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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记得小时候的语文课本里学过朱自清的一篇“匆匆”，里面有一段关于时间的
描述，“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
里，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
去，从我的脚边飞去了。”当年学的时候只觉得心思玲珑的一颗作者心，读来更是琅
琅上口。少年的心，哪里真的可以体会白云苍狗，朝云暮霞转瞬即逝的意境呢。现在
人到中年，才渐渐明了那些字里行间的深意，才更珍惜，更感恩今下的生命和生活。
	 假期过后和滚滚车流一起挤行在去中文学校的路上，才惊觉2012年已经从路口
红绿闪耀，明明灭灭里悠悠晃晃的行远了。
	 我们住在Acton十年有余，见证了中文学校从无到有，历十年的坎坷和奋斗，发
展到今天拥有数百人规模，开办了丰富多彩的课内课外文化课，给镇里镇外的黄发垂
髫们提供了一个学习中文和才艺的平台。难得的是中文学校还给诸多平日忙忙碌碌住
在邻边也不见的乡里乡亲开辟了一个碰面和沟通的温暖田园。每每想到这些众目可视
让我们引以为自豪的荣耀，就会想起学校的创办者，管理者，老师，志愿者们默默的
付出。明月影如旧，	空杯敬流年。2012年是中文学校建校十周年，也以此杯再敬这些
幕后坚持的奉献者们。
	 有时暗想，还要感谢中文学校给了生于此长于此的孩子们一个了解他（她）们
父母炎黄情怀的机会。我和先生都深受中华文化浸淫，虽说自己的中文已经忘得七零
八落，还是殷切的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日可以跟自己畅谈唐诗宋词元曲，真正深以自
己的黄皮肤，黑眼睛为自信和骄傲。前日有友来访，不亦乐乎。和朋友们一起唱起了N
年前的一首老歌，借佛献花，与大家共勉：

河山只在我梦里，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烙上中国印
长江	长城，	黄山	黄河

在我胸中重千斤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清
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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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LS Journal reserves the right to edit, publish, or reject any submission or its contents. Any articles 
published by the Journal may not be published elsewhere without ACLS’s consent and permission. Each a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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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你和艾克顿中文学校的故事

董事长 芶燕妮

老爸在去年九月终于拿到鉴证来美国小住，我
们全家包括狗女儿Cali顿时过上了无比幸福的生活。
在老爸让我们倍感幸福的同时，我们也想让他老人
家在这里的生活尽量丰富些。

爸爸十一年前来过美国，那时候艾克顿没有中
文学校。这一次, 我特自豪地告诉爸爸:	“我们的
小镇有了中文学校，中文学校里还有老年俱乐部，
我可以带你去打麻将”。老人俱乐部里有二十多个
老人，每个星期天下午， 他们有的跳舞，有的打麻
将，有的玩朴克牌, 还有些人看报或闲聊，热闹得
很。爸爸在这里除了打麻将, 还结识了很多有共同
语言的朋友。他告诉我有些老人在这里住了八年都
呆不惯, 还想回去。看得出找到有相同感觉的老年
伙伴, 爸爸非常开心。有一天他问我:	“这个老年
俱乐部需不需要交钱?”	我解释说这是中文学校为
老年人提供的福利, 中文学校出钱租场地，但是老
人不用交费。爸爸说:	“下次我再来的时候, 我给
你们中文学校捐一副好的麻将”。这句话说得我心
里暖暖的。中文学校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而
每个置身其中的人, 在不知不觉中, 都会想着为她
做点什么, 连初来乍到的老爸也不例外啊。

一个月前, 我们组织了	“2012艾克顿中国音
乐之夜”	,	900人的礼堂里座无虚席, 爸爸也去看
了。我偶然听见他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妈:	“没
有想到中文学校组织的活动竟然有这么多人去看, 
还有很多老外, 搞得相当不错”	。这句话说得我心
里又是暖暖的。通过举办	“艾克顿中国音乐之夜”	
和其他的一些社区的大型活动, 我们的团队带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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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是一次又一次难忘的中华文化之旅, 这种正能量让每个置身其中的人, 在不知不觉
中, 都会感染到一种自豪和骄傲, 我很高兴初来乍到的老爸也感受到了。

有一天爸爸好奇地问我:	“你在中文学校服务, 有报酬吗?”		我解释说在中文学
校里我们都是志愿者, 这些志愿者大多数是学生家长, 也有很多社区里的热心人。除了
老师和行政管理人员有象征性的一点点报酬外, 其他的志愿者, 无论是在董事会, 家长
会, 或者是在中文学校组织的活动里帮忙, 都是没有报酬的。爸爸感慨地说:	“在国内
没有报酬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做的”	。

是呵, 没有报酬, 我们这群人为什么愿意做? 而且是乐意做? 不但是乐意做, 而且
一做就是三年, 五年, 八年, 甚至于十年。是的, 十年!		2013年2月3日艾克顿中文学校
将迎来她的十周岁的生日, 正如您或许已经知道的, 庆祝活动安排在2月16号, 将和农历
中国新年一起庆祝。

十年, 在人生的长河里不是短暂的一瞬间。艾克顿中文学校从建校时的13个语言
班216名学生,	13门文化课226名学生, 发展到37个语言班600名学生,	28门文化课454名
学生。老师队伍从13名老师9名助教到37名老师22名助教。我们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毕业
生。我们中有些人的孩子都上大学了, 可是他们还在这里兢兢业业地年复一年地服务。
在2006年,	2007年,	2009年和2012年我们成功地举办了四次	“艾克顿中国音乐之夜”
。2008年, 我们在“总结历史、感谢社区、展望未来”	的校庆宗旨的指导下,	成功地举
办了艾克顿中文学校五周年的庆祝活动。五周年校庆的成功让我们的团队更加成熟并在
最近几年的时间里,	成功地举办了很多社区的大型活动。除了“艾克顿中国音乐之夜”,	
在2010年六月我们在NARA公园首次成功地举办了	“2010	艾克顿中华文化节”,	有3000
多人参加了这次在全美国也很少见的和镇政府合作的展现中华文化的盛会。在2011年二
月我们和艾克顿镇政府联合举办了	“艾克顿镇275周年暨中国新年的庆祝”,	有2000多
人参加了这次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这在全美国恐怕也是唯一的由中文学校来组织以中
国新年庆祝为主体的镇的周年庆祝活动. 

十年, 艾克顿中文学校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长成了一个十岁的小小少年。 她的
每一步的成长都凝聚了无数志愿者的智慧才能, 辛勤劳动和最可宝贵的时间。我们立足
社区, 服务社区; 我们业余办学, 专业治校; 我们集思广益, 群策群力; 我们求同存异, 
精诚团结; 我们脚踏实地, 长期奉献。我们和中文学校一起经历, 共同成长。这十年来, 
艾克顿中文学校为艾克顿镇甚至整个波士顿地区多元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
献。在2009年和2011年，艾克顿镇两次被评为第十六名全美最适合居住的小镇，被列举
的小镇的优越性之一就是这里有中文学校。

作为艾克顿中文学校的一员, 你骄傲吗? 你和中文学校有着怎样的情缘呢? 在你忙
忙碌碌的人生路途里, 艾克顿中文学校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在孩子们学习中国语言
和文化的旅途里, 艾克顿中文学校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在艾克顿中文学校这个社区
的大家庭里, 你又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在这里发生了太多的故亊，你和她有着怎
样的故事呢？

说说你的故亊，你和艾克顿中文学校的故事, 我们都想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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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迎接艾克顿中文学校成立十周年的校庆，我们将在学校范围内举办有奖征文活动。

	 此次征文活动由即日起，至一月三十一日结束，将面向ACLS社区的成员，包括自中文学校成立以来所有教师、
志愿者、家长及十二岁以上学生。征文体裁不限，主题自选，副标题为“艾克顿中文学校和我”。所有参赛文章将陆续
刊登在中文学校校刊上，并汇集成册，以作为ACLS十年校庆的纪念。

	 评奖活动将在网上进行，征文截止后，学校网站上将开通投票网页，所有在ABCLS	雅虎组群的用户都将可以参
加投票，选出自己心仪的好文章。

	 有奖征文将分成成人中文、青少年中文，和英文三个类别，结果会在2月16日ACLS十年校庆的庆典上公布。每类
奖品如下：

成人中文组： 一等奖一名，	波士顿科学博物馆参观券四张
二等奖一名，$50	中餐馆礼券

青少年组（12-18岁）：	一等奖一名，Taylor	Swift	Red	Tour	音乐会入场券两张
二等奖一名，$50	ITune	Card	

英文组（12岁以上）：	 一等奖一名，波士顿科学博物馆参观券四张
二等奖一名：$50	中餐馆礼券

	 除以上奖项外，所有参加征文活动者将获得ACLS十年校庆的纪念品，并有机会争夺特等奖一名，奖品为一台全
新的`IPAD	mini。

	 希望大家踊跃参加这一征文活动，来稿请投		sj@acls-ma.org，请在稿件上注明为ACLS十年校庆有奖征文参赛
文章。

 The ACLS School Journal is going to have an essay contest to celebrate the ten year anniversary of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The contest opens to the ACLS community of all teachers, volunteers, 
parents and students of 12 years and older. The contest will start now and end on January 31 2013. We will 
accept writing entries in any title and form you choose, with subtitle of “ACLS and I”.

 Winners of the contest will be determined by online voting through ABCLS Yahoogroup after Janu-
ary 15, and will be announced at ACLS 10-year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n February 16, 2013.

 The contest wi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Chinese Adult, Chinese Youth, and English.  The 
prizes for each category will be:

Chinese Adult:   One 1st prize: 4 one-day passes to Museum of Science Boston
 One 2nd prize: $50 gift certificate to a local Chinese restaurant

Chinese Youth (12-18): One 1st prize: 2 tickets to Taylor Swift Red Tour at Gillette Stadium on  
  July 26, 2013

  One 2nd prize: $50 ITune Card
English (12 and older): One 1st prize:  4 one-day passes to Museum of Science Boston

 One 2nd prize: $50 gift certificate to a local Chinese restaurant

 All contestants who entered will receive a gift to commemorate the 10-year anniversary of ACLS. In 
addition, one lucky winner chosen by all readers will receive a grand prize of a brand new IPad Mini.

 Please submit your essay entry to sj@acls-ma.org. Remember to mark your entry “for ACLS 10-year 
anniversary essay contest”.

艾克顿中文学校十周年校庆有奖征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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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之后, 艾克顿镇中心的几棵白桦树就装上了彩
灯, 传统的经典芭蕾舞剧开始在艾克顿-博思宝路高中礼堂
连续上演。与往年的清一色的《胡桃夹子》不同，12月2号
晚，艾克顿中文学校, 艾克顿镇文娱委员会,	以及艾克顿-
博思宝路文化委员会在该礼堂隆重地推出了第四届“艾克顿
中国音乐之夜”的舞蹈晚会。天使舞蹈表演艺术团的这台演
出用现代的艺术手段表现中国古典和民族风情。精彩的表演
征服了满堂观众，轰动了艾克顿镇,绚丽多姿的中国元素第
一次融入了小镇温馨的节日气氛里。

由60名7到17岁的演员们表演、由《桃花仙子》,	《中
国美少年》,	《中国结》和《长绸舞》组合而成的开场舞《
盛世欢歌》,定下了整场演出的恢宏气势。在掌声中，身着
白色晚礼服的波士顿地区著名节目主持人白云出场。白云用
纯正流利的英语主持这台晚会。她的清丽优雅，聪慧幽默堪
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董卿媲美。白云感谢了这台演出
的主办单位，致谢了到场的特邀嘉宾,并介绍了在十一月再
次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当选的州议员Jamie	Eldridge。Jamie	
为晚会做了简短的致词，他充分肯定了艾克顿中文学校以及
华裔对艾克顿镇，艾克顿学区以及全麻州在促进多元文化上
所做出的贡献。接着，白云幽默风趣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人
的标准,那就是要精通琴棋书画，就此掀开了演出的第一篇
章《龙族古韵》。

《龙族古韵》由两个部分组成：琴棋书画以及岁寒三
友。在古代，弹琴、弈棋、书法、绘画是文人墨客和名门闺
秀修身养性所必备的技能，是反映文化修养素质的表现。
据考证，琴棋书画均起源于文献所称的“三皇五帝”时期
（2607	BC-2110	BC），距今有超过四千年的历史。

大幕拉开，舞台上云雾缭绕，一群身着彩衣的仙女们
在云中抚琴弹奏，妸娜多姿，古琴之《月引霓裳》把观众

引入了一个如梦如幻的境界里。围棋之《对弈》中身着黑
衣和白衣的黑白棋子两营对峙。男女棋手，分别由天使舞
蹈团的刘沂峰老师和十六岁的舞蹈演员杨艾佳扮演。双方以
棋会友，排兵布阵，他们争夺厮杀同时又纠结缠绕。可谓
棋逢对手,风起云涌，煞是好看。一群天真活泼的小书生则
在《春晓》的歌声里摇头晃脑,将古代读书的场景刻画得惟
妙惟肖。在《琴》、《棋》、《书》之后,著名古筝演奏家
翁慧表演了古筝独奏《墨客》。古筝是传统的民族乐器，
更是代表中华古韵的民族文化之经典之一。		翁慧一袭红
色长裙,	人琴合一。	那清丽婉约的音色、典雅优美的音韵
把观众带入了如诗如画的江南水乡, 不禁陶醉其间。接下
来,	在古筝的伴奏中,	一群美少女演绎了《山水映梦》。
舞台布景转换成了一副山水图, 翁慧将古筝的那种扣人心
弦的独特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沉浸在如梦如幻
的意境里。

岁寒三友, 松、竹、梅,	因其在寒冬时节仍然保持顽
强的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高尚人格的象征。白云以
宋代诗人卢梅坡的雪梅诗引出了别有一番风韵的《松》、《
竹》、《梅》,	“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	日
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服饰美是这台晚会的亮
点,	而最有特色的当属《松》、《竹》、《梅》。棕色,青
色以及白中带红之	“梅”色给人以极为分明的印象。松之
刚劲,	竹之柔韧,	梅之玉洁冰清,通过三个各有特色的舞蹈
被演绎得出神入画,	特别是当台上雪花纷飞,	梅立霜雪,给
人以荡气回肠的美艳感受,	观众掌声雷动。

演出的下半场由两个篇章组合而成,《姹紫嫣红》和《
为你而歌》。《姹紫嫣红》表现多姿多彩的中国少数民族风
情,	有苗族舞蹈《苗山节拍》,	傣族舞蹈《碧波孔雀》,	藏
族舞蹈《美丽的卓玛》,	蒙古族舞蹈《敖包相会》。虽说是
中国民族舞蹈,却融入了外族舞蹈的元素, 带着些许阿拉伯

古典与现代结合, 舞出中华精魂
——记 “2012 艾克顿中国音乐之夜”台前幕后

芶燕妮



No. 85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三年一月

5

风格。 独舞, 双人舞,群舞中的领舞, 让人目不暇接。这些
舞蹈的歌曲都有着优美热情的旋律。特别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的是十六岁少女伍莉莉和刘沂峰的《敖包相会》,他们用优
美的舞姿演绎了一个缠绵的爱情故事, 金环玉佩，裙裾飞
扬，款款情深。

《为你而歌》则由三个当代舞《那时花开》,《我相
信》和《最绚中国风》组成,新时代的中国的现代气息在奔
放的歌曲里以现代舞,民间舞的形式表达出来, 给人以奔向
未来的流行感受。白云的解说中透出睿智和幽默,	“这是一
个美国大学生们争先恐后去中国,	众多亚裔移民艾克顿镇,	
Brigham	&	Women	医院的医生用Skype	给上海的病人诊断,
在印度班加罗尔(Bangalore)	的会计师为山姆大叔报税的时
代...我们的未来将会是怎样的呢?	希望今晚的精彩演出能
给你以新的启发”	。	

在演绎了三个绚丽的舞蹈篇章之后, 大屏幕上放映了
由白云解说的幻灯片,回顾了前面三届	“艾克顿中国音乐之
夜”	的精彩片段。艾克顿中文学校以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
为己任,	在2006年成功地举办了“艾克顿中国民族音乐之
夜”,	2007年“第二届艾克顿中国民族音乐舞蹈之夜”	以
及2009	年“2009艾克顿中国音乐之夜”。在2009年组委会
意在创建有特色的品牌,	正式命名其为“艾克顿中国音乐之
夜”	。“中国音乐”在这里是一个泛指，它是包括音乐、
舞蹈以及其它艺术形式在内的中华文化。

演出在欢快的印度歌曲Jai	Ho	中放射出最强烈的光
芒,45名身着色彩鲜亮的民族服装的演员们表演《舞彩缤纷-
星光灿烂》。具有强烈节奏感的音乐和洋溢着青春激情的欢
乐的舞蹈把晚会推向了颠峰,全场沸腾。在全体演员的谢幕
中,	这台演出的总导演天使舞团创办者克克登台谢幕。演出
在精彩处收笔,	观众们赞不绝口,流连忘返。

这场高水准的演出在天使舞蹈表演艺术团在波士顿地
区七年多的创作表演史上也堪称极品,	比今年四月在John	
Hancock以《龙族古韵》为主题的演出更精炼、更紧凑,也更
精彩。克克对于艾克顿中文学校台前幕后的组织能力给予了
高度评价,并期待着把和艾克顿中文学校多年的合作关系继
续发展下去。

在弘扬中华文化的路途上,艾克顿中文学校从来都不是
独行客，波士顿地区的文艺团体，广大的赞助单位以及其他
兄弟中文学校，这些年来一直与我们同行。前三届的主角是
大波士顿地区中国文化协会国乐团及青少年国乐团（GBCCA)
。同台联袂的演出单位有中华艺术协会传统中国舞蹈团，华
姿舞蹈团，天使舞蹈表演艺术团，碧云儿童舞蹈团，艾克顿
阳光舞蹈团,以及由艾克顿中文学校、安多福中文学校、波
士顿东方之声合唱团、黄河艺术团和康州中华艺术合唱团组
成的大合唱团,还有享誉世界的杂技表演艺术家陈望菊，和
专业木笛演奏家John	 Tyson,	 Miyuki	 Tsurutani,	 Carolyn	
Jean	Smith	和林靖伟四人组成的鸣四通	（Meanstones）。

与前面三届不同,	 这次的整台演出都由天使舞蹈表演
艺术团独立完成,	 这在天使舞蹈团的表演史上也是第一次。
这次演出的成功充分展示了天使的实力。从落实场地开始到
制作海报、网页,宣传、外联,	卖票,	以及组织当晚的演出,	
艾克顿中文学校董事会、校行政、家长会成员,	 以及艾克顿
中文学校和天使舞蹈团的志愿者们在短短的一个半月的时间

里,	分工合作,	紧密配合,	再创奇迹。

第二届艾克顿中国音乐之夜的总指挥刘阳再次负责统筹
安排以及和天使舞蹈团的协作。校长李日新负责落实场地,
董事会主席芶燕妮负责与协办单位艾克顿镇文娱委员会,	 以
及艾克顿-博思宝路文化委员的联络以及宣传工作,前董会成
员	 Joanne	 Wu,	 Virginia	 Taylor,	 Dick	 Calandrella,孔
轩,以及天使舞蹈团的董事严燕和志愿者张荣华和秦晓君帮
助推广宣传。前任校长袁力负责演出海报及幻灯片的制作及
播放。天使舞蹈团的志愿者孙丽虹负责节目单的设计。校刊
主编陆青负责门票的设计。前任校长现任网络主管王建国负
责网页的更新以及网上购票。前任校长史建英和刘汉兰负责
卖票工作,史建英还负责这此活动的财务。	 家长会主席左国
英以及前家长会主席马东海负责嘉宾的邀请以及中场休息时
的义卖。董事唐燕华和李伟负责联络各赞助单位并筹集赞助
费。演出当晚的舞台监督由董事杨钦钊,刘阳和严燕负责,	黄
玲、王梅担任催场,	 马江,姚山,叶能和张中勤帮助后台及拉
幕。马燕负责监控音乐,天使舞蹈团的李黎负责灯光。钟应
木和邝锦波负责摄像、摄影工作。Dick	 Calandrella,李艳,
吴影,邓育红,田红兵,王晓梅负责观众接待及验票,王建国和
刘玉明负责场内次序,	 安保主任简建华和副校长孙立新负责
场外安全,	伍叔云,	张荣华和蒋为负责为演员们准备晚餐,刘
仲秋和史建英,陆青一起负责演出当晚的换票和卖票工作。

座无虚席的礼堂里,	其他族裔的观众远远超过了以往三
届的出席率,接近半数。两位观看了四届	 “艾克顿中国音乐
之夜”的美国朋友是这样评价的:

		 “I’ve	 now	 been	 to	 every	 Acton	 Chinese	 Mu-
sic	 Night.	 	 As	 you	 know,	 the	 event	 has	 earned	 its	
reputation	as	a	splendid	performance	each	year.	Even	
with	these	high	standards	to	begin	with,	this	year’s	
Chinese	 Music	 Night	 was	 the	 most	 magnificent	 ever!		
This	is	not	only	Bill’s	and	my	opinion,	but	that	of	
everyone	whose	conversation	I	heard	around	the	audi-
torium.”-	Virginia	Taylor	
(“我观看了每一次的艾克顿中国音乐之夜。正如你知道的,
这个活动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往年高水准的节目的基础
上,	 今年可以说更是蔚为壮观!	 这不只是我和比尔的评价,	
也是我听到的每一位观众的意见。”)

“I	loved	every	minute!		It	was	a	spectacular	
performance.		I	can’t	say	that	it	was	the	best	-	as	
every	 Chinese	 Music	 Night	 (I’ve	 been	 to	 them	 all)	
has	introduced	me	to	something	new.		I	have	loved	the	
variety	of	all	the	shows	and	the	fact	that	each	one	
is	unique.		I	can’t	wait	til	the	next	one!!!”-	Beth	
Davis
	(“我喜欢每分种的精彩表演。	我观看了每一次的艾克顿中
国音乐之夜,	不能说这一次是最好的,	因为每一次我都有新
的感受。我喜欢每一次的编排都有所不同,	都很有特色。	我
非常期待着下一届的晚会!”

中国音乐舞蹈艺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异国的土地上
通过舞蹈艺术来展现中华文化之精髓,是天使舞蹈艺术团之
心愿,	 也是艾克顿中文学校之心愿。在圣诞节的氛围里加添
一些中国舞蹈艺术之元素,	 促进居民对中华文化的欣赏和倾
慕，以此实现中华文化的弘扬和传承，今年小镇过节的气氛
也因此显得更加浓郁而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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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艾克顿的歌声和激情

	 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是个严冬季节里天
气温和的一天，早晚都浓雾蒙蒙，	有些诗情画
意。	吴影声乐工作室音乐晚会就是在这个有气氛
的晚上举行着。	

	 “朋友，	你到过爱歌屯吗？”	一声呼
唤，	一串笑语，一片掌声，	引出了一组来自艾
克顿中文学校合唱团部分团员的激情歌唱和表
演。	身着藏族服装的六位靓丽女子：李艳，	李
劲冬，	李捷，黄玲，张荣华，	田红兵，	和六位
帅哥：杨帆，	李龙，	叶能，	马江，	杨钦钊，	
简建华	，跳着由艾克顿编舞名人王泽鸣编排的藏
族舞蹈亮相舞台。		他们首先由艾克顿著名的女
高音李艳领歌，献上了一首高亢的《青藏高原》
；		接着又由酷哥们：叶能，	马江，	杨钦钊，	
简建华联唱了一首非常优美动听的《卓玛》；最
后，	由艾克顿小有名气的三名男高音，李龙，杨
帆，简建华	领唱了一首《我的太阳》。		台上歌
声嘹亮，	星光灿烂，	台下掌声阵阵，	赞语不
断，		尤其来自艾克顿的亲友观众们，个个激情
饱满地为他们屯的歌手们拍掌呐喊。	

 

	 观众们被台上歌手们的歌声所打动，	被
他们的激情所感染，他们的演出为晚会增添了异
彩。	 	 	 	 	 	 	 	
	 	 	 	 	 图：王慧	

	 	 	 	 	 文：亚平

图片新闻

梁红玉，女中杰，黄天荡，芦苇丛，困兀朮，八
百破十万；	

六巾帼，胜须眉，“芦花”白，情意绵，天籁
声，齐心颂“家乡”；	

岳鹏举，架长车，朱仙镇，踏金兵，捣黄龙，重
拾旧河山；	

四金刚，零基础，何所惧，气丹田，力拔山，“
精忠报国”响。	 	 	 	 	
	 	 	 即兴填词：	Frank	Li

参加吴影声乐音乐会的歌手（从左到右）：

Tim	He,	Frank	Li,		孙光裕,	MingXiu	Hu,	

Weihua	Hu,	周晶,	田小虹,	Sharon	Zhou



艾克顿中文学校安排了十二月十七日请《哈佛
两女孩》一书的作者开办讲座。世界日报的记者希
望能搭车到现场采访。本人的开车技术一般，但还
是毛遂自荐，于是以专职司机的身份又回到了中文
学校。外面是雨雪交加，于是利用讲座的时间，在
走廊里信步，觉得有点象是回家看看。还是一样的
学校，生气盎然。还是一样的校舍，窗明几净。看
到常春老伯还象十年前一样在一丝不苟的管理着复
印机。见到曾经教数学多年的鲁志东老师穿着桔黄
马甲执勤，看到徐静老师仍然如当年一般认真的站
在讲台上上课，简建华主任在走廊里坐镇，见到史
建英，李日新校长，也见到好几位熟悉的家长。但
是在讲座和学校里见到的，大多数的还是不大熟悉
的面孔了。学校开学的第一天依然恍如昨日，但将
近十年的时间已经悄悄的流逝。

十年里，中文学校是同学们体会中华文化的课
堂，是家长们周末相聚的场所，是华人社区不断发
展的体现。如果学校的校舍可以说话，她也许可以
告诉我们学校的行政人员和老师们在十年中曾经为
学校花费了多少的时间和心血，拿出多少自己宝贵
的时间担负起数百人学校组织和教学的责任。

离开Acton有好几年了，可是即使不在艾克顿
中文学校，到也随处可以看到师生们的身影。学校
开始采用马立平教材的时候，在牛顿中文学校，不
期而遇的就见到了时任副校长的史建英，谢良玉，
钟劲红老师。聊起来才知道，原来她们是专程前往
了解使用马立平教材的教学的。学校采用《中文》
为课本后，学校教务花了不少的时间和气力组织老
师们一起编制了各个年级的教学大纲。当他们了解
到马立平教材的优点，又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了
解，学习，开设使用马立平教材的教学。为了孩子

们能够学好中文，老师们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可远远
不是在课堂上的几个小时能衡量的。

2007年在北京时，忽然收到Ms.	Willard的来
信，说她要带女儿Hai到领养她的孤儿院回访，
会路过北京。Ms.	Willard九十年代从湖南的一
所孤儿院领养了Hai。Hai从建校就在中文学校就
读，Ms.	Willard和我们一起打太极拳。	我们在北
京的大观园旅馆见面，一同在北海荡舟，在后海踢
毽子，吃冰糖葫芦和北京小吃，转北京的胡同和四
合院。Ms.	Willard还给Hai和自己量身定做了漂亮
的旗袍。Ms.	Willard告诉我，2006年她因病动了
手术，而又因公司业务的原因失去了工作。一时找
不到工作，就在Home	Depot打工。2007年重新开始
从事咨询业务后，经济情况稍有改善，即实现承
诺，带着十三岁的Hai到中国湖南寻根。许多中国
儿童领养家庭为孩子们做出的努力和牺牲实在是令
人钦佩和感动的。中文学校建校伊始即为中国儿童
领养家庭和家里没有中文环境的孩子们设立了专门
的课程。中文学校为孩子们创造了中华文化的环
境，也让我们自己学到了许多东西，结识了许多的
朋友。

艾克顿中文学校是我们许多人曾经倾注过心血
的地方。	经历了十年的风风雨雨，她已在社区中
深深植根。多少老师曾在这里诲人不倦，多少的学
生曾在这里学习成长。不管我们如今身处何方，斩
不断的是对她千丝万缕的情感。我们注视她的每一
成就，为她骄傲，为她祝福。

借此机会，衷心的祝贺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十年
华诞

中文学校和我
艾克顿中文学校十周年校庆有奖征文 -- 作品刊登

离不开的艾克顿中文学校 
王泽养

草于二零一三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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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尊敬的老师——英国建筑家约翰·马丁
教授在一次上课时提道，他儿时最浪漫的经历之一
就是坐火车。他讲课的其它内容，已经随着时光的
流逝在我的脑海里淡忘了，只有这句话一直铭记在
我心中。

我是上世纪末开始从艾克顿南站坐火车到波士
顿上班的，一坐就是七年。。。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漫天飞雪的冬日的清晨，
经过望眼欲穿的等待，那期盼已久的火车终于缓缓
地出现在视线尽头。在寒风中瑟缩的人们欢呼起
来，而我也顿时感到一股暖流涌遍全身，这就是幸
福的感觉。远远地只见紫红色的火车头亮着耀眼的
淡黄色车灯，从冰雪覆盖的弧形轨道尽头由远及近
地轰鸣着驶来，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这长龙般的火
车是那样地美，此情此景何其浪漫，简直就是一幅
移动的俄罗斯油画！

在从艾克顿到波士顿这条火车线上，你可以看
到树林、草地、河流、民居、高楼和校园，还有很
有历史感的车站；下车喝杯咖啡，还可以欣赏十九
世纪的车站老建筑和满墙的老照片。

距离我第一次坐波士顿郊外的火车已经过去了
十多年，除了车票涨了许多外，今天的火车几乎没
有变样，还是那样老旧的车厢，缓慢的速度，还是
经常晚点。那位最老的列车员已经退休了，我最喜
欢听他用粗旷嘹亮的声音高喊着报站：“Waltham,	
Watch		City!”

就在这波士顿郊外轰轰隆隆的火车上，我清楚
地记得十几年前一群坐火车上班的中国车友一遍又
一遍热烈地讨论着想要在艾克顿成立一所中文学
校，他们的家都住在艾克顿或其附近，属于人到中
年、为人父母的上班族。他们中有些人的名字我已
经记得不真切了，但那热情洋溢的表情和迫切的神
态还留在我的记忆深处。他们是一群默默无闻的拓

荒者,	是勇于吃螃蟹的人。在这异国他乡，他们让
我想起鲁迅先生在《故乡》里的话：“希望本是无
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
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有志者事竟成！不知经过了几多磨砺、几许耕
耘，火车上最初的热议和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从
无到有，万事开头难！我想最初的创建者们在办学
伊始一定花费了无数的心血，经历了许多鲜为人
知、四处碰壁的艰辛！更有多少人年复一年、持之
以恒地默默奉献，才有了今天的ACLS!		

时光飞逝，物转星移，不知不觉中艾克顿中文
学校迎来了十年华诞。当年坐火车的那一族群中国
人大部分已经不再坐这波士顿郊外的通勤火车了，
我也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失去了联系。当年他们在
火车上热烈讨论组建中文学校的时候，我还年轻，
也没有孩子，中文学校离我的生活仿佛很是遥远。
而我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今天也有幸成了
艾克顿中文学校的一名助教老师，很庆幸我的孩子
们每个星期天都能来到我们的中文学校学习中文	
——	 一门对我们这些旅居海外的中国人来说是多
么亲切、多么自然、多么美好、来自故乡、来自母
亲那里的语言。

十年了，艾克顿中文学校就像一列不知疲倦的
火车，一路风雨兼程，驶过了多少不平凡的里程！
它如今各方面步入了正轨，正从风雪中呼啸而来，
蓬勃前行。汇聚到这列火车上的人越来越多，它的
规模和影响也越来越大。这列火车承载着以往的成
绩，更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期许。期待它在下一个
站口，把我们带向更远的地方，去实现更高的目
标！

这世间的万事万物真是奇妙，明里暗里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我、艾克顿中文学校和波士顿郊外
的火车竟也有着不解之缘呢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波士顿郊外的火车
——艾克顿中文学校和我

汤鸿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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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平常的周日的下午，我悠闲的坐在教
室的椅子上，伴随着老师如银铃般朗诵课文的声
音，我不禁想到这一年多来艾克顿中文学校陪伴
我成长的日子。

大约两年前，我和我的家人拎着几个重重的
行李箱，带着一份希望从中国来到了美国。当时
十分稚嫩的我还没来得及想将来要面对的是什
么，更没有想到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将踏入教室，
将知识的力量传递给中文学校的同学们。有一
天，妈妈从公司回来，随口问了一句：“你想不
想到中文学校当志愿者啊？”“志愿者是做什
么的啊？”我问。“就是教这边的小朋友学中
文。”“真的吗？太好了！我太想了！”我情不
自禁地说道。

周日下午，我和妈妈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艾克
顿中文学校，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让我和艾克
顿中文学校这个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我好
奇地步入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大门，走进办公室，
对我面前的邱敏老师说：“老师，我想当志愿
者！”邱敏老师略带一丝惊讶地问我：“你多
大了啊？”“我12岁。”邱敏老师犹豫了一下
说：“当志愿者，你的年龄有点小。不过你刚从
中国过来，中文基础一定很好，今天四年级的志
愿者没有来，你想去试试吗？”听邱敏老师这么
一说，我高兴地点了点头。过了一会，我就以一
个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在了四年级的一个班级。同
学们充满疑惑的看着我，我一时语塞，不知说什
么才好，邱敏老师大方地说道：“同学们，这是
你们的新‘助教’。”说完便示意我向同学们介
绍自己。“大…大家好，我叫Wendy。”我紧张
地说道。说罢，我便找了一个座位坐下了。任
课的老师对同学们说：“好了，我们来听写吧！
请Wendy为我们发一下纸吧！”我拿了纸，小心
翼翼的发给每位同学。“天啊！我刚上任就有任
务了！”我兴奋地想到。看着同学们在纸上认真
地写下老师报的词语，我意外地发现这里有一群
可爱的孩子正渴望中文知识的浇灌，渴望中国文
化的熏陶。“好了，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吧！Wendy，你想到白板上来写吗？”老师问。“
好……好啊！”我战战兢兢地接过笔，将老师报
的词写在白板上，一笔一划地生怕写错。“好，
大家对比一下，检查一下自己做对了没有！”老

师居然信任我这个“新人”，第一天就把答案交
给我来写！接下来，老师带领同学们用表演的方
式演绎了课文里要表达的道理和精髓。老师先叫
了一组同学上台。同学们一个个手拿着自己的课
本，面带笑容地走上台。一个同学对着大家自信
地说：“很久很久以前……”其他同学惟妙惟肖
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们时而皱着眉头向其他
的演员抱怨，时而哈哈大笑，时而坐下思索。我
回头看到老师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不久，
随着小故事步入尾声，老师要求每一个同学用自
己角色的语气描述自己对课文的理解，将课文的
主题自然地呈现给同学们。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看着同学们一个个灿烂的笑脸，我不禁想到：“
哇！这里真的比我想象中的好得太多了！老师信
任我为大家写出正确答案，老师可以带领同学把
一个生硬的讲台变成一个活灵活现的话剧舞台。
老师可以带领同学把每一篇课文诠释成一个个精
彩的故事。老师可以把一个个索然无趣的大道理
通过一个个饶有生趣的故事如流水般传达给同学
们。”时光如飞鸟，我在艾克顿中文学校教的第
一节课悄然无息地随同这飞鸟的羽翼溜走了。临
走的时候，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这里当个好志
愿者！

第二年，我第一次正式的成为了一名三年级
的志愿者。我陪着同学们走过一段难忘的时光。
我发觉我和我的同学们超越了师生的关系，我们
变成了能互相关心的好朋友。课上，我帮助他们
解决难题，伴他们走过难关。课下，他们帮助我
了解美国文化并向我询问中国的事情。在中国我
一直以为，老师和同学之间一直有一层膜，老师
高高在上，为人师表，同学虚心请教，用心聆
听。老师和同学之间很难做朋友。到了艾克顿中
文学校，我完全转变了以前的想法，老师和同学
之间的感情远不止是师生情，我们更像是朋友，
互相关心，不求回报。同学们捶胸顿足的抱怨题
目难的时候，中文学校的老师们会耐心地走到他
们身边，细细地讲解；同学们不小心受伤的时
候，中文学校的老师们会跑到办公室，为他们要
创口贴并细心地为他们粘上；同学们在为自己的
成绩感到骄傲的时候，中文学校老师的脸上总会
挂着一个灿烂的微笑。老师们如同春风般用知识
的雨露滋润着同学们一颗颗渴望学习的心。

艾克顿中文学校和我	

六年级B班	高中生志愿者	汪文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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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已经是我第二年在艾克顿中文学校做
正式的志愿者了。每一次在楼道里我都能看到每个
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师生之间互帮互助，同学们
不会抱怨中文的无趣。对于同学们，上中文学校更

像是一个寻找快乐的过程，而不是不情愿地去完成
一项苦而无趣的任务。艾克顿中文学校对同学们悉
心的关怀正像是唐代诗人杜甫说的，“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啊！

山鸡和鸭子的对话
一年级C班TA  贾春光

深秋的清晨，一只山鸡落在了刚刚走出鸭舍的鸭
子们身边，抖抖翅膀，轻声说：“Hi，朋友们，早上
好！”鸭子们好奇地打量着山鸡，领头的Chibi最先开
口说：“朋友，你这是从哪里来呀？”山鸡说：“我
是从远处那片森林过来的，现在又渴又饿，都快累晕
头了。我能在你们这里找点儿东西填填我这可怜的肚子
吗？”鸭子们东张张，西望望，然后说：“我们这里还
有一些昨天吃剩下的苹果和鸭食，你要不嫌弃的话，就
随便用一些吧。”山鸡听了，高兴极了，一蹦一跳地冲
到鸭舍前的食槽边吃了起来。

虽然这些苹果已经放了两、三天了，都有些酸味
了，残余的鸭食也只是零星地有一些粘在食槽的壁上，
但山鸡吃得还是津津有味。吃饱了，山鸡来到正在池塘
里游玩的鸭子们身旁，先喝了几口水，对鸭子们感叹
道：“唉，我从来没有吃过像今天这么丰盛的早餐。我
平时都要花上整个的早晨，找遍大片的山林，也才只能
填饱半个肚子。你们真是太幸福啦，我好羡慕你们！”

鸭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约而同地说：“哪里
呀，那些苹果和鸭食才不好吃呢，我们宁愿在水塘里找
些小青蛙、小虫子或者到草地上找些嫩叶子吃。”山鸡
说：“唉，你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

太阳升高了，天气暖和了很多。山鸡踱到鸭子们
附近，点点头，说：“朋友们，很高兴遇到你们，也非
常感谢你们的盛情款待，现在该是我和大家说再见的时
候了。”鸭子们争先恐后地围到山鸡跟前，还是Chibi
抢着说：“我们也很高兴你的光临。我们这里有现成的
吃不完的食物，晚上睡觉还有茅棚可以栖身。你为什么
不留下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呢？”山鸡眨眨那双带着红圈
的眼睛，微笑着说：“谢谢你的美意，不过我还是喜欢
过自己的生活，虽然辛苦而充满挑战，但也不失自由自
在的乐趣。”鸭子们伸伸长长的脖子，无奈地说：“好
吧，我们欢迎你随时回来看我们。”

山鸡点点头，又一蹦一跳地向着那片正在飘着落
叶的树林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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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声乐零基础到独唱会

——艾克顿中文学校和我

吴影导师声乐班集体作品（第一人称）

[序]	当中文学校还在处于地下室秘密筹备节段
的时候，筹委会的一大代表们经常开会到深夜。那时
候我穿着便衣，被动地负责着部分代表的交通和保卫
工作。从中文学校开学的第-天起到现在十年，几乎
每个星期天，我都陪学生的家长们一起踢足球，打蓝
球或当司机。我也參加了几次晚会演出活动，小有名
气。每次演出，我一有动作，都会伴有热烈的掌声。
后来，由于另有重任，我就把那个复杂的任务转给我
的下任并亲授三个诀巧：拉开动作不能太快。太快
了，道具还没到位。拉合动作不能太慢。太慢了，表
演到最后亮相的演员会很累。最后，千万不能被掌声
冲昏头脑，把演员漏到幕外。

[跋]	但是这一切对我来说，中文学校还只不过
是浮云一片。我从来都没有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过自己
是学校的一员。今年金秋时季，《中国好声音》着实
代替了我平时喜欢的《非诚勿扰》，让我不能从中自
拔。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强烈冲动，要唱。正当我痴
迷于这场音乐飓风的震撼，却又处于迷茫无助的纠结
之中，突然看见中文学校的邮件要开声乐班。2秒之
内，我的小心脏开始怦怦直跳，“零基础”三个字让
我眼睛放出光芒。当我看见“歌唱要放开喊叫”时，
我的艺德底线瞬间被彻底击穿。我很不淡然地出手
了，打了俩字就按了回车。

[回炉课堂]	开学星期天下午一点半，我第一次
改变了十年来车上的装备，不再是足球而是上课的书
包。从第一节课开始，我就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
在我过去的4，5个学位课程中，我已经被调教成用泰
勒方程加大理数和大偶数来证明1+2是合理的套路去
解释一切。到这里，我习惯的积分号变成了16分音。
那已经銘刻到骨子里的“或”等式，加个小冒号，就
得再多唱一遍。这些还都不算硬伤，不就是记吗，咱
是零基础。但是，后来的试音让我感到颜面丢尽。单
练轮到我的时候，我用这辈子从没用过的大嗓子，唱
出了一个踩着了猫尾巴的声音。当我偷偷的瞄了一眼
身边的同学，四大金刚们目瞪口呆，六朵金花同时不
自觉地纤手掏朵。在那一刻，我感到无地自容，心里
默默地念叨，急流勇退吧，咱丢不起这人哪。一看老
师倒是十分镇静，泰然自若。很明显，她见到的像我
这样的葱多了。行，你只要不失望到：这同学下课跟
我到校长办公室来一趟，咱就厚着脸皮接着练。大不
了，我就多发扬一点南郭先生的精神。可后来的事实
并不是想像那么简单。简单的谱子中，我都有嫌缺斤
短俩的猫腻。屠洪刚《精忠报国》里的四拍只卖了三

拍办。而且经常还会给谱子注水，把悠伤的低度音硬
拉到高八。为这事我时常夜里睡不着，心里很难过
时，我就打开计算机，把字体放大到全屏，然后写
下，屡错屡唱，精忠报国……（这里省去2012个字）
。我深深知道通往明星的道路很难，通往草根明星的
道路更是难上加难。

[小荷才露尖尖角]	经过课上老师的耐心雕朽，
课下自己的刻苦磨练和多方面的留心寻找，终于在今
年的感恩节和圣诞节期间，机遇的光芒给我带来了曙
光。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大概九点，我突然
接到有关机构的电话，他们愿意给我提供每次活动一
小时的合约。我感到时间有点倡促，最后讲好了一个
半小时。他们并且口头答应我，可以无限续约。放下
电话，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傻傻地盯着镜子里的
我，小子，以前没人这么二过，现在机会在你手中，
行不？	为了演出的那一天，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
作。为了增加人气，我花了九十分钟让专业人士在我
的全身喷了香水。那些服务人员一看我是地道老中扫
货不问价的那类，态度毕恭毕敬。我无心恋战，匆匆
欲离时，一位热心的服务员似乎看出了什么端倪。她
带着礼貌性的微笑告诉我，明年梅西要开一家新店，
离我住的镇很近，到时候就不用再开四十分钟的车到
这里免费试香了。

那一天演出前,像众多的大腕们一样，我特意吃
了一顿猪肉炖粉条以保证能量,。演出还未开始，整
个广场几乎都已被占满。新进来的得等到有人离去才
有地方。因为这是个人演唱会，承办方同意，演出的
歌曲和节奏完全由我自己来掌握。演出开始了，客服
人员递给我一个红色的桶子，我就把它放在台上显眼
的地方。一开始还是有点紧张，而且还有听众不停地
在台下喧闹合唱。我想他们与我互动，只是想參与歌
的节奏和韵律。虽然我唱的大部分是中文歌曲，但观
众更多的是被我演出的激情和唱歌时专注的神情所
折服。我在唱《江南style》和《你把我灌醉》的时
候，边唱边跳并且始终能量满格，把“东方范”展现
得淋漓尽致。我把歌声抛到广场尽头大路上向东奔驰
的汽车，想像着汽车载着我的歌声，穿过MIT的物理
试验室，掠过哈佛大学的无名河畔，奔向那广阔无垠
的大海。

当演出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一个自称台湾媳
妇的美国老太太奔到台上，要求用汉语和我合唱《在
那遥远的地方》（附照片，摄于艾克顿11/19/2012）
。老人的华丽助唱将演出推到了全新的高潮。我也用
尽全力把技术唱歌升华到倾情歌唱：当我走在波士顿
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我们在
这里欢笑，我们在这里哭泣，我们在这里祈祷，我们
在这里迷惘（北京北京，汪峰）。在熟悉的异乡,	我
将自己一年年流放，	穿过鲜花,	走过荆棘，	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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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地。你陪我歌唱，	你陪我流浪，	陪我两败俱
伤，	想带上你海归，	奔向最遥远城镇，	想带上你海
归去做最幸福的人（私奔，梁博）。你避风的港湾是
我的生命，我倾出了我的所有，无一丝保留。你已经
感到，多一个爱字会更酸楚(忍着不说我爱你，吴影声
乐班原创)。

[尾声]	演出结束，我站在舞台上，接见了演员自
己。我左手紧紧地握着自己的右手亲切地说，哥们，
唱歌完全代替摇铃，过瘾过瘾！

[副文]	由于每一支歌都有我大量的插音：谢谢捐
款，节日快乐，演出没有完整录音。Salvation	Army
那个已经变得格外沉重的红桶由俩个人抬起归还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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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REAL ESTATE PRODUCER

Excellence in Service and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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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四号，星期五。

那天早上，本来我很有些生少爷的气：丢三落四，作业写得乱七八糟，课堂练习又被老师批评，说
他几句还冲我发脾气。。。下意识的想起文学城子女教育论坛里千好万好样样好的牛娃们，越发觉得少
爷是个很不上进的少爷，自己则是个很失败的娘。

失落的情绪难以言表，于是心不在焉的边工作，边上网乱逛看看新闻。

就这么冷不防看到了Sandy Hook小学的枪击案。开始几眼还以为是寻常的想不开活腻歪了的神经
病报仇然后自杀，随着新闻的不断更新，血腥屠杀的全貌渐渐展现在我面前。实在难以相信，什么样的
畜牲才能狠得下心，对着毫无抵抗能力的小孩子下手？20个六七岁的可爱小生命就这么没了，以这样
一种残酷的方式！我像是被谁狠狠捅了几刀，疼得冷汗直冒浑身哆嗦。

恐惧瞬间将我笼罩。

虽然这个世界从来都是纷纷扰扰，不得消停，可是这一次，格外心痛。突然想放下手边所有的工
作，飞奔到少爷学校，把他紧紧地抱住。突然觉得早上生气的那些事情其实都没那么重要，哪怕他愚且
鲁，只要他无病无灾，我还可以好好的看他长大。

接下来的几天里，这场枪击案如同噩梦一样难以驱散。闭上眼睛，忍不住一遍又一遍的想，那些小
朋友们，他们冷不冷，他们疼不疼，他们怕不怕，他们有没有想妈妈？睁开眼睛，看见他们曾经可爱的
小脸，低垂半杆的国旗，眼泪一次又一次失控。

但是比悲哀更深的，是愤怒。

广播、媒体上随处可见的关于枪支的辩论像填鸭一样在我的脑子里灌输了各种关于私人拥枪的知
识。火器法案，控枪法案……一连串新名词的背后，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在美国，不要说禁枪如同痴人
说梦，就算控枪都是阻力重重。

网上的各色言论更令我耳目一新。狂热的支持者们说拥枪是天赋的人权，他们说此次事件之后，枪
支更应该大力普及，最好至少人手一把，这样才能自卫。更有人振振有词的指出，杀人的不是枪，是
人。如果控枪，那就连车也一起控才算公平。

而我所目睹的最“掷地有声”的发言，则是：拥枪是美国民主自由的象征。

这发言令我十多年来第一次，开始认真怀疑自己移民美国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一个国家的人们
如果连平安养大一个孩子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连送孩子去学校都要提心吊胆生怕被有枪的疯子们突突
了，还好意思谈民主自由么？还有比这更真实的谎言么？

这种愤怒，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那个星期五达到了顶点。

那天本来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结果末日没来，来了NRA的发言人。他说，悲剧发生了，我们很难
过。这是各种因素的错，但是绝对没有枪的错。为了避免悲剧在发生，让我们把学校用枪支弹药武装起
来吧！

如此而已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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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发言人杀手样的脸，末日样的表情，怒极反笑了。老大，光武装学校怎么行。所有公共场合
都要武装起来！最好进门的时候有机场那样级别的安检，大家一起脱鞋，解皮带，过X光！

笑过之后，是比愤怒更深的无奈。

我不明白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一边是悲痛欲绝的人们忙着摆放鲜花毛熊，一边是拥枪派忙着将
商店里的枪支抢购一空。一边是好事的媒体大肆挖掘那个毫无人性的凶手的成长经历、性格形成，一边
是随处可见的暴力、战争游戏更加热闹的圣诞促销，大卖。

而这种突发惨案后的悲痛欲绝，大概在圣诞或者新年来临时就差不多消失殆尽了。枯萎的鲜花和脏
掉的毛熊将统统被扔进垃圾桶或者付之一炬，半旗将重新升回杆顶，只有那些消失的小生命，再不会回
来。

当假期结束，大家返工返校，重新开始自己忙碌的生活时，还会有人记得在那一百多声枪响中倒下
的孩子们吗？还会有人认真想一想，接二连三的枪击案背后，究竟是哪里出了毛病吗？

在悲哀愤怒无奈中兜兜转转了几周的我也渐渐平静下来。既然无力改变，何必徒增烦恼？千言万
语，化作苦笑。

所有的情绪最后都化作了世事无常，珍惜每一天的感叹。然后告诫自己：从此少爷们出家门，要多
抱抱；少爷们表现不好，要想得开；和少爷们闲聊的时候，要有意灌输些逃生、应变的基本知识……

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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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班学生作文	
我的圣诞节
教师：于晓研

孙雨桐

 我今年圣诞节去滑雪了。我们去的滑雪地
方很好因为它们有一个水上乐园，游戏房，还有
许多的饭馆。那儿，还有一个挂在天空的大缆
车。这个大缆车可以把你开倒山顶。人坐上去
以后就从山顶滑下来。还有些人上去看景色，然
后再坐缆车下山。我最喜欢的是在那儿滑雪，因
为那个地方的雪道很宽阔。我的圣诞节过得很开
心。

蒋松

 我的圣诞节过得很好，我去滑雪了，我的
很多朋友也去滑雪了。在开车去的路上，没有看
到什么雪，快进入山里的时候天下起了雪，我们
很高兴。那天滑雪的人很多，缆车把我们拉到山
上，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滑下来。滑雪很不容易，
下坡时，我怕摔倒。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我进步
了。

宋嘉瑞

 今年的圣诞节非常有趣！我很早就爬起来
了，因为我想打开我的礼物。我看到了很多不同
的东西，有一个发卡，一个大滑板，许多不一样
的书，和一些巧克力。我的礼物是我朋友和我的
家人给我的。我非常喜欢我的礼物！

 早上的时候，我打开了礼物，到了上午，
我的家人和我们的一些朋友去看电影了。我和我
的朋友看了两个电影，第一个是“少年pi”(Life	
of	Pi)，第二个是“奉子成婚”(Parental	Guid-
ance)，我特别喜欢这两个电影！

 今年的圣诞节非常有趣！我希望明年也这
么开心！

肖玲

 我的圣诞节过得很无聊。我呆在家里，整
天做作业。我读了三本书。我的哥哥也教了我一
点”JAVA”	。圣诞节那一天，妈妈生病了，我帮

妈妈做饭。我和哥哥先给父母做早饭。然后，我
烤了巧克力蛋糕，哥哥烤了火鸡。妈妈强撑着炒
了青菜。就这样，我们对付了一顿圣诞晚餐。然
后，我看了很多电视。起初，我的家人计划有一
个节日聚会，但是，因为我的妈妈和爸爸都生病
了，被取消了。我的圣诞节礼物还不错，我得到
了一对耳塞和潜望镜，一些巧克力，一个小水晶
树，和睡裤。总的来说，我的圣诞节过得还行。

梁怡昀

今年的圣诞节，我在家里没有出门。我和
妹妹很早就起床，然后悄悄地下楼，看看圣诞树
下有什么礼物。

啊！圣诞树下有很多礼物！我把我的打
开。一个是跳舞穿的袜子，另一个是耳环，还有
一个Ipad和保护Ipad的套子。在我的红色靴子里
找到了一个大盒口香糖和一个高级橡皮。我太高
兴了！

我大部分时间是在Ipad上玩一个时装设计
游戏。我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节！

高凯文

 我的圣诞节过得很高兴。三天之前我爸
爸、我妈妈、和我去了Killington,Vermont去滑
雪了。头两天滑得还可以，不过风吹得比车开得
还快，实在滑不好。风吹得都睁不开眼睛，而
且把雪都吹跑了，地上只剩冰了，在下坡时停不
住，都是冰。

 不过，圣诞前夜下了一晚上雪，七点停
了。到山上，雪又白又亮，没风，太阳也很好，
真美丽！

我今天滑得很高兴，因为今天是圣
诞，Killington又开了十个雪道，都很好。更棒
的是，一点儿冰都没有了。我滑得很好，很开
心。

我的圣诞节过得很高兴。



马立平1B班学生作业选
老师：刘化桥

No. 85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三年一月

16



儿童泥塑班作品选

夏至宁老师指导

No. 85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三年一月

17



儿童国画中级班作品选

Sharon Wu老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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