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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 and Joy for Students and Parents

Fugen Li
Chairman of ACLS parent council

Our ACLS has been growing at unprecedented rate for almost six 
years. We are all proud of the accomplishments we have achieved. 
At the same time, we faced great challenge to match our service and 
keep the high standard for our students and parents with the 
limited resource. I was so impressed that ACLS administration 
team, teachers, board members, parent council members and 
volunteers did an excellent job in maintaining our school at the high 
standard. ACLS has become a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for the 
local and neighboring towns. 

I am thankful to be a part of the community. I was motivated by 
those volunteers who have made and continue to make countless 
contributions to ACLS. Without their efforts, today’s ACLS would 
not be possible. One and a half years ago, I took the ACLS parent 
council chairman position. I knew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 
would be facing. My goal is also everybody’s goal, which is to make 
our ACLS become a safe and joyful place for our students and 
parents. This goal is always on my mind and helps motivate me to 
work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team, board members, head parents 
and numerous volunteers to implement many new strategies. In the 
following, I will communicate with you about things that parent 
council has done in the past and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in the 
future.

One of great responsibilities for parent council is to take charge of 
school security every Sunday and to assist the Principal and 
maintain school safety. ACLS always puts security and student’s 
safety in the highest priority. Although there were some incidents 
that occurred in the past years, overall, the school has run smoothly 
without any major accidents. I thank all head parents so much for 
their coordination. Due to their efforts, many parents have 
participated in security duties on Sundays. Due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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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precedented growth rate of ACLS, we have to strength our policy in order to maintain our school 
safety. Here are a few rules I want to emphasis here. I encourage every parent to discuss them with 
your children.

1. Student must not run, chase, and/or yell in corridors when class is in recess. Students must follow 
the directions of school staff and parents on-duty.

2. Students must respect and take good care of school property. Don’t move, touch or use any school 
equipment and/or tools without the teacher’s permission. Any subsequent damages or loss must 
be paid in full.

3. Students must help keep classroom clean and neat. No food or drinks are allowed in classroom 
and corridors.

The second function of parent council is to organize seminars for our parents. You may receive 
seminar announcements by email. ACLS has hosted numerous seminars, which cover a large range of 
topics such as college education, tax, real east market, health education and etc. I strongly believe 
many of us have benefited so much from the seminars. We are so fortune to have so many 
professionals to give seminars at ACLS for past six years. They all deserve our applaud. Many 
volunteers are involved in the coordination and service. We thank them for their valuable time and 
great efforts. I encourage everyone to help our seminar committee by your comments, suggestions 
and recommendation of speakers.

The third function of parent council is to organize school activities and to attract parents to 
involve in school events. Generally, there are two large annual events for every school year. One 
event is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which could inspire our ACLS families to keep our Chinese 
heritage and bring back memories from China. Another event is the annual summer picnic, which 
celebrates accomplishments for our ACLS and provides our parents and students with social and 
networking opportunity. A few hundred members usually participate in each event. These events 
will be in our memory for long time. Parent council will continue to make annual events more 
accessible and successful to our community.

For the past years, parent council only has one member - chairman to take so many 
responsibilities. There is too much burden on one person. As ACLS has grown to almost 600 students 
currently, it is hard to believe that the parent council, with only one member, can provide enough 
service with such large organization. I was so encouraged by so many parents, past and current 
school leaders and board members to establish parent council committee based on ACLS bylaw. I was 
so pleased that a few long term volunteers were willing to join in parent council to serve our ACLS. 
They are Yanni Gou, Donghai Ma, Jeff Yang and Shuguang Zhao.  Yanni Gou, who was the previous 
principal of ACLS, is responsible for coordination between parent council and school administration 
team. Donghai Ma, who is a long term head parent, coordinates security duty. Jeff Yang, who led 
parent dance club for many years, coordinates school activities. Shuguang Zhao, who has cared about 
the school for many years, is a coordinator for the ACLS seminars. We, as parent council members, 
have worked together and will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with our administration teams, teachers, 
board members and parents to make ACLS a safe and joyful place for our students and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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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LS DONATES CHINESE BOOKS TO THE LIBRARY
Michelle Deng

ACLS and AMLF Board Member
In February 2008, after discussions with the Acton Memorial Library, the ACLS Board of 

Directors voted to donate $500 worth of Chinese books to the Acton Memorial Library 
through the Acton Memorial Library Foundation (AMLF).  To ensure that the book selection 
represented a broad interest for potential readers in the community, ACLS parent volunteers 
formed a Book Selection Committee in early May.  The committee members included Ally Li, 
Lena Wu, Angelina Xu, Xiangdong Xu, and Fang Yang, with David Zhou and Lingya Zhou 
coordinating the efforts.  To use the $500 more effectively, the team decided to purchase 
books in China at a much lower cost and bring them back to Acton.  

Book Selection Committee members provided their recommended lists of books to the 
group, and, during their summer vacation time in China, Ally Li and David Zhou went to 
bookstores in Beijing and Guangzhou to purchase the books based on their availability, and 
the limited budget.  They should be commended for the amount of time and effort taken 
from their family vacation in China to acquire all the books in the heat of summer and to ship 
them back to Acton.  Through team efforts, the book selection committee managed to 
purchase 90 books with only $493.  All books safely arrived here in two months.  

On November 12th, 2008, ACLS Principal Hanlan Liu formally presented the books to 
members of the AMLF, therefore completing this project which was led by the 
Public/Community Relations Committee of the ACLS board.  The donation was warmly 
received by AMLF Board members, and the staff of the library.  We expect to see these books 
on the library shelves soon and hope many people from ACLS and the larger community will 
benefit from the donation.  

PLEASE JOIN US IN THANKING all the volunteers who contributed their time and 
effort.  They finished a beautiful job without seeking any recognition!  By their actions, they 
demonstrated the true spirit of volunteering that forms the foundation of ACLS!

Something to Know about th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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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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ibrary has built 
an impressive collection of Chinese reading materials.  Despite its short history, the Chinese 
material collection at the Acton Libra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largest in the state of 
Massachusetts.  The Acton Memorial Library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heavily used libraries in 
the state, and circulation continues to increase.

Donations are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funding for library operation.  For every seven 
books the library receives, one is paid by money donated by individuals like you and me. 
The AMLF was founded in 1991 a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providing 
additional funding to the Acton Memorial Library.  All donations are tax-deductible.  The 
AMLF is still collecting donations for  its Annual Appeal.  Contributions are used to support 
children’s and adult books, audio books, technology, foreign language materials,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making a tax-deductible donation to AMLF, you may respond to the 
letter each household received in the spring, or you could leave a check at the Library 
circulation desk.  You could also send a check payable to the Acton Memorial Library 
Foundation, Inc. to: P.O. Box 2781 , Acton , Massachusetts 01720, or donate on-line any time 
at the AMLF website: www.actonmemoriallibraryfoundation.org.

Some member of the Book Selection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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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图书展销活动

11 月 16 日，中文学校组织了一次图书展销活动。这是 ACLS 第一次尝试这样的活动。展销

由 Science Press USA 来组织，他们提供了品种繁多的中文图书及 CD， DVD 等与中文学习有

关的资料。家长们对销售的图书十分感兴趣，很多人都购买了多本图书。整个活动共销售

$5412.26，Science Press USA 向中文学校捐款$432，支持中文学校的活动。

在此我们感谢左国英提前来展销现场布置，张贴画报。王建国与董事会一起向 Acton 各个

社区组织发出活动通知。蔡国红和阮静帮助 Science Press USA 记录销售情况，叶红和邓育红提

前来到学校确保各项活动顺利进行。叶红和史建英也利用这个机会购买了一些老师们所需要的

教学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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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Student Community Benefit 

Herman Melville, an American novelist, once said, "We cannot live only for ourselves. A 
thousand fibers connect us with our fellow men". These are great, inspirational words that 
give an extra boost to the proposal of helping our community. We must all share the task of 
giving back to our fellow neighbors and community.

Last month, the student organization ACLS Student Community Benefit (ASCB), formed 
by high school students Melissa Wang and Alan Chiao, hosted their first event. ASCB, with 
the members Yusi Gong, Clara Hong, Lubin Jian, Siyang Li, Kelly Liu, Yang Liu, Mengli Shi, 
and Diana Du, fund raised for the Acton Food Pantry by collecting food items and other 
goods.

The Acton Food Pantry is a local organization that collects food and other necessities, and 
then distributes the goods to the low-income families in the community. The Pantry does 
great work and really helps make the community a better place for everyone, especially 
those who need the help.

 For the fund raiser, the students held up signs and set up a table in the ACLS lobby. 
They brought empty boxes for the items. As soon as they set up everything, donations 
started pouring in. Adults, grandparents, and even young kindergarten students donated 
goods to the fund raiser. By the end, the empty boxes were filled to the rim.

About 40 people donated food or money, and even people who don't attend ACLS 
wanted to donate as well. The kids collected 50 cans, 10 pasta/spaghetti boxes, 4 large 
dressing container, flour, big bags of chocolate, and lots of other items. They used the 
donated money to buy 10 tissue boxes, 10 dish liquids, and 10 food cans.

When they dropped off the items to the Food Pantry, the leaders of theFood Pantry were 
extremely grateful for the donations.

Thanks, ACLS community, for making the collection such a success! Many families in the 
community will be grateful for your generous do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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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特写 - 茉莉馨香话珊珊
芶燕妮

作为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家长，您或许不认识谁是校长。“校长一年一换，谁记得住？”您

说。但是如果您不是今年九月才加入到中文学校的大家庭的话，有一个人您一定认识，她就是

今年六月和校刊主编袁力一起“退休”的注册员林珊珊 （Susan Lin)。 

我和珊珊认识是 2006 年春天的事。那时我在讲座委员会服务，那天轮到我准备点心。在大

门口我碰到了正在值勤的林珊珊。她穿着橘黄色的执勤的褂子。我那时并不清楚她叫什么名字，

只知道她在中文学校管注册。当时外面下着雨，我想等雨小一点再走，于是便和她聊了起来。

她大约知道我和李艳是老乡，和我聊起了刚刚过世的马胜，对人生很有些感慨。

我对珊珊的真正了解是在担任中文学校副校长和校长与她共事的两年时间。她的特质可与

茉莉媲美：素洁、清香、久远。

珊珊从建校起就是中文学校的一分子。她做了一年的中文第二外语班的助教。2004 年春季

成为艾克顿中文学校的第一任注册员。在学校刚成立的前两个学期，注册工作是由行政管理团

队的成员们兼职的。在珊珊成为“专职” 注册员的时候，教务主任简建华兼任着语文课的注册

工作，文化主任邓敏兼任着文化课的注册工作。

珊珊在一家保险公司作数据分析，对数据处理非常娴熟。在担任注册工作四年半的时间里，

她和网站主管项开华配合默契， 对现有的注册软件作了很多纠错工作，逐渐改进和完善这一系

统。随着中文学校的发展，到 2008 年春季，报名注册语言课和文化课的学生有近九百人次，

注册工作量是珊珊开始接手这一工作时的两倍多。珊珊独挡一面，和开华以及其他行政管理团

队成员一起把注册工作搞得井然有序。

注册工作涉及到每一个学生和家长，是比较琐碎、需要认真和耐心才能干好的工作。每年

四月和十一月的中下旬，行政管理团队会开会专门讨论新学期的注册事宜，确定什么时候在学

7



No. 54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 八年十一月〇〇

校的网页上发布注册信息，什么时候开通网上注册以及什么时候在校注册。这些日期确定下来

的同时，行政管理团队便开始分头行动，准备新学期的课程安排。这期间，珊珊会做大量的协

调工作，以保证各个环节互相配合，使注册能顺利进行。

在网上注册开通后，她便成了大忙人，会收到很多邮件和电话。如果有些家长没有收到网

上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她就要从数据库里找出来，发给他们；如果有些家长有特殊要求，希

望孩子和朋友们分在同一个班里，她会把这些要求记下来，分班时只要不违反学校的规定，她

会尽量满足家长的要求；如果有人收到用户名和密码后不知怎么注册，她会给他们打电话，一

一指点迷津。

珊珊是每一次在校注册的总指挥。她全面调动行政管理团队，负责给大伙分派任务。几点

钟到校，谁带计算机，谁负责收钱，谁负责答疑，每次她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滴水不漏。如果

这时候行政管理人员欠缺，她会不由分说地给老校长陈鸿祥和老教务主任简建华以用武之地，

让他们再次地在第一线为人民服务。

在网上和校内注册之后，如果有家长要加课、换课以及退课，都是珊珊分内之事。珊珊告

诉我，做注册工作，最大的挑战是“讨钱”。我可以想象说话会脸红腼腆的她，在和家长理论

交钱还是没交钱的时候，恐怕真是难为她了。虽然每学期忘了交学费的家长不多（大约有 30

个家庭左右），而且情况逐年改善，她的“讨钱”工作在开学之后一般总会持续好几周。

珊珊平常话不多，但提起怎么改善中文学校的注册工作，想法可不少。在 2007年秋季，我

刚刚接任校长的时候，她就提出我们现有的网上注册软件需要更新，同时力主中文学校应该建

立网上付款系统。在行政管理团队几次讨论之后，大家一致同意更新网上注册系统，这和更新

学校网站的 Project正好同步进行；由于经费的限制加上我们现有的网站安全系统不够完善，当

时决定网上付款暂不作考虑。

从做助教起，珊珊为艾克顿中文学校服务了五年半。每晚吃完饭，她的“娱乐”就是做中

文学校的事。论及在中文学校服务最大的收获，她淡然微笑地对我说：“认识了很多朋友，喜

欢和 admin 一起工作。我女儿从二年级读到了八年级，作为家长为中文学校出点力是应该的”。

珊珊是能干的，诚恳的，也是谦虚的，甚至谦虚得有些过分。在每一期的校刊上，行政管

理团队的成员们会轮流写文章和家长交流。在四年半的时间里珊珊只写过一篇。她老是觉得自

己做的事比较枯燥，没做什么“激动人心的事”，不值一写。

其实在中文学校的百花园里，“一卉能薰一室香” 的茉莉有着怎样清雅宜人的馨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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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若只如初见
王晓鹂

上个月，半年没音信的女友突然打电话来，声音很是轻松愉悦。我诧异地挑了挑眉头——

她正在与分居五年的丈夫闹离婚，怎会如此开心？！

听下来便明白了：日前她已收到离婚证。纠缠了几年的感情，宣告结束。

“说不上开心，但总算是了了一桩事，解脱了。”她说。

我诺诺而应。

按说大家都是成年人，对自己的感情和生活有着成熟的认识，她们如何选择，旁人没有发

言权。可心底还是遗憾的，只因她二人曾经那么相爱，最后的分离也并非移情别恋。

那么，究竟是什么改变了？

当初，她无法忍受隔着太平洋的思念，毅然决定中断学业，回国找他，行李都带回家了。

而他，为了她，最终放弃读了一半的学位，陪读来到美国。

那时，我们两对夫妻合租一套公寓，又没有孩子，时不时吆三喝四，聚集一堂，吃饭喝酒，

聊天打牌，也会一起开车去很远的地方看电影，去大湖边烧烤钓鱼。在我们眼里，女的娇小却

不娇气，里里外外一把手；男的高大英俊，呵护体贴，真正的夫唱妇随，典型的恩爱家庭。后

来，女的先毕业去外州工作，再后来，男的去了更远的地方读博士，分居两地。

两年后，大家已四处分散，却传来她俩闹矛盾的消息。那时，因为她小我九岁，自己还以

大姐姐的身份打电话给她，劝她三思。又两年，中秋节的时候她来看望我们，黯然伤神，说已

经无法挽回。

总算她们好合好散，到了最后还能为对方祝福，没有闹到反目成仇，保全了记忆里的温情，

已是幸事。

我问她，到底是为什么吗？难道距离真的如此强大，强大到足以摧毁多年的感情？

她说，不，距离只促使她下定了决心。真正的原因，是性格的不合。

性格不合？！可你们当初如胶似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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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当初倾心去爱，才刻意忍耐着个性的巨大差异，委曲求全——求一个爱情的圆满。

我无言。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何况是完全独立的人。迥然不同的两个人，是互相吸引还是

互相排斥，需要经过时间的打磨才能说得清楚。也许，特定的环境可以掩盖一时的真相，生活

也会磨去许多的棱角，但水火难融，究竟是无法辩驳的事实。当然，若凭着一方的完全妥协，

日子也可以流水般过去。可她，二十岁便结婚，此时真当青春，如何能彻底压抑自己的个性？

而他，亦当年轻，又如何轻易向生活低头？

于是，一再的挽回不过是艰难的挣扎——成全爱情，还是成全自己。

最后，她们不得已成全了自己——失去了自己，爱情又能依托在何处？

这让我想到纳兰性德的一首词，写给他的朋友的，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

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零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

比翼连枝当日愿。”

她们的情形与此不同，却更令人深思。

年轻时候，读张爱玲的《爱》，极短的一片散文，只三百余字，讲一个女人的一生和爱情，

看到结尾说：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

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

不由心潮澎湃，向往着那种简单而唯一的美好，一生只此一面也无怨无悔。

后来，读《开花的树》，读《滚滚红尘》，读《千江有水千江月》，读《简爱》，读《挪

威的森林》，读《失乐园》，读《廊桥遗梦》……在文字的世界里，见识了形形色色的爱情，

总为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欢欣，惯为有情人未成眷属而扼腕。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目睹了现

实的残酷，才知道遇到并且爱过已是奢侈。 

于是，忽然想起无意中听到的一首歌，唱道：“一开始我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最后我

无力地看清，强悍的是命运。”

不由点头称是——命运决定爱情，而个性决定命运。

可我们，在相遇的最初，都只看到了缘分的强大，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个性的危机。然后，

一步一步，越走越难，越走越痛。

于是，只剩下在回首的刹那，如席慕容一般惆怅感叹，暗自追问：“难道鸟必要自焚才能

成为凤凰？难道青春必要愚昧？爱，必得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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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灭亡
周沫

继周武王后，有周成王和周康王两

代。约有五十多年，这一时期是西周强

盛和统一的时期。现在这一历史阶段被

称之为“成康之治”。但是渐渐的西周

面临了外忧内患。

内患由于统治阶级贵族的剥削不断

的加重，使得老百姓的反抗情绪日益高

涨。在周历王继位以后，反而更是变本

加厉对这些有反抗情绪的老百姓进行镇

压。被抓的老百姓往往死于十分严酷的

刑法。厉王为了阻止国人有反动的言行，

下了一道国令不准国人议论朝政，一旦

发现，就会被是以酷刑。于是国人不敢

议论，甚至在熟人之间也不敢交谈招呼，

闹的人心惶惶。在公元前 841 年，国人

忍无可忍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动。起

义军将王宫围起声讨历王。厉王闻风而

逃。

西周最紧急的外患是西北方戎狄族

的入侵。戎狄族散布地域很广，陕西西

部北部，山西河北极大部分都是戎狄族

居住地。周人称他们为戎狄表示对他们

的憎恶。周都镐京很靠近戎狄，从 渭汧

两水中间西戎便可入侵。在西周刚刚建

立的时候，周与戎狄曾打过一次大仗。

在这次战役中俘获戎狄将一万三千多人。

从此之后，戎狄便屡次寇周。 在周懿

王之时，被他们逼迁至居犬丘。宣王时

候，戎狄入侵更 加严重，经过多次战

争，互有胜败，筑城防御，仅能阻止深

入。

宣王号称中兴贤王，因为他常年征

伐外族而且获得了很多的胜利。但是如

此连年的用兵，国家的财力和人力被耗

费了很多。但是宣王不敢对百工商贾加

重剥削，便把费用转移到农民们的肩上。

宣王三十九年，他伐戎狄大败，几乎被

擒。他为补充兵力和财物，想出料民的

办法，要调查农民人口。仲山甫向宣王

谏想要阻止料民，说农夫数目要从各方

面间接推知，如果直接查点，一定要起

祸乱。宣王不听。农民们因为调查而承

受了更多的缴税负担，强制的抽兵更加

使得他们不愿出力拥护周室。晚年的宣

王更加固执己见，完全听不进去不同政

见。在鲁国选立继承人的时候，他根据

自己的喜好硬逼着废长立幼。鲁人不服，

他就兴兵讨伐，使得鲁国陷于混乱。这

一事件破坏了周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度而

引起了同姓诸侯间的不睦。对诸侯尚且

11



No. 54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 八年十一月〇〇

如此，对在朝为官的臣下就更加放肆，

更加蛮横无理了。

宣王死后，儿子幽王继位。幽王只

知整日吃喝玩乐，打发人到处找美女，

根本不管什么国家大事。后来，幽王得

了一个美人，对她非常之宠爱。可是美

人进宫以后，整日闷闷不乐。为了博得

美人一笑，幽王想尽了办法。有人就为

幽王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周王朝为了防

备犬戎的进攻，在骊山一带建造了二十

多座烽火台，每隔几里地就是一座，把

守关口的士兵以烽火为号，传递军情。

一天晚上，周幽王下令把烽火全部点了

起来。附近的诸侯看到烽火烧起，急忙

带领兵马来救。谁知当他们赶到的时候，

连一个戎狄兵的影儿也没有，只见幽王

在陪着美人奏乐和唱歌。诸侯们上当了，

美人果然笑了。 后来，幽王又玩了几

次同样的游戏，诸侯们渐渐的就不再相

信了。一次，犬戎兵大举进攻，幽王惊

慌失措，连忙下命令把骊山的烽火点起

来。烽火倒是 烧起来了，可是诸侯谁

也不来理会他们了。镐京的兵马不多，

被戎狄兵打得落花流水。戎狄的人马像

潮水一样涌进城来，把周幽王杀了，抢

走了那美人。

经过这一场战乱，周朝西边大多土

地都被犬戎占去。平王靠诸侯的援助迁

居洛邑，建立东周，从此王室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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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都在见证历史

十一月时事回顾

瓜农

美国大选已经尘埃落定，虽然官方

的正式记录里，新一任总统的选出日期

是明年的 1月 8日，要经由一套正式仪

式产生：在国会的一个特别联合会议上，

在全体参、众议员的注视下，切尼将拆

开各州大选举团递上来的投票结果，清

点票数后，郑重其事地宣布一个众人在

2 个月前就早已知晓的结果：巴拉克·

奥巴马赢得全民投票选举，当选为美国

第 56届、第 44 任总统。

奥巴马，一个肯尼亚黑人和美国白

人的混血儿，一个由改嫁的母亲和疼爱

他的外祖母抚养成人的孩子，一个由哥

伦比亚和哈佛大学培养出来的社会精英，

一个 12 年前才走上从政道路、本届参

议院中唯一的黑人参议员，在 2007年 2

月一个寒冷的冬日，在伊利诺伊州首府

斯普林菲尔德市的老议会大厦前，面对

上万名赶来声援的支持者，宣布要参选

美国总统时，没有人想到，他能走得这

么远。

在这个民众普遍对当局的内政外交

政策和现任总统不满的时代，在美军深

陷伊拉克战争泥潭、打下去劳民伤财、

要撤军又心有不甘的年头，在美国的对

外政策越发强硬、招致越来越多的反对

声音的时候，在数以百万计的家庭面临

失去住所、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急剧恶化

的经济形势所带来的压力的时候，在物

价飙升、汹涌而至的裁员浪潮让所有的

人都心神不宁的时候，奥巴马高举“变

革”的大旗，越众而出。他呼吁新政策

和新思维，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富人加

税、中产阶级减税；承诺对陷入困境的

购房者给予援助；取消那些把业务转移

到海外的公司的税务优惠；坚持以谈判、

商协及多边合作解决国际问题；承诺尽

快从伊拉克撤军。他激动人心的演讲激

发了无数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政治、

对大选的关注，他的竞选团队把互联网

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在广告宣传和募捐

筹款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的活力、

变革、冷静的头脑和良好的判断力，成

功地消除了民众对他是否忠诚美国的疑

虑、对他从政经验的怀疑和对黑人种族

的成见。

我们正在见证一段历史，这段由美

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创造的历史。正如奥

巴马在胜选感言中所说：

所谓天命时运，莫过于此 — 当为

吾邦万民造安身立命之业，为吾辈儿孙

启各显雄才之门，为寰宇各国创太平静

好之世，为吾等壮志赋千秋不灭之元神。

吾邦立国之本，必将光耀于天下。万千

同胞，当如一人，一息尚存，梦想不灭。

纵有世人旁观在侧，而疑窦生焉，吾辈

亦当以千秋不易之训共答之曰 — 吾辈

既在，无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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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1日，唯一的一个象形节日，

是无数的单身男女对影自怜、心中焦虑

的时候。台湾前总统陈水扁选择这个日

子住进看守所，似乎让他感觉更加形影

孤单。阿扁自 5月 20日卸任以来就一

直麻烦不断，国务机要费案还没有搞清

楚，扁家洗钱案又闹得沸沸扬扬。台北

地检署分别传唤了阿扁夫妇、子陈致中、

黄睿靓夫妇、女陈幸妤、赵建铭夫妇后，

线索竟然越查越多，案情也越翻越大，

台北土城看守所也开始活络起来。从吴

淑珍胞兄吴景茂、友人蔡铭哲开始，行

政院副院长、前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

前调查局长叶盛茂，前内政部长余政宪，

前总统府办公室主任马永成、林德训，

前竹科管理局长李界木陆陆续续进驻，

加上陈前总统，好像半个前政府内阁都

住了进来,着实使人印象深刻。

40 多年前，台湾岛内的一群反对蒋

介石的独裁统治、对国民党及台湾现状

不满、对台湾种种问题感到灰心、感到

迫切需要改革台湾问题的人，组成党外

势力，在蒋经国开放党禁的气候中，

1986 年 9月民进党正式成立。经过一系

列的变身，“台独”成了民进党的纲领

和招牌，并在国民党前主席李登辉的明

里暗中的支持下，势力不断发展壮大。

8 年前阿扁率民进党同仁冲击中华民国

总统大位的时候，打出的“反贪腐，反

黑金”的旗帜，直指内部已腐朽不堪的

国民党，在偶然和必然的交织中，击败

“百年老店”国民党，执掌台湾政权。

台湾民众给予厚望的民进党团体，并没

有给人们带来惊喜，而总统居然被查出

涉嫌洗钱超过 10亿新台币（3千万美

元）；2 年前施明德领导红杉军发动“

倒扁”运动时，作为当事一方的阿扁总

统一边高喊台湾主体、执政清廉，一边

匆匆出访，用总统专机往境外运出7亿

新台币。其口号与行动差别之大，讽刺

意味之强烈，直让人恍若身处梦幻之中，

不知是人间还是魔境。

11月 26日，印度最大城市和商业、

金融业中心孟买遭恐怖袭击。26日晚，

10 多名恐怖分子分别在泰姬玛哈宾馆、

奥布罗伊宾馆和孟买中央总站等 10 多

个重要地点大开杀戒，对密集的人群扫

射、投弹。一时间枪声、爆炸声、民众

的呼救声、救护车、警车和消防车的警

笛声响成一片，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恐慌象乌云般地笼罩孟买全城。在整个

事件中共有 172 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孟买遭遇的继“9·11”后最大规模的

自杀性恐怖袭击震惊了世界。 

事件的发展让人回想起来仍觉心有

余悸。26日晚，两条小舢板从出海捕

鱼的船舶抛锚的地方划过来，10 来个

身背沉重背包的年轻人从小船上爬上了

孟买港口。晚 9点半，在距港口不远的

雷波尔德（Leopold）露天咖啡馆里，

顾客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观看板球比赛

时，两名恐怖分子从门口用冲锋枪向店

内扫射，射杀十余人。于此同时，另两

名恐怖分子用手榴弹炸毁了一个犹太社

区边上的加油站，并扣留多名犹太人质。

恐怖分子显然计划周密 － 同样的

时间上，贾特拉帕蒂·希瓦吉火车站

(Chhatrapati ShivajiTerminus)，孟买市的

一个地标建筑里，又有两个枪手突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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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向密集的人群开枪、投弹。没有武

器的车站警察眼睁睁地看着两人边走边

开枪而无能为力，包括 3名警察在内的

40 人成了袭击的牺牲品。

15分钟后，两名枪手在奥贝罗伊酒

店(Oberoi)和三叉戟酒店(Trident)逞凶，

在自动武器的火焰中，住店的客人和工

作人员纷纷栽倒。枪手声称要为在宗教

冲突中丧命的穆斯林报仇，在酒店内肆

意扫射，并进入泰姬玛哈酒店(Taj 

Mahal)，与袭击雷波尔德咖啡馆后赶来

的枪手会合。

在孟买火车站杀红了眼的恐怖分子

这时来到了附近的Cama妇女儿童医院，

继续杀戮，并跟赶来围剿的大批警察展

开枪战。仅配备手枪的警察显然不是对

手，两人冲出包围，射杀了在医院附近

指挥围剿的反恐部队指挥官赫曼特·卡

卡尔后，驾驶抢夺的汽车，一边逃跑，

一边继续作案，最后在孟买南部遇上警

察，一人被击毙，一人受伤后被擒获。

在泰姬玛哈和奥贝罗伊酒店中的 4

名恐怖分子扣押人质，与驻孟买的海军

陆战突击队和姗姗来迟的印度国家安全

卫队对峙。他们利用对地形的熟悉来弥

补人数的不足，并到处防火，使反恐部

队举步维艰。在犹太社区占领一座大楼

的枪手也给围攻的警察制造了极大的麻

烦。

一直到第 4 天的早间，恐怖分子终

于不敌反恐部队，在射杀了大批人质后，

被全部击毙。

孟买恐怖袭击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使孟买这个金融中心陷

入极大的混乱和恐惧。实际上，在在过

去数年间，印度的很多城市，包括德里、

斋浦尔、班加罗尔以及艾哈迈达巴德就

屡遭恐怖袭击，造成超多 4000 人死亡，

使得自 911之后，印度成为除了伊拉克

以外因恐怖袭击伤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惨重的伤亡数字和此次事件中反恐部队

无法让人喝彩的表现，印度当局恐怕要

在应对此类事件上花更大的精力。

在这个动乱频仍的时代，这个充满

欺骗和暴力的地方，也永远能找到真情。

上了点岁数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司

徒雷登这个名字的，他因毛泽东的《别

了，司徒雷登》一文而成了中国的名人，

名气远远超过了在他的祖国美国。司徒

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在毛泽东

的文章里被描绘成了美国侵略政策彻底

失败的象征，是一个很不怎么样的人物，

几十年来是被讽刺的对象，但在很多中

国人心中，还记着他的其他方面：

他是一个出生在杭州的美国人，燕

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的首任校长，

国共内战期间的美国驻华大使。在司徒

雷登 86 年的生命中，有 56 年是在中国

度过的，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

是一个美国人”。

作为燕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和教务

长，司徒雷登为燕大的发展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在他任内，许多极富盛名

的中外学者被请到燕大任教，成为当时

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日本侵略中国后，

他拒绝跟日本人合作，在日军的集中营

中坐了 5年的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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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任期恰好是整个国共内战时期。作为美

国人，他忠于自己的祖国；作为一个常

年生活在中国、把中国当作故乡的人，

他同情中国人民，希望在抗战胜利后把

中国引向和平建设。1949年 4 月，共产

党军队攻占南京，他没有像其他外国大

使一样随国民政府南下，而是坚持留在

南京大使馆，希望跟共产党接触。他的

愿望最终也没有实现，美国政府的政策

已定，他被迫回国，于 1962 年郁郁而

终。

46 年过去了，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

时间里，中美之间发生了无数的恩恩怨

怨，是非曲折，与他同时代的人相继作

古，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和记忆，化

为了图书馆中的一段史料，寂静无声。

但这半个世纪的时间，竟未能淡化这个

美国人灵魂中对中国的眷恋，他生于杭

州，也希望死后葬在杭州。这个愿望足

足等了 46 年后，终于实现，司徒雷登

先生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钱

江边，西湖畔，这位杭州出生的美国名

人，终于在杭州安息，完成了他的生命

旅程，为自己的传奇人生画上了一个完

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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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
靖江

刘华

江苏靖江是我爸爸的故乡，也是我最爱去

的地方。我爸爸家在靖江的农村，所以我

们总得开车到哪儿。我们一开进乡村的时

候，我和妹妹就往窗外看，等不及到我爸

家。车一停下来，我和妹妹赶紧打开车门，

往家跑去。爷爷奶奶正在家里等着。他们

带着热情的微笑。过了一会儿，我的堂姐

堂兄也来了。我们回靖江的时候总是很热

闹，有很多人来看我们。

我在靖江最爱跟堂姐堂兄玩儿。我们常常

边打牌边看电视。我和妹妹也教他们美国

打牌的方法。我们打牌的时候总是嘻嘻哈

哈的，有说有笑。如果天气没那么冷的话，

我们就骑摩托车到篮球场去打球。我堂姐

堂兄都不太会打球，但是我们的篮球比赛

还是挺精彩的。有时候，我爸爸妈妈也会

去看我们打球。我最爱跟我堂姐堂兄玩儿。

在靖江，我们每天跟爷爷走路。在农村，

所有的人都种菜，风景是一片绿色。我和

妹妹第一次回中国时，我们好多菜都不认

识。但是散步的时候，爷爷就告诉我们每

个菜的名字。在靖江，他们种的菜有丝瓜，

芝麻，芋头等。在靖江散步真的很有趣。

我在靖江也很喜欢吃他们种的菜，因为很

新鲜。奶奶做的菜也特别好吃。每一顿饭，

她做各种各样的菜，五颜六色。奶奶看我

和妹妹喜欢吃她做的菜的时候，她总会笑

起来。我在靖江最喜欢吃茄饼和馄钝，有

时候也会帮做。

靖江是一个美丽而有趣的一个地方。

江苏镇江

陈昌昊

我的故乡在江苏镇江。镇江位于扬子江的

南岸。它风景秀丽，与另一座 历史名城，

扬州隔江相望。

在镇江边上从西到东沿着长江有三座美丽

的山，金山、北固山及焦山。每座山有很

多很多动人的传说。

传说在宋朝有一条千年修练的白蛇妖。她

为报答书生许仙前世的救命之恩，想与许

仙结婚。但是镇江金山寺的和尚法海认为

人不应该和蛇结婚。他施计让蛇在许仙前

显出原形把许仙吓死了。随后白蛇到天上

盗仙草将许仙救活。法海却将许仙囚禁在

金山寺。白蛇用大水淹了金山寺来救许仙。

这就是著名的水漫金山的故事。

白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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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演义》里描写了这样一件故事。

吴王孙权为了迫使刘备归还荆州，设计让

刘备到北固山甘露寺相亲。原意是以相亲

为名实为以刘备做为人质来交换荆州。没

想到孙母相中了刘备，把刘备招为女婿。

结果孙权的计划落了空，赔了夫人又折兵。

镇江焦山不但是一个秀美的地方，也是一

个军事要地。山上有清朝军队建的抗击英

国军舰的 台。还有很多其它名胜古迹。砲

例如康熙皇帝命名的定慧寺及乾隆皇帝的

行宫。

镇江还有很多其它动人的传说和美丽的地

方。但是因为篇幅有限，不能在此一一描

述。我爱我的故乡镇江。

天津-我出生的地方

沈皓天

我出生在天津，我三岁的时候来到了

美国。天津是我父母的家乡，也是我的第

二家乡。天津是我记忆很深的地方。

天津坐落在中国的北部，是北方第二

最大的城市，和北京相邻。从天津坐火车，

一个小时就到了北京。天津也是个靠海的

城市。天津是一个大工业城市，中国的第

一个手表，自行车，和电视机都是在天津

生产的。

我每两年回中国一次。到了中国，第

一件事情是要看我的亲戚，我的爸爸，妈

妈的家都在天津。来到天津要去吃天津的

特产。天津有它的很有名的吃的。有狗不

理包子，天津十八街麻花，耳朵眼炸糕，

还有煎饼果子。天津盛产天津鸭梨，柿子，

和红果。

我最喜欢吃柿子和红果。 天津是一个

曲艺之乡。是天津快板和相声的发源地。

有很多著名的相声演员。我爸爸时常带我

去看相声。

我特别喜欢天津，希望明年再回去一

次。

我的故乡

陈昊卓 

我 的 故乡 在 湖北 省 南 漳 县。南漳 

是一个在山 里 的小 县城 。我去过 四 次。

我的爷爷，奶奶，表 妹，姑姑，姑父，

都 住在南漳。所以每次去中国， 我们都会

去南漳看他们。南漳的自然风景很好。 有

很都大的山可以爬。 还有一条大河，河上

有一座桥。这座桥叫“吊桥”。每次过桥，

感到桥都快 要跨。河里有很多小鱼 和 小

虾子。我和我的妹妹，表妹有时候去河里

抓小鱼和小虾。 

南漳有一种有趣的交通工具。那就是 

“三轮车”。这些三轮车是 从自行车 改成

的，比自行车多了一个轮子， 所以后面有

一个坐人的地方。 在南漳，坐汽车很麻烦，

因为南漳的路特别差。路上有很多洞。所

以，坐三轮车是最方便。南漳的木耳和茶

叶很有名。每次去南漳，我们会带回来很

多木耳和茶叶。我的奶奶也会给我们做很

多干豇豆。

虽然南漳是一个很小的县，是一个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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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

北京—我的中国家乡

鲁朔龙

虽然我是在美国出生的， 可是我妈妈

的家乡是北京,  所以北京是我的中国家乡。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北京是在中国的东北

部。 北京的夏天比波士顿的夏天要热， 但

是北京的冬天比这儿的冬天热。北京也很

干，春天有沙尘暴。北京的人和车很多，

真可以说是车水马龙。 北京还有很多房子，

商店， 工厂，和学校。

第一次回北京, 我才一岁. 以后我还回

了北京好几次。 我特别喜欢去姥姥 姥爷家,

 因为我能在饭馆儿吃饭。我最喜欢吃北京

烤鸭。北京烤鸭是北京很有名的一道菜。

我也喜欢跟姥爷玩中国象棋。我还去过两

次长城。长城有六千四百公里长，这等于

四千英哩长。我特别喜欢北京。

南昌

Rena Yang
今天我七点钟起来. 我穿了一件红衣

服和牛仔裤. 楼下,妈妈已经在做早饭. 妈妈

做了四碗稀饭, 买了油条. 爸爸, 弟弟,和我

都把油条放在豆浆里吃. 吃完了早饭后, 我

穿了我的新拖鞋去一个附近的公园. 在公园

里, 我和我的朋友在湖边走. 然后我们在湖

边找了个地方坐下, 看船, 和讲话. 因为南昌

在中国南边, 温度在五六十度. 不是特别冷.

十二点钟我回家.妈妈留下了红豆沙和

肉饱子在桌上. 她也留下一张纸条说她要我

去市场买菜. 我吃完了饱子, 就出门去买东

西. 路上有很多车和自行车, 很挤. 路边有很

多很高的房子. 在市场我买了菜和水果. 我

也买了黑木耳和面包. 我慢慢地走回家因为

我提了很多东西. 到家了, 我把买的东西给

了爸爸.

在我房间里, 我做了最后要做的作业. 

我的父母要我在学校把书读好. 有时, 他们

很烦人. 我做完了我最后的数学问提, 妈妈

讲我下来吃晚饭. 妈妈用了我买的菜做饭. 

她用了黑木耳做汤. 晚饭后, 我家都去客厅. 

爸爸和弟弟玩游戏. 我和妈妈看电视. 这天

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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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gh, and the World 
Laughs with You 

Wendy Chen

“A smile will gain you ten more 
years of life.” ~ Ancient Chinese 
Proverb

When my aunt saw snow for 
the first time in her life, she was 
amazed and curious. I, however, was 
not surprised. To me, snow was just 
another part of the cold and long New 
England winter. But in seeing her 
amazement, I, too, became excited. I 
wanted to show her my superior 
knowledge of snow – how to build a 
snowman and how to pick out the 
cleanest snow to drizzle maple syrup 
on top. I dragged her outside, both of 
us bundled snugly in layers of scarves 
and mittens, to show her how to pack 
snow together into shapes and forms. 
As the evening passed and the snow 
gradually stopped falling, I lost 
myself more and more to simply 
reveling in the experience of snow. 
Laughing along with my aunt, I 
distinctly remember feeling as if I, too, 
was seeing snow for the first time.   

欢乐的共享

陈雯蒂

“笑一笑，十年少。” ~ 中国谚

语

当看见了她一生中的第一场雪时，

我的姑妈非常地惊喜与好奇。 而我了，

却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对我来说，雪不

过是新英格兰寒冷又漫长的冬天的一部

分。 但她的惊奇感染了我， 我也变得

激动起来。 我急着要向她显示我对雪

的渊博知识-如何堆雪人，如何挑选一

碗很干净的雪再淋上一层好吃的枫树糖

浆。我把拉她到了室外，我们俩都裹着

保暖的围巾和手套。我热情地向她显露

如何把雪堆成合适的形状。随着夜的流

逝，雪渐渐地停了，我越来越投入，尽

其自然地陶醉在雪的体验中。我记得清

清楚楚，随着姑妈一起欢笑，我觉得好

象也是第一次见到了雪。

（中文编改：常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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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魁北克城
王挺

魁北克城是加拿大东部圣劳伦斯

河旁边一座美丽的小城。它是世界著名

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有名的旅游胜地。

今年夏天，我们几家人一起开车去魁北

克城旅游。

到达魁北克城的第二天，我们就

去逛魁北克的老城。街上车水马龙，人

来人往，一片繁忙景象。街上都是石板

路，路边一排排石头房子。这些房子古

朴凝重，是法国式的旧建筑，也有几百

年的历史了。最引人注目的是雄伟壮丽

的 La Fountaine 大酒店。它不但是魁

北克城的标志，而且是北美第一大酒店。

它的顶上有一面魁北克的旗帜在阳光下

迎风飘扬。魁北克的人们很热情, 他们

都讲法语, 也会说口音很重的英语. 街

边有很多餐馆和商店, 游客们有的在吃

饭, 有的在买纪念品, 还有的在观看街

头表演. 看上去他们都很高兴, 很快乐. 

这一天是魁北克城的四百周年纪念日, 

我们观看了盛大的节日游行. 我们还游

览了有名的”战场公园.” 一七五九年

九月十三日, 英法两国军队在这里打了

一仗. 那场不到一小时的战斗改变了北

美的历史。

我们在旋转餐厅吃完晚饭以后, 就

去圣劳伦斯河边看焰火. 只见 La 

Fountaine 大酒店灯火通明, 五颜六色

的彩灯倒映在水中, 魁北克城显得更加

美丽, 更加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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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见闻 - 6C班习作

老师：乐群 

Alaska之旅 - 李安迪

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坐游船去

Alaska观光。我们先坐飞机去

Vancouver。在那里住了三个晚上。

Vancouver很美丽，有山，有水。天气

不冷不热，还有中国城和许多中餐馆。

星期天中午我们上了去 Alaska的游

船。一进船里，就有一个大楼梯和有玻

璃墙的电梯。船上还有图书馆，剧院和

七个餐厅。在船的顶层有两个游泳池。

船上很好玩。五点钏，我们的渡船离开

了码头。日落时海面上闪闪发光，神奇

美丽！

星期二，我们到了第一个城市叫

Ktchikoan。这里有 14，000人，它是

Alaska第四大城市。我们下了大船又乘

小船去 Misty Fjords国家风景区去游玩。

在那里，有很高的山和宁静的水。海边

的石头上还有五颜六色的海星。

星期三，我们到了第二个城市叫

Junead。它是 Alaska的州府。在这里，

我们坐小船去看鲸鱼。我们看到了很多

鲸鱼，我高兴极了！除此之外我还看到

了秃鹰，水豹。这里的另一个奇观是冰

川，它吸引了很多游客。

星期四，我们到了最后一站。这个

城市叫 Skaguoy。我们租了一辆车开到

加拿大那边的山上。一路风景都很好。

有一段路雾很大，车很难开。我们五点

多钏回到游船。

我 们 的 船 又 开 了 两 天 才 回 到

Vancouver。下船后我们又坐渡轮去

Victoria岛玩。那里美极了。还有一个

世 界 著 名 的 植 物 园 ， 叫 Butchart 

Gardens。我们全家都很喜欢 Victoria。

这次旅游我看到了美丽的大自然和几种

稀少动物。我真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再

去那里游玩。

游故宫 - 李凯林

故宫是北京最吸引游客的景点之一。

我去那玩过两次。故宫是中国皇帝居住

和统治国家的地方。故宫大极了。所有

的建筑都是大红墙金黄瓦显得十分气派。

假如你想把故宫的第一个角落都走遍，

那你一定会被累坏。故宫里还展览了许

多五光十色的珍宝。它们都是多年来各

地送给皇帝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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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我惊奇的是故宫建筑群体的宏

伟壮观和第一座宫殿的精美设计。我最

喜欢的是宫殿屋顶的样子和那些汉白玉

栏杆上的雕塑。

浏览故宫使我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故宫是一个值得一

游的好地方。

Novia Scotia之行 - 吴思迪

去年我去 Nova Scotia。Nova Scotia

有很多好玩儿的地方。我最喜欢的地方

是 Peggy's Cove。Peggy's Cove 有很大

的石头。有的石头比我们家的房子大！

很多人都去 Peggy's Cove看风景和照像。

在大石头上我玩的很高兴。人们在大石

头之间从一块石头跳到另外的石头。我

和我的爸爸，妈妈在大石头上玩儿了很

长时间。那里吸引了许多的游客。

在 peggy's Cove旁边，有一家饭店。

我们和另一家朋友一起去这家饭店。饭

店有各种各样的海鲜。这饭店的海鲜很

好吃。

我们吃完饭，就去逛一个个小店。

店里有很多可爱的小玩具。店里还有许

多五光十色的明信片和手册。这些礼品

都是和Nova Scotia有关的。

我们买了几个小礼品就回到我们渡

轮。Peggy's Cove是我觉得最好玩的地

方。我的妈妈爸爸照了很多照片。每次

我看见这些照片，都会记得这个很美丽

的地方。

海洋公园 - 单卓恒

我跟着爸爸妈妈去过很多公园，但

是印象最深的是波士顿的海洋公园。

在劳动节那一天，我们一家人去了

波士顿的活活公园。刚进去就看见了许

多美丽的企鹅。它们有黑色的背，白色

的肚皮，黑白相间，格外美丽。企鹅有

时站 在石头上，有时跳到水里面游，

还有时刷它们的羽毛，可爱极了！

我和爸爸妈妈看了各种各样的鱼。

五光十色，令人民政厅。海洋公园吸引

了许许多多的游客。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的还有海龟。它一动不动像一个大石头。

最有意思的是我看见了一个人在水里刷

玻璃。我很担心大鲨鱼要冲过来吃了他。

最后，我去了海洋公园的玩具店。里有

各种各样海洋动物玩具。最后，我们又

车调整公路。结束了难忘的海洋公园之

行。

游长城  张海遥–

中国有很多风景，我最喜欢的是长

城。在八月的时候我跟妈妈爸爸第一次

去了长城。这里第天都吸引了许许多多

的我们从八达岭上的长城。我和妈妈爸

爸在人少那一边爬了两个半小时就下来

了，在休息区有人在坐着吃东西，有人

在看风景。在下长城的时候，小朋友都

乱跑。他们有时跑，有时跳，有时跳舞。

我真担心他们撞到我我，那样我们都会

摔下来。幸运的是他们没碰到我。我最

爱的部分是神奇与美丽的长城风光。长

城的台阶很陡，但是你可以看到蓝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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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绿色的树，和远处的城墙。在长城

的这边还有一个北京奥运会场馆。风景

五光十色。许多游客在照相。我很喜欢

北京这个假期，尤其难忘长城之行。

黄石公园 - 王昊

2008年的有一天，我和妈妈和爸爸

都去美国最吸引游客的国家公园，它的

名字叫黄石公园。黄石公园里可看的东

西可多了！有三个可以划船的湖，有很

多绿绿的草，有一个峡谷，许多的瀑布，

可爱的野生动物，还有很多热喷泉。黄

石公园是多么神奇与美丽呀！

有一镒，我和妈妈爸爸坐在车里面，

堵车了。我正想为什么堵车呢？突然，

一个三米长的野牛沿着路边向我们的车

走来。妈妈说“赶快照相”，我拿相机

把野牛照进相机。

在黄石公园里最好的东西是看动物。

我们看到很多野鹿在吃草，看到许多野

牛。有时它在吃草，有时它在路边走。

有时它在河里游泳。我们也看到一只特

殊的山羊，这只山羊的 色跟山的 色顔 顔

一样，在远处还真难发现它。我们一家

三口还看到了黄石公园里最少见的小熊。

黄石公园真是一个五光十色的美丽

公园！

迪士尼 - 韩圣雪

暑假开始了！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弟

弟去迪士尼乐园。迪士尼很好玩，而且

有不少游客。

在迪士尼里，游戏车真不少；有：

Splash  Mountain,  Haunted  Moansion, 

Snow White's Story Adventures, Monter 

Inc,  Laugh  Floor,  Mad  Tea  Party 和

Space Mountain。其中我最喜欢的是

Jungle Cruises。大家坐在一只船里，

随着船行，你能看见动物在河岸上。大

象在水里，河马也在水里，猴子在树上，

蛇在石头上。最可爱的是大象。它们在

水里高高兴兴地洗澡，喷水。它们像真

的一样。

迪士尼有很多表演。大家最爱看的

是 Fantasmic。这里，你看见米老鼠和

其它迪士尼角色。Fantasmic的表演真

是令人难忘。

夜晚有焰火表演。焰火五光十色，

有时是红色的，有时是绿色的，有时是

蓝色的， 色大多了！突然，顔 Tinker 

Bell飞过来了。小朋友们开始叫了起来。

我觉得迪士尼很好玩。每天能玩儿

的快快乐乐。假如天天可以在这个乐园

里玩儿，那就太好了！

海洋世界 - 张宝宝

海洋世界很好玩，里面有过山车和

许许多多的海洋动物。海洋动物有鲸鱼，

海狮，海象，热带鱼，北极熊和海牛，

还有鲨鱼。我很喜欢这些漂亮的海洋动

物。我坐过山车的感觉是在上面很吓人。

我先到山上向下看，我能看到下面海洋

世界里的游客。海洋世界吸引了很多游

客。下山后，我去看看鲨鱼。鲨鱼很大，

妈妈吓死了。我也怕。大家说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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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要出来了，它们吃我了”后来我来

到了海豚馆。它们多美丽啊！它们在水

里游来游去。我真想摸它们，但是海豚

不要我摸。它们只喜欢妈妈，可真逗。

然后我们去了一个真的有雪的地方，在

那儿我见到了北极熊和海象。海象可真

大！白白的，游得飞快。北极熊也是白

白的，也是大大的，也是游得很快。看

完这些动物，我去看鲸鱼表演。它们可

联盟了！它们会用尾巴拍水，水就飞溅

到我身上，我很开心！鲸鱼真可爱！很

可惜，没有海豚表演。假如有海豚表演

那就更好了！

大峡谷  延愷林

去年夏天我和爸爸妈妈游览的大峡

谷。大峡谷是世界著名风景之一。它的

神奇与美丽每年吸引了很多游客。大峡

谷的风景五光十色，它看上去有时是红

的，有时是橘黄的，有时是紫色的。大

峡谷长有二百七十七英里，宽有十八英

里。大峡谷由南北峡谷组成。假如从南

峡谷走到北峡谷只有十八英里。但是开

车就要二百多英里。

我第一次看到大峡谷觉得很惊奇。

大峡谷的景观震撼了我，站在大峡谷的

边缘我觉得自己很渺小。大峡谷从上向

下看几乎看不见谷底。往远处望去大峡

谷和天连成一线。科罗拉多河象一条线

从谷底穿过。从下往上看可以看到各种

色和层次的岩石。大峡谷真是一个很顔

壮观的地方。

巴哈马之游  - 晋青源

三月份我和我的全家到巴哈马乘渡

船游玩儿。船上有很多好吃的。一天二

十四小时都有比萨饼。早、午是自助餐，

晚餐是正式的法国大餐。船上还有很多

好玩的。船上有三个游泳池，有各种文

艺表演，还有青少年活动中心。

我们的船在两个岛上靠过岸。一个

岛叫 Freeport。另一个岛叫 Nassau。在

Freeport，我们下了船，到了一个海边

海滩去玩。沙滩很漂亮，海水是蓝色的，

沙子是白色的，又细又软，踩在上面真

舒服。在Nassau，我们下了旅游船，坐

上一个小船，到了一处比较平静的海湾，

小船停了下来。船上的救生员让大家穿

上救生衣，然后教大家戴上潜水用的呼

吸管。我跳到水下，哇！水下真漂亮！

水里有成百上千，各种 色的鱼游来游顔

去，看得人眼花缭乱。这次巴哈马之游

让我印象深刻，永生难忘。

北京行 - 杨思宇

2008年的夏天爸爸和我去北京看奥

运会。在奥运会期间，北京每天都吸引

着许许多多的游客。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很多游客来自

世界各地，他们在北京受到热情的款待。

特别是在北京的夜晚，那五光十色的夜

景，非常神奇与美丽。让我感到十分惊

奇。那夜色非常迷人，灯火明亮。奥运

场馆的霓虹灯有时是黄色的，有时是红

色的，有时是蓝色的，五颜六色，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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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爱。所以爸爸和我最喜欢北京的夜

景，还喜欢逛北京的夜市，吃小吃。在

北京期间我们还参观了动物园。动物园

里有许多动物。我最喜欢的动物是大熊

猫。北京之行非常愉快，我时常相假如

我能生活在这北京城里那该有多好啊！

开飞机－蒋兩晨

我今天早晨 8:45去了一个小飞机场。

因为昨天我和妈妈说八到十二岁的小孩

儿可以坐飞机。我带了一个朋友，他的

名字是 Peter。我们很早就跑过去了。

但是我们还排了很长的队。它吸引好多

游客。终于排到我们了。我们坐的飞机

叫 Piper Archer2。我跟飞行员坐在前

排，他的名字是 Nels。我的朋友跟一个

另外的小孩儿坐在后排。他让我们带上

了飞行员专用的耳机。我以前没有坐过

私人飞机。飞机起飞的时候我很紧张。

我们慢慢地飞到天上去了。我从飞机上

往下看，什么都很小。下面的树五颜六

色。下面的湖水五光十色。下面的世界

神奇与美丽！有时飞行员向左拐有时向

右拐。最惊奇的是他让我开了一会儿飞

机。我很高兴！假如我没有这个机会，

我就没开过真的飞机了。我在飞机上也

照了很多照片。飞机降落完了他们给我

一个证书和一个驾驶舱的介绍广告。我

长在要当一个飞行员，就能天天开飞机

了！

我的爱好 - 6A班习作

老师：靳宏

打网球 － 钱昆

我从车的玻璃窗向外看，心里感到

特别高兴。叶子在外头的风里面跳舞。

我为什么这么开心呢？因为我要去参加

一个网球比赛。

我非常喜欢打网球，已经学了两年

了。第次去上课，我都很高兴。打网球

很好玩。它只需要两个人就可以打。打

网球不是特别剧烈的运动。我通过打网

球交了很多朋友。

有一次，在一个叫 Thoreau Club的

地方，我参加了一个网球比赛。那里有

很多比我大的小孩，可是我还是努力的

打，最后得了第三名。那天我多么开心

啊！

我们的车到了网球场。冬天马上要

来了。这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在室外打

网球。我希望我可以赢今天的这一场网

球比赛。

吹喇叭 － 李达安

我的爱好是吹喇叭。我十岁开始吹

喇叭。我的哥哥先吹喇叭。我喜欢看喇

叭，因为它闪闪发光。我不知道该选什

么乐器。就跟着哥哥学吹喇叭。我在学

校的乐团里吹喇叭。我们每个星期三和

星期五练习。这个乐团有九十人。我喜

欢吹喇叭。

写故事 － 张子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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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有个爱好。我的爱好是写故

事。我会写各种各样的故事。我的人物

有时是人，有时是动物。我最喜欢写的

是小动物历险记。我一遍写自己就好像

变成小动物，进入了它们的世界，开始

我自己的历险记。我一亲得没事，就会

拿出纸和笔，开始编我的小故事。有的

时候我一写就收不住，越写越长。一会

就写好几页。写完故事，我喜欢读给朋

友们听。朋友们都喜欢我的故事。

橄榄球 － 季泽然

我的爱好是橄榄球。橄榄球是一个

非常好玩的运动。它也是个非常激烈的

运动。我特别喜欢这项运动。我每年都

参加一个活动叫 ABPW。我在这个活动

里有很多玩儿的时间。虽然训练很苦但

我还是很喜欢。橄榄球也是一个难懂的

运动，你需要记住很多战术和位置。橄

榄球里有很多很多剧烈的碰撞，这就是

我最喜欢的。示是我的爱好。你试一下

子，你也有可能喜欢。

读书 － 丁鵬飞

我爱好读书。每天回家，做完作业，

就拿出书，坐下读。我最喜欢读小说。

小说有很多种，可是我最喜欢的种类是

动作和冒险的故事。我最喜欢的书系列

是 Harry   Potter,  Redwall,  Alex 

Rider。有的时候我读知识书，可是读

的时候很少。我读知识书因为我妈妈和

爸爸要我读。我读的知识书大部分是自

传小说。读知识书的时候比读小说的时

间少。

画画儿 － 汤有有

我的爱好 是画画儿。画画儿是一门

创作艺术。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儿。小的

时候就用笔在纸上描。画画儿有各种各

样的艺术。例如油画，水彩画儿，素描，

写生等等。我最喜欢写生。

写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写生

的时候你既可以享受大自然的鸟语花香，

又可以培养在自己的观察能力。例如画

人的时候要把头，眼睛，胳膊，腿，身

体，等得要比例完美。

每天有时间就拿出纸，笔和功板。

走到外面，坐在绿草地上。有的时候画

树，花，鸟等。我很享受画画儿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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