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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ngland 夏日将逝金秋来临的时候，艾克顿中文学校迎来了又

一个新的学年。未来的五个月的秋季学期里，超过四百五十名的

学生，将参加二十六个班十多个不同程度的中文课，和几乎等数

的文化活动，在镇初中宽敞明亮的校舍里，度过十六个宝贵的星

期日下午。我代表学校的老师和行政人员，衷心欢迎你们！ 

 

过去的两个多月，新学年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如夏天一样热烈：年

度财政总结、新学年预算、年历拟定和校舍租赁、注册登记统

计、课程安排核实、教师面试招聘、课本订购分发等

等。。。。。。各项工作都紧锣密鼓又有条不紊地进行。这学期

的顺利开学，饱含新一届校行政和许多教师在暑假中的辛勤付

出，在此特别谢谢大家，也趁此机会将 06-07 年度学校行政人员

和他们的联系方式介绍给家长们 （见下页）。 

 

上届校长刘玉明 (Yuming Liu)，是一个相当容易共事的工作伙伴。

刘玉明以其亲力亲为和大刀阔斧的干练作风，带领 ACLS 顺利走过

了 05-06 学年，现在光荣“退休”。前校刊主编陆青 （Jill Lu）也

在默默奉献三年做出有目共睹的成绩之后，由多才多艺的董事会

成员袁力 (Leo Yuan) 接任。其它的行政人员除了例行更换的副校长

以外，都由上届留任。新任副校长苟燕妮 (Yanni Gou) 在上任的短

短两、三个月，积极和最大限度地参与熟悉了学校运行的各项事

务，相信在以后的交往中，家长们会有机会领略到燕妮的出色工

作能力。 

 

另外，虽不属于校行政但家长们已非常熟悉的家长会会长熊柏 

(Bob Xiong) 也将留任，相信学校的安全和轶序在 Bob 的以身作则和

细致安排下会一如既往地井然有效。家长会下属的新一届讲座委

员会也将继续为大家提供一个优质的信息交流平台。大家熟知的

朱碧云 (Linda Biyun Zhu) 两年前曾出任学校的文化顾问，这次她再

次积极兼任此职，以期更方便地用她的艺术专长为学校服务。董

事会成员里，除会长王泽养 (Zeyang Wang) 因个人原因退出并由刘

玉明接任以外，其他也都是经验丰富的原班人马。 

 

总的来说，这学年的学校管理人员变动不大，可以说是自建校以

来交接最稳定的一届。虽然我们有这样一支富有管理经验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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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 年度 ACLS 行政管理人员名单 
 

邓敏  

Michelle Deng 

校长   

Principal  

principal@acls-ma.org  

michellemdeng@yahoo.com 

苟燕妮  

Yanni Gou  

副校长  

Vice Principal 
yannigou@hotmail.com 

王依达  

Ida Wang 

校长助理  

Assistant Principal 
iwang@parlex.com 

蔡国红  

Tracy Chen 

财务主任  

Treasurer 
tracychen@comcast.net  

简建华  

Rick Jian 

教务主任  

Dean 
rick99jian@yahoo.com 

左国英  

Guoying Zuo 

文体主任  

Director of Culture Programs 
guoying_zuo@yahoo.com 

马静雅  

Jingya Ma  

总务主任  

Director of General Service 
ma@mpi.com  

王英姿  

Yingzi Wang  

会计   

Accountant 
syzwang@yahoo.com 

林姗姗  

Susan Lin 

注册员  

Registrar 
slin_reg2004@yahoo.com 

袁力  

Leo Yuan 

校刊主编 

Editor-in-Chief for School Journal 
leo_yuan2000@yahoo.com 

队，但是这样大的一个学校，没有所有家长始终如一的支持配合是不可能顺利有效地运行的。希

望大家在新学年继续认真参加学校的日常值勤和常规活动，协助配合教师的教学安排，自己自觉

也教育好孩子们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帮助我们保持和房东以及镇上的良好关系。 

 

坦白说，做 ACLS 的校长，会面临许多的挑战。我个人最大的动力和安慰，除了来自我们勤奋好

学的四百多学生，就是我置身的这个由热心家长、教师、家长会、董事会、和校行政组成的团

队。这样忙忙碌碌，背景、职业、个性、观点各异的一群人，不仅在讨论各项学校相关事务时能

够各抒己见，奉献每人特有的智慧和经验；而且为着 ACLS 这个共同目标，又几乎总能在集体决

定之后，抛开个人意愿，付出惊人一致的努力。我相信，一支稳定高质的教师队伍，一批团结一

致、能干高效的管理骨干，再加上规则透明、脚踏实地的工作方式，将是 ACLS 正常运转和健康

发展的保障，而广大家长的关心和参与正是建立维持这一保障的最坚实基础。所以，在新的学年

开学之际，我们热忱地邀请大家踊跃加入 ACLS 的教学和管理，积极与我们沟通、与我们联系，

ACLS 随时欢迎新面孔和新建议。 

 

预祝大家有一个轻松愉快、收获丰盛的新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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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 第一学期校历 
2006 － 2007 Fall Calendar 

九月 

September 

 10 

开学 

School Opens 

17 24  

十月 

October 

1 8  假日 

No School 
Columbus Day 

15 22 29 
Daylight Saving 
Times Ends 

十一月 

November 

5 12 19 26  假日 

No School 
Thanksgiving 

 

十二月 

December 

3 10 17 24  假日 

No School 
Christmas 

31  假日 

No School 
New Year 

一月 

January 

7 14 21  期终 

Last Day of 

School 

28 

Snow Day 

Makeup 

 

 

 

 

 

 

ACLS 新任教师自我介绍 
 
史秋菊   9年级 
 
Five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in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urrently working on Cancer 
Research in Millennium Pharmaceuticals Inc.; 
Enjoy reading and teaching; Some of her Chinese 
poem and literature have been published. 
 

 

王晓鹂   7 年级 B 班 
 

2005年于纽约州立大学奥尔伯尼分校获图书馆与信

息硕士，2001年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古典文献学博

士，1996年于西北师范大学获中国古代文学硕士，

1993年于西北师范大学获中国汉语言文学学士。曾

在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西北师范大

学、西北师大第二附属中学和西站小学任兼职老

师，讲授中国文学等课程。1996-1998年曾在《西

北师大学学报》编辑部任编辑。 

 

武婷婷   5年级A班 
 

自幼喜爱文学, 可大学却阴差阳错地考了理工科. 来

美十余年, 转战职场, 从电子工程到生物研究, 从 IT 

公司到办公室管理……  屈指算来, 竟也变换了不少

角色. 却不曾想过有一天会手执教鞭, 站在中文学校

的讲台上. 实乃我们的教务长精诚所至, 盛情难却.  

身为炎黄子孙, 宏扬中华文化, 虽觉义不容辞, 却深

感责任重大. 为不误人子弟. 唯有勤恳教学. 在此, 还

望家长和各位同仁多多赐教. 我愿与大家 同心携手

办好中文学校,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充当一个园丁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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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燕华  幼儿C班 
 

我很高兴能成为 ACLS 教师队伍中的一员。虽然从

未梦想要成为一名老师，然而中文学校的讲台，孩

子们信赖的目光和他们点滴的进步都给了我一种成

就感和满足感。但在兴奋之余，却也实实在在地感

受到一份责任和压力。虽然我曾有三年在牛顿中文

学校教授学前班和一年级的经历，然而多年以后当

我自己也成为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并深刻体验作为父

母的良苦用心，这一份责任和压力就变得更重。希

望自己成为好老师也一直是我努力的目标。 

 

我想作为老师，首先要有爱心，耐心和热爱海外中

文教育的热情。我一直认为，因为我们教授的对象

是一群生长在美国的孩子，所以最重要的是首先要

激发起他们对中国文化和中文的兴趣，和要到中文

学校上课的欲望，再加上有计划和针对性的课程教

授，那我们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同时，

向有经验的老师请教，并在教学过程中学习成长。 

今年我教学前班，对于低年级的孩子，我会采用比

较活泼互动的教学形式来引起他们的兴趣和注意

力。比如，在教授课文当中，我会穿插配合一些相

关的游戏，儿歌，小故事，卡通图片和制作一些教

具等，让每个孩子都有参与的机会，在游戏中达到

学习中文的目的。 

 

还有一个让我加入 ACLS 教师队伍重要原因是

ACLS 在 Acton area 有良好的声誉，不仅在传承中华

文化和教授孩子中文上作出很大努力并取得成绩，

而且为当地华人和社区之间架设了桥梁和沟通的渠

道，使我们华人社区和个人有更多的机会为我们所

居住的地区作出贡献或表达我们的心声。作为

Acton 的居民，我想我也应该和大家一样为此尽一

份力。 

 

我喜欢这份 moon-light job 并会努力把它做好。 

 

张通善  击剑教练 
 

Tung-Shan Chang, aka Fritz Chang, is a 
competitive member of the United States Fencing 
Association (USFA) and a current member of the 
Boston Fencing Club.  He is currently teaching 
fencing at a number of institutions in Newton, 
Winchester and Boston.  Many years ago and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he taught foil fencing to 
college students in Haverhill, Massachusetts.  In 
the late eighties, he was able to interest all three 
of his children in fencing.  In the nineties they all 
fenced on varsity teams in their respective 
colleges.  His best national ranking in the US was 
6th in his age group.  He won the gold medal in 
the Masters Foil tournament in the Bay State 
Games this past July (2006). 
 
 

2006年7月，刘玉明从ACLS校长的位置上退休下来。说“退休”有点不大合适，玉明还正当年富力强，

在MIT作海浪研究的科学家作得风声水起、有声有色；像ACLS的历任校长一样，ACLS只是他的一个业

余工作。职务虽然业余，责任却是实实在在的，家长学生、校内校外、教学后勤，事无巨细的他都要

管，而且管得相当成功，ACLS的规模和影响力在玉明任内持续扩大，已成为Acton及周边地区一个很

有知名度的教育和文化机构。中文学校有此成绩，刘校长功不可没。玉明卸下校长的担子，又负起校

董事长的责任。我谨预祝玉明工作顺利，把ACLS带得更远。  ――袁力 

 
关于玉明的回忆 

王泽养 

 

期末汇报演出会前, 校长刘玉明准备交接班前的讲话.  他要请老师们到台上接受大家对他们一年辛勤劳

动的感谢, 要感谢老四川, 好学区房地产, 和其他组织对学校的赞助, 要感谢许许多多家长们对学校的信

任和支持, 感谢三年多来主编校刊的陆青女士, 一年来每周主持各种丰富多彩讲座的刘汉兰女士, 感谢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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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中国儿童家庭家长们对学校工作的理解和参与, 感谢同心协力的校行政的一班人.  一年三十几周, 在

孩子们的朗朗书声和欢声笑语的后面是多少人的辛勤劳动,  而一年中为学校付出最多的却还是校长本

人. 

 

玉明是一位极有责任心的校长.  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 又忙公司业务.  可每个周日, 他都是早早到校.  

安排好复印机, 视察教室, 安排校行政工作, 处理校务和家长们的问题, 一直忙到学校结束. 

 

玉明是一位很有耐心的校长.  学校里这么多学生和家长, 事情千头万绪, 可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他抱怨或

发过脾气.  新学年开始后, 学校面临租金成倍增长, 学校的社区教育部抱怨告状等情况.  玉明为此下了不

少心血, 一再呼吁家长和同学们的协助.  在家长会的大力协助下, 学校一直保持了较好的秩序和环境. 

 

玉明又是一位有眼光的校长.  在过去的一年里, 中文学校向艾克顿图书馆和新建运动场捐了款, 邀请了

州里议员和社区负责人做了多次讲座.  社区报纸对中文学校为此做了多次报道.  中文学校在社区中希望

能够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她的作用. 

 

玉明能为中文学校做出的贡献离不开他们全家, 黄遇佳女士,女儿 Kelly 和 Amy, 的支持.  随着上一个学

期的结束, 玉明将校长的帅印交给了新任校长邓敏.  但他在中文学校的使命并没有结束.  在六月中文学

校董事会上,他被推举担任董事会会长.  我们相信, 玉明在这一新的岗位上会为中文学校的建设做出更多

的建树. 
 
 

Yuming Liu, A Wonderful Principal 
Virginia Ross Taylor 

 
From my perspective as a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SL) family member, I have come to 
appreciate the way Yuming has worked to make CSL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an integral part 
of ACLS.  From the school’s beginnings, Yuming showed an interest in bridg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As Principal he welcomed the ideas and concerns of CSL parents and responded 
quickly to address them. Despite the sheer numbers of e-mails he must have received as 
Principal—from teachers, administrators, parents, Community Ed-- my experience was that an e-
mail to Yuming was usually answered within the hour! Any school issue, large or small, was met 
by Yuming with calm competence.  His excellent tenure as Principal should prepare him well to 
serve as the school’s new Chairman of th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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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的祝愿 
 

一转眼就是三年多了.  艾克顿中文学校仿佛还象昨天一样.  还是一样的校舍, 照例的周末, 忙碌的

校长和老师, 行色匆匆的家长.  几年过来, 不少小学生升入了初中, 高中.  看得见的是孩子们的成长, 

看不见的是孩子们的努力, 家长和老师们的汗水, 心血, 和期望. 撒在教室, 办公室, 撒在体育馆, 撒

在家长们精心看护着走廊. 

 

在现代社会中, 教育已高度社会化了.  对大多数学生来说, 学校是他们学习和接触社会的主要环境.  

对于学习和推广中华语文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播来说, 这种社会化在周边社区中的需求也就使中文学

校应运而生了.  虽然在建校稍有曲折, 学校在几年中还是取得了可喜成绩, 较大的发展.  她的存在

和发展本身是许许多多在附近社区的家庭关心,支持的结果.   

 

尊老爱幼不只限于家人.  这大概是孟子名言: ”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意思.  

孟老夫子的思想经过千百年时间一定是深入了人心, 我们才会有这么多的家长们站出来承担起了教

师的责任.  当老师很辛苦, 当领养的中国孩子们的老师就更难.  做教具,编教材,老师们要放进多少

心思才能准备好每周一次的课程.  有了他们的奉献, 中文学校才能够成为可能.    “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 才从一句古人的名言在老师们身上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  

 

学校的社会性使她与本地华人社区的各种活动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形成交点.  随着本地华人社区的

扩大, 热心而又不甘寂寞的家长们组织起了足, 排, 蓝, 羽, 乒等各种球队.  球队可以利用学校的场地, 

时间活动, 或以学校的名义与其它团体比赛, 交流. 在每日为工作和生活奔忙之外, 或奔驰球场, 或

高歌劲舞, 吟诗读书, 与志趣相投的朋友们共度时光, 生活中也增添了些乐趣和激情.   

 

中文学校成立了, 华人社区发展了, 这是对许许多多朋友们付出的肯定.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孩子们

会更全面的发展, 生活会更加丰富.  这应该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  告别中文学校, 写几个字做为

给大家的祝愿.  渐行渐近, 渐行渐远, 海内知己, 天崖比邻, 与各位朋友共勉. 

 

王泽养 

草于 2006-9-17 晚 

 

泽养是 Acton 最早的华裔居民之一，是 Newton 中文学校的董事和积极参与者，也是 ACLS 的

创办者和董事长。多年来他鼓励华裔公民参政议政，积极倡导中华文化的传播，推动华裔族

群与美国大众文化的融合，兢兢业业，无怨无悔。因为个人原因，泽养要暂时离开这里回中

国居住一段时间。我们感谢他的无私奉献，也祝愿他在中国一帆风顺，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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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OOOODD  SSCCHHOOOOLL  
RREEAALLTTYY,,   IINNCC..   

124 Main Street, Acton   Tel: 978.264.0900 

Sudbury: One level living ranch on a level 0.7 
acre lot.  Features 3 bedrooms, 2 baths, 2-car 
garage, hardwood floors throughout.  32 
Landham Road, Sudbury.  $450,000. 

Bedford: A huge raised ranch functions as a 2-
family house.  Cul-de-sac location.0.7 acre level 
lot abuts conservation land. Top floor: 3 
bedrooms, 2 baths, kitchen, 1400 sf. First Floor: 
3 bedrooms, 1 bath, kitchen, 1600 sf. 4-car 
garage. Each floor rental income: $1800/month. 
13 Bonnievale Drive, Bedford. $585,000. 

Acton: Almost like new Dutch colonial house in a 
Cul-de-Sac location.  Walk Douglas School and West 
Acton Village.  4 bedrooms, 2.5 baths, 2-car garage, 
hardwood floors throughout, 2400 sf.  6 Houghton 
Lane, Acton. $545,100. 

Acton: 4-bedroom traditional colonial, 2 baths, 2-
car garage, 1900 sf, 0.5-acre level lot in south 
Acton.  Best value for a colonial style house in 
Acton. 27 Adams Street, Acton.  Only $439,000.
 

Harvard: Dutche colonial in a Cul-de-Sac location 
with a potential 2nd lot.  3 Huge bedrooms, 2 baths, 
2-car garage.  2100 sf. 11 Mettacomett Path, 
Harvard. Only $515,000. 

House for Rent 
 

Acton: Single family - 4 bedrooms, 2 baths, 
2-car, 1800 sf. $2000/month. 
 
Acton: Condo - 2 bedrooms 1 bath. 
$900/month including ut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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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感想 之 出身的烦恼 
山里红 

 
记得女儿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冉冉一起玩儿。有一次，我问冉冉姥姥家住北京什么地方，

她说中关村。冉冉反过来问我女儿姥姥家在哪儿，女儿毫不犹豫地回答孟庄。这两个地方

在外人看来几乎是没什么不同，村和庄规模一样，级别相同。孩子们没有这种地方性观

念，他们不知道这两个地方知名度的差异，更不明白城乡差异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如何根深

蒂固。 

 

这些年在国外，几乎忘了自己的出身，没有人去追究自己是从什么村还是什么庄来的,我

们都是中国人。但这次回国，又让我经历了一种不愉快，使我感慨不已。由于刚到北京，

倒时差，天气太闷热，觉得很累,不知对什么抱怨了一句。一位大学时很要好的同学即说

“你还是农村来的呢，这比下地干活轻松多了吧！”她，包括很多同学朋友，也许心里确

实是这么想的。难道农村出来的人一辈子都不应该叫苦怕累吗？ 

 

还记得原来在北京工作时，研究所的两位硕士毕业生多年没有分到房子，就住在院里的小

平房。他俩经常到所长办公室抱怨冬天太冷，夏天太热、厕所不方便等。有一位工会女干

部则说，“抱怨什么，这房子比他们老家父母住的草棚子好很多倍呢！”我听后，心酸了

好久。难道家庭出身也是分房标准之一吗？ 

 

中国没有种族问题，少数民族得到保护。农村人按说是绝大多数，但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

注定要受到歧视。父母一代其实已无所谓，自己认倒霉，他们只是羡慕城里人。他们的孩

子，过五关斩六将，待到终于可以和城里人一起读书，一起生活时，却永远摆脱不了出身

给自己带来的烦恼。同学朋友，甚至自己的配偶有时也会拿出身来歧视他们。 

 

前一段时间有过一个调查，问黑人如果让他们选择，愿不愿意做白人，他们全答愿意。我

想，如果问中国农村出来的人，愿不愿意把自己的出身改为城市，他们也都会说愿意。人

可以选择奋斗目标，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有谁可以选择自己亲生父母？出身贫

寒，命当一辈子烦恼 --- 真是社会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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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国画 

三玲 
 

给孩子们在中文学校报了语言和文化课后，自己周末好像有了一点自由。赶上一次机会， 给自己

也报了一门文化课， 入了中文学校成人国画班。 那已经是上学期的事了， 不过我们几个爱好者在暑假里把

这门课搬到家里继续上， 每周一次， 直到这个周末满老师回国的前一天。一帮有着同样兴趣和兴致的女性

学得认真而快乐。 

我喜欢画画， 各种形式的画法我都想学学试试。油画中厚重的色块、洒在人物上的光线；水彩画

中的建筑、 桥梁、 水波和颜色盖不住的铅笔轮廓线条； 国画中黑白灰的意境、色彩的清雅、构图的含蓄都

是我的所爱。可惜小时候没引起家长的重视，没有被送到专业的地方学，只是自己临摹些素描、水粉， 走

了一条长长的甚至不正确的弯路。 为此， 我羡慕死现在的孩子们， 父母给了他们那么多好机会。 我工作

之后， 才有机会接触油画。 出国了， 才业余上了几次水彩画、粉画（Pastel）。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学国

画， 以为国画只有象张大千， 齐白石那些留着白胡子的大师， 至少是有阅历的文人墨客才能画出来， 自

己没有资格。但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越来越向往本国的文化和艺术了。 竟然在六年多前还没有任何学

习计划时， 让父母带来了整匹的国画纸、 笔墨、印章及文房四宝。这次国画课上才使它们有了用武之地。 

这是我第一次学国画， 竟然是在美国学的。 

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满先生教得很认真， 每次都有示范和讲解。我们了解到了画纸有熟宣

和生宣， 单宣和双宣。学会了如何让笔吃足了水分， 将多余的水在色盘沿上刮掉， 再蘸颜料， 再刮笔， 

调到合适的程度， 画前将笔尖蘸些重彩， 在笔上先分好颜色， 再下笔画。 画时不同的部位用不同的笔

锋， 很讲究， 经老师指点，几笔就能成一个花朵， 一片叶子， 最后勾茎点蕊， 就成一幅花卉图。每画完

一幅， 要写诗题字，好在班上有才女会以画作诗， 我们大家将诗句书写到画上，盖上章就成了一幅待装裱

的作品。我们还学到了印章的种类， 名字是实的为阳，名字是空的为阴，章可以刻成全名的，也可以是名

和姓分开的， 还可以刻上自己喜欢的各种座右铭。 章盖的地方也可以不同， 一般在书写名字的下边， 还

可以盖在纸边角处， 叫压角章，还可以放在第二个字的旁边， 叫引首章。 我们还让老师示范了装裱的全过

程， 其中的学问也不少， 我们认真作笔记， 等着机会自己装裱自己的画。 

国画与其他画种不同， 它不单单是画， 还包括了诗和书法， 它本身就是种文化。就国画色彩的名

字都好听， 胭脂、 曙红、 三绿、藤黄、 花青，等等。 国画以写意为主， 寥寥几笔， 花卉虫鸟就在薄薄的

宣纸上活灵活现， 大好河山就气势澎湃。国画有工笔国画， 小写意和大写意。 有一次去一位朋友家， 看

到了一幅牡丹图，图案色彩非常随意、大胆而有个性， 由各种鲜艳的色彩画的牡丹，使牡丹显得富丽灿

烂， 顿时让人体会到了国画的魅力。 

这门课让我有不少的收获， 使我因工作紧张而绷紧的情绪松快了许多，也让我过了一把将绘画爱

好付诸实践的瘾， 几幅习作可以挂在自家房间自我欣赏一番，将三十年前练过的毛笔字搬来现现‘丑’，

还认识了许多同龄同趣的女性。 

所有的画种对我来说都只是刚刚入门， 画画是我现在的业余爱好， 将是我退休后生活的主要部

分。 我可以在各个画法中享受画画的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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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时事回顾 
瓜农 

 
ACTON GATES 小学九月初开学，看到女儿带回家

的学校简报上问候同学们说“新年快乐”时，我有

些卑鄙地幸灾乐祸：GATES 的编辑错把年初的文

章抄过来了吧？读到后面才恍然大悟 ――九月是新

学年的开始，学生们升入了新的年级，将面临新的

挑战，这是一个真正的“新年”！这一声“新年快

乐”确是恰如其分。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这是老话的说法。在九月这

个另一个意义上的新年之初，林林总总的事情让人

欢喜让人忧，上演了一幕幕的人间悲喜剧。 
 
月初，DELTA 航空公司属下的 COMAIR 表示，经

过调查，八月底失事、造成 49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死亡的 5191 航班飞机，其失事原因是因为机场塔

台调度人员过于疲劳，以致在飞机进入错误的短跑

道时于未能及时纠正，机长虽强行拉起飞机，终因

速度过低很快坠毁，酿成惨剧。几乎与此同时，伊

朗东北部马什哈德机场一架航班降落时起火，80 多

人死亡。偶然发生的悲剧，使两国都有一群人因为

失去亲人儿痛不欲生。不知这共同的痛苦能否使得

人们不再妄谈刀兵，使这 2 个相互敌视的国家避免

陷入一场更血腥的战争之中？ 
 
911 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美国人心中依然在

隐隐作痛。九月十一日当天，公共建筑上的国旗低

垂在旗杆中央；在原世贸中心的北塔受到劫持飞机

撞击的时刻，纽约市的教堂铜钟齐鸣。布什总统参

加了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州和华盛顿的纪念活动，

并在晚间发表对全国观众的电视演说，强调要将反

恐进行到底。在此前两天，历经数次延迟、几乎要

错过发射窗口之后，“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终

于发射升空，载着六名宇航员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经过宇航员几度太空行走操作，为国际空间站补充

数吨物资并增建了一对太阳能电池板。 
 
依然强大的国家，依然强硬的姿态，依然强势的信

心。 

 
对于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来说，九月是一段动

荡不安的时刻。英国首相布莱尔面临日益增加的党

内政治压力，不得不宣布他将在一年内辞职，以平

息党内的不满情绪，终于印证了之前数度关于他辞

职的传言。台湾总统陈水扁在数以万计的倒扁民众

“阿扁下台”的口号声中，却丝毫不为所动，仍然

我行我素，稳坐钓鱼台，照样出访友邦，照样高喊

台独，倒使得倒扁静坐沦为一场越拖越长的蹩脚政

治秀。古巴总统卡斯特罗在病中将权力暂时移交给

胞弟，让人闹不清他究竟是古巴总统还是古巴国

王；但这不妨碍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亲赴哈瓦那探

望卡斯特罗并与之“热烈交谈”，慷慨激昂，亲兄

弟一般。相比之下泰国总理他信似乎很不走运，泰

国军方趁他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之际发动政变，

首都曼谷一夜之间遍布坦克，他信也在一夜之间沦

为平民并流亡海外。而他看起来好像并不如何沮

丧，从他在政变几天前突击将大批财富秘密转移出

境的举措来看，你只能佩服他料事如神。其实要说

真正的时运不济，那非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莫属：

晚间还在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的开幕式上意气风

发、万众瞩目，当夜就被纪检人员带走，随即被宣

布撤销所有党内职务，从一个绝对控制权力、金

钱、土地、民生的太上皇变成了一个无人理睬、并

且即将面对牢狱之灾的政治失势者。我们在为胡温

当局雷厉风行铲除腐败的决心和铁腕叫好的同时，

一个疑问或者说是期盼始终挥之不去：一个陈良宇

到下了，眼看着千万个张良宇、王良宇又窜出来，

什么时候中国的官场能从制度上遏制腐败而不仅仅

指望某些人的良心，老百姓能有真正有效的手段制

约官员，而不是在无可奈何之际盼望包青天、胡青

天呢？ 
 
一幕幕出演的政治秀，几家欢喜几家愁。 
 
历经了一年多时间的疯狂上涨之后，原油价格终于

大幅回落到近 60 美元一桶，甭管是因为躲过了飓

风和战争之后的市场调节还是为了中期选举的人为

操纵，反正与此相对应的是加油站的标价牌缓缓地

贴出了让人欣慰的价签，加油时跳动的数字也少了

些让人觉得心惊肉跳的动感。同样是价格回落，房

地产的降温却造成了普遍的担忧。最近几年来，房

地产市场无视阴魂不散的泡沫论，跑出了一轮又一

轮让人眩目的上涨走势，使得大部分家庭的财产价

值大增，带动了经久不衰的消费热潮。现在泡沫论

鼓吹者终于找到了支持论据，出手购房者庆幸自己

赶上了好时候，经济学家们却把目光盯向了消费者

信心指数，声称发现了不良苗头，美联储在伯南克

大爷的领导下连续在两次例会中将联邦基金利率保

持不变，以期维持总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涨涨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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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升升降降，这是一个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再正常

不过的现象，如何在上升或衰退的市场环境中保持

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嗅觉，这是一门要花一辈子时

间去修炼的功夫。 
 

“新年”之初的九月，几分欣喜，几分无奈。 
 

 

 

故事三则 

 
第一个是说及有一位单身女子刚搬了家，她发现隔

壁住了一户穷人家 一个寡妇与两个小孩子。 有天

晚上，那一带忽然停了电，那位女子只好自己点起

了蜡烛；没一会儿，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原来是隔

壁邻居的小孩子，只见他紧张地问：「阿姨，请问

妳家有蜡烛吗？」女子心想：「他们家竟穷到连蜡

烛都没有吗？千万别借他们，免得被他们依赖

了！」于是，对孩子吼了一声说：「没有！」正当

她准备关上门时，那穷小孩展开关爱的笑容说：

「我就知道妳家一定没有！」说完，竟从怀里拿出

两根蜡烛，说：「妈妈和我怕妳一个人住又没有蜡

烛，所以我带两根来送妳。」这刻女子自责、感动

得热泪盈眶，将那小孩子紧紧地拥在怀里。  

  

第二个是发生在欧洲。有一个小镇很久没有下雨

了，令当地农作物损失惨重，于是牧师把会众集合

起来，准备在教堂里开一个祈求降雨的祷告会；  

会众中有一个小女孩，因个子太小，几乎没有人看

得到她，但她也来参加祈雨祷告会。就在这时侯，

牧师注意到小女孩所带来的东西，激动地在台上指

着她说：「那位小妹妹很让我感动！」于是会众顺

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牧师接着说：「我们今

天来祷告祈求上帝降雨，可是整个会堂中，只有她

一个人今天带着雨伞！」会众仔细一看，果然，  

她的座位旁挂了一把红色的小雨伞；这时大家沉静

了一下，紧接而来的，是一阵掌声与泪水交织的美

景。  

 

第三个是在台湾。那天跟老公幸运地订到了票回婆

家，上车后却发现有位女士坐在我们的位子上，老

公 示意我先坐在她旁边的位子，却没有请这位女

士让位。我仔细一看，发现她右脚有一点不方便，

才了解老公为何不请她让出位子。他就这样从嘉义

一直站到台北，从头到尾都没向这位女士表示这个

位子是他的，下了车之后，心疼老公的我跟他说：

「让位是善行，但从嘉义到台北这么久，大可中途 

请她把位子还给你，换你坐一下。」老公却说：

「 人家不方便一辈子，我们就不方便这三小时而

已。」  

 

心念一转，世界可能从此不同，人生中，每一件事

情，都有转向的能力，就看我们怎么想，怎么转。  

我们不会在三分钟内成功，但也许只要花一分钟，

生命从此不同。  

 

 

 

 

 

 

短信笑话 

 
钢琴调音师:"先生,我是来给你的钢琴调音的."主

人:"可是我没有请你来给钢琴调音啊."钢琴调音

师:"是啊,不过你的邻居们要我来的." 

 

如果感到心里挖凉挖凉的,请拨打俺的电话!谈感情

请按 1,谈工作请按 2,谈人生请按 3,给俺介绍对象

请按 5,请俺吃饭请直说,找俺借钱请挂机. 

 

丈夫和妻子吵了一架,回家时,妻子铁青着脸.丈夫

知趣的去逗猫玩.妻子吼道:"你跟那一头猪在一起

干吗?"丈夫惊奇的说:"这是猫,不是猪."妻子又一

口接过:"我跟猫说话,要你插什么嘴?" 

 

长颈鹿嫁给了猴子,一年后长颈鹿提出离婚:"我再

也不要过这种上蹿下跳的日子了!"猴子大怒:"离就

离!谁见过亲个嘴还得爬树的." 

 

某人家庭不和去看相,相士看完手相曰:"有好消息

也有坏消息,坏消息是十年内你的姻依旧,好消息是

十年后你就习惯了." 

 

小强不被拖吊汽车,在车窗上写了一张便条:借停一

下!事关百万元之巨款!当他回来时,发现了罚单上

写着:在这种情况下,罚你几个钱你是不会在意的... 

 

 
（明明的画答案：如果小方真的是一年多都没动过她的

自行车，自行车的轮胎会是扁的，根本没法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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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油条 

2 杯面粉，1 tsp baking power，1/4 tsp baking soda，

一点盐，250ml 温牛奶，用筷子拌成团。放在装了

1 小勺油的 zip 袋里揉好过夜。 

炸的过程很重要：首先油温要高，可以揪一丁点面

扔进去试试，如果小不点沉入锅底然后立即浮上

来，周围还沸腾着油泡泡，那就说明油够热了；其

次趁油条刚刚浮上来，还又白又软的时候要赶紧拿

筷子翻动，让各个部位充分发育，等 它变硬成型了

就来不及了。 

 

 

 

烤鸡脯 

1．打好一个碎蛋汁，容器里白面粉 1/2 CUP，加入

少许五香粉、辣椒粉、黑胡椒粉混合一下。2. 四个

鸡脯用少许盐腌制半个小时。3. 炒锅里倒入菜油，

平于锅底即可。烧七成热，鸡脯在蛋汁滚打一下，

在到白面粉内滚打一下，烧煎片刻待呈淡黄捞出。

4. 炸好的鸡脯放入烤盘里，美国烧烤酱五勺加一勺

红糖，涂抹在二面肉上。5. 395F 20 分钟即可。6. 

外焦酥脆，内肉软嫩。少凉后还可做鸡肉色拉，酥

软爽口！ 

新东方超市 
     476 King St, Littleton, MA 01460 
                   Tel: 978-486-8128 
                 Monday - Sunday 10:00am ~ 7:00pm   

 
        经营范围： 
 新鲜蔬菜，罐头食品，冷藏食物， 
 新鲜豆腐，豆类制品，各种面食， 
 风味小吃，南北调料，厨房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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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方便中文學校顧客﹐ ACTON COFFEE & ICE CREAM 直接在此把定單印出來。 顧客可直接將定單填好後

送, 傳真或 email 到店裡 (FAX﹕978-264-9909; actoncoffee@yahoo.com).  店里有更详细的定單。 

注明取貨日期： ______________。本店地址﹕124 MAIN ST﹐ ACTON﹐ MA 01720。Tel: 978-264-1990. 

ITEM  UNIT 
PRICE 

QUANTITY SUB-TOTAL

Bubble Tea， 12 oz - 珍珠奶茶 $2.79   
Bubble Tea， 16 oz - 珍珠奶茶 $3.45   
Egg Tart -  蛋塔 $0.99   
Pineapple Bun - 菠蘿飽 $0.99   
Scallion Bun - 蔥飽 $1.19   
Cheese Bun - 奶酪飽 $1.19   
Creamy Bun - 克林飽 $1.19   
Coconut Bun - 椰子飽 $1.19   
Coconut Sweet Butter Bun -椰子奶蘇飽 $1.19   
Red Bean Bun -紅豆飽 $1.19   
Sweet Taro Bun -芋頭飽 $1.19   
Sweet Taro Pineapple Bun - 菠蘿芋頭飽 $1.19   
Butter Rolls - 小餐飽 $1.29   
Creamy Peanut Pineapple Bun - 菠蘿花生夾心 $1.29   
Mince Meat Pineapple Bun -菠蘿肉鬆夾心 $1.29   
Scallion & Mince Meat Bun -蔥肉鬆 $1.29   
Three Color Bun - 三色飽 $1.49   
Scallion & Mince Meat Roll -蔥花卷 $1.99   
Bomb Butter Bun -炸彈飽 $1.99   
White Toast Thin or Thick -白杜司 $2.49   
Wheat Toast Thin or Thick - 麥杜司 $2.49   
Pineapple Sweet Butter Toast - 菠蘿奶蘇杜司 $2.89   
Raisin Toast - 葡萄幹杜司 $2.89   
Red Bean Toast - 紅豆杜司 $2.89   
Sweet Taro - 芋頭杜司 $2.89   
Sweet Taro Sweet Butter - 芋頭奶蘇杜司 $2.89   
Raisin Cake - 葡萄幹卷 $1.99   
Chocolate Cake - 巧克力卷 $1.49   
Coffee Cake - 加啡卷 $1.49   
Orange Cake - 橘子卷 $1.49   
Fruit cake - 水果卷 $2.49   
Golden Horn Biscuit - 金牛角 $1.99   
Peanut butter cake - 花生卷 $1.99   
Green tea cake - 錄茶卷 $1.99   
Chocolate mousse slice - 巧克力穆斯 $2.89   
Mango mousse slice - 芒果穆斯 $2.89   
Angel Cherry Cheesecake slice - 櫻桃鬆奶酪穆斯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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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的画 
 
明明爱画画，长大了想当一位画家。开学了，他准备参加学校里的绘画比赛。画什么呢？明明看见树

上的叶子都开始变色了，得到了启发。他决定画他家附近的红叶。星期六早上，明明早早地起床，在

院子里开始认真地画美丽的红叶。他先用铅笔画好后院里的树，然后又用颜料涂上鲜艳的颜色，一直

到中午十二点才终于完成了他的作品。明明看了看自己画的风景，十分满意。他把画放在阳台上，就

进屋去吃中午饭。 

 

明明正在吃饭，突然听见阳台上有动静。他连忙跑出去，正好看见一个女孩儿拿着他的画，跳上一辆

蓝色的自行车飞快地跑了。“小偷！”明明大喊一声。可是他眼看着那个女孩子和自行车一溜烟，没

影了。 

 

明明想，骑自行车的小偷一定住得不远。他再仔细一想，周围的小朋友们只有小方有一辆蓝色的自行

车。明明来到小方家，小方正在车道上滑旱冰。 

 

“小方，今天中午是你骑着自行车在我们家阳台上转悠吧？快把我的画还给我！”明明生气地说。 

“什么话呀，”小方说，“我一年多都没动那辆破自行车了。你瞧，滑旱冰比骑车好玩多了。” 

 

明明想了想，他最近真的没有看见小方骑她的自行车。忽然，他有了主意。 

 

“你是不是骑得不好，所以不愿意骑车了？我记得你从小就不太协调。” 

 

小方生气地说：“你敢说我骑车骑得不好？咱们同学里还没人能跟我比呢。不信，我给你表演一

把！” 

 

小方把自行车从车库里推出来，带上头盔就开始骑。她放开双手绕着明明骑了几圈儿，一会儿闭着眼

睛骑，一会儿又把自行车立起来，前胎不着地骑。小方表演完了，得意地说：“你看，我骑得怎么

样？你行吗？以后你别瞎说我没水平。” 

 

明明却说：“你表演得真好。但是，现在我可以肯定是你偷了我的画！” 

 

请你想一想，明明是怎么推理画是小方偷的？” 

(答案请在本期内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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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 A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教师：武婷婷 

 

棒球夏令营 
马翔 

今年夏天，我去一个远在康州的棒球夏令营，在那

里呆了五天。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所以开始的两

天我心里挺紧张的，也很想家。每一天姐姐都从家

里给我发一封电子信，告诉我 Red Sox 的比赛结

果。爸爸妈妈也给我写了信。在夏令营，我的棒球

队是 Blue Jays。 

 

我们一共有十三个队员，Alex 是我最好的朋友。他

很友善，还知道许多棒球知识。 

 

每天除了棒球练习我们还有两场比赛，一场在下午

三点，另一场在六点。六点的比赛后，我们和别的

队聚在一起。这以后，晚上的活动就开始了。我们

可以选择去看电影，看棒球比赛，或者玩一种叫

Nuke'em 的游戏。这是我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 

 

夏令营以后我觉得我的棒球比以前打得好多了。我

告诉爸爸妈妈明年夏天我还要再回去。 

 

尼亚加拉大瀑布 
陈怡 

今年暑假我们全家到加拿大度假。我们的第一站是

尼亚加拉大瀑布。 

 

我们走进了一家能俯视瀑布得餐馆。“请让我们坐

在窗前，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瀑布。”爸爸队侍者

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尼亚加拉大瀑布。当

我们订晚餐的时候，爸爸示意我到窗前看。窗外传

来雷鸣般的响声。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在下雷阵雨，

感到非常害怕。过了一会我才意识到这个声音是来

自大瀑布。这时已经是夜晚，周围的宾馆楼顶的灯

光都亮了，灯光刚好照在瀑布上。更神奇的是，这

还不只是普通的灯光 －－ 最先射出的光是红色

的，然后慢慢地变成蓝色，紫色，橙色，黄色，绿

色，非常漂亮。我和妹妹看了很久很久。 

 

第二天我们到近处观看瀑布，离瀑布只有半英里

远，已经可以感受到水雾。开始爸爸还以为是下雨

了。水雾非常厚，我无法看透瀑布。 

 

尼亚加拉大瀑布真是一个自然得奇迹。 

 

 

我的暑假 
蔡凯文 

今年的暑假我去了中国上海。我在中国去了很多地

方，除了上海，还去了厦门、鼓浪屿、官桥和苏

州。我在上海看到了我的奶奶、小姑妈、大姑妈和

堂姐。我在官桥看到了奶奶的姐姐和哥哥。在厦门

我看到了堂弟和他的爸爸妈妈。 

 

我还去了很多的公园。我在中国玩得很高兴。要离

开中国得时候我哭了，因为我不想走。我明年还想

去中国。 

 

我的暑假 
孔令熙 

今年暑假很好玩。暑假里我去了 Prince Edward 

Island。去这个岛的路上，我过了一个很长的桥。

我们住在海边。 

 

海好美丽啊！在那里我捡到了很多石头，也捡到了

很多海玻璃。在 PEI，我去了 Basin Head 沙滩，那

我的暑假



No. 34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六年九月 

 18   

里的沙子很特别 －我走在沙滩上的时候，沙子会唱

歌！ 

 

在加拿大 
晋青源 

今年夏天，我和爸爸、妈妈和弟弟去加拿大玩了。

在加拿大我最喜欢的地方是 Quebec City 的东边，那

里有一个八十三米高的瀑布，叫 Mont-Morency 

Fall。我们先走瀑布上面的一个桥，然后下了一个

很长很长的梯子。梯子搭在一个很大的石头上，这

个石头象山一样搭。太阳出来时我看见一条彩虹。

我喜欢在加拿大玩。 

 

水上公园 
林加美 

今年夏天，我去水上公园玩儿了，很有意思。公园

里有很多吃的，有热狗，土豆条，还有冰淇淋。有

很多人在那里游泳，打滑梯，进行各种比赛。大家

都很高兴。人们的脸上挂着笑。这个夏天我玩得特

别好，它给我留下了一个美好得记忆！ 

 

我的暑假 
戴思东 

暑假里我做了很多事情。我读了好多英文书和一点

中文书。我几乎每天都游泳，经常去的是 MIT、

Harvard 和 UConn 等地方的游泳池。我和朋友们一

起玩了好多东西，我们一起打棒球，打篮球，玩水

枪。这是我在暑假里做的事情。 

 

日本和中国 
谷村留郁 

今年夏天，我们全家一起去日本和中国度假。我们

去日本看了爸爸的舅舅和舅妈，然后就去了中国。

我爬上了长城，还去看了北京天安门。我们还去了

苏州的二姨妈家，她家里有三条狗。我很喜欢中

国。 

 

 

我的暑假 
林犁冬 

这个夏天我去了中国，那里非常好玩。我去看了我

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去了其他很多地方。 

 

我们先去了上海，那里很热，每天都 38 度。上海

的方塔公园很漂亮，我们去那里划船。水里有非常

美的鱼，有些是红色的，有些是白色的，还有黑色

的鱼。 

 

我们还去了四川，去了那里的竹海。竹海里有很多

很多竹子，都很大很高。我们在竹海吃了午饭，那

里的菜都是用竹器做的，都很好吃。 

 

在成都我们也吃了很多菜，都很辣。我们去宜宾的

时候发现那里的菜也很辣。我觉得四川人就喜欢很

辣的菜。我们回上海的时候菜就不辣了。 

 

我和弟弟还有爸爸妈妈都玩得很高兴。这就是我的

暑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