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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七日晚，	中
文学校语言课和文
化课教师借用波士
顿西区华人教会的
场所，进行了开学
前老师的培训。语
言课教务主任于晓
研，石红月，姜海
群就教师的职责，
学校的规定等等，	
做了详细的介绍。

同一晚上，文化教
务主任王晓梅给老
师们讲解了学校的
规章制度。

中文学校董事长刘
相海，家长会主席
朱涛，校长徐向
东，副校长满霞和
全体行政人员也到
场支持。会中，校
长们们给大家讲解了学校的基本制度，

九月十一日，	中文学校正式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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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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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夏天的休息之后，	
老师和学生们高高兴兴地来到学校，	开始了新学期的教学和
学习生活。

下面是2016~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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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月 114 10/2 10/9
10/11月 115 11/6 11/13
11/12月 116 12/4 12/11
1月 117 1/15 1/22

每月见闻

征集节日贺卡设计图

学校决定在我们中文学校的学生中征
集节日贺卡的设计，由学校管理人员
无记名投票，从中选出一，二，三等
奖，获奖的学生将获得学校的证书和
奖励。 一等奖一名, $20,二等奖二
名, $15，三等奖三名, $10，所有参
加的学生都会获得鼓励奖。参赛的作
品将刊登在之后的校刊上。第一名的
设计还将以中文学校的名义做成贺
卡， 用于学校的礼仪和公关。  

设计要求：   图案简洁明了， 有中       
国文化特色。
形 式：      *.jpeg
截止日期：  11月25/2016
发送地址：   sj@acls-m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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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中文学校的老师们、同学们、家长们，你们好！
我们已送走了炎热的夏季，迎来了凉爽的秋天。希望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暑假！
在这宜人的金秋时节，我们中文学校已于九月十一日正式开学了！
今年我们中文学校开设了38个语言班，29个文化班/俱乐部。总计学生注册人数为725人，其中语言
课学生632人，文化课学生293人。注册情况与上学年大致持平，人数略有上升。这些数字一方面反
映出我们学校的实力和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我们学校的信赖和支持。谢谢老师
们的辛勤工作，也谢谢家长的支持帮助！

为了做好秋季学期的开学准备工作，我们中文学校的老师和行政管理团队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
从上学期刚一结束，负责教学的几位主任就开始忙于确定开课班级，选配老师，统计教材，调配学生
分班，分配教室等诸多繁琐的事务。即便在暑期里也没休息，忙着面试新老师，评估新教材，组织年
级组长开会，为全体老师做开学准备动员等等，不一而足。许多老师也早早就开始了备课的工作。而
Admin团队的其他人员也都各司其责，分工协作，为保障新学期开学的顺利进行而忙碌：负责系统的
同仁为方便学生注册，先后两次开放在线注册系统；负责注册，财务，总务的几位同仁则密切关注注
册情况，联络家长及时缴纳学费，预先按注册名单分好课本，确保已缴费的同学开学第一天能及时领
到课本；而负责安保和学生志愿者的同仁早早就根据学校教学需要，制定计划，安排人手，确保学校
能顺畅运行，无后顾之忧。

大家的一番辛劳总算没有白费：新学期开学以来，学校运行平稳，各项工作迅速走入正轨，正在有条
不紊地顺利进行。当然，我们的工作也有一些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比如说，在执行校舍使用守则
方面，做得还不够，收到了几起投诉，涉及乱动教室里的物品，在白板/笔记本上涂鸦等。一方面我们
要加强对学生的提醒和教育，另一方面也希望广大家长能积极配合，督导孩子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大家一起努力把学校的工作做得更好。

这个学期除了正常的教学之外，学校还将组织举办几项大的活动：
1.	 11月12日，《红楼梦》主题曲音乐会（与波士顿音协合办）
2.	 2016	ACLS节日贺卡设计大赛
3.	 2016	ACLS中文作文比赛暨第五届侨报组织举办的少儿中文大赛

希望大家能大力支持，积极踊跃参与，让我们的学校越办越好，在传播、推广中华文化，服务当地社
区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谢谢大家！

校长：	徐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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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八月

二十五号，周四

晚上，有一亇中国音乐舞

蹈的晚会，在Acton NARA 

Park。

过了几天，我们看到校董

事会长，老刘，发了一个

E-News, 填上报上，贴了我

们中文学校民族舞俱乐部

的，演出大照片《欢天喜地》。首先我们大家非常（惊喜）！因为节目很

多，我们大妈们，有的刚下班赶上了舞台，都非常低调，只是想积极参与社

区服务的心态，没有想过上报了！但是我们的舞蹈队充满正能量的中国秧歌

舞《欢天喜地》，的确得到了社区的热烈的掌声！

我们俱乐部正式成立，是今

年2016中校春节联欢晚会

上，演出成功后，春季开学

时。而我们从零计划排练节

目，是在2015年秋天的十月

份。当时我是在部分热爱民

族舞的，年轻家长们的鼓励

下，希望用我的艺术专业知

识，指导大家，提高民族舞

2016仲夏中国传统音乐歌舞之夜	
欢天喜地   文/朱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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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素质教育。我一直在校教儿童舞十几年了，似乎应该为成人舞蹈尽点

力的前提下，接下了任务。尤其得到了当界的张校长领导们的大力支持，找

了一些室内外的临时空间场地。我们大家都是义务互助，拉出了一个十人的

舞蹈队，也不知道是否真能上台表演？我们一点点编排，从练习台步和手绢

花开始。我们一点点寻找服装，舞鞋与道具，感谢群里老校长汉兰，泽鸣，

秀兰，小玲，培俊的帮助下解决了困难。也感谢群里，美丽专业的年轻家

长，化妆师丽云，也是台上的舞者。感谢我们大家赞美的周班周晓红，刘班

刘畅，庄班庄宁的尽业与团队精神，也感谢陈挺老师帮忙的音乐剪辑，还有

居红，晓虹，玉萍，郑玲，曾霞，君静，亚萍，敏华等，全体俱乐部会员们

的相助支持。春节的初次演出成功，给我们上个月，仲夏之夜的八月，再次

社区演出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也感谢我们的董事会，利宁老师的

后补队员的大功劳！还有翔英老师的严重点赞！当然还要感谢小梅老师主

任，记得我们，邀请我们参加演出！最后希望更多的大妈们，辣妈们、参加

我们的民族舞俱乐部的学习，排练出更多精彩的民族风情的舞蹈，为社区服

务，把中文学校传承文化的事情做好！也为孩子们做一个榜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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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仲夏中国传统音乐歌舞之夜	《照片花絮》

No. 114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六年九/十月

5



话剧《海外剩女》京城演出回眸

文/王晓梅

作为一个曾经的电视人，真没想到若干年后回到中国，会以话剧演员的身份跟观众见
面。

《海外剩女》作为波士顿第一场华人话剧，在继波城和纽约外百老汇演出载誉归来之
后，我们六个剧社组合演员
又欢聚北京。应北京市侨联
特邀，由中国华侨国际文化
交流促进会、海淀区侨联共
同主办的跨国话剧表演，8
月22日到24日在北京海淀剧
场进行了为期三天六场的演
出。

话剧《海外剩女》，主要表
现海外华人尤其是高学历知
识女性在海外的生活状况，
特别是女性婚恋现实的作
品，讲述来自三个不同地方
和不同年龄段的华裔单身女
性在美国历经曲折、不断打
拼的生活故事。

赴中国演出，由于是六个剧
社组合的演出团队，很多演
员彼此从未谋面，但是经过
大家刻苦排练，舞台上都能
默契配合、滴水不漏。不同
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环境，北
京观众又见多识广，观众能
否会产生共鸣？当舞台的大
幕拉开，我们质朴和真诚的
表演，很快抓住了观众的
心。北京观众很热情，但是
跟美国观众的笑点和喝彩
处不完全相同。当欣媛说
到：“我身后还站着十三亿
中国人民呢！”	台下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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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的掌声。比如栗秋母子那场戏，说的是妈妈为了能留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陪儿子读
书，忍气吞声在实验室刷瓶子，而刚来到美国的儿子受到语言和文化的冲击，哭诉要回
国，在美国演出得到了强烈的共鸣，而在北京却没有感受到。我扮演的女博士菁喆，跟
妈妈视频时，有一句台词：在美国，博士就是最高学历，找不到工作才做博士后。这句
话，在前五场的演出中都没有看到大的反应。没想到最后一场演出时却得到了热情的掌
声，演出后正当我疑惑时，另一位演员告诉我，最后这场演出来了300个海归观众。还
有的观众正打算送孩子去海外留学，想通过先话剧了解一下。当他们带着孩子看完演出
后，深有感触地说：原来认为华人在美国过得很安逸，没想到有也这么多的艰辛和无奈
啊。

最让我感动的是，最后两场演出我的很多大学同学和家人都来了，还有几位特意从外地
飞来，这让我深受鼓舞，最后一场戏也感觉在飙戏，演得很过瘾。意外的收获是这样的
同学相聚方式，也成了我们班同学聚会的开幕式。一位做援藏干部的同学，正好回京开
会，就带着父母、妻子和儿子来看了话剧。演出结束，他12岁的儿子悄悄告诉我：阿
姨，你在台上哭，我爷爷奶奶和妈妈在台下哭。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央广网、光明
网、中国广播网、新华网、千龙网、凤凰财经等媒体给剧社做了精彩的新闻报道。很多
话剧团和演艺界的艺术家们也纷纷到现场助阵。

这次演出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全家四口，一起登台。一年来，两个女儿贝贝和娜娜分别
8岁和6岁，在剧组潜移默化学了很多中文台词。有一次，我让贝贝整理抽屉，她说：
妈，我心好累。一天，姐姐叫妹妹一起去后院打秋千，妹妹怕蜜蜂不想去，姐姐说：你
不跟我打秋千，人生绝对不完美。

							2016这个火热的夏天，梦一样的三天，忙碌着却激情满怀，疲惫却意义非凡。北
京观众的热情让我感恩，难忘的时光将成为一生最美的回忆。华人在海外辛勤打拼，充
满艰辛无奈但也精彩灿烂，我们愿以各种艺术形式，表达自我，服务社区。演出圆满落
幕，而我们华人的故事，却刚刚展开篇章…现在剧社正在准备10月23日赴罗德岛演出。
衷心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与厚爱！

*	话剧《海外剩女》，主要表现海外华人尤其是高学历知识女性在海外的生活状况，特别是女性婚恋现
实的作品，讲述来自三个不同地方和不同年龄段的华裔单身女性在美国历经曲折、不断打拼的生活故
事。也涉及了网络交友，妈妈对孩子的望子成龙，渐行渐远的跨国恋、海外留学生的发展尴尬等等社会
话题。展现了华人大龄女在美打拼的种种艰辛和苦涩，话剧描述的中国高知剩女的故事，基本反映了十
余年前后出国的精英们光鲜背后的窘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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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4B	老师						居韫玮

我十几年前从中国来美国，学的是电子
工程，习惯了跟电脑打交道。没想到自
己有小孩以后，喜欢上了跟小朋友们相
处，爱看他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回答他
们提的各种问题。自己也去听了些亲子
教育的讲座，有空时也爱了解跟小孩子
打交道的技巧。希望能在中文学校跟可
爱的学生们一起成长。

我有两个儿子，都在Acton上小学，平常
有空时我爱带他们去农场摘水果，或者
跟他们一起做点心。

MLP1B					老师				朱月吉

我是新来的马立平一年级班	b	班的老
师---朱月吉。很高兴加入	ACTON	中文学
校这个大家庭。

从第一天教中文课开始，听着小朋友们
围在身旁”老师”、“老师”的叫个不
停，看着那一双双充满信任的眼睛，那
一张张稚气的小脸，就立刻喜欢上了教
师这个神圣的职业。

我希望能将中国传统文化慢慢地以比较
有趣的方式灌输在课堂之中，能把枯燥
的中文课变得更有趣味性，让大家在轻
松的环境中学习。也希望大家在以后的
学习中积极给我提意见，努力做一个合
格的好老师。

暨南3A&3B助教					周晶

我是一名光学工程师，2011	因为先生工
作的关系搬到	Acton。儿子也是从那时起
在中文学校学习的，深知华人移民二代
坚持学习中文的艰难。

非常感谢这些中文学校的老师在异国他
乡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所做的努力和贡
献，也很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尽自己的
微薄之力。希望能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共
同学习进步，也给儿子做个好榜样。

CSL—I—1助教孙红艳

我毕业于武汉大学水电学院。后来在美
国香槟大学图书馆与信息工程学院完成
学业。
此后一直在马里兰大学图书馆工作。现
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两个孩子都在我
们中文学校学习。

非常高兴有机会为我们中文学校能出一
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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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二年级助教			杨		静

出生在有魔都之称的上海，却在有冰城之称的哈尔滨上了六年的小学。拿着会计专
业的文凭，却只做了一年的企业会计工作。宣称从事于软件行业，却不懂编程，只
知教人如何应用软件，还只是财务软件。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教企业会计人员如何
应用财务软件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没想到竟然上瘾了。接着又花了近十年的时
间，涉足大学学历教育，

教会计专业的大学生们在毕业前就掌握一种与理论知识相结合的实践技能，帮助
他们有更多的就业 机会。二十年来在企业
与学校之间，职场 人员与院校学生之间，
会计记账与软件操 作之间，企业培训讲师
与院校客座讲师之 间，虽然在扮演着不同
的角色，可唯一不 变的是心里的教育情
怀。
就是这样一直在跨 界的我，现在来到了美
国，在艾克顿中文 学校看到了一张张稚嫩
的小脸，又激发了 我站讲台的热情，想再
次跨界。把曾经的 从课程讲授到教材编写
再到课程开发的经验应用于中文教学中，让更多在美国的华裔后代和国际友人们对
中文感兴趣,传扬中国文化。

CSL—I—2		助教		祁娜

我是祁娜，今年的二月份全家从中国来到Acton。但是对于Acton中文学校我却是
并不陌生，前几次来Acton曾经听说并亲身参加了中文学校的一些活动，因此被这
里浓浓的家人情节深深的吸引着。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到Acton就扎入这个集体的原
因。
我在国内是工程专业大学毕业的，但因曾经希望要成为一名教师，所以做了四年的
英语教师工作，陪着一群孩子们准备国内的英语高考，令人欣慰的是最终他们都取
得了满意的成绩。随后的十几年我一直在房地产行业从事专业相关工作。来美国前
一年，为了能够有机会继续实现年轻时的梦想，我在国内又参加了中文教师的培
训，并通过实习讲课和考核取得了中文教师的认证。
我平时喜欢摄影，旅游。希望在中文学校能够认识更多的朋友，也更希望能和各位
老师交流学习，并把自己懂得的中文知识，还有见到的美丽的中国景色讲给更多的
喜欢中文的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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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4A班	 助教	 金琪

大家好!	
我是金琪，很高兴能有机会为艾克顿中文学校贡献一点微薄之力。我是做计算机工
作的，住在艾克顿东边的萨德博里镇。我来自江城武汉，生在长在汉水边上。可
我是个旱鸭子，到了美国才在康州大学的游泳池里勉强学会了游泳。我有三个孩子
在学中文。孩子们很喜欢在这里学习，交朋友。空闲时间我喜欢看看小说，中文电
视，在健身中心锻炼，和孩子们一起出去旅游。今年夏天我们刚刚去了阿拉斯加。
以后要向中文学校的老教师们多多学习。

CSL—B-3		助教		马雪松

我是马雪松，有两个孩子，他们都在中文学校学习。看到孩子在学习中文的进步，
让我对中文教学的工作非常有兴趣。我闲暇的时间喜欢和孩子们一起爬山，去沙滩
和去公园玩。

MLP4A		 助教	 唐英

I	am	Ying	and	I	am	a	mother	of	two	kids.	I	have	always	believed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Chinese,	which	should	start	at	the	first	moment	the	kids	learn	to	
speak.	I	am	thrilled	to	be	a	part	of	ACLS	to	help	the	kids	and	families	learn	Chi-
nese,	and	I	wil	try	my	best	to	make	Chinese-learning	a	fun	and	pleasant	experi-
ence	for	all	of	the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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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new	teacher:	Xiao	Li	

	 Unlike	 most	 coaches,	 Xiao	 was	 not	 a	 player	 be-
fore	 he	was	 a	 coach.	He	 learned	 to	 play	 tennis	when	his	
daughter,	 Amy	 Li,	 was	 in	 the	 5th	 grade	 and	 wanted	 to	
play	the	sport	.	As	an	engineer	and	a	father,	he	utilized	all	
methods	 and	 opportunities	 to	 enrich	 his	 tennis	 knowl-
edge	 to	 ensure	 that	 his	 daughter‘s	 tennis	 devel-
opment	 was	 on	 the	 right	 track.	 The	 hard	 work	 paid	
off.	 In	 junior	 tennis,	 Amy	 was	 ranked	 as	 high	 as	 No.	 4	
in	 USTA	 New	 England,	 and	 in	 high	 school,	 she	 played	
at	 the	 first	 single	 position	 for	 Acton-Boxborough	
when	 the	 team	 won	 their	 first	 ever	 state	 title	 in	 2008.	

In	addition	to	excelling	in	tennis,	Amy	also	excelled	academ-
ically,	as	she	was	in	the	top	1%	of	her	class	and	served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Honor	Society	at	AB.	After	she	
graduated,	she	was	recruited	to	play	tennis	at	Columbia	Uni-

versity,	where	she	played	for	all	four	years.	From	2004	to	2011,	Xiao	spent	the	majority	of	his	spare	
time	coaching	his	daughter	on	the	court,	sending	her	to	group	and	private	lessons,	and	taking	her	
to	junior	tennis	tournaments	both	regionally	and	nationally.	During	this	process,	Xiao	developed	a	
passion	for	tennis	and	decided	to	dedicate	himself	to	junior	tennis	education.	He	believes	that	sports	
help	develop	children’s	personalities	and	teach	critical	 traits	such	as	 teamwork,	sportsmanship,	
endurance,	perseverance,	leadership.	Through	playing	sports,	children	learn	important	life	lessons	
such	as	learning	how	to	deal	with	winning	and	losing.	Xiao	has	been	certified	by	the	PTR	(Profes-
sional	Tennis	Registry)	and	by	the	USPTA	(United	States	Professional	Tennis	Associate)	since	2012.	
	
Xiao	worked	as	a	tennis	coach	for	the	Longfellow	Tennis	and	Swim	Club,	in	Wayland,	MA	before	he	trav-
eled	to	Chengdu,	China	in	2013.	In	Chengdu,	he	started	a	youth	tennis	club	and	worked	as	a	coach.	His	
players,	representing	the	Sichuan	University	affiliated	primary	school,	won	the	team	titles	first	time	in	
the	school	history	at	the	annual	Chengdu	middle	and	elementary	school	tennis	tournaments	in	2015	
and	2016,	and	two	of	his	players	were	the	boy’s	singles	champion	and	runner-up	in	May	of	2016.

	 As	a	tennis	coach	focused	on	junior	tennis	development,	Coach	Li	believes	that	the	most	import-
ant	thing	he	can	teach	kids	is	the	love	of	the	game	because	in	the	long	run,	the	best	player	is	a	self-mo-
tivated	one,;	one	who	seeks	out	tennis	knowledge	on	his	or	her	own.	To	inspire	success,	Coach	Li	be-
lieves	that	the	best	way	to	teach	kids	is	to	praise	and	to	reward	effort,	not	performance.	He	will	praise	
how	well	children	pay	attention	in	practice,	how	much	effort	they	put	into	practice,	and	how	much	
patience	they	have	in	working	every	day	toward	making	the	victory	possible.	Coach	Li	is	looking	for-
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and	your	child	to	help	them	reach	the	next	level	in	their	tenni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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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暑假

袁以琳

今年夏天，我全家回中国
了。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
我很喜欢。我们在中国两
个月，去了很多地方，北
京，山东，上海，哈尔滨，
长春，长城，颐和园，
故宫，天安门，都去了。

在山东，我们见到了姥姥，
大姨妈，大姨父，姥爷教
我怎么写大字，也给我看
他写的。姥爷也给我们拉
二胡，很好听。姥姥给我
们讲妈妈小时候的故事。

晚上，我们到大姨妈家。大
姨妈的家很漂亮，墙上挂着
大姨妈绣的十字绣。沙发上
有大姨妈缝的枕头。大姨妈
也给我买做很多好吃的饭。
我在大姨妈家吃的很开心！

白天时，大姨
妈带我们去很
多地方。我们
买 了 很 多 冰
糕。大姨妈也
带我们去游乐
场玩儿。我们
去了超市买好
吃 的 饼 ， 蛋
糕 ， 寿 司 。

	
大姨妈也有两只狗，哟
哟和毛毛。哟哟的长耳
朵很好看。他天天蹦来
蹦 去 ， 跳 得 真 高 啊 ！
毛毛很可爱。我们遛她
的时候，毛毛会叼一块
石头，在家啃来啃去。
我 给 哟 哟 和 毛 毛 喂 冰
糕，也照了很多照片。

这个夏天，我见到了很多
从来没见过的亲戚，吃了
很多好吃的饭，去了很多
漂亮的地方，照了很多照
片。我明年还要回中国！

杜清霖

我星期六和William走玉米
地迷宫。一开始，William
先带路，我们走迷路了。
我们绕来绕去。后来，爸
爸带路，我看地图。地图
上有一个路像苹果，拖拉
机，云，房子和太阳。

我走了很久。我们等不及走
到终点。我们也觉得很热。
我们走到拖拉机。然后，我
们走到太阳。我们从太阳走
到终点。我终于走完了。我
最开始觉得要几天才走完。

赵咚咚

在暑假里我的家人去了一趟
北京和欧洲。我去看了奶
奶，舅舅，大伯和大妈。首
先我们去波士顿机场。我们
通过安检去候机厅。一小时
后，我们登上了飞机。该航
班飞行7小时之久。我们的
座位在飞机的后面。我们停
在法兰克福机场。之后我
们登上了另一架飞机，飞行
9小时之久，把我们带到北
京，我们在中国呆了10天，
之后我们飞回法兰克福。
我们打算游览欧洲各地。

我们去了五个国家：德国，
法国，卢森堡，比利时和荷
兰。我们去了巴黎艾菲尔铁
塔，在比利时我们去了一
家巧克力工厂，我们还去
了很多地方。之后，我们
坐了7小时的飞机回到波士
顿。我爸的一个朋友开着一
辆车接我们。我们收拾我们
的东西，回家去了。北京
和欧洲的旅行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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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客公司（续）
	 	 	 	 袁心怡
他们回到了小区，	去找Saga。在她家门口敲门。Ki	打
开了门，大声叫道	“Saga！回来了？怎么….	…”她
停下来，看了一下他们两个。	“Saga呢？”
Andris皱了眉头。“她不在这里吗？”
Ki摇了摇头。“她还没回来呢，发生什么事了吗？”
“其实，Na…	…”Levente张口想说，可是Andris打
断了他。
“没事，她有可能去买一些吃的去了，我们就再去找一找。”
Ki点了点头，“OK！那，如果你找到她叫她快回来吧。”
“好的。”Andris答应了Ki，然后他们两个回到车里。
“你现在打算干什么？”	Levente问道。
Andris叹了口气，“你觉得Saga能跑哪里去呢？”	
“还是想找到她？如果是这样子，那她肯定就是逃走了；找她会很难的。”Levente提
醒。
“你不想找到Saga吗？”Andris问。
“我当然想了，可是现在，局面很混乱，如果我们再走了，事情会更乱的！”	Levente
说到。
“我们不需要现在去找她的确切位置，只需要知道她大概在哪里	就行。”Andris说。
“好了好了。那你觉得她能在哪里啊？”Levente问。“我们已经去过她家了，还有哪
儿？”
“啊！我想起来一个地方我们还没有查呢。”Andris大声叫道。“跟我走，	Leven-
te。”
“什么地方？我们要去哪里？Andris！回答我啊，你不能让我糊里糊涂跟你走。”Lev-
ente一边说，一边甩开Andris的手。
“不是任何地方，是一个你和我都很熟悉的地方。”
“。。。	啊！海边的那个洞！”Levente突然想起来。
“对！”Andris微笑了一下。他们赶快上了车，开到洞旁边。他们俩走进洞里，可是什
么也没有。
“怎么什么也没有啊？”Levente叹了口气。
“咱们再找一下吧，有可能有什么线索或暗示。”Andris说。
“有道理，我找找沙发。你去看看那一圈壁灯。”Levente答应。
两个人找了半天，可是什么也没找到。刚要失望时，Andris突然看到某个灯后面有张纸
条。“Levente！我找到了一张纸条，有可能是Saga留下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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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宣中
宣中八六届三十年聚会期待中有感	

朱丽华

门口的那两排梧桐树还在吗

我思念了30年的美丽风景线

和我们逝去的花样年华的见证人

和煦的阳光洒在树叶上

斑斑点点扑朔迷离

微风细雨里蒙蒙胧眬

如梦如幻

娇柔月光下树影婆娑

曾经枝叶繁茂

交错成拱形

给少年的你我提供过多少荫凉

倾听过我们课间无数慢步时的交谈

引发了年少的我们多少

对未来的憧憬和浪漫的遐想

见证了我们学子三载奋发图强

和纯真质朴的友谊

每次假期归来

一进校园第一眼看见的是你

离别时

最后目送我的还是你

多少次在你身旁

背诵古文诗词和英语单词

与好友谈古论今

畅想未来

一别三十载有余

不知你可安好

你可见过我的同桌密友

和诗歌欣赏的启蒙老师

你一定还记得她的秀珍收音机

甜甜的葡萄干

心里美的李子

和香味扑鼻的肉酱

我想打听的还有

我的同学同院同室同乡

乒乓球桌上的玩伴

篮球比赛和排球比赛的队友

体育运动会上的健将和联欢会上的歌星

我人生第一次春游的伙伴

我们的诗仙和数学物理兴趣小组的成员

传授给我知识并关心过我的恩师

不知曾经充满生机的住宅大院

晨练的操场

水泥乒乓球桌

一分钱一瓶的开水炉房

是否善存

遥想当年同室轮流用脸盆买馒头

和大院门口每天来卖烤红薯的大娘

恍惚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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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宣中之二
	 	 朱丽华

一九八四到八六年

你可曾到过宣中

见到过

一位

有着丁香一般芳香的女孩

听到过她银玲般清脆的笑声

感受过她的善良

她的慷慨

她的真诚

和她的孜孜不倦

目光是否

追逐过她美丽的身影

素雅时如愧花满枝

娇艳时如牡丹绽放

静如荷溏月色

动如三月飞舞的柳絮

远离父母的我

曾有幸与她同窗三载

她上通史文下晓地理名盛

熟读诗文

外知所有美国总统

她的歌声悦耳动听

高中生涯因为有她

生活充满了乐趣

和温馨

曾与她分享

喧哗而充满节奏的四合院

共听露天的自来水声

笑声说话声

读书声和歌声

还有十点钟灯熄后

班主任渐渐消失在夜幕中的脚步声

多少次梦回校园

与你并肩慢步

重温宣中校园

梧桐树下

月光下

长谈逝去的青葱岁月

诉说三十年别离之情

家庭孩子

事业

还有对未来的憧憬

那美丽善良的少女

虽多年未闻音讯

那份感动

那份美好

深藏在心底

从未有过丝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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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全版主题音乐会
2016年11月12日，由艾克顿中文学校、艾克
顿华人协会、Town of Acton Recreation 
Department 和波士顿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
奉献一场红楼梦全版主题音乐会。本场音乐
会由波士顿中国音乐家协会乐团、合唱团出
演，著名指挥家郭天生指挥，歌唱家张婉
哲、廉艳、曾燕琴联袂主唱，近年来活跃在
波士顿舞台的主持人王晓梅担任演出主持。
 
代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最高成就的鸿篇巨制
《红楼梦》，堪称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
书，俨然后世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
感宝库，影视、戏曲、音乐的取材亦是热点
不断。
 
“《红楼梦》既是女性的悲歌，又是女性的
赞歌”，由此定位了它的如泣如诉的音乐主
题。也正是因为作曲家王立平准确把握住了
这一基调，1987年的电视剧配乐获得了巨大
成功，为原著经典诗词谱写的众多插曲流传
开来。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
作者痴，谁解个中味？”作者曹雪芹当年在
题记中如此唏嘘。电视剧《红楼梦》的音乐

无疑知音甚众，这也是制作这辑音乐的基础。
 
满腔惆怅，无限感慨。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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