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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蒸蒸日上
 副校长 史建英

看了校长写的校长寄语 《风雨兼程，岁月峥嵘》， 我开

玩笑地和建国说：“看你的标题让人有一种危机感与紧迫感， 

干吗把我们中文学校写的这么沉重？” 建国一脸严肃地说：“

事实就是如此， 大家对我们中文学校的期望值越来越高， 需

要解决的问题， 需要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想一想， 也确

实如此。

校刊总编李伟找到我， 让我为校刊写一篇稿， 我想就接

着校长的《风雨兼程，岁月峥嵘》，写一篇《齐心协力，蒸蒸

日上》。

中文学校是由我们广大的社区家长和学生们组成的， 是由

热心的志愿者来管理的。每年都有新的热心人加入到我们管理

团队来。今年新的成员有语言副教务长石红月以及文化主任陈

挺。

红月自2004 年以来一直在中文学校做低年级的语言课助

教及教师，深得学生和家长的喜爱。在得知叶红要回国的消息

后，我们找到了红月，希望她能到我们的管理团队里来帮忙，

红月义不容辞地答应了下来。从今年六月份开始，红月和叶红

就开始了交接工作。整个暑假，红月和日新都在忙碌着为新的

学期物色老师，我们今年开学又有了近十位背景资历十分雄厚

的新老师。红月做事认真，仔细，脚踏实地， 我们由衷地为有

这样一位新成员感到欣慰。

陈挺一直是我们中文学校的积极分子。你会经常在成人舞

蹈队，合唱团，健美操看到她娇美的身姿， 听到她甜美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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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挺不但多才多艺，做事更是大胆果断。与语言课教师队伍不同，文化课教师队伍参差不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十八般武艺，各显其能，管理起来就比较难。陈挺今年开学之初举办

了第一次文化课教师培训，得到了老师们的一致好评。她还把教师们根据他们的特长分成了几

个不同的小组，便于老师之间的交流。开学之初，她还广招贤，开设了剪纸课以及成人绘画课。

新开办的老年活动中心更是热火朝天， 深得老年人们喜爱。

2009年秋季已经过了一半，学校在管理团队每一位成员的辛勤努力下，在广大家长的支持

下正按部就班地每周日运行着。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各项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着，进行着。

日新和红月带领语言课老师举办了教师课堂管理培训；李伟扛着摄像机在为老师们录制教学过

程，制作 DVD便于老师之间的交流。泽明带领着筹委会在紧张地筹办 2009 Acton 中国音乐之夜。

汉兰带领着中文教学研讨小组搞调研，为把我们中文教学搞得更好而集意见，出策略。我们十

分欣慰地看到学校董事会，家长会的成员们，活跃在中文学校的每一项活动中。我们十分欣慰

地感受到中文学校正在健康地成长。

俗语说得好：众人拾柴火焰高。 希望更多的热心人加入到我们团队里来，积极参与

Acton社区和 Acton中文学校的活动，希望有更多的人为我们的中文学校添柴，加火，让我们

齐心协力，把中文学校办得更加红火，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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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Activity Updates
 September/October 2009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Working Group

On September 20, 2009, the 1st working group was formed with the mission of making ACLS the 
best place for our children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The working group was formed by ACLS parents, teachers, parent council member, 
administration members and board members, including Wei Gao, Rick Jian, Rixin Li, Hanlan Liu, Hui 
Liu, Jianying Shi, Jianguo Wang, Miaomiao Wang, Zack Wang, Lei Xu, Jinghong Zhong Yang, Yumei 
Yao, Mei Yong, Xiaodong Zhou, and two additional members who joined 3 weeks later: Ming Liu and 
Yufen Liu.

The working group had met twic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semester. It identified two issues 
critical to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t ACLS currently: 1)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positive 
Chinese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2) to strengthen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by leveraging 
expertise and teaching experiences among ACLS teachers. In addition, the working group had 
reached out to 41 out of the 48 dropout students (>Grade 6) between 2008 and 2009 through 
telephone and had identified that:

·         ~45% of the dropouts (17/41) were due to schedule conflicts.

·         ~25% of the dropouts (10/41) were due to lack of interests in learning Chinese at ACLS.

·         ~30% of the dropouts (14/41) were due to other reasons (e.g., relocation, time break).

Between October 16 and October 27, 2009, the working group conducted an ACL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survey. As of October 28, 2009, 77 on-line survey respondents 
were received.  In addition, students from 6 out of 7 classes (>Grade 6) participated in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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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The working group will review the survey results and summarize the findings, and make 
proposals to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and findings.

CSL & FCC Related

An informal survey was conducted by Joanne Wu among CSL and FCC parents on the topic of 
how ACLS can better serve the CSL and FCC families in the area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language. 
The results concluded 2 major points:

·         More Chinese culture for our families.  This could be in the forms of Guest Lecturers, 
more culture classes for younger kids, culture classes for non-Chinese adults (cultural literacy). 

·         Improve the publicity of ACLS to non-Acton and non-Chinese communities.  They 
want to see greater PR and awareness of what ACLS can offer, targeting the non-Chinese and 
non-Acton communities.  

Oktoberfest 

ACLS had been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annual Oktoberfest street celebration since 2007. At 
Oktoberfest 2009 (October 10), ACLS had a table from 10:00 a.m. to 4:00 p.m. staffed by Board 
Members and other volunteers who dressed in typical Chinese clothings. They handed out literature 
and small gifts, and sold tickets of the “Acton Chinese Music Night” to the many families who 
continuously stopped by as they were attracted to the very colorful ACLS table. In addition, two 
groups from ACLS, the Tai Chi Exercise Group and the Sunshine Dance Troupe, performed live 
at noontime to a large and very appreciative audience.

Acton Chinese Music Night

ACLS Board decided to resume the tradition of hosting Acton Chinese Music Night this year on 
November 14, 2009 at the AB Regional High School auditorium.

The event working group consists of ACLS Board members, Parent Council members and other 
volunteers to take charge of various aspects of the event: Zeming Wang coordinates the overall 
event; Yuming Liu, Jeff Yang, Yanni Gou, Harry Chen and Jill Lu for fund raising; Zeming Wang and 
Yang Liu for performance programs; Li Yuan and Jill Lu for poster, flyer, tickets, program book and 
stage visual effects; Jianguo Wang, Yanni Gou, Xuan Kong, Joanne Wu, and Dick Calandrella for 
public relation; Hanlan Liu, Donghai Ma, Xiaoju Yao, Fugen Li, Rick Jian, Fan Yang and Lixin Sun for 
ticket sales.. 

13 performance groups/individuals, about 130 people, will present at the Music Night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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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king group filed an application for ABCC grant. The event has obtained sponsorship 

from many loc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AB Community Education, AB Cultural Council, Acton 
Memorial Library Foundation, Acton School of Ballet, Chinese Martial Arts Division of Athletic 
Balance, and Town of Acton Recreation Department. 

A dedicated web page about this event was built in ACLS web site, posters and flyers were posted 
in various places, and they have been sent to Acton public schools for distribution (upon approval of 
the Superintendent and the principals), over half of the tickets were sold through on-site ticket sale 
booths, mail-in orders and online site. A television advertisement and a 30-minute TV promotion 
program are broadcasted at Local TV Channel 8.

2010 Chinese Summer Camp

On September 26, ACLS principal Jianguo Wang hosted a kick-off meeting about promoting a 
2010 Chinese summer camp in China. Xuan Kong, Wei Li, Hanlan Liu, Yuming Liu, Jianying Shi, 
Miaomiao Wang and Li Yuan attended the meeting. 

The proposed 2010 Chinese summer camp will provide programs of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ulture, practicing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s and dance, and visiting historical places.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actively support local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ACLS 7/8 graders and AB High students will be encouraged to join the camp. 

The camp will be hosted by a Chinese organization. Jianying Shi and Miaomiao Wang gave 
reports on the 2 candidate organizations in Tianjin and Beijing which they respectively visited and 
interviewed in the summer. Suggestions were sent back to the 2 candidate organizations for review. 
Xuan Kong also visited these 2 places in October and gave briefings to the team. 

Parent Seminar in November
Seminar Committee

November 1 Chunqi Li and Stanley Ye

College Application, from both a Parent and a Student Perspective

Brandeis University student Stanley Ye and former Boston Latin School parent Chunqi 
Li will come to share with us their experiences in college application. 

November 8 Virginia Ross-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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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write a College Application Essay

Acton writer and FCC parent Virginia Taylor will show us how to write an effective 
college application essay.

November 15 Janet Qin

Today’s Real Estate Market and How Can We Benefit from It

Local realtor and Acton resident Janet Qin will present us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real estate market.

November 22 Tony Kwan

Commercial Real Estate

Tony Kwan will discuss with us on how to invest in commercial real estate.

The ACLS parent seminar is held in the small cafeteria at RJ Grey Junior High School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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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jority of the ACLS parents. We welcome your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Please contact us at seminar@acls-ma.org for any questions or concerns. 

6

钢琴老师
毕老师出生于台湾台北。从小习琴多年，现住

Lexington。跟随 NEC 钢琴名师 Tatyana Dudochkin 学

琴十五年，并在 Boston University 学习合唱，指挥及

管风琴。于 2008 年获得圣乐及教会学硕士。毕老师的教学结合认谱，节奏，

指法，技巧及表达。经验丰富，学费合理。详情请于毕老师联系。

电话：781-861-2934

21 Vaille Avenue, Lextionton, MA, 02421

mailto:seminar@acls-m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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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遥远的地方
—我熟悉的美国朋友们

李捷 

到一个陌生的国度里生活工作，尤其是从

落后的（发展中的）东方国家到先进的西方

国家，对一个初来乍到者来说要学的东西可

真多。要既不“聋”又不“哑”还不“瘸”。

要练就各种生存技能，无论是专业的还是副

业的。再就是要有一些无关紧要的本事。譬

如说，美女拿得出几款私房菜；帅哥会几招

修车术；人人能理剪推，水平嘛，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就可以了。这期间忙忙碌碌搞活经

济，倒有机会接触一些人，也长了点儿见识。

求学期

我最初认识的一个老美叫玛丽，明眸皓齿

棕色的头发，是位活泼貌美的姑娘。玛丽是

基督徒，我们商议好每周见一次面，学学圣

经谈谈见解聊聊经历。玛丽说话的速度极快，

可能跟她的工作有关。做统计顾客信用卡用

额的她，要接听顾客的投诉电话；那时我还

没用过信用卡，对限额对信用，取消交易关

闭帐号没什么认识。不过听她描述倒是能感

到那份工作不易做，口齿伶俐是需要的，耐

心容忍是必要的。玛丽每次来到都非常准时。

不迟到不缺堂，对于曾执教过的我和老公来

说，那是对师生的最基本要求。一次晚饭后

我刷着碗，想到玛丽快来了，无意中抬眼看

了看窗外，却见到了玛丽在停车场处徘徊。

我立刻冲出门跑下楼叫她，我有些不解，我

们今晚是有约的，这么天寒地冻黑乎乎的傍

晚，为何还在外。玛丽不好意思地说，她途

中办了点儿事时间没把握好，早到了 10分钟，

故在外等候以免打扰我和家人用餐。哦，准

时是这样做到的！恪守时间，是许多老美们

都具备的特点。它尤其体现在会议面试等正

式场合。

玛丽出嫁后，和我见面就由她的妹妹莎拉

接替。莎拉的文静腼腆和细声慢语和玛丽形

成对比。五官鲜明的姐像来自波多黎各的母

亲，白皙的妹随父。姐俩儿同样苗条漂亮，

同样是虔诚的基督徒。莎拉坚信她高中毕业

后能很快找到一份文案工作，是因为上帝听

到了她的祷告。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去服务于

上帝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她一直想把

全职改成半职，可她的上司不同意。两年后，

22岁的新娘莎拉和24岁的新郎站在一起笑得

很甜美。那是一个盛大的婚礼，因为这对新

人已辞去各自的工作，将在婚后到亚利桑那

州边远山区义务做一年全职传教工作。外表

柔顺而内在执着的莎拉，为了心愿为了信仰

义无反顾地奔向穷乡僻壤了。

婚礼仪式后的舞会，让我和老公第一次真

人实地看到这么多人跳拉丁舞，还是动作一

致的集体舞。我见到玛丽与舞场边的人聊着，

漫不经心地跳着，可举手投足扭胯中都透露

着极强的舞韵。舞场中不乏全身心投入的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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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舞者，但总让人觉得是形似中少了某种神

似，缺了一点点玛丽那种拉丁风情。我问玛

丽何为故，玛丽爽朗一笑指着自己的静脉，

Dance in my blood。几年后我又结识了几个

南美人，不管身材好坏个个善舞。

老公照顾过一位因病瘫痪了多年的教授。

教授的夫人本森太太对中国留学生很友好。

曾随两届美国总统访问过中国的她，当时是

历年在白宫任职的女性中职位做到最高的一

个。身材高大的本森太太有着从政女性特有

的干练和强势，也有着作为妻子的温情。每

周她往返两次从麻州飞到 DC白宫上班。只要

可能她一定回到麻州的家里陪伴丈夫。本森

太太也是个热情随和的人。我们全家应邀去

她家做过客，吃的是老美家家户户都吃的 BBQ

。她的家不因为她位高而特殊。那是个极普

通的房子极普通的家居，唯一不普通的地方

是在只有两层的住宅安了电梯，是专为坐轮

椅的本森教授装置的。后来这位在物理界颇

有成就和声誉的教授病逝了，他任职的学校

校旗降半以示哀悼。我和老公参加了校方举

办的追思会和本森太太家里的接待会。整个

过程都保持得比较积极（positive）平和。不

是那种悲悲戚戚连空气都沉重得让人无法呼

吸的场合。

在学生食堂打工时认识了简。简告诉我她

一直是坐办公室的，年头久了，身体都坐坏

了，所以要换个能活动筋骨的工作，食堂工

作收入低些可是省了饭钱，还发工作服连买

衣服的钱也省了。我相信她的话。有些美国

人好像不那么在意工作的高低贵贱。他们在

意的是收入支出。简过敏症挺严重，很多食

物不敢碰。体型绝对超重的她对免费的饭菜

水果甜点很有自制力。她丈夫提莫西是步简

的后尘到食堂洗盆刷锅的。提莫西不抽烟不

喝酒，最大的爱好是钓鱼，几乎天天垂钩，

又每每钓上来放回去。让我扼腕叹息：拿来

呀，你不吃我吃。简不适应食堂工作，特别

是大批学生在同一时间涌进食堂排起长队，

派餐员的动作是要相当麻利 。简换到学生啲
宿舍清洁队，负责一小片楼层的卫生。她说

那活好，自己可以掌握工作节奏，不会闲死

或忙死。提莫西很快也追随老婆大人去了同

一个清洁队。我笑他是妇唱夫随的典范。提

莫西则认真地说简懂得很多，是个聪明人，

他愿意听她的。我邀这对夫妇来家吃饭。提

莫西终于给我带来了三条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鳟鱼(Trout)。他的理论是只有这种鱼可吃。

他说昨天运气不好，钓一整天才得一条鳟鱼，

钓上其他的鱼照例都扔回去了；另外两条是

当天上午钓的，半天功夫运气还行。简则兴

高采烈地说她按照我教的方法学会做馄饨汤

了。那可是她最最喜欢的中国食品。

认识珍妮是在一个气氛有点紧张的场合。

某日我当值，突然听到旁边有人用纽约黑人

特有的口音大声说 I can’t 。就见那位营养

学系毕业负责制定菜单在办公室里不知是什

么头衔的头儿，要求珍妮把手腕上的镯子们

摘下来。个头挺小嗓门挺大的珍妮则说镯子

们是从小戴上去的，摘不下来。“营养学家

”以不卫生不安全为由坚持着，我挪过去溜

一眼珍妮的手臂，哇，怪不得，镯子们占满

了珍妮的手腕，叮哩 啷的，一次性的食品噹
手套根本罩不住。我忍不住开口，用保鲜膜

包起来不就行了。不是我爱管闲事，只是觉

得她们这样争执不解决问题，更多地我是不

以为然，这么多人在食堂工作，直发卷发长

的短的，不都是想方设法塞进工作帽里或包

到头巾里，没见谁把头发都摘了。

或许是我的那句话，或许是我的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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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和我有得聊。珍妮的左腕套了 16个手镯。

她很清楚的记得哪一只是哪一年谁给戴上的。

看着那些金的银的模样相似的环环，我觉得

“黑人和意大利人把全部家当挂在脖子上”

的笑话，在此不合适，每只镯子都情深意重。

话出口时却变成：还好这些镯子们不是玉的，

不然重到手抬不起来。珍妮摇摇食指 NoNo，

从小戴惯了不重，不影响做任何事。珍妮的

右手腕只套了 7个手镯。我记不清是婚后戴

上还是夫家人给的，也可能当时就没听明白。

就像我听不明白她是来自非洲哪个国家哪个

部落的后裔一样。

珍妮从纽约来是为了照顾她的两个孙女。

以我在美国待了两年的认知，老美是不会这

么做的。珍妮再次强调她是来自非洲哪个国

家哪个部落的后裔，她保持本族裔的传统，

她会为儿子照看孩子。我见过她的两个孙女，

六岁和四岁，梳着满头的小辫子。听到我夸

小辫子漂亮，珍妮很骄傲，那是她花了6个

小时给她们梳的。我认为太费时了，洗澡洗

头时还要拆开，珍妮习惯地摇摇食指 NoNo，

洗澡洗头就这样洗，编好的小辫子怎么地也

要过一个月后才拆开洗。仗着和珍妮的交情，

我冒着傻气地问，都说你们黑家伙皮肤好，

是不是真的。珍妮更骄傲了，昂了昂矮我一

截的头，伸出戴满镯子的手臂：当然了！你

摸摸是不是很光滑，你知道我可是个 Grandma

哩。语气里信心满满。珍妮还脱下工作帽，

孩童气的让我摸摸她的头发是否像婴儿的头

发。那些小圈圈发丝棉软得让我称奇，难怪

要贴着脑壳长，无力嘛。

祖母级别的珍妮想去上课。珍妮说不仅仅

为自己学也为孙女们学，希望能教她们一点

东西。珍妮想学点日语。我一瓢冷水泼过去，

日语有什么好学的，好多字都来自中文，地

球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讲中文，再说在这

里打工的就没一个日本留学生，倒有好几个

中国留学生，无论哪一个都能教你。学中文

吧我教你写作业。大包大揽地让珍妮心动。

之后没听到珍妮说起选课的事。过了段时日，

珍妮见到我就大叫，中文字太难写了，先造

好房子再摆进家具，边说边写了一个“离”。

顺序是“房顶”，“二楼的墙”一笔勾成，

“一楼的墙”也是一笔勾成，然后是“一楼

的家具”“二楼的家具”。虽然笔划怪怪的，

成形的字还中规中矩。我诧异，这位 Grandma

真的去上课了，还真的选修了中文 。珍妮抱

怨说她天天都要“造房子搬家具”又见不到

说要教她写作业的我，早知道去学日语，她

看过日语班的黑板，文字要容易得多。我心

里真的很抱歉却嘴硬地打哈哈，那不过是中

文字的部首偏旁，等学会了中文再去学日语

还不是小蛋糕一块。我翻了翻她的习字本，

居然没有“人一口手”之类的简单字，估计

大学里开的中文课不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后

来，珍妮去了清洁队，打扫教室和办公室，

晚上 10点到早上6点。为的是白天可以更好

地照顾她的俩孙女。

小小回顾这期间，我端过盘子带过孩子，

做过业余护理员当过专业清洁工。读博士的

老公花样多点：送过 Pizza洗过锅，照顾过病

残清扫过房屋，客串过保姆（当我分身乏术

时），还在学校餐店里煎过三文治。

感受：生活依然是美好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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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的雨
林健

春雨潇潇，潇潇的春雨染绿了窗外的枝

条。那一刻，我尘封的记忆忽然有了点点新

绿。

那是一个春天的午后，午后的天空飘扬

起点点的春雨。你踏著碎步匆匆从雨中走来，

悄悄地停留在我的窗前，如同一只蝴蝶静静

地落在我的窗棂。

在你甩动你的长发抛去雨珠的那一刻，

我们目光相接，从你的眼里我读到了你的羞

涩，读到了你的柔情。你静静地临窗伫立，

如同一株秀丽的文竹，静静地聆听这清纯的

雨鸣。

雨过天晴。小雨过后的天空，那么干净，

那么透明。你悄悄地离去，缀满紫色碎花的

白色长裙在湿润的空气中飘扬，渐渐消失在

远处的彩虹之中。

那一刻，我心生悔意，后悔没有打开门

让你进来，后悔没有留下你的联系地址。

从此以后，每当春雨潇潇的时候，我总是伫

立窗前，等待你的出现。

春雨潇潇，潇潇的春雨荡涤我心灵的尘

埃。于是，我到人群中去寻找，走过一座又

一座城市。于是，我到彩虹升起的地方去寻

找，走过一个又一个雨季。

终于有一天，在雨后的阳光里，你款款地

向我走来，飞扬的长发带着清纯的水珠。

我情不自禁地奔向你。此刻的你笑了，从

你那浅浅的酒窝中，我读到了你的妩媚，读

到了你的温柔。

我请求你不要再离去，留下来陪我，陪我

走过长长的雨季。

春雨潇潇，潇潇的春雨载着那段湿漉漉的

记忆，多年以后，依然湿润着我的心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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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印象
丹心

2009 年 9 月 Acton 中文学校击剑教练张

通善先生代表美国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

击剑老手冠军赛。作为他的击剑搭档和老朋

友，我们随他同去，为他助威壮行。

退休了，没有工作的牵绊，我们得以早

一周出发，先去圣彼得堡一游。因为美国和

俄国多年的隔膜，对俄国许多地方不够了解，

为使此行顺利，美国击剑协会事前发出了许

多通知。诸如：一到莫斯科，三天之内必须

去当地有关机关登记注册；带上足够的肥皂、

手纸、电筒、锁等生活用品；不带贵重物品、

首饰等，以防失窃；衣着简朴以免成为偷窃

目标 . . . 等等，等等。使得我们此行，不同

于以往旅行，真有些“临战”的感觉。

但是，经过在俄罗斯 15 天地停留，到了

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城市，尽管是浮光掠

影、蜻蜓点水，但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所做的准备都成了“多此一举”。

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俄国已一改人们

印象中的“严肃刻板”、“物资贫乏”“生

活贫困”的面貌，人们也亲切友善。人们所

说“不懂俄语寸步难行”已难不倒我们。当

在路上问询时，当我们指手划脚表达不清时，

总会有略懂英语的人前来帮忙解围，当我们

停下来看地图时，也会有年轻人上来，用生

涩的英语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并为我们指

出方向。总的印象，年轻人中懂英语的比较

多，有的人还说得很好。

印象最深的是俄国人有比较好的审美和

艺术素养，而且也非常重视精神生活，从一

般人的衣着打扮、配色、式样给人难忘的印

象。在圣彼得堡参观彼得大帝皇宫时，是周

末，很多人家祖孙三代全家出动，衣着光鲜，

神情愉悦，充分享受生活。（因为，参观门

票等，所费不菲，而且没有老年优惠，全家

出游将是一笔大消费）可是那么多“阖家光

临”足以证明他们对精神生活的重视。

五十年代我受的师范教育是苏联体系的。

不仅文学、音乐、美术、体育，甚至教育学

（索罗金娜）心理学（巴甫洛夫）都是苏联

的，有些课还直接由苏联教授执教。当时不

懂，为什么对我们这些未来教师的言谈、举

止、仪表、服装穿着特别重视并严格要求，

现在才感到，正是这种要求，根深蒂固潜移

默化，有好的榜样才能对下一代进行良好的

示范，才能使这些成为他们整个人生的一部

分。

在普希金艺术博物馆参观时，见到很多

学生。大一些的，自己一组组边看边讨论，

小年龄的，由老师带领参观，并听讲解。出

于几十年和小孩打交道的“职业病”我最爱

在一边观看那些孩子们。由于看惯美国男孩

女孩，T恤短裤不分男女的形象，看到他们

“男孩像男孩，女孩像女孩”的形象，感到

真是太可爱了！女孩有的穿背心连衣裙，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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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衬衫，或花格短裙、百褶裙，合身小上衣、

小外套，及膝白袜、黑皮鞋或低腰靴子，短

发或梳两条小辫子，又精神又好看；男孩小

西装打领带或夹克长裤便装，一派小绅士模

样。回头想想，最怕看到的是美国Teenage男

孩，裤裆吊到膝盖部位的“大裤衩”，女孩

子伸出来的蓝的、绿的、花的“指甲”（叫

人想到电影里的吸血鬼）不知美在哪里？真

是不能比。别的暂且不论，单是“审美”这

一关，我想美国的年轻人包括我们华人的孩

子，就有很长的路要走。

十五天的停留，蜻蜓点水，走马观花，

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可正是这“表面”显

现了俄罗斯人的艺术素养、审美情趣，显现

了他们热爱生活、懂得生活、重视和享受生

活。即使在令人讨嫌的下雨天，色彩缤纷、

花团锦簇、设计新颖的雨伞，使灰色的雨景

中绽开了一朵朵鲜艳的花朵，给生活增添了

无数情趣，也给我留下了不凡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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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大公鸡
王真

公鸡在路上,

看见大灰狼,

心里很害怕,

脸上不惊慌.

他对灰狼说:

“我有好朋友,

名叫大黄狗.

你想吃掉我

先去问问他.”

灰狼一听完,

马上逃走了.

公鸡拍拍手,

接着向前走.

我最喜欢的地方
六年级A班

指导老师：靳宏

孙啸秋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我的家。

我的家高大明亮，白色的墙，瓦灰色的屋

顶，屋顶上有五个天窗。四周有几十个各种各样

的窗户。外面有很大的草地，漂亮的树林。我们

能打篮球、踢足球、滑蹓梯和荡秋千。屋里有我

更喜欢的地方。地下室有一个乒乓球台，还有一

个发球机。我和弟弟常常练习打乒乓球。打起比

赛来更是好玩儿。一层有好几个电视游戏机，我

们有时玩开车的游戏。八个人开车赛跑，看谁能

得第一。我们有时玩打仗。我和弟弟用剑刺杀敌

人，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一层还有一台钢琴，

我很喜欢它。我弹会了很多曲子。现在我可以到

一个有名的音乐学校跟别人合奏`。客人餐厅有一

个大木桌，我和弟弟能读书和完成作业。那里很

安静，有什么问题妈妈都会帮我们解决。在厨房

里，每天有可口的饭菜等着我们。

二层上有我自己的房间，里面有我的好朋友

电脑和一张床。电脑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

闻。晚上我睡在床上，多么舒服啊！

我的家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它让我玩得好，

学得好，吃得好，睡得好。

孔艾碧

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是我家院子里的一棵枫

树。这棵树不大，不小，我爬上去正合适。从我

五岁的时候，我就爱爬到树上玩儿。我一年年长

大了，树也跟着我一起长大。

无论什么季节，我都喜欢这棵树。在春天的

时候，树开始发芽，开白色的花。我喜欢倒挂在

树干上荡秋千。我小心不碰到新的树枝儿。夏天

时候，绿色的树叶越长越多，我藏在树里，乘

凉，休息。捉迷藏的时候，爸爸，妈妈，和哥哥

都找不到我。秋天的时候，它的树叶变成黄的和

红的颜色，我们全家一起把掉下来的树叶耙到一

堆，我喜欢跳到树叶堆里。冬天来的时候，我们

有时在树底下堆雪人儿，建雪房子，有的时候还

在树底下建个城堡。

等到冬天过了以后，我又可以从（重）新开

始爬树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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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文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我的房子外面。在外面，

是很漂亮，有很多树。

在外面，我跟我的朋友一起玩。在外面我很

高兴。这是因为我想我的房子外面是我最喜欢的

地方。更多的原因是在外面，我想空气是新鲜。

在外面，太阳使我感到很舒服。

我的房子外面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我的房

子外面是我的最喜欢的地方。

刘林涵

秋天是一个美丽的季节，天气变凉了，树叶

开始变颜色。有红色的、黄色的和橙色的。各种

各样的颜色融在一起，非常好看。我也很喜欢户

外运动。有时去爬山，有时去骑车，有时踢足

球，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欣赏自然风光。

秋天也有我喜欢的节日。有万圣节和感恩

节。万圣节我穿上我喜爱的衣服，到处收糖，有

时还能拿到钱。感恩节亲戚朋友们聚在一起，有

好吃的、好玩儿的，非常热闹。朋友们还互相交

换礼物，大家玩儿得非常高兴。

秋天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好多果实都熟

了。我们也常常去摘苹果和别的水果，它们都非

常新鲜好吃`。

秋天也有我不喜欢的。秋天的风太大了，天

气有时太凉了。总体上，我是很喜欢秋天的。

辛韬

我喜欢图书馆，因为里面有很多书。我喜欢

读书。

我经常去图书馆借书。我借各种各样的书。

我借小说、自传、历史、科幻和杂志。这些故事

很有趣。我最喜欢看科幻书。

图书馆是一个好的地方。大家都可以借书。

你去图书馆吗？

胡蔚岭

水国(Water Country)在New Hampshire。水国

是一个水上公园。水国很远了。

我喜欢水国。这个水上公园有很多滑水，还

有小吃，也有一个游泳池。我家里，我朋友去都

好玩儿。

水国很好玩儿！

暑假

五年级A班

指导老师：武婷婷

孔令妍

今年暑假我们全家六口到了中国，我们去了

重庆，成都，绵阳等几个城市。

特别令我难忘的是我和哥哥一起参加了《重

庆童鹰》夏令营，我们和五十多个中国小朋友一

起进行了爬山，射击，野餐等很有趣的活动。

经过这个暑假，我的中文也大有进步。

今年的暑假很快乐！

卢晨晨

这个夏天我和我的妹妹，妈妈和爸爸去缅因

的 Acadia国家公园。在公园里我们去了一个很漂

亮的沙滩，还爬了很多大石头。我们还去看了一

个大的石洞，水冲上来响声很大。

朱茜娜

学校一放假我的家人回中国，共呆了两个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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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了北京，天津，重庆，运城，太原，五台山

等。在太原我在姨妈家住。我在太原学了素描，

钢琴和玩。我又暂停素描学习，去五台，两三天

以后我们去了天津。那天，在天津，我大伯带我

去买书。看了书店一个上午。下午吃饭后又上了

摩天轮，是天津最大的摩天轮，二十八分钟转一

圈。我还去了天塔，天塔是天津电视塔。雄伟壮

观。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去了运城。在运城给我买

了双鞋，还在超市买日用品。呆了一两天去北京。

在北京去了颐和园，天安门广场和故宫。在颐和

园我们爬了万寿山。有一百级台阶。姥姥差点儿

摔倒，但是我们爬上去了。人们说爬上一百级台

阶就能活到一百岁。在山上看到了千手观音。我

们还看到昆明湖和十七孔桥。天安门广场真大呀，

比时代广场大的多。在故宫了解了故宫的历史。

我的暑假真丰富呀。

刘杰

七月二十六日，我们全家从温哥华坐游船去

了阿拉斯加。我们的第一个地方是 Ketchikano。

我们下船走了一会儿。我们的第二个地方是

Jeneau。我们下船和 took a tour。很好玩儿啊！

我们然后去了 Skagway。在 Skagway我们坐了一个

火车。多好玩儿呀！我们喜欢去阿拉斯加。我还

要去阿拉斯加玩。

吴博安

我暑假去了中国上海。我玩的很开心。我去

了我爷爷奶奶的家，还去了外公外婆家。我们在

长风公园和很多亲戚朋友聚会，参观了海底世界。

我去了动物园拍了很多照片。我喜欢看喜羊羊电

视剧。我们还游玩了杭州和苏州。

周仕梁

暑假里我参加了三个夏令营。我最喜欢的是

“CollegeAcademy”。我们做了火箭，我还学会

了下国际象棋。我认识了很多朋友。我的暑假过

得很开心。

王欣宇

你猜夏天我去哪儿了？我去爬山了！我去爬

山的那天是一个晴天。外面好挺凉快的。

我到那儿的时候，我和我的家人直到一条山

路上。山路陡陡的，路边长了很多野草和大树。

我过了一条小河，河里有很多很多小虫。在石头

地下我找到了一条蝾螈！那条蝾螈是橘红颜色的，

身上有很多小点点。后来，我在一棵树底下又找

到了一条蝾螈！往回走的时候，我又看见了一个

蜗牛，蜗牛又黄又恶心。爬完山以后，我和弟弟

去了一个操场玩。我的弟弟很想在那儿骑自行车，

不过我的爸爸说太晚了，我们应该回家了。

我很喜欢爬山，你喜欢吗?

孙翰韬

今年翰我和我的小朋友们去 Nickerson State 

Park野营。我们一起去骑自行车。然后，我们支

起了帐篷。这时候，台风 Danny来了。天下起了

雨。因为天气不好，我们不能去海边。我们一起

去打保龄球和看电影。

李加佳

我今年夏天渡过了一个愉快的暑假。我和爸

爸，妈妈，妹妹去了加州。在加州去了迪斯尼，

动物园，还去了沙滩。迪斯尼有许多好玩的过山

车。动物园好很好玩。我看见了许多小动物。我

最爱的是小熊猫。我和妹妹非常喜欢在沙滩上玩

儿。我们在海边踏浪，和堆沙子。

我最喜欢的这个暑假过得太快了。我已经等

不及下一个暑假了。

16



No. 62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 九年十月〇〇
贾翰瑞

暑假，一直是我最喜欢的时间，今年我的暑

假更是在忙碌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同时今年的

暑假也留给我许许多多快乐有趣的回忆。暑假的

天气总是火热的。因此我很游泳。暑假刚开始我

参加了哈佛大学游泳夏令营。我喜欢的部分是夏

令营的老师从水下拍下我们的游泳动作。经过这

个游泳夏令营的训练，我的游泳技术都有了很大

的提高。新学期刚开始，我已经在期盼着下一个

暑假的到来。

万姗姗

我的暑假很好玩。暑假的第一个星期去游泳

夏令营。我的朋友相如也去了。第四星期我去音

乐学校学弹钢琴，拉小提琴和吹黑管。百天快过

去了。我去了网球夏令营。我的暑假很开心。

张嘉华

今年暑假，我们全家去了旧金山。旧金山在

加州的北部，靠着旧金山湾，是加州第二大城市。

旧金山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其中之一是著名

的金门大桥。金门大桥在旧金山湾的入海口，它

很高很雄伟。在早上有雾的时候，它的上面一半

都在雾里。站在桥上，可以看到整个旧金山市。

旧金山市建在山上，有很多很陡的坡。其中

有一条街道太陡了，就只好建成弯弯曲曲的，它

是世界上最弯曲的街道。

旧金山北边有一个国家公园，里面有很多成

百上千年的红杉树。红杉树是地球上最高的一种

树，它们的树皮是红色的，都笔直地往上长。公

园生长的树有十几层楼那么高，七八个人都抱不

过来。

旧金山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如果有机会，我

还想去旧金山玩。

相如

我暑假可真好玩儿啊！

暑假里，我去了好多好玩的地方，还去了许

多夏令营。有音乐夏令营，还有游泳夏令营。可

是我最喜欢的是可以游泳，画画，下棋，学科学

和射箭的 Camp Farley夏令营。

爸爸妈妈还带我和妹妹去了缅因州的海边玩。

我们在海边游泳，玩沙子，捡石头，还找到了几

只贝壳。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的姑姑带她的小孩们

来我家玩儿。早晨，我们一起玩过家家。中午妈

妈做了可口的饺子和糖番茄给大家吃。吃完了饭，

我们就到外面去玩捉迷藏。

今年的暑假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暑假。我玩

得非常高兴，而且我还学会了怎么做代数。明年

暑假我要计划去爬五座山，和划几次船。把暑假

过得更好玩一点儿。

任颖凡

今年夏天我去了七个夏令营。我最夏令营是

赛车夏令营，机器人设计夏令营和电脑游戏设计

夏令营。它们都很好玩。我也去野营了。虽然一

直都在下雨，大家都觉得很好玩。我们在野营的

时候还参加了一次漂流。一个我最最喜欢的活动

是去Canobie Lake Park。我们坐了 Corkskrew, 

Zero Gravity, Turkish Twist, Boston Tea Party，

还有好几个别的好玩的东西。我最喜欢坐的就是

Corkskrew。我也去了 Davis Mega Maze走迷宫。

还有图书馆的翰阅读。我一共读了一百五十四个

小时。我读了这么多是因为我很喜欢读书。暑假

已经结束了，我多么希望现在还是暑假！

史博文

今年暑假，有一天我们全家去波士顿科学博

物馆。我最喜欢玩模拟发生器。坐在里面就像在

17



No. 62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 九年十月〇〇
外太空飞行一样，习过来一个个行星和流星。人

跟椅子一起摇动，就像真的在飞一样。很酷！我

玩得很高兴！

陈查理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军事

博物馆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枪、炮、军车、坦

克、飞机等。

今年夏天我去了北京，参观了军事博物馆。

军事博物馆是个四层大楼。第一层有很多大炮、

军车、坦克、飞机和火箭。令我最感兴趣的是各

种各样、不同年代的大炮。有打飞机的高射炮，

还有打坦克的低射炮。第二层有很多不同式样的

手枪、步枪、轻机枪、重机枪、火箭筒等。这一

层还有许多手榴弹、军刀和炮弹。第三层右边是

现代战争的展览室。在这个展区，我看到了红军

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图画和文字说明。

我还看到了空军、海军、陆军和武警的最新军服

和武器。第三层的左边是古代战争的陈列室。在

这里我看到了介绍唐、宋、元、明、清的武器、

名人和著名的战争的图画和文字说明。第四层是

礼品室。在那里展出了很多国家送给中国的珍贵

礼品。

在军事博物馆，我看到了不同时代的武器，

也了解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主要战场。我学到了

很多东西。军事博物馆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史婕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海滩。每年夏天我都要去

海滩玩。

今年夏天我和我的朋友去Cape Cod海滩。我

们走在长长的海滩上找海螺。海螺是一种很小，

黑色的螺丝形状的海里动物，它总是粘在大石头

的下面。我们做了一道螺丝菜。

在海滩上我还喜欢捡贝壳，当退潮时，海滩

上有许多贝壳，不同大小形状，颜色都很漂亮。

如果在浅水地方找不到贝壳，就要到深水地区去

找。当你看见一个白亮点，你可能就找到了一个

大贝壳。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海）滩，我真希望夏

天快点回来。

郭守守

中国有很（多）地方，可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是广州的越秀山。越秀山上面就是五羊雕像。五

羊雕像很漂亮，周围的美丽的花让这一神奇的雕

像显得格外好看和漂亮。越秀山上也有广州博物

馆。广州博物馆里有古代南越王的东西。南越王

有很多兵器，比如：宝刀、宝剑等。广州博物馆

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画。越秀山是一个多么好的

地方！

自我介绍

马立平B班

指导老师：仲劲红

我的名字叫钱孟媛。我家有四个人，爸爸，

妈妈和我的小 didi，gen我 zhu一 qi。我还有一

个小仓鼠。我最动物是仓鼠。Ta you 一个小鼻子，

四个小腿。我得小仓鼠一只眼睛xia了，dan是我

hai ai ta。我作。我最喜欢的 chi的 dong xi是鸡

dan xi 红 shi。

我叫邝凯文，英文名字是 Kevin Kuang。我今

年九岁了，我住在 Acton。我家有四口人，爸爸，

妈妈，姐姐和我。我喜欢篮球，网球，乒乓球和

足球。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我最喜欢吃的东

西是面条。我最喜欢小狗和企鹅。企鹅有尖尖的

嘴巴和小小的脚。小狗非常可爱，我希望将来我

有一条小狗作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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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子是王子奇（Charles Wang)。我住在

Acton。我有六个人在我家里，我的妈妈，爸爸，

小妹妹，外婆和外公。我喜欢踢足球。我最喜欢

的颜色是蓝色。我最喜欢的吃的东西是 Pizza。我

最喜欢的动物是狗。我喜欢狗因为狗好玩。

我是宣乐韬。我家有五个人。有妈妈，爸爸，

爷爷，didi，和我。我 zui xi huan的 yan se是兰。

我 zui xi huan的 dong wu是 wu gui。Wu gui有四

条腿，每个腿上有三四个爪子。Wu gui还有一个

ke。它的 ke是 hen ying的。Hen多 wu gui喜欢在

水里。大 wu gui喜欢吃鱼。

我的中文名字叫周怡，英文名字叫 Lisa Zhou

。我八岁了，我住在 Acton。我家有四口人，有爸

爸，妈妈，哥哥和我。我喜欢游泳。我喜欢的颜

色是兰色。我最喜欢妈妈做的西红柿炒鸡蛋。我

最喜欢的动物是狗。因为狗是人的好朋友。

我的名字是赵婉悦。我是八岁。我住在 Acton

。我家有四个人，妈妈，爸爸，姐姐和我。我喜

欢滑冰和足球。我喜欢红色。我喜欢小狗。小狗

有一个小鼻子，尾巴，和大 zui巴。

我是钟慧怡。我的英文名字是 Emmie。我八岁，

读三年级了。我家里有三个人，爸爸妈妈和我。

我的爸爸是日本人，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是美

国人。我们住在 Boxborough。我最喜欢吃的东西

是面条。我喜欢弹琴，画画，游泳和滑冰。我最

喜欢的动物是狗。我喜欢各种各样的狗。

我叫王佑恒。我九岁。在四年级。我家有四

口人。我喜欢玩 Lego Wii，看书，画画。我喜欢

蓝色。我喜欢吃饺子。我喜欢Guiny Pigs和熊猫。

我叫杨家刚 Adam Yang。我八岁了。我住在

Acton。我家有五口人。无边无际爸爸，妈妈，姐

姐，popo和我。我 xi欢踢球。我 xi欢蓝色。我

最 xi欢吃土豆条。我最 xi欢鱼。小眼睛，软软的

尾巴。

我叫王诗远，ying文 ming字是 Charles。我

xi huan du书。我 xi huan gou。Gou 有大的耳朵。

我叫孙宇辰。英文名字是 Kevin Sun。今年九

岁了。我家在 Bolton。家里有五个人。有妈妈，

奶奶，爷爷，哥哥和我。我喜欢滑雪，踢足球和

玩游戏。我最喜欢蓝色。我喜欢吃韭菜饺子。我

最喜欢的动物是小白兔。它有红眼睛和大耳朵。

我的中文名字是沈皓。我的英文名字是

Jessica。我是八岁。我住在 Acton。我的家有四

口人，是爸爸，妈妈，哥哥和我。我最喜欢的活

动是骑自行车。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我最喜

欢的吃的是肉。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狗

我的名字叫李滢瑨。我的英文名字叫 Helen。

我七岁。我家里有四口人。我，我的姐姐，妈妈

和爸爸。我喜欢画画和跳舞。我最喜欢的颜色是

蓝色。我家住在 Acton。我最喜欢吃鸡肉。我最喜

欢的动物是小猫。小猫的耳朵尖尖的，它的尾巴

又长又细。小猫的眼睛又亮又圆。它们最喜欢吃

小鱼了。

我的名字是李浩成（Brian Li)。我七岁了。我

住在 Acton。我家里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弟弟

和我。我最喜欢的活动是踢足球。我最喜欢的颜

色是金色。我最喜欢吃面条。我最喜欢的动物是

蝙蝠。它是唯一能飞的哺乳动物。

我叫余嘉惠，我又叫 Carrie Yu。我八岁，我

住在 Acton。我家里有四口人，我，妈妈，爸爸和

弟弟。我喜欢做空手道，弹钢琴和骑自行车。我

最喜欢的颜色是水蓝色。我最喜欢吃米饭。我最

喜欢的动物是鹿，大眼睛，长腿，棕色和大耳朵。

我的名字叫刘天琳，英文名字 Elsie。我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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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半了。我家一共有七口人，有爸爸，妈妈，

弟弟，爷爷，奶奶和我。我们家住在美国麻州的

Acton。我爸爸，妈妈让我尝试不同的课外活动，

但我最喜欢游泳，体操，跳舞，打网球和跳绳。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我最喜欢的食品是比萨

饼和意大利通心粉。我喜欢的动物是小狗。小狗

很可爱，希望有一天妈妈会让我养一只小狗作为

宠物。

我的汉语名字是邱阳，我的英文名字是

Michael。我的家里有三口人：爸爸，妈妈和我。

我最爱的体育运动是足球。我最爱的颜色是金色。

我的最爱的动物是鸟。它们有一个尖嘴和有两个

翅膀。

我的名字是李喜明，我最喜欢的动物是鹦

鹉。我zhu在Boxboro里。我有四个人zhu在我的家

里，我，爸爸和妈妈还有个妹妹，我zhui喜欢的

吃的是bing ji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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