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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注册工作

林姗姗

刚刚忙完春季学期的学生注册工作，到了四月，又是该为下

学期注册作准备的时候了。注册工作在学校的整个行政管理

中是比较平淡、细碎、按步就班的部分，没有什么激动人心

之处；但是它涉及到中文学校的每一个学生和家长，所以借

校刊的一角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工作是协调注册有关的事项。所谓协调，包括两方面：

和管理团队内的其他人员协调以及和学生家长协调。每年的

四月和十一月的中下旬，行政管理团队就要开会专门讨论注

册工作，确定什么时候在学校的网页上发布注册信息，什么

时候开通网上注册，什么时候安排在校注册。这些日期确定

下来的同时，行政管理团队也开始分头行动，准备下学期的

课程安排。语言课的教务主任史建英和叶红需要确定、调整

下学期开的中文课，比如目前中文九年级和 CSL LEVEL4 是

最高年级，她们要对九年级和 CSL LEVEL4 的学生进行调查，

看有没有需要开更高年级的课程，准备新开设课程的教学大

纲，同时，心里就要想着找老师的事。文化课主任左国英在

这个时候又要接受挑战：她要广开思路，联系各路精英，开

设尽可能丰富多彩、受学生欢迎的文化课；还要请老师们计

划教学内容，写出课程介绍，国英再把它们一一汇总编辑起

来，交给网络主管项开华。每到这个时候，开华总是很忙，

她一方面要把这些课程介绍放到学校的网页上去，供学生、

家长们选课时参考，另一方面要调整数据库，为新的注册作

准备。在这部分的协调过程中，我的工作是保证各个环节互

相配合，使得为新学期的注册能按时进行。网上注册开通后，

我会收到很多邮件和电话：有些是家长没有收到登录注册的

用户名和密码，我就要从数据库里找出来，发给他们；有些

是有特殊要求，希望孩子和朋友们分在同一个班里，我把这

些要求记录下来，分班时在不违反学校规定的前提下尽量满

足；也有人收到用户名和密码后不知怎么注册，我就要给他

们打电话，一步一步地指点。网上和在校注册课程的时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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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以后，有家长要加课、退课、换课，他们发来邮件，我就要帮他们处理。虽然中文学校暑

假不上课，我在署假有很多事要做。由于我们的网上注册系统现在还没有相应的收费连接，有

些家长在注了课后，忘了交学费，在每一个学期的中间，我都要化好几周时间一个个给没有交

费的家长打电话，请他们把学费交上来。开始的时候，我对这样的“讨钱” 非常不习惯，后来

做多了就觉得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所幸的是现在越来越得到家长的配合和理解，我们的

注册系统也在积极改进，很快就会包含有收费功能，相信“讨钱”这个问题会成为历史。

在具体的工作中，家长们问的比较多的问题是为什么学校要收十元钱的注册延误费。其实，

作为学校，我们设立这样的规定，目的是鼓励大家尽早注册，自己上网注册，不要等到开学的

的第一天。这样学校可以根据学生人数比较客观准确地计划教室，老师，预订教材。另一个经

常遇到的问题是为什么不给目前的文化课的学生下学期注同一门课的优先权。由于学校的资源

有限，有些文化课很受学生欢迎，但是，每个学期只能接收一部份学生，其他学生只好等到下

学期。所以，在每个学期开始注册时，我们尽量让每个学生有均等的机会。

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在这个枯燥的位置上干这么久，那我想是因为我这个位置不需要校长和

其他行政管理人员们的雄才大略，也不需要语言课老师那样有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扎

实的功底，更不需要文化课老师的特殊的天赋和才华，只要一颗热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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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utes of the ACLS Board Meeting 
2/10/08

Participants: Bob Xiong, Yanni Gou, Xuan Kong, Dick Calendrella, 
                                        Michelle Deng, Fugen Li, Lingya Zhou, Yang Liu, 
                                   Judy Holmes, Hanlan Liu

Issues for discussion: Principal,  Yanni  Gou,  reported that  the  school  continues  to  run smoothly,  with no 
complaints from the Junior High. She did however; make a motion that, due to the 
increase in enrollment, faculty and staff, an Assistant Treasurer position be created. 
Board members asked her to clarify a few details about the position; she agreed and 
withdrew the motion for further study.

Parent Council Head, Fugen Li, explained that although the level of security both at 
the Junior High and at off site functions, is very good, he would lik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security to be shared by more parents.  He also praised the Seminar Committee for 
offering parents reasons to stay at the school during class time.

Finance  Committee  Head,  Xuan  Kong,  asked  the  Board  to  consider  investment 
strategies for the Long Term Fund.  He also stressed the need to keep important school 
documents safe.

Michelle Deng, Head of the Public Relations Committee, asked for ways to make the 
Board functions more accessible to parents.  She suggested that a seminar be devoted 
to this end.  Bob Xiong, Chairman, and Head of the Bylaws Committee, pointed out 
that  the  bylaws  state  that  a  financial  report  must  be  made  to  parents  each  year. 
Michelle also asked that the Board authorize $1000 to be contributed to the Acton 
Memorial Library Foundation for Chinese books and other programs.

                                         Yang Liu, Artistic and Culture Committee Head, asked the  Board to consider the best  
time to hold the next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and Dance performance.      

The following motions were passed:

Approve the budget for spring 2008, not to exceed the projected amount

Use the fall 2007 surplus to buy two new cop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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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te $175 to the PTO of each school in the Acton and Acton Boxborough School  
System

Authorize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to open a safe deposit box and collect and store 
all financial and legal documents there

Approve the weekly compensation rate for principal

Donate $1,000.00 for the purchase of Chinese books and Chinese related programs to 
the Acton Memorial Library Foundation

The next meeting will be May 4

ACLS Board of Directors Virtual Meeting
Associate Treasurer Position

3/17/08    Yanni Gou made a motion to create an Associate Treasurer position, to start 
in the Spring 2008 Semester.

3/17/08    Yang Liu seconded the motion.

3/19/08    Board Bill #5 passed with 5 affirmative votes Bob Xiong kept the virtual 
meeting open for recording subsequent votes.

3/20/08   All board members having voted, Bob Xiong declared the virtual meeting 
adjourned.  The motion received unanimous support from the board.

The Fourth ACLS Good School Realty Annual Award
ACLS Administration

Dear ACLS parents,
We are seeking for the nomination of the Fourth ACLS Good School Realty Annual Award in 

the amount of $500 for the school year of 2007-2008. This amount has been decided by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team to be divided equally to award five ACLS individuals, with $100 each, to thre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one  culture  class  teacher,  and  one  administration  member.  The  five 
recipients will be announced at the end-of-term performance on June 15, 2008.

This award was set up by Frank Chen and Kathleen Zhang of Good School Realty.  It is to 
recognize  outstanding  ACLS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ion  members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school.   In  addition,  it  is to  encourage  parents'  involvement  into  school  events  and  community 
services. Parents' participation is crucial to select the right candidates, to motivate teacher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members, an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school.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team 
would like to ask your help by nominating your candidate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nomination 
process, the Principal and Vice Principal of ACLS will review your nominations and select the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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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recipients.
The Nomination Process:

1)  Eligible  Candidates:  limited  to current  language  and  culture  class  teachers,  as  well  as 
administration members, who have served at ACLS for at least one year by the end of this semester.  

2)  Nomination Method and Period: nominations will be accepted by emails from May 4, 2008 to 
June 8, 2008.  Please use "Good School Award Nomination" in the subject line.  Such emails should be 
addressed to ACLS Principal Yanni Gou (principal@acls-ma.org) and/or Vice Principal Hanlan Liu 
(hliu2222@yahoo.com), both are excluded from the nomination process.  

To  encourage  more  parents’  involvement  and  awareness  of  the  award,  this  year  ACLS 
administration team is going to set up a collection box in parallel to the email method.  The box will 
be placed 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front door entry area during each ACLS Sunday School hours 
(2:00 – 5:00 p.m.) from May 4, 2008 to June 8, 2008.  You can drop your written nomination paper to 
the  collection box when sending the kids to  the school.   Again please  use  "Good School  Award 
Nomination" as the title of the written nomination paper.

3)  Email/Written  Nomination  Paper  Content:  your  nominee(s)  in  one  or  more  of  the  award 
categories  (i.e.,  language  teacher,  cultural  class  teacher,  and  administration  member),  and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reasons of your nomination and clearly identify yourself (e.g., by your name, your 
child's name, and the class/activity you or your child participated).  

Please  show  your  support to  your  most  appreciated  ACLS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ion 
members.  As always, ACLS depends on your continuous involvement and support.  Please let us 
know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Chinese Language Offered in AB High School
Dick Calandrella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will no longer be the only school in Acton offering Chinese 
classes.  According to a story recently published in The Boston Globe (see link below), Acton-
Boxborough Regional High School will offer Chinese as part of its world language curriculum.

Thanks to all those in the community and school administration who were a part of making this 
story happen, and who have worked diligently to make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in AB Regional High 
School a reality.

For the full story, follow the link blow
http://www.boston.com/news/local/articles/2008/05/01/chinese_spoken_here/

ACLS Book Selection Committee 
Our school is forming a Book Selection Committee to evaluate and select books which will be 

donated to the Acton Memorial Library Foundation, and you are encouraged to join this committee.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Acton, and neighboring towns, has grown 
significantly.  The  Acton  Memorial  Library  has  noted,  and  responded  to  the  increased  need  for 
materials written in Chinese (both simplified and traditional) , and has built an impressive collection 
of Chinese reading material.  The library, however, has a limited budget for Chinese books.  ACLS 

5

http://www.boston.com/news/local/articles/2008/05/01/chinese_spoken_here/
mailto:hliu2222@yahoo.com
mailto:principal@acls-ma.org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八年四月

parents  and  the  management  team  have  also  expressed  an  interest  in  building  a  Chinese  book 
collection  of  its  own,  for  the  benefit  of  the  ACLS  community.  The  ACLS  collection  has  not 
materialized, due to considerations like space issues, and cumbersome cataloging procedures.

ACLS has donated to the library in the past.  Recently the ACLS Board voted to expand our 
continued support for Acton Memorial Library by donating $500.00 worth of Chinese and bilingual, 
(Chinese and English), books to the Acton Memorial Library Foundation.  The expansion to the 
current library collection is intended to benefit not only the Chinese speaking population, but also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to speak Chinese.  The expanded Chinese and bilingual book 
collection will be available to the entire ACLS community and other communities through the 
existing Minuteman Library Network.  In addition to the book donation, the Board also voted to 
donate an additional $500.00 to the Acton Memorial Library Foundation.  This donation will be used 
by the library to sponsor programs related to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Because the expanded book collection will serve such a broad community, we would like to try 
our best to ensure that the selection represents diverse interests.  To assist in this effort, we invite 
interested ACLS community members to join us to form a book selection committee.  Please reply by 
May 18, 2008 to David Zhou (zhoulin88@yahoo. com) or Lingya Zhou (lingyaz@yahoo. com) by e ma 
il if you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This should be a focused and fun project to work on together.

Culture Teachers needed

As you may know it's time to plan curriculum for the next semester, if you have any wish list or 
suggestion about culture programs for your kids or yourself, now it's good time to let us know, we'll 
try our best to balance your needs. We are also looking for teachers for the following classes, please 
recommend anybody you know (or yourself) who may interested in the jobs to Guoying Zuo (Contact 
info:  978-394-2562, guoying_zuo@yahoo.com).  When apply, please include a brief summary of the 
candidate's background info with respect to the specific class of interest:

(1) Chinese Brush Painting

This course will teach students how to use brus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riting and painting 
tool, to depict objects of daily life. The aim is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their environment and 
to train and develop their skills in close observation and in expression with painting. 

(2) Math Master I

The program is for students who enjoy Math and want to exercise their knowledge and curiosity. 
The curriculum focuses on problem-solving and creative thinking. Students will learn and practice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that are useful at any grade level and on any subject matter. Classes are 
exercise oriented, rather than instruction oriented, so as to maximize student-student and student-
teacher interaction. Great effort has been put to construct the non-routine materials from all kinds of 
sources so that the problems are interesting and challenging, yet still  accessible to students using 
grade-level mathematics. The program is not trying to teach students with materials ahead of their 
grades but to emphasize on their creative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3) Math Master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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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th Master II class is for 5th and 6th students who enjoy Math and want to exercise their 
knowledge and curiosity. The curriculum focuses on problem-solving and creative thinking. Students 
will learn and practice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that are useful at any grade level and on any subject 
matter. Over the course of the term, we will work through a collection of challenging math problems 
and  puzzles  ranging  over  geometry,  probability,  number  theory,  algebra,  and  logic.  Hints  are 
provided, along with fully worked answers and solutions by the end of each session. Many of the 
problems and puzzles are elementary in their statement, yet challenging. 

(4) Other class you would like to start.

Qualifications:  

(1) Matching background with the class subject

(2) Passion for teaching 

(3) Works well with children 

(4) Strong work ethic and positive attitude 

国家体育场（鸟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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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y Holmes

I am submitting a short article this month, but still reiterating the same theme.  ACLS 

offers those of us who have adopted children from China many opportunities to be involved 

with the vibrant Chinese community in our area.  Enrolling ones child in a language class is a 

great way for them, and you, to get to know some basic Chinese.  Language class also offers a 

wonderful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We have the added benefit of getting to know 

our kids’ teachers, who are very knowledgeable and extremely dedicated.  

The  culture  classes,  which  take  place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afternoon,  offer  our 

children a chance to interact with the kids from the regular Chinese classes in an informal 

setting.  The instructors in the culture programs are as knowledgeable and dedicated as the 

language teachers.

I am fortunate to be able to offer my daughters an additional opportunity to be involved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ty.  I teach a beginning/intermediate English class every Sunday 

at ACLS.  My students are grandparents who have come to live with their adult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Many of  my students  have  studied English in  China.   They are  good at 

reading and listening to English, but pronunciation is, understandably, difficult.  I have made 

tape recordings of the classroom texts we use in the past, but now that my girls can read, 

they help me.  We have fun doing this, and especially enjoy taking different parts in the 

practice conversations.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my kids to share what they know, with 

people who really appreciate it.   It’s a win/win, and one of the hidden benefits of being 

involved in the diverse energy of this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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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乌鸦·花栗鼠

王晓鹂

在北京的时候，家属楼的院外有一棵

大杨树，上面住着两窝喜鹊，成天唧唧

喳喳的，带来许多意外的快乐。至于麻

雀和乌鸦，在那个城市几乎是见不到的。

到了美国，喜鹊没见到一只，却意外地

见到了许多麻雀和乌鸦。

我卧室窗户对面墙上就有两个麻雀窝，

小麻雀出生后，每天天蒙蒙亮，就听见

叽叽啾啾的声音，爬到窗户上去看，只

见几张黄黄的尖喙露在外面，母雀儿飞

来飞去地抓虫子给它们。看了一会儿，

便非常具体地明白了什么叫“黄口小儿

”，也看出两个疑问来：母雀儿怎样辨

别上次喂过的小雀儿，不至于有的饥有

的撑呢？母雀儿自己吃虫子吗？按说第

二个疑问是愚蠢的，母雀儿自己饿到了，

怎会有劲儿抓虫子喂小雀儿？可是，我

真的没看见母雀儿吃虫子，每次它都毫

不犹豫地把虫子塞到小雀儿口里，而且，

一刻也不停地飞走了。也许，它自己吃

饱了先？然而，每次飞去飞回的间隔非

常短，感觉它没有中饱私囊的时间。当

时，为了母性的无私感慨万千。后来有

了茱儿，给她喂奶的时候便会常常想到

那窝麻雀，也更真切地理解了母雀儿当

时的举动。

当然，总的来说，这里的麻雀没什么

特别，只是长得肥大一些，乌鸦可有些

不同了——姑且叫它乌鸦吧，因为它们

与国内的乌鸦不同：大，黑，毛色发亮，

叫声也要嘹亮一些，不那么沙哑。以至

于有个朋友开崇洋媚外的玩笑：“真是

奇怪，乌鸦到了美国叫起来都不那么难

听了！”

这些乌鸦成群成群在一起，飞过天空，

歇在树上，或呼啦一声落到草坪上，悠

闲地踱着方步，不时啄食草里的虫子。

美国人仿佛司空见惯，没有什么特别反

映，即使一只乌鸦跟着他大叫也不会抬

头瞟一眼。据说乌鸦在美国并不是恶运

的信使，在有些州甚至是幸运鸟。不过，

那天家教的时候，坐在对面的大孩子看

着窗外愣了一下，问他怎么了，他指着

隔壁房顶说：“我看到两只黑鸟。在这

里看见黑鸟会撞见坏运气。我看到了两

只，两只！”说着皱了一下眉头，很郁

闷的样子。隔壁房顶不在视线内，我暗

自猜测，难道就是我说的乌鸦不成？

有人说，美国是动物的天堂。开车在

路上走，时不时会看到特别的路标: 一只

飞奔着的鹿，带着一群小鸭的母鸭，等

等, 提醒司机这里有动物出没，请放慢车

速。最初见的时候感到好笑，总觉有点

儿做戏的味道。后来，果然在市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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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路上见到横穿马路的鹿。一次雨后，

确也碰到一只母鸭带着三、四只小鸭，

摇摇摆摆地要过马路，双向的车都停在

那里等着，直到最后一只小鸭扑腾到路

旁的水沟里。还有一次碰到一只麻雀过

马路，既不飞也不跳，就那么一步一步

走过去，一点儿都不在乎喇叭声。我正

感叹的时候，先生笑着说：“这算什么，

这里的松鼠根本不把人当人！”

那倒是！这里见得最多的是花栗鼠，

背灰腹黄，些微有点儿斑纹，肥肥胖胖

的，蓬松的大尾巴翘成 S 形，两只小耳

朵支棱着，黑豆豆的眼睛眨呀眨的，非

常有趣。草坪、树枝、房屋、马路，到

处是它们的地盘，它们确也一点儿不怕

人，坐在草坪上吃果子的时候，绕着树

上上下下追逐嬉戏的时候，安步当车过

马路的时候，根本不理会周围是否有人。

若你有兴趣盯着它看，它也会安然地盯

着你看；若你拿果子逗它，它会毫不设

防地朝你走过来。当然，你若是咋咋呼

呼地冲过去捉它，它也会毫不犹豫地转

身就逃，一口气窜上最高的树枝，蹲在

那里瞧着你。

这里的树，春天花开似锦，粉粉白白，

红红黄黄，到了秋天却清一色地结满了

果子，红玛瑙似的坠在枝头。无论大到

苹果、核桃，还是小到白果、榛子，都

没人去摘、去捡，挂在枝头、零落地上

的，都留给各类动物。我从来没发现过

花栗鼠在树洞里存果子——长达几个月

的冬季，常见它们在尺厚的雪地里挖洞，

寻找被大雪覆盖了的果子。天晴的时候

去散步，几乎在每棵大树的根部，都会

发现厚厚一层白花花的榛子壳，全是它

们吐出来的皮儿。

这里车多，虽然明文规定要保护动物，

偶然还是会发现被压死的动物。因此，

那次看到一只花栗鼠在七个方向的交叉

路口徘徊的时候，心里便充满了好奇，

我们这里刚好红灯，于是刹了车观察并

猜测它如何躲过南来北往的车流。只见

它往前冲两步，回头看一眼，再冲两步，

再回头，随时准备后退的样子。如此两

次三番，总被变换着方向的车流阻挡，

到不了街心。眼看这个方向的灯也要变

动了，我有点儿担心。不料那只聪明的

花栗鼠蓦地窜出，上了红绿灯的杆子，

一路爬上去，踏上了悬在空中的铁丝，

一步一步稳稳当当地走过去，表演了一

番空中杂技。在后视镜里看到它安然地

溜下另一根杆子到了对面的草地，我也

吁了口气。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花栗鼠的崽子，刚

出生不久的小花栗鼠，翘着寸长的一节

尾巴，跑得飞快，一眨眼就钻进了灌木

丛，躲在树叶底下探头探脑的，有趣极

了。美国树多，动物也多。平日带茱儿

去兜风的时候，常对她说：“看，树上

有那么多的鸟啊！”或者：“茱茱，看

到小松鼠了吗？对，就在草地上，三只，

不，有五只呢！快看，快看，还有两只

松鼠儿子呢！”

尽管天天见，可自己每次见到还是很

开心。这些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的小东西，

给我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一份乐趣，也不

由得想到自己的孩子，心里说：一定要

让我的孩子们也那样自由自在、开开心

心地生活，哪怕要为此付出更多的辛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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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沫
夏朝的传说

尧用选贤的禅让方式，将帝位传与

贤能的舜。 当舜年老后，又将帝位禅

让给了治水的禹。禹老时， 这种禅让

方式被世袭所取代，禹把帝位传给了自

己的儿子启。这种新的制度的出现代表

了原始社会被私有制社会所替代。 当

然，新的制度不会被所有的人认同。 

启继位后， 为了让各部落的首领认同

他的地位，他在钧台宴请了首领们。有

扈氏对禹破坏禅让制度传位于启十分不

满，坚决不出席钧台宴会。启调动军队

对有扈氏进行征伐。 在甘发生了一场

大战，有扈氏战败，全族被歼灭。这次

征讨使启的专制政权得到初步巩固，原

始的民主推举制被强制取代。

启得到帝位后，鉴于统治者的本性，

不但在政治上胡作非为， 而且生活上

也荒唐淫逸。 启在位仅9年就亡了。

启的儿子太康继承了帝位后，因耳闻目

睹启的行为，成为了比启更为荒淫的国

君。 太康继位后，天天宴饮游乐。 对

国事不闻不问。有一次，他带了家属去

洛水打猎，一去百日不归。他的所作所

为引起人民的极大怨愤。

那时候，黄河下游的夷族，有个部

落首领名叫后羿，野心勃勃，想夺取太

康的权力。传说在尧的时代，有十个太

阳，让人间民不聊生。后羿很擅长射箭。

他射下了九个太阳，解救了人类。

在太康出去打猎的百日内，后羿觉

得这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于是亲自

带兵守住洛水北岸。在百日后，太康带

着一大批猎得的野兽，兴高采烈地回来

的时候，走到洛水边，对岸全是后羿的

军队，拦住他的归路。太康没法，只好

在洛水南面开始过着流亡生活。后羿还

不敢自立为王，另立太康的兄弟仲康当

夏王，但是实权却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

 

后羿在仲康在位期间，广罗党羽。仲康

死后立仲康的之子相为帝。相被推上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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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位两年后，后羿觉得时机已成熟。罢

黜相并将其放逐到山东曹县。自己登上

了皇位，成为了夏王朝第六任君王。传

说后羿在称帝之前，王母娘娘曾经赐给

他的长生不老之药。王母娘娘告诫后羿，

不可现在食用，须等到后羿荣登皇帝之

位后才可以服用。而嫦娥知道后，在后

羿登基的当日，偷吃了仙药，后怕后羿

追究，加上对人世间不再留恋，于是一

阵轻烟，飞向了月亮。也就有了嫦娥奔

月的传说。 

后羿并没有吸取太康的教训，仗着

射箭的本领，也作威作福起来。他和太

康一样，四出打猎，把国家政事交给他

的亲信寒浞。寒浞瞒着后羿，收买人心。

有一次，后羿打猎回来，寒浞派人把他

杀了。 寒浞杀了后羿，夺了王位。寒

比后羿更加狠毒，他因为怕夏族再跟他

争夺，四处追杀羿撵走的相。后来，相

终于被寒浞杀了。那时候，相的妻子正

怀着孕，被寒浞逼得没法，从墙洞里爬

了出去，逃到娘家有仍氏部落，生下个

儿子叫少康。 

　　少康长大后，给姥姥家看牲口。寒

浞听说了他的消息，一定要斩草除根。

少康逃到舜的后代那里投靠了有虞氏。 

少康从小忍辱负重，在艰难的环境中长

大，练了一身本领，发誓要找寒浞报仇。

他在有虞氏那里招收人马，开始有了自

己的队伍。后来，又得到忠于夏朝的大

臣、部落帮助，反攻寒浞，终于把王位

夺了回来。 

少康之后，又有了予，槐，芒，泄，

不降， 局，胤甲，孔甲，皋，发，桀 

11位帝皇。夏代末年，王室内政不修，

外患不断，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夏桀即

位后不思进取，骄奢淫逸，筑倾宫、饰

瑶台，挥霍无度。他日夜与宫女喜饮酒

作乐，置百姓的困苦于不顾，百姓指着

太阳咒骂夏桀。大臣忠谏，他囚而杀之。

四方诸侯也纷纷背叛，夏桀陷入内外交

困的孤立境地。在境外的商汤看到伐桀

的时机已经成熟，以天命为号召，说，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要求大家奋

力进攻，以执行上天的意志。在鸣条的

大战，商汤的军队战胜夏桀的军队。桀

流亡后，死于南巢，夏王朝从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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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School Good School 
Realty,  INC.Realty,  INC.

124 Main Street, Acton Tel: 978.264.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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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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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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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and  join  our  Fun  Chinese  Culture  Program  for  Kids this  summer  especially 

designed  to  engage  fun  playing  throughout  the  entire Chinese  learning program.  

Daily  activities  include  Chinese  story  telling,  Chinese  children  songs,  dances, 

Chinese  arts  and  crafts,  as  well  as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utdoor play is also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program.

Kids will have plenty of time to learn and practice their Chinese in the forms of 

game playing, class room drama plays, and many more  interactive activities which 

will make this program full of fun and give your child tons of cherished memories.

Location: Acton Congregational Church, 

12 Concord Road, Acton, MA 01720

Sessions:    IA: 6/23 – 6/27    IB: 6/30 – 7/3    II: 8/11-8/15    III:  8/25-8/29

Schedule:   9:00 am – 5:45 pm Age group:  K-5th grad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us at FunChineseSC@gmail.com or call 

(978)69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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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beautifully designed Colonial has a 
premier  cul-de-sac  location  in  one  of 
Acton's  most  sought-after  neighborhoods. 
Nicely sited on 2.5 landscaped acres with a 
grand  circular  driveway,  this  elegant  11 
room,  5  bedroom  residence  features  an 
exquisite  Nagog  Pond  view  and  sun 
washed southern exposure.

The spacious, well though-out floor plan 
is centered around a soaring 2-story foyer 
leading  to  the  formal  living  and  dining 
rooms,  a  country-sized  gourmet  kitchen 
with breakfast area and large family room 
with fireplace. 

Janet Qin – Realtor
Smart, Savvy and Exceptional

Direct: 978-7619838

www.Janet@JanetQin.com

mailto:FunChineseS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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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ence of Happiness
Wendy Chen

Chinese Proverb: “You cannot prevent the birds of sadness from passing over your head, but you 
can prevent their making a nest in your hair.”

Recently, my mother and I were on a subway in Boston. She was smiling, amused at some petty 
conversation. Leaning my head on her shoulder, tired from our day, I straightened up, surprised, 
when a voice next to me asked, “Why does your mother look so happy?”

The woman who spoke had wild,  weary hair and red-rimmed eyes.  I  stared at  her,  helplessly 
looking between her and my mother. The woman waited for an answer. I shrugged.

The woman continued, providing an answer for both of us. “It’s because she has an inner light 
inside her.” A pause. “My husband wishes I looked as happy as your mother.”

I hesitated, then after a few moments of silence filled by the roaring of the subway train, I asked, 
“Aren’t you happy?”

She shook her head and proceeded to tell me a few unfortunate incidents that occurred in her life. 
Awkwardly,  I  listened,  unsure  of  how  to  comfort  her.  Finally,  I  said,  “I  think  you’ll  find  your 
happiness again someday.”

Nodding in agreement, she got up for her stop. Giving me a watery smile, she gently patted my 
head and said, “You’re a sweet child,” and then added, “Tell your mother to keep smiling.”

After the doors closed behind her, I looked around at the other passengers swaying listlessly in 
their seats. None of them were smiling—most isolating themselves with books or music devices. 

I don’t know how much comfort my mother’s smile or my ear provided that woman, but perhaps 
our momentary happiness proved its existence for her.

快乐的存在
陈雯蒂   中文编辑：陈鸿祥

中国有一句谚语：“你不能阻止悲伤的鸟儿飞过你的头顶，但你能阻止它们在你头发里筑巢。”

最近有一天，我和妈妈在波士顿乘地铁，她微笑地和我小声地交谈着。累了一天，我把头靠在她的肩上，

正要伸个懒腰，突然听到邻座的声音：“为什么你妈妈看起来这么快乐？”

说话的女人一头乱发，眼圈红红的。我盯着她，再无助地看看我妈妈。这女人等着答案，我耸了耸肩膀。

她继续说下去，为我们回答了她自己的问题：“这是因为有一种内在的火花闪耀在她的心底。”停顿了一

下，“我丈夫希望我看起来能像你妈妈那样快乐。”

我踌躇了片刻，只听到地铁隆隆的响声，再问道：“你不快乐吗？”

她摇摇头，接着告诉我发生在她生活中的几个不幸的事件。我愣愣地听着，不知该如何安慰她。最后我说：

“我想总有一天你会找到快乐的。”

她点点头，站起来要下车了。她眼里闪着泪光微笑着，轻轻地拍拍我的头说道：“你真是一个可爱的孩子。

”又加了一句：“告诉你妈妈，请保持她的微笑。”

当车门在她身后关上后，我环顾四周的乘客。他们无精打采地斜靠在座位上，没有人微笑，大多数都专注

在书本上或听自己的音乐。

我不知道我妈妈的微笑和我的倾听给了那位女人多少安慰，也许我们那瞬间的欢乐向她证明了快乐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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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羊补牢以后
作者:王挺

老师: 乐群

很久以前, 狼和狐狸本来是好朋友. 狼身强体壮, 跑得快, 很会打猎, 可是它不爱动脑筋. 狐

狸个子小, 但他很聪明. 于是, 狐狸出主意, 狼出力气. 捕到的猎物大家一起吃. 他们生活得像兄弟

一样。

 有一家农民关羊的屋子破了一个洞, 每天都有羊跑出来. 因此, 狼和狐狸天天都有羊吃. 这

天晚上, 他们又来到这家人的羊屋子门口, 看见屋子上挂了一块大牌子, 上面写着: “亡羊补牢, 

为时未晚.” 狼问狐狸:”上面写的是什么? 是不是”禁止入内”?

狐狸自言自语地说:”坏了. 洞已经补好了, 我们以后没有羊吃了.” 兄弟俩只好饿着肚子

回家了。

第二天天刚亮, 狼饿极了. 他突然对狐狸说:”朋友, 我可以吃你吗?” 

狐狸吓了一跳, 但他马上不惊不慌地说:”可以啊, 可是现在还不行. 你吃了我, 就没有人

帮你出主意了. 你呆头呆脑的样子, 无法养活自己. 等我想好你以后吃什么, 你再吃我, 好吗?” 

狼说:”那你快点想办法吧!”

狐狸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想办法. 他找来一只鸡, 在鸡肚子里点上一只油灯. 然后, 出来对

狼说:”你听说过火鸡吗?”

“当然了, 火鸡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可是我从来也没有吃过,” 狼难过地说.

狐狸说:”那好, 我做了一只火鸡, 你先嚐一嚐吧。”

狼一看见鸡, 一口就吞进了肚子里. 突然, 狼的眼睛变红了, 耳朵和鼻子冒烟, 嘴里喷出火

来. 狼惊叫起来: ”狐狸老弟, 这是怎么回事? 我该怎么办呢?”

“你不吃我, 我才告诉你,” 狐狸回答说.

“我再也不敢吃你了, 你赶快说吧!” 狼哭着说。

狐狸指着远处说:“你的肚子里着火了. 赶快跑到河边去喝水吧。”

从此以后, 狼再也不敢相信狐狸的话, 他们也不再是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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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ing Toyko Asian Restaurant
中国家常菜

u

酸菜牛肉............................9.50

小椒牛肉丝 .......................9.50

笋尖豆干肉丝 ...................8.95

油淋腰花...........................8.95

酸菜毛豆 .........................8.50

咸水鸡 (半只) ...................8.95

白菜粉丝汤 .......................7.95

肉丝炒年糕 .......................7.95

韩国泡菜 (合) ...................3.50

东坡肉 (块) ......................4.00

炒米粉 .............................6.95

糖醋里脊 ..........................8.95

五香牛腩面 .......................6.95

雪菜肉丝面 .......................6.95

鳗鱼饭 ...........................12.50

韩国泡菜豆腐 ...................7.95

红烧带鱼 ..........................8.95

雪菜黄鱼 ..........................8.95

彩塘滑豆腐 .......................9.95

脆皮牛 .............................9.50

回锅肉 .............................8.50

香芋排骨 ..........................9.95

十香素锦 ..........................8.50

红烧狮子头 .......................8.50

素肠白菜 ..........................8.50

雪菜四季豆 ......................7.95

一品酸菜鱼 ......................8.95

龙井虾仁 .........................9.95

日式乌冬 .........................9.95

麻辣牛筋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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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Main St. (Rt. 27), Acton, MA 01720

Tel: (978)264-1900; Fax: (978)264-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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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过的一个地方

六  年级      B      班  学生  作文  选  

老师：　闫朝晖
中国

关园园

中国位于亚洲。从地图上看，它像一只大公鸡。从太空看，你可以看到著名的长城。从大街上看，

你会看到人山人海。每个人都要黑头发和黑眼睛。这就是美丽巨大的中国。

中国的旅游胜地每年都吸引好多游客。在夏天时，你可以去美丽的颐和园。进了公园大门，你就

来到长廊。长廊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好像没有尽头。颐和园里还有著名的万寿山和昆明湖。在昆明湖里，

你可以看到你的影子。昆明湖两旁有几百根柱子。柱子顶上都有一个小狮子。令人惊奇的是每个狮子都

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美丽的颐和园。

在中国的北方，有一个城市冬天零度以下。这就是很冷的哈尔滨。哈尔滨冬天就变成了冰的世界。

每年哈尔滨有一个冰雕展。你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冰雕。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各种各样的造型。每个冰

雕都涂着不同的颜色，真美丽啊！我很爱哈尔滨的冬天。

设想你用石头垒起一座墙。这个墙要有几百公里，还得翻山越岭。这就是著名的长长的长城。长

城从嘉峪关到山海关蜿蜒曲折。站在长城上，你可以看到几千里之外的山和树林子。我想当时没有现在

的机器设备，长城全都是人们用双手建成的。可真令人惊奇！

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从颐和园到哈尔滨，从嘉峪关到山海关，这就是我喜爱的中国。

美丽的漓江

项诗梅

2006年夏天，我们全家去桂林游玩。我们玩了一个星期。可是我已爱上桂林美丽的漓江。

桂林在中国的南方。在那里，有一条著名的河叫漓江。漓江有 160公里长。它像一条绿色的绸带

把桂林打扮得格外秀美。

早上，我们坐上轮船，开始了一天的游览。这时，我注意到这里的山形奇特，千姿百态。山林倒

映在平静的水中，青山绿水非常美丽。我看到一些小竹筏在水面上划行。远处的山若隐若现。岸边的凤

尾竹随风摇摆。山水相映，展现出一种美丽而神奇的景象，引人入胜。

漓江有许多动人的传说。那里的人喜欢对唱。我们都听见远处飘来美妙的歌声，唱的是刘三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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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美丽的风景，动人的传说，漓江是人们喜爱的旅游胜地。

台湾

赵慧

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台湾。在 2007年我第四次去台湾游览。那一年暑假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去了

阿里山，金山和 丁。墾

我们先坐上了著名的阿里山登山小火车，来到了阿里山国家公园。山上比较冷，所以我们带了我

们的外套。在阿里山上，我们看到了神木。神木比我想象的神木大几倍，很雄伟。我们也在阿里山看到

了壮观的日出和漂亮的云海。妈妈说我们运气太好了，因为很多人去过很多次但都没有看到日出和云海。

我们去完了阿里山就来到了北部的金山。我们在金山看到了很多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我们在

海边看到了一条刚被抓到的 puffer fish。它是咖啡色的，身上长了很多刺，还有一双大眼睛，很可爱。

我们后来看到了很多海蟑螂。它看起来不那么像海蟑螂，比较像 silver fish，在石头上爬来爬去。它们

很好玩。因为它们害怕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吓坏它们。我们也见到了很多 sea glass。有红色、蓝色、

绿色、白色、还有黄色。我们在金山的沙滩玩，在海里游泳。

我们几天后又去了 丁。我们在 丁先到了水族馆。水族馆有鲨鱼，海豚，海苔，企鹅，水母，墾 墾

白鲸，和海豹。我们还去了沙滩，找到了很多漂漂亮亮的贝壳。我们捡到了一只小虾，但是看完后我们

把它放回海里。最后，我们把捡到的贝壳带回旅馆，洗一洗，再晾干。第二天我们去 丁的国家森林游墾

乐区。在那里，我最喜欢的地方是银龙洞。它是一个岩洞，很好玩。我们也走过了一线天和栖猿崖。在

丁的旅馆里，我们看到了一只很大的，很可怕的蟑螂。妈妈没有看见爸爸把蟑螂打死，所以妈妈以为墾

那只蟑螂还活着，但是它没有动。妈妈说：“那么乖的蟑螂啊！”

我们现在回到了美国，但是我还想再去美丽的台湾。

峨眉山

谢若蕴

峨眉山的风景很漂亮。我们坐出租车沿着崎岖的路上山，大约开了三个小时。我们在山上住了三

天两夜，看到了绿色的森林和蓝色的天空。山上的空气很新鲜。在山顶上，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云彩飘

在脚下。这座山非常美丽。

我们第一个晚上住在一个叫清音阁的地方。从清音阁可以走到洗象池，猴子住的地方。第二天早

上，我们很早起来出发去洗象池。路上，我们看到了搬运夫搬运很重的石头上山。看到他们，我觉得我

生活得很幸福。到了洗象池，猴子还没有醒。有一个人把我们的东西收走了，另一个人拿出了一个大锣。

我们正在问人家，“猴子什么时候来？”，那个人“咚”的一声就敲了锣。过了几分钟，我们看到树叶

开始动，猴子醒了。这些猴子是野猴，它们的每个动作都有一点可怕，但是我还是觉得它们很好玩。我

喂了猴子花生，又跟它们照了像。最后我们走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猴子坐在树上。那个猴子偷了一瓶

水，想要喝。它学人的样子把水倒到嘴里，但是怎么也喝不到。原来，它不知道要打开盖子。这些猴子

好可爱！

将来，我还想要去峨眉山。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漂亮的云彩，也从来没有和野猴子离得那么近。

这真是个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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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

汤加华

这个城市有雄伟的自由女神像。这个城市有高高的帝国大厦。这个城市车水马龙。这个城市就是

纽约。

纽约城在纽约州的东西角。纽约城有很长的历史。1653年，一个英国人从荷兰人手中买了长岛。

1656年，他打败了荷兰人，纽约属于英国的城市。1776年，纽约变成美国的城市。后来，纽约变成美

国最大的城市。人们称它大苹果。

我两年前去了纽约。我和爸爸，妈妈，弟弟去看纽约的众多的著名的景点。我们去了时代广场，

华尔街，和很多别的地方。我们还去了大都市博物馆。我很喜欢纽约的高楼和博物馆的东西。

纽约城每天都吸引着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人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四百年的历史，众多的景

点，纽约真是个很好玩的地方。

Edgewater Beach Resort
王杰妮

去年感恩节，我们全家开车去 Edgewater Beach Resort(Cape Cod)度假。

爸爸先带我去海边玩儿。我赤脚走在金色的沙滩上，海浪不停地拍打我的脚。在海边我捡到很多

十分漂亮的贝壳。在阳光照耀下，海水闪闪发光。海草像一条条绿色的带子飘在海水里。海浪不停地拍

打着岸边，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

后来，我们回到房间。首先，我看到一张大床，大床上有两个雪白的枕头和一床红色的被子。屋

里还有一个床头柜，上面放着一个典雅的银色台灯。另外还有一个豪华的客厅，卫生间和阳台。客厅有

一个乳白色的沙发，光洁的咖啡桌子，大电视，燃气壁炉和小书桌。在阳台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大理

石的洗澡盆。坐在温暖的洗澡盆里，透过宽大明亮的玻璃窗，看着无边无际的大海，感觉如此美妙。

迪斯尼乐园

林加美

在我八岁的时候，我们全家跟我们的朋友家一起去美国迪斯尼公园。我和我的姐姐很高兴。感恩

节时，我们已经到了那里。一共玩了四天。迪斯尼有很多地方，那儿有 Epcot, Magic Kingdom, Animal 

Kingdom, Universal Studios 和 Seaworld。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海洋世界。在那里我们玩了“The Ride to 

Atlantic”。这个项目是新开的。我们到的很早，所以没有太多人在等。我们坐了三次，但是妈妈太害

怕，她就照像。我还记得我们坐了水上飞船。姐姐和我的裤子湿了。妈妈和爸爸就给我们买了迪斯尼牌

子的裤子。我们都很高兴。有一天晚上，我们找不到车，到了十一点以后才找到。结果，我们半夜才回

旅馆。虽然很累，但是我们玩得很开心。我会永远记住佛罗里达的迪斯尼乐园。

上海

李达仁

去年的暑假，我跟我的家人飞到中国。当我们到了上海飞机场之后，就感觉天气潮湿。我们排着

一个长队等检查，然后我们找到托运的行李。出了飞机场，我们乘坐计程车，来到了一个大公寓。

我去看住在上海的外婆，舅舅，舅妈，和表弟。我们一起去了好多地方参观。大路上车很多；过

马路很危险。我去过水族馆，看到了很多奇怪的鱼。我们还去过很多公园。在公园里我跟我的弟弟放风

筝。我们也去过一个大文具店，买了很多东西。当吃饭的时候，我吃了很多奇怪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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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好玩，但是上海有很多污染。很多餐馆里有人吸烟。地上有很多抛弃物。污染造成天空模

糊。这就是我不喜欢中国的原因。

东方绿舟

钦一杰

我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上海的东方绿舟。

东方绿舟开设了很多与锻炼活动相结合的游艺项目，如：勇攀珠峰，爬山涉水，勇士冲浪，跨越

山谷，踩石过河，巧过独木等等。这套游艺项目，从兴趣参与角度出发，不过分追求难度速度，提倡平

衡性与协调性相结合，兴趣与信心相融合的一种素质的体验。

我最喜欢的活动项目是绳锁攀登。它是锻炼你的勇敢，协调和平衡性，同时也锻炼你的臂力。我

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比赛看谁爬的最快，玩儿得很高兴。我还喜欢摇摆独木桥。它是锻炼你的平衡和速度。

我很喜欢东方绿舟。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希望再去一次！

迪士尼乐园

马大海

去年春天，我去了迪士尼乐园。我们在迪士尼乐园待了八天。第一天我们去了魔术王国。魔术王

国的最好的项目是飞越太空山。溅水山也很好玩儿。溅水山里面有很好看的风景。

第二天，我们去了动物王国。天很热。我们坐了无数次 Kali River Rafting. 溅到身上很多水。很

舒服。下午我们看了狮子王的演出。

第三天我们去了 Epcot. 在那儿，我们看到了 Future’s Agriculture。我看到在树上长的西瓜，也

看到长在树上的西红柿。Soaring也是个很好玩的项目。

MGM Studios 是我们最后上的公园。那里有很多看的东西，但是没有很多可以坐的东西。晚上看了

Fantasmic，很好看。迪士尼是个很好玩的地方。

三亚

李达娅

三亚是我最喜欢的在中国的海滩。 只有在我到达那里之后我才知道三亚是多么的美丽。 我们住在

海边上的宾馆。 从我们的阳台上， 可以看见大海， 日出， 日落。 我们去了天涯海角，  看到了世界

上最大的观音， 还参观了黎族文化村。  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三亚。 三亚的海滩和夏威夷的海滩一样

美。我希望三亚的市 容也一样美。

佛罗里达

林犁冬

去年的冬天，我去了佛罗利达。佛罗利达的宽阔平坦的沙滩，清澈碧蓝的海水，十分美丽。有些

人在海上冲浪。太阳照下来，冬天都七十度。

我和我的妈妈，爸爸，和弟弟去了 Key West。那里有很多小鸡，都跑来跑去，非常可爱。我们去

了 Riley’s Believe It Or Not Museum, 那有很多精彩而奇怪的东西。佛罗利达真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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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慕大

朱云秋

我到过的地方是百慕大。假期，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去百慕大。那的海滩有粉红色的砂。这些粉红

色的砂是由海滩上的贝壳变成的。海边的潮汐像白鸟驰骋到岸边。我们的酒店有一个池塘，人们可以游

泳。那酒店的周围有许多棕榈。我们在酒店休息，同时我们也去发掘百慕大地区。我们在大船上看海里

的鱼各种各样颜色的鱼像美丽的彩虹。沧沧的水映了亮亮的斑点在船上。多么漂亮啊！我回到酒店的时

候，天已经黑了。太阳已经不见了。夜晚有很多表演和烟火。烟火像星星在天空里炸了。而后，真的星

星出来了。世界变得很安宁。那是我最喜欢的假期。

紫禁城

周晨

    去年夏天，我去了北京的一个对中国人民具有特别意义的地方。我说的不是别的，它是在北京

心脏的宏伟紫禁城，它是以前的皇帝住的地方。它有着巨大的广场，美丽的建筑。它的每一个房子都具

有惊奇的设计。我真高兴我看到了著名的紫禁城。

荣家辉

这个冬天我做了很多事。我和我的朋友们去了 Pat’s Peak 滑雪。 我的朋友们都喜欢绿雪道。

除此之外，我还和朋友们玩了很多次滑雪板。 我家的后院是玩滑雪板最好的地方。 因为在我家的

后院有一个缓缓的小山坡，它不是太陡，也不是太平坦， 所以在我住的小区里所有的男孩子都喜欢在

我家的后院玩。 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共有十个男孩子一起玩。 我们玩的真开心， 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家

做作业或吃饭， 还是弹钢琴。 我们就这样滑呀滑，一直滑到天黑， 一直滑到每个人的手和脚都冻僵

了，我们才回家。

有时候我还喜欢和我的朋友们打雪仗。 这个冬天我玩得真开心。 除了夏天，冬天是我第二喜欢的

季节。 

陈曦

在这多雪的冬天里，我最高兴的事就是学校停课。 如果晚上开始下雪一直下到半夜， 或者气象预

告说清晨会有暴风雪，我都会很早就起床去打开电脑， 看看学校的网站是不是公布出停课的消息。

每次学校停课我就会好好的享用丰盛的早餐，培根，蛋，小餐包， 然后出去外头帮助爸爸铲雪， 

顺便玩玩雪球。 之后我就可以在家看电视， 玩电脑， 整天轻松又自在。

在这多雪的冬天里， 学校已经停课好几次。 我也高兴快乐了好几天。 希望以后每年的冬天都是多

雪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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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婕

在这多雪的冬天里， 我最喜欢欣赏窗外的雪景，有时雪花像白色小沙粒，有时候雪花像一颗颗的

棉球， 有是雪花也像是一片片的 小白花瓣，非常美丽。

除了欣赏雪景，我也喜欢和哥哥玩丢雪球的游戏，常常都是哥哥赢。 很可惜我的两个妹妹冬天容

易生病， 所以很少在外头玩雪。否则和她们玩雪球的游戏一定是我获胜。

在这多雪的冬天里，我最怕的就是外头的地上结冰。 常常我们家外头的车道和马路都是冰。所以

走路必须很小心。 冬天真是很美丽而且很危险的季节。

张妞妞

在这多雪的冬天里

今年冬天的雪下的又多又大。 我特别喜欢下雪天，因为一下雪就不上课了。 我们可以滑雪坡， 堆

雪人，还能打雪仗。 多开心呀！

今天又下了一场大雪， 我和妹妹冲出家门要玩雪。可是，雪太松了，不能滑雪坡， 也不能堆雪人。

 我闲得无聊， 只好观察雪花。 开始我没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慢慢地，我终于看到了漂亮的雪花。

 每片雪花都长得不一样。 有大的，有小的，有尖的，有圆的。 可是它们都有一个角。 我没有想到观

察雪花也那么有意思。 下雪天真好玩儿！

张海遥                           

在冬天里，我有好多又好玩的经历，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跟妈妈玩雪。 我们滑雪，用雪造房子，雪

人，还用雪球玩游戏。 

二月的一天， 刚下完冰雪， 我和妈妈穿好了雪衣以后出门。 妈妈说用滑雪板下，因为雪面上一层

是厚冰。 上了我家的后花园的大坡，我就滑下来。 我们不停地滑，直到我们累得不能上坡。

后来，我和妈妈一边休息， 一边做了很多雪人：高的，矮的， 胖的，瘦的， 和乱的。 

接着， 我们用雪造房子，怎么造呢？我们做了好多的雪砖，然后就堆起来。 做完了，妈妈和我假

装那个房子是我们的真家。 

最后， 我和妈妈玩了两个游戏。 第一个是谁可以扔雪球最远。 第二个游戏室谁可以对准雪球打让

它倒下来。 妈妈每一个都赢了！ 

我玩得非常高兴！ 妈妈说， “我知道你玩得高兴， 但是我们必须进去。我们已经玩了三个小时了！

”

李雪萌

今年冬天，下了很多场雪。 对于户外活动来说，最好的就是滑雪。 圣诞节时， 我和一群朋友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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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Sunaped山滑雪。 最险的滑道是 Black Diamond。对我来说太难了， 我就选了容易一些的。 有些滑

道里虽然是 Green Circle， 但因为和其它的滑道交叉，变得很危险。 我因此还被别人撞了一下。 但每

次从山上飞快地滑下来， 感觉还是很好的。 滑完雪后， 我们还一起唱圣诞歌，吃蛋糕。 

我喜欢下雪的冬天， 因为我希望能再次和朋友们去滑雪玩。

李雪雪 

每到冬天， 我都很高兴， 只有冬天才下雪。 有了雪， 我可以去滑雪。 天很冷的情况下可以造雪

人。 冬天还有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圣诞节和新年。

  天非常漂亮。雪停了以后， 雪花挂在树上， 看上去白白的一片像童话世界。 

每年冬天， 爸爸， 妈妈和我都去滑雪。 我和爸爸比妈妈滑的好。 妈妈常说我滑雪时像一个花蝴

蝶在雪上飞。 可是我在最高的山上滑时也会摔跤。 在山上， 我觉得我像鸟在飞。 愉快极了，这感觉

是其它时候没有的， 所以我特别喜欢滑雪。 

下雪天， 我还喜欢堆雪人。我和朋友们做过很多雪人。 首先， 我们做了一个大雪球。 在地上把

雪球滚大。 一共要做三个大雪球。 最大的是脚， 第二天的是身体， 最小的是头。 把三个雪球叠在

一起就成了雪人。 最后， 在给雪人装上眼睛， 鼻子和嘴。我喜欢用圆石头装雪人的眼睛，用胡罗卜

做鼻子， 用绳子作一个高兴的大嘴。 有时候， 我用我的围巾给雪人戴上。 这样我的雪人就不会冷了。

 做完雪人后， 我冷极了。 这时，我就回家喝一杯热可可。 

冬天是一个节日的季节。 最重要的是圣诞节和新年。 每到圣诞节， 我都要收到妈妈和爸爸的礼物。

 我也想办法给妈妈和爸爸做礼物。 我喜欢画画所以我经常给爸爸和妈妈画我喜欢的画。 今年妈妈把

我的画挂在她的办公室里。 过节不只是送礼物， 而是表示我们的爱。 

圣诞节过了，马上就是新年。 新年让我计划下一年的目标。 比如说我今年的计划包括改进学习成

绩和提高游泳成绩。 

尽管 New England的冬天很冷， 但是我还是最喜欢这儿的冬天。 

田思遥

夏天

温暖的夏天肯定是我最喜欢的季节。 到了夏天， 我每天都可以睡懒觉因为学校已经放假了。 在说，

 我和我家每个夏天都去度假。 

去年的夏天， 我家四口人都去了中国。 虽然天气很热， 我家都觉得  夏天在中国玩儿比冬天待–

在学校和家里舒服多了。 我们在杭州， 每天都走一遍西湖， 还玩了杭州的每一个游乐场。 我们还逛

了北京，登上了雄伟的万里长城。 妈妈说，要是没有夏天这个季节， 我们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中国了。 

夏天时， 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 Disney。 妈妈爸爸说，Disney只能夏天去，要不然水太冷。 幸好

有夏天啊！我上一次去 Disney的时候是 2004年。 那年我家玩遍了每一个项目，看到了一个五颜六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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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那个夏天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夏天。 

夏天是每一年最热的季节。 因为这个，所以我家每年都要去一趟沙滩。 冬天天气太冷。 然后春天

和秋天为了上学就没有时间，所以去沙滩只能夏天去。你想，要是没有夏天，就不能去沙滩了，也不能

在外面游泳了！

沙滩上的海浪一遍一遍地冲上来。 海鸟在这儿飞来，飞走。 海浪和鸟叫起来还发出一个非常美丽

的声音。我看着这个庄严的景色， 听着这个美丽的歌声，就想：“这就是沙滩的声音。这就是夏天的

声音。”

崔乐怡

春天

春天在三月二十日开始的。 可是， 我们这里昨天还下了一些雪。 在这里春天要到四月份才开始。 

现在还是太冷了。 等春天真的来到的时候， 很美丽，很温暖。 花都开了。在家里妈妈要种好多花， 

有各种颜色的玫瑰花； 有白色和粉红色的杜鹃花。 爸爸要清理草地， 把去年秋天留下来的树叶扫干

净， 把枯草耙掉， 再撒上草种，施上肥料， 在温暖的阳光下草地渐渐地变绿了。

有时候春天会下太多雨， 一连好几天，到处都是水， 湿湿的，潮潮的，到处都是水。 去年春天由

于连续几天下雨。 我家窗台下的鸟经不起风吹雨打，把鸟窝搬走了。我们很失望。 要是不下雨的话，

这个美丽的鸟，说不定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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