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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问，中文学校的老师好不好当？我说容易也不容易。

 

如果您有爱心，有耐心，还有虚心， 加上有奉献精神，您就能当一

个好老师。您说：就这几条，那不是很容易吗？要说难也就一言难尽

了。 

 

先说有爱心， 我想每个家长都有，都爱自己的孩子。可是光这还不

够， 您得爱别人的孩子，爱全班每一个孩子。您可得注意了，每个

孩子都有很强的自尊心，您经常提问谁，表扬谁，批评谁，孩子们都

是心里有数的。您要稍不注意就会落下一个‘偏心眼’的结果。有爱

心是做一个好老师的基础，有了爱心其它的就容易了。 

 

说到有耐心，您如果在家里教您的孩子好几遍孩子还是记不住，您的

耐心是有限的。要么您发怒生气，要么孩子干脆罢‘学’，大不了明

天从头再来。可您做为老师就不行，您不能发怒生气，您更不能让学

生罢‘学’ （您大概也了解美国的国情――大多数的中国孩子并不

愿意来学中文）. 如果学生不来了，您的教学生涯就此结束了，您就

是有浑身解数也没用了。因此，您就算真生气，也不能表现出来，还

得笑脸面对您的上帝――学生。再说了，就算学生甲调皮惹您生气，

您如把气撒在学生乙的头上，那也不公平啊！ 

 

说到虚心，这点是我们中国人的美德。大家都知道，给人一杯水，您

自己得有一桶水。因此，不断地虚心向别的老师请教和学习是提高自

己的有效途径。我对新老师的建议是：没有教学经验不要紧，只要您

虚心，去听几次其他老师的讲课，您就会学到很多的教学经验――三

人行必有我师。 

 

说到有奉献精神， 这里的内容可多了。首先您得贡献出宝贵的时

间。每星期几个小时？ 您问。 跟您这么说吧：您要在讲台上主持

九十分钟的课，您是讲，是唱，是表演，完全由您掌握。如果您的

安排稍有不紧凑的地方，或者您的讲课吸引不了孩子们，您就看

吧，教室里的孩子们可就逮着机会了，小声说话的算是对您尊敬

了，扔纸团的，削铅笔的，要上厕所的，男生们互相搞小动作逗乐

的，全上了。您回头一瞧，这一会儿功夫怎么这教室里跟赶集似

的。您瞧见了吧，要想把这九十分钟的课上得有滋有味，您不付出

二到三倍的时间备课可能是不见效果的。除此之外，改作业，出试

题，选材料，做教具，与家长沟通，等等。您想额外付出多少时间

都行，象寻找课外参考资料，给学生出额外的练习题，做字卡，准

备 Bingo 游戏，您有足够的空间发挥您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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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看，要把课堂搞得生动话泼，您还得贡献出您的精力和智慧。这位说了，没问题，我可以豁出去了

干几个月。什么？几个月？ 有位伟人说话了: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们很

多老师都做了两年，三年多了。绝大多数的老师是有全职工作的，完全是在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给大

家服务做贡献。您就想想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您不能去商场，不能去公园，不能跟朋友聊天，您哪儿

也不能去――只能来中文学校给您的学生上课。您知道中文学校的讲座办得越来越红火，可您要是当

老师的话，您也只有听别人议论的份儿，由于时间上的冲突，您是没法去听的。每星期如此，每月如

此，几年如此。您如果没有点牺牲精神，劝您别缆这瓷器活。 

 

大家都知道，我们租用的是初中宽敞明亮的校舍，您和您的孩子可以尽情地享用。可您知道每次我们

的老师用教室的时候都如踏雷区，小心翼翼，就怕学生们动了教室里的东西而招来初中老师的抱怨。

您听听吧：“我教室里的篮球少了一个！”“有人动了我的电脑”；“我的糖果盒被打开了，而且少

了几块糖！”， “我的课桌椅被打乱了，没有回倒原位。” “我放在教室里的书被翻乱了！”，

“窗户又被谁打开了？”… 够了，够了，您说。可想而知，老师们要操心的事情有多少！ 

 

读完这篇“胡侃”，如果您能给您的孩子说说遵守学校规章方面的事情，我在这里表示感谢了。对

了，下次见到您孩子的老师的时候，给老师问个好，说 “老师您辛苦了！“。 您说呢，不应该吗？ 

ACLS Board Meeting Summary  
 

Meeting Date: November 11th, 2006 
Participants:  Michelle Deng, Jindong Li, Xianghai Liu, Yang Liu, Virginia Ross Taylor, 

Bob Xiong, Li Yuan, Jenny Zhang, Yuming Liu, Yanni Gou (invited), 
Harry Chen (invited) 

 
Financial report of school year 05-06.  The board reviewed the financial report of last school 
year. Although the school encountered a number of financial challenges, the school managed to 
maintain a healthy financial condition with the increase in student enrollment and donations by 
individual and companies. 

Current school operation. In this term, there are ~450 students in 27 language classes and ~280 
students for culture programs. While almost all available classrooms at JH are occupied by 
ACLS, the interest in joining ACLS is still increasing. The admin team and parents council have 
been doing a wonderful job. School operation has been smooth since this term started.   

Financially, the school faces a number of challenges this term, including ~30% increase in 
rent and custodian fee, ~10% increase in compensation to teachers and admin members, and more 
resources needed to support parents’ activities and culture events.  Though it is challenging to 
achieve, the admin team proposed a balanced budget without an increase in tuition. The board 
approved the budget unanimously. To save the cost in printing hard copies of the school journal, 
the school purchased a color printer of relatively high quality.  

Review of recent culture event and planning of future events. After nearly two month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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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we had a very successful Chinese music night, which was sponsored by ACLS. 
Praise for the event has been received from all directions. The high school auditorium was almost 
full. About ¼ to 1/3 of the audience was non-Chinese. Public relations for this event was 
especially successful. There were ~180 performers and ~50 volunteers involved, all of whom did 
an excellent job.  

For future events, ACLS is likely to organize a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celebration with Acton-
Boxborough Culture Council in February 2007. ACLS has been invited by the recreation 
department of Acton to present material related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on Earth Day in 
April 2007.  As usual, ACLS will pl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annual International Night by Conant 
School and Douglas School, which will be held on April 12th, 2007 at JH.  

Board/Admin/Seminar-committee transition, and review of senior field trip. Harry Chen was 
invited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on school admin/board operation and a review of the recent 
senior field trip he helped organize.  He suggested having a written document itemizing the 
details of each task/work/responsibility in the transition of board, admin, and seminar-committee 
members. 

The senior field trip was extremely successful. The response from the 17 seniors who participated 
was very positive. Harry Chen, Yuan Li, and many other volunteers made great efforts over the 
last six months in organizing this event. The general consensus from the board is that similar 
activities will not often be available in the future due to the small turnout and great effort needed 
as well as to the cost concerns. 
 
Revision of financial policy.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from past years, the board made a number 
of minor amendments to some impractical items of financial policy.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public schools. While realizing it is a grand challenge for us to 
promote having Chinese course(s) in junior high and/or high schools,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toward this goal and take any opportunities to push in this direc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shall 
pursue opportunities to have Chinese courses in elementary schools.  

ACLS scholarships and sister town. For the purpose of increasing ACLS’ publicity and giving 
back to the community, the board unanimously approved the proposal to set up 4 ACLS 
scholarships for AB high school seniors, each with $500 per year. Parents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criteria for the scholarships once they are finalized in the near future. ACLS has been approached 
by the Acton Board of Selectmen to help find a sister town in China. For this purpose, a task 
committee has been formed. The committee is composed of Xianghai Liu, Jenny Zhang, Yanni 
Gou, and Jingdong Li.  

Management of school assets. The board agrees to donate the big copy machine to any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In the short term, a bank CD seems to be the only choice for the investment of 
ACLS’ s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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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让中华之音深入人心 
―记 “艾克顿中国民族音乐之夜”台前幕后 

苟燕妮 袁力 

“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大地知道

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十月二十一日晚上10

点30分，抒情优美的《同一首歌》在Acton-

Boxborough 地区高中的大礼堂里回荡，首届

“艾克顿中国民族音乐之夜”音乐会徐徐落下

了帷幕。 

 

这

台演出的

主角是大

波士顿地

区中国文

化协会国

乐团及青

少年国乐

团

（GBCCA)

。同台联袂的演出单位有: 中华艺术

协会传统中国舞蹈团，华姿舞蹈团，

天使舞蹈表演艺术团，碧云儿童舞蹈

团，以及由艾克顿中文学校、安多福

中文学校、波士顿东方之声合唱团、

黄河艺术团和康州中华艺术合唱团组

成的近百人的大合唱团。 

 

千人礼堂，座无虚席。这台音

乐盛会，在身着白色晚礼服、美丽动

人的中国少女黎希萌的主持下，乐曲

与舞蹈相间，合奏与独奏交错，交响乐与大合

唱共鸣，美仑美奂，引人入胜。 

 

文协国乐团及青少年国乐团向观众介绍

了中国传统的管、弦、拨乐器，包括笛子、

笙、唢呐、海螺；二胡，高胡、中胡、板胡；

扬琴、古筝、琵笆、四弦琴、中阮等，以及节

奏感强烈的打击乐器：锣、鼓、木鱼等。他们

给观众献上了四个大合奏：《闹新春》、《五

哥放羊》、《花好月圆》和《东海渔歌》；扬

琴二重奏《将军令》；阮独奏《丝路驼铃》；

笛子独奏《牧民新歌》；和古筝主奏《百花

引》。乐团的专业水准极高，演奏者对手中的

乐器非常精通，吹、拉、弹、击，或高昂，或

低沉；或浑厚，或清澈，声声悦耳，浑然一

体。观众无不惊叹于中国民族音乐的表现力和

感染力。 

 

五个多姿多彩的舞蹈节目来自波士顿地区

四个享有声誉、具有影响力的舞蹈团。两个藏族

舞着装鲜艳，各有特色。碧云儿童舞蹈团的《洗

衣舞》把观众带到了清清的河边，

十几个十岁左右穿着亮丽藏族服装

的孩子们挥舞长袖，在轻快的乐曲

中，跳出了活泼喜悦和无忧无虑的

童真；华姿舞蹈团的成年人在深情

饱满的《吉祥谣》中，用挥洒自如

的长袖和收放自如的身体语言，跳

出了藏族人民的热情奔放和无拘无

束。天使舞蹈表演艺术团一群美丽

的妙龄傣族少女用优美的舞姿和鲜

亮的緑伞，营造了清丽空朦的意

境，让观

众看到了

风景如画

的云南村

落的《竹

林深

处》。另

一个傣族

舞是由中

华艺术协

会传统中

国舞蹈团

编排的《美丽的傣族姑娘》。在悠扬的歌曲声

中，七、八个美丽的傣族少女泼水嬉戏，妿娜多

姿。传统中国舞蹈团还推出了《琴趣》。一群少

女用轻快活泼的舞姿跳出了对二胡的喜爱。舞蹈

和音乐水乳交融。 

 

在下半场开幕之时，近百人的合唱团演

员们整齐站立在舞台上，男士们黑色燕尾服的

庄重映衬着女士们白色的晚礼服的纯净，加上

醒目的红色小礼花，大合唱团散发出逼人的震

慑力。在乔万均的指挥下，他们用美丽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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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演绎了深受大

家喜爱的《康定情

歌》，《掀起你的

盖头来》和《世界

同唱》。“我们来

到一起，不同背景

同样的心” ，

“我的声音来自世

界每一个角落，是

我们同属一体的证

明”。高音、低

音、中音，男声、

女声融汇成激越有

力，气势磅礴的中

华之音，像阳光般

照亮全场。歌声渐

行渐远之时，前排的女歌手们抖出了世界各国

的旗帜，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这次“艾克顿中国民族音乐之夜”是艾

克顿中文学校联合艾克顿图书馆基金会共同推

出的音乐盛宴。艾克顿中文学校创办于2003年

初，在努力办好国学教育的同时，中文学校也

致力于传播中华文化，希望用自己深厚的文化

底蕴为社区服务，促进美国主流文化与中华文

化的融合。这一理念与大波士顿地区中国文化

协会国乐团及青少年国乐团一拍即合，于是有

了组织一场民族歌舞音乐会的想法。 

 

演出的酝酿从今年初夏便已开始，音乐

会的宗旨是“国乐经典”，要让波士顿地区的

美国主流社区和其它非华裔少数族群欣赏到纯

正的中华音乐。经艾克顿中文学校第一任校长

陈鸿祥和乐团团长潘台春、欧阳东美牵头，以

艾克顿中文学校董事会、校行政成员为主体的

演出筹备委员会于八月底正式成立。筹委会成

员各自有明确的分工：校董事会理事刘相海出

任总指挥并负责联络赞助单位，校董事会理事

刘阳任节目总监制并负责联络各大文艺团体，

校长邓敏、校董事会会长刘玉明、艾克顿图书

馆基金会董事会理事 Pat Sills、副校长苟燕

妮、陈鸿祥等负责协调和联络其他主办单位和

大波士顿及艾克顿地区各文化教育主管部门、

各兄弟中文学校和其他团体，校董事理事袁力

统管后台及舞台布置，校行政陆青负责节目单

的设计，家长会会长熊柏负责节目单、门票的

印刷和演出的安全，校行政左国英负责演出当

天的观众接待，退休以前曾任报社记者和公共

关系主管的Richard Calandrella 负责新闻宣

传。 

精干的筹委会经过几次正式的会议协商

和无数的email往来讨论后，十月初的时候，

演出的基调大致确定了下来，整台节目的雏形

也已显现，节目单、门票、宣传公告的编排和

制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与此同时，关于

这次演出的短讯、介绍和特写也陆续在大波士

顿地区各中英文报刊上登出 ―― 一切都在紧

张有序地按计划进行。 

 

在关于这次演出的门票价格方面，筹委

会经过了一番争论。与波士顿交响乐团和每年

圣诞前后的经典芭蕾演出不同，这样的中国民

族音乐晚会在艾克顿地图乃至大波士顿地区都

是第一次，观众的反应无从预料，票价对上座

率和观众人数控制的影响也很难把握。主张出

售门票的意见考虑到对演出人员劳动的尊重，

同时根据售票的数量就可以准确预知观众人

数；主张免费入场的意见则认为：虽然这次组

织的演出水平非常高，完全值得一个适当的票

价，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非华裔居民对中国民

乐了解甚少，如果要付费入场，他们可能根本

就不会来，根本没有机会领略民乐的精彩和传

神，文化交流自然更无从说起。而免费入场则

给他们一个来欣赏演出的动因，相信他们一定

会被博大精深的国乐所折服。最后筹委会统一

了意见：免费凭票入场！ 

 

演出之前的十天左右，波士顿地区近三

十种中英文报刊都刊登了Richard 和燕妮撰写

的演出消息，特色鲜明的演出公告牌也在艾克

顿的几个主要路口树立起来。短短几天的时

间，由艾克顿图书馆分发的的几百张票被抢领

一空，艾克顿中文学校掌握的一百张票也供不

应求，分配给十五家赞助单位的票很快也就给

拿光了。不断的有求票的电话打给艾克顿图书

馆、刘相海和Richard。与此同时，刘阳、潘

台春、袁力和左国英的节目和舞台班子全力运

转，进行最后的演出准备。年轻的主持人黎希

萌写好了全部串联词，在两位指导老师沈心

焯、裴晓华的点拨下，走台、形体和与观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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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日趋完美。120分钟的演出、14个节目、7

个演出团体、180位演员、50位志愿人员、4位

摄像师、3位摄影师。筹备委员会所有成员的

目光都盯住了十月二十一日晚的高中礼堂。 

 

当近千人的礼堂满座，各族裔观众分座

其间，所有无票而至的人都得到妥当安顿后，

舞台灯徐徐亮起，演出在热烈的掌声中准时开

始！ 

 

一个又一个的节目把观众带入了一个由

声、歌、乐、舞所构筑的虚幻中华世界中，领

略了国乐深厚的历史感、鲜明的地域性、丰富

的表现力、细腻的情感和磅礴的气势。观众对

于精心编排组织的精彩节目给予了热情的回

应，掌声雷动。 

 

民乐大乐队再一次出现在舞台上，在指

挥陈志新魔术般的指挥棒下，《东海渔歌》从

舒缓渐转热烈，渔民出海捕鱼，满载而归的殷

实喜庆的生活丝丝入扣地演绎在音乐中。伴随

着乐队充满激情的演奏，台上传出海螺的呜呜

声、潮水的哗哗声和渔工苍劲的号子声。晚会

在这丰满激昂的合奏中推向了高潮。 

 

“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

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演出的成功

感染了所有的人，大家脸上洋溢着微笑，在结

束曲中相互祝贺。晚会总指挥刘相海道出了筹

备委员会成员们的心声：“祝贺演出成功，谢

谢大家的共同努力，谢谢演出人员的精彩表演

和所有志愿者的无私帮助”。  

 

艾克顿地区的行政和立法机构代表也纷纷发表

了热情的评论： 

 

－艾克顿行政委员会主席Walter Foster： 

“我享受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衷心希望今后

有更多类似的演出。” 

 

－艾克顿行政委员会理事Lauren Rosenzweig：

“感谢艾克顿中文学校组织了这么一场成功的

演出。我一定要亲自到学校去看看。” 

－Acton-Boxborough学区助理总监Susan Horn：

“今晚的演出太好了，以后类似的活动我一定参

加。” 

   

－州议员James Eldridge：“这个活动体现了

艾克顿亚裔居民的影响力。相信这样的文化交

流活动会得到麻州和艾克顿政府在政策和资金

上的支持。”  

 

－Acton-Boxborough 文化委员会副主席Ann 

Budner 和 Rachel Lucas：“ 今晚我们受到

了热情的接待。演出非常成功，我们正在考

虑在明年年初举办一个中国文化节活动。”   

 

－Acton-Boxborough学区师生家长协会Beth 

Petr： “演出的准备和组织工作无懈可击，

堪称完美。”  

 

 －艾克顿图书馆基金会：“作为这次活动的

共同参与者我们很自豪，演出非常成功。” 

  

这是艾克顿中文学校群策群力的又一个

辉煌成果。这是艾克顿中文学校在弘扬中华文

化路途上又一次非常有影响力和深远意义的尝

试。在这条路上，艾克顿中文学校不是独行

客，波士顿地区的文艺团体，广大的赞助单位

以及其他兄弟中文学校，他们与我们同行；在

这条路上，中华儿女心中有同一首歌。这一首

歌会让我们的心相通、情相联。 

 

 “音乐没有国界”。

乐器演奏的是无词的

歌，歌声唱出的是有

词的曲，舞蹈融合的

是歌、是曲、是一种

纯净圣洁的美丽。这

就是音乐和艺术的魅

力，它可以超越任何

文化的藩篱，它无需

翻译，它直入人心，

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

领会。“让中华之音

深入人心”这正是让

表演者和组织者心灵

共鸣的同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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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击剑和武术课结业 
 

11月5日是中文学校可以使用艾克顿初中大体

育馆的最后一天，经过8周紧张而又愉快的训

练，分别由张通善教练和Kavin Lee教练执教的

儿童击剑课和儿童武术课圆满结业。张教练抓

紧最后的时间认真指导学生们的击剑动作，而

面对众多家长，武术课的学生们进行了汇报表

演，并聚集全班，合影留念。 
 
 

 

 
 
 

 

一场别开生面的篮球赛 
 

深秋的一个周日(11月5日)，秋高气爽，阳光

明媚，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女篮队员们结队驱车

前往大名鼎鼎的牛顿中文学校参加相约已久的

校际友谊比赛。这是对牛顿中文学校女篮于今

年六月初首次光临我校的回访。 

 

三辆车排成一队行驶在128上，青一色的“家

属护航”。女篮队员们一路上还在研究战术，

布阵设防，兴致勃勃。 

 

到了，到了！一下车，大楼入口处一张红色标

语格外醒目：“热烈欢迎爱克顿中文学校女子

篮球队来访！”。感叹大校风范，果真名不虚

传， 大家伙心里暖洋洋的。 

 

正值中文学校上课时间，楼道里熙熙攘攘，好

不热闹。走进二楼宽敞的体育馆，更是一片热

闹景象。身著绿色队服的牛顿中文学校女篮队

员已经开始做准备活动了：列队跑圈，传球上

篮，远距离投篮......一看就是一只训练有素

的队伍。 

 

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女篮队员们来了! 清一色的

深蓝色校服，更衬托出队员们矫健的身姿。这

是一只尚“年轻”的队伍，组队刚刚几个月，

10 名队员:周翎亚，卢薇，爱丽斯，美智子，

海伦，陈芳雯，荣燕，黄欣，吕希，李劲冬。

在队长翎亚的号召和带动下，每周刻苦训练，

正在走向成熟。值得一提的是，都说艾克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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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校卧虎藏龙，这一点不假。我们的队员卢

薇，当年曾效力北京队呢！ 
 

 
“嘟！”哨音响，比赛开始了！从一开始，卢

薇就是对方的重点防守对象。专业队出身的

她，使出解术对付对方强劲的拼抢，频频得

分。爱丽斯 技术全面，体力好，她和卢薇配

合组织进攻非常默契。翎亚，美智子，海伦在

篮下和对方奋力拼抢，控制篮板球明显占优

势。上半时，12：5 我队领先！中场休息时，

教练大个儿王做了认真的总结和部署。下半

时，对方新上场“5号”抓住空当频频得分，

一度以5：2 领先，比赛进入白热状态。我队

教练及时叫暂停调整，场上场下队员们互相鼓

励，终于重新把握了局面。看，翎亚中场断

球，一个漂亮的快速反击，进了！再看，爱丽

斯一记妙传，小个子芳雯突破防线，果断出

手，又进了！场下一片雀跃。最后，在全队的

齐心努力下，我队以总分21：15获胜！ 

 

比赛结束了，双方队员高兴地握手言和，并相

约不久的将来再会！ 

 

最后，特别感谢教练王道宏、裁判修勇、随队

家属、以及到场助兴的朋友们！ 

 

【本报通讯员】 
 
 

老年活动丰富多彩 
 
在艾克顿中文学校董事会和前校长陈鸿祥的努

力运作下，艾克顿华人老年中心于十一月四日

组织了一批老年朋友前往塞勒姆镇参观皮博

迪·埃塞克斯博物馆。该馆是新英格兰地区一

座著名的历史悠久的艺术和文化博物馆，展品

中既有来自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岛屿等地的文

化珍品，也有美国本土的、反映早期美国风土

人情和历史的实物及艺术作品。当天上午，老

年朋友一行二十余人首先参观了“荫馀

堂”――一座自中国整体拆迁而来的典型徽派

民宅，原来坐落在安徽省休宁县黄村，已有两

百多年的历史。看着它的粉墙黛瓦、马头墙

檐，屋内的天井、中堂，卧室里的雕花木床、

马桶、火盆，老人们仿佛回到了中国，回到了

自己的童年。 
 
下午，老年朋友们逐一参观了一至三楼的各个

展厅，欣赏了来自中国、印度、朝鲜、日本、

夏威夷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艺术珍品，包括

牙雕、木雕、金银器皿、瓷器、绘画屏风、丝

织品、古代家具等实物，琳琅满目，令人目不

暇接。老人们都说：展品太丰富了，只能走马

观花。 
 
这次参观，让大家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是一次真正的艺术享受。 
【刘敦健  供稿】 

 
 
 
 
 
 
 
 
 
 
 
 

 
 
 

老人们在博物馆大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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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张通善先生！ 
 

我们艾克顿中文学校有一个很特别的体育课程 － 击剑。 

 

击剑教练张通善先生不仅精通剑术，而且热心于教育、培养击剑新人。每次课他都非常认真负

责，仔细地指导、纠正学生的动作。张教练还自己买来材料，为每一个学生做了一个护胸，进一

步保护孩子的身体不致受伤。这不单为家长省了钱，也为家长省了心 －因为通常很难买到这种小

尺寸的成品。张先生的太太Sue也是一个热心人，她每次都来帮着组织、照顾学生，还经常给学生

带来自己制作的点心。 

 

我们击剑般有这样的好教练，真是学生和家长的福气。在此我们要向张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 

 

 
 

A Letter to the Principal 
 

Dear Michelle, 
 
I'm sending this email to let you know how impressed I am with the CSL2 class teacher, Ms. 
Cindy Song.  
 
As a parent, and certified middle/high school teacher, who has observed her class I appreciate 
her lesson plans, her ability to engage the children, and her dedication. 
 
I find that her hard work is apparent with her creative lesson plans, which build upon each 
other week after week. The games, songs, and work are theme-oriented every Sunday, and my 
daughter loves coming to class. The sound files are an excellent idea, and really help me tutor 
my child. The fact that Ms. Song creates these sound files with her own equipment exemplifies 
her creative approach to teaching. My daughter is thriving in her class.  Ms. Song deals well 
with the challenge of having multiple age groups within one class, who posses varying levels of 
skill.  
  
In conclusion, let me iterate once again how impressed I am with the CSL2 class curriculum and 
Ms. Song's teaching methods. She is a dedicated woman, excellent teacher, and a valuable 
member of your school. 
 
Sincerely, 
Stellina McKin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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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to My Daughter’s Homeland 
-- by Joan Wesolowski 

 
For FCC parents, connecting our children with their Chinese heritage is a focus that takes many forms in 
our individual families.  Although we parents are not necessarily Chinese (although some of us are!), we 
are nevertheless Chinese-American families and we strive to integrate all aspects of our families’ cultural 
backgrounds into our lives.   Some of FCC families are limited by the location where their family lives in 
the US, and for us in the Nashoba Valley, we are blessed with a wonderful Chinese school in 
Acton.  Here, many of our children are able to take advantage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classes.  For other 
families sharing a Chinese New Year or holiday celebration, Chinese food, art or books may be as much 
as they are able to incorporate into their busy lives.   These days, a growing number of our families are 
choosing to take our daughters back to their homeland China, the country of their birth, a place for them 
that holds mystery, beauty and adventure. 
 
My daughter, Hayle, and I were able to visit China in the spring of 2006 with a group called Our Chinese 
Daughters’ Foundation (OCDF),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offers various cultural experiences and 
products specifically for our FCC famil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yes, Chinese children are adopted from 
many countries in Europe as well as the US and Canada!).  The OCDF tour which Hayle and I 
participated in was called the Panda Hugs Tour, which, of course, included a visit to the Panda breeding 
center and reservation in Chengdu.  We spent nine days with other families with adopted children, seeing 
the amazing sites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ina on a tour that was geared specifically for our children.  In 
Beijing, this included the Great Wall, the Forbidden City, the Heavenly Palace, temples and museums, 
wonderful restaurants and western style hotels.  We then traveled by overnight train to X’ian where we 
arrived to a blinding sand storm which darkened the early morning air, and forced us to wear cotton 
masks to keep us from breathing in too much sand.  There we saw the Terra Cotta Warriors (there really 
ARE thousands of them!), the old city wall, a Muslim mosque and market as well as the Wild Goose 
Pagoda.  Following this we traveled by plane to Chengdu to see the Pandas which we were most excited 
about seeing closer than we had ever imagined possible. 
 
After a week with our new friends, we all departed for the cities of our daughters’ birth.  For our family, 
even though we experienced such wonders in our group tour, this was the most meaningful and important 
part of our journey.  If you ask Hayle what her favourite part of the trip was, she will clearly tell you that 
visiting her orphanage was the highlight.  Imagine not knowing where you spent your early days, months 
and perhaps years.  Imagine not being sure exactly who cared for you, but then there came an opportunity 
to see for yourself that this was, in fact, a home where children laugh and play and learn just like you did 
when you were younger.  Imagine getting a hug and warm smiles from many caretakers who still 
remember you when they held you as a baby.  This is what my daughter was able to experience….so 
although it might seem strange to hear that a visit to an orphanage was the highlight of a trip around the 
world, please know that our daughters love to see these places, and that the meaning is so significant for 
them to continue to become who they are.  Not all visits are the same (or are as full of basketball, ping 
pong and billiards competitions!), but there is a special bond that our daughters have to their birth country, 
home town and orphanage, and this visit can add to a positive and memorable experience. 
 
These things are all important to our children….learning Chinese, knowing customs and culture, getting 
to know Chinese adults and other families who share the same values.  For FCC families, a trip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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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not a vacation, it is a journey into the past, so that our daughters can fully integrate their past into their 
future.  An orphanage visit may or may not be a part of what an FCC family will chose, based on the age 
of the child or their interest in visiting. Maintaining cultural ties are as great a gift for our children as for 
yours, and these “homeland visits” help them feel more at home in both China and their American home 
towns.   
 
…..and as wonderful as it was to arrive back in the US after nearly three weeks, on our return flight, 
Hayle and I talked about the “next trip”….sooner rather than later, we hope! 
 
 
 
 
 
 
 
 
 

 

艾克顿“福娃”旗队表演纪实 （二） 
振龙 

 

 

紧张排练 Harvard 
 

9月22日傍晚7时，近百名福娃旗队成员

汇集于剑桥文化中心。他们分别来自艾克顿中

文学校，剑桥中文学校，牛顿中文学校，世纪

中文学校和北美体协。大家很快就按高矮顺序

混合重组，分为新的五个队。依照奥运五环颜

色及五个福娃名称（谐音“北京欢迎您"), 分

别被称作“贝贝旗队（蓝）”，“京京旗队

（黑）”，“欢欢旗队（红）”，“迎迎旗队

（黄）”和“妮妮旗队（绿）”。从左到右，

列队站立。每队之中，各选一体格强壮者，身

著塑料充气服，扮演福娃。其余则人手一旗，

列队操练。一时间，停车场上，五色旗帜与灯

光辉映，煞是热闹。 

为了这次活动，北京专程派一导演来负

责排练。旗队表演的背景音乐极具京剧色彩。

旗队将合着音乐的节拍，从跑步进场，到左右

摇旗，波浪翻旗，五色成环，渐次退场，历时

共2分7秒。说是简单的动作，对我们这支业余

队伍难度确实不小。可怜那位北京导演，一白

面文弱书生，虽手提一扩音喇叭，声音仍不够

响亮，不足以“震”住群众。三个多小时下

来，大家腰酸腿软。虽如走马灯似的走了几

遭。多数人仍摸不著边际。便将希望寄托于第

二天的排练上。 

9月23日是星期六，整个上午都在下

雨。午后天渐放晴。我们艾克顿旗队成员全部

准时在下午 3点到达哈佛大学的 Harvard 

Stadium。在真正的橄榄球场排练，感觉顿时

好了许多。有了场上“码线”的参照，列队再

不像前晚那么歪歪扭扭，旗子也举得挺直了许

多。人与人之间也有了适当的距离，团体转身

时，旗子相撞事故顿减。当天，NFL派来的美

国导演亲临现场，他的嗓门很响亮。我们旗队

先将各个动作分解反复练习，各色旗帜尽可能

保持步调一致。然后将整个程序贯穿起来，配

合音乐不断操练。又是三个多小时。大伙口干

舌燥，筋疲力尽。在Harvard Stadium，五位

福娃演员也穿起了充气服，矮者二米八, 高者

达三米二。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十分可爱。另

外，五位从贵州遵义来的年轻的杂技演员，每

人各携－奥运五环颜色的橡胶大圈穿插表演。

旗队，福娃和五环杂技共同举行了几轮操练。

第二天的艰苦训练告一段落。 

第三天，大家于12时45分在剑桥文化中

心集合。艾克顿成员最先整队完毕，乘坐大巴

士进军Foxboro。紧接着是最后三小时的排

练。此时每人都领到了北京精心置办的黄色运

动上装。配着蓝色牛仔裤，白色球鞋，手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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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福娃彩旗，在Patriots 绿茵茵的训练场

上，场面非常壮观。这次中场表演，除了我们

福娃表演队之外，200名剑桥美国中学生也将

组成奥运五环队而同时演出。在这最后的排练

中，美国NFL导演总领一切，指派各队上下场

次序，站位及各自动作的连接和搭配，环环相

扣，不能有误。福娃旗队将最先上场，展现2

分7秒的旗形变化。3分钟后又要重新上场，与

所有团队共同表演，将整个活动推向高潮。 

 

舞旗扬威Gillette 
 

 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来到了。9月24日

晚9时30分，表演队全体成员列队于Gillette 

Stadium 入口处。 雄伟的Gillette 灯火通

明。霓虹灯，电视屏幕，光彩耀眼。6万5千席

位，坐无虚席，人山人海，喊声震天。此刻离

中场休息尚有2分40秒。球场上两队相持不

下，Patriots 以0比3落后。从入口远远望

去，Patriots 正有一得分扳平的机会。 可惜

年轻的Kicker 助跑时脚底打滑，起脚的橄榄

球让对方球员挡住，令全场观众唏嘘不已。接

到NFL 总导演的指令，我们福娃旗队率先携旗

顺墙悄然入场。 至球赛2分钟警告暂停时，各

队均已到位。场上正在组织进攻的Tom Brady 

近在咫尺。且看他指东划西，嘴里叽里咕噜。

接球，三步后退，掷球，传球。一时真不敢相

信置身于如此场景！ 花再多的钱，再显耀的

贵宾，恐怕也不可能站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上看

球！  

 中场结束的哨音一响，橄榄球员们全体

退场。我们上场表演的时间到了！ “女士

们，先生们，让我们同声高呼，福娃。欢迎来

自中国北京的奥运吉祥物”。主持人高昂激情

的声音在庞大的Stadium 回荡。福娃各色旗队

迅速离开墙根，纵路列队于各数码的边线外，

舒展旗帜，严阵以待。强劲的充满节奏感的京

味音乐嚯然奏响。五列纵队从球场两侧相对跑

步进入球场。由北至南，贝贝，京京，欢欢，

迎迎和妮妮旗队作一方阵排开，占据整个球

场。落旗，站位，立定。蓝队领旗发出暗号，

唰的一声，全场旗帜高举。蓝，黑，红，黄，

绿，色彩绚丽分明。合著音乐节奏，整齐一

致，迎风挥舞。两个八拍之后，只见西北角蓝

队领旗开始侧向翻转，犹如一阵清风吹过，全

场旗帜波浪起伏，渐至东南角。霎时如风向陡

转，全场旗波又由东南翻滚至西北。两层浪涌

之后，音乐节奏刹时加快，五色旗帜快速变换

队形。在广大的绿茵场上，形成五个迅速转动

的园环，让人目不暇接。接着，音乐渐弱，五

环渐次散开。五个旗队一分为二，作十队分两

边站立于球场边线之外。吉利球场掌声雷动。 

 紧接着，200名美国少年手持五色花环

进入球场中心。远远望去，鲜艳醒目的奥运五

环，环环相扣。此时，居于波士顿的十位奥运

明星被呼上场，接受全场观众的欢呼鼓掌。而

后，欢快的音乐再度响起，福娃旗队再次上

场，迅速覆盖球场南北两端，旗帜高举，随节

奏尽情挥舞。与次同时，主持人高喊“贝贝，

京京，欢欢，迎迎，妮妮”的名字。五个福娃

依次走进球场中央，左摇右摆，憨态可鞠。球

场上空霎时燃放起美丽的烟花，整个吉利球场

人声鼎沸，欢声雷动。五位杂技演员钻圈滚动

入场，与五位福娃一一击掌之后，在中场大展

才艺。在橡圈上转，移，腾，挪。美国一队少

年手举灯笼，在福娃之后左右摇摆，两条大幅

标语，也由众多少年扶持展开，左书 New 

England Patriots, 右为China Bowl。一时

间，绿茵场上，五彩缤纷，动感非凡，吉利球

场成为欢乐海洋。 

 

 整个中场表演，环环相扣，一气呵成，

非常成功。旗队排练总共不到 10 小时，达到

如此圆满的效果，大家脸上都露出欣慰的表

情。Patriots 最终输了这场比赛，对此我们

虽觉遗憾却爱莫能助。我们福娃表演队却凯旋

而归。特别是我们艾克顿中文学校旗队。从训

练到最终出场表演，队员们表现了高度的责任

心，使命感，充分体现了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

精神。 能够代表波士顿华人向美国人民宣传

北京奥运，为奥运扬旗助威，我们感到荣幸且

自豪！ 

 
(本期轻轻松松学中文答案：1. 猴子 6:30，狗熊 

6:45，长颈鹿 7:00，斑马 7:15，狮子 7:30 

2．妈妈先把方方和明明的面包放进烤面包机里 。

过了一分钟，她把方方的面包翻过来，把明明的面

包拿出来，再把云云的面包放进去。再过了一分

钟，她把方方的烤好的面包拿出来，把云云的面包

翻过来，又把明明的面包放进去。再烤一分钟，三

片面包就都烤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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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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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势力的角逐 十一月时事回顾 

瓜农 
 

虽然从感恩节开始的市场旺销往往让人把十一月视为商业季节的开始， 今年的

十一月却是一个政治月，各种政治人物、政治势力像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 

场，主导着一场又一场事件，闹出一阵又一阵风波，在这个开始寒冷起来的月份中不断掀起热潮。 

 

身处美国，就不能不感觉到本月的国会和州长选举结果所带来的震撼。此次中期选举，改选了所有国

会众议员，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和超过半数的州长，是美国政治生活中仅次于总统选举的一件大事，民

主、共和两党驴象之间再次展开明争暗斗。选前的民意调查数字显示，由于共和党受进退两难的伊拉

克战争及本党议员贪污和性丑闻的拖累，民主党极有可能会趁机夺取一些国会的议席和州长位置，以

改善自 1994 年来处处被共和党压制的局面。虽然有乐观而热血沸腾的民主党支持者大胆预测民主党会

在中期选举中大胜，但分析家们通常只是把这视为带有鼓动性的一厢情愿，正式公布的选举结果则使

人觉得大为出乎意料：民主党一举夺得国会众、参两院的多数党和州长的多数派地位，横扫共和党，

大获全胜，也一举把布什整成了跛脚鸭。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政策、对少数族裔的照

顾制度、医疗保险政策、对人工流产、同性结婚的态度等等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方面，都将发生

变化。说此次选举在美国政坛造成了一场地震，一点都不为过。地震还波及了政府部门，外交和军事

政策的鹰派人物、伊拉克战争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向总统提交了辞呈，黯然离

开五角大楼。在此一个星期以前还声称拉氏会一直留任到本届政府期满的布什，这时立即就推出了国

防部长的接替人选罗伯特·盖茨，要说他没有早早的就准备好这一天，恐怕相信的人不多。 

 

对于伊拉克人来说，美国的伊拉克政策意料中的改变，未必是一件好事，至少不会有立杆见影的效

果。自萨达姆政权被推翻、萨达姆本人被捕以来，仇杀、血腥和暴力在伊拉克就成了家常便饭。美军

在伊拉克各地的驻扎，在一定程度上还能起到平定局势的作用；一旦美国决定撤军，把一个贫困暴戾

的烂摊子留给羸弱不堪的伊拉克现政府，局面可能会变得更糟。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审判 ――其间三名

被告辩护律师被杀，一名法官被撤换，萨达姆两度绝食，数度咆哮公堂，让法庭“见鬼去” ―― 伊拉

克特别法庭终于在本月宣判 “杜贾尔村案” 的指控成立，萨达姆将被处以绞刑。判决尚未执行，伊拉

克的穆斯林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冲突就陡然升级。11 月 23 日一天之内巴格达萨德尔城区发生三次连环

爆炸事件，迫击炮弹呼啸着往人群中落下，超过 450 人伤亡，成为伊拉克战争以来平民伤亡 为惨重

的一天。昔日繁华、富饶的伊拉克，变成了一个充斥着血腥和罪恶的人间地狱，濒临内战的边缘；几

乎每天发生的绑架和爆炸已经让人感觉麻木，仿佛这已是伊拉克人生活的必然的一部分；只有骇人听

闻的大规模伤亡，才能让世人的目光再度短暂地聚焦在这里。但愿伊拉克人有足够的政治智慧，能重

造一个和平的伊拉克，一个人民能正常生活的国度，少些血腥，多些温馨；少些冲突，多些和谐；少

些饥馑，多些富足。 

 

相对于深谋远虑、处变不惊的美国和匆忙搭就、混乱不堪的伊拉克，台湾的政坛更像是一个初登舞台

的戏班子，在紧锣密鼓、跟斗枪花的热闹阵势中，时时出现不合节奏的杂音和斜走边场的混角，让人

在欣赏其精彩演出的同时，也大感意外，大呼可惜。 

 

台北、高雄的市长选举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泛蓝阵营的候选人在民意调查中暂居优势。由于“国务机

要费”案已由台北地方法院接手，以伪造文书罪起诉陈水扁妻子吴淑珍等四名被告，民进党的声望由

此大跌。陈水扁因刑事豁免权而免遭起诉，但其在党内的反对者已对其行为颇有微辞，“阿扁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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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声四起。泛蓝阵营兴高采烈之余，却不防背后有人捅出了马英九“特别费”事件，以证明“天下乌

鸦一般黑”。民进党抓住时机大做文章，展开“批马大战”，打压国民党的人气。马英九宣布如因

“特别费”事件而遭起诉，就立即辞去国民党主席和台北市长的职务。一时之间台湾政治局势风云突

变，扑朔迷离。其实，虽然泛蓝阵营在去年的“三合一”选举中大胜，夺取了立法院和县市长的多

数，显示岛内的民意发生了有利于国民党的变化，但具体到个人，在机谋急智方面，马英九与同为五

十六岁、同为台大法律系高材生的陈水扁相比，差距那不是一般的大，台湾民间的“陈水扁把法律玩

到死，马英九被法律玩到死”之说大概不是无稽之谈。2004 年台湾总统选举中的“枪击案”，官方刑

事调查尚无定论，也未结案，但在当时阿扁回天乏术、人们认为只有天降神迹才能挽救阿扁的时候，

这个突发事件竟然就奇迹般地发生了，而枪击案发生的时机、受伤的程度拿捏之巧妙，让你即使不相

信阿扁的计谋，也没有理由不羡慕阿扁的运气。马英九的国民党在此番选举中的结果，着实难料。 

 

政治人物运作的是事关全局的大政策，作为普通老百姓，关心的则是身边的细琐小事：比如感恩节后

“黑色星期五”清晨的排队抢购；比如今年“黑色星期五”商家的销售额比去年有大幅提高；比如麻

州地产商协会发布的数字说十月份麻州房屋成交量连续第七个月下滑，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8%；比如

道·琼斯指数在本月屡创新高。大政策与日常生活的相互影响，是政治人物孜孜不倦、日夜钻研的课

题，是老百姓调侃政客、制约政府的话柄。 

 

立冬已过，仍然秋雨连绵，但愿今年的冬天将不再会有太多的漫漫寒夜，让我们能有温暖的心情去迎

接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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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36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 

 16  

回国感想之二 --说说学校 
山里红 

 

这次回国,谈论最多的是学校。同学同事以及

自己姐弟的孩子都在高中和升大学的年龄。 

 

在北京，女儿得以与好同学的女儿莹莹一起玩

了两三天。莹莹成绩极优秀，今年被报送上了

北京四中。有一天，女儿告诉我，莹莹说了，

北京最好的高中是“四高”。对她来说，“四

高”和“四中”没什么区别。我怀疑她是从英

语翻译过去的。莹莹喜欢学习，只是不喜欢学

英语。但她特别想出国，不得不学。不过她看

了我给她带去的原版英文电影说，好像整部片

子是说日语的。 

 

同事的女儿静静今年报考了南京的一所大学，

九月报道。前几天打电话询问静静在校情况。

同事情绪低落，想孩子。刚开始哭了整整两

天。静静在那头又是打电话又是发短信，想

家。还问妈妈皮带放哪儿了，同事告诉她把蚊

帐的绳子剪下一段儿凑合吧。平时不用皮带，

只为了军训。这里顺便提一下军训。高中生和

大学新生都要军训一周。静静高中军训时，肚

子太饿，买了一截香肠，被老师发现了，训了

一顿，还给没收了。不知道这会给孩子的心灵

造成多大的不良后果，她也许一辈子也忘不了

此事。和女儿谈起中国的军训，她说中国的孩

子需要锻炼，他们太娇气了。 

 

好朋友的女儿欣欣在天津上高中。她看见我女

儿戴耳环项链，很是羡慕。在国内，学校不允

许扎耳朵眼儿，别说佩戴哪些耳环之类。学校

没有乐队，要是可以自选乐器，欣欣想打鼓。

另外，她也喜欢做义工，只是没有这种机会。

对了，在度假村，孩子们想游泳，那里不允许

穿两片的游泳衣。她们只好扫兴去打球。我觉

得学校稍微管管倒不坏，就是不知道什么程度

适当，这个度很难掌握好。 

 

再说说家乡的孩子及高中。县重点高中今年招

生 900 人，严格按照考分及地区名额配制。另

招 900 学生，每人交一万元，条件是必须有关

系。我问这些关系具体指哪些。得知必须直接 

认识学校领导或老师。 

现在开后门的条件也 

具体了，不是拿钱即可进去的。学 

生人数极多，一个班要 80 至 90 人。 

一表弟执教于另一所高中。他说很多 

家长送礼找上门求情,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往前

挪几排座位。坐在后边的孩子，恐怕看不见老

师，甭提抄写黑板上的字题了。大概坐在最后

一排的都是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吧。记得上次回

去，看到一景象，一片孩子坐在院子里考试，

原因是没有那么大的教室。考试时，同学间要

有一定距离。那是十二月底，孩子们的手都会

冻麻木的，如何来答卷呀！ 

 

我们回来后，同学发 Email 说我在国外这些年

最大的收获是培养了女儿。我想她指我女儿可

以在这里上大学，工作等。他们还得为孩子创

造出国的机会，毕竟想尝试一下国外的教育。

经常看到人们分析比较中西教育制度。比来比

去，我还是倾向这里的教育方式，只是因为孩

子们受罪少些，多了些自由。 

 
 

值得深思 
丹心 

 

八月下旬，各类学校预备开学的日子，听到了

很多“奇闻”，颇让人深思。有些不仅报上登

了，有些电视台据说也现场播报了。 

 

今年清华大学录取了三千新生。“三千清华学

子”，却有五六千家长、亲友相送“进京报

到”。学校附近的大小旅馆、招待所都宣告

“客满”，致使众多无房可住的亲友团在校园

内、草坪上、走廊里安营扎寨、席地而卧，一

时间，堂堂清华园变成了“难民收容所”。不

得已，校方紧急开放了体育馆、健身房等场

所，方才解了急。这是笑话吗？不幸它却是真

实的一幕，就发生在清华大学开学前。 

 

一个上海的学生进了清华。他原是上海外语附

中的住读生，按理说已习惯离家住读。但他由

父母护送到清华报到后，却每天打电话回家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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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不习惯学校生活，不喜欢学校伙食，不会

处理自己的衣物，想家了......不一而足。父

母匆匆坐了周五晚上的火车，周六一早到京，

陪宝贝过周末。周日晚再搭乘夜车返沪，周一

赶着上班。乘火车往返与京沪之间，恰似坐公

共汽车一样方便，虽然花费不菲，但父母出得

起，只要宝贝高兴，旅途劳累、花钱多少都不

成问题。 

 

开学前一段时间，上海众多餐馆里摆“谢师

宴”成了风，少则一两桌，多则五六桌。说是

“谢师”，实是向人们昭告自己的孩子十分优

秀，考上了大学。孩子也被恭维得飞上了天，

在家里更被奉为特别保护对象，更加饭来张

口、衣来伸手。 

 

人们说：“中国的孩子长不大”。真的是中国

孩子特别娇弱、“长不大”吗？还是他们的家

长、长辈们宠着、护着，不让他们长大？作为

一个教师，我始终认为：没有教不好的孩子，

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孩子“长不大”，责任应

该在家长。“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

师之堕”。只要家长们回忆一下，想想自己当

年是怎样离家上学的，自己是怎样艰苦奋斗过

来的，就该明白自己现在把孩子惯成了什么样

子。“爱孩子”，每个作父母的都这么想，但

是怎么样去爱，却是值得深思的。 

 

我的一个美国学生，今年录取在哈佛。她告诉

我，从六月到七月，她的父母让她去一个学校

“打工”，一周五天，每天从早上七点到下午

四点。做的是“清洁工”，就是每天收拾、清

理教室，洗窗帘等等，工作脏、繁，而且枯燥

乏味，她并不喜欢。但是最终她还是很高兴，

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工作，但是我完成了”。 

 

这个家长爱孩子吗？我们的家长会把考取哈佛

的孩子送去做清洁工吗？这位家长的爱，我们

有的家长不能理解，我认为这正是中美教育观

点的不同之处。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爱孩

子？怎样才能帮助他们长大？ 

 
 
 
 

打开失去的档案 
——寻找民主德国电视连续剧死亡档案侧记 

崔勇员 

 

    很感谢格奥格网友（gog）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死亡档案笔记和大家分享。一次偶然的机会，格

奥格向我提起这部”失传”的民主德国电视连续剧死亡档案。因为我原先没有看过这部连续剧，

被这种神秘的气氛所吸引，于是也就加入了寻找的队伍中来了。现在有了文字，图片，原版电视

录像，格奥格的文字笔记，再加上格奥格扫描和校对的连环画册文字，向往这部电视连续剧的网

友们已经可以较好地欣赏这部作品了。网友们在利用这么多优秀的资源来欣赏这部作品时，应该

感谢从卫星电视上录下这部作品的无名英雄，和格奥格这样的铁杆影迷。我参与了一小部分寻找

工作，借此机会记录一下在网上寻找这部片子时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人和事。 

 

    格奥格只提供了一条线索，此片的德文名称是 Archiv des Todes。在 IMDB 里面，该片有编

目，并有简短的介绍。编目人提到了这部优秀影片从来没有出过录像或者碟片，出师不利。当

然，该条目也许有些过时，没有最新的信息。从主要演员入手，又看了不少网页，比如出演男二

号鲍里斯的 Gojko Mitic，是个非常多产的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族演员，他演的电影很多，除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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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他还担任过导演，出版过作品，和担任过特技演员。网络就是这样，信息过剩，容易使人开

小差，影片还是没有找到。 

 

    通过 google 以片名作为关键词，我找到了两个比较有趣的网页，第一个叫 Made in GDR（民

主德国制造），大概是一个德文的怀旧网站。里面有死亡档案和无情的战线等片的介绍，剧照和

片首音乐。原先那里可能还有 rm 格式的录像片段，可惜那个链接已经失效。第二个网站叫

wunschliste，全是德文的，估计是德文电视节目爱好者的网站，里面有一条关键的信息，就是，

死亡档案在电视台里播放的记录。具体记录如下 

    1980 年 DDR1 首播 （DDR1 也许是民主德国一台的简称）  

    1985 年 DDR1 台重播 

    1998 年 3 月 6 日至 1998 年 6 月 12 日 MDR 台首播 

    1998 年 3 月 30 日至 1998 年 7 月 6 日 B1 台首播 

    2003 年 9 月 30 日至 2003 年 12 月 23 日 MDR 重播 

仅仅从这部片子的重播次数来看，这部片子就很有吸引力。 

 

    因为对德文一窍不通，我借助于 google 的翻译功能来阅读以上网页，并开始利用维基百科的

条目来了解那些播放这个节目的电视台，希望引蛇出洞，挖出电视台背后拥有该片发行权的黑

手。最近的一次重播是 2003 年，我开始幻想有人肯定通过电视录像卡把该片录制下来，因为

2003 年电视卡还是比较普遍了。维基百科介绍了 MDR（德国中部公共电视网），这是一个跨州的

公共广播电视台，播放范围覆盖德国南部色林吉亚地区，东部萨克森地区和中部安哈特州地区，

同时还提供节目给数字卫星节目。由于欧洲的数字电视相对北美更为发达和成熟，这进一步让我

相信有发烧友录制（事实证明最近横空出世的 TVRip 确实有 MDR 台标）。 

 

    在阅读这些维基网页时，又碰巧找到了号称北美最大的民主德国电影资料库，坐落于麻省州

立大学阿姆荷斯特分校德语系内，该资料库的网页是 http://www.umass.edu/defa/，它专门收集

东德从 1946 年至德国统一期间的电影和录像，有几百部之多，而且也向外出租。阿姆荷斯特镇离

我家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突然觉得看见黎明前的曙光了。可惜该资料库万宝全书缺一只

角，死亡档案并不在其收藏之中。但是，一个名叫贝斯的资料管理员非常热心，告诉我现在所有

的民主德国的电视录像节目版权，都由 Deutsches Rundfunkarchiv(German Broadcasting 

Archives 简称 DRA)拥有。这样，DRA 成了关键词。 

 

    DRA 有自己的网站和网上购物中心，比较令人失望的是死亡档案并不在可供条目栏内。德国

人的一个优点是办事认真，我给他们网站去了邮件，询问购买死亡档案的可能性。过了一个星

期，人家回复过来了，电视剧可以购买到，因为没有正式出版，复制的费用将是电视剧内容每集

每分钟 0.5 欧元。不愧是官僚机构，最后人家还加了一句话，因为档案馆工作繁忙，您的订单最

多可能要花半年时间才能处理完。 

 

    《死亡档案》原版电视录像的突现江湖，是寻找过程的一大里程碑，寻找过程实现了从文

字、图片、声音到图像的过渡，当然，幸亏格奥格及时通风报信，也省下了我下单的银子。听说

最近央视付费频道怀旧经典已经重播了《无情的战线》，可能重播配音版的死亡档案的日子也不

远了。《死亡档案》和其他几部连续剧（包括《无情的战线》、《霍元甲》、《血疑》、《海

蒂》、《排球女将》 ）一样，是由广东电视台配音制作的。可惜自从地方电视台的进片权被收回

后，很多有特色的声音很难听到了。也许，对我们中一些人来说，拥有完美配音版的死亡档案并

不重要，毕竟，多年前已经看过一遍，或者看过第二遍了，重要的是过程，在寻找的过程中，会

有新的发现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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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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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吃饭了！ 
 
暑假里小明在动物园打工。 他的任务是每天负责给狗熊，长颈鹿， 狮子，猴子和斑马们

准备早饭。动物园有规定，每个动物吃饭的时间都不一样，一定要按照时间表喂。第一天

上班，小明匆忙之中 把时间表落在家里了。他把五个动物的食物配好，可怎么喂呀？ 

小明想起了爸爸的话，遇到问题别发慌。于是静下心来，好好想了想。他清楚地记得，动

物们分别是在6：30，6：45，7：00，7：15， 和7：30 喂。他还记得这三点： 

 

1. 长颈鹿要比斑马喂得早，但比猴子喂得晚。 

2. 狗熊比猴子晚喂15分钟。 

3. 狮子比斑马喂得晚。 

 

聪明的小明用这几点确定了每个动物的早饭时间，顺利地完成了第一

天的工作！ 

请你动动脑筋，想想看，每个动物该几点喂？ 
 

 

 

烤面包  
 
刚过完感恩节，又该上学了。星期一早上，全家都起晚了！方方，明明和云云急着要去赶

校车，可早饭还没吃呢。校车马上就要来了，妈妈还在忙着准备要给三个孩子们一人烤一

片面包。家里的烤面包机 又小又旧，每次只能放下两片面包，还只能烤一面，每一面要

烤一分钟。校车再过三分钟就到了，怎么才能把三片面包两面都烤 

好呢？妈妈很聪明，想了个好办法。过了三分钟，三个孩子拿着烤 

好的面包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 

 

请你想想看，妈妈是怎么在三分钟内烤完三片面包的？ 

 
 

 

(答案请在本期内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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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 A 班学生绘图作文     

指导教师：仲劲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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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 B 班学生绘图作文     

指导教师：刘小江 

 

老师：您好！ 

    暑假里，我和爸爸、妈妈、姥姥、姥爷、

妹妹一   起去大峡谷国家公园了。我很快

乐。我的表哥从纽约  来我家。我和妹妹跟他

玩游戏、看电视。我们玩得很 高兴。我的暑

假过得很好。 

                                 黄小虎 

 

亲爱的老师：你好！     

 

这个夏天，我们全家去了北京。我们参观了颐

和园。那个地方很美，也很大。我们走了很多

的路。我们去划船。船穿过了美丽的十七孔

桥。哥哥用桨溅了我一身水。我们玩得很高

兴。 

            此致 

敬礼！ 

                            学生  宋大卫 

 

老师：你好！ 

    你夏天都干什么了？我们全家去了

Pennsilvania 和 Water Country, 很好玩儿。

你去过那些地方吗？你有没有去好玩儿的地

方？我们也去了 Cape Cod 旅游。夏天真好玩

儿呀！ 

刘美琪 

                                        

刘老师：您好！ 

   我过了一个很快乐的暑假！ 

   我每天去夏令营。在夏令营里，我遇到很

多朋友。我们一起画画儿、做游戏和玩水。有

的时候，我们去海边游泳。暑假过得太快了！      

                                                  

张妞妞    

老师：你好！ 

   今年暑假我到中国去旅游了。我去参观了

水族馆、动物园。我还去了许多饭店，吃了很

多好吃的东西。我也买了很多毛绒玩具。我还

去了海南岛。我最喜欢在海南岛海滩边玩冲

浪。明年我还想回中国。 

学生  李晔文   

                                         

 

 

老师：你好！ 

暑假期间，我参加了足球队，也学了游泳。我

帮妈妈照顾妹妹。我还做中文作业了。  

有一天，我和我的朋友去河边钓鱼。我钓到一

条大鱼。因为我很专心，不一会儿我又钓到一

条小鱼。好玩极了! 

 

我的假期过得很愉快。 

宋子威 

        

老师：你好！ 

 

两个多月的暑假过去了。我在暑假里每天做点

功课, 弹弹琴。有时候我和朋友玩儿和游泳。

最开心的是我们全家和我表姐全家去 ALASKA

玩儿。我们在船上住了一个星期。在船上有游

泳池、健身房。我们每天晚上看节目。我玩得

很开心。如果我能多玩一星期，就更痛快了！ 

 

                                吴思迪                                 

 

老师：您好！ 

    我的夏天过得很好。我去了 Camp Takodah, 

在 New Hampshire。我在那里住了五天。我住

在 Cabin 十二号。有九个女孩和三个老师。我

们每天去游泳和做手工。我们还去射箭和划

船。晚上，我们点火、听故事，还看表演、吃

S’mores 。我的 Camp 真好玩儿！明年我还要

去。 

                          您的学生  陶然                               

 

老师：您好！ 

    暑假，我做了很多事！我去了 College 

Gate, 一个很好玩儿的地方。我是和一个夏令

营去的。我也去了 New York。可好玩儿了！爸

爸、妈妈和妹妹都去了。后来，我们去了

Canobie Lake Park。我的朋友也去了。我们

去坐小飞机。我坐了 Roller Coaster! 我叫得

很厉害。后来，我们去 Cape Cod 游泳了。暑

假很好玩儿！ 

                                 张宝宝 

给老师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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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你好！ 

   我夏天去了好多地方。我去了千岛湖看了

两个很大的城堡。我也坐了一个不大也不小的

船。在这个船上, 我看到了很多帆船, 也看到

了好多小岛在大湖里。有几个岛上有房子, 有

几个岛上有灯塔, 还有的岛上有大石头。我这

个夏天有很多活动, 过得很好。 

祝 

                    身体健康!                                                                      

王昊 

                                         

老师：您好！ 

    今年夏天我去了加拿大。我去尼亚加拉大

瀑布玩儿。我坐 Maid of the Mist 船在尼亚

加拉河上游览。船开到大瀑布下面时, 我觉得

天上下了大雨。我身上都湿了。尼亚加拉大瀑

布很好玩儿。 

     祝 

  身体健康! 

黄成东 

 

老师：您好！     

这个夏天, 我和家里人去上海和厦门了。我们

看了我的爷爷和奶奶。在厦门, 我们去了厦门

大学。在那里, 我吃了奇特的东西。 

祝 

好! 

                                 李达安                                                                  

 

 老师：你好！ 

 我的暑假过得很好，因为我去了中国。那里

很 好玩儿。我亲眼看到了兵马俑。我高兴极

了。你也要去！ 

 

                            学生  汤宇华 

         

亲爱的老师：您好！   

    今年的夏天我骑马了。我也踢球了。我喜

欢骑马和踢球。我还去了加拿大。我的夏天非

常好玩儿。   

                       您的学生  应晓真 

                          

刘老师：你好！     

今年七月，我们全家去中国旅游了三个星期。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湖南的张家界。那里的山像

大楼一样直上直下。老师，你去过张家界吗？ 

 

                        你的学生  李凯林                              

                          

亲爱的老师：你好！     

    今年暑假我去中国了。我到了香港、深

圳、  昆明、兰州, 还有北京。我最喜欢的地

方是兰州, 因为我喜欢吃兰州的牛肉拉面。现

在我的哥哥和姐姐，还有爷爷每年夏天最喜欢

去的地方是中国。                                     

杨思宇 

 

刘老师：你好！     

     我的夏天过得很快乐。我去了好多地

方，它们都很好玩儿。我学了游泳。我也读了

很多书。 

             

马泓 

 

亲爱的老师：您好！     

    今年暑假，我们全家一起回中国了。我们

回妈妈和爸爸的老家，看望了爷爷和奶奶。我

们还去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长城和故宫。我

喜欢中国。 

             

马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