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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爱的大家庭
副校长  王建国

有人曾问我，为什会要当中文学校的志愿者。我的回答很简单，只有

一个字：爱。

一是因为爱太太，我第一次到中文学校。我太太打小就喜欢舞蹈，大

学时她还是校系文工团的活跃分子。到美国后，由于工作的繁忙、生

活的奔波，已经好多年没有踢腿弯腰什么的了。寻思着这恐怕有点委

屈太太，再说也太埋没人才。怎么着也得给她找个地方发挥发挥，找

个舞台给大伙儿展示展示。听说我们中文学校的舞蹈俱乐部相当不错，

就给她报了个名。于是作为陪舞，我第一次到中文学校。

二是因为爱孩子，我喜欢来中文学校。没想到这里有那么多可爱的孩

子们，每次见到我，他们总会用相当标准的普通话向我打招呼：「阿

舅好！阿舅辛苦了！」 。然后就玩击掌「BIG-5」游戏，左手一下，

右手一下。有时遇上几个调皮捣蛋的小家伙，幽默地称呼我「Hey, 

BANANA MAN！」─「香蕉男士」，好像是在讽刺挖苦我，已经“老” 

得直不起腰了，站不直了。想和孩子们玩，我喜欢来中文学校。

三是因为爱乡音，我要来中文学校。刚到美国那会儿，拼命学英文。

一是为应付写论文答辩，二是为公司面试找工作。慢慢地发现，这种

用二十六个字母排列组合成的语言，实在是枯燥。怎么学都达不到那

种欢歌笑语的境界。有一次坐地铁，捡了半张废弃的《世界日报》，

读起来那种亲切感是犹然而生的。中文学校里，汇集了祖国各地的方

言乡音，南腔北调的应有尽有。为了乡音，我要来中文学校。

四是因为爱社区，我想成为志愿者中一员。艾克顿中文学校自建校以

来，从二三百学生，发展到目前的六七百学员，注入了多少个志愿者

的无私奉献。在这个大家庭里，可歌可泣的事迹枚不胜数，感染肺腑

的例子层出不穷。有爱才能付出，有爱才会奉献；有爱才能接纳，有

爱才会忍让；有爱才能默契，有爱才会和谐；有爱才能拓展，有爱才

会兴旺。「只有人人都献出一份爱，学校将变的更美好」。为了能凑

上一份爱，我想成为志愿者中一员。在这充满爱的大家庭里，明天将

会更和谐更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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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utes of the ACLS Board Meeting

Date: August 24, 2008
Time: 7:00 – 10:00 pm
Participants: Bob Xiong, Michelle Deng, Fugen Li, Yang Liu, Judy Holmes, Xuan Kong, Dick 

Calandrella, Principal Hanlan Liu and non-member Vice Principal Jianguo 
Wang. Excused: Lingya Zhou

Minutes:
This regular ACLS Board meeting was called to order at 7:26 p.m. as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2008-2009 school year.

Board members present were: Bob Xiong / Michelle Deng / Fugen Li / Yang Liu / Judy 
Holmes / Xuan Kong / Dick Calandrella  / Principal Hanlan Liu / and non-member Vice Principal 
Jianguo Wang. Excused: Lingya Zhou

Agenda: Items below are listed in the order received by the Chairman and a majority vote will be 
taken to determine the order of discussion at this meeting. Depending on the vote, not all items may 
be placed on this meeting agenda 

# --- Xuan Kong has given notice that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CLS Finance Policy be 
considered for approval.

# --- Xuan Kong has given notice that a moratorium of the expenditure of the long-term fund be 
considered.

# --- Xuan Kong has given notice that a revision of Bylaw article 11 regarding Board meetings be 
considered.

# --- Michelle Deng has given notice that she will move to recommend an open, regular, and face-
to-face dialog with the entire parent community.

# --- Michelle Deng has given notice that the Board reviews the current Bylaw and discusses 
provisions to be focused on revising the Bylaw during the 2008-2009 school year.

# --- Dick Calandrella has given notice that the Board consider meeting monthly.

# --- Yang Liu has given notice that the Board considers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s official 
working languages at Board meetings with translator(s) arranged.

# --- Yang Liu has given notice that the Board shifts her assignment from artistic and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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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to teacher representative.

# --- Hanlan Liu has given notice that she will present the 2008-2009 fall semester school budget.

# --- Hanlan Liu has given notice that she will present 2008-2009 new initiatives.

# --- Judy Holmes has given notice that the Board considers applying to run an event at 
Oktoberfest.

# --- Bob Xiong has given notice that the Board considers identifying someone to exchange a 
personal check for the cash ($174) collected for the Myanmar cyclone relief fund and send the fund 
(total $619) to the American Red Cross.

# --- Bob Xiong has given notice that he will move to nominate Dick Calandrella to be the person 
to record Board meeting minutes for the 2008-2009 school year.

# --- Bob Xiong has given notice that he will move to refer all Bylaw amendment to the Bylaw 
Committee for study and redrafting before the Board considers it further.

# --- Bob Xiong has given notice that the Board discusses whether future board meetings should 
be open to the public

MOTION --- Motion by Bob Xiong & seconded by Xuan Kong “that Dick Calandrella be 
nominated to take the meeting minutes for the 2008-2009 school year. After much discussion the vote 
was taken. YES votes by Michelle Deng / Bob Xiong / Fugen Li / Dick Calandrella. NO votes by 
Xuan Kong / Yang Liu / Judy Holmes / Hanlan Liu. Vote was tied (4 to 4). Chairman Bob Xiong cast 
double vote YES. Motion approved.

MOTION --- Motion made by Xuan Kong & seconded by Dick Calandrella that all above agenda 
items be placed on table for discussion with one exception. Hanlan Liu withdrew request to discuss 
2008-2009 new initiatives. Motion approved unanimously.

MOTION ---Motion made by Xuan Kong and seconded by Dick Calandrella to approve meeting 
minutes with changes as submitted by Xuan Kong for the ACLS special Board meeting of June 26, 
2008. Motion approved unanimously.  

MOTION --- Motion made by Xuan Kong & seconded by Michelle Deng that the ACLS Principal 
salary be set at xxx weekly. Motion approved unanimously.

REPORT --- Hanlan reports on the 2008-2009 ACLS Fall semester operating status. There are 460 
regular class students and 327 culture class students.

REPORT --- Michelle reports for the Book Selection Committee & discusses proposal to re-
imburse for books which were purchased in China

REPORT --- Fugen reports on Parent Council Committee status. Has 4 members, needs at least 
one more.

REPORT --- Xuan reports that $132,661,92 is in the long-term fund in the ACLS account, and that 
the ACLS Finance Committee recommends that consideration be given to move one or more CDs to 
another bank --- if necessary --- to make sure that they fall under the current FDIC insurance limits.

REPORT --- Yang reports that she wishes to resign from Music Night Performance Committee. 
No updat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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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 Bob reports that the By-Law committee will begin work on revising the ACLS By-
Laws and will study the New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By-Laws. Board members who will serve 
on the By-Law Committee are Chairman Bob Xiong / Michelle Deng / Fugen Li / Hanlan Liu / Dick 
Calandrella. Hanlan later recuses herself.

New Business:

MOTION --- Motion made by Bob Xiong & seconded by Xuan Kong to refer the current set of By-
Laws to the By-Law Committee for evaluation. Motion approved unanimously.

MOTION --- Bob makes a further motion seconded by Judy that the By-Law Committee study the 
current By-Laws --- including all other changes suggested by Board members --- and makes 
recommendations for possible changes back to the Board by the next regular Board meeting. Motion 
approved unanimously.

Long discussion about when next regular Board meeting will be is followed by.

MOTION --- Bob moves that meeting monthly is not related to by-law. Fugen seconds. YES are 
Michelle / Bob / Fugen / Yang / Xuan / Judy. ABSTAIN are Dick / Hanlan. Motion approved.

MOTION --- Xuan moves to adopt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CLS finance policy as equivalent to 
the Chinese version as approved on November 11, 2006. Fugen seconds. Motion approved 
unanimously with the comment that the Board re-examines the ACLS finance policy.

 MOTION --- Xuan moves that the Board adopt a moratorium on the use of long-term fund for 
any purpose except direct school operations until a policy is established. Hanlan seconds. YES are 
Yang / Hanlan / Judy / Dick / Xuan. NO is Bob . ABSTAIN is Michelle and Fugen. Motion 
approved. 

MOTION --- Michelle moves that the Board establish an open,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s 
channel with the entire parent community in at least one seminar per semester. Xuan seconds. Motion 
approved unanimously.  

MOTION --- Dick moves that the Board holds regular monthly meetings during the school year 
2008-2009. Hanlan seconds. YES are Hanlan / Dick / Judy. NO are Bob / Michelle / Yang. ABSTAIN 
are Xuan / Fugen. Bob breaks tie vote with Chairman vote. Motion lost.

MOTION --- Yang moves that the Board adopt Chinese and English as the official Board language 
with a translator arranged. Hanlan seconds. YES are Xuan / Hanlan / Yang / Judy. NO are 
Michelle / Bob / Fugen / Dick. Bob breaks tie with Chairman vote. Motion lost

COMMENT --- Yang announces her resignation as Artistic Director.

MOTION --- Judy moves that the Board take on the challenge of running the Oktoberfest activity 
of Laser Tag or Moon Bounce as a way to raise money for the long-term fund. Michelle seconds. 
Motion approved unanimously. Dick also asks that the Board encourage ACLS to have a Table and 
Biyun Dance Troupe at Oktoberfest.  

PRESENTATION --- Hanlan discusses and presents ACLS budget for 2008-2009. Decision made 
that numbers are not ready for a vote and that a future Board meeting will be held

MOTION --- Bob moves that the Board identify a person to exchange $174.00 cash collected for 
the Myanmar Cyclone Relief Fund and donate it to the American Red Cross. Xuan seconds. B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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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ed the total of $619.00 was collected and $174.00 was in cash. Further discussion focused on 
specific person to be named so Xuan offers an amendment to identify Bob Xiong as that person. 
Fugen seconds. Amendment approved unanimously and main motion approved unanimously.

COMMENT --- Bob indicates that time left is not sufficient to discuss whether Board meetings 
should be open to the public. Some further discussion suggests we investigate how meetings will be 
open to the public. 

NEXT MEETING --- Sunday, October 19, 2008

MOTION --- Bob moves to adjourn meeting. Dick seconds. Approved unanimously at 10:07 p.m. 
Meeting adjourned

Minutes of the Special ACLS Board Meeting

Date: September 21, 2008
Time: 3:50 – 4:50 pm
Participants:  Bob Xiong, Dick Calandrella, Michelle Deng, Xuan Kong, Fugen Li, Yang Liu, 

Lingya Zhou, Principal Hanlan Liu and non-member Vice Principal Jianguo 
Wang.

Minutes:
This special ACLS Board Meeting was called for the purpose of discussing the 2008-2009 first 

semester ACLS Budget and was called to order at 3:50 p.m. in Room 501

Board members present were: Bob Xiong / Xuan Kong / Lingya Zhou / Michelle Deng / Dick 
Calandrella / Yang Liu / Fugen Li / Principal Hanlan Liu / and non-member Vice Principal Jianguo 
Wang.

Hanlan presented the 2008-2009 ACLS first semester budget and a number of questions and 
concerns were raised and discussed --- among them a possible tuition increase, long term fund, 
operations fund, use of interest from the long term fund, suggestion of 2 separate accounts (long term 
fund & operations fund)

MOTION --- After much discussion, a motion was made by Dick Calandrella and seconded by 
Xuan Kong that the “Board approve the first semester operations fund deficit budget showing the 
amount of $2,277.13 and total expense of $111,397.13.”The Vote was 7 YES (Xuan Kong / Lingya 
Zhou / Michelle Deng / Hanlan Liu / Dick Calandrella / Yang Liu / Fugen Li and 1 NO (Bob 
Xiong). Motion passed.

MOTION --- A second motion was made by Dick Calandrella and seconded by Bob Xiong that the 
“Treasurer be authorized to withdraw $2,277.13 from the Long term fund and transfer it to the 
operations fund for the purpose of funding the first semester budget.” The Vote was 7 YES (Xuan 
Kong / Lingya Zhou / Michelle Deng / Hanlan Liu / Dick Calandrella / Yang Liu / Fugen Li and 1 
ABSTAIN (Bob Xiong). Motion passed

The meeting was adjourned at 4: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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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师自我介绍
赵雪蝉  五年级D班老师
本人姓赵，名叫雪蝉。悲观者曰，寒蝉凄切，乐观者道，一鸣惊人。籍贯上海，生而逢时，上山下

乡，未能轮到。学会数理，走遍天下，有幸踏入，高等学府，四年寒窗。报效祖国，六年有余，记忆犹

新。

改革开放，东渡扶桑，学习工作，几度春秋，酸甜苦辣，不提也罢。转道北美， 几经波折，宾州

小镇，插队落户。从此以后，相夫教子，种花弄草，晓读闲书，世外桃源，不亦乐呼。谁曾想到，此景

不再，夫唱妇随，来到麻省，人生地疏，巧遇机会，实属有缘。教育子孙，乃我天职，中华精髓，发扬

光大，炎黄子孙，当仁不让。人生经历，亦是财富，桃李天下，死而无憾。最大心愿，叶落归根。

阮静 财务管理

我很高兴在今年九月底成为艾克顿中文学校管理团队的一名成员：Assistant Treasurer。 来美国十

多载，在财经领域工作了八、九年，能有机会为自己社区团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算是对这四、五

年来享受社区服务的一点点回报吧。也希望能给自己的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 -- 对社区，社会多些参

与和给与。 

万圣节

今年的万圣节终于到了，这也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节日了。依照惯例中文学校也给学生们提供了各式糖果。

十月二十六日中文学校结束后，校行政人员叶红、王建国和 Sharon Lu在学校门外发放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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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continues to grow in popularity in the Greater Acton area.  This year there are 562 
language students enrolled, this number includes 63 CSL students.  This is an increase of well 
over 100 students from last year’s enrollment. 

One reason for the continued growth of the CSL group, within ACLS, is the accessibility 
of the administration team.  The Dean of the Language Program, Jianying Shi, and the 
Associate Dean, Hong Ye, are very knowledgeable about teaching heritage languages and 
CSL, and the resources presently available at ACLS.  Their e-mail addresses are posted on the 
ACLS website.  ACLS principal, Hanlan Liu, is very interested in reaching out to the CSL 
program.  This year’s Vice Principal, Jianguo Wang, usually greets everyone as they enter the 
school at 2:00.  He is very approachable, and can point on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CLS had an information table at the recent, October 4, Oktoberfest, in West Acton. 
Many families, and individuals visited the table, including possible future CSL families.  The 
continued growth of the CSL program, and retention of those already enrolled, present some 
challenges, but mostly wonderful opportunities to ACLS.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is 
a Heritage Language School which continues to reach out to the whol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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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特写

将才帅才话袁力

芶燕妮

人们常说艾克顿中文学校是藏龙

卧虎之地， 这话确实不假。这里人才

济济，高手如云。在中文学校服务，我

的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很多非常能干

的人－他们在本职工作上能干，在生活

中能干，在中文学校更能干。他们是中

文学校忠实的志愿者，有很高的自身素

质修养，同时又有很强的团队意识和全

局观念。他们以服务中文学校为己任，

吃苦耐劳，不计个人得失。中文学校刚

“退役”的校刊主编、大名鼎鼎的“才

子” 袁力，就是其中的一位。 

认识袁力应该是二零零六年的春天，

在波士顿武汉大学校友会筹备会上，袁力

作为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代表参加。有

人介绍说他是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前校长，

校董事会成员, 中文学校的才子。半年之后，

袁力接替陆青继任校刊主编，在我担任中

文学校副校长和校长的两年时间里与我共

事。我深觉他的“才子”的美誉名不虚传。

袁力是位将才。所谓将才，乃是“术

业有专攻”的人才。身为校刊主编，他能

写，能编，能设计。校刊上有一个颇为有

趣的“杂谈天下”专栏，在专栏里，作者

瓜农从偶尔的人生杂感写到每期的时事评

论，圈点评说世间事仿佛随心所欲、信手

拈来，把一个缤纷五彩的大世界浓缩到了

艾克顿，让我们大饱眼福。他的评述冷静

中蕴含热忱，深刻中透着幽默。读他的文

章有时会让人忍俊不禁甚至捧腹大笑。他

对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我们所处的这个

总体还算和平、局部却动荡不安的时代有

着独特的深刻理解和真切关怀。这位精彩

的时事评论家“瓜农”正是袁力。

中文学校的校刊每月一期，袁力总是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他的精湛的编辑能

力在五周年校庆特刊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

体现。特刊印刷成册的当晚，袁力兴奋地

特意打来电话，说效果之好超出了他的预

期，等我拿到特刊、翻阅之后也深有同感。

特刊浓缩了中文学校五年的历史，展现了

中文学校的现状风采，从事件到人物，从

抒情到感念，再到其他中文学校及有关团

体的贺信，编排得滴水不漏独具匠心，达

到了极高的专业水准。袁力集封面设计和

文字编辑为一身，融组稿，编排，装帧为

一体，是位高水平的多面手。

设计是袁力的爱好之一，近来更显出

有往专业方向发展的趋势和水平。他有着

很强的艺术功底和审美修养，他的设计和

谐优美，富有创意。四年多以来，他多次

承担中文学校舞台布景工作，从期末的文

艺汇演到春节联欢再到两届艾克顿中国民

族舞蹈音乐之夜以及五周年校庆。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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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年里他还设计了高质量的校庆专题片

DVD和校庆专辑的封面，以及中文学校举

办的各项大型活动的宣传海报，包括波士

顿地区四川大地震赈灾义演和波士顿徒步

募捐的 T恤和横幅。由于时间紧迫，四川

大 地震赈灾义演的海报设 计 是 一 个

overnight project, 晚上 11点袁力才拿到文

字稿，经过连夜设计、修改，凌晨就交出

了初稿，可真所谓“通宵达旦”地工作。

在波士顿公园徒步募捐的那天，看着袁力

设计的大型横幅在风中摇曳，近万人都穿

着他设计的 T恤，我们艾克顿的募捐者多

了几分自豪，因为这份特殊的贡献来自我

们身边熟悉的人，来自我们艾克顿中文学

校。

袁力既是位有能力有水平的将才，也

是位能统领全局有远见卓识的帅才。当过

校长的他有很强的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

在校庆总结会上，他说特刊的成功在于团

队内和团队间的相互配合，比如庆典小组

以及校行政成员提供了大量的统计数据， 

同时组内成员陆青做了很多的校对工作和

大事记的写作。他说话做事总是给人一种

平稳的感觉，却又常常有其独特的幽默感。

记得在一次武大校友会的春节联欢上，袁

力即兴发言，他说他们测绘分部的校友是

说来就来、说不来就不来，而且都听他的，

因为就只他一人。大家哄然大笑，喜庆的

节日气氛更加浓厚。

袁力采用传帮带的形式，用了半年多

的时间和李伟完成了校刊主编的交接。他

既让李伟独当一面，同时又对每期的校刊

严格认真地把关。他不止一次地夸赞李伟，

对李伟制作的校庆专题片更是赞不绝口。

他和我开玩笑，让我在表扬他之前一定要

先表扬李伟。他的 “咱们 admin亲如一家

”的朴实话语实际上是他的“和谐团结”

理念的通俗表达。他的语言和他的文章一

样，质朴中透着幽默，平易中蕴含真诚。

袁力在董事会服务两年，对中文学校

的 by-law颇有心得。一年半以前他和当时

的董事会长刘玉明提出修改和完善学校章

程，特别是修改换届条例。他认为现在的

制度存在着潜在的弊端。因为每两年选一

次董事会成员，没有章程约束董事会成员

留任，这样有可能会出现“大换血”的局

面，如果情况发生，董事会的延续性可能

会受影响，这对中文学校的长期健康发展

恐怕会带来不良后果。他认为一个组织能

够长治久安的基石在于有能够经受风吹雨

打的坚固结构，同时需要有一个完善的章

程做保障。作为年轻的艾克顿中文学校，

董事会、学校行政和家长会三足鼎立，这

种相互制约、相互支持的组织结构需要进

一步的完善。他力主健全组织结构，特别

是家长会。一个人的卓越在于其深刻的洞

察力和预见力。袁力的敢言和直言让人印

象深刻。

从主编位置上“退休”后的袁力有了

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家里的 projects；经营他

自己创办的 New Element Studio。在享受

更多自由时间的同时，他依然活跃在我们

的社区，用他的特长为社区服务。他和中

文学校其他志愿者、波士顿的文艺和非盈

利性组织包括兄弟中文学校一起，又开始

筹备年底十二月七号波士顿四川大地震赈

灾募捐的晚宴。他设计的“爱的奉献”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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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海报，让我们又一次见识了他对赈灾志

愿工作的激情和图形设计的功力。

瓜农在他的瓜地里依然勤奋地耕耘，

我们期待着他的更甘饴成熟的瓜果。

艾克顿中文学校参加十月节

（Oktoberfest）
兰君

十月四日，一个明媚的金秋的星期六。

艾克顿男女老幼，热热闹闹地涌入了镇西

部，参加一年一度的十月节。这里有展出、

有表演、有游戏。近百家摊位占据了几条

大街，争相媲美，各领风骚。艾克顿镇西

药店前面的露天空地搭成临时剧场，从上

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都有精彩的文艺、技艺

表演。艾克顿功夫馆的中国功夫，艾克顿-

博思宝路高中的《小飞侠》（Peter Pan）

片断，社区剧院的《简爱》(Jane Eyre) 片断

等都相当精彩，赢来阵阵喝彩。同时交叉

进行的还有在邻街的镇芭蕾舞馆里的颇具

职业水准的舞蹈表演。主办单位为孩子们

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游戏节目。他们可以跳

硕大的充气垫；抚摸动物，包括山羊，大

公鸡，兔子，乌龟等；参观警车；到救火

车里“实战演习”，或者参观镇上最老的

救火车和警车；画脸；装饰南瓜等。让人

感叹的是击铃落水的游戏。志愿者穿着泳

衣，被击落水，从容地从大水桶里爬起来，

大风刮过依然面带笑容，确实精神可嘉。

还有一群教会组织的十五六岁的孩子们带

着纯真笑容，给行人免费赠送拥抱。临时

搭建起来的一系列的食品摊位非常热闹，

热狗，汉堡，比萨饼，炸面饼，爆米花，

棉花糖香味扑鼻。

艾克顿镇西部的十月节迄今已有十五

年的历史。它由艾克顿西部商业职业协会

（The West Acton Merchants， Business &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举办。今年的主办

单位有三十三个团体，包括艾克顿西郊市

场，艾克顿芭蕾学校等。近百家团体和组

织事先申请摊位，届时在指定的地点展出

有特色的宣传材料或为本组织进行募捐。

这次活动的主要负责人艾克顿西部商业职

业协会会长 Skip Kennedy表示，举办十月

节的作用有四点：（1）给艾克顿的各组织

社团及生意机构提供一个宣传平台；（2）

为镇里人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3）

让小孩子们玩得开心；（4）获得的纯利润

募捐给指定的慈善机构。历年来此项活动

共捐善款$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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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从去年起开始参加十月节。

由于申请时 间略晚，去年 在  Windsor 

Avenue 上摆了一个摊位卖中文学校举办的

“第二届艾克顿中国传统音乐舞蹈之夜”

的入场卷。今年学校行政对这个难得的全

镇范围内的宣传机会相当重视。董事会成

员 Dick Calandrella 和副校长王建国很早就

开始了摊位的申请，最终争取到了位于艾

克顿西郊市场前面的很醒目的位置。校长

刘汉兰亲自率领校行政人员史建英、叶红、

左国英、邓育红及 Dick Calandrella一大早

就到了指定地点搭起展台并轮流守摊。董

事会熊柏、刘阳、周玲雅及文化课老师王

泽明也在不同的时间段帮忙。在悠扬的中

国民乐声中，女士们身着亮丽旗袍，Dick 

身着丝绸唐装，笑容可掬地为行人分发中

文学校的宣传材料和中国奥运小型福娃系

列礼品。中文学校的展览以奥运和中国结

为主，丰富多彩；与鲜花相映衬，惹人眼

目。五周年校庆特刊和中文学校专题片

DVD也在展台上。校刊主编李伟制作的有

关中文学校的小型宣传册子极受欢迎。它

简略地介绍了艾克顿中文学校的概况，语

言课特别是中文做为第二外语课，文化课

等。几十份册子分发一空。

这项活 动 和新学 年 校行政提出的

Reach Out 的社区计划相吻合。希望通过

一系列的宣传能更进一步地向社区介绍艾

克顿中文学校，扩大中文学校的影响力，

尤其是向非华裔家庭宣传中文做为第二外

语课和文化课。校长刘汉兰表示中文学校

积极参加艾克顿镇的传统活动包括十月节

能够让艾克顿社区对中文学校有更深入的

了解，更大范围内地弘扬中华文化，提高

艾克顿中文学校的整体形象，同时让艾克

顿中文学校了解社区的需要。艾克顿中文

学校多年来一直坚持的“立足艾克顿社区，

服务艾克顿社区”的办校理念在这一实践

中进一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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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逢何必曾相识
王晓鹂

单位有一个 Kitchen Committee，专门负责迎

来送往和各种节日的 Party。三人一组轮流。

今年轮到我。

这是最受大家欢迎的一个 Committee，

因为所有的主题都是吃喝玩乐。每次 Party

总是一呼百应热热闹闹，着实让大家放松。

可我们接手的第一个 Party 就不顺利。那是

一个欢送, 主角是一个韩国老太太，Ms. K。

Ms. K 是个风趣又乐观的老太太，六十余

岁，头发花白，偏瘦，略有些驼背，神情总

是笑眯眯的，言语和动作却很夸张。每天见

她多是在午饭的餐桌上——单位有个小厨房，

十一点到两点之间，总有陆陆续续的人在吃

午饭，几个中国同事的午饭时间固定在一点

以后。Ms. K也是那个时间。第一天吃饭的时

候，见她边吃饭边在一片纸上写写画画，好

奇地张望了一下，发现她居然在写白居易的

《琵琶行》，复杂的中文繁体字，书法相当

不错。不由惊奇地多看她一眼，正碰到她抬

头，目光相撞，都笑了一下。然后听她问旁

边的同事：“哎，这句，醉不成欢惨将别，

别时茫茫江什么月？” 同事一听，笑着指我

“问她，问她，她可是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

博士。” Ms. K 做了个极其夸张的崇敬表情，

笑着把纸片递过来。我就着她的手，写了个

“浸”字。她笑着说：“谢谢你，王——老

——师。” 这句话，她是用中文讲的，不够

标准，格外的抑扬顿挫，把大家都惹笑了。

后来才知道，她一直在自学中文，随时

拿着中文书看，背了很多唐诗宋词和古文，

比如屈原的《渔父》，陶渊明的《桃花源

记》，王勃的《滕王阁序》，苏轼的《喜雨

亭记》等等，有些我自己也背不出来的。她

非常喜欢中国，常开玩笑说，退休后要去中

国，找个山清水秀的城市去教韩文，只可惜

自己中文不够好。每当这时，大家都笑着夸

她：“你的中文在中国生活足够用了，就算

说不好，也可以写出来给人看呀。”她也就

笑了，一边跟着我们说中文，像个认真的小

学生。

Ms. K也是个开朗的人。有一天，同事推

荐一套中文教材给她，带 CD的。书里介绍了

几首儿歌和民谣，《小燕子》《小兔乖乖》

《茉莉花》《南泥湾》什么的。过了些日子，

她跟着 CD学会了那几首歌，唱给我们听。看

她头发花白却摇头晃脑地唱儿歌，还乐在其

中的样子，既滑稽又认真，大家也就忘了她

的发音不准，一起附和着唱起来。唱完了

《两只老虎》，她说太喜欢那首歌了，那两

只老虎简直太 Cute了。然后，又认真地问：

“为什么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

大家一听，都笑了。这让我想起了五岁的女

儿，她也曾好奇地问过这个问题。看来，老

人和孩子的思维，确有共鸣之处。呵呵。

相处的时间长了，也慢慢知道了她的一

些情况。她原是韩国皇裔，祖上是韩国皇帝，

号世宗。至今，她和皇裔还有联系。有一天，

给我们看照片，是穿着传统韩服的她和一个

白发老太太的合影。她说，那个老太太，就

是高宗李熙（1863－1907在位）的孙女，义

亲王的媳妇。她说起家族的人与事，全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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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夸耀或自得，神情淡淡的像是在讲故事。

目前，她丈夫已去世，孩子不在身边，独自

一人生活，平时在这里上班，周末是一家韩

文学校的校长。

Ms. K是个非常有艺术眼光的老太太。她

自己做的手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图案的

设计非常别致。听说，她的那些手工艺品，

获过许多奖，还开过展览会。一天中午，看

她拿着一团白线在缝一个儿童 Quilt，针脚细

密，以假乱真。可她笑着摇头：“这是给一

个朋友的小孩过生日用的，时间紧，做得不

好，有时间好好做一个给你。”单位的厨房

里外两间，里间的窗台上，常年摆着绿色的

盆栽，而自春天伊始，外间圆桌上的花瓶里

就插满了同事从自家后花园剪来的鲜花，水

仙、玫瑰、牡丹、芍药、雏菊、情人草、鸢

尾花……煞是迷人。那天刚进厨房，就看到

花瓶里插满了五颜六色的花草，娇艳苍翠，

美丽芳香。拐进里间，只见餐桌正中摆了个

小巧玲珑的玻璃花篮，注满清水，点缀着不

知名的蓝色小花，衬着翠绿的叶子，异常可

爱。忙问是谁带来的，同事答曰 Ms. K。正想

夸她养花的技巧，却说不是她养的，是她捡

的—她住学校的公寓，不能养花。可她每天

都会路过办公楼附近的一个花园，园丁在整

理花园，扔了一地多余的花花草草，她顺手

捡来，修修剪剪，化腐朽为神奇。那个花园

很漂亮，许多人都会经过，有时中午散步，

我也会路过，也曾看到废弃了的花草，可除

了 Ms. K 谁也不曾留心。罗丹说过：“这个

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如此看来，的确有一双能发现美的眼睛。

然而，不知为什么，工作了近十年的 Ms. 

K居然被 Fire掉了，找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代替她的职位。据说，是得罪了某个人。尽

管大家都很疑惑，可事已至此，只好按部就

班，准备筹划一个大型的 Party 给她送行。

不料，伤心失意的她坚持谢绝那个 Party。

好几位关系好的同事给她做工作，她也不允。

这下，我们 Kitchen Committee的人难做

了。不办 Party 不行，办也不行。只好商量

先买张卡，大家轮流写上告别的话，又买了

有纪念意义的礼物，再打算随机应变，在她

临行前，买些小吃，大家聚在一起道个别。

——否则，她铁定会不声不响走掉的。

果然，离最后的日子还有三天，她带了

自己做的寿司来给大家吃，表达自己的谢意。

倒数第二天午饭的时间，又挨个问我们中文

名字的写法。不大会儿功夫，看到厨房的圆

桌上摆满了各色的卡片，是她送给每个同事

的——原来，她早就准备悄悄离开了。我们

匆忙买了东西，把人凑到一起，办了个极小

规模的 Party。其实，就是简单的话别会。

可她，居然被感动了，说话间眼圈红红的。

那些卡片，是她利用废旧的书籍封面自

己设计的，风格独特，书香气浓，非常有艺

术性。给我的那张，是一幅水墨林木，开阔

的天空里几只麻雀在追逐。里面是她道别的

话，并引了几句白居易的那首《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

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

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

别时茫茫江浸月。”

这次，她记住了那个“浸”字，可我一点儿

都不开心，心里酸酸的，满是留恋，满是不

舍。虽然，我们不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可在

这个地方，大家都是外国人，都是游离在主

流文化边缘的人，何尝不是同样的沦落天涯，

身不由己？又何必相逢曾相识？想到此处，

更添悲凉。那是我最后一次见 Ms. K。因为自

尊，最后一天她没来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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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周沫

纣王登鹿台自焚。武王向上天和百

姓宣布纣王的罪状和商朝的灭亡。中国

从此进入了新的朝代  周朝。–

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姬旦，周公是西

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

家。 他奠定了我国儒学文化和封建制

度的基础。在灭商后，武王听取周公的

意见释放了被关押的商朝贵族，散发鹿

台的钱财，开仓济民。西周是我国封建

制度的开始。自武王灭商朝后，开始分

封诸侯。武王实行大封建，主要将中央

王朝直接控制范围以外的广大土地分封

给了姬姓的子孙灭了周围的小国，建立

较大的侯国，使遵守周朝制度，向周王

朝贡。武王封周公于鲁，太公姬望于营

丘， 召公姬爽于燕。周初大封建，被

封的兄弟之国有十五人，姬姓之国有四

十人。相对于商朝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

说来，含有了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

灭商回朝后，武王由于日夜操劳染

上了重病。周公虔诚的向祖先神明祈祷，

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替换武王的健康。

祈祷之后，武王的病情有所好转。 但

是不久武王还是病故了。 在临终前，

武王将周公招至榻前，欲将王位传给他。

周公涕泣不止，不肯接受。武王死后，

太子诵继位，是为成王。成王不过是个

十多岁的孩子。面对国家初立，尚未稳

固，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复杂形势，成

王是绝对应付不了的。武王的死使整个

国家失去了重心，形势迫切需要一位既

有才干又有威望的能及时处理问题的人

来收拾这种局面，这个责任便落到了周

公肩上。周公执政称王。

周公称王，文王的第三子管叔有意

争权，并散布流言说周公要谋害成王。

管叔和第二子蔡叔鼓动起纣王之子武庚

禄父一起叛周，并且联系了徐、奄、淮

夷等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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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新建不久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

的打击。如果不能够制服叛乱，周朝将

会灭亡。而周文王辛苦经营几十年建立

起来的功业会毁在一旦。在王室内部也

有人对周公称王持怀疑态度。这种内外

夹攻的局面，使周公处境十分困难。他

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说服太公望

和召公爽。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

东征讨伐管蔡。经三年多的艰苦作战，

终于平乱，巩固周朝。

周公平乱回朝后便营建了东都洛邑。

建城的主要劳力是“殷顽民”，即殷人

当中的上层分子。这样使得这些顽民脱

离了他们原先的住地从而失去社会影响

力。这样将他们集中起来有利于看管。

周公更派遣了八师兵力驻守在此。东都

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

盛大庆典，正式册封天下诸侯。

为了巩固周的统治，周公先后发布

了典章制度,其中包括 --《康诰》以安

定殷民，《酒诰》防止殷民饮酒成风，

《梓材》提倡明德。周公的执政以自食

其力，恩威并施的方向。周公反复申明

“天命”的观念。 而“天命”取决于 

“德”。商纣失掉天命是因为失“德”，

周人得以“天命”必须有“德”。这个

比商朝进步的信念宣扬了保住天命的条

件之一是保民。从而民心成为君主不得

不认真考虑的问题。

在西周初期，建立宗法制即礼仪，

尊卑贵贱的区分。这也是是继承制的确

立。传子和传弟有传长、传幼和传贤的

矛盾，而这往往导致王室纷争，王权衰

落的根本。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以后，只

有嫡长子有继承权，这样就经法律上免

除了支庶兄弟争夺王位，起到稳定和巩

固统治阶级秩序的作用。宗法制维护父

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

等级森严的礼法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谁

要是违反了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

等。

周公执政 6年。当成王已经长大，

周公将王位还给了他。周公作《无逸》，

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要先

知民生之艰难，不要纵情于玩乐。周公

晚年精力用于制礼作乐， 继续完善各

种典章法规。

封建制度的形成无疑是社会的政治

与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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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金融的和政治的 
－ 十月时事回顾

瓜农

今年夏天的北京奥运会上，刘欢和莎拉·布

莱曼合唱的主题歌“You and Me”，因其虽

旋律优美但节奏过于缓慢、富于催眠效果而

备受争议。但就有某天才指出，此歌显示了

中国政府对世界局势的预见力，表达中国人

民深刻理解即将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动荡及其

所带来的对人们生活的巨大影响，因为这首

歌的标题，翻译成中文就是－《油和米》。

2007年道琼斯指数一路高歌猛进，气势如虹，

在 10月初创下 14198点的历史最高。自那

以后，金融界就一直麻烦不断。次级贷款造

成的银行坏账和价值不明的房贷类债券，就

象一个幽灵在华尔街头顶盘旋。每次高盛、

花旗宣布：我们又认了几个亿的坏账，把它

列为亏损；我们已经捉完了鬼，没有什么好

担心的了，我们抬头向前看 － 这个幽灵这

时候就悄悄地出现，从账本的某个旮旯里又

翻出一堆散发着恶臭的数字，硬塞给强做镇

静的金融大佬们。次级贷债券及相关的金融

衍生产品，经过精美的包装和层层加码的杠

杆，由华尔街荣誉发行，卖遍全球，把所有

的银行、投资机构以及依赖金融资本的实体

产业都绑成了一串。而次级贷款风波的影响

面，由几户在银行的纵容下、听信贷款经纪

人的花言巧语而借下高利贷的房主，发展到

还不起房贷的家庭遍及全美，造成银行坏帐

猛增、损失惨重，并购、倒闭象瘟疫一样蔓

延，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超越国界，

发展成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

每个星期一都是黑色星期一，所有的消息都

是坏消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9月 29日

道琼斯创下的 777点的单日最大跌幅记录仅

仅保持了 1周，就在 10月 6日被 797点暴跌

刷新。进入 10月以来的连续8个交易日，

道琼斯指数持续下跌，累计跌去 2400点，

下跌点数和跌幅都创造了历史纪录，几万亿

美元的财富化为乌有。华尔街血流成河，欧

洲和亚洲股市一片愁云惨雾。退休金账户大

幅缩水，401K改名为 201K；2007年人均收

入世界排名第 7的冰岛，被金融风暴彻底掩

埋，以所欠外债 7倍于GDP而处于国家破产

的边缘，出海捕鱼培训班大量开办。全美国

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因付不出贷款而失去住所，

银行在互不信任、满腹狐疑中捂紧腰包。消

费者信心指数降到了 40年来的最低点。随

着危机由金融业向实体商业和制造业蔓延，

通用汽车、Yahoo开始大规模裁员，正在罢

工的波音工会的工人们措手不及，面面相觑。

一场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

衰退正在逼近。

在上次大萧条中，各国政府袖手旁观、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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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牢，象防范洪水猛兽一样防止邻国的危机

传入，结果反而使得经济活动越发低迷，经

济萧条的阴影长期笼罩西方世界；而这一次

政府在金融巨头们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后终于

意识到，完全自由的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

显然是部分地失灵了。

160年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其纲领性文

件《共产党宣言》的最后，发出响亮的召唤：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革命导师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起草这本埋葬资本主义的宣

言时，做梦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联合起来

的，竟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央银行。

月初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加拿大、瑞

典，瑞士、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央行及香港金

管局联手紧急降息；美国国会通过7000亿

美元救市基金后，欧洲各国随后跟进，法国

注资 3600亿欧元，德国的 4800亿欧元，西

班牙 1000亿欧元，英国370亿英镑。各国

政府高调救市的力度之大，态度之坚决，步

调之一致，前所未有。高盛 CEO出身的财政

部长保尔森终于黑下脸来干预市场，摆下鸿

门宴强迫包括花旗、美洲银行、JP摩根在内

的 9大银行接受政府注资；伯南克在斯坦福

大学当教授时研究的课题之一就是三十年代

的经济大萧条，现在终于有机会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对业界应是一个利好消息。华尔街

成群的 PhD和大量的经济学家，苦中作乐之

余，也许能在这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中发现

点新理论、新思维，说不定若干年之后，就

能被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学究们看上，就像伯

南克的同事保罗·克鲁格曼一样，拿个诺贝

尔奖。

这次的经济灾害太过惊心动魄，所有的媒体

上连篇累牍的是股市、金融、工作，以至于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只被敷衍了事地提及，

在头版占了个小标题后转到了第 12版。无

论如何，这些人类的精英以其杰出的贡献，

理应得到应有的尊重：德国学者哈拉尔德·

楚尔·豪森 (Harald zur Hausen)，法国学者

弗朗索瓦·巴尔－西诺西 (Francoise Barre-

Sinoussi)和吕克·蒙塔尼 (Luc Montagnier)

因发现人乳头状瘤病毒和艾滋病病毒获得生

理学/医学奖；美籍日裔科学家南部阳一郎

(Yoichiro Nambu)、日本科学家小林诚 

(Makoto Kobayashi)和益川敏英 (Toshihide 

Maskawa)因基本粒子夸克的研究成就获得物

理学奖；美国科学家小泉修 (Osamu 

Shimomura)、马丁·查尔菲 (Martin Chalfie)

以及美国华裔化学家钱永健 (Roger Y. 

Tsien)因莹光蛋白标记技术获得化学奖；美

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因国际经济的贸易格局及地域分布

的研究获得经济学奖； 法国作家让·马瑞

尔·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 (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得到文学奖；芬兰前总

统马尔蒂·阿赫蒂萨里 (Martti Ahtisaari)获

得诺贝尔和平奖。对经济形势的关注可以夺

走今年诺贝尔奖获奖者的风光，但不会改变

的，是人类对真理的渴望，和追求完美、永

不言败的精神。

对经济形势的关注可以改变很多东西。10年

前，克林顿被伪证和妨碍司法的指控搞得焦

头烂额的时候，是如日中天的美国经济和老

百姓对克总统的普遍好感，使得参议院对弹

劾程序慎之又慎，而这最终挽救了克林顿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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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命。28年前，离总统大选投票日还有

1周的时候，卡特的民调仍然领先里根，但

是当时的美国经济因为能源危机和经济滞涨

而乌烟瘴气。里根看准了经济形势对大选局

势的巨大影响，对选民连连发问：你们的生

活比四年前更好了吗？(Are you better off 

than you were 4 years ago?) 选民们思考的

结果就是让卡特卷铺盖走人。对当前的局势，

奥巴马和麦凯恩自然心知肚明。

两位候选人在一个月之内进行了三次电视辩

论，辩论的焦点逐渐从外交、反恐向税收、

医疗、就业等内政问题的转变，反映了民众

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的深度担忧，在这个

时候，选民自然把黑锅扣到了执政的共和党

头上。麦凯恩的自我定位是越战老兵，美国

英雄，在经济方面却缺乏敏感性，更糟的是，

他被奥阵营成功地跟不招人待见的布什绑在

了一起。9月 15日道琼斯指数暴跌，上演“

黑色星期一”，第二天麦凯恩说“美国的经

济基础仍然稳固”，被对手阵营抓住把柄，

连同他的自我调控的自由市场理论和 7处住

宅拉出来一起痛批。奥巴马搞经济在行吗？

没有人知道，因为他什么都没做，但民众宁

可相信，“It can't be worse”。奥巴马描

绘出了一幅在他领导下美国经济将会出现的

美好前景，相比于被贴上“布什继任者”标

签的麦凯恩，自然拥护者众多。

经济问题成了麦凯恩的死结，奥巴马则抓住

一切机会对对手落井下石。10月 16日，在

纽约的艾尔・史密斯（Al Smith）慈善晚宴

上，奥巴马不忘调侃：“人们都说如果我继

续谈经济，麦凯恩就会输掉，所以我这次还

要唠叨一下经济”。

麦阵营当然看出了这个致命的缺点，麦凯恩

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极力地要摆脱被动局面。

动作之一：跟布什划清界限 － 虽然他曾承

认在参议院 90％的赞成票投给了布什，但不

妨碍他在第三场辩论的时候幽对手一默：“

我不是布什总统。如果你想和布什总统竞争

职位，就应该 4年前参加竞选。”动作之二：

说奥巴马将对中产阶级增税，要搞“劫富济

贫”，“管子工乔” (Joe the Plumber)不经

意间名扬天下，让乔觉得不去考个管子工执

照还真过意不去。动作之三：大量投放广告，

把奥巴马跟激进组织成员、种族主义分子联

系起来。让这样的人当上总统，大家如何还

有安全感？

组合拳的效果不尽人意。民众得到的印象，

反而是觉得麦凯恩不得要领、危言耸听。麦

阵营推出的奇兵 － 美女州长佩琳在最初的

明星效应过去之后，渐渐暴露出经验匮乏、

准备不足的弱点，民调显示竟然相当多的选

民表示不投麦凯恩的票，就是因为不相信佩

琳。反而是奥阵营的选举搭档乔·拜登一改

过去的大嘴形象，稳扎稳打，即使谈不上有

明显的助选效果，至少让人挑不出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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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在即，当奥巴马以得到超过 300万人的

总共6亿美元的捐款而远超麦阵营、当盖洛

普、美联社、纽约时报/CBS和 CNN的民意调

查结果都显示奥巴马有不同程度的领先，当

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前国务卿科林·鲍

威尔公开为奥巴马背书 － 我们真的要见证

历史，看到美国第一个黑人总统诞生吗？

麦凯恩不以为然。这个自参加竞选以来就一

路屡遭挫折、但总能化险为夷的老牌政治家，

以无比的韧性，期待一个 60年后的杜鲁门

式大逆转*。“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奥巴马则简单明了：“It's the economy, 

stupid!

*1948年，共和党人杜威跟民主党人杜

鲁门竞选总统职位。大选前夕，几乎所有

的民意调查都表明杜威必获大胜，甚至有

报纸提前印出杜威当选的消息，但投票的

结果却是杜鲁门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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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

简路缤

我的名字是简路缤。路是道路的路，缤是

五彩缤纷的缤。我的爸爸和妈妈给我这个

名字，因为他们希望我的生活充满乐趣。

他们不想给我起一个英文名字，但是还想

这个名字容易被美国人发音。我喜欢我的

名字，因为我的学校没有别人和我重名。

陈雪岩

我的名字是陈雪岩。陈是我的姓，陈字虽

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思，但是陈在中国姓

里是个大姓。在中国人里大概有几千万人

姓陈。雪字是雪白的意思，冬天下的雪。

我最喜欢的季节是冬天，我最喜爱的运动

是滑雪。岩是岩石的岩，代表坚硬的石头，

希望我很壮，身体非常健康。我的名字很

特别，我非常喜欢。

高 像

我的名字是高像。 妈妈， 爸爸给 我这个

名字因为爸爸曾经要改名叫高像；我出生

了，他们就给我这个好名字。爸 爸在我出

生之前曾觉得“高 明”不是一个很好的名

字，想把“ 高明”变成“ 高像”。他告诉

每一个人他的新名字是高像。听说那个话，

人们都开始叫他高像 。可是爸爸还没有把

名字放心上呢，于是就不理他们。 几天过

了，爸爸觉得大家不要跟他说话了；一问

妈妈，爸爸，原来不是人家不理他，是他

自己忘记他的新名字是高像了！爸爸就 哈

哈地笑起来了。

有一天，爸爸想到了老名字，突然觉得 ”

高明”这名字不错，比“高像”还好。他

把名字又换回去“高明”了；我出生时，

他就想到“ 高像”，给我叫“ 高像“，希

望长大了能像父母一样行事为人。

刘梦

今天，我跟我的爸爸妈妈聊天。我问他们

为什么我叫刘梦？爸爸说我的名字不仅仅

容易记而且也容易读还因为在我们家的这

一代孩子当中，所有的小孩都取了单字的

名字。妈妈说，当我们到美国以后，全家

有很多的梦想。当你出生的时侯，我们全

家非常高兴，这是我们的梦中之梦。所以

我们叫你“刘梦”。

李达仁

我的名字是李达仁，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名字是李达仁。我只知道爷爷给我取

了这个名字。我想我的名字达仁的意思是

达到仁慈。此外，爷爷去过一个算命先生

那里。根据我的出生年月和时辰，算命先

生列出了几个名字，达仁是其中之一。爷

爷选了达仁，爸爸妈妈和家里人都觉得不

错，这就成为我的名字。

崔乐怡
我的名字叫崔乐怡，意思是快乐，自得。

爸爸妈妈希望我能快乐地成长。本来我爸

爸想把我的名字取为崔嘉梅，因为他很喜

欢这个“嘉”字，他希望我的名字当中有

这个字。同时，他也喜欢吃梅子。可是妈

码说嘉字太难写了，梅字太老气，她不喜

欢这个名字。我有一个表姐，她的名字是

静怡。妈妈说就叫我乐怡吧。妈妈爸爸没

给我取小名。他们想有英文名字，中文名

字再加上小名，太多了。我喜欢我的名字，

希望我的生活象我的名字那样快快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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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田峪长城 (二)

王挺

去年夏天, 我们一家回中国度假。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 我和爸爸就去爬慕

田峪长城。出了北京城, 我们的汽车在

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上飞跑。不到两个

小时, 我们就到了慕田峪。

我们坐缆车来到长城上。我指着远

处山顶上的一座烽火台对爸爸说:”我

们有信心爬到哪儿去吗?”  爸爸回答

说:” 好, 我们开始吧!”  我们一边登

长城, 爸爸一边给我讲长城的故事。爸

爸告诉我, 美国有个伟大的人叫华盛顿；

中国也有一个同样伟大的人叫毛泽东, 

他在一首诗里写到”不到长城非好汉。

”因此长城每天都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

的无数游客。人们都想来登长城, 当英

雄。一个多小时以后, 我们终于登上了

大角楼烽火台。从这里观看长城全景, 

远处的长城好像一条白练挂在高山上; 

从近处看, 长城好像一条巨龙从天飞落, 

它的尾巴没有尽头, 在蓝天下显得神奇

而美丽, 十分壮观。我跳起来给爸爸一

个HI-FIVE, 庆祝我们当了英雄好汉。

可是, 当我们开始下山的时候, 才

想起”上山容易, 下山难” 如果像这样

下呢?  这时, 我突然看见长城边上有一

块大牌子, 上面写着”下山滑道” 我高

兴得叫了起来. 这是一条一米多宽的金

属滑道, 从山顶一直修到山脚. 每个人

坐在一个小滑车上往下滑, 用一根操纵

杆控制速度. 我和爸爸滑得飞快, 一会

儿往左, 一会儿往右, 在绿色的山林里

穿行. 爸爸的帽子都被风吹掉了。只用

了不到二十分钟, 我们就来到了山脚下, 

真是酷极了。

我在长城玩得很开心, 下次回中国，

我一定还要去爬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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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暑假
六年级 A 班作文

钱昆

我打开车窗， 一阵微风吹进来。 

金色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 蓝色的天

空每一片云彩。 路边上有很多卖水果

的摊， 在卖水灵灵的桃子， 红红的苹

果， 还有各种我说不出名字的水果。

我们在去抚仙湖的路上。 我们全家

去那里度假。 抚仙湖在云南，离昆明

四百多公里。 它是中国第二深的淡水

湖。 抚仙湖的水特别清， 可以看到小

鱼游来游去。 

我们的车开到了一个卖藕粉的摊子

前面。 我看到有很多人在品尝。 我们

也下车去尝了藕粉。 然后我们又上路

了。 晚饭就在一个湖边餐馆吃鲜鱼。 

我们到旅馆时，天已经黑了。 我一到

房间里就准备睡觉。 刚坐到床上， 我

的舅舅就进我的房间来。 “我们要去

放孔明灯了！你要来吗？” 舅舅问我，

“好啊！”

我们下楼到湖边阳台上。 月光照在

湖水上。 我们用打火机点着孔明灯中

间的蜡烛。 红色的孔明灯慢慢的漂了

起来。 又圆又亮的孔明灯，飞得越来

越高，看上去越来越小， 最后进到云

彩里了。放完孔明灯， 我们回到房间

里， 我已经很累了。 我们的度假才刚

刚开始呢。 

季泽然

今年六月二十号， 学校放暑假了。

今年我去夏令营， 除了跟朋友玩之外，

 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读书， 比如， 

Redwall, Alex Rider, 和 Deltora Quest 系

列等等。 我非常喜欢运动，所以什么

篮球，棒球， 橄榄球等， 都玩了。我

还参加了一个橄榄球队叫 ABPW。 每

个星期有三次训练和一次比赛， 每一

次需要两个小时左右。 虽然训练非常

辛苦， 但我还是很喜欢这种运动， 我

们队很棒。 今年夏天我还去海边游泳

了， 那里风和浪都非常大， 有一次我

们的遮阳伞被一阵海风刮走了，伞在沙

滩上连续做了三个前滚翻。 我在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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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了冲浪。 那种感觉实在太好玩儿

了。 我还想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我

们见到一只巨大的海狮！另外， 我们

全家和朋友们一起去麻州的森林公园露

营了两次。第一次的经历有点儿惨。 

就在我们准备回家前的一小时， 天突

然下起了暴雨，因为帐篷漏雨， 我们

的行李全部被雨湿了， 一家人狼狈不

堪地逃回来。 我们不甘心这样的结局，

 因此两星期后，我们又第二次去野外

露营。 这一次老天爷对我们很友好， 

露营很成功。不过，我还是有点想我班

上的老师和同学了。再见了，我的夏天！

李达安

这个夏天我和我的家人们去台湾。 

我看到我的奶奶，姑丈和他的家人。 

我们吃了很多中国菜。 我吃了我最喜

欢的炒饭。 我们去到很多好玩的地方。

 在日月潭看到一个很美丽的湖。 湖边

大山围绕。 有一个山在冒烟， 可是这

个山不是很危险。 你可以闻到硫磺味。

 

在台湾我很高兴。它的天气非常热

可是它的晚上很舒服。 每个家都有空

调。 我最喜欢骑自行车。 我的哥哥和

爸爸和我去一个公园骑了很长的路。 

我和我的哥哥比赛， 可是他比我快。 

我喜欢夏天。 

汤有有

今年我的暑假很开心。 我学打网球，

 打篮球， 和排球。但是最开心的是我

和朋友们都去Canobie Lake Park。大家

都很开心。 一到那儿大家等不及了。

就跑进去决定坐那个过山车。 我们决

定坐一个过山车叫Yankee Cannon 

Ball。 这个过山车很快！下来的时候我

头都晕了。 我还坐一个过山车叫

Starblaster。坐上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 

一…二…三。大家大喊。 我们上去很

快！然后下来一点，然后又上去了！我

们很快就下来了。 我和我的朋友们坐

了很多过山车，可是我觉得这两个过山

车是最好的。 我回到家就想， “今天

真开心！”

张子莹

今年的暑假特好玩儿！我们去了几

处有趣的地方。其中我最喜欢的地方是

缅茵的 Acadia 国家公园。 我们全家和

朋友一家一起去的。 我们在那儿野营

了三天， 爬了一座高山， 还拣了许多

淡菜的时候， 我看到了几个海星。 它

们有各种颜色，红的，粉的， 绿的， 

和枯黄的，而且它们的颜色会变来变去

很好玩儿。 当我们要走的时候， 我真

舍不得离开。 明年我还要去缅茵玩！

陶然

今年暑假， 我们去海边玩儿。 我

们开车去了南卡罗来纳的希尔顿岛。 

在路上我们路过佛吉尼亚州，去了美国

南北战争博物馆参观。 

第二天， 我们到了希尔顿岛，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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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顿海滩和网球度假村。 我们每天

到沙滩上玩沙和水， 捡 sand dollars，晒

太阳， 还到游泳池去游泳， 晚上吃海

鲜。 我们还去了Kayaking， 我们在小

船上看到好多海豚！ 它们在水里跳来

跳去， 有的离我们只有几尺远。

我们在希尔顿岛上住了七天， 回家

的时候还买了三只小乌龟带回来。 我

送了一只小乌龟给我的朋友， 我不在

家的时候她们帮我们照顾我的小狗雪球。

 

应晓真

暑假里， 我去了Cape Cod。在

Cape Cod, 我和妹妹在水里玩儿了一很

长时间。 我们还做了几个沙子城堡， 

很好玩儿！我还去了骑马的地方。 我

和妹妹很喜欢骑马！另外， 我也踢足

球。 我去了足球夏令营。 我的妹妹也

去了。 我妈妈说我踢得好。 我的暑假

很好玩儿！

顾欣迪

这个夏天我去了 Acodia。 在缅茵看

到山和很多美丽的绿村。 风景漂亮颜

色山上的最上面有蓝莓。蓝莓很甜，新

鲜，和有机。我也去露营了新罕布什尔。

我在露高高兴兴的玩。我爬了一个三千

尺高山脚Mount Manodnock. 我们用了

四个小时爬和下山。挺累得，出了很多

汗和脚都红了。 可是， 我的心里很高

兴因为我爬到上面了。 我在露营也吃

了很多的泡菜， 红薯和煮鸡蛋。 我玩

的很有意思。 我也在家玩和帮我爸爸

和好好擦地， 摆桌子， 和扒朵草。 

八月我全家去Canobe Lake 公园玩

了一天。 坐了几个好玩的翻山车。 后

来吃了冰淇淋。去坐了碰碰车。碰碰车

做完了，喝了草莓柠檬汁。 我的暑假

很开心。 

汤守华

在我的暑假我去了一个童子军露营

地。 在那里我学了怎么在野外生活。 

我也在那里钓了鱼。 我在那玩的很开

心。 

黄小萌

我的暑假很好玩。我最喜欢的时候

就是跟我姐姐一起去 Boston。 

我们坐了地铁去的。 我们去了很多

地方。 我最喜欢Government Center。 

Government Center 有很多人。 路上有

很多商店。 我也去了 Boston North 

End。 Boylston Street 是最后一个地方。

 这是一条很好看的街。 

刘美琪

我夏天做了很多事情。 我去了

Asodia National Park Maine 去露营我们

在那儿也游泳，爬山， 和骑自行车，

我也去了很夏令营。 我喜欢的事骑马

和 Lacrosse Camp. 我也跟我的朋友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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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丁鹏飞

我的暑假是一个很好玩的暑假。 我

的妈妈， 爸爸和乐乐去看鲸鱼。爸爸

就坐在船里，可是我，妈妈， 和乐乐

去外面看鲸鱼。 妈妈和乐乐没有看见

很多鲸鱼， 可是我看了很多很多鲸鱼

跳出水面。 我很喜欢看鲸鱼， 明年还

要去。 

我们也去了 six flags 玩。 到那里后

我们去Hurricane Harbor 玩水。 在那里

滑水梯， 很好玩。 滑完水梯就去玩别

的水梯和游泳池。 玩够了就换衣服， 

回家。 

秋天

黄小丽

九月就开学了。 我能学很多东西。 

也能跟朋友一起玩。 学校第一天是最

好玩的一天。 我跟很多夏天没有看见

的朋友和老师一起讲话。 我在六年级

有三个老师。 我都很喜欢。 

秋天也很漂亮。 树叶都是红的和黄

的。 我很喜欢那两个颜色。New 

Hampshire 的树叶是最好看得。 我去看

了New Hampshire 的树叶两次。 每次

都的很累。 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钱昆

树叶变红了。 鸟都飞走了。 天气

慢慢变凉快了。秋天悄悄地来了。 

秋天我喜欢去摘苹果。 爬在高高的

苹果树上，伸手就可以摘到最大最红的

苹果。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中国有个节日

叫中秋节， 就是全家团圆庆祝一个好

收获的节日。 

顾欣迪

秋天来了。 我可以出去在红，黄和棕

色的树叶里玩儿。 我也喜欢在十月底

在万圣节的晚上去要糖。 也必须的穿

一个小仙女服装。 秋天也应该帮妈妈

和爸爸把树叶子弄到一起和把它放到袋

子里。 十一月有一个节日叫感恩节。 

在感恩节，我们吃火鸡和喝好的饮料。 

季泽然

今年九月二十二号，夏天结束了， 

秋天来了。 我终于能大玩一场。橄榄

球比赛也开始了。 我很开心， 但我爸

爸很失望， 他讨厌天天接送。 但是第

一个比赛很顺利。 比分是 31比 6。 我

们的防守很强。 我们大部分时间把他

们的攻击队打爆了。 我们的攻击队也

非常厉害。 几乎每次都得了分。 然后

还有第二个比赛。 这次又赢了，26 比

0。 大家都很高兴。 不过下一个比赛我

们输了， 对方很厉害， 结果是 0 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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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些以外， 学校老师还给我作

业。 很不好玩。 可是秋天还是很好玩

的。除了难的作业。 秋天真是个愉快

地季节！

应晓真

秋天来了，树上的叶子变颜色了。

树叶开始掉了。 孩子们喜欢跳在叶子

里玩儿。 在这季节里， 朋友们一起踢

足球。 他们也去摘苹果和爬山。 秋天

的天气很舒服，不冷也不热！秋天是最

美丽的季节！

李达安

秋天来了，天气变了。在夏天， 天

气很热。 可是到了秋天， 天气就慢慢

变冷。由于秋天天气早晚凉快， 树叶

开始变红色，黄色和土色。 树叶掉下

来以后，我就要扫树叶。 在秋天的季

节里，我们开始有足球练习和比赛。 

在秋天小孩子都做Halloween。 人们穿

着怪异。 秋天是个好玩的季节。 

张子莹

秋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季节。有很

多好玩儿的活动。 我最喜欢的活动是

摘桃子。 我们全家和朋友会一起去一

个不远的大果园。 树上到处挂满了又

大又甜的桃子和苹果。 十分好吃！我

们摘一个，吃一个， 很快就饱了。 我

们去的果园还有一个运动场。 每次摘

完桃子， 我们都回去那儿玩一会儿。 

我妹妹的生日也在秋天。 她的好朋

友们会到我们家一起玩儿。 我们吃蛋

糕， 玩儿游戏， 拆礼物， 开心极了！

秋天当然有更多好玩的活动，可是，

 这俩是我最喜欢的。

陈雪健

我觉得秋天是应该打棒球的季节。 

它也是应该出去玩的季节。我觉得应该

秋天打棒球因为秋天时候不下很多雨。 

秋天应该出去玩因为天气不太冷也不太

热。 秋天时候树叶就变颜色了，变完

颜色，它就慢慢地从树上掉下来。 秋

天是应该过感恩节。 感恩节第二天就

应该出去买很多东西。 你要很早起来，

 去买东西，否则那个东西你要买就可

能没有了。 这是我觉得秋天应该干什

么事情， 和秋天里有什么东西。 

春天

汤有有

我最喜欢春天。 

刚过完冬天， 花草植物在冬天大雪

的覆盖下慢慢苏醒了。 大地变成绿色。

 鸟儿也欢快的唱着歌儿。 大街上到处

都是五颜六色的花， 非常漂亮。 我们

又可以开始在外头玩了。 我们可以爬

树， 跑步， 还可以打球。 把冬天攒的

力气都使出来。春天是我最喜欢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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