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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在波士顿舞台的中国民乐老师

 左国英

中国民乐历史悠久，内涵深厚，形式丰富，是中华艺术和

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艾克顿中文学校从 2007 秋季开始

开设中国民乐课，一是为爱好中国民乐的家长和学生创造方便

的学习环境，二是借民乐课为平台进一步推进中华文化的宣传

和展示。我们有幸请到了活跃在波士顿舞台的杰出艺术家到我

校授课。广西艺术学院副教授，著名二胡演奏家林湛涛 教授是

第一期二胡课的老师，因住房离学校太远 ，二胡课就由现在的

高宏伟老师接任，高老师是原吉林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二胡演

奏家。琵琶课老师是原甘肃艺术学院讲师禄艳蓉，扬琴课则由

原中国中央民族乐团首席扬琴演奏家李平执教。也许你还记得

今年艾克顿中文学校那台精彩的春节文艺晚会，高老师表演了

脍炙人口的二胡独奏《葡萄熟了》，清新优美，热烈奔放，别

具异域风情，精湛的技艺令人惊叹。节目主持人沈心焯的诗朗

诵海燕在李老师的扬琴伴奏下把观众们的情绪带入了苍茫的大

海和海上不畏狂风的海燕。难怪有人称李平老师是丝弦上翱翔

的“海燕”。禄老师在这次晚会上没有独奏，但她的学生王潇

明丽脱俗的《阳春白雪》让我们间接领略了禄老师的高超。在

此我想更详细地介绍我们这几位老师，希望有助于家长和学生

对中文学校民乐课的了解。

李 平：中文学校 2008年秋季学期扬琴老师，原中国中央

民族乐团首席扬琴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美国分会《美

国华乐协会》创办人及会长。美国波士顿华羽音乐学校创办人

及校长。

李平出生于琴乐世家，十岁学琴。早期考入军队文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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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她以客座身份参加中央民族乐团内部汇报演奏，著名音乐家李焕之团长聆听后惊叹人才

难得，即著令在当时乐团编制满员情况下破格聘用。自此她以超群的实力在这最具权威的乐团

中，破天荒地雄踞首席扬琴宝座二十年！她的演奏曾获国家文化部，全国民族器乐 大赛，日本

国际室内乐的优异奖项。她曾多次在伦敦，柏林，维也纳，哥本哈根等城著名音乐厅及世界各

地二十余国巡演。此外她还多次在中央电视台，新加坡传统 艺术中心，东南亚国家乐团以及冰

岛广播电台举行过扬琴讲学。响鼓还得重锤敲，这一切辉煌无不是她天才加勤奋的结果。她天

资聪颖学无不精，而对扬琴艺术锲而不舍的精求更使她的艺术视野高远博大；为丰富扬琴的演

奏技巧她兼学古筝；为借鉴西洋弦乐的技法神韵和科学严谨的教学体系，她修学小提琴并精心

研究小提琴教学法；为求深入民族传统她对中国传统打击乐也学有所长—— 她把这一切都灌–

输到她的艺术创作与教学之中，她创作的扬琴曲和扬琴教学法也是颇负盛名的。

1999年李平来到美国著名文化城波士顿。她

多次被邀请到各大公司，麻省理工学院，哈

佛大学，布朗大学等十几所世界著名大学及

各类全国性学术会议中演奏。她用音乐佐证，

告诉世人中华民族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

传统，扬琴经数百年的艺术实践溶合早就扎

根民间成为中国民族乐器的主体，其演奏及

艺术表现水平业已超越世界。

200 年李平

在 波 士 顿

创办了华羽音乐学校，从四岁的儿童到九十岁的老人，先后有

近百人来校学习。学校每年举办学生演奏会，并连续多年参与

大型演出 FIRST NIGHT第一夜的演出活动。学生们的演出面

向广大观众，展示和宣传中华文化，受到观众们的热烈欢迎。

辛勤的耕耘，丰硕的成果。李老师的学生，年仅 17岁的欧阳

少圣同学在 2005年 9 月全美扬琴比赛Walnut Valley National 

Hammer Dulcimer Championships 中荣获第二名，使在场的美

国评委和观众赞叹不止。此次比赛不分专业与业余，不分年龄

大与小。第一名和第三名获奖者均是美国大学专修音乐的大学

生。

高宏伟：现任中文学校二胡老师， 原吉林省歌舞剧院民族

乐团二胡演奏家。

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音乐系。八岁开始学习二胡，师从于

著名胡琴演奏家甘柏林教授（被称为当代的阿炳），得到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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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的指教，在高胡的演奏艺术上得到过于其伟教授指点（高胡演奏家）。在

几十年的专业演艺过程中非常熟练的演奏了多种中国拉弦乐器，如京胡，板胡，高呼，二胡，

马头琴等。同时也编写了很多二胡曲和民族器乐曲，荣获过吉林省民族音乐创作一等奖。在二

胡指定曲目“二泉映月”的比赛中获二等奖。经常参加全国性的调演。如东北民族音乐汇演

（沈阳），龙年民族音乐节（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民族器乐比赛（北京音乐厅）等等。曾

随团出访过日本，俄罗斯，科威特，巴西，印度，澳门等国家和地区，是国家二级演奏员，中

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部队文工团首席，吉林省民族乐团二胡副首席，室内青年乐首席领衔。

在吉林民族音乐教育基地任教授，教授中国的拉弦乐器。2005年底来到波士顿，多次参加波士

顿地区演出活动，是喜洋洋小乐队的二胡手，现任中文学校二胡指导老师。

禄艳蓉（Lucy Lu）：现任中文学校琵琶教师, 原甘肃艺术学院讲师。

禄艳蓉， 原甘肃艺术学院讲师，中国民族管旋乐琵琶

和甘肃省中国传统音乐协会会员。曾荣获中国青少年民

族器乐大赛琵琶优秀奖。师从于琵琶大师刘德海，林石

城等名家，毕业于甘肃艺术学院，多次参加甘肃省丝路

花雨及敦煌组舞大型巡回演出，曾多次参加全国，省，

区，专业比赛和指导学生获奖。 自 1990 年来美之后频

繁参加波士顿地区演出活动，曾在哈佛大学，林肯大剧

院，Peabody Essex Museum 演奏。多年在麻州地区教授

琵琶，教学经验丰富，甚获大家好评。虽已从事软件工

作，音乐仍是业余生活中的最爱，现任喜洋洋乐队弹拨

乐组指导，中文学校琵琶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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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王晓鹂

漫天的鲜花广告和女儿从学校带来的心形

卡片，无不提醒着我：母亲节到了！于是，

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母亲。

母亲是感情非常内敛的人，她说是因为自

己受了传统教育，不能喜怒形于色。可我以

为这与她的职业有关。母亲是老师，一位成

功的老师。从十八岁参加工作直到病休，母

亲连续作了三十几年的优秀教师，四十岁上

就被评为国家小学特级教师。对此，父亲总

是毫不掩饰地夸奖她：“你妈教学生真正有

办法！我至今都想不通，她既不打又不骂，

为什么无论多坏、多调皮、多捣蛋的学生，

在她那里都会成为好学生？！”

母亲在回答这个疑问时这样解释：“很简

单，对学生要有耐心。要求要严，但要尊重

学生，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打骂学生，

要随时表扬学生，哪怕只进步了一点点，比

如说多考了零点五分、字写得整齐了、一整

节课没交头接耳、第一次举手发了言、家庭

作业得了满分等等等等。还有，就是让所谓

的坏学生担任小组长、卫生委员、体育委员

之类的职务，让他们意识到只有约束自己才

能管理别人。”

这无疑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一条经验。母

亲曾经一个人带过一个由全年级倒数的学生

组成的一个班，八十人，她承包了语文、数

学、美术、音乐等所有功课，每天从早跟到

晚，每节课都是她讲。一学期后，这个班在

全县会考中名列第二，语文平均九十六分，

数学平均九十八点五分。我知道，这个辉煌

的成绩，是母亲披星戴月辛苦得来的。那时

候，我才三年级。每天放学后，有时一个人，

有时与二姐一起去接母亲，她的学校离家三

里。我们经常陪她批改作业，她改，我们负

责用砖头压平卷了边的作业本，直到天黑。

有时天黑了还没批完，我们便把作业背回家。

那时我跟母亲睡。睡下后，母亲还得备课。

于是，总有那么一个印象，眼睛睁开，就能

看见母亲灯下的背影。那时，母亲顾不上做

家务，晚饭总是吃面条——父亲只会煮面条。

我第一次洗衣、做饭便在那个时候。

当然，母亲的辛苦没有白费，她带的学生

个个成为好学生，她带的班个个成为优秀班

集体。她的同事但凡遇到无法管教的学生、

不能解决的问题一律找她。年级的、全校的、

全学区的、全县的、全地区的公开讲学成为

家常便饭，有时，台下取经的老师比上课的

学生还多。学生对她更是奉若神明。关于这

个，有一个笑话：她带了三年的一个学生，

升到四年级换了班主任（母亲常是一二三年

级循环），回家对他妈妈哭着要留级，要找

母亲，说：“我们班主任丑死了，课间还去

上厕所！”——其实，他的新班主任是个漂

亮的年轻女教师。不光学生，家长也无一例

外地信奉母亲，挤着往母亲的班上报名，无

不以她是自己孩子的老师而自豪。走在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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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一停脚两步一回头，打招呼的都是新新

旧旧的学生家长。

母亲是个成功的老师，不仅因为她教学方

法得当，更因为她对学生的爱心和平等。我

的启蒙老师便是母亲。一年级的我还很顽皮，

仗着母亲是班主任的缘故，多少有点儿无所

顾忌。那次上数学课，做完了课堂作业的我

无所事事，左一下右一下骚扰同学，母亲敲

了我的桌子警告，我收敛了几秒钟又想出了

新花样，把手里的钢笔拆开，肠肠肚肚摆了

一桌，墨水涂得到处都是还不尽兴，继而把

笔帽挂在额前的刘海上，摇来晃去荡秋千。

这下，四周的同学都被逗笑了，课堂纪律开

始松懈。母亲怒极，二话不说，一把提起我

就扔出了教室，摔了一个屁股蹲的我又羞又

愧又怕又伤心，哼哼唧唧地呜咽着，不敢自

己回去只好偷眼看教室，只见里面一片肃静，

只有母亲走动的脚步和偶然讲解问题的声音。

那次后，上课时我再也不敢贪玩，而班上乃

至全校最调皮的男生在母亲面前也不敢高声

大气。

当然，母亲也是一个非常精心的妈妈。外

公家是地主，母亲未嫁时吃穿用度非常宽余，

上师范的时候，带着银馒头去交学费、伙食

费或日常花销。可父亲家贫，婚后母亲与父

亲一起过着清贫的生活，十指不沾阳春水的

她学会了挑水、做饭，自己裁剪、翻新、缝

制全家大小的单衣、棉衣，成片成片糊鞋面，

一针一针纳鞋底。记得一年初春，天气比往

年热得早，我穿得还是棉鞋。晚上睡觉前，

我看到母亲在纳一双小鞋底，第二天早上睁

开眼，一双新鞋已经放在我的枕边。诸如此

类连夜做鞋、缝裤、织毛衣的事，常有发生。

母亲的女红做得很好，挑、刺、绣、织、

钩样样精工。她可以依着画出来的图案绣花

样，构图和色彩都很别致，不像喜鹊闹梅、

红双喜或一对花瓶那种传统的样子，村里、

亲戚里年轻姑娘做嫁妆的时候，常来借她的

花样准备枕面、被罩什么的，有的花样传来

传去还回来的时候已陈旧甚至破损。关于这

个，有件事我一直记得，那是大姐上高中的

时候，国庆时被选中去跳新疆舞，服饰是从

文化馆借的。可不知怎么回事，回到家才发

现居然丢了一件小坎肩。姐姐急得直哭，老

师也说无能为力——总共就那么几套衣服。

于是，母亲一面安慰姐姐，让她安心彩排，

一面熬夜做了一件小坎肩，镶了金色的边，

绣了艳丽的牡丹花，竟把其他几件都比了下

去。演出那天，姐姐穿着母亲做的小坎肩，

漂亮极了。由此，自己便缠着母亲要学刺绣，

可功力终究不济。我最喜欢母亲绣的“天高

云淡，望断南飞雁”、“鱼翔潜底”和“蝶

恋花”三幅图，曾依她的花样做过，给茱儿

月子里用的小枕头就是“鱼翔潜底”中的一

条鱼，可还是没原样好看。

也许是职业习惯，母亲对孩子们要求很严，

至今我们都说家里是严母慈父，在父亲面前

可以随意开玩笑，在母亲面前却不敢轻易放

肆。但母亲极少责骂我们，有一次却是例外：

那是我六七岁的时候，随大姐、二姐去抬水，

路过村里的果园，正是果子成熟的季节，枝

头红艳艳的苹果着实诱人，我们抵御不住诱

惑，一个放风，一个上树摘，一个树下捡，

共同参与了这场偷猎。回家后，怕母亲发觉，

把苹果藏在炕头的抽屉里，用书本、废纸、

棉花等捂住。然而，苹果的香味丝丝缕缕透

出抽屉，荡漾在空气里，如何瞒得过母亲？！

她让我们在床前站成一排，责问苹果的来源。

当我们吞吞吐吐说出实情时，她怒了，黑着

脸叫大姐取来教鞭，命令我们伸出双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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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不吭地挨个打手心。我们自知做了错事，

不敢哭不敢逃也不敢申辩，只有咬着唇忍着。

这件事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从此不敢偷东

西。

母亲对我们要求虽严，对他人却很宽容，

更是有名的孝子。当初奶奶患了子宫癌，已

经无法医治。母亲瞒着我们给她清洗，尤其

是内裤，常粘满脓血，又腥又臭。她不敢拿

到大家常洗衣服的河边去，每次都走得远远

的，去没人出没的地方。然而，无论洗多少

遍，衣服上的异味都除不去。每洗一次，留

在手上的异味久久不褪，那日的饭也必定是

吃不下的。可母亲从没抱怨过。偶然被村里

人碰见，她们在惊讶之余叫着母亲的小名感

慨着：“你才是个真正的孝子！”过年的时

候，奶奶常由衷地吩咐喜话给她：“将来你

要得个孝顺媳妇，比你对我还要好。”——

想来奶奶不知该怎样表示内心的感动，才会

在这种神圣的时刻，以这种方式来表达。

那时候生活苦，哪怕是一颗水果糖，母亲

都会留给奶奶。常记得每顿饭母亲先给奶奶

盛，仅有的几块肉丁儿都藏在奶奶碗底。除

了奶奶，她就是照顾孩子们。所以有一次说

起童年，大人们都说苦，我却说：“不苦啊，

我一点儿都没觉得苦。”母亲便笑了：“你

哪能知道苦？再苦再穷都是大人担着，哪能

苦了你们孩子啊？”那一刻，母亲脸上泛起

了自豪的喜悦，我却心潮澎湃，难以平静。

母亲做了一个称职的老师、妈妈、和媳妇，

却付出了健康的代价。在我的记忆里，母亲，

针剂是一打一打地开，西药是一把一把地吃，

汤药是一碗一碗地喝。家里的炉子上常年熬

着中药，药香弥漫在空气中，也沉淀在记忆

里。那时我还小，常常迫不及待地等药熬完，

好捡里面的枣子吃。那些枣子煮进了药香，

甜中带苦，别有一番滋味。也会在母亲吃丸

药的时候，讨一点儿来尝。在我是好玩，根

本意识不到母亲身受的苦楚。就在她病休前

后，母亲身患八种疾病，以至于大夫完全无

法下药，这一味妨着那一种的病，那一味影

响这一种的病，只好走中庸之道，以求病情

不要恶化。

然而，母亲却是开朗豁达的。母亲嗓音很

美，唱歌、唱戏都动听。在台上，她演过新

剧《小二黑结婚》里的小芹，也扮过古戏里

的小姐、丫鬟、老夫人，大家都夸她扮得角

色真实。比如，她扮演《火焰驹》里的李老

夫人，在《法场》一折里哭别儿子，每次都

真的失声痛哭，卸装后眼睛还红红的。那时

候，她在台上哭，观众在台下哭，嘘声一片。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从没见过母亲流泪，

除了奶奶去世那次。在她的影响下，生活的

艰辛在我的记忆里基本不存在，记得的都是

形形色色的脸谱、花花绿绿的戏服和抑扬顿

挫的唱腔。

如今，母亲病休已十余年，身体虽然依然

不好，却比当初强了百倍。自己生老二的时

候，还是她远渡重洋来伺候的月子，并且在

我最困难的时候，把孩子接回去，亲手带了

两年。昨儿视频还说：“难为你一个人带俩

孩子，还要上班，瘦了，看得我心里不舒服。

”我赶紧笑着恭维：“当初，您可是带了我

们姊妹四个。比起来，我这是差远了！”母

亲笑了笑，欲言又止，终究只叹了口气说：

“无论如何，要注意身体。”我满口答应，

心里只是感慨：养儿方知父母恩啊!自己做了

母亲才知道，既要搞好工作，又要带好孩子，

是多么不容易。嗯，希望自己能尽快安定下

来，买了房子，接父母过来度假，也能让自

己有机会在膝下尽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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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fully handle any challenge with focus and determination! 
When you hire me, the most important house to sell or buy is 
yours!!I invited you to experience Janet Qin’s difference !!!

Provide unparalleled professional service

Janet Qin
(978)-761-9838
www.JanetQin.com
Janetqinn@gmail.com

FunChinese Summer Program

With its huge success in summer 2008, FunChinese is now open for 
2009 summer program registration for 3 weekly sessions (8/10-8/14, 
8/17-8/21 and 8/24-8/28)! 

Same great location, same great teachers, and better programs!   In 
addition to our traditional language/culture and arts/crafts programs, we 
will be offering Chinese Painting and Kung Fu classes this summer.

  
Come to join us for another fun-packed summer here in Acton!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check out our website:
http://www.funchines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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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的建立

周沫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以失败告终，但

是在大泽乡起义的同时另一股以刘邦和项羽为

首的反秦力量也在慢慢壮大。项羽是楚国贵族

的后裔。项羽的父亲项梁在吴地起事拥立楚王

后裔 心为楚怀王。刘邦本名刘季，出生在一羋

个农户人家。从小不喜欢从事农事，可是对人

宽容，深受乡里人的敬爱。长大后做了亭长和

官吏们混的很熟。后来刘邦投靠了项梁。项梁

死后，楚怀王封项羽为长安侯，随宋义北上与

秦军主力对抗；封刘邦为武安侯，向西入关。

楚怀王并与诸将约定，将封先入定关中者为王。

宋义的军队进攻至安阳后就停止了前进。项

羽不断的建议进兵，然而宋义不予理睬。项羽

便杀了宋义，楚军将领不敢反抗项羽便拥护项

羽当上了上将军，之后被楚怀王正式被认命。

接着，项羽进军钜鹿，先有手下将领率二万人

渡河袭击秦军，然后再有项羽率余军渡河。项

羽命令部下砍沉船只，不得胜则死。这也是有

名的破釜沉舟。最后，项羽大获全胜，楚军无

不以一敌十，大破秦军三十万。

刘邦出征时不足万人，当中收留了项梁部下

和陈胜吴广的起义军的散卒。 秦军主力受到项

羽的牵制，刘邦轻松的率领军队攻破武关， 进

入关中地区。刚被新立的秦三世子婴杀死赵高

后，向刘邦投降。项羽接到刘邦占领秦都咸阳

的消息，大怒，攻陷关隘，向戏水之西进军。

然而，刘邦在咸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

及盗抵罪”，使得咸阳很快恢复社会秩序。并

且派人驻守函谷关，以防项羽进关。

项羽的手下范增认为刘邦喜好财钱美色，但

是到了关中却不掠夺财物和女人是志向远大的

表现，于是帮项羽计划尽快进攻刘邦，以免将

来成为威胁。但是，项羽的叔父项伯得知了这

一计划，由于他和刘邦的参谋张良关系友好，

因此将这一计划告诉了张良并建议他逃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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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将这一计划告诉了刘邦，并建议刘邦通过项

伯向项羽示好。通过项伯，项羽在鸿门设宴，

也就是史上有名的鸿门宴。范增召堂弟项莊在

席上舞剑，乘机刺杀刘邦。但是项伯也拔剑挥

舞，用身体挡住项莊保住了刘邦。后刘邦借机

逃走，在逃走前，他令张良把带来的一对百壁

送给项羽，一对玉斗送给范增。反正拔剑撞破

了玉斗，断言刘邦将会夺取项羽的天下。

项羽入城自封为西楚霸王，统占了梁楚九郡，

建都彭城，分封了十八路诸侯。他将刘邦封为

汉王，管辖汉中，巴，蜀一带。但是将关中之

地分给了秦朝著名将领章邯，秦 史司 欣和長 馬

秦都尉董翳。这些不当封地使得很多人对项羽

的抱怨，隐藏了日后项羽多面受敌的种子。

刘邦带领了追随他的数万人向南郑进发，一

路烧毁践道防止项羽偷袭。不久项羽便派人暗

杀了楚义帝，自立为楚王。在齐国旧地起义的

老功臣田荣因对项羽封诸侯方案的不服，率军

驱逐齐王，杀胶东王，自立为齐王。田荣又将

士兵给了陈余，拥他为赵王，此为“齐赵志反

”。 刘邦乘乱重返关中，击败章邯，迫降司马

欣、董翳，并用计欺骗项羽，使其相信自己取

得关中后已心满意足，再也不会东进了。项羽

放心北上攻打田荣，减少了对西边防范。刘邦

乘机挥军东出，拜韩信为大将，明修栈道，名

为义帝发丧，暗地里派人联络诸侯，公开声讨

项羽。

田荣战败，齐降楚。但是项羽杀烧抢掠引起

民愤，齐国继续顽固抗楚。刘邦乘机率诸侯军

一举攻占彭城。项羽闻之，急率精兵救城，歼

联军 20余万。刘邦败逃，诸侯纷纷倒戈投奔项

羽。刘邦逃至其妻吕雉兄长驻守的下邑荥阳。

在此击败了楚追兵，得以端息。刘邦派兵说服

英布反楚，联络彭越扰楚后方，派韩信开辟北

方战场，攻魏俘魏王豹，破代，灭赵杀陈余。

项羽发动反攻，围困荥阳，形势十分危急。刘

邦用陈平反间计，使项羽怀疑范增，不用其谋，

迫使范增怒而归乡。刘邦又派纪信装扮成自己

去楚军诈降，乘机逃出荥阳。项羽加紧围攻荥

阳，并夺取成皋。韩信率军到达黄河北岸，声

援荥阳。彭越攻下下邳。项羽被迫率军回救，

刘邦乘机收复成皋。彭越进攻雎阳迫使项羽回

救。项羽在击败彭越后，与刘邦形成对峙。不

久，韩信在潍水之战中歼灭齐楚联军，完成对

楚侧翼的战略迂回。项羽腹背受敌，兵疲粮尽，

被迫遂与汉订盟，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东

归楚，西归汉。楚、汉订盟后，刘邦在张良、

陈平提醒下，下令全力追击楚军。项羽在垓下

之战中被打败，被围垓下，晚上听见四面楚歌，

意志崩溃，告别爱妃虞姬，项羽自刎于乌江。

刘邦称帝，建立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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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School Realty, Inc.
The true experts and professionals in real estate!

没有卖不掉的房子, 只有不会卖的经纪!
We know How to sell and what to buy!

Kathleen Zhang, CPA
Individual and Corporation Tax Specialist
We specialize in Tax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Real estate
taxes; Retirement & Financial planning; Accounting and

bookkeeping service.
Not all accountants are created the same!

Our offices: 124 Main Street in Acton and 844 Massachusetts Avenue in Lexington.
Real Estate:                        CPA Firm:

(978) 264-0900                   (978) 263-4355
GoodSchoolRealty.com          Kathleenzhangcpa.com

我们祝愿ACTON中文学校所有家庭成员新年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事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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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六年级 A班

我的妈妈有两只黑黑的眼睛，个子很高，

她还有短短的头发，看上去很精神。

妈妈虽然不上班但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

我们上学的时候她在家里打扫卫生，做家务

事。等我们放学回家，她要开车送我们去参

加各种课外活动。她还要提醒我们做功课和

弹琴。

我们都知道妈妈很辛苦为我们付出很多。

在母亲节这一天我要祝愿我的妈妈身体健康

幸福快乐！

季泽然

在这个世界上， 我最爱的人就是我的母

亲。她是对我最好的人。我记不住很多小时

候的事情，但是我知道妈妈是最爱我的人。

每次我不高兴，她总会有办法把我的心情提

高二十多倍。她真是我的好妈妈！

我老是记着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卧病不起，

 发高烧，全身难受。我不停地咳嗽，鼻涕像

河水一样得流。我的痛苦很难用言语表达。

我妈妈非常着急，她整整两天两夜也没怎么

睡觉。她一直没离开我的身边，每时每刻都

在照料着我。她喂我吃药、喝水、吃饭和量

体温。鼓励我跟疾病作斗争。在妈妈的尽心

照顾下，我终于康复了。

我感谢我的妈妈，不仅因为她给了我生

命，还因为她为我付出的爱。我成长的每一

天都有妈妈的陪伴，她教会我许多本领，和

我一起分享快乐，鼓励我克服困难，接送我

参加各种活动。为了我，她会付出任何代价。

她是世界上我最爱的人。她是我的母亲。

汤宇华

我爱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爱我。她割我做喜欢的反和冰激

凌，给我买喜欢的游戏。这些东西我好喜欢。

我喜欢吃馄饨，所以妈妈给我烧。我喜欢吃

年糕，所以妈妈给我买。

我嘚父母天天送我去上学。妈妈帮助我做

作业，何学东西。

黄小丽

我的妈妈很会做事。

她做的菜很好吃，她也很会包包子和饺子。

妈妈也帮我跟学校做一点东西。她每次都把

东西做得好好的。

她也帮我做中文作业。她教我怎么做我不

懂的地方。妈妈也教我把拼音写到生字上面

河蚌我读课文。她也帮我造句。

我爱妈妈，妈妈也爱我。

钱昆

我的妈妈和爱我。她每天工作辛苦，下班

回来的时候累的要死，可是她还会陪我做作

业和跟我玩儿。如果我在学校有困难，妈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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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帮助我。妈妈常常担心我。我生病的时

候，妈妈马上就去买药。有时我头痛，妈妈

就会叫我早睡觉。妈妈在开车的时候会听音

乐。我要跟他讲话，她不会说 “等一下”，

他会马上把音乐机关掉，听我要讲的话。

妈妈对我特别严格。要是我想要一个东西，

她会先看那个东西对我好不好。要是对我不

好，妈妈就不会买。他知道什么东西对我好

处的。有时候妈妈会生气。因为她要叫我三

遍我才听，可是只要我听了她的话，她马上

就不生气了。

我很喜欢滑雪。可是妈妈不会滑雪，她等

一次穿上滑雪板，走根都不能走。为了可以

陪我滑雪，她很愿意学滑雪。又一次妈妈带

我去 Nashoba Valley。那一天，我教了妈妈怎

么滑雪。刚开始，妈妈有一点害怕，可是她

坚持跟着我学，不怕摔跤，很快就学会了怎

么转弯。

我教了妈妈滑雪，可是妈妈教我的东西就

太多了。妈妈，谢谢你帮我长大。

李达安

我要感谢的认识我的妈妈。每天她烧饭给

我的家里的人吃。她烧的饭很好吃。我最喜

欢的菜是她烧的鸡。

每天妈妈会开车送我去学校。学校结束妈

妈就接我回家。妈妈也会带回家东西给我。

我的妈妈会鼓励我踢足球。妈妈很关心。

陶然

我的妈妈是一个很好的人。她也使我的好

朋友。

妈妈很辛苦，她要每天洗衣服，做家务，

还送我们上学，皆我们回家，帮我们做作业。

她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她每星期还要到中

文学校帮忙。妈妈会做很多好吃的东西，她

会给我们做很好吃的米饭和菜。

爸爸说妈妈是我们家里最重要的人。我

爱我的妈妈！

我的好朋友
六年级 A班

丁鹏飞

在 New Jersey,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的名字也叫 Richard.  他很友善, 我总是跟

他玩.  在课间休息的时候, 我跟他和几个别

的朋友到外面去玩游戏.  有的时候我们玩杆

榄球, 有的时候玩足球, 还有的时候就追来追

去. 虽然他有点胖, 可是他跑的很快.

他对龙很着迷.  每天我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总会说到龙的话题.  我们一起讨论各种各

样的龙.  大龙, 小龙, 火龙, 水龙,  等等.  他

的龙知识很丰富.  他可以没完没了地谈龙. 

他有很多关于龙的书.  

他精力充沛, 不怕困难.  不论做什么事, 

他总是坚持不懈.  我们一起打篮球, 虽然他

球艺不高, 但是他还努力跟我玩.  他虽然输

了, 可是毫不气馁, 还继续一起玩儿.

季泽然

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的同学 Justin。我们

从二年级就是好朋友。当年我是刚从中国来

的学生，一个朋友也没有。有的时候其他的

同学们还取笑我，因为我英文不好。我当时

常常想，为设么学校这么郁闷那？

过了些日子，班里来了一个新学生，他

的名字叫 Justin。这半来年来，我的进步很

大。我的英语已经说的很流利流利了，我也

有很多的朋友了。老师让我作为 Justin的向

导，我叹了一口气。每个人都恨作向导。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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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了他整整一天。奇怪的是，我跟他相处很

好，当天就成了好朋友。

从那天以后，我们天天一起玩，做功课，

聊天儿。每次我伤心的时候他都会帮我变得

比以前还要高兴。我们常常约好到各自的家

里去玩。在学校里，我和 Justin每次都一起

做作业，从他那里学了许多知识。Justin是

我最好的朋友。

黄小丽

我的好朋友是 Audreela。她跟我一样大。 

她也在我的学校。我们是在二年级认识的，

可是我们在四年级成了好朋友。

我每天跟 Audreela一起玩。Audreela喜欢

跳舞和唱歌。我有的时候跟她一起跑。

Audreela喜欢在游戏里当 Cleopatra。

Audreela一天到晚说 Cleopatra 很好。我们也

一起画画。她很喜欢画动物和人。她又一次

把一只狗画了一天。天热时， 我们就坐在树

荫里面说话。

Audreela人很好。她是我的第一个好朋友。

Audreela经常让人借她的东西，所以人们都

喜欢她。

陶然

我的好朋友是刘美琪。我和她都在道格拉

斯小学上六年级，但是我们不在一个班。我

在 Mrs. Bloom 的班, 她在 Mrs. Hubble 的班。

星期天我们一起在中文学校，我们都在六 A

班，我们的老师是 Kitty Raymond。

我从 Kindergarten 就认识美琪，已经快

有七年了！ 我们习惯叫它英文名字 Maggie。

以前，我们还是邻居呢，后来我们搬走了，

不过还是在 Acton。我和 Maggie在

Kindergarten，一，二，三，和五年级都在一

个班里。我们放学后还一起去上骑马课和滑

雪课。春天和秋天我们都在 Hybid Farm 骑马，

我最喜爱的马叫 Misty， Maggie 喜爱很多的

马，有 Scottie， Scout，和很多很多其它的

马。冬天我们到Nashoba Valley 去上滑雪课。

我们一起骑马和滑雪已经四年了。 

明年，我和 Maggie 就是七年级，要上 

Junior High 了，到时候我们都会很忙。我希

望还能和 Maggie 在同一个 Team！

汤宇华

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哥。他的脸很死板，我

很喜欢跟她玩儿。我可以跟她玩儿很多东西。

晴天时，我们出去打篮球。天气不好的时

候，我们在家里玩游戏。我跟她玩儿很多东

西。

汤有有

我有一个可爱的小妹妹，圆圆的脸蛋，长

长的头发，和两个黑黑的眼睛。她快五岁了，

每天很快乐而且能说会道。有一天爸爸看电

视，是摔跤比赛。小妹妹看了一会儿就向爸

爸说，“他们为什么一直在拥抱呢？”我们

哈哈的大笑。

小妹妹是我的好朋友。她每天等着我放学

看到我以后会跑上来抱住我。等我做完作业，

弹完琴。我会给她读书，跟她一起玩儿。

小妹妹喜欢唱歌儿。她常常在车里听说话

机，还喜欢听我 iPod里的歌儿。而且它还会

唱。

我很爱我的小妹妹。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李达安

我的好朋友是 Tyler。我自从二年级时候，

我就在学校认识他。我们一起踢足球，玩传

球。踢足球很好玩。他从小就是一个很高的

人。它有黑黑的头发，现在身高一米八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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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去他的家玩。他有很多游戏机。

我们一起玩的很高兴。有的时候他来我的家。

我们去外面踢足球和打篮球。我们在同一个

队踢足球。有时候我们一起在电脑上玩游戏。

我们是好朋友。

陈雪健

一个人肯定有很多朋友，但是一个人才可

以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我最好的朋友叫 Brian 

Dai。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他老跟我一块

儿玩儿，听我的问题，和一起分享他的东西。

一个好朋友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他跟你一起

玩儿。我的朋友Brian Dai 总跟我玩儿。每天

在学校他都跟我一块玩，吃午饭时，我总和

他及别的朋友一起聊天。在外面玩儿时，我

们老玩儿标记。

另一个特征一个好朋友应该有的时你应该

可以告诉他你的问题。要是你有一些问题你

不要告诉别人，你可以告诉你最好的朋友或

者你的老师。你有好东西也告诉他。所以不

管你有好事，坏事或什么事情都可以告诉他，

那才是最好的朋友。

分享东西也是做好朋友的一格特征。我的

朋友Brian Dai 会和我分享午饭和零食。如果

他有玩具，他总让我玩儿。

一个最好的朋友应该跟你一块儿玩儿，你

应该能告诉他好或者坏的事情，和他应该跟

你分享他的东西。那事为什么 BrianDai是我

最好的朋友。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五年级 C班

孔艾碧 

所有的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孩子有一个美好

的未来。象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就很关心，

爱护我和哥哥。他们每星期都花很多时间送

我和我的哥哥去不同的课外活动。 例如，跳

舞，蓝球，足球，钢琴，画画，中文，还有

其他各种活动。他们教我们好的的道德观念，

给我们舒适和温暖的家。

我的爸爸和妈妈除了督促我和哥哥的功课，

他们还花很多时间让我们有丰富的课外活动。

 我的妈妈在很远的地方工作。她每天下班以

后，都帮我们检查家庭作业， 煮好吃的饭菜，

还要洗衣服，收拾房间。晚上在我们上床之

前，检查我刷牙，送我入睡。为了送我跳舞，

她经常要开车一个小时接送我。每次舞蹈比

赛之前，她除了帮我化妆，穿比赛的服装，

她鼓励我，安慰我， 也给我最好的微笑。我

的爸爸经常和我们一起玩儿。他花很多时间

带我的哥哥踢足球，打篮球。他督促我们锻

炼好身体。 帮助做家务。

我很感谢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关心和爱

给了我们今天的一切。

柴超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来自古代孟郊

写的诗。诗歌讲的是一个关心孩子的慈母帮

出远门的孩子做衣服的故事。我也有一个很

关心我的爸爸。

爸爸教我很多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每天

晚上当我做好功课,　爸爸就会找出几道数学

题目让我做。如果我都做对了, 爸爸就会夸我。

如果我做错了，爸爸就会很耐心地教我。我

的数学很好因为爸爸有很多功劳。

爸爸也跟我玩很多体育活动。爸爸给我买

了足球，排球和篮球。爸爸也给我买了乒乓

球台，网球拍和羽毛球拍。爸爸经常跟我一

起打球，帮我提高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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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出去玩的时候爸爸总会开车。 

他带我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

我是一个世界上最开心的孩子。

国画班学生习作

老师：满霞

二年级 B班作业

老师：许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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