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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语言课教务会议总结 
 
Pre-K / K 教研组 

 

1. Teacher self introduction 
2. School-year curriculum arrangement and teaching schedule:  

All K class finished “幼儿汉语“ book I and book 2 in the fall semester, 

will continuo book 3 and book 4 teaching, and complete all four books by the 

end of the spring semester. 

3. Exchange the teaching experiences 

4. Suggestion to school: 

• Some students in K class are younger than 5 yrs old who (most of them) 

are not ready for K class yet. Suggest school to modify the 

registration software and automatically set the cut off date during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For the exceptional students, school should set up 

additional interview to screen them before admission. 

 

1 年级考研组 

1. 为什么来教中文? 

1A: 卢老师非常喜欢小孩子，也很高兴教小孩学知识，自己本身是幼儿园老师，这样

的工作背景，对在中文学校教中文很有帮助。 

1B: 龙老师也非常喜欢小孩, 作为三个小孩的妈妈, 她非常喜欢和小孩在一起；另外，

她的小孩不久就要来中文学校上学, 她认为 ACLS 教学过程所学到的方法和知识，

会对将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有一定的帮助。 

1C: 高老师不但很喜欢小孩子，而且非常喜欢教小孩学知识这个过程，喜欢看着他们

知识和能力的成长；高老师师范专业背景，有五年多的教学经验，两年多教少儿英语的经

验，所以很希望用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和经验帮助这里学中文的小朋友学习中文，激励他们

能够像我教过的少儿英语班的小学生爱学英文一样，爱学中文，认为学中文很有趣，也很

有用；同时我的孩子正在 ACLS 学习，在和他同龄的孩子接触中，使我对我孩子的了解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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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教育方法更得当。 

1D:  中学语文老师的教育背景，使得邱很高兴，很自信，也很自然的做了一名 ACLS

的中文老师, 这样在美国又有了她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天生喜爱小孩的性格，使得她和

孩子们在教学相处中，感到很开心；另外在 ACLS 这个大家庭中，大家互相关爱，学习，

极大地丰富了邱老师的社交内容。 

 

2.  每课的教学目的与任务? 

1A:  依据教学参考书，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够掌握每课生字的发音，书

写，笔画，偏旁部首和生字结构，以及运用生字组词，造句的能力。为进一步学习中文打

下扎实的基础。 

1B:  依据教学参考书，通过不同的教学方式，方法，掌握每课生字笔画，笔顺，以及

运用生字组词，造句；为学生创造多说中文的机会，重点培养学生说中文的能力。 

1C:  依据教学参考书，以及学生个体的差异，通过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方法，来调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达到第课生字会读(发音正确)， 会写（按笔画顺序书写），

会说笔画（一共有几画），会组词组，造句。会分析生字的偏旁部首和结构。 课文会流

利的朗读，或背诵。对话会表演。阅读课文。 

１D：依据教学参考书，掌握每课生字，以及运用生字组词，造句。并且依据学生基础

不同，教学的要求与任务有一定的灵活性。 

 

３．如何组织一节课？ （每课教学的步骤和方法？） 

１A:  以学生为教学中心, 老师作为辅助帮助作用, 利用颜色鲜明的教具，丰富多样的

游戏活动，充分调动，利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完成一节课的教学。 

1B:   三分之二的课堂内容以学习生字，组词，造句为主，三分之一的课堂内容，利用

本班自建的图书馆共享资源，学生从所借的图书中，选择一个故事，课堂上复述给大家听，

从而培养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对于年纪小，基础弱的学生，能找出两个生字教给大家, 

也会得到奖励和表扬。 

1C:   复习前一节课所学的知识重点；订正上一课家庭作业的问题； 听写前一节课的

生字。学习本科新课文：读黑板上的挂字--达到认识生字，会读，学会如何按照笔画顺

序，正确的格式书写生字的目的。读 flashcards 上的生字--进一步加强对生字的印象，

回答老师的问题。学习课文，完成课后练习，学写生字。 

在复习课时，读 flashcard 上的生字，并回答老师的问题。游戏:  bingo,  teamwork ，

looking for friends，击鼓传笔，通过不同的游戏方式，反复复习本课的生字。学习并表

演对话。学习阅读课文。 

 

4. 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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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保持饱满的精神状态。 

• 教学方式，方法丰富多样。( 依据学生的生理, 心理特点.) 

• 以鼓励, 表扬为主，对学生强调你今天那些做得好。逐渐在学生脑海中积攒对自己

positive 地 image. 

• 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从而树立教师的威信. 

  

3，4，5 年级教务会议总结： 

我们年级组的全体老师，对学校采取的一些新的教学方式和采用理念先行，先搞试点

探索，再从局部推广到全体的教学方针，进行了认真地学习领会。同时，我们也充分地利

用了这次研讨会的机会相互交换了许多在教学实践中的宝贵经验。 

通过这次研讨会，我也搜集了老师们在教学中所遇到的困难和一些建议。第一，老师

们认为学校应考虑，为了辅助老师们展开多样化教学适当地增加一些教学设备（如电教设

备，刺激孩子们积极性的简单奖励等）。第二，我们希望每次上课时都能有一块足够教学

使用的板书空间，来满足基本的教学条件。第三，我们的老师在教学中常遇到一些极个别

的极其不遵守课堂纪律和不尊敬老师的学生，对这样的学生我们希望学校能够采取更有效

地方法，帮助和支持老师解决这类问题保证教学次序和教学质量。 

6 至 9 年级教务会议总结 

 

The group briefly reviewed the 5Cs (connections, communications, community, culture 

and compassion) and discussed how the 5Cs relate to our teaching. Culture is one of 

the strong areas that teachers have demonstrated. Sharing information, teaching 

techniques and ideas broadens our views and helps us to grow. 

 

To make Chinese learning more engaging, our group has used multimedia, research 

projects and oral presentations. Mrs. Buckley related how she helps students develop 

organization skills and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Each student in her class has a 

binder for class notes, homework and handouts. The binder takes 30% of student's 

grade.  

 

Class management still presents a challenge. We would like to set up clear goals and 

classroom rules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school year and have common policies & 

practices across grade levels. As the student population grows, we need to focu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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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ality of learning. 

 

It would be helpful to create an online resource for teachers. Mrs. Zhang is looking 

for Chinese reading material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commitment of teachers is a concern. Too many absences from language teachers 

create learning gaps. 

 

CSL 年级教务会议总结 

 

1. Discussed 课堂用语。 Teachers are required to use Chinese for expressions in the 

manner and rules session and session match their level.  These expressions are 
accessible online www.vividtutor.com/CSL. Teachers should send this website to 

students in her/his class. 

 

2. Enforce usage of BetterChinese website www.betterchinese.com.  BetterChinese 
website provide fun ways to motivate students learning Chinese.  They can listen to 
content of the book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family doesn't speak any Chinese), 

watch fun animation, work on interactive exercises and learn songs from tunes they 

already familiar with.  Every student should go online at least once a week. 
 

3. Discussed CSL open house.  The original idea was to have an all CSL party to 
connect all in house CSL students and parents so they feel we are one big family 

and continue Chinese in ACLS until they finish all levels.  This is important to keep 
all our level classes open.  More over, to use this opportunity we extend our plan to 
attract more students from families has not been ACLS.  We will hand out Ads to 
students of CSL and put Ads in every neighboring town libraries and even 

schools.  Anyone can help to deliver these Ads. 
 

4. Discussed performance for the open house and school wide celebration.  Open 
house is on 6/13 2-3:40pm in the cafeteria.  So far CSL2 and CSL5 are committed to 
open house performance.  School wide show is scheduled on 6/20 2 - 5pm in the big 
gym.  No performance from CSL is committed so far for school wide performance.  If 
you don't participate, you still have your class that day.  Send performance name to 
Kathy and forward to Ming. 

http://www.vividtutor.com/CSL�
http://www.betterchinese.com/�


No. 69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零一零年五月 

~ 6 ~ 
 

 

5. Collect student’s work for display at the school wide celebration.  They can be 
their writings, drawings, art work or crafts. 

 

6. Teacher attendance plan for next year. 

 

 

Call for help from AB United Way 
Rachel Sagan, Executive Director, Acton-Boxborough United Way 

 

The Acton-Boxborough United Way supports over 24 human service agencies 

dedicated to those in need from the two towns.  Local dollars helping local people.   

A contribution to the Acton-Boxborough United Way supports our Community of 

Care: food for a hungry family; protection for an abuse victim; early childhood 

intervention and therapy; care for a frail senior citizen; counseling for a teen 

abusing alcohol; housing for a disabled adult; tutoring for immigrant children and so 

much more. 

This has been a tough year for our community.  The message we are hearing loud 

and clear from our agencies is that need is up and funding is down. Increased needs 

from the community include a high demand for assistance with basic needs such as 

food, gas and electricity as well as rent and mortgage payments. Other effects from 

these difficult times are a rise in domestic violence calls as well as reports of 

heightened drug use and alcohol abuse among our teens.  

Caring for our neighbors is what the ABUW is all about; it’s what we have done 

for almost 26 years. This past year alone, the ABUW awarded grants to 24 different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 organizations serving the needs of Acton and Boxborough 

residents - from infants to teens to elders  -  as part of the Community of Care. 
The following are a few stories from our community demonstrating the personal side 
of the work we do. The names have been changed to protect their privacy. 

 

“Shu-wan” dreamed of being a US citizen and working in the pharmacy field. 

She had 17 years of school in China, yet she lacked the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to  

pursue her goals when she immigrated to the US. With the help of her volunteer 

tutor, Shu-wan learned enough English not only to pass the pharmacy tech exam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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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to find a job and become a citizen. 

 

“Ben”, a retired senior citizen in his seventies, lives in one of the subsidized 

rental units in Acton. With his limited retirement income, he is having trouble 

paying all of his bills, particularly those for medical expenses. To supplement his 

limited income, he picks up a bag of groceries at the food pantry every week. This 

is crucial for his ability to “just get by.” 

 

“Alma” was abused by her husban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ir marriage. He 

had slapped her, punched and pushed her to the floor and left a scar on her arm 

from a knife wound. Alma made little money from her job as a housekeeper. 

Desperate to escape the abuse, Alma sought help. With services from many agencies, 

Alma escaped to safety, found housing, received domestic violence counseling, 

divorced and gained sole custody of her daughter.  

 

“Frank” grew up in housing owned by the Acton Housing Authority. His mother 

passed away when he was a young man and he stayed in the unit to help raise his 

younger brother. As a teenager he received constant support from the social worker 

who helped him work through high school and realize his dream of going to college. 

As a young adult, he found a full time job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Housing 

Authority’s escrow program. He became a first time home buyer of an affordable 

unit built in town. 

 

These stories illustrate just some of the needs that  Acton and Boxborough 

residents face on a regular basis and how your support for ABUW makes a difference. 

When you give to the Acton/Boxborough United Way,  it’s an investment in our 

community. To make a contribution or gathe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our website at  

www.abuw.org or call 978-263-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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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艾米丽…… 
王晓鹂 

 

还在波士顿的时候，就听人嘲笑 P 大地处

乡下，三年前到 P 大一看，还真是个乡下—

—那个 town，除了 P 大以及围绕着 P 大的医

院、饭馆、宿舍、商店、银行、邮局之外，

就剩 township 办公室了。繁华热闹的主街就

一条，由东到西，是校内校外的分界线。校

园建在一片缓缓的山坡上，坐北朝南斜斜插

入卡耐基湖。正因为是乡下，少了都市的喧

嚣，多了田园的宁静，兼之百年的古典建筑，

环抱的参天古树，真正是个求学问道、修心

养性的好地方。校园环境优雅，随着季节变

化，风景各异：春天花开似锦，芳香扑鼻，

恰似豆蔻年华的少女，明亮而俏丽；夏日树

木葱茏，遮天蔽日，仿佛活力蓬勃的少妇，

泼辣而成熟；秋来落叶阵阵，色彩缤纷，好

像丰韵犹存的美人，豁达而自信；冬季白雪

皑皑，纯净宁和，正如洗尽铅华的老人，冷

静而睿智。每个季节都让人记忆深刻，流连

忘返。 

 

我住的 town 离 P 大十来分钟的路，更是

地广人希。公寓区远离喧嚣，往外几百米处

便是农场，春夏可以去采草莓、红莓、蓝莓，

摘玉米、西红柿、青椒、豆角、茄子、菜瓜、

西瓜、各种蔬菜，秋天可以摘苹果、桃子、

樱桃、梨，还可以去买南瓜、菊花、和稻草

人。公寓区环绕着一个巨大的高尔夫球场，

球场中心是一面湖。常在夏日入暮前，就着

薄薄的夕阳，带着孩子们去散步。看她们嘻

嘻哈哈笑着，蹦蹦跳跳往前跑，如果突然停

下来，蹑手蹑脚，摒声静气，那肯定是发现

了草丛里的兔子。天暗下来的时候，萤火虫

四处飞舞，虫鸣唧唧，晚风习习，令人心神

俱宁。虽然人烟稀少，生活却很方便。五分

钟的车程内有三大两小游乐场，有中国超市、

美国超市、银行、邮局、医院、发廊、饭店、

美容院、图书馆、警察局、幼儿园、和学校。 

 

在这里生活了三年，习惯了也喜欢上了这

种宁静平稳的日子。不光我，孩子们也有了

自己的同学和好朋友，有了喜欢的钢琴、绘

画老师，也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尤其喜欢

去参加图书馆的活动。这个 town 不大，图书

馆却办得格外好，且不说逢年过节的各项特

别活动，就每天的日常节目都很吸引人。我

的时间不凑巧，只能带孩子去周二下午 7：00

到 7：30 的“music time”，周三下午 7：00

到 7：30 的“science time”，和周六上午的

“story and art time”。这几项活动的侧重点

不同，周六主要是讲故事、做手工，比如母

亲节前教孩子们用咖啡滤纸画画，再喷水把

颜色洇开，晾干，折起来，缠一根细铁丝，

便是一朵漂亮的花。那天，老二的花做得最

好，得到了图书馆员的表扬，她很得意地把

花当一个 big surprise 送给我，插在花瓶里，

来人就炫耀，甚至带到幼儿园去做“show and 

tell”。周三则做些简单的科学小实验。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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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提前准备好实验用的材料，附有详细的

解说：目的、原理、材料、步骤、结果，最

后还有思考题。参与的孩子要求四岁以上，

能自律，并要家长协助。这项活动老二没多

大兴趣，老大却爱的，总是坐在最前面，认

真听图书馆员先讲相关的故事，积极回答问

题，严格遵守图书馆员的指导，做的时候也

不要我帮忙，都是自己动手。也正因为如此，

有次做实验竟被气得大哭一场。事情的经过

是这样的：那天讲发酵现象。用半瓶热水，

加发酵粉（yeast）和砂糖，瓶口套一个气球。

几分钟之后，气球就会慢慢自己吹起来。做

的时候，老大遵照指令，加了半包糖进去，

瓶口小，撒了好些出来。老二性急，催着我

把整包糖都倒了进去。结果，老二的气球五

分钟之后就鼓了起来，等买了个皮萨回到家，

已吹得像个大柚子。老大的气球则迟迟不见

动静，只鼓着李子大小的包，到睡觉前还只

像个青涩的小苹果。老大越看越急，越急越

气，终于忍不住哇哇大哭，气妹妹不听图书

馆员的指令，哭自己的气球比妹妹的小。 

 

如果说前两个活动孩子们各有喜好的话，

周二的活动是姐俩都喜欢的。不仅仅因为她

们喜欢唱歌，更因为带领她们唱歌的图书馆

员非常有经验，把唱歌和生活结合在一起，

活动搞得高潮迭起。每次的活动，俩人都迫

不及待，总是先赶着去图书馆，活动结束后

才回家吃饭。主持那个活动的图书馆员叫艾

米丽，是个年轻的姑娘，披肩短发，笑起来

非常有感染力，是姐俩的偶像。这个活动不

限年龄，偌大的活动室挤满了人，有呀呀学

语的婴儿，蹒跚学步的幼童，最多的是三五

岁到七八岁的孩子，自然少不了陪着孩子们

去的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们。孩子们集中在

前面，大人们围绕四周，席地而坐。艾米丽

坐在一把转椅上，身边放着个装饰得五颜六

色的装道具用的大纸箱。每次的活动都是以

《Shake your hands》开始的，等艾米丽带着

大家甩完手、胳膊、腿、和身体，气氛已经

热烈起来。然后进入当天的主题，比如母亲

节，地球日，父亲节，纪念日……每次半个

小时却有十首左右的歌，连唱带跳带表演，

总是意犹未尽，时间就哗地一下过去了。 

 

去了许多次，很多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行。比如唱《Mom says》，那是用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的调来唱的一首

歌。一开始，艾米丽皱着眉头，故作严厉母

亲的样子，唱：“有时候妈妈说：不许做这

个。有时候妈妈说：不许做那个。”然后，

很伤心地问大家：“我妈妈总是这样说。你

们的妈妈是不是也这样说？”孩子们群起和

之：“是的，是的，我妈妈也这样。”我家

老二不但声音最响，还指着我说：“看，那

就是我妈妈。”一副愤然声讨的样子。大家

顺着她的手指齐齐回头，我只得尴尬地咧咧

嘴，努力做出一副笑脸。艾米丽冲我笑笑，

问孩子们：“你们知道妈妈为什么不许你们

做这个，不许你们做那个吗？因为她爱你们。

有些事情是很危险的，你们不能做。”孩子

们点着头，七嘴八舌地抢着说：“对，我妈

妈不让我摸电源开关。”“我妈妈说火很

烫。”“我妈妈不让我一个人过马

路。”……这时候，艾米丽接着笑嘻嘻地唱：

“我知道，她很爱我。为什么？因为有时候

她说：我们来做这个，我们来 kiss，kiss，

kiss！”然后，她大声问：“你们爱你们的妈

妈吗？”“爱……”孩子们异口同声地答。

就在这时，又是我家老二，跳起来脆生生地

冲我喊：“Mom, I love you!”惹得大家哈哈

大笑。唱第二遍的时候，艾米丽不再插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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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也基本记住了歌词，她便要求孩子们

做出动作来，比如妈妈说不许做这个不许做

那个的时候，都一手插腰一手指一个人，很

凶的样子，到最后 kiss，kiss，kiss 的时候，便

是兴高采烈的了。孩子们跟着她，一会儿板

着脸，一会儿笑嘻嘻，乐成一团。大人们在

一旁看着，也乐不可支。从那以后，姐俩在

家里但凡我不让她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两

人便会不约而同地唱：“Mom says, don't do 

this！Mom says, don't do that！”让我哭笑不

得。 
 
再比如唱《Five little ducks》，艾米丽带着

大家打着手势，做出鸭妈妈带着小鸭子翻越

山坡去玩的情景。可是，等小鸭子一只一只

丢掉不回来的时候，鸭妈妈呱呱叫的声音越

来越悲伤，唱歌的节奏也越来越慢，等唱

“The sad mother duck said：quack, quack, 

quack”的时候，表情哀伤，声带哭腔。然后，

突然调子一转，惊喜万分地唱出最后一句：

“And all of the five little ducks came back。” 

整首歌唱得跌宕起伏，紧紧抓住了孩子们的

情绪，就连大人们也跟着时欢时悲，又惊又

喜的。又比如唱《Are you sleeping brother 

John?》的时候，本来很明亮的钢琴伴奏，在

唱了两句后渐渐低下去，终于沉寂了。艾米

丽故作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问：“出什么事

了？钢琴怎么没声音了？”等孩子们疑惑地

你看我我看你的时候，她又做神秘状，道：

“原来我们的钢琴师睡着了。哪个小朋友帮

忙去叫醒他？”话音刚落，几个孩子同时跳

起来扑过去摇钢琴师的胳膊。我家老大离得

近，冲到最前面。钢琴师故作刚被惊醒的样

子，跳起来夸张地四下张望，大声嚷嚷：

“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艾米

丽故意嘲笑他：“嗨，伙计，我们唱 Are you 

sleeping brother John 的时候你自己睡着了。”

“真的？”钢琴师挠挠头发，满脸疑惑。

“真的，真的，你真的睡着了。”孩子们使

劲儿点着头附和着。“哦，那很抱歉。”钢

琴师摊摊双手，回到琴凳上：“孩子们，让

我们从头再来！”随着琴声的响起，艾米丽

又带着大家兴高采烈地唱起来。除了这样的

小 trick，艾米丽唱歌的时候还有很多的道具。

比如两尺见方的大书，黑绒布做的大蜘蛛，

能粘五只绿色青蛙的手套，红色的大萝卜，

穿花裙的小姑娘， 五颜六色的碎纸片……所

以，孩子们非常喜爱这个活动，每次活动结

束，还围着她说东说西，舍不得离去。 

 

可惜上周是暑假前最后一次活动，下一次

要到九月开学以后了。姐俩一听，顿时不干

了，老大马上噘着嘴：“妈妈，我不要搬到

马里兰去了，我要留在新泽西。”老二直接

说：“妈妈，我会想艾米丽的。”关于搬家，

本来给姐俩的工作都已做通，没想到又在这

里出了意外。这几日姐俩一直纠缠着这件事，

坚持说舍不得爱米丽，不要搬家。最后答应

她们离开前一定专门去给爱米丽道别，给她

做一张 thank you 卡片，把联系方式留给她，

这才勉强平息了俩人的情绪。 

 

其实，岂止她们，自己也是满心的不舍。

三年里，每天沿着同一条路去上班，路上的

每个转角，每条岔路，每道风景，闭上眼都

会清清楚楚。然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只

能无奈地说——别了，爱米丽；别了，P 大；

别了，新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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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 
艾笛 

每个周末，总要穿过剑桥市，去波士顿的一

处出租房产打理杂务。这几周，车过 FRESH 

POND PARKWAY 的时候，总是看到有许多人，

不是拿著望远镜，就是拿著大大小小傻或是不傻

的照相机，对著 185 号那栋办公楼的顶端聚焦。

在新大陆，这，可是件稀罕事：老美的的确确有

这样那样的怪癖，可是人家从来不像我们的同宗

兄弟姊妹，一有风吹草动，就聚众围观看热闹的。 

顺著他们的视线，我发现，原来是大楼的顶

端，一个窄窄的平台上，新近搬来了一家老鹰。

当时心里嘀咕：不过是几只鹰而已。住城里的人

到底是有点大惊小怪，这鹰，在家附近的林子里

是常住居民啊。这样想著，车就随著车流滑过，

没有停留。昨天下午，终于有了点闲，想想已经

几个礼拜过去了，还有这么多的人驻足，应该会

有点故事的。 

三言两语后，我终于明白，这鹰是新英格兰

地区鼎鼎大名的红尾鹰。在此筑巢育婴已有三个

月了。一共有三个鹰 BABY。这些死忠的“鸟粉”

还煞有介事地给全家起了名字：鹰爸爸叫 BUZZ，

妈妈叫 RUBY，老大，老二，老三分别是

LUCKY，LARRY 和 LUCY。性别的区分也很简

单：雄鹰毛色偏黄，雌鹰毛色偏灰。值得一提的

是，老二 LARRY，挑了个好日子，也就是在上

礼拜一的国殇节，振翅高飞，第一次离开鹰巢，

单飞了。时间是早上 6：30，“鸟粉”们还在梦

醒时分，很有点明星气质，独立特行的 LARRY

已经等不急了，在静悄悄的黎明时分，实现了信

念的一跃，飞向自由，独立。这个壮举，令许多

死忠“鸟粉”扼腕。要知道，能见证到雏鹰的处

女航，对于他们，就好比是刘翔脖子上的那块奥

运金牌啊！ 

为了不再失去目睹老大老三的处女秀，痛定

思痛，他们中有人已经请了长假，打算在这楼下

度假了。 

新的担心和焦虑，这几天，像这初夏的天气

一样热浊：老三 LUCY 明显和哥哥姐姐不一样，

她很少争食，个子明显相对瘦弱，人们开始忧伤

起来，为 LUCY 的生存，是否能顺利首航而深深

地忧虑。 

这家红尾鹰，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信使，它们

将生命的周而复始，零零碎碎的细节，最最原生

态的抚育，呵护，求生，挣扎，合作，独立，成

长，荣耀，成就，一一放大了，聚焦了，甚至有

点残酷地，清晰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 

他们不愧是城市奇迹，提醒著我们这些所谓

的万物之灵：生命是如此的珍贵，又是如此的脆

弱，无常。许许多多的偶然编织起必然，平淡的

波澜不惊，刹那间，也会有奇迹出现。 

珍惜生命，体验当下，敢于梦想。 

记得那个长得有点不男不女，很妖，但毫无

疑问，男女两边都十分讨巧，老少通吃的近景魔

术师，经常说的那句话：“下面，就是见证奇迹

的时刻。” 

如果你的心，还有感动；如果，你还相信，

这世上有奇迹，那么，请将你的手，放在我的掌

心，让我们一起追梦，一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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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 
周沫 

 

司马炎，晋武帝在统一天下后，仍旧承受

着内忧外患。内忧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诸

臣争执形成党派。特别是在立嗣的问题上，

诸臣争执剧烈。太子司马衷昏庸无能，武帝

之弟齐王司马攸较仁孝慧敏。司马骏，卫瓘

和峤等主张废衷立攸，但遭杨皇后和贾充、

荀勖等人反对。最终晋武帝仍然不能舍子立

弟。司马攸被遣返回其封地最终忧病而死。

另一是在武帝分封诸王，其中一些监督诸州

的军事。诸州割据的东汉前鉴历历在目，为

了避免割据再度发生，武帝裁撤州郡兵，解

除天下武备。分封诸王与去州郡兵是避免权

臣专政及地方，显示天下太平。然而，这也

造成了边关无人镇守，造成了外患的隐忧。 

 

晋武帝于公元 290 年去世，晋惠帝继位，

外戚杨骏辅政专权，出汝南王镇守许昌。皇

后贾南风更是野心勃勃。杨骏为了巩固势力，

任命其亲信掌管禁军，引起了宗室诸王与某

些大臣不满。公元 291 年贾后藉楚王司马玮

除去杨骏及其势力，任命汝南王亮与卫瓘掌

政。不久贾后利用楚王玮与汝南王亮不合去

除汝南王亮及卫瓘，再以伪诏杀楚王玮，任

命张华等人掌政。贾后开始公开夺权。所幸

张华等人同心协力，尽忠职守，政局得以稳

固。此时关中羌氐叛，外患的隐忧开始展现。

晋室施行了优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代替过去

的强制迁徙，但是没有对有野心的分裂贵族

采取迁徙和防范措施。 

 

由于太子司马遹非贾后亲生，贾后意图废

除。公元 300 年贾后以污篾谋反的罪名废太

子。后贾后受赵王司马伦挑拨而杀掉太子。

赵王伦联合齐王司马冏以替太子报仇为由发

兵。赵王除去贾后及其党羽夺得政权，自立

为帝。三月，齐王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

王司马颖三王联合常山王司马讨伐赵王伦。

在公元 301 年五月除去赵王伦及其党羽，为

惠帝复位。齐王辅佐政权。公元 302 年成都

王颖及河间王派军讨伐齐王冏，长沙王联合

宫廷将领于京城洛阳响应。齐王冏及其党羽

被除，长沙王乂掌政，但是被外戚羊玄之遥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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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303 年成都王联合河间王率军讨伐羊

玄，但被长沙王屡屡击败。公元 304 年初洛

阳城缺粮，宫廷将领逼东海王开城投降。长

沙王被河间王进城的将领张方铢杀，成都王

迫惠帝立其为皇太弟，河间王为太宰，东海

王为尚书令。成都王颖胜利后，班师返回自

己的封地。政治中心此后北移。宫廷将领陈

轸集结各方兵力，挟惠帝讨伐成都王颖， 但

是最终失败了，晋惠帝被俘。在河间王占领

洛阳后，东海王逃回其封国东海。不久东海

王的弟弟联合异族势力击败成都王。河间王

与东海王暂时和解废成都王，改立司马炽为

皇太弟。公元 305 年东海王在山东再次起兵，

西向进攻关中。公元 306 年东海王越攻入长

安。河间王和成都王败走。在东海王占领长

安后，惠帝回到洛阳。成都王被害，晋惠帝

病死，豫章王司马炽继位，为晋怀帝。东海

王司马越专政从此结束了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期间，外族趁此机会不断的壮大，

夸大自己的地方势力。少数民族中的分裂分

子陆续叛变。氏族李雄在益州逐渐强大，于

公元 306 年称帝，国号成。公元 304 匈奴领

袖刘渊在支援长沙王时乘机宣布独立。公元

308 年刘渊称帝，国号汉。由于晋朝在中原解

除武备，无力平定叛乱，加上严重的自然灾

害和内乱，西晋遥遥欲坠。公元 310 年刘渊

去世，其子刘聪杀新帝刘和自立为帝。公元

311 年晋怀帝与司马越的矛盾爆发，密诏苟晞

讨伐司马越。在司马越病逝后，王衍率军归

葬封国，遭袭击而尽亡。此后洛阳空虚被刘

聪攻破，史称“永嘉之祸”。公元 313 年晋

怀帝被杀，晋愍帝基位。刘聪持续攻打西晋

终于在公元 316 年晋愍帝投降，被杀。西晋

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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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惠芬和她的二胡叙事曲

《新婚别》 
 

去年暑假回国探亲，除了四处游玩，也不

忘留几日和父母小住几天。时值盛夏，气候

炎热，难以午休，便去家乡的新华书店闲逛。 

走到音像部分，浏览各种风格音乐 CD 之时，

发现一张闵惠芬的二胡 CD, 这张不同于其它，

收集了她生病以前大部分曲目，都是 70 年代

末 80 年代初录制的，虽然那时的录音技术不

如现在，但现在的她是再也达不到那时的演

技了。欣喜之余便随手买下，心里直庆幸这

正是我要找的。 

记得 2003 年她受邀来波士顿演出，送我一张

她新出的 CD, 好不激动，自出国后就再也没

听过她拉琴，正好借此欣赏一番。回家的路

上在车里就听了起来，听了第一首就开始失

望，伤感起来，看来 83 年那次癌症手术让她

的二胡演奏艺术从此远离顶峰。 

闵惠芬一直被视为国宝级的二胡演奏大师，

确实当之无愧：是她把二胡演奏艺术从民间

带入了殿堂。她的一首《江河水》文化大革

命后期不仅被江青推到电影记录片《百花齐

放》里，更是拉哭了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

小泽征尔说闵惠芬的二胡拉出了“人间的悲

切”。闵惠芬的演奏风格决不仅限于悲切，

她热情内涵，动人不媚，夸张而不狂，情志

和神韵合二为一，她对音乐的理解和表达是

后来所有年轻的二胡演奏家们很难逾越的，

她创立了二胡艺术的里程碑，仅此一点，她

无愧于大师的称号。 

闵惠芬不仅醉心于演奏，也创作，改编和

移植了大量作品。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首根

据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新婚别》，由张晓

峰，朱晓谷创作，闵惠芬首演的二胡叙事曲

《新婚别》。全曲共分三段，分别是「迎

亲」、「惊变」及「送别」，乐曲采 ABA 三

段体的奏鸣曲式呈现，而在乐曲最前面及最

后面尚有「引子」及「尾声」。乐曲有着故

事情节的描述，以杜甫的同名乐府诗为依据，

叙述了一对新婚夫妇在“安史之乱”中的不

幸遭遇。刻画一位农家少女从羞涩、欣喜、

甜蜜，到紧张、惊恐、痛苦，再到哀伤、矛

盾、悲愤，最后坚定、激昂及思念的情感变

化。闵惠芬的细腻诠释和演奏，感人至深。

让我们用心再一次来聆听二胡叙事曲《新婚

别》。 

①“迎亲”：明亮悠扬的竹笛声，展现了山

青水秀的乡村美。接着，二胡以慢速奏出由

《鬲溪梅令》发展成的主题，委婉质朴，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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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了少女新婚喜悦娇羞的神态。 在迎亲欢快

的鼓乐声后，二胡以自由舒展的曲调，细腻

多变的技法，以及大革胡的对奏，钢片琴的

点缀，形象地表现了洞房花烛之夜的情景； 

②“惊变”：定音鼓的滚奏，戏曲的“乱锤”

节奏和二胡激愤的散板旋律交织在一起，犹

如风云突变；官吏深夜抓丁。后运用“紧打

慢唱”的手法，二胡“慢唱”恰似哀号乞求； 

乐队则以急促的十六分音符节奏“紧打”衬

托，更增惊慌之状。最后出现二胡的华彩乐

段，跌宕起伏，如泣如诉的散板旋律，表现

了“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的情景； 

③“送别”：乐队的节奏缓慢，二胡运用探

弦、颤音、滑音、抖弓等技法润饰主题，表

达了新人离别的痛苦与悲哀。接着，悲哀的

旋律逐渐变成了坚定的音调，犹如新娘强压

悲痛，嘱咐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

行”。 
 

 
 

 

 

 

杜甫·新婚别 

 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 

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 

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 

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 

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 

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 

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 

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 

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 

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 

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 

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 

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 

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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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夜 
作者：林健 

四月，在上海出差。 

晚饭后，一个人回到宾馆位于十七楼的房

间，慵懒地陷在沙发里，把电视的所有频道来

回翻看了二遍，最后决定关掉。 

四月的上海，夜色温柔。连日温馨的霏霏

细雨，将白日的尘埃洗涤无余。我站在宽大的

落地玻璃窗前，凝眸望去，霓虹闪烁，灯火阑

珊。那些灯光、树影和夜巴黎百货商场哥特式

的楼顶，还有穿着春装步履悠闲的行人，都安

然浮在夜色里，一种上海特有的轻佻而不失优

雅的氛围，轻轻弥漫。狄兰·托马斯说：夜是

流动的一切。 

蓦然，我生出想出去走走的冲动。去哪儿

呢？想起有个叫冰雪婧儿的二十多岁的女孩住

在这个城市。她是我的笔友，从未谋面，也未

曾想过谋面，她倒是给过我她的电话，但没有

用过，甚至不记得是否记下来了，抱着侥幸的

心情，下意识地去翻看自己一直随身携带的电

话本。果然在一串号码下写着：冰雪婧儿。 

电话拨过去，果然有个女声回话。我自报家门

后还担心对方记不起来，没想到她脱口而出说

出我是谁。 

“你现在晚上有空吗？我在上海” 我对后

面四字加重了点语气。 

“我在上班。” 她答。 

“你今天加班？你们编辑部很忙吗？” 我

有点出乎意料。 

“不，我早不在那儿干了，我在星巴克当

招待，呵呵呵……” 电话里传来一阵笑声。后

来她告诉我，她三个月前从一家杂志社辞去记

者之职，现在在一家叫星巴克的咖啡店里做女

招待。 

“那，我可以来见见你吗？现在。” 我说。 

“可以啊。” 她给我讲了她店的地址。 

出门拦了辆出租车，直奔星巴克咖啡店而

去。路上行人如织，车水马龙。出租车带着我

晕头转向地在街道上兜来兜去，开车的司机是

个刚上班没几天的新手，一不留神又兜回了老

地方，而我很多年没到上海了，上海变化又大，

一点方向感都没有，直到看到淮海路与雁荡路

交叉口的路牌，猛然间有种熟悉的感觉，估计

离她的店不远了，赶紧下车。三十年代的霞飞

路如今的淮海路，一向是海上旧梦的象征，在

世纪末的后殖民情调里，它和那些充斥着旗袍、

黄包车、爵士乐的岁月重又变得令人瞩目起来，

像打在上海怀旧心里的一个蝴蝶结。 

在左顾右盼之间，我终于看到了星巴克，

很小的店面，里面漏出昏暗的光。两年前，我

们曾经通过电子邮件交换过照片。虽然她在照

片上只是个侧影，影像也不是很清晰，但是我

一进门还是把她认出来了，也许是当时店里就

二、三个服务生的缘故吧。 

“先生，您想喝点什么？” 她抿着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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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她也认出我来了。 

“您可以陪我喝一杯吗？” 我故意问道。 

“当－－然－－” 她拖长了音调。 

“你不在上班吗？你们老板会生气的。” 

我说，”我自己喝咖啡，你做你的事吧，见到

你了就行啦。” 我不想打扰她的工作。 

“我跟老板说了，有个朋友远道而来。他

同意我陪你说会儿话，条件是你在这个店里至

少要喝满五杯咖啡。” 她笑着说。 

接着我们握了下手，她的手凉凉的，柔弱

无骨。 

在柔和而略显昏暗的光线下，我们面对面

坐下来。这时我才看清她的面貌，眉眼清秀，

青春可人，长得很象金庸小说里的王语嫣。 

她从手袋里拿出一包七星牌香烟，抽出一

根慢慢点燃，烟雾袅袅地向上升起，在旁边墙

上悬挂着的马奈的名画《草地上的午餐》前方

扩散开来，空气中荡漾着淡淡的烟丝味道，此

时唱机里飘来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的音乐，

整个房间洋溢出中世纪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情调。 

两杯卡布基诺咖啡端上来了，外带两份精

致的蛋糕。 

她用小海豚般天真的眼神大方地看着我，

仿佛刚从匪夷所思的某个海洋深处旅行回来，

带着一种匪夷所思的冲击力。我在她的直率面

前有些拘谨起来。 

“你无聊的时候会做什么？” 我没头没脑

地问了一句。 

“无聊的时候会做疯狂的事情，譬如说飞

到千里之外去见生人。” 她说，脸上掠过一丝

揣摩的神情，似乎在想我对她的话会有什么样

的反应。 

“你怎么想到到这里打工呢？” 我认真地

问。 

“在咖啡馆里能看到一些有趣的人，包括

象你这样的人。” 她调皮地回答。 

她告诉我，她白天在家写作，晚上才出来

打工。她的第二部小说马上就要出版了。 

“恭喜你呀，你的职业可以名利双收。” 

我很俗气地恭维了一句。 

“还是你好，不用靠码字生活，想写就写，

不想写也没负担。我们可不一样，听到同班同

学又出书了，心里那个急啊。几天写不出字来，

就会去喝酒胡闹。” 她用一种平静的口气说道。 

“你在这里做招待，顾客都很礼貌吗？要

是遇到傲慢的，你会不会觉得很委屈呢？堂堂

名校的才女。” 我说。 

“是经常有顾客把我当外来打工妹的，言

语上小看我。有一次，有个顾客说我没文化来

着，我正想冲他发火，看他手里拿着我的小说，

心想他是我的读者，于是就算了。” 

“是不是当时你心里特得意。” 我调侃道。 

“是的，有一点。” 她点点头，脸上仿佛

又显出当初的得意。 

“你做化学好玩吗？” 她问道，“中学时

的化学课，我就只记得那些五颜六色的液体和

很可爱的玻璃小瓶子了。” 

“你我都被误导了，后来走上化学这条路

才知道，绝大多数的化合物都是白色的或棕色

的，就象烧糊的饭菜。” 我告诉她。 

不知怎么地，话题绕到爱情上来了，因为

这是小说的永恒题材。 

她说：“完美的爱情我不敢奢望，但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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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要容忍我的任性，无条件地容忍。比方说，

我现在对你说想吃酥饼，你就什么也不顾地跑

去买，气喘吁吁地跑回来递给我，说：‘喏，

婧儿，这是酥饼。’ 可我却说：‘我现在又懒

得吃这玩意儿了。’ 说着，‘呼’ 的一声把

酥饼往窗口扔出去。这就是我所追求的。” 

“这似乎和爱情不大相干啊。” 我不无愕

然地说。 

“相干！你不知道罢了，” 婧儿说，“对

女孩儿来说，这东西有时非常珍贵。” 

“就是把酥饼扔出窗口？” 

“是啊。我希望你说：‘婧儿，怪我不好，

我本该估计到你又不想吃酥饼了才是，我简直

太愚蠢了。为了表达我的歉意，让我再去给你

买份巧克力蛋糕。”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我会好好地爱你，报答你。” 她说

着，缓缓地吐了口烟，双目现出一片清亮，盈

满一层薄薄的泪水，好像春风吹过的雪地的小

溪，仿佛此刻她已坠落到爱情之中。 

“我觉得这相当不近情理。” 

“可对于我，那就是爱情呀！可是没有人

能理解… … ” 说着，婧儿微微地摇了摇头。 

此时，她包里的手机响起来，她拿出来，

换上一种亲昵的声音。“在哪儿呢？猜你就 

在老 K 家，终有一天你会死在麻将桌上的。我

现在跟朋友喝咖啡，晚上 12 点再通电话吧。” 

她嘎嘎嘎地笑着，眉眼间风情闪烁。 

“是我新交的小男朋友打来的，”她放下

电话对我说，“他是个疯狂的画家，下次介绍

你们认识。现在的小男孩很会说话的，刚才他

口口声声说要死在我的床上。” 她又笑起来。 

她的笑有一种捉摸不定的美，忽而妩媚，

忽而温柔，像一种抚摸，能够给我温暖而亲密

的感觉，在我心里引发一阵天鹅绒般的柔情。 

谈到人与人的微妙关系，我问她：“如果

有个我的读者开车四、五个小时来看我，是不

是说明她对我有意思呢？”  

“不见得！也许她是顺路，也许她喜欢飙

车，拿你做个借口，也许她就是无聊，你别自

作多情。” 她又说，“譬如你今天来看我就不

是特意为我，特意为我的话你一定会预先约我，

是吗？” 她看着我的眼睛。我只好老老实实承

认是因为无聊，临时才想起她的。 

不知不觉间，已过午夜。咖啡沁人心脾的

氤氤香气，酿出亲密融洽的气氛。 

“我有两张世博会的票，你明天有空吗？” 

她柔声地问。 

“哦，我明天早晨的飞机回美国。” 我不

无遗憾地答道，“谢谢你。” 

想起明天要长途飞行，于是我要告辞。我

付了账，起身说：“谢谢你，谢谢你的咖啡。” 

她说：“不客气。” 走到门外，我反应过来是

我请她喝的咖啡，怎么我谢谢她啊。 

走在马路上，此时行人稀少，月朗风清。

白天泻青滴翠的梧桐树叶在明月银辉下，隐隐

约约地呈现出深暗的黛色，在夜风里发出“莎

莎” 的声响。喧嚣的夜上海渐渐走入她的梦乡。 

呵，夜上海，上海的夜。  

  

 
  



No. 69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零一零年五月 

~ 19 ~ 
 

 

老四川 
Sichuan Gourmet 

 

正宗川菜 
www.Laosichuan.com 

继承传统 开拓创新 
一菜一格 百菜百味 

 
Billerica      Framingham 

978-670-7339   978-670-7348   508-626-0248   508-626-0347 

502 Boston Rd, Billerica MA 01821  271 Worcester Rd, Framingham MA 

http://www.laosich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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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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卖错的房子，只有买错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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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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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 
6 年级 A 班 

老师：勒宏 

 

黄宇捷 

我爱我的妈妈，是她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她的帮助让我健康地成长，使我身体好，

学习好。她教我尊重别人，成为一个大家喜

欢的孩子。 

我的妈妈给我做很多好东西。她每天早上

七点钟起床给我们准备中午饭和小吃，她每

天晚上给我们全家做饭，她每个星期送我和

弟弟去上钢琴和画画课。我的妈妈还给我们

做衣服。 

今天是母亲节，我要对妈妈说：“妈妈，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爱你！”我会

做一个好孩子，对我说，我的妈妈是我最喜

欢的人。 
 
孙啸秋 

 我有一个好妈妈，她每天都很关心我。

她工作很忙，经常着急。但是我和弟弟要有

什么问题，她会帮助我们。为了让我学习好，

妈妈还到学校帮老师。要是我有什么不会的

问题，她耐心地给我讲。 

除了忙工作之外，妈妈还在家干很多事情。

每天的早上，她做我喜欢的饭，馋得我直流

口水。她还买很多玩具，每年都要带我们去

好玩的地方。我今年去了墨西哥，还跟海豚

游泳哪！妈妈给我们安排许多活动，有弹钢

琴、乒乓球和打篮球。 

妈妈是我最爱的人。我要用最好的表现，

最好的成绩，作为礼物献给妈妈。我要在五

月九日母亲节那一天，给妈妈一个惊喜！ 
 
王博文 

我的妈妈给我很多东西。她帮我学很多。 

我的妈妈跟我学数学。除了数学，她还用

她的钱，帮助我写文章。 

我的妈妈做很多的东西帮助我。她是一个

好妈妈。 
 
孔艾碧 

我的妈妈象一个天使，永远守护在我的身

旁。她是一个有爱心，善良、勤奋的妈妈。

从我小时候开始，妈妈就教给我无私、勇敢、

和诚实。当我无聊的时候，我妈妈会让我做

有趣的事情。从小我的妈妈就带我去参加绘

画和舞蹈班。我现在仍然很喜欢跳舞、绘画。

当我告诉她我的问题的时候，她总是知道如

何解决这些问题。 

我妈妈每次去出差，每天都给我打电话。

她每次回来都带来那个地方的美味食品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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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当她回家时，我总是等她给我一个拥

抱和亲吻，这使我感觉很幸福。 

等我妈妈变老了以后，我会照顾她，因为

她已经为我做了很多。她的智慧，对全家的

爱，和个性使我成为今天的我。 

 

郭宁宁 

我的妈妈为我做很多事。我要是不会做作

业的话，她就会帮我。她天天帮我做好吃得

吃。我要是想买衣服，她就带我去买。 

我的妈妈对我很好。我要买玩具她就帮我

买。我在学校学的东西不会的话她就会教我。

我忘 ji wei wu gui (turtle)的时候，她会 ti 

xin (remind) 我。 

我爱我的妈妈，而且很 gan xie 她。母 

qin jie 快乐！！！！！ 
 
胡蔚岭 

我的妈妈很爱我。她是一个很好厨师， 

我的妈妈带我去学校。她给我钱和时间。这

就是为什么我爱我的妈妈。 

 

柴超 

我的妈妈很好，她会烧饭，洗碗， 整理

房间，在家里照顾我和我的姐姐，我妈烧饭

烧得最好，我很喜欢吃，我喜欢在妈妈烧饭

的时候帮忙。我的妈妈妈还帮助我学习和做

作业。她送给我很多很好玩的玩具。她给我

一个很大的 k'nex 玩具让我和我的朋友搭。她

带我到很多地方游览和参观。她为我的成长

付出了很多，这是为什么我的妈妈最好。 

 

陈理查 

我喜欢妈妈。妈妈对我很好。她不但送我

去参加许多活动，而且还我检查我的作业。 

妈妈送我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星期一，

妈妈送我去一个教练那里学击剑。星期二，

妈妈送我去波士顿击剑俱乐部跟别的小朋友

一起去学击剑。星期三，妈妈送我我去

Indian Hill 音乐学校去学钢琴。星期六，她

又送我去波士顿击剑俱乐部学击剑。星期天，

她送我去中文学校学中文。学完中文以后，

妈妈带我去中文学校的击剑班学击剑。妈妈

每天检查我的作业。她不但检查得很快，而

且检查得很认真。除了检查我的英文作业以

外，她还检查我的中文作业。要是有一个地

方做错了，她不会告诉我什么是错的。她只

会告诉我哪一个问题里有错的。我做作业的

时候，要是不会写一个字，我就问妈妈怎么

写这个字。 

有了妈妈的帮助，我的作业做得很好。我

可以参加很多课外活动，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幸韬 

我的妈妈是生物学家。她很喜欢她的工作。

我的妈妈找新药治病。 

我的妈妈的爱好是种树和花。她的花园有

两个大梨树和三个小柿子树。梨树会接花和

梨。 

我的妈妈做很多事。我很喜欢我的妈妈。 
 

Angela Gong 

我的妈妈有我和妹妹二个女儿。她非常喜

欢我和妹妹。她每天给我们做好吃的。她平

时工作很忙。有时会忙到半夜。工作之余她

还在学校修课。 

妈妈在学习上，给我很大帮助。她送我和

妹妹学习，滑冰，跳舞，画画，和弹钢琴，

可她自己什么活动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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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的妈妈。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我祝她母亲节节日快乐！ 

春假 

马立平 B 班 

老师：钟劲红 

李浩成 

春假的星期一我的朋友到我家玩。我们看

了一天电视。后来我去踢足球。 

星期二我去科学营。我做了一个机器老鼠。

星期三我也去了科学营，后来我去踢足球。

星期四我也去那儿了。在星期五，我也去那

儿了。在星期六我去踢足球。星期天我去了

教会。在科学营我喜欢星期二和星期三，因

为我们自己动手做很多小机器，非常有趣。 
 
刘天琳 

这个春假我老实的很愉快。爸爸妈妈，弟

弟和我一起去 Washington D.C.玩。我们坐了

双层观光汽车，参观了华盛顿纪念碑，林肯

纪念堂，杰佛逊纪念堂和白宫。我们还去了

动物园，博物馆和山洞。在动物园里妈妈给

我买了 Red Panda, Rock Candy 和宝石。妈妈

给弟弟买了熊猫和 rock candy。我喜欢

Washington D.C.。因为那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我希望我们可以再多呆几天，玩更多的地方。 
 
沈皓月 

我春假在家里玩。多也在外面玩。我和我

的朋友在外面说话。我们有玩棒球。我的朋

友打得很高。我和 Alicia 在一起玩。我们一

起去看电影。我帮了别人扫树叶和就挣了两

块钱。5 个小朋友一起帮我扫树叶。我给了他

们每个人 25 分。我很喜欢我的春假。 

李滢瑾 

春假里有一天我和爸爸妈妈姐姐一起去

Mall 买东西。我们去了苹果店，我和姐姐玩

了 iPad，它比电脑小，但是它也能干很多事

儿。姐姐要买新鞋，她去了很多卖鞋的店，

姐姐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双她喜欢的鞋。我们

还买了很多衣服。我们还在 Mall 里吃了中饭，

我吃了很多。这一天我很高兴。 
 
林天泽 

星期天，妈妈带我和姐姐去波士顿的科学

博物馆。我们学了冬天和它对地球的影响。

我们也学了那米和它多小。一那米等于

0.000000001 米。那米那么小，用显微镜都看

不见。我们还学了原子和分子。所有的东西

都是由原子和分子组成。科学家可以用仪器

移动原子。利用那米技术，网球拍和棒球拍

会更坚硬。最后我们去看了蛇，青蛙和乌龟。 

我喜欢去参观科学博物馆。 
 
赵婉悦 

这个星期，我出去玩了。我跟我的朋友骑

了自行车。我也去滑冰了。我也在外面踢球

了。我和我的朋友也在地下室玩了。我去我

的朋友家睡觉了。 
 
杨家刚 

这个春假，我去了迪斯尼和海洋世界。我

最喜欢的过山车是 Sheikra。我最喜欢的公园

是 Magic Kingdom。我和爸爸，妈妈，姐姐和

朋友一起去的。我去了三次迪斯尼 Quest。我

在那里玩得最多的是吉它英雄。我也去游泳

了。我玩得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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