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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的女性团队 
Michelle Deng 

 
早已过了定期要交作文的年龄，中文又长期地荒疏，为校刊写《校长的

话》，竟然有些不知如何下笔。上星期天陆青主编照例不慌不忙走过来，

似乎很不经意地提醒说下星期就要出刊了，这才突然有了紧迫感。在瞪着

陆青发呆的瞬间，突然想到一个早该有人写又还应景的题目。 

 

有心的人或许已经发现，虽然美国多数机构的管理层还以白人男性居多，

我们中文学校早已率先实现了中国妇女能占半边天的梦想。在一个有女性

节日的月份，这是一件值得庆贺和骄傲的事。翻开学校管理人员名单，

“半边天”们包括校长助理王依达，文体主任左国英，总务主任马静雅，

财务主任蔡国红，会计师王英姿，注册总管林姗姗，网络总管项开华，还

有校刊主编陆青。 

 

每月的 后一个周日，家长们除了像往常一样送孩子学中文，总是又多一

分期盼：这是每期校刊发行的日子。陆青一定已在网上通知了大家。那个

周日，总能看见三三两两的人群聚在一起，翻阅校刊，欣赏谈论其中的文

章和报道。校刊俨然已成为大多数家长了解、认识、甚至参与学校活动的

一个窗口和桥梁。读着自己学校的校刊，像喜欢在自家院子种菜的人吃着

刚收获的蔬菜，别有一份亲切香甜的风味。 

 

左国英是学校的文体主任，虽然是第一次与国英共事，已对她出色的工作

能力和爽快的工作方式非常佩服。我也曾做过文体主任，深知这项工作的

难处。不光是有专长的任课老师难找，学生的兴趣和家长的期望值也很不

一样。某些课在付去租金和老师工资之后，学校财政或因此有些负担，但

为了方便家长和鼓励孩子们的兴趣，国英和学校还是尽量将它们保留下

来。由于文体课对老师的特长技能要求较高，一旦老师生病或因其他事不

能上课，找代课老师就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面对这么多实际困难，

学校的文体课堂还是成了启发和探索孩子兴趣爱好的 佳园地。 

 

每学期结束前后，家长们都会受到电邮提醒大家什么时候注册下学期的课

程，和如何注册。邮件的开头一定亲切地直呼你的名字，告诉你个人的注

册密码，注册程序一目了然。那是网络总管开华的功劳。开华加入学校的

网络设计和管理后，不仅改进了学校的网络系统，也完善了网上注册的操

作，让大部分学生在网上注册成为可能，大大减少了每学期学生注册带来

的工作量，减轻了管理团队的压力。 

 

姗姗和开华是一对好搭挡。姗姗从张逸当校长时开始主管学校的注册，已

经两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姗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更显示出绝佳的耐

心。每学期四百左右学生的注册，涉及到许多的细节，绝不是一件轻松的

事。相信学校大部分家长都和姗姗打过交道。无论是注册还是换课，姗姗

都全心全力，尽量的解答和满足家长的问题和要求。注册之后，还要核实

统计课程和人数。一个学期的工作完成后，轻松不了几周，就又到了准备

下学期注册的时候了。 

 

写至此，由于篇幅和时间的限制，不能一一详细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女性管

理成员。希望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来介绍功不可没的静雅、国红、依达和

英姿，也希望有更多的女性加入到我们的团队中来。这些温文尔雅又果断

干脆的女性，不仅仅已成为中文学校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骨干，也是每个

周日艾克顿初中内一道赏心悦目亮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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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Board Meeting Summary 
March 3, 2006 

 
The last ACLS board meeting took place on March 3rd, 2006. In attendance were Jindong Li, 
Li Yuan, Xianghai Liu, Yang Liu, Yuming Liu, Virginia Ross Taylor, Zeyang Wang, Bob 
Xiong, Jenny Zhang, and Rick Jian (special guest).  The agendas of the meeting included 
current school affairs and future planning for ACLS and ACLS related activities. 
 
Yuming (Principal) gave an overview of ACLS’s operation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school. The current student count in the language classes stands at around 380 dispersed 
in 24 language classes. A few students dropped out after trying for a semester.  Thanks to 
hard work of our teachers, admin team, and all the on-duty parents, school has improved its 
relationship with host classroom teachers and landlord.  We hear less complains and even 
nice words from classroom teachers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recently.  Jenny Zhang filed 
tax for last school year and school financially is in very good shape. 
 
Rick Jian reported that seven students expressed interest in a 9th grade class. Virginia also 
reported that a few students were interested in a CSL-Level 5 class. Those are new grades 
for ACLS.  The board is supportive on offering new classes.  Rick will work on recruiting 
teachers for those added classes. 
 
Yang Liu reported that since the teachers’ teams were created, ACLS teachers held some 
parties and meetings.  It has helped to let teachers know each other.  The feedback is 
generally positive.  The board is supportive to the idea of providing resource for an annual 
activity for all teachers in school. 
 
Bob reported on the major activities that involved the Parent Council. First and foremost, 
ACLS received strong support from parents performing the security work each Sunday. The 
Head Parents did a great job organizing the security teams. The seminar series was 
outstanding thanks to the coordinator Hanlan Liu and her team for their hard work. Guoying 
Zuo and Carolyne Luo were the grand masters of the summer picnic and the Chinese New 
Year party, respectively. 
 
Li Yuan provided an update on the Senior Program. Ms. Yuanhui Lin has been giving us a 
lot of help.  She organized the seminar on the available benefits for seniors and it was well 
received.  Due to the unique situation of most of the senior citizens, more support is 
needed.  The task at this stage is to find a few seniors to communicate and work with the 
whole group.  School may provide drink and snack for the group to meet a few times per 
semester. 
 
Some of us may know that Chinese AP test will be formally offered in 2007.  Jindong and 
Virginia gave an update on the effort to introduce a Chinese language course at ABRHS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High School).  The resource is a problem.  If people don’t 
show a lot of interests, it is very hard to make it happen.  A seminar will be held in ACLS for 
parents to discuss this topic.  ACLS will try to collaborate with AB School District on offering 
Chinese class and organizing cultural activities . 
 

 ( By Bob Xiong and Zeyang W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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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寒料峭的二月，虽然阳光明媚，但却是寒风刺骨。二
十八日上午，马胜亲人和朋友们陆续来到 Acton 
Woodlawn Cemetery，来向马胜 后告别。在这里，人
们挽吊一个三十八岁正当壮年的生命的早逝。你远离故
乡，长眠异土，给我们留下的是许多遗憾，许多惆怅，
还有更多的回忆…… 

追思马胜 

李艳 

 

亲爱的朋友们： 

 

这是我平生参加的第一个追思会，而追思的居然是我

亲爱的爱人，我的丈夫，马胜。仅几分钟前，我还不确

信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跟大家讲话。但现在这一刻，我

站在这里，我感到很欣慰和自豪，因为我有机会跟朋友

们分享关于马胜的无比珍贵的点点滴滴。 

 

马胜的一生虽短暂却是精彩纷呈而有意义的人生。就象

他自己在生命的 后一刻所形容的，是一个“有滋有味

的人生， 没有枉来这世上走一遭”。 因为他感激父母

给了他美丽宝贵的生命，因为他深觉幸运他拥有了两个

美丽可爱的女儿和爱他的妻子，因为他甚为骄傲他穷尽

一生探索科学与真理，从未停息。他感到自豪他拥有了

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生。所以，他走的是那样的安静与

平和，无怨无悔，没有惊扰任何人。历经多年的身负重

担艰苦劳累和长时间与病痛搏斗，他终于回到慈爱的天

父身边，安息了。 

 

马胜以他短暂的一生向我们证明了他顽强的生命力,即

使是在他与病魔拼搏的 后的日子。作为一名生物学

家，他非常了解癌症知道 终的结局会怎样，却一直积

极乐观，不仅配合治疗还运用他惯有的学者态度自始至

终地参与讨论治疗方案。甚至在 痛苦的时候，他仍然

保持了惯有的幽默，笑对死亡。他以一颗开放豁达的心

与女儿们谈到身后事，甚至教她们如何与将来可能有的

兄妹相处。他反复叮嘱我不要太悲伤，要尽快开始新的

生活。 

 

他是个勇敢的斗士，严谨治学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个尽

职的好丈夫 ，慈祥严厉又有趣的父亲。 

 

马胜从来就是一个精力旺盛充满活力的人，热爱自然热

爱生命，不断地在学习，思考，进步。他总是勤奋地工

作，勇于探索，敢于冒险，他生命的大多数时间都沉醉

在探索生命科学的世界中，乐不思蜀。他努力地生活，

懂得照顾家人，家中事无巨细总想得很周到。他关心朋

友， 总是乐于伸出援手，不图回报。他心系社区，创

立一个儿童中心希望他们学习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为带

给大家方便，又在当地建立了一个中国便利店。 

 

他不仅热爱生活也享受生活，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小

时候风雨无阻的苦学武术炼就了矫健的身体和坚强的毅

志。 唱歌，跳舞是他的拿手，古典摇滚都他的 爱，

对文学艺术作品总有独到的鉴赏力。他善长游泳、排球

和网球。他是社区排球队的主力二传，就在病情确诊前

的几个月，他们夺得了一个锦标赛的第三名。 

 

他不仅教女儿们各种知识让她们从小就热爱自然热爱生

命，还手把手教游泳，骑单车，跟她们一起玩各种自创

游戏等等。 近她们跟他学到的是翻跟斗，到现在她们

俩已经炉火纯青到可单手随便翻的地步了。他总是能够

回答女儿各种好奇的问题。如今女儿哭着问我：以后谁

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她们知道没人能够比得上爸爸。但

现在妈妈会学，会努力地学着回答她们问题。 虽然不

会是博士级的答案。 

 

爸爸再也不能回答问题了，但就像我们小女儿所说的：

我们听不到爸爸的声音，但我们可以用心和他说话， 

他能听到。是的，我们依然可以用心和他说话，尽管他

已经不在。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爱，他的关怀和他的自由

精神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这一切将化作我们的力量，

不管未来的路如何艰难。 

 

马胜， 我 亲爱的人，你将永远与我们同在！ 

 

无尽的感激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朋友们从确诊的第一天开始就给予我

们的帮助。感谢大家一次次对我们的慷慨捐赠。感谢帮

我们照顾孩子，清扫院子，维护房子车子的Acton 的朋

友们，你们让我感到我们不仅拥有好学区，更有宝贵的

好人心。我还要感谢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CBCGB)

和为葬礼作了大量工作的教友们。还有一些不认识我们

却慷慨捐助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我有太多太多的名字

无法一一写在这儿，但你们将永远印在我心中，你们的

爱与关怀将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你们让我感到大家庭的

温暖，你们让我感到不再孤单。 

 

回首过去几个月的日日夜夜，所有的奔波劳累，担惊受

怕仿佛变很遥远。但所有的一切都深深的刻在心中。命

运将生活的艰难与愁苦一下子呈现在我们面前，让人措

手不及，毫无防备。所幸的是，我有这么多真诚关心的

朋友们时时刻刻的扶持。刚得知病情时，朋友们就马上

伸出援助的手，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就在马胜回国手术

前，王英，陈晓红，张荣华，郑平还有钟应木登门拜访

且送上$2500的支票说是作为路费。我还记得那晚他们

离开后，马胜和我看着五张支票，相对无言良久，任由

感动的情绪在空气中扩散，心潮的涌动真的无法用言语

表达。过了一阵他轻轻地说：找个本子记下，以后一定

报答。 

怀念马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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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得知消息，问候和关心就

象潮水涌向我们，给了痛苦不安的我极大的安慰和鼓

励。ACTON 中文学校家长会为马胜举行了募捐活动，邢

晓艳和陈海容还专们跑到CHELMFORD中文学校募捐。许

许多多认识，不认识的都毫不犹豫慷慨捐赠。那时，我

流着泪感谢上苍，把这么多的善良的人们送到我身边，

我即使穷尽一生也无以为报。 

 

正是大家的支持让一切顺利。在马胜回国手术期间，让

人头痛的YARDWORK都被朋友们分着照料了。几家的爸爸

们轮流每周一次剪草坪、扫树叶、清屋顶、收垃圾，甚

至通下水道，换轮胎等等等等，难以细数。妈妈们担当

起接送照看小孩的任务。汤爽还同时加入了爸爸妈妈

队。还有许许多多的朋友们都一直在默默地注视关心着

我们，怕打扰我，发email 或让人传话说任何时候需要

随时愿意帮忙，要求把他们的名字电话列在我的名单

上。 

 

跟马胜通电话时告知他，他临走前交给我的TO-DO LIST 

已一一被完成。他觉得很欣慰。当得知大家捐了这么多

款，惊讶之余更感慨万千。在他回来后，跟我讲， 他

感觉他的生命已不仅仅只属于他自己，为了大家的关

爱，他要坚强努力抗争。正是大家的鼓励，马胜一直非

常的乐观。他坚持锻练，即使不能站立，就躺在地板上

做操；即使是在医院病床上，也尽量活动全身；他开心

唱歌即使嗓音因药物变沙哑。他是唱着歌离开我们的。

就在他生命的 后一刻，他哼唱的 后一段歌词是： 

 

来吧，来吧，一起来吧。 歌声悠悠...... 

 

同样让我终身难忘的是在马胜去世后。因巨大的悲伤，

繁多的头绪，和仓促的时间，我无法集中精力考虑葬礼

的细节。再一次，朋友们帮我担起了一切。仅仅两天半

的时间里，发葬礼通知，准备幻灯片，订购花篮，安排

各种细节流程，组织人手，鼓励并协助女儿们准备讲话

稿，一切顺利而有序。就在葬礼的前一晚，我正赶天赶

地写着马胜的生平，ANDOVER中文学校合唱团的负责人

王庆打来电话说他们和黄河及ACTON合唱团正集合一起

练习准备在追思会上为马胜唱一首“送别”。放下电话

后，泪流满面心浪翻涌，再也无法冷静思考。结果是让

我的朋友们帮着打完剩下的部分。 

 

由于没有时间精力一一通知朋友们，事先根本无法得知

会有多少人参加。 但到了那天，当我看到如此多的人

们从各个地方汇集到教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远

道而来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老同学。情真义切的新朋友

们。从未谋过面的马胜的新朋老友。我的同事们，同学

们。我还惊奇地看到了女儿们的几位老师，直到现在，

我都不清楚是谁通知他们的，因为适逢学校放假，无法

联系。而不管是谁，你为我们添加了力量，特别是对两

颗受伤的幼小心灵。那一刻，看着一张张流满泪水的

脸，听着一句句安慰鼓励的话，我感觉到我的悲痛在一

点点的被挤压缩小，那强壮如风的爱弥满了整个会堂，

紧紧的包围了我，让我充满了力量和勇气。那涌泉般的

泪水流出的不仅仅是悲伤，还有许许多多的感动。 

 

会后，许多因各种原因未到的纷纷登门或发来卡片问

候。还有许多的事许多的人让我回味着感动着，难以一

一道来。只想在此向所有关心支持我们的朋友再次说声

谢谢，是你们的爱让我们这个扎根在异乡的小家不致分

崩离析，让我坚定信心去走未来漫长不可知的路。 

 

后，我要为你们祷告，愿平安和喜悦永远伴随你们，

也为所有经历着各种痛苦的人们祷告，愿你们坚强，早

日得到快乐和幸福。 

 

再见，马胜 

刘阳 

 
马胜被确诊肝癌的消息，我和王英，荣华，晓红大概是

早知道的。我真的体会了人生是如何在一瞬间改变

的。就在一周前，我们几家还在一起开 party，庆祝李

艳把两个女儿 Sarah 和 Shawnae 从中国接回来，一家人

终于又团聚了。好多未来的憧憬和计划，突然都不重要

了。我印像中的马胜身体一向很健康，打排球比谁都跳

得高，据说打网球也是一流。癌症这两个字，不应该用

在当时还不到 38 岁的马胜身上。听着李艳在电话里告

诉我：马胜估计自己看不到女儿们长大了，那种伤痛的

感觉，一辈子也忘不了。 

 

马胜的肝癌在确诊时已是晚期，医学史上几乎没有治愈

的先例。然而，大家都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祈祷会有一

次生命的奇迹。带着朋友们的祝福和牵挂，马胜在确诊

的一周之后匆匆赶回上海接受肝脏移植手术。在获悉医

疗保险公司不支付这笔手术费用之后，许多个人和团体

(如 ACLS 家长会，ACLS 成人合唱团，碧云儿童舞蹈学

校等)发起了为马胜的募捐活动。认识或不认识马胜的

朋友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慷慨解囊相助。热心的妈妈

们排出了详细的日程表负责照顾接送 Sarah 和

Shawnae。男士们则分担了马胜家中院子的除草和清理

落叶的工作。周围的每一个人都从心底希望自己能为这

个遭遇不幸的家庭帮上点忙。马胜生病是不幸的。幸运

的是，他曾生活在这样一个温情四溢的好社区，得到过

那么多人的关怀和帮助，其中的快乐与悲伤，如今成为

周围人一生的记忆与财富。 

 

期盼中的奇迹没有出现，马胜的病情在圣诞节恶化了。

当家家户户都在欢天喜地过节的时候，马胜却在艰难地

与病魔斗争。看着原本鲜活的生命一天天衰弱，周围的

人却都无能为力，人的渺小与无助此时此刻一揽无余。

2006 年 2 月 22 日清晨 9点 10 分，马胜在安详中离开

了他一生挚爱的妻子和女儿，离开了这个有着他太多眷

恋的世界。至今不敢相信，马胜真的不在了吗？在马胜

去世的前两天，李艳带着两个女儿去医院看他，他躺在

病床上，见到李艳和两个女儿，艰难地说：“我好想你

们啊！”这大概是马胜说的 后一句话吧。如果时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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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流，多想再听一听马胜和李艳的卡拉 OK 对唱，多想

时间就停留在去年九月初的那个 party 上…… 

 

马胜后来虽然病得很辛苦，可一直很坚强乐观。朋友们

去看他，还不时讲讲笑话。头脑一直到 后都是清醒

的。现在马胜终于回到了慈爱的天父身边，再也没有病

痛愁苦了。马胜，愿你在天国平安快乐。有一天，我们

都会再见面的。也许那时，我们都老了，你还会认识我

们吗？ 

忆马胜 

苟燕妮 

 

我是在中文学校认识李艳的。我们认识的时候马胜回中

国去了。等他回来，李艳把他带到了我们家。一见面，

马胜便说：“哪有第一次到别人家带辣椒面的”。很显

然把刚从中国带回的辣椒面送我们是李艳的主意。我觉

得马胜很实在也很幽默。也许是因为大家是四川人，更

也许是因为相互很投机，我们两家便开始了你来我往。

记得2003年我们去李艳家过感恩节，马胜做了一桌地道

的美国感恩节大餐。他说有菜谱是从网上来的。我觉得

男的看菜谱的不多，而从网上看菜谱的应该更少，从网

上看菜谱做美国菜的应该是少之又少。我觉得这人很特

别。席间马胜与朋友谈起哈佛大学他们研究组的纷纷扰

扰。我觉得他有一番书生意气，是个想干大事的人。 

 

李艳和马胜的歌唱得很好远近闻名。李艳的“辣妹子

辣”有滋有味，马胜“都是月亮惹的祸”赛过张宇的神

韵。唱歌之前马胜总喜欢唱另一支歌“窗外”来warm 

up. 这给我们很深的印象。他说“唱通俗歌比唱民歌

难，唱通俗歌要憋气，有时候肚子都憋疼了”。在他们

的影响下，我们也买了一套便宜但可用的音响和卡拉OK

机，并买了和他们家一样的话筒。记得有一次我们邀请

了他们和另外两家唱歌具有专业水平的朋友们在我们家

竟歌。大家有吃有喝有唱有笑，玩得很开心。 

 

后来听说马胜和朋友开了一家儿童学习中心，又独自开

了一家杂货店，且离开哈佛在念MBA。我们都对他很佩

服。在中国人圈子里对现状不满的人有，想自己创业的

人有，可真正说干就干，且干起来的屈指可数。在此之

后我们就没有时间再聚会。我知道他们创业不易。记得

有一次马胜提起店里的每一件物品都要靠人工输入店里

的Inventory 系统，“李艳手都输疼了”他说。我们的

后一次见面是去年八月在他们的店里面。那时他正在

看书。他说要考 后一门，年底差不多可以毕业。他说

已在Millipore 找到一实习的机会。我和朝阳都为他感

到高兴。中秋节我想去他们店里买月饼。因为不确定他

们的营业时间便给李艳打了电话。电话是马胜接的。他

说“我有点不舒服，李艳在店里”。象往常一样，我和

李艳在店里聊了半天，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聚一聚

了。后来李艳告诉我正是在中秋节那天他们知道了化验

的结果。“大过节的，我不想破坏了你们的情绪”，李

艳说。我很为他们的替朋友着想感动，更为他们的勇气

和毅力折服。面对癌症和死亡他们是一对真勇士。 

 

马胜从中国换肝回来之后因为癌症已经转移，身体每况

愈下。一星期前我先生朝阳去医院看他时，他已经昏

迷。现在已是天人永隔。 在他过世后的第二天晚上，

我梦见他们来我家。马胜穿着黑色/深蓝色的西服，有

些憔悴，没有说话。他们一家很快也就走了。我记得象

往常一样我们把他们送到了车库前。似乎他脸上有微

笑。醒来我有很多的伤感。觉得他的灵魂是来和我们告

别了。听说他告诉李艳让大家尽快忘了他，开始正常的

生活。听起来真是马胜说的话，也只有从他豁达的胸

襟，幽默的特质才能产生这样的话。李艳在他的追思会

上说“马胜度过了短暂却多姿多彩的人生，他无怨无

悔”。能无怨无悔，这对他和活着的人都是一种安慰。

人生真如昙花一现。愿大家善待自己，善待家人和朋

友，好好把握有限的生命，过一个无悔的人生。马胜在

去世之前已信主。愿他的灵在天父怀里得安息。 

我的病人马胜 

郑亚新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 

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 
 

自 03 年 1月我从波士顿回国后，马胜和李燕总会隔不

多少日子就打电话来上海聊上一会儿。05 年 9月的一

天晚上，我接到马胜的电话。一如往常，彼此聊聊两地

的新闻，乐呵呵地谈了他永远津津乐道的两个女儿的趣

事。在我想挂电话之前他说：“我可能有大麻烦了。”  

 

我以为他是在开个什么玩笑，就随口问道：“又怎么

了？”他告诉我他几天前跑步后突感右腹部剧痛，去医

院做了检查，发现α–fetoprotein （甲种胎儿球蛋

白）超过 10000 ug/L。他接着告诉我医生已为他安排

了 CT 检查。我们约定在 CT 检查结果出来后马上联系。 

 

血液中这种特殊的蛋白质 常见的来源是肝癌细胞。作

为一个肝脏外科医生，我十分清楚突发右上腹部疼痛伴

血液中高浓度的α－fetoprotein 意味着什么。数天之

后马胜从网上传来的 CT 照片显示他得了肝右叶的巨块

型癌，癌肿已侵犯肝内的一条叫做门静脉的重要血管，

且癌肿曾经突然破裂过，这正是他曾突感上腹部剧痛的

原因。 

 

我开始催促他尽快来上海。我明白现代医学不可能让病

期如此之晚的病人长期生存，可我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救

他，哪怕还有一丝希望。过了十几天，我从浦东国际机

场把马胜接到了我的医院。几小时后得到的化验结果让

我心情沉重，马胜的肝脏功能已经开始恶化：反映肝细

胞破坏的酶和胆红素的浓度都显著超越正常值。马胜不

相信仅仅二十天不到，他的肝脏已经支撑不了癌细胞的

侵袭，让我复查。24 小时后的血标本复查的结果则更

糟。那是 05 年 9月 27 日中午，我拿着第二份报告坦白

地告诉他，除非马上做肝移植，否则他活不过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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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肝移植后长期生存的机会也不大。他想了想，冷

静地对我说：“死马当活马医，就做肝移植吧”。 

随后他就兴致很高地拉上他的父母和我，在医院的院子

里和楼顶阳台上，以浦东的楼群为背景拍了不少照片。

他始终笑眯眯地选择着角度和背景，他微笑着做好了万

一手术失败就此向我们告别的准备。 

 

当天傍晚我们开始为马胜做肝移植术。整个手术过程持

续了近六小时，一切非常顺利。我们按计划切除整个病

肝，植上了新的肝脏。色泽红润的新肝很快就开始工作

了。我们切除了受癌肿侵犯的那片横膈膜，切掉了盆腔

腹膜上隆起的那个可疑的小结节，用混有抗癌药的生理

盐水反复冲洗了腹腔。结束手术后 7小时，我为他去除

了帮助他呼吸的设备，他沙哑着嗓子又能说话了。 

 

马胜术后恢复得很快，半个月后出院，和父母一起住在

我为他们租来的房子里。不久，是他 38 岁生日。我们

夫妇和他的父母为他在一家叫做石库门的饭店里做生

日。当他在我们生日快乐歌声中吹灭蛋糕上的蜡烛时，

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 

 

我们还一同去了外滩。在深秋夜晚的冷风中，他微笑

着，极有耐心地摆弄着相机为我们拍了一些黄浦江夜景

照片。那情景让我想起当年我刚到波士顿不久，他和李

艳带我去 Charles 河边拍夜景。那天晚上风也很凉，

他找了一顶有着球队标徽的帽子让我戴上，拍了张宽景

的夜景照片，这张照片至今是我 喜欢、 引以为自豪

的波士顿夜景照。三年后回国时我特意向他索要了那顶

“大狗帽”带回了上海。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夜景拍得

好的。 

 

为了保护植入的新肝脏不受体内免疫系统的攻击，必须

使用有效的抗排斥药物，这些免疫抑制药物同时也压制

了体内的抗肿瘤的能力。术后不到两个月，令人担心的

情况出现了，马胜血液中的α－fetoprotein 自术后的

急速下降再度开始上升了。这表明残存在血液中的和随

着癌肿破裂播散出去的癌细胞已经在体内的某个部位生

存并已卷土重来。 

 

至此我不得不接受这一让我们束手无策的现实，让马胜

和他那终日强忍悲伤的年迈的父母告别，送他回波士

顿，回到他同样挚爱的妻子女儿身边。当我伸出手，试

图微笑着向他道别时没能制止住泪水湿润眼眶，我看到

的却还是他那坦然的微笑，感受到了他笑容里的真诚的

谢意和安慰。 

 

之后他从波士顿不时打来电话，告知美国医生给他的诊

疗情况，也让我知道了他日渐严重的痛楚。可是，他谈

到即将来临的死亡就像是谈论他将要去出一趟差。直到

他实在无力说话前，他竟然总是能够一如既往，或多或

少地谈论些他和女儿们 后的相处中他认为极有趣的

事。譬如，他告诉我，他曾数次和女儿们谈论如何和继

父，以及继父可能会带来的兄弟姐妹相处， 后竟让年

幼的小女儿坚信，日后如果有了继父一定会很开心。说

到他的这一“成功”，他在电话那头自己嘿嘿地乐了。 

终于有一天，我打到他床头手机上的电话无人接听，李

艳告诉我他已无力接听来电。终于有一天，他把他那微

笑永远留在了我的相册和记忆里。 

 

马胜喜爱运动且对多种运动项目都很在行。在我的印象

中他除了每年按时对橡树花过敏而整天喷嚏不断外从不

生病。我至今难以理解，这个身体素质极好、小我三

岁、我在地球的那一侧相识、相知，曾给过我许多帮

助、我视之为良师益友的马胜怎么会是我无力救活的病

人！ 

永远的歌者——忆马胜 

徐烨 

自从去年 11 月底马胜在接受肝移植后离开上海回美

国，他身体和精神状况一直是我和爱人郑亚新时时挂念

却又努力少谈的话题。因为他对于我们太亲密、太美

好、又太沉重。即便在他离去后，我们仍小心翼翼的避

免过多的谈到各自通过电话知道的一些细节，他的离去

对于我们心灵深处，又岂是一个痛字能够表达。终于下

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在截稿前写几句，一边在地铁上拟提

纲，一边在众目睽睽之下却已泪不自禁。美国二年对我

而言充满了酸甜苦辣，而马胜是我美好记忆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第一个周六，他抽到 laundry 洗

衣的空隙，开车带我和亚新到附近海边兜了一大圈。一

路上他告诉我平时想来该怎么走，这边是什么、那边什

么，不厌其烦。这是我在美国接受的第一堂生活课。在

以后的二年里，他和李艳也成了我们夫妻俩 好的生活

指导老师，他们带着我们一起去买菜，一起逛 Mall；

一起策划 Thanksgiving 后的“血拼”；一起在

playground 打网球；一起去 Harvard 植物园拍照；一

起去 Playmouth 看五月花号；一起为 Patriots 没名欢

呼；一起扛着写着铿锵玫瑰的牌子看孙雯打比赛，过把

追星瘾……；闲来无聊， 常做的事是一起放开嗓子高

唱无数曲。马胜的乐感极佳，唱高难度的情歌总是把握

得准确、到位，以至于我和亚新公认：如果在国内，他

一定属于那种极具杀伤力的“老少通吃型”，只可惜老

外听不懂中文歌，唉。不过，我对他的“崇拜”不止于

此，记得有一次约好了去 Franklin 动物园，可隔天晚

上下起了大雨，但马胜查了网上的卫星云图，很自信地

指着星云说：“没问题，中午 12 点以前肯定雨停”。

果然，11 点一过，雨就渐渐停了。我当时的感觉只有

一个：哇，他真是万事通啊！ 

 

在我的心目中，PhD 出身、在美国生活了十余年的马胜

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是我们夫妻俩 可靠、 无

私的老师。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有一个实验总是做不出

结果，查遍相关文献、摸索了无数种实验条件都一无所

获，老板、甚至老公都怀疑我没真正用心思，气得本已

思乡心切的我要打包回家。马胜听到后，赶紧说他马上

会做一个类似的实验，建议我去看看。第二天中午他特

意来实验室接我，仔仔细细演示给我看我每一个步骤

后，又 check 了我实验用的 protocol，提供给我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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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使我一下子信心大增，我很快找到

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实验后半部分选用的 kit 不合适。

从此以后，每每遇到问题，打电话问马胜是总我的第一

选择。尽管无数次的烦扰过他，我发现马胜却从来不会

直接指出别人的无知，他总会用他很具特征的

“嗯…….”和沉思状来让人意识到自己弄错了，然后

告诉你可能“整个就没对”。为此，我经常拿马胜作榜

样刺激老公，“为什么你不能像马胜那样，又会工作、

又会生活、又会做人？”，老公立刻摆出决不服帖的样

子说，“没听李艳总说我很好、很好、很好吗？”。可

以说，马胜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如同亲兄弟，以至于回国

至今，马胜的口头禅“整个就没对”，常常挂在我们嘴

边，让我们感到如此的亲切。 

 

在美国生孩子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细心的马胜和李

艳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帮助，大到在家里遇到紧急情况

该怎么办，小到波士顿干燥的天气下小孩该用什么护肤

品，什么衣服、奶粉、澡盆、carseat 等等，几乎统统

帮我们准备齐全了。产后回到家，亚新帮我去 CVS 买

药，因为不熟悉路，又怕我在家等急了的想赶紧找到药

店，结果忘了看交通标志，被早早“埋伏”在那里的警

察逮个正着。收到罚款单，我们都很烦恼，想交了罚款

了事，又担心保险公司会“落井下石”。打电话问马胜

该怎么办，他马上鼓励我们一定要到法院上诉，还主动

帮亚新写了事情的经过和原因，并告诉亚新遇到什么情

况该怎么说；亚新去法庭上诉的前一天晚上，马胜又特

意把他的结婚戒指送来给亚新，他说在美国正式场合一

定要戴结婚戒指的，不然法官可能会怀疑声称已婚的亚

新所陈述事实是否真实。我想这枚戒指代表的不仅仅马

胜的细心，更是他对我们随时随地、无处不在的关心。

到了小孩满月时，又是马胜和李艳似乎“凑巧”地提议

二家一起去 Sears 拍合影，而这些照片也是我家老二满

月时拍的唯一一次照片。 

 

临回国前与几位同是国内 MD 出身的朋友相聚，忽然发

现自己对美国生活的了解竟然远远多于这些“前辈”，

我们去过的很多地方、体会过的很多文化，他们居然一

无所知。得意之余，我相信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马

胜。It was him who made the difference. 

 

回国后一直相信终有一天我们能开着自家的小车，把马

胜、李艳和他们可爱地一双女儿接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房

子，住上一阵子、再像以前那样疯玩一把。万万没想

到，05 年 9月当我高高兴兴从韩国开会回到上海，我

妈竟告诉我，“马胜好像得了肝癌”。作为肿瘤外科医

生我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懵了，只觉得眼泪直

往上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等着老公回家，小心翼翼

地求证，听到的却是更可怕的消息。“他会回来看病

吗，你能救救他吗”。我多么希望身为肝脏外科医生的

老公是个神医！看过这么多肿瘤病人，有生以来却第一

次体会到患者家属的心境。 

 

患病的马胜远比我想象的坚强和冷静百倍。从再次见到

他、陪他登记入院、讨论治疗方案、到 后决定做肝移

植，我已是无数次难以自控被老公呵住，而他谈论病情

就像在说别人，没有一丝恐惧、没有一点点失态，直到

和他父母一同送他进到手术室，我看到的始终是一个自

尊的男人。术后的恢复非常顺利，但病理报告却又让我

们揪心：盆底种植结节！这意味着肿瘤已有转移，术后

复发很可能在所难免！望着高高兴兴、日益恢复的马

胜，我们感叹人生无常，哀叹现代医学的乏术。 

 

马胜走了，但直到今天写这篇短文，我一直感觉似乎他

并没有真的离开，他在我的心里、脑子里，活生生。他

只是去了另外一个国度，如同于我，他只是回了美国。

听到某首歌，我会告诉老公，这首歌一定适合马胜，因

为他唱得 好听。 

 

MY Friend Ma Sheng 
Chaoyang Dai 

 
My friend Ma Sheng of Acton passed away 
on Wednesday, February 22rd after a 
courageous battle with liver cancer, aged 
only 38.  We had his memorial service today 
at the Lexington Chinese church.  Even 
though he was not from Wuda, many of us 
at wuda_boston know him pretty well  
as a great friend. 
 
Ma Sheng graduated from Sichuan 
University in 1988 and came to the US in 
1991.  After earned his Ph.D. of 
microb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in 1997, he had been at Harvard University 
doing cell biology and cancer research until 
2003.  Subsequently, he got a full 
scholarship from Boston college's Carroll 
Business School to enter the MBA degree 
and MSF dual program. 
 
Ma Sheng had been so full of life.  Not only 
a great scholar and researcher, he was an 
excellent singer, ballroom dancer; an  
outstanding swimmer, tennis and volleyball 
player.  He spoke beautiful English without 
an accent, wrote lengthy essays with  
ease.  He was so self-ensured and 
energetic, opening a Chinese learning 
center at Acton and a convenience store in 
Littleton in 2004 while studying multiple 
MBA courses and doing internship at 
Millipore of Bedford. 
 
Such a vital life was encountered cru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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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liver cancer last summer.  Yet, he was 
such a fearless fighter that he resolutely 
decided to have a liver transplant in 
Shangshai upon learning the condition of 
his illness, which gave him extra two to 
three months of his life according to the 
physician. 
 
I was deeply sad to see him the very last 
time on the 15th of February at MGH.  I 
couldn't believe that this was a person who 
used to be so full of life.  He had been one 
of us coming from China to the US with 
dreams, big or small, to build a little world of 
his own in the foreign land.  We study hard, 
work hard, for our families, for our 
companies.  We are willing to sacrifice 
ourselves for the better lives of our loved 
ones.  But, please, I want to urge each of 
you, please take a moment to take care of 
yourself, to have regular physical  
check-up with your doctor, to love yourself, 
to love your health.  It is so disheartening to 
see that Ma Sheng's parents lost a 
wonderful son, his wife lost a caring 
husband, his two daugters lost a loving 
father.  We all should truly love ourselves 
and each other and take good care of 
ourselves and each other. 
 
All the best, 
 
Chaoyang 
 

To Memorize Sheng Ma 
Helena Hong Qian 

 
We celebrate every life coming to the world. 
We moan every life leaving the earth. I was 
very sad that Sheng Ma was gone when I 
got the phone call at 10 am on February 22 
from his father-in-law, Mr. Li.  His heart 
stopped one hour ago, Mr. Li said. He was 
in sleeping and in peace. I was not 
surprised. He has been suffering from the 
end stage disease since last Sept.   
 
Sheng Ma was a friend of mine, whom I got 
to know in the singing group in Acton 

Chinese School. I got to know him more 
because my daughter became friend of his 
daughter Sarah. But I really knew his 
strength was after I became his primary 
care doctor in the past few months.  
 
I am not surprised that he was an excellent 
scholar, an ambitious and intelligent citizen, 
a wonderful father and a responsible family 
man. But I have been deeply impressed by 
his calm, his mental strength and his 
judgment in facing the deadly disease. I 
rarely see someone handling the vicious 
cancer in such attitute. The word he 
described his feeling of his cancer was 
unlucky. Since last Sept. the liver cancer 
was diagnosed, he immediately made 
decision that he will have liver transplant, 
although the success was dim. He 
determined that he will fight. Liver transplant 
operation was successful. However, the 
immune suppression that was necessary for 
transplant made the tumor cell spreading 
faster. He suffered pain from the multiple 
sites of tumor metastasizing. Pain killer, 
radiation, sedation all failed to control the 
pain. I remember that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all people were celebrated the 
happy season. But I knew, our friend, 
Sheng Ma and his wife Yan were fight for 
his life. Almost 6 months after his illness, he 
was tired, exhausted, and realized that he 
was near to say goodbye to his loved ones: 
his family, friends and all people who cared 
for him.  
 
About three weeks ago, a group of friends 
from singing group and I had a last visit to 
him in MGH. He was weak, but he did not 
appear to be one near his end of the life. He 
was not depressed at all.  He even was 
enthusiastic for having a picture with all of 
us.  
 
Now, we lost Sheng Ma forever. He is in 
another world. But I believe he is watching 
us. He is still one of us in the singing group.  
 
Life comes and goes. Good bye Sheng Ma, 
you are always with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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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my dad was so 
calm about having 
cancer. 
  
But most of all, 
why isn’t there a cure  
for strong cancer, 
why did my daddy have 
to get cancer. 
 
What I understand most is, 
why dad wanted me to be good at 
math, 
why you feel sad, 
why we all came, 
why daddy wants all of us to be happy. 

 

What Sheng Wanted 
 
My dad always wanted us to be happy. 
He always wanted you to be happy. 
He always wanted us to smile. 
Sheng always wanted everybody to  
remember him in their hearts. 
He wanted everyone not to cry when he 
died, he wanted us to continue our 
lives. 
So come on people, let’s enjoy 
ourselves! 
 
Remember, Don’t Be Sad 
Bye 

What Happened 
 
Daddy was on the bed one day, 
when he told us he couldn’t stay. 
I couldn’t believe my ears, 
but knew my dad was clear. 
After the moment on a Friday, 
I really have to say, 
that was my last time, today. 
 

I Wonder 
 
I wonder why the sky is blue, 
I wonder why cancer kills many people,
I wonder if a touch of weak magic could 
cure 
cancer,  
I wonder why cancer got into my daddy,
I wonder…… 

 

My Dad’s Attitude 
 
Sometimes my daddy, 
was a little crabby. 
but after a while, 
he began to smile. 

 

I Don’t Understand 
 
I don’t understand why  
daddy got cancer, 
how he got it, 

 

Memories of My Father 
Sheng Ma 

 
By Sarah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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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pen Letter from 
Idiosyncrasy 

 

Dear Reader, 

The Acton and Boxborough school system 
offers an exceptional education, allowing 
students to take advantage of opportunities 
otherwise unavailable to them. In and of itself, 
the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High School 
surpasses the usual standards: the academic 
teams always go to nationals, the sports 
always win the meets, and the education 
always is up to par with college courses. 

Surrounded by such luxury, it is easy to forget 
that education is not a universal commodity. 
Unfortunately, even our next-door neighbors 
seem separated from our world; in Acton and 
Boxborough, we have come to accept an 
isolationist attitude as the norm and 
sometimes, as the answer to many problems. 

Given these circumstances, Idiosyncrasy, a 
student-run magazine at the high school, is 
fighting an uphill battle. Few know about the 
plights of Africa, yet alone care enough to find 
out more. In our next issue, we focus on 
Africa—the people, the culture, the victories, 
and the losses of a continent facing seemingly 
insurmountable obstacl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magazine’s history, we will go beyond 
simply publishing an issue.  

We have organized a fundraiser to help Africa: 
Education in Ethiopia. Women in Ethiopia are 
unable to finish their education, not because 
of a cultural barrier—in fact, Ethiopia is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working to mobilize the 
female population to improve the economy—
but because of a lack of bathrooms. After 
reaching puberty, female students do not have 
the privacy they need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The only resource available to 
them is a bush in full view of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In their embarrassment, many 
female students discontinue their education; 
these women are often later sold as sex 
slaves and most die in this career.  

UNICEF, a branch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at 
strives to promote education in children, is 
working to combat this problem by building 
bathrooms. They have had successes, but 

donations are dwindling. Idiosyncrasy is 
working to raise money to help existing 
UNICEF divisions in Ethiopia.  

After several weeks of debate, the staff 
decided on a community market. This is a 
combination of a yard-sale and an area for 
local artists to sell their goods. There will also 
be live entertainment and food. The event will 
take place on Saturday, April 29th from 9:00 
AM till 4:00 PM in front of the Acton Memorial 
Library.  

With the help of many local businesses 
(Donelan’s, Quill and Press, Acton 
Bowladrome and Arcade, Boxborough’s Child 
Care Center, Building Blocks of Children Care 
and politicians (Senator Resor, 
Representative Atkins, and Representative 
Eldridge) our fundraiser has already garnered 
momentum on many fronts. We ask that 
members of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join this growing list of supporters. We 
welcome any donations, and your attendance 
at this event. If you would like to help, please 
contact the editors at  

idiosyncrasy.mag@gmail.com 

 or (978)-844-0232.  

Thank you for allowing us to approach you 
regarding this matter, and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Sincerely,  

The Staff 

 

Recap of Education in Ethiopia Information  

Time: Saturday, April 29, 9:00AM-4:00PM 
 (Rain Date: April 30) 

Location: In front of the Acton Memorial 
Library 
Contact Information:  

idiosyncrasy.mag@gmail.com  

Tel: (978)-844-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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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iosyncrasy is a publication of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High School. 

Featuring: 
Community yard sale 

Local artists 
Raffle 

Food and entertainment 
 

To fund female 
designated bathrooms in 

Ethiopian schools. 
 

Monetary donations 
are welcomec. 

Idiosyncrasy Presents: 
Community Market for Education 

in Ethiopia
Saturday, April 29, 9:00-3:00 

In front of the Acton Memorial Library 
Rain Date: April 30 

Supporters and Sponsors:
Rep. Cory Atkins  
Rep. John Eldridge 
Sen. Pam Resor 
 
Donelan’s 
Quill and Press 
Acton Bowladrome and 
Arcade 
 
Building Blocks Children Care 
Inc. 
Boxborough’s Children Center 
 

And many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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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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borough:  400 Stow Road, 1983-built 
Colonial Style house with 4 bedroom, 2.5 
baths, 2-car garage, hardwood floors through 
out, enclosed porch and an inground 
swimming pool on 1+Acre level lot in a 
winding country road.  A nice feature of being 
right next to town’s playfield. $54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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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一则】 

联合国将只使用简体字 

 

据中国应用语言学会会长、原国家语委副主任陈章太透

露，联合国决定，从 2008 年后，在联合国使用的中文

一律用简体字。  

 

现在联合国使用的中文还是两种版本，就是繁体字和简

体字都有。目前香港推行普通话的学校很多，虽然特区

政府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但民间正在积极推行。另

外，台湾也有一些人使用简化字。针对简化字在大陆以

外华人地区的使用情况，联合国认为用两种字体是没有

必要的。现在联合国正在准备，所有的中文文件都用简

化字。 

 

根据 2005 年世界主要语言实力调查报告，汉语排名世

界第二。如今，世界各国学中文的人数逐步增多。在这

种情况下，有的专家认为，简化字慢慢会变成中文唯一

的标准。 

【谢宁 提供】 

 

“中文教师学会” 简介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CLTA) 
 
Established in 1962 and headquartered at 
Honolulu, Hiwaii,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CLTA) is a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devoted 
exclusively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culture and pedagogy. It is 
committed to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status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to 
promoting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in 
colleges and high schools, to addressing 
issues critical to the effective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o 
advocating the advancement of scholarship 
in Chinese language, culture,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at all educational levels. 
 
CLTA represents the interests of a wide 
rang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cluding 
non-native speakers and speakers of 
Chinese heritage. About half of the CLTA 
members are specialists in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linguistics and culture 
fro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rest are Chinese teachers at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Chinese 
heritage schools, and students of the 
language and other interested parties.  
 
The organization focuses on (1) to act as an 
advocate for and facilitator of enhanced 
articulation among all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settings, including the integration of 
non-textbook-specific national standards; (2) 
to serve as a provider of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s; (3) to dedicate to enhancing 
classroom-based application of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Chinese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instruction; and (4) to 
commit to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into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t sponsors conferences, seminars, 
administers awards, and workshops for 
members to exchange ideas on topics 
related to Chinese studies. In addition to a 
website (http://clta.osu.edu/),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publishes a 
journal, a newsletter, a monograph series, 
and occasional publications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among members in the 
profession. 
 
Th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JCLTA) publishes 
articles and reviews. The Journal has 
proved to be an increasingly valuable 
medium for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for 
scholarly discussions of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ree issues are published each year, with 
the publication schedule of February, May 
and October.  

教师之角



No. 30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六年三月 

 14 

 

亚亚洲洲超超市市  AAssiiaann  MMaarrkke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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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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教练 
 

三铃儿 
 

这个周末，是镇青少年篮球联赛的 后一次，我

儿子所在的那个队的教练提议， 周五晚上练球之

后在就近的 Pizza 店开个 Party。 也邀请了队员

的家长参加，丈夫和儿子出席了。之后丈夫向我

描述内容。教练掏腰包请大家吃 Pizza； 把每个

队员打球的特点加以总结，当作 party 上的娱

乐，每说一个特征，让所有队员猜，对号入座；

后，还发给队员每人一个造型为男孩拍着篮

球，上面刻有球队和队员名字的小雕塑纪念品， 

使孩子和家长们都对这次的篮球队有个很好的记

忆。 我不禁感慨， 这好像有点不合常规。 一般

情况下，每当一门课或一项活动接近尾声，都是

家长组织，每家凑份，送老师或教练一个纪念品

和感谢卡，还很少有老师或教练送每个学生的。 

 

镇里每年组织一次青少年篮球联赛，三到十二年

级的男女生都可以报名，练习两次后分队，每个

队分配两个教练，教练都是家长自愿当的，所以

都是业余教练。之后从一月到三月中，每周一次

练习、一次比赛。这是我儿子第二次报名参加这

个篮球联队，不同的是我儿子这次所在队的教练

比较有特色，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和这位教练没

有什么直接的交往，不过是每次送儿子打球时， 

说声“Hi”；接儿子时，有时去早了可以看看教

练如何训练这帮小子；从电子邮件读些教练寄的

通知和有关打篮球的材料。但是，就从这些点点

滴滴，我感到了这位教练的于众不同，他的观

点，他的方法，他的主意，他的认真，以及他的

小小身份，让我好奇而敬服。 

 

送我儿子去参加分队后的第一次训练时有点早，

大部分孩子还没到，只有这么一位高高个头，有

一脸质朴的表情，看上去很憨厚的中年人在，见

有人来，他便含笑迎了出来，我们握手互相作了

介绍，他就是儿子队的主教练。第一次练球结

束，见他把孩子们集中起来，发了几张要求队员

读的材料和整个进程表，强调说：“这是团队集

体的运动项目，每个队员要互相支持，如果一个

队员投进了球，其他队员要鼓掌表示同喜、鼓

励。” 尽管孩子们可能未必能体会他此时所说的

重要性，可在一旁站着的家长们，尤其是工作

群，不会不熟悉 Team Work 的重要性。我想，大

部分家长把孩子送来打篮球，不只是提高个人的

打球技巧，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学会如何把自己融

入集体的一部分、与其他队友合作、一起在竞技

中取胜。所以，当这位教练在第一次训练就切入

要害，强调集体的重要时，我就有了种预感，儿

子遇上了好教练了。 

 

这三个月期间，教练发了几次关于打篮球的阅读

材料，图文并茂地介绍了篮球场地的布局和专业

用语。还把场上的五个队员分位，然后，图解说

明几个例子，比如，如果在 4和 5位置的队员无

法接球，而球到了在 2或 3位置的队员，2和 3

位置的队员必须怎么做。像是棋谱，又像是 GRE

的逻辑题。让我这个对篮球不十分清楚的母亲也

好像一下懂了不少篮球知识。他要求父母给队员

们打印出来，让孩子读。我很高兴他这种理论实

践一起教的方法。孩子们学打篮球，不只是要学

会如何拍球、带球、传球、投球这些技巧，还要

掌握场地的方位和术语，球场如同小小的战场，

正确而尽快地进入位置，其他队员才好配合，形

成团队的能攻能守的布局，才能取得胜利。他这

么教下来，我儿子不仅会提高打篮球的技术，还

会对打篮球有了基本的理论认识。我佩服这位教

练的方法和认真。  

 

有一次训练结束，教练喊了一声，“谁需要坐我

的车回家？”，只见三、四个小子出溜溜地钻到

了他的小而不起眼的车里。这些大概是他的邻

居。他像个亲切的家长和孩子们随和的朋友，很

难把他和在高度竞争的高技术公司的 CEO 联系到

一起。我是从这位教练发的电子邮件的落款，得

知他是附近某个公司的“CEO”。是什么公司，什

么规模的公司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与有些涂了金

粉或披了铁甲，除了出席会议，就是出没高级俱

乐部，文件要秘书写，孩子要佣人接的神秘

“CEO”们相比，要聪明潇洒的多。我庆幸我儿子

有这样一位好的教练。 

 

整个比赛结束，我儿子所在的球队是所有十六个

队中取得成绩 好的一个队，基本是场场赢， 这

么好的成绩与这位业余教练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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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的城市 

崔永员 

 

“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 

“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

暴风雨来了” 

“肖特呼唤康德尔，肖特呼唤康德尔，他们

已经中了圈套，吉斯已被干掉” 

“萨拉热窝的公民们，德军司令部最后一次

宣布公告” 

 

知道这部电影的同学，

大概对以上的台词也是

耳熟能详。那是一个崇

尚英雄的年代，《瓦尔

特保卫萨拉热窝》，

《桥》，《死亡档

案》，《无情的战线》

等一批优秀的南斯拉

夫，民主德国的译制

片，把世界各国人民与

纳粹法西斯斗争的故事，用电影和电视的方

式，介绍给中国的观众。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很多细节都很感

人。钟表匠、地下党员谢得在广场上认领女

儿尸体，德军架起机枪准备再次屠杀同情革

命的群众的千钧一发之间，瓦尔特等游击队

员挺身而出，与谢得并肩而走，视死如归，

革命任务固然重要，但亲人的尸体不能不

管，那是在残酷无情的斗争年代中少有的真

情流露，在那种情况下，带队的德军军官比

绍夫下令向后转，齐步走，众怒不可触。假

瓦尔特打入抵抗组织内部，传了假情报约真

瓦尔特到清真寺见面，准备一举歼灭这位神

奇的游击队长，又是钟表匠谢得挺身而出，

提前赴约，为保护瓦尔特献出了自己的生

命，临行前他对不太知情的学徒短短几句交

待，可以说语重心长。结尾时瓦尔特用火车

头反撞托运的劳费尔计划中的油车时，押运

的德军军官比绍夫，面对失去拖拉的油罐

车，先是指挥刹车，而后面对疾驰而来的火

车头，命令取消刹车，尽心尽力，直至自己

葬身火海，可以说是典型的德国人。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由南斯拉夫贝尔格

莱德电影制片厂于 1969 年摄制，北京电影制

片厂 1975 年译制。康德尔（假瓦尔特）是葛

优的老爸葛存壮给配音的。 

 

萨拉热窝是个不屈的城

市，她的人民是不屈的人

民。1984 年在那里举行

了冬季奥运会，在那里获

得男子花样滑冰冠军的

Scott Hamilton，以当年

鲜花盛开而今被战火困扰

的萨拉热窝为主题，搞过

一个冰上节目。南联盟的

最后一个强人米洛舍维

奇，也在海牙的监狱中病

死。“苏修”和“美帝”当年都对不结盟的

铁托恨之入骨，是铁托阻拦了它们在巴尔干

半岛推行它们的利益和政策，如今“绊脚

石”被一一清除了。但愿南斯拉夫各族人民

能够求同存异，在新的时代为自己和后代建

立和维护他们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独立

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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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脑筋二则 
 

 
玫瑰花的花瓣    

 
(我的朋友Connie提供) 

 

• 这个游戏叫“玫瑰花的花瓣”。 

• 注意！游戏的名字很重要。 

• 同时扔五个骰子(dice)，然后看上

面的数字。 

• 一共扔了六次。 

• 如果我告诉你前三个答案，你能否

推算出剩下的三个答案？ 
 
 
 

  
=    2    
 
 
 

  
=    8    
 
 

  
=    4    

 
 

  
=    ？    
 
 

 
 
=    ？    
 

=    ？    
 

 
 

摸黑抓袜子                   
 

(根据Boston Sunday Global趣味游戏改编) 

 

方方早上起床时，屋里没有阳光，什么都

看不清楚。她只知道抽屉里有40 只袜

子：10 只红的，10 个只蓝的，10 只绿

的，还有10 只黄色或紫色的。 

 

问题一：方方最少需要拿出几只袜子才能

保证有一双是同颜

色的？ 

问题二：方方最少

需要拿出几只袜子

才能保证有10 只是

同颜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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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动手炸油条 

 
可真奇怪，人在他乡，不思念家乡的山珍海

味，大鱼大肉，只回味那街头巷尾的大饼油

条，风味小吃。可光想是吃不到的，没办

法，只好自己动手。这里有一自制油条的方

子，大家不妨试一试，聊以解馋。 

 

原料： 

 

面粉（all purpose flour） 2 杯 

温牛奶 250 毫升（ml） 

Baking Powder 1 大勺 

盐 ½ 小勺 

植物油 少许 

 

做法： 

 

1. 把 Baking Powder 和盐用温牛奶化

开，加入面粉和好，揉匀，再倒入少

许植物油，揉光滑，看到面团表面像

丝绸面一样光滑，盖住，过夜。 

 

2. 第二天早上，取油锅烧热，油温要比

较高。 

 

3. 在一个案板上抹上油，把和好的面团

取出放在案板上。手上可以再抹些

油， 使面团不会沾手。面不要揉，平

摊在案板上，用手整理抹平呈长方

形，用刀（也可抹些油）把摊开的面

糊切成约半寸宽的条，然后用筷子在

每个小条上按压一下， 

 

4. 将每两个小条交叉两头捏在一起，放

进热油锅里，油的热度要烧到看到面

条丢进去后，表面马上冒出一个个的

“泡”。 

 

5. 将油条炸至金黄，捞出， 成了！ 

 

这油条配料简单，做法容易。尤其好的是，

原料中没有什么让人不放心的成分。口感

嘛，新炸出来的自然要比超市买回来的强得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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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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 A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靳宏 

春节 

李诗洋 

春节是中国 热闹、 大的节日，是代表新年到了。在

春节期间亲戚朋友在一起相聚，人们都穿上新的衣服。

在中国红色是幸运颜色，人们都挂红灯，贴红对联，和

放鞭炮。每年春节还有舞狮子，和我 喜欢看的春节晚

会。春节长辈还给小朋友红包，我们还要给长辈拜年。

在中国春节是 热闹、 大的节日。 

今年春节我过得很开心。我参加了一个钢琴表演后我还

去我的朋友 Lucy 的家。我和她吃了很多饺子。第二天

早上我还去看 Winchester 中文学校看表演。节目好看

极了！晚上我们还去一个朋友家聚会，我们都拿到红

包。这个春节留给我一个美好的回忆。我很高兴。 

三年级 C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汤爽 

我的一封信 
 

外公、外婆： 

 

你们好！我很想你们！我有很多功课。我天天要去学校

上课。星期天，我去中文学校。我学了很多中文字了。 

 

 祝你们身体好， 

 吴思迪 

 

亲爱的爷爷、奶奶， 

 

您们好！ 

 

我们一切都好。我在学校表现很好。我很喜欢老师。我

在学校参加合唱队，下个月我们就去演出。 

 

 祝您们身体好！ 

 您的孙子：（戴）思东 

 

亲爱的爷爷、奶奶， 

 

您们好！ 

 

我在学校表现很好。我非常喜欢我的老师。我还参加了

游泳队跟 Sudbury 进行了比赛。 

 

 祝您们身体健康。 

 您们的孙子：（戴）思源 

 二〇〇六年二月十八日 

 

亲爱的爷爷奶奶， 

 

你们好！爷爷你给我买的游戏机我很喜欢，但是平常妈

妈不让我玩。这次我回中国，我不喜欢脏的地和人太

多。明天学校开始放假，我要去看电影。你们好吗？请

告诉我。 

 

 祝你们身体好！ 

 郝泰戈 

 
陶鑫姐姐，你好！ 

 

你在学校忙吗？是不是还住在学校，准备考高中？我们

去年夏天回国在一起玩儿，坐婶婶的摩托车，真开心。

我们还一起去划船，和在餐馆吃东西。我真想再回去，

跟你玩。 

 

问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姑姑、姑父好！ 

 

 爱你的妹妹！ 

 陶然 

 

奶奶我是陈雪健。我八岁了，我的哥哥十一岁了。我想

问您那儿雪下的大吗？我这儿下的可多。你们那儿冷

吗？我们这儿很冷。您的身体好吗？您好吗？好，再

见！ 

 

 陈雪健 

 

曈曈姐姐, 

 

你好。我是李思骄，你的表妹。我很想念你。去年我回

中国的时候和你玩得高兴极了。你想不想来美国？请你

到我家来玩！ 

 

祝你学习进步！再见！ 

 

 李思骄 

 二〇〇六年二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