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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校刊给我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学校近期有关教学方面的情况，使大家

对中文学校的教学和教师情况有所了解，以便大家更好地支持和参与学校

的工作。 

 

首先要让大家知道的是，我们正在向教学系统性与科学性方面迈进。这个

学期我们最大的一项工程是编写学校的教学大纲。 大家知道，我们的中

文学校建校时间不长，一切是从零开始的。由于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各

年级甚至同一年级的不同班级的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各年级之间教学内

容的衔接也不十分清楚。 这种状况给上课的老师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也给教学效果的考查增加了难度，更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大障碍。现在经

过了一个学年的教学过程，老师们对教学内容都有了基本的了解，制定学

校教学大纲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在学期一开始，我们便把这项工作提

出来了。 各年级的老师们充分认识到了这一任务的重要性，愉快地把任

务接了下来，并极积行动起来了。二年级的老师们已经完成了初稿，其它

年级的老师们也正在积极进行中。我们预定在五月初将全校各年级编写的

教学大纲（包括教学计划）讨论通过。教学大纲的诞生将是艾克顿中文学

校建校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非常值得大家欣慰的是我们的教师队伍逐渐稳定，教师的整体水平有了明

显的提高。牛顿中文学校主动表达了要在师资培训方面与我们合作的意

向，这对我们以后师资水平的提高将是一个很好的促进， 这也说明了我

们的师资队伍已经在波士顿地区中文学校中具有影响力。 

 

老师之间互相听课仍然是我们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途径之一， 教师之间

的互相交流已经形成了良好的风气。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以邢共嘉老师为主

的 K班的几位老师， 她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教学计划、讨论如何组织教

学，一起充分准备上好每节课。有家长评价：“我们的 K班教学比

Montessori School  

 

老师们的辛勤劳动换 的好评。CSL（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班级

的家长们表达了对老 大量的精力、耐心、和爱心的衷心感谢，

为这一地区有一所能 家庭儿童的学校而感到高兴。教 CSL班级

的老师们备课和上课 文两种语言， 工作量明显增加，但她们

认真负责、不辞辛苦 长们高度赞扬，也得到了家长们的全力支

持。 

 

我们的学校已经发展 个语言课教学班，我们大多数的老师都另

外有全职工作，她们 间为我们的学校服务。为了保证每一个班

的正常的教学活动不 还建立了一个代课老师小组。我们的长远

目标是建立一支比较 教师队伍，通过临时代课或做助教来熟悉

教学过程，积累教学 我们的老师来源就是靠这支后备教师队

伍。我们欢迎更多的 、热心儿童教育的人士加盟我们的教师队

伍。 

 

要办好一所高质量的 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我深深地为老

师们的敬业精神与无

式，一如既往地支持

 
 

校务简报校务简报校务简报校务简报 教学动向教学动向教学动向教学动向 
 
教务教务教务教务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简建华简建华简建华简建华 
好很多”。

来了家长们

师们付出的

面向非中文

都要用中英

，赢得了家

到了有二十

都是在挤时

中断，我们

稳定的后备

经验。以后

有志于教学

学校离不开
私奉献所打动。 我也真诚地希望各位家长以各种形

老师们的工作， 把我们的中文学校办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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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BOARD MEETING SUMMARY 

03/06/2004 
 
On 3/6/2004, ACLS Board held a meeting and the attendees are board directors: Harry Chen, Yufen Liu, 
Yuming Liu, Mairen Valley, Zeyang Wang, Shirley Xie, Eddie Zhang, Jenny Zhang. 
 
Bob Xiong was absent due to traveling. 
 
The board discussed some urgent administration issues, including arrangement for next school year, and 
school financial, etc.  School administration has added a new member, Susan Lin as registrar to handle all 
registration related issues.  School is organizing teaching teams and CSL team is the pilot project.  They 
have been working hard on creating syllabus and teaching plan for the CSL classes.  ACLS could be the 
first school in Boston area that has dedicated CSL classes and there are not much teaching materials 
handily available.  CSL teachers, Yang Liu, Ning Xie, and Xiangying Xie have worked very hard on 
creating an intimate and friendly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kids in FCC and other non-Chinese speaking 
families.  Once the teaching teams and plans are in place, the teaching of each grade can be properly 
aligned.  The coming high school Chinese Advanced Placement class in 2007 presents a new challenge to 
teaching in Chinese schools, and many schools have started modifying their teaching plan to align their 
teaching with AP curriculum. 
 
Fundraising is on going and Bob Xiong and Yufen Liu are in charge.  We got from Worker�s Credit 
Union $100 award for ACLS.  It is mainly due to the timely action from our second grade teacher Xu 
Ling for filling up an application form for ACLS and passed the information to school.  Yufen will report 
the event to all on School Journal.  Although we are able to have a clean and balance financial book, 
ACLS doesn�t have much savings.  From time to time, we need money to purchase needed equipment.  
We encourage all in school to help us finding any funding opportunities. 
 
This is the first board meeting for new Parent Council President Yuming Liu as a board member.  He is 
introduced to all on the board.  School security duty is the first priority for parent council, but there can be 
a lot more work to do for the parent council besides the security duty.  PC will be in charge of club 
activities in school.  There can be other social activities out of school hours, such as picnic, dancing 
parties, even a ski trip.  There were efforts on creating social environment for FCC kids outside class hour.  
Parent Council will host the end of school year parent meeting, and school and board will report to the 
parents in the meeting. 
 
As ACLS offering class through Community Education in AB School system, students without Chinese 
speaking environment in home are not only coming from FCC families any more.  Board member Mairen 
Valley has been trying to contact all those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o help them feel connected.  She 
can be reached at: mairen@earth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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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ACCEPTED DONATION 
BY WORKERS’ CREDIT UNION 

Yufen Liu 

On March 9th, I attended a presentation session at the 
Acton office of Workers� Credit Union. I am gladly 
reporting to you that ACLS has received donation of 
$100 from the Credit Union.   
 
Workers� Credit Union in Acton opened their office 
recently.  To market their new branch to the local 
community, they have pledged to donate $10,000 to 
the loc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e local 
organizations have to fill up an application form first 
and the local people then can vote on a few chosen 
ones. 
  
ACLS class 2c teacher, Xu Ling learned the event 
and filled out the initial donation application form for 
ACLS at Workers� Credit Union in Acton.  She then  
informed the school about the event. ACLS board 
members, Bob Xiong and Yufen Liu worked on 
fundraising issues.  The key to get the donation is to 
get people�s votes.  Fortunately, a few people had 
recognized ACLS� contribution to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cast their votes to ACLS.  At the end 
of February, Mr. Wetmore of the Workers� Credit 
Union informed us that ACLS is awarded a $100 
check and asked ours present in the ceremony. 
 
At 2:00pm March 9th, representatives from about a 
doze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met at Acton office of 
Workers� Credit Union.  They were warmly greeted 
by the Chairman and the marketing director. After a 
brief and informal introduction, the ceremony began.  
The representatives of each organization introduced 
their organization briefly and the Chairman of the 
Credit Union presented the checks as award to each 
representative. I introduced ACLS by telling them 
that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hundred families in our 
school, and we have both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and Chinese culture classes. The Chairman and other 
people then tried to learn how to say Thank You in 
Chinese. I also invited them to learn more Chinese at 
our Sunday Chinese school. 
 
As a young school, ACLS has basically no financial 
savings.  Thanks to the great works of the school�s 
financial team, we have been able to keep a clean and 
balanced financial book.  Any help, however, can 

help school to fund purchasing of needed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such as copy machines, or ping-pong 
tables.  If anyone has information on fundraising, 
please contact school administration team or the 
board directly.  The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on the school website: www.acls-ma.org.  We want 
to thank you in advance for your help! 
 

为为为为 ActonActonActonActon图书馆整理读者推荐的中图书馆整理读者推荐的中图书馆整理读者推荐的中图书馆整理读者推荐的中

文电影和电视剧文电影和电视剧文电影和电视剧文电影和电视剧    

豆满江豆满江豆满江豆满江 

在 MW和 LW领导和协调下的图书馆义务小组，为 Acton

图书馆建立中文藏书和资料做了大量工作。作为小组成

员之一，我做了一小部分整理和补充读者推荐的中文电

影和电视剧的工作，借校刊一角，向大家汇报一下经整

理后归类的电影、电视剧，另一方面，听取大家的批评

和意见，以便今后改进。这是在 CJ整理 的第一稿的

基础上修改的，在此特别感谢 CJ 的辛苦工作。 

 

由于图书馆运作上的一些具体规定，中文书籍和资料的

选购是在有限的经费和指定经销商之内进行的，这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选择的范围。另外，图书馆也尽可能购

买带有英文字幕的中文电影，以便非华语观众欣赏。 

 

先说电影，挑选是从导演开始的。很顺利地找到了不少

第六代导演的作品，这应该比较容易被大家

包括陈凯歌，（“和你在一起”、“边走边

艺谋（“活着”、“我的父亲母亲”、“一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王小帅，

的单车”、“扁担姑娘”），田壮壮，

”）。在 Charlie Rose和 PBS上两次听过

谈，可以说，他的英文，自信以及对

Rose提问的回答，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azon键入的的第一个关键字，就是他老陈

香港的导演同样出色，包括侯孝贤，蔡明亮

作品集。 

美国的 PBS节目的高质量是有目共睹的，在

下，两次在 PBS上观看了同一部叫“From 

ozart”的记录片，它是介绍著名小提琴家

ern于 1979年到大陆访问和辅导教学的实际

还获得了 1981年奥斯卡最佳记录片奖；另

比较新的，Bill Moyers的“Becoming 

校园内外校园内外校园内外校园内外 
大陆第五、

接受，其中

唱”），张

个不能少”

（“十七岁

（“蓝风筝

陈凯歌的访

Charlie 

所以在 Am

了。台湾和

和杨德昌的

 

记录片里，

偶然的机会

Mao to M

Issac St

情况，此片

外还有一部
American: the Chinese Experience”，里面对华人在

美国的移民历史，做了不少详尽和正面的描写，我和几

个同学看后都觉得不错，特别是里面采访《时代周刊》

封面人物何大一，首都越南墙设计获奖者 Maya Lin

http://www.acls-m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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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看后给人以振奋和鞭策。另外，CCTV/NHK丝绸之

路也很不错。 

 

去年两位优秀的港星离开了，为了纪念这两位明星，选

了张国荣的“霸王别姬”，“春光乍泻”，“英雄本

色”，“夜半歌声”，“倩女幽魂”，“白发魔女”，

梅艳芳、张国荣合演的“胭脂扣”，以及梅艳芳的“九

一神雕侠侣”。对于哥哥的离去，他的至交肥肥一句

话，三个字：“好唔值”，起到了总括的作用。我并非

荣迷，只看过他和周润发合演的“英雄本色”，在旁人

看，荣哥拥有那么多，他的失意与厌世，是那么不可理

解。荣门客栈论坛里荣迷们的痛心疾首，与我惋惜刘宝

瑞，邱岳峰，列农和卡彭特等声音大师的英年早逝，也

许是一样的心情：本来，他们会留给我们更多的艺术财

富的。但是，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贪得无厌呢？ 

 

以将世界电影的珍宝带到收藏者手中为己任的

Criterion 公司，出版的中文片子不算多，其中有吴宇

森 1989年的“喋血双雄”，和 1992年的“辣手神

探”。发哥的片子自然不错，但那些警匪片同希区柯

克，伯格曼，费里尼，库布利克等名导的作品排列在

Criterion Collection里，总有些别扭，所以这次选

的是另一部，2000年王家卫导演，梁朝伟、张曼玉演

的“花样年华”粤语和英语双语 Criterion 

Collection版。另外，黄日华翁美玲的“射雕英雄

传”，“无间道”三部曲，楚原导演的“黑玫瑰”和

“孽海遗恨”，周润发和赵雅之的“上海滩”，红线女

的“西厢记”，“七十二家房客”等，使港产的大片在

推荐名单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与好友 Simon几年前曾谈起吴宇森的另一部好莱坞作

品，“Face Off”。Simon指示应该去看看吴天明导演

的中国“变脸”，英文片名叫“King of Masks”，

Simon 推荐电影百发百中，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如果

这里是推荐英文片，那么他推荐的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 Mr. Deeds Goes to Town, High Noon 

都可算一流的。 

 

中国早期的电影，选择了以下这几部：阮玲玉的“神

女”，吴茵和赵丹“遥远的爱”，“桃李劫”，“新女

性”，“风云儿女”，“松花江上”，白杨和陶金“八

千里路云和月”，赵丹和魏鹤龄的“乌鸦与麻雀”。 

 

个人对戏剧和地方戏方面的知识，几乎全部来源于几对

相声演员的相声段子。选择了以下这几部：梅兰芳京剧

洛神，杨宝森京剧失空斩，王文娟中国越剧精典，严凤

英黄梅戏女驸马，倪惠英从艺叁十周年经典珍藏版白蛇

传，河南大型古装戏剧曲剧姐妹易嫁，潮剧张古董借

妻，杨振言评弹，和吕剧名家名段，沪剧片断等。 

 

电视连续剧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选择范围广，选得不

好，更容易得罪本镇的影视爱好者们。以代表艺术性，

代表娱乐性和代表可收藏性（简称三个代表）为指导思

想，进行了归类和选择。下面就是五个类别的电视连续

剧的推荐名单。 

 

第一类是四大经典，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

梦。第二类是爱国主义教育，包括大侠霍元甲，便衣警

察，凯旋在子夜。第三类是爱情，包括江姗王志文的过

把瘾，围城，几度夕阳红，烟雨朦朦，渴望，和让爱做

主。第四类是喜剧，包括编辑部的故事，贻笑大方和我

爱我家。第五类其他好片，包括皇城根儿，世纪人生董

竹君传奇，武则天，铁齿铜牙纪晓岚，楚留香传奇，红

色康乃馨和春节晚会精品集，2003年央视热播的几部

大片：走向共和，天龙八部，飞刀又见飞刀，大染坊，

康熙帝国，雍正王朝，激情燃烧的岁月，情深深雨蒙

蒙，还珠格格，还珠格格续集，一地鸡毛。 

 

由于种种原因，CCTV的话说长江和 CCTV/NHK黄河此次

无法购买。权且把这两部精彩的记录片放在 wish   

list 上吧。 

 

平有限，犯错误，跌跟头是必然的，而选了

，则完全是偶然的和侥幸的。如果上面提出

（代表艺术性，代表娱乐性和代表可收藏

以后的选题人员提供一个选材的构架，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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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对上面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果您对上面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果您对上面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果您对上面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是“YEYEYEYE 克顿中文学校欢迎您，欢迎克顿中文学校欢迎您，欢迎克顿中文学校欢迎您，欢迎克顿中文学校欢迎您，欢迎

您加入到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来您加入到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来您加入到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来您加入到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来!!!! 

艾克顿中文学校位于波士顿西北部华人聚居的艾克顿 。这里人气兴旺，交通便利。学

校自去年二月成立后，经全体教职员工、家长、学生

不断扩大。为满足学校发展的要求，现特向华人社区

Registration@a
欲知学校详情请访问：wwww
由于作者水

优秀的片子

的三个代表

性），能为

足了。 

文课及文课及文课及文课及

SSSS”，艾”，艾”，艾”，艾

(Acton) 镇
的共同努力，成功地走过了一个学年，声望

诚聘教学人才。有意者请电子邮件联系： 

cls-ma.org 
ww.aclsww.aclsww.aclsww.acls----ma.orgma.orgma.orgm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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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恒的画李恒的画李恒的画李恒的画    
 

谢宁谢宁谢宁谢宁    

CSL_ACSL_ACSL_ACSL_A教教教教    师师师师 
 

这幅画的作者李恒 (五岁)是我教的 CSL_A班的学生。

这个班的学生年龄在四岁半到五岁半之间，都来自不讲

中文或不讲普通话的家庭。我们的课程在保持初级班水

平的基础上，根据这个班学生的具体情况和这一年龄段

儿童的语言、智力发展水平，为所有学生提供新颖的教

学内容，其中包括中文儿歌与歌曲、语音、汉字识、

读、简单的句子与对话，同时向学生介绍中国的风俗风

土、神话传说及历史故事。我们用生动有趣的教学方

法，力图创造一个与学生年龄和中文水平相适宜的中文

学习环境，使学生通过亲身体验与观察加深理解以掌握

所学内容，从而喜欢来我们艾克顿中文学校学习中文。  

 

我们这学期的教学分五个主题单元。最近刚用了四周的

时间完成了“食品”单元。学生学习了“食品金字塔”

中不同种类的食品的说法和一些简单用语。其中一课介

绍蔬菜，儿歌的前两句是这样的：“小白兔，上山坡，

拔了青菜和萝卜。”课后李恒画了这幅画送给我。我们

可以看到，这幅画不仅显示了她对绘画的兴趣与才能，

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她对所学儿歌的透彻的理解。 

 

About the Picture 
 

The author of the picture is of one of my students in 
CSL_A class, LI HENG, 5. Students in this class are 
between four and half and five and half year-old. They all 
are from non-mandarin-speaking familie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our students and on the 
language and cognitive skills of the children at this 
developmental stage in general we provide a curriculum 
that is fresh to students of different language capabilities, 
yet keep the language taught at the Beginning level. 
Students learn Chinese rhymes, songs, pronunciation of 
vowels and consonants, characters (structures and 
recognition) and simple sentences/conversations. They are 
also introduced to Chinese customs, folk tales and history. 
We are using fun and interactive methods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and learn what we teach in class and making 
every attempt to create a welcoming environment that is 
appropriate for both their age and Chinese language level to 
make their Chinese learning experience here at ACLS an 
enjoyable one. 
 
There are five Thematic Units for this semester. We have 
just finished the �Food Unit� which lasted for four weeks 
and included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foods, i.e. the food 
pyramid. One of the rhymes we learned was about 
vegetables. The first two sentences of the rhyme went like 
this: �Little white rabbit, went up hill. Picked green 
vegetables and carrots.� (xiǎo bái tù, shàng shān pō, bá le 
qīng cài hé luó bo.). As a gift,  LI HENG presented this 
picture to me the following week. I was impressed not only 
by her drawing itself but also by her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rhyme.  

 
CSL_A Teacher Ning Xie (Jackie) 

 

教师之角教师之角教师之角教师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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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伊犁河永远的伊犁河永远的伊犁河永远的伊犁河 
简约简约简约简约 

昨夜，梦中，我又回到了伊犁河。 

 

河水还是一样的波光潋滟，河岸还是一样的蒹葭苍苍，

骄阳下我伫立河边，若喜若悲，一种陌生而又熟悉的心

情…… 

 

那一个夏天，久居南国的我负笈北上。一个偶然的机

会，我庆幸得缘再游西北——与几位教学考察的学子结

伴。当时我学业初结，执教未几，满心怀的是怅茫与颓

唐夹杂着莫名的忧郁，甚而是对生命意义的淡漠。惟此

重游西北大地由衷地唤起了我心里难得的热情——数年

前，初践那块土地便给了我挥之不去的乡愁情怀。 

 

一路挥洒。 

 

最后一程是乌鲁木齐到伊犁——那个最辽远的边关重

镇。我们将乘坐近两日的长途汽车穿越戈壁、沙漠和绿

洲。沉闷的旅途同伴们的高谈阔论吸引了前座的一位大

一学生，这样我认识了贝津，一位土生土长的伊犁孩

子。一年前入读西安一所大学，此时正值学校暑假，长

途颠簸第一次回乡省亲。贝津有着南方孩子的聪颖兼具

北方青年的沉稳。一路上我对西北大地的深情使他对我

有着额外的好感。我也错愕：短暂的旅途竟可使两个素

昧平生的人平生一种姐弟般的亲情。 

 

车至伊犁，贝津热情相邀我们做客。一个难以拒绝的理

由是：“我家窗外不远就是伊犁河。”于是我们约定明

早共睹伊犁河的风采。 

 

次日我们只在贝津家驻足片刻，便急不可耐地奔向伊犁

河。伊犁河边的古朴和苍郁出乎我的意料。我们趟过一

条条深浅不一的支汊，拨开一道道蒿草荆棘的屏障。当

最后伊犁河的主干突然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每一个

外来客都被它震慑住了：与夹岸无数的支汊中的苍凉和

蛮荒不同，伊犁河宽阔的河面鳞光闪烁，波澜不兴，在

明艳的阳光下处子般温润地流淌着。不难料想河中央一

个小小的沙洲对我们这些久居城市的人是怎样的一种诱

惑。果然，几位同行者已在迫不及待地筹划一次畅游。

当我们几位“旱鸭子”准备步向远处突起的河岸上等候

时，我意外地发现一直未参与筹划的贝津正在弯腰除

鞋。对我的询问，他迟疑着回答：“陪他们尽尽兴

吧。” 

 

当我们终于汗流满面地爬上高岸站稳时，正午的太阳已

使人有些目眩。高岸上一位看管水文的维吾尔族老人热

情而又吃力地用汉语与我们交谈。放眼远眺，远处沙洲

上的同伴已眇如豆点。忽闻他们竭力在叫喊着什么，听

明白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贝津被平静的河面下湍急的

水流冲走了！我难以置信：一切是那么平常，一切是那

么温和，一切都似乎毫无裂痕。我冲向老人的水文镜。

水文镜中可视的清晰告诉我这是事实：沙洲上彷徨着我

的两位同行者，没有贝津的身影。烈日下我顿觉天地间

蒙上了一层黑纱——世界与我隔着这层黑纱对望着，有

一种寒冷沁入肌肤，渐渐入骨。耳边是维族老人不住的

叹息：“姑娘, 为什么你们来这里游水啊?……熟悉伊

犁河的人们从来不在伊犁河主干游水……在伊犁河漂走

的人从未有人生还——几个拐弯后，伊犁河就出境

了……”短短的两天里贝津的几个镜头此时在我眼前狂

乱地交错闪现，同时是定格的一个问号：为什么？为什

么我的万里之行竟是为了用这种方式断送一个年轻而鲜

活的生命？！ 

 

我木然站在那里，脸上是无尽的泪水。除此之外，我的

心海一片空白。 

 

我无语望天…… 

 

造化之主厚待了我，伊犁河的经历居然是一个意外的结

局：贝津安然生还。 

 

但从此，午夜梦回，伊犁河成了我熟悉的梦境，提示我

生命的无价。尤其当我生活中经历低徊与沉郁，伊犁河

就象一段飘渺而悠扬的旋律似有若无地响起，提示我，

为生命感恩！ 

You Just Have To Look    
  

By Wendy Chen    
  

atter if you�re black, blue, red, or green 
 matter if you�re white or aquamarine 
 matter if you walk on two feet or one 
 matter if you have four wings or none 
ryone�s connected in some special way, 
ou just have to look, don�t walk away 
eryone shares something with another 
esn�t have to be your sister or brother 

It may be a bird, a turtle, or fly 
u may share colors of ear, feet, or eye 

ryone�s connected in some special way, 
ou just have to look, don�t walk away 
think just on what you see with your eyes 

Look closer and deeper, I advise 
elings may not surface on the outside 
elings you may share, which also hide 

大众论坛大众论坛大众论坛大众论坛 
No m
No
No
No

Eve
Y

Ev
Do

Yo
Eve

Y
Don�t 

Fe
Fe
Everyone�s connected in some special way, 
You just have to look, don�t walk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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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在是享受这实在是享受这实在是享受这实在是享受!!!!””””    

——介绍艾克顿华人读书会介绍艾克顿华人读书会介绍艾克顿华人读书会介绍艾克顿华人读书会                                           

彭卓瑞彭卓瑞彭卓瑞彭卓瑞    

 

“我们这个读书会是去年（2003）四月份成立的，”

Lena 介绍道。艾克顿(Acton)  中文学校成立后，几位

热心服务社区的同好就琢磨着成立一个中文读书会----

--既为中文学校蕴蓄师资，也有助于营造在异域承扬中

华文化的气氛。 

  

“为什么参加读书会？大家定期聚在一起，读一读共同

感兴趣的东西，谈谈新书动向，交换书籍，阅读心得，

互通有无一番，这是一幅多吸引人的景象！” 联络人

周麟说，“快一年了，我们的成员基本稳定在十到十二

人之间。虽然十分遗憾的是，有些成员由于工作地点变

动等因素，不得不离开了，但是我们也不断有新的成员

加入进来。” 

 

读书会假座镇图书馆，平均

每半月聚读一次。通常由成

员轮流主持。主讲人事先选

定阅读材料，“备课”一

番，届时人手一份。讲法相

当灵活，完全视主讲人风格

及材料特点而定。通常由主

讲人稍作背景介绍，大家轮

流朗读一段。然后就展开讨

论。有质疑，有献曝，也常

常爆出一阵笑声。 

 

读书会主要阅读的是古诗

文。读过的有《洛神赋》，

《前后出师表》，辛弃疾的

“菩萨蛮”两首，《李白

传》，等。中国语言文化所

特有的延续性使现代汉语与

古代汉语之间的传承十分清晰可见。现代汉字往往可以

直溯上古。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堪称独一无二。中华文明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通常被认为约为五千年。而我们现在

所称的“古文”约与自秦始皇以降约二千年的封建社会

文化同期。绵亘二千年的古文，历代文章荟萃，鼎盛期

更是琳琅满目。许多珍品可令人反复咂摸品味。 

 

“我们暂时还没开始阅读其他类别的书目。 因为大家

都十分忙碌，聚在一起来读的东西最好是大家都觉得读

后不虚此行的，如古诗文，” 王泽养说。“还有，读

古诗文呢，大家都有兴趣，但都不是专家。有时候你知

道得多一点，有时候他知道得多一点，这么凑起来读，

互相提示，大家就都读明白了。现代文章就不需要这样

了。”Lena 补充道。但是，成员之间私下的阅读交流

却也不少，互相传阅一些书籍啦，交流看法啦，那也是

十分自然的事。“邀请文化知名人士来坐谈，也是我们

的项目之一。到目前为止，我们已邀请过王伯庆，下一

位拟邀的是朱伟忆，”Lena 说。读书会最初是每月一

读。王泽养的感叹“这时间过得挺快！”引起大家的同

感，这么着，大家就每半月过一次瘾了。 

 

“要说呢，这实在是一种享受，是奢侈，”M 慢悠悠地

说出这番很有感触的话来，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鸣。是

啊，正如大多数留美学人，我们来到这里，从最初“陌

生人在陌生的土地上，”说第二语言，上学，找工作，

到买汽车，养房子，生儿育女在此定居下来。生活节奏

的快速，生活层面的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就此定义了我

们的人生。而读书，使我们间接地扩大了个人的生命。

读中国古诗文，我们似乎与中国历史上优秀人物一起呼

吸，心跳，思考。 

 

来自摩肩接踵的中国广东的彭卓瑞，则别有一番滋味在

心头。美国地广人稀，郊区单房独幢，树木葱茏，是邻

舍之间的天然屏障。人人出入都靠车，大家“鸡犬之声

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是太容易的事了。这种“桃

源意境”给美国社会提出的挑战，就是个人与社会的隔

膜。而各种社团的兴起，就是人

们重建社区，增强归属感的相应

举措。 

     

大多数成员来自中国大陆，因而

成长于海外的陈加华（ Bob 

Chen ）常常提供令人耳目一新

的视角。也有曾经生活在其他国

家的成员，他们的阅历也都丰富

了大家的见识。“我们决定向大

家介绍我们这个读书会，是因为

我们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事。我

们既希望借此吸引更多的人参

加，(也欢迎邻区的朋友加入)也

很乐意其他朋友们受到启发，在

各自的社区举办类似的读书

会，”Lena 说。这，似乎是所

有成员的心声。的确，在美国主

流社会里，各种读书会，戏剧

社，恳谈会都十分盛行，而热闹

非凡的海外中文网络上似乎尚未见到一个类似的阅读小

组，王泽养说。在艾克顿（Acton）这个波士顿郊区以

白人居民为主的小镇，在文化气氛浓烈的新英格兰地

区，乃至在整个美国，这种以社区为基础的华人读书会

恐怕尚属首创。 

 

又是周二的晚上了，在艾克顿图书馆二楼角落会议室

里，这些中国面孔又团坐在那长桌边了。嘘，请放轻脚

步，把你的耳朵贴在那厚重的大门上，唔，隐约传来的

是悠悠的丝竹声…… 哦，是M在主讲张若虚的“春江花

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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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 The Experts!

Selling/buying a house in good school towns 
Call Good School Realty, 

Inc.! 
 

We have experts covering Acton, Andover, 
Brookline, Lexington, Newton, Sudbury, 

Wayland, Weston and many other towns with 
excellent public school systems!  

 
LLLOOOOOOKKK   FFFOOORRRWWWAAARRRDDD   TTTOOO   OOOUUURRR   AAACCCTTTOOONNN   AAANNNDDD   

NNNEEEWWWTTTOOONNN   OOOFFFFFFIIICCCEEESSS   SSSOOOOOONNN...   
 

Call 1-888-430-5900 or visit our website 
www.GoodSchoolRealty.com to sign in for 

automatic marketing 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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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婆豆腐麻婆豆腐麻婆豆腐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是成都久享盛誉的传统名菜。据传清朝时

期，成都万福桥边，有位脸上有稀疏麻点的妇女，其夫

姓陈，开了一间豆腐店。经由她用熟油、辣椒、花椒、

豆豉烹制的豆腐，味道特别鲜美，十分受人欢迎，于是

人们都传称为陈“麻婆豆腐”。至清光绪年间，《成都

通览》将该店名为成都的名菜名店。 

 

此菜的特色是：在雪白细嫩的豆腐上，点缀着棕红色的

肉末，绿悠悠的葱苗，红通通的汁色，闻之则浓香扑

鼻，集麻、辣、烫、嫩、酥、鲜、香于一体。 

 

原料： 

 主料：豆腐 400克 

 配料：肉末 75克，青葱 15克 

调料：豆豉 5克，郫县豆瓣 10克，辣椒粉 5

克，花椒粉 2克，酱油 10克， 

 盐 4克，味精 1克，湿淀粉 15克，

姜粒 10克，蒜粒 10克，肉汤 120

克，熟菜油 100克。 

 

制法： 

（1） 将豆腐切成 2厘米见方的块，放入沸

水中加盐浸泡片刻后沥干，郫县豆瓣

剁细。 

（2） 炒锅置中火上，下熟菜油烧至六成

热，放入肉末炒至酥香，续下豆豉炒

出香味后，下姜蒜粒炒香，再放入剁

茸的豆瓣炒匀，下辣椒粉炒至色红

时，参肉汤烧沸，再下豆腐用小火烧

至冒大泡时，加入味精推转，用湿淀

粉勾芡，使豆腐收汁上芡亮油，下葱

断生后起锅装盘，撒上花椒粉即可。 

 

老四川饭店提供老四川饭店提供老四川饭店提供老四川饭店提供 

    

    

如何保养你的钢琴如何保养你的钢琴如何保养你的钢琴如何保养你的钢琴    

 

你的钢琴既是一件华美的家具，又是一个能带来音乐享

受的美妙的时尚器械，它需要也值得理智的保养。 

 

你的钢琴是一个汇集了许多不同的且昂贵的原材料的复

杂组合，仅只是它的键盘和机械装置就包含有九千多个

部件。如果你想分析一下你的钢琴里的原材料，你会找

到不同种类的优质木材和铁、钢、铜、黄铜、塑料、呢

绒、棉布、各类胶粘剂，等等。 

 

钢琴弦钢琴弦钢琴弦钢琴弦    

 

钢琴琴弦被称为是炼钢工业的“蓝筹”产品，它们代表

了钢丝生产工艺发展的最高阶段，只有少数厂家可以制

造。不要忘记，一架标准的钢琴有超过 200根琴弦，它

们的张力合在一起可以产生超过 18吨的拉力！这些琴

弦被用木质琴马卡在共鸣板上，通过一个反向负荷系

统，弦与共鸣板被固定在一起。每一个琴弦必须保持特

定的张力，否则，它就会走调，产生不和谐的音调，换

句话说，就是 OUT OF TUNE! 

    

你和你的钢琴技师你和你的钢琴技师你和你的钢琴技师你和你的钢琴技师 

 

为了使你的钢琴正常工作，也为了保护你在钢琴上所作

的重大投资，你的钢琴需要定期地由职业钢琴调音技师

来维修。许多钢琴专卖店都雇有自己的调音技师来负责

这项工作。同时，在这个领域也有许多被认可的独立的

钢琴调音技师。 

 

调音调音调音调音    

 

不论是什么厂家和牌子的钢琴，由于它的复杂结构，通

常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稳定和适应你家里的空气条

件。因此，在买回来的第一年里，适当地维护你的钢琴

是十分必要的。一般来说，第一年里调音四次是适当

的。以后每年调音的次数视你自己的需要，但不应少于

两次。 

 

一个钢琴演奏家在每次演出之前都要给他的钢琴调音。

调音的频繁度可根据钢琴的使用程度和它所处地点所

架钢琴所处地点的空气条件稳定均衡，它的

持良好。空气湿度从潮湿变干燥会引起木材

缩，进而改变琴弦的张力。因此，尽量保持

湿度可以帮助减少调音的频繁度。 

到，钢琴的机械装置结构十分复杂，因此，

年内对钢琴的全面检查非常重要，之后的定

能忽视。不要混淆“调音”和“校准”两个

仅与钢琴的音调有关，而后者则指对琴弦运

整。 

    

质表面加工工艺而著称，其工艺与贵重家具

同，甚至更好。若居家条件良好，钢琴能显

凸现出来。对于你的钢琴表面的保养，请向

售商请教。在钢琴华丽外表后面，是真实的

主要价值——敏感的音调和演奏机制，因

生活园地生活园地生活园地生活园地 
定，如果一

音准就会保

的膨胀与收

均衡的空气

 

如前面所提

购买后第一

期检查也不

概念，前者

动机制的调

 

表面工艺表面工艺表面工艺表面工艺

 

钢琴以其优

表面加工相

著地在家中

你的钢琴销

美，和它的
为，它首先是一架乐器，其次才是一件家具。 
 

 （未完待续） 

 （本刊编译自《钢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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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习作选学生习作选学生习作选学生习作选 
 

寒假寒假寒假寒假 
三年级三年级三年级三年级 AAAA班班班班    指导老师：颜越指导老师：颜越指导老师：颜越指导老师：颜越    

 
我的寒假生活我的寒假生活我的寒假生活我的寒假生活    

曾姗姗曾姗姗曾姗姗曾姗姗    

寒假我去滑雪。我去滑雪的地方叫 Nashoba 谷。我和

我的好朋友一起去滑雪。我们玩得很高兴。我们先穿上

滑雪靴，戴上雪橇。然后我们一起坐悬椅上山顶。到了

滑雪道上一直滑到山脚下。Nashoba谷有不同难度的滑

雪道。容易的叫绿圆圈道，难的叫蓝正方道，最难的叫

黑方块道，我最喜欢的雪道叫 Nashoba雪道。Nashoba

雪道是一条蓝正方道。 

 

我的寒假生活我的寒假生活我的寒假生活我的寒假生活    

朱秋爽朱秋爽朱秋爽朱秋爽    

我度过了一个有趣的寒假。二月十五日的那个星期一，

我去我的一个朋友家。我跟我的朋友和她小弟弟玩。我

们一起玩监视她妈妈的游戏，但她的小弟弟总是打扰我

们。于是我和我的朋友就一个人带她的小弟弟，另一个

人监视她的妈妈。当我们玩烦了这个游戏时，我们就换

另一个游戏玩。后来我妈妈就来接我了。我非常喜欢跟

我的朋友一起玩。 

 

寒假日记寒假日记寒假日记寒假日记    

林云林云林云林云    

吃完午饭，爸爸带我去我朋友阔阔的家。到了他家，我

看了一会儿电视，见着他哥，叫然然。我玩了一个电脑

游戏叫 Starcraft。我以前也玩过 Starcraft，去年我

表哥让我回来玩，

可是爸爸给弄丢

了。玩完了 

Starcraft，我去

吃晚饭。那儿有我

最喜欢吃的，叫卷

饼。我包的卷饼很

大，里面有很多鸡

蛋、鸭肉、黄瓜还

有粉丝。阔阔他妈

妈还做了一种很好

喝的又酸又甜的果

汁。吃完晚饭，我

又玩了 Starcraft，阔阔让我带回家去玩。我在回家的

路上就睡着了。 

    

我的寒假生活我的寒假生活我的寒假生活我的寒假生活    

刘华刘华刘华刘华    

这个寒假我大部分时间是呆在家里跟妹妹玩。我们看电

视，也做手工。有一天，我和妹妹去朋友家玩。我们一

起到她家树林里去探险。我们跟随着一条小溪，找到了

一个小瀑布。我们在结冰的小溪上走。我们看到一块很

大的石头。我们用一块木头当桥，爬上石头。我们站在

石头上，能看到旁边的池塘。过了一会儿，我们回到朋

友家玩游戏。这个寒假我玩得很开心。 

 

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我的生日    

熊笛熊笛熊笛熊笛    

二月九日是我的生日。我邀请十二个小朋友参加我的生

日聚会。我和我的朋友打了一个小时的保龄球。大家玩

得满头大汗，肚子也饿了，这时候，阿姨给我们送来了

比萨饼、热狗和汉堡包。大家为我唱生日歌和吃蛋糕，

还有冰淇淋呢。 

 

我们最喜欢的是玩游戏机。我赢了很多分和换了许多我

喜欢的东西。 

 

有趣的寒假有趣的寒假有趣的寒假有趣的寒假    

沈皓天沈皓天沈皓天沈皓天    

在寒假我去了两个游戏厅，我还到朋友家住了一天、过

了一个有趣的寒假。Good Time 是我最喜欢的游戏厅。

游戏，我想是五百个游戏。那儿还有我最喜

。另外一个游戏厅是叫 Fun Hall，有个游

anic，在 Tatanic 上我赢了一个大

我赢了 1165张奖票。我在朋友家的时候，我

一个滑旱冰的地方。我还在他们家吃东西。 

小禾集小禾集小禾集小禾集 
那儿有很多

欢的激光枪

戏叫 Tit

Jackpot，

和他还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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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寒假生活我的寒假生活我的寒假生活我的寒假生活    

简路缤简路缤简路缤简路缤    

这个寒假我很忙。我每天都有一些活动。 

 

我星期一跟我爸爸和妈妈的朋友滑雪、游泳，我玩了一

天。星期二到星期五我上午学了个人网页设计，下午我

打三个小时的篮球。 

 

我很喜欢我的网页。我的网页上有一个小狗跑、飞机

飞、一个地球和一些人跳舞。它还联上别的网页。我的

网页还有我的照片。 

 

打篮球的人很多，我们分成两个队，打得很热闹。 

 

有趣的寒假有趣的寒假有趣的寒假有趣的寒假    

鲁朔龙鲁朔龙鲁朔龙鲁朔龙 

 

我星期一去滑雪了。妈妈，

望望和爸爸也去了。我们去

了 Sunapee。我参加了一个

学校。老师不让我们上大

山。每一次我滑下来我就更

累。我每一次滑下来我也就

滑得更好。 

 

参观动物园参观动物园参观动物园参观动物园    

崔乐怡崔乐怡崔乐怡崔乐怡    

星期三早上，我和爸爸一起

去参观了动物园。我们看见

了很多动物。首先我看见了

一只鸟，它的背上羽毛是黑

的，它的身体上的羽毛是白

色的。它还有一双红色的眼

睛。后来我看到了一只大猩

猩，一条很长的蛇。那条蛇

有三十英尺长。最后我看见了我最喜欢的动物――狮子

王。我还听到了它的怒吼。还有很多说不出名字的动

物。 

 

我的寒假生活我的寒假生活我的寒假生活我的寒假生活    

陈昊卓陈昊卓陈昊卓陈昊卓    

我的寒假很好玩。我跟我的朋友玩。我们玩了电脑，读

书和看电视。我在电脑上玩 Zoo Tycoon。我也去滑雪

了。星期六我在一个音乐会上弹钢琴。星期六我也滑冰

了。星期三我在树林走了一圈。我看到很多野鹿的脚

印。我也看到很多松鼠的脚印。脚印可能是因为在冬天

的时候鹿和松鼠找不到吃的东西，所以到处走。我的寒

假过得很好。我希望你的寒假也过得很好。 

 

我的寒假生活我的寒假生活我的寒假生活我的寒假生活    

王雨萌王雨萌王雨萌王雨萌 

寒假的第一天，我的好朋友研研来了。我们堆了一个小

的白雪人。我们玩得好高兴。寒假的第三天，研研对我

说再见，爸爸把研研送到研研的家。寒假的第四天，妈

妈爸爸不上班，我们就到我们的好朋友 Sarah的家玩。

我在寒假里玩得好高兴。 

 

寒假日记寒假日记寒假日记寒假日记    

凯西凯西凯西凯西    

我过了一个很好的寒假。我星期一和星期二没有干很

多，就弹钢琴和跟弟弟玩。到星期五的时候，我终于出

去玩了。我先去牙医看牙齿。看完后，我就去滑雪。滑

雪很好玩，我滑完雪就回家了。到了星期六，我去滑

冰。到了星期天，我去了钢琴课，再去买东西了。买完

东西就回家了。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的寒假也过去了。

我过了一个有趣的寒假。 

 

有趣的寒假有趣的寒假有趣的寒假有趣的寒假    

乔艾伦乔艾伦乔艾伦乔艾伦    

寒假里，我们一家人去佛罗里

达。我们去迪斯尼，玩了很多好

玩的东西。然后，我们开车去迈

阿密。那里有很多漂亮的海滩。

波浪很大，可以把我们冲倒。然

后，我去看我的表妹。我们一家

跟我姑姑的一家又去玩迪斯尼。

我们玩了很多天。我们还在一起

吃饭，玩得很高兴。 

 

有趣的寒假有趣的寒假有趣的寒假有趣的寒假    

许露许露许露许露 

这个寒假我去了 Key West 和 

Mexico 。我们参加了五天的海

轮游玩。我们坐的船很大，它一共有十二层，里边有游

泳池，有赌钱机，有照相室，有三个大饭厅，有商店，

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 

  

我们先去了 Key West，我很喜欢那儿的房子，因为颜

色都很美。第二天我们来到了 Mexico，我们去了

Cozumel 的海边。海滩上全是细细的白沙，我捡到了许

多小贝壳和珊瑚石。 

 

我过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寒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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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寒假有趣的寒假有趣的寒假有趣的寒假    

许洋许洋许洋许洋    

在寒假，我们一家人坐海轮去旅游。我们先坐飞机从

Boston 到 Chicago再转 Miami 。从 Miami 我们上了

海轮。我们坐的海轮是 Fancy Nation。它很大、很

高、很漂亮。在船上有游泳池，有精彩的表演，还有很

多美味的食品。 

 

我们先到了 Key West，这是一个很美的小岛。它们房

子的颜色都很淡。第二天我们到了 Mexico的

Cozumel。在那里我们参加了浅水和吉普探险。 

 

我的寒假过得很好。 

 

生日生日生日生日    

陶醉陶醉陶醉陶醉 

我的生日在二月，我们二月二十一日开了一个生日聚

会。我请了我的同学和朋友到 Nashoba Valley Tubing 

Park去玩雪胎，一共有十个人来。我们每个人拖一只

雪胎，有人帮我们把它挂到绳子上拖到山坡上。然后我

们从山上坐着雪胎滑下来。我们有时自己一个人滑，有

时和朋友几个人一起下来。我们玩得很开心。 

 

我的寒假我的寒假我的寒假我的寒假    

吴弘毅吴弘毅吴弘毅吴弘毅    

在我的寒假里，我有两个主要活动。我去了 MX 

Workshop，和我篮球队打篮球比赛。在星期四和星期五

我去 MX Workshop。我在 MX Workshop做了很多好玩的

项目。我用四十八个零件造了二十二个项目。我做了一

辆车，一条船，和一个会旋转的机器人。在我的篮球

赛，我和我的篮球队，The Tayhawks，玩了两个篮球

赛。我们在艾克顿初中学校比赛篮球。我们输掉了第一

场比赛 24比 46，也输掉了第二场比赛 25比 34。 

 

 
长大了做什么？长大了做什么？长大了做什么？长大了做什么？ 

三年级三年级三年级三年级 B班班班班 指导老师：史建英指导老师：史建英指导老师：史建英指导老师：史建英 
 

罗艺成罗艺成罗艺成罗艺成 

我是三年级的小学生，学的知识不多。我看到了一些有

趣的问题，可是我不会回答。如为什么拿尺子擦几下头

发就会把小纸片吸上来？爷爷说“这是科学。”我要好

好学习，长大后当一名科学家。 

 

张凯丽张凯丽张凯丽张凯丽 

我长大了以后想做医生，因为我想给大家看病。大家生

病了很难受，我给他们看好了他们就不难受了。每个人

都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所以我想做医生。 

 

小石头小石头小石头小石头 

我要当医生。我小时候得了好多病，去看了医生很多

次。医生给我很多药。没有医生很多人会死的。医生把

我从妈妈的肚子里接出来。我长大了想研究怎么治癌

症。 

 

王天哲王天哲王天哲王天哲 

我长大了想当个篮球运动员。首先我很喜欢打篮球。另

外打篮球也是一个好的锻炼身体方法。如果打的好，还

能被选入大学球队。我觉得打篮球能带来很多机会。 

 

李梦昀李梦昀李梦昀李梦昀 

当工程师是一个很有趣和创造性的工作。他们要建造和

制作许多新东西。比如，计算机，高楼和大桥。工程师

总是克服困难。当他们成功后，会为自己和团体感到骄

傲。所以长大后我想当一名工程师。 

 

贾书华贾书华贾书华贾书华 

我长大了以后想当一名动物医生。因为我们人和动物都

生活在一个地球上。我喜欢动物。我喜欢帮动物。动物

是我的好朋友。我要好好学习为动物治病。 

 

徐漪然徐漪然徐漪然徐漪然 

我长大了想做一个画画老师。我想做一个画画老师因为

我很喜欢画画。我喜欢教小朋友们画画。图画是很美丽

的，五颜六色。画画有时候简单，有时难。我很喜欢我

自己的画画老师，她们教了我好多东西，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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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雪李雪雪李雪雪李雪雪 

我小的时候经常生病。我去看医生，医生给我吃药。医

生帮助了我。我长大了也要做医生。我要帮助病人，让

他们身体健康。我长大了要做医生。 

 

闫海闫海闫海闫海 

我从小到大就喜欢动物。动物是人的好朋友。他们象人

会生病，自己不能当医生，要人帮忙。所以我想当动物

医生。 

 

杨睿娜杨睿娜杨睿娜杨睿娜 

我长大了以后要当一个兽医。兽医给动物看病。我要当

一个兽医因为我很喜欢动物。我要帮助马，鸟，兔子，

乌龟，猫，狗，猪，牛羊和其它的动物。 

 

李涣青李涣青李涣青李涣青 

我长大了要当艺术家。因为我喜欢画画，唱歌，跳舞和

弹琴。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听我奶奶唱歌弹琴。后来我

就经常自己画画，唱歌。上学以后，我就上画画儿和音

乐课。在中文学校我也去画画儿。我们学了画动物和花

草。画画，跳舞，唱歌和弹琴总是让我很高兴。所以我

长大了要当艺术家。 

 

 
春天春天春天春天 

四年级四年级四年级四年级 A班班班班 指导老师：刘玉芬指导老师：刘玉芬指导老师：刘玉芬指导老师：刘玉芬 
 

李承璞李承璞李承璞李承璞    

春天来了。鸟儿飞回来了，花儿开了，雪化了，春天真

美啊！春天是个很好和美的季

节，所以我是很喜欢春天的。我

很喜欢春天，因为它很潮湿，我

喜欢潮湿的天气。也因为我喜欢

看着全部的白雪化成水。我喜欢

春天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 

    

周天意周天意周天意周天意    

我不喜欢春天，因为春天总是很

泥泞，下雨。花粉使我打喷嚏。

蜜蜂会叮人。有时候，我也喜欢

春天，因为可以到外面玩。但是

春天不是我最喜欢的季节。 

 

赵心意赵心意赵心意赵心意    

我很喜欢春天也不太喜欢春天。 

我喜欢春天，因为春天一来，花开了，树上的叶子长出

来了。天气也暖了，衣服也能穿得少一点。因为天气暖

了，在春天病毒和虫子也多了。我很不喜欢虫子，更害

怕生病。 

当然我喜欢春天的美丽和温暖。春天里的虫子和病毒只

是美中不足。     

  

王乔怡王乔怡王乔怡王乔怡    

春天是最好的季节。我是春天生的。生命在春天开始。

这个时候不太热也不太冷。 

我们家门前有一棵树，春天的一个星期开很美丽的花。

这满树的花吸引了许多蜜蜂。来到树前，我闻见花香，

好舒服！ 

寒冷的冬天过去了，春天又回到大地。 

 

吴泽坤吴泽坤吴泽坤吴泽坤    

我喜欢春天因为充满活力。我也喜欢春天因为不热也不

冷。我还喜欢春天，因为春天有许多动物繁殖和发育。 

李燕李燕李燕李燕    

春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草会变绿，花儿就要开了。春

天没有那么冷，也没有那么热。不像夏天，春天没有虫

子咬你。要是春天来了，雪和冰就会慢慢的化成水，然

后地上就会变得很湿，小草很快就会长出来了。绿茵茵

的草坪上孩子们可以自由地游戏。门前和马路两旁的树

开出了美丽的花朵。小鸟在树上唱歌。春天真美丽啊！ 

 

吴极吴极吴极吴极    

我很喜欢春天。地上的草真绿。雪和冰化了。小鸟在天

空飞。树上的叶子长出来了。春天时候，我去打篮球。

春天时候，不用穿大衣。冬天很

冷，所以要穿大衣，很麻烦。很多

花和树叶长出来了。冬天时候，花

都死了。春天果树也开花了，夏天

会有很多水果。虫子也不是太多。

我喜欢春天。 

 

张一帆张一帆张一帆张一帆    

春天来了！小鸟在唱歌。小蚯蚓在

喝春雨。春天来了！没有雪，没有

冰。春天真美！ 

春风在叫我们去外边玩。小孩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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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草上打球，大人在看书。到春天的时候，每个人都很

高兴。春天真好！ 

 

张珊思张珊思张珊思张珊思    

春天是一个很好的季节，春天又美丽又舒适。雪和冰都

化了，小鸟在唱歌，树上长满了绿芽，地上长出来了美

丽的鲜花和深绿色的小草。小朋友们都出去哈哈大笑的

玩。穿上薄薄的外套，把大衣留在家里，快乐地放风

筝，跳绳，荡秋千等等。 

春天有什么不好的呢？春天的花多，有花粉过敏的人们

一天到晚打喷嚏和红眼睛。春天也总是下雨，把草和地

上打湿了，让我们滑倒。 

如果你问我，我最喜欢的季节，我就会说：“我不知

道，各有各的好处。”  

 

李阳李阳李阳李阳    

春天来了，地上厚厚的白雪化了，树上长出了嫩绿的叶

子，小鸟在树上唱歌。我们村里的小朋友在外面跑来跑

去，他们有的爬山坡玩，有的滑旱冰玩，还有的骑自行

车，好高兴呀！我喜欢踢足球。看着长出绿草的场地，

想到我们就可以踢球了，我真喜欢春天。 

 

黎町黎町黎町黎町    

我喜欢春天，因为我能去外面打网球，我能在外面玩。

春天也要下雨，我也喜欢下雨，我就能在雨里玩。现在

我能在我的网球场打网球，不需要付钱去打网球。我现

在能去跑步或者骑自行车。现在树和草都变绿了，鸟唱

歌了。我很喜欢春天。 

 

李诗洋李诗洋李诗洋李诗洋    

雪化了，小小的鸟都唱歌了，我也到外面嗅到了春天的

香味。啊，春天来了！ 

小草都出来了。绿绿的树叶一个一个的出来了，花慢慢

的开了，好漂亮。有许多不同的颜色，有红的，黄的，

兰的，等。好香好和美啊！小动物都出来游玩，真可

爱。我喜欢春天！ 

    

缪忱安缪忱安缪忱安缪忱安    

春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我的生日在春天！春天的风景

也很好看。 

每年五月份是我的生日。我跟我的朋友去玩一天。有的

时候我们去看电影，吃爆米花。有一年，我开了一个 

生日 party.  我请了十个人来。我们先吃了 pizza，还

喝了 soda. 饭吃完了就吃蛋糕和冰琪淋。蛋糕上有几

根蜡烛。我把蜡烛吹灭了，我们就开始吃蛋糕。吃完

了，我们在草地上玩游戏。十点钟我们就开始睡觉了。

我们真正睡着要到晚上一两点钟。早上她们要回家了，

每人拿了一小包糖。 

春天花开了，树叶长出来了。草中间有很多小花，太好

看了！一大片绿地上有红，白和紫的花。每棵树上有很

多小绿芽。一天以后就变成叶子了！春天是五彩的！  

 

马汝佳马汝佳马汝佳马汝佳    

嘀哩哩，小鸟叫了。风暖和了，树枝吐出了新芽。这告

诉我春天到了。 

我喜欢春天。草是绿的，花是红的，我们也不用穿棉衣

了。小孩们都到外面去玩。到了四五月份，郁金香开

了，很美丽！有红的，白的，黄的和粉红色的。我还喜

欢看春节联欢晚会，我最喜欢跳舞节目。 

遗憾的是，我得等到下个冬天才能滑雪了。 

 

 

老师评语老师评语老师评语老师评语：春天可以误写成“春夫”如果不小心人字
透了头； 也可以将春天篡改为“看天”如果觉得春和
看字很相近。啊, 春天来“子”! 我们都可以到外面
“顽”了。冰雪“花”了，小草绿了，花儿都“井”
了，树叶长出来了，小“乌”也从南方飞回来了。小朋
友们在草地上踢球，大“入”也不闲着，都在哈哈地大
笑。春天是很美的，但是千万要小心噢，别让虫子咬了
或叫蜜蜂蛰了。更要注意的是， 别打太多喷嚏啦。
（小朋友们不要笑，这些错别字可都是你们写在作文
里，被老师挑出来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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