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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忙忙碌碌中转眼 2007 年就这样过去了。在这新年之

际， 我首先借此机会祝所有的老师、学生和家长新年快乐！感谢大家

在过去一年里所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感谢大家对中文学校的大力支

持。祝愿我们在 2008 年共同努力，把我们的中文教学越办越好。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老师们的家属，正像有一支歌唱的那样：“军功

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每个周日的下午老师们牺牲自己的

宝贵时间来到中文学校教课，老师们的丈夫或妻子也同样为配合自己

爱人而承担起照顾家务和孩子的工作。许多人为此牺牲掉了周末打

球、踢球，或外出等业余活动的时间。没有家里另一半的支持，老师

们是不会精力充沛、专心致志地站在讲台上的。这一点我想所有的老

师都深有感触。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叶红，我们的付教务主任。叶红在我们中文学

校教一年级已经许多年，她还是低年级组的教研组长。能把她请过来

加入到我们的学校管理队伍里，我感到非常高兴。在过去的半年里，

在中文学校每一个开课的日子，你都能看到她那忙碌的身影。我们看

到叶红在给新生注册，在给各个班发课本，在万圣节时身着节日服装

给同学们发放糖果。叶红不单办事干练仔细，还很幽默风趣，无论她

到哪里，她就会把欢声笑语带到哪里。能和叶红一起工作，为老师和

同学们服务，我觉得很开心。 

 

我另外要感谢的人是我们的总务主管邓育红。育红也是在秋季加入到

我们学校管理队伍的，她称自己为“跑腿，买东西的”。这话由她说

出来，听起来很简单，可是要做好这个主管，却要花费她很多时间和

精力。这项工作很繁杂，工作量也很大。单为了定购中文教材和 CD，

育红不知跑了多少趟。我们有近 500 学生，1500-2000 本教材，一次

拿不回来，育红就一次一次开车去跑。开学以后也不闲着，刚加入的

新生需要新教材，老师们需要新的教学用品和工具，学校要给退休老

师们准备礼物，给中文学校办学的 Junior High 老师们准备圣诞礼

品 …… 育红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买东西”。她还喜欢和善于货比

三家，总能买到又好又便宜的东西。我们老师和中文学校离不开她这

个总后勤。 

 

写到这里，回过头自己读一遍，怎么觉得象是在写感谢信。 

 
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人的大力支持和努力工作，中文学校的教学工作

才会越做越好。这个学期我们在开学之前进行了新教师培训，学期中

我们又召开了教师教学研讨会，老师们互相交流教学经验，收到了很

好的效果。校刊对此有过详细的报道，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现在各

忙碌的中文学校 

史建英 



No. 47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 

2 

个教研组内的活动也增加了，以促进教学交流和提高教学质量。学校还组织准备参加今年一月份

由全美中文学校协会承办的中华文化知识竞赛；下一个学期，我们还准备开展其它形式的竞赛活

动，增进老师和家长的交流。 

 

中文学校的教师队伍需要有爱心、耐心和喜欢中文教学的人，在这里我也想向大家呼吁：希望有

更多的家长加入为中文学校服务的行列，为我们的教师队伍灌注更新血液。 

 

我们马上就要迎来Acton 中文学校的五周年校庆。五年以来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多，教

师队伍逐渐壮大，越来越多的富有经验的家长和志愿者们加入到我们教师队伍里来。经常会有人

对我说你们的中文学校办的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作为艾克顿中文学校的一员，我为此深感骄

傲和自豪。 
 
 
 
 
 

 
 
 

冰雪热舞 
艾克顿中文学校交际舞班学员勇夺锦标纪实 

 

2008 年第一堂课，学校交际舞班里热闹非凡。

听说本班学员在大波士顿华人交际舞大奖赛中

一举夺得四项大奖，许多家长朋友们纷纷慕名

前来，向参赛者道喜祝贺。大伙儿津津乐道地

回顾一个星期前舞蹈大赛的情景。 

 

2007 年 12 月 29 日，那是去年岁末的一天，一

个严冬里刮风又下雪的晚上，班上的十六位帅

哥美女在校长苟燕妮、班长杨钦钊、庄宁的带

领下，在热心观众和啦啦队的簇拥下，风尘仆

仆来到麻州大学罗威尔分校，代表艾克顿中文

学校参加一年一度的交际舞大赛。 

 

宽敞明亮的舞厅里聚集了来自大波士顿各地区

的华人社区和中文学校的代表队。练习音乐时

而浪漫悠扬，时而强劲动感，比赛还未开

始，场内的气氛就已经渐渐热烈起来。选手

们个个磨拳擦掌、跃跃欲试，意气风发、斗

志昂扬，大有不拿奖杯等于白来的劲头，与

大厅外面的冰雪凛冽、寒风刺骨的天气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艾克顿中文学校代表队将在

标准交际舞中的探戈、恰恰和华尔兹舞比赛

中与各路好手角逐 PK。 

 

 
 

八点整，大赛在优美欢快的乐曲声中拉开帷

幕。第一项比的是集体项目，ACLS 代表队被安

排最后上场。等待上场的过程中，大家围坐在

一起，一会儿充当观众，欣赏其它代表队的表

演，恰到好处地掌声鼓励；一会儿又像舞蹈专

家，对参赛选手予以恰如其分的点评，挑挑毛

病，借机提升自己取胜的信心。对有明显失误

的选手，没有那种幸灾乐祸的目光，而是送去

救死扶伤的温暖；对于表现出众的选手，亦流

露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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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我们的集体探戈表演了，八对选手迈着西

班牙斗牛步伐上场，音乐未起就已经引得观众

的热烈掌声。岂料天有不测风云。伴奏音乐出

了问题，像是少了几小节拍子，乐感好的几对

选手灵机一动，少跳一个动作跟上了音乐；墨

守成规的几对选手，还是按步就班地往下跳，

队形顿时发生了变化。却收到意想不到的效

果，营造了一个凌而不乱、高潮叠起、精采纷

呈气氛。刚开始动作虽然不一致，各自为战，

不过通过彼此的默契，逐渐趋于一致，最后一

个动作结束得相当整齐。不知情者并没有察觉

到这个小小的失误，还对这种“创意”的编

排，赞不绝口。亮相谢幕后，博得全场观众雷

鸣般的鼓掌。最后艾克顿中文学校代表队过五

关斩六将，荣获集体组的大奖─创新奖。 

 

集体项目比完，赛程才刚刚过半，接下来要进

行的是更加精彩的个人赛。帅哥美女闪亮登

场，舞池中央裙角飞扬，优美的舞姿和音乐

曲，才子佳人，笑颜如花；悠扬的恰恰、雍容

的华尔兹，好一副动人的场面！ 

 

比赛大厅其乐融融，欢声笑语，选手们的精湛

的演出，将比赛一次又一次推向高潮，比赛已

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许多摄影爱好者，摆弄

着数码照相机，不失时机地拍下一幅幅的美丽

的场景。 

 

经过预赛淘汰和决赛 PK，艾克顿中文学校的选

手杨钦钊、陈琛，马江、黄玲崭露头角，荣获

恰恰组和华尔兹组的三个奖杯。我们激情满

怀、欢喜雀跃、共同庆祝胜利。其他代表队的 

 

 
 

许多选手也纷纷过来，向 ACLS 代表队致意并

合影留念。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此时此刻，

高兴之余，大家没有忘记我们的教练 － 学校

舞蹈班的两位老师 Dan Chan 和 Susan Fei，

感谢他们的辛勤指导和精心培养。这是老师和

学员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我们集体的荣誉，

是我们中文学校的骄傲。艾克顿中文学校也以

这次大奖赛为窗口，向大波士顿地区的华人社

区，展现了我们的风采，提高了中文学校的知

名度，以便今后为华人社区甚至整个美国社会

提供更多、更好、更完整的服务。 

 

         【 王建国供稿 】 

 

Giving Back to Our Community 
 

As we prepare our children and students to 

achieve success in the global society they will 

enter after their education is completed, we need 

to heed the growing number of studies and 

statistics from educators, business leader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ink tank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 All these 

sources recognize that China is emerging as a 

major glob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business 

force, and that our students would be better 

served as they become the leaders of tomorrow 

by being taught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Mandarin in American school systems today. 

 

Many of us have come to Acton and Box-

borough for its excellent education system, and - 

as parents, residents and taxpayers -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contribute to that 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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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means we can’t just do things to benefit only “our own” children, but actively 

advocate and support programs that will benefit “all” children. 

The Acton-Boxborough School System is now considering the addition of Chinese 

(Mandarin) into the curriculums at both the Regional High School and R.J. Grey Junior High 

School. 

More than 60 other schools systems in Massachusetts - many in the surrounding towns 

which are both our peers and competitors - already offer Chinese - some beginning in elementary 

school right through high school and others at the Junior or Senior high school level. 

The language classes offered on Sunday at our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CLS) - 

even for our own children - cannot substitute for the formal daily language training they would 

receive in our school system.  

Our own success in transitioning into American society points to the value and importance 

of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in a structured setting as we did in our schools.  

When we first came to Acton and the neighboring towns, the residents welcomed us with 

open arms because they value us and all that we bring as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Now we have a chance to give back to our school system and the entire community by 

offering our support and resources to let “their” children have the OPTION to learn an important 

world language. 

Many of our children already speak Chinese in the home. Imagine the excitement and the 

value of your child entering the workplace with his/her American high school buddy who is also 

fluent in Chinese working side-by-side in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headquartered in Chengdu, 

China. 

It’s going to happen. 

So let’s join together in this worthy effort by encouraging fellow parents, neighbor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to actively inform the School Committee members, the School 

Administrators and the teachers that they strongly advocate the addition of Chinese in the A-B 

world language curriculum. 

 

Xuan Kong 

XuanKongS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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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in the Acton Pubic Schools 

 
---Judy Holmes  

      
Several members of FCC affiliated with ACLS, and parents with children in the CSL 
classes attended the School Committee meeting on January 3.   
 
The first item considered by the committee that night was to consider offering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at the Jr. High and High School levels.  The presentation by 
Professor Whyte was excellent.    
 
Appreciation must be extended to the group of concerned citizens who compiled facts 
and figures, resources, and reasons why Acton should begin to offer Chinese as part of its 
World Language Curriculum.  We would all like to see our children prepared to flourish 
in an economy in which China will be a major power.  For me, and I suspect other FCC 
parents, our reasons for wanting Chinese taught in our children’s schools is more local.    
 
An FCC parent whose children study Chinese in the Carlisle Public Schools wrote, 
“taking Chinese at school has been an incredibly positive experience for both of my 
daughters.  I think it has legitimized their heritage for them.  They are with non-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ol friends, who want to learn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even 
though they are not Chinese.”   
 
Another FCC parent writes that her Jr. High aged daughter was thrilled to be studying 
Chinese history at RJ Grey, “She wrote a report on the Ming Dynasty …, and was thrilled 
when the teacher told her he had visited her hometown, and it was very beautiful.  
Watching my daughter’s reactions made me realize that her junior high classroom 
experience endowed Chinese cultural study with legitimacy.”    
 
Both of these parents give us the sense that when instruction about a language or culture 
is part of the daily curriculum, that language or culture grows in stature in their children’s 
eyes.  Most FCC parents try to give their children a sense of their heritage.  The best 
way to do this may be to enroll your child in a school system which teaches Chinese, an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many enrichment opportunities ACLS has to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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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沫     

 
我们将在这校刊的一角, 

展开一幅丰富多彩的的画卷， 

一幅中国历史的画卷! 
  
中华民族是一个内涵深邃的民族,  

中国文化是一个数千年的历史文化. 
  
远在纪元前三十世纪前后,  

遥远的埃及和古罗马和较近的印度都在萌芽着

他们的文明,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 最悠久的民族之一， 

位于亚洲东部的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 

也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华夏文明，  

 

这是一个用无数中国人的生活阅历与才智灵感 

交凝而成的全人类精神文明的瑰宝。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  

有着丰富多彩的生活, 波澜壮阔的斗争 ;  

有着灿若繁星的优秀人物，杰出创造。 

 

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 

有着雄壮秀丽的山川湖海,  

有着聪智才慧与光辉文明, 

 

我们将在这里, 尽力地按中国历史, 朝代变迁

的顺序,言简意赅地叙述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 

力求以精确的文字和灵活的形式较为全面的反

映中国几千年绚丽多彩的历史概貌. 
  
希望我们的读者能够从这里开始, 了解中国历

史. 喜欢中国历史. 喜欢我们这片小小的历史

的天空。从中扩大视野, 开拓胸襟, 认识历史, 

警策人生, 启迪心智!  

原始篇   

 

如同圣经中的上帝创造了万物，亚当和夏娃，

中国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神话来阐述人类的开

端，“盘古开天，女祸造人”。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宇宙就像是一个鸡蛋一

样混沌一团。盘古一直酣睡在这个鸡蛋中。大

约过了 18000 年，盘古第一次睁开了睡眼，发

现周围一团黑暗，鸡蛋紧紧的包裹着他，令他

不能自由的移动。于是他拔下自己一颗牙齿，

将牙齿变成威力巨大的神斧。他用神斧用力地

向周围劈砍着。鸡蛋中的清新的气体散发出

来，飘飘扬扬升到高处，变成天空；鸡蛋中浑

浊的东西缓缓下沉，变成大地。从此，从此就

有了天和地。盘古仍然担心天地会重新合在一

起，将他从新禁锢。于是他稳稳地将双脚踩在

地上，高高地昂起头颅顶住天空。他开始飞速

的生长。每当盘古的身体长高一尺，天空就随

之增高一尺，大地也增厚一尺；每当盘古的身

体长高一丈，天空就随之增高一丈，大地也增

厚一丈。经过了一万多年的努力，盘古变成一

位顶天立地的巨人，而天空变得高不可及，大

地变得厚

实无比，

他嘴里呼

出的气变

成了春风

和天空的

云雾，声

音变成了

天空的雷

霆， 他流

下的汗水

变成雨

露。终于

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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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发现飞速

的生长耗尽了

他所有的力

气，他满怀深

情地望了望亲

手开辟的天

地，长长地吐

出一口气，与

世长辞了。盘

古死后， 他的

左眼变成了太

阳，右眼变成

浩洁的月亮，

千万缕 头发变

成颗颗星星，

他的鲜血变成

江河湖海， 他

的肌肉变成千

里沃野， 他的

骨骼变成树木

花草，他的筋

脉变成了道

路，他的牙齿

变 成矿石，精髓变成宝石。盘古被后人称为

万物之灵。 

 

在盘古死后，又经过了一万多年，天地间出现

了一个人身龙尾的女神：女祸。 

 

天地虽美，但是女祸却觉得寂寞和荒凉。有一

天，当女祸饮取黄河之水，低头看见了自己美

丽的影子。她有了一个主意，让自己不再寂

寞，她决定用河床上的泥按照自己的形貌来捏

泥人。不一会儿她就捏好了好多 的泥人。这

些泥人几乎和她一样，只不过她给他们做了与

两手相配的双腿。女娲朝着那些小泥人吹口

气，那些小泥人便活了起 来，他们能直立行

走，能言会语。女娲称他们为“人”。女娲在

其中一些人身上注入了阳气，于是他们就 成

了男人；而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她又注入了阴

气，于是她们便成了女人。这些男男女女的人

们围着女娲跳跃、欢呼，给大地带来了生 

机。为了不让人儿寂寞，她又捏了在水中游的

鱼，在路上跑的兽和在天上飞的鸟。为了使人

类绵延不绝，女娲为人类建立了婚姻制度，让

男女互相配合，生儿育女，使人类能繁衍连续

至今。 

 

神话是美丽的，但是在科学家的研究和考察

下，‘盘古开天，女祸造人’仅仅是神话。中

国人类的开始还是像达尔文的进化论所阐述

的，人类来源于与其体质形态接 近的猿类。

猿人就是最原始的人类，其中有代表性的中国

猿人有以下三种。元谋人，是在中国境内至今

发现得最早的猿人。因为是于云南元谋县附近

发现的，所以称之为元谋人。元谋人距今约

170 万年。从化石来看，他们已经能够直立行

走。比较元谋人更有名的是北京人，发现于北

京周口店龙骨山。发掘得头盖骨和其他人骨化

石显示北京人的头盖骨低平，额向后倾，脑量

大于猿人。但是他们仍旧保存有浓厚的原始形

态。北京人距今约 50 万年。比北京人和元谋

人更接近现代人类的是山顶洞人，距今约 1.8 

万年。他们的脑量达到 1300－1500 毫升，与

现代人相一致。和山顶洞人的化石一起发现的

石器中有骨角器中的骨针，是中国发现的最早

的缝纫工具。山顶洞人还出现了墓葬。在三具

完整的人头骨和一些躯干骨周围，发现 有散

布的赤铁矿粉末和一些随葬品。这些装饰品和

墓葬的出现，说明这些早期形态的人类已经有

了审美观念和宗教信仰。而华夏文明也就此开

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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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盒子 
李涣菁 

 
我的拿手好菜是韭菜盒子，这道好吃的菜是爸

爸教我的。我第一次吃到韭菜盒子时，香味儿

一进到嘴巴里，我就决定要学会做这道菜。 

 

做韭菜盒子很容易。首先把面和好了，在烤箱

里发两个小时左右。然后把韭菜洗干净，切成

小段，放姜、香油、酱油、猪肉和盐，和成馅

儿。然后把发好的面分成几份，放在面板上擀

成椭圆形的面皮，跟一本书一样大。把和好的

馅儿放在面上，把面皮叠成一半，把边上捏起

来，这就做成了一个韭菜盒子。把韭菜盒子放

在油锅里煎上五分钟，翻个面再煎五分钟。等

两边都脆了的时候，韭菜盒子就做好了！ 

 

煎鸡蛋 
龚雨丝 

 
我不会做很多菜，但我会煎鸡蛋。先把锅洗干

净，倒上油，把锅放在炉子上，把火开到最

大。然后把鸡蛋打到碗里，放一点盐、酱油和

醋，用筷子拌一拌。油热了以后，把拌好的鸡

蛋倒在锅里。等几秒种，把鸡蛋翻一翻，再过

几秒钟，鸡蛋就好了。把火关掉，把鸡蛋盛到

盘子里，我坐下来高高兴兴地吃。很好吃的煎

鸡蛋！ 

 

东坡肉 
赵敏 

 
我的拿手好菜是东坡肉。首先拿一大块猪肉，

最好是猪蹄膀肉，放在锅里，放三块不大不小

的冰糖在肉上，再把冰糖按进肉里去。然后在

锅里倒一杯醋、一杯酒和一杯酱油，再撒一点

盐。这样调味料就齐了。 

 

把锅放在炉子上，开最大的火。锅里开始冒烟

的时候，把火转小一格。等锅里再冒烟时，再

转小一格。再冒烟，再转小。最后用最小的火

炖几个小时，东坡肉就做好了。 

 

煎猪脚 
高千惠 

 
我妈妈做的猪脚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菜。她先把

猪脚解冻，把它们洗干净。然后妈妈煮一锅开

水，把猪脚放进去，等水再开了，就把猪脚拿

出来，用凉水冲一下。妈妈另外有烧一锅水，

加一点姜和酱油，然后把猪脚放进锅里，在炉

子上炖几个小时。锅里还可以加进花生。等猪

脚炖烂了，这道菜就好了。 

 

烧好的猪脚有两种吃法：一种是直接吃，不过

要小心别把舌头烫了。另一种是等猪脚冷下

来，把它放在冰箱里，过一夜，猪脚就变成了

肉冻，很好吃。 

 

做月饼 
马汝佳 

 
每年中秋节的时候，爸爸都会给我们做月饼

吃。他先把面和莲蓉馅买好，面是从 Market 

Basket 买的做 Pie Crust 的那种。在面里放一

点水，再揉成面团。 

 

然后就开始包月饼。我先拿出一小团面，把它

按成圆形，在中间放一些莲蓉，再把它包起

来。这样一个月饼就做好了。等所有的月饼都

做出来后，把它们放到烤箱里，烤上二十四分

钟，拿出来放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吃了。 

 
 

指导教师：屠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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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oo oo dd   SS cc hh oo oo ll   
RR ee aa ll tt yy ,,   IINN 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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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onant Street, Acton.  Price $499,900. 
 
Top Location! Updated over-sized split-entry 
house  situates on 0.5-A level lot in family-
friendly side st. 9 rooms w/ formal dining and 4-
season sunroom, 3-4 bedrms, 2 frps, 2.5 baths & 
2-c gar. Large open kitchen with eat-in area, 
name-brand cherry cabinets & granite tops. 
Sunroom features cathedral ceilings & skylights. 
Master suite. Gleaming hdwd floors. Newer roof, 
carpets, ext & int paintings and baths. Walk to 
MBTA station. Good Feng-shui. Open Sun 2-3.

·24 Square Hill Road, Acton.  1982 colonial in good location. 3 bedroom, 2.5 baths, 2-c 
garage, 2100 sqft. $599k. 

·25 School Street garage commercial property in Acton: $850k. 
·187 Wright Road, Concord.  4 bedroom colonial, 2-car garage, top location.  $57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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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大选面面观 之 初选 

瓜农 

 

随着 2008 美国总统选举全民投票日的日益临近，对各党派总统候 

选人情况的报道占据了新闻媒体的主要话题，关于爱荷华州的基 

层党团会议初选(Iowa caucus)和新罕布什尔州的个人投票初选 

(New Hampshire Primary)更成了这几天的热点。为了紧跟潮流，

与时俱进，瓜农决定暂停时事评论，用几期的篇幅介绍美国的总统大选的历史沿革、特殊

制度、趣闻轶事等等，作为大家欣赏这出每四年上演一次的选战大戏时的背景资料。 

 

美国是当今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最强大的国家，顺理成章的，美国总统也通常被认为是这个

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所以每隔四年，都有一批精英或自认为是精英的人，放着悠闲的生

活不去过，放着大把的钞票不去挣，却要拼死拼活地去争这个职位，全然不顾竞选花费是

几千万甚至上亿而总统年薪仅 40 万；全然不顾在这个位置上决不能奢望什么隐私，跟小

情人的事会被人写成纪实文学满世界散发，在家里吃几块饼干噎住了，第二天全世界的人

都会知道，还看到了你摔得鼻青脸肿的照片；全然不顾整天会被媒体冷嘲热讽，经济发展

了那是企业家和华尔街的功劳，打仗死多了人又撤不出来那全怪总统弱智。可见权力是多

么的让人失去理智。 

 

这些天来，这批失去理智的精英 － 也叫总统候选人 － 的宣传铺天盖地，电台里，电视

上，隔几分钟就来一个“…I’m Noise Maker, and I prove this message”，躲都躲不掉。宣

传的东西是老一套：自己的治国理念，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切实可行的，是有利于最

广大的美国人民的；而对手的所谓主张，是小儿科的玩意儿，尽是耍嘴皮子用的，他自己

都不信－你们瞧他那张老脸/小脸，他上了台大伙儿绝对要后悔。云云。抬高自己、贬低

对手的直接目的，就是希望在一系列的初选中赢得最多的选票，从而在各自党派的提名大

会上被推举为代表本党的总统候选人，然后才正式进行总统大选。 

 

按瓜农以前的理解，总统大选就是先是候选人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可着劲儿向大家兜售

自己的政治主张，许下诺言；等他们都忽悠够了，全国人民开始投票，得票最多的人当选

总统。现在才知道，道理上是这么回事，但是实际过程比这要复杂的多，重要的一点是，

整个过程有两次投票：初选和大选，其中政党的作用无比巨大。 

 

虽然美国的党派多如牛毛，但民主党（Democrats）和共和党（Republicans）是最主要的

两大党，总统候选人的角逐，实际上就是民主共和两党的角逐。在选举年的年中，两党要

分别推选出代表本党的候选人，然后各自集中所有的竞选经费和宣传力量为本党候选人造

势，电视辩论，巡回演讲，直至全民公投，从俩人里面挑出一个来。 

 

当然，你可以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大选。民主国家嘛，只要符合条件，没人能拦住

你。但是也基本上没人在乎你 － 民主共和两党的正牌候选人的新闻占据报纸头版，想找

你的花絮？准备个放大镜先；正牌候选人可以募集大笔捐款，你就基本自掏腰包；正牌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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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在向全国转播的电视辩论中口若悬河，你可以阅读主办机构给你的拒绝信解闷。老话

说：花自己的钱，竞自己的选，让别人笑话去吧。实际上绝大多数的独立候选人也确实就

是这样，即使你像罗斯•佩罗特一样出色，在 1992 和 1996 年两次参选，分别赢得 19％和

9％的选票，你也要记住，自 1860 年代以来，所有的美国总统都出自民主共和两党，无一

例外。 

 

所以获得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提名就变得无比重要，事实上这也就决定了候选人的命运：代

表本党参选的，选定副总统候选人搭档，重组竞选班子，继续前进；其他人就自觉认输，

擦干眼泪，卷铺盖回家了。决定党派提名的投票称为初选；候选人在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之

前的竞选，都是为了初选的角逐。 

 

初选的过程大致是：在每一个州，民主党或共和党的基层组织分别设立初选场所，统计本

党党员对本党候选人的支持率，然后计算出每一个候选人在这个州获得的选举人票数。这

样在政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把每一个候选人在各州的选举人票相加，获得最多支持票的人

就成为政党的提名候选人。初选有两种形式：基层党团会议初选(caucus)和个人投票初选

(Primary)。 

 

基层党团会议初选是一种古老的选举方式，据说起源于印第安部落的内部选举。美国建国

初期，大多数的州都通过这种方法进行初选，但时过境迁，目前只有爱荷华、内华达等少

数几个州还在采用基层党团会议选举。 

 

通常用选票投票是一种“秘密投票”，也就是说，你在选票上勾了哪几个名字，除非你自

己愿意说出来，别人是无从知晓也无权过问的，而基层党团会议是一种“公开投票”，投

票人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更通过演讲、辩论想方设法说服别人站到自己这一边来，其过

程相当有趣。 

 

假设你参加爱荷华州民主党基层党团会议初选：1月 3号晚 7点你走进得梅因市初选站 

－爱荷华州的 1784 个初选站之一，发现里面已经坐了一圈人，在贴满了各候选人宣传广

告的大厅里，一个大叔在慷慨激昂地为他支持的候选人作最后的鼓动，希望能拉过来几个

意志不坚定的。工作人员宣布：投票时间到了，支持奥巴马的站到靠墙这边来，支持克林

顿的站到中间，支持爱德华兹的站到那边去…。党员们依照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的不同，走

到指定的地方站好；你支持乔·拜登，也站到一个角落里。工作人员开始数人头。你东张

西望，发现跟你站在一起的只有几个面面相觑的人。数字很快统计出来，工作人员又开始

讲话，这次是冲着你：我很同情拜登先生，但是很不幸，你们作为他的支持者人数太少，

只占本初选站投票人数的 5％。按规定少于 15％支持率的候选人自动出局，所以你们可以

转投到其他候选人阵营里。你一面心里暗骂拜登不争气，一面盘算该叛逃到哪里。你考虑

再三，或者根本没有考虑、只是发现你的邻居在奥巴马队伍里向你招手，于是你在掌声中

走向墙边，成了光荣的奥巴马支持者，相信自己正在见证历史。工作人员又统计出了各候

选人的支持者人数，这些数据连同其他初选站的数据，在民主党爱荷华竞选总部汇总，计

算出候选人各自获得的爱荷华选举人（delegate）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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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投票初选的投票方式跟大选相似，不过选票上只有本党候选人的名字。党员或无党派

人士在投票站投票，截止时间过后，各候选人支持数字被统计出来，然后汇总、计算出各

自获得的选举人票数。 

 

基层党团会议初选或个人投票初选最后产生的数字不是各候选人的支持率，而是根据支持

率和州人口数计算出的各候选人获得的选举人票数，这些选举人在秋天举行的党派全国代

表大会上投票给相应的候选人，得票最多的候选人成为本党推举候选人。 

 

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是最早举行初选的州，大部分的候选人都对这两个州极为重视，

力争先拔头筹，以此鼓舞自己的竞选团队的士气，同时这两个州的结果对接下来进行初选

的州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都是人

口较少的小州，其选举人票数远少于纽约、加州这样的大州，所以有候选人宁愿把钱和时

间花在能快速增加选举人票的地方。共和党的朱利亚尼就对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不屑

一顾（虽然他嘴上绝不承认），整天泡在佛罗里达州四处拉票。 

 

2 月 5 日，包括麻州在内的 22 个州将同时举行初选，人称“超级星期二”。这一仗打过

之后，各候选人的命运基本上就定下来了，有看到获胜无望的就提早卷铺盖回家了，该上

班的上班，该挣钱的挣钱，重新回归理智。支持率相差不多，或者就愿意死磕的，还要一

路奔波下去。直到 8月或 9月的全国党代会后，大多数候选人不得不接受失败，黯然退

场，只有一人欣然接受党派提名，挟胜者之勇，酬躇满志，冲刺白宫。 

 

 

雪花－天空的诗…… 
希平 

 
你是深幽的天空 

我是飘舞的雪花 

是天空的诗………. 

  

我是悠扬的雪花 

是天空的诗…….. 

我把生命放在高处 

俯视我的灵魂 

我把生命放在低处 

仰望广袤的天空…….. 

  

 我是飘零的雪花 

是天空的诗…….. 

有一天 

我将化为流水 

默默地 

注视幽邈天空 

沉思着 

流向远方,远方……. 

  

你是深幽的天空 

我是飘舞的雪花 

是天空的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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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陈雯蒂 

The rush for material possessions and gifts begins with the coming of Christmas. Many take this month to 
spend time shopping for the perfect or long-awaited gifts for their loved ones. However, as we set up our 
lights and trees and hang up our stockings, it is good to also set aside some time to enjoy with our family 
and friends.  
 
Thomas Jefferson, the thir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aid, “The happiest moments of my life have 
been the few which I have passed at home in the bosom of my family.” Memories and ties we create 
between ourselves now will last forever, while whatever new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toys or gadgets 
may break in the near future. Simply by spending time with family around the fire or rediscovering old 
board games will create lasting impressions. Time is always our enemy by turning the circle of life into 
death, youth into old age, mortals into dust. But, time is also precious, for nothing can ever turn back the 
clocks. No year, hour, or minute will ever come to pass our way again, and for that, time is more rare, 
more costly, than anything in this world. 
 
So for this Christmas, keeping in mind the power and value of time, spend time carefully, distributing it 
between true friends and family. Make the treasured memories that you will prize as gold later on in life. 
Count each moment as precious, and enjoy it to the utmost. 
 
Merry Christmas to all. 
 
An inch of time is an inch of gold, but an inch of time cannot be purchased for an inch of gold.  
~ Chinese Proverb 
 

光阴 
 

随着圣诞节的到来，人们开始为圣诞节礼物和拥有不同物品而奔波。很多人把这个月都用于为他

们的所爱之人准备或购买心仪的礼物，但无论如何，我们在点亮圣诞树上的灯，挂起圣诞袜的同

时，也同样需要抽出一些时间来陪伴我们的家人和朋友。 

 

美国第三任总统汤玛斯·杰弗逊 (Thomas Jefferson)说过：“我一生中一些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家

里与我家人在一起度过的。”我们之间现在建立起来的关系和记忆将会永久的保存，而高新技术

的玩具和那些新奇的玩意儿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损坏。那与家人围坐着火炉来一盘古老的纸牌游戏

的时光，总会留下更长久的印像。时间总是我们的敌人，它圆满地将人生带向死亡，青春变为暮

年，生命化为尘土。但是，时间也是极为珍贵的，什么都无法把时间的齿轮回转。年，月，日甚

至分秒都不能够重新来过，也因此时间比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要稀有昂贵。 

 

所以，在这个圣诞节期间，牢记时间的价值与力量，小心的花费时间，让它在与家人和那些真心

的朋友一起度过。把那些宝贵的回忆当作黄金留在你的生命中。珍惜每一个宝贵瞬间并且享受永

远。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祝大家圣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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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饼干 康原 

 
杰克和大卫爱读书，经常一起相约去书店。最近，他们听说学校今年计划要建

一个图书馆，可激动了！他们希望新图书馆能快快建好，所以打算挣点钱捐给

学校。怎么能挣到钱呢？杰克和大卫想来想去，决定自己做饼干卖。 

 

每个周末，他们俩各人烤好三十块饼干，然后在小区里摆摊儿卖。杰克的饼干

标价五毛钱两块。他每星期卖三十块饼干能挣 七块五。大卫的饼干是五毛钱

三块，每星期只挣五块钱。他们努力地卖饼干，一个月就攒了五十块钱！ 

 

一天，杰克生病了，让大卫帮他卖他的饼干。大卫想：“杰克通常是五毛钱卖

两块饼干，而我是五毛钱卖三块。如果我今天把它们合起来，价格改成一块钱

卖五块饼干，那就应该和我们单独卖挣的钱一样多。” 大卫在家门口架起小

桌子，把六十块饼干摆得整整齐齐的，还用彩笔写了一个大广告牌子。小区里

的小朋友们都跑来买饼干吃，个个说是他们吃过的最棒的饼干。 

 

六十块饼干很快就全都卖光了。大卫很满意地收了摊儿，回家去数钱。他把钱

倒在餐桌上，仔细地数了好几遍。“咦！” 大卫惊讶地说，“”我和杰克平

时卖六十块饼干，把钱合起来有十二块五，可是我今天怎么只有十二块钱呢？

这可是很奇怪！” 

 

大卫反复地数他手里的钱，可总是缺五毛。“难道是我把价格定错了吗？” 

 

朋友，请你动动脑筋，做做算术。帮大卫想一想，他怎么就少赚了五毛钱呢？

 
 

答案 

卖饼干：杰克的三十块饼干(五毛钱两块)能卖十五份。大卫的三十块饼干 (五毛钱三块)只够卖十

份。所以合起来卖，大卫卖完十份饼干时，就应该改变成杰克原来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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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小吃  

Cantonese Eatery Take-Out Menu 
Yes - We de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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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汤 Soups 
A9.   蛤肉浓汤 Clam Chowder ………………………………………  $3.99 

A10.  鸡面汤 Chicken Noodle …………………………………… $3.99 

A11.  云吞汤 Wonton Soup  ……………………………………… $3.99 

A12.  瓜菜汤 Mixed vegetables ………………………………… $3.99 

A13.  *酸辣汤 *Hot & Sour Soup ………………………………… $3.99 

A14.  *泰国汤 
选鸡/虾/菜 

*Tai Style Soup (C/S/V)  ………………………  
$3.99 

    清 蒸 Steamed Dishes 
B1.   清蒸鸡脯 Sliced Chicken w/Vegetables  …………………  $7.50 

B2.   清蒸大虾 Jumbo Shrimp w/Vegetables  …………………… $7.75 

B3.   时菜豆付 Tofu w/Vegetables  ……………………………… $6.95 

    素 菜 Vegetable 
B4.   芥兰/小白菜/苦

瓜/鱼香茄子 

Chinese broccoli/cabbage/ bitter melon/Yu 

Hsiang Eggplant  …………………………………  

$9.50 

B6.   红烧/琵琶豆付 ToFu-Canton/Pipa Style ………………………… $9.50 

B7    脆皮豆付 Crispy ToFu/Hong Kong Style  ………………… $9.50 

B8.   *干烧四季豆 *Tangy Spicy Green Beans ……………………… $9.50 

* Indicates Hot and Spicy Di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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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978)264-1900; Fax: (978)264-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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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 A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教师：武婷婷
 
中秋节那天， 天气很好。 吃完晚饭就已经八

点半了。 妈妈说“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们

就出去散步。 

 

外面月观很好，很安静。 小鸟都睡觉了。 不

过小虫还在唱歌。  

 

妈妈让我看月亮， 她说月亮上有一棵树， 树

下有一只小白兔。 可是我看不出来。我只看

到一个圆圆的大月亮。 晚上我们很少出来。 

原来月光下的一切也是很美的。 

-毛子筠 

 

哇！这个月饼好好吃啊！今天是九月二十二，

中秋节。 中秋节在旧历是八月十五但是在新

历里，中秋节每年都不同一天。 中秋节， 月

亮是一年中的最大最圆的时候。 每年这时是

家人团圆的日子， 全家人在一块吃月饼，赏

月。 中秋节来自于古代“嫦娥奔月”的故

事， 也是庆祝秋天收获的节日。  

-钱昆 

 

中秋节的晚上， 我的爸爸买回来二只龙虾， 

妈妈买回来月饼和鸭子。 我们吃好晚饭， 外

公和我出去看月亮。 月亮又圆又亮， 非常

美。 外公对我说了一个月亮的故事：月亮里

有一个小女孩， 一个男孩， 一个小白兔，和

一棵树， 他们生活在一起。 这是一个神秘的

夜晚。  

-金燕楠 

 

中秋节的时候我的妈妈忘了。 可是我知道因

该吃月饼还有看月亮。 中秋节的月亮是最圆

的所以很漂亮。 中秋节的月亮是银色的。 我

喜欢中秋节。中秋节时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 

我希望明年我的妈妈不会忘了中秋节。 

-汤有有 

 

九月二十六日， 六点四十五分， 今天是中秋

节！快要吃饭了。 吃完饭就吃月饼了。 桌上

有各种各样的月饼，莲蓉的， 豆沙的， 椰子

的，还有绿豆的。 我吃了一块莲蓉的，  也

吃了一块豆沙的。吃完月饼， 我们去外头看

月亮。 月亮圆的像一个大月饼。 妈妈说中秋

节时中国的传统节日， 想美国的感恩节。 全

家都在一起团圆。 我很喜欢中秋节。 

-刘美琪 

 

中秋节又到了， 我很开心。 放学了， 妈妈

开车带我回家。 妈妈跟我说“猜猜我给你买

了什么？” “不知道。” “月饼！” 我很

喜欢吃月饼。 不一会儿， 爸爸和霄霄回来

了。我对他们说“妈妈买了月饼！” “妈

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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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我要一个！” 霄霄说。妈妈给我们一人

一块。 这些月饼特别好吃。 妈妈说，“雪

雪，上楼写作业吧。” 过了几分钟，作业写

完了。该吃晚饭了。 吃完了，妈妈又给我们

一人一块儿月饼。拿着月饼， 走道院子里看

月亮。 我一边吃月饼， 一边看圆圆的月亮。

大家吃完月饼时，回家了。我很喜欢这一天！ 

-韩圣雪 

 
今年的中秋节在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在

中秋节时， 我们吃月饼。 月饼里有两个小鸡

蛋黄。 这个月饼很甜， 不是小鸡蛋真咸。 

我看月亮， 真像一个大黄球。 我喜欢跟妈妈

和爸爸一起吃饭和说话。 睡觉前， 我走去房

间的窗口看月亮。我对月亮说：“谢谢你给了

我一个很好的中秋节。 ” 

－王昊 

 

今年九月二十五日是中秋节。 放学后爸爸给

我打电话告诉我天上的月亮很漂亮。 我出去

一看月亮又红又大， 圆圆的看上去离我们很

近。 晚上妈妈和我做了月饼。 月饼好吃极

了。 妈妈告诉我中秋节时一家人团圆的日

子。 

-延凯林 

 

今年的中秋节时在九月二十五日。 晚上，爸

爸，妈妈， 姐姐和我全家一起吃了晚饭， 还

吃了月饼。 然后， 妈妈去开姐姐的家长会。 

我和爸爸去看月亮。 今年的月亮又大又圆。 

这个中秋节真好玩。  

－靳凯文 

今年的中秋节时星期二。 我们晚上去上钢琴

课。下课出来时我看见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 

妈妈说“今天是中秋节， 我们该吃月饼

了。” 回到家， 我们吃了妈妈买好的月饼， 

我坐在床上看一会儿月亮， 我就睡觉了！ 

－陶然 

今晚的月亮又大又圆。 今天是中秋节吗？妈

妈说“是的月亮圆象征一家人团圆幸福。每个

人在中秋节这天回家喝家人一起吃月饼，赏

月。中秋节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记住了

吗？” “记住了”我说。  

－师少伟 

 

中秋节时阳历九月二五日， 农历八月十五， 

中秋节的月亮大又圆， 在中国的文化里是个

很有故事的节日。在这一天里我们全家会相聚

在一起吃月饼，说故事。  

 

我的奶奶会告诉我们月饼的很多小故事。 嫦

娥奔月， 送月饼反抗外族，等等。 难怪我们

中国人会纪念这节日， 实在太精彩了。  

－许文旋 

 

六年级 C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教师：乐群 

 

感恩节的故事 
 

1621 年春天, 英国的清教徒最早来到美国东海

岸。可是, 他们不知道怎么种地, 也不知道怎

么打猎。如果冬天到了, 就没育粮食吃了。怎

么办呢? 大家都很着急。这时, 一些原住民从

森林里走出来, 教他们种地, 打猎, 捕鱼。到了

秋天, 他们打下了很多粮食, 一个冬天都吃不

完。大家都非常高兴。为了感谢原住民的帮助

和庆祝丰收, 他们和原住民一起玩游戏, 吃好

吃的东西, 唱歌, 跳舞, 一连玩了三天。后来, 

到了 1863 年, 林肯总统决定每年 11 月的第四

个星期四是”感恩节”。这一天, 人们都要回

家和朋友一起吃火鸡, 感谢一年里帮助过我们

的人。“感恩节”是美国最大的节日之一。 

-王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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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ina Mish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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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Schott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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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h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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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imine 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