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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遇见几家刚搬到艾克顿来的华裔家庭, 我询问他们为什

么要来艾克顿居住，他们都提到从报纸上看到艾克顿中文学校

近几年办得红红火火，名气很大，所以就来加入这个大家庭

了。听了以后，我感到既欣慰又有压力。的确，我们华裔团体

在过去的几年里做了很多工作，扩大了华裔在社区的影响，取

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许多方面我们还做得不

够，还需要继续努力。 

 

建校以来，中文学校在大家的关心下健康稳步地发展，运转也

更加成熟，教学也达到规范化，和 Community Ed. 的沟通也很

畅通。几个月前举办的中国音乐舞蹈之夜，使艾克顿部分居民

们欣赏到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扩大了华裔在本社区的影响。

最近中文学校家长会又成功地举办了春节联欢晚会。丰盛的年

饭和精彩的文艺表演，使大家过了一个难忘的除夕之夜。为明

年面向社区大众的晚会积累了经验。这些成绩要归功于我门中

文学校的得力的管理团队，辛勤的老师们，和一批任劳任怨的

志愿工作者们。 

 

这几年，艾克顿的华裔人口快速增加，已近总人口的百分之

八。尽管经过大家的种种努力和参与，使华裔在社区的影响扩

大了许多，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没有一个代表在社区的各

种有影响力的委员会里，比如说 Acton School Committee。在

艾克顿镇里的几十种志愿组织里，总共也只有几个我们的代

表。可喜的是，孔轩博士最近志愿出来参加竞选 School 

Committee 会员。这是我们的骄傲，是华裔参与社区组织的一

大进步。希望大家积极帮助他竞选，祝愿他成功！ 

 

我们的人数增加了，社区对我们的期望也相应提高了。希望我

们在享受各种服务的同时，也应为社区服务，回馈社会。希望

我们有更多的人出来参加各种社区基层组织及活动： 

 

- 在公共学校里，勇跃参加学校 PTO 的各种活动，做志愿工

作者，特别是要担起负责组织 PTO 活动的责任。在现在各

个学校 PTO 负责人中，华裔的名字屈指可数。我们大家都

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很好的职业。希望大家发挥自己的才 

从中文学校到艾克顿社区 

刘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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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utes of ACLS Board Meeting  
 
 

Date:    February 11, 2007 
Place:   ACLS, Room 501  
Participants:  Michelle Deng, Yanni Gou, Jindong Li, Yang Liu, Yuming Liu, 

Virginia Ross Taylor, Bob Xiong, Li Yuan  
 
1. School operation: The fall term was a great success. Though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ion members’ compensation was increased for about 10%, the school 
managed to maintain a healthy financial condition without increasing tuition by 
taking advantage of increase in enrollment of students.  Financial report for Fall 
2006 was presented and discussed.  Expenses for Fall 2006 remained comparable 
to previous years.   

 
Budget for Spring 2007 was presented and approved. For the spring term, there 
are 430 registered language students (about 20 less than in the fall term) and a bit 
over 300 students for culture programs and clubs. Since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s 
almost doubled since the school was established, the workload for the admin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ecause of this, two new positions are added in the admin 
team. One is the associated dean for the language program mainly responsible for 
recruiting substitute and backup teachers, coordinating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arranging teachers’ activities. The other is for the web team mainly responsible 
for online registration and maintaining the web page. The web team has been 
voluntary since the school was found four years ago.  

能，参与到公共学校的各种组织与活动中去。 

 

- 在社区里，积极参加各种志愿者团体，包括 Salvation Army 和 Lions Club。一年前圣诞

节期间，我看到我的一个中国朋友的妻子在 Donelan’s 商店门前为 Salvation Army 摇

铃，我很感动。这种情形并不多见。希望以后在各种公众事务场合，见到更多华裔的身

影。 

 

- 在中文学校里, 主动参与和组织学校的各种活动。希望有更多的新人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

中，改变每次总是一些老志愿者在服务的状况。 

 

艾克顿中文学校是我们大家的学校，是我们共同的团体。希望大家积极参与，齐心协力去关

心和维护她，把她发展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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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odification of financial policy: Modification of the financial policy based on the 

discussions in last boarding meeting has been completed.  It will be posed in the 
ACLS’ website. At the same time, the financial policy currently in Chinese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3. Planned culture activities: ACLS will support the annual event of "Festival of 

Culture", to be held by Conant and Douglas on April 12 from 5:30pm to 8:30pm at 
Junior High School. Volunteers are needed to organize this event for ACLS 
including displa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s.  

 
4. Election of school committee members and selectmen of Acton: Some 

candidates for school committee and selectman contacted ACLS for having an 
opportunity to talk with ACLS’ board members and parents. Since this i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for ACLS to establish a good relation with future school 
committee members and selectmen, we decided to host a seminar at ACLS on Feb. 
25 for all candidates who would like to come. The basic principle is that ACLS does 
not endorse publicly any candidate. The purpose of the seminar is to provide an 
equal chance to each candidate to express their ideas and address audience’s 
questions. ACLS will not raise any issues on its own, but let parents to freely 
discuss any issues with the candidates (including ACLS’ interests). The board 
needs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making this seminar a success. Every board 
member should come to the seminar if possible and try to inform as many parents 
as possible to attend the seminar.  

 
5. ACLS’ awards to high school seniors:  Establishment of ACLS’ 4 awards to high 

school juniors has been completed. The details for each award will be published in 
school journal. The commitment is for year 2007 only though there is a high 
possibility to continue for the future years. Every board member is encouraged to 
propose any new initiations for possible ACLS support.  

 
6. Other issues: The board should actively discuss by email the other important 

issues including FCC and CSL issues, Chinese class in public school, board 
member election, new school year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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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的春节联欢会 
 

由中文学校家长会主办的 2007 春节联欢会于 2

月 17 日在艾克顿高中礼堂举办。联欢会包括

大众游戏、美食品尝和文艺演出三部分，由家

长会罗坤牵头，张善继、李龙和朱碧云分别负

责组织。 

 

 
 

 
 

联欢会组委会在很久之前就开始了策划工作，

从节目设置到各负责人确立，从报名注册到现

场组织，家长会付出了无数的心血。 

 
 

超过 500 名学生和家长参加了联欢会，现场喜

气洋洋，精彩的文艺演出更是博得了热烈的掌

声。 

 

热烈祝贺 ACLS 春节联欢会取得成功！ 

 

艾克顿政府委员会参选人论谈会 

在 ACLS 举行 
 

2 月 25 日，在中文学校平日举办讲座的小餐厅

内，中文学校主持了一场论谈，3 名参选艾克

顿 Board of Selectman 职位的参选人 Peter Berry, 

Paulina Knibbe, 和 Corrina Roman-Kreuze、3

名参选艾克顿 School Committee 职位的参选人

Pat Easterly, Xuan Kong 和 John Petersen，向主

要由中文学校学生家长组成的听众展开了竞选

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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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学校董事会主席刘玉明、校长邓敏和董

事 Virginia Taylor 的主持下，参选人各自介绍

了自己的情况，阐述了自己的竞选纲领，强调

了自己能够胜任的理由。参选人随后回答了听

众的提问。 

 
孔轩博士是参选人中唯一的华裔，他凭借自己所

接受的良好的教育、在供职的公司中担任VP期间

和在服务于Gates School Committee期间所积累的

领导经验、以及致力于社区服务的热情，参选

Acton School Committee。我们祝愿孔轩博士能取

得成功，为华裔人士从政作出榜样。 

 

ACLS 老师的画 
 

一年一度的麦丽安小学的募捐拍卖晚餐会于三月

三日在劳敏斯特的谢里顿饭店举行。很多中文学

校学生家长出席了拍卖会并竞拍。由中文学校美

术老师张善继捐献的油画《迎着朝阳来上学》为

学校筹得３００美元。此次拍卖会共筹款５６，

７００美元。善款将用于支付助教的薪金。 

 

 

 

 

 

 

 

 

 

 

 

 

 

 

 
《迎着朝阳来上学》油画，４１cm×51cm 

 

（张善继供稿） 

 

潇洒走一回 
记艾克顿中文学校时装表演队 

娟子 朱碧云 

 

元旦后的一个星期日，送孩子上中文学校，走

过学校饭厅，只见大厅里琳琅满目挂满了各式

的旗袍，好美呀！怀着好奇心走近一看，原来

是朱碧云为爱克顿中文学校春节联欢晚会策划

的<<时装表演>>节目正在作旗袍展示，招兵

买马。碧云说，“来吧，参加时装队，你一定

行！”心里在嘀咕，“我？上舞台，参加时装

表演？不行不行！”但最终还是经不住碧云的

劝说，也经不住眼前美丽旗袍的诱惑，再一

想，“参加时装表演，不需要明亮的歌喉，也

不用高超的舞姿，不用踢腿，不用翻跟斗，只

要学学猫步，就能潇洒走一回，不妨试一

试。”回家一宣布我参加时装模特队了，一片

哗然！ 

 

第二个星期日，时装模特队就开始正式排练

了。碧云准备好了音乐，数着“一二三四”，

我们迈出了第一步。对大多数队员来说，这是

第一次走猫步，初试锋芒，感觉是三个字：

“不容易！” 

 

碧云问：“音乐一起，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激

情？”“激情？什么激情？没有呀？” 事实

上，音乐一起，我们就开始数“一二三四”。

这回再仔细一听，是著名的<<江南春早>>。

多美的乐曲呀，碧云是想用它启发大家走出高

贵典雅的风韵，走出美轮美奂的气质，可谓用

心良苦，可是要做好又谈何容易！ 

 

本着一条原则，一定要拿出最好水平，大家开

始了一遍又一遍的排练。碧云耐心指导着一颦

一笑，大家反复尝试着怎样在举手投足间传达

美。 

 

试装定在庄宁家，大家穿上一件件精美的旗

袍，屋子里顿时四壁生辉！还是俗话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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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靠衣装，马靠金鞍！”姐妹们又找回了年

轻时的感觉。 

 

彩排定在 club house，大家下了班早早地就赶

来了。又是一个三小时的刻苦排练，然后是碧

云作演出前的部署。碧云毕竟是专业出身，平

时训练一丝不苟，战时部署也是粗中有细。大

家无不为她的敬业精神所感动。 

 

二月十七日，阴历大

年三十，演出就在这

天晚上七点！队员们

按照要求，四点钟在

化妆室集合。收拾打

扮停当，没顾得上吃

年夜饭，就又开始了

最后的排练。好坏就

在这最后一搏，大家都非常认真。“台上一

分钟，台下十年功”，这话一点不假。大家

一直练到演出总监来催场 － 该上场了！ 

 

幕布徐徐拉开，<<江南春早>>悠扬的旋律

从远处飘来，我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

冲动，像一缕春风迎面扑来，似一股清泉流

过心田。我仿佛看到开满茶花的山路上，走

来一群细妹，我忘记了几分钟前的紧张，我只

想踏着这旋律走出去，走到她们中去。或许这

就是激情？我彻底融化在了音乐里…. 

 

时装表演结束了，姐妹们还沉浸在美的回味

中。大家在谈论演出的体会：称赞何文的发型

绝活，刘鸣的化妆技能，摄影师李伟的精湛技

艺，当然更忘不了碧云给大家提供的机会和对

大伙的精心指导。总而言之，一次演出，帮助

大家找回了对美的记忆。 

 

碧云的独白： 

 

接着娟子的话题， 我被感动了。 建立时装表

演队，最初的冲动是得益于近邻中文学校的启

发。 我们艾克顿中文学校是第一次， 每每在

中文学校的过道上看到那一群群美丽的老师

们和家长们，总有一种激情，让我去思考如

何做艺术创作。这次我接受了演出总监的重

任，我要有责任去完成新的创作。群众艺术

与专业艺术不同，孩子和成人又不同，我是

边学边干。 

 

记得十年前，1997，在加拿大，我参与了留

学生庆祝香港回归

的大型演出。当

时，我们也成立了

时装表演队，也有

20人，从我家里开

始，然后再去借大

学的大厅。找不到

合适的旗袍是一个

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的演出还是非常成功。

十年后的2007年，在美国的艾克顿，端庄的女

士配上漂亮的旗袍，组织的时装表演队水平一

流。 希望明年的时装表演能拿出更好的节目。  

 

感谢所有的参于这次创作的演出人员、工作人

员及校方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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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hows FCC and Chinese 
American Families Face Similar Issues 

Virginia Ross Taylor 
 
Often we FCC families believe we face a unique challenge in trying to acquaint our children with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ir birth country. 
 
But recent research from the field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suggests that the challenges we face are 
in fact very similar to those faced both by Chinese American families who have lived in America for 
a generation or more, and by Chinese families who have themselves immigrated to America and are 
raising their children here.   
 
According to anthropologist Dr. Andrea Louie, FCC families often operate from the mistaken 
assumption that Chinese families all transmit their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to their children in one 
“correct” way. Instead, she says, the manifestation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by Chinese families 
even within China, let alone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in Chinese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multiple and varied. Dr. Louie urges FCC families, who she feels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doing the right thing,” to worry less about authenticity. What is important, she believes, is that 
children from China know that their parents value Chinese culture and give them opportunities to 
connect with China and with other Chinese people in America. Whether they study Mandarin, take 
calligraphy classes, participate in Chinese dance, or just celebrate Chinese holidays, she feels is less 
important. Unlike children adopted from Korea a generation ago, today’s children adopted from 
China are fortunate that they are growing up in a time when cultural differences tend to be celebrated 
rather than ignored.  
 
Dr. Louie believes that children adopted from China will grow up with a great deal in common with 
other Asian Americans. Specifically, they will experience being between cultural groups. When they 
travel back to visit their ancestral villages in China, they may ultimately find that the Chinese 
traditions and rituals practiced in their homes and communities in America remain most meaningful 
to them. Their parents—Chinese or American-- will try to juggle opportunities for their children to 
learn about China with other demands of daily life—homework, soccer, piano practice. As a Chinese 
American daughter herself, she reminds parents that children inevitably grow up with some criticism 
about what their parents did or didn’t do. Families should forget about finding the one right approach 
and enjoy their cross-cultural journey together.   
 
Dr. Louie’s book is Chineseness Across Borders: Renegotiating Chinese Identity in China and in the 
U.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For comments, or for suggestions about next month’s column, please contact Virginia Ross 
Taylor at virginiar@mindsp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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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OOOODD  SSCCHHOOOOLL  
RREEAALLTTYY,,   IINNCC..   

124 Main Street, Acton  Tel: 978.264.0900 
www.goodschoolrealty.com 

255 School Street, Acton. 
 
It is a ranch style single family house on a 0.5-acre level lot. The backyard is 
ideal for many family activities: fenced-in, level, large. The house was built in 
1966 but has been well updated in last 10 years, with a new septic, heating 
and hot water systems, roof, kitchen and bathrooms. It has 3 bedrooms, 2-car 
garage, 2 full bathrooms. The price is only $375,000, best value in the lower 
price range in Ac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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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  二月时事回顾 
瓜农 

 
新英格兰地区很少有这么冷的二月，虽然雪只是不大不小地下了两场，那呼啸

而过的北风却能透过厚厚的衣服钻到人的骨头里去。为全球气候变暖时代的到来如此之快而忧

心忡忡的人，因为暖冬省了煤气费而心下窃喜的人，也全都回复了常态 － 全球变暖虽然已经

被承认确实正在发生，但要说它现在就显著地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却也有点夸张。 

 

中国农历新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照例是伴随大多数中国人年夜饭的节目。身在美国的华人华

裔，能收到晚会直播的，自然也不介意一边揉着惺松的睡眼、一边就着早餐的咖啡面包、一边

感受着这一年一度的热闹场景。晚会依然是一贯的歌舞升平、祥和喜庆、奢华亮丽，却总让人

觉得热闹有余而真情不足。在走马灯似的一个又一个欢欢笑笑却又透着庸俗虚伪的晚会进行曲

中，有几个节目脱颖而出，如于千万浓妆艳抹者中忽遇天生丽质的美人，让人眼前一亮 － 舞

蹈《小城雨巷》，纯净典雅的江南场景，充满了诗情画意；雨巷中执伞而行的少女如同空谷幽

兰，如诗如画，如梦如幻，把人带入一个悠远的回忆中。主持人李咏的“这个舞蹈让我想起了

初恋”之说，也许真的是有感而发；杂技《俏花旦》，以其高难度的技巧、极富中国特色的音

乐和舞蹈般的节目编排让人赏心悦目；而结合了武术和舞蹈、刚柔并济的《行云流水》和质朴

直白却真挚感人的诗朗诵《心里话》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个半小时的晚会看完之后，

细细回想一下，发现了一个细节 － 在庆祝农历金猪年的晚会上，竟然没有一幅猪的图片，没

有一个关于猪的笑话，甚至“猪年”两字也几乎没有听到！联想到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撤下雀巢

公司卡通猪形象广告的报道，不由得人不信这是政府尊重某一宗教的结果，只是这种做法，总

让人感到近乎荒诞。 

 

同样热热闹闹，却又透出掩饰不住的荒诞气味的，还有中国的股市。 

 

在中国，习惯上称买卖股票的个人为“股民”而不是“股东”－ 股民，就是泡在股市里的民

众，只想发财，不管其他。在 2000－2005 连续数年的股市低迷中，中小股民们被杀得丢盔卸

甲、狼狈不堪，多数股民割肉逃跑，只有少数人 － 要么是意志坚定，要么是实在被套得太

牢，欲跑而不能 － 仍在凄风苦雨中惨淡经营。终于苍天不负有心人，股民们迎来了 2006 年这

个扬眉吐气的一年：这一年股市大火，上证指数从 1260 点涨至 2900 点，暴涨了 130％，其上涨

速度之快，上涨股票覆盖面之广，连 2000 年股市热潮中的华尔街也自愧不如。2 月份春节前的

几个交易日中，上证指数更是一举突破 3000 点大关，气势如虹。一时间民众奔走相告，买股

票、买基金者如过江之鲫，1 月份平均每天新增股民 4 万 6 千户，炒股票的人比股票还多。有存

款者取出现金，存款不够者卖房卖车，老大爷拿来退休金，小媳妇抖出私房钱，目标只有一

个：股票！有经济评论家说：“中国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真不知道

这是肯定还是讽刺。 

 

在中国股民万人空巷，齐心合力，连卖冰棍的老太太都在谈股论金，全民掀起一个炒股的新高

潮时，中外媒体关于中国股市“泡沫化”的辩论逐渐增多。有说上市公司面貌并没有发生根本

改变，有些直接就是垃圾股，却也能跟风上涨，定是泡沫无疑；有说股市反映了经济的强劲增

长，理应如此，并没有什么泡沫；有说国外热钱数万亿美元已经悄悄进入国内金融市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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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一场类似于 97 年的金融风暴；也有说中央政府乐观其成，希望借此抑制房地产过热。众

说纷纭，莫衷一是。以中国股市不到 20 岁的年纪来说，它还太年轻，小伙子一般血气方刚、见

棱见角。也许要经历几次股市暴涨炒家暴富、股指跳水股民跳楼的大起大落后，才能做到从容

不迫，荣辱不惊。 

 

20 年，相对中国的历史而言只不过是一瞬间，但对每一个个人，却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长到

回忆起 20 年前的情景时，就象是说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现今的诸般流行，在当时都直似天方

夜谭。造成如此巨大的变化的主导人物之一，是一个已经去世了整 10 年的老头，一个貌不惊人

的矮个子，一位眼光长远的政治家，一位雄心勃勃的设计师 － 邓小平。 

 

邓小平不象在他之前和之后的领导人喜欢喊一些口号，整几条代表，他是一个务实的人，“白

猫黑猫”和“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在文革结束和“动乱”平息之后，

左派气焰高涨、“姓资姓社”被拔到一个吓人高度的时候，他坚持走务实路线，讲他的硬道理 

－发展生产。改革、开放、特区、外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等以前闻所未闻的东西出现在

中国，中国高速发展的进程就此拉开，不可逆转。 

 

邓小平是一个理智的人，慷慨激昂、怒发冲冠这样情绪化的词汇，永远不会用在他的身上。惹

得天怒人怨、差点断送他的政治和肉体生命的文革运动结束后，他没有乘机大肆报复，否定毛

泽东、严惩四人帮，而是用“实事求是”的讨论和特别法庭的审判，为这一段历史画下句号。

中英就香港回归问题进行谈判时，面对咄咄逼人的首相撒切尔夫人，他没有拍桌子打板凳反唇

相讥，而是从容地提醒“铁娘子”，中国不是阿根廷，香港也决不会成为第二个马尔维纳斯。

撒切尔夫人听懂了，他身后大国的实力使这冷静的话语中透露出无比的自信和说服力。香港的

回归和一国两制的实施，为国际关系中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端问题添加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邓小平是一个清醒的人，认识到中共在权力终身制问题上隐含的巨大危害，身体力行，主动退

休，并使领导人退休制度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开国元老们“薨于任上”这一既有害于国家、亦

无益于个人的传统，也杜绝了类似北朝鲜金家那样的权力世袭的可能。虽然他没有、也无法进

行政府选举制度上的改革，但终身制的废除揭去了领导人头上的神话光环，为权力正常交替和

法制时代的建设打下了基础，其意义极为深远。 

 

邓小平领着中国人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无负民众所尊的“伟人”称号。现存为数不多的社会

主义国家纷纷效仿，改革旧制，发展经济。唯一不为所动、我行我素，自我陶醉于纯正社会主

义路线的北朝鲜，在连续的天灾人祸的打击下，终于要过不下去了。金正日同志不愧为朝鲜人

民伟大的领导者，另辟蹊径，打出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战争牌、导弹牌、核武器牌，辅以地

缘政治的天然筹码，让五大国对他既恨之如骨又无可奈何，以穷困弱小之国，硬生生逼得美国

放下架子，出血援助。 

 

经历数年的漫长谈判、讨价还价，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本月总算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根据达成

的协议，朝鲜将关闭境内核设施，停止核武器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朝鲜进行一

切必要的监督和验证；美国承诺将把朝鲜从邪恶轴心名单上划去，逐步终止对朝鲜的金融制

裁，并共同向朝方提供经济、能源及人道主义援助。如果协议能顺利实施，各方都皆大欢喜：

中俄日韩可以暂时松一口气，放松一下绷紧了几年的神经；朝鲜得到了急需的经济援助，金氏

政权继续维持，朝鲜百姓在主体思想的引导下继续向着共产主义飞奔；美国得以及时从东北亚

抽身，集中力量于中东 － 毕竟朝鲜半岛带给美国的只有烦恼，而中东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

事利益使美国更对这里青睐有加，留连忘返：打进阿富汗，驻军伊拉克，提携以色列，集结重



No. 39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七年二月 

 11 
   

兵对伊朗虎视眈眈。也许美国和伊朗都没准备真的打上一仗，但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掣肘已

去，得以腾出手来全力施为，加上欧洲老盟友们的合力围堵和游说，艾哈迈迪·内贾德虽然现

在嘴硬，但要说他能一硬到底，坚不妥协，不惜动武，恐怕相信的人不多，愿意看到这个结果

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布什在焦头烂额之际，最想做的，无非是压服伊朗，重塑国威，抖擞精神

应付国内在衰退和加息的阴影笼罩下萎靡不振的经济、跌入低谷的房地产和苦苦挣扎的底特律

的汽车佬们，堵住国会那帮随时跳出来挑刺的民主党议员们的嘴，顺便为 08 大选的共和党参选

人提提人气。关系到老百姓钱包的事，无论民主还是共和，谁都不敢马虎。 

 

春寒料峭，乍暖还寒，这气候竟是像极了当前的经济形势。但愿春暖花开、清风拂面的时候，

财政部的报表数字能现出些许亮色。 

 
 

【本期轻轻松松学中文答案：明明记得那位先生看了一下手表，所以他不可能是盲人！王老师赶快报了

警，警察很快就抓住了这个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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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维先生 
晓鹂 

 

最近计划搬家，四处看房子。于是，想起了原

来的一个房东—亿万富翁莫维（Mervyn）先

生。 

 

那还是在 C 城，怀了大女儿后，便谋划着搬

家，准备迎接她的来临。这时候，有人介绍我

们看一处房子，说租金便宜，房子大，又靠近

一个商业中心，很安全的。于是，我们打了电

话约好时间去看房。房东便是莫维。 

 

第一次约好下午五点见面，偏偏先生的例会开

到五点过才结束，打电话给莫维又没人接，赶

到的时候已是五点半，结果可想而知，再约时

间他就有点儿温怒，怪我们不守时。那时，我

想他肯定是个挑剔又吝啬的老头，不太容易打

交道的，因为电话里的声音苍老且含糊。第二

次我们学乖了，提前来到了约定地点，绕楼一

圈，前门、后门、几个侧门都不见人影，停着

的车里也不见什么名贵车。等几分钟再绕一

圈，还是没人。绕第三圈的时候，先生指着车

道上停着的一辆 Van 笑着对我说：“这里住的

肯定都是穷人，看这车破的！” 

 

可不是！不知是哪年哪月产的车，车身锈迹斑

斑，这儿掉一片那儿掉一片，有的地方还涂了

其他颜色，东一条西一道的，勉强分辩出原本

是黄色，可那黄也经历了风吹雨打，褪得发

白。车前的保险杠歪歪扭扭、坑洼不平，一个

车灯坏了，黑着一个窟窿，一面窗户破了，用

胶带纸粘着。不用说，这是一辆扔掉都少人捡

的破车，若不是一穷二白，谁会用这种车，光

发动时的轰鸣声都够烦人的吧？我们正感慨

着，有人打招呼，是先生同校同学，也住那里

的。聊了三两句的天，先生怪莫维这次不守

时。“咦，他肯定是来了。”同学听了先生的

抱怨，奇怪地说：“看，那不是他的车吗？”

顺着他的手指一看，我们吓了一跳——原来就

是那辆破车！怎么可能？！难道他只是公司里

的雇员，打杂的？ 

 

“打杂？他就是大老板！可别小看他，人家是

个亿万富翁呐！在 C 城光房产就有四、五十

处。”真的呀？！我俩面面相觑，简直不敢相

信一个亿万富翁的坐车竟然破得像堆废铁。 

 

“不过，他也挺可怜的。没有老婆孩子，单身

一人又老了，七十多了呢，嗨，真想不通他干

吗那么拼命，干吗不舒舒服服享受清闲日

子。”同学摇头叹息着，“也许，犹太人就是

这样的吧？” 

 

有了这样的介绍，见到莫维先生的时候我们便

不再惊讶——只见一个头发花白的瘦小老头，

穿一件脏乎乎的外衣，正指挥一个黑人检查管

道。后来才知道他的公司就他一个人，大大小

小的事务都由自己处理，包括各处房产的管理

和维修！这就是为什么白天打电话没人接的原

因。看完房，没费几句话，我们就与莫维签了

协议，他的协议书简单粗糙的像膺品，经过多

次复印，文字已经模糊。只见他用左手颤颤巍

巍地签了字，签名根本不能辨认，所以至今我

不知道他姓什么。临走的时候，先生说我们搬

得急，先交了押金好吗？他说：“OK”。写支

票行吗？“OK”。下周末就想住进来可以吗？

“OK”。星期三下午来拿钥匙可以吗？

“OK”。我们奇怪他什么都说“OK”。后来才

知道他的话不多，人又善良，但凡过得去的

事，一律说“OK”。拿到钥匙那天，他带着我

们从前门绕到侧门、地下室，一一试钥匙。临

走前，他转过头轻声说，这个月剩下的几天由

我们免费住，房租和水电、煤气都免费。说话

的时候，我看到他笑了一下，蔚蓝的眼睛温和

而亲切，令人想起冬日午后悠远的天空。 

 

不巧的是，搬进去第二天厨房的下水管道就堵

了，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凑合到了周末，不得

已打电话给莫维。在这之前，曾反映过浴室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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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滴水、窗户松动、百叶窗损坏的事，他答应

着来修却一直不见人影，我们愁着这次不定又

拖到猴年马月去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天

下午他便来了，带着一个同样年龄的黑人打下

手，跪在厨房里检查了半天，说症结在封到墙

里的总管道上。这可怎么办？只见他二话不

说，指挥下手打通了卧室里的一面墙，露出接

口，一黑一白，两个雪白头发的脑袋凑在一起

低声商量着，一起跪在地上拧螺丝、卸管道、

检查、修理、重装。好容易完工了，我搬来凳

子让他们休息，问要不要喝点什么。莫维笑着

看了我一眼，摆摆手抬腿就往外走，跟在身后

的黑人抱歉地说：“还要去一个地方呢，今天

从早上忙到现在一刻也没休息。你知道，他的

房产太多了！” 

 

“可是，已经快六点了呀！”我说。 

 

那个黑人边下楼梯边耸耸肩膀，一副无可奈何

的样子。 

 

站在楼檐上看着莫维和他的下手钻进了那辆破

车，坑坑哧哧地走了。想着他佝偻的身影、下

楼时沉重的脚步、拖拖拉拉的迟缓步态，一时

感慨万千。若不是亲眼所见，凭谁说也不会相

信这个开着破车、穿着陈旧工装的疲惫老人是

个亿万富翁。 

 

后来，留在卧室墙上的那个破洞，他说改日来

修的，就那么一直摆着。我拿墙纸贴住，打算

暂时遮掩一下，结果到我们离开时还那么贴

着，想必莫维早忘了。那年冬天，楼里的水路

堵了，零下十几度的天气，他戴着一顶陈旧的

蓝帽子，拢着手缩着肩站在露天，指挥并参与

修理，满地横流的水湿了他的鞋子，他好像浑

然不觉。再后来，家里的电路又坏了，刚回家

的他又赶来换保险丝，并亲自敲门来证实线路

真的没问题了才离开。当他的身影没入黑暗中

时，婆婆叹了口气充满了同情地说：“这么大

的年纪，太难为他了！没有老伴儿，也没儿没

女的，放着那么多钱，真想不通他是为啥？！

太可怜了！”我没法回答她的疑惑，也跟着吁

了口气。谁知道呢？也许，他并不认为自己可

怜？也许，正是没有亲人，对他而言再多的钱

都没有意义了，只有工作着，不停地工作着才

能体会到生的乐趣？ 

 

平日里，只要看见他的破车停在车道上，就知

道他今天来了，不知又在谁家忙乎呢。若打招

呼给他，他多半安静地笑笑，有时也会匆匆说

声：“Hello”。给他的房租，通常是写成支

票装在信封里投到楼下他的信箱，有时忙起来

过了半个月才想起，他也不会催，不像其他房

东，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之前寄出支票。他这里

的房子，同样的面积户型各异，有的房客在别

人搬走后，不告诉他就抢先挪进格局好的房间

里，他也不会怪罪。有的房客在别人介绍下住

进来半个月了，只与他通过电话，房租、押金

一概未付，他也不以为意。还有的房客临时要

搬走，来不及按惯例提前打招呼，也没约时间

前来检查房屋，只是届时打电话给他，他回答

曰“OK”。说明天就搬，“OK”。说把钥匙放

在他的信箱里，“OK”。说拿押金抵最后一月

的房租，还是“OK”。按行情，房子的租金每

年都会涨，他这里涨得最低，大约十五刀左

右。当然，他这里的房子是比别处破旧一些，

坏了什么东西要维修的时间也要长一些，但正

是莫维宽松的管理、善意的包容使得他永远不

必担心客源。口碑的力量远比广告强大，在大

家的口耳相传中，来那里询问的人源源不断。

房客对这个和蔼的老头也非常尊重。有一次碰

到一家人旧地重游，还是十几年前的房客呢，

说起莫维，一脸的佩服。 

 

莫维是我迄今为止接触过的第一个亿万富翁，

一个外表绝对不像亿万富翁的人。那时候，看

见他孤独的背影寂寥地走在落日中，便暗自猜

测，他这一生肯定经历过许多风浪，发生过许

多故事吧？否则，他如何会有如此特立独行的

个性，如何一点都不在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

如何不在垂垂老去的年纪安享生活？犹太民族

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苦难和传奇的民族，也只

有经历了时间磨砺的人才会有如此通达的见识

和平和的心态吧？不张扬不骄矜，默默地做着

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在浮华喧嚣的尘世中，安

守着一片安静宁和的天空。 

 

我很怀念莫维先生。不知道他现在怎样？想来

应该更苍老，步履也更蹒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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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 
崔勇员 

 

第 79 届奥斯卡奖典礼上，最佳纪录片由前副总统戈尔的《Inconvenient 

Truth》夺标，该片的获奖也引起了我对另外两部纪录片的回忆。 

 

第一部影片是 1972 年由意大利大导演安东尼奥尼于一九七二年春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和林

县等地花了五个星期的时间拍摄的纪录片，片名叫《中国》。安东尼奥尼在西方以拍摄艺术电影

著称，他的 1960 年的著名作品《L'Avventura》（中译《奇遇》）就曾被标准公司的 Criterion 

Collection 对 35 毫米原版电影胶片的精心修复后出版了双 D9。他本人在 1972 年时应该已经是名

震四海，德高望重了，加上他又是思想上左倾和进步的艺术界人士，在意大利官方的支持下，安

东尼奥尼于 1972 年意大利和加拿大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外交关系之后，受中国政府的邀请来到

中国，花了五个星期，拍摄了约 80 小时的原始材料，经过剪辑成为 3 个半小时的大型纪录片。 

 

《中国》拍成前后，正逢十年动乱，《中国》的拍摄普遍被认为是周恩来总理领导下对外开放的

一个方面，于是被别有用心的四人帮作为打击政治对手的一件武器。1974 年 1 月 30 日人民日报

评论员以“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为题，

一场空前的大批判对安东尼奥尼和他作品迎面而来，他的作品被禁。但是印证了“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这句老话，2004 年，在他的这部纪录片在中国被禁三十年后，北京电影学院举办了

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他的《中国》终于在中国首映。 

 

《中国》这部纪录片，秉承了安导一贯的虚无缥缈的风格，影片中没有一个正式采访，也没有一

句正式的评论性的旁白。安导说，他到中国的侧重点，并不在于了解，而是观察和记录。感谢安

导的这个指导方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半小时多的当时的人间百态，最精彩的是影片最后十

几分钟时间，拍录了一场杂技团演出的片断。 

 

第二部影片是出生于荷兰的尼梅格城的大师伊文思 1938 年拍摄

的关于中国军民抗日战争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伊文思受

到他的祖国荷兰的不公正待遇多年，但他在中国的人气特别

旺。从 1938 年起，他多次来华，受到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接

见，并在 1972-1975 间偕法国电影工作者罗丽丹在中国了拍摄

大型系列纪录片《愚公移山》。 《四万万人民》纪录了台儿庄

大捷前后中方军民浴血奋战倭寇的感人场面，真实记录了抗日

战争初期敌我双方实力之悬殊，以及我方军民以弱敌强，报国

献躯的英雄事迹，台儿庄战役中下级将士和高级将领的形象，

被真实地纪录下来，为后人敬仰和传送。 

 

《四万万人民》这部片子由当时大名鼎鼎的 Orson Wells 配音，

现在市面上有 DVD 可以买到。《中国》则只有在网上的有心人录制的电视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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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课  
康原 

 
明明每个星期六都要步行去王老师家上钢琴课。今天，

他只顾在家专心地练琴，差点忘了去上课！一看时间不早，他拿起钢琴

书，飞快地往老师家跑。 

 

天阴沉沉的，看起来要下雨了。明明跑着跑着，突然看见迎面走来一个

高个儿的人，带着墨镜， 拎着一个紫红色的文件包。那个人低头看了

一下手表，慌慌张张地拐进了路旁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店。明明心想，这

人可真奇怪，大阴天怎么还要带墨镜呀？明明没顾得上多想，加快脚步

向老师家跑去。 

 

王老师一见满头大汗的明明，笑着说：“幸亏你前面没

有学生。刚才来了一位先生，和我聊了好半天。他是个

盲人，音乐感可好了，还给我弹了一段优美的曲子呢！

他说自己想开一所盲人音乐学校，义务为盲孩子们提供

学习机会。我很感动，当时就给他捐了五百块钱。” 

 

明明一下子想到路上看见的那个陌生人，就问到：“他是不是个子挺高

的，拎着一个紫红色的文件包，还带着墨镜？”“对呀！你也碰见过这

位先生吗？” 

 

明明很激动地说：“老师，赶紧给警察局打电话吧！他不是盲人，肯定

是个骗子！现在正在咖啡店里喝咖啡呢！” 

 

请你好好读故事，动动脑筋。明明是凭什么辨别出骗子的？ 

 
 

(答案请在本期内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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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 A 班学生作文     

指导教师：靳宏 

我的周末 
 

我的周末非常平淡， 也非常有意思。通常

星期六早上九点我要上游泳课，从九点到

九点四十五。然后我要洗澡，回家休息一

会儿就去上钢琴课，从十一点半到十二

点。我的钢琴课老师名叫友歌，从日本

来，我跟她学了三年的琴。钢琴课结束

后，妈妈有时会带我去 Willow Books 书店

去看书。我非常喜欢在那里看书，每次去

了以后就不想离开。我看我喜欢的书，妈

妈看有关烹调的书。 
 
下午，妈妈要打扫卫生、买东西。我做完

中文作业后会看一会儿电视，或上网玩游

戏、发邮件。 
 
星期天上午我去参加教堂的聚会，下午去

中文学校。这就是我的周末。 
－崔乐怡 

 
我的周末很忙。星期六早上，起床以后，

爸爸带我去考 SAT，考数学、阅读理解和

作文，从早上七点考到中午一点。监考官

只给我们十分钟的休息时间。SAT 考完后

我高兴极了。之后我去参加一个钢琴表

演，然后爸爸带我们全家去餐馆吃晚饭。

星期六的事情很多。 
－陈昊卓 

 

这个周末，星期六的时候，我去滑雪了。

这是我们学校组织的，去的人都是同一个

学校来的。 
 
那天早上，我四点半就起床了。刷完牙，

收拾好随身带的东西后我就出发了。我坐

的旅行车很大，里面有厕所，还有电视。

车开了大概三个小时就到了。下了车，我

跟朋友都换上滑雪的衣服，然后就开始滑

雪。 
 
那个山很大，有许多坡，也有一个 Terrain 
park，有很多的 jumps 和 rails，很好玩。

我们滑了大概七个小时，然后又坐上旅行

车回来了，回到家已经六点多了。 
 
那个周末我玩得非常高兴。 

－沈浩天 
 
今天是二月三日，下雪了。早上起来后我

就去滑雪。今天我从一个大山上滑下来，

很好玩。回家后吃中午饭，然后开始做中

文作业。下午三点钟，我去 Emily 的生日

聚会。 
 
Emily 是我妹妹的朋友，我最好的朋友

Kevin 也在聚会上。玩了一会儿，我们去

吃饭，有 Pizza，蛋糕和冰淇淋。我很喜欢

这个聚会，我也喜欢这个周末。 
－刘行健 

 
最近的两个周末，我参加了两次游泳比

赛，对比赛的结果很满意。第一个比赛

时，我游了自由泳和仰泳。自由泳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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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36.79 秒，小组第一；仰泳用了 41.73
秒，我的个人最好成绩，虽然没有拿到小

组第一，我还是很高兴。 
 
这个周末的比赛我选择了自由泳和蛙泳。

这次的自由泳进步了很多，成绩是 34.51
秒，比上次快了 2.28 秒！游蛙泳时，我因

为起跳失误，被取消了资格。 
 
两个周末，两场比赛，我都很为自己骄

傲。 
－林云 

 
今年冬天雪不多，但是我们还是去滑雪。

星期六我和爸爸去了 Wachusettes 滑雪场。 
 
我们从绿道滑下来，然后又去蓝道。因为

绿道和蓝道很容易，所以接着我们又去黑

道。我很顺利地滑下来，爸爸却摔了六

次。他说黑道很难。我觉得很好玩。 
 
我以后要和爸爸多去黑道滑雪。 

－李雪雪 
 
我最喜欢的一天是星期五。我从学校回家

后，就能开始玩儿，因为学校没有功课。

晚上我能看电视，也能玩电脑，能玩到

10:00PM。第二天早上，我能一边吃早饭，

一边看电视。所以我最喜欢星期五。 

－胡子俊 

 

 
三年级 B 班学生作文     

指导教师：陈海虹 

 

猴子和兔子 
 

春天的时候， 在树边，猴子见兔子又蹦又

跳。原来小兔子太高兴了，不小心掉进洞

里面。猴子看见了，马上想办法把兔子救

出来。 
－郭宁宁 

 
有一天猴子和兔子在公园里玩，兔子不小

心掉进了洞里。猴子看见了，就想办法救

兔子。猴子用力把兔子拉上来，兔子对猴

子说：“谢谢你！”猴子说：“不用谢，

我们是好朋友。”他们又高兴地玩起来。 
－丘若英 

 
夏天的树林中，兔子掉进了一个洞里。猴

子看见了，喊道：“小兔子，你怎么

啦？”兔子说：“不用着急，我没事！”

猴子说：“我要帮你出来！”兔子在猴子

的帮助下终于爬了出来。 
－王晓磊 

 
一天下午，兔子在森林里碰见猴子，邀请

猴子去它家里玩。于是猴子跟着兔子走。

突然兔子跳进了一个地洞。猴子吓了一大

跳，以为兔子掉进了洞里。猴子对着洞口

叫了起来：“你去哪儿？”兔子回答道：

“我到家了，请下来吧。”猴子说：

“不，里边太暗了，我怕，再见了。”说

完猴子飞快地逃走了。 
－姚慧妮 

 
有一天，猴子看见了兔子，想跟它玩。可

是兔子没有看见地下有个洞，不小心掉了

进去。猴子看见兔子掉进洞里，就想帮它

爬上来。它想了一下怎么办，看见了一棵

树，就折了一个树枝下来，让兔子抓住树

枝，把兔子拉了上来。 
－杨枫予 

 
有一天，兔子和猴子在森林里玩。兔子在

前面跑，猴子在后面追。兔子一不小心掉

进了一口井里。猴子在后面看见了，一下

子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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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走到井边，大声地叫：“兔子你还好

吗？”兔子说：“我还好，快帮帮我！”

猴子说：“别急，我在想办法。”它从林

子里找来了一根长树枝，从井口放了下

去。兔子拉着树枝的另一头，从井里爬了

出来。兔子对猴子说：“谢谢你！” 
－龚尔琪 

 
一千多年前，有一只猴子住在树林里。有

一天猴子饿了，要找东西吃，正好碰到了

兔子。两人往前走，兔子一下调到洞里去

了。猴子说：“不要着急，我来救你！” 
 
猴子把尾巴伸进洞里，让兔子抓住。兔子

被救了出来。从此以后他们就成了好朋

友。 
－方开文 

 
 
一天早上，一只猴子和一只兔子在玩。猴

子很高兴地看着兔子跑。可是兔子突然掉

进洞里了。猴子就跑过去找兔子。 
 
猴子看到兔子正想爬出来，就对它说：

“拉着我的手上来！”兔子就抓住猴子的

手，爬了出来。他们从此成了好朋友。 
－胡凯文 

 
夏日的一天，兔子在公园里玩儿，不小心

掉进了一个洞里，怎么也爬不上来了，急

得满头大汗。猴子看见了，马上去找来了

一条绳子，放到洞里，让兔子抓住，兔子

才爬上来。 
 
兔子对猴子说：“谢谢你救了我！”猴子

说：“不客气。”他们成了好朋友，一起

玩得很开心。 
－王通瑞 

 

有一天，猴子和兔子一起出去玩。他们走

到一棵大树下，兔子不小心掉进一个地洞

里。猴子着急地走了过去，想看看发生了

什么事情。 
 
他看见兔子掉进了一个很深很深的洞，洞

里又黑又潮湿，可能还有蚊子和蛇。他想

我一定要把兔子救上来。 
－赵汉丁 

一天早上，一只猴子看见了一只兔子。兔

子以为猴子在追它，马上跑走了。它跑啊

跑啊，没注意跑到哪儿了，一不小心，掉

进了一个大洞里。猴子就跑过去看看是怎

么回事。 
 
猴子想救兔子，可是它不知道怎么救，到

现在它还在想呢。 
－丁寅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