刚

搬来，参加了当地华人夏日野餐，认识了许多

热情的华人朋友。当时的 Acton没有一个教中
国儿童舞的地方。我在一位热情的好朋友的鼓

励帮助下，在她居住的小区 Lexington Dr。 租
用下了 club house 的一个空间， 试开了
一个几天的夏日碧云小舞班，效果很不

错。 
半年后的 2003 春天，Acton 社区 建

立了中文学校，我和大家一样高兴极

了，积极参与新校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工

作，协助合作策划了第一年的校庆舞

会，春节演出和期末汇报演出。 
有了一个方便的华人社区中心和学

校，学生多了,  热热闹闹一学期，一学
期的很快过去了。 如何继续把中国儿
童舞的教学做好？从普及到提高，进入专业，

我和学校家长们开始有了很多的交流。但由于

师资、 课时、教室
的限制，很难同时满

足不同年龄、条件、

舞蹈程度的学生的要

求。我试想或许碧云

舞班可以解决一些中

文学校暂时不能解决

的问题。 
2003 秋，我报着

只要有钱租用场地，

工资无所谓的想法，

大胆的租下了当地的

芭蕾舞校的专业教

室，继续了发展舞班

的教学。没想到很快又来了个大难题 －当时有
了一个节目，可因为没有中国舞服，分给家长

们自做也来不及，我无法送学生们去参加当年

九月亚洲文中心首办的各中文学校儿舞展。我

为此好难过，只好安慰自己说慢慢来吧，同时

打电话去中国给妈妈求助。过了不久，收到了

一包包邮来的美丽的小舞服。我高兴极了，我

终于可以送学生们去参加 11月份的当地小学
国际节演出。就这样，我和家长们结合中文学

校和社区小学的这几年的各种文化活动，在春

节、情人节、独立日、元宵节、中秋节和国际

日的活动中演出中国舞，加上各学期和夏日班

的汇报演出等等,   给 Acton 地区的学生们带来
了跳中国舞热。 

 转眼学生们长大了许多，通过这几年来的
中国舞训练,加上当地芭蕾舞校的辅助训练，我

们有了一群不错的中国舞蹈学生。建立

了碧云儿童舞团，曾代表中文学校去参

加过麻省中国儿童舞的第一和第二届的

比赛，获得了金奖。也有多位学生们考

上了市区的舞团,   担任主要角色。作为
老师，为成长的学生们祝福。作为艺

人，我很知足了，它圆了一个我离开舞

台多年仍念念不忘的梦。从专业演员转

为儿童舞老师的过程，对我来说很有意

义。  
我希望继续共同学习，坚持努力，

稳步发展。我相信，学生们的舞蹈才华是可以

不断培养出来的。欢迎 有更多的喜爱中国舞的
学生们来参加中文学

校舞班和碧云舞团。

我们有好的团队,  在
2007  年春天, 还可以
再去参加第三届的麻

省中国儿童舞比赛。

只要团结努力，我们

的社区文化生活会越

来越好。在此再次谢

谢中文学校的大力协

助，谢谢校刊。我会

记录下更多的学生们

的小故事和大家交

流。 
 
 
 
 
 
 
 
 
 
 
 
 

 

在
舞
蹈
中
成
长 朱

碧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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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 Nashoba Celebrates Autumn Moon Festival 
--by Susan Avery 

 
Those of us who have adopted children in China try to learn about and honor cultural traditions 
from the country of our children’s birth.  In 1998, some of us in the Acton area first gathered 
with our young daughters to celebrate the Autumn Moon Festival.  October 6, 2006, was our 
eighth annual Autumn Moon celebration. Each year we gather at NARA Park to share an 
evening picnic and watch the full Autumn Moon rise over the pond. I usually read a story about 
the moon goddess Chang E. The children gathered on the beach light candles in cups of sand and 
launch them on the moonlit pond. As they place the candle boats in the water, the children are 
encouraged to think of people far away who may be watching the same moon—perhaps their 
birth parents or those who took care of them in China.  After the celebration the older girls roll 
up their jeans and retrieve the candles from the water.  
 
We have made a distinctively American adaptation to the customs of this celebr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mooncakes we provide jelly munchkins from Dunkin’ Donuts. As they are 
small and round, they share the symbolic quality of the original, yet they seem to have greater 
appeal to the palate of our Chinese-American children. 
 
 
 
 
 
 
 
 
 
 
 
 
 
 
 
 

 

艾克顿“福娃”旗队表演记实 （一） 
振龙 

 

福娃走进 NFL 
 

9月24日是一个美丽的星期天。成千上
万新英格兰爱国者（Patriots) 球迷们，正翘首
以待当晚在吉利球场 （Gillette Stadium) 的橄

榄球赛。对手是强悍的Denver Broncos。上赛
季Patriots再夺冠军之梦，便是眼睁睁地断送在
这些Broncos的手上。今年Patriots实力如何，
此比赛无疑是一试金石。NBC 将于黄金时段
晚八时实况转播，全美国橄榄球迷们都可目睹

Patriots的表现。  

This is the first article in what will be a regular column about Families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  This 
issue’s Guest Columnist, Susan Avery, is Membership Chairman of FCC-New England。 She lives in 
Acton with her husband and three children, all adopted from China。 
 
Have a column idea for next issue?  Contact Virginia Ross Taylor at virginiar@mindsp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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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北京将于08年举办在中国的
第一个奥运会。但是，中国并不是一个橄榄球

的国度。奥运会上也无橄榄球项目。可奇怪的

是，千百万中国观众，今晚却也将关注的目光

投向了波士顿南郊的Gillette Stadium！ 究其原
因，北京奥运吉祥物 , 五个憨厚可爱的“福
娃”，当晚将在Gillette Stadium首次向美国人
民亮相！ 

北京奥运会定于2008年8月8日开幕。去
年11月以来，“福娃全球送吉祥”的宣传活动
已紧锣密鼓地展开。在美国的第一站，选定了

9月24日在Gillette Stadium 的橄榄球赛。美国
橄榄球大联盟 （NFL）早有意将橄榄球推广至
中国。于是，北京奥组委与NFL 一拍即合，
NFL 将于2007年8月8日, 即北京奥运倒计时一
周年之际,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一场名为

“China Bowl" 的季前赛。参赛队伍为Patriots 
和Seattle Seahawks。 

今晚，北京奥组委负责人将作为NFL 
特邀嘉宾，出席Patriots－Broncos 比赛开球仪
式。并且，比赛中场休息时段，五个可爱的福

娃将出场表演。在诺大的橄榄球场上，88名由
波士顿华人组成的旗队将展现英姿，为北京奥

运舞旗助威。 
 

旗队选兵 Acton 

 

这次“福娃走进NFL”活动由北京奥组
委总策划，授权 “北京青年报”举 办。北京
市侨办作为海外特别支持机构，旋即同波士顿

地区华人社团取得联系, 由剑桥中文学校负责
组建这88人的旗队。接到剑桥中文学校陶凯校
长9月6日的邀请，艾克顿中文学校当仁不让，
立刻承诺选派15名队员参加。在前任和现任董
事会长王泽养，刘玉明，及正副校长邓敏，苟

燕妮的支持下，队长戴朝阳于9月10日正式着
手Acton 队伍的组建工作。 
 欲达其功，必选良才。早于9月7日，王
泽养，刘玉明便在艾克顿中文学校Mailing List 
上发出通知，号召大家踊跃参加此福娃活动。

得知有机会去Gillette Stadium，置身Patriots 与
Broncos 的比赛中。暂且不说福娃活动是何种
事，一日之内便有近三十人积极响应。要知，

平常得一Patriots 的球票，何为其难；能看上
这场Patriots 和Boncos 的比赛，则是难上加
难。但是，这次活动非同小可，并非组织大家

集体去看球赛，而是要上场表演。必须选拔15
名尽心尽力的队员！王泽养指出: "这是我们第
一次和波士顿地区其他中文学校联合搞活动，

要搞就要像个样子 "。 
 9月10日，戴朝阳队长对每人明言以
告，参加福娃活动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身高1米62至1米75，男女不限 （这是从
北京来的指示）；（2）每人必须保证能参加
所有的三次排练和最终演出，缺一不可。三次

排练是：9月22日晚（星期五），9月23日下午
（星期六）和9月24日下午（星期天），每次
大约3小时。最后的表演则在星期天晚上；
（3）我们参加这次活动是代表广大波士顿华
人为北京奥运作贡献，届时能否看上橄榄球赛

尚未可知。此言一出，反应纷纭。最终，十七

名“铁杆”表示将贯彻始终。于是，根据回复

e-mail 的先后次序，前十五名当选为正式队
员，另两位则作为后备。9月14日，艾克顿中
文学校旗队15人名单报给陶凯，去通知北京订
做运动上装。说来也巧，9月22日晚，牛顿中
文学校一人因故未到，我们的一名后备队员填

上这个空缺。如此一来，艾克顿中文学校旗队

便有十六名成员。他们是：张键，付晶，陈永

刚，周显杰，徐卫东，李漫，李杰，沈畅，龚

欣，王惠，裴哓华，戴朝阳，李燕，夏瑜，陈

刊迈 和 张志明。其中，付晶，李燕，陈刊迈
是在校中学生。 
 

 

(未完待续) 

 

 

 

 

 

(本期轻轻松松学中文答案：小狗是白色的，

毛很短，尾巴又又短又粗，戴着蓝色的脖圈。 

挑小猫答案：小红挑了小白，明明挑了小黑，

大卫挑了闹闹，云云挑了眯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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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OOOODD  SSCCHHOOOOLL  

RREEAALLTTYY,,   IINNCC..   

124 Main Street, Acton  Tel: 978.264.0900 
www.goodschoolrealty.com 

Sudbury: One level living ranch on a level 
0.7 acre lot.  Features 3 bedrooms, 2 
baths, 2-car garage, hardwood floors 
throughout.  32 Landham Road, Sudbury.  
$450,000. 

Acton: Almost like new Dutch colonial 
house in a Cul-de-Sac location.  Walk 
Douglas School and West Acton Village.   
4 bedrooms, 2.5 baths, 2-car garage, 
hardwood floors throughout, 2400 sf.  6 
Houghton Lane, Acton. $545,100. 

Acton: 4-bedroom traditional colonial, 2 
baths, 2-car garage, 1900 sf, 0.5-acre 
level lot in south Acton.  Best value for a 
colonial style house in Acton. 27 Adams 
Street, Acton.  Only $439,000. 

Harvard: Dutche colonial in a Cul-de-Sac 
location with a potential 2nd lot.  3 Huge 
bedrooms, 2 baths, 2-car garage.  2100 sf. 
11 Mettacomett Path, Harvard. Only 
$5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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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疯狂 十月时事回顾 
瓜农 

 
进入十月后，天高云淡，秋意渐浓。在这个平静的季节里，世界仍依照其故有的运作规律，上演

着一幕幕的人间悲喜剧 － 光荣与梦想独宠北美，鲜血伴枪声震惊校园；股票随股市涨跌无序，

伊朗并北韩挑衅有方。这是一段理性与疯狂并存的日子。 

 

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各个奖项陆续揭晓，各学科的领军人物凭借其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或实验发

现，赢得诺贝尔奖的殊荣和人们的尊敬。与往年不同的是，瑞典皇家科学院把今年所有的“硬

奖”都颁给了美国科学家：物理学奖－NASA 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的约翰·麦泽尔（John 

Mather）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研究中心的乔治·斯穆特（George Smoot）；生理学/医学 －

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胚胎学部的安德鲁·菲尔（Andrew Fire）和马萨诸塞大学癌症中心的克雷

格·梅洛（Craig Mello）；化学－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杰·科恩伯格（Roger Kornberg）；经济学 

－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只有相对“软性”的文学奖颁给了

土耳其作家奥尔汉·帕穆克（Orhan Pamuk）和历来被认为是“政治奖”的和平奖被授予孟加拉人

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和他创立的 Grameen 小额信贷银行。这在一百零六年的诺

贝尔奖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美国人自是一片欢天喜地不说，他国的科学家们也纷纷向美国同行

表示祝贺，虽然其中难免包含些许失望。这毕竟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是理性和激情共同演绎

的绚丽花朵。 

 

同样充满理性的校园，在十月间却经历了不应有的疯狂。 

 

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县天堂镇（Paradise Township）是一个 Amish 人聚居的小镇， 民风简朴、

和平而安宁。 然而小镇平静的生活，在 10月 2 日被彻底的打破了。当地一名运送牛奶的卡车司

机查尔斯·卡尔·罗伯茨（Charles Carl Roberts），精神似乎出了点问题，因为幼年时遭遇的侮

辱和多年前新生女儿的死亡， 疯劲大发，在当日上午持枪闯入一所社区学校，劫持了 12 名女学

生作为人质。在与随后赶来的警方短暂对峙后，大开杀戒，致使包括劫持者在内的 5人死亡、6

人受伤。这是自 9月底以来不到一周时间内美国发生的第三起校园枪击事件。9月 27 日，科罗拉

多州一所高中发生劫持人质事件，造成 2人死亡。29 日，威斯康星州一所中学的 1名学生将校长

枪杀。10 月 9 日，一名 13 岁的学生当日早晨手持 AK-47 冲锋枪闯入密苏里州乔普林一所中学的

一座建筑，并朝天花板开枪，最后缴枪投降，没有人在这起事件中受伤。 

 

校园暴力不是美国特有的现象，中国马加爵的冷血也同样让人记忆忧新，但美国却无奈地在数量

和暴力程度上当了不光彩的老大。看看周围彬彬有礼的同事、邻居和路人，很难让人相信人性会

扭曲到如此疯狂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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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疯狂，官方和坊间最众口一词的恐怕非北朝鲜莫属。一个 2200 多万人口的小国，供养着也许

是按人口比例来说全球第一庞大的 110 万人的军队，置国内贫困潦倒的民生和邻国的再三劝阻与

警告于不顾，玩出了个大动静 －在距中国边境仅 70 公里的咸镜北道花台的地下坑道里，“悍

然”（中国外交部用语）进行了核试爆。虽然试爆的当量是小到近似战术核武器的 1000 吨级，

其所制造的政治冲击波却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美国目瞪口呆，中韩深感不安，日本磨刀霍霍，

只有伊朗在暗中偷笑。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性在金同志面前成了一个摆设。事实明摆着，如果朝

鲜成为有核国家，并以此成功地吓阻了他国的武力干涉，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果主权只有靠核武

器才能确保，我们为什么不走这条路？如果金同志试爆了核武器别人就对他无可奈何，那艾哈卖

得内贾德为什么要自废武功、放弃核浓缩计划、等着布什来打？出于各种目的，一时间要求严厉

惩罚、制裁北朝鲜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可面对北朝鲜这个极度闭关锁国的国家，一个实行思想

重压、权力世袭的政权，一片充满了饥饿和灾难的土地，国际社会的压力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试爆后不久，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急奔平壤与小金密谈，美国国务卿赖斯飞赴东北亚同中日韩俄

外长们磋商，日本外相麻生太郎扬言发展核武，韩国总统卢武铉重申阳光计划。各自展开浑身解

数，要稳住北朝鲜，压住伊朗，保住面子，护住里子。面对濒临失控的朝鲜局势，毕竟理性的办

法有较大的成功的可能。 

 

北朝鲜人对社会制度和国计民生的理解，用现在的眼光看来确实比较另类，但是在三十年前的中

国，支持这种做法的大有人在。如果不是当年发生的一件大事，就不一定会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和

经济大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天翻地覆的变化，也许中国现在会和北朝鲜一同成为一对特立

独行的穷哥们。这件大事，就是 1976 年 10 月的粉碎“四人帮”事件。 

 

王、张、江、姚，分开来念，就是四个再普通不过的中文姓氏，但是这四个姓氏按这个顺序排在

一起，那就是一个政治名词，跟“四人帮”一样是当时中国家喻户晓的字眼，现今三十七岁往上

的国人对此应该有深刻的印象（当时几乎所有小学生以上的人，在各机关、企业、学校，都参与

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庆祝活动，故有此“三十七岁”之说 ）。据记载，毛泽东主席去世后，时任中

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春桥，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和姚文元，“迫不

及待地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1976 年 10 月 6 日，主席去世不到一个月，华国锋、李先

念、叶剑英等人在中央警卫部队领导汪东兴的支持下，设计诱捕了王张江姚及其支持者，随后宣

布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也随之结束。全国性的集会游行庆祝活动持续了数月之久。1981

年 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特别法庭对四人帮进行公开审判，王张江姚各被判处

死缓、无期和二十年不等。在江青于 1991 年、王洪文于 1992 年、张春桥和姚文元于 2005 年相

继病故后，“四人帮”终于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 

 

历史不能假设，所以我们也无法确定如果王张江姚继续掌权的话中国会走出一个怎样的道路。但

对比七十年代的中国和当代北朝鲜的惊人相似，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测，在社会主义原教旨主义的

纲领下，当年中国的革命劲头会继续其巨大的破坏力，国计民生在经济崩溃的边缘挣扎，国人继

续在穷困潦倒中做着解放全人类的春秋大梦。 

 

美国人不爱做梦，一部理智、冷静、现实的宪法将这一点表露无遗。但最近股市的冲天牛气似乎

又在改变人们的这一观念 －在经历了六年的反复崩溃、反弹、下滑、复苏、冲顶的慢慢长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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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琼斯指数在十月间拉出了一根长长的阳线，终于突破 12000 点，创出一个又一个的历史新高；

与其相对应的，原油价格下降到了一年以来的最低点。数据显示，高科技股升值强劲，风险投资

市场重新开始活跃，折扣证券公司也普遍报告盈利增加，显示散户在涌入股市。仿佛民众又开始

像六年前那样，手上数着股票，眼中盯着道指，心里盘算着哪一天成为百万、千万富翁(婆)，就

可以立马退休，到阿尔卑斯山上滑雪，阿拉斯加林中猎熊去了。 

 

与六年前全民捧股的狂热不同的是，经历了当年陡升陡降、大喜大悲之后，市场情绪明显地低调

了很多。虽然道指创出记录时新闻高调报道，但再也不见当年无数媒体、网站爆炒真假消息、民

众认真讨论道指 30000 点的虚浮乐观景象。拉动股市上涨的原因主要有：美联储暂停了其两年多

来连续总共十七次的加息举措，市场普遍认为这一轮的财政紧缩政策已经结束；近期的油价下跌

使通货膨胀的风险降低，美国经济软着陆的预期促进了股市的上涨；房地产市场全国范围的大幅

降温使得一部分资金从房市转移到股市，支撑了股市的上升势头。美国和欧洲的总体经济数据并

没有强劲增长的迹象，美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只有 2％左右。OPEC 的大佬们也不愿意

坐视油价下跌，20 日又抛出了减产保价的老一套，加剧了市场的动荡。“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

绳”，在激情四溢的华尔街，投资者们明显地保持了理智的清醒，谨慎地提防着历史的又一次重

演。 

 

金秋的十月，一部理性与疯狂的奇妙变奏。 

 
 
 
 
 
 
 
 
 
 
 
 
 

 
 
 
 
 
 
 
 
 
 
 

新东方超市 
     476 King St, Littleton, MA 01460 
                   Tel: 978-486-8128 
                 Monday - Sunday 10:00am ~ 7:00pm   

 
        经营范围： 
 新鲜蔬菜，罐头食品，冷藏食物， 
 新鲜豆腐，豆类制品，各种面食， 
 风味小吃，南北调料，厨房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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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过鬼节 
小雪 

 
最早听说鬼节(Halloween)，还是在很多年
以前的大学英文课上。到现在还清楚地记

得，当初满怀好奇听外教娓娓讲述鬼节里

孩子们是怎样的翘首盼望，怎样的乔装打

扮，怎样的高喊“Trick or Treat！” 。记
忆最深刻的是南瓜灯(jackle lantern)，巫婆
(witches)， 和臭鸡蛋(trick)。 
 
刚到波士顿时，和几个穷学生朋友在布来

顿 (Brighton) 合租一个双家庭(Two-family 
house) ,  颇有点 “七十二家房客”的味
道。因为没有孩子在身边，加上大家都初

来乍 到，对什么时候该过什么节知之甚
少，经历的第一个鬼节便非常狼狈。 
 
记得那是个周末，刚刚从学校用功回来，

准备做晚饭，门铃响了。打开门，三个公

主装扮的小姑娘站在门口，每人手里一个

小筐，齐声喊“Trick or Treat！”。一下子
回 过神 来，糟糕！今天是鬼节。只说了声
“Wait a minute!”就冲进屋里去找糖。心
里 嘀咕着，生怕拿不出糖来被扔臭鸡蛋。
好不容易三块糖送走了三位公主。可接下

来该 怎么办？室友正好在打电话，于是顺
便让她请教对方没有糖了该怎么办。电话

那端大笑 ，指示关了所有的灯。这一招果
然灵验，整个晚上再没有听到门铃声。

嘿，你可别偷着笑我们，在那个“一分钱

掰成两半花”的日子，还能有什么办法比

这更好呢？ 

 
有了这一次的经历，第二年就多少有些准

备了。女儿这时已来美国，从幼儿园学了

不少“美国文化”。早早地就知道鬼节快

到了。鬼节那天，朋友们把糖凑到一起，

谁早回来就负责发糖。晚饭后，我带着装

扮成小白兔的女儿挨家要糖去了，后方由

一位朋友留守。待我们满载而归，走到家

门口，咦！怎么又是黑灯瞎火的。进门一

问，原来糖早早的就发完了，没办法只好

故伎重演。原来留守的这位在国内新婚不

久，人家把糖当喜糖发，论把地抓，论捧

地给。难怪他自己抱怨，小孩子们跟蝗虫

似地蜂拥而来，接应不暇。 
 
从那以后，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鬼节，每

次都有新的收获。常和现在已是高中生的

女儿回忆起所经历的鬼节，最难忘的是

“猫家”。“猫家”是我们在布来顿 时的
隔壁邻居。因为有一只可爱的小猫而得

名。“猫家”属于劳动人民，房子不大，

属于很旧很旧的那种。门前修了个小花

园，精心装点。国庆节、哥伦布节、感恩

节、圣诞节 ……每个节日都变换不同的装
饰。鬼节是装点最丰富多采的：门前 一个 
稻草人 , 几个南瓜掏空刻出不同的鬼脸摆
在四周，黑袍黑帽的巫婆骑在扫帚上， 好
像只要一有动静就会立刻升天，蜘蛛网密

布在窗门和枝头上，小花园的水池里 有徜
徜流 水， 也不知从那 个角落会不时地发
出几声低沉的叹息。彩灯挂满房前屋后 ， 
一律的桔黄色 和深蓝色，一到夜晚就散发
着阴森森的鬼气。鬼节的晚上气氛更是登

峰造极，男主人躲在稻草人里向路过的大

人和孩子握手，女主人带着女儿们在灯光

昏暗、 弥漫着阴森音乐的屋里给孩子们发
糖。起初我还担心女儿会害怕，没想到她

小小年纪 竟毫无惧色地走上前去与稻草人
握手，兴高采烈的进屋去拿糖。 
 
到 Natick Mall 要糖的经历也很难忘。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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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节当天晚上六点钟开始，Mall 里每一家
店 都会 有一两个人盛装站在门口发糖。大
人孩子们成群结队的来，个个装扮五彩缤

纷， 奇形怪状。只要你的孩子有劲儿，尽
可以楼上楼下地跑，挨个店地要，保证满

载而归。最引人入胜的是橱窗里专门为鬼

节搞的摆设，有血淋淋的，有阴森恐怖

的，有荒诞无稽的，也有令人作呕的。记

得有一次走过一个橱窗，一个盘子里是棕

黑色的一堆，我刚想说，“怎么跟屎似

的。”再一看旁边的标签上写着“I made 
it!” 
 
来到艾克顿，鬼节又有了新花样。在我们

住的小区，每年的十月初，当家家户户的

鬼节摆设初上时，有一个叫做“Phantom”
的幽灵就开始在小区内游荡。刚搬来那

年，十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天已经擦黑，

听见门铃响了两下，忙着去开后门，没

人；再忙着去开前门，也没人。怪了！再

一看，前门的把手上挂了一个小包。慌张

中没敢伸手去拿，大声高喊，“老公，快

来看呀！”先生边走边说，“什么事呀？

大惊小怪的！”待取下小包往里一看，是

些巧克力糖果。那会儿还没发生九一一事

件呢，可心里那根阶级斗争的弦还是下意

识绷紧了一下。于是房前屋后的仔细查看

一番才进得屋来。待把包里的东西统统倒

出来，看到里面掉出一张纸，上面画了个

鬼魂 (Phantom)， 有 小字说明“祝贺！贵
宅有幸被活动在我们小区的鬼魂袭击。请

将此画和说 明复制一份，张贴门上，并尽
快袭击你的邻居。我们的目标是在鬼节到

来前袭击到所有人家！” 恍然大悟，才知
道是某位邻居搞的鬼，不禁哑然失笑。第

二天早晨送女儿 上校 车，邻居两个小男孩
表情可疑，我心里一下子明白了几分。待

校车开走，悄悄问 小男孩 的妈妈，才知道
两个小男孩昨晚看见我们惊惶失措的样

子，早笑得前仰后 合的了！ 

 
对於小孩子来说，要完糖，兴趣远还没有

结束。接下来是把糖倒在地毯上，一遍又

一遍地数。我观察女儿数糖时的那份满足

和兴奋，大概葛朗台数银子时也不过如

此。女儿在上小学时，曾有一次鬼节后作

业是按老师的要求数糖， 分门别类地数。
我和 先生都赞叹美国老师寓教于乐的本
事。 
 
鬼节给孩子装扮也是门艺术。最初，给女

儿头上戴对白耳朵，脖子上挂个白领结，

腰上系个白尾巴，活脱脱一只小白兔连蹦

带跳就出门了， 要求绝对不高。等见得多
了，要求就 一步一步高了，要当公主，要
扮巫婆。等再大一些，连店里现成的服装

都不能满足要求了，只好上布店。女儿按

自己的要求买布，东拼西凑自己做。尽管

做工实在是不敢恭维，可她穿在身上别提

有多满意了。 
 
女儿刚上初中(七年级)那年，她和几个好
朋友硬要装酷，愣说鬼节要糖是小孩子门

的把戏。于是乎突发奇想，决定鬼节不去

要糖了，要在索菲家开party。我能说什
么，只是一遍一遍地问 “Are you sure?” 
结果你猜都能猜得到，回来后那个后悔

哟，发 誓今后再 也不干这傻事儿了。哈
哈！孩子毕竟是孩子。 
 
祝所有的孩子门鬼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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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传奇之七 

 
 

崔勇员 

 
有声电影之前有无声电影，在 PC 机之前有

PDP-11 ， 在 柯 达 和 富 士 之 前 ， 有

Technicolor。在黑白电影到彩色电影的飞跃

中，有一门

值得一提的

Technicolor

技术，又译

“ 特 艺 七

彩”。  

 

远在我们小

时候看过的

早期大片，

乱世佳人，

雨中人，绿

野仙踪，白雪公主，格林寓言三头小猪，1940

年版的迪斯尼幻想曲(Fantasia) ，1948 年英

格丽·褒曼版的圣女贞德（Joan of Arc），

1974 年教父第二部， 近有 1997 年后的珍珠港

（Pearl Harbor），玩具故事（Toy Story)，

都采用了 Technicolor 技术，可以说是风光

极了。 

 

特艺七彩从发明到应用也充满了 startup 的

传奇色彩。Thomas Friedman 曾说过的 119 在

特艺七彩中也应验了。11 月 9 日是柏林墙被推

倒的日子，也是特艺七彩发明家之一 Herbert 

Thomas Kalmus 博士出生的日子。1881 年 11

月 9 日，Kalmus 博士出生在麻州的 Chelsea

市。Kalmus 博士和 Daniel Comstock 博士，技

术员 W。 Burton Wescott 同学于 1912 年创办

了一间公司，1915 年拿到了当时 venture 

capitalist Willian Coolidge 的一万美金投

资。 

 

特艺七彩技术的主要里程碑包括 1917 年第一

部单本（one reeler）影片 The Gulf 

Between 问世，和 1922 年第一部多本

（feature film）影片 The Toll of the Sea 

问世。这部片子是由有争议的好莱坞华裔女演

员 Anna May Wong 主演的。她的事迹，在 PBS

系列 Becoming American：The Chinese 

Experience 中有较详细的描述，有兴趣的同

学，不妨到 AML 把这部纪录片借回家复习。 

 

特艺七彩工艺上的神奇之处，莫过于它的彩

色，来源于拍摄到三条不同底片上的三种原

色。也就是说，拍摄的底片是三套黑白底片，

同时记录了三种原色光。后期制作

时，通过冲印和染色，再制作成彩

色底片，供放映机播放。 

 

50 年代后，柯达公司后来居上，发

明了彩色底片，从此，Technicolor 

老大的位置逐步被柯达替代。

1974，在美国的 Technicolor 制作

寿终正寝，在北美最后一部制作是

教父三部曲里的第二部。随后，像

许多其他技术一样，Technicolor 不远万里，

来到我们的祖国寻求新的发展，张艺谋的菊豆

据说就是用这一技术制作拷贝的。1993 年，在

北京的世界上最后一条生产线也停产了。 

 

1997 年，Technicolor 这一着色工艺又获得了

新生。有人发现，用 Technicolor 着的 色，

能够保持几十年不褪色，而在 1983 年前用柯

达技术着的色，最快的十年就褪色了。这样，

Technicolor 又在 1997 年刮起了一股旋风。有

几部大制作，就是用 Technicolor 着色的。无

奈其成本太高，最后还是被柯达的 VISION 系

统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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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方便中文學校顧客﹐ ACTON COFFEE & ICE CREAM 直接

在此把定單印出來。 顧客 可直接將定單填好後送, 傳真或

email 到店裡 (FAX﹕978- 264-9909; actoncoffee@yahoo。

com)。  店里有更详细的定單。 

注明取貨日期： ______________。本店地址﹕124 MAIN ST﹐ ACTON﹐ MA 01720。Tel: 978-264-1990。 

ITEM  UNIT 
PRICE 

QUANTITY SUB-TOTAL

Bubble Tea， 12 oz - 珍珠奶茶 $2。79   
Bubble Tea， 16 oz - 珍珠奶茶 $3。45   
Egg Tart -  蛋塔 $0。99   
Pineapple Bun - 菠蘿飽 $0。99   
Scallion Bun - 蔥飽 $1。19   
Cheese Bun - 奶酪飽 $1。19   
Creamy Bun - 克林飽 $1。19   
Coconut Bun - 椰子飽 $1。19   
Coconut Sweet Butter Bun -椰子奶蘇飽 $1。19   
Red Bean Bun -紅豆飽 $1。19   
Sweet Taro Bun -芋頭飽 $1。19   
Sweet Taro Pineapple Bun - 菠蘿芋頭飽 $1。19   
Butter Rolls - 小餐飽 $1。29   
Creamy Peanut Pineapple Bun - 菠蘿花生夾心 $1。29   
Mince Meat Pineapple Bun -菠蘿肉鬆夾心 $1。29   
Scallion & Mince Meat Bun -蔥肉鬆 $1。29   
Three Color Bun - 三色飽 $1。49   
Scallion & Mince Meat Roll -蔥花卷 $1。99   
Bomb Butter Bun -炸彈飽 $1。99   
White Toast Thin or Thick -白杜司 $2。49   
Wheat Toast Thin or Thick - 麥杜司 $2。49   
Pineapple Sweet Butter Toast - 菠蘿奶蘇杜司 $2。89   
Raisin Toast - 葡萄幹杜司 $2。89   
Red Bean Toast - 紅豆杜司 $2。89   
Sweet Taro - 芋頭杜司 $2。89   
Sweet Taro Sweet Butter - 芋頭奶蘇杜司 $2。89   
Raisin Cake - 葡萄幹卷 $1。99   
Chocolate Cake - 巧克力卷 $1。49   
Coffee Cake - 加啡卷 $1。49   
Orange Cake - 橘子卷 $1。49   
Fruit cake - 水果卷 $2。49   
Golden Horn Biscuit - 金牛角 $1。99   
Peanut butter cake - 花生卷 $1。99   
Green tea cake - 錄茶卷 $1。99   
Chocolate mousse slice - 巧克力穆斯 $2。89   
Mango mousse slice - 芒果穆斯 $2。89   
Angel Cherry Cheesecake slice - 櫻桃鬆奶酪穆斯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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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气的小狗 
 
小红，明明，大卫，和云云是邻居。一天晚上，一只小狗钻到院子里，把垃圾桶打翻了，

搞得院子里乱七八糟的，还很臭！大家听到动静，都打开窗户往外看，可是外面太黑，谁

也没看太清楚小狗的特征。 

 

小红说：我看见小狗是白色的，毛很卷，尾巴又长又细，还戴着红色的脖圈。 

明明说：不对，不对！小狗是黑色的，毛很短，尾巴又长又细，还戴着红色的脖圈。 

大卫说：我戴着眼镜，看清楚了小狗是金黄色的，毛很长，尾巴又长又细，还戴着蓝色的

脖圈。 

云云说：你们还是没说对，小狗是咖啡色的，毛很卷，尾巴又短又粗，还戴着红色的脖

圈。 

 

假设我告诉你，他们四个人每人只正确地描述了小狗的一个特征，而大家说对的特征都不

一样。现在，你再好好读一读小朋友们描述的特征，小狗是什么样的？ 
 

挑小猫 
 

小红，明明，大卫，和云云 一起去宠物店，看见四只可爱的小猫：小黑，眯眯，小白，

和闹闹。小黑和眯眯的毛又黑又长。小白和闹闹的毛又白又短。眯眯和小白正在睡觉。小

黑和闹闹正在打架。 

 

小红不要一只黑猫。 

明明不要一只短毛猫。 

大卫不要一只正在睡觉的猫。 

云云挑了小红和大卫不要的那只猫。 

 

四个小朋友抱着四只小猫高高兴兴地回家了。你猜猜看，他们每个人挑的是哪只猫？ 
 

 

(答案请在本期内找) 



No. 35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六年十月 

 17  

  
 
 

 
 

 
 

八年级学生作文     

指导教师：屠宁君 

 

我的名字叫悦恬。“悦”是高兴的意思。 

“悦”又和 “月”有同样的发音。我是晚上

十一点四十五分出生的。这天晚上, 天上挂着

一个圆圆的月亮, 所以爸爸和妈妈把 “悦”

字放在我的名字里。“恬”是安静的意思。  

悦恬是我的大名, 但是, 很少有人叫我悦恬,  

人们都爱叫我甜甜。“甜甜”是我的小名, 它

和我的英文名字“Melissa”的意思很相近。  

Melissa 是蜂蜜的意思, 而蜂蜜是非常甜的。  

－王悦恬 
 

我的名字是奶奶取的。“婷婷” 是形容一个

女孩婷婷玉立, 美好的样子。 妈妈本来希望

给我取名叫 “珮玲”。“珮”是碧玉的意思, 

“玪” 就是玲珑, 合在一起代表珍贵的意

思。妈妈说 “珮玲” 和我的英文名字 

“Pauline” 的发音很接近。但是, 最后妈妈

和奶奶决定还是叫我婷婷。妈妈说 “珮玲” 

和我的英文名字 “Pauline” 的发音很接

近。但是, 最后妈妈和奶奶决定还是叫我婷

婷。 

－郑婷婷 
 

我姓刘, 叫刘鈺。“鈺”是由左右两部分组成

的。左边是“金”字旁, 代表财富和金属的刚

强之意。  右边的 “玉” 代表美玉。“鈺” 

字整体含有宝物的意思。这个字是专门取名字

用的。 

－刘鈺 

 

我姓柴, 名字是蓉。妈妈觉得用花当作名字很

好听。她还觉得蓉花非常好看, 所以给我取名

叫柴蓉。 

－柴蓉 

 
六年级A班学生作文 

指导教师：靳宏 

 

我喜欢玩 LEGO。一开始我按着说明书搭，后来

再拆开，看看我能搭成什么。你也是这样的

吗？那你也和我一样，想当一个工程师。 

 

我叫林云，从小就想当一个工程师、发明家。

我喜欢看电视里的 Discovery Channel，因为

他们的节目展示了很多新的发明和探索。 

 

我今年十二岁了，是属狗的。我现在上七年

级，天天努力学习，为长大后当一个工程师或

发明家作准备。 

－林云 
 

我叫杨睿娜，我今年十二岁，现在读七年级。

我爱跳舞和踢足球，但骑马是我最喜欢的运

动。我也喜欢读书，尤其喜欢幻想类型的书。 

 

我现在在学中文，每个星期天要去中文学校。

在中文学校里我读六年级。我的中文不是很

好，做作业时经常要妈妈和爸爸帮助我。我觉

得中文很难学。 

－杨睿娜 
 

我的名字叫陈昌昊，今年十一岁。我在 Conant

学校上小学六年级。我出生在美国，属相是

狗。 

 

现在让我告诉你我喜欢甚么：我喜欢狗，喜欢

在电脑上玩。我最喜欢吃炸鸡和喝可乐。 

 

我的名字 

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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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东西我不喜欢：我不喜欢辣的东西，像

麻婆豆腐。我不喜欢猫，不喜欢吃鱼，也不喜

欢看医生。 

－陈昌昊 
 

我的名字是胡子俊，我今年十一岁了。我的学

校的名字是 Gates Elementry School，在

Acton。我喜欢玩游戏、看电视、玩儿电脑，

跟我的朋友玩。我会弹钢琴，也会下棋。星期

天早上我去教堂，然后去上钢琴课，琴弹完了

再去中文学校。我的星期天很忙。 

－胡子俊 
 

我的名字是皓天，今年十二岁，在 J。Grey 初

中上学。我上七年级，有许多朋友。我有一个

妹妹，今年五岁，她有的时候很顽皮。我很喜

欢大乒乓球，滑轱辘鞋，玩游戏。我的乒乓球

打得很好，还参加了一个乒乓俱乐部。 

 

我最喜欢得颜色是红色，在中国我买的衣服都

是红色的。我的数学很好，但作文写得不太

好。这个暑假我去了中国，在那儿上的夏令

营。在夏令营里我学了很多打乒乓球的技巧，

上了怎样滑轱辘鞋的课。我最喜欢的食物是饺

子，在中国的时候我去了一次“百饺园”，那

里有一百多种饺子。在那里我最喜欢吃的饺子

是三鲜的，但我还是觉得爸爸妈妈做的饺子是

最好吃的。 

 

我希望大家读完上面的介绍后能对我有个了

解。 

－沈皓天 
 
我的名字叫陈雪岩，英文叫 Larry Chen，十

一岁了，在 Merriam 学校上六年级。我喜欢打

篮球和棒球，已经打了好几年棒球了。我弟弟

的名字叫陈雪健，他今年九岁了。 

 

我上中文学校已经三年了。我也喜欢读书，喜

欢骑自行车和游泳，也会弹钢琴。我学钢琴考

了四年了，都考得很好。 

 

我的家住在 Acton。我喜欢听音乐，最喜欢得

歌是 Holiday。我很喜欢熊猫。我也喜欢旅

游。 

－陈雪岩 
 

我的名字是肖宇，在 Conant 学校读五年级。

在学校我最喜欢的是数学。我也喜欢踢足球、

打蓝球。我弹了五年钢琴，每天要弹半个小

时。有的时候我很忙就不弹，这样第二天就要

弹一个小时。我每天读书，我读的书经常是有

两百多页。我也喜欢玩游戏，有一个很喜欢的

游戏的名字是 Pokemon。 

 

我和我的朋友喜欢骑自行车，每星期我们都骑

好几次。 

－肖宇 
 

我叫乔艾伦，今年十二岁。我家里有爸爸妈

妈，还有一个十四岁的哥哥。 

 

我喜欢做很多事：喜欢打蓝球，打棒球，还喜

欢踢足球。我每天都会读书。有时我会玩电

脑，有时会看电视。 

 

在家里我很忙。我要做七年级的作业，又要做

中文作业和爸爸布置的作业。我有时好几天没

有时间玩。 

－乔艾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