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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艾克顿中文学校贺卡设计比赛从十月底发起到
十一月底结束，不到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来自
28位学生的作品，学校行政人员投票从中选出了前三名
作品，共有六位学生获奖。下面是获奖名单：

第一名：Annie Huang  
第二名：Aaron Zhang,   Aria Shi
第三名：Jessica Chen,  Joyce Gong,   Sophie Z. Hua

12月20日： 学校多种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各自进行。
• 行政人员已经将春季注册的事宜确定， 网上注册已于

12月20日结束。 
• 1月31日是春季开学第一天， 学校还将受理Walk-in

注册。  
• 家长会积极筹备中文学校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 
• 老师们利用课余时间认真准备学校的春晚节目。 

1月3日：家长会的组织者们
在学校设台， 为中文学校
的春节联欢晚会做宣传并售
票。

美国青年领袖基
金会（AYLUS）
波士顿分会的志
愿者们在艾克顿
中文学校设点， 
卖书法筹款， 为
中国大陆需要来美国救治的儿童提供
帮助。

北美合唱协会为艾克顿中文学校颁发
了奖状， 以表彰我们学校对波士顿
地区《黄河》千人大合唱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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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自2015年开始被正式授权可以为在艾克顿中文学校工作的志愿者
验证服务时间并且颁发美国总统义工奖(President's Volunteer Service Award)
。该奖项的官方网站为(http://www.presidentialserviceawards.gov/). 在本校
工作的志愿者如持有美国绿卡或者是美国公民就都可以申请。

该奖项是对志愿者为本社区服务的一个很好证明。美国总统义工奖的评审工作每
年会进行一次。本校对每个志愿者在一年内的工作时间都有记录。在本校的社区
工作内容包括教学中不拿工资的助教(TA)，学校春节或年终演出活动，培训，以
及学校其他需要志愿者工作的活动如开学注册等。具体评审章程还在整理中。以
后会通知美国总统义工奖申请开始的时间，希望本校的志愿者能踊跃申请。

艾克顿中文学校“总统义工奖”介绍

校长助理 - 马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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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节日贺卡获奖和参赛作品

第一名  Annie Huang

第二名  Aaron Zhang 第二名     Aria Shi

第三名  Jessica Chen, 第三名    Joyce Gong 第三名  Sophie Z.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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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

七年级作文
指导老师： 孙颖

万诗旭

    什么是孝？在中国文化里孝是指小辈尊重关爱长辈的
文化传统。像孔子说的“百行孝为先”是我们中华民族
传统的美德，也是中国人品德形成的基础。孝字是上下
结构,“老”字在上“子”字在下，就像是小辈背着长
辈。

   为什么人们有孝？我们现代人要懂得孝,因为我们的父
母把我们养大，当父母老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照顾他们
一直到他们去世。我们小时候生病了，父母会精心照顾
我们直到我们康复。当他们老了，等他们生病了，我们
也要照顾他们。我们需要孝顺,因为孝是人类社会生存的
最基本的法则，如果年轻人不照顾和养活老人，老人就
会伤心，生病，或者死去。年轻人有一天都会变老，我
们也需要小辈的关心和照顾。

   古老的孝是不是都对呢？古时候，孔子说 “孝，是在
社会里最重要的规则”。在中国古代的孝文化中一切服
从长辈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我觉得这是不全对的，因
为一个好家庭大家都能有权利说自己的想法。如果这个
想法是对的，长辈和小辈都应该接受。

   这就是我理解的中华民族的孝文化。

华子熙

这个字 “孝 (xiao)”在中国历史悠久， 是中国传统的美
德之一， “孝” 的意思是你应该对家里的老人好，对
比你年纪大的人好，尊敬和帮助他们。这在人年轻的时
候也许不重要， 但是当人老了以后，他会年老体弱，他
会变得更加孤单， 他们摔倒后可能自己站不起来，会很
高兴如果有一个人来扶他一把； 东西掉到地上自己不能
弯腰捡起来，需要有人帮忙，上下楼梯有困难， 如果有
人扶他们一下就不会摔倒。这是 “孝”在生活中点点滴
滴的表现。

廖启瑞

孝是一种美德， 看上去很笼统， 实际上生活中一点一
滴的小事都可以表现这个“孝” 字。 你怎么对待老人
的? 你是不是尊重老人? 你会不会帮助老人在他们需要
你的帮助的时候？ 人老了以后不像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么
灵活，他们会失去很多相近年纪的朋友， 有的老人甚至
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他们会很孤单，很多时候非常无
助， 这是他们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 

我很喜欢帮助老人，帮他们做一些他们不会做的东西。
我也喜欢跟老人说话, 听他们讲以前的故事， 他们知道
很多东西， 我也可以从这些谈话中学到很多东西。我
想从最简单的事情， 像帮助老人到汽车站， 到养老院
里和他们聊聊天， 玩一些游戏或者纸牌， 帮他们买一
些他们需要的东西。 从这些小的地方可以看到“ 孝” 
字。 

有时我在想， 我们应该像爱护自己的宠物一样爱护年长
的老人， 这些老人一天天地老去， 我们要多花一些时
间陪陪他们， 和他们说说话， 我很喜欢和我的祖父母
聊天， 他们可以告诉我很多故事， 他们可以帮助我学
习中文， 我希望用这些小事来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这就是我对“ 孝” 的理解。 

张思元

几年前， 我有时跟爸爸妈妈吵架， 因为我朋友的爸爸
妈妈总给她们买好东西和名牌衣服，而我的爸爸妈妈却
给我买减价的东西和衣服。过节的时候我朋友还收到很
多礼物，我却才收到一本书或者学校要的东西。有一次
我不高兴地问我的爸爸妈妈为什么我不能跟我朋友一
样。他们听了，过了一会儿就说，“你觉得这些东西对
你有那么重要吗? 思元。” 

过了很长时间，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不给我买
跟我的朋友一样的东西。他们即使有钱也不愿意跟我买
太贵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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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长大了一些，终于明白了我的爸爸妈妈的想法。
我明白了即使有很多钱，也不能乱花钱买不需要的东
西。爸爸妈妈就想要我从小学会合理和聪明地花钱。
爸爸妈妈工作辛苦，还要照顾我和我的姐姐。我很爱
他们。我睡觉前，我老记着跟他们说，“谢谢，我爱
您。” 他们有时候问我为什么说谢谢，我每次都回
答，“因为您们给了我很多帮助。” 我觉得“孝” 就
是爱，我永远爱我的爸爸和妈妈。

徐福润

孝，我的理解是孩子对父母的尊重,支持和帮助。孩子要
对父母尽孝,因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付出了很多
的心血，付出了很多的爱。为了报答父母对孩子的养育
之恩，孩子就应该对父母行孝。在平时，我们应该对父
母尊重，听他们的话。当他们年纪大了，我们应该照顾
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我们中国人很讲究孝道，俗话说:“百善孝为先”。中
国历史上有很多孝子行孝的故事。有王祥的卧冰求鲤，
汉文帝的亲尝汤药，还有子路的百里负米。在我们生活
中，人们赞扬孝子的善行，也谴责那些对父母不孝顺的
孩子。

在我的家庭里，孝敬父母是一个很好传统。我的姥爷就
给我们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姥爷的爸爸很早就去世
了，是他的妈妈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五个孩子抚育成
人。姥爷对他的妈妈非常孝顺，从他工作的第一天开
始，一直到太姥姥九十六岁去世，姥爷每个月都会把自
己的一部分工资交给太姥姥作为生活费。每年姥爷都会
回老家去看太姥姥。每次都忘不了给太姥姥买她爱吃的
食物。妈妈从小就耳濡目染受到姥爷的熏陶，也对自己
的父母很孝顺。现在，姥姥和姥爷年纪大了，妈妈每个
星期都会给姥姥和姥爷打电话，嘘寒问暖，也让我和妹
妹跟他们说一会儿话，逗他们开心。现在，我们在国
外，不能每年都回国，但是妈妈会尽量安排，像今年春
节，我们全家就回去跟姥姥和姥爷过的年。

我从姥爷和妈妈身上学到了怎么孝顺自己的父母。我现
在还小，孝顺父母就是要听爸爸和妈妈的话，好好学
习，管好自己的事情，帮爸爸妈妈做家务事，尽量帮着
减少爸爸和妈妈的负担。等我长大了，我要做一个爸爸
和妈妈所期望的对社会有用的人，帮助别人，也帮助我
的爸爸和妈妈过上一个幸福安宁的晚年生活。
 

朱秋悦

孝，什么是孝？简单地说，孝就是对自己的长辈如爷
爷，奶奶，外婆，外公，爸爸，妈妈的尊重和爱戴。

孝是中国文化的一大重要元素，它表现在很多方面， 
例如长辈说话时要仔细聆听，年老长辈如爷爷奶奶行动
不方便对我们做晚辈的要给予帮助。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做到孝呢？具体的例子是
如果爷爷奶奶上下楼梯不方便我们做晚辈的就要搀扶他
们上下楼梯。 如果家里长辈有生病或行动不方便的时
候，我们做晚辈的要给予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如果年
老的长辈在外面遇到危险时，我们要保护他们。

我现在年纪还小， 对“孝”字的体会还不是很多， 随
着我的年龄一天天长大， 我父母以及家中的长辈也会
越来越老， 他们会更需要我的帮助。

李欣瑞

孝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美德之一，古人说：“百行孝
为先”。中国儒家有著名的《孝经》， 中国古代有知
名的故事《二十四孝》。在中国， 孩子们从小就被老
师， 父母和学校教育要尊重长辈。孝顺是个孩子必备
的美好品德。 做个孝顺的孩子是很光荣的。

在我的家里，我的父母的言传身教使我养成孝顺老人，
帮助父母的好习惯。2013年我的外公外婆来我家。 我
的外婆4天后不小心摔断了她的手腕，她当时不舒服，
只好 在家养病。我每天放学后，帮她拿水拿饭， 陪她
说话。让她的心情好些， 身体好得更快。 几个月后，
不幸的是我外公得了脑血栓， 也只好在家养病。我爸
妈每天早出晚归，非常忙碌， 我也学妈妈帮助我的外
公做事。大家都夸我是个懂事的孩子。

我每天努力帮我的父母做事。 爸爸妈妈上班忙，又要
照顾我们， 家里的事需要有人做。 我帮爸爸修剪草
坪，帮做饭，帮妈妈收碗， 收菜，叠衣服，擦桌子。 
我做的最好的家务事是拖地板。 地板又亮又干净， 我
心里很高兴。

我认为， 孝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有的人每
天把”孝”挂在嘴边， 却从不愿意帮别人做任何人事
情。我会用自己一点一滴的言行， 向大家说：“我是
个孝顺的好孩子”。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从一点一滴的
小事做起， “孝“ 这个传统美德就会被世世代代地传
播， 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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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欣瑞

孝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美德之一，古人说：“百行孝
为先”。中国儒家有著名的《孝经》， 中国古代有知
名的故事《二十四孝》。在中国， 孩子们从小就被老
师， 父母和学校教育要尊重长辈。孝顺是个孩子必备
的美好品德。 做个孝顺的孩子是很光荣的。

在我的家里，我的父母的言传身教使我养成孝顺老人，
帮助父母的好习惯。2013年我的外公外婆来我家。 我
的外婆4天后不小心摔断了她的手腕，她当时不舒服，
只好 在家养病。我每天放学后，帮她拿水拿饭， 陪她
说话。让她的心情好些， 身体好得更快。 几个月后，
不幸的是我外公得了脑血栓， 也只好在家养病。我爸
妈每天早出晚归，非常忙碌， 我也学妈妈帮助我的外
公做事。大家都夸我是个懂事的孩子。

我每天努力帮我的父母做事。 爸爸妈妈上班忙，又要
照顾我们， 家里的事需要有人做。 我帮爸爸修剪草
坪，帮做饭，帮妈妈收碗， 收菜，叠衣服，擦桌子。 

我做的最好的家务事是拖地板。 地板又亮又干净， 我
心里很高兴。
我认为， 孝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有的人每
天把”孝”挂在嘴边， 却从不愿意帮别人做任何人事
情。我会用自己一点一滴的言行， 向大家说：“我是
个孝顺的好孩子”。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从一点一滴的
小事做起， “孝“ 这个传统美德就会被世世代代地传
播， 发扬光大。 

殷慧文

“ 孝”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孝“ 的
意思简单地说就是你对你的长辈怎么样。例如你对你的
妈妈，爸爸，姑姑，爷爷 和 奶奶 怎么样。孝不是对你
的姐姐，哥哥，妹妹还是你的小弟弟怎么样。因为对你
的兄弟姐妹好是完全不同的事。那是相互爱护，因为是
平輩不能用孝字。对上一輩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爸爸
妈妈姑姑们可以用孝字。

No. 109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六年一月

9



            我爱我的奶奶和爷爷，他们对我很好。我平时
总是会去帮助他们， 尤其是他们身体不便的时候。 比
如说， 爷爷的腰不好，他不小心把东西掉在地上了，
我就帮他捡。起来。 我的奶奶有一次把脚扭伤了，行
动不便， 我就逗她开心，让她笑一笑， 这样她的脚也
会好得快一些。我会尽量帮她做一点她的家务事， 他
们都夸我是懂事的好孩子。 

            我对我的姥姥和姥爷也很好。我小时候他们一
直照顾我， 我记得我有时吃饭的时候不小心会把粮食
洒在地上 ， 姥爷会轻轻地打我的小手。 因为他小时候
生活很苦， 他很节约， 不喜欢浪费粮食。我跟姥爷讲
话的时候总是要很大声，因为他的听力不好。平时我还
会经常帮姥姥做饭。
           我爸爸在中国工作， 所以我跟我的爸爸在一起
的时间不多。我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很多。但我对爸
爸妈妈的爱是一样的。我爱我的妈妈和爸爸。我会每
天帮妈妈煮咖啡， 每天她下班回来的时候我帮她打开
门，欢迎她回家。我也经常和我爸爸打电话， 给他做
礼物。
 
           孝包括很多方面。它体现在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小
事上。孝是中国的美德，我们这些在美国的第二代 华
人应该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下去。

王春玉

在我的一生中，我的爸爸和妈妈始终如一地帮助和支持
我！我想世界上所有的孩子和我一样，也受到了他们父
母的关怀和爱护。因此，当我们的父母变老和需要帮助
的时候， 我们应该帮助和关爱他们，来报答他们对我
们的养育之恩。这就是我对“孝”的理解。

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亲身经历了许多事情爸爸和妈妈用
他们自己的行为，教育我怎么成为一个孝顺的孩子。在
我小的时候，在中国的姥姥生了重病。我妈妈放下所有
的工作，乘飞机不远万里去中国看望和照顾姥姥。她在
中国呆了很长时间才返回来。当时这对我触动很大，使
我深深体会到，孝就是爱，而爱对一个家庭来讲是何等
重要。

另外一个故事是发生在美国，我最要好的朋友Ashley家
里。她们是一家美国人。Ashley的姥姥80多岁，身体虚
弱，不能走路。在家里，Ashley的姥姥由于长期生病，
脾气不好， 并要求去养老院，但是Ashley的妈妈坚持
在家里关心照顾她，直到她去世。这就是女儿对妈妈无
私的爱！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孝就是爱，她来自于你的心底。有
朝一日，当我父母老的时候，我要孝敬他们，让他们知
道我永远爱他们，并感激他们的养育之恩！

胡凯铭

我的外婆已经80多岁了。她曾经在我哥哥小的时候照顾
过他， 我记得她很会讲故事， 会做很多好吃的东西。
后来，她年纪愈来愈大，  她渐渐地失去了记忆。她不
再知道我和我的哥哥是谁。她也不知道我的妈妈（她的
女儿）是谁。

我的妈妈每星期五跟我外婆和两个姐姐用WeChat讲
话。她们都住在中国。外婆和小姨妈住在一起。我的妈
妈一看到她，妈妈说，“妈妈，是我！你的女儿。你记
得么？” 外婆看到我的妈妈就笑。我看见我的妈妈每
次和外婆聊天都很高兴，我想我也应该和外婆多讲讲
话，她一定会很开心。

每个人年輕的时候，他们要工作，挣錢养家， 抚养他
们的孩子。当人老了的时候， 他们的朋友渐渐地逝
去， 他们的孩子也都有了各自的家庭和生活， 他们会
有大大小小不同的疾病和疼痛， 这时候他们很需要我
们的关心和帮助，我们年轻人要多帮忙和照顾他们， 
和他们聊聊天，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我们不仅仅
要照顾自己家的老人， 也要帮助社区中的老人， 如果
每个人都能试着这么做， 所有的老人的晚年会更加幸
福， 美满， 我们的社会也会更加安定。 

这就是我理解“孝” 的含义。 

金培坤

孝是指尊敬, 奉养父母. 中国古代有个说法叫作 ”百善
孝为先”, 就是说在所有良好的品德中, 孝是最重要的. 

孝,可以是从很小的事情做起.当我们小的时候，孝顺可
以是帮爸爸煮咖啡, 帮妈妈打扫卫生，收拾房间, 洗衣服
这样的小事. 

记得有一次妈妈身体不舒服, 爸爸在上班. 我想起以前自
己生病的时候妈妈是如何照顾我的, 我就学习妈妈的样
子, 问她想吃什么, 帮她热水喝, 烤面包吃. 那一天, 我还
帮妈妈打扫了房间, 让他有更多的时间躺在床上休息. 这
些虽然都是小事, 但是我孝顺妈妈的点点滴滴.

长大以后, 当父母变老了, 身体变差了, 精力不如以前了, 
这时候, 他们更需要我们的关心和照顾. 这时候, 孝顺可
以是多陪陪他们, 关心他们, 帮助他们保持身体健康, 心
情愉快.

孝, 就是从身边的小事, 点点滴滴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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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逸逍

“世界真美好。” 迈克尔自言自语的说。他爬出了
床，换好了衣服，然后走下楼，准备吃饭，然后去学校
上课。他看见他的妈妈在一边洗碗，一边做早饭，显得
很辛苦。迈克尔看到他的妈妈这么辛苦，就对他说：“
你需要我帮忙吗？我可以帮你洗碗。”他的妈妈回答
道：“谢谢你，你是可以帮我洗一点碗。”
  
在一样的区里面，有一个小男孩，叫詹姆斯，起了床，
刷好牙，洗好脸，就下楼吃饭了。他的妈妈正在管着他
的弟弟，然后再洗碗。詹姆斯看到这些一点也不管，就
坐下开始吃饭了。吃好了，他也不帮他的妈妈收拾，就
上楼准备去学校的东西了。

这两个短篇故事都是围着一个字写出来的：孝。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小孩要对他的父母好，也是说要对
所有的老人好，不仅是你的父母，其他的阿姨叔叔我们
也得一样的对待他们。孝这个字是中国文化品德教育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有的人认为孝是很多年前的事，现代人不用再遵守孝带
来的规矩了。也有人认为孝在中国存在了很多年的历
史，一下子拿掉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孝的一层含义是所有的小孩都对他们的父母好，不管他
们想不想。这样，父母的生活会更轻松，而且养小孩照
顾家也会容易多了。小孩对父母好是应该的，应为父母
养了他们是很辛苦的。

迈克尔现在要上学了。他背上他的包，准备出门了。因
为他帮了他的妈妈，给了他的妈妈更多时间准备他上学
的东西，所以迈克尔不用找他要上学的用的东西，背好
包就走出门了。

反而，在詹姆斯的家，他的妈妈还在忙他的弟弟，没有

时间帮詹姆斯找东西，就迟到了。

孝的另一层含义是要孩子听长辈的话，不许有反对意
见，即使长辈的意见是错的。很多家长为了让他们的小
孩听话，老是骂他们和打他们。现在这种事发生得比较
少了。

鲍问远

孝是什么？孝就是尊重和爱护老人。如果没有孝，这个
世界就会成为一个吵吵闹闹的世界。没有秩序，还会有
更多人受到伤害甚至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懂得“
孝”。

 从简单的事情上， 孝就是帮助老人开开门，让
他（她）们先选东西，或者类似的点点滴滴的小事情。
如果你这样做了， 会给别人带来很多方便， 别人会感
谢你，你的心里也会感到欣慰。所以，每个人应该从这
些点滴小事做起。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就是听长辈
的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孝顺是人人提倡的美德。

 历史上有很多关于“孝” 的故事， 这里就举一
个例子 :
明朝湖南道川守将沈至绪，有一個独生女兒，名叫沈云
英。自小聪明好学，跟父親学得一身好武艺。因其父率
兵迎异军死在战场上，当时沈云英才十七岁，她登上高
处大声呼叫：“我虽然是一个小女子，为完成父亲守城
的遗志，我要决一死战。希望全体军民保卫家乡。”大
家深受感动，发誓要夺回失地。很快解除了包围，取得
了胜利。沈云英找到父亲的尸体，大声痛哭，全体军民
都穿上孝服，参加了葬礼。朝廷下令追封沈至绪为副总
兵，並任命沈云英为游击将军，继续守卫道州府。后來
人们为她建了一座忠孝双全的记念祠。有诗颂曰：
　　异军攻城围义兵，娥眉汗马解围城；
　　父仇围难两湔雪，千古流芳忠孝名。

配图诗

MLP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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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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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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第二天早上，Saga早早的地起来，打算骑车到修车铺。 
“你好，老先生。Andris哥的车怎么样？”

“没事，就是有一些蹭伤。别说车了，这次的任务怎么
样啊？”开修车铺的老人问。现在，小镇里只有他妹
妹，医生，还有和修车铺的老人知道他们的工作，大家
都知道保守秘密。

Saga嘟着嘴。“真无聊。刚一开始以为会好玩，可是大
部分都是Levente哥做的。”
 
老人笑了一下。“那你是不是也
做了很多啊？”

“没有！我只把车和箱子找到
了。没干其他事。”

“好了好了，今天不是还要开会
吗？怎么不准备呢？”老人摆
手，让她赶快去准备。

Saga睁大了眼睛。“对啊！我怎
么忘了呢？拜拜！我得走了！”
她一边开始跑，一边对老人挥了挥手。

到了家之后，她洗完了澡，然后穿上了更正式的衣服。

“要走了？”Ki问。

“嗯，忘了今天还有个会议。对不起今天不能跟你玩
哦。”Saga说。

Ki笑了一下。“没关系，只要你带回来一些好吃的。”

Saga轻轻的拍了她一下，笑着说。“你整天都想着吃的
吗？”摇了摇头，然后继续。“好的，我会拿回来好吃
的。”

“早点回来哼!”

Saga又笑了一下。“Ok!”

*=*=*=*=*=*

过了几分钟，她就到了总部。在门口，Andris在等着
她。“还以为你忘了呢。快点吧，会议就要开始啦！”

他们走进去的时候，Saga高兴地说，“其实我是忘掉
了。是开修车铺的老人提醒我的。”

Andris窃笑。“哇，真的？你一点都没想到？”

Saga点了点头。一边走，一边接着说。“一点都没想
到。”

“怎么忘了呢？一直都是你提
醒我。”

“哎，你听到消息了吗？Ailee
姐和。。。”Saga的话停住
了。站在他们两个的前面站着
一个人。
Andris也停了一下。“您-您
好。”他结结巴巴地说。

站在他们两个面的前面的人
点了一下头。“嗯，你们来

了？”他是Levente的爸爸，也是他们的公司 的头。他
眼上的疤痕让他人感觉非常可怕。

“是的。” Saga回答。

“昨天晚上怎么样？顺利吗？”Levente的爸爸又问。

Saga点点头。Levente的爸爸又问了几句，然后就走
了。当他一离开，Saga就用胳臂捅了Andris一下，把他
的注意力抓住了。“干啥哪呢？为什么那么呆？”她耳
语。

（未完待续）

黑客公司 (续）

袁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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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画繁星
Paint Nite

鸿冰

美哉，画之夜 （Paint Nite）！将繁星满天的苍
穹，尽收于波士顿时尚的餐厅。闪烁的灯光下，美
酒醇香。看着那些手舞足蹈、酷爱艺术的青春女
孩，我忽然忆起年轻时的自己，廿年前穿着艺术女
孩个性的长裙，带着五彩的项链，拿着画笔、专心
求艺的瞬间。

廿多年了，自己变了吗？当然！也许，未泯的童
心，依旧如初。如果真的变了，为什么我还是那么
喜欢这天马行空的画夜，想去为一幅“夜之画”在
寒风中裹衣出门，做一次好奇的探访？无奈诸事羁
绊，无暇身体力行去完成哪怕一次这样的艺术实
践。幸而生活在信息化的时代，可以足不出户而知
天下，就让意念展开翅膀，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经
历一次浪漫的艺术之旅吧。

大都市的傍晚，一张没有黑色的夜景图。梵高画中
的咖啡馆，一改夜深人静的冷清与空寂，坐满了边
喝酒、边绘画的时尚青年，临时拼起来的长长的桌
子中央，两排架起的亚麻布画框几乎密到一个挨一
个的地步。下了班的都市青年，三两结伴，来到餐
馆酒吧，在柔和的灯光下，一手高举着香槟，一手
在画布上涂抹着大红大紫的丙烯颜料。殷红的花
儿，火烧的云，澄澈的夜空；还有那张张光彩照人
的青春笑脸，化作繁星点点，将斑斓的色彩凝固在
洁白的亚麻画布上。鼎沸的人声，驱散了新英格兰
冬日的寒冷。高谈阔论之间，时间仿佛戛然而止
了。

如果自己再年轻一次，我会愿意做“画之夜”里的
学徒，择一幅寓意深远的好画，将艺术在繁星满天
的今晚定格。如果我不再年轻，我会乐于做“画之
夜”的艺术指导，周围聚集着一群爱好艺术的年轻
人，着一身和他们一样的新潮装束，为今夜创意出
一幅幅佳作，与青春共舞。

“画之夜（Paint Nite）”是近年来在美国大都市
流行的一种艺术互动，始于2012年，由丹•赫尔
曼（Dan Hermann）和肖恩•迈克格雷尔（Sean 
McGrail）在波士顿的萨默维尔（Somerville）创
建。他们的灵感来自于一个友人的生日聚会，那次

聚会在一位画家的画室里举行，不仅有葡萄美酒，
还有机会让人们品尝到一顿难得的艺术大餐，恣意
纵横的画笔，激发出人们内在的潜能与才思。
丹和肖恩深入到当地的酒吧和餐厅，并动员萨默维
尔的艺术家，在餐厅、酒吧和俱乐部里安排四、五
十人一起的艺术大课。茶余饭后，人们边饮酒、边
作画，比肩接踵，热闹非凡，丰富了都市单身贵族
的精神生活，并为画家和餐饮业带来巨大收益。让
艺术走出学院的象牙塔，成为一种时尚，这是何等
天才的创意！

一月份是波士顿最寒冷的季节，在“画夜”的网站
里排满了不同画家的2小时课程排期和画作。其中
在萨默维尔的一幅画颇为有趣，背景是梵高著名
的“星夜”，前景是巴黎埃菲尔铁塔。如果梵高生
活在当下，来到“画之夜”，他看到人们在临摹、
改编、发挥着自己的那幅“星夜”，是会微笑还是
会皱眉？

新年伊始，不禁问自己，是否真的有一天，我会走
进繁星满天的画夜（Paint Nite），成为它的一分
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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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马燕介绍笛子独奏曲《秋湖月夜》
Lena

二零一五年的一个冬夜，Acton华人读书会会员马
燕给其他会友们介绍了根据宋词《念奴娇•过洞
庭》而创作的笛子独奏曲《秋湖月夜》。马燕是读
书会最忠实的会员之一。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她多
次奉献自己的音乐才能。给大家讲乐理，讲乐器，
分析欣赏乐曲，介绍音乐家等。她的音乐讲座是最
受大家欢迎的活动之一。

《念奴娇•过洞庭》是南宋文学家张孝祥泛舟洞庭
湖时的即景抒怀之作。词人借洞庭夜月，抒发自己
对家国社稷的冰心玉壶之情，同时也隐隐透露出刚
被贬谪的悲凉心态。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界琼田三万
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
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
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
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这段美妙文字中表达的意境与情感辽阔深沉。即
使“悠然心会”也不免“妙处难与君说”。当代
笛子演奏家余逊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根据这首词
创作了笛子独奏曲《秋湖月夜》。他用另一种语
言---音符成功地为这首词做了最完美的注释。此曲
于1984年获全国民族器乐作品一等奖，又于1993
年获“二十世纪华人经典作品奖”。马燕要通过介
绍《秋湖月夜》，来展示这段音乐是怎样物化，深
化和拓展原诗的主题和意境的。以及面对同一个景
色同一种意境，用文字表达与用音符表达又是怎样
地各有千秋。 

曲子不长。马燕有时间做全方位的讲解。

她先是把《念奴娇--过洞庭》在文字上走了一遍。
在要放音乐前蓉蓉提议说先不讲解，让我们自己
听听看能听懂多少。结果我自己的感受是曲子蛮好
听。不少地方能听出安静和宽阔，有时能感觉到流
水和风动。但是没听出层次，还有一部份欢快的乐
曲不知是对应词中的哪一部分。

马燕接下来的讲解正好解决了我的这些疑惑。原来

主旋律被演奏了两边。第一遍用来写景，也就是描
述月夜下一湖秋水的宁静澄澈，微风吹来涟漪荡漾
和树影婆娑的画面。第二遍演奏是表达主人公的情
感世界。同一个旋律在原调上被降了一调。这时曲
子的深沉凝重正好抒发主人公在被贬谪后内心的忧
郁苦闷。那一段我没找到”归属“的欢快的乐曲原
来是主人公的一段梦境。借以追思他曾经有过的”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美好时光。

关于这个曲子的美妙之处马燕还讲了几点。

简约美。主旋律不复杂但优美流畅。通过对主旋
律两遍不同的诠释，即有了景的美也有了情的深。

还是简约美。配器简单。把各个乐器运用得恰到好
处。比如古筝对水的经典模拟；还有大提琴与主乐
器（笛子）间凄婉深情的互相倾诉。

借用戏曲中的音乐元素来强化乐曲的表现力。这不
奇怪。余逊发本来就是搞戏曲出身的。

中国乐曲一般只有五个音。没有“4”（Fa）和 
“7“（Xi）。而作者在关键的地方加了一个长长
的“4”（Fa）来表现了主人公悲愤得如哽在喉，
又无从宣泄的苦状。

最后马燕还分享了她喜欢的几个CD，和去NYC看
歌剧的感受。

懂音乐的Bob 提了几个内行的问题。听马燕和Bob
的对话也是能学到东西的。正像婷婷说的“一曲
笛子，几句宋词。感触颇多，收获甚丰。很享受
的一个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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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一对黑帽山雀的家。
 zhè  shì yí duì hēi mào shān què de jiā

2. 一天，麻雀看上了黑帽山雀的房子，
yì tiān, má què kàn shàng le hēi mào shān què de fáng zi,  
黑帽山雀也觉察到了。   
hēi mào shān què yě chá jué dào le.

3. 麻雀企图占领这栋房子，  
má  què  qǐ  tú  zhàn  ling3 zhè dòng fáng zi 
黑帽山雀奋力搏斗。  
hēi  mào shān què fèn lì bó dòu

4. 黑帽山雀虽小，但是为了保卫家园， 
hēi mào shān què suí xiǎo, dàn shì weì le bǎo weì jiā yuán 
它不顾一切地拼搏，有时甚至一对二。
 tā bú gù yí qiè di pīn bó, yǒu shí shèn zhì shì yī duì èr.

保
卫
家
园 5. 家园最终保住了。

 jiā yuán zuì zhōng bǎo zhù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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