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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五月是一年中生机勃勃的月份， 万物复苏，大地一片生机， 各家的草地已经全部返青， 
大树褐色的枝干， 每天都发着新叶， 好像是转眼的功夫， 眼前就会出现各种看得出来， 但
说不上来的不一样的绿色。 我周围爱种菜的人们， 已经开始了育种， 一两天， 就见种子发
芽长叶， 等到月底， 幼苗就能移植到外面的菜园里， 开始它们的生长历程。 

五月也是一年中美丽的月份，众多先花后叶的小灌木或树木，怒放出各色各样的花朵。 
成片的灌木迎春或连翘的干支上，花儿腾黄得耀眼； 单株的杜鹃， 粉色或红色，开在各家的
门前， 被绿草地衬托的格外纯洁； 白色或粉色的樱花， 紫色或乳白的玉兰，点缀其中， 在
我们每天上班的路上绽放着美丽。 

五月还是一年中让人浪漫的月份，当几株或几十株樱花开在一起时， 不仅浓郁的花能夺
人眼目， 而且淡淡的香会沁人心扉。 上个周末晚送小儿子到小学参加联谊活动时， 我在校
园等孩子， 碰到一位同样等孩子的朋友，一起聊天。 他告诉我， 他刚才独自一人在校园开
满各色樱花的小径上漫步， 闻着花香， 有种回到当年在大学谈恋爱的美好感觉。 他已是一
位中年男士， 尽管工作缠身和家务繁忙， 却还能由这五月的花香生出对美好过去的回忆， 
是多么有诗情画意的人和事。 

五月有让人感动和庆祝的日子， 就在昨天， 母亲节。 象往年一样， 老公带着小儿买
花回来，我厨房中央的花瓶里， 又有了新鲜美丽的花儿，于是，当妈妈的在厨房的劳累和辛
苦， 随着花儿的作陪， 化成了轻松和快乐。 我们一家人中午到外面吃饭，听老公对小儿子
说：“等你长大后， 给妈妈过母亲节就是你和哥哥的事， 你们俩个今年你买花， 哥哥请吃
饭； 明年哥哥买花， 你请吃饭”。小儿说：“好吧！”， 可马上又补充说：“那我没钱怎
么办？”小儿当心“没钱”的话，让当妈妈的我忍俊不住。 

五月是春天， 五月是花季， 祝愿我们五月的校刊也充满蓬勃生气。     

--亚平



Discla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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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by the Journal may not be published elsewhere without ACLS’s consent and permiss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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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 represents the author’s opinion, not necessarily that of AC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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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中文学校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这里的高中志
愿者队伍如此庞大。

这学期的中文学校，光是中文语言课就开了将近四
十个班，包括普通中文，MLP, CS， 高年级中文阅读和会
话，以及中文AP课。另外学校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
课，琳琅满目也有近三十种科目。在学校领导和教务主
任们认真筹备，积极组织的辛勤工作背后, 是老师们坚
持不懈的付出和高中志愿者的热情支持。

我们的高中志愿者一般是从九年级开始招收。可是
近来我们的家长和中学生们特别有热情，最小的申请者
才上上七年级。中国古语说，年及二十，男子落冠。如
果女子没有婚许，也是到二十才及笄，方才视为成人。
美国各个州的法定年龄，从十八到二十一不定。所以我
们的小志愿者不论按照古律还是现例，都是不折不扣的
未成年人。

不论是中文，还是文化课，每个课堂上一般都会有
一到两个志愿者给老师当小帮手。他们的工作包括在老
师授课时，帮助维持课堂秩序，给学生们发作业和小奖
品，监督孩子们完成课堂作业。有时还要给老师跑跑
腿，复印课堂资料，或者到办公室领取教具。有的课的
要求更高，就拿夏老师的泥塑课来说吧。为了每堂课上
都能让每个孩子完成一个满意的作品，夏老师，协助的
家长和志愿者们都觉得像打仗一样，时间特别紧张。尤
其需要我们的志愿者动手动脑，帮着老师制作泥塑作品
中需要的原材料和半成品，有的甚至需要手把手的教有
困难的孩子们完成一些步骤。

还有的高中志愿者不在课堂上帮忙，而是在办公室
里帮忙。他们有的人看护复印机，有的人负责学校的储
物柜，有的人负责打铃，每节课间都可以看见他们准时

中文学校里的高中生志愿者

校长助理 张敏
Admin’s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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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走在学校走廊之间，让清脆的铃声响彻学堂。

学校课堂外组织的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活动，还活跃着我们这群孩子们的年青身影。大家还记得
前不久的十年校庆吧。我们的高中志愿者在各个角落都发挥了他们独特的作用。拿我们的李校长的话来
说，那是我们学校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今日担负的责任，自会成就明日的担当。中文学校里这些少男少女们的风貌不仅是今日父母们眼中
的骄傲，更是明日世界变换里的中流砥柱。最近中国的大江南北风靡着一部电影，名叫《致我们终将逝
去的青春》，一下子掀起了大家找旧同学，老朋友的热潮。这个电影的名字让我不禁想到，我们这群在
关爱和责任中慢慢成长起来的孩子们，无一不承载着我们还没有，正在，或者已然逝去的青春。就像奥
运会上的开幕式仪式，孩子们终将接过我们手中的圣火，继续点燃属于他们的生命的激情。

在此借中文校刊一角，代表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向我们的孩子们在过去的日子里付出的种种努力
表示感谢。并且，我们还希望更多的父母和中学孩子们来学校办公室，了解我们的需要，踊跃报名加入

我们的志愿者团队，为2013秋季学年服务。

【编者注】张敏是中文学校管理团队的新成员，本学期开始出任校长助理。她的职责之一是管理学校的高中生志
愿者。有意愿参加志愿者队伍的高中生及他们的家长们，请直接与她联系。

MINUTES OF THE ACLS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 01-20-2013

Subject: Board Meeting of the school year 2012-2013

Attendees: Yanni Gou, Rixin Li, Wei Li, Jianying Shi, Derek Skawinski, Yanhua Tang, Guoying Zuo

Invited: Xuan Kong, Chair of the Acton-Boxborough School Committee

Absentee: Jeff Yang

Facilitator/Note Taker: Yanni Gou

Date: Sunday, Jan. 20, 2013, 6:30pm-9:30pm

Location: 52 Wood Lane, Acton, MA 01720

MEETING MINUTES

1. Acton-Boxborough school district request for financial support and co-sponsorship of an education 
event

Xuan Kong, Chair of the Acton-Boxborough School Committee talked about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in detail regarding this request. Acton-Boxborough Schools have invited Dr. Yong Zhao to 
visit the district. Dr. Yong Zhao is an internationally well-known scholar, author, and speaker. His work 
focuses on the implications of globalization and technology on education. He has published over 100 
articles and 20 books, including “Catching Up or Leading the Way: American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lass Learners: Educating Cre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Students”. He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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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ipient of the “Early Career Award” from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nd was named 
as one of the 2012 ten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y the “Tech & Learn Magazine”. 
He is an elected fellow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 Dr. Zhao was born in Sichuan, China. He 
received his B.A. i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from Sichuan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Chongqing, 
Chinain 1986. After teaching English in China for six years, he came to Linfield College as a visiting scholar 
in 1992. He then began his graduat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in 1993. He 
received his A.M. in Education in 1994 and Ph.D. in 1996. He currently serves as the Presidential Chair and 
Associate Dean for Global Education in the Colleg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Oregon, where he is also 
Weinman Professor of Technology and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Policy, and 
Leadership.

Dr. Zhao will visit Acton on July 22 - 23. His public lecture will be on the evening of July 23 (Tuesday) 
on “how to educate cre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students in today's global competitive world”. Dr. Zhao is 
intimately familiar with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and value. His lecture should benefit in particular those 
parents who have received thei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want to guide their children in a more dynamic and 
challeng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here in the US.

Dr. Zhao has agreed to an honorarium of $4000 that is already lower than his typical amount. 
Acton-Boxorough school district made a request that ACLS to donate $1000 in order to cover part of his 
honorarium. In addition, the district is seeking for some helps on selling Dr. Zhao’s books at the public 
lecture event.

The board members all felt it should not be a problem to help out the book sales at the event. A proposal 
was made to Xuan Kong to pass to the school district for the possibility of having a meeting time with Dr. 
Zhao among ACLS staff, teachers, parents, etc. Xuan Kong agreed to pass this information to the school 
district.

The Acton-Boxborough School district serves about 5500 students and about 20% are from local 
Chinese American families. This educational event will certainly be beneficial to the community especially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Rixin Li made a motion after Xuan Kong’s departure to approve $1000 from the 
long term fund to support Dr. Zhao’s honorarium. Guoying Zuo seconded the motion. It was subsequently 
approved by unanimous votes.

2. Summary of “2012 Acton Chinese Music Night”

The “2012 Acton Chinese Music Night” on Dec. 2, 2012 was a great success. The auditorium reached 
its full capacity and almost half of the audience were non-Chinese. This success is out of great collaborations 
from the ACLS team, the Angel Dance Company, the Recreation Department of the Town of Acton, and the 
Acton-Boxborough Culture Council. Due to the busy schedule of the AB High School auditorium’s usages 
Rixin Li had put a great effort working with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the AB High School to secure 
the performance date. We finally got the permit on Oct. 18 and the event committee immediately planned out 
and executed a full force of actions. Yang Liu, a former board member, who was the coordinator for the 2007 
Acton Chinese Music Night, led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ACLS and the Angel Dance Company. Yanni Gou 
led the publicity and front stage crew. Li Yuan designed the flyer. Jill Lu designed the tickets. Jianguo Wang 
set up on-line tickets sale and the event website. Jianying Shi and Hanlan Liu led the tickets sale. Jianying 
Shi also has been in charge of the finance of this event. Yanhua Tang and Wei Li led the fundraising. J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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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acted as stage manager. Guoying Zuo led the snack sale. Rick Jian and Lixin Sun led the security. 
Many volunteers helped publicity, tickets sale and various aspects to make it a successful event for the 
community.

Jianying Shi reported the financial status of this event. We have $1100 surplus.

3. Financial report of school year of 2011-2012

Tax return 2011 Form 990 was filed in November by the CPA. ACLS had a total asset of $202,280. 
For the school year of 2011-2012, there is a total surplus of $2,654 with $11,670 reserved fund for unpaid 
liability. The total number matches Jianying Shi’s report which was presented to the board in September, 
2012.

4. Long-term Fund

Yanni Gou informed the Board that the signatory for the operating fund with the Bank of America 
had been switched from former members to the current personnel: Board Chair (Yanni Gou), Treasurer in 
the Board (Wei Li), Principal (Rixin Li), Treasurer (Juan Wang), Accountant (Yingzi Wang).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received from Accountant Yingzi Wang, the long term fund in the Middlesex Savings 
Bank is $139,803 (total of 4 CDs). Board members had discussed and all are in an agreement to change the 
signatory for the long term fund from former members to personnel with the above roles. This should be 
done whenever there is a change of personnel. In addition, the surplus from the operating fund from recent 
years should be transferred to the Middlesex Savings Bank.

5. Budget application for 10th anniversary/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10th Anniversary &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is well on its way. The 
celebration is on Feb. 16, from 2:00-9:30pm. In the afternoon, there will be Teachers’ conference (led by 
Lixin Sun), activities/games for children and adults (Led by Xia Man). Dinner will be served from 5:30-
6:30pm (led by Guoying Zuo). The celebration & performance will be from 7:00-9:30pm (led by Jeff 
Yang). Yanhua Tang will lead the front stage crew. In appreciation of the community the performance is 
free admission and the dinner tickets are at a discounted rate of $8 (adults) and $6 (students & seniors). The 
food will be ordered from Sichuan Gourmet, Spicepepper, etc. Other subcommittees include awards (led 
by Jianying Shi), publicity/slides & video show (led by Yanni Gou), special 1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journal (led by Li Yuan), ACLS & Me contests and program book (led by Jill Lu), and fundraising (led by 
Yuming Liu).

Rixin Li presented the budget to the board and requested $9,800 from long term fund to support this 
big school event. The budget will be used to support awards, celebration & performance, custodian and 
other HS personnel, special journal, awards for the ACLS & Me contest, and teachers conferences, etc. 
The Parent Council’s $2,000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budget will be used to subsidize the dinner 
expenses. Rixin Li made a motion to approve this budget, Guoying Zuo seconded the motion. It was 
approved unanimously by the Board.

6. Discussions of the sponsorship to the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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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discussed ACLS should continue this program to provide scholarships for the AB High School 
seniors. Two scholarships in the amount of $500 each will be awarded to the qualified seniors who will 
continue learning Chinese or Asian cultures in college. Yanni Gou made a motion, and Wei Li seconded the 
motion. It was approved unanimously by the Board.

7. Discussions of the sponsorship to the Memorial Library Foundation

ACLS donated to the Memorial Library Foundation in the amount of $500 or $1,000 per year for a few 
years. Last year, it was approved $1,000 from the long term fund to support the Foundation with a split of 
$500 for general usage and $500 for Chinese books. Since we have the 1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this 
year and also approved the donation to support Dr. Zhao’s visit to Acton all board members felt we should 
skip the donation to the library this year. However, Guoying Zuo, as ACLS representative, will continue 
helping the Chinese book selections for the library.

8. ACLS website upgrading

Harry Chen has been leading the project and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es in the recent months. The 
target go-alive date for the new website is on Feb. 16, 2013, the 1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9. Parent council report

A disclaimer had been implemented for the seminar announcement a few years ago. Due to a glitch 
to the ACLS seminar account, the announcement started to be sent out from personal account since last 
year. Guoying Zuo went through old emails and found out that the disclaimer had being missing since that 
transaction. Guoying Zuo informed the board that the disclaimer will be added when the announcement 
is sent out for future announcement. In addition, Guoying Zuo is going to find out the seminar policy 
from previous seminar committee members.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policy in plac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eminars are beneficial to the community without commercial dispute.

MINUTES OF THE ACLS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 03-31-2013
 

Subject: Board Meeting of the 2012-13 school year 

Attendees: Yanni Gou, Rixin Li, Wei Li, Lixin Sun, Yanhua Tang, Jeff Yang, Guoying Zuo

Invited: Li Yuan

Absentees: Jianying Shi, Derek Skawinski

Facilitator/Note Taker: Yanni Gou 

Date: Sunday, March 31, 2013, 4-5 p.m.

Location: Room 312, R.J. Grey Junior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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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ING MINUTES

1. Summary of the ACLS 1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Board Chair Yanni Gou summarized the ACLS 1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that was held on Feb. 16, 2013 
from 2-9:40 p.m. at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High School. It was another successful community event 
thanks to great efforts from the Celebration Committees and all the volunteers. 

Principal Rixin Li reported to the board that expenditures of the event were within the budget.  

The celebration consisted of the following elements. 

a. ACLS 10th Anniversary Special Journal (校庆特刊): The Special Journal comprises close to 100 
pages. It includes 10 years of ACLS achievements, memorable moments, history records, culture 
performances, “ACLS & Me” articles, congratulatory letters and special citations, etc. 

b. Celebration video (校庆专题片): The celebration video was played at the performance. It 
showcased ACLS with memorable pictures and precious video pieces. 

c. Activities for children and adults: The afternoon activities included riddles for children & adults 
and about 10 crafts and fun games for children. 

d. Regional Chinese teacher conference (中文教师研讨会): This was the first conference involving 
outside groups that ACLS organized. The three-hour-long conference attracted teachers from 
ACLS and other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and organizations.  

e. Awards distribution (奖品发放): 13 types of awards were given to over 400 teachers, students, 
management team members and volunteers. The awards were distributed outside of the 
auditorium and on stage. Gifts were given to all students who studied at least 10 semesters at 
ACLS. 

f. Dinner (团年饭): About 500 people enjoyed authentic Chinese food from Sichuan Palace (川霸
王), Spicepepper Garden (花椒苑) and Hudson Super Buffet (聚豐樓). 

g. Awards ceremony and performances (庆典暨春晚): The awards ceremony and performances 
showcased local talents. A few cultural organizations from the Greater Boston area also joined 
the celebration.  

h. An updated ACLS website (全新的网站): The newly designed website, which had not been 
finished at the time of the celebration was on target to  go live in the beginning of April.   

Two remaining topics were discussed at the meeting.

a. ACLS 10th Anniversary Special Journal preorder for printing

Li Yuan, editor-in-chief of the Special Journal, was invited to the meeting to discuss this topic. 
The board agreed that copies should be available for preorder at $20 per copy. The total cos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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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copy is expected to be at least $40. The possibility of printing in China, depending on the 
quantity of the order, was also discussed. Printing in China is cheaper; however, transportation 
(i.e, air freight) is expensive.

b. ACLS 1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video posting 

It was discussed and agreed on at the meeting that an ACLS YouTube account should be created 
to host the celebration video. A link will be available on the ACLS website. 

2. 2012 fall financial summary 

Rixin Li presented the 2012 fall financial summary to the board. The school operations were within the 
approved budget. 

3. Approval of the 2013 spring budget

Rixin Li presented the 2013 spring budget. Since there were a few numbers that needed to be adjusted, the 
board agreed to vote virtually when the budget was updated. 

The finalized budget was sent out for review on April 11. Yanni Gou made a motion to approve the 2013 
spring budget in surplus of $281, and Guoying Zuo seconded the motion. It was approved unanimously by 
the board on April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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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秋季新生注册介绍 

教务主任 刘鸣

中文Pre-K 班

特点： 为了解决带课老师的后顾之忧，特设这个小小班。原则上只招收老师的孩子，不对
外开放，但如果老师的孩子少于17，可对外开放。

教材： 由老师自编，包括认字、儿歌、游戏、画画等丰富多彩的幼儿活动。

招收对象： 年满4周岁，具有一定中文家庭背景的儿童。

中文学前班(Kindergarten)

特点： 学前班使用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如游戏，填图，歌曲和舞蹈等，教授与儿童日常
生活紧密相关的生活用语。在认读一定量汉字的同时，重点培养学生学习中文的兴
趣和愿望；

教材： 暨南大学《幼儿汉语》课本一、二册；

招收对象： 年满5周岁，具有最基本普通话听、说能力的儿童。

《中文》1～9年级

特点： 系统学习中文，循循渐进，注重于中文学习的基础知识。使学生经过全套（九册）
《中文》教材的学习与训练，具备汉语普通话听、说、读、写的基本能力，为进一
步学习中华语言文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教材： 暨南大学《中文》课本、作业A、B册；《中文》多媒体教学光盘网络版。

招收对象： 年满6周岁，具有一定普通话听、说能力的儿童。

《MLP》1～6年级

特点： a. 直接认字，后学拼音；b. 先认后写，多认少写；c. 课文和阅读材料并重；d. 
先读后写，水到渠成；e. 常用字先行和高频率出现；f. 重视“寓教于乐”和中华
文化的渗透。

教材： MLP简体教材、单双周练习册、字卡、多媒体练习光盘（DVD）。

招收对象： a.MLP一年级——必须完成本校《中文》一年级的所有课程，或具备二年级水平的学
生， 年龄7岁以上；

           b. MLP二年级以上——原则上不招收新学生。如有老生退出，可填补一定的空缺。

注：	 1.	On-line	注册仅Open	MLP-1年级；
				 2.	如注册MLP-2年级以上，将自动进入Waiting	 List。秋季开学后视报名情况，可调入适当

的班级。	

《CSL》1～6级

特点： 这是专门为 Non-mandarin speaking 家庭开设的中文班。其目的是传播中华文化，
让学生掌握最基本的中文技能，并获得初步接触中国文化的能力。共开设6级，一年
完成一级。在这六年期间，视学生的中文程度，可随时转入正常中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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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Better Chinese、My First Chinese Words 、Online lessons。

招收对象： 年满5周岁，有一点或没有中文家庭背景的学生。

Feature:  This program is 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students who do not have any 
or only have very limited exposure to Chinese in their daily life. The 
purpose of this program is to provide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get to 
know Chinese culture and to learn some fundamental Chinese Language skills 
as well. 

   There are six levels in this program. Students complete one level each year. 
During the six years of Chinese learning, students will have opportunities 
to transfer to a regular Chinese class based upon student’s interest 
and skill level. Students will be assessed on their speaking, liste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before the transferring. 

Text Books: Better Chinese、My First Chinese Words 、Online lessons。

Students must be a minimum of five years old to enroll in the CSL classes.

《阅读和会话》班

特点： 1. 课堂教学贯彻“以学生为中心，以输出为主”和“寓教于乐”的指导方针；

      2. 教学将采用以课题为主的形式由老师和学生共同研讨完成；

      3. 学生成绩的评估则将综合每人所在小组的项目考核结果、课堂参与、作业完成情
况和中文阅读及会话能力的提高程度；

      4. 毕业证书。在校9年并通过毕业综合考试者，方可获得毕业证书。

教材： 由专题老师根据不同的话题自行准备。

招收对象： 面向有一定听、说、读、写基础，并已顺利完成并掌握《中文》第一册到第六册内
容或具有同等水平的学生。

《AP中文》班

特点： 针对有意参加AP（Advanced Placement Program）中文考试的学生开设的中文提
高班。此班由两或三位教学有经验的老师任教，从训练学生的语言技能（听、说、
读、写）和提高学生的词汇量、习惯用语到语法结构的分析等，达到全方位地进一
步巩固和提升学生中文水平的目的。通过做大量的模拟试题，让考生们熟悉AP考试
的结构和模式。此班在AP统考前结束。

教材： 《收获，Harvest-Intermediate Chinese》是一套专门为具有中级汉语水平，并有
意参加AP中文考试的高中生量身定做的系列教材，由课本与练习题集两部分组成。
练习题集部分共有九套模拟试题，所有练习均按照AP中文测试题型、范围、方式和
框架构成，并全部附有录音光盘。

招收对象： 凡在我校完成九年学业并具有相当水平，准备参加本年度中文AP考试的学生。

要求： 学生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且自愿参加AP考试，而不是由父母强迫。熟
悉拼音和熟练中文打字。每个学生需准备一台笔记本电脑，并可输入中文。

注：	 为了保证学生质量，本班限定招收名额（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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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读书会五月十三日邀请到

中国书法家王之鏻先生作书法艺术讲座

 到会全体成员与王先生合影 

王先生即兴挥毫

邀请人篷先生向大家介绍他的学友和好友王之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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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藤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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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铁道之旅
 

汤鸿冰

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我和《银河铁道之夜》有了交集。通过这部浪漫、优美而略带感伤的动
漫电影，我与英年早逝的日本儿童文学巨匠、教育家和著名诗人宫泽贤治不期而遇。。。

北京，天文馆。	

正月初十，下午四点。

在这个春寒料峭的下午，我们来到北京天文馆，一半是为了参观新建筑和带小朋友来这里游玩、学
习天象知识，一半是为了找寻儿时的记忆。新馆由美籍华裔建筑师王弄极运用“相对论”原理设计，在
参观完时尚的流线形玻璃幕墙新建筑之后来到老馆，经典的圆形穹顶，年代久远的米黄色墙壁和花岗岩
台阶，令我想起小时候爸爸带我们去天文馆看天幕电影时的情形。穹顶下的夜空繁星点点，奇妙无比，
至今还印象颇深。

距离我上一次来这里，至少也有二十多年了吧。我们此次去时只赶上在老馆放映的最后一场天幕
电影	-	《银河铁道之夜》。让我始料不及的是，这部根据二、三十年代宫泽贤治童话改编的、由日本画
家、CG作家加贺昭花了三年时间制作的动漫电影,完全不同于我小时候在天文馆和后来在美国看到的、
所有关于星际太空的影片。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充满想象力和诗情画意的、同时又有科幻色彩的经典之
作。

影片一开始展现的是日落时分天边的红霞和晚风中的广阔原野，一辆小火车从随风荡漾的芦苇丛中
缓缓驶过；一只白色的大鸟飞过清澈的河流，一路追逐着火车。它灵动的翅膀上下翻飞，忽而飘忽在蓝
色的水面之下、忽而又翱翔在蔚蓝的星空之中。画面就这样在现实与虚幻交替的景致中穿插着，在优美
的音乐和呜呜的汽笛声中缓缓展开了夜行之旅。

影片中的小主人公	-	家境贫寒的男孩乔班尼在不知不觉中毫无准备地上了这辆漂亮的夜行小火车。
当周围的景色变成银白色的天河时，正在向车窗外张望的乔班尼惊呼：“啊，糟糕，我忘记带水壶了，
写生本也忘带了！”我也被巨大天幕上迎面而来的磅礴气势和壮观瑰丽的画面所深深震撼，跟着乔班尼
和他的好朋友坎柏奈拉，徜徉在美不胜收、令人赞叹的天空原野当中。

银河铁道之旅，从北向南，始于北十字星座，最后到南十字星座结束。在天幕中出现的星星，在宫
泽贤治的想象中是由大大小小、色彩缤纷的发光的三角标组成，银河系的星座变成了活灵活现的动物和
神奇特异的立体图案。波光粼粼的银河岸边，大片银白色的天上芒草随风沙沙地摇曳，荡出千层波浪；
铁道旁不停涌现出一簇簇如月长石雕刻的、发着亮光的紫色龙胆花。。。

列车行驶在这星星构成的虚幻风景之中，天河里数不清的三角标、天鹅站奇丽耀眼的北十字、照亮
星空的天蝎之火、灿然矗立的南十字，都使人眼界大开，而影片所包涵的一种东方式的、带着淡淡忧伤
的深邃意境更是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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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最后那个坐在车厢前面、将身子探出车窗外的高个子男孩坎柏奈拉在火车经过黑洞时忽然意
外地不见了。当乔班尼在心中默默希翼好朋友永远与自己同行时，坎柏奈拉却不辞而别，先乔班尼而去
了，乔班尼发出孤独而绝望地呼喊。坎柏奈拉像是被黑洞吞没了，他去了哪里？我的心中不禁涌起无限
悲凉和惆怅。还好这时乔班尼从梦中惊醒，原来这一切只是他在星星节的夜晚、替生病的母亲取牛奶回
来后躺在山丘上做的一场梦。

有人说，银河铁道之旅是人生旅程的縮影。短短一夜的旅程，正如转瞬即逝的人生，每个人都要面
对生与死这个永恒的主题，应该珍惜生命的每一道风景，把握人生的每一个机缘去追求幸福。而宫泽贤
治在《银河铁道之夜》里暗示，为了大家获得真正的幸福，他宁愿牺牲自己，就像传说中的那只天蝎，
即使浴火百次也在所不辞。“可是，真正的幸福，到底是什么呢？”正如乔班尼对坎柏奈拉不解的发
问。

深想一想，《银河铁道之夜》是写给大人的童话，因为它深奥的寓意是小朋友们无法理解的。但我
们有时候也没有必要试图刻意地去探求答案，那样难免会令心灵的负担太过沉重。对于不谙世事的孩子
来说，只要去欣赏天幕电影里那美丽的星空、迷人的银河、勇往直前的火车和长满奇花异草的天空原
野，在流动的音乐里或醒或睡，就足够了。

天文馆里放映的《银河铁道之夜》是一个经过中文配音、剪辑的压缩版，删掉了不少内容。回美国
后我在Youtube里看了带中文字幕的日文原版影片。我觉得天文馆三十多分钟的版本也很好，能充分展
现出天幕电影的效果。有时候简单带给人一种轻松，好用纯净的心境去体味自然、感悟人生，何乐而不
为？也许这就是澄怀观道、返璞归真吧。

谨以影片无言的开场白做此文的结束：

“我的这些故事都是从森林、原野、铁道线路，从彩虹、月亮那里得来的。”-	摘自宫泽贤治《银
河铁道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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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荷集

6A班学生作业选
老师：于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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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梅    

我看到春天了，花开了，我就知道你来了。
在我的花园里，Curocu，樱花，Tulips，和水仙都开花了，非常好看。
到了春天，冰雪融化了，绿绿的小树叶长出来了，天气变暖和了，这时候我可以去外面打网球。
到了春天鸭子们又回到我的花园里来玩耍。”

肖 玲
我知道春天来了。外面的花都开了，树全绿了。每天早上我会听到很多鸟唱歌和鸣叫。
我还看到许多小水珠在地上闪闪发亮。天气也变暖和了，动物和小虫子们也开始出来活动了。
我很喜欢春天，因为我不用穿冬衣了。我还可以去外面玩儿，我也可以种东西了。
春天的时候我充满了能量和活力。
春天真的来了！

张旭嘉
我知道春天来了。天气变暖和了，雪化了，花开了，地里的草变绿了，鸟在唱歌。
春天里我看到很多花和鸟，人们穿短袖的衣服。
看到的景物让我有高兴的感觉，听着鸟在唱歌，觉得很快乐。
我的生日在春天里，我对春天的感觉多是高兴的。

王方義
春天来了，小鸟快乐地唱歌。
大地改变了颜色。曾经被白雪盖住的草地，变成了绿色的地毯，光头的树枝上长满了绿色的头发，
五颜六色的鲜花在蓝天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美丽。
当我看到外面的花和树，就想到我的家，爸爸和妈妈是大树，我和姐姐是小花。

吴文迪
春天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季节。
当我看见各种各样的漂亮和清香的花朵开了，小鸟开始唱歌，我知道春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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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绿绿的树和草地，白天变长了，天气变暖了，你可以看到更多的人去外
面跑步，骑自行车和打球……
春天是一个如此美好的季节，难道不是你喜欢的季节吗？

钱多多
花终于开了，地上的草也变绿了，天气变得很温暖。
我和家人从公园走到书店，我们走了约有一公里。
在春假里我们还去了华盛顿特区看纪念碑。
我开始打篮球了，下个星期一春假结束我就要返回学校。
我很喜欢春天。

梁怡云
春天来了，雪化了，风暖暖地吹着。我听到外面的小鸟在唱歌。绿色的草地开满了小野花，
小松鼠高兴地满地跑来跑去，互相追着玩儿。
小朋友们在草地上打球，在人行道上骑车，大人们忙着整理院子，好热闹啊！
阳光洒在花瓣上，彩色的蝴蝶快乐的在花丛中飞舞，好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
太阳慢慢地消失在地平线上，留下一抹夕阳，喧闹的社区又恢复了平静。

蒋 松
波士顿今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已经四月份了，天气还有一些冷。直到一个星期以前，我知道春
天终于来了。树变绿了，天气变暖了，小草长大了。我看到绿树，绿草还有好看的红花。
春天是成长的季节，树在长，花在长，我也在长。

高凯文
春天是一个让人高兴的季节。天气不冷了，也不再下雪了，而且也不太热。
春天，雪都化了，鸟也出来了，树也开始发芽了。
早上起来的时候，鸟在叫，太阳刚升起来，很漂亮。
春天里我们又可以做很多冬天不能做的体育活动。比如：打网球，高尔夫球，也又能开始游泳
了。
蚊子这个时候还没有出来，不怕在晚上出去走一会儿。
春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



No. 88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三年五月

16

一次愉快的旅行

唐浩

2011年圣诞节，我们开车去首都华盛顿玩了五天 。因为我们住的酒店离开中国城很近，所以
我们每天去中国餐馆吃晩饭。 那里的饭菜都很好吃，我和弟弟最喜欢吃的是北京鸭和炒面。

在华盛顿我们还看一场篮球赛。我和弟弟玩了几个赛前游戏，我们都得了奖，我们的奖品有铅
笔和T恤衫。虽然那不是波士顿塞尓特人队的比赛， 但我们都看得和玩得很开心。

华盛顿有很多可以参观的地方，我们去了国会大厦，白宫，航空和航天博物馆，动物园，国家
自然博物馆等地方。

在动物园里，我和弟弟拍了很多照片，我们最喜欢的动物是二只来自中国的熊猫。国家自然博
物馆也很好玩，虽然人很多，但我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那里有一台计算机，它会帮你拍照，然后
把你的照片进行处理，使你看起来像几百万年前出生的。

华盛顿还有很多地方那次我们没有时间去，所以今年我们还会去。

一次难忘的击剑比赛

丁驿骁

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每年有一次击剑比赛叫The Arnold Classic。妈妈给我报了名。礼拜五晚上
我跟爸爸坐飞机去参加这个比赛。

礼拜六中午我参加了十四岁的比赛。礼拜天我又参加了十岁的比赛。我们先要打小组赛。小组
赛是第一场。每个小组有六到七个人。小组赛打完后我排在第一名。然后 我们打淘汰赛。淘汰赛
是三局两胜。我一直打到决赛。决赛是在另外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有很多椅子给观众坐，也有决
赛台和摄像机。我和另外一个小孩走上台。我 很放松没有紧张。第一局我五 比 零 赢了。我主动进
攻一次得了一分。防守还击 四 次得到 四 分。第二局我 五 比二 赢了。我主动进攻四次得了两分，
防守还击 三 次得到 三 分。对手的了两分是因为我进攻失误。最后我得到冠军，拿到了金牌。Tim 
Morehouse给前八名的运动员发奖。Tim Morehouse他是伦敦二零一二奥林匹克击剑比赛银牌获得
者。我非常高兴他给我发奖。我也跟他照了像。最后我得到了一双耐克鞋。这是一次难忘的击剑比 
赛。

5A班学生作文选
老师：吴利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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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快乐的Sleepover

付思亭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去的教会有个跨年祷告会。Sherry， Isaac他们家离教会很
远，所以爸爸妈妈请他们全家一起来我们家，晚上就在我们家住。

下午，他们还来之前，我帮妈妈洗菜，捡木耳。Sherry， Isaac他们全家来的时候，带来了他
们最喜欢的动物宠物枕头和“愤怒小鸟”的弹弓。我们见面都很高兴。Sherry， 我和Isaac 跟我弟
弟Samuel玩捉迷藏和“愤怒小鸟”。我们玩了好长时间。晚上，我们一起吃了很香的晚饭。吃完
晚饭后，我们给Samuel过生日，吃生日蛋糕。然后大人们都去了教会，只有爸爸陪我们小孩呆在
家里。Sherry和她的小弟弟Isaac和我把自己的被子铺好，铺完被子，我们读书，还画了一会儿画。
最后我们玩扑克。Sherry和 Isaac 教了我一个新的扑克游戏。我和Sherry到一点才睡觉。早上起床
后，我们在外面玩雪，堆雪人和滚雪球。我们还用雪球打雪仗。快到中午的时候，Sherry一家走
了。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很好的时光。

一次难忘的经历

汪梓承

 今天是我今年第一场篮球比赛。早上我带了一个篮球去Merriam的体育馆。我到的时候，比赛
已经开始了。我的队友拿了球投篮，我们队先得两分。过一会儿， 我就上场了! 我一拿到球,就赶快
投篮。球BONG! BONG! 地进到篮里。然后我快速跑回自己的篮下防守。等对方运球到我跟前，我
找准机会偷了球，跑到对方篮下，投篮得分。我又高高兴兴地跑回自己的篮下。

半场的时候，我已经得了六分了！我发现我们的对手已经觉得我很厉害了。我去喝了一口水，
歇一歇，又上场了。下半场我更厉害，或者是我们的对手更累。等我投篮的时候，他们不敢挡球；
等我偷球的时候，他们也偷不回去；等我传球的时候, 他们更不敢偷球。

第三节我得了六分，偷了三次球，拿了五个篮板球，还传了七次球。第四节开始的时候，我已
经很累了。我没劲投篮了，也没劲偷球了，才得了两分。

比赛结束的时候，我得了十四分，偷了七次球，拿了六个篮板球，还传了八次球。我们二十二
比十八赢得了比赛。  

这次篮球比赛经历太令人难忘了！

参观篮球名人馆

 吴丁丁

我从小很喜欢打篮球。春假的一天，爸爸特地开车带我和哥哥,一起去位于麻州中部的
Springfield。开车近两个小时，我们到达了那里的篮球名人馆。在那里，我看见了关于篮球历史
的介绍和很多篮球运动员的照片。其中有介绍篮球的发明人 James Naismith 博士如何发明篮球的
故事。还有著名的篮球运动员 Michael Jordan 和 Will Chambertlain 等等的介绍和照片。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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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dan 是历史上最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之一。 Will Chambertlain 是唯一在单场比赛中得分超过一百
分的运动员。展览厅里还有巨大的Kobe Bryant的 画像，我和哥哥跟画像一起拍了照。展览厅里还
有很多有趣的篮球运动游戏，比如投篮和篮板球游戏。在展览大厅的底楼，还有一个很大的篮球
场。看完了展览厅， 我们一起去篮球场打篮球。球场上有很多小朋友，我们一起玩得很开心，我投
进了很多球。这是一个快乐的活动。我真喜欢打篮球！

一次难忘的经历

杨恩怡

我很喜欢运动。 我最喜欢游泳, 也很喜欢滑雪。 

今年下了很多场大雪, 爸爸，姐姐和我都很享受滑雪带来的乐趣。我们互相指出个人的错误， 
每人自己改进。 我们进步很大。我和姐姐从四，五岁时就开始滑雪, 我们现在都长大了也可以去挑
战比较陡的山峰。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号开始下大雪，学校停课，爸爸姐姐和我去WACHUSETT 
MOUNTIAN滑雪。我们发现了一个以前没上过的山坡。这个山坡是需要穿过树林才能下山。这是我
们第一次穿树林滑。我们勇敢的滑下去，即有趣又有挑战性。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滑下， 还不停的试
新的路线。树林的坡很窄，我们经常摔倒，爸爸摔的最多。地上也有很多树枝和石头所以需要很小
心。有一次我们在穿过树林的时候，我先在前头，姐姐在中间， 爸爸在后头。这次我们又是尝试一
条新的路线，我们不知道穿下树林后会汇合到大雪道上。我第一个冲下来了， 还好没有摔。我告诉
姐姐要慢慢下来，因为旁边有一个悬崖， 她冲下来后落在悬崖边上， 吓坏了。爸爸来的时候，他
一步一步的走下来，并没有摔倒。突然一个人冲下来，半身掉进悬崖。可是他还在哈哈大笑呢，真
勇敢啊!  除了穿越树林，我们还滑了最难的遍布小圆鼓包的黑道， 很颠簸， 不好控制。 

虽然滑雪是一个很危险的运动，但我们都尝试去除胆怯的心理，不断的进步，越滑越好。在滑
雪中，我们学会了勇敢，相信自己, 要勇于接受挑战，和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风光。

难忘的记忆

李佳瑞

我父母给我们一家买票去看芭蕾舞《睡美人》。当我们到达波士顿芭蕾舞场时，里面已经是人
山人海，连个站的地方都没有。幸亏我们来得早。在我们前方的舞台上有一个深红色的帘子。天花
板上有一幅画，看上去很好看。过了一会儿灯光渐渐地灭掉了，现场乐队开始弹琴。芭蕾要开始
了。

第一场讲的是个国王和皇后生的孩子。他们邀请许多不同的人来庆祝，但没有邀请坏仙女。

坏仙女来了。坏仙女非常坏。她给了公主一个礼物，线轴。她预见，公主将被线轴刺刺伤她的
手，然后死去。一个很好的仙女改变了这个咒语。公主的手刺伤后，不是死亡而是进入深度睡眠。
如果王子吻了历经百年的公主，她将被唤醒。

第二幕是当公主16岁时，在她的生日晚会上一个陌生女人拿出了她的斗篷中的线轴。公主被刺
伤了。这个女人就是邪恶的巫师。善良的仙女让公主和整个王国进入深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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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场休息时我的父母和我去买饮料。有一个礼品店在出售如芭蕾舞书籍，发夹，衬衫，和其他
芭蕾舞剧饰件。

接下来的剧情是这样的。一百年后一个王子狩猎来到了森林。好仙女出现了，王子和仙女去城
堡。王子在那里亲吻了公主，她醒了。最后，台上出现了王子和公主婚礼的场面，所有的童话人物
都参加了这个盛大的婚礼。再有就是各个角色鞠躬谢幕。看完芭蕾舞我们开车回家，已经很晚了。
我喜欢《睡美人》，它非常好看。我想，将来什么时候去看看《胡桃夹子》。

一次愉快的旅行

华安隽

去年感恩节的那个星期,我们全家去了佛罗里达州的迪斯尼世界。我们去了所有的公园(包括魔
术王国, 未来世界, 动物王国和好莱坞王国）以及新开的乐高乐园。

魔术王国是所有公园中最大的，也是大多数游客的必经之地。我很喜欢 “Buzz Space Ranger 
Spin”, Buzz 是电影"玩具总动员"中的角色,这是一个射击的互动游戏。在未来世界里，给我印象最
深的游乐项目是暖房和人工养鱼场，里面釆用了现在还未普及的种槙和养殖技术，有各种各样的鱼
类、植物和我们平时吃的蔬菜水果，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未来世界里还有世界各国著名建筑物的微
观缩影，建得十分精致，我们在每个国家前都留了影。在动物王国，我们坐了观光车，看到了很多
动物。在好莱坞王国，我们看了很多精彩的演出，知道了电影是怎么拍摄的。乐高乐园的积木搭得
非常精美，里面有我喜欢的星球大战的人物和飞船，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驾驶学校＂，每个小朋
友在开车之前会看一段交通规则的录象，尊照交通规则驾车的会在测试结束的时候拿到驾照，我和
弟弟都通过了测试。

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不仅很放松，还学到了不少知识，真是一举两得呀！

我家的两个新成员

 刘小真

我们家最近领养了两只可爱的猫. 它们是黑白色的兄妹.  我的猫叫JASPER, 是哥哥.  我姐姐的猫
叫RUBY, 是妹妹.  

我们去动物援救中心领养它们的时候,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妈妈, 爸爸, 我和姐姐都得去.  工作人
员把笼子打开, 让我和姐姐跟猫玩一会儿.   我们和猫进到一个巨大的笼子里. 我们的猫很害羞, 它们
跑到一个椅子后面躲着. 一直没有出来.  

现在, 这两只猫在我们家住了一个星期了.  它们已经不那么害羞了. JASPER白天喜欢在壁炉里睡
觉, 有时出来转转. 晚上经常来找我们玩.  RUBY比哥哥更害羞一点, 它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洗衣机后
面躲着.  晚上, 我们都睡觉的时候, 它们会来到我们的卧室. 有时候, 我被它们吵醒了, 但是我还是很喜
欢我们家的这两个新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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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里游

刘玥

姥姥妈妈和我去成都著名的民俗古街锦里游玩。那里有很多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大红的灯
笼，青青的竹子，密密麻麻的人群，还有那各式各样的Budda。

我最感兴趣还是那些手艺人的玩艺儿。捏泥人，转糖画，用糖 吹动物，剪纸，贴花，等等。
最让我难忘的是我转糖画时，转到了一条大龙。每个人都羡慕地看着我，说我太幸运了。对我来
讲，不光是幸运，更重要的是我还可以吃，因为它是一条糖龙。

去锦里当然少不了品尝各种四川名小吃，三大炮，蛋烘糕，酸辣粉，粉蒸牛肉，珍珠丸子 ，
张飞牛肉，还有许多我根本记不住名儿的东西... YUM, YUM,YUMMY!!!!! 

看累了，吃累了， 天也黑了， 我们才离开锦里。 我在锦里渡过了愉快的一天！

买兔子

杨德康

去年在一个聚会上，我看到一个女孩抱着一只可爱的小兔子。就问她从哪里买的。得到信息
后，爸爸开车带着我和姐姐去买兔子。

车一停下来，迎接我们的首先是一只大白鹅。之后，主人带我们到后院。院子里有鸡、有鸭。
在一个盒子里有一只小的兔子。在兔子窝里有小兔的爸爸和妈妈。

主人告诉我们兔子爱吃的草，告诉我们如何照顾小兔子。还给了我们一些草和用品， 以便开
始。

我们把小兔带回了家，给她起名叫snowbell，因为她洁白如雪。

一次难忘的旅行

黄妞妞

你坐过游轮吗？你去过百慕大吗？两年前，爸爸，妈妈，带我和弟弟坐游轮去了百慕大。百慕
大是在美国东海岸一个美丽的岛国。以前，我从来都没有乘坐过那么大的轮船。那次的经历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第一眼看到大游轮的时候，我就被深深地震撼了。这只轮船是我见过的最大的船，有十几
层楼高。它可以装载三千多游客和一千多工作人员。游轮上的装饰非常漂亮和豪华。我感觉就象是
处在一个宫殿一样。

游轮上还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各式各样的食物。在游轮的顶层有一个巨大的露天游泳池和一个
非常温暖的温泉池。每天我们都会在那里呆很长时间。每天晚上船上还有非常精彩的表演，比如杂



No. 88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三年五月

21

技，喜剧，歌舞表演。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一个喜剧表演，从头到尾我都没停止过笑。船上还有一个
专门的小孩俱乐部，我和弟弟在那里结识了很多小朋友。我们在一起玩游戏。有一次我还赢了一个
奖杯呢！最令我难忘的还有游轮上的食物。除了一个叫作花园的自助餐厅外，那里还有各式特色餐
厅。每天我们都去不同的餐厅把肚子吃的饱饱的。最后我竟然胖了好几磅呢！

百慕大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岛国。那里常年是热带气候。几乎所有的屋顶都是由石灰石做成的，
所以看起来屋顶都是白色的。我们还去了那里的水族馆，看到了巨大的乌龟和鳗鱼。我们还去了一
个有名的有这粉红色沙子的海滩。我和弟弟在那里玩的很开心。

那次的假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我很喜欢在游轮上的日子。百慕大上的风景也很令人难
忘。现在我还经常想起那一个星期的经历。我很感激爸爸妈妈带我和弟弟去了那里。

一次难忘的秋游

田思远

秋天里，我学校的五年级去了一次三天两夜的野营。我们学了很多东西，玩了很多游戏。

我们去的地方叫“Merrowvista“。营地老师们介绍了这个地方和我们要进行的活动。然后，
我们分成小组，进了小木屋。

我觉得我们爬石头墙最好玩。营地有各种各样的石头墙，有的墙很陡，有的很歪，有的很直。
我喜欢这个活动，因为我也喜欢爬树，而且爬得很好。

我还喜欢射箭。一上来，我就射得很准。我打中了靶心，非常开心。我觉得这是因为我在家常
常玩玩具枪，打得很准。

我们还分组玩zipline，一种空中滑行的游戏，也很有意思。营地的老师要我们都用zipline从一
边滑到另一边。我们排队一个一个地滑过去。

不过，我在营地刚开始睡不了觉。我每五分钟就会听见同屋朋友的呼噜声音，吵得我睡不着
觉。我后来睡着了，因为我玩太累了。

我很喜欢这次秋游，我很想回去再玩一次。

一次愉快的旅行

黄奕熙

去年夏天，我和我的家人去了黄石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位于怀俄明州。出行前，我就想这
个假期应该非常有趣，因为我喜欢探索，我也喜欢住在酒店。在乘坐了四个小时的飞机以后，我们
到了目的地。飞机降落后，我们租了一辆车，到了酒店，我感到非常兴奋，因为黄石公园的探索即
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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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的新鲜空气在早上把我弄醒了。我们决定先看一些间歇泉。间歇泉是一种温泉，它每间
隔一段时间就喷发一次。我们在老忠实间歇泉前耐心等待。终于等到喷发，热气腾腾的水在天空
中喷得非常高。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间歇泉，真有趣。我希望看到更多的的间歇泉，因为他们太酷
了。然后我们又看了其它的间歇泉，如蜂巢。当我晚上准备睡觉时，我就感到这个假期将是最好
的假期。

早上醒来后，我很快穿好衣服，准备新一天的探索乐趣。这次，我们决定爬山。首先我们坐
小船到湖边的山脚下，山看起来很高，但我知道我有力气，可以爬上去。有好几次，我们爬在岩
石上。我告诉我的家人要小心。我们并没有爬到山顶，但在去山顶的路上，我们看到了一些漂亮
的瀑布。我们拍了一些好照片，又回到我们的酒店。然后，我躺在枕头上，很快就睡着了。

吼！我们要去看动物。我们看到了一群动物，包括野牛，麋鹿和熊。我们拍照时很小心，因
为我们知道动物可能会攻击我们，那会很危险。我们拍了很多照片，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一天之
内看见过这么多的动物。这是非常有趣的。      黄石国家公园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一次愉快的旅行

徐雨滋

我永远不会忘记去黄石公园玩儿皮划艇的经历。      

“Veronica! 快 来跟我去吃免费的早餐! “我的好朋友Cynthia说。我拿上我的DS，对着她开
心地笑了。我们家，Jenny 的 家，和 Cynthia在黄石公园度假。住在一个叫“Travelodge”旅馆
里。今天是度假的第二天。我们要去玩儿皮划艇。

我们走到皮划艇的地方。爸爸交了我们的票，我们就穿上了专门的皮划艇的鞋。我们坐上
汽车，汽车开到河边。有一个向导朝我们走过来，他向我们介绍说：“你们好，我的名字叫 
Thomas。今天我做你们的向导。” 他拖出来一个黑白道道的皮划艇，说：“这就是你们的皮划
艇，你们可以找好你们各自的位置坐好。”因为没有足够的座位，他允许我坐在皮划艇最前面的
边上 – 我最喜欢的位置！等每个人都就座以后，我们就开始了！

嘭，嘭，嘭，皮划艇在水上一起一伏，激流冲击着我们的皮划艇，然后溅泼到我们的身上。
真刺激！因为我坐在皮划艇的最前面，每次当大浪袭来，我都几乎要摔进水中，好玩儿极了。
我紧紧地抓住艇前的绳索。转了几个弯以后，突然我们看见一个摄影师站在河边等着抓拍我们
的镜头。我猜这一定是最大的浪要来了。当一个巨浪袭来，我们从头到脚全湿透了。所有人在
水里呆了至少有十秒钟。皮划艇拼命地向后旋转，撞上一个大石头。突然，Thomas 就掉到水里
了。“Aaaaahhh！！！”我们都尖叫起来，一起向后看去，看见他的头在水中一沉一浮。他拼
命向我们游，可是没有用。小孩子们都开始大声怪笑起来。最后他只好游到岸边，向我们跑近一
些， 然后再游过来。向导自己爬上了皮划艇。从那以后，他就很安静。我和Cynthia交换了一个淘
气的眼神。

三十分钟以后，我们到了目的地。向导跟别的向导说话。他看起来很尴尬。我和Cynthia 笑
了。 这就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



春节
陈理查

春节是华人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它是从腊月初八到正月十五。腊月三十到正月初一是春节
的高潮。中国上千年以前就有了这个节日。一直到今天，春节的习俗有很多：扫尘，贴对联，吃年
饭，守岁，放鞭炮，拜年，耍狮子龙灯等。

从腊月二十四开始，人们就要扫尘。房子里的每一间屋都要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外面的花和草
也要弄得好看。人们为什么要扫尘呢？扫尘的 “尘” 和 “陈” 谐音。陈有旧的意思。扫尘有除陈
布新的意思。

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在门上贴春联，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春联一般由竖联和横披组成。“
竖联”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春联一般都是大红色的，内容都是喜庆
吉祥的。比方说，有这样一副我很喜欢的春联。它的竖联是 “春满人间欢歌阵阵，福临门第喜气洋
洋”。它的横披是 “五福四海”。人们常常在门心上贴上一个 “福” 字。有时候故意把 “福” 字
倒贴，表示 “幸福已到”， “福气已到”。

腊月三十，一家人团圆, 在一起吃年饭。一餐年饭非常丰盛，一般有八个以上的菜。有一道必
备的菜是鱼。“鱼” 的谐音是 “余”，表示年年有余。北方人有吃饺子的习惯。饺子的作法是先
和面，和字就是合；饺子的饺和交谐音，合和交有相聚之意。饺子看上去象一个白白的元宝，表示
招财进宝。南方人喜欢吃年糕。年糕 寓意着“年年高升”，也就是希望小孩儿学习进步，大人工作
顺利，步步高升。

吃完年夜饭，一家人就坐在一起熬夜，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大人小孩儿都不睡觉，等待新
的一年的到来。大人要发红包给小孩儿，红包里有压岁钱。小孩儿虽然没觉睡，但得到红包以后都
非常高兴。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辞旧迎
新。放鞭炮非常热闹，大人小孩儿齐欢笑。胆大的小孩儿亲自放鞭炮，胆小的小孩儿捂着耳朵跑。

九年级学生作文选
老师：杨新星

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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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习惯，初一人们要给自己的父母和长辈拜年。初二，女婿要去丈母娘家拜年。初
三、初四给街坊邻居拜年。拜年时要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恭祝来年大吉大利。

正月十五，人们还要吃元宵，看舞狮子耍龙灯，热闹非凡。

中国的春节
孙汉洋

我最喜欢中国的春节。 这也是所有中国人最喜欢也最热闹的一个节日，我小时候在中国北京
过新年。

爸爸和我说：大年三十的上午每家每户都要贴春联，以示迎春之意。爷爷每年都要挑选一副
称心如意的好春联。今年选的上联是：喜气洋洋财旺旺，下联是：好运多多福连连。横批是：吉
星高照。这足以预示新的一年里的幸福生活。

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吃年夜饭。这一天，奶奶都要做很多好吃的，几乎是鸡鸭鱼肉样样都
有。我都非常喜欢吃。有的菜在美国的家里是吃不到的，都是奶奶的拿手菜。吃完饭，大家一起
看着新年文艺晚会，奶奶又在准备夜里12点的饺子。

据说，年三十午夜吃饺子也是每家必不可少的。老人们都说吃饺子好。吃饺子包含着非常丰
富的文化意义。饺子谐音交子，就是相交子时，交好运发大财。因饺子的形状又像元宝，故又象
征团圆和财富。

12点，新年的钟声响了，我给爷爷、奶奶、姑姑拜年，我得到他们给我的红包。这也是我最
高兴的时刻。然后，大家一起放鞭炮，欢天喜地地度过新年的第一天。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天。

圣诞节
金敏

我最喜欢的是圣诞节。为什么？我有四个原因。第一，圣诞节的时候，我和我哥哥的学校放
假了，我爸爸妈妈也不用工作。所以，我们都一起在家。平常，我爸爸六点半才回到家里。他一
到，我们才能吃饭。吃完晚饭，我和我哥哥就得做作业。我们没有时间说话。但是， 圣诞节的时
候我们有时间了。第二，我爸爸妈妈每一个圣诞节会请许多的人来我们家里吃饭。他们每次会请
三、四个我的朋友。我觉得特别好玩。我妈妈也做许多好吃的。我们吃饱了，我和我朋友一起烤
点心。我们烤饼干的时候，房子里就特别暖和, 也很好闻。开始吃的时候，我们做的点心还是热
的。第三，我觉得过圣诞节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很漂亮。我坐在车里面看着外面的房子，因为人
们都把灯挂到房子上，我就很高兴。每家都有圣诞节树。我很喜欢把亮亮的圆球和灯挂到上面。 
有时候，圣诞节前下大雪。最后一个原因是礼物。我和我的朋友都互相送礼物。我每个圣诞节给
我朋友送巧克力。我的爸爸妈妈也给我送礼物。因为我特别爱读小说，他们给我送书。我感觉特
别幸福。圣诞节真的是一个欢乐的时间。你觉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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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
高文婧

今年的中秋节是星期六，九月三十号。早上我们吃月饼。我最喜欢吃莲蓉双黄月饼。因为我
爸爸刚从中国回来，他带来各种各样的月饼。

吃了月饼，妈妈开车带我们去Wachusetts爬山。我们跟Sophia和Isabella的家人一起去爬
山。我们爬在前面，大人爬在后面。我们爬到山顶，从观察台往下看，近处的树叶有各种各样的
颜色，很漂亮。远处能看到波士顿城市的高楼。

晚上我们去Sophia家聚餐。每一家都带来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又吃了月饼，然后我们都出
去看月亮。今天的月亮格外的圆，格外的亮。爸爸给我讲他小的时候认为有一个兔子和嫦娥在月
亮上，但是他从来没有看得出来兔子和嫦娥在哪儿。爸爸也给我讲他小的时候有一只黑兔子和一
只白兔子，他觉得白兔子比黑兔子更可爱。我看着月亮在找兔子，没找着。我心想，在月亮没水
喝，没白菜和萝卜可吃，兔子怎么活？

中秋节
望望

 今年, 我们家过了中秋节。我们吃了月饼。我们吃的月饼有两个蛋黄。外面是用豆沙做的。
那个月饼很好吃。我最爱吃这样的月饼因为又甜又咸。这个月饼很香。然后，我们就赏月亮了。
月亮又大又圆。我很喜欢看月亮，因为月亮很漂亮，安静。我们全家看着月亮觉得很和平。最
后，我们吃了鸭梨。鸭梨又甜又脆。鸭梨在中秋节熟了，所以大家都要吃。鸭梨 有很多汁儿， 就
象喝水一样。鸭梨是我最爱吃的一种水果， 因为它很甜，很脆， 还有很多汁。我很喜欢过中秋
节，因为大家很高兴。

中秋节
郭宁宁

中秋节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中国节日。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就是中秋节。每年中秋节，我爸爸
要买一、两盒月饼。我爸爸和妈妈是从广州来的，所以我们每年都买广式月饼。我最喜欢吃莲蓉
月饼。今年的中秋节，我和爸爸妈妈吃完饭之后，我们就一起吃月饼。我把月饼切开来的时候，
里面还有一个蛋黄。我最不喜欢吃月饼里的蛋黄，因为它有一点咸，也有一种怪味道…好好的月
饼，为什么要加一个蛋黄呢？其实，月饼里的蛋黄有团圆之意。 中秋节是一个讲究团圆的节日。
在外面一边吃月饼，一边赏月，是这个节日的习俗。圆圆的月亮代表亲人的团圆和生活的美好。
对我来说，中秋节只是一个吃月饼的好节日，可对很多海外的中国人，中秋节是一个思念中国的
亲人的时候。

每年，中秋节的月亮都特别好看。今年的中秋节，我睡觉之前，出去看了一下美丽的月色，
月亮真美好。我希望我们的生活会象美丽的月亮一样美好，一样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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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

幸韜

机器人在制造业中是个关键部分。在汽车行业里，机器人用于组装汽车。在食品工业中，机器
人可以打包的食物。但是，在航空工业中，机器人有不同的用途。在航空工业机器人组装飞机，但
它们也可能被发射到太空上的飞船。这些机器人可以进入卫星，并修复它们。这些机器人也可以前
往其他行星，收集岩石样本。第一步是降落在这个星球上的机器人，比如在火星上，让它围绕星球
转来转去。然后，机器人使用一个机械手臂收集样品。机器人身体内有可能是一个可测试实验室中
的岩石样品。航天工业中使用的机器人有惊人的用处。

一个机器人（好奇号）

刘林涵

我知道的机器人是好奇号(Curiosity) 一个火星探测车。它是从NASA(美国的)来的机器人。它发
射时间是2011年11月26日10:02 EST， 着陆日期是2012年8月6 日 5:17 EST。

没人有大胆去飞七个月到一个星球看一看。那就会太麻烦了。他们还要再飞七个月回地球。所
以，美国要送一个机器人到火星找生命。

好奇号是找火星的地质和气候。它也有一些仪器和功能。这些包括车轮，相机看探测器，分析
器和机械手。车轮是帮助好奇号动。好奇号一看到个东西，它会转开。它是用了一些相机做这个
事。它探测的对象是去检查供任何生命之源。它先用它的机械手拿着火星的一个样品进而去看。这
就是好奇号的功能和它 的用处。

机器人

中秋节
杨思宇

我是怎样渡过了中秋这一天呢？ 早上妈妈叫我起床对我说今天是中秋节。我问了妈妈中秋节我
们干什么？ 妈妈问我你知道什么是中秋节吗？中秋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为每年农历八月十五，
传说是为了纪念嫦娥奔月。八月为秋季的第二个月，古时称为仲秋，因处于秋季之中和八月之中，
故民间称为中秋，又称秋夕、八月节、八月半、月夕、月节，又因为这一天月亮满圆，象征团圆，
又称为团圆节。所以这一天我们要吃月饼，月饼通常是指人们在中秋节这个特定节日里吃的饼，通
常为圆形。晚上我和奶奶、爸爸、妈妈、姐姐，还有叔叔阿姨一起出去去吃团圆饭。吃完团圆饭后
我们还去李阿姨家吃她自己做的月饼。在她们家门前我看到了月亮，又圆又大，真是这样，中秋节
的这天月亮满圆！ 李阿姨做了好多各式各样的月饼，有豆沙月饼，五仁月饼，和芋头月饼，都特别
好吃！我真的度过了一个难忘而有意思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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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机

柴超

我的手机有很多好处。我的手机是可以打电话，玩游戏，上网，拍照片还可以发短信。我也会
用手机来看时间和日期。可是，我也常常丢掉我的手机。

不管我在那里，我的手机可以让我打电话。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常常用手机打给我的爸爸妈妈叫
他们来接我。我还可以用手机打给我的朋友。当我找不到我的朋友的时候，我可以用我的手机打给
他问他在哪里。我也可以用手机问我的朋友作业是什么。我还可以跟我的朋友讲话。如果我迷路的
时候，我可以用手机打给我认识的人，请他们帮忙。

我的手机还可以玩游戏。我没有别的事可以干的时候我可以用我的手机玩游戏。我的手机还可
以帮我做作业，它可以上网用网上的字典来找字。有时候我会用手机来提醒我今天要做什么。我的
手机还可以让我拍照片。我会用手机来跟我的朋友拍照片，然后我会传到我的计算机跟我的朋友分
享我们拍的照片。

可是，我的手机比一本新华字典的一半还要小，我常常找不到我的手机，让我用很多时间来找
我的手机。我的手机还会让我分心。我在做作业的时候我的手机会响起来，我就做不了作业了。所
以我经常关掉它，可是关掉了以后，我有可能找不到它了。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手机给我带来了很多好处可是也带来了一些坏处。

我的现代工具

著名的机器人
胡凯文

有一个机器人在MIT叫Kismet。这个机器人可以模仿人的表情。他在1990年被Dr. Cynthia 
Breazea 做出来的。他花了25，000美元作出这个机器人。他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两只耳朵和
一张嘴。Kismet的脸可以变成开心、哭、笑，还有很多其它的面部表情。他的最神奇的功能是他可
以听懂你说的话，会变他脸上的表情。他在MIT的博物馆里，每天有很多人参观他，跟他玩玩，和
他说一点话。

机器人吸尘器

胡蔚玲

我知道一种机器人，就是机器人吸尘器。这种吸尘器是圆的，体积不大，它的直径和盘子差不
多，也很矮。他的名字叫机器人，可是它看起来并不像一个人。

这吸尘器首先探测地面，寻找和避开桌子腿和椅子腿。然后，它就四处移动，包括墙角、桌子
底下、椅子后面等，人不好进去的地方，把灰尘和渣滓吸进它肚子。等袋子满了以后，人们把袋子
拿出来扔掉，在给机器人吸尘器装上一新袋子，就可以再用了。

有了这种机器人吸尘器，人们不用辛苦地打扫房间，可以用这些时间来做更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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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机

刘小莉

我的手机有很多用处。首先，它能用来打电话，跟朋友聊天儿。手机也能用来照相。我的手机
里还有一个日历。此外，手机也是一个表。我的手机是黑色的。现在的手机都是很小的，很多人都
能把它们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我的手机很有用，因为我有时候在学校，我可以用手机给我的妈妈、爸爸打电话。而且，我生
病的时候，我也能让朋友们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今天的作业。我的手机也能用来写便条。那样，要
是有不能耽误的事，我就写在手机上。我的手机也每天把我叫醒起床，去上学。所以说我的手机很
有用。

互联网的好处与坏处

张高远

互联网的好处很多。有了互联网，我们可以查找到很多有用的信息，获得很多知识。有时候，
我还通过互联网帮助我完成家庭作业。互联网帮助有些人找到了失去联系的朋友或亲人。网上购物
帮助人们节省了时间。

然而，互联网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有人成天在网上玩游戏。还有些人成天把时间花费
在互联网上而不再重视户外活动。互联网提供了很多信息，但是有的信息是不正确的，这样容易误
导人们。互联网对自然环境也有影响。它需要到处线联网，还需要消耗电源。一旦停电了，互联网
就失去了它的作用。

虽然互联网有这样那样的好处和坏处，但它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互联网的好处与坏处

黄宇捷

互联网有很多有利和不利的方面。科学家们发明它本来是想用来帮助人们，使得查资料和学习
很方便。但是，随着时间的迁移，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互联网来做其它没有意义或不应该做的事情，
比如，用来玩游戏或者用电脑犯罪。

互联网的功能是多得很。它能帮你很方便地找到资料，也能找得很快。你还能通过上网购物，
节省去商店的时间。互联网也有助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你还可以通过互联网看新闻，天气
预报，发电子邮件，等等。

可惜，每样东西都有它有利和不利的一面。有些人一上网就上瘾，怎么叫也叫不下来，影响他
们的生活；也有某些网站不安全，如果访问这些网站，就能使我们的计算机染上病毒。

总之，互联网的好处比它的坏处更多，如果使用得当，就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活更方
便，工作效率更高，能够对社会做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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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泥塑班作品选

夏至宁老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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