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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一日晚，	中文
学校语言课老师在
图书馆进行了开学
前的教师培训。教
务主任杨新星就教
师的职责和学校的
规定等等，	做了详
细的介绍。

九月二日晚，	中文
学校文化课老师在
图书馆进行了开学
前的教师培训。文
化主任满霞讲解了
学校的规章制度。

九月六日，	中文学校2015-2016学年开学第一天。	学
校行政管理人员和部分中学生志愿者们中午一点就来到
了学校，	大家分几组展开工作，	有的为注册做准备，	
有的为分发教科书忙碌，	有的在解答各种问题，	有的在
迎接老师和学生。	从今天起，	教师将开始又一个学期的
教学工作；各年级的学生在一个夏天的休息之后，	高高
兴兴地来到学校，	开始的新学期的学习。

九月二十日，	校长助理马琳娜在开课前为中学生志愿者
们做了工作培训。

下面是2015~2016学年上半学期校刊出刊时间表：
月份 期刊号 截稿日期 出刊日期
		9月 106 9月21日 9月27日

10月 107 10月20日 10月25日

11月 108 11月17日 11月22日

		1月 109 1月5日 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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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而秋，开学后的三周就这么匆匆忙忙的过去了。欢迎我们的老师们回到学校，尤其是加入我们这
个大集体的新老师！

这个夏天的假期里，我们的老师和行政人员们并没有停止工作，方方面面为开学做了很多的准备工
作，这是秋季开学得以顺利完成，教学正常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年注册的情况和往年差不多，语言课
的学生人数保持在六百人左右，文化课的学生在三百人左右。由于现在学校的规模，我们租用了所有
Jr.	High	School能用的教室。我们的行政人员们为了支持这个规模的教学和系统的运转，做了很多的
幕后工作。

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年的行政人员组成。副校长由徐向东担任，教务主任是杨新星和石红月，文化主任
满霞，校长助理马琳娜，注册主任祁云，总务主任汪澍，财务主任高琳，会计张琳，校刊主编任亚
平，安保主任曾洪波，网管杨佩云和张璟。汪澍是去年春季学期加入团队的，张琳是今年加入的新成
员。这个夏天，行政团队的每个人都牺牲了很多个人时间，离开自己的家人和孩子，聚在一起开会，
或者电话会议里，商讨秋季开学的具体工作。

咱们的副校长高效高能，学校各个方面的工作，他付出的劳动不比校长少。教务，注册，总务，安保
等等，各项全能。教务的工作包括招收新的老师和助教，教室的分配，预估课本，还要监控假期注册
情况，调整各班分配的人数以及男女比例。我们语言课和文化课的教务长是这些工作的总策划师。张
璟虽说是我们的网管之一，但是她在协助教务的工作上，也付出了相当多的劳动。校长助理的工作主
要是管理高中生志愿者的服务。这一周我们已经对高中生组织了一次培训，接下来第五周还安排了第
二次培训。注册主任的工作在假期和每个学期的开学前几周，任务最繁重。我们的注册主任在学校已
经服务多年，非常熟悉学校的政策，除了完成她自己的工作，还经常给我们团队的其他人提供咨询和
建议。总务主任在假期里给学校订购课本，没有让任何人帮忙，自己一个人跑去中国城拖回来一箱一
箱沉甸甸的课本。费力又费时的工作还包括在开学前预分每个班需要的课本。这里还要插一句，感谢
校刊主编和家长会的两位干将援手，大家一起和总务主任，正副校长忙到半夜，顺利完成了分书装箱
的工作。安保主任负责Parent	Duty的工作。除了要核对PD的调配，	每周还要给家长们发好几次信提
醒大家在周日的执勤任务。	财务主任假期里除了每天去查看学校的邮政信箱，收取寄到学校的学费支
票，还得负责一个一个地把这些支票手动输入	学校的注册系统。为了每次能够顺利的打开学校的注册
系统，网管主任是我们的幕后英雄。大量的系统备份和更新工作也是在假期里完成。校刊主编是我们
团队里每个人的好大姐。除了计划新学年的编辑计划，团队里的任何人提出帮忙，她从来就是挽起袖
子冲上去。前面提到了，她也是这次分书工作的大功臣。

最后还要感谢校董会和家长会对学校工作一如既往的支持。尤其是开学的第一周，很多校董会和家长
会的成员主动到学校里来协助行政团队的工作，尽心尽力。感谢老师们的努力，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
继续在这样一个良好的课堂和环境里学习中文。感谢家长们对学校的信任，把孩子们带到学校里，和
老师们一起督促孩子们的学习。最后要感恩的是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坚持上中文学校，保持一颗认真
求学的赤子之心。预祝他们在新的一个学年，学业有成，在学中文的学校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

								
												校	长	：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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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艾克顿中文学校筹划的文艺演出都让艾克顿镇政府赞不绝口，今年镇政府早早就和中文学校筹划
2015仲夏中国传统音乐歌舞之夜演出计划。

8月27日傍晚，Acton NARA Park犹如欢乐的海洋，充满了欢歌笑语、掌声不断。一年一度的仲夏中国
传统音乐歌舞之夜在这里隆重举行。

故乡是一团火，故乡是一盏灯，点亮海外游子思乡
的梦。波士顿西区圣经教会的角石乐队首次亮相音
乐歌舞之夜，乐队带头人付广宇和王建国精心挑选
的歌曲《一无所有》《流星》《后会无期》《无心
快语》《青春再见》，深受观众喜爱。他们的出现
让晚会现代感十足，他们用心歌唱、以情带声，徐
健的萨克斯🎷演奏精彩绝伦，让观众的心跟着他们
一起律动欢腾。

天使舞蹈艺术团一如既往地参与这次演出，克可、官姗、刘沂峰老师认真对待每一次演出，暑假里把

学生聚集起来的确不易，但天使艺术团每一次演出都精心
彩排、认真准备、精心化妆，孩子们精彩的舞蹈表演给晚
会带来了不可多得的艺术享受！

在孙向中
和王慧老
师的带领
下，杨氏
太极团队

的表演柔中带刚、刚中带柔，刚柔并济，精彩绝伦的
一招一式让大家一饱眼福，尤其让老美惊叹不已。

周九卿老先生特邀为晚会现场泼墨挥毫，在悦耳的琵
琶伴奏声中，他老人家书写了巨幅隶属“梅兰竹菊”

2015仲夏中国传统音乐歌舞之夜

文/王哓梅						摄影/	陈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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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龙飞凤舞”，Lucy 老师团队的精彩琵琶演奏和书法表演的奇妙结合，让中华文化大放异彩、
相得益彰，犹如夏夜晚会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主持人团队是由王晓梅、任铁耕和两个小主持人贝贝、家霖组成的他们妙语连珠、默契合作、激情满
怀。作为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贝贝和家霖能把中文说得如此字正腔圆真是难能可贵。

岁月就像一首歌，有慢板也有激流，有低回也有高
亢。岁月如歌的经典老歌快闪太接地气啦！当观众
随着优美的歌声在观众席寻找歌手的时候，也是大
家最惊喜的时刻，可以看出观众对这种艺术表现形
式的喜爱。简建华和他的组合歌手们演唱了华人耳
熟能详的歌曲《故乡的云》《军港之夜》《金梭和
银梭》《同桌的你》《我的中国心》《月亮代表我
的心》《九九艳阳天》他们自然亲切的演唱，就像
邻家的兄弟姐妹，让全场观众不约而同地随着哼
唱，一对美国老夫妇还情不自禁地起身跳起了交谊
舞。最后一曲《明天会更好》把晚会推向高潮！相

聚在这社区的家园，我们怎能不歌唱故乡的山、故乡的水和故乡的人？

多少乡愁，多少往事，多少回忆，每一个音符都敲打着Acton
社区海外游子的心灵。晚会上Acton中文学校还为观众们发送
了荧光棒，天使舞蹈艺术团也为小朋友们发送了100个可爱的
小灯笼，让晚会的气氛更加热烈，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年晚会更
精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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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介绍 

艾克顿中文学校合唱团团长 ： 简建华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全美各大城市掀起了各种庆祝活
动。	波士顿将于10月11日举办海外规模最大的演出活动，	来自大波士顿地区，新英格兰地区，费城，
华盛顿首都，亚特兰大，明尼苏达，纽约，	旧金山湾区，加拿大渥太华	，	蒙特利尔，	等二十多个合唱
团，上千人参加《黄河大合唱》，	同时有将近二百人的大型交响乐团为本次大型合唱盛典伴奏！上半场
由广州手拉手艺术团献艺，下半场为黄
河大合唱。	

说实话，	我原以为“风在吼，马在
叫…”就是黄河大合唱的全部。	在几
个月前开始准备黄河大合唱时，	我才
从头到尾好好观看了一遍，知道黄河大
合唱分了以下八个乐章：《黄河船夫
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
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
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有合
唱，齐唱，轮唱，独唱，对唱，诗朗诵	
等多种艺术形式。这部由著名音乐家洗
星海作曲的	《黄河大合唱》	堪称是中
国音乐史上的艺术珍品。

为办好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活动，大
波士顿地区各界华人万众一心，	有钱
出钱，	有力出力，讲贡献当仁不让。
有两位商家争相赞助$8888	的封底广
告。大小商家及个人纷纷解囊相助，
形势喜人更感人。	校长张敏,	作为组委
会成员,	主动与董事会商讨如何帮助宣
传这一重大活动，并亲自安排协助售票
事宜。前校长袁力精心设计了宣传海
报	。	前校长苟燕妮、区教委会委员孔
轩在组委会和宣传组里出谋划策，倾力
贡献。苟燕妮还成功地拉到了本次活动
最大的一笔商业赞助。	校董事陆青个
人也出资赞助。在此，对所有支持和帮
助这一重大活动的个人和商家我们深表
感谢。

ACLS	爱之声合唱团以及中文学校的部
分老师将有幸参加这一非常难得的艺术
盛典。

售票网站(读电子版的可点击下列): 
http://www.tinyurl.com/YRCat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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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国画班学生的作品

指导老师：  Sharon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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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泥塑班的小朋友和他们的作品

指导老师：夏至宁

亲爱的家长和同学们，	
	
你们好！

在享受丰富多彩暑期生活之后，迎来了充满阳光热情活力
的新学年！亲爱的同学们，我们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儿童泥
塑班热烈欢迎你们！	

我是儿童泥塑班的辅导老师夏至宁，我非常喜欢我们的中
文学校，喜欢儿童泥塑班！感谢中文学校开设了这个泥塑
班！感谢亲爱的家长们把你们的孩子送到我们的中文
学校来！我为你们喜欢泥塑艺术感到高兴！我为泥塑
艺术因为你们的到来而发扬光大感到欣慰！泥塑艺术
这朵鲜花将更加鲜艳的在我们中间开放！	

我们泥塑班会辅导孩子们一些泥塑方面的知识，技
巧，让孩子们观察，理解事物。由浅入深，从易到
难。让孩子们在实践中逐步掌握方法，其特点，揉
搓，捏压，滚划，切割，剪，刻，包，插等。介绍各
种使用工具及运用的技法。只要掌握其技法，技巧，
基本就能够轻易上手，提高动手、动脑的能力和制作
水平。发展孩子们的立体感，增进空间想象力。学习
了解基本造型，再学习基本造型的变形，制作步骤。让作品应用在生活中。泥塑的过程非常适合于孩子们天性，变化多端，
富有趣味性的制作过程，都将对孩子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使
他们对泥塑产生巨大的兴趣。不知不觉中立体感就已经逐渐发
展丰富起来了。	

儿童泥塑活动，是艺术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能
让孩子们在活动中感受到传统的艺术美，受到美的熏陶，教
育，而且还可以发展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促进身心健康发
展。让孩子们的思维由具体形象思维转向抽象思维，创造性思
维过渡。	

六年的教学实践和探索，我从中更了解到了儿童的一些特点，
根据他们的特点，在引导他们对泥塑活动的兴趣和创作上，采
取了一些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方法。让泥塑艺术培养他们的审
美能力，陶冶他们的情操。达到了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和无穷的
求知欲。在泥塑过程中培养了孩子们良好的观察能力。同时也让他们在泥塑课中感受到快乐，体验成功。让孩子们大胆地表
露个性，让他们会欣赏自己，更会欣赏他人。为了提高孩子们的积极性，测试他们的学习程度，每完成六堂课，我们会举行
一次作品比赛。他们可以把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展示给大家，由全班同学评比。通过比赛，可以了解到孩子们的学习情况。我
根据不同程度的学生进行逐个上门义务辅导。通过四年的上门辅导，发现效果真是不错。因此，弥补了在课堂上不能诸位手
把手辅导的缺陷。	
	
非常高兴就要见到你们！	
爱你们的，	夏至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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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的老师
沈彦

大家好!		我是
沈彦,	去年夏天
搬来艾克顿，
今年刚刚开始
做三年级的老
师。

我的母亲是一
位高级教师，
从小到大我对

老师这个工作又敬又怕。敬它因为老师对学生
无私奉献，怕它因为老师不仅上课辛劳付出，
课后更是默默耕耘。但是人生的际遇却每每将
我引去这个方向，在新加坡生活的那几年，是
我第一次走上讲台，传授中文。这个任教的经
历让我第一次接触到海外的学生怎样学习中
文，他们的侧重点和弱项。也是第一次换了一
个角度看中文及学习中文的难处。别说，这也
是一种自我完善中文的过程，	比在学校时自己
学习的还有效。	

来了美国这些年，深深地觉得人没有自己的
根，就不能枝繁叶茂地健康成长。等有了孩子
后，则非常希望他们能很好地领略中国文化的
博大精深，	将中西方的美好兼容并济。但在大
的语言和生活环境都是英语的情况下，要做到
做好这个目标，非常不容易。于是，	我想没有
什么比言传身教更能帮助孩子们的了，成为中
文老师，自己重视中文，	学习中文，	才能更好
地教育孩子，传承中文所蕴含的中国文化。
在艾克顿中文学校做了一年的助教，从学前
班，高年级班到CSL都有工作过，感受到这里的
中文老师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对中文的热爱
和传授中文的耐心与执着。看到不同年龄的孩
子们背着父母的期许，怀着好奇与求知的心，
走进教室，跟着老师一点一点的进步成长，	我
想能够参与和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是多么的
快乐。

期待艾克顿中文学校和这里的老师，孩子们，
都能在教与学的互动中找到自己的成就与憧
憬。

低年级组Pre－K班(张雪㕍老师)的新助教
王艳

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加入ACLS，并能与各位老师
一起参与中国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帮助小朋
友们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文化，传承并发
扬光大，以便将来有学以致用的机会。

我在国内时学的中医，毕业后一直在医院工
作。93年出国前是中医主治医师，并没有直
接的教学经验。出国后虽有教中文，但只是口
语，学生都是成人。虽然如此，但我一定努力
配合老师的各项工作，辅助老师安时完成教学
任务，并真诚地希望得到各位老师的指导和帮
助，为帮小朋友更快更好地掌握中文而努力。
谢谢！向各位老师问好!
王艳

如有兴趣中医养生保健，我可简单回答。

Class Instructor

Wynne Yao  
 
Wynne is currently a senior at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High School. She has taught piano for 
the past three summers to complete beginners, 
as well as to more advanced players. This is her 
second year teaching keyboard at ACLS. She has 
played piano since she was five years old, and since 
then has won 1st and 2nd place in Bay State piano 
competitions for the past three years, the Wanda 
Paik award for piano, and a NEPTA’s gifted youth 
award for piano. She has completed with merit the 
highest level, grade eight, of Royal Music Theory. 
Furthermore, she has won honorable mention in the 
states MNTA Junior Piano Competition. She has 
also played in multiple serious Honors recitals for 
piano. She most recently won 1st place at the Stein-
way Society of Massachusetts Piano Competition. 
Wynne has always been passionate about playing 
the piano and loves teaching budding students. She 
co-founded the Beginner Flute Class, and this is her 
fourth teaching at AC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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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袁心怡

很久以前我以为，只有地球上有人
类。那时的我，还没有发现那本怪
的书。现在，我真想回到那时候，
回到那平常的世界。

一

终于到夏天啦，放学了!	大家高兴地
在教室玩耍，吃好吃的，看电影。
真的实在太高兴了

“Celty！你现在就要走了吗？”我
的朋友问我。

“嗯，我要早点走，家里有太
多事。”我回答。“再见了，
明年见！”

“再见！明年见！”她抱住
我，然后松开了。说完了再
见，我就走了。在路上，	我
突然看到一本书在地上。我捡
起来，很好奇，因为一点都不
脏，反而，非常干净。上面
只写了三个字。Welcome	to	
Hearth.	我更好奇了，看起来像
一个好书，所以我放到书包里，接
着往家走。
	
到家，我一下就打开了书。
	
	 第一章

“你好，读这本书的人。我的名字
是Arak。我现在在一个很远很远
的地方，不是中国，不是一个谁也
不知道的小岛，我是在零位的世界
上。虽然，这听起来像个故事，但
是我需要人知道。让他们知道，不
是只有我们。
	
我的故事是从我的朋友告诉我有外
星人开始的。那时，我也不相信，
可是我的好奇心还是想知道，真的
有外星人吗？所以，我就在网上搜

索“外星人”。搜索着，搜索者，
忽然，我的屏幕变黑了，一个小的
白图案在中间。

上面只写着两个字。“人类”

我合上书，躺在床上想。Arak。。
。我认识一个人叫Arak吗？我打开
我的手机，找我的联系人。真的有
一个人叫Arak。我记得了，是J.J的
朋友。

我打他的电话。过了一会儿，我听
到一个男孩子的声音“喂？”

“你好Arak，我是J.J的好朋友。我
的名字是Celty。”

“啊，你好Celty。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但是，你听说一个
地方叫Hearth吗？”

“。。。这个，我们明天再说吧。
故事太长了。再见”

“等一下，告诉我。那里面的东
西，都是真的吗？”

“是的。但是，今天太晚了。明
天，十点到花园见我。”

“等一下！等一-”他挂上了。“
下。”

我把手机放在桌子上，叹了口

气。“Celty！赶快睡觉吧！”

“知道了！”我上了床，想着今天
的事情。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早早地起来，拿出笔和
纸，想一下我有什么问题。

想完了大概十一个问题，时间到
了。我跑到花园，等着。每过几分
钟就看几点了。我知道因为是暑
假，爸爸妈妈随便我干什么。再过
了几分钟，已经过十点了。但我
想，他有可能来晚。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怀疑了，他是
不是不来啊?	然后，我在想，他有

可能就来得晚。

又过了一会儿，我的腿累了，
但是没有座位。我就蹲下来
了。然后，我就那样子等着。
我的腿开始发麻了，天也有越
来越多的云了，但我还是在
等。当我快闭上眼睛的时候，
突然开始下大雨了。

我连忙跑到树底下。我忘了看
天气预报，不知道会下雨。所
以没有带雨伞。

再过了几个小时，Arak	终于来了。
我站了起来，腿有点酸，因为我蹲
的时间太长。

“Arak！在这里呢!”	我挥手叫
他。

他跑到我那里，“你真倔强，Cel-
ty。一般人只会呆一小会儿，然后
就跑掉了。”

我皱了皱了眉，“那是一个坏事
么？”

Arak	笑了一下，“当然不是一个坏
事了，就是有些惊讶”

“所以，你会回答我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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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出的我的纸和笔，准备问。他
把我的笔抓住。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
出现吗？”

“不知道。”我直接地回答。

Arak懊恼的拍了他的脑门儿。“你
这个笨蛋！”

“谁说我是笨蛋啊！”我叫起来。

“你就是笨蛋。”他反抗地说。听

了这个，我开始笑了。Arak	对我好
奇地看了一眼。我看了一下他困惑
的脸，就开始笑得更大了。最后，
他也开始笑了。

过了一会儿，我打算又跟Arak讲关
于另外的世界。“Arak，	那另外一
个世界。。。”

“Celty。。。”Arak开始说，但是
我打断了他的话。

“没关系，如果你不想说，我就不
问。”我说，虽然我很想知道，但

我懂他。

他微笑了一小下。“谢谢，真的谢
谢”Arak小声的说。

我也微笑了，“那。。。我们现在
干什么?”我问，主意开始在我头里
转。

他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他
对我看了一眼。“你想干啥?”

我笑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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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袋子	
鸿冰

连自己也不曾想到，有一天我会
为一个平凡无奇的袋子写这样一
篇文章。这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
的白色的塑料袋，在超市里买东
西时人家白给的、份量忽略不计
的那种。但这只是起初第一眼的
印象，再细细打量一下，这塑料
袋子确实有些与众不同。它的材
质与档次和一般的超市塑料袋无
二，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图案设计
和印在上面的文字。

这可以说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超
市塑料袋，上面印有八朵紫色的
玫瑰。印着这八朵盛开的玫瑰，
我很喜欢这个袋子。那是今年夏
天我们到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旅
行时带回来的。记不清是在哪家
店里买东西时得到这样的袋子，
也许是久负盛名的Cow’s冰淇
淋店，也许是卖旅游纪念品的商
家，再或者是路边的加油站，总
之它不像美国超市里的塑料袋，
例如麻州和新罕布什州常见的
Market	Basket,上面印着大大的
超市名称和LOGO，充满整个画
面，毫无美感可言，其它连锁超
市亦是如此。唯有这个袋子，当
中印有一朵大大的紫色重瓣玫
瑰，两边紧挨着两朵略小一点的
玫瑰，然后是三朵中型的玫瑰，
静静地偎依在旁边。两朵最小的
玫瑰在最外边，有一朵与其它姊

妹相连，有一朵则俏皮而随意地
飘游在不远处的天空里。在八朵
大大小小的玫瑰上方，有两行温
馨的紫色文字：“谢谢！祝你今
天愉快！”在这塑料袋的最下面
还有一行排列紧密的紫色粗体文
字，字体不大却很醒目：“请返
还给参与合作的商家，以便回收
再利用”。

众所周知，现代生活中的塑料袋
实在太多了，我像很多人一样平
时看都不会看上两眼。只是那一
天在加拿大旅行时，这个美丽的
塑料袋在无意之中打动了我。有
玫瑰图案的袋子在手，相信人们
的心情自然会愉悦一些。

我的先生提醒我，美国也有类似
的塑料袋，比如位于我们附近
Littleton镇的九九中国超市里的
袋子。我比较了一下确是如此，
九九超市里的袋子上面印有三个
红色的镂空字体的大写英文“谢
谢！”，下面有一行小字：“祝
你今天愉快！”最下方
有“请重复使用或回收
这个袋子”的字样。只
是袋子上面没有图案，
整个设计显得有些工业
化，没有加拿大的塑料
袋设计得那么精心和富
于个性。

无独有偶，暑假里上中
学的女儿和几个朋友相
邀逛购物中心，拿回来

一个美丽透明的塑料袋子，是装
巧克力的包装袋。上面用红色和
绿色疏密相间的小点点做装饰，
配以恰当的字体，十分雅致。我
很好奇，问她在哪里得到的这个
袋子，她说是在Solomon	Pond	
Mall里的一家糖果店。只用两种
颜色，就设计出这样一个宜人的
袋子，令人赏心悦目。

现在这两个袋子就在我的案边，
我很钦佩这些袋子背后的设计
者。我曾经见过一幅油画，在黑
色的背景里画的是一个透明的皱
叠的塑料袋，在光与影的互动之
中，画面显得异常丰富。感悟画
家在塑料袋里也能找到美，也许
有一天，我会为我手边美丽的袋
子画一幅油画吧。

篇末感言：

生活里有了艺术与设计，便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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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牡丹和芍药的雍容华贵	
也没有玫瑰花的艳丽	
更没有鸢尾花的婀娜多姿	
和丁香的芬芳四溢	
她只是	
无名的淡紫色小花	
在那鲜为人注意的地方	
享受阳光雨露	
静听虫鸟低吟	
在蓝天白云下	
静静地开放	
清新而淡雅	

各种鲜花轮翻开了谢了	
只有这小花	
在长长的夏季里	
日日在这里安静地绽放	
悄无声息地	
点缀着这片小天地	
注意到她的人们	
惊喜地驻足	
感叹她的顽強	
她的美丽	
和不求闻达	
好似我的母亲

花		悟	

心竹蕙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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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房
kà fáng

春 天 来 了，一 对 小鸟 来 物 色 新 居。
chūn tiān lái le    yī  duì xiǎo niǎo lái wù sè xīn jū
他 们 前 看 看，后 看 看，左 看 看，右 看 看。
tā men qián kàn kan, hòu kàn kan,  zuǒ kàn kan,  yòu kàn kan
两 只 小 鸟  观 察 房 子 的 神 态 毫 不 逊 色 人 类。
liǎng zhī xiǎo niǎo guān chá fáng zi de shén tài háo bù xùn sè rén leì
我 看 得 入 神，想 象 着 鸟 夫 妻 的 对 话。 
wǒ kàn dé rù shén      xiǎng xiàng zhe niǎo fū qī de duì huà

亲爱的，这里有栋新上市的房！
qīn ài de zhè lǐ yǒu dòng xīn shàng shì de fáng 

亲爱的，这房的地点和环境不错！
qīn ài de zhè fáng de dì diǎn hé huán jìng bú cuò

亲爱的，这房还是新的！
qīn ài de    zhè fáng hái shì xīn de

亲爱的，我们就选这房如何？
qīn ài de    wǒ men jiù xuǎn zhè fáng rú hé

哎呀，亲爱的，我太胖了，这房门有点小！
āi yà      qīn ài de    wǒ tài pàng le zhè fáng mén yǒu diǎn xi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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