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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兼程，岁月峥嵘

校长:王建国

又是一年美景秋色，又是一载更新轮回。旧学年的岁月之

歌渐渐远去，新学期乐章的序曲已悄然响起。9月13日的那

天ACLS全校师生迎来了新学年的开始。成群结队的家长们领

着孩子们，兴冲冲地赶来，他们带着期待、带着盼望、带着

对学校未来的憧憬，回到这个充满爱的、温馨和谐的家园。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几分耕耘，几许收获。

自2003年建校以来，ACLS走过了无数峥嵘岁月。六年多

来，在学校全体师生和管理团队的精诚团结、共同努力和不

懈追求下，在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ACLS的成长篇章，

洒满了全体志愿者的汗水和心血，凝结着历届管理团队的真

诚与奉献、爱心与牺牲。精神与理想在此凝聚，青春与未来

在此共鸣，历史与文化在此积淀，耕耘与收获在此交融。

ACLS每年都有不同层面的收获和提高，同时也面临不同

程度的挑战。近年来，学校在如何改善中文教学质量，增加

文化课的多样化，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方面，群策群力、集思

广益、绞尽脑汁，取得了功不可没的、可喜可泣的成绩。同

时也看到，学校的确还有许多方面不尽如人意，有待继续努

力不断改进。本届校管理团队将本着更好为学生、为社区服

务的务实精神，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期待在一些薄弱环节

得以提高加强完善，为ACLS走向大型化、多元化、国际化、

社区渗透化，打下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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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多元化：多年以来，ACLS一直采用中山大学的《中文》教材。这几年适合海外中

文教学的教材像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其中有不少深受广大师生和家长欢迎的教材。一些兄

弟中文学校纷纷开始尝试不同的教材教学，效果显著。ACLS本着以满足社区的需要为最崇

的高办学目的，为学生提供最满意的服务为宗旨。经过一年时间的研究和准备，克服重重

困难，学校决定从2009年秋季起，在低年级增设两个试点班，采用《马立平》教材。这个

变化的确给行政管理、教务、注册带来额外的工作负担，也让担任《马立平》班教学的两

位老师面临新的挑战。但是《马立平》班的老师和校行政管理人员毫无怨言、勤勤恳恳、

忙中不乱、井井有条，默默无闻的奉献和付出。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 ACLS全体师生和家长

向仲劲红、徐静、鲁贤丹、项开华、邓育红、阮静、王英姿、李日新、石红月、史建英、

李伟等表示衷心感谢。

学校成熟化：ACLS经过六年多的成长，在学生的数量上有很大增长。从全校200多名学

生和教职员工，发展到现在有近千师生和志愿人员的规模。今年秋季 ACLS共有 562位学生

注册 32个中文课；406位学员注册 30个文化课；120位成员报名 6个俱乐部。学校有一支

训练有素、专业水平的教师队伍，有一个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的行政管理团队，其中 72名

教师和助教，52名青少年志愿者，12名行政管理人员。规模如此大的学校要继续稳步健康

地发展，需要管理系统完善和切实可行的行政措施。在完善规章制度方面，上届懂事会作

了大量的工作。本届家长会正在酝酿增添有关健全家长会制度的补充章节，进一步完善学

校的章程。在行政管理方面，校总务主任邓育红把校长办公室重新布置，分成不同的功能

区，行政人员挂牌上岗，次序井然、提高办事效率，向师生和家长们展示全新的管理模式，

良好的精神面貌，提供优质全面的服务。另外，学校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安排长辈们的活

动。过去长辈们没有适合他们的去处，不是在走廊上聊天，就是在食堂搓麻。在文化主任

陈挺精心策划和不懈努力下，ACLS成立了老年活动中心，吸引很多长辈加入，在那里可以

做一些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活跃老年人生活，博得高度称赞。 

支持本地中文教学：本学期校长助理王依达，比往年更加繁忙辛苦，不知度过多少个不

眠之夜。在她的鼓励和帮助下，有多达52位高中生报名加入自愿者的队伍，帮助学校建设，

为全校师生服务。以往 ACLS一直采用奖金的办法，来奖励对学习中文和弘扬中华文化做出

突出贡献的高中生。学校注意到，去年开始本地高中增设了中文课程的实际情况，ACLS面

临一个新的课题，有了新的挑战。ACLS如何来影响促进帮助高中的中文教学，如何在本地

学区内发挥积极活跃的作用。硕大的ACLS现在已经具备相当的条件和资源，来迎接这一新

的挑战、完成新的使命。比如: 九年级老师王苗苗，多年在哈佛大学教中文，有着丰富的

中文教学和校际交流的经验。现任教务主任李日新，是本地高中的中文老师，承担中文教

学和策划，熟悉高中的中文教学状况，了解他们的特点和需要。前校董孔轩目前担任本地

区学校委员会主席，掌握学区近期远期发展规划，对促进ACLS与高中合作项目提供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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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和帮助。

校际交流开门办学：最近几年，ACLS高年级的学生流失严重，从低年级四个班减至高

年纪一个班。这些高年纪的孩子特别热爱ACLS，他们不愿意离开学校。尽管放弃了中文课

程的学习，他们还是留下来当自愿者来帮助学校，为他人服务。本学年ACLS将积极落实“

走出去请进来”的办学理念，一方面加强与兄弟中文学校的合作交流。增加教学的趣味性、

多样性，彻底改变单一的“课堂”教学的模式。另一方面学校可以根据高年纪学生的特点

和兴趣爱好，组织他们走出去，甚至让他们有机会亲临长城黄河，亲身体验中国文化的博

大精深，亲身感受中华大地的历史渊源，从而激发他们学习中文的激情。

我坚信在校董事会支持下，在家长会、广大师生和家长的帮助下，我们共同努力，齐心

协力，管理团队有信心，为了把 ACLS建设成北美一流的中文教育和文化交流的中心，添一

块砖、加一片瓦。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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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玉壶话汉兰
芶燕妮

 

群山涧壑自生来，撷取天灵紫气开。 

质洁馨纯芳净雅，清芬一世落尘埃。 

这是首咏兰的诗。细品起来，和汉兰还颇有几分神似。一株小小的兰花，看似简洁无华，

朴实素雅，而香气却是那么的清新怡人，甘醇不浊。那一缕的幽香正是一片丹心的写照。

和汉兰认识大约是在 2003 年的 Acton Day。那一天在 Nara Park 碰见一熟人，和她在一起的

是从纽约搬来艾克顿不久的刘汉兰。汉兰看上去很热情，和人有一种自来熟的感觉，给我印象

深刻。

因为是武大校友，又都住在艾克顿，两家就开始了来往。汉兰除了一份全职工作以外，当

时还在念纽约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虽然全家搬到了波士顿，她有时还需要开车去纽约上课特

别是在周末。后来她怀了老三，乐呵呵的说：“那有什么办法。只好要了呗。”女儿生下来的

时候她拿到了工商管理的学位---- 这在我和很多人看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汉兰在 2005-2006 学年毛遂自荐成为艾克顿中文学校讲座委员会的负责人。几个月之后讲

座委员会有了空缺，她于是便给我打电话要我帮忙。我觉得朋友之邀义不容辞，立马便加入了

她的队伍。汉兰做事非常认真，并敢于创新。我记得在她的任期，讲座委员会收集了很多珍贵

的演讲材料和影像资料，做成了一盘DVD。这在中文学校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在 2006 年武汉大学校友会成立的时候我们的交往更是频繁。从校友会的组建到各项活动，

汉兰和她老公都是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大家合作非常愉快。

2007-2008年我担任艾克顿中文学校的校长，想必汉兰也是 “义不容辞”地接受了副校长

的职位。我们一起走过了 2007年艾克顿中国传统音乐舞蹈之夜，走过了五周年校庆，走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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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的赈灾活动，走过了三十二个在中文学校平凡而闪亮的日子。作为副校长的她，是

中文第二外语教学的协调员，同时我还把建设家长志愿者队伍的担子交给了她。在校庆活动中

她肩负庆典分组组长的重任。校庆活动共表彰了八十多位学生，近七十名老师、管理人员和志

愿者。这里凝聚了汉兰和她的组员们很多的心血和智慧。大家同甘共苦地走过，信任弥坚。

汉兰在接任艾克顿中文学校校长之前全家搬到了 Lexington, 如果她因此而推托不接校长这

个接力棒的话，我想我会理解的，所以很有些担心。听她很轻松地说：“还好，也就比以前多

开 30 分钟的车”，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去。每每看见她带着一家老小，三个孩子加上

她妈妈，早早赶到中文学校，我都有一种感动。在她快离任的繁忙日子里，她老公去了中国任

职。她对我说的依然是乐呵呵的：“还好”，没有 “辛苦”也没有“累”。她在上学期末竞选

董事会的时候诙谐地说：“我本来个子就矮，燕妮把校长这个重担子交给我，把我压得更矮了

”。这是我唯一听到过的她的“抱怨”。

汉兰的抗压能力确实超常，好像所有的困难在她那里都不是什么问题。而这也正是一个好

领导必备的心理素质之一。

经过五年的发展，在汉兰接任的时候，学校已有语言课学生 580 人，文化课学生 376 人，老

师和助教 84名。对学校管理团队而言，学校的快速增长既是让人欣慰的喜事，同时也就意味

着新的挑战。汉兰和她的团队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 2009春季增设了 Parker Damon Building做

为卫星校园，解决了校舍问题。汉兰喜欢写长email，这在她负责讲座委员会的时候就很著名，

任校长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她苦口婆心，一遍又一遍地在给家长每周的电子邮件里强调安

全，强调纪律，告诉大家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好的，不好的。为了鼓励家长的参与，她专设了

一间教室，定期分年级和家长们面谈。对家长们提出的问题她耐心解答，对家长们的建议她虚

心对待。

记得今年三月底，几位家长在学校网站上提出了既非常现实具体又极富挑战性的问题：“

怎样使孩子们喜欢上中文学校，喜欢学习中文”。汉兰立即召集行政管理团队举办了专题讲座 ，

听取老师们和家长们的意见和建议。这一议题与校行政正在讨论的马立平教材的问题正好接轨。

在综合考虑情况之后学校决定在一年级开设两个马立平教材试点班，寻求和尝试新的中文教学

方式。

汉兰是能干的，更是实干的。这学期在退任校长之后她申请了教师助理的职位，正式加入

了老师队伍。做为校董事会成员她在新学期伊始就和家长会成员简建华一起召集有兴趣的家长

们对“帮助孩子们学好中文”的课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所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他

们希望大伙儿的智慧能为学校行政管理团队提供推动学校教学改革的可行性方案。

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汉兰是尽责的母亲。在任副校长的时候她曾经对我说：“我和我的

老板开玩笑，说下学期我要 adopt 600 个孩子”--- 这是一个母亲的情怀，一个做母亲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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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怀。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也是每一个来中文学校服务的老

师们的情怀，是每一个参与中文学校建设的志愿者们的情怀。因为有着同样的情怀，大家相互

支持相互配合相互理解。在我任校长的时候，汉兰很多次帮我接送学击剑的儿子；在汉兰任校

长的时候，我自然责无旁贷地帮她接送学跳舞的女儿。上学期末，汉兰为她的行政管理团队每

人订做有艾克顿中文学校标志的衣服。她也很好心地要为我做一件留个纪念。我以为是那种圆

领衫，就很大方地要了一个大号准备给我老公。领衣服的那天，我大吃一惊，原来汉兰订做的

是质地良好合体美观的 T-恤。后来知道汉兰用了她在中文学校领取的超过一半的工资来表达

她的情谊。

认识汉兰六年多，和她在艾克顿中文学校相处共事多年，因为志同所以道合，我们是同事

更是知己。想起汉兰，“一片冰心在玉壶”的诗句便跃入脑中挥之不去。爱人如己，胸怀坦荡

的她是一位敢于面对生活敢于直面挑战的乐观主义者。她的举重若轻，她的刚毅坚韧，她的无

私热忱，让她成为很多人的朋友，也让她成为艾克顿中文学校历史上又一位深受大家爱戴和拥

护的校长。

汉兰，谢谢你对艾克顿中文学校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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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 Seminar in October
Seminar Committee

October 4 School Administration 

Open Panel Discussion
The ACLS administration, including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team, the board 
and the parent council will be holding an open panel discussion with the ACLS 
parents and other community members to discuss school issues.

October 18 Roger Yang, Great Wall Financial Group, with guest speaker Steve Bruce, KBS 
Capital Markets Group

Consistent Approach to Invest in the Market
Over the last year the investment world has experienced a near-death 
experience. This seminar is designed to encourage people to face the investing 
reality, to promote thought-provoking dialogue and particularly to address the 
following topics:

The investment landscape after the “Deep Impact of 2008” 
The need for CONSISTENT approach to invest under any circumstance 
The essence of broad asset allocation and examples 
The rationale of investing in real estate market

October 25 Frank Chen, Good School Realty

Real estate in real life
In this seminar Frank will address some real life as well as philosophical issues 
regarding real estate that is specifically related to us - first generation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The specific issues are:

1. Do we spend too much money, effort and time on housing?
2. Is real estate right investment for all of us?
3. What role real estate plays in our kid's education?
4. Why there is such high uncertainty in our life as a highly educated 

community?

The ACLS parent seminars are held in the small cafeteria at RJ Grey Junior High School 
every Sunday when the school is in session. The seminars run between 2:15pm and 3:45pm. 
In each session we are trying to focus on topics interested by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ACLS 
parents. We welcome your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Please contact us at seminar@acls-
ma.org for any questions or conc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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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师介绍

刘玮：

大家好，我叫刘玮。很荣幸能担任学前班 B班的助教，和Christine曹老师一起和小朋友们

学习。上堂课是班里小朋友第一次的中文课，在老师和 stickers的鼓励下，小朋友们都勇敢地

表演，发言，有了非常好的开始。我有两个孩子也在中文学校里学习，所以学校任教和自己孩

子的中文辅导对我来说 实在是相得益彰的两件好事。我平常喜欢涂鸦，看电视，溜冰和上网。 

我工作日的工作是设计手机浏览器，所以上网占用了我大部分的时间。学习中文并不总是赏心

悦目，是有苦有乐，相信大家从自己做起，在日常生活点滴中多说多 用，这就是给孩子们学习

中文最大的帮助。

尹菲：

生于湖南。长于湖南，湖北，河南，湖北。就读于河南，河北，北京，加拿大。就业于大

陆，香港，加拿大，美国。大学前曾做过临工，织袜女工，勘探队员，中学教师。毕业后十年

心血浇灌在黄河小浪底工程。

即有过恢复高考时的拼搏，也有过不惑之年对托福的冲刺。90年代携子万里寻夫，由颇有

“成就感”的职业女性，摇身一变，成为半聋半哑的家庭主妇，反差不能说不大。几经调整又

重新扬起学海风帆，直读的两鬓斑白，老眼昏花。如今早已年过半百仍奋战在土木工程行业，

算是为美国经济的复苏尽自己微薄之力吧。

有过苦，有过累；有过徘徊，有过失落；有过得意，有过寂寞。一路走来，改变了很多，

唯一不变的是对孩子们的喜爱。童心的淳朴纯真，童趣的天真烂漫，总是给我带来无尽的快乐。

师青：

我名叫师青， 今年是 MLP-B 班的助教。我们家在 Boxborough住了五年了。五年里我有幸

认识到一些为中文学校做出许多贡献的朋友。今年我从一个中文学校的受益者变成一个也为她

做些事情的人。

开学一周了，ACLS的整个教学组给我的第一印象是 “they really mean business”。尽管

中文学校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志愿性的， 每一位老师和每一位学校行政人员都做的一丝不苟。

从为开学做准备的教师会议， 到开学第一天的注册，发书， 教课等桩桩件件，每一件事都周

详计划， 认真执行， 忙而不乱。这让我惊叹。从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的角度来看，

中文学校教学组远比我工作过的任何一个公司的管理班子强得多。一边是志愿工作，报筹甚低，

一边是正式工作，至少六位数高薪。结果为什么会这样不同呢？

我从仲老师身上找到了答案。仲老师是 MLP-B 班的老师， 我是她的助教。从我认识她的第

一天起， 我就能感受到她对孩子们的热情和对中文教学的投入。ACLS有一批这样的老师， 难

怪我们的中文学校一年比一年好，难怪我们的教学组胜过了公司的管理班子。

能加入这个得胜的团队，我感到很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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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分硬币
王晓鹂

来美国好几年，早已习惯了这里的生

活，亦失去了对周围的人事、环境的新鲜

感，只有对攒Quarter（二十五分硬币）还

保留着初始的兴趣。

记得踏上美国的第一件事就是认钱。

看熟了不同尺寸和颜色的人民币，再

看美元就很不习惯——美元除了面值的差

异，尺寸颜色都相同，乍一看，1美元、

10美元和 100美元根本没区别，很容易就

搞混。而且有一种从来没见过的 25 分硬

币，一时便反映不过来。尤其是Quarter，

是硬币里最具特色且用途最广的，比如洗

衣机和烘干机、临时停车的计费器、自动

售货机、高速路上的收费站、洗车、吸尘

等等等等，都用quarter。而且，每个州都

有自己的Quarter，图案的设计和钤刻的文

字各不相同，很有意思。

Quarter 在美国历史悠久，第一批于

1796 年发行，常见的是“华盛顿

Quarter”，比国内的 5 分钱略大，正面图

案是华盛顿总统的头像，反面图案是国鸟

白头鹰，文字是“In God We Trust”。

1999年，美国国会作出了一个决议，从本

年至 2008年，铸造一批代表各州的

Quarter，每年五枚，按加入联邦的时间顺

序，分十年出齐 50 个州，叫做“州

Quarter”。第一枚州Quarter 是特拉华州

的，最后一枚是夏威夷州的。这些Quarter

的正面保留了华盛顿的头像，但反面的图

案和文字则五花八门，充分代表了各州的

特色，也都注明了加入联邦的年代和铸造

的时间，一枚Quarter 就是一个传说、一

段历史、或一位名人。自己感兴趣的、收

集的，正是这些“州Quarter”。

其实，刚来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议案，

也没注意过Quarter 的差别，也不知哪一

日闲来无聊，心血来潮地拿起盒子里的硬

币一枚枚地翻看，才发现了Quarter 的不

同。还记得发现的第一枚“州Quarter”是

康涅狄格州的，图案简洁明了，是立在半

段墙垣前的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文字是

“The charter oak”。尽管当时自己想到的

是韦唯多年前唱过的那首《好大一棵树》，

但直觉这棵树定与宪章、政治、革命等字

眼联系在一起，有其特殊的意义。查了历

史，果然不出所料：1687年秋天，英王派

人解散康涅狄格政府，双方代表激烈的辩

论的时候，康涅狄格宪章就放在谈判桌上。

忽然，蜡烛熄灭了。当蜡烛重新点燃后，

宪章却奇怪地消失了，辩论只好到此为止，

康涅狄格政府也因此而保留了下来。原来，

宪章被一名叫约瑟夫·瓦兹沃思的船长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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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拿走，藏在了一棵巨大的白橡树洞内。

那棵橡树，当时已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从

此，康州人把那棵橡树作为本州的标志。

又过了一百多年，一场暴风雨吹倒了“宪

章橡树”，但在康州人心里，那棵树却与

世长存，也毫无争议地成了本州Quarter

上的图案。 

那是第一枚自己开始攒的Quarter，也

是自己最喜欢的其中之一。从那时起，便

存心开始积攒Quarter。最初的计划是给爸

妈、婆婆、侄儿、侄女、外甥、兄弟姊妹、

闺中密友各一套，自己当然还要留一套。

掐指头一算，至少需要三十余套。先生一

听就乐了：“不如连 1分、5 分、10 分、1

元的都加进去才圆满哦！回国的时候，咱

给你的这些硬币专门打制一个保险箱吧？

”我一听也乐了，遂决定先给爸妈和婆婆

各攒一套。

接下来的几天仿佛着了魔，买东西时

抢着付现金，为得是在零钱里找Quarter。

到别人家去串门，坐稳了先问人家攒不攒

Quarter，若是碰上同好，必定把收藏都翻

出来，一枚枚摆在桌上鉴赏，顺便互通有

无。甚至打电话给别州的朋友，让帮忙收

集那里出现的Quarter。如此这般，没几日

便有了十几枚不同的Quarter。可很快便发

现每次满怀信心地翻看的硬币都是重复的，

忽然就明白，目前也就这十几枚了——新

的还没出呢。于是，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每得到一枚新的Quarter 都是一个惊喜，

让人反反复复地欣赏，也忍不住去探寻

Quarter 后面的故事。一直记得得到第一枚

俄亥俄州Quarter 的情景。那是冬天的一

个晚上，我们送外卖给一个老人。老人独

自住着一栋房子，墙上挂满了画，家里充

满了艺术气息。“他可能是个画家吧？”

先生猜测着，“不过，肯定不是特出名，

你看，他每次给小费都是四枚Quarter，不

多不少。”他把手里的硬币递给我。随手

一翻，咦，有枚新的！凑到灯下细看，可

不就是俄亥俄的？！可巧在来的路上还说

起，手里也有十几枚Quarter 了，怎么找

来找去反倒不见本州的呢？不想几分钟之

后居然就得到了！这枚Quarter 的图案是

本州版图、最早的怀特飞机、和穿着航天

服的宇航员。文字自然与航空业有关：

“Birthplace of aviation pioneers。”这里说

的“航空先驱”指得是出生在俄亥俄州的

怀特兄弟，他们在自家的自行车行里制造

了世界上第一架飞机，并完成了第一次试

飞。至今，在克利夫兰有一个大型的航空

基地，每到秋天总有飞行表演。即使不去

大湖边的基地，站在自家门口，也看得见

编成队形的飞机，拖着彩色的尾气，在空

中作着复杂的动作。

如今，50 个州的Quarter已经出齐，一

一摆在桌上，便发现这些Quarter 的设计

主要分六大类：

（一）独立战争：新泽西州的“华盛

顿渡过特拉华河”，康涅狄格州的“宪章

橡树”，马萨诸塞州的“民兵雕像”等等，

都反映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著名事件，

以及相关的主体。

（二）历史名人：亚拉巴马州是著名

盲人女作家、教育家海伦 凯勒，特拉华•
州是不顾身怀绝症而赶赴费城投了美国独

10



No. 61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 九年九月〇〇
立第一票的凯撒 罗德• 尼，伊利诺州是著

名的废奴总统亚伯拉罕 林肯，加利福尼•
亚州则是美国早期环保运动的领袖约翰•
缪尔。

（三）地理及特产：这一类最多，图

案的设计大多复杂繁琐，尽管信息量很大，

但大都不耐看。如华盛顿州的鲑鱼及瑞尼

尔山，北达科他州的北美野牛，科罗拉多

州的洛矶山，内布拉斯加州的烟囱石，内

华达州的野马和山艾树，堪萨斯州的北美

野牛及向日葵，阿肯色州的钻石、稻米、

和野鸭，密西西比州盛开的木兰花，佛蒙

特州的枫树及枫汁桶，新罕布什尔州的老

人岩、阿拉斯加州的北极熊，南达科他州

雕有总统头像的拉什莫尔山，肯塔基州的

牧场和种马等等。

（四）标志性建筑：纽约州的自由女

神像，马里兰州的州议会大厦——美国最

大的无钉结构的建筑，罗德岛州的佩尔大

桥，缅因州的沛 奎特 塔，西弗吉尼亚馬 燈
州的新河峡大桥等。

（五）音乐体育：路易斯安那州的爵

士乐喇叭和跳跃的音符，田纳西州的小提

琴、喇叭、吉他、和乐谱，怀俄明州的牛

仔与野马，印地安那州的赛车等。

（六）科技教育：俄亥俄州的怀特飞

机和太空人，北卡罗来纳州的怀特兄弟和

怀特飞机，犹他州首次贯通的越州铁路，

爱荷华州的校舍、老师、和学生等。

这些Quarter，就图案的设计而言，自

己最喜欢的几枚都很简洁：比如康州的大

橡树，怀俄明州的牛仔和野马，北达科他

州的草原和野牛，和缅因州的灯塔。这几

枚，既没有州地图做背景，又没有繁杂的

主题，图案和文字相辅相成，一目了然。

就算不知道其中的历史背景和故事，也不

要紧。一般而言，除了极少数的，每枚

Quarter 上都有文字，用以说明图案或本州

特色，如密歇根州的是“Great Lakes 

State”，内华达州的是“The Silver 

State”。也有的州刻了本州的铭言，如宾

夕法尼亚州的信条是

“Virtue，Liberty，Independence”，佐治

亚州的则是

“Wisdom，Justice，Moderation”等。因

此，就文字而言，自己最喜欢的是新罕布

什尔州的“Live free or die”。 

但是，文字和图案结合起来，我最喜

欢肯塔基州的那枚—— 远景是三层高的州

政府大厦，连着联邦山，近景是长长的木

栏和一匹凭栏眺望的骏马。只一眼便能想

像到辽阔的草原和奔驰的马群，那幅情景

恰是席慕容所渴望的：“我原本该是牧羊

的姑娘/我爱的男儿骑着马来时/会看见我

的红裙飞扬······”。这枚Quarter

的文字，正是世界名曲、也是本州州歌

《我的肯塔基老家》中的一句：“My old 

Kentucky home”。这首歌的作者是著名

的“美国民歌之父”史帝芬·克林斯·福

斯特(Stephen Collins Foster)，他生活在美

国南北战争时期，对黑人的生活充满了同

情，在短暂的一生里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

的黑人歌曲，这首歌便是其中之一。歌中

唱道：

阳光明亮照耀肯塔基故乡，

在夏天黑人们欢畅，

玉米熟了，草原到处花儿香，

枝头小鸟终日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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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儿童们在田舍游玩，

多欢乐，多欢欣舒畅，

不幸的命运却来敲门拜托。

啊！再见吧，我亲爱的故乡！

你别哭吧，姑娘，今天别再悲伤。

让我们为亲爱的故乡歌唱，为那遥

远的故乡歌唱。

歌曲的旋律忧伤抒情，充满了对家乡

的思念，令人回味无穷。他的另一首广为

传唱的歌《故乡的亲人（Old folks at 

home）》亦被选作佛罗里达州的州歌。这

在美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批“州Quarter”历时十年发方告竣，

自然也有成套来卖的，贴在整幅美国地图

的各州板块上，煞是好看。可自己，宁愿

一枚一枚去攒，为的就是那份寻寻觅觅的

乐趣，以及意外获得的惊喜。于是，每一

枚Quarter， 除了自身的故事之外，又有

了收集时的故事，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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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的发展与强盛

周沫

汉代为汉高祖刘邦建立的中国第二个大一

统的王朝，定都长安，称西汉，又称前汉。

西汉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一个强盛、富饶

的王朝，它继承和巩固了秦朝开始的统一国

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人民安乐，呈现

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在此期间，中国一

直以世界强国的面目屹立于世界之林。西汉

王朝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西汉前后经历 231年，十四位皇帝。

汉朝各种制度基本上沿袭秦朝，但鉴于秦

朝速亡的历史教训，汉朝着力加强政策的调

整。

首先，新的制度很快的到了建立。萧何定

津令，韩信定军法，张苍定历法及度量衡程

式，叔孙通定礼仪。使得秦制度基本上变成

汉制度。汉高帝征召天下招集人才，分派大

小官职，给与田宅。士人有官做，既充实了

官僚机构，也免得失意谋乱。官吏少作恶，

有利于人民的休息。在此同时，汉朝大大压

抑商贾，令商贾不得着丝织衣服，不得携带

兵器自卫，不得乘车骑马，不得做官吏，商

贾买饥民子女为奴婢，无偿释免，算赋比常

人加倍。为防外患，汉高帝实施了对匈奴和

亲的政策求暂时的安宁。著名的四大美女之

一，王昭君远离自己的家乡，长期定居在匈

奴。她劝呼韩邪单于不要去发动战争，还把

中原的文化传给匈奴。打这以后，匈奴和汉

朝和睦相处，北方边境出现了空前安定的局

面.有六十多年没有发生战争. “昭君出塞”的

故事家喻户晓, 代代相传。

汉武帝时是西汉的鼎盛时期，期间经济繁

荣、府库充实。国家统一货币，铸五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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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私铸钱，铸铁业实行国家专营，实行均

输法、平准法，朝廷财政收入大增。在这基

础上，武帝采取了积极的对外政策。北方匈

奴长期以来是中国主要边患，武帝起用卫青, 

霍去病等人发动了三次打击匈奴的战争，使

匈奴远徙漠北，保证了河西走廊的安全。又

在西北边地屯田，修长城，筑烽燧，并派张

骞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中亚的贸易通

道。丝绸之路的开辟，大大促进了陆道上的

中西文化交流。武帝还采用董仲舒建议，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教授五经，使经学成为食

禄的工具。当时又建立国家藏书库，整理图

籍，使文化事业发展。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

写下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司

马迁 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时，从京

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

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史

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是一部优秀的文学

名著。

公元前87年二月, 武帝病死, 终年 71岁. 

武帝统治时期的西汉, 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物产最丰,科学文化发展先进的国家。

在汉武帝统治的半个世纪里, 此时我国成为当

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在西汉时，典章制

度、语言文字、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多方面

都逐渐趋于统一，构成了共同的汉文化。从

此中华地区的各族就出现了统一的汉族。汉

族和周边各少数族都是汉代中国多民族国家

的成员。汉族由于文明程度较高，在中国各

兄弟民族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是历史发

展和自然形成的结果。汉以后历代的朝代名

称虽有变换，但汉族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地

位始终未变。

昭帝、宣帝时，经济继续发展，但已潜伏

危机，出现外戚专政，豪强势力增强，流民

增多。元帝以后，宦官外戚更加得势，政治

腐败，阶级矛盾尖锐化，农民起义不断出现。

成帝时太后的外戚王氏控制了政权，王氏兄

弟四人和侄王莽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家财

亿万。哀帝时，西汉王朝在农民起义威胁下

摇摇欲坠，王莽企图用“再受命”的办法来

解决危机，结果失势。平帝时，王莽复起，

排除异己，树立党羽，收揽民心，笼络儒生，

为支持自己篡位夺权做准备。平帝死，孺子

婴立，王莽见有机可乘，公元 8年废孺子婴，

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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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ld of a stranger *
by Wendy Chen

 
at birth I was offered up to this 
country, some
innocent and
crawling appeasement
subject to the laws and 
dreams of its
people.
 
but my body holds the lines of your
country and my
country 
unevenly. I cannot melt the borders
into one. I am no melting
pot. these borders are edged with
barbed wire.
 
I cannot fuse these patches of 
redwhiteandblue with
yellowstarsandred. I cannot blend
the statue of liberty and the
great wall into something
monumental. the lakes will not 
coalesce together. I cannot move 
mountains.

 
you
were born under a plated sun and 
I under the snow. born half a world 
away, 
I
 
sew together these borders with
clumsy fingers, 
you
 
hold my fingers steady.

* This poem won first prize in “2009 Mitali 
annual poetry contest for teens between cultures” 
http://www.mitaliblog.com/2009/08/poetry-
friday-child-of-strang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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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
六年级A班

指导老师：靳   宏
胡蔚岭

这个夏天，我们去了 Provincetown。它是

Cape Cod上的一个小镇。我们是坐大游船。

我们在船　上没有事干，好喝可乐。

然后，我们回来看见一只大鲸鱼！我喜欢

Provincetown。

郭宁宁

在我的暑假里，很多好玩的事发生了。可

是，我最喜欢的是我去我爸爸妈妈的同学家

的时候。我们开车的路上，我拜见了很高的

树和小鸭子在宁静的湖里游水。我们到了爸

爸妈妈的同学家。

那里有很多小朋友和大人。我和一帮小朋

友一起玩牌。可好玩了，可每次都是我输。

玩牌以后我们就出去游泳。在湖里游泳真好

玩，我们游了一会儿，又开始打水仗。接着，

我和小伙伴一起去坐游艇。游艇在水上很像

飞一样。

回家之前，我们还放焰火。焰火很美丽，

又红又蓝，各种颜色。就这样，一个快乐的

一天就过去了。

王博文

夏天我去 Six Flags。在 Six Flags我们去玩

他们的Waterpark。后来，我们去换衣服和吃。

下午，我去玩 the Mind Eraser。最后，我去坐

The Bizzare。The Bizzare是 Six Flags的最大的

过山车。后来，我们回家了。

幸韬

我们一家去了 Buffalo 去看我的小姨。她带

我们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我们还去了千岛湖。

在千岛湖我拜见了一个城堡。我们上了一艘

船去城堡。在城堡里面有个水池。水池上有

个青蛙。下船了我们回到 Buffalo，明天回家

了。我们呆了一个星期。

孔艾碧

我的暑假过得很有趣！

这个夏天有很多活动都给了我美好的记忆。

在暑假里的第一个星期，我和我的舞蹈队

去新泽西参加全国舞蹈比赛。我和我的舞蹈

队友 Nina 住在一个旅馆房间。我参加了冠军

独舞比赛。我们队有小组舞蹈、独舞和双人

舞。我们表演了现代舞、芭蕾舞、爵士舞和

踢踏舞。我和我的好朋友们休息的时候去海

滩游泳。我们最喜欢的是冲浪。

然后有一个星期我参加了 Lego机器人的

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在劳伦斯学校。在那里

我们用玩具Lego Mindstorm搭成机器人。我

们自己设计和编程，让机器人向不同的方向

走，另外也可以让它拿东西。我和我的朋友

合作，征服了挑战，也成功地完成了机器人

的制作。都是夸我的进步很大。

我在暑假里有时候去我的小朋友家玩儿。

我们玩儿游戏，画画儿，看电视，也在院子

里跑，有时还用喷水龙头和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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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很快的就过去了，学校也要开始了，

你的夏天过得好吗？

黄宇捷

这个暑假，我最喜欢的是看飞行表演。我

的爸爸带着我和宇路（我的弟弟）和老爷，

我的妈妈没有去。因为她在家里做作业。从

我家到飞机场要 1个半小时才能到那。

我们到那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和飞

机。我们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飞行表演。过

了一会，我想我的爸爸给我买一个飞机模型，

他的名字是 Blue Angels。在路上回来的时候，

我们停下来，还圾看了会 Blue Angels表演。

它的颜色是蓝和黄色，十分好看。

我们要回家的时候，我们进去一个楼房，

还有爸爸给我再买了一个飞机模型叫做 F-4 

Phanton。然后我们终于回家了。

孙啸秋

暑假的一天，我们去野营。晚上我和和的

朋友要在我们的帐篷旁边点篝火。我们先找

到很多小木头，把它们一个跟一个架起来，

架得很高。然后用打火机把木头点着。只见

火苗由小变大，越着越旺。熊熊的大火烧起

来了，我们高兴地拍着手，又跳又叫。我们

把海绵糖插在一根细棍子上用火烤它。等到

烤熟了，我们就开心地吃了起来。吃完一个

再烤一个，吃了很多。小朋友都高兴极了。

最后我们用水枪往火上喷水，水由大到小

一会儿全灭了。真是一个愉快的夜晚啊！

丘若英

今年暑假，我们全家去加州度假。我们去

了Yosemite National Park 和旧金山。

Yosemite National Park 是个很美的国家公

园。我们爬山去了Vernal Falls，看见了很大很

大的 Sequoia树。爸爸还开车带我们去了

Glacier Point。

在旧金山，我们去了 Pier 39, Fisherman's 

Wharf，还在有名的旧金山大桥下照了相。

去加州度假的每一天都很高兴，甚至于连坐飞机都

不是一件烦人的事了。

杨思宇

今年我的暑假是这样过的，学校期结束之

后我的家和我朋友的家去了蒙特利尔加拿大，

我们在蒙特利尔住了五天。开了六个小时的

车。在中午的时候我们到了蒙特利尔的中国

城。我们去了中国城，蒙特利尔的最高的山

上从那里可以看到整个蒙特利尔的城市，奥

林匹克运动场，还有我们坐船看到蒙特利尔

的大楼和一些古建筑楼，还看了爵士音乐会。

我们在蒙特利尔玩得非常开心，也学到了很

多东西。在我的暑假期间我参加了两个夏令

营。我的暑假就是这样过的。

我的暑假

这个夏天我去中国了。我在中国住了三十

二天了。我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

最难忘的是在上海浦东机场，当我们的飞

机降落以后，有六个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上

飞机，检查我们每个人的体温。看我们有没

有猪流感，他们拿着温度枪扫描我的额头。

我有点担心飞机上有人烧，使我们被隔离，

出不了机场。很幸运，我们的飞机上没有发

烧的人，我们安全地到了上海。

在上海和南京玩了几天以后，我们去了北

京，我们参观北京奥运体育馆的鸟巢，水立

方和火炬塔。水立方的颜色变化多样，从亮

兰色变成鲜红从鲜红变成紫色。鸟巢发出温

暖的红桔色的光彩。火炬塔发出彩虹般的不

断地变化颜色。北京奥运中心的夜就象五彩

缤纷的彩虹让我们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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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暑假是一个难忘的暑假，我经历了

猪流感的担忧和欣赏五颜六色的奥运中心。

陈理查

我今年暑假是在中国渡过的。我去了湖南

湘潭看爷爷奶奶和妈妈的其他亲友。我还去

了湖北武汉看爸爸的亲友。后来我去了北京

玩了很多地方。

在北京我去了长城，故宫，海底世界，军

事博物馆，颐和园，动物园，天坛公园，鸟

巢，圆明园和王府井大街。我最喜欢的地方

是军事博物馆， 那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枪，炮，

军车，坦克，飞机，。。。。在湘潭我的最

好的朋友就是我的表妹的表哥，他叫赵思成。

我们俩个一起玩得很好。我们一起玩了很多

次电脑，还打了很多枪。我们俩还去了雨湖

公园，吃了肯德鸡和玩了电游。在武汉，我

交了很多新朋友。我跟他们常常玩牌。

我去中国玩得很开心，我去了很多地方，

交了很多朋友，学了很多东西。我希望明年

暑假还能去中国。

陈亦雯

今年夏天我有一个特别的暑假，因为我们

全家从芝加哥般到波士顿。我们是自己开车

过来的，一共花了三天时间。一路上我们玩

了好多地方。这些地方包括：Toledo 

Buffalo， Niagara 大瀑布，Albany， Syracuse， 

和 Springfield。最好玩的地方是 Niagara 大瀑

布， 因为我们玩了Cave of the Wind。水从很

高很高的地方流下来，情景十分壮观。我们

穿着雨披从瀑布背后走过，飘下来的细细的

雾打湿了我的头发。那里的景色实在太美了，

我还记得那一天是八月 12日。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特别的夏天！

史捷

这个暑假我过得很好。我去了College 

Academy, 假期夏令营。我又去了Texas我最

喜欢的是 Six Flags 和Canobie Lake Park。

在Canobie Lake Park, 我最爱玩Zero 

Gravity Chamber. 在里面你被固定住手身体。

整个 chamber转的很快很快。你感到你就像在

太空中。另外 Boston Tea Party 也很有意思，

它可以从很高处冲出水道，冲起很高的水花。

还有其它的地方如 roller coaster 也很惊险和好

玩。我非常享受这个暑假。国为我做了我想

做的事。

丁寅蕾

这个暑假我的表妹全家从底特律到我的家

来玩儿。他们在我们家住了五天。我有五年

没有见到表妹全家了。我看到他们就很高兴！

第二天我们去了六旗玩了一天。第三天到第

五天我上学了。她们走的时候我很伤感，我

希望明年再见到他们。

龚尔琪

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去了美国首都华盛顿

（Washington D.C.）游玩。我们在那里过愉快的一

星期。我们去很多博物馆和纪念堂。我们先去

Washington纪念堂， 这个纪念堂又高又大。后来我

们来到White House白宫前有很多游人，大家都在

拍照。但是我们没有看到Obama总统。我们还去了

航空博物馆，那里很大，我看到很多飞机。我们全

家都很喜欢华盛顿这个城市。我很想知道明年下天

区去哪里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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