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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
下午CSL春节联欢会预期举行，吸引了众多的CSL 家
长参加。老师们和学生们编排了表现孩子们中文水平
的精彩小节目；校长当场为大家展示了中国的书法表
演；二胡，琵琶，皮影戏，民族舞，等诸多精彩节目
助阵，欢歌笑语洋溢着浓浓的春节气氛。

晚上， 一场由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为主演的迎春晚会闪
亮登场并圆满结束。

2月24日：
学校管理团队为这学期的 Teacher Refreshment 做了
精心准备和服务。

3月3日： （取自孔轩的通知）
“中文学校有幸请来了
1) Acton Finance Committee给大家介绍Acton的财务
情况信息和下一个年度的财政预算方案草案。
2) Acton的Kelley’s Corner Steering Committee会
给大家介绍改造 Kelley’s Corner（27号公路和111
号公路的交叉路口）基础建设方案。”

3月10日： （取自教研主任于晓研）
“截至到上周，历时六个月的演讲和作文比赛全部结
束，今年的演讲比赛比去年增加了24人(今年154人
参加)，经过两轮比赛，最后决出一等奖26人，二等
奖31人，三等奖97人。
作文比赛较之去年增加了29人（今年69人参加），
最后评审出一等奖21人，二等奖21人，三等奖27
人，结果已于3月2日公布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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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梦 想

校长：罗红雨

再过100天，我就要成为期待已久的“老校长”了。 回想这一两年参与
学校管理的经历，没做成、做不成的事远远多于做成了的。（实际上，
我还真想不起自己真正“做成”了什么。5月12号年终汇演要汇报的，怎
么办？）

可是，这并不妨碍我也做个梦，把自己希望干成的事也当成真的拿出来
讲讲。

我梦想咱们9年级的孩子中文水平都达到能欣赏金庸的小说鹿晗的歌（说
来话长，我自己从未完整读过一部金庸小说或看完一部金庸连续剧，也
因此被内人耻笑。至于鹿晗，我还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 或者唐诗
宋词； 或者围城； 或者任何超过十页的文书。

我梦想中文学校每年给各位老师、管理人员、董事、家长会成员的雇主发一封正式函件，主动向
这些雇主的人力资源部门报告这些老师、管理人员、董事、家长会成员在中文学校服务的经历、
所花的时间和可量化的成果。所有正在为中文学校提供服务的人都不只是在做一件份内的工作，
更是为我们的社区服务，给我们每一个中文学校家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
世界公民，改变我们的未来。

我梦想每学年的开始和结束时，学
校组织一个小时的Town Hall，请
董事会和校长到台上讲讲校情、目
标，家长自由参与，不把领导当领
导，讨论但不争论。

我梦想每一位家长都有机会在这样
的Town Hall上讲出自己的梦想。

我醒了。赶紧给80后让道，就像60
后给我们让道一样。



CSL春节联欢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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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到重任！

记得在感恩节前后的，全校老师联谊聚餐活动时，
在过道上有朋友对我讲：“文化系主任满霞在找你
呀！”我当时刚刚下了课，匆忙赶到食堂。在圆桌
上，主任真的找我谈话了，原来是关于组织春晚节
目的事情，有些条件的限制，希望我去想办法。多
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这又是一个缘分吧，记得十
二年前的猪年春晚，我也被任总导过。那我试试
吧，也没多想，但我理解到今年与去年十五周年校
庆不一样，反差大，资金与场地都有限制，要有心
理准备。有些老朋友走了，又有些新朋友来了，但
是中文学校永远都是一亇卧虎藏龙的地方。有学校
的信任与支持，我不能推卸，必须力挺了，接下了
重任。

二，有什么条件限制？

（1）今年猪年春晚经费少，计划就以本校节目为
主。我明白这是一个可以把本校的师生的能力与热
情发挥出来的春晚，这本就是办校的初心，这是我
们自己的舞台。

（2）场地小，舞台小，碰到的困难是因为学校没
有租到二月份的高中的大舞台，也沒有租到初中的
大体育房，只租到初中的食堂和舞台。而且只能有
前大半舞台的尺寸。

（3）没有体育房，我们不可能用中校巳经存有的
狮子舞道具，来排练舞狮子庆新年，太可惜了。

（4）春晚节目的时间，限时在一个半小时，八点
半必须结束。

三，如何策划节目？

（1）我首先组建了一个猪年节目组，先把文化系
的各艺术专业的老师和助教们团起来，我们有，

朱碧云、禄艳蓉、王晓梅、简建华、吴聪玲、唐
昱寰、马江、陈挺、刘语祺、马燕、刘珊、王泽

鸣、Ally、Jorge 、唐燕华、陈长青等
等。

（2）我开始通知老师们把各自班上的，教学作业
与春节节目相结合开始排练。告诉老师们，刚刚过
了感恩节，有足够的时间准备，虽然舞台小一点，
相信大家可以创造奇迹！
我们老师们都明白，文艺演出对我们文化各班是很
重要的，我们的教学任务，就是为学生们创造舞台
的锻练与学习机会，不然报名的学生就少了。春节
联欢自然就是我们的教学目的，台下的观众也都是
台上学生老师演员们的家人们朋友们。我们是学校
不是演出公司，不能靠边站。今年我们是主角沒有
必要去担心太多的专业和业余之分。很快，大部分
老师们把节目报上来了，有声乐、民乐、音乐、舞
蹈、舞台剧、朗诵、功夫、绘画、春联…校长也热
心参与视频和春联的创意工作。

(3）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舞台，要让更多的老师们
参与春晚！我问啊问…得到了中文系主任于晓研
和海群的大力支持，联系上了喜爱文艺的中文老

《猪年春晚节目组工作总结》

节目组负责人-朱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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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们，她们能文能武，马上也报了两个优秀的节
目。屠宁君老师的流行舞，青春活力！朴琳老师
的时装秀，古今文明！太美了！可惜的是，应该
再多出节目，期待下次吧。

四，如何组织舞台工作人员？

除了节目，我们还需要一支能干的后台工作人员
小组。

（1）首先得到了新任两位校长罗红雨和汪澍的
直接帮助，年轻的校领导们最幸苦了！他们为我
们节目组联系初中的舞台管理人员，看了三次场
地…非常感谢！尤其罗校长做了太多太多的细节
上的工作…让校总写吧。

（2）设计节目单的工作：我请到了原校刊总编任
亚平老师，她很有经验和才华，她的封面设计，
做了好几个版本，活泼开朗，非常园丁族！除此
之外，还有多次名单修改调整，各公司的广告插
页，还有印刷等。就这一份节目单，就需要整亇
节目组的老师们开会参与。比如董事会利宁老师
的收集广告，罗校长的春联创意打印取货付款，
还有徐向东董事长的一旁顾问…更多的是我的啰
哩罗嗦等等。

（3）春节联欢的大广告的设计：袁力老师是元老
高手了，但是不免难得糊途一下，谢谢元老王泽
鸣老师的细心指正。不得不赞一下！

（4）舞台美工的设计与装饰：故事长点，由于这
次初中的舞台小，比较浅，是因为后中幕布必须
要拉住，挡住
正在搭的另一
剧的木头台阶，
那么我们这次也

不能用彩色背景光了。为了有过年的热闹气氛，
有一亇学校的门面，需要装饰一下。记得许多年
前，中文学校也常常在中后幕布上贴剪纸过，袁
力做过多次美工设计。今年谁来设计做？吴利宁
老师第一个报名，她有四个大灯笼，我一看，漂
亮极了！还有什么？一下子，我们节目组里的老
师们开始行动起来了！唐昱寰老师马上去她家那
儿的小填春节借助，拍了许多照片…还有张景、
庄宁、Ally、李莹等等。

除了能挂的，利宁老师准备自己动手剪纸，从买
纸到剪，到贴，到拆下，一路的幸苦！事先她给
我一个要求，必须帮助她找人贴。我想啊想，找
啊找，谁能干泥？要有好几个小时的义工服务，
周末大家都忙，又要敢爬高梯，又要手巧心细…
终于找到了热心人，孔轩和赖强，刘风海，周恩
华，还有徐向东作为后䃼队员。

礼堂门口的装饰也由利宁老师提供的春联设计；
而大门口和过道上的春联设计装饰，是由国画班
的吴聪玲老师负责。她老也是，从买红纸笔墨，
挂贴，还要在过道上为孩子们写毛笔字。诗情画
意！
整个节目美工一切都圆满，但是唯一的不足，当
时我们实在找不到原有的红色模式校旗。问啊
问，不知道谁弄掉了？只能用现有的小白校旗代
替，效果不理想。或者应该剪几个彩色的字母剪
纸，期待学校今后多做几种设计的校旗，保管好
备用！

（5）摄影录像的工作：从头到尾，个个快手，高
手，好眼力！艺术水平不断上升，太幸苦了，很
完美！谢谢华伟，肖京，刘风海，掦Jeff等等。

（6）录音师于强的工作量之大，太多的感谢！除
了演出前的收集音乐，调音修复，整理八音盒，
还要做后台工作。我没有看错人才，坚持请求他
一定要在后台，管理好所有的音响话筒，很专
业！

（7）后台催场和剧场舞台把门的工作：老教师
卢进梅辛苦了，吃饭时间都沒了，从下午走台开
始，一直到演出结束，一直协助我，来回的和演
出组抅通。还有利宁、燕华、邓华，曹霞，晋圣
瑾、汉兰老校长的一对高中生女儿，一直在前后
台帮助次序工作，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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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持与抽奖节目：我首次尝试把它作为节目
来按排，伴上音乐曲，分别按每二十分钟左右插
在文艺节目之间，这样可以解决后台演员的服装
道具抢装时
间。也可以
抓住观众
心，不会觉
着无聊乱
跑。

小学生主
持人表现
不错，又
进步了！

语言班晓梅老师的
一对女儿，看着她
们长大，幸苦了！
用了许多时间写节
目台词，还有抽奖
台词，还有舞台剧
的台词…如果今后
再按排一对高中生
一起主持就更完美
了。另外两位小主
持人的妈妈Nancy
王和刘靖，妳们太

有才华了！

五，感谢圆满结束！

猪年春晚的演出结束了，我们父老乡亲们一起过
了一个愉快的周末！忙碌而充实！简单而美好！

感谢中文学校！感谢社区！
感谢全体参加活动的老师们和家长们！同学们！
领导们！

感谢琵琶燕蓉老师，二胡马燕老师和晓梅老师的
艺术顾问和多年合作！

感谢庄宁和海群，为后台教室的标号打印，教室
里的桌椅拍照，观众席位的标号打印等等工作。

感谢后台拉大幕和通讯员北大黎明！从下午走

台到演出结束，没停过，从新手到高手，圆满落
幕！

感谢家长会的王荃，幸苦了！给演员们的吃吃喝
喝一堆工作。

感谢后勤部的张永强，没见过那么耐心细心，像
是亇医生。有一幕让我感动，就是最后拆台完
了，把东西全运到大门口，突然一盒百个别针跌
落在地上，他好像一个一个的收集起来…

感谢美篇设计的浙江老乡，儿舞班的家长助理傳
开屏！快笔头啊！赞！

感谢简建华（中文系的元老主任）的劳模精神！
能上能下，和艳蓉老师，把音乐和声乐节目按排
得棒棒哒！

最后感恩大家的信任和帮助，让我又芳华了一
下，为社区尽一份力！下亇猪年再相聚！哈哈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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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晚会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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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作文比赛获奖名单

作文指导老师：
祁娜（G5b）陈隽（M6）杨凌（G6）朱蓓（M8）李冬菲（G9）孙颖（G7）段洁茸（M5b）
朴琳（M5a）屠宁君（G8）朱月吉（M3a）刘霄虹（M4a）张凤兰（M7）周晶（M4b）

A组
一等奖：古飞澜， 徐恩茜，徐初齐，吴悠悠
二等奖：张世又， 杨承锋， 邵翌晨，王恒治
三等奖：万礼荔，李奕成，王爱嘉，罗泰越，李丹晨

B组
一等奖：杨苏瑜，单卓文，耿若凡，赖冰涵，汤奕华，王汀菡，周洁恩
二等奖：宋子豪，李佳宁，华仁杰，周万达，高睿康，邵亚伦，蔡逸轩
三等奖：唐晓凝，付沁中，陈思宇 ，Andrew Wu， Owen  Wang ，韩宇轩，
               张美怡，周易，赵瀚磊

C组
一等奖：张依晴，徐恩煊，廖雅晴，卢成业，陈家霖，鹿星然
二等奖：邵美滕，李泓成，许世轩，杜清霖，敖楚晴，陈馨蕊
三等奖：韩佳韵，姜如意，刘若晗，韩鹿鸣，傅兴华，陈宇恒，苏安居，任新凯

D组
一等奖：程毅，徐恩惠，翁语笛，陈洁
二等奖：金晓烨，谭杰明，王睿娜，崔思恒
三等奖：马琳婷，华安睿，李兴兴，毛积瑀，伍嘉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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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一次家庭活动---摘桃子
       暨南5B   徐初齐

 暑假里有一天, 天气很好,我和全家一起去果
园摘桃子。
 开车十七分钟我们就到了桃园。桃园里有
各种各样的桃子，我说:“桃子好漂亮啊”! 我们先
去摘白桃。白桃最受我们华人的欢迎,所以桃树上
剩下的果子不多了，姥爷需要爬上桃树才能够得
着。太阳透过叶子照在白桃上，仿佛给可爱的桃
子加了一件闪亮的外衣！
 桃园很大，妈妈提议逛一逛品尝一下其他
种类的桃子。于是我们边走边尝。突然弟弟兴奋
的说“这个桃子好好吃啊”！妈妈却说“黄桃有
什么好吃的.”姥姥和姥爷也尝了尝，姥爷说“确
实很好吃，有股李子的香味儿”。妹妹吃的十分
开心，嘴巴塞的鼓鼓的，小肚子撑的圆圆的，可
爱极了。
 这次摘桃子是我最喜欢的一次家庭活动,因
为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味道要自己尝一尝才知道
好吃不好吃。

我最喜欢的吃的一道中国菜
暨南5B    古飞澜

 我最喜欢吃的一道中国菜是我爸爸做的清
炖狮子头。清炖狮子头是一大碗汤，里面有美味
的肉丸子和白菜。我最喜欢把一点汤，白菜和肉
拌在白饭里面。
 爸爸做狮子头的时候，他会把五花肉剁成
肉丁，加上一点调料然后做成肉丸，放入煲着温
温高汤的沙锅里，再加几片大白菜， 慢慢地炖。
天冷的时候，我进家门闻到很香的味道，就知道
是狮子头，我特别高兴，因为喝一口感觉身体热
热乎乎的，我更可以感觉到爸爸的爱！

我最喜欢的节日---中秋节
暨南5B    李丹晨

 
 中秋节是一个传统中国节日,全家人在这一
天都回到家里，一起吃月饼和赏月亮。
 今年的中秋节是九月二十四号。吃完晚饭

后我们坐在一起，我把每个月饼切成四块，这样
全家都能分享每个月饼。我不喜欢月饼的蛋黄。
但是我喜欢月饼中间的莲蓉。莲蓉又甜又细腻。
全家每个人都品尝了不同口味的月饼，我非常开
心。吃月饼的时候我们还看见挂在天上的了月
亮。这一天的月亮真是又圆又大，十分美丽。我
好像看到了月亮上的小兔子。
 今年中秋节，我们全家在一起都度过了一
个美好的节日。

我最喜欢的节日--中秋节
暨南中文5B    万礼荔

 爸爸说,中秋节是中国重要的节日之一,是全
家团圆的节日。妈妈说,一家人在中秋节这一天在
一起吃月饼、赏月亮是中国的传统。
 今年中秋节爸爸买了好吃的月饼，妈妈做
了很多好吃的饭菜。晚上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开
心地吃了晚饭和月饼。因为今年中秋节晚上的月
亮被云挡住了,我和弟弟没有看见月亮,所以就早
早地去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在家里发现
了两只可爱的兔子!那是爸爸给我和弟弟的中秋礼
物。妈妈曾经告诉我,在中国古代童话故事里,月亮
上面住着美丽的嫦娥和玉兔，所以我一直很想要
一只“玉兔”。我很喜欢爸爸给我的中秋节礼物!
中秋节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节日!今年中秋节我好开
心!

我最喜欢的一次夏令营活动
暨南5B   吴悠悠

 这个暑假，我去参加了一个夏令营。它的
名字叫 Acton TV Camp。
 到夏令营的第一天，我就被我的朋友 Mia 
采访了，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大人物一样。之后我
也扮作记者采访了我的另外的朋友，Claire。第二
天我和朋友们一起学习录制新闻报道。当你看我
们的报道的时候，一定认为我们全部都记住自己
要说什么，其实录制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只是在读
面前一个大电视上的字的! 
 下来的两天，我们开始拍一个小电影，叫 
Scythe Lady。Claire 是主演。这个电影是个恐怖
电影，它是讲一个人，他想要另外的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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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要拿到 1,000 个灵魂。Mia, Claire, Lucia （
我另外一个朋友）和我一起合作把它拍完了。拍摄
过程中我很喜欢用他们的摄像机。
 夏令营的最后一天，我们一起竞赛做一种
饭。我和 Claire 做了杯子蛋糕，Mia 和 Lucia 做
了小蓝莓派，Teddy 做了一种三文治。我和 Claire 
赢了，我们两人非常开心！
 Acton TV Camp 很好玩！我跟我的朋友都
很喜欢去 Acton TV Camp。我明年还想去！这是
我最喜欢的一次夏令营活动。

我最喜欢的一个暑假
暨南5B    徐恩茜

 今年暑假上海的朋友要来了！我等不及了！
我们和来自芝加哥的朋友一起去纽约接他们。我们
猜他们一定会有很多行李，于是我们租了一辆大车
开过去。一路上我根本睡不着，觉得时间过得好
慢，几个小时的路程，却好像在车里呆了一天一
样。
 “……到了！” 妈妈高兴地说。我马上飞
奔下车，迎面跟我最爱的小红阿姨和他的儿子王力
拥抱了在一起……
 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一起去了好多地方
玩：纽约，六旗，波士顿，cape cod……一路上我
们欢声笑语，好朋友在一起真快乐呀！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我们一起去
玩蹦蹦床。蹦蹦床是一个神奇的东西。每当我们从
床上蹦起来的时候，我就有种飞起来的感觉……那
种感觉让我很上瘾！我一口气玩了快四个小时，最
后的结果是……我累得头疼欲裂，差一点就要被送
去医院。哎，看来做人不能太贪心了。
 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暑假结束好朋
友们就要回上海了……离别总是很不舍，我们期待
明年再相聚！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暑假！

我最喜欢的运动-----踢足球
暨南5B    杨承锋

 踢足球是我最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我已经
练习很多年了。这个学期我参加了镇上的足球队，
每个星期六下午会和不同的镇的足球队比赛。

 有一天，我们去了林肯镇踢比赛。比赛是在
一个大大的学校的操场上进行的，有很多人观看。
比赛一开始对方先进了一个球，但是后来我和我的
队友打得很好，大家积极地奔跑，相互传球，我们
连进了三个球，其中我进了一个，我那个时候高兴
地都跳了起来。可是我们的防守在比赛快结束时出
了问题，传球时我们丢了两次球，对方抓住机会又
进了两个球，比赛最终以三比三平结束。
 虽然那场比赛我们没有赢，可是我和我的队
友都很努力，没有遗憾。比赛后我和队友都继续积
极练足球，期待下一场比赛。
踢足球是我最喜欢的运动！

最喜欢的一次参观
暨南5B 张世又 

 
 暑假的一天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全家到巧克力
工厂去参观。
 我们开车六个小时才来到了巧克力工厂。在
这里我们按着指导，先做了自己喜欢的巧克力。我
做的巧克力底下放了黑巧克力，上面放了奶巧克
力，这是我最爱吃的口味。我还自己设计巧克力的
包装，上面有我的名字。做好了的巧克力，工人帮
我打好包装，我拿在手里很得意。
 后来我们排队去参观工厂里机器怎么做巧克
力。然后我们品尝了巧克力，有许多不同口味。
最后我们还去看一个三十分钟的4D电影。      这一
天，我们玩的非常开心。到现在，我还仍然记忆犹
新。
 有自己动手、有看别人做、有好吃的、好玩
的，这样的参观很特别，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次参
观！

我最喜欢的书
邵翌宸   MLP3A

 我最喜欢的书是《小屁孩日记》。我喜欢这
系列书是因为书里的那个小孩儿Greg Heffly很好
笑。Greg 和我很像，他家有三个男孩, 我家也有三
个男孩。他和我一样都是家里的老二。他喜欢吃冰
激凌，我也喜欢吃冰激凌。
 这套书里有很多好主意，有一次，Greg听
说有一个人付给科学家很多钱，让科学家在他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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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冷冻他的身体，等几百年以后有药的时候，
他被解冻后吃药能让他不死。我觉得这个主意很
棒，我也想要这样做。
 这部书里还有很多很傻很好笑的片段。例
如，有一次，Greg的朋友告诉Greg，如果打喷嚏
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手捂住嘴巴。不然就会把脑袋
炸掉。这个太好笑了！
 现在《小屁孩日记》一共有十三本书，我收
集了这些书。这样我就可以经常拿出来读。

我最喜欢的动物
MLP3-A 王爱嘉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狗。
 我想养一只狗，但是我的妈妈对狗毛过敏。
我很喜欢小狗，它们软软的，抱着很舒服，是人的
好朋友。它们也很可爱，所以妈妈还叫我贝狗呢！
 我的朋友大都有狗或者猫。我还有一个朋
友，她没有狗也没有猫。但是明年春天，她的爸爸
妈妈要送她一只狗。我很羡慕。不过我家也有动
物。我养了八只鸡和一条金鱼。虽然我喜欢它们，
但是我最喜欢的动物还是狗。我希望长大以后我能
养一只狗。

我最喜欢的蔬菜
MLP4_B王恒治

 我最喜欢的蔬菜是土豆。
 青椒土豆丝是我最喜欢的中国菜。从我小时
候开始，妈妈就常常做土豆丝给爸爸、妹妹和我
吃。土豆丝真好吃啊！妈妈给我多少，我就能吃多
少。别人做土豆丝的时候，他们要放醋。可是我妹
妹和我不喜欢吃酸的土豆丝，所以妈妈不放醋。妈
妈只放萝卜丝、青椒和土豆丝。
 我也很喜欢吃我爸爸做的薯条。我妈妈买了
空气炸锅。因为炸薯条有太多油，不健康。不过要
是你用空气炸锅做薯条，只要一点点油，就能做出
好吃的薯条。卖薯条的地方的薯条很长，比较硬，
但是爸爸做的薯条很短也很软。
 将来我要学做饭，做土豆给大家吃。

我最喜欢冰淇淋
 MLP 3A 李奕成

 我最喜欢吃冰淇淋，因为夏天很热的时候，
吃了很凉快。但是冬天太冷，我就不吃冰淇淋。
 我喜欢冰淇淋甜甜的味道。冰淇淋有很多口
味，颜色也非常漂亮。有咖啡色的巧克力口味，有
白色的香草口味，有淡绿色的薄荷口味，有粉红色
的草莓口，有黄色的香蕉口味，有橘红色的橙汁
口，还有蓝莓口味，咖啡口味和泡泡糖口味的冰淇
淋。冰淇淋口味种类太多，但是我最喜欢薄荷口味
的，因为它吃起来又甜又清爽。
 我喜欢吃我家附近Kimball 农场的冰淇淋，
有时我吃甜筒冰淇淋，有时我会和哥哥一起分享一
个大冰淇淋船，好几种口味的冰淇淋放在一条船
上，分量很足。我也很喜欢冰淇淋上面的装饰奶油
和糖霜。我也很喜欢吃哈根达斯冰淇淋，又香又
细，好吃极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吃冰淇淋。

中国旅行见闻 
MLP4A 罗泰越

 今年夏天，我们全家一起去中国旅行。我们
每两年都会回中国一次看望我们在中国的亲戚。
我们先去了无锡看太公太婆。他们今年已经92岁
了，身体还很健康！我很喜欢吃他们那里的大包
子，松松软软的，好吃极了！我们还参加了一个表
姨的婚礼。我穿了一条漂亮的白裙，和我的表妹一
起做了他们的花童。婚礼上来了很多人，很热闹。
我和哥哥上去表演节目，还领到了两个很大的毛绒
玩具。
 我们然后去了合肥看爷爷奶奶。爷爷奶奶身
体也很健康。他们很喜欢散步锻炼身体。我们和爷
爷奶奶一起去了果园摘葡萄。葡萄又大又甜，很好
吃。
 我们最后去了西安看外公外婆。外公外婆也
很喜欢散步锻炼身体，还在楼上平台种了很多蔬菜
水果。我帮外婆摘了两个大丝瓜中午吃。我们还一
起去吃了很好吃的烤鸭。
 我很喜欢我们的中国旅行，有很多好吃的，
也收到很多礼物。我已经盼望着下一次的中国旅行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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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毛积瑀
二等奖： 邵亚伦， 陈 洁
三等奖：  Niklas Ang, 寿以安， 
  黄安琳， 
鼓励奖： 周万达， Zack Tian,  
  田思麟，舒志芸， 
  Tiang Yu Jian, 
  李奕成， Byan Therriien,
  王伊恩， 于邵元， 
  赵咚咚， 赵叮叮
特别鼓励奖： 于佳鑫

节日贺卡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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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芬
芳美丽满枝桠, 又香又白人人夸“。随着传统民歌
《茉莉花》的音乐响起，一簇簇清新的茉莉花在
2019 年Acton中文学校的春晚舞台上静静的绽放
了。这是由朱碧云老师编导的中国古典民族舞 -《
茉莉花》。流传百年的小调，西方芭蕾的舞步，
中国民间的花扇，巧妙的融合在了一起。一座偏
于一隅的小镇，一所志愿发起的学校，一群不甘
寂寞的妈妈，不过须臾数月的排练，竟然成就了
这样一台花团锦簇的舞蹈，不知情者难免讶异。

《茉莉花》， 源自清乾隆年间曾在江宁一带传

唱甚广的《鲜花调》，现如今在中国的民间家喻
户晓。舞蹈《茉莉花》，以芭蕾的形式诠释传统
的民歌，匠心独具。自2016年在央视春晚播出
以来，更是盛行一时。如何在短短的几个月中， 
让一群既无舞蹈基础，又缺排练时间的妈妈们呈
现这样一台舞蹈，却是让朱老师最感棘手的问
题。“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其实古典民
族舞蹈班的同学都深知这支舞蹈不仅仅对队员的
脚上功夫以及花扇的运作是个挑战，更需要整体
动作高度的协调配合。非大量的排练、演习、推
敲每一个动作的细节难以成型。最终，朱老师根
据同学们的水平，在原芭蕾舞的基础上，重新调
整舞步与队形，编辑而成四分钟的节目。

作为完全依赖肢体语言表达内心情感的舞蹈，舞
者伴随音乐的感悟、情绪的起伏皆在肢体的律
动、面部的神情中流露出来。“抱扇、勾脚、起

跳、转身“，朱老师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的做着
示范，身旁的两位助理庄宁和张莉认真的录下朱
老师的每一个动作 -这是在周末古典民族舞蹈班
上常见的一幕。课堂外，培俊和秀兰带着队友们
不厌其烦的练习-老师的肢体动作、眼波的顾盼流
转、面部的陶醉神态，需要我们反复的揣摩。

习惯了素面朝天，每到临场前化妆的一刻不免捉
襟见肘。演出当日，拽着家中的两匹脱缰稚驹风
风火火的赶到化妆间，眼前的一幕却仿佛觉远初
闯少林寺的练功场：平日里奔波忙碌无暇修饰的
妈妈们竟然各个身怀绝技 -编发辫、修眉、上妆，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曹卉、红宾各自的一双巧
手上下翻飞，无论长发短发转瞬变身一根根扎着
粉红绸带的麻花辫；张莉、培俊、邓华、秀兰上
妆一条龙，不一刻素面换新颜；更勿提专业化妆
师Lynn坚挺背脊友情助阵长达数小时-修眉、粘
睫毛、描眼线， 不一而足。好一个其乐融融的舞
蹈大家庭！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队友
们听着晓红轻声的数着节拍。一朵朵清新淡雅的
茉莉花瓣终于在中文学校春晚的舞台上有条不紊
的依次绽放了。

附：古典民族舞蹈班演出学员名单-曹卉，曹霞，
常秀兰，邓华，郭旸，李晓红，李莹，李红，刘
汉兰，刘红宾，刘毅茂，梁雪晴，邵培俊，李淑
敏，王小玲，郑玲，张珣，张莉，庄宁

幕后的故事 – 记中文学校春晚舞蹈《茉莉花》

郭  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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