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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角漂亮的火鸡是泥塑班夏至宁
老师的样品. 她为即将到来的感恩节
增添了色彩, 谢谢夏老师! 

在家里过这个节日吃的份量很重, 做的份量更重. 我能想象得
出掌勺的一定会焯,烧,炒,煸,熘,爆,炸,烙,烤,炖,烩,焖,煨,焗, 炆, 
煎, 熏,蒸,煮,熬,煲,汆, 涮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哪一招儿也离不
开火和水, 看字的偏旁部首就知道了.

祝大家过个团圆节,吃好,吃健康. 捎带着让孩子们也学学咱们
做饭用的一些动词 (动词解释来源于”金山词霸 2012”):

焯: [chāo]	 把蔬菜等放在开水里略微一煮就拿出来 
烧: [shāo]	 先用油炸,再加汤汁来炒或炖，或先煮熟再用油炸
炒: [chǎo]	 把食物放在锅里加热并随时翻动使熟 
煸: [biān]	 把菜、肉等放在热油里炒到半熟 
熘: [liū]	 炒菜, 作料中加淀粉汁 
爆: [bào]	 放在滚油里快炒
炸: [zhá]	 把食物放在煮沸的油里弄熟
烙: [lào]	 用锅或铛([chēng] 烙饼用的平底锅)加热面食使熟
烤: [kǎo]	 用火烘熟或烘干
炖: [dùn]	 把食物加水用文火煮使烂熟
烩: [huì]	 把各种米饭等和荤菜、素菜混在一起加水煮
焖: [mèn]	 紧盖锅盖， 用微火煮或炖
煨: [wēi]	 用微火慢煮
焗: [jú]	 [方言]利用蒸汽使密闭容器中的食物变熟
炆: [wén]		 [方言]用微火炖食物或熬菜
煎: [jiān]	 锅里放少量的油加热后,把食物放进去使表面变黄
熏:  [xūn]	 (烟、气等）接触物体；使变颜色或沾上气味
蒸: [zhēng]	 利用水蒸气的热力使食物熟或热
煮: [zhǔ]	 把食物等放在有水的锅里烧
熬:			[āo]	 把蔬菜等放在水里煮
煲: [bāo]	 用锅煮或熬
汆: [cuān]	 把食物放在开水里稍微一煮 
涮: [shuàn]	 把肉片等放在开水里烫一烫使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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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来，上完这个星期的中文课就是2013学
年的第十二次课时了。那是两个手的指头也数不
过来的数字。秋季学期还有四个周末就要结束，
可是开学第一周喧嚣忙碌的记忆好像还在昨天回
放。

今年中文学校的语言课一共安排有37名中学
生志愿者。由于毕业和升学后的学习强度增加种
种原因，去年的很多志愿者不能继续支持中文学
校。因此来到语言课帮忙的孩子里，有25个孩子
都是今年踊跃报名和招募的新成员。由于有些文
化课的特殊需要，一门课往往需要多名志愿者的
支持，比如说泥塑，舞蹈，篮球，击剑和乒乓球
课等等。文化课安排的35名志愿者当中，将近一
半也是新鲜血液。学校办公室的五名小帮手们，
包括上下课按时打铃，复印旁忙忙碌碌，帮助校
刊编辑的几个孩子，全是新兵上阵。不管过去
有没有在中文学校里的志愿者团队里服务过的孩
子，每个人都很快进入了新的角色。

还记得第一周上课前，为了支持开学第一天
的各种流程，我们临时需要几个志愿者提前到学
校帮助。电子邮件一发出去，得到好多孩子的
积极响应。写到这里，更要感谢每个热情的家长
们，没有他（她）们的支持，以及牺牲自己的业
余时间给孩子们当车夫，就没有我们这个年轻优
秀的团体。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当我打电话给一
个孩子的家里，询问她是否可以在第一周来帮助
开学的一系列工作。这个孩子有别的活动安排来
不了，她的妈妈不但一个劲的抱歉，还毛遂自荐
要来帮忙。她短短的几句热心话，就那么轻易地
点亮了我的一整天。

由于大部分孩子都是第一次来到中文学校做
志愿者，我们在开学以后给大家提供了两次简短
的培训。几位教务主任和两位校长都特别支持。
因为比预定时间提前，每次培训的地点都需要立
新校长和中学洽谈。而且到了培训时间，他还要
早早到校，保证培训的地点及投影设备没有问
题。还记得第一次培训的时间地点定好后，由于
工作的需要，我要在周日临时出差。姚毓梅校长

告诉我放心离开，并且代替我亲自给孩子们提供
了第一次的培训。团队里的其他同事们，平日点
点滴滴的帮助更是数不胜数。

比起其他资深志愿者，我在中文学校的服务
时间是比较短暂的。大半年下来，最让我敬佩的
是每个集体，不论大小，所表现出来的团队精
神。

从中学生志愿者团队，推此到各个年级和文
化课的老师及助教团队，教室里的领班父母团
队，最后是409教室的管理团队，每一个人都是尽
自己的最大努力去认真负责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而且看到别人的困难时，每每都是主动地伸出双
手。有朋友开玩笑说，我们Acton的中文学校已
经有近一千多学生人次，简直就是一个高效运转
的“小社会”。我觉得还可以加上一个形容词，
这是一个“众志成城”的小社会。身为其中一
员，怎能不以为傲？

众志成城   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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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七日： Jessica Zhang 做了有关老年
人福利的讲座 

十一月三日，十日：哈佛大学王朝曦博士做了
儿童教育系列讲座。  

十一月十七日： 我们艾克顿中文学校成功的举行了第一次YCT汉语考试。这次考试有1-4级， 参加考
试的学生次序井然地按时来到各自考试的教室， 个个胸有成竹， 不慌不忙。先考了听力， 再做了
阅读， 顺利的完成了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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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演出

孙凯枫 (10岁)
MLP 4年级指导老师 仲劲红/洪雁

这是二零一三年的四月的一天. 我们学校的乐队到
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厅表演. 天气很冷.我们马上跑
进音乐厅.当我们进到音乐厅的时候, 我对自己说: 
“哇, 真大呀!”音乐厅象一座城堡一样, 白色的墙
壁,  红色的窗帘,  窗户很大.  有很多雕像.   这个舞
台比我平时表演的舞台要大十倍.在这里表演是个
音乐家梦想成真. 在这里表演, 我觉得很特别.  站
在舞台上, 看见下面坐着很多观众,  我觉得很紧张,  
在观众中我看见了我的爸爸和妈妈, 当然我也没忘
记从台上跟他们摆手. 

我们学校的乐队是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纪的乐
队. 乐队里有大约六十人. 赢得了麻州音乐节的
金奖.  我演奏的是笛子.  
我们演完, 每个人都鼓掌.  我觉得很荣幸能在
这里表演. 我们七个多月的努力, 我觉得很值
得. 

我们每次排练要早上七点就起床, 七点四十就
要到学校练习. 练习的过程中, 我们一直练习, 
直到没有错误.  练习时不对的地方, 回家要继
续练.   因为要参加比赛, 乐队的指导老师给我
们增加了更多的练习次数.  这样, 我每周要有
三天早起, 这对我来说很累. 早上到了排练教
室, 我们都还没有完全醒,  大家的眼睛都有些
睁不开.  乐队的指挥贝尔徳先生是个很友好
的人. 他就让我们演奏乐曲, 把大家叫醒. 在乐
队里练习, 每个部分都要达到一个声音, 一个
节奏.  不象我自己练习的时候, 我想吹多快就吹多
快. 贝尔徳先生高高的个子,  他总是面带微笑, 说话
声音很柔和. 想让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 他就会发
出”嘘, 嘘, 嘘”的声音, 我们就很快静下来.  他总
是鼓励我们. 如果我们练得好, 他就给我们一个小
小的奖励, 比如说比萨派对.  如果我们练不好, 他就
很耐心地一遍一遍的指导我们, 直到我们达到要求. 

家长们也都来帮忙.他们帮我们计划整理排练和演
出的事情.  当我们赢得金牌以后,  他们还帮助我们
举办了一个很大的派对. 我感觉到, 只要努力, 就可
以达到你的目标. 

百慕大之旅
（记一件有意义的事）

  
尉心远 (8岁)

4年级指导老师 周晓东

去年暑假，我们全家和朋友一起坐游轮去百慕大
参观游玩。百慕大是英国在大西洋上的一个小
岛。从波士顿出发，来回需要七天。
游轮上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船尾有儿童游泳池,篮球
场和国际象棋。我们每天下午都去打篮球或者游
泳。船上还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有花园自助, 海洋, 
蓝湖和竹林餐厅等等。我们最喜欢去海洋餐厅,那

里的牛排和奶酪蛋糕特别好吃。

游轮在海上行驶了两天,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百
慕大。我们上岸第一天就坐车参观了水晶洞,水
族馆和动物园。水晶洞里有很多钟乳石,水滴到
上面可以形成不同的形状,我最喜欢的形状是
龙。

第二天我们去了闻名于世的粉色沙滩,沙滩上有
各种各样的贝壳。我们先在海水里游泳,互相泼
水玩,接着又在沙滩上建造游泳池。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下,终于做好了一个小的游泳池,放满水
后,四岁的小安妮快活地跳进去玩耍。这一天我
们过得好开心。

第三天我们坐车参观了岛上的主要景点,有高高
的灯塔,粉色的沙滩,各式各样的房子,稀有的植
物和安静美丽的城市。这里有的房子很大,还有
自己的私人沙滩。由于岛上的淡水很少,家家都

用蓄水池来收集雨水, 因此雨水对这里的居民生活
显得格外重要。

我非常喜欢百慕大粉色的沙滩,漂亮的建筑,一尘不
染的碧海蓝天以及独特的植物。希望你读过我的
文章之后也会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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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天 

刘冀扬 (9岁)
5年级指导老师 武婷婷

早上起来天气非常好， 我们一家决定去山上的一个度
假村玩儿。 我们很早就开始准备， 我爸爸在准备零
食， 我妈妈在收拾衣服，我在忙着把东西放在车里。 
收拾完东西，我们高高兴兴地出发了。

在路上， 我看到了很多漂亮的景色，绿绿的草地蓝蓝
的天， 还没有看够这些美景， 我们就到了目的地。 刚
下车我就看到了远处高高的青山和清清的湖水。
   
我们很快就到了旅馆。 旅馆的房间又大又干净， 
从窗户还可以看见一个大大的游泳池呢！我刚刚换
好了衣服， 爸爸就说， 我们先去游泳在泡桑拿。 
我拽着爸爸和妈妈的手飞快地跑到游泳池边上， 
“噗嗵”跳下水， 水很暖和， 我游来游去高兴极
了。 我还和爸爸比赛游泳了呢。 我都赢了。 最让
我高兴的是我还教会了妈妈游泳。别看妈妈平时有
点儿凶， 这时候胆子可小了。 多亏了我一遍一遍
耐心的教。 她终于学会了。

为了庆祝妈妈成功学会游泳， 我们决定美餐一
顿。 我们去了一个很大的饭馆， 里面有很多人， 
刚点完菜服务员就上菜了。 我一看到她手上的好
吃的东西就特别高兴， 我一边美美的吃饭， 一边
欣赏着日落，心想明天我还要大高尔夫和划船呢！

这就是我暑假里最快乐的一天！

暑假趣事 

贾骥原 (10岁)
5年级指导老师 武婷婷

今年， 我的暑假很有趣！ 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什么
吗？ 是我照顾了一只狗。

我妈妈的朋友有一只狗叫Charilie。 妈妈的朋友因为要
去加拿大， 不能带Charlie走， 所以让我来照顾Chari-
lie。 它来后， 我跟Charilie马上玩了一个游戏。 我扔
一个玩具熊，Charilie就用嘴巴接住。Charilie很喜欢玩
这个游戏， 我们玩了十多分钟后， 才玩其他玩具。

我们这玩得高兴时， 姐姐却把Charilie带走， 跟她玩
去了， 我很嫉妒。 我，姐姐，爸爸， 妈妈都很.喜
欢 Charilie。 它也很喜欢我们。 但是它不喜欢爷爷奶

奶， 因为爷爷奶奶不喜欢狗！ 傍晚， 我和妈妈就带它
去遛狗。Charilie也很喜欢交朋友。 因为不管它看见一
个人还是动物， 它都会飞快地跑到它身边玩。 有一次
它看见一个小女孩， 它跟她玩了三十多分钟呢。 最后
我们回家了。Charilie很累， 很快就睡着了。 那天真
好玩！

第二天， 我的朋友Ryan来了。Charilie也跟我们玩。 
我们先去遛狗三十多分钟。 然后我们玩了一个游戏叫
monkey in the middle。 我和Ryan要扔一个球， 不
能让Charilie拿到。Charilie总是追着球， 想把球拿到
手。 我们玩得很开心， 最后Charilie还赢了。 然后我
们玩跑步比赛。 我和Ryan跑，Charilie也跟着跑。 谁
最先到终点线， 谁就赢。 “一！ 二！ 三！”我们就

飞快的跑 ，Charilie在后面猛追我们。 最后Charilie
居然得第一， Ryan第二，我第三。 跑完了， 我
们有去遛狗两次。 最后Ryan的妈妈来接Ryan回家
时， Ryan都不愿意回家， 还想跟我和Charilie玩
呢。

第三天早上， 我和妈妈去跟Charilie去散步。 我跟
妈妈说我很喜欢跟Charilie玩， 可不可以多跟它玩
几天。 妈妈说她会跟她的朋友商量。 回家后， 妈
妈立刻跟她的朋友打电话。 结果妈妈说：Charilie
可以在我们家多待几天。 我非常高兴！ 我们晚上
也去遛狗。 每天去两次。 有一天， 我和妈妈遛狗
的时候， 我发明一首歌给Charilie， 曲调是妈妈以
前给我唱过的中国儿歌“小燕子”， 歌词是这样
的：

Charilie（喜欢这里
每天都要出去Peepee（拉尿）
我问Charilie喜不喜欢出去？
Charilie说：这里的草坪最美丽！

小Charilie
喜欢吃.东西
每天还要出去拉屎
我问Charilie最喜欢谁？
Charilie说：　我最喜欢的是小P！

小Charilie
喜欢咬东西
每天回家要吃狗食
我问Charilie最讨厌谁？
Charilie说：　我最讨厌的是姐姐！

妈妈很喜欢这首歌！　我们每天都唱！我觉得Charilie
也很喜欢！因为我唱的时候，它就会看我。Charlie在
我们家呆了十天，每天都好有趣。我很想他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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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级B班作文 指导老师: 吴利宁 ~~~

快乐的音乐夏令营 冯心悦

  今年暑假我去了在麻州Weston为期两周的River School音
乐夏令营。在夏乐营里，我拉小提琴。

   每天，我们有很多活动。早上9 点 先上音乐理论课。然
后，小组练习四重奏 。 中饭前，我会和老师上单独的练习
课。我最喜欢吃中饭和中午休息时间。 在下午，我需要参加
交响乐队和上演出课。交响乐队里有很多人拉不同的乐器， 
比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小号等等。在演出课，你
必需表演一个歌曲。然后，老师会给我评价。我还要参加合
唱班。所有参加这个音乐夏令营同学都必须参加这个合唱
班。经过两个星期的排练，我们在夏令营的最后一天，成功
地完成了汇报表演。

   我在这个音乐夏令营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两个星期。在那
段时间里，我学了很多音乐知识，也交了不少朋友。我明年
暑假还会参加这个音乐夏令营。
  ~~~~~~~~~~~~~~~~~~~~~~~~~~~~~~~~~~~

                   一次愉快的旅行 鲍问远

   去年秋天的时候，我、妹妹和妈妈去了中国。我们先去
了富阳，然后去了宁波，最后去了上海。最好玩的城市是上
海，因为那里有上海科技博物馆。

   科技博物馆最吸引我的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 我们去二
楼的时候见到了好多机器人。哇！那么多种类！有会玩魔方
的，会弹钢 琴的，会下棋的，会射击的，会跳舞的，还有
其它的机器人。
   
   我先跟会玩魔方的机器人玩。我故意把魔方弄得很乱七八
糟，然后把魔方放在圆托盘里，再把托盘转到机器人面前。
机器人把“手”伸到托盘里把魔方拿走。它把魔方 的每一
面都扫描了一下，然后开始拼。它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把魔
方拼好了。边上看的人都说：“哇!太厉害啦！”
   
   我们离开会玩魔方的机器人后，去看会射击的机器人。这
里有与机器人比赛射击的游戏，需要12岁以上才能参加。
我和妹妹都太小，只有妈妈一个人可以参加。每个参加的人
有十支箭。靶子上有五个圈，射到最里面的，分数最高。妈
妈好不容易只射到了三支 箭。机器人轻轻松松的射中了十

支箭。虽然机器人赢了，妈妈还是觉得很开心。
   
   最后我们去参观了会弹钢琴的机器人。那里有个曲目单，
你可以点你最喜欢的歌 曲，让机器人弹给你听。妹妹点了
她最喜欢的两首曲子：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和Mary	
Had	a	Little	Lamb。机器人弹得很动听，妹妹在旁边跟着
唱。 

我们每个人在科技馆都玩得很开心，下次回中国的时候还想
去玩！
    ~~~~~~~~~~~~~~~~~~~~~~~~~~~~~~~~~~~

去中国度假 雷书华

   很长一段时间前，我去中国度假。我和家人走访了我们
在国内的亲人，看到了很多中国重要的地标。我花了很多时
间跟我的表兄弟玩。我们走访了很多地方，比如北京的长
城。我记得在那里买一只鸟风筝。这只鸟风筝我现在仍然保
存着。但我记得更清楚的是我们去故宫。这是一个漫长的散
步，但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事情。皇宫是巨大的！有
很多雕像。我们看到了狮子雕像，非常美丽。但有人把它的
嘴内一张餐巾纸！后来，我们去中国的长城。长城有了很多
人。风景很美丽。我记得有一个过山车可以坐到长城。过山
车是有很好玩。我永远不能忘记回中国度假享受的乐趣。

~~~~~~~~~~~~~~~~~~~~~~~~~~~~~~~~~~~

我的家人 孙世超

  在我的家里,有爸爸,妈妈,弟弟,外公,外婆,和我。我的弟弟现
在五岁，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我喜欢和他踢球和打游戏。
我的妈妈是一个电脑工程师。她是一个勤劳的妈妈。我喜欢
跟她玩儿。我的爸爸也是一个电脑工程师。他喜欢游泳。他
要我学游泳可是我不喜欢。我的外婆做的菜真好吃！我真爱
她做的土豆和胡萝卜汤。她干很多家务。大家特别爱吃他做
的牛肉干。我的外公很会修东西。有一天，信箱被大风吹破
了。外公花了两个天时间把信箱修好了。我的家里人不算
多，可是我真喜欢他们每一个人。

~~~~~~~~~~~~~~~~~~~~~~~~~~~~~~~~~~~

快乐的生日 姚博洋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很高兴因为有我的朋友来家里玩!!!

    早上我起床后，弟弟对我说生日快乐。我说谢谢。妈妈和
爸爸起床后, 我们在厨房吃面包。上午11点的时候，我的朋
友来了。我们玩水枪和扔水球。我们各自为战，直玩到全都
湿透了才停下来。

    我问我的朋友，你们想玩射箭吗？他们都说好，我的爸爸
也同意。这个游戏弟弟赢了。最后，我们吃薯片。下午两点
左右，其他朋友回家了，只有Kevin还在和我看电视。三点
左右他的爸爸才来接他。我和我的朋友们玩得很高兴。弟弟
也很开心。我想每天都过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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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尔斯河上划船 李丹琳

上星期一我和我家人去查尔斯河划船。划船是有趣的运动，
但是这项运动也很惊险。我们从波士顿船坞上船， 一直向
东划。查理河向东流就流入海里了。船刚下水的时候，我感
觉到船晃动得很厉害，然后船就不晃了。我们就开始划船，
一会儿我们划到第一个桥。桥的南 边是哈佛大学商学院。
桥的北边是肯尼迪公园。经常有人在河边跑步或溜狗。还有
游客站在桥上给划船的人照像。我们让开其它和我们一样的
小船。然后一条游艇又 超过我们。那条游艇掀起的波浪把
我们的小船晃得大家心惊胆战。等水面平静了，我们又可以
继续向前划。我们穿过了三座桥。太阳下山了，我们就收船
了。这 是我最难忘的哥伦布节。

~~~~~~~~~~~~~~~~~~~~~~~~~~~~~~~~~~~

去医院 林俊熙
        
星期天的晚上，爸爸帶我们一家人一起去吃自助餐。可是在
吃冰淇淋的时候，我吃了有果仁的冰淇淋，导致了我呼吸困
难，脸紅肿，咳嗽。看到这样的情况，爸爸就去买药给 我
吃。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吐了。我说我很不舒服，要去医
院。爸爸见我这样的脸色，就飞快的开车送我去医院。等到
了医院的时候，医生就马上帮我打针，还听我 的心臟，还
来了几个护士帮我吊監水，做后备工作，在医院里慌乱了
四，五个钟终于苏醒可以回家了。经过这一次的教训，我以
后在也不乱吃东西了，懂得珍惜 自己的身体了。我真的很
感谢爸爸及时帶我到医院，不然我就沒命了。这一次让我体
会到生命价值的重要性。

~~~~~~~~~~~~~~~~~~~~~~~~~~~~~~~~~~~

皮划艇冒险 李伟连

你有没有划过皮划艇？  你喜欢划吗？我曾经去划过皮划
艇，我喜欢划。

有一天，妈妈告诉我，我要去参加一个皮划艇夏令营。我太
激动了，高兴地跳了起来。

那天我们来到湖边，大多数的孩子已经到了。 等其余的孩
子都到了以后，我们就做自我介绍。 大家开始彼此了解了
一点点之后，教练开始教我们划皮艇。
这个教练叫大卫，他教我们怎么划皮划艇。 风很大，船经
常改变方向。 但大卫教练总能帮我们划向正确的方向。

突然一个浪头打向我们，我们大多数人掉进湖里,船也翻了. 
年纪小的孩子吓得大声呼救.没掉水里的人试图营救我们。
湖水很深，又很冷，小朋友的嘴都冻紫了，年纪最小的小朋
友，因为身体小，不能把船翻过来. 当他们问到第一抢救谁
时，我让看起来比我小的孩子先上船。我试着自己把船翻过
来， 我刚刚爬到我的船上, 顾不上浑身都湿透了,就开始帮助
别人，我使自己保持平衡，用力把小朋友拉上船，我累得不
行。

在大卫的指导下我们安全的回来了.然后，当我们回到湖
边，美丽的太阳光照在湖面,我和小朋友们说再见.

~~~~~~~~~~~~~~~~~~~~~~~~~~~~~~~~~~~

缅因抓龙虾  徐福润
 
今年夏天，我们一家去了缅因州的Acadia国家公园度假。在
那里，我们愉快的度过了一个礼拜。我最喜欢的活动是出海
抓龙虾。

抓龙虾那天是我们到达Acadia的第二天。那天上午，我们出
去在Bar Harbor 的 Sandbar拣海货。吃完午饭，我们回到
住的小木屋，房东的儿子Collin就来通知我们准备出海抓龙
虾。Collin告诉我们应该带着厚外套。他还说应该戴帽子，
穿运动鞋。他还提醒我们别忘了带相机。过一会儿，Collin
的爸爸妈妈就来了，告诉我们开车跟着他们去海边的码头。
我们很快就到了码头，上了Collin 家的船Rich’s Return。
船从码头出来开始稍微慢一点儿，这样我们可以先照相。照
完相以后，船才开快了。爸爸没闲着一直在看Collin的爸爸
开船的设备。船上有雷达，声纳仪，还有GPS导航仪。Col-
lin爸 爸告诉我们这些仪器是怎么用的。船上有那么多设
备，我觉得很安全。我们坐船去了他们家的几个龙虾捕捉点
儿。他们用了一个铰链把抓龙虾的笼子拿上船。先把小 螃
蟹和鱼扔回海里，然后再把龙虾量一下儿，把小的龙虾也扔
回海里，只留下大龙虾。他们还把有卵的龙虾也扔回海里。
最后，他们把能带走的龙虾套上橡皮筋在它 们的钳子上。
我们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抓了九只龙虾和十几只螃蟹。

我觉得抓龙虾很有趣。我以后还要去抓龙虾。

~~~~~~~~~~~~~~~~~~~~~~~~~~~~~~~~~~~

白山游记 谭易

我们全家哥伦布节去白山玩。爸爸开车，我，妈妈，奶奶，
和弟弟坐在车里看外边飞快奔跑的车流。

我们到白山以后，住在黑熊旅馆。休息了一下后，我们就开
始玩了。我们玩了台球，高尔夫，骑自行车，爬山，还在池
塘里玩划船。另外我们在旅馆打了很久的游戏。我觉得在那
里太好玩了。

我最喜欢的是走山路。我们在山路上走的时侯，看见一个很
宽的桥。我和弟弟爬到桥下的一块大石头上玩。那个石头在
水上， 我就可以在它上面跳过去跳过来。很好玩。我还看
见一棵大树倒在地上了。我弟弟骑在那个树上像骑马一样，
很有意思。回到旅馆的路上，弟弟捡了一块石头。

在白山这两天玩得很尽兴。全家人高高兴兴地回家。回家后
我们把捡来的石头刷上很好看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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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游轮去百慕大 张卓然

听说我要和家人一起坐游轮去百慕大，我很高兴.。这是我
第一次乘游轮远航。我们开车去波士顿.。从那里, 我们登
上的游轮。 在我们游轮启程之前， 我们开始找我们的房
间。然后我们吃饭，再去玩。家人们去游泳，但我不能去
游泳。因为我有一个疤，泡在游泳池的盐水里会痛。当我
们到达百慕大后，上了一个渡船， 然后开汽车到海边。
天好热啊。第二天，我们去另一个海滩。在百慕大的最后
一天，我们本来应该和我姐姐和她的朋友去浮潜，但我们
错过了渡船。于是我们决定开汽车去另一个不同的海边浮
潜。浮潜之后我们回到游轮上，回家。

~~~~~~~~~~~~~~~~~~~~~~~~~~~~~~~~~~~

老忠实泉 向堪城

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我和我的家人去了黄石国家公园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我们开车的时候，突然听到
Sccrrrrreeech一声！我们的车停了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会紧急刹车。但后来我明白了，因为前面有麋鹿和野
牛！我们拍了一些它们的照片，然后继续往前开。等我们
终于到了酒店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去了最受欢迎的景点，老忠实！导游告
诉我们，我们将不得不等待一段时间，老忠实才会喷发。
当我们到了老忠实热喷泉，很多人已经等在那里了。我
们等啊等，等待着，但什么都没有发 生。后来终于我爸
说，“看起来好像我们还得明天再来。”那时，我们转身
刚刚要走，就听到了一阵PPPssshhhh的声音。我们回头一
看，，老忠实爆发了。 VOOM！ Pshhh！这种情况持续了
至少5分钟。当它完成后，每个人都开始鼓掌。然后，我们
就离开了。在回家的路上，我说，“今天看到的，我肯定
不会忘记！”

~~~~~~~~~~~~~~~~~~~~~~~~~~~~~~~~~~~

去白山旅游 王春玉

今年8月我们全家去白山旅游。对我来讲，这是一次难忘的
经历。我们是开车到新罕布什尔州的白山国家公园的。在
那里呆了四天，做了很多活动。我们坐火车爬华盛顿山，
坐缆车到佳能山。当我站在华盛顿和佳能山顶上往下看的
时候，一片美丽的大自然景观出现在我的眼前，绿色的树
木随风起伏。当我仰望时，碧蓝的天空夹杂着丝丝白云呈
现在我眼前。我们还在许多山间和林中小路上探险，尽情
地享受清新的空气，美丽的树木，流动的溪水，和永不停
息的瀑布。我深深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这种美丽是人
类无法创造的！我们还去了Clark’s Trading Post 公园。
在那里，我看了精彩的中国杂技表演和棕熊表演。公园里
还有很多我喜欢的活动。去白山旅游我收获很大。这也是
我最喜欢的旅游之一.

第一次参加溜冰比赛 赖馨敏

记得那是2010 年ISI 溜冰比赛。爸爸带我到溜冰场。这是
我第一次参加溜冰比赛。那时我才七岁。 到了比赛地点，
我快快地换好衣服，穿上冰鞋，扎上头发，马上就等轮到
我了。

“下个表演者是Jasmine Lai。”我一走上冰面就滑到开始
的地方。我很紧张地等着音乐开始。这时候我看到爸爸，
妈妈，和姐姐坐在观众席上，就没那么紧张。音乐一开
始，我就滑出去了。这里一个旋转，那里一个漂亮的单脚
滑翔。 我溜得很认真所以就忘记了紧张。很快，音乐结束
了。我对着爸爸妈妈挥挥手就下去了。

找到爸爸妈妈，我就问，“我是第几名？你们知道吗？”
爸爸就带我到大厅。 爸爸问了一个人我的分数出来了没
有。她说没有。突然，一个女生拿着一张纸走过来贴到
墙上，正好是我那一组。我看第五名，不是我的名字。
第四，不对。三，二，也不对。第一名。。。Jasmine 
Lai！“我是第一名！我赢了！我得到了五分！”我高兴
地指着我的名字。拿到了奖牌，我站到第一名的领奖台拍
照。

快要走的时候，我拿了我们俱乐部的紫色加柠檬绿的冰鞋
胸针去交换。我跟别的小朋友交换胸针，最后拿到了很多
各种各样的胸针。交换完就回家了。

我觉得溜冰比赛很好玩。我很高兴参加了这次溜冰比赛。

~~~~~~~~~~~~~~~~~~~~~~~~~~~~~~~~~~~

四年级开学第一天 孙雨杉

今年我上四年级。开学的第一天，真的很有趣。

回到学校，最令人高兴的就是再次看到分别了一个夏天的
朋友。当我坐进教室，发现我所有的朋友都已经到了，还
有 一个新来的学生。做完了早上的功课，接下来是开班
会。班会上我们玩了一个游戏 - 名字游戏。游戏的玩法是
第一个人说他的名字和有关他自己的一些事情，然后旁边
的人重复第一个人说的并再加上自我介绍。依次这样加上
去，直到最后一个人。游戏过后，我们每个人给自己写了
一首诗。接下来的事情是课间休息。这时候，我才真正认
识了新来的同学- 安吉拉。我做游戏时只知道她的名字，但
我不知道她来自中国北京，还在我们学校相邻的另外一所
学校上过一年学。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回到教室里，接
下来的事情是画字形画。首先画一张脸，没有任何东西在
你的脸上，也没有颜色。然后有一个对照表，告诉你使用
不同的颜色，嘴巴的样子和帽子代表关于你自己的东西。
接下来，我开始做我的北美字母海报。忙了一上午，很快
就是吃午饭的时间了。

一上午就这样在愉快和忙碌中过去了。我知道我的四年级
一定会是很开心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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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愉快的旅行  施静仪

今年夏天的暑假，妈妈带我和妹妹去新加坡看望她的家
人。我们住在大舅舅家里。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它
像纽约一样，是一个城市。到处都是高楼大厦。而且新加
坡还是一个热带国家。

我已经去过新加坡几次了。但这一次最特别的地方是舅舅
带我们去的一个位于五十七楼高的游泳池。这个游泳池是
在一家酒店里，所以我们要住在那里一晚才能使用它的游
泳池。游泳池是露天的，我们在游泳的当儿，也能同时欣
赏新加坡美丽的城市容貌。晚上的景色更是难以形容。我
不会忘记在五十七楼高处看到的风景。

~~~~~~~~~~~~~~~~~~~~~~~~~~~~~~~~~~~

童子军露营 龙朵朵

星期六下午，我们十个女孩在童子军老师的带队下来到了
露营地。这个地方真是美极了，露营地旁边有一个漂亮的
湖，湖水蓝蓝的，湖面像一面镜子。我们首先把自 己的行
李放进一个小房子里面，然后迫不急待就去玩了。有一个
小朋友发现了一块大石头，我们都争先恐后的向上爬。爬
上去的人用木炭在石头上画画，木炭把 我们的手和脸都弄
得黑黑的，象小丑。有的人站在石头上唱着童子军的歌，
大家都很高兴。很快老师喊大家准备做晚饭。我们自己做
了一个又大又圆的 pizza饼。这个pizza饼又香又好吃。晚
上我又玩了有奖的游戏。还用卫生纸包在身体上扮成木乃
伊。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晚上很晩都睡不着。

笫二天，同学们开始爬山，在山上我们发现了一个用车轮
胎挂在树上，有些小朋友象猴子一样在轮胎圈里跳来跳
去，还有的小朋友走了钢丝绳。这次露营真是玩得太好
了。我们都希望明年再来这里。

~~~~~~~~~~~~~~~~~~~~~~~~~~~~~~~~~~~

中国的印象 殷慧文

我在中国呆了五个月，但是呢，我的妈妈不在，所以呢，
我非常想念她。叔叔，婶婶，奶奶和爸爸都陪着我，我还
在中国上小学呢!

我第一天上小学就发现“哇！好难啊”，语文老师桂老师
每天要求 1. 背课文， 2. 积累五个成语，哇！每个星期要
积累25个成语！然后星期五要求全班参加成语比赛，谁
写的成语最多，就可以奖励谁一本本子。数学老师占老师
每天要求：1，写两页同步口算，2. 作一页卷子， 3. 写2 
页“学练优”， 4. 作5 页同步测评，我给自己说：“能不
能少一点啊！我都累死了！”可是我还是每天坚持把老师
的要求做完了。

在学校，我还交了不少朋友呢！他们是班长吴朱艺，小组
长徐玟伊，组长王舒悦，组长董心仪，小组长高丽奇，还

有李一可和黄柏豪，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吴朱艺和徐
玟伊是我第一天就交到的朋友，她们还帮我写我不会做的
作业。我们还玩丢手卷，小朋友们先面对面围成一圈，一
个小朋友围着小朋友们的背后跑一圈，然后他把手卷掉到
一个小朋友的背后面，那个小朋友一旦发现，就赶快追那
个丢手卷的小朋友，要是那个丢手卷的小朋友坐到那个跑
的小朋友的位置上，游戏就要重新开始。

暑假我们去了武汉，张家港和上海。在武汉我学了游泳，
我还帮助了胡熹姐姐学英语，游泳可难了，我学会了怎么
飘，但是我不会换气，而且我好慢。胡熹姐姐要去英国
了，我纠正她英语发音，还教她新单词。

十一国庆节，叔叔，婶婶，奶奶，爸爸和我去了横店和义
乌。在横店， 我们参观了梦幻谷，爸爸玩了翻天覆地，
叔叔，婶婶，爸爸和我玩了魔天轮，我们还去了清明上河
图，那里有杂技，跳舞，和魔术表演，还有很多很旧打仗
的东西， 我们租了一个大自行车，我坐在最前面，叔叔
和爸爸坐在我后面，叔叔是刹车的，爸爸是按铃铛的，叔
叔，婶婶，奶奶和爸爸都一起骑大自行车的四个轮子， 玩
累了， 我们就吃臭豆腐和辣鸡爪子。义乌有很多很多商
店. 义乌还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商场，有买玩具的，有卖围
巾的， 还有卖印度的丝绸，我还看到好多阿拉伯人呢！我
都走不动了。在义乌汉庭酒店，婶婶和奶奶喝了五谷健康
茶，叔叔和爸爸喝咖啡， 我喝巧克力奶茶。

我对中国的印象很好，我还会回来哦。

~~~~~~~~~~~~~~~~~~~~~~~~~~~~~~~~~~~

快乐的生曰 肖砚秋
   
十月十四日是我的生日。今年我请了八个好朋友来庆祝我
的生日。

十二点半一过就有小朋友来了，我们先到楼下打了一会儿
乒乓球。我的朋友都来了以后我们就去旱冰场了。到了那
儿我们穿上旱冰鞋就开始玩了。我们都是第一次滑，可是
我们觉得不难。几分钟以后，我们都能滑得很快了。我们
都觉得非常好玩。我和Patrick还参加了比赛，我得了第二
名，他得了第四名。我们玩得又累又渴，爸爸给我们买了
果汁和面饼。吃完东西，我们去玩激光枪。最后爸爸给我
们二十块钱玩电子游戏。四点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回到家里我们就吃饭了。我们吃了Pizza，鸡蛋 ，虾，烤排
骨 和蛋糕，也喝了果汁和汽水 。我的朋友都很高兴，都说
很好吃。然后我就开始打开礼物了。我得到了一只手表，
一张I tunes卡，一个Wii游戏，两本书和一架望远镜。我
喜欢所有的礼物，我高兴极了。我们一起玩我的新游戏，
大家都很喜欢。
   
到了六点，我的朋友开始回家了。每个人走时，我就给一
个小礼物，还谢谢他们的到来。他们回家时都很开心。我
的生日过得真快乐啊!

No. 92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

9



圆明园的秋天
金石 (9 岁）

  
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六，我和我的家人去圆明园寻找秋天。

进入二宫门，走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路边枯黄的草丛里星星点点地长着几片绿绿的叶子，绿叶上面密密
地结着雪白的霜针。银杏树光秃秃的树枝伸在空中。金黄的叶子在林间飞舞，有的落在地上，有的落在水
里。湖底静静地堆积着各种各样的落叶，有黄色的，有绿色的，有红色的，还有褐色的。湖面结着一层薄
冰，好象是要挡住即将到来的冬天呼啸的寒风，让湖底的落叶做个甜美的梦。

忽然间一抬头，看见湖边有几棵柳树。它们的叶子如此鲜艳，风中的舞姿如此婀娜。我忍不住停下脚步，
欣赏它们的美。仰头望去，千万条柳枝扑面而来。明媚的阳光给翠绿的柳枝镀上了细细的金边，真像“万
条垂下绿丝绦”。柳条轻轻地拂着水面，好像在一笔一笔用心地写字：左一撇，右一画。它在写什么呢？
是在写一首美丽的诗歌吗？是想来挽留秋天的离去，还是在欢迎冬天的到来？

散步在秋天的圆明园里，我感受着它那历史的沧桑，更欣赏它那春去秋来的自然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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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二暗，三起源”
       艾克屯华人读书会供稿

都说Boston的华人世界藏龙卧虎。Acton更是龙虎之乡。
 
十一月十五日晚，当地华人读书会荣幸邀请到Acton居
民，ACLS家长，赵軍輝先生给我们做一个天文学方面的演
讲。赵軍輝先生在美国长期从事天文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目
前奉职于哈佛大学的SmithSonian天文研究中心。浏览赵先
生在SmithSonian网上的个人资料，可以看到他从1989年就
开始发表天文科学方面的文章。到今年为止，光是这些文章
的题目（还有作者名和发表时间）就有十页之长。
 
面对我们这群对天文知识缺乏但又渴望了解科学新动态的听
众，著作等身的赵先生认为要讲得深入浅出，是个挑战。
经过一些思考后，赵先生决定给我们讲“一黑，二暗，三起
源”。
 
“一黑“是指黑洞。“二暗”则是暗物质（Dark Matter）
，暗能量 （Dark Energy）。它们是世界天文界新近发现
和研究的新方向，“三起源”说的是恒星的起源, 星系的起
源，和宇宙的起源。
 
为了易于接受，赵军辉先生用图片，照片，模型，还有计算
机模拟图形，再加上他的口头解释来说明什么是宇宙大爆炸
的后续及其恒星的起源，什么是暗物质暗能量在宇宙中的存
在形式，什么是科学家近年对黑洞的重大研究成果，什么是
银河系黑洞存在的证明等。另外他还讲到目前世界的一些重
要天文研究基地，包括在智利的美欧合作的天文观测基地，
以及这些基地将来的规化蓝图。
 
演讲完后，赵先生和一些对天文学有兴趣的朋友进行了互动
问答。就这样，在短短两个小时内，他把一门高深莫测的科
学“变成“一份好吃的快餐送给了我们。
 
我们有感于赵先生思考尺度的巨大。在他的工作中，距离和
大小以数万光年来计算，时间则以千万或亿年为单位。现在
通过仪器拍摄到的一个“物体”，竟是一个银河系大小的系
统万年之前的形态（因为这个系统距离地球数万光年之远）
。一个人习惯了在这种巨大的时空纵横中漫步，他会怎样对
待人世间的繁杂纷呈，比如贫穷与富有，疾病与健康，成功
与落魄，和其它的鸡零狗碎？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讲座得到的，不止是天文学的扫盲。

地铁里的小姐姐和小弟弟
                                  

汤鸿冰

星期六要到波士顿中国城去，我从剑桥的ALWIFE红线地铁
总站上了车。地铁里的人不多，我的斜对面坐着一家美国
人 - 一对中年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那位爸爸看上去有点
矜持，妈妈操劳的脸上有些倦容。老大是个女孩儿，一个清
秀文雅的中学生，静静地坐在妈妈身边。最小的也是女儿，
是个大约三、四岁的“小甜心”，亲密地依偎在妈妈怀里。
车门边离我最近的地方站着个大约五岁的小弟弟和他的小姐
姐，姐姐看上去十岁左右。小弟弟和小姐姐都有着一头棕色
的卷发和大大的、清澈明亮的眼睛。

看样子这一家人很少乘坐波士顿的地铁，他们或许是远道而
来的访客。

十月初的这个星期六，宛如秋天里最后一个温柔的夏日，透
着沁人心脾的清爽。孩子们都穿着短袖上衣，小姐姐的衣服
格外鲜艳，有着五彩缤纷扎染的图案。小弟弟穿着一件棕色
条纹T恤衫，下面是蓝色的灯笼裤。

小弟弟刚坐上车不久，就有了一个新奇的发现。他发现如果
自己站在车厢的座位上，两只手刚好可以够着长长的不锈钢
横杆上竖向吊着的橡皮条，这是供大人们乘车时抓牢以防摔
倒的安全设施。小弟弟的个子刚好够高，站在椅子上，他就
可以像大人一样用手拉着深灰色的吊带，左顾右盼，对整个
车厢一览无余。他为自己的新发现很是得意，笑开了花。小
姐姐看见小弟弟站得比自己还高，也抿着嘴轻轻地笑了。

看得出小姐姐很喜欢自己的小弟弟，她笑眯眯地看着小弟
弟，主动担当起保护他的任务来。他们的妈妈起初没注意，
后来看到了，不忍心叫小弟弟下来，大声说了句：“抓紧
点！（Hold on Tight!）”

小姐姐一路上不断变换身体的姿势，保护着小弟弟。她时而
抱住小弟弟的腰，时而张开两手握住车厢门旁、小弟弟身体
两侧的两个不锈钢竖杆，用自己的身体给弟弟当护栏，站在
那里保护着他。小弟弟玩得很开心，到后来差点拿“吊环”
荡起秋千来，被爸爸及时制止了。

地铁在地下轰轰隆隆地行驶了一阵，终于冲出隧道，来到阳
光灿烂的地面轨道上。经过沿河的MGH站, 在观览了波光粼
粼的查尔斯河之后，这一家六口在花园街站下车了。从起点
站到花园街共八站，将近半个小时的乘车和在车厢里等候的
时间里,小姐姐和小弟弟一路笑着，小弟弟在晃动的车厢里，
开心地玩着“吊吊环”的游戏，小姐姐一路上小心翼翼地保
护着他。坐地铁对他们是多么快乐的经历呀！

在这五彩缤纷的秋天，在原本很乏味的城市地铁里，可爱的
小姐姐和小弟弟演绎了人生很美好、很童真、令人难忘的一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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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
                                                

谭正泉 
2013年8月23日

我被熏过。

2007年10月，我到上海出差，周末去看杭州西湖。出
租车在断桥残雪停下，就看到深红色的＂断桥残雪＂
嵌在灰黑的石碑上，石碑极不规整。过小石拱桥上了
白堤。因为无残雪，桥已不断。白居易写的＂最爱湖
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已是绰约的柏油路，游
人众多，还是畅通无阻，畅通无阻。两边的柳树大多
修理得只剩下短枝，树半腰的截痕足有碗口粗，虽然
没有断桥，配上这些残柳却也有一些诗意。柳树成荫
的婆娑要留给六桥烟柳和苏堤春晓。

沿堤往前，左边是西湖主体，在下午两点的太阳照耀
下，碧波荡漾，白鳞闪闪，令人眩目。湖面远近零星
有些小艇，都是人力划的，乘二三人而已。再往前，
右边北里湖的大片荷田已有些残了，一片一片的绿叶
丛中夹着干枝枯叶，荷叶绿色的还居多，但完整的极
少，再过两个月也许会＂荷尽已无擎雨盖＂。

过了荷田，香味扑鼻而来， 先是淡淡的，有些鼻香
而已。再往前，香味渐浓，变成鼻香加口香了。再住
前已到树阴底下，抬头看，一片一片的橙黄色桂花，
挂在椭圆形的小绿叶上，还有的躲在绿叶下，绿叶上
绿叶下香气欲滴。周围都是香气，我的头我的肚也变
香啦。这里已是平湖秋月，左边一小径通向直立丈许
高的石碑，上书深红色行书＂平湖秋月＂。沿小径再
往前，高大的梧桐树下，一小石桥连接巨型的观景亭
台，亭高几丈，台方形，每边约十丈，伸入湖中。 亭
台外，＂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  要是春天，这
里一定＂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返回主道，两边都是高大的梧桐树，大者足有二围。
主干到二丈许高才分叉，树干上白一块青一块的各式
皮纹不时向流连的游客调侃。我突然想起，孤山，这
里曾是林和靖与梅妻鹤子的家园。＂疏影横斜水清
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浸润过我，今日即使单为此一
游，也不虚此行。北宋欧阳修未能到孤山，自挖一
泉，遥望孤山作＂六一泉＂以为记（非为林和靖）。
往前行，桂香不再扑鼻而来，而是扑身而来，身体也
开始发热，全身从头到脚暖呼呼的，脚步也变得不怎
么踏实啦。走着走着，迎来了“楼外楼”饭馆，正好
进去补吃中午饭。一进门正面一尊古朴但有些发亮的
木雕像，从那挺着的大肚皮，我以为是苏轼，“大学
士满肚子不合时宜”，也许是一尊笑佛。我刚坐下，
打亮四周及上下，饭馆不很大，约能容五六十人；屋
子是深棕色，木结构屋顶很高；从横梁上挂下来的吊
灯灯光极柔和，灯罩是木架上糊了纸，或是绢，底部
开口，呈六角形，也许是八角形，罩身长而饱满。屋
正中高挂巨幅行草＂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
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我仿佛成
了诗人的朋友，点了东坡肉，糟熘黄鱼，青炒菜心，
还有蛋花汤。边吃边欣赏林升的诗，我悟到了暖风是
怎样“熏得游人醉”了，我刚才一路走来不正是在桂
花香里被熏了吗？

从楼外楼出来右转沿湖往前，正好是湖光山色码头。
石船上的水位标指着0.8 米，船正面入舱口楷书金色大
字，右边＂湖光＂，左＂山色＂。放眼望去，今日西
子淡抹，湖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无雨亦奇。我
想西子浓妆必在春花三月，或雨亦奇之时。

逛过孤山，到秋瑾墓。秋瑾面容庄重，理着短发，身
穿长裙加罩衫，手扶长剑与长裙等高，高2.7米的汉白
玉全身像立于2米高的墓基上。墓基上有孙中山题字＂
巾帼英雄＂。墓园入口两边各一棵极高大的桂花树，
树上开得满树金花。秋瑾在妇女还被缠脚的年代就站
到了为自由和平等而战的最前列了。今日她能含笑见
证平等自由的人们在桂花中被熏醉了。

过小西桥，离开孤山，桥头是苏小小墓，小石亭五柱
尖顶，五柱十面皆有题字，墓呈园柱形，到半身高成
拱形园顶，园顶一色金黄。围观的游人争相抚摸金
顶，希望沾一点小小的灵气。据传南唐一朝廷大员约
苏小小陪酒，被苏小小断然拒绝，官员大骂＂我是朝
廷大员，她苏小小是什么东西！＂小小说 “我不是什
么东西，我是人。”  朝廷大员何许人也，苏小小却千
古留名。人必自重然后人方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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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小西桥往左，不到一百步，右边是武松墓，苍劲灰色
的水泥基加石雕园门里是一座很大的整齐的墓园。园内
无一人，武松为何如此孤独？我爱武松豪狭仗义，嫉恶
如仇，我绕墓园一圈，然后于墓前肃立几分钟。

再往前到了渡船码头，很多游人等着达轮渡去三潭映
月，湖心亭，或是别处，也有满船的游人抵岸。码头傍
边有一小花园，园靠路边有黄宾虹全身铜像，像身和常
人一般，也许按黄先生真实身高而做。他聚精会神正在
作画，眼镜后的牟子有几份深邃，右手握着画笔左手抓
紧画本，身上的袍子快到脚面，十足的画师和学者。我
摸着黄先生的握笔的手，注目他慈和的面容。黄先生师
法古人，游历中国名山大川多年，于山水画独树一格。
有兴趣的朋友可参观上海中华艺术宫，即原世博中国
馆，那里有几幅黄先生的代表作，也可参考傅雷的＂答
客问＂一文。我伫立了好久，并不见路傍赶路的行人停
留。这时一位小朋友指着铜像问＂妈妈，这是谁呀？＂
，＂就一糟老头＂，妈妈答到。

时间过得太快，我赶往岳王庙。朱红色的门楼上书金色
大字＂岳王廟＂，门前大柱上写着＂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朱红带铜扣的庙门大开，一进门，
齐身高字如斗大的镏金＂壮懐激烈＂立于厅中，其烈字
的＂刂＂部勾画刚劲地从右往左刷开。我心震撼，原来
壮怀激烈会烈至如此。穿过门楼，是一块宽阔的广场，
中间走道铺砖，两边大片空地被参天的香樟树覆盖，左
边有一棵特大，树干三围以上，右边四五棵，依稀有几

丝阳光照到草地上。正面大厅楼高约五丈，楼顶上写
着＂心昭天日＂，楼前有比人高的紫铜香炉，还有铜雕
麒麟，仙鹤。厅内三面是几丈长丈许高的巨幅岳母刺
字，岳飞抗金征战和凯旋的组图，组图下是齐身高的＂
盡忠報国＂。厅中央是高约一丈的彩雕岳飞全身坐像，
元帅英明神武，坐镇中军。

其他展厅和走廊上有各朝名人的题词，比如＂河嶽精
灵＂，＂民族英雄＂，“山川不改仗英雄，浩气能挑岱
麓松。”，“江山也要伟人扶，。。。”， 毛泽东草
书岳飞＂满江红＂词。

庙的后左方是岳飞纪念馆，馆中央是高约三米的紫铜
岳飞雕像，岳飞全身戎装，左手抓剑，右手握拳，钢盔
下，剑眉倒竖。身后几米见方的行草＂满江红＂，＂怒
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
激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我走上苏堤第一桥，站在桥拱上远眺，群山已在暮霭
中，东面夕阳中的孤山也蒙上一层灰色，西湖上清波涟
漪，微风徐来。我又闻到了桂香，好象全从我身上发
出，我的皮肉，心脏，和血液全在香气中颤抖，渐渐地
觉得骨头也变疏松，变酥了，好象支撑不起我的肉体。
我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向六桥烟柳，去看那婆娑中的夕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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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舞蹈班 指导老师: 朱碧云

泥塑班作品 指导老师: 夏至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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