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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这班当家的…… 

校长助理 王依达 
 

领导班子 

 

从董事长王泽养开始，大概是这扎实的影响力吧，ACLS 的每届首脑，头儿们都凭

着自己一腔热情和全身干劲，使出自己的 大能力，把这学校办得生气勃勃。 

 

每个学校日，泽养都会来校走一遭，然后和校长、行政管理人员们商谈，切磋有关

如何办学的问题，以及如何发展扩大中文学校在艾克顿地区的影响，如何以此来弘

扬华夏文化。 

 

你看行政管理团队的成员们，也是个个办事认真。他们动脑筋，想办法，不断完善

学校行政管理的方法和步骤。比如，Susan 和 Tracy 每个星期都要面对整页整页的

名单和数据，想的都是如何来管理、核对，以保证不出差错。 

 

在去年学期末的野餐会上被邀去切西瓜时，教务主任简建华的风趣谈吐以来了周围

人们的朗朗笑声，但是在工作上，他则完全是严肃和认真的。建华曾对我说：“我

们要给低年级（三年级以下）的班配上可靠的、有责任心的 TA，因为孩子年龄

小，带班的老师又要教课，又要顾及到课堂秩序，很是辛苦……”是啊，简华的认

真态度感动了我。 

 

可别小看文化课主管左国英哟，国英在每项活动中都自愿地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量。有她这份对学校工作的上心，两位校长都不用耽心文化课方面的管理，很是放

心。 

 

副校长邓敏也是位能者呢！每次组织活动她都能提出新颖的主意来点缀我们的节

目。你看，十一月份那次文化节，她建议的用筷子来夹珠子……多有趣的一项手工

活动啊！让参与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刘玉明校长有了这一群好部下，工作的干劲更高了！为具体实现弘扬中华文化，玉

明早有打算怎样在社区开展工作，从高中生那里，从各学校中扩展影响…… 

 

我有幸被泽养带入到这么一个团体中，感到的是亲切和睦。虽然是个新到者，却在

熊柏、李劲冬、王泽鸣、袁力、陆青、刘阳、罗昆……等人的热情感染下已不觉得

ACLS 陌生了，这似乎又让我回到了当年在牛顿中文学校的行政团队里……是的，

我曾在那里帮了几年忙。玉明和建华和蔼真诚地让我写一些体会，要知道，两个学

校各有其优势和长处，那么下次我来谈一些有关牛顿中文学校在办学方面所采用的

不同方式供大家参考。刘校长，请再容我推延一次吧！ 

 

贵在参与 

 

除了当官的之外，自愿来校帮忙的家长也不在少数。他们也在尽自己所能当好这个

家！你看张雪雁，儿子当了 TA 后，她自己每次都认真地工作在复印机旁，与常伯

伯合作有佳。听说，常伯伯也是有年资的老管家了，一学期接着一学期毫无怨言地

当着忠实的复印家长。再看年轻的蒲瑶，每次送完女儿后总希望能利用这段时间为

学校做些什么，她已数次自愿去顶替缺席的 TA，为带班老师减轻负担。 

 

ACLS 这么大，我所认识，所见到的仅仅是一小部分，我相信一定还有许多不知姓

名的家长们在为我们的学校默默地做出奉献。中文学校需要你们的呵护，中文学校

也为有你们而骄傲。在这里我们向所有为 ACLS 献出爱心的家长们、老师们致以真

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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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向艾克顿图书馆基金捐款 
 
为了表示我们对本地文化发展的支持，并更好地向主流

社区的弘扬中国文化，不久前，ACLS 向艾克顿纪念图

书馆基金捐款五百元。 

 

这是基金会给 ACLS 发来的感谢信函的影印件。 

 

【ACLS Admin 提供】 

 

November and December ACLS 
Seminar Summary 

 
Due to the increasing activity of the ACLS seminars, 
the Seminar Committee recruited a new member, 
Yanni Gou, to join the group in early November.   
 
We have also added a new supporting service to the 
audience: refreshments before each seminar.  A 
couple of things have made this possible: the  
sponsorship the ACLS has received from business 

and personal donations, the hope of providing 
enjoyable atmosphere during the seminar from the 
Seminar  
Committee perspective, and most of all, the support 
of many of you, the audience. 
 
Here are the two highlights of the ACLS seminar 
events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Two seminars 
(How to prepare and apply colleges on 12/4 by  
Susan Yao, Harvard Class of 2009 and a recent 
ABRHS graduate, and The Reform of Chinese 
Foreign Exchange Regime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n 
the Opening Process on 12/11 by Dongrong Li, 
Deputy Administrator of China's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attracted so 
many audiences that quite a few people had to stand 
at the back of the seminar room for the whole session.  
Many interesting questions were raised and, not 
surprisingly, followed by some heated informative 
discussions.  The ACLS seminars also gained some 
publicity.  The picture of the recent ACLS seminar 
speaker Mr. James Eldridge (MA State 
Representative) with a couple of ACLS Seminar 
Committee members and Principal Yuming Liu at the 
ACLS was on the front page of Acton Weekly on 
November 25, 2005, and also featured in the Beacon, 
the local newspaper.   
 
One feedback we received from some of the ACLS 
teachers is that they have had no opportunity to 
attend any of the seminars.  The Seminar Committee 
is in the middle of discussion of trying to make CDs 
of the seminar slides/recordings for ACLS teachers as 
a way to say thanks for their efforts, their dedication, 
and commitment to our kids, our future. 

【Seminar Committee 提供】 

 

ACLS Spring Regiatraion is Set to 
Begin in January 

 
As the Year 2005 rapidly drawing to the end, the 
school adminstration is actively planning for the 
Spring Semester of 2006. On-line registration is 
scheduled to open after the New Year from Jan. 1st 
through 13th. And an in-person registration session 
will be held on Jan. 15th from 2:15pm to 3:30 pm. It 
will be open to general public.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including courses offered, 
tuitions and fees, and registration forms, please visit 
the ACLS website at www.acls-ma.org. 

【ACLS Admin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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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School Realty helps to bring life back to South Acton Village. We care about and 
contribute positively to our community and should do a better job for your real estate needs!” 

GGOOOODD  SSCCHHOOOOLL  
RREEAALLTTYY,,   IINNCC..   

Bedford 
 
14 Pine St. - Situated on a half-acre level lot, 
this ranch style house has a lot of potentials: 
improvement, expansions and/or building a 
new house.   $415,000.00 

Lexington 63 Oak Street - Quiet neighbourhood. 3 
bedroom, 1.5 bath, expanded cape. 1500 sf. move in 
condition. Best value under 500k in Lexington. 

 $489,900.00 

Bedford 20 Pine Street  - 4 year young colonial in a quiet 
street. Easy commuter location. 10 rooms, 5 bedrooms, 3 
bath, 2-car garage, 3500+ sf, 9’ ceilings. level lot 

$799,900.00 

Chelmsford Littleton Road #18 - Top level 2 bedroom large 
850 sf unit with balcony in Fox Hunt. Gleaming hardwood 
floors throughout. Walkin closet. In unit washer & dryer. 

 $189,900.00 

Marlborough 90 Violetwood Circle - Young colonial! Nice 
Neighborhood! Best Value! Awesome 1997 Colonial w/8 
rooms, 3-4 bedrooms, 2.5 baths & C/A! 

 $37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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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国学生作文 

邢共嘉 

 

 
杭州 

 
八月十五日我和我的老师一起去过杭州。我们

坐火车。火车是很快和舒服的。我们在杭州两

天。星期二我们去游览。这次游览都是中国

人。我不会懂得很多。我们看过很多的地方：

黄龙洞，花港观鱼，三潭印月，岳王庙，丝绸

工厂，灵隐寺，龙井和宋城。我 喜欢的地方

是灵隐寺。 

 

西班牙文比中文 
 

我学了三年西班牙文和两年中文。我觉得学习

中文比西班牙文很难的。学习西班牙文是非常

容易的因为英文和西班牙文是很相像的。很多

的英文单词是从西班牙文来的。还有在美国很

多人说西班牙文所以我有机会说我的西班牙

文。学习中文是很难的因为中文和英文是非常

不同的。中文没有一个字母表和用汉字。还有

中文有声调。我虽然觉得学习中文是很难的，

但是我喜欢学中文因为它的声音是很美丽的。 

老师的话 

Hannah Waight （万荷），女，十七
岁，美国人。2003 年 9 月开始学中文
（实际上课：87 小时）。2005 年夏去
中国学中文（24 天）。这里是她从中
国回来后写的二、三十篇短文中的两
篇。 

 
小笑话 
在 Kindergarten 二班学习的张照兮刚刚五岁，就知道喜剧表演。圣诞节前夕我买了一棵圣诞树装在了

壁炉前，她认为太小了。第二天早上我送她去幼儿园，她和小朋友一见面就说：“We’ve got a 

Christmas tree at home, it looks like a plant.” （我们家弄了棵圣诞树，它看起来像个小秧子！）小朋

友们听后哈哈大笑。把我气个半死。  

 （张继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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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fire followed by 山 mountain forms 火山 volcano (huǒshān) 

山 mountain followed by 水 water forms 山水 scenery(shānshuǐ) 

口 mouth followed by  水 water forms 口水 saliva(kǒushuǐ) 

人 people followed by 口 mouth forms 人口 population(rénkǒu) 

中国文字最早是起源于象形文字，很多中国

字是从自然中的动物、山、水等衍生而成。

随着年代的推移，这些字逐渐演化成今天的

形式。 

Some Chonese writing was developed from simple 
pictures taken from nature, such as animals, 
mountains and rivers. The style of writing has been 
changed over time and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characters we are using today. 

每一个中文字为单一个音节，有它自己的意

思。通常很多思想和感觉可以用两个或是更

多个的字组合起来表达，形成一个新字，代

表一个新的意思。 

Each Chinese character is pronounced as a simple 
syllable and has its own meanings. Many ideas, 
thoughts and feelings are expressed by combining 
two or more simple characters to form a new 
character with a new meaning. 

日 sun  + 月 moon = 明 bright(míng) 

木 tree  + 木 tree  = 林 forest(lín) 

火 fire  + 火 fire  = 炎 hot(yán) 

两个或是更多的字也可以用在一起，组成一

个词，代表一个新的意思。 

Two or more characters can also be used 
together to form a further meaning, but they 
remain separate characters. 

中国文字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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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和她爷爷正在打电话.…… 
 
爷爷：方方，下个月就是你的生日了，我

准备给你寄一个精美的生日礼物。 
 
方方：谢谢爷爷！我都等不及了！可是爷

爷，您住在山里，我住在岛上。您

打算怎么寄给我礼物呢？ 
 
爷爷：这还不简单，我就把礼物放进一个

盒子里，把盒子寄给你不就行了。 

 

方方：啊呀，那可不行呀！我们这儿的邮

递员可坏了，什么东西都偷。邮件

都要上锁，他才偷不了。 
 
爷爷：可是如果我把盒子锁住，你收到时

怎么打开呀？我的锁只有一把钥

匙，钥匙又不能和礼物一起放在盒

子里面寄给你。怎么办呢？ 
 
方方：爷爷，我也有一把锁。我可以把我

自己的锁寄给您，然后您用我的锁

锁住盒子，再寄给我。我收到盒

子，就可以用我自己的钥匙打开

了！ 
 
爷爷：好主意。你真聪明！... 但是，你

怎么能把锁寄给我呢？邮递员会不

会偷那把锁？ 
 
方方：噢，我没想到这点。那该怎么办

呢？ 
 
爷爷：咱们再好好想想，一定能想出一个

好办法。 

 

方方：爷爷，您的盒子上能挂几把锁？ 

 

爷爷：盒子挺大，挂两把锁没问题。 

 

方方：太好了爷爷！我有办法了！ 

 

于是，爷爷和方方互相来回寄一个盒子，

盒子总是锁住的。过了不久，方方就能打

开她的礼物了。 

   

请你想一想，方方和爷爷是怎么做的？请

把你的解决方法用电子邮件寄到 sj@acls-

ma.org，以便与大家分享。同时我们将在

下期校刊上登出标准答案 。 
 
 
 
 
 

动脑筋巧寄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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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杂记 
 

丹心 
 
感恩节刚过去，圣诞节已欢快地大步走来：铺天

盖地的促销商品礼品的广告；随处可听到的优美

的圣诞乐声；各处房前、屋顶、树上、庭院中五

色缤纷，争奇斗艳的彩灯……在在都让人感悟

到：又是一年终了，又将是年终岁尾 大的节

日——圣诞节了。 

 

我爱圣诞节，特别爱纽英伦地区的圣诞节。我去

过加州等地过圣诞节，尽管他们也张灯结彩，有

圣诞乐声，也有圣诞老人，但怎么也比不上东海

岸的圣诞节，那么温馨，那么美丽。 

 

窗前的烛光 
 

感恩节一过，好多人家窗前都出现一支支蜡烛的

灯光，有的大房子，每个窗户一支，加起来有十

几支。这是很久以来盛行在纽英伦地区的风俗习

惯，据说这是为了外出的家人能在圣诞夜赶回家

和家人团聚而点燃的。以前是真的蜡烛，现在则

是烛形的电灯。想像一下，在大雪纷飞的晚上，

在茫茫积雪的乡村路上，窗前的烛光不但照亮了

夜归人的道路，也温暖了他们的心，给他们以爱

和希望。这是多么美好的祝愿啊！ 

 

圣诞树 
 

每次看到圣诞树上纵横交错，银色或彩色的装饰

时，都会想起这个故事：耶稣诞

生以后，希律王为了杀害耶稣，

要捕杀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婴。玛

利亚带着耶稣，躲进一个山洞，

蜘蛛马上在洞口织起了网。搜查

的士兵看到蛛网封闭的洞口，心

想里面一定不会有人。玛利亚母

子才躲过了这一劫。此后，人们

在圣诞树上布置纵横交错的彩带，象征着救了耶

稣的蛛网……。 

 

我喜欢看人们家中的圣诞树。这些树大都搁放在

对着街道的窗口，有的素洁高雅，有的五彩缤

纷，不论是什么样的，都带给人欢乐的气氛。每

当我从窗外望进去，都能感受到浓浓的“家”的

温馨。每次我都会想起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

孩》，体会到小女孩当时的心情。但愿“卖火柴

的小女孩”的悲惨故事，永远不再在世上出现。 

 

波士顿 大的圣诞树，来自加拿大。因为很多年

前，加拿大发生过一次严重的灾难，是波士顿市

首先伸出了援手，送去了大批御寒衣物、毯子和

食物。所以每年圣诞节前他们都会选一棵 大、

好的松树，送到波士顿，以表示他们永远铭记

波士顿人的友情。现在这棵树改成由电脑控制的

激光装饰，点灯之后，灯光变幻，又神奇，又美

丽…… 

 

圣诞音乐 
 

圣诞节另一样我 喜爱的是圣诞音乐——赞美

诗。在搬来郊区之前，差不多每年我都会去“昆

西市场”（纽芬厅）去听圣诞音乐，特别是“the 

Bell of Boston”。演奏者每人手持两个向上的

铃铛，摇动不同大小不同音高的铃铛，演奏出优

美的圣诞音乐，非常动人。在室外，人们有时冻

得拍手跺脚，随着音乐舞动身体。实在太冷，跑

进市场喝一杯热可可，可是兴奋的心情丝毫不

减。圣诞节前夜我们还去考柏莱广场的老教堂

（三一教堂）做弥撒。穿着白色礼袍的唱诗班，

人手一支蜡烛，缓缓地走来，真是天使由天而

降，带来天国的声音，那么神圣，那么美妙。 

 

我也参加过我们小镇的活动：男女老少分乘十几

辆车，去到老年公寓或独居老人家，有的还穿上

十七、八世纪的披风、风帽、大衣，在别人家门

前唱赞美诗。不但听的人感动，我们参加唱的人

也十分感动，因为我们是在传送爱的信息。 

 

圣诞礼物 
 

早感受到圣诞礼物的价值，是几

十年前从欧·亨利的小说《麦琪的

礼物》中体会到的。圣诞礼物不在

于它的价值，而在于人们内心纯真

的爱的互相赠予。狄更斯的《圣诞

颂歌》故事感动人的是，圣诞节日



No. 27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 

8 

改变了吝啬、刻薄的老板；迪斯尼的儿童故事也

教导孩子们不要把心放在要求圣诞礼物上，而要

多想想怎么样能给别人以快乐。我也真希望圣诞

节是个“爱”的节日，而不要沦落为一个商家大

肆促销商品的赚钱机会。 

 

圣诞卡 
 

小小的、美丽的圣诞卡，是我的 爱。我收集了

好几百张。每次翻阅，如同和亲朋好友相会，各

人的音容笑貌尽皆浮现其中。看着这些卡，不只

是看到卡的美丽，她带来的思念、问候也温暖了

远离故乡的心。所以，尽管现在已是 E-mail 时

代，我们谨守着古老的传统，用我手写的卡片，

向远方的亲友寄去我诚挚的问候，同样也收到寄

自远方的心意。这又是圣诞节的一个 好的节

目。 

 

圣诞节啊！我对你有那么多美好的记忆。我更希

望每个人的圣诞节都过得那么充实、美丽，充满

了“爱”。 

 

 

 

那棵大树 
 

三铃儿 

 
我家后院的侧面有一棵用于分界的巨大松

树， 树根扎在邻居的地盘，肯定了树的主人

不是我家，但那棵树的一半毫无顾及地伸展

到了我家后院的上空， 于是，它多少和我家

有了关系。 

 

那棵大树虽不算是苍天大树，但它粗壮的主

干急欲扩展，早早地分出了四五枝， 每枝都

独立成型， 各成了主干，生了枝叶。站在大

树的下面往上看， 树梢高耸入云，树冠宽阔

遮日， 体现着它的茂盛。它是棵常绿树， 一

年四季都会遮住大片的阳光，夏天还能让人

感到爽快， 其他的季节就不大受欢迎了。秋

天一来，死去的针叶落下来，把绿绿的草地

染枯一片，常常引起我的烦恼。那一根根细

细的针叶， 落到我家院子一片片，有厚厚的

一层， 将一大片草地盖的严严实实。 用耙子

搂它们，针叶又细又滑，很容易地就从耙子

里漏出来， 难以搂干净， 搂过的草地仍然枯

黄一片，很难看。于是， 那个时候看着那棵

大树， 我就耿耿于怀，很不能越界立刻把它

砍掉。 

 

这一天， 下了今年第一场雪，到下午， 雪停

天晴， 冬日的阳光斜照， 射到了那棵披了薄

薄一层白雪的大松树上， 白雪开始融化， 一

嘀嘀， 一串串地从树的不同部位滴落，正在

下垂的水珠， 被柔和的光线一照，由大树厚

实的绿色托衬， 就像是一粒粒金光灿灿的星

星在闪烁， 美丽极了。 

 

没想到那棵大树有如此美妙的一面，我好像

突然醒悟，我原来是过于片面。 当秋天对它

不满时， 就该想想它在夏天和冬天的好处， 

应该随时调换到合适的角度与它相处。 

 

对周围的人和事，大概也应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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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传奇之四 

冰海沉船 
崔勇员 

 

小时候偏爱看侦探电影，不喜欢看沉闷的黑白

片，比如，冰海沉船那样的。偏偏冰海沉船在电

视里还放过好多遍。每次播放，俺都没有心思看

完。冰海沉船是英国兰克公司 1958 年出品的一

部故事片，描写了 1912 年英国豪华游轮泰坦尼

克号出航撞冰山沉没的故事。 

 

故事开头是轮船下水的庆典，和一部分旅客上船

前的举动。大部分篇幅是在船的航行，包括撞山

以后各人的行为，举动。与好莱坞的风格不同，

这部片子没有一个尼奥式的救世主，也没有一个

伟大的爱情故事。影片展现了危机出现以后，船

长和总设计师对形势做出的无比果断和正确的判

断，二副，水手，工人和众旅客临危不惧，很多

亲人生死离别，一两句话语，语轻情义重。弃船

前，总设计师与一对年轻夫妻的对话，老船长对

无线电报务员的叮嘱，厨师让位，小乐队的演奏

等细节，不煽情，看后却给人以震撼。  

 

很多年以后，标准公司（Criterion Collection）

出了一张精心修复的 DVD。那张 DVD 修复版的内

容比我找到的上译录音要长些，索性做了自己做

了一次重新合成。为了校对录音和图像的同步，

每句对话都听了不止一次，所以也顺手抄下了几

句自己比较喜欢的对话。（见附录）。 

 

女儿在一旁看我制作，也看了电影的片断。她看

懂了孩子和妇女优先上船和救生艇不够，问我为

什么要让孩子和妇女优先。最后她说，爸爸，我

很庆幸没有在这条船上，要不然我们就会失去你

了。看来她很达观认命，也对爸爸在大海里游泳

的技术没什么信心。 

 

【附录】 冰海沉船 Quotable Quotes 

 

别的男人不上，我也不上。 

I will not go before the other men. 

 

只有四个船，一定还有船。 

There's only four. There must be more. 

 

我们穿了礼服，准备像君子一样来应变。 

We have dressed now in our best, and now 

prepared to go down like gentlemen. 

 

我如果遭到不测，我希望我妻子能知道我并没有

贻笑大方。 

If anything should happen to me, I would like 

my wife to know, that I behaved, decently. 

 

既然一起来，就一起去吧。 

We started out together, and we'll finish 

together. 

 

可以离开了，菲利浦斯。你们尽了你们的责任

了。离开这屋子，各自逃生去吧。往后全靠你们

自己了。你们可以走了，祝福你们。 

It's time to go now, Phillips. You have done 

your duty. You can do no more. Abandon the 

cabin. It’s everyone for himself. Look after 

yourselves now. I release you both. God bless 

you. 

 

打闪（电），去（你的）吧，是颗火箭。 

Lightning my 

foot! That was 

a ro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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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假里的好去处 

马力 

随着圣诞节一天天地接近，忙忙碌碌的节前准备终于进

入了尾声，快到了可以喘一口气的时候了。刚好，圣诞

节到新年之间孩子们又有一个星期的假，趁此机会可以

全家一起各处走走，享受一下节日的乐趣。 

 

每年年底之前，波士顿及附近地区都有许多重大表演节

目陆续登场。这大概也是和新英格兰地区的气候有关

吧，这里室外是冰天雪地，人们只好多增加室内的活

动。本地 著名的演出活动，要算波士顿芭蕾舞团的节

日传统节目《胡桃夹子》了，连演多年盛况不衰。以前

是在王安中心演出，我们曾多次前往欣赏。两年前移师

到歌剧院(Opera House)，古香古色的剧场，虽然我们

还没有去看过，想必效果不会差。演出时间是十一月二

十五日到十二月三十日，票价为二十五元至一百一十

元。圣诞节后的场次每场票价减价二十元。有兴趣者可

到 Opera House 的售票处购票（539 Washington 

Street, Boston, Mon. - Sat 10-6），或打电话至

Boston Ballet Box Office 617.695.6955。另外，

TicketMaster 也代办网上和电话售票

（www.ticketmaster.com, 617.931.2787）。 

 

两年前《胡桃夹子》离开王安中心，取而代之的圣诞大

戏是纽约无线电城的踢腿女郎(Rockettes)，不知怎

的，却只演了一年，今年换上了 Irving Berlin 的音乐

剧《白色圣诞节》，曾于 1954 年被拍成电影，由平克

斯比主演。是个应景歌舞秀，场面热闹，有不少动听的

歌曲，值得一看。演出时间是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票价二十二元至七十八元。王安中心售票处

地址是 270 Tremont Street（Mon. – Sat. 10-6）。

或者你也可在网上购票 www.telecharge.com 

(800.447.7400)。 

 

另一个每年节日期间必演的节目，就是根据狄更斯小说

改编的名剧《A Christmas Carol》。此书大概是每个

中学生的必读物吧，里面的故事可以说是脍炙人口。很

多地方都在上演这个剧目，但大多数剧场只演至本周

末，只有少数几个剧院如北岸音乐剧场（NorthShore 

Music Theatre），波特兰表演艺术中心(Portland 

Performing Art Center)会演到十二月二十四日晚。 

 

喜欢听通俗音乐的人，可以去 Symphony Hall 听波士顿

通俗交响乐团(Boston Pop)的 Holiday Pop。他们还有

为孩子准备的专场，请出圣诞老人与孩子们同乐。圣诞

节后，电影《音乐之声》原型的崔普(Von Trapp) 家族

后代还会来与 Pop 合作演出。Holiday Pop 演出到十二

月三十日，票价为二十四元至一百零九元。购票可到

Symphony Hall 的售票处，或在网上订票

www.bso.org。 

 

爱好滑冰的小女孩们，一定不要错过冰上迪斯尼的

Princess Classics，十二月二十八日到元月一日在花

园体育馆（TD Banknorth Garden）演出。只演三天共

十场，现已开始售票。有兴趣者可访问

www.disneyonice.com，或是到 Ticketmaster 售票中

心及 TDBanknorth Garden 售票处购票，或电话订票

617.931.2000。票价分别为十五、二十、二十五及三十

元。 

 

除了去看表演，波士顿的许多博物馆也是放假时极好的

去处。象在波士顿科学博物馆（Museum of 

Science），目前正有一个有关电影《星球大战》的特

别展览，Star Wars: Where Science Meets 

Imagination, 展出并讲解几部电影中的所使用的道具

和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和一些机器人，很是吸引人。科

学博物馆的信息可在它的网站 www.mos.org 查到。 

 

年终的压轴戏，是去参加波士顿城里的 First Night。

当然 好是天公作美，不要太冷，因为像游行、看冰

雕、焰火这样的活动都是在室外进行的。 初始于一九

七六年的 First Night 活动，到今年已是第三十一个年

头了。据说今年组织者共安排了四十多个室内室外活动

点，提供各种音乐、歌舞、戏剧和电影表演，凭 First 

Night Button 徽章进入观看。欲知详情及购买 First 

Night Button 请到 www.firstnight.org 查询。 

 

后，祝大家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假期。2006 年再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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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 A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 靳宏 

 
我的宠物 

高千惠 

九条金鱼住在我们的鱼缸里。四条是大的，五条

是小的。有两条，一条大，一条小，有一点儿不

一样。他们有一点黑色在背上。别的金鱼都是金

色或橘红色。他们很好玩儿，常常从鱼缸这边游

到那边。你知道他们不动的时候，他们在睡觉

吗？这九条鱼真有趣！ 

我们家里也有两只小鸟。这种小鸟叫

cockatiels。一只是母的，一只是公的。母的羽

毛很多都是黄色，一点儿黑色，也有很少白色。

公的羽毛很多都是黑色，有一点黄色，也有很少

白色。母的和公的都有很长的尾巴。他们的脸蛋

上有两个圆的红色的斑点。我们的小鸟真漂亮，

真可爱啊！ 

 

姚康妮 

我家有三十多条热带鱼，它们多姿多彩，很有

趣。我爸爸喜欢欣赏鱼，他每天站在鱼缸前观赏

很久，还不停地买不同的鱼，放在同一个鱼缸

里。突然，有一天，我妹妹看见一条大鱼正在吞

吃一条小鱼，她告诉了我爸爸。我爸爸马上数一

数鱼缸里的鱼，发现少了三条小鱼。他立刻又去

买了一个大鱼缸，把鱼按不同的种类分开。从此

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了。 

 

张陶然 

雪球 

我 喜欢的宠物是雪球，它是我的兔子。它有两

个大耳朵，四只脚，全身盖上了白色的毛。雪球

真喜欢我。有时我们一起走路，它不想走太多。

大部分时间它吃草。它很可爱，它是我 喜欢的

宠物。 

 
 

 

 

 

 

我的爱好 

李焕菁 

我的爱好是看书。书有很多的种类，像小说、传

记等等。我喜欢看书，因为看书可以长很多知

识。比如，在学校老师给我们读过历史书，从那

几本书里头，我知道了谁干了些什么，或发明了

什么。我在家，还看过太空的书，我知道了每个

星球有多大，和每个星球和太阳的距离。我现在

正在看一本人体的书。在那里我看到人体的每一

个部分是怎么工作的。有些书我不是很喜欢看，

比如有的故事的结尾让人难过。 

 

李诗洋 

花样滑冰是我 喜欢的爱好。我滑冰了两年。我

的花样滑冰水平是高级一，Free Style 1。我每

个星期上一次滑冰课。 

花样滑冰是我 喜欢的爱好，因为它让我学到新

的技巧，而且很好玩。我滑冰时候要会用力气。

我还喜欢滑冰，因为我觉得我像在天上飞。我还

觉得冰的平滑。滑冰时我 喜欢的动作是

scratch spin from back crossovers。我很喜欢

花样滑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