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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又近期末，一晃就在中文学校任职三个学期了。回顾这几个学

期自己边学边干，边干边学，靠的全是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在此借

校刊一角， 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学生及家长们的宽容，体

谅和支持，感谢学校各部门的配合和协助，尤其要感谢我们文体课

的老师们，没有他们积极的参与，辛勤的工作，以及长期默默的奉

献，我们的文体课就不可能如此丰富，而且年年稳中有升。另外也

想乘此机会，多介绍一下文体课的运作与管理，想通过提高学校管

理的透明度，吸引更多家长的参与和支持。 

 

在我们中文学校，成人俱乐部和文体课都属文体主任的分管范围。

我们学校现在有五个成人俱乐部：成人合唱团，蓝球俱乐部，乒乓

球俱乐部，羽毛球俱乐部，舞厅舞俱乐部。每个俱乐部都有各自的

俱乐部组长，俱乐部的组织和活动安排都由俱乐部组长直接管理。

学校或文体主任只是负责场地的租用和协调工作。如果家长对某个

俱乐部感兴趣的话，请直接与其俱乐部组长联系，他们的 email 地

址都已刊登在学校网站上。俱乐部组长们通常会在每学期开学前向 

Acton_Chinese 和 ACLS email 组发出招收新会员的邀请信。如感兴

趣，务必动作迅速 － 很多俱乐部因受场地限制，接收人数有限，

很快就会满员，你如果报名慢了只好等下一拨了。 

 

文体主任的主要任务还是文体课的管理，其任务可分成两大部分：

日常事务和非日常事务。日常事务主要是指学期期间每个礼拜天下

午与文体课有关的事务，比如文体老师以及助教的考勤，报销，家

长们有关文体课的咨询和意见，家长与文体课老师的沟通等等。非

日常事务主要是指协助学校参与社区的文化活动，开发新的文体课

以及文体老师的招聘。后一项是最困难和艰巨的，也是最需要大家

的支持和帮助的。因为 Acton 地处郊区，公共交通不便，这就使得

我们在聘请城里有特别专长的老师上不具有优势。另外这里华人居

民里理工科出身居多，文艺专业人士相对就少多了。因此，除了广

告之外我们常常需要通过另外三种图径来招聘文体老师：一是动员

有特别专长的家长们出来任教，二是培养有专长，有耐心，优秀的

高中生，三是通过家长的推荐。我们的文体授课主要还是以英语为

主，所以我们也特别欢迎非华裔老师来教课。比如可以推荐你的同

事、邻居、孩子的教练等等，我们现在的卡通课就是一位家长鼓励

并推荐她的同事任教才得以增添的新课。这门课自从开设以来几乎

成了最热门的课程，每学期学生爆满。还有另外几门课也是如此，

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只是想再次感谢这些热情关心文体课的

家长们，谢谢了！ 

 

这学期我们共有 25 个文体班。其中儿童文体班 18 个，包括 4 个数 

中文学校的文体课 
左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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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家长与中文学校管理人员座谈 
 
2006 年 12 月 3 日，艾克顿中文学校学生家长与

学校管理人员座谈会在小餐厅举行，参加座谈的

有近二十位家长和学校董事会主席刘玉明、家长

会主席熊柏、校长邓敏、副校长苟燕妮及多名校

董、校行政班子和讲座协调委员会各名成员。 

 

邓敏向家长们介绍了中文学校的组织架构和各系

统的分工，学校的大政方针的制定、决策程序和

日常运作的过程，学校各中文课、文化课的教

师、学生和教学、组织情况，财务情况，以及中

文学校在参与社区活动、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的

作为。刘玉明和熊柏分别解释了校董事会和家长

会的详细情况。 

 

家长们主要针对中文课和文化课的设置、教师的

配备、教学质量与进度、课程报名和收费、学生

活动、家长参与等方面提出疑问，并结合自己的

体会，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意见和建议。校长和校

行政各成员分别基于自己分管的范围尽可能详细

地回答了家长们的问题，认真记录了家长们的建

议。 

 

坦诚、务实的座谈会进行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相

信这样的沟通将有助于中文学校向更好、更健康

的方向发展。 

 

中文学校的贺礼 
 
12 月 17 日是中文学校在 2006 年的最后一个开课

日，课程结束后，Acton R.J.Grey 地区初中所有

中文学校使用的教室中，都摆上了中文学校特地

为教室的原主人－初中的老师们准备的贺礼：一

张精美的节日贺卡和一本具有浓厚中国风情的新

年挂历，以感谢初中老师们一年来对中文学校的

支持和理解。 

 

 

 
 
 
 
 
 
 
同时受到贺卡的还有参加艾克顿中国音乐之夜演

出的各舞蹈团、合唱团的领队。 

 

中文学校还向 Acton 学区主管、社区教育委员

会、图书馆、警察局和消防队等密切联系的机构

发去贺卡，祝贺节日快乐。 
 
 
 

学班，3 个绘画班，两门手工课，两个击剑班，以及儿童合唱，电子琴，儿童舞蹈，国际象棋，武

术，乒乓球，蓝球等。7 个成人兴趣班分别是成人音乐理论，女子健身，丝制手工花制作，2 个成人中

文班和 2 个成人英文班。由于这个学期新生又猛增了五十多名，大多数文体课都人满为患。所以下一

阶段的工作重点将会转移到文体课的增设上，以适应中文学校的发展。我们在下一学期增加了 4 门新

课，希望能缓解文体课紧张的现象，同时我们也在探讨如何解决文体课学生来源广、程度不一的问

题，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出谋划策。 
在 2007 新年到来之际，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家庭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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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New England Co-sponsors Conference on Chinese in 
the Schools 

-by Virginia Ross Taylor 
 
Teachers, principals, superintendents, legislators, and parents shared their perspectives on 
bringing Chinese language to public schools at a conference on December 2.  Held at the 
Cambridge Center for Chinese Culture, the conference was co-sponsored by Families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 (FCC) New England, Primary Source, and the Boston Children’s Museum. 
 
Three teachers from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Jackie Xie, 
Cindy Song, and Gongjia Xing participated in a panel discussion that focused on techniques 
appropriate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Jackie Xie observed that hearing parents’ 
stories and comments about their children’s learning experience with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firmed her own observations as a CSL teacher at ACLS during the past four years. 
 
I attended a session on how to advocate for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in the public schools. 
One school superintendent who has introduced Mandarin classes at the junior high level in his 
own school district recommended that parents interested in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cultivate an ally within the school.  Several years ago he took an educational tour of China with 
the organization Primary Source (www.primarysource.org). This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changed his outlook and led him to find a way to include Chinese language study in his district’s 
curriculum. 
 
The conference confirmed my view that in Acton, the large Chinese community and the sizable 
FCC community can form an effective partnership to ensure that the town’s children have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that reflect our expanding global society. 
 
So that educators, parents, and others within the state can continue the dialogue begun at the 
conference and can share ideas for the future, a listserve is being launched. Anyone at ACLS will 
be welcome to join. The address will be China_in_Schools, and a note will appear in the ACLS 
journal when the listserv is established. Meanwhile, the Massachusetts Initiativ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website (massinitiative.org) tells about interesting ongoing work to help our state’s 
schools prepare students not only to read, write, and do math; but also to become more effective 
global citiz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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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农业经济 
阳光 

 

很少注意美国的农业经济,认为这里一切都是

大机械化，所有的布局都应该很合理。我们一

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而且价格变化不大。不

象我们中国国内，冬天的菜比夏天要贵很多

倍。但最近出现的 E.coli 事件，使我想了很

多。 

 

原来我们吃的菠菜等新鲜蔬菜都是从加州或墨

西哥运来，New England 没有自己的农场或菜

园，所有的蔬菜都由大卡车长途跋涉运来，而

且买来后放在冰箱里一个星期也不烂。一周买

一次菜，生活很方便。殊不知，这些菜都是喷

了保鲜的化学品。谁也没有对这些化学品做过

研究，我想它们对身体的影响肯定不会很好。

另外，所有的农业都由经济这个杠杆来支配，

小的菜园不可能生存下来，只有加州那些温暖

的地方才可以一年四季种蔬菜。再想想，土地

的养分是有限的，需要经常更换品种才可保持

土壤的营养。一年到头种同样的菜，只有靠氮

肥来维持生长，蔬菜的营养成分就可想而知

了。难怪美国人需要经常补矿物质，否则，各

种疾病会出现。 

 

再说说我们喝的牛奶。记得在国内，袋装牛奶

三天就变酸。这里的牛奶可放长达两星期之

久。原因是牛奶全经过了 30 度的消毒处理，

同时活性钙也所剩无几了。我们虽然天天喝牛

奶，还是缺钙。还有，这里牛场的饲料，全经

过科学配制，牛被催生，牛奶和牛肉相应地也

携带了这些激素。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很多人

有过敏症，而且找不到治疗办法。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中国的农业经济，先不

谈那些毒米毒蛋及农药污染的事件，我们的城

市消费的蔬菜大多是就近生产的，吃起来新鲜

又有营养。这里的菜没长熟就摘下来，经过大

卡车长运输，浪费了汽油，污染了空气不说，

所含的维生素损失了太多。现在的人吃的食物

不及几十年前的有营养，就是因为科学太发达

了。现在想来，原始的农业经济更合理，自种

自消，无需运输，又新鲜养分又足。所以，现

在很多医生及科学家呼吁，我们要回归自然。

自然的东西确实是最好的。 

 

 

如果 
丹心 

 

整理书橱，翻出了以前的心理学笔记，这一篇

“如果”，又唤起了我的注意。我把它写下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得到

一些启发，为我们培养孩子的良好心态多创造

一些条件。 

 

如果孩子生活在宽容中，他就学会了容忍 

如果孩子生活在称赞中，他就学会了自信 

如果孩子生活在赞同中，他就学会了感恩 

如果孩子生活在公平中，他就学会了正义 

如果孩子生活在鼓励中，他就学会了自爱 

如果孩子生活在羞辱中，他就学会了愤怒 

如果孩子生活在嘲讽中，他就学会了自卑 

如果孩子生活在挑剔中，他就学会了责备 

 

如果，您认为这些说得有道理，就请您多给孩

子一些宽容、称赞、赞同、公平和鼓励吧！ 

 

 

 

 

 
(本期轻轻松松学中文答案： 

数珠子：小云有27颗红的，25颗绿的，18颗蓝的，

16颗黄的，还有14颗紫的珠子。 

谁的脚印？：方方把地毯踩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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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和勇气 十二月时事回顾 

瓜农 
 

今年的十二月处在一个罕见的暖冬中，与往年“屋外雪花纷飞，屋内张灯 

结彩”不同，波士顿地区今年入冬以来就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雪，左一场

右一场的倒是秋天一样细密的雨。虽然免除了在湿滑的雪路上开车的危险和在寒风中扫雪的辛苦

劳累，但家家早早挂出的彩灯和花环，没有了素白的地面和斜飞的雪花的衬托，怎么看都觉得有

些别扭，感觉不出往日浓郁的节日气氛。在零售商们感谢温暖的天气带来的超量的客流的同时，

习惯于在年底举家滑雪度假的人们，看着雪场绿色、褐色的山坡上薄薄的人造雪，恐怕心里会跟

滑雪场主和冬令体育用品店经理一样，觉得十分的扫兴和万般的无可奈何。 

 

也许波士顿人应该庆幸暖冬带来的便利。在风雪中蹒跚而行、或被大风雪困住而上天无路、入地

无门的感受，碰上一次就可能会让人一辈子都忘不了。 

 

本月初，俄勒冈州大批警察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山区里展开了一场救援行动，搜救因大雪受困的亚

裔工程师 James Kim 一家四口。Kim 是加州一家网络媒体公司的工作人员, 12 月初在俄勒冈度假后

返回加州的途中，突遇大风雪，在极为糟糕的路况下，接连转错了几个出口后，迷失在克拉马山

区崎岖的山间小路上。那里太过偏僻，手机根本无法使用，警方是在接到 Kim 家人的报警后才开

始搜救。为了确定 Kim 失踪的大致范围，警方出动了直升飞机，一家商业卫星像片公司也提供了

这一地区的最新的卫星影像，以供判读。Kim 的一个朋友根据 Kim 最后一次使用手机的信息进行

跟踪，最终把 Kim 一家的失踪范围缩小到了一片 5 英里方圆的山地上。先后有超过 100 名州、联

邦警察和来自俄勒冈各地的志愿者参与了搜救行动。在 Kim 一家失踪后的第九天，救援队找到了

他们的汽车及在车中的 Kim 的妻子儿女，Kim 本人则在两天前就离开家人，只身外出寻找救援。

两天后，Kim 的尸体在一条河流边被发现。据法医和追踪搜救人员的检查分析，Kim 为了给妻儿

寻求生机，在峡谷中艰难地徒步攀登爬行了 5 英里，终因体力耗尽而死。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约瑟芬郡副警长 Brian Anderson 详细介绍了救援行动的过程，互联网上关注这次行动的网

友在留言中写道：“我们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来营救 James 一家，正如 James 自己所作的：冒着自己

的生命危险去拯救他最爱的人的生命。” 

 

类似的事件时有发生。当一个国家的公共服务机构对待其国民的负责态度和敬业精神成为了一个

标准之后，人们总会觉得这样是理所当然。正如在“胡温新政”实施数年之后的中国，“以人为

本”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以致于在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十二周年的纪念日前后的新闻评论中，年轻

人已经不能理解，当时那样赤裸裸的丑恶与卑鄙，竟然发生在一个有五千年灿烂历史的文明古国

中。 

 

1992 年 12 月，克拉玛依市教委等组织了一场文艺演出，市中、小学的学生、教师及有关领导将

近 800 人参加。演出进行中，舞台的一道侧幕因受到灯光烘烤而燃烧，烈火浓烟很快从舞台上蔓

延开去。就在台上台下的小演员和观众不知所措的时候，协调演出的一个负责人喊了话，一句被

老百姓斥为“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话之一”的喊话，说“同学们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同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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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事件的结果让人悲痛而愤慨：火灾造成三百多人死亡，其中绝大部分是学生和老师；而就

坐前排距离起火处最近的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全部成功逃生，无一人伤亡。 

 

每年的十二月，克拉玛依的市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网民都会聚集在一起，缅怀这些天真烂漫的孩

子和用生命呵护他们的老师，祈愿这些鲜花一样的孩子们和他们的老师，在天堂里，远离世间的

痛苦与丑恶，在一个没有领导的地方，自由快乐地生活。至于那些丧失了人性、失去做人的底线

的领导们，他们注定要在自己的恶梦中喘息，作为那个人性扭曲的时代的人证，在舆论的谴责和

良心的煎熬中度过余生。 

 

同样深受煎熬的，还有盼望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结果的各方人士。在搁浅了十三个月之后，六方会

谈重新启动，与会各方均表示，要跨越“谈判对谈判”阶段，向着“行动对行动”模式迈进。事

实证明，这又只是一个口号。会谈的主角-北朝鲜和美国，一个漫天要价，一个遍地还钱；一个

坚持要求先取消金融制裁才能考虑作下一步行动，一个说不放弃核武器说什么都是瞎掰。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的古老命题再一次被反复论证。五天的双边、多边磋商之后，朝核问题第五轮会谈无

疾而终。北朝鲜政府及其两千万民众继续在世人异样的眼光中艰苦地生存，另五方则在焦虑不安

中密切注视着这个国家的一举一动。 

 

与此相反，稍后开始的中美战略经贸对话则大放异彩。美国方面出动了一个豪华的代表团 － 政

府财政部部长鲍尔森、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劳工部部长赵小兰、能源部部长博德曼、美国贸易

代表施瓦布，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等等，去往一个国家的代表团规模之大、级别之高，历史上前

所未有。中国方面则对应一个以“铁娘子”副总理吴仪为首、包括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在内的政府高官代表团，双方就人民币汇率、外

汇储备、美中贸易摩擦、知识产权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此间各国对这两个

经济大国之间的严肃对话极为关注，各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会谈的每个细节，分析中美双方的立

场和态度。虽然会谈只进行了一天半时间，其所受到的关注程度可谓“万众瞩目”。 中美一致认

为这轮首次对话“坦率而富有成果”，并称对话确定了两国的经贸方向。谈生意远比谈打仗容

易，中美两国在这方面很轻松地就达成了共识。 

 

在 2006 年即将结束之际，有多位名人相继辞世。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历经长达五十年的相声表

演与创作生涯，门下号称“马家军”的弟子及下一辈徒孙将近一百人，其代表作品《宇宙牌香

烟》、《红眼病》、《五官争功》等给无数人带去了欢乐。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历史上

唯一未经选举而担任的美国总统，也是历史上最长寿的美国总统。1974 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丑闻

下台、福特继任总统后，以其诚实的人品和宽广的胸怀，带领美国人们走过了由越战失败、水门

事件丑闻、经济衰退等造成的艰难岁月。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作出了赦免尼克松的决定，使国

家免于陷入一场无休止的混乱中。福特的名言“成为总统原不是我的追求，但我决不会逃避这个

伟大的责任”将永远被后人铭记。 

 

旧年已逝，新岁将来，愿真诚和勇气伴随我们迎来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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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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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连续剧《死亡档案》故事梗概 前言 
本刊特约 gog （北京） 

 

当我将小本子上的手稿录入计算机后，发现竟然有 5 万多字不禁感到惊讶。要知道，当年连

写第一遍稿加后来的补充，肯定会超出六万字的！这是花了一个暑假、用空、用坏了数只圆珠笔

芯的“杰作”! 

自打我懂事到 1985 年，我看过很多的电影，从 1976 年到 1985 年我也通过电视看了许多精彩

的电影、电视剧由其是印象很深刻的《加里森敢死队》、《黑名单上的人》以及《大西洋底来的

人》等让我到现在还津津乐道。记得当年《加里森敢死队》突然在全国停演后，还上小学的我听

信了谣言说的会在某晚夜里 12 点播出此剧，竟然真的夜里不睡觉，等到 12 点，拧着电视旋钮一

圈一圈地转，不停地扳着电视天线，折腾了很久……但是唯有这部电视剧让我有了一种冲动，使

我不能忘怀——因为这部片子拯救了我。 

大概是在 1983 年，当我得知邱岳峰已故后，我仿佛一下子失去了精神的支柱，虽然不自己也

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虽然我并不相信一位配音演员的去世对我会有如此大的打击，但事实就是如

此。每天我还是一遍遍地在广播、在电视里搜寻着这个声音，心情却随着这个声音日渐减少还越

来越糟，天天处在一种混沌当中，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感到未来十分渺茫。于是初中毕业，我

没有选择上高中，而选了一个连以后是干什么都不知道却要分极高的中专。上中专以后对这个夕

阳产业的专业我很失望。有一次遇上了初中时的数学老师，她对我没有上高中十分惋惜。看着她

的眼神，我的心里更是痛苦的。从此我一蹶不振，课是稀里糊涂地上，事也懒着做。和伙伴们在

一起走一路大家都嘻嘻哈哈，我却能一言不发。每天我似乎都是在苦难中度过，对未来充满了恐

惧。 

直到 198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 40 周年，电视台大放二战资料和二战影片，不知为什么我

对这些很感兴趣，甚至看着电视把二战资料片的旁白抄下来保存。当年 6 月份，中央电视台播出

了一部东德拍的二战连续剧《死亡档案》。德国人怎么对待二战的历史？我很好奇。虽然如此，

我也认为不会好看过《黑名单上的人》。但是当我看上第一集时，我被德国人细致的表演所吸

引。德国的片子不像中国片子、美国片子那样地宣传英雄主义，片子拍得很耐看，很精彩。于是

我一集接一集地看下去。那时一个星期只播一集，真锻炼人的耐心。不过那时还同时播着《卡比

拉的篝火》等其它精彩的二战连续剧，很过瘾的。 

让我下决心开始“写”这部片子的想法，不是从看第一集产生的，而是从第十二集开始。那

个星期我并没看预告简介，不知道是什么情节（知道答案就没有悬念了），前一集的末尾的一声

爆炸我也没太在意，但一个星期后却发现恩斯特牺牲了！我也分不清是因为演员演得好还是因为

配恩斯特的张云明那略带忧郁的声音挑动了我某根神经，我对一个处处为战友着想的人的突然离

去感到震惊，怎么会是这样？我问我自己。我猛然发觉人要珍惜生活，不能等美好事物失去了再

去惋惜，再后悔当初。从这部片子里，我看到了一种不畏艰难，勇于克服看似不可能战胜的困难

的精神，着实令人敬佩！这也是我当时最缺乏也最渴望得到的一种精神——那就是战胜自己。于

是我拿起笔开始记录这部片子并重新认真思考自己的路该怎么走。 

因为 13 集的片子快播完了，我连前几集的介绍剪报都没留下，前面剧情的也记得不很清晰，

开始写得有些粗，差不多还是简介。这时放暑假了，中央 8 台重播此剧，于是我边看看电视边记

台词。我的手慢，还是漏了不少。然后我又对以前写的进行了部分补充。一个暑假我为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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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此不疲。连找的其它二战资料和整理的剧情，我把一个厚厚的小本都写满了。以后几年，这个

小本成了我的宝贝。当我情绪低迷的时候，当我遇到很惧怕却又必须做的事的时候，这个小本就

是我的精神支柱！它伴着我毕业、参加工作，我在一点一点地改变着自己，开始参加一些集体活

动了，开始学着与人相处了，开始学着帮助别人了。快乐渐渐地回到了我的身上。 

这个过程其实很漫长，直到 1997 年的那个另我经历重大挫折的深秋的夜晚，经过痛苦地思

索，我才终于真正摆脱了那种近似于自闭的泥潭，成为一个成熟的人！ 

能自己改变自己我很自豪，这几乎完全是得益于这部东德的电视连续剧的事实却让我惊讶，

但这是真实的。如果没有它，许多现在在网上相识的朋友可能永远也看不到我写的东西，我会在

什么地方呢？我不敢想象。  

从 1985 年 8 月 13 日最后一集播出到今天，我一直在找这部片子，我一直保持着看广播电视

报的习惯，但不再是找邱岳峰（他已从广播、银屏中消失），而是在找《死亡档案》。还把同一

导演、演员班底的《无情的战线》录了下来。后来我还特意买了一大盒录像带，准备一但电视上

有就录。但结果另人失望。最后我又把目光移到了网络上。如果我说我的网名也是出自剧中人物

恐怕不会有人惊奇了。三年前输入这个剧名后一大堆结果中只有几个与它有关，也无非是怀旧的

人偶提此剧，当然通过网络收藏了该剧的连环画也算是有收获吧。找了近两年还是一无所获。感

谢 wellstone 朋友的帮助才用德文剧名找到了一些线索（我这才知道百度搜索对外文网站的搜索

实在是太糟了）。不断的寻找，结果却另人失望。在寻找配音的《死亡档案》受挫以后，我又想

能找到德文的也行啊！不懂德文网上东西什么也看不明白。还是 wellstone 朋友帮我想各种办

法，发信给德国的电影档案库，并准备下订单购买那部价格不菲的片子。 

真是老天有眼，今年 4 月下旬偶然在中国配音论坛上搜索旧贴时发现了邢建坤网友发的贴

子，说电驴上有此原版片！于是极度兴奋地转告 wellstone：“不用花冤枉钱了！” 

因为是德文的，许多朋友都想找台词、字幕。于是我发现我写于 20 年前的东西终于有实际的

用途了。希望对每一位看到这些文字的朋友都有帮助。 

再次感谢 wellstone 和中国配音网上的朋友们！ 

 

                                            gog 

                                   写于 2006 年 5 月 20 日凌晨 2 点 

 
 

 

 

 

 

画不完的家乡美 
施也 

 

家乡的概念于我随时间变化着：中学之前，家乡就是以一个小时的脚程为半径的圆面，家，学

校，电影院，图书馆，体育场都在这个圆内，十八岁以前，都在这个圈圈里打转儿。高中毕业

后，去北京求学，家乡就是火车票上的站名。后来到美国西部留学，就以高高的洛基山脉为家。

再后来在波士顿安家，一住就是十几年，俗话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麻州这

儿，就是俺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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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州的地理位置，和老家天津类似：都在国家的右上角，纬度接近，都依山傍海，有都是

繁忙海港，麻州所到之处，真是有回家的感觉。波士顿港是天然良港，而天津则是北方最大的人

工港。天津是鱼米之乡：有大对虾，黄花鱼，小站稻米。波士顿则是文化名城，科技优秀。天津

曾是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现在又重新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波士顿为美国最早开埠，曾是经济中

心，现在有复兴的迹象。天津为新中国贡献两位好总理，波士顿地区则出了好几位总统。 

 

每年夏天里。为了消磨时光，周末经常带女儿东游西逛。几乎把周围一些村镇逛遍。所到之处山

青水秀，景色怡人，于是有把所到之处，用画记下来的冲动。取名为“家乡美景入梦来”系列。

按照每个小镇来分门别类。画有代表性的景色，配以文字介绍，体现爱家乡，建家乡的四海为家

的心情。 

 

    （一）格罗斯特（Gloucester) 

 

一提格罗斯特，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观鲸。其实这只是格罗斯特的一个方面。不错，格罗斯特是美

国最早的渔业港口，至今这里的许多居民仍以捕鱼为生。渔民是这里的特色，很有代表性。捕鱼

是个危险的行业，几百年来，格罗斯特已有数千渔民葬身大海，尸骨无还。古诗有：“嫁得瞿塘

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之说，这里弄潮儿指渔民，可见渔夫在人们心目中

的地位极其低下。电影《Perfect Storm》讲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真实故事。 

 

渔民的妻子也是这得特色。渔家婆，经常守活寡。丈夫出海，还得带孩子，很辛苦。最痛心的

是，渔民闲时很多，不出海时，多在酒吧厮混，整天喝得醉熏熏。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

有个太太实在忍不住了，带人砸遍了几家酒馆，真有点葛劲儿。 

 

 

约
翰
·
托
特
曼:

格
罗
斯
特, 1900, 

油
彩 25-

30

英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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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渔业，就不能不说双桅船 Schooner。在动力机船发明之前，渔船是靠风力推动的。所谓靠天

吃饭，但不要搞错，帆船是可以逆风前进的，靠的是技术和力学原理。而当时流行的帆船便是这 

种有俩桅甚至三桅的帆船。它有速度快，易于操纵的特点。美国渔业的发达，schooner 立下汗马

功劳。至今格罗斯特还保持着帆船节的习惯。当日，当地帆船爱好者要和加拿大帆船队比赛，一

决雌雄。 

 

格罗斯特的另一方面是和艺术的渊源。大约一百年前，印象派绘画兴起，这类画家讲究实地野外

写生，画那种转瞬即逝的光的效果。美丽的爱恩角 Cape Ann 为画家提供了绝好的场所。于是美国

很多著名的印象派画家都经常光顾爱恩角，把格罗斯特的美景尽收画中。包括实艺术家阿兰胡珀

(Allan Hopper)。以裘德哈桑（Childe Hassam)，约翰·托特曼（¤John Twachtman）为代表的

印象派画家都经常在夏天从纽约到这里避暑消夏。许多爱恩角的景色也永载史册。直到现在，这

里仍是艺术的圣地。在格罗斯特港的名叫石头峡（Rocky Ｎeck）的地方聚居着几十名艺术家。叫

石头峡艺术公社。 

 

格罗斯特还特受富人的宠爱。离石头峡艺术公社不远的格罗斯特尽东头海边豪宅林立，自古就是

富豪们的聚居的地方。看来艺术家的选择是有用意的。 

 

 

 

 

格罗斯特是天堂，也是凡间。格罗斯特有腰缠万贯的大款，也有贫苦的弄潮儿。格罗斯特是怀

旧，也是前瞻。格罗斯特有坚实的土地，也有变幻莫测的大海。格罗斯特就是这样对比鲜明。格

罗斯特一个从未令人感到枯燥的地方。 

 

在格罗斯特内港，我凭栏远眺，望着辽阔的大海，我想起小时候爱唱的一首歌； 

 

小时侯妈妈对我讲， 

大海就是我故乡， 

海边出生， 

海里成长， 

大海呀大海， 

是我生活的地方。 

从格罗斯特港眺望汉考克街，油画，本文作者画 格罗斯特港。油画，本文作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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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在美国生存·文教闲话之一 

是学校，还是托管所? 
柞里子 

 

美国实行十三年义务教育，幼儿园一年，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幼儿园往往附设在小学之

内，其实已是小学所一部份，只是还保留幼儿园的名字而已。中学有初中高中之分，但年级的称

谓却不是从初一到高三，而是从七年级到十二年级。美国的中小学教育情形如何? 有人说只消看

两项统计数字就够了。数字之一，不敢上学的学生日平均一十六万。数字之二，带枪上学的学生

日平均一十三万。对数字够不敏感的人，也许更乐于看 ABC 电视网的新闻杂志节目“最佳时间”

(“Prime Time”)对科罗拉多州某市区的一所中学作的一次专题报导。这份专题报导内容颇为充

实，恕不能在此一一复述。 

  

如果美国的中小学大都如“最佳时间”所采访那一所，那么，把美国的中小学说成是为减

少犯罪而设的临时托管所倒也不能说是诬蔑。不过，事实上这样的学校只代表 市区的公立学校，

私立和郊区的公立学校的情况迥然不同，而美国的城市人口除纽约、芝加哥等大都市外，大都分

布在郊区，所以，上“临时托管所”的中小学生大 约不足中小学生总数的一半。市区内的公立学

校不曾涉足，据电视上看到的情形，大都屋舍破败，设备残缺，环境萧条。身历其境的郊区公立

学校则不下十余所，其 中一两所几乎是每周必去两三次，因为家有两千金双双参加业余游泳训练

班(大致相当于中国的业余体校)，其日常训练和比赛都使用公立中学的室内游泳池。 

  

学生平日上下学有校车接送，像游泳这类的课外活动，则须劳驾父母开车自行接送。身既

为父母之一半，是以少不得要往学校跑。凡我所去过的郊区公立学校，一概室 外草木如茵似锦，

室内冷暖二气俱全。地上的铺设非地毯即瓷砖，墙上的涂抹非墙纸即油漆。即使是小学，也有颇

具规模的图书馆，电子计算机室和供篮球、排球、 体操等用的多功能体育馆。高中更有室内游泳

池、室外网球场、足球场、棒球场、橄榄球场以及接近专业标准的田径场地和跑道。 

  

同为公立学校，为何在市区者同在郊区者的物质条件相去如此之远?一 言以蔽之，在于贫

富的隔离。公立中小学的经费有相当一部份来自学区所在地的财产税和教育税。学区是中国所没

有的一种教育行政区划，市区的学区往往同市区的 范围相吻合，郊外的学区则往往跨越多所小型

市镇和县属地段。美国的富有及中产阶级之家大都居镇、居县、而不居城，所以郊区的财产税收

往往可观。城里的居民 大都属于穷困户，不拥有财产，因而城区的财产税收经常是微不足道。教

育税是一项特别的税收，征多征寡由学区居民投票决定。美国的家庭收入基本上同家庭的教 育程

度成正比。换言之，教育程度高的也大都居镇、居县、而不居城。一般来说，教育程度愈高者，

愈重视教育，也愈倾向同意征收教育税。反之，教育程度愈低 者，愈不重视教育，也愈倾向不肮

意征收教育税。这两项因素加在一起，遂使郊区学区远较市区学校经费充足。中国有上行下效之

说，放之美国亦然。大凡做父母的 重视教育，做子女的也会有志于学。一般来说，在郊区的公立

中小学就读的学生大都循规蹈矩，安分上课，同“最佳时间”所报导的情形判若天渊。 

  

美国的家庭收入不仅基本上同家庭教育程度成正比，也基本上同种族构成一定的关系：白

人家庭收入最高，其次为亚洲人，再其次为拉丁美洲人，最下为祖籍非洲的黑 人。据一份研究报

告的调查，亚洲人的收入同白人极为接近，大约相当于白人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使亚洲人的收入

低于白人的主要原因在于菲律宾裔的收入只有白人 的百分之七十，如果仅比较华裔和日裔，则无

差别可言。如果不按教育程度分类统计，则日裔的收入略低于白人，而华裔的收入反而稍高于白

人。这是因为美国的华 裔业已取代犹太人，成为美国教育程度最高的民族，大都凭借高等学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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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高薪阶层。亚洲人在美国所占比例微不足道，拉丁美洲人移居美国者日益增多，有超越黑 人，

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之势，不过，毕竟是将来之事。就历史和目前而言，黑人既是为数最多

的非白人种，也是收入最低的人种。因此，美国贫富的隔离又同 时表现为黑白之间的种族隔离。 
 

至于黑白的种族隔离为什么表现为黑居城白居郊的格局，那还得从一桩有关教育的公案谈

起。一九五四年以前，美国普遍实行黑白隔离的教育制度。这种制度的合法性 基于一八九六年

美国最高法院对“佩雷斯对傅克荪”案的裁决。裁决声称种族隔离的措施并不一定意味着种族歧

视。当时持不同意见的最高法院法官哈兰就指出这笱 说法不过是欺人之谈。然而，这欺人之谈

却足以使黑人在所谓与黑人平等之后仍不得与白人同校就读的制度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一九五

四年堪萨斯州首府托陪卡市 黑女童琳妲ܨ布 郎申请就读该市一所公立白人小学，遭到拒绝之后

控告托陪卡市教育局实行种族歧视的政策。这件被称之为“布郎对托陪卡市教育局案”的官司一

直打到最高法院。 这一回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打了五十年前的前辈们一个耳光，宣称种族隔离的

教育制度有违宪法关于平等待人的条例，必须立即停止。 

  

美国的城市居民本来以白为主，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大量黑人拥入城市寻求就业机

会，不愿意同黑人共处的白人开始逃往郊区。不过，由于存在种族隔离的教育制 度，仍有不少

白人留在城里。“布郎对托陪卡市教育局案”的裁决终于使绝大多数当时仍然居城的白人迁居郊

区，把城里原本专为白人而设的学校连同本来专为黑人 而设的学校一起，统统让黑人全部占

领，使城里的学校全部成为以黑人为主的学校。郊区的生活费用高，大部份黑人负担不起，不能

步白人的后尘迁往郊区，从而使 郊区的学校成为以白人为主的学校。“布郎对托陪卡市教育局

案”的裁决本来旨在创造黑白混融的教育环境，结果只是终止了种族隔离的教育制度的合法性，

却并未 能终止黑白种族隔离的事实。 

  

有鉴于此，最高法院于一九七一年颁布一项美国人惯称之为“busing”的法令。

“busing”亦作“bussing”， 专指联邦法院有权采用校车接送部份居住在城区的黑人学生前往

郊区学校就读的法令，姑名之曰“校车法”。事实上，动用校车接送学生并不始于这项法令，也

并不 限于这项法令。无论城郊，也无论黑白，绝大部份中小学生都靠校车接送上下学。校车法

的得名颇有“名不正”之嫌。校车法颁布之初在白人中间曾引起极大的不 满，以至政府不得不

多次出动警察弹压白人的示威。在地方政府拒绝合作时，还得靠联邦政府出动军队，俨然像一场

内战。为缓和白人的敌对情绪，一九七四年最高 法院从原有的立场稍稍后退，在对“密利肯对

步莱德理案”的裁决中宣称，如果郊区学校以白人为主的现像不是由非法的隔离政策造成的，则

联邦法院无权强迫郊区 学校接受城区的黑人学生。 

  

事隔二十年有奇，事态却有了意外的转折。如今一般白人虽然仍不愿与黑人为邻，但对于

其子女就读的学校之中夹杂几名来自城区的黑人大都持容忍态度。现在带头反 对校车法的不是

白人，反倒是一些黑人领袖，所据理由是，校车法隐含着认为使黑人混入白人社会就会提高黑人

素质的种族歧视的观点。根据法律，郊区学区每接受 一名城区学区的学生，地方政府须给予郊

区学区一笔借读费。不少郊区学区行政当局舍不得丧失这笔收入，反而四出游说立法机构，唯恐

终止这项法令的执行。根据 哈佛大学的调查，目前学区种族隔离最为严重的五个州为纽约、加

利福尼亚、密西根、伊利诺依和密西西比。其中以纽约州的情形最为糟糕，只有百分之十五的黑

人 学生就读以白人为主的公立中小学。 

  

同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学区种族隔离最不严重的五个州为肯塔基、内华达、内布拉斯加、

堪萨斯和俄克拉荷马。其中以肯塔基州的情形最好，黑人学生就读以白人为主 的公立中小学的

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六。值得一提的是，恰好是在肯塔基州最大的城市路易维尔，市教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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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唯一的黑人委员不以校车法为然，要求重新审查校 车法的价质。真是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

年河西，不知从何说起。小女在上小学一年级时，班上就有一名根据“校车法”从市区学区来借

读的黑女童。为了能赶来远 离市区的学校上学，小小年纪每日天还不亮就得起床。每逢学校有

春游一类的活动，则从来不曾参加，因为缴不起区区几块钱的活动费。听小女说起这位同窗，已

是 几年前的事了，现在提起来，仍不能不令人心酸。 
 

凡是有钱有势者不感兴趣之公共事业，在美国休想有所成功。有钱有势而不搞特殊化的当

然也有，最为人所熟知的例子是卡特在就任总统之后仍把女儿送往公立中学就 读。不过，像卡

特这类的天真汉毕竟不多，更多的是像克林顿总统夫妇一流，飞黄腾踏之后不再能安于贫贱。克

林顿夫妇在竞选时侈谈公立学校并不比私立学校差， 一旦当上总统，却立刻把女儿送进首都哥

伦比亚区达官显贵子女云集的私校。面对 CNN 电视记者赖瑞ܦ 肯的质问，克林顿先生面红耳赤，

顾左右而言他，可见羞耻之心犹有存焉；克林顿太太则面不改色，大言不惭地声称上私校是女儿

自己的选择，做父母的不能有所干涉。赖瑞·肯在结束采访时不无挖苦地反问：在美国能有多少

学生能够如此有幸地选择学校? 
 

近来美国新闻媒介时时忧心忡忡地指出美国中学生的学习成绩赶不上西欧，远不如日本，

以为长此以往，美国的工商业产品将颇难在世界上与人竞争。如此耽忧不是没 有理由的，因为

美国工人的学历大都止于中学，中学教育质量低劣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工人的知识和文化程度低

下。低到什么程度? 某公司人事部门指出，百分之八十前往申请就职的人竟然不会填写简单的申

请表。举此一端，可见一斑。有意思的是，在同外国进行比较时，从来不曾提到过中国，大概是

以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不屑一比。 

  

前几年有人从国内来信，说是国内的教科书质量太低，委托代为购买美国的中学数学教科

书。可见国内也有人误以为美国的中学教育质量比中国高明。我在回信中告诉 这为朋友：第

一，美国的中小学教科书是非卖品，开学时由学校发给学生，学期结束时还给学校，连旧教科书

也无从寻觅。第二，美国不像中国，没有统一教材，甚 至在同一所学校，不同的班也可能选用

不同的课本，根本不存在美国的教科书一说。第三，一般来说，美国中小学的智育质量远不如中

国，数学水平尤差，而尤差的 主要原因正在于教科书的编写大有问题。所以，即使买得到美国

的数学教科书，也实无购买之必要。此信既去之后，渺无回音，想是以为我质故推托，遂同我绝

交了。 
 

 

 

 
柞里子，网上博客名人。文章涉猎极广，有理有据且妙趣横生。经作者同意，转载他的这篇文

章。柞里子的博客网址 http://blog.creaders.net/zuol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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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原 

 
 
 
 
 
 
 
 
 
 
 
 
 
 
 
 
 
 
 
 
 
 
 
 
 
 
 
 
 
 
 
 
 
 
 
 
 
 
 
 

数珠子 
 
小云过生日，朋友送了一盒精美的玻璃珠子。五彩缤纷的珠子真漂亮呀！红的象宝石，绿

的清澈透明，还有蓝的，黄的，和紫的。妹妹看见那么多美丽的小珠子，高兴地问小云：

“姐姐，你有这么多好看的珠子，能分给我一些吗？用它们穿个项链一定非常漂亮。” 
 
小云想考考妹妹，所以她回答说：“你看，我把100颗珠子按颜色分成了五堆。红色的和

绿色的一共有52 颗。绿色的和蓝色的一共有43颗。蓝色的和黄色的一共有34颗。黄色的

和紫色的一共有30颗。妹妹，如果你能正确地说出每种颜色有多少颗珠子，我就让你从中

随便挑。” 
 
妹妹爱动脑筋，马上开始作算术，很快就算出每种颜色玻璃珠子的数目。 
 
请问，你知道每种颜色玻璃珠子分别有多少颗吗？ 

 

 

谁的脚印  
 
方方，明明和甜甜是三胞胎，她们都穿一样大的鞋。一天放学后下了校车，三个人追逐着

进家来，其中有一个人进门没脱鞋，把客厅里珍贵的东方地毯踩脏了。妈妈一回家，看见

地毯上的脚印，把三个孩子叫过来，生气地问：“这是谁干的好事？” 
 
方方说：“不是我。” 
明明说：“是甜甜干的。” 
甜甜却说： “明明在撒谎。” 
 
如果我告诉你，她们三个小孩中只有一个人说了真话，另外两个都在撒谎。请你动脑筋分

析一下，究竟是谁把地毯踩脏的？ 
 
 

 

(答案请在本期内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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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 B 班学生作文     

指导教师：刘鸣 

 

逛街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晴

今天妈妈带去我逛街。 我们准备买新鞋子

和一套万圣节的衣服。我们先去鞋店买我的鞋

子，鞋店里有各种各样的鞋子，可是没有我要

的。我们换了一家鞋店，马上找到了我喜欢的

鞋。我们买了鞋之后就去买万圣节的衣服，我找

到了一套巫婆的衣服，妈妈还买了几个万圣节的

装饰品。我们付了钱，就回家了。 

 

晚上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雨

今天我的朋友要来我家玩。她来以前，我把

我的功课都做好了。她来后，我们看了一会儿电

视，还玩了一点儿 GAMEBOY。 晚饭我们吃了春

卷、炒蔬菜、粉丝汤和宫保鸡丁。所有的菜都很

好吃。吃完晚饭，我和我的朋友做了一个手链，

然后，我们又看电视又玩了一会儿游戏……。玩

完游戏，我朋友的妈妈来接她回家。 

－陈锺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是我的好朋友 Samantha 的生日，她在

Hunt Center 开了 party。 放学后我去她家布

置场地，我们用了很多点了灯的大南瓜。来了很

多同学和朋友，Party 上的音乐很好听，我们跳

了很长时间的舞，玩得很开心。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雨

今天是十月二十八，我生病了。早上起来头

很痛。但是，我还是上了长笛的课。回来以后，

觉得很累，妈妈说我发烧了。今天就在家休息不

去上芭蕾课了。我休息了一个下午，到晚上就好

多了。 

－吴越 

 

踢足球   十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我去踢足球。 我的朋友的妈妈开车送我

和我的朋友去球场。 到了那里已经有两个朋友

和教练在练习射门。等了一会儿其他朋友都来

了，这时教练告诉我们要玩一个游戏。我们玩了

一个小时，满头大汗的回家了。 

 

童子军过夜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雨

   昨天上我和朋友到童子军家过夜。这是童子

军的一年一次过夜活动。我们要带睡袋和牙刷，

也可以带书和手电等。在那里，我们画画儿、做

爆米花和看电视。最后，我们关了灯用发光棒玩

Star wars 游戏，之后我们就睡觉了。 

－段宇杰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雨

   今天一醒来外边就下雨。早晨我去了滑冰

课，并通过了第七级考试，我很开心。妈妈又带

我去书店买书，我买了很多书，也给弟弟买了

书，我还买了一盘录像带。然后去跳了中国舞，

跳舞之后又去跳了芭蕾舞。我还跟妈妈去买菜和

衣服。我帮妈妈把菜装进车里，妈妈说我帮了很

多忙。 

 

今天学校中午就放学了。伍莉莉的妈妈把我

们接到他们家里。我们一起吃了午饭还吃了冰激

凌。我们玩了几个自编游戏，抽空也做了作业。

三点三刻伍莉莉和我去上了芭蕾课。课堂上我们

反复练习了新的动作。我们很喜欢跳舞。 跳舞

又美又锻炼身体。 

－邝凯菲 

 

学校的书 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冷

今天是十月二十四日。我吃了早餐去了学

校，读了书，书名叫”The Beaver Sign ”，这

我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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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很有意思。读完了书我就回家了。我很喜欢

学校的书。 

 

今天我有课外活动，有游戏，有很多好玩的

玩具，很有趣啊，我开心死了！我想马上回去。 
－周晨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今天，我和我家邻居的小孩玩游戏。我们追

来追去，高兴极了。我们在路边上骑自行车。我

们也溜狗。狗的名字是ＥＭＭＩＴ，是我的邻居

的狗，它很可爱。然后大家就回家了。开心的吃

晚饭。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爸爸开车带我去音乐学校上乐理课。要开三

刻钟才能到波士顿。我学会了音阶和音程。我上

完课就在附近的汉堡王吃午饭。汉堡王很拥挤。

吃完午饭我去表演钢琴。弹的是舒伯特的＂三个

舞蹈＂。我很喜欢这首曲子。今天很忙！ 

－李新怡 

 

鬼节要糖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多

云

今天我三点三刻从学校回家。我快快的换上

我的巫婆的装扮。爸爸带我和妹妹ＢＥＮＥ去Ｈ

ＵＤＳＯＮ的市中心要糖。今天并不是鬼节，可

是四点到六点，是ＨＵＤＳＯＮ市中心的要糖时

间。我们要糖时，碰到我妹妹的朋友乐乐、圆

圆、停停和ＣＬＡＲＥ，我们一起要了好多糖，

也吃了免费的皮萨饼、冰淇淋、爆米花和薯条。

我们一家还一起去了一家中国自助餐厅，大家都

吃得饱饱的回家了。 

 

游泳比赛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大雨

今天我六点半起床去参加一个游泳比赛。太

阳还没有出来，所以外面黑黑的而且又下着很大

很大的雨。我在家没吃饭，爸爸给我买了一些早

餐。我们七点二十五分开始热身，我游了第二个

项目，是两百米自由泳；第六个项目，一百米仰

泳；第十个项目，五十米蝶泳；第十四项目，一

百米蛙泳；第十八项目，五十米自由泳。我爱游

泳，可是每次快到我游的时候，我都会很紧张。

那里还有一个卖小吃的地方。我和妹妹买了三快

糖，花了七毛五分钱。 

－王潇 

   十月二十四 星期二 晴 

今天放学后，我去了乐队练习。我在乐队是

吹黑管。乐队里别的乐器有长笛、萨克斯管、小

号，吉他，鼓和钢琴。我们现在正在学两首歌，

“Annalise”和“Snake Charmer”。 乐队在四

点五分结束。我很喜欢去乐队。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阴 

今天我们考了历史，是有关美素不达米亚的，这

是古代的一个地方，在现在的中东。我们考了重

要的名词、地点和古代美素不达米亚的发明、法

律以及著名人物。我这次考的不错。 

－汤加华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阴 

  今天我七点一刻起床，九点钟到了学校。在课

堂上老师教了我们英语，然后学了一点数学。我

们学完了数学，又学了科学。星期四只上半天

课，下午我就回家了。回到家里，我吃了面条，

面条里有鸡蛋、青菜和肉。 吃完了饭，我就做

英语作业和数学作业。 做完了作业就跟弟弟玩

了一会儿。 吃了晚饭以后，我去上了弹琴课。 

回来了后洗了澡，又看了一会儿书。 

 
十月二十八星期六 

今天六点半起来滑冰，滑冰要滑到九点。从十二

点半到一点，我要跳中国舞。跳完了中国舞又要

从一点一刻到两点一刻跳芭蕾舞。 我跳完了舞

就跟妈妈去买衣服。 妈妈给我买了一件衣服， 

也给我的弟弟买了一件。 回到家里我帮妈妈给

弟弟喂饭。五点钟左右到同学家开 PARTY，八点

半回到家。 我洗完了澡，觉得很累，就睡觉

了。 

－袁梦晗 

 
    十月二十八星期六  

  今天下雨了。十一点时，我在看书。今天不能

去商店，因为下雨了，天气很不好。差五分钟就

要吃饭了。我看的书很好看。 

 
十月二十七星期五 

我今天上学了。放学后爸爸带我去了商店。我爸

爸付了钱，带我在餐厅吃肉， 我吃得又快又

多。 

－韩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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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足球 十月二十五 星期三 晴

  今天我们学校跟别的学校比赛足球。我高兴极

了，因为我们在人工草皮上比赛，这场地比真的

场地还要平整。 由于路很长我们是坐校车去， 

花了一个钟头才到比赛场地。下了车，我没有看

到别的足球队，等了十分种，他们才来。我们就

跟他们比赛。 刚开始没有队得分。到了第二场

比赛，我们踢进一球，才赢得一分! 

 

买东西 十月二十八 星期六 大雨

  今天下午，我和爸爸，妈妈，弟弟一起去买东

西。我们坐在一辆车，开到 NEW HAMPSHIRE。 因

为雨下得很大，所以开得很慢。我们先到大市场

买了水果，书包，文具和排骨。然后我们去了百

货商店买了爸爸的裤子。最后我们去了电脑店买

了数字照相机。回家后，发现妈妈车子的右视镜

不见了。 

－李达仁 

 

去图书馆     十月二十三 星期一

 阴

   今天星期一， 我们班走路去图书馆，学习怎

样查资料。我们走小路穿过植物园来到图书馆。

管理员把我们分成三组。第一组学了怎样在计算

机上查你需要的东西。第二组学了怎样写文稿目

录。第三组观测整个图书馆。我们整个上午都呆

在图书馆，中午在会议室吃了中午饭。今天我们

真开心!  

 
   十月二十四 星期二 

  早晨，我去了学校吹笛子，我们练习得很好。

然后我去上课。由于下午有家长会，我们中午就

放学了。 

 

  下午有几个朋友到我家来一起做功课和玩。我

们很高兴! 三点三刻我和 CATHY 去跳 BALLET。 

我们练习了一个多小时的基本功，好辛苦啊!非

常好。能用中文将每一件事情叙述得这么清楚，

真不简单。 

 

  晚上六点种，我和 CATHY，MAGGIE， 和 ELLEN 

去练习打网球。开始我们跑步热身，然后练习打

球。最后我们进行双打比赛。我赢了好几场! 今

天的生活真丰富! 

－伍莉莉 

 

上餐馆    十月二十三 星期一  晴

今天是星期一，我和妈妈、爸爸去

Japanese Cosine 吃晚餐。我们先喝了一点茶，

我点了一份 SALMONT TERRIYAKY 妈妈要了一份

EEL RICE，爸爸要了他最喜欢的海鲜面条。我和

爸爸，妈妈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吃完饭，我们

全家还吃了一份冰激淋。我们一起渡过了这个美

好的夜晚。 

 

去同学家 十月二十四 星期二

今天是星期二，学校只上半天课，中午一点

半我就回家了。ＡＬＩＣＩＡ打电话叫我去她家

玩。我说好，三点钟过去。写完作业后，妈妈送

我去了她家。ＡＬＩＣＩＡ家很大，每个房间都

很漂亮。我们上楼去她房间，玩了ＫＩＴＴＹ游

戏。然后，我们去地下室吃冰激淋。我们一边吃

一边说。我们玩的很开心。四点半，妈妈来接

我，我跟ＡＬＩＣＩＡ说再见。 

 

去游泳 十月二十五 星期三

 晴

今天我有游泳课，回到家已经四点了，妈妈

给我吃了一份小点心。吃完后，妈妈带我去了游

泳馆。我的教练叫ＪＥＩＮＩＦＥＲ，跟我的名

字一样。我很喜欢她教我，她教我自由泳，仰

泳，蛙泳，碟泳，各种换身动作。我上了四十分

钟的课。我觉得有些累，洗完澡，妈妈就带我回

家了。 

－王杰妮 

 
  十月二十五 星期三 晴 

今天，我七点四十出去等校车。到了学校以

后，我和我的同学们就开始上课。三点钟我坐上

校车去我的朋友家。我和我的朋友讲了一会儿

话，吃了一点东西，然后我的朋友的妈妈就来教

我下棋。到了五点半我妈妈来接我，我们接了弟

弟以后，妈妈就带我到钢琴老师的家学钢琴。六

点半我们就回家了。 
十月二十六 星期四 晴 

今天是星期四，我上学后上戏剧课。我们上

个星期学了二首，我们今天跳了一会儿舞。跳舞

课完了以后，我和我的朋友到外面去玩。回来

后，我们又做了点作业。做完作业后，我们又开

始玩了。回家以后，我和爸爸妈妈吃一顿好吃的

饭。 

－陈筱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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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鬼节衣服 十一月五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是星期天。我要开始做我的鬼节衣服--

--一个壳子。我先拿了一个纸盒和一些纸，再用

胶水把纸贴到纸盒上，然后用剪子剪开三个洞。

这时，胶水已经很硬了，剪不进去。我想，重新

开始做一个吧。爸爸帮我把窟窿先剪好，然后妈

妈帮我把纸贴上了，我再把图案画在纸盒子的表

面。最后我终于做好了我的鬼节的衣服。 

－杨航 

 

 

去妈妈公司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晴

今天我和妹妹去了妈妈的公司。我们是去拿

糖的，因为是 Halloween。我们拿了很多糖，我

有五十块，我和妹妹高兴极了。拿完糖以后，我

们去楼下吃各种各样的糖和喝饮料，还有蛋糕。

我们吃得非常高兴，回家时都很饱。 

 

 

 

 

 

 

 

 

 

 

 

 

 

 

 

 

 

 

 

 

 

 

 

 

 

足球练习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是最后一个足球练习日。我到了的

时候还没有队员来。只有我的同学在那里，我们

玩了一会儿，他们就走了。天已经很黑了，我看

到两个专业足球队员。他们教了我很多技巧，我

想，我以后可以踢进很多球了。 

－孔令文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天 晴 

 今天我和妈妈去了商业街。我们去了我

很喜欢的商店。我买了一条黑裤子和一件上衣，

妈妈也买了两件上衣。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雨 

我每天六点起床，先洗澡，七点钟离开家去学

校。今天我们去了 Lexington/ Concord 的民兵

公园（Minute Man National Park）。到哪里去

是为了了解美国革命战争。 

－李达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