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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雪兆丰年”的心态

                           苟燕妮

今年新英格兰的雪似乎特别多。第一场暴风雪来得也早。因为树

多，到处是林海雪原。只要不在冰冻的天气往外走，呆在暖暖的

室内，喝杯清茶，看见窗外白雪皑皑，其实非常写意。然而，总

是要出门的，特别是免不了在冰雪地上开车，那时候再美的雪景

也都无暇欣赏了，恨不能马上搬到加州。每年冬天都想搬到加州，

每年又都还在这里，在艾克顿一住就已经八年了。今年在艾克顿

中文学校当校长，偏偏遇上多雪的冬天，弄得我神经紧张，最怕

老天爷在周末下雪，学校不能正常上课。元月二十号是我们2008

春季开学的第一天，早上看见那飘飘洒洒的雪花，我的心都缩在

了一起，急忙给镇教育部门负责人留了几次言。不断往窗外路上

看。情急之中脑海里闪出了一个词：“瑞雪兆丰年”。冬季下几

场大雪也许是来年丰收的好预兆呀，于是心情放开了许多。

仔细品来，这一自然现象其实昭示了很多人生哲理。“瑞雪兆丰

年”的俗语是有其科学性的。因为冬季天气冷，松软的雪花之间

留有具有不良热传导特性的空气，这样就像给庄稼盖了一条棉被，

保住了庄稼不受冻害。等天气渐渐回暖，雪水对春耕播种以及庄

稼的生长发育都很有利。另外，融雪是吸热的过程，导致土壤温

度降低，害虫就会冻死。所以，能在冰天雪地里预知一个丰收的

好年头是基于理性的智慧，而不是盲目乐观。它代表的是一种远

见和洞察力，启迪的是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而这一人生态

度根植于“春天一定会来临”的信念。不管多厚的雪、多大的雪

暴，在春日里都会冰雪消融。融雪的过程不但能滋养哺育大地还

是一个净化的过程。大自然真是奇妙无比，让人回味无穷。

二月九号是艾克顿中文学校五岁的生日。这些年来，无数志愿者

们不断加入到中文学校的大家庭里，做老师，做助教，参加管理

团队，参加家长志愿队，心甘情愿地投入智慧、精力和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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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持续稳定的发展和组织的各项活动献计献策、出钱出力。她象一个大磁场，吸引了我们社区

的精英和热心人。她的磁核作用从哪里来？是什么力量让志愿者们保持热情和忠诚，以校为家、

精诚办校呢？

粗略分析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艾克顿中文学校立足社区、服务社区的办学宗旨，

与人们内心的崇高感和服务精神吻合。志愿者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传承中华文华的信念，与

中文学校的使命感产生认同。艾克顿中文学校有两大使命，一是为艾克顿和邻镇提供高质量的

中文课和文化课的教学服务；二是促进华人社区的团结发展，促进华人社区与主流文化的交流

和接轨。信念是热情的火种，有同样的信念，才能焕发同样的热情；热情是表征，有信念支撑

的热情才会持久；

第二，艾克顿中文学校在建校之初便有了较为明确的规章制度，并且不断完善。这些规章

制度是她完成使命的有力保障。所谓“家有家法”、“校有校规”。这些规章制度保证了历届

管理团队在大政方针上的规范化和连续性。做事光靠热情是不够的，管理好中文学校需要有理

论的指导。这些方针政策是求同存异，让大家劲往一处使的规范原则；

第三，艾克顿中文学校有相互牵制、相互依赖、分工合作的组织结构和职责明确的行政管

理团队。大家用业余时间来办学治校，所能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因而分工明确、相互协调

是保证高效率的前提。有共同信念的人们之间容易产生一种自然而亲切的共鸣，所以容易沟通、

相处愉快。大家在一起做着对社区有益的事情，相互欣赏、相互支持，于是形成了一种积极乐

观、红红火火的氛围。

凡事有因有果，自然如斯，社区如是。

三月一号，我们将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地祝贺艾克顿中文学校的五岁生日。五年在人生长

河里只是非常短暂的一瞬。办教育是长期的工作，在异国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更是一辈子的

事情。“路漫漫其修远兮”。让我们点燃内心信念的火种，加入到老师、管理团队或家长志愿

者的队伍中，加入到校庆和中文学校组织的活动中，为建设艾克顿中文学校贡献出智慧和力量。

让我们不被寒冬的暴雪蒙住双眼，保持“瑞雪兆丰年”的乐观和豁达。寒冬之后就是春天。

感谢大家对艾克顿中文学校的支持，祝春节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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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２０日，正值新旧学期交替之际，艾克顿中文学校组织了一次教师员工答谢活动，感

谢各位老师及家长学生志愿人员对学校的无私贡献与支持。活动提供了丰盛的晚餐以及多项娱

乐活动。最爱欢迎的活动有猜谜，大家不仅展示了机敏的头脑还得到了小礼物。数青蛙游戏逗

得大家哄堂大笑，小小的青蛙也可以把平时能说会道的老师们搞得哑口无言。

看到坐得满满的礼堂，让人不禁感叹，这五年里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从

十几名老师发展到现在的六十多名老师及众多的志愿人员。正如校长寄语中提到的，这是整个

社区的支持与无私奉献。在此也期望这些支持与奉献在今后的日子里变得更强更大。

艾克顿中文学校员工合影

3



No. 48 艾克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八年一月


 

--Judy Holmes

Xin Nian Hao from the FCC Corner

FCC families, and many CSL families, are in the enviable position of being able to 
welcome the New Year twice each year.  I prefer dumplings to Dick Clarke, so let’s focus on 
looking forward to a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Year of the Rat.  If you were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Rat, no doubt you are hardworking, charming and ambitious. 

If you are a member of FCC New England, you probably know that the large regional 
Chinese New Year Party has already taken place.  You can still take part in the CNY party at 
the Peabody Essex Museum on February 16, or the Boston Children’s Museum Celebration on 
February 17.   

My family will celebrate CNY very much like we celebrated the dawn of 2008.  We will 
get together with friends and eat way too many dumplings and other Asian inspired foods. 
Who knew that having kids who were born in China, would give us so many opportunities to 
party!

Speaking of parties and celebrations, ACLS is about to turn 5 years old.  Principal, Yanni 
Gou, and staff are busy preparing a big celebration scheduled for March 1, 2008.  This event 
will feature performances, presentations, and, judging from other ACLS functions, great food! 
I hope to see you there.   

Eastern Massachusetts F.C.C. member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part in many cultural 
and civic activities offer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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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沫

炎黄子孙

经过了远谋人，北京人，和山顶洞

人，中国人进入了漫长的石器时代。在

不断的和自然抗衡的过程中，人们慢慢

地学会制造石头工具，饲养家畜，耕种

粮食。慢慢地中国境内出现了不同的部

落。我们称之为远古时代。

关于这些部落，我们只能从传说与

神话中了解一二了。其中有居住在东方

的夷族，西方的羌族，北方的戎族， 

南方的蛮族，中部的炎帝族，西北方的

黄帝族 。而炎黄子孙的说法，也是从

炎帝族和黄帝族的故事引发来的。

传说炎帝姓姜， 炎帝教导人们种植

五谷。传说他有着牛头人身，所以由他

领导的炎帝族以牛为图腾。在他的领导

下, 人们不断地总结农耕生产经验, 改进

生产工具, 使得粮食连年丰收。 因而他

深受人们的爱戴， 被尊为 “神农”。

故炎帝有 “神农氏”  之称。  炎帝为

了解救部落成员的疾病之苦, 炎帝尝遍

百草, 从而发明了医药。在最早的时候，

炎帝族活动于 我国黄河上游的陕西姜

水一带,  后来, 炎帝神农氏部落逐步顺

黄河向东迁移, 最后定居在中原地区。 

这时,  生活在中愿一带, 以黄帝为首领

的氏族部落崛起壮大。据我国最早一部

通史 --- << 史记 >> 记载,  这黄帝为

姬姓, 号轩辕氏,  是个具有无尚尊严的

中央天帝。 

原先黄帝部落生活在陕西北部。 至

今在陕西省黄陵县还保存着气势宏伟的

轩辕庙与最古老的帝王陵墓 --- 黄帝

陵。   千百年来, 这里一直是我中华民

族崇拜和祭祀老祖先的圣地!     黄帝氏

族后来东迁定居于中原地区。 黄帝既

是个帝王,  又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 

相传文字，历法，货币等皆始于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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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 炎帝，黄帝部落与九黎族为各自

部落联盟的利益 发生了长时期的冲突。

九黎族的首领叫蚩尤。传说蚩尤生性残

暴，有着兽身人 面。他的头是铜的，

脖子是铁的。他的耳朵上 生着如刀剑

的硬毛。他以砂石为食。据说他有兄弟

八十一人，分别领导着八十一个氏族。

他们个个都是勇悍善 战。在当时没有

人能够打败他。传说双方在涿鹿大战。 

蚩尤请风伯雨师兴风作雨，造了大雾使

黄帝的士兵迷失方向，黄帝请旱神女魃，

把天气放晴，造了“指南车” 辨别方

向。在经过了激烈的争战。黄帝杀死了

蚩尤，取得了胜利。这也就是历史上著

名的 ---  逐鹿大战.   此后，在炎帝族

和黄帝族中又发生了冲突。经过三次大

战，黄帝族结合其它的部族打败了炎帝

族，进入了中部地区。此后，各族逐渐

融合，成为了汉族的初步基础，也就此

繁衍着炎黄子孙。

  

在黄帝时期，精神文明，物质文明，

和政治文明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

在精神文明上，人们砍来竹子，做

了萧管，定了五音十二律，于是人们便

有了音乐；用工具来度量长度等发明了

数字；仓颉，传说黄帝的史官，发明了

汉字，也是最早的象形字； 《黄帝内

经》是最早的病理书。

在物质文明上，传说黄帝的元妃—

嫘祖，发明了养蚕的方法，抽丝，纺织，

制衣。同时，人们学会了种植粮食蔬菜

水果，学会了饲养家禽。史书中记载，

黄帝在农业上更有很多的发明，其中最

主要的是田亩制。黄帝将土地以‘井’

字划开。中间的一块作为国家所有，四

周的作为私有的，以此来防止争端。并

且，船，车的发明给人们的交通带来了

方便，让商业交换更频繁，人们的物质

生活更繁盛。

在政治文明上，黄帝建立了古国体

制。将全国分成了九州，也是为什么中

国有时会被称之为华夏九州。在管理上，

全国上下设立了各种官职总共一百二十

个官位。在官员中提倡简朴，反对奢靡。

在军事上，提出以德之国，修德振兵的

主意。对百姓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在

法制上，任命了法官，狱官，实行 以

法治国。

因为黄帝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黄帝被

称为中华始祖，而我们也便是炎黄子孙。

 因此我国人民以及各国华侨都喜欢常

自称为黄帝的子孙, 或者称炎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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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的”枕头
王晓鹂

“爹的”是一个枕头的名字。

这是个方方的枕头，姜黄色底子上红

的粉的小碎花，绕着长长的茎细细的叶，

像春天开满了野花的山坡。枕头四周留了

宽宽的边，里面镶着一圈儿大红流苏，流

苏上缀着一个个精巧的穗子，像一盏盏红

色的小灯笼。

这个枕头，是上周二在女儿的强烈要

求下，连夜赶着缝出来的。事情的缘起，

与一个故事有关——周一晚上临睡前，照

例给女儿读故事，故事是说一个小女孩的

妈妈生病了，夏天、秋天、冬天过去了，

妈妈还在医院里，她的病未曾好转，总是

感觉很难受。小女孩非常想她的妈妈，决

定给妈妈做个枕头，也许枕在她的枕头上，

妈妈会舒服一点？春天来了，小女孩精心

地做好了两个枕头，一个给妈妈，一个给

自己：每当她想妈妈的时候，就把“妈咪

”枕头抱在怀里，就像搂着妈妈，感觉很

开心。

女儿要求连着读了两遍这个故事，歪

着脑袋想了一会儿，突然问我：“妈妈，

你想爸爸吗？”

“想啊。”

她爸爸在另一个州，离我们三四个小

时的路程，周末才能回来。

“妈妈，我们做个‘爹的’枕头吧？

等我们想爸爸了，就把‘爹的’枕头抱在

怀里，像小女孩一样，好不好？”

“好啊。”我随口应着，安顿她睡下，

“今天可不行，该睡觉了。明天再说，好

吗？”

她点点头，乖乖地睡了，竟没缠着要

爸爸！

她爸爸和我们分开半年多了。最初，

她并没什么感觉，天天乐呵呵地去幼儿园。

两个月以后，有一天忽然问我：“妈妈，

别的小朋友的爸爸都去接送他们，我爸爸

为什么不来？”

“因为你爸爸不在这儿啊。”

“他为什么不在这儿？”

“他的单位在别的地方，他要在那儿

上班啊。”

“为什么不在这儿上班呢？我要他在

这儿上班！”

我语塞。怎么给她讲得清楚，这不是

我们想怎样就能怎样的？只好劝她：“妈

妈接你、送你不好吗？”

半晌，她才点点头。

又过了一个月，有个偶然的机会，他

爸爸能在她放学前回来，答应去接她，并

作为她的“help parents”的代表，参加下

周一的活动。她开心极了，早几天就给她

的同学和老师宣扬：“我爸爸要来接我啦！

他要当我的‘help parents’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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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她开始每天问我：“妈妈，

我想爸爸了。爸爸什么时候才能来啊？”

我总是提醒她：“爸爸星期五就回来

了啊。”

于是，关于今天是星期几，还有几天

就是星期五的对话，每天都要重复好几遍。

以至于她的同学和老师，甚至同学的父母

都知道：星期五是她的“favorite day”，因

为她爸爸要回来了。

转眼到了圣诞节。幼儿园放寒假，我

带她去她爸爸那里度假，住了两个星期，

走亲访友，逛动物园，参观博物馆，看立

体电影，坐旋转木马，玩了个不亦乐乎。

可是，假期结束后，她不乐意了，强烈要

求爸爸妈妈和她在一起。

从此，她开始每天要爸爸。尤其是睡

觉前，总缠着要爸爸，要爸爸陪她睡觉。

有时无奈，只好哄她：“想要爸爸了吧？

那就快点睡觉。睡着了，就会在梦里见着

爸爸了呀！”

这法子刚开始还蛮管用，可没两天，

我听见她在电话里问：“爸爸，你昨天晚

上看球赛睡得晚吗？我都没有梦见你。”

又一次：“爸爸，你今晚能不能早点

睡？妈妈说我睡的早，你睡的晚，我都睡

着了你才睡，所以我才梦不到你。”

那声音，满是委屈。

我听了只好装傻，可心里酸酸的，只

觉得歉疚：才四岁的孩子，正是父母膝下

天真烂漫的年岁，她却过早地尝到了思念

的苦涩，有了重重的心思！

不想便罢，想起来自己更郁闷：一家

总共四口人却在三个地，他爸爸在一处，

我和她在一处，小女儿更远，跟着外公外

婆在中国，这日子可怎么过？！不由得质

疑自己的选择：这些年，离乡背井在异国

漂泊，放弃专业从头开始，如今一家人居

然无法团聚，到底值也不值？

那个枕头的故事讲完后，我并没往心

里去。孩子的话，总是说过就忘的。谁知

女儿记得牢牢的，第二天一放学，就催我

去买材料。于是，绕道去了超市，挑了布

料，配了流苏，买了棉花，回家随便吃了

点东西，便在灯下开始做枕头。

她在一旁乐得直笑，一会儿递剪刀，

一会儿拿线，一会儿帮忙塞棉花，一会儿

急着打电话：“爸爸，妈妈在帮我做‘爹

的’枕头。我想你了就抱着‘爹的’枕头。

你快回来哟，我给你看我的漂亮‘爹的’

枕头！”

那一晚，她坚持等到枕头做好才睡觉。

临睡前问我：“妈妈，今晚我会梦见爸爸

吗？”

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她紧紧地抱着

枕头，笑眯眯地合上了眼。迷迷糊糊了，

还在问：“妈妈，我可不可以明天把我的

‘爹的’枕头带到学校去，给我的老师和

同学看？”

这几天，“爹的”枕头成了她最心爱

的玩具，时时刻刻抱在怀里，连去买菜，

也要抱到车里去。她还热情地给她的同学

们建议：让妈妈给她们都做一个“爹的”

枕头，想爸爸的时候就把“爹的”枕头抱

在怀里。可她没想到，她的同学和她不同，

根本不需要用一个枕头来代替自己的爸爸！

今儿又是周日。

晚饭时候，她一直不肯好好吃饭，缠

着她爸爸说东说西，要玩这玩那的。我知

道她的心思：等饭吃完，爸爸就该走了，

她舍不得。她爸爸还不明白她的小九九，

激将着她：“你不是大女孩了吗？在幼儿

园都自己吃饭，这会儿怎么吃得不好？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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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没长大，还是小宝宝呀？”

看她拿起勺子不声不响地开始吃饭，

我赶紧在一旁戴高帽子：“小猪最乖了！

看，外面天都黑了吧？你吃得慢，爸爸就

走得晚。太晚了，爸爸看不见路怎么办？

妈妈把你的‘爹的’枕头拿来，你抱着好

不好？”

她不情愿地嘟着嘴，气呼呼地说：“

妈妈，这个‘爹的’枕头不work！我好几

天抱着它都没有梦见我爸爸！”

晚上睡觉前，她抱着枕头，小声地说

着：“‘爹的’枕头，今晚你可要work哟，

我想我爸爸了，我要在梦里跟我爸爸

玩······”

我在一旁听得直叹气：这傻孩子，哪

里是她的枕头不work？明明是爸爸和妈妈

不能让她的枕头work，不能实现她这小小

的心愿啊。

小小的孩子，简单的心思，哪知道生

活的不易？小小的“爹的”枕头，原本是

亲情和父爱的体现，却满含了身为异乡人

难以述说的艰难和哀伤······

答案: 小红买了五条牛仔裤、一件T恤

杉 还有九十四根项链。(她决定把项链分给

她的朋友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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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School Good School 
Realty,  INC.Realty,  INC.

Acton: 6 Houghton Lane, Acton. Best deal in 
town, well below assessed value. 1. Cul-de-Sac 
nice family neighborhood. 2. Steps to schools & W. 
Acton Village. Easy commute to train, R2 & I495. 3. 
Almost like new interior & exterior, totally renovated 
top to bottom in 2004: new baths, gourmet kitchen 
w/ top quality granite countertop & stainless steel 
appliances, hardwood floors, roof, septic, french 
drain, new central heating, central cooling & hot 
water systems. Former police chief residence. 
Only $500k!

Bedford: Bedford single family rental.  3 
bedrooms.  Fenced yard.  Walk to Alewife T-
buses.  $1800/month.

Acton: 24 Beth Circle, Acton.  2 bedrooms, 
1.5 bath, 1400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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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e-in condition.  Offer 
at $309k.

124 Main Street, Acton Tel: 978.264.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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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大选面面观 大选举团

瓜农

在总统大选的投票日，每个已经登记、愿意投票

的选民都可以拿到几张选票，其中一张必定是总统

选票，上面印着候选人的名字。根据投票站设备的

不同，选民们在选票上划勾或打洞，标出自己中意

的候选人（在 2000 年佛罗里达州再计票事件之后，

瓜农猜想在仍使用打洞机器的投票站，所有的人投

票后都会抓起票纸，举在眼前，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洞）。也有玩高科技的投票站，投票设备上有触摸屏，

显示各候选人的名字和照片图标，你在中意的图标上一按，计算机记录下来，就算投票完成。计票的统

计数字逐级汇总，大选的结果很快就在万众瞩目中揭晓 － 得票多者当选。一切看来都那么顺理成章。

可仔细分析一下，就产生一些疑问：为什么官方公布的大选统计数字中没有各候选人的全国得票数？如

果没有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是不是还要重选？说某个候选人赢得了某州是什么意思?

事实上，美国总统大选的形式和过程远比表面上的复杂，而这些冗长的选举步骤的起源和数次改变

的原因，既有制定宪法时自然条件的限制，也体现了贯穿宪法的精神－在精英政治和民众监督之间的妥

协。

在上一期关于初选的文章里提到，美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强国，除了在意识形态方面自我标榜

为“先进国家”有点王婆卖瓜的味道、没有多少人买账外，在经济、军事、科技等多方面那确实是相当

领先。这样一个强国的总统掌管着全国的行政资源，决定每年 3万亿美元的联邦预算往哪儿花；总统本

身兼任三军总司令，还可以提名、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时不时又要祭出否决权，给不安份的国会一点

脸色看。总统几乎就是权力无边，除了有国会一帮子议员成天东拉西扯、苦练嘴功，经常跟他作对；以

及最高法院的几个老古板们正襟危坐，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给出的最终司法解释和判决却被奉为

金科玉律，连总统也必须遵守。

即使在实行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美国，由于事实上支配着最多的国家资源和武装力量，总

统及其政府天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如何处理好这个平衡问题，在建国之初制定宪法时，美国的立国先

贤们有过深刻的思考：要让总统拥有足够的资源行使他作为政府首脑的职权，使整个联邦政府能有效地

运转，但更重要的是对这个大佬要有足够的制约。如果让他拥有绝对的权力，搞到大事小事总统一个人

说了算，再跟国会坑瀣一气，相互利用，在人类邪恶的本性驱动下，他迟早会变成一个独裁者。虽然在

1787年召开立宪大会的时候，与会代表们做梦也想不到美国会变成今天这样一个强大的巨兽，但英国国

王法力无边、肆无忌惮地迫害反对者的情景历历在目，先贤们对独裁有着发自内心的恐惧。同时，作为

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物，代表们对由普通民众直接投票选举的提案也没有什么热情。辩论、妥协的结

果，成就了一部堪称伟大的宪法，其中不但对总统及政府的权力进行了制约，对总统选举的程序也作了

处心积虑的设计。

先受立宪当时的自然条件所限，再经后续实践过程中的不断修正，美国的总统选举程序就具有很多

独特的地方。

总统不是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而是由是大选举团（Electoral College）投票选出的。选举的程序，

简单地说是有两次投票，就是先由各州民众投票，决定代表本州的大选举团将要投哪一个总统候选人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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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再由大选举团投票选出总统。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大选都是直选，为什么美国要多搞出这么一个步骤？

美国立国之初，虽然整个联邦只有 13个州 400 万人口，但在当时的 18世纪后期，没有现今迅捷的

交通和通讯设施，没有汽车，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更没有 Internet，只有报纸和邮件还在缓慢地传递。

在这样信息极其闭塞的条件下，要让分散居住在东海岸的民众充分了解候选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各地投票的结果非常分散。而经由大选举团之后，投票就相对集中，有效地避免了因为没有候选人得票

超过半数而引起的政治危机风险。虽然在现代条件下这个缘由已经失去意义，但大选举团制度作为一个

传统还是被继承了下来，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候选人的竞选宣传策略。

大选举团的选举人由各州自行决定，人数等于这个州在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人数之和，但参众议员本

人不能进入大选举团。各州在国会众议院的人数是以其州内人口数按比例算出的，与此类似，各州的大

选举团人数也跟人口数直接相关，在全国总数 538人中，人口大州加利福尼亚州占据了 55人，得克萨斯

州有 34人；而小州如怀俄明只有 3人，阿拉斯加虽然幅源辽阔，但因人口稀少，大选举团也只有区区 3

人。

大选举团的人数、人选定下来了，每个选举人有 1票的投票权，自然接下来要问的就是：选票投给

谁？这是由本州的民众投票（普选）结果决定的。有趣的是，大选举团并不是按普选票得票比例投票给

各总统候选人，而是遵循“胜者通吃”原则，普选票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赢得该州所有的选举人票，就像

是该州所有的选民都投了他的票（只有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卡州例外）。说某个候选人“拿下了”某州并

不是夸张，他真的是得到了此州的全部选举人票，半点也没有留给他的竞争对手。候选人在一个州普选

票得票率第二是毫无意义的，要么赢得第一，要么两手空空。

这也是为什么 2000 年大选时，布什和戈尔在佛罗里达州为计票、再计票打得不可开交，案子从州法

院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原因：佛罗里达州选民共投出了 580 万张有效选票，但因布什比戈尔多了区

区537票（官方数字），布什赢得了佛州的所有 25张选举人票，并籍此最终赢得了大选。据非官方统计

数字，若论这届大选的全国总普选票数，戈尔比布什还多了那么几万张。可惜在实行大选举团制度的美

国，没有全国总票数这么一说，戈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布什凭借在佛罗里达州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

不计的优势，最终名正言顺地爬上了总统宝座。2000 年最郁闷的人，非戈尔莫属。

在大选年 12月第 2 个星期三之后的下 1个星期一（不拿本日历摆在眼前，打死瓜农也没法明白这是

哪一天），各州的大选举团同时在本州首府聚会投票，投票的结果装入信封中，送往华盛顿DC，作为

本次总统选举的正式记录。在现代条件下，大选举团的投票与其说是选举的一个步骤，不如说是一个仪

式－普选的计票结果几乎在投票日当晚就传遍全球，哪个候选人赢了哪个州，总共能得到多少选举人票，

谁能最后当选一目了然，各大媒体第一时间登出新闻，各国政要已经着手准备跟如何跟当选总统打交道

了。然而这个产生最终官方记录的大选举团投票仪式隐含着一个危险 －大选举团的每个选举人都承诺，

按照本州普选的结果来投下选举人票，但这种承诺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某个选举人完全可以不遵守承

诺，把票投给另一个候选人。实际上这种“违背信义”的事情确实发生过，最近的一次是在 1988年，

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赢得了西弗吉尼亚州，但该州的一个选举人却投了另一个民主党候选人本特森的

票。当然，历史并没有因这一改投而改写，老布什以 426：111的绝对优势当选，这一票改投无关紧要。

选举人明知自己改变投票方向不会影响大选结果而偏要这么做，无非是要表明一个政治态度，作一场政

治秀。但真正的风险是：假如有一天违背信义的选举人联合起来，推翻全国选民的选择，用选举人票选

出另一个总统，那又当如何？如果这一幕真的上演，我们就只有祈祷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有足够的政治

智慧来避免一场政治危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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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New Year
陈雯蒂

The Chinese New Year is always a time of bright festivities and celebration, as we are bringing the 
new year in and letting the old one out. It is a time for wishing others well, prosperity, fortune, and 
beginning anew. According to ancient legend, a ferocious beast, Nian, caused great devastation by 
devouring many people throughout the land. However, we learned to frighten away the beast with 
firecrackers, drums, dancing, and the color red. Thus “Guo Nian” means to pass, or survive, the beast. 
From that literal translation, we get the message of being thankful for each day we are alive. As we 
pass the year with hope for change and improvement, we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days offered to 
us. But, we need not decide to change our lives entirely in one day, but rather at our own pace. As 
illustrated by an ancient Chinese proverb, we should “be not afraid of growing slowly, be afraid only of 
standing still.” 

We don’t often posses New Year, but we do often possess a new day. Wish every year and every 
day of you are full of happiness and joy.

Happy Year of the Rat!

过年
中国新年是迎新送旧的喜气节庆。新年里人们相互拜年，恭贺新禧，祝愿来年富裕吉祥。

相传，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凶猛异常。"年"长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才爬上岸，吞食牲

畜伤害人命，为祸不浅。后来，人们发现"年"最怕红颜色、火光和响声，于是大家就贴红色，

敲鼓跳舞放鞭炮来驱赶这怪兽。因而“过年”意味着躲过"年"兽的伤害。从这字面上直译，我

们要为活着的每一天感恩。跨入新年，当我们在憧憬美好的未来时，我们应该珍惜并好好利用

所拥有的每一天。常言道：“不怕慢，就怕站”，我们可以按自己的节奏不断的进步，并不需

要在一天内决定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

我们不常拥有新年，但常拥有新的一天。愿你每一年每一天都充满幸福和喜悦。　

祝大家鼠年吉祥如意!　

中文编译：陈鸿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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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衣服  康原

小红这学期成绩特别好，所以姑姑圣诞节给了她一张$100的Limited Too礼品卡(gift 

card)。小红最爱逛商店，收到卡高兴极了！星期六，妈妈带小红去商店买衣服。Limited Too

今天好多东西在大降价。小红看到店里有最时髦的牛仔裤才十块钱一条，五颜六色的T恤杉只

要三块钱一件，还有漂亮的项链一块钱两根，还统统是免税的！小红想把卡上的一百块钱全花

光。妈妈对她说：“如果你能算出怎样能正好花一百块钱，我奖励你一个冰激淋！”

小红很聪明，马上回答：“那多简单呀！我挑十条牛仔裤不就正好凑够一百块钱吗？”

妈妈笑着摇摇头说：“那样也太容易了，我还没有说完规则呢。你必须买正好一百件东西，其

中至少要包括一条牛仔裤、一件T恤杉 和一根项链。”

“用一百块钱来买一百件东西？这可是挺复杂的，我得好好想想该怎么办。”

小红一边琢磨妈妈出的难题，一边挑她喜欢的衣服。过了一会儿，她想出办法来了，选出

了一百件东西，正好花了一百块钱。她拎着一大包新衣服，高高兴兴地和妈妈一起去吃冰激淋。

朋友，请你像小红一样想想妈妈出的题。(你可能会需要纸和笔!)小红怎么样可以用一百块

钱买一百件东西呢？（答案在本期内找。）

金字塔的故事
作者:王挺

老师: 乐群

四千五百多年前的埃及有个法老叫库福. 他想用石头修一座很大的金字塔. 他就叫很多奴

隶去搬石头. 可是, 这些石头又大又重, 奴隶们怎么也搬不动. 于是, 法老就叫他的官员们想办法. 

一个年老的官员慢吞吞地说:”这很容易. 把大石头锯成一块一块的, 奴隶们就能搬了.” 法老听

了直摇头, 说:”我要用世界上最大的石头修最大的金字塔.” 一个年轻的官员得意地说:”去南

方的肯尼亚买一千头大象! 用大象拉石头,又快又好.” 法老听了又摇了摇头, 说:”一千头大象

太贵了. 买了大象就没有钱盖金字塔了.” 这时,一个年纪最小的官员站出来说:”我们去尼罗河

边砍来很多大树, 做成几百根柱子, 把石头放在柱子上, 让奴隶们一边拉一边把柱子放在石头前

面. 这样就可以把石头运到盖金字塔的地方.” 法老和官员们 听了后直点头. 大家都称赞他的主

意好. 库福就让奴隶们用这个办法修成了伟大的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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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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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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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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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年级      A      班  学生  作文  选  

老师：　靳   宏

邝凯菲

我有很多爱好， 可是我最喜欢的爱

好是跳舞。 

我跳两种舞，芭蕾舞和中国民族舞。

 每周我上三次芭蕾舞课和一次中国舞

课。 我有很多朋友跟我跳舞，很好玩。

 我也参加了很多表演。 今年夏天， 我

去了中国北京， 参加了中国舞蹈夏令

营。 跳舞很好玩，也很优美。 

殷博文

我有两个爱好，读书和跟我的朋友

玩。 我爱读什么样的书呢？ 我爱读的

书是：fiction, science fiction, fantasy, 

adventure action 和 non-fiction。到现在

我已经读上百本书了。 可是我到六年

级， 作业多起来了， 我就没有那么多

的时间读书了。我每星期读得书少了。 

可是有些天我把作业很快地做完了我就

找出一本书读起来。

我第二个爱好是跟我的老朋友玩儿。

 我现在搬了家， 到另外一个镇。 我就

不能每天见到我的老朋友。我就像我有

一点时间可以跟我的朋友玩一下。有时

周六，周日有点时间，我妈妈说可以玩，

我就高兴极了。有时妈妈说不能去玩，

我就不高兴地回家，想下个星期能够玩

一下儿。

杨航

我有很多种爱好，例如：画画，游

泳，拉小提琴，跳舞等等，但是我最喜

欢的爱好是跳舞。 每个星期我都跳好

多次舞蹈。 每个星期一，星期二，星

期三和星期六，我在Acton芭蕾舞学校

学芭蕾舞。星期五，我在学

Variations。它是学习著名的芭蕾舞的几

个片段。 星期天，我参加

NUTCRACKER演出的练习。星期六，

 我和我的朋友们CARPOOL去学习中

国舞蹈。

我也很喜欢画画。每个星期四我都

去跟一个很好的老师去学习。每节课我

们都能学到很多种画画的技巧。我们学

了人物画和景物画。它们看起来很容易，

 其实它们很难。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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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孙瑞

游戏是每个小孩喜欢的玩具，尤其

是配上好的游戏更使人喜爱。

我就是爱玩游戏，特别是有人有鬼

都来打我，非常好玩，如 Final Fantasy 

Tactics 游戏，我玩输了还想玩第二次。

我平时妈妈给我的零用钱就去买好

玩的游戏，每次做完作业或坐在汽车上

我都会去玩， 这就是我的爱好。

王潇

我有很多爱好。我最大的爱好就是

音乐。我喜欢唱歌，弹琴，吹长号，弹

琵琶，还去NEC学习音乐理论。 我以

前还吹过长笛，弹过吉他。我从四岁开

始学琴，这个暑假我开始学弹琵琶。以

前我在学校里吹长笛，可是今年春天我

换了，开始学长号。在学校里，我在我

的年级里的合唱团唱歌，我非常喜欢！

NEC在波士顿，每个星期六我和我的

妈妈得七点多起来，吃点儿早饭，然后

开车近一个小时去城里，所以现在你应

该知道我很喜欢音乐。

除了音乐我还有好多爱好。我喜欢

篮球，读书和滑雪。从四年级开始，我

就是一个女童子军。去年我们童子军去

野营时，还看见了一个熊。 其实那个

熊才差不多一岁半，可是看上去挺大的。

这个学期星期一和星期三我在学校里跟

别的女孩们打篮球。有一次在训练时， 

我们二人对三人比赛，当比分是 12比

12时，我投进了决胜的一球， 我高高

兴兴地叫了起来！每个冬季，我们学校

都有去Mt. Wachusett 滑雪，可好玩儿

了！去年我开始学单板滑雪，到最后我

都可以到黑道上滑了。听了我告诉你我

有这么多的爱好，你肯定觉得我很忙吧。

 我是挺忙得，可是我还可以找时间跟

我的朋友们玩儿别的。

陈怡

我有好多爱好。我有一个爱好是画

画。我喜欢画卡通，也喜欢画真人。我

也喜欢游泳和做体操。我每个星期都去

游泳和做体操。

我也喜欢集邮。我有好多的邮票。

我有四个集邮本，一本是我爸爸以前收

集的。我妈妈也给我买好多。我的姑姑

也从新加波寄给我一套邮票。

刘东

我有很多爱好，像打网球，吹小号，

弹钢琴，等等， 但是我最大的爱好是

画画。

油画，幽默画，彩笔画，蜡笔画，

我都喜欢。其中我更喜欢油画，因为有

很多著名画家是画油画的。油画画的东

西看起来很逼真。 画油画不用担心会

画错，你总是可以修改你的画。这样能

够越画越好。但是画油画很费时间，我

只有暑假有时间画油画。平时我画更多

彩色铅笔画。我们画画班的老师叫牛晓

林。他教我们画很多风景，人物，动物，

和水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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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星期都有很多活动，但是我即

使再忙，也总是会抽出时间来画画，因

为画画可以使我轻松愉快。

胡茜茜

我喜欢很多东西。我最爱的是冬天

的雪。我想，雪真好玩。 

我会盖雪人。可以做成各别的人。

我都做的很漂亮。

我也常常跟朋友投雪球。我爱雪。

真好玩。

李欣怡

我很喜欢音乐，所以我的爱好是弹

钢琴。我弹了很多作曲家：Beethoven, 

Mozart, Clementi, Hayden 和 Bach。他

们的曲子很好听。

我也喜欢跳舞。跳舞帮我锻炼身体。

我跳了各种各样的舞：扇子舞，红绸舞，

孔雀舞。跳舞让身心陶醉。

我也喜欢游泳。我每星期六上游泳

课。我的老师叫Danielle。 我进步了很

多。

刘同王呈

我喜欢玩电子游戏，我有Nintendo 

Wii，在电视上玩儿。Wii的控制器不

像别的控制器。它控制器像个电视遥控

器。它是动感应器。Wii也能加上个游

戏棒，叫Nunchuck, 它也是动感应器。

Wii有Wi-Fi，能用它与别的人从世界

上一起玩儿。

我有三个Wii 游戏。Zelda, Mario 

Party, 和Wii Sports。我最喜欢的是

Zelda, 在Zelda里，你当 Link，要 same 

Hy rule, rescue Zelda，和打Ganondorf。

真好玩儿啊！我要买Guitar, Hero 3, 

Metroid Prime 3, 和 Super Smash Bros. 

Brawle 我也喜欢在Xbox360 上玩Halo 

3.

我真喜欢玩电子游戏。

我喜欢秋天。秋天里树上的叶子开

始变色，还有很多节日，我最喜欢的节

日是Halloween.

秋天真美丽啊！树上的叶子开始变

成红色，橙色和黄色。 真好看！秋天

也有好多大南瓜。我喜欢用南瓜做灯，

放在门前。

秋天里的节日也很好玩。我最喜欢

过Halloween 和Thanksgiving。在

Halloween上，我能穿上Costume，和

朋友一起去 trick or treat。每次我都会

拿回家很多糖果。很好吃。今年我会穿

一个披风， 一个面具，和一把剑。我

也喜欢过Thanksgiving。在

Thanksgiving, 妈妈会做很多好吃的菜，

她会做火鸡，土豆，烤鸡，炒面，和

Corn。

我真喜欢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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