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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底，我意外地收到了 Linda Mathinos (Director of Acton-

Boxborough Community Education) 的一封电子邮件。因为她那段时间

在休假，不会和我们有什么工作上的联系。在这封信中，她谈到的并

不是有关中文学校的日常工作，而是她几天前在佛罗里达休假的事。

在那儿，她参加了一个当地庆祝中国新年的活动，看到当地中文学校

的学生表演了很多精彩的中国歌舞节目，她感到非常亲切和自豪，因

为这时候她心里想到了我们——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师生们。 

读了她的信，我心里很感动。过去我一直觉得在中文学校的运转中最

难办的事就是跟 Community Education 打交道。我为我们在过去一学期

为了增加与 Community Education 的沟通与交流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

为我们学校能得到社区的进一步的承认和尊重感到自豪。没有

Community Education 的认可和支持, 我们中文学校很难继续发展和壮

大。 

回想过去这一学期，刚开始时跟 Community Education 打交道的桩桩琐

事，没一件事是能轻松解决的。从开始的房租商谈、教室安排、授课

日程的选定、和清洁工人人数与时间的安排到每周课后（Junior High 

School) 老师抱怨的电子邮件，我都得小心翼翼地跟他们解释与沟通以

求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有一个星期没收到他们抱怨中文学校的

电子邮件， 那我就开心得不得了。 

的确，在学期刚开始时，我们是有一些违规的事情发生，例如有时教

室的桌椅没有被放回原位，有些小物品被弄损坏，有些学生在走廊里

追逐，还有人故意破坏厕所。经过老师、家长和学生们的共同努力，

这些违规的事情在后半学期大大减少了。同时，我们学校也做了很多

努力，积极关心和参与社区的活动。过去几个月，我们参加了每年一

度的 Douglas/Conant 国际文化节活动；向艾克顿公共图书馆捐款；参

与和支持高中中文 AP 教学计划安排；邀请麻州州议员 James Eldridge 

来做讲座；还举办了中国新年晚会，为以后面向全社区举办中国文化

活动打下了基础。这些活动使我们中文学校好几次上了社区的报纸。

这一切都使我们中文学校在社区里扩大了影响， 也使 Community 

Education 增进了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对中文学校的支持。 

后半学期，我开始感到跟 Community Education 打交道变得比较轻松

了。他们已经慢慢地将我们学校看成他们的一部分，处理事情能够主

动为我们考虑，而不是把我们仅仅当作一个房客了。比如说，租用春

节晚会的场地，变更晚会日程，增用学校的设备等等，都比较容易商

量。我们中文学校能得到社区进一步的承认和尊重，是和大家的共同

努力分不开的，感谢大家为中文学校做出的种种努力 和支持。 

校长 刘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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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GOOD SCHOOL REALTY 
ANNUAL AWARD FOR 2004-2005 
 

As you may have noticed, we solicited email 
nominations from January 11, 2006 to January 
25, 2006 for the first Good School Realty 
Annual Award, which was intended for the 
2004-2005 school year.  Thank you, parents, for 
taking the time to submit your nominations and 
to show your appreciation to those who 
contribute to ACLS.  Based on the email 
nominations, the following five individuals are 
the recipients in each of the three award 
catagories:   

• Language Classes (3): Yang Liu, Ning 
Xie, and Gongjia Xing 

• Culture Classes (1): Biyun Zhu 

• Administration (1): Rick Jian. 

Congratulations to all of you! 

Like some parents wrote in their emails, 
everyone working at ACLS deserves an award.  
We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ion members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unselfish support.   

The award for the 2005-2006 school year will be 
given out at the end of this Spring semester in 
June 2006.  We look forward to more active 
participation from parents.   

【 ACLS Administration】 
 

艾克顿中文学校春节联欢晚会 

 

一月二十八日晚，艾克顿中文学校借所在的 R.J. 

Grey Junior High School 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春

节联欢晚会。今年的联欢晚会活动丰富多彩，吸

引了学校及附近社区约五百人参加。 

晚会于下午五点开始。当人们陆续走进学校大厅

时，发现这里已被布置得喜气洋洋，到处挂满了

灯笼、春联、灯谜，充满了节日的气氛，让人感

觉仿佛是置身于万里之外的故乡。在欢乐的气氛

中，学校领导为大家献上春节贺词，然后大家开

始吃年夜饭，品尝老四川餐厅提供的家乡风味，

同时欣赏早一些从电视上转录下来的北京中央电

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像。 

晚饭后，大家来到学校的小礼堂，观赏学生们精

彩的歌舞表演。今年的表演节目短小精致，有长

笛合奏、葫芦丝及小提琴独奏、对唱、合唱，也

有武术表演，朱碧云儿童舞蹈学校更为大家带来

了数个精彩的舞蹈，由中文学校的学生们为大家

演出。 

演出结束后，大家意犹未尽地回到大厅，发现在

这里的游戏活动才刚刚开始。今年最吸引人的，

要算是挂满走廊的各式谜语，有中文的也有英文

的。大家争相猜谜，猜对的，还可以领到奖品

呢！那边，一大群小朋友围着邢共嘉奶奶在做手

工，折小狗，剪纸灯笼，玩得不亦乐乎。其余人

也都各自找到感兴趣的游戏，或是继续看春节晚

会录像，直到晚上九点钟大家才尽兴而归。 

今年由艾克顿中文学校主办的晚会，赞助单位

有：老四川餐厅、亚洲超市、朱碧云儿童舞蹈学

校、王丕房屋贷款专家，在此鸣谢！ 

 【本刊消息】 
 

春节贺词 

董事会 袁力 

这是在 2006 年艾克顿中文学校的春节联欢晚会
上，校董事会所致的贺词 
 

新英格兰的大地上覆盖着严冬的白雪 

（新英格兰的大地上已显出早春的新绿） 

空气中透出了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的讯息 

 

此时此刻 

这里是暮色西沉，万家灯火 

在地球那一边的中国已是朝霞初起 

人们迎来了农历沟年的大年初一 

 

我们在艾克顿中文学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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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闹闹，欢聚一堂 

将一起度过农历春节的除夕之夜 

 

虽然我们不能点起鞭炮，舞起龙灯，耍起狮舞 

但我们挂起了灯笼，贴出了春联 

准备了精心挑选的美食，排出了丰富多彩的节目 

 

更重要的是 

这里聚集了我们中文学校的学生、家长、老师和朋友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春节是个喜气洋洋的日子—— 

喧天的锣鼓 

脆响的鞭炮 

矫健欲飞的龙灯 

激情四溢的狮舞 

伴随着轰然敲响的新年钟声 

和来自亲朋好友的问候 

这是我们儿时念念不忘的记忆 

和成年后愉快的经历 

 

春节是个辞旧迎新的日子—— 

我们送走旧年 

扫去心中一年的疲惫和风尘 

我们迎来新春 

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希望 

 

春节是个亲人团聚的日子—— 

在除夕之夜 

无论合家团圆还是远隔千里 

我们都能体会到浓浓的亲情 

在今天晚上 

在中文学校的晚会中 

我们这些旅居海外的华裔家庭围坐在一起 

左邻右座，都是我们共同的亲人 

 

春节是个亲情浓郁的日子—— 

在这一年中 

一天又一天日出日落 

一季又一季风风雨雨 

我们疏忽了多少朋友的问候 

有多少爱我们记在心头 

父母的厚爱,  亲朋的关怀 

想对他们说声谢谢却不知如何开口 

在这新春之际 

我们捧上一杯真挚的酒 

祝他们身体安康，万事如意。 

在这次晚会上 

我们请来了中文学校的嘉宾 

他们带来了精彩的节目 

 

我们还为老人和小朋友准备了各种娱乐活动 

包括灯谜、空竹、手工、儿童活动等等 

希望大家能热热闹闹, 高高兴兴 

共度这个欢乐的节日之夜 

 

春风春雨迎春色 

新年新岁贺新景 

雄鸡的脚步已经渐走渐远 

大狗的叫声已经隐隐可闻 （汪！汪！） 

 

在这着春回大地、万物更新的时节 

我们向在座的各位—— 

拜年了! 

 

祝我们的中文学校—— 

生气勃勃, 越办越好 

祝大家 —— 

春节快乐 

身体安康 

工作顺利 

万事如意 

 

（写于金鸡年岁末） 

 
校篮球队获得第五届北美体协杯春

季篮球邀请赛第四名 
 
二〇〇六年二月十九日艾克顿中文学校篮球队参

加了由中国北美体育协会 CNASA 举办的第五届北

美体协杯春季篮球邀请赛。比赛在麻省理工学院

进行。艾克顿中文学校篮球队以 16 名球员平均年

龄几乎近 40 岁组成的球队参加了比赛。他们是: 

 

Xu Yaguang, Song Yaoxin, Wang Daohong, Zhu 

Shunshan,Zhao Xianfeng, Xu Ying, Shen Chang, 

Hsiu Yong, Zhang Yulun, He Hongyu, He 

Huazhong, He Minghai, Li Yueming, Wang 

Zhiping, Liu Yuming and Wang Feng. 

 

在进行激烈的比赛以后,艾克顿中文学校篮球获得

第四名。在比赛中，总共参加十四个队分成了四



No. 29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六年二月 

4 

个组,每个组只能有一个队出线。有三个队同艾克

顿中文学校争夺第二小组出线权。这三个队分别

是:安多福(Andover)中文学校,东北大学和 BBG。

艾克顿中文学校首战安多福(Andover)中文学校,

并且以仅一分险胜。这场比赛的胜利为我们的出

线奠定了基础。在随后的第二场比赛中我们赢了

东北大学队。在第三场比赛中我们又顺利地击败

了 BBG 从而进入了淘汰赛。这时,由于我们大多数

队员已经非常疲劳,从而使我们输掉了与实力强大

的中国语言学院队以及年轻的麻省理工学院队的

比赛。他们分别赢得这次邀请赛的冠军和第三

名。最后艾克顿中文学校篮球队赢得第四名. 

 
【王峰 提供】 

 

艾克顿中文学校 2005-06 校历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Calendar 

第二学期  Spring Semester  

 (February 2006 —— June 2006) 

February 

二月 

5 
School Opens 

开学 

12 19 
 

26    

March 

三月 

 

5 
No School 

Play Day 

12 
No School 

Play Day 

19 
  

26 
 

  

April 

四月 

2 
No School 

Play Day 

9 
No School 

Play Day 

16 
No School 

Easter Day  

假日 

23 
 

30 

May 

五月 

7 
 

 

14  21 28 
No School 

Memorial Day 

假日 

 

June 

六月 

4 11 
 

18 
 

25 
Performance 

期末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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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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Main Street, Acton   Tel: 978.264.0900 

Acton: 44 Nylander Way 
12 year old colonial. 3 Bedrooms, 2.5 
baths, 2-car garage, 1900 sf. Walk to 
MBTA, schools and Discovery Museum. 
Offered at $535,000. 

Sudbury: 32 Landham Road  
3-bedroom, 2 bath, 2-car garage, 1900 
sf ranch on a 0.7 Acre level lot. Offered 
at $499,000. 

Stow: 197 Hudson Road   
5-year young colonial on a nice 4-acre 
private lot. 4 Bedrooms, 2.5 bath, 2800 sf, 
2-car garage.  Best value in the vincinity. 
$650,000. 

Arlington: Lake front property 
3-bedroom 2 bath cape in a private 
setting. 1520 sf. $5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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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中文 AP 课程及 AP 考试即将

成为现实 
 

晓雯 
 
十几年前，中文作为一门新的 SATII 外国语考

试，被美国社会接纳。如果说，当年这件事的促

成不无全美各中文学校的努力的话，那么，今天

中文 AP 在主流社会的登堂入室，则应该叫做瓜

熟蒂落，水到渠成。 

 

2006 年 1 月 7 日，星期六，新英格兰地区 AP 中

文课教学研讨会在剑桥中文学校举行。我校教师

Virginia Ross-Taylor、邢共嘉、谢宁和彭卓瑞出

席。在会上，美国大学委员会 AP 中文项目研究

发展委员会主席白建华教授，委员会成员，哈佛

大学中文教师冯禹和哈佛大学东亚系中文部主任

冯胜利教授作了精彩的演讲。作为东道主的剑桥

中文学校，则分别由纪虎民董事长、陶凯校长、

李正玲副校长致开幕词和主持会议。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其实是在波士顿和北京

两地同时进行的。北京方面的有关领导和教育专

家们在视听系统的另一端出席会议并提出问题。

他们的参与据我理解是为了了解 AP 课程和考试

内容，以便编写教材。对波士顿一方来说，在周

末参加一整天的会议已属不易；对北京一方来

说，晚上十点到凌晨六、七点的守候，则实为精

神可嘉。 

 

白建华主席首先发言。他说，布什总统在 2005

年将中文宣布为今后美国的三大战略语言之一，

并拨款一亿美元，对这三个语言进行研究推广。

这一点，再加上中国日益强大的国力，就构成了

今天在美国高中开设中文 AP 课程和 AP 考试的

大气候。仅在两三年以前，调查表明全美只有

二、三百学校愿意开设中文 AP。可是短短几年后

的今天，这个数字已上升到二千四百多所。学中

文、说中文正在美国成为潮流。而 AP 课程与考

试的设立又必将推动这个潮流的发展。根据前面

提到的调查数字，近年来，美国中小学对高质量

中文教师的需求，将会因为中文 AP 的引进而达

到一万以上。这个需求对在美的华人群体无疑是

一个机会与挑战。白教授给大家介绍了正在酝酿

中的 AP 中文考试内容与形式。（有兴趣的家长

可以上美国大学委员会的 AP 中文 Home Page 上

浏览细节。这个网址很长。最容易找到它的办法

是 Google“AP Chinese Task Force 

Meeting”。）白教授还说，AP 中文教师需要经

过培训和资格考试。目前负责培训教师的培训者

们正在受到培训。AP 中文考试将于 2007 年正式

开始。 

 

第二个发言的是哈佛大学的冯禹老师。冯老师对

中国历史有较深的造诣，两年前曾应邀来 Acton

给读书会的朋友们做有关出土文物与历史研究方

面的演讲。在 Acton 图书馆，他赞扬 ACLS 部分

家长们帮社区选购的中文图书很有品味。冯老师

作为 AP 中文项目的一员，向大家具体介绍了 AP

考试的例题和出题标准。这个为时三小时的考试

将涵盖听说读写译，以多项选择为主要形式，强

调使用现代的、真实生活中的汉语。考试全部计

算机化。所有答案，包括口答、录音和短文，都

将存入考试中心服务器。 

 

因为 AP 考试要以非华人学生的汉语水准来设

定，许多人觉得冯老师所展示的一套范例题可能

太难了。可是白老师和冯老师一致向大家强调考

试标准的设定对教学的先导作用。水涨才能船

高。当然题目的难易程度最后还会通过一组非华

人学生的试考结果来调整。 

 

接下来另一个冯老师——哈佛大学中文部主任冯

胜利教授，给大家介绍哈佛的中文教学。冯教授

说，中文教师应当把自己当成一个教练，而不是

教师。因为传统的我说你听，我教你学的师生关

系，效率太低，效果不好。今天我们测定一个教

师好不好，要看他在课堂上的节奏快不快，他是

不是讲得少而他的学生是不是讲得多。冯老师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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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介绍了他的教研组对中文常用字和词组的分

析；怎样自己用一句让学生答多句；以及他们如

何在中文教学中加进中文大众媒体的文章和电

影，使学生学到道地的中文。 

 

最后，陶凯校长和从休士顿来的徐敏老师给大家

分别介绍美国中文学校在实施中文 AP 中的作用

和教学经验。 

 

总之，这一天是够长的，收获也是够大的。至于

中文教学和 AP 课程近期能否在 Acton 的公立学

校开设，却是一个涉及到大多数本地纳税人对中

文重要性的看法，和学校的 Budget 分配的复杂

问题，它自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It’s time to learn Chinese. It’s time to speak 

Chinese.”。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席 Gaston 

Caperton 如是说。 
 

 

“全美中小学中文教师协会”简介 
 
“全美中小学中文教师协会”的英文名称

是“Chinese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Elementary Schools”。它是

一个非政治性、非盈利性的专业组织。其

前身是于一九八七年在夏威夷成立的“全

美中学中文教师协会”。由于中文教学不

断地从大学逐渐扩展到中学以及小学，该

组织于一九九四年正式将名称改为“全美

中小学中文教师协会”。 

 

“全美中小学中文教师协会”旨在促进中

文在从学前到高中各个阶段和水平的教与

学，促进中文教师之间的交流，提供一个

全国性的中文语言文化交流网络。 

 

任何对在从学前到高中进行中文教学感兴

趣的教师都可加入“全美中小学中文教师

协会”。目前的会员中，百分之九十是中

小学中文教师，百分之十是大学中文教师

或其他对在这个水平上教授中文感兴趣的

教育工作者。大部分会员都在美国，少数

(百分之五) 在北京、香港和台北。 

 

“全美中小学中文教师协会” 的网址是 

www.classk12.edu.  
【谢宁 提供】 

 

中国签证，香港签证 
旅行证，中国护照延期 

www.usChinaVisa.com 
 

最高服务质量 
Email Reports 
Web Tracking 

FedEx Shipping 
 

And Low Rate 
$19.95 a Service  

主

要

服

务

回

头

顾

客

新

客

户

靠

朋

友

推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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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前，中国有

个猴子和兔子。兔子

想学飞，结果它掉到

洞里。猴子扔下一根

竹杆。兔子抓住竹杆

爬上来了。 

延恺林 

有
一
天

兔
子
和
猴
子
在
公
园
里

玩

兔
子
想
要
和
猴
子
比
赛

好
啊

 

猴
子
说

我
们

看
谁
能
先
到
那
棵
树

兔
子

说

好

猴
子
答
应
了

但

是

树
前
地
里
有
个
洞

因
为
兔

子
比
猴
子
快

它
在
前
面

兔
子

就
掉
进
洞
里
了

猴
子
一
看

兔

子
不
见
了

它
发
现
前
面
地
里
的

洞

猴
子
向
洞
的
方
向
走

果
然

兔
子
掉
进
洞
里
了

兔
子

你

在
这
里
吗

猴
子
叫
道

猴

子

兔
子
回
答

我
在
跑

然
后
我
掉
进
这
个
洞

我
去

拿
条
绳
子

再
回
来
把
你
拉
上

来

猴
子
马
上
去
拿
一
条
绳

子

过
一
会
儿

猴
子
拿
着
绳
子

回
来
了

它
拿
着
绳
子
的
一
边

把
另
一
边
给
兔
子

然
后
把
兔
子

拉
上
来
了

谢
谢

猴
子

你

是
最
好
的
朋
友

﹄ 

陈
瑞
祺

兔子和猴子在公园

玩儿。兔子没看见

一个洞，结果不小

心掉进去了。猴子

很奇怪兔子去哪儿

了。他就跳进那个

洞里去找兔子。他

们两个一起挖洞。

不一会儿，就爬出

来了。两个好朋友

高兴得跳了起来。 张妞妞

兔子和猴子去公园去玩。可是兔子

掉进洞了。 

 

猴子看不见兔子。它在想办法。 

胡茜茜 

看图作文 

三年级 B 班 老师：陈海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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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猴子找兔子玩儿。他们

去公园儿玩。兔子高兴地答应

了，兔子说“我先去洗澡。” 
 

兔子洗完澡，他就去公园。兔

子高兴得跳起来，可是不小心

掉进了一个洞里。这天以后猴

子永远看不见兔子了。 

 

汤有有 

一天，兔子和猴子在公园散步。

兔子看见一个洞，说：“猴子，

你看见那个洞了吗？”猴子说：

“我也看见了。”兔子说：“你

看，我可以飞过那个洞！”猴子

闭上眼睛，只听到“咕咚”一

声，兔子就不见了。 

钱昆 

一天，有个兔子和猴子在公园

里。兔子掉进洞里。猴子也掉进

洞里。一个人想看看什么在洞

里。他看见了一个猴子和一个兔

子。他也不小心掉进洞里。
李思聪

有一天，兔子和猴子去公园，兔子不小

心掉进坑里。猴子去拿绳子。猴子用绳

子把兔子拉上来了。兔子非常感谢。 

荣家辉

一天猴子和兔子坐车去

公园。兔子从车上跳下

来，掉进了一个洞。 

 

猴子下车看看怎么回

事。他看洞里的时候，

他也掉进去了。 

 

汤宇华

有一天，猴子

和兔子去了公

园。公园里头

有一个洞。兔

子不小心掉进

了洞里头。 

 

宋威威

马灵

小兔子和小猴子在

玩。兔子掉到了洞

里。 

 

小猴子看见了。他就

马上叫小兔子的妈妈

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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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亚洲洲超超市市  AAssiiaann MMaarrkkeett
本月(1/22-2/26)新张大酬宾(Waltham & Westborough 店)

凡购$50 以上, 均打 9 折; 凡购$150 以上, 均打 85 折。

Waltham store  

411 Waverley Oaks Rd #150 
Waltham, MA 02452 

电话:781-788-8878传真:781-788-9188 

 

Westborough store 
 

229 Turnpike Rd  
Westborough, MA 01581 

电话:508-898-0066传真:508-898-2622 

 

营业时间 Sunday-Thursday.10:00 am-7:00 pm / Friday-Saturday   10:00am-8:00 pm

新鲜蔬菜瓜果；新鲜肉类；冷藏食品；美味熟食； 

干货鲜货；地方特产；风味调料；零食小吃；厨具茶具； 

品种多样；清洁卫生；质量上乘；历历在目；任您选购。 

本店诚征有经验收银员，营业员，厨师，有志者请 电话 781-888-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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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的黄昏 
 

琛琛 
 

三人的世界好像离开我很久，不愿意回忆起那

段美好又使人心碎的时光。也不愿意回忆起那

张慈祥的脸。 

两年前的三月，春节刚刚过完，但冬依然眷恋

着大地，不愿离去。妈妈也在这时候生了一场

大病，她得了不治之症——癌症。虽然手术已

经做好了，但仍不容乐观，母亲还是虚弱得

很，只能下地走动百米，便要坐下休息。父亲

也为了照顾母亲而疲惫不堪，本应是中年发福

的时候，却瘦得如同干柴一样。我也渐渐地离

开他们，不愿意给他们添麻烦。 

难得回家一次。学校就要开学了，没办法，只

能在家住着。为了开学收拾收拾我的小屋，回

想上一次躺在这里睡觉好像是上学期期末考试

的那天，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收拾一下家，

发现自己的压岁钱还压在枕头下。往年都是妈

妈帮我存起来，今年妈妈病了，自然是无人顾

及，这对于庞大的医药费来说是小钱了，可不

存又不行。我去和父亲商量什么时候去帮我存

了，正商量着，一旁的母亲心血来潮，说要现

在去。我们一家三口都去。在妈妈的一再要求

下，爸爸同意了，我和爸爸一路搀扶着妈妈。

虽然在巷口就有银行，但这近三百米的路程对

妈妈来说有两万五千里。走了好长时间，才到

银行，出来时太阳已经快要从天上掉下来了。

我随手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沙包，扔起来玩，母

亲被父亲艰难地扶下台阶。她看见我拿着沙

包，又心血来潮地说：“咱俩玩跳格子吧”，

我怔了怔，妈妈已经这样了还跳得起来吗？更

别说单腿跳了，可母亲脸上的笑容让我情不自

禁地点了点头。父亲看见母亲今天心情和身体

都不错，嘱咐了两句便蹲到一边观看去了。我

画好了格子，去搀母亲。母亲不肯让我搀她，

说她还没有老到那种程度，我也只好在一旁护

着，做好“垫背”的准备。母亲出人意料地跳

得很好。 

太阳落下了山，余辉仍留在云上，像一抹抹颜

料，把云染成了橘红色。母亲像七、八岁的小

女孩一样，开心地玩着那跳格子。虽然由于病

魔的吞噬，使她体力不如一个孩子，可她的心

仿佛回到了她小时候的那个小山村。她现在十

分瘦，本来就没有胖过，再加上做手术做化

疗，整个人都走了形。手上的血管暴凸着，胳

膊只有我的二分之一粗。眼眶往里凹，可眼珠

往外凸，猛地一看很吓人。头发由于化疗的关

系不断掉落，头发依稀可见。她穿着一件朱红

色的运动衣，脸上挂着久违的笑。她好像和云

有着同样的红色，和天融为一体。父亲蹲在一

边看到母亲顽皮的样子也开心地笑了。他每天

守在母亲的身边，一天二十四小时的照顾着母

亲，保护着母亲。他下巴上还有着大片的胡须

未剔去，头发也如杂草般的凌乱，有黑色的、

黄色的、白色的，尤其能从那双眼睛看出他的

疲劳。原本清澈、透明的眸子变得浑浊起来。

看着父亲和母亲，我忍不住地想要大哭，想要

抱住我最敬爱的爸爸妈妈放声大哭，直到我声

嘶力竭为止。我感觉到了幸福，那是用言语无

法形容的感觉，我想我一生也不会忘记的。 

母亲的病情后来又开始恶化，最终还是没能战

胜病魔。有时候想想，我这一生都愿定格在那

个黄昏，那个幸福的黄昏，那个只属于我们三

人的黄昏。 



No. 29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六年二月 

12 

 
 
 

数谜    Sudoku 
 

Sudoku 是一种来自日本的数谜游戏，现在在美国

很流行。 让我们来看看几个方格和数字，怎么会

那么有趣，那么让人上瘾呢？如果你对Sudoku不

感兴趣，可能是因为你不会玩。Sudoku 看起来很

复杂，其实只要学会技巧，也没那么难。 

 

Sudoku 的要求很简单：每一行、每一列、以及每

个3x3 的方格都必须有数字1 到9，每个数字只能

用一次。 

 

每个Sudoku 开始时都会先给你几个数字。这些数

字是固定的，不能变。每个Sudoku 只有一个正确

答案。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普通的Sudoku 例子 ： 

我们先看第一个3x3的方格： 

 

 
 

这个方格需要一个2。2 不能在最上面的一行，因

为那行已经有一个2 了(在第二个方格里)；2 也

不能在中间一行，因为那行也已经有一个2 了(在

第三个方格里)；所以，2只能在最下面的一行，

而那行只有一个空格，这样2的位置就确定了。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找这个方格里的3。 

 

 
 

用同样的排除法，3的位置也很容易确定。 

 

有的时候，你要把每一格可能有的数字都写出来

(最好写得小一点)。 比如说左边第二个3x3方

格，先把数字4，5，6，

8，9 放到所有可能的位

置里： 中间那行的空格

只能是4，下面那个空格

只能是5，6 又只能在一

个地方。这几个数字一固

定，8 和9 就简单了！ 

 

看来，Sudoku 没那么难做，只需要一点耐心，用

聪明的方法。你能试试这个Sudoku 吗？ 

 

 
 

想做更多的Sudoku 吗？请上网站：

websudoku.com 

注意：不要玩得太上瘾哟！ 

【康原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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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夏天的一个去处 

——CTY Camp 
姚黎 

 
CTY 是 Center For Talented Youth 的缩写。它是

一个较大的美国全国范围内的 Academic Camp。

2004 年纽约时报曾以“Nerd Camp” 为题报道了

美国中学生在学习上的激烈竞争正在延伸到校园

之外，致使近些年来以强化学习为目的的各种

Summer Camp 大行其道。文中作为事实大量引用

的，就是这个 CTY Camp 的情况。 

 

CTY Camp 是一个为时三周的Residential Camp 。

它是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Center for 

Talented Youth (CTY) 主办的，接收五到十年级的

学生。这个Camp在美国只有十多个点，其中大多

数点设在东海岸。离波士顿最近的有麻州的一个

点，纽约州的两个点，和马里兰州的一个点。 

 

CTY Camp 设有几十种课程可供选择。这些课程可

大致分成以下几个类别：写作、数学、科学、计

算机和其它人文科学课程，如外语、历史、戏

剧、音乐等。要进这个Camp不是仅交钱就行，学

生需要通过一个资格考试。这听起来有些吓人，

其实录取标准定得并不高。五到六年级的孩子要

参加一个CTY自己设立的名为PLUS的考试。这个考

试分英文和数学两部分。如果某个参加考试的五

年级孩子超过了英文的某个既定分数，他（她）

就可以报CTY的文科类课程。如果英文和数学都超

过了分数线，则可以任选文科或理科课程。以此

类推。七年级到十年级的孩子，则参加当年的标

准SAT考试。虽然人人都考同样的SAT，可是不同

的年级设的录取线不一样。对新的SAT中引进的写

作部分，CTY Camp目前不把它算入总分。 

 

每年的CTY Camp 都有两个session。今年的这两个

session 的时间分别是6/25-7/14 和7/17-8/4。在

每一个session中，每个学生只能选一门课。2006

年一个session的收费是$2,900。它包括：住宿

费、学费、伙食费。$50的报名费和因课程而异的

书费要另交。 

 

这个价格绝对不菲。但它到底值不值你可以从以

下几点来看：首先，camp的师资很多是大学老师

和私立高中老师，也有不少是在校研究生。每个

班除了主讲教师，还配有一个TA。七到十年级的

学生每天是七小时左右的上课及自习时间，五到

六年级的学生每天是五小时，其他课外活动包括

体育、艺术、手工和board games等。周末在

RA(Residential Assistant)的陪同下，学生可以上

街、看电影、开舞会，或者搞talent show。住宿

是两个人一间。第一次参加 camp 的新生经常可

以住到一人一间。伙食嘛，一般般。 

 

至于CTY Camp 是否真的像人们想象得那么

Nerdy，也是见仁见智。在学生成分方面，它大概

是犹太人、印度人和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其它亚裔

各占三分之一——听起来够Nerdy的。但事实上，

我家的两个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academic camps 

的孩子却年年对CTY camp 翘首以待。这至少说明

这个 camp 还不算太 boring，或者在学习之外还

有其它原因吸引着孩子们一去再去，如离开家的

兴奋和交朋友的快乐等。当然不喜欢这个 camp 

的小孩也大有人在。若干年前第一次把 CTY 介绍

给我的那个朋友的儿子，只去了一次就再不想去

了。多年来从我这里得到 CTY Camp 信息而试着

去的多个孩子，最后真正喜欢上这个地方的也不

足百分之五十。 

 

*欲知CTY Camp 的考试时间，报名时间和其它信
息请查网址： 
http://www.cty.jhu.edu/summer 
 
*本人应校刊之邀而写此文，既无意为CTY Camp 
做广告，亦不会从那里得到任何好处。谨此为大
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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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 B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教师：刘小江 
 

过年 
 

 

孔令文 

 

中国年是中国人的重大节日。新年前，我家吊起

了两个大红灯笼，灯笼上有两个小朋友穿着漂亮

的中国古装正在拜年。灯笼上写着：“恭喜发

财，万事如意！” 

除夕那天，我的中文学校开了一个大 Party, 来

了几百人，那里有节目演出和各种游戏，我们玩

得很开心。 

回家后，我们全家人一起玩了扑克牌，高高兴兴

地过了这个中国年。 

 

汤加华 

 

除夕那天晚上，爸爸做了很多的

菜，我们都吃不完。在春节的早

上，我得了红包，里面有二十美

元，我很高兴。下午，我们去朋

友的家玩儿了，还一起吃了饺

子。因为第二天要上学，我们就

早回家了。 

 

夏笑笑 

 

一月二十九日星期日是中国的传

统新年——春节。 

在除夕的那天晚上，爸爸、妈妈、妹妹和我一起

去参加了一个有一百多人的联欢会。我们吃了有

六十多样菜的年夜饭。我最爱吃的是饺子、带

鱼、鸭子。在联欢会上，我用钢琴弹了一曲《向

阳花》，还弹了《巴赫小夜曲》为跳舞的小朋友

们伴奏。妈妈和阿姨们也跳舞了。就这样，我们

过了一个热闹的中国年。 

 

白景怡 

 

过年时，是中国人最快乐的时候。在这个时候，

大人会给小孩红包，亲戚和朋友们会互相拜年。

除夕时，人们要吃年夜饭，比如饺子。在美国，

中国人会开 Party 庆祝春节。过年真好玩儿！ 

 

殷博文 

            

我们家最关心过年的是奶奶。年前她就天天念叨

着：“快过年了！”“快过年了！”过年那天，

她烧了十二个菜，还把邻居小吴叔叔一家请过来

跟我们一起过年。大家吃得很高兴。奶奶看见大

家高兴，她就更高兴了。奶奶、爷爷和妈妈给我

和妹妹还有邻居小孩发了红包，我们乐得哈哈大

笑。听说在中国过年很热闹，可是在美国就不怎

么热闹了。什么时候我真想到中国去过个热闹

年。 

      

蔡凯文 

 

今年的新年，我过得很开心。有很多好东西像

虾、鱼、牛肉还有面条都是我爱吃的。那天，有

两个小朋友来我家玩了，我们一直玩到第二天早

晨一点钟。 

过年那天也正好是我弟弟的生

日，我们吃了蛋糕，蛋糕是一

个足球形状的。  

 

朱云秋 

 

今年的春节是一月二十九日。

除夕那天，我们全家和朋友们

团聚吃了年夜饭。我最喜欢吃

饺子，因为它很好吃。春节

前，我还拿到了红包。我很喜

欢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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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思遥 

 

二零零六年的一月二十九日是中国最有名的节

日——春节。除夕那晚，我们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吃了年夜饭。 

现在，每个除夕，电视上要放中国和各地的联欢

会表演。到了春节，小孩儿给大人拜年，大人给

小孩儿发红包。在中国，这一天好热闹啊！ 

 

张洁泥 

 

我最喜欢过春节。今年除夕之夜，我去了我的朋

友的家。在他的家里，我们一起打牌、玩游戏、

吃年夜饭。我们还看了《春节联欢晚会》。自从

我记事以来，每年都看《春节联欢晚会》。我很

喜欢赵本山的小品。今年，蔡明和郭达演的小品

“马大姐”也很好笑。我最喜欢的歌是美声、民

歌、通俗歌手一起演唱的“草原升起永远不落的

太阳”。在欢乐的节目中，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

春节。 

 

刘东 

 

中国新年除夕，我们参加了艾克顿中文学校的新

年联欢晚会。新年晚会很热闹! 有五百多人去

了。我和姐姐去餐厅吃饭，碰到了我的朋友许洋

和许露。我们一起吃了饭。晚饭很好吃！有鱼、

肉、四季豆、炒饭。晚饭以后，我们去看了演

出，节目很精彩！看完节目，我们去玩了很多游

戏，有套圈、投靶、猜谜语等等。我玩游戏得了

很多奖品。 

回到家里，我爸爸给了我二十元压岁钱。大年初

一，我们去朋友家玩儿，吃了饺子、年糕、鱼和

肉，我们还看了一场电影《Spirited Away》。 

我很喜欢过年！很想明年能回中国过年。 

           

关园园 

 

 到了除夕，我跟爸爸、妈妈和弟弟打了一夜的

牌，玩得很开心！到了春节的早上，我们家开始

包饺子，是芹菜馅的。爸爸、妈妈给我和弟弟红

包，里面有五十元钱。我很喜欢过春节。 

 

               

赵慧 

 

中国的新年是一个很热闹的节日。有很多人拜

年，小孩子向爸爸、妈妈拜年，就拿到红包。除

夕时，我们在家吃饺子，看《春节联欢晚会》。

我最喜欢的节目是蒙古族家庭的合唱歌曲，名字

是“吉祥三宝”，还有功夫、小品、舞蹈都给我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六年级 A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靳宏 

圣诞节 

李诗洋 

圣诞节到了。圣诞树是圣诞节装饰物中重要的一

个部分。圣诞树上有许多小小的装饰物和灯，有

的上面还会放上星星，有的放上一个天使。圣诞

树都不一样，但是都很美丽。每当我看到它时，

我觉得很温暖，很幸福。 

许多人家里、家外挂着各种各样彩色的灯。有的

灯一闪一闪发着光，有的灯还会动，有的灯还会

被组成各种各（样）形状，有的像小鹿，有的像

圣诞老人…… 

许多商店和人家在放圣诞音乐。音乐让人感到很

开心，很兴奋。 

今年圣诞节我们跟朋友们一起去 New Hampshire

滑雪。我们在山上住了三天，玩得真开心。在圣

诞节那一天，我收到了很多礼物。在圣诞节我和

我的朋友 Lucy 在一起去滑冰、滑雪。我们玩得很

累，但是我们很快乐，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