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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ACLS Parents, 
 
The Parent Council (PC) has been in existence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CLS). But many of you 
may not have heard of such a group within the ACLS organization. 
This is not surprising because PC works at the back ends of ACLS' 
day-to-day operation. And it is a good thing in a way that you 
haven't heard of PC. On the other hand, this is precisely the reason 
I'm writing you. 
 
PC is currently a very informal group of volunteers brought 
together by specific needs. Among other things, PC mainly 
functions in three areas in its present form. 
 
First and foremost, PC provides security for ACLS every Sunday. 
Undoubtedly, security is of the highest priority at ACLS and ACLS 
parents know it. The strong support from parents is overwhelming. 
Just today, we received "complaint" that certain parents were 
disappointed because they haven't had the opportunity to wear the 
orange jacket at the main entrance. I can recall many similar 
moments when people had to be turned away due to lack of work. 
We're so fortunate to be surrounded by so many dedicated parents 
who are willing to help. More important, because of the diligent and 
hard work put in by the on-duty parents every week, our school has 
been running incident-free since ACLS opened its door over four 
years ago. Thanks to all the parents for guarding our school and 
the head parents of each class for organizing the amazing effort 
every Sunday. 
 
Second, PC runs a seminar series each semester. The seminar 
group has brought to ACLS many memorable talks given by 
professionals from state officials to town managers to former AB 
High students. ACLS parents usually find the seminars educational 
and informative. Thanks to all the seminar coordinators and 
organizers for their talent and tireless effort to educate us. 
 
Last but definitely not the least; PC organizes social outings and 
the Chinese New Year Party every school year. To put it mildly, 

A Letter to All Parents 
熊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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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艾克顿中文学校建校以来,我们家就跟她结下了不解之缘.首先两个孩子从学校成立至今一直

在校学习, 接着我和太太也相继加入中文学校志愿工作者的行列.我博士毕业后,就从事药物研究开

发.在中文学校是班级的家长代表.经过几学期的实践, 亲身体会到学校教学与管理事务的繁杂与辛

苦，也更加深了对那些为中文学校的正常运行而牺牲个人时间的人们的敬意. 承蒙校董事会的信

任以及中文学校现任家长会会长熊柏的举荐, 我将接任下一届家长会会长之职. 虽经验有限，但愿

为传扬中国文化，为社区服务尽我一点微薄的力量． 
  
一所好的学校应当有好的秩序，孩子们才有好的学习环境，中文学校家长会承担著这一艰巨的任

务．作为下一届学校家长会会长，保证中文学校的安全有序将是我的首要任务．我将管理好交通

安全,让老师安心教学,并监督学生安全离校,让大家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回家。 
 
一所好的学校还应当要全面发展,中文学校作为本地华人社区的一角，同时也是家长们交流信息、

组织活动的场所。我的任务是争取多为家长们组织各种不同类型的讲座，文体活动，各种形式的

俱乐部、晚会、郊游以及老年人的活动, 充分调动家长们的热情和积极性，让家长会的活动更生

动更加有吸引力. 
 
一所好的学校除了有好的秩序以及全面发展外,还需要家长们的支持理解. 我的另一个任务是协调

学校和家长关系。家长会将配合学校的规章制度, 组织好家长,作学校的坚强后盾,并将家长们的意

见和建议迅速地反馈给学校,做好桥梁作用. 
 
万丈高楼平地起，一所好的学校要靠大家来支持，中文学校是我们大家的学校,让我们一起为它添

砖加瓦,我愿是它的一块砖一片瓦. 
 
李富根 

 

feeding hundreds of people is no casual hobby for the faint at heart. We owe a great deal to the 
event coordinators and volunteers for the delicious food and entertainment either at Nara’s sunset or 
the Chinese New Year's eve. 
 
During the past two and half years, I've been fortunate to be part of PC. I've come to admire many 
devoted and generous parents who truly regard ACLS as a family. Even though I'll no longer greet 
you at the door every Sunday, I believe and hope we will meet again, perhaps at a different door. 
 
Sincerely, 
 
Bob Xiong 
 

为中文学校服务了两年办之后，熊柏(Bob)将从家长会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经校董事会批准，李富根

将继任中文学校家长会主席。我们感谢熊柏这么长时间的无私奉献，学校能维持良好秩序、举办内容

丰富的讲座和各种活动，家长会功不可没。我们为富根鼓掌，愿家长会在他的推动下，为老师、学

生、家长，为我们所有的人，有更精彩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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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utes of ACLS Board Meeting  
 

Date:   March 23, 2007 
Participants:  Michelle Deng, Yanni Gou, Jindong Li, Yang Liu, Xianghai Liu, Yuming Liu, 

Virginia Ross Taylor, Bob Xiong, Li Yuan, Jenny Zhang 
Minutes: 
 

1. School operation: School operation for the spring term has been very smooth. As in 
previous years, ACLS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is year’s Conant/Douglas International 
culture event to be held on April 12, 2007.  The parent volunteers from Conant and 
Douglas school will lead the effort in organizing the event and representing the country 
of China. ACLS will also participate in Acton’s earth day celebration in late April. The 
board discussed the need of creating a formal position in the admin team responsible for 
public relation. It is generally agreed that as ACLS grows, the addition of this position to 
the Admin seems inevitable in the future. But, at present, the school still can rely on 
volunteers to take care of this responsibility.  
 

2. Planning of next school year: The board discussed the preliminary plan for next school 
year. A continuous expansion in the numbers of students and requisite classrooms is 
anticipated. Despite this, it seems that the Junior high school may still have enough 
facility to house ACLS for next year.  

 
3. Chair of Parent Council:  The current president of parent council, Bob Xiong, informed 

the board that Dr. Fugen Li would succeed him as the next president of Parent Council 
starting from July 1, 2007. Fugan Li has been an active volunteer parent since ACLS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his experience and commitment, the board believes that he will 
lead Parent Council to do well in supporting ACLS operation and organizing social 
activities for ACLS parents and residents in the community. 

 
4. Culture activities: The board decided to continue to hold a Chinese music/dance night 

this year. The board member, Xianghai Liu, will take a lead to propose a plan for 
organizing this event. The board discussed the idea of making donations to town’s public 
schools in support of particular programs by selling tickets for this event. The board also 
discussed the possibility of having a China day in December/January or combining the 
China day event with Chinese music/dance night in October.  

 
5. Board Election:  Among the nine board seats, seven of the seats will be open for election, 

except for the positions reserved for the principal and president of parent council. The 
board discussed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election procedure specified in Bylaw, and 
decided to not make any changes at this time. The board also agreed to encourage all 
par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board 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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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家长在 Conant-

Douglas Culture Night 活动中 
 

4月12日，Conant 和 Gouglas学校联合主

办了一场多元文化展示、民族食品品尝和

文艺演出活动。活动有多位艾克顿中文学

校的家长和老师参与，表演中国传统书法

和舞蹈，分发食品，策划、协调演出，切

身体会艾克顿的“国际化”。 

 
After months of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the annual Conant and Douglas schools’ 
annual festival of cultures was unveiled  in 
the evening of April 12th. Through the 
rain/snow/sleet, over 400 families from 
Conant and Douglas Elementary schools 
joined together for an evening that 
celebrated our rich ethnic  backgrounds.  
 
There was delicious food donated by local 
establishments and our families, tables where 
people visited 8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a 
wonderful set of performances by Acton's 
talented young people. The audience enjoyed 
Douglas' Japanese Kindergarten Chorus, 
amazing dances from India and China, a 

Filipino solo from a first grade Douglas 
student, Chinese Yo-Yo, African drumming, 
Irish Step Dance, Kung Fu Demonstration 
and Belly Dancing. It was a wonderful 
evening!  
 
Hats off to all the many volunteers from both 
schools for their time and effort to make it a 
great success.   
 
Hope to see you all again next time! 
 

 
【供稿：刘阳  摄影：李伟】 

 

特殊的星期天 
 

每周日送孩子上中文学校已多少成为我们每个

家庭所熟悉的作息日程。 今年的三月十一日

和四月一日两个星期天，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学

校的变化。这两天，停车有指定地点，进门有

指定通道，孩子和家长活动有指定范围。教室

外的走廊上多了值班家长，学校外的马路上还

布了岗。有家长在好奇地打听，“怎么了？” 

 

原来每年的三月十一日和四月一日这两个星期

天，艾克顿初中有盛大的文艺演出，房东要求

我们中文学校给予合作，让出停车场、礼堂和

正门入口。中文学校行政(Admin)与房东和学

监取得了联系后，决定尽力配合，家长会和董

事会表示全力支持。校长邓敏还特地为此开会

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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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有了大家看到的一幕。当天，由董事

会、家长会、校行政成员及他(她)们的家属朋

友们组成的黄背心队伍在马路上指挥交通，疏

导人群，一丝不苟，可PK 交通警。值班家长

们在走廊上设卡，忠于职守，引导孩子们在规

定的区域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家长们对此给予了大力的支

持。大家听从指挥，还热情鼓励。是大家共同

的努力才使此次活动获得了成功！这为今后与

房东和学监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供稿：李劲冬】 
 
 
 

入籍备考点滴 
白文琳 

 

前不久，我顺利地通过了美国公民入籍面试。

艾克顿中文学校教务处和和成人英语班的老师

向我道贺，同时建议我把准备面试、学习英语

的体会写成文章，跟大家分享。下面就是我的

点滴感受，供有关的朋友们参考。 

 

1． 坚持“四会”，突出听力训练。“四会”

就是会听、说、看、写。入籍面试是口

试，首先要听得懂考官问的是什么，才知

道该答什么，写什么。训练听力有很多方

法，比较切实可行的是反复听录音，包括

N-400 表格上的内容和美国历史、政治 100

题的录音带或 CD。反复听，逐渐就能做到

“耳顺”，甚至随录音伴读，这样也训练

了开口说话的能力。如有可能，可以多听

听不同版本的录音，因为面试时考官的发

音不一定像播音员那么标准，可能带有某

些地区的口音，不熟悉的话会觉得听起来

吃力，就像我们听得懂汉语普通话，但不

一定听得懂四川话一样。听的版本多一

些，可以提高听力的适应性。 

 

2． 要勇于“开口”。不少华人朋友，特别是

年纪较长者，学的是“哑巴”英语，看得

懂，但听不懂、说不出。这种状态对面试

很不利。在准备应试时，一定要勇于开

口。哪怕刚开始的时候南腔北调、错误百

出，只要敢开口，多听老师说，多听录

音，多模仿，就会逐渐进步，慢慢达到让

别人听得懂或大部分听得懂的程度。如果

平时不注意说英文的练习，到面试的时

候，本来就难免紧张，这时候可能更张口

结舌，越着急越说不出，你就可能遭遇马

上被否定的不愉快境地。这种教训是真实

发生过的。 

 

3． 一些有帮助的技巧。无论 N-400 表格或历

史、政治 100 题中所涉及的问题，都可以

以不同的句型出现，学习时要进行对比，

弄清异同，以免临场不知所措或答非所

问。每个问题多半有一个关键字或主题

词，一定要把它听熟，说顺畅，这样才能

把握住问题的方向，在现场时正确地回答

问题。一些平时较少接触的词汇，如宪

法，最高法院，国务院，第一任总统，马

丁·路德·金，等等，和一些特殊的句

型，要更多地练习。对于一些比较复杂或

自己觉得困难的问题或句子，可以集中选

录在一个录音带上，以便节省时间，反复

多听，以达到变繁为简、化难为易的境

界。 

 

4． 对有关美国历史、政治 100 题的正确答案

一定要真正理解记忆，即对每一个问题，

既当成一个英文句子来学，又当成一个具

体知识来记。这样两方面能起到互补的作

用，这也是入籍面试的目的之一。 

 

最后，我在这里要特别表示对中文学校教务处

和成人英语班的各位老师的衷心感谢：谢谢你

们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学习英文的条件，谢谢你

们为我们提供的很好的教材，谢谢你们付出的

劳动和耐心。这里也要感谢成人英语班的各位

同学的鼓

励、帮助

以及提供

的信息，

这些对我

面试的成

功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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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的作用。  

 

 
 
Best-Selling Chinese American Children’s 
Author to Speak in Acton 

 
 
Best-selling children’s author Ai-Ling Louie will speak at the Acton Memorial Library on 
Saturday, May 19, from 2-4 pm. This free public event is sponsored by FCC.  
 
Ai-Ling Louie is the author of Yeh-Shen: A Cinderella Story from China.  The book is 
based on a Tang Dynasty legend, which Ai-Ling Louie remembers hearing her 
grandmother tell. Details of a jealous stepmother and a lost magic slipper make this 
story similar to the European Cinderella. The Chinese story, however, is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older than the earliest known European version. Familiarity with both 
versions helps children realize the fundamental similarities in fairy tales and in the 
Chinese and European literary traditions.    
 
Ai-Ling Louie’s new book is Vera Wang: Queen of Fashion and Amazing Chinese-
American. In 1967, when Ai-Ling Louie was a freshman at Sarah Lawrence College, 
there was one other Chinese American girl in her class, and her name was Vera Wang. 
While Ai-Ling Louie went on to become a writer of books for children, Vera Wang went 
from art student, to wedding gown designer, to dressing movie stars for the Oscars, to 
Women’s Wear Designer of the Year in 2005. 
 
Ai-Ling Louie decided to write a biography of her classmate because of a remark by a 
young girl who came to her for help. It was Asian American History Month, and the girl 
had to write a biography report on a famous Asian American. The girl complained, 
“There aren’t any famous Asian-Americans.”  Although she was annoyed at first, Ai-Ling 
Louie realized that although many Asian Americans have contributed to American life, 
the girl was right: few books about Asian Americans are available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She resolved to write a series of books called Biographies of Amazing Asian 
Americans.  Vera Wang, Queen of Fashion is the first in this series. 
   
At the Acton Library event Ai-Ling Louie will show how Vera Wang evolved from a few 
ideas and sketches to a finished and published book for children. She 
encourages children to bring one piece of artwork or a one-page 
story to show to the group.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tact Susan Avery at 
susan.avery@verizo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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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点起飞 
洛雨 

 
去年回国探亲取道北京返美，和往年一样。照例提前二小时进入北京机场熟悉的候机大厅。在感觉上

稍有不同的是那天在填写入境卡和等待安检的地方人异常的多。不管三七二十一，填好入境卡后我赶

快找了一条等待安检的队排上。 

 

站了好大一阵子后，见有几个机场工作人员顺著队列挨个问问题。等他们之中的一个走近，我才听清

他在问“是去美国吗？”。在得到“是”的回答后，他指著右前方说”去美国走那边“。这时候我才

注意到在不远处柱子上的标示”去美国请走14至16号安检口“。我于是赶紧奔到那边从队尾重头排

起。当顺着队列往前面挪动了一段距离后，我终于看清了去美国的安检口和其它安检口的不同。在去

其它国家的安检口处贴有两张宣传画。上有枪支、刀戒、爆炸品和易燃品的图示及文字。意思很明

显，这些东西是不能带上飞机的。在去美国的安检口处同样有两张宣传画。不同的是上面排列著洗发

水、洗脸膏、香水和果冻一类物品的图案。相应的文字在提醒人们，这些东西若超过15盎司也是不能

带上飞机的。这两种宣传画的反差解释了我一直纳闷儿的为什么要将去美国的旅客与其它旅客分开安

检的原因。 

 

显然去美国的几条安检队移动得都很慢。我虽然没手机没手表、不知道确切时间，但从站立在安检机

后面的几个机场工作人员的表情和他们对着对讲机的不断呼叫来看，现在就是不晚点也快了。有人冲

著队列喊“有上981的吗？往前走！”当得知各条队列前端的所有旅客都是要上981的时候，他们发现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等著安检了。可是这时的安检却偏偏快不了。我前面是两位结伴而行的二十多岁

的年轻女孩。在工作人员的要求下，她俩不断从大包小包里取出红红绿绿、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各

种瓶子管子一大堆。当我的行李终于通过安检机时，她俩还在继续”找东西”。我因为在美国出境时

就“损失”了新买的牙膏和护肤品，这次早就将自己为数不多的几件膏状及水状物品打进了托运行

李。果然，那个看屏幕的手一抬，“你可以走了”。看我准备离开，手持对讲机的一位女士立马上

前，说“快，12号登机口”。我于是拉起行李，跟在她身后顺著长长的走道匆匆一阵小跑。跑了一会

儿我才缓过劲儿来。我又不是最后一个，没她想的那么重要。我说，“我知道12号口在哪儿。还有几

个981的人在等安检。你去看看他们吧”。话音刚落，她便180度转身、向反方向跑去。随她而去的是

她皮鞋落地的哒哒声和她对讲机里伴着噪声的其他地勤人员的来回呼叫。明知自己不是最后一个，我

还是不自觉地继续向前小跑着。似乎重任在肩，好象不跑不行。我感到自己刚才对那个地勤小姐说的

是电影里英雄们常说的那句“不要管我，快去掩护后面的同志！”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英雄主义豪情从

心底油然而生。 

 

由于正在进行的施工，我到了12号登机口后还要沿著它继续跑一段临时用帆布和金属架搭建的长走

廊。气喘吁吁的我好不容易在走廊的尽头触到了飞机的舷梯。舷梯之上是分左右两列站立的空姐们和

她们一如既往的、天使般的笑容。再往里走，眼前是坐得端端正正的、目不斜视的、齐齐刷刷的几百

名乘客 --我们美利坚共和国的子民们 -- 还有他们的亲友和生意夥伴。一眼扫过，我没有从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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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上读出对有人迟到的不满或者由于飞机晚点起飞引来的烦躁。也许晚点对如今的旅客来说是家常便

饭；也许大家懂得把那些瓶瓶管管彻底收光的重要性。又不是天天旅行，等个把小时甚至几个小时比

之保障个人生命安全来说又显得何其微不足道。 

 

坐稳后我想了想，不知自己对今天的经历和眼前的场景应该感到高兴还是难过，庆幸还是悲哀。这场

持续了四、五年的反恐运动不知效果到底如何。反正美国人民是越反越如惊弓之鸟，而且把世界人民

(比方说北京的这些)也闹得鸡犬不宁。今天有少数恐怖分子用洗头膏香水合成炸药，我们就海陆空围

追堵截洗头膏香水。假如明天有人用纺织品制造威胁安全的武器，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关于这个，想

得到的最简单可行的办法是来个里外衣物全托运。如果真是这样，我想那时的机场安检处会象今天的

MACY试衣室。所有乘客登机前先换上反恐“安全航空

服”，着陆后再换回来。不要忘了常规的安检还要进行，同时

对膏状、水状物品也不能掉以轻心。不知那时的安检队列会有

多长、飞机晚点会有多久？到时候人们又将怎样在保障旅行安

全和为之付出的代价间做出权衡和选择？ 

 

二十分钟后，最后一位乘客爬上了 981 次航班，飞机终于起

飞。望着窗外渐渐模糊的机场，我有点走神：三五年后，恐怕

我得提前 5 个小时来走过全套安全检查…… 

梦幻协和 
  

协和飞机是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生产的目前唯一一种超音速

商用飞机。它可以以时速 1350 英里在 60000 英尺的高空飞

行，只需三个半小时就能够穿越大西洋。 

20 多年来，它已经成为奢侈旅行的代名词，是坐飞机到处旅游

的富豪、超级巨星、世界级运动员的首选或一个理想，因为它

的单程票价就高达 5000 美元。 

它体形细长优美，机头尤其尖细，人们经常称它为“白鸟”。协和客机在伦敦、巴黎、纽约三地共飞

行了近 28 年，运送了超过 250 万的乘客。  

1956 年：超音速飞机在欧洲投入研究。 
1969 年 10 月 1 日：协和飞机首次超音速飞行 
1976 年 1 月 21 日：开始商业超音速飞行 

1986 年 11 月 8 日：英航协和飞机首次环球飞行，历程 28238

英里，历时 29 小时 59 分钟 

2000年7月25日：法国航空公司的协和飞机于巴黎戴高乐机场

附近发生空难  

2003年10月24日：协和飞机飞完最后一个航班，正式退出商业

飞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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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eth Circle, Acton 
 
Sought-after Westwind Beth circle townhomes, all 21 
units are owner-occupied. Current owner totally 
renovated the unit to like-new condition and there the 
best unit in this complex. 2 bedrooms, 2 baths, 1441 
sf.  $299,900.  Open Sunday 2:00 -4:00. 
 

 
15 Priest Lane, Boxborough 
 
Young colonial in Boxborough woods!  4-bedrooms, 
2.5 baths, 2-car garage, Cul-de-Sac location. 3300 sf 
on main floors.  Additional high quality finished 
basement of over 1000 sf space.  All for $849,000.  
Can be closed in as late as Jan 2008. 
 

 
 
300 Swanson Road, Boxborough 
 
Spacious & bright 2-bedroom condo on top floor.  
Only $149,000.  Seller to pay full septic assessment 
of $13,000.  Good investment opportunity or rental 
alternative!  Why rent if you can own for the same 
montly payment? 
 

 
11 Walnut Street, Acton 
 
Young colonial in Acorn Park.  4 bedrooms, 2.5 baths, 
2-car garage.  3500 sf on main floors.  $849,000. 
 

GGOOOODD  SSCCHHOOOOLL  
RREEAALLTTYY,,   IINNCC..   

124 Main Street, Acton  Tel: 978.264.0900 
www.goodschoolreal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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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恩怨  四月时事回顾 
瓜农 

 

波士顿的春季很有点意思 － 已经到了四月份， 白日一天长过一天，走在路上

也不觉得刮过来的风那么割手割脸了，人人都以为冬天已经过去的时候，一夜之间突如其来的风雪又

会把温度向下猛拉几十度，再在地上铺上一层雪粒子，给你点颜色看看。一旦天气放晴，被压抑了好

几个月的阳光大方无比地加热地面上的一切，草地转眼间就从枯黄变成翠绿，几天没留意就长到半尺

多高。你得把闲了一冬天的割草机挪出来，顺便把上个礼拜刚用过的铲雪机擦擦干净填进去，一点功

夫也别耽误。连续战斗了小半年的暖气终于停了，不用每月再大笔的支票写给 Gas/Oil 公司了；可没

过几天，空调开始运转，电费的帐单又变得沉甸甸的。一场春雨一场暖，冬、春、夏像几个形影不离

的兄弟，嬉闹着，追逐着，一块儿跑进了四月。 

 

随着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四月初对日本的访问，中日关系似乎开始进入一个“暖春”季节。继 1998 年

江泽民和 2000 年朱镕基访日之后，中日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走过了一段长达七年的冰封期。在

两国首脑都面临其国内强大的民族主义压力的情况下，中日在政治经济很多问题上话不投机、麻烦不

断 －日本正视侵华历史并正式道歉问题、台湾问题、日美军事联防问题及日元贷款问题，直至东海

油气田开发问题、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等等问题。中日是近邻，意识形态不同，国民心态不

同，近代又打过几场残酷的战争，两国互不买账，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有江泽民拒绝在中日

联合公报上签字，朱镕基在新闻发布会上与日本官员、听众针锋相对，小泉接连数年坚持参拜靖国神

社的榜样，两国民间相互诋毁甚至敌视的势头日渐明显。在中国，“抵制日货”的口号在各种场合响

起，虽然官方决不承认有这样的宣传，但只要是非党报、政府机关报，总会时不常的登载几篇揭露日

货质量低下、服务恶劣、态度蛮横的文章，产品包括汽车、机床、相机、电视、空调、手机、菜刀。

国人不断在加深“日人阴险，日货粗劣”的印象的同时，又惹得少数专家撰文感叹“日货咋就这么

多”。去年中国“神 6”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日本的网站上出现大量留言，断定飞船依靠的是“骗

来的俄国专家和偷来的美国技术”，若不是有某国压着，日本的航天飞机也早就上天了。不服不忿，

怨天尤人。其实，抛开这些有意无意的相互攻击和不信任，两国的经贸往来不但一刻都没有中断过，

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不断地扩大，毕竟一方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方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

有潜力的市场，两国互为首要贸易伙伴，两国的经济互补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不是意识形态能左右得了

的，和则两利，斗则两败俱伤。所以中国官员在不断抗议日本教科书事件、支持台独事件的同时，总

不忘再捎上一些“相信日本人民，希望世代友好”之类的录音带声明，而小泉参拜了靖国神社后，也

要唠叨上一句“日本重视与中韩两国的友好关系”，作为发言结束的信号。不愿意中日间"政冷经热"

的局面继续维持，双方现在都明确地在某一些争端上采取一种渐进性的、争取逐步取得积极进展的办

法，来推动两国间的战略互惠关系。希望温家宝的这次“融冰之旅”能使两国在互利互惠的道路上走

得远一些。 

 

中日之间斗智斗勇，布什和国会为军费开支和撤军时间表的问题也相互指责。但这些平素定能吸引记

者大费笔墨的事，在一桩震惊世界、美国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校园枪击事件前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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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堡（Blacksburg）是弗吉尼亚州西部一个只有 4 万人口的宁静小镇，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就坐落在这个小镇上。4 月 16 日，风和日丽，弗吉尼亚理工跟往日一样，忙碌而有序。虽然

早上在校园南部的一栋宿舍楼里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两人死亡，但校方显然认为事情虽然严重，但有

警察来处理就行了，没有必要惊动校园里的其他人。因而在位于宿舍楼北面半英里的工程系 Norris 

Hall 教学楼里，几十名教授学生仍然正常上课。他们不知道，一场屠杀就要发生，他们中的 30 人，

将永远不会听见下课的铃声。 

 

上午 9点，一个身穿黑衣的亚裔青年走进 Norris Hall 教学楼，随即闯进教室，用手枪向正在上课的

师生射击。震耳欲聋的枪声中，教室成为地狱。枪手射倒一间教室里的师生，然后走进下一间，继续

射击。在受害者惊恐的尖叫声和绝望的眼神里，枪手像一个凶神附身的魔鬼，不停地开枪，换下打空

的弹匣，向眼前的每一个人和阻挡他的门、窗、桌椅射出子弹。短短的数分钟时间里，教学楼的过道

上和 4间教室里就躺满了或死或伤的学生教授和 100 多个空弹壳。整个过程以枪手举枪自尽，把自己

的脑袋打得无法辨认而告终。 

 

闻讯赶来的警察在确认枪手或死或逃、枪击案已经结束后，从教学楼里抬出了 31 名死者和 28 名伤

者。这是美国大学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几天后，情况逐渐明了。枪手赵承熙出生于韩国，14 年前随家人移居美国。赵承熙平时寡言少语，

很少与人交流，却经常写出充满憎恨和暴力的文字。枪击案的当天，他在宿舍楼开枪打死两人后，把

一个放着他自己制作的 DVD 和照片的包裹寄给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然后回到教学楼继续杀

人，以报复他自己所说的“富人的逼迫”“你们把我逼到了墙角”。 

 

事件给弗吉尼亚理工、全美乃至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的震动。弗吉尼亚理工允许学生提前结束本学期的

学业，回家静养；学生们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和悲痛后，自发组织烛光追思会，缅怀死难者。美国政

府降半旗致哀，布什夫妇和弗吉尼亚州长夫妇来到黑堡，参加纪念活动。各国政要纷纷发表讲话，对

枪击事件表示震惊，对无辜受害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对他们的亲属表示极大同情。 

 

这次的校园枪击案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没有政府或恐怖组织牵连其中。但类似事件的一再发生，反映

出美国社会的一系列问题：枪支泛滥由来已久，暴力文化大行其道，大量的移民导致种族、文化间的

冲突。赵承熙是韩国出生、韩国国籍，但 14 年的耳濡目染已经使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事

件发生后，赵承熙的国籍没有被过份强调，导致他心理变态、最终丧失理智、以暴力对抗社会的美国

文化，特别是松散的枪支管理，遭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声讨。 

 

弗吉尼亚理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左右了美国人的话题。4月 23 日俄国前总统叶利钦去世，主要媒体

只是稍稍提及，没有了当初征服“邪恶帝国”时跟他的亲热劲。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人看有关

前苏联和俄罗斯的事总有一种复杂的心情 －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邻国，曾经的战友和老大哥，同属

社会主义阵营却势同水火，两国关系一度紧张到几乎要爆发全面战争，社会主义的轰然倒塌在中国引

起了极大的震惊，政治、经济、社会的急剧变革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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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在特殊时期走上政治舞台的历史人物，叶利钦参与、直至主导了从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到苏

联解体到尔后的苏联—俄罗斯社会急剧转型的整个过程： 1985 年，叶利钦获戈尔巴乔夫赏识，被提

拔为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90 年他宣布退出苏共，参选苏联人民代表，与

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1991 年当选俄罗斯历史上首位总统，隐隐跟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分庭抗礼；

1991 年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软禁戈尔巴乔夫，发动政变，在莫斯科实施紧急状态。叶利钦宣布接管

俄罗斯境内的苏军，号召军民反对政变，声望如日中天。1991 年底，戈尔巴乔夫辞职，将国家权力

移交给叶利钦，苏联解体。1993 年由于推行激进的改革政策，叶利钦与俄议会爆发严重分歧。叶利

钦跳上坦克，命令政府军进攻议会大厦，最终强力解散国会。1996 年叶利钦成功连任，推行“休克

疗法”，进行私有化改革，走马灯似的更换总理，俄罗斯经济实力一落千丈，几乎沦为三流国家。

1999 年的最后一天，叶利钦宣布辞职，由其亲自指定的接班人普京接任临时总统，希望新一代有活

力的政治领袖能带领俄罗斯走入新世纪。 

 

叶利钦跨越了从共产党苏联到民主俄罗斯的急剧演变过程，他在这一过渡时期的功过，现在评论还为

时尚早，也许三五十年后转过头来再看，反而会清楚得多。 

 

春暖花开，草长莺飞，无数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在曲折上演。 

 

 

 
 

 

 

 

 

 

 

 

 

 

 

 

 

 

 

 

 

 

 

 

 

【本期轻轻松松学中文答案：扑克牌是明明动的。他爱开玩笑，所以把大家的牌都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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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 
晓鹂 

 

终于，春天来了。 

 

站在窗口，春风拂过，清凉舒适，果然是“吹

面不寒杨柳风”。看看窗外，门前的大树仿佛

在一夜之间冒出了嫩绿的新芽，花坛里的连翘

开成一片金黄，成群的鸟儿飞过，天空碧蓝如

洗。孩子们穿得花花绿绿，在院子里追逐，笑

声清脆动人。有人在整理草坪，新鲜的芳草气

息扑面而来。刹那间，一种由衷的喜悦从心底

腾升而起，向周身蔓延——春暖花开，真好！ 

 

突然就想起了海子，想起了他那首著名的诗：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 劈柴, 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 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也愿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最初知道那首诗，是十几年前的一个春日午

后，还是高中生的我随哥哥去他的诗友家，悼

念不久前自杀了的海子。静静地缩在一个角

落，我羞涩而兴奋地听他们高谈阔论，听他们

放声吟诵海子的诗歌：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 和物质的短暂

情人 /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 我不得

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以梦为

马》）” 

 

“走在路上 / 放声歌唱 / 大风刮过山岗 / 

上面是无边的天空。（《黑夜的献诗》）” 

 

在狭小的房间里，他们挥舞着双手，他们来回

走动，他们热泪长流。映着年轻而激动的面

容，他们如泣似歌地反复吟诵着的，便是这首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那个下午，春花开得轰轰烈烈，空气中漂浮着

浓郁的花香，阳光从洞开的窗户里射进来，细

小的灰尘在光晕里飞舞，眼前的景象是一种梦

幻般的完美。而我，被那首诗击中。我仿佛看

见大地在阳光的触摸下苏醒，每一条河、每一

座山都有了生命，每一棵树都开满了花，每一

株草都在尽情生长，每一只蜜蜂和蝴蝶都在匆

匆忙忙，风从天空掠过，送来远方大海的气

息，给每一个行走在道路上的人都带来微

笑······ 

 

那个下午，我无比坚定地相信未来就是诗，生

活就是以梦为马，幸福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

开。 

 

现在回想起来，正是那个下午，自己遭遇了人

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那时起，自己疯狂地

爱上了海子，爱上了诗歌和文学。于是，所有

的零花钱都存起来买了书，面临高考的我义无

反顾地办了县图书馆的借书证，每周去那里借

书。《伊利亚特》、《奥德赛》等一批古希腊

神话故事，就是在那时打着手电蒙着被子看

的。同时，纠集了几个同学一起办墙报和油印

小报，有诗有文，有图有画，一直坚持到高考

预选才罢休。当然，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也

毫不犹豫地选了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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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过去了，我走过了青春，走出了梦幻，

走在远离故土的道路上，已然不相信生活是

诗，也绝不再以梦为马。然而，却一直不曾放

弃对幸福的追求。那首诗也一直陪着我，尤其

在心情悒郁的时候，总会对自己说：坚持，再

坚持一下，一切都会过去的，总有一天会春暖

花开。 

 

对我而言，那首诗，是一种希望，一个信仰。 

 

还记得小时候背诵过的《孟子》里的一段话：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

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

于声，而后喻。”虽然，自己并不足以担当匡

国济世的大任，但这段话，依然深深地印在心

间，与那首诗一起，在痛苦迷茫中，给我希

望，给我力量。 

 

我相信，每一种生命都有它自己的劫难，可

是，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就像碧绿的芳草，无

论长在花园里、草坪上被人精心呵护，还是长

在荒坡上、沟渠边自生自灭，都逃不脱西风的

摧残，逃不脱天寒地冻的严酷，也逃不脱一岁

一枯荣的命运。然而，只要春风一度，又绿满

天涯。那，仅仅是因为它们的根还活着，因为

它们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刻也没有放弃生命。 

 

此刻，站在初春的窗前，我再次想起了海子，

想起了那首诗，也想到了上周发生在 VIRGINIA 

TECHNOLOGY 的惨案。于是，也再次坚定了自己

的信念：无论怎样，绝不轻言放弃。当年，年

轻的海子，充满激情地写下了那首诗，并坚定

地说：“我不能放弃幸福！（《明天醒来我会

在哪一只鞋子里》）”可是，他终究弃世而

去，令人遗憾。 

 

然而，我不会放弃幸福，更不会放弃生命，哪

怕仅仅是为了尊重生命本身，为了这春暖花开

的日子。 

 

“妈咪，你在干什么？” 

 

不知何时，女儿来到我身边。 

 

“哦，没什么。”我回过神来，顺手揉了揉她

柔软的长发，把她抱起来，指着窗外，说：

“看，春天来了，多好。” 

 

“好暖和哦！妈咪，咱们去放风筝，好吗？” 

 

“好。” 

 

是啊，春暖花开，正是放风筝的好时候。 

 

 

春暖花开·歌词 
 
春季已准时的到来 

你的心窗打没打开 

对着蓝天许个心愿 

阳光就会走进来 

花儿已竞相的绽放 

你别总是站着发呆 

快让自己再美丽一些 

让世界因你更可爱 

 

有冷就有暖 

冬天是否让你好烦 

黎明醒来揉揉你的眼 

你会发现天那么蓝 

 

桃花也红了,心情也好了 

冰封的情感,请解除冬眠 

风也变暖了,云

也变淡了 

往事它飞了,飞

过那忘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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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生日  
康原 

 
今天是小红的八岁生日！她请了好朋友们来家里玩。早上，小红忙着打扫房间，把家里好

玩的游戏都摆了出来。爸爸去商店买回来一大捆五颜六色的气球，系在门口。妈妈给小朋

友们准备好了各种水果，瓜子，糖，和饼干小吃，还烤了一个精美的巧克力蛋糕。小红穿

上她最漂亮的粉裙子，兴奋地等待着朋友们。 

 

下午，朋友们陆续来了，还带来了花花绿绿的礼物。大家在客厅里看录像带、做游戏，打

扑克，玩得真痛快。 

 

一会儿，只听妈妈喊道，“该吃蛋糕了！”小朋友们立刻放下手里的扑克牌，来到餐厅，

围着餐桌坐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美丽的蛋糕。巧克力蛋糕上抹了厚厚的奶油，上面还写

着“祝小红生日快乐！”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都夸蛋糕做得真棒！ 

 

吃完了蛋糕，大家又回到客厅接着玩。小红拿起扑克牌，惊讶地说：“嘿！我刚才手里的

牌可不是这样的！” 方方也发现自己的牌有点不对劲，“我的牌也被动过。真奇怪！” 

小朋友们仔细地检查手里的牌，个个都发现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谁搞的恶作剧？ 大家你

看看我，我看看你，会是谁呢？ 

 

小红分析说：“我们刚才一起吃东西时，我记得只有四个人起来过：明明，云云，大卫，

还有杰克。看来只有你们四个才有机会作弊。” 

 

明明马上说：“我只是起来去了卫生间，根本没进客厅去。这绝对不是我干的！” 

 

云云赶快说：“我觉得屋里有点冷，就起来拿了我的毛衣穿。我回到厨房时看见大卫正在

客厅里晃悠。我敢肯定他那会儿正在动咱们的牌呢！” 

 

大卫听了不乐意了，“我把手表忘在客厅里了，就回去取了一下。我看见杰克也去了客

厅，牌肯定是他动的！” 

 

杰克不高兴了，跺脚说：“大卫在撒谎！” 

 

如果我告诉你，他们四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说的完全是真话，你能动脑筋分析出是谁动了扑

克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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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节 
 

今年的感恩节,我们家请了我的击剑教练和朋

友来吃晚餐，我的击剑教练是很有名的中国奥

林匹克教练。我们全家一大早就开始准备，一

直到下午四点钟。我的朋友都到了以后,我们

烤火鸡、做土豆泥、cranberry 果酱、红薯、

油菜、木耳鱼、大白菜，我还烤了巧克力饼

干。朋友们也带来了很多菜，比如: 越南春

卷、瓣花生酱和苹果 pie，他们也带来了弟弟

和妹妹，他们在我的房间里玩得很高兴，我跟

我的朋友也玩得很开心。 

－吴越 

我的感恩节周末 

今年的感恩节，我去了两个聚会。第一个是我

弟弟朋友的聚会，那里有很多小孩子,我们吃

了土豆泥, 火鸡, 饭和其他菜， 好吃极了! 

第二个聚会在我的家里，我的朋友都在! 很好

玩! 我们吃了很多东西。 

 

第二天我和我的全家去了科学博物馆，有很多

有趣的事情，我看见了小鸡出生。小鸡很可

爱！我也看见了猴子在一个笼子里。它们很好

玩。我们又看了一场表演，是关于 Benjamin 

Franklin 的发明创造。其中的演员演得非常精

彩。吃完中饭以后，我们又去参观了其它展

览。 

 

第三天早上我起来感觉好极了，因为我知道今

天我们家会有一个大聚会。我们要做很多准备

工作。我和弟弟先收拾我们的房间。然后我们

去收拾玩具房间。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终于

收拾完了。 

 

晚会终于开始了。我和我的朋友谈了很多话。

然后我们去玩具房间一起玩游戏。我们也看了

一会儿电视。这时候晚饭开始了。有各种各样

的菜肴。好吃极了。饭后我们吃了冰淇淋。最

后大家依依不舍地回家了。 

 

第四天，我又请了几个朋友在我家玩。我们看

了一个电影。那天也是我弟弟的生日。我和我

的朋友吃了蛋糕。很好吃！然后我们去骑了自

行车。我们比赛谁骑的快，我赢了。 

 

我过了一个非常开心的感恩节周末！ 

－李欣怡 

 

感恩节的由来 

美国人在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庆祝感恩节。

你知道感恩节的由来吗？ 

 

在 1620 年，一百多个 Pilgrims 坐在五月花号

船上从英国到了现在的美国。他们到的时候正

是冬天，五十个人没有过完冬天就死了。到了

春天，有两个土著人，名叫 Squanto 和 

Samaset，来到 Pilgrims 住的地方。他们也会

说英语！Squanto 和 Samaset 教了 Pilgrims 如

何打猎，播种和别的很有用的东西。秋天，他

们丰收了。Pilgrims 很高兴，所以他们请土著

人一起吃饭庆祝。后来这就成了现在的感恩

节。 

－汤加华 
 

今年快乐的感恩节 

今年，我的感恩节很好玩。 第一天，我们一

家人都去了我妈妈的朋友家， 我们坐车坐了

半个小时后就到了。妈妈的朋友有一个十岁的

男孩，他的名字叫 Aafon。在那里大人都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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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上聊天，我和 Aafon 就到地下室去看电视和

玩游戏机。我们玩了一会儿后,妈妈叫我们上

去吃饭，我和其他的人吃了火鸡、土豆泥和很

多其他的时菜，最后,我们吃了一点苹果派，

我们再讲了一点话，就离开了。这是我今年快

乐的感恩节， 

－陈筱竹 
 
感恩节没有地方去，商店不开门还下雨，爸爸

妈妈想到看电影，我们不知道电影院开不开，

于是我们就开车到电影院看是否开门。电影院

真的是开门，我们就去看了一个电影叫 Deja 

Vuo。这个电影是讲一个警察要抓住一个坏

人，这个坏人炸了一条船，杀了三百多人，警

察从时间机器回到炸船的时候，拿着炸弹跳进

海里面，炸弹就炸死了坏人，没有炸到船。看

完了电影我们就回家了。 

－锻宇杰 

我的感恩节 

今年，我们一家去小宇的家过感恩节。 小宇

是我的朋友，他的妈妈和爸爸很多年前是我妈

妈的学生。我们晚上七点钟开车来到小宇家，

那是一栋白色的新房子，又漂亮又干净。这时,

他们已经坐在里面等我们了，我们还看见小宇

的爷爷和奶奶和一家新朋友。 

 

小宇的妈妈很能干，她为大家做了很多中国

菜，有肉、有鱼、有青菜、还有一只大火鸡，

我不喜欢吃火鸡，可是妈妈说:“你要吃火鸡

才能玩游戏”。于是，我一边吃一边看橄榄球

比赛，我吃得很饱。然后我和小宇去玩计算机

游戏，我们玩了<指环王>，我们两个都输了，

可是我们很高兴。十点钟我和小宇说再见。因

为爸爸喝了酒，所以他不能开车，是妈妈开车

带我们回家的。 

 

我过了一个快乐的感恩节。 

－王廷 
我今天参加了我朋友家的聚会。我们先去吃

饭，有各种各样的菜和肉，我吃了鸡肉、牛

肉、白菜和面条，我吃的很饱。吃完了饭，我

们去楼下玩，我们跑在一个跑步机上，我们跑

的又累又好玩，跑完了我们上楼去玩计算机和

Game cube。 

－孔令文 

度假胜地－Edgewater report 

今年的感恩节我和妈妈爸爸去 Edgewater 

report 玩。我们住在海边的房子里，面对大

海。我们到了以后就打开箱子整理好房间，然

后去 Hearth's N ' Kettle 吃晚饭.我们吃得

真好，晚饭后，我们回到了房间。 

 

第二天,爸爸带我去海边看大海，海面真宽

阔。我们可以看到 Martha's vine yard 和

Nantucket，我们一边看大海一边找贝壳，我

们拣了各种各样的贝壳，有扇形的、圆形的，

五颜六色，非常漂亮。我还捡了一只活的扇贝

和海螺。 

晚上，我们全家去看电影，名字叫“007 

CASINO ROYALE”。我很害怕，躲在爸爸的怀

里不敢看，POPCORN 也不敢吃。电影看完后，

我们回到房间，然后爸爸妈妈又带我去海边散

步，我们全家都喜欢大海。今年的感恩节过得

真愉快。 

－王杰妮 
 
 
六年级 A 班学生作文     

指导教师：靳宏 

春节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它是人们生活中最重

要的节日。为了能和家人团圆，有一些人专程

从美国飞回中国过春节，还有一些人从中国来

美国过年。 
 
今年我和爸爸妈妈参加了当地华人社区的新年

庆祝活动。我们尝到了过新年时吃的传统食

品，比如汤圆、红烧肉和年糕。我还吃到了

鱼。妈妈说年糕象征着年年高，鱼象征着年年

有余。吃完饭后我们还看了文艺演出，节目有

大人的也有小孩表演的，有独唱、合唱、乐器

演奏和谜语，非常丰富。我很喜欢今年的春节

活动。 
－崔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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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传统的新年。去年是狗年，今年是

猪年。我今年 13 岁，虚岁 14。 
 
春节时，孩子们要给大人拜年，而作为一个老

习惯，大人要给孩子们压岁钱。压岁钱放在红

包里，压在枕头底下，要在春节时才能打开。

今年我得了很多压岁钱，比去年多得多。我想

给爸爸买一个 GPS，可是我在心里还想给自己

买一个游戏机。 
 
我还去了很多聚会，在那里我吃了很多饺子和

春饼，玩得很开心。 
 
今年的春节我过得很高兴，我希望下一个春节

快点来。 
－林云 

 
我的邻居来我家过新年，我们吃了火锅和虾

片。火锅里有羊肉、豆腐、虾、鱼丸、牛肚、

蘑菇、火腿肉和其他东西。 
 
吃完饭后，我们看了一部叫“笨人和大笨人”

的电影。这个电影非常有趣，我很喜欢。看完

电影后，妈妈煮了芝麻汤圆，好吃极了！ 
 
中国的春节很好玩，妈妈还给我红包。我喜欢

中国春节！ 
－熊笛 

 
春节的时候下了雪。我在院子里滑雪。下午我

去朋友家里玩。第二天，我去参加了象棋比

赛，我得了第一名。我还去了中文学校的聚

会，吃了中国饭，很好吃。吃完饭，我们在学

校玩篮球。我的春节过得很开心。 
－胡子俊 

 
春节是我最忙的节日。在春节的时候，我们家

要去很多聚会。妈妈、姐姐和我要忙着做一种

叫年糕的小吃。即使没有聚会妈妈也做年糕，

因为年糕是姐姐和我最喜欢吃的东西。 
 
姐姐和我也去图书馆借书，有时看看春节联欢

晚会的录像，还做作业。春节是我最喜欢的节

日。 
－高像 

 
我的春节过得很好。早上 9 点钟的时候，我就

去滑雪了，还参加了一个滑雪班。回到家以

后，就吃中午饭，然后我们就包饺子。包饺子

是我们家的传统，我最喜欢的馅是胡萝卜、圆

白菜和肉，但是很不喜欢虾，所以妈妈这次没

有放虾。饺子很好吃，我吃了很多。 
 
初一的早上，我去了一个国际象棋比赛，有三

十多个小朋友参加，其中有我的朋友，也有跟 
我以前下过棋的人。我们总共下了 4 局，我赢

了 3 局。最后我得了第四名，拿到一个奖牌，

我很高兴。我很喜欢这个春节。 
－刘行健 

 
八年级学生作文     

指导教师：屠宁君 

航天工程 
神舟三号 

二 OO 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神舟三号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发射.  它带了一个假人去太空.  这
个假人可以模仿真人的血压, 呼吸, 吃饭, 和脉

搏.  神舟三号的任务是观察人在太空的感觉会

是怎样.  神舟三号在太空待了六天, 十八个小时, 
五十一分, 做了四十四次实验, 还绕地球飞了一

百 O 七圈， 于二 OO 二年四月一日在中国内

蒙古成功降落. 
－柴蓉 

神舟五号、六号 

二 OO 三年十月十五日, 中国神舟五号飞出了

地球的大气层, 向遥远的太空飞去.  这是中国第

一次成功发射的载人宇宙飞船, 使中国成为全

世界第三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飞船活动的国家.  
它把中国第一名宇航员杨利伟送上了太空. 
 
两年以后, 神舟六号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把费俊龙和聂海胜两位

宇航员送上太空, 创造了中国人遨游太空的新

记录. 
－刘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