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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母亲来说，每个星期都有一个节日，那就是星期天到艾克顿中

文学校。一到这一天吃过午饭，我就会开车带着她和儿子女儿来到艾

克顿。因为路程需要半个小时，所以吃饭总觉得有些匆忙，母亲就更

忙了，她要帮两个外孙整理书包，有时还要带些水果零食，以防外孙

中途饿了，或者在路上烦我的心。 

 

我们开车到位于 36 Charter Road 上的艾克顿初中，看到、然后也融

入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场景：一群群人从停车场纷纷走向艾克顿初中校

舍的大门，小孩们大都背着书包走在前面，他们的父母或近或远地跟

在后面，再后面跟着的，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这是一

个三代人一同上学的场面。小朋友们一见面，就跑到一起去了；年轻

的父母们见面，就要互相点点头或招招手；最开心的是老人们，他们

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欢乐地互相召唤。校门口身穿桔黄色夹克的

家长，像交通警察一样，帮忙疏导车流和人流。进入校门后，大人往

往跟着小孩们奔向各个教室，老人们要么在前厅沙发上坐下，要么到

大餐厅去找老朋友聊天、打牌。两点钟到了，铃声响过后，整个学校

一下子变得安静了。二三十间教室里，坐满了 5 岁到 15 岁的学生，

他们聆听老师的讲课，或注视老师在墙板上写中文字，或跟着老师朗

读课文。聚集在大餐厅的家长和老人们，或者聊天，或者看报。小餐

厅总有一群人听讲座。学校的室内体育场里则是另一番景象，打乒乓

球或跳健美操的爸爸妈妈们忙得不亦乐乎。 

 

也许我的描述细致到罗嗦的地步，但是如果我们把每个星期天艾克顿

中文学校的画面连缀起来，就会发现，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小孩学习中

文的课堂、老人聚会的地方，而更是一个传播中华文化的殿堂，一个

生活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中国移民寻根的园地。 

 

母亲到中文学校就像到了家乡一样，和许多来自中国的老人聊天，有

说不完的家常事：哪一家买了房子，哪一家老人已经回国，哪一家老

人又来美国探亲了，各家菜园里菜种得如何，国内小孩家庭怎样，家

乡哪里又建了高楼、修了高速公路，心惦着故土亲人的感情溢于言

表。 

 
我常常翻儿子的中文课本，虽然已经和我三十年前所学的语文课本很

不一样，但是依然有我熟悉的内容：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名

人、和优良传统。在“江河” 这篇课文里，就写到古老的中国有一

条江叫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河；“爷爷的信” 介绍中国首都北京、

长城和故宫；“哈尔滨的冬天” 介绍中国美丽的冰城哈尔滨；“日

月潭” 则不仅描述日月潭的美丽，而且还讲解了日月潭的动人传 

寻根的园地 －艾克顿中文学校琐记 

副校长 刘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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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孔融让梨” 这篇课文，叙述中国古代一千多年前一个叫孔融的小孩，怎样礼让兄弟的优

良品德。中文课本不乏介绍中国名人的课文，如发明锯子的鲁班，发明造纸的蔡伦，还有中国著

名画家齐白石，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编制本草钢目的李时珍，宋代爱国民族英雄岳飞。我的儿子

女儿学到的，不仅是中国的文字，而且是在慢慢追寻他们父亲母亲，以致于他们祖父祖母、曾祖

父曾祖母所生长的土地。 

 

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过了每个星期日聚集在艾克顿初中的数百名的学习中文的学

生们、参加各种活动的家长们，和聚会聊天的老人们。近两年来，艾克顿中文学校资助或举办了

几次大型文艺活动，艾克顿和周边地区的居民都踊跃参加。对于艾克顿及周围 6-7 个镇来说，艾

克顿中文学校成为了一个象征，它象征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自强不息的华人精神在美国的土

地上延伸，它象征着我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代不会成为一个没有根的移民。 

 

金秋升明月，你我共此时 
“第二届艾克顿中国民族音乐舞蹈之夜”

台前幕后 
苟燕妮 

 
2007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天晚上 7点 30 分至 10

点，艾克顿中文学校在Acton Boxborough 地

区高中的大礼堂里，成功地举办了“第二届艾

克顿中国民族音乐舞蹈之夜”演出。 

  

这台演出星光璀璨，它集合了波士顿地区颇有

声望的文艺团体和个人。他们分别是大波士顿

地区中国文化协会国乐团及青少年国乐团

（GBCC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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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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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艺术合

唱团。同台献艺的还有享誉世界的杂技表演艺

术家陈望菊，以及新组建的艾克顿阳光舞蹈

团。 

这台传统中国音乐舞蹈盛会吸引了大约七、八

百名来自艾克顿和邻镇的中国和其他族裔的观

众。晚会主持人张逸和郑婷婷像两位神奇的向

导，用纯正的英语和普通话引领着观众步入金

碧辉煌、多姿多彩的中华音乐舞蹈圣殿。张逸

稳重而不乏睿智幽默，他娓娓道来乐器的历

史，让人不止于欣赏音乐，更能接触到音乐背

后的深沉文化。清纯甜美的少女郑婷婷落落大

方，上半场身着淡蓝色晚礼服，下半场一袭古

典旗袍，成为舞台上风光旖旎的亮色。她和张

逸引领着观众穿梭于乐曲与舞蹈之间，享受美

轮美奂的中华文化盛宴。  

 

这场演

出策划

精细，

充分考

虑观众

的视觉

感官效

果和对

舞台的

审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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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舞台布景设

计达到炉火纯青

的地步。中英文

对照的“艾克顿

中国民族音乐舞

蹈之夜”采用与

帷幕和后台同色

的红、黑色，加

上金色。英文用

横体，中文则用

竖体且镶嵌在独

具匠心的古印章

中，充分体现中

华文化的内蕴。

配上一轮淡蓝色的圆月，渔翁垂钓的剪影，若

有若无的云影，颇有“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

时”的意韵。同时也点射出金秋十月举办这场

演出的主题。整台节目安排精致而周全。音乐

与舞蹈相间，独舞、双人舞与多人舞交错，合

奏与合唱呼应，加上精彩且惊险的杂技表演，

让观众目不暇接，却始终能兴味盎然。 

 

文协国乐团及青少年国乐团向观众推出了大合

奏：《花好月圆》、《微山湖》和《三十里

铺》。这三个大合奏把中国传统的管、弦、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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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节奏感强烈的打击乐器：锣、

鼓、木鱼等表现得淋漓致尽。同时他们还给观

众献上了古筝二重奏《写怀》，二胡独奏《奔

驰在千里草原》和笛子独奏《陕北好》。乐团

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准，演奏者对乐器的把握娴

熟自如。吹、拉、弹、击、拨，或高昂，或低

沉，或浑厚，或清澈，浑然一体，声声悦耳。

中国民族音乐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可谓直入人

心，让人不仅叹为观止，且觉“余音绕梁”， 

回味无穷。 

 

八个舞蹈节目色彩斑斓，各有千秋。表演者们

的中国舞蹈造诣和芭蕾舞功底都很高，观众对

精彩的节目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 

 

中华艺术协会传统中国舞蹈团推出新疆双人舞

《掀起你的盖头来》和傣族独舞《孔雀》。新

疆舞中的“小伙子”是妙龄少女扮男角。用夸

张的舞蹈形体动作来体现“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的诙谐风趣。《孔雀》的表演者运用精巧

的手指、手臂和肢体动作带给观众一只活灵活

现、绚丽多姿的七彩孔雀，颇有著名舞蹈家

“孔雀舞神”杨丽萍的神韵。另一个傣族舞蹈

《春天的孔雀》由艾克顿碧云儿童舞蹈团表

演。五个无忧无虑、带着童真的美丽的小孔雀

把观众带回初春的西双版纳。 

 

天使舞蹈表演艺术团推出了中国古典独舞《梦

回故乡敦煌》、八人汉族舞蹈《雪中梅》和十

二人蒙古舞《奔腾》。独舞衣饰头饰皆古典，

长袖飞舞，跳出了美艳女神的典雅与柔情。

《雪中梅》的服装运用红白两色并刺绣梅花，

巧用白色和粉红色扇子，用柔中带刚的肢体舞

出了雪中红梅笑傲严寒的顽强生命力。《奔

腾》气势磅礴，表现一群朝气蓬勃的十一二岁

的翩翩少女“骑队”骑马奔驰在草原上，她们

身着以粉红为主色的蒙古服，手中的小皮鞭挥

放自如、英姿飒爽。 

 

华姿成人舞蹈团今年推出了中国古典舞蹈《戏

魂》。她们采用旦角扮相，白绸衬蓝边的古

装，用舞蹈“唱出”中国的戏曲瑰宝京剧。她

们功力深厚，从面部表情到一招一势，让观众

体味深层次的中国戏曲文化的博大精深。新组

建的艾克顿阳光成人舞蹈团带来了欢快的《踏

歌起舞》。她们鲜艳的红色长裙象红云燃亮舞

台。在欢快的乐曲声中，舞蹈者们面带微笑，

跳出了欢乐，跳出了热情，也跳出了青春无

限。 

 

著名杂技表演艺术家陈望菊的《转碟》堪称一

绝。转碟，在传统杂技里属于“文活”，它轻

柔、优美，出神入化，是属于高难技巧的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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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需要多年的训练。陈望菊在武汉杂技团三

十年，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并在中国国内和

国际比赛中多次获奖。身着鲜艳杂技服的她左

右手各执四根长棍，长棍顶端是八个旋转的盘

子，配上高难度杂技动作，让观众大开眼界。

场上掌声和喝彩声不断。在场观众莫不折服于

转碟这一经典中国杂技艺术。 

 

北美艺术合唱团在

上下半场各有精彩

演出。在著名指挥

乔万均的指挥下，

上半场推出男声合

唱《渔阳鼙鼓动地

来》，《海港之

夜》和《猎人合

唱》。男士们身穿

庄重的黑色燕尾

服，从唐明皇对杨

贵妃的爱情，到二

战时期俄国的军港

歌曲，再到著名德国浪漫戏剧的片段， 他们

用中文演绎得尽善尽美。高音、低音、中音的

配合和四个声部的处理无懈可击。晚会压轴的

近百人的大合唱气势恢宏，女士们的粉红色晚

礼服在男士们黑礼服的映衬下分外耀眼夺目。

他们献上了哈萨克族民歌《我的花儿》， 

深情款款地唱出了哈萨克青年之间的纯朴

爱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赞美。男女多声部

加朗诵的形式演绎了瞿希贤的经典合唱曲

目《把我的奶名叫》，表达了战乱时期背井离

乡的儿女对故乡的依恋和深情。 最后他们演

唱了激情雄浑的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

关》，唱出了红军征服娄山关的英雄豪情。  

 

在合唱团的《难忘今宵》声中，所有演员及演

出团体的负责人登场。六个天真活泼的儿童演

员向他们献上了鲜花。两位主持人鸣谢了所有

演出单位、赞助单位、晚会的组织者和志愿

者。在“明年再见”的约定中，“第二届艾克

顿中国民族音乐舞蹈之夜” 徐徐拉下了维

幕。 

 

晚会结束之后，从特邀嘉宾到普通观众，赞美

的电子邮件源源不断地发送到艾克顿中文学校

校长信箱。大家称赞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演

出，也是一场组织得非常成功的演出。有些热

情并热心的观众表示现在就应该定下明年的演

出时间，他们好为演出做宣传。各演出单位的

负责人也对中文学校组织这场演出表示感谢。

天使舞蹈表演艺术团团长兼艺术指导克克说：

“你们中文学校真是了不起，组织这么大的演

出好像不费劲似的。到底是人多力量大。”碧

云儿童舞蹈团团长兼艺术指导朱碧云一直在艾

克顿中文学校教舞蹈课，并任中文学校的文化

顾问。她由衷地感叹，“经过这么些年打基

础，中文学校组织演出的能力非常了不起。”

阳光舞蹈团团长李艾立说，“谢谢中文学校和

我们社区的热情支持。我们愿意用我们对舞蹈

的喜爱与中文学校一起为推广中华文化做贡

献。”演出筹备委员会的成员们也相互祝贺，

欣慰于“我们做到了，而且比去年做得更

好”。 

 

看似行云流水般自然，成功却来自人后的深功

夫。演出筹备委员会于七月底正式成立。由董

事会理事刘阳出任总指挥，统帅有去年实战经

验的团队，采取分工合作、以点带面、充分发

动志愿者的形式来组织这场演出。刘阳负责联

络各文艺团体，并任节目总监制。刘相海和董

事会理事 Dick Calandrella 负责联络各赞助

单位并筹集赞助费；同时，相海还负责演出当

晚的组织工作，Dick 负责公共关系和新闻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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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陈鸿祥和校长苟燕妮负责邀请大波士顿及

艾克顿地区各文化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其他

团体。校刊主编袁力负责演出公告牌、舞台背

景的设计及布置，陆青负责节目单和门票的设

计、印刷和装订。董事会理事邓敏和家长会会

长李福根负责组织各方售票工作。同时，福根

还负责演出当天的安全工作。文化部长左国英

负责观众接待。刘玉明担任筹委会的临时会计

并负责为演员们准备晚餐及中场休息时的义卖

活动。副校长刘汉兰及校长助理王依达负责收

集新志愿者的信息。在众多的志愿者中，彩排

和演出当晚的后台工作由王泽明、简建华和王

惠负责。马燕负责监控音乐和灯光。钟应木、

邝锦波、李伟、胡庆忠、王伟宁和马东海负责

摄像、摄影工作。董事会理事周林雅负责演出

当晚的售票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四十

位志愿者加入到卖票、舞台布景的剪贴及布

置、节目单的装订、拉幕、换场、礼仪、保

卫、义卖等活动中。 

 

“金秋升明月，你我共此时”。成功地组织这

场演出，再次证明了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号召力

和凝聚力，再次证明了群策群力可以同唱一曲

辉煌。它坚定了艾克顿中文学校在弘扬中华文

化的路途上和波士顿地区的文艺团体及个人、

广大的赞助单位以及其他兄弟中文学校携手共

进、让中国音乐舞蹈艺术深入人心的决心和信

心。 

 

“难忘今宵”，今宵难忘。我们明年金秋再相

会！ 

 

 

踏歌起舞 
艾克顿阳光舞蹈团成立侧记 

艾笛 

天边飞来美丽的彩虹 

歌声荡漾旋转起快乐舞步 

在这欢乐的节日里 

我们踏歌我们起舞 

  

喜洋洋 

情真真意浓浓 

乐陶陶笑融融 

步步高 

你自豪我自豪 

携手共创那美好幸福 

宋祖英明快嘹亮的歌声牵动出一群身着鲜艳华贵

的红色长裙的舞者。她们舒展矫健柔美的身姿，

她们变幻出眼花缭乱的造型组合；她们微笑，眉

目之间传递着激情与喜悦；她们起舞，红色长裙

随着柔美肢体在明亮的舞台上，在黑色夜空般广

袤的天幕中恣意书写着欢乐，喜庆，青春，自

豪，美丽... 

 

艾克顿阳光舞蹈团就这样惊艳登场了，在“第二

届艾克顿中国民族音乐舞蹈晚会”上。  

 

阳光舞蹈团于今年八月由一群活跃的年轻妈妈们

创建,Ally 任团长，关茜任副团长，艺术指导则

是大波士顿地区著名的青年舞蹈教师克克，顾问

团由王泽鸣、吴蓉蓉、张逸三位社区文艺活动骨

干组成。全团现有十二名成员，几乎清一色是全

职 IT 工程师。别看她们平日里埋头紧张地工

作，傍晚周末还要带着孩子奔忙于各种课外活

动，她们的心中依然舞动着对美好生活、体态和

心态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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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教育，优秀的素养，和天生的丽质，成就

了这个年轻亮丽的舞蹈团，使她不鸣则已，一鸣

惊人，为整个艾克顿甚至大波士顿地区的文化风

景增添了一抹亮色。 

 

舞团的宗旨是：来源于社区，服务于社区。团长

Ally 表示：阳光舞蹈团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社

区民众和中文学校等团体的大力支持。舞蹈团将

一如既往植根于中华文化艺术，植根于艾克顿华

人，将结出的花蕾播撒在四面八方观众的心田。

 

             Communication between          
School and  WFCC Parents       

 
--Beth Davis 

      
My daughter and I just enjoyed our second annual Acton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 Dance Night. 

Along with everyone else in the packed auditorium, we were dazzled by the beautiful dancers, enchanted 
by the talented choir and musicians, and wowed by the skillful acrobat. For me though, the evening had 
an even greater significance. 

When I decided to adopt internationally, many people asked me, “Why China?”. There were many 
compelling reasons why I chose China,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wo – always at the top of my list – were: 
(1) I wanted to adopt from a culture that I would enjoy incorporating into my life, and (2) I wanted to be 
part of the many new communities that I suspected would open up to me as an FCC parent.  

Six years after returning from China, I’m happy to say that I do feel I’ve successfully accomplished both 
goals and I give ACLS quite a bit of credit for helping to make this happen. 

I have been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for as long as I can remember. The food, the language, the 
calligraphy, the music, the art, textiles, the architecture, everything about China has always fascinated me. 
I expected that once I became the parent of a child from China that I would continue to observe the 
Chinese culture as an outsider. What I had not expected was that I’d have so many opportunities to 
experience it first hand. Thanks to ACLS we not only watch Chinese dance, my daughter has also danced 
in several Chinese dance performances; we not only marvel at a language that has intrigued me for years, 
we have also begun to learn it; we not only admire beautiful Chinese silks in stores, we also wear them to 
ACLS events; and best of all – we not only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we now eat delicious home-cooked 
Chinese food at the homes of many wonderful Chinese friends – many of whom we have gotten to know 
at ACLS. 

Many communities have indeed opened up to us after coming home from China. We’ve stayed in touch 
with the other families with whom we traveled to China, and we also participate in many local FCC 
activities here in Acton. I had assumed that these 2 communities would fall into place once we returned 
home from China, and fortunately my assumption was correct. I also hoped, but couldn’t assume, that we 
would eventually feel part of Acton’s Chinese community. As it has turned out, we have been 
overwhelmed by the kindness and welcoming attitude of the Acton Chinese community to the point 
where I now feel that this is my community too. Again, ACLS has had a role in this. In the halls, in the 
classrooms, in the cafeteria, in the seminar rooms, at the New Years party, and at the summer picnic, 
we’ve gotten to know quite a few terrific folks. 

So for me, the best part of the Acton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 Dance Night, was the wonderful 
feeling of attending such a glorious performance and not feeling like an outsider! My daughter and I felt 
very much at home as we spent the evening enjoying the music, dance, and friends that we have come to 
know and love these past six years. Thank you ACLS for including us in your community and making us 
feel so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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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读书 
晓鹂 

 

连着两个星期，日日去 P 大东亚图书馆看书，中

文线装书，那种愉悦无以言表，内心是赴美这几

年来从没有过的欢喜与满足。翻开洁白如新的书

页，自有一股墨香。那方正的朱墨印章，精美的

版式，一行行大而疏阔的文字，独到的点评与眉

批，虽是繁体竖行不标点的刻本，但自己读书时

早以习惯，这几年不曾触摸，如今再见，真正的

“他乡遇故知”，自是人生一大乐事。 
 
P 大的东亚图书馆非常好，环境优雅，设备一

流，中文藏书尤为丰富，许多普通读者在国内图

书馆无法看到的古籍，在这里可以随意借阅，如

《古今图书集成》、《册府元龟》等等。前两

天，借了《红楼梦》最古老的版本《乾隆甲戌脂

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影印本来看，才知这个版本

原是胡适收藏的，上面钤有他的朱红印章，前后

有他的序跋，历述版本来源及考证。而且，也才

知道，这个著名的甲戌本脂评《红楼梦》并不是

自己臆测的是全本，却只有十六回：第一到八

回，第十三到十六回，和第二十五到二十八回，

而且是钞本，其中的文字与现今流行本亦有差

异。比如凡例后有一首自题的七言律诗，就是今

本所缺的：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宴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谩言红袖啼泪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这首律诗便是今本中那首著名的五言绝句（“满

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

味”）的出处，亦印证了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

阅十载，增删五次”的事实。于是，一边惊讶一

边赶着看。虽然已看过了无数遍《红楼梦》，此

刻读来，依然觉得字字金玉，句句珠玑，脂评又

精准抒情，真正满口余香，回味无穷，不知今夕

何夕矣。 

 

说来奇怪，自己是个好动不安分的性子，却意外

地喜欢读书，虽“不求甚解”，但乐此不疲。极

小的时候，家里清贫，又处西北穷乡僻壤，可看

者唯有零星画报，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如今还记

得一张封面画，是个身着绿军装、肩挎步枪、腰

缠子弹袋的女民兵，一头短发，面色红润，英姿

飒爽，站在一棵椰子树下。仿佛是一出样板戏里

的人物，叫《海岛风云》什么的。八岁时随父母

进城，顿时喜欢上了街上摆连环画的地摊儿。两

分钱看一本，有单行本，如《古代科学家的故

事》、《草原小英雄》、《大闹天宫》、《宝莲

灯》、《女驸马》、《上甘岭》等等，也有连续

的，如《红楼梦》、《三国演义》、《隋唐演

义》等等。那时，家里也不宽余，极少的零花钱

大抵都看了连环画。虽然只是看热闹，许多字都

不认得，却也心满意足，自得其乐。同时，家里

也为我们订了《少年文艺》、《儿童文学》、

《文史报》、《中国少年报》等杂志报纸，常有

一些令人发笑的故事，至今还记得《皮皮鲁和鲁

西西》的系列童话。 

 

上中学以后，父亲又从单位的阅览室里借一些书

给我们看，全本的《三国演义》、《水浒传》、

《红楼梦》、《西游记》、《林海雪原》、《吕

梁英雄传》、《英雄儿女》、《牛虻》、《卓娅

和舒拉的故事》、《绞刑架下的报告》、《这里

的黎明静悄悄》等等，都是在那时候读的。那时

候的自己，看书没有目的，也没有偏好，只要不

是课本和参考书就都看。有一次跟一个堂哥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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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其实，他是去追姑娘，又不好明目张胆，便

带了我打掩护。我真的做了个绝好的掩护，因为

在女孩家发现了一本《今古传奇》，一头扎进去

看了个天昏地暗，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

么，一概不知。临走还对没看完的《玉娇龙》恋

恋不舍，一步三回头。后来，便四处借《今古传

奇》，终于看全了《玉娇龙》和续集《春雪

瓶》。多年后才知这个系列故事是由聂云岚改编

的，原著是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和《铁骑银

瓶》。可是，读了原著，还是觉得改编的版本无

论从故事情节还是语言文字上都好过原著。当

然，也许其中夹杂了个人的偏好，因为《玉娇

龙》是多年前看的，又开启了自己看武侠小说的

强烈兴趣，印象太深刻。也是因为看《玉娇

龙》，激发了自己买书的念头——当然是“不正

经”的杂书——因为，借书看总不过瘾，一来不

容易借到自己喜欢的书，二来借的书有时间限

制，三来不能在别人的书上随笔涂鸦，不如看自

己的书随意。还记得自己买的第一本书是《雷

雨》，是和当时最要好的朋友一起，在街边的书

摊儿上买的。 

 

上了高中，受到喜爱文学的哥哥的影响，也喜欢

上了文学。开始有目的地读一些文学书籍，所谓

的名著之类。从中国古典诗词到希腊神话故事，

无不喜好，却是杂乱无章，抓到哪本读哪本。也

读一些现代诗歌和小说。当时最喜欢的诗人除了

海子，还有顾城、北岛和舒婷，最喜欢的诗除了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之外，便是顾城那首只

有两句的诗《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

睛 /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上了大学，读的就是文学系，以前“不正经”的

诗歌、小说、戏剧一跃而成了必读的专业书，至

此，方开始有系统、心安理得地看小说，也把几

乎所有的零花钱、节余的饭菜票和奖学金都买了

书。自那时起，喜欢上了逛书摊儿，这个喜好一

直延续了十几年，直到我出国为止。其实，现在

偶然也还会去逛地摊儿，我是指 garage sale、yard 

sale 和 moving sale，为孩子挑一些英文儿童读

物，有时也会碰到好书，如《丑小鸭》、《绿野

仙踪》、《人猿泰山》、《哈姆雷特》等。 

但是，严格说来，自从到了美国，就没有正经读

过几本书，更没买过什么书——我是说中文书。

一方面因为急着学英文，又在异乡，诸多压抑，

没有读书的心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书可读：

这里的公共图书馆，有中文藏书的不多，偶然发

现一个，所藏的中文书要么自己不感兴趣，要么

早已读过，自然也就兴趣索然。唯有在 C 城借过

一本李敖的《法源寺》，当真不错。若是买书，

书价太贵，生活又不安定，搬来搬去，书易损坏

也沉重不好搬。偏又不喜欢对着电脑，上网读

书。因此，任凭自己懒惰，日益陷入精神的荒

漠。而今，看到 P 大东亚图书馆的藏书，展眼皆

是中文，且有许多自己没见过的古籍，如何不让

人欢欣雀跃，一睹而后快！ 

 

今天，照例去图书馆，接着看尚未读完的郑振铎

的《西谛书话》。正在凝神之际，忽听“啪”的

一声，一个小虫子从天而降，落在书页上。用手

随意一挥，把它扫到了桌面上。过了片刻，总觉

着眼前有个东西在蠕动，抬头一看，原来就是那

只虫子，被扔了个四脚朝天，无论如何挣扎也翻

不过身来，纤弱的触角和六条细小的腿在空中慌

乱舞动着。一时来了兴致，倒想看个究竟。几分

钟过去了，它转了无数个圈儿，依然是四脚朝

天。正在我于心不忍，想出手帮忙之际，它再次

努力，居然翻过来了！不知为什么，自己心中也

松了口气。 

 

那只虫子，翻过来后，先是停在原地一动不动。

然后，开始四处转圈。我心里纳闷，莫不是刚才

转晕了不成？然而，转了几圈后，它朝着窗户的

方向爬去，毫不犹豫，直到爬出了我的视线。这

才明白：它根本没晕，它在寻找方向。一旦确立

了目标，便勇往直前。 

 

于是，无限感慨。等目光回到书页上时，正看到

一句话：“······虽然遍体是创痕，但我

总是不气馁的向前走去。”是郑振铎在 1947 年

为《唐宋以来名画集》写的跋。想起刚才那只虫

子，不由会心一笑：读书本当如此，人生亦当如

此啊。这个道理，连一只虫子都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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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oooodd  SScchhooooll   
RReeaall ttyy,,   IINNCC..   

124 Main Street, Acton   Tel: 978.264.0900 

24 Beth Circle, Acton.  Price $299,000. 
 
Sought-after Beth Circle townhouses in north 
Acton.  
 
This well maintained complex of 21 units are 
all owner-occupied. The unit has the best unit 
placement in the complex. It features new 
kitchen, newer hardwood floors and a finished 
basement. Easy commuter location. Walk to 
parks & shops.  
 
Open Sun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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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社会 －十月时事回顾 
瓜农 

 

10 月是波士顿地区另一个比较搞笑的月份：同

一个月内，空调跟暖气交替运转。秋分之后大

热了几天，好像夏季去而复返，瓜农喘了一夏

天的空调才歇了几天又开始折腾；然后一段时

间冷得不行，早上从被窝里爬出来要抖出一身

的鸡皮疙瘩，门外看过去一地的白毛霜，瓜农

翻箱倒柜找棉衣，一个劲儿地担心地里的灌溉

水管子是不是已经裂得稀里哗啦。这几天风和

日丽，棉衣是穿不住了，稍微一运动这热汗就

顺着脖子嗖嗖地往下流。瓜农搞不清现在是什

么季节，脑子有点犯晕，感觉跟那些没头没

脑、一窝蜂往人家墙上爬的瓢虫一样。倒是这

街前坡上的枫树久经考验、处变不惊，用绚烂

的金枫红叶，在不经意间，涂抹出漫山遍野五

彩斑斓的秋色。 

 

2007 年的 10 月是科学史上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 人类进入太空时代 50 周年。从 1957 年至

1972 年，美国和苏联进行了 15 年不间断的太

空竞赛，虽然本身有浓重的配合东西方阵营的

冷战外交意味，但通过这激烈的技术和战略制

高点争夺战，美苏两国在太空技术、材料科 

学及大规模工程管理科学等多方面都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 

 

1957 年 10 月 4 日，人们一觉醒来，发现世界

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有史以来第一

次，一个小小的、苏联造的物体被扔到地球轨

道上绕地转动。这个小卫星除了在两个短波频

率上发送“嘀、嘀、嘀”的单调信号外没有什

么实际用处，但在美国人听来，这个一遍遍重

复的微弱信号就像是一声声惊雷，它不仅标志

着人类太空时代的到来，同时也清楚地表明，

在美苏太空竞赛中，尽管美国集中了所有的力

量企图先拔头筹，苏联仍然漂亮地赢得了第一

场比试。 

 

苏联人继续发挥他们在心理上和技术上的优

势，于 1961 年 4 月 12 日，又迈出了伟大的一

步 － 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载人飞船

进入太空，实现了人类“飞天”的梦想。 

 

美国两次处于下风，颜面尽扫，这也极大地刺

激了美国人不服输的劲头。1961 年 5 月，肯尼

迪总统向全世界宣布，将在 10 年内把宇航员送

上月球。在这项前后历时 11 年、规模空前的

“阿波罗”计划中，美国政府共花费了 250 亿

美元（相当于现在的 1200 亿美元），国家航空

航天局（NASA）的工作人员达到 3.6 万人，航空

航天工业的从业者人数为 37 万人，超过 200 所

大学、2 万家企业、将近 1000 万人直接或间接

地参与了这个项目。经历了一系列的载人飞船

飞行、太空行走试验、大功率火箭研制的成

功，和阿波罗 1 号飞船在地面起火、3 名宇航

员不幸遇难的惨痛教训，1969 年 7 月 21 日，

美国航天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

林首次将人类的足迹印上了另一个星球，成为

人类历史上 重大的事件之一。 

 

这一段令人热血沸腾的太空竞赛，连同阿姆斯

特朗踏上月球时所说的举世传诵的名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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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但对人类来说，这

是一次飞跃”，将永载史册。 

 

载入史册的还有另一批科学和人文领域的佼佼

者：2007 年诺贝尔奖得主们。他们是：美国科

学家马里奥·卡佩奇和奥利弗·史密西斯、英

国科学家马丁·埃文斯（生理学／医学），法

国科学家艾尔伯·费尔和德国科学家皮特·克

鲁伯格（物理学），德国科学家格哈德·埃特

尔（化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莱昂尼

德·赫维奇、芝加哥大学的埃里克·马斯金、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中心的罗杰·迈尔森（经济

学），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文学）和美

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业委员会（和平奖）。美国人终于没能继

续他们在上一年取得的辉煌，科技奖大多数颁

给了欧洲科学家，有点风水轮流转的味道。美

国人历来对诺贝尔和平奖缺乏热情，这次和平

奖的帽子却阴错阳差地扣在了过气政治明星戈

尔的头上。平心而论，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威

胁和防治措施的宣传这几年真是有成效，连小

瓜女都时常念叨“炭脚印”（ carbon 

footprint），但至于这是不是以戈尔为核心的

同志们的功劳，还很有商量的余地。也许瑞典

皇家科学院的绅士们无意干涉美国内政，但在

总统选举高潮叠起的时候把一个诺贝尔奖送给

民主党前副总统，客观上起到了往热油锅里撒

上一把盐的作用，要求戈尔趁热打铁宣布参选

的呼声一时间甚嚣尘上。老戈虽然不为所动，

但民主党的几个参选人无意中多赚了大把的人

气，感觉离白宫又近了一步。 

 

民主党控制下的国会同样感觉良好。国会外交

事务委员会本月上旬通过了一项谴责土耳其对

亚美尼亚人进行种族清洗的法案，指责 1915、

1916 年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规模杀戮国内的

亚美尼亚人。高举“人权高于主权”的大旗，

一副正义使者的派头。 

 

此举立即遭到气炸了肺的土耳其人的强烈抗

议，摄影机镜头前，安卡拉街头的市民愤怒声

讨美国无事生非、打击盟友；土耳其政府召回

驻美大使，扬言要终止美军在其境内的军事行

动；土耳其总统联合美国总统一起，谴责国会

通过这项议案“不负责任”，“将损害美土关

系”。 

 

国会山的先生太太们也许真的是太清闲了，随

便什么事情都可以抓过来活动活动筋骨，即使

开罪伊战的盟友、给本就力不从心的美军在伊

拉克的军事行动雪上加霜也在所不惜。要知

道，驻伊美军的大量物资、补给和燃料要经过

土耳其领土、领空运送，其南部的因吉尔利克

空军基地更对美军飞机的及时出动和后勤保养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失去土耳其，对美军来

说就意味着更漫长的运输线，更缓慢的空中支

援，花更多的钱，流更多的血。一屋子游手好

闲、高谈阔论的议员捅了马蜂窝，却让前线的

子弟兵吃苦头，不知道把他们选进国会的老百

姓心里有什么感想。 

 

中国的老百姓在讨论一件他们同样想不通的

事：助人为乐反遭索赔。事情的大致过程并不

复杂：南京青年彭宇在公共汽车站发现一个老

太太倒在路边，于是上前扶她起来，跟另一个

陈姓老爷子一起，给她家人打电话，然后在赶

来的家人的请求下，一起把此徐姓老太太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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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并垫付了 200

元就诊费。故事到

此，完全是一个学

雷锋、做好事的典

型事例，和谐社会

应有的现象，瓜农

仿佛看见接下来彭

宇说“啊，这是我

应该做的”…… 

依套路演练下去。

可惜事件的发展不

幸应了我们的直

觉，往另一个方向拐了过去。 

 

徐老太看着护士递给她的上万元的手术费预付

单，又看看彭宇，一拍大腿说：“小伙子，就

是你把我撞倒的啊，你该付钱啊！” 

 

彭宇确认听到的是徐老太的话而不是自己的幻

觉后，愤怒谴责了老太太的恩将仇报，并痛心

地仰天长叹……总之他不接受这样赤裸裸的讹

诈。徐老太太及家人随后把彭宇告上了法庭。 

 

这一幕看着似曾相识。瓜农当年看过的电影

《离开雷锋的日子》说的就是这档子事，老实

巴交的乔安山被人诬陷，有口难辩，想死的心

都有。现在社会进步了，可以在法庭上讲理

了。光天化日、繁华街道上发生的事，彭宇又

有陈老爷子这个证人，料想法庭会还他一个公

正。 

 

结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当然，是在徐老

太及家人意料之中），陈老爷子在派出所的笔

录丢失不见；徐老太当庭拒不承认见过陈老爷

子；派出所所长在法庭上做伪证并被当场揭

穿…… 后的高潮是法官的判决书：“根据日

常生活经验分析…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

撞的可能性比较大…根据社会情理，（彭宇）

完全可以自行离开…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

悖…据此，法院判决彭宇赔偿原告医疗费

45876.36 元。” 

 

面对如此戏剧性的结局，和如此有才的法官满

篇推理的判决书，瓜农和中国的老百姓一样脑

子转不过弯来。倒是有一个社会效果显而易

见：随着此案的广泛报道，今后有老人在街上

摔倒，绝少再有人会上前扶一把了 － 法官都

说了，“根据社会情理，你完全可以自行离

开”，除非那是你亲妈。想做好事？跟躺在地

上的人签一个免责协议先；或者翻翻钱包，数

数带没带够 4.5 万元！ 

 

一个文明古国，和谐社会，被搞得如此乌烟瘴

气，显然不符合党的方针。中共十七大在万众

瞩目中召开，以一个党的代表大会而吸引全世

界的记者的采访和政治分析家的评论，恐怕唯

有中国能做到。在胡锦涛的报告中，“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科学发展

观”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成为报道和

评论的重点。随着政治局委员的新老交替和新

思想的引入，料想中国会走上一条注重民生的

发展之路。 

 
还有什么大事…瓜农差点忘了，就发生在身边 

－ 10 月 14 日，中文学校主办的“艾克顿中国

音乐舞蹈之夜”演出成功举行！ 

 

 

 
 
（明明的画答案：南瓜灯比赛名次： 

1) 明明 (15 岁) 

2) 甜甜 (9 岁) 

3) 方方 (12 岁) 

4) 小云(17 岁) 

 

鬼节的收获：小云回家之前得了 60 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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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小吃  

Cantonese Eatery Take-Out Menu 
Yes - We deliver!  

Monday—Sunday Takeout & Delivery: 10:30am—9pm 

午餐碟饭 Lunch Combinations(10:30 AM—3 PM only) 

 附白饭/汤,并可选:上海春卷/葱油饼/炸蟹角/炸鸡翼/鸡串/牛串/无骨排 Served with steamed rice 

or soup. Choice of one daily appetizer 

LC1.  炒瓜菜 Mixed vegetables …………………………………  $6.95 

LC2.  蓉蛋  
[可选:叉烧/鸡/牛/虾] 

Chinese Omelet (BBQ 

pork/chicken/beef/shrimp)  …………………… 

$7.50 

LC3.  龙湖  
[可选:叉烧/鸡/牛/虾] 

BBQ pork/chicken/beef/shrimp in lobster 

sauce ………………………………………………… 

$7.50 

LC4.  甜鸡 Sweet & sour chicken  …………………………… $6.95 

LC5.  时菜鸡 Sliced Chicken w/Vegs …………………………… $6.95 

LC6.  蘑菇鸡 Chicken w/Mushrooms ……………………………… $6.95 

LC7.  芥兰鸡 Chicken w/Broccoli  ……………………………… $6.95 

LC8. *宫保鸡 Kung Pao Spicy Chicken  ………………………… $6.95  

LC9.  鸡捞面 Chicken Lo Main …………………………………… $6.95 

LC10. 鸡炒面 Chicken Fried Noodle  …………………………… $6.95 

LC11. 沙爹乌冬 
[可选:叉烧/鸡/牛/虾] Satay Udon (BBQ pork/chicken/beef/shrimp) … $7.50 

LC12. 干炒牛河 Beef/chicken Ho Fan ……………………………… $7.50 

LC13. 左宫鸡 General Gau’s chicken  ………………………… $6.95 

LC14. 咖喱牛鸡虾 Beef/chicken/shrimp in Curry sauce  ………… $6.95 

 
 
 
 
 
 
 
 
 
 
 
 
 
 

 

124 Main St. (Rt. 27), Acton, MA 01720

Tel: (978)264-1900; Fax: (978)264-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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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拉丁 
刘晓阳 

 
  美谚云∶「先有华尔街，后有美利坚」，又云∶「先有哈佛，后有美国」。而波士顿谚云∶

「先有拉丁，后有哈佛」。 

 

  拉丁是指波士顿拉丁学校（Boston Latin），建于明崇祯八年的 1635，而哈佛建校在 1636

年。拉丁比哈佛还早一年。但拉丁是中学，哈佛是大学。 

 

  今年，我们的女儿考上了波士顿拉丁。大约四十年前，她妈妈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那是

当时全国最优秀的女校。大约七十年前，她奶奶考上了上海圣·玛力娅女中。那是当时全国最优

秀的教会女中。虽然拉丁是男女合校，小女儿没能上她妈妈和奶奶那样的女校。但波士顿拉丁的

历史比圣·玛力娅和师大女附中加起来还长。拉丁是全美国最早、也是最优秀的公立中学，在波

士顿公立中学联考成绩排行榜上不但名列第一，而且比第二名高出一大截。 

 

  美国中小学都是按居住区分片的。在郊区就是按镇（town）分学区。美国的中小学教育经费

来自各居住区的房地产税。既然学校是分片的，孩子的家长对好学区趋之若鹜，自然好学区的房

价就长起来了。房地产税是按照房子的市场估价抽的。教育经费又出自房地产税。这就形成了一

个循环∶好学区->高房价->居民收入高->地产税高->学校经费足->学区好。 

 

  高收入家庭住得起好学区，子女将来有好前途。当然，好学区居民都忙着挣钱，没工夫犯

罪，再加上警察局经费足，警力强，自然较安全。反之则相反。 

 

  美国的学区就是富人区和穷人区的分别。阶级分布即以此为界。好汉不怕出身低。美国的阶

级分布不是一成不变的。不管出身于任何社区的孩子，只要能挣到大钱，就能买贵房子，住好学

区。一切所谓的平等，中国的优越感和美国的歧视，只有在钱的面前平等了，才是真正的平等。 

 

  我们原来住在犹太镇布鲁克兰（Brookline）。肯尼迪总统就出生

于此。犹太镇的特点是宁可不修路，也不能减少学校经费。故犹太镇都

是好学区。建镇三百年的布鲁克兰是波士顿市的一块土地。周围的镇全

都属波士顿市。 

 

  学区里如果只有一所学校，当然无从选择。但如果有两所以上的学

校，则学生可自由选择。波士顿市囊括了大约十个镇，是当地最大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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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拉丁属波士顿学区，因其地位特殊，要想上拉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入考成绩和必须居住

在波士顿学区。 

 

  报考拉丁时，没有学区限制。但在发榜之前，必须向波士顿学区管理机构确认居住地址。这

有一个好处。如果学生考试成绩不够，则原住外学区的就不必再搬家了。 

 

  拉丁的入学成绩是考试与平时学习成绩总评各占一半。我女儿小学成绩是 A-。考试成绩不

错。但因考拉丁的多是各校尖子学生，不乏 A+生。A 生就更不用说了。虽然女儿的入学考试成绩

不错，但被平时成绩一拉，就下来了。拉丁通知她的成绩排名是在 511 名成绩合格者里的第

495。也就是说，如果再掉 16 名，就没有她的份了。 

 

  但不管怎么说，这 495/511 也算小鲤鱼跳过了龙门。我们得到成绩通知后，赶紧找房子搬

家，从布鲁克兰搬进了只有几个街区之遥的波士顿学区。这都发生在她小学六年级第一学期结束

时。 

 

  过完年，就是她的小学六年级第二学期。我们因为只搬离了几个街区，便仍在布鲁克兰继续

念她的小学最后一个学期，并按规定，在 2 月 1 日之前去波士顿学区填表通知我们搬家后的新地

址。不料仅仅两周，便接到布鲁克兰学区的正式通知，限期五天之内，离开她原来的学校。因为

我们的登记地址已经不再是布鲁克兰了。 

 

  没想到美国人的工作如此有效率，而且如此无情。没办法，只好到波士顿学区管理处去讯问

可以转学到哪所学校。 

 

  因为波士顿学区很大，学校很多。但学区管理处电脑里只有查尔斯镇的爱德华兹学校还有空

位。其他所有学校都满了。我们一看地图，离家太远，便请求学区容许我们在离家近的学校里选

择。但学区管理处不允许。因为法律规定，每班学生总数有个最高限额（大概是二十人）。如果

超过限额，教师就可拒绝上课。教师工会也会出来干涉。而诺大个波士顿学区，居然仅有一所学

校还有空位。 

 

  我们无可选择。只好去爱德华兹报到。这其实是一所五年级到七年级的学校。没有其他年

级。该校位于市内黑人区，是全波士顿最差，也最危险的一所学校。百分之八十的学生是黑人。

校舍是占了一个街区的一幢老楼房，没有操场。校舍内部装修破败，但天花板极高。 

 

  该校学生风气很差，酗酒、吸毒、打斗，她们班还有一个女生怀了孕。女儿对该校反感之

极。但我们又别无选择，只好劝她∶就算是尝试一种经历吧，你一直上着犹太镇的好学校，也去

尝尝底层学校是什么滋味吧。 

 

  爱德华兹学校虽然校舍很旧，但计算机房里满

满的都是新式黑色电脑。我叮嘱女儿，万不可以招

惹班上的同学。 市区孩子倒也不曾招惹她。在女儿

小学最后一个学期的几个月里，她只和也考上波士

顿拉丁而搬入波士顿区，不得不转学到爱德华兹的

几个中国女孩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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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级结业，女儿离开爱德华兹之后没几天，传媒就报导出该社区又一名学生被杀。我们出

了一身冷汗。 

 

  六十年代中后期的民权运动中，美国曾有融合市区穷人和郊区富人孩子的教育计划。把城里

穷黑人的孩子和郊区白富人的孩子用校车拉上到对方学区上学，增加相互之间的沟通理解，以期

减少贫富和种族隔阂。但九十年代后期，国会又废止了这种做法。如今相互隔阂的新一代成长了

起来，更增加了日后社会的族群分裂。 

 

  秋季开学，女儿上了波士顿拉丁。只几天工夫，爱德华兹来电话，询问女儿为什么没有到

校。我们解释她已经上了拉丁。看来即使是爱德华兹，校方也是很负责任的。 

 

  因为拉丁的学生都是考上的，高考成绩自然全麻省第一。原来成绩中上的女儿，一下子掉到

了中下。拉丁学校的课程和家庭作业都很重。尤其是英文。因为英文来自拉丁文，美国一般的中

学虽然也教拉丁文，但都是从十年级（高一）才开始，而拉丁却从七年级（初一）开始。这正是

拉丁校名的由来。要想英文好，必须有拉丁文底子。 

 

  虽说现在是科技时代，但美国中小学教育仍是以阅读和作文表达为主。只有阅读和表达清楚

的人，才能立足于主流社会。中国学生以做题多为能事。美国学生以阅读为能事。美国较好的小

学就开始教授希腊罗马史了。中学希腊罗马史与拉丁文一块儿教。其他谋生的专业到了大学再细

读也来得及。 

 

  美国教育的关键在中小学。很多中国留美的学生毕业后专业做得也不错，但玻璃天花板无法

突破，关键就在缺少美国中小学这一段教育。如今国内报导出有小学三年级学生考过英语四级

的。但我料国内的英语教育没有拉丁文底子。 

 

  拉丁使我想起国内的语文教学。虽然经过五四白话文运动，但要想中文好，仍需古文底子。 

 

  我在小学高年级时，曾被读过私塾的母亲加过古文课。可惜只开了个头，就因她工作忙而没

能继续下去。但从此我喜欢上了古文。插队返城后没事，把《古文观止》、《聊斋》和《阅微草

堂笔记》都看了一遍。后来又读了些古文笔记小说。我的文笔颇受此影响。 

 

  我看国内也应建立某种类似波士顿拉丁这样的市级古文学校。比如北京古文学校，上海古文

学校，南京古文学校，西安古文学校，洛阳古文学校等。一律在本学区内凭考试入学，从初中就

加开古文课。当然，《四书五经》有太多的封建思想。我感觉还是从《古文观止》、《历代文

选》里寻找教材较好。 

 

  美国人重视英文教育从拉丁文开始。中国人却不能重视中文从古文开始。长此以往，中文早

晚在中国境内也会败给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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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瓜灯比赛 
  

鬼节快到了！按照惯例，小云家每年都要举行一个刻南瓜灯的比赛。星期六一大早，小区里的小朋

友们都捧着又圆又大的南瓜来到小云家。他们先用铅笔画好图案，然后用小尖刀把南瓜切开，舀出

里面的瓜子，再刻出眼睛、鼻子、嘴巴、等等。有的小朋友在南瓜上刻了非常滑稽的鬼脸。有的刻

出十分可怕的怪状。大家都很有审美观，刻得很逼真。最后，由小云的爸爸妈妈当评委，选出了四

个最好的南瓜灯。 

今年，得奖的四个小朋友分别是 9 岁、12 岁、15 岁 和 17 岁。 

1) 得第四名的小朋友是年龄最大的。 

2) 方方比得第二名的小朋友大三岁。 

3) 明明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小的。 

4) 甜甜没有得冠军，可是她比 12 岁的小朋友做得好。 

5) 小云也得了名次，但是没有得第一名。 

朋友，请你好好读读上面的五项提示，想一想，你能分析出这四个小朋友的年龄和名次吗？ 

 

 鬼节的收获 
  

过鬼节的当天晚上，小云和朋友们早早地就收拾打扮好了。她们个个戴着巫婆帽子，穿着长长的黑

裙子，拎着枕头套，高高兴兴地在小区里挨家挨户要糖。她们在小区里转了一大圈，收获可大了！

最后，邻居们的糖都发光了，家家户户的南瓜灯被吹灭了，小朋友们也该各回各家了。小云告别了

朋友们，兴高采烈地往家走。她回到家以后，把各种糖果倒到桌子上，开始数她的战利品。刚数

完，妈妈端着一盆没发完的糖果进来，对小云说：“现在已经太晚了，估计不会再有人来要糖。这

些剩下的糖果就全归你了！” 

“太好了，谢谢妈妈！” 小云高兴极了，接过糖盒，把剩下的巧克力、棒棒糖、还有泡泡糖统统倒

出来，迫不及待地开始数。 

过了一会儿，小云对妈妈说：“妈妈，我来出个题考考您吧。您刚才给了我四十块糖。如果我没有

得到我们家剩下的糖果，反而还在回家的路上不小心丢了四十块糖，我只会有现在的五分之一的糖

果。您能分析出我今天晚上在小区里得到了多少糖果吗？” 

妈妈很聪明，想了几分钟就解出了答案，还让小云把这个问题带到中文学校里去考考小朋友们。 

朋友，请你动动脑筋，做做算术。小云回家之前一共得到了多少块糖果？ 

  
(答案请在本期内找) 

 

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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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 A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教师：仲劲红 

 
仲老师：您好！ 

我是龚尔琪，我住在 Chelmsford，在

Harrington 小学念书。我的暑假过得很开

心，我们全家去纽约玩了。我希望明年夏天能

去北京。 

 

祝 

健康！ 

学生：龚尔琪   

 

 

 

仲老师，您好！ 

我是幸韬，今年八岁。我住在 Fort 

Devens，靠近 Ayer。我喜欢打球、弹琴和画

画。我的家里有爸爸、妈妈和妹妹。 

今年夏天我们去了 Hampton 海边，那里有

很多人和船，有很大的海浪。我看着海浪冲上

海滩，我跳进浪里，很好玩！ 

 

祝 

愉快！ 

学生：幸韬   

 

 

 

老师，您好！ 

我是丁寅蕾，今年九岁。 

今年六月，妈妈带我去中国玩。我们去了

北京、无锡和上海。在北京我去了很多地方，

像颐和园、动物园、长城、秀水街、王府井、

北大、天安门和中山公园。我最喜欢的地方是

天安门广场，我在那里放了风筝。在上海我去

了东方明珠电视塔、水族馆、科技馆等，我最

喜欢水族馆，因为那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鱼。

我迫不及待想再去中国，中国很好玩。 

祝 

健康！ 

学生：丁寅蕾   

 

 

 

仲老师，您好！ 

我很高兴给您写信。 

暑假里，爸爸妈妈带我和姐姐去了北京。

在那里我们去了欢乐谷，妈妈带我、姐姐和小

妞妞乘坐丛林飞车。飞车很快，我的心和车一

样快要飞起来了，我和车上的其他游客一起尖

叫起来。公园里的摄影师用高速相机给我们留

了影。在照片上，我们大家都大张着嘴，我的

头发都飞起来了，真好玩。 

我们还去了北京的其他很多地方，去了天

安门广场看升旗，还去了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下次我再给您写信。 

 

祝 

身体健康！ 

学生：赵汉丁   

 

 

 

仲老师，您好！ 

我是王博文，今年九岁了，读小学四年

级。我们家住在 Westford。我有一个弟弟。 

给老师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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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我去了中国的家庭夏令营。那里

有我最喜欢的帆船，还有射箭、象棋和打牌。

我还学会了打网球。我玩得非常开心。 

 

祝 

身体健康 

学生：王博文   

九月十六日 

 

 

 

老师， 您好！ 

希望您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 

我是刘毓捷，英文名字叫 Emily。我是四

年级的学生，在 McCarthy Towne 小学读书。

我今年九岁了，很高兴已经在四年级了。我有

一个妹妹上一年级。 

我是在加州出生的，我们家搬来 Acton 四

年了。今年我想把中文学得更好。 

 

祝 

身体健康 

学生：刘毓捷   

 

 

 

仲老师，您好！ 

我的名字叫周珺，今年十一岁。我有一个

姐姐十三岁了。今年夏天我去了中国，在上

海，住在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家，玩得很高

兴。 

 

祝 

身体健康 

学生：周珺   

 

 

 

老师，您好！ 

这个暑假，爸爸妈妈带着哥哥和我去 Six 

Flag 玩。在那里我最喜欢的是过山车，真快

啊。爸爸说这很可怕，他就不跟我们一起坐

了。 

暑假里我们也去了海边，海浪很大，都把

我冲到岸上了，爸爸也被冲倒了。好可怕呀！ 

我还去了朋友的生日聚会，那里只有三个

男孩，有七八个女孩子。我们也一起比赛游

泳，我得了第二名。 

老师，今天我就写到这里了。 

 

祝 

身体健康 

学生：郭宁宁   

 

 

 

老师，您好！ 

我的名字叫史捷，我在 Douglas 小学上四

年级。在暑假里我滑冰、弹琴，也看电视。 

我们全家去了 New Jersey 和 Maryland， 

在那里我参观了几所大学。我们还参加教会的

特别聚会。 

我过了一个快乐的暑假！ 

 

祝 

身体好！ 

学生：史捷   

 

 

 

仲老师，您好！ 

我的名字叫杨枫予，我在 Douglas 小学读

四年级。我家里有五口人。 

我喜欢的有关中文的东西是电视剧《家有

儿女》和《西游记》。 

今年暑假我们全家去了中国，我们去了北

京和成都，看了都江堰。北京有我们家的很多

亲戚，成都很热，都江堰很好玩。 

 

祝 

身体好！ 

学生：杨枫予   

九月二十二日 

 

 

 

仲老师，您好！ 

我叫王通瑞，今年十岁了，上五年级。我

家有四口人：奶奶、爸爸、妈妈和我。我爱我

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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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我们全家和朋友们一起去野营

了，我们玩得很开心。 

祝我们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新学期！ 

 

学生：王通瑞   

九月十五日 

 

 

 

亲爱的仲老师，您好！ 

我叫夏天天，今年九岁了，上小学四年

级。我喜欢练体操。 

暑假里我去中国玩了三十六天。我钓了三

十多条鱼。您喜欢吃鱼吗？ 

祝您及全家天天快乐！ 

 

您的学生：天天上   

九月十五日 

 

 

 

老师，您好！ 

我叫柴超，今年八岁了。 

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去了中国，去了宁波、

成都、九寨沟、黄山和北京。中国很好玩。 

 

祝 

身体健康！ 

学生：柴超   

九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