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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总编让我写几句。这还真让我为难了几天。 

 

作为总务主任，我的工作是学期开始买书买教学用品，学期结束给

帮忙的家长义工买纪念品；万圣节买糖，圣诞节给房东买礼品，过

年买红包；三个星期一箱纸六个星期一盒油墨，再加一些零零碎

碎，平平常常，没什么特别的可说。而我想做的，是借此机会，以

一个家长的身份，向那些勤勤恳恳支撑着中文学校的老师们、义工

们和管理人员们说声谢谢。 

 

总务工作使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我们中文学校的老师，也让我更深

的体会到老师们对传扬中华文化的一片心，对孩子们的一片爱。从

老师们要买的东西就可以看出很多：Paper folders -是为了让每个

学生更好的给家庭作业分类；Sitckers - 用来勉励学生；Index 

Cards, Sheet Protectors, Laminator - 老师好用来自己设计做生

字卡，游戏图；Color Bingo Chip - 让学生在老师设计的Bingo图

上玩Bingo, 巩固学的生字，活跃课堂气氛。为了激发孩子们对中文

的兴趣，老师们可真是绞尽脑汁。 

 

除了老师外，我想提的一个人是常伯。常伯在中文学校负责教学材

料、家庭作业等等文件的复印，我买的一箱箱纸都是经过他的手变

成老师所要的材料，再发到个个班级。我算了一下，常伯平均每周

要复印两千五百多张，他还抽空装订甚至亲自送到教室。常伯总是

最早到校的人之一，摆好桌子复印机等待老师们的复印材料。复印

机搬进搬出，还时不时帮我一把，扛那一箱箱纸。我有时真担心他

老人家闪了腰，可他总是轻松一句“没关系   ”。 

 

中文学校里我们这班管理团队的成员，在平时从事着不同的专业，

性格不同，兴趣有异，“入学”时间不一。大家到校打过招呼后，

大部分时间是分头各忙个的，但也不乏聚在一起的时候，那是一天

的精华。就说春节前的最后那周中文课，管理团队办公室 501教室

空前的忙碌，接待家长注册买书，老师报销发工资，还要在语言课

结束前把900张崭新的1元纸币分装到450个红包里送到各班。每人应

付着自己的一摊事，得了空便帮忙准备红包。大家手里忙活，嘴上

也没闲着，话题从中文学校转到孩子的教育，从个人经历到中西差

异，从家庭到友情。其中不乏让人耳目一新的高见 ，更有令人捧腹

的笑话，置身其中，心情难得的轻松。 

 

每个周日下午要呆在中文学校，平时还总要想着缺啥买啥，是有点

中文学校，欢乐的大家庭

马静雅 



No. 40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七年三月 

 2   

 
 
 
 
 
 
 

 
 
 
 
 
 
 

 

 

 

 

 

 

 

艾克顿举行学校委员会选举 
 

学校委员会是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半民间

机构，它的职能在于制定学校的预算开支

及其它较大的方针政策,并对这些政策的执

行实行监督和指导。艾克顿地区的学校委

员会由9名成员组成。其中6名来自艾克

顿，其他3名来自与艾克顿共学区的邻镇

Boxborough。学校委员会委员每界任期3

年。可任届数不限。 

 

学校委员会是乡镇自治的一部分。这次要

举行选举的学校委员会，和镇Selectman，

镇财务委员会一起，是诸多乡镇自治机构

中最举足轻重的三个。 

 

为了兼顾学校委员会委员的稳定性和流动

性，艾克顿的 6名委员中每年有两名任期

届满。空出的位置由公民投票补缺。 

 

从候选人的情形看，今年学校委员会的竞

选不可不谓经纬难辨，挑战与机会并存。

首先两个位置存在三个候选人。这是一次

差额选举。其次三个候选人两男一女，各

有所长，巾帼不让须眉。在候选人名单中

的第一位是现任学校委员会主席。此人在

目前的学校委员会委员中任期最长，已联

任三届。连续 9年的工作经验是他再当选

的有利条件。候选人名单中的第二位是个

女士。她现在的工作是在家相夫教子，同

时她是刚提到的镇财务委员会的现任主

席。对一个似乎总是缺钱花的校区来说，

一个对镇上财务状况熟悉的候选人难免会

有她的优势。第三位候选人孔轩, 在

Johns Hopkins 取得电机博士学位后，他

在北伊利诺易丝大学任教 7年，现在

Waltham 一个医疗器诫公司任主管科研的

VP。孔轩最近以全 A成绩获波士顿大学

MBA 学位，并将业余时间投入组织他儿子

所在小学的募捐集资活动。 

 

 
 

各候选人均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竞选活动。

选举投票在 3月 27 日举行。 

 

 
选举结果：Michael Coppolino 和孔轩当选任

期 3 年的委员，Heather Harer 当选任期 2 年

的委员。    【供稿：吴利宁】 

 

烦琐，但我觉得值得。在中文学校我结识了新朋友，也加深了与老朋友的友情。无意中，中文学校更

成了我放松脑筋的一个难得的场所。 

 

希望有更多的家长加入为中文学校服务的行列，给学校灌注更新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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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春节联欢会 
朱碧云 

 

每逢佳节倍思亲，离开故土二十年啊， 还想老

家吗？太想了!  杭州如今是快春满花开了, 可
是艾克顿, 还在寒冬腊月中。 
 
二零零七年, .二月十七日，周六晚上，正好是

年三十，艾克顿中文学校春节联欢会真是好热

闹。大约有七百多人参加。 
 
这是艾克顿中文学校的第四年春节联欢会了。

今年和去年一样， 有吃的，有玩的，还有文艺

演出。把家长会和演出的各组忙坏了。 
 
校领导刘玉明，邓敏忙的是组织，安排好演出

排练的场地。 家长会的熊柏、罗昆、周玲亚、

张善继、李龙等忙的是把联欢会的参加者－家

长们组织好，把整个会场安排好, 还要给大伙

儿弄吃的喝的。感人的是罗昆，还是带病为人

服务。  李劲冬、左国英和美术课的张老师，

邢老师等忙着给大伙儿弄挂的玩的。戴朝阳、

袁力、汤爽等忙的是如何把舞台布景设计，装

饰好。 
 
我是主管文艺演出的总监，忙的是如何把节目

创作出来。把学校的老师，助教，学生，老的

少的，能歌善舞, 能评能说的，能拉会弹的，

能走能打的，新手老手的,  高的矮的动员起

来。如何把本区中校和邻区中文学校再能联欢

起来，如何做个新的，中西结合的小镇中文学

校春节联欢会。 大约用了五周的时间策划准备, 
加班加点的排练。   
 
我们的节目有十个：“新年贺词”，儿童舞蹈: 
“新天地” ，古筝独奏:  “渔舟唱晚 ”， 儿童舞

蹈: “老师”， 曲艺: 群口相声 “话说猪年” ，儿

童舞蹈: “夏日孔雀” , 功夫: “剑” ，成人舞蹈: 
“鲜花永远陪伴你” ，专业琵琶独奏：“十面埋

伏”， 旗袍服装表演: “江南春早” ，民歌大合

唱: “好日子” ”阿拉木汗”。 
 
整台演出, 是成功的。 尤其是新服装队的 18 
个”模特儿” 最抢眼.  真是 “小城风光美好”。大

伙儿说: “文艺演出不长不短, 刚刚好”. 这可是

最好的评价了. 说明演员和工作人员们的努力

是圆满的，真的在一起大家过了个好年夜.。可

喜可贺, 欢天喜地!  
 
参加舞台演出的有：Christine Cao, Lucy Chai, 
Cynthia Chen, JiaYin Chen, Ting Chen , Jana 
Davis, Jenny Fang, Sarah Gao, Qian Guan, 
Serena Han, Valerie Han, Wen He, Qin Hua, 
Cindy Huang, Wendy Huang, Joy Jiang, 
Hong Jiao, Cathy Kuang, XiaoYan Lei, Ally 
Li, Amanda Li,  JingDong Li, Rebecca Li, 
Amanda Li, Ming Liu, Helena Ma, Julia Ma, 
Min Ma, Sarah Ma,， XiaoHua Pei, Anni 
Rong, Joy Shen, Ying Sun, Aubrey Tang, 
Shuang Tang, Ariel Tian, Judie Wang, 
YingZi Wang, Angela Xie, Elisa Xu, Isabella 
Xu,  Julie Yang, Yang Yang, Alicia Yang, 
Wynne Yao, Brian Zhang, Hong Zhang, 
Michelle Zhang, YingJuan Zhang, Rose 
Zhao, Vivian Zhao, Elain Zhou, Megan Zhou, 
Carolyn Zhou, Jin Zhu, Ning Zhuang,  
Acton Chinese Schools Chorus & Andover 
Chinese Schools Chorus, Twin boys, 满霞, 陈
佳音, 向京, 左国英 .张宏, 王慧。 
 
后台工作协助的有： 材墚, 李建林, 李劲松, 汤
爽, 李韫泽,郑萍, 唐燕华, 庄宁, 齐润娟, 刘小梅, 
王英, 简建华,史建英, 向京, 杨法军. Dick 
Calandrella, Chun Deng, Liz Fang, WeiPing 
Gao. YanNi Gou, Wen He, WeiHua Ke, Xuan 
kong, Ally Li,  Rosa Li. Wei Li., Yan Ma, 
Chang Sheng, ShiGang Shen, Linda Li. 
XingXing Sheng, Kathy Zhang 等. 
 
我们有一个团结的中文学校, 有一群可敬可爱

的学生和家长们，有一群优秀的指导老师们, 
和艺术尖英们的参于。在此 再次感谢, 牛顿中

文学校的张川老师和乔万钧指挥, 感谢功夫老

师, Latecki 夫妇. 感谢沈心焯, 王泽鸣, 禄艳容老

师, 感谢每个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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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Class at ACLS 
Judy Holmes 

The English class began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ACLS operation. 
 
A group of FCC parents decided to offer help with English to anyone interested. The “English 
Corner” set up shop in the cafeteria, and worked with whoever came forward. Over the years the 
English class has become more formal.  Students can now attend a Beginner’s class or an 
Intermediate/Beginner’s class.  There is a text and tape for each level, and a semester of  US 
Citizenship training has been offered.    
 
Most of the students were accomplished professionals in China, and many have had formal training 
in English.  Everyday conversation is what most students wish to practice, so the teachers try to 
devote part of the class to that end.  Two of the teachers, Virginia Taylor and I, have been there since 
the first year.  Two years ago Xing Hong began to teach the Beginning level, and two more teachers, 
Jeanne de Temple and Maika Dueitt, have joined the Intermediate/Beginner level.   
 
It is safe to say that all teachers find that working with the students in the English class is a 
rewarding experience.  The mutual respect is evident, and the good humor of all involved transcends 
language barriers.  
 

Congratulations to Ms Bai Wen Li 
Judy Holmes and Virginia Taylor 

 
All of the ESL teachers offer congratulations to Bai Wen Li, who has just passed the U.S. citizenship 
exam.   
 
Ever since ACLS began to offer the English Corner, Bai Wen Li has been a star student. She is 
always in class, except on the occasions when she travels back to China, where she worked as a 
nurse and her husband worked as a physician.  She is always prepared to speak as well as to do extra 
written homework.  Her cheerful and enthusiastic manner have, throughout every semester, helped to 
set a positive tone in our classes. Last semester Bai Wen Li, as well as the other students in the class, 
studied a curriculum entitled “U.S. Citizenship: Passing the Test.”   
 
Bai Wen Li has pursued her study for the citizenship exam independently as well.  According to her 
daughter-in-law Ning Zhuang, Bai Wen Li had been working toward the goal of becoming a U.S. 
citizen for about ten months.  During that time she spent hours every day studying written materials 
and listening to cassette tapes in English. 
 
The ceremony during which Bai Wen Li is officially to become a U.S. citizen was scheduled for 
Wednesday, March 28, in Boston. But the day before this official commemoration, Bai Wen Li was 
already fully participating in the American democratic process:  she stood outside Conant School, 
the voting location for Acton Precincts #2 and #6, holding a sign in support of her son, Xuan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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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OOOODD  SSCCHHOOOOLL  
RREEAALLTTYY,,   IIN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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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Houghton Lane, Acton 
 
This house was built in 1966 but has been totally renovated from top to bottom 
in 2004 including all new electric and plumbing, new utilities,  new central ACs, 
new bathrooms, gourtmet kitchen, roof, septic system.  House is not in the 
market and currently rented to an IBM executive for $2,900/month until end of 
year.  The suggested price is its town assessed value of $54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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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  三月时事回顾 
瓜农 

 
在波士顿住了十年，着实领教了新英格兰地区冬季的雪天:左一场右一场，前一拨没化下一拨又来，

没完没了，一直要折腾到四月份。今年冬天直到三月初，这个招牌动作才算马马虎虎露了一小手。一

场大雪结结实实下了半夜，第二天车道上积雪半尺。差不多闲置了一个冬天的铲雪机齐齐开动，在空

中撒出漫天雪雾，也撒出千树万树盛开的梨花。 

 

到三月份，美国发动的对伊战争就已进行了整四年，超过了美国在二战中的参战天数。四年前，突如

其来的恐怖袭击震惊了所有的美国人，和平了一个多世纪的美国本土又一次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当

选后一直处于弱势的布什政府抓住这个天赐良机，顺应民意，扛起了反恐大旗，满世界踅摩恐怖份

子；一份“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拥有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核原料”的情报在这个恰

当的时候被摆上了布什的办公桌，又现身于联合国大会的大屏幕，更是在国内媒体上炒得妇孺皆知，

人人都知道伊拉克有个萨达姆，独裁暴政，私藏武器，支持恐怖分子，准备对美国不利。一时间万众

一心，同仇敌忾，要给萨达姆一点颜色看看，虽然相当多的人并不关心伊拉克究竟是在非洲还是在南

极。 

 

说实在话，布什政府的智囊们确实老谋深算，抓住 911 事件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欧洲盟国

对美国无辜遭袭表示同情，对恐怖主义深恶痛绝的时机，根据或真或假的证据，突击阿富汗，横扫伊

拉克，成功地强势进入中亚地区。如此经营下去，控制伊拉克，威慑伊朗，中东的产油国中无人能跟

美国叫板，既保证了美国的石油供应，又轻巧地卡住中国和欧洲经济发展的咽喉；美国在中东的驻

军，在实质上给俄罗斯和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搞的民主政体，也成了展示美国

治国理念和价值观的最佳窗口；更不用说跟布什、切尼混得烂熟、利益上休戚与共的石油商和军火商

们数钱数到手软 － 布什的算盘打得不可谓不精。 

 

可现实世界中的变数远非小算盘所能计算，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历史和宗教因素、维持微妙平衡的国

际势力的角逐使得伊拉克局势变幻莫测。美军在伊拉克的行动，除了战争初期的摧枯拉朽外，一直就

不那么顺利，伊拉克人好像自始至终跟美国人不对付 －布什宣布伊战结束，美军抓住了萨达姆，新

宪法出台已久，新政府、军队、警察也已经拿了十好几个月的工资：一切都在按照预案进行，从理论

上说伊拉克早就该国泰民安，美军也该班师回朝了。可偏偏伊国内局势仍然动荡不安，国内抵抗组织

阴魂不散，剿了一批又出来一批。路边炸弹、汽车炸弹、人肉炸弹天天炸得乌烟瘴气，逊尼、什叶两

派加上库尔德人也打得不可开交。美国人民付出了死亡军人 3200 名、伤 24000 名，花费 3500 亿美元

军费的代价；伊拉克则有 65 万人死于暴力，400 万人沦为难民，石油出口大幅下降，国家陷入内战

和经济崩溃的泥潭。眼看着布什发誓要取得的“全面胜利”遥遥无期，自己的子弟兵每天损兵折将、

耗费钱粮而没有明显的、实质性的回报，美国老百姓再也坐不住了，反对战争、要求早日撤军的呼声

日渐高涨，中期选举把共和党整成少数党，民意测验中以 30%的支持率让布什蒙羞。也许从长远来

看，布什的政策终究会使美国得益，但现在老百姓失去了耐心。 

 

布什在最近的演说中称：我们希望在伊拉克实现稳定，但这绝不能以丧失自由为代价。布什是一个右

翼保守主义者，自负、强硬而又过于理想化。两年后他在人们不信任的眼光中黯然下野后，也许应该

跟胡主席多多交流，学学他的座右铭 － 稳定压倒一切！ 



No. 40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七年三月 

 7 
   

每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在北京闭幕，备受瞩目的《物权法》草案以高票通过。如果旨在保护

私有财产的《物权法》最终获得通过并付诸实施，中国人的生活将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一方面，农民

的土地不再会被政府以一纸公文强行收走，城市居民自有房产在拆迁时会得到合理的补偿；另一方

面，少数“先富起来”的人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积累起来的财富将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在中国

这个社会分配很难说公平，贫富差距加大，贫富日益对立的社会里，公众的不满情绪则因《物权法》

而更加高涨。有学者说“《物权法》等于保护富人的豪华轿车和乞丐要饭的棍子”，是一个标志着中

国“由公有制社会迈向私有制社会”的重要的里程碑。 

 

代表人民掌管一切的政府，在私有制社会里说话不那么灵了。最近一幅拍摄于重庆市九龙坡区的居民

小楼的照片在中国热炒 － 一片工地中央，有一栋孤零零的二层小楼，周边的土已被深挖十米，小楼

矗立在一个比房基稍大、高度十米的孤岛上，户主杨、吴夫妇在这里跟房地产开发商对峙，新闻里称

其为“史上最牛钉子户”。户主称小楼为自有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地产开发商没有满足他们所提

补偿要求，没有达成协议，无权强行拆迁。开发商在当地区政府的支持下，把小楼周围的房产全部拆

掉，地面挖成深坑，停水停电停气，区法院通知杨吴夫妇限期搬离，要生生把钉子户挤走。无奈杨吴

两人都不是省油的灯，一个攀上小楼据守，一个坐在岛下宣传，接受各地、各国新闻媒体采访，称开

发商、区法院违反宪法，强买强卖，侵犯公民合法财产，因此达成协议之前决不搬走。户主、开发商

互不相让，网络上双方的支持者各执一词，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竟出现了数年来罕见的热闹景象。 

 

地产开发商跟钉子户之间的战争，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前者软硬兼施，住户技穷后觉得终究胳膊拧

不过大腿、不得不灰头土脸、落荒而逃，地产商笑在了最后而收场，可以说毫无悬念。而这场对峙之

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发生的时机 －《物权法》刚刚在人大通过，虽然还没有实施，但其强调、肯

定宪法中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的精神是再明显不过的，杨吴夫妇记录齐全的合法私产正属于应当保护、

而不受开发商侵犯的典型。这样一个关系到法律尊严和人大脸面，影响到以后所有类似拆迁争议的解

决方案，可以作为以后司法判决援引典型案例的事件，想不受各方密切关注都难。传说胡主席近日组

织中央领导们学习《物权法》，其中意义，耐人寻味。 

 

看着中国地产开发商们酬躇满志，圈地造房，隔三差五还要陪个把钉子户过过招，忙得不亦乐乎，美

国的同行们现在有点欲哭无泪的感觉。房地产市场自 2006 年出现全国性的降温以来，一直在低迷中

挣扎，新房开工数量急剧下滑，1月份的数字比前月下降 14%,比去年同期下降 38%,为近 10 年来最低

水平；2 月份虽略有好转，仍是止不住下跌趋势。而新近受次级房屋贷款户主违约数量大增、多家重

量级房贷公司困难重重的拖累，华尔街的经济学家们甚至放出了房地产市场继续疲软、经济将走向衰

退的预言。 

 

911 事件后，美国出现了短暂的经济衰退。为刺激经济复苏，美联储连续调低联邦基金利率，一直到

2003 年 6 月达到 1%这个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相对应，房屋贷款利率也一降再降，越来越

多的人选择买房置业，楼市不断升温。各类住房信贷金融机构抓住时机积极扩张，鼓励更多的人贷款

买房，放贷标准也因此不断放宽。批准贷款一个重要的指标－每月计算还款额占家庭税前收入的比

例，在从前要是你的这个数字超过 30％，银行或信贷机构的贷款师傅（mortgage specialist/ 

mortgage underwriter）会劝你少借点儿，买个小点儿的房子；要是他认为你的职业不那么让人肃然

起敬，他会客客气气地请你去别的银行再试试。那时的信贷机构就像它们的经理所开的梅塞德斯或卡

迪拉克车一样，谨慎而稳妥。 

 

随着放贷业务的扩张和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得到华尔街投资银行的有力支持，贷款师傅对申请人的条

件越来越不讲究了。收入有限没关系，工作不稳定没关系，以前拖欠过还款也没关系。银行还特别设

计了低首付或零首付、一定年限内只还利息、甚至几年内每月所付连利息都不够这样宽松到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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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贷款项目，引诱大量本来无力贷款的人借贷买房，或通过再借贷（re-financing）把房子的净资产

转成现金用于消费。相对于严格甄选申请人的优质贷款，发放给这些经济风险很高的客户、收取较高

利息的贷款就称为次级贷款。大量的次级贷款的潜在风险，在利息低徊、楼市高涨的年代一直不引人

注目。银行财源滚滚，经理们开起了昂贵的跑车，锐意进取，风光无限。 

 

自 2004 年 6 月至 2006 年 6 月的 24 个月内，美联储连续 16 次调高利率，联邦基金利率达到 5.25%，

房地产市场的势头应声下落。次级贷款人眼看着每月还款额大幅上升，或者悲愤地发现自己的借贷额

竟然不降反增－还了这么多次的月付不足以支付利息，贷款连本带利地滚上去了。房贷还款违约率上

升，次级贷款人的违约率在去年第 4 季度高达 13%。大量发放次级贷款的金融机构陷入了麻烦，美国

第二大次级房屋贷款企业－新世纪金融公司及其他 20 多家金融公司濒临破产，老牌的英国汇丰银行

也面临巨大的压力。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开始向金融产业传导，是否会进而引发消费萎缩，危及美国

整体经济的健康，专家看法不一。但近两个月来道·琼斯指数的数次狂泻，明白无误地表明华尔街的

分析家们少有地把目光投向了穷人。毕竟泡沫是这些精英们先吹起来的，他们对此有本能的敏感。是

美联储、财政部和精英们调整金融策略、把局面控制下来下来，还是任由问题约变越糟，最后演化成

一场危机，我们拭目以待。 

 

 

 

 
 

 

 

 

 

 

 

 

 

 

 

 

 

 

 

 

 

 

 

 

 

 

 

【本期轻轻松松学中文答案：大卫说他一天没出家门，可是方方没提萝卜的事儿，他却张口就说没

动萝卜。 因此，一定是他进菜地偷的萝卜。他只好乖乖地把萝卜还给了张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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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台上的番茄花 
晓鹂 

 

“妈咪，开花了，快来看！” 

 

“什么开花了？” 

 

“苗苗，就是这个，快来。” 

 

女儿在厨房大声嚷嚷着，指着窗台上的一盆花

对闻声而来的我说：“妈咪快看，多漂亮的花

呀，是黄色的呢。”她仰着小脸，满眼惊喜，

然后，拉长了声音，一字一顿地说：“c－u－

t－e！” 

 

那是一盆番茄，高高的枝叶间果然有几朵黄色

的小花，在晨光中微微低垂，将开未开的样

子，分外惹人喜爱。看了一眼窗外，柳絮一样

的雪花正在漫天飞舞，心中很是诧异：这番茄

居然真的开花了！虽然节气上已经过了惊蛰，

可这是美国，而且，依然是雪花飘飘的日子。 

 

听着女儿喳喳呼呼地喊爸爸，又叽叽呱呱地给

他比划着，一时思绪万千。 

 

种这盆番茄的缘起，是去年爸妈来探亲，看到

了异域蓝蓝绿绿的花，很是喜欢其中的几样，

秋天带孩子去溜达的时候，便顺手采了些种

子，想要带回国去。 

 

女儿一听要种花，欢欣雀跃，成天嚷嚷着也要

种。先教她种了几颗豆子，看着嫩绿的幼苗破

土而出，伸开两瓣小手，她的小脸兴奋的直发

光。谁知搬家的时候，把她养在鸡蛋壳里的豆

苗给摔碎了。孩子失了心爱的苗苗，哭个不

住。于是便哄她，来日一定再种花给她。 

 

等搬完家，收拾停当后已是寒冬腊月。女儿一

直没忘种花的事，给她说冬天是没法种花的，

花花草草只有春天才会发芽。她不听，一味地

纠缠。为了安抚孩子，先生找了一个装过蘑菇

的大塑料盒，填了些土进去，放在厨房的窗台

上，看我正在做饭，顺手把案板上的一颗番茄

种子扔进去。再三强调：“这可是冬天，种子

不一定会发芽、开花的哦！” 

 

尽管也是定期浇水，可事实上，除了女儿，我

们谁也没当真。 

 

然而，也许是因为暖冬，也许是因为窗台下的

暖气很足，也许是因为窗户朝东南，不下雪的

时候日日能晒着太阳，那颗种子竟然发芽了。

渐渐长高，一尺，两尺，三尺，枝繁叶茂。可

是，花盆太小，土太薄，地方也太窄，就算支

了架子也无法支撑已高到屋顶的枝干。一天夜

里从窗户上栽下来，折了两枝大叶子。先生只

好拿胶带纸把它固定在窗户上，以防再摔下

去。即使如此，也没指望它能开花结果。 

 

一个周末，全家外出，适逢整个冬天最大的一

场雪，耽误了回程，等到家的时候，那棵番茄

搭拉着脑袋，垂头丧气的样子。摸了摸蜷缩在

一起发黄了的叶子，心中暗自遗憾：怕是给冻

坏了，活不了了吧？不料几天后，竟又精神起

来，黄叶子掉了几枝，剩下的又舒展开来，枝

干也挺直了些。便有些感慨：生命真是一种奇

妙的东西！ 

 

不期然的想到自己，自从到了美国，怎么都觉

得不舒畅，一切都要从头来过，生活、语言、

文化、交际、工作，无不让人费神，有时心灰

意懒，觉得自己就是那棵倒霉的番茄，在不恰

当的时间、不适合的环境中挣扎着。若不是生

命本能的力量在支撑，怕早就委靡颓败，枯萎

凋零了吧？就算勉力活着，真的能开花结果，

欣欣向荣吗？就算开花结果，也会汁多味美

吗？古话说“桔逾淮为枳”，而我，越过了千

山万水，情形怕更加不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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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那棵番茄竟然真的开花了！来日也会结果

吗？ 

 

“爸爸，它会结果子吗？” 

 

“会吧。” 

 

“什么时候结果子呀？” 

 

“等花儿谢了，就会结果子。” 

 

“等春天来了，雪化了，小草长出来了，树儿

开花了吗？” 

 

“嗯。” 

 

“结什么果子呀？红的吗？” 

 

“对，就是你爱吃的西红柿呀，红红的，大大

的······” 

 

因为那几朵黄色的小花，女儿兴奋极了，生出

无穷疑问，缠着先生，打破沙锅问到底。听着

他们的对话，我微微笑了：有希望才会有结

果，不是吗？借以时日，谁敢说那几朵柔弱的

黄花，不会变成红硕美味的番茄呢？！ 

 

再看一眼窗台上的番茄，那几朵掩在枝叶下的

小花，正静静地沐浴着晨光。我仿佛看到了生

命的力量在它柔弱的花枝间流动，心情豁然开

朗。蓦地想起一首歌：“生命是一粒种，落地

就会生根。” 

 

是的，不管在哪里，只要有生命，哪怕环境再

恶劣，哪怕要在黑暗里掩埋很久，哪怕要经历

种种磨难，但只要不放弃向上的努力，终究会

生根、破土、发芽、开花、结果的。 

 

一定会。 
 

 

 
 

Lexingto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Summer Program for Children 

 
Time: Monday – Friday, 9:00AM – 3:00PM 
 

Session 1 8/13/07 – 8/17/07  $220 
Session 2 8/20/07 – 8/24/07  $220 
Session 3 8/27/07 – 8/31/07  $220 

This program is designed for adopted children 
from China and American children. Students 
lear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hrough 
folklore, arts and crafts, music, and nursery 
rhymes. They will develop listening, reading 
and speaking skills through games, 
conversation and stories. 
 

Age: 6 years and up    
Maximum Class Size: 12 student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Mary Luo 
4 Militia Drive  
Lexington, MA 02420 
 

781-799-2695  
LexCML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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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意识 
阳光 

 

前一阵子忘了什么组织对一万美国人作了调查,

其中有 13%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 global 

warming 这个词。细想下来这也不足奇怪，如

果每个人都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而且做了努

力，我们的地球也不会象现在这么暖和了。 

 

去年一朋友买了一辆 SUV，这种车耗油厉害，

1 加仑只跑 9 英里。 他说我买得起车还加不起

油吗？当然。所有开大车的人都加得起油，但

又有谁可以使变暖的地球降降温呢？ 

 

我们经常看见家长们把车停在校门口等孩子，

发动机照样开着，冷热气也不关。有的校车 和

大客车，停在那儿长达一两个小时不关发动

机。我觉得这是极大的浪费。汽车是美国人生

活的一切，他们谁来关心燃油给环境带来的危

害呢？油价降了，经济会增长快些。大家只重

视经济发展，无人担心汽车尾气对环境造成的

影响。 

 

美国是第一富国，什么东西都极大丰富，包括

难以回收的垃圾。曾经念过一篇文章，说二十

世纪最坏的发明是塑料袋，因为它极难分解腐

烂。几年前在加拿大买菜时，五分钱一个塑料

袋。丈夫每次都抱怨“就看加拿大抠门”，我

们经常用纸盒装菜。原来他们是从保护环境的

角度出发，控制塑料袋的用量。 

 

去年夏天回国参加同学聚会，我们几个在宾馆

聊天，空调开着，但窗户也没关，为了空气流

通。不知道需要多少冷气才能把室外空气制

冷！我和他们争论了半天，看在二十年没见的

老同学面上，他们勉强关上了窗户。这些还都

是大学老师教授及研究人员，可想而知一般老

百姓的环保意识 如何了。这几年国内家家装上

了空调，按照能量不灭定理，室内凉了，室外

肯定变热了。所以，夏天本来就炎热的户外已

变得更无法让人忍受了。 

 

国内的工业污染就别提了，很多工厂根本就没

有环保设施。连续几年，中国经济增长近

10%。如果减去污染造成的损失，我想正好持

平，0%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多中小城市根本就

没有污水处理厂，即使建了，也很难维持，

“耗资太大”---这是一位地方领导讲的。我

父母偏巧住在一化肥厂旁边，噪音热气不说，

那气味熏得我头疼。他们却说，倒好这几年苍

蝇蚊子不见了。这些飞虫都难以生存，可想而

知污染对人的身体造成多大的危害。经济确实

增长了，但它以沉重的环境污染为代价。 

 

前段时间在联合国大会上，科学家们一致认为

“人类最易（very likely）使地球变暖”。与会

的中国科学家要求把 very likely 这个词去掉，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针对我们中国人的。他们还

常拿人均污染排放来和西方国家比，觉得自己

并没有污染太多。global warming 是全球问

题，全世界人都应该齐心协力，保护我们赖以

生存的环境，而不是互相指责，相互埋怨。 

 

这几个例子来说明环保意识问题的现状。如果

我们大家都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国家政府负

起他们的责任，我想地球还是有希望降温的。

到那时候，沿海城市和那些连接大陆与岛屿的

桥梁就不会面临被海水淹没的危险，北极熊也

不至于失去生存环境，我们的子孙后代还会拥

有不被破坏的自然环境。 

 

汉语知识拾零 – 轻声 
易文 

 

学习一种语言, 意味着要学会听说读写. 而听总

是最先要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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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没有汉语基础和环境的学生,学习汉语发音

中的四声是个难点. 同一拼法的拼音,标上不同

的声调,发音就有所不同,而两个发音略有不同

的拼音则可能标示意义完全不同的两个字, 如

常用来举例的 mā 妈 和 mǎ 马. 对绝大多数学

生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练习,掌握四声

是可能的,同时也是必需的. 

 

由于汉语曾经历数十个朝代,几千年的发展和演

变,在其熟知的四声发音之外,还有一些变化. 轻

声便是这些变化中的一个例子. 

 

轻声是普通话里的一种变调. 不论哪一个声调

的字,若是把它读的又轻又短,改变了原来的调

子,就变成轻声了. 在汉语拼音中, 轻声的标识

方法是不标调式,如漂亮(piàoliang),爸爸(bàba),

妈妈(māma). 前面几个词,如果不用轻声,语音就

有些童声童气或带有方言成分. 

 

轻声在一些句子中可以产生词义上的变化.  

 

1. 写这本书的是我们的孙子(sūnzǐ). 
2. 写这本书的是我们的孙子(sūnzi). 

 

第一个句子没有用轻声,我们猜测这本书可能

是”孙子兵法”或其他孙子的著作. 第二个句

子用了轻声,让人想到两位老人在向别人指出书

的作者是他们的爱孙. 

 

又如: 

1. 讲话大意(dàyì) 
2. 讲话大意(dàyi) 

 

第一句中,”大意”可能做”大概意思”讲. 由

于在第二句中轻声的使用,”大意”则很可能

做”粗心”讲了. 

 

多数情况下,用轻声的词可以由上下文了解其意

思. 如 

 

这个想法对头(dùitóu) <-> 他们是死对头(dùitou) 

这是新挖的地道(dìdào) <-> 这活干的地道(dìdao) 

 

在这两个例子中,即使轻声使用不当,多数听众

还是可以了解句子的意思的. 

 

在全国普通话等级测试中，轻声把握得准确与

否，是衡量普通话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轻声

除了可以改变词义外,也可以改变词的类别. 篇

幅所限,在此就不列举了.  

 

对于海外学习中文的学生来说, 轻声是比较难

理解的. 在他们熟练掌握汉语的基本知识之前,

似乎不宜过早向他们介绍轻声的概念,以免引起

太多的困惑. 

 

 

 

 

动画片 
崔勇员 

 

在铁臂阿童木，森林大帝，聪明的一休，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米老鼠和唐老鸭，以及鼹鼠的故事

等洋货进入 CCTV 的黄金时段以前，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早在五六十年代已经在大荧屏上制作出

了多部获得国际奖的优秀动画片，今天的传奇只能挂一漏万，按大片、动画电影人和配音大师这

三个方面，回忆一段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辉煌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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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万籁鸣导演的《大闹天宫》称之为大片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了。1963 年的《牧笛》里大大展

现了中国水墨画，1982 年由程十发担任美术设计的《鹿铃》和 1985 年的《夹子救鹿》讲的是人

和自然的关系，虽说在年份上比小鹿班比要晚几十年，但题材上和情节都很优秀和感人，据说

《夹子救鹿》取材于敦煌佛教故事，富有敦煌壁画风格。1981 年《九色鹿》上演，1979 年的大片

《哪吒闹海》是我重复看过次数最多的大片。1983 年的《蝴蝶泉》描写了动画片中极少涉及的爱

情题材，而且是佳作。1983 年《天书奇谭》，以及《阿凡提故事》系列片，《葫芦兄弟》，《黑

猫警长》都堪称收视率极佳的大片。 

 

《哪吒闹海》的导演阿达（徐景达）53 岁英年早逝，他

给我们留下了《三个和尚》《蝴蝶泉》《三十六个字》《三

毛流浪记》《新装的门铃》《超级肥皂》等优秀作品。1960

年特伟把水墨画的技法与风格引入了动画电影。拍摄了世界

上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将当时许多人认为

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变成了现实，震惊了国际动画界，特伟还

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除了业务好以外，也是一

个好的 CEO，在他的 watch 上，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和动画片

工作者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里浮出水面。我上小学三年级

的时候，记得听小舅舅说，我们镇宁路住所的楼上有两位文

化人，二楼是美影的马克宣，三楼是上影的傅超武。两位都

是导演，可惜当年的小学生不识泰山。除了跟马克宣的两个

儿子玩过刮片，打过弹子，入过马家大门以外，别的关于马

导的事情一概说不出

来了，四人帮倒台以

后，两位导演的条件改善了，他们很快搬离了比较破旧镇宁

路的住所。马克宣是美影厂导演中的后起之秀，曾在浙江美

术学院附中专修绘画。 二十多年来，先后参加了三十部动

画片和剪纸片的创作活动。在《牧笛》、《小蝌蚪找妈妈》

等影片中担任动画,在《三个和尚》、《哪吒闹海》等影片

中担任主要动画设计，导演过《大扫除》,和阿达联合导演

了动画片《新装的门铃》和《超级肥皂》。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经典动画中的配音大师，非

邱岳峰莫属了。《大闹天宫》中他可以是孙悟空，《狐狸打

猎人》中他同时是狐狸，猎人和老狼，木偶片《阿凡提的故

事》(种金子) 里面“埋沙子种金子沙子一袋子金子一屋

子……” 。在我记忆中，几乎所有的动画片配音人员都是幕

后英雄，其姓名从来不在影片的 credit 里面显示出来。邱大

师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吧，我复习了这么多经典动画片，唯一

的一次见到给配音人员列表的，就是 1978 年《狐狸打猎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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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偷了萝卜  
康原 

 
张阿姨家门前有一块美丽的小菜地，里面种着各式各样的蔬菜：长长的黄瓜，

金黄色的萝卜，又绿又脆的扁豆，还有又红又大的西红柿。 

 

张阿姨非常勤劳，每天都要在菜地里浇水，施肥，拔杂草。大家都称赞她的园艺技

巧，也很羡慕那块花花绿绿的小菜地。 

 

一天，方方带着小狗在外面散步，忽然看见张阿姨站在菜地里，正在抹眼泪呢！方

方连忙过去问：“阿姨，怎么了？您为什么不高兴？” 张阿姨叹了口气，指着菜

地对方方说：“我刚才出来想摘点菜做沙拉，发现有人把我所有的萝卜都拔了，偷

走了！昨天还都好好的呢。” 

 

方方听了很生气。她想帮助阿姨，就问道：“您估计可能会是谁干的？” 张阿姨

想了想，生气地回答：“我想只有大卫才会干这种缺德事。他住在我家对面，总和

几个狐朋狗友在小区里搞破坏。我昨天还亲眼看见他们把43号的邮筒砸倒了。我给

他妈妈打了电话，让她好好教育一下这个调皮的孩子！可是这一次我又没有证据，

怎么办呀！” 

 

方方听了，就过了马路去找大卫。她按了门铃，大卫正在玩电子游戏。 

 

“大卫！”方方大声地说，“你今天是不是又去张阿姨的菜地里捣乱了？” 

 

大卫眼盯着屏幕头也不回地说：“我昨天和朋友们打球，玩得很累。今天早上睡了

个懒觉，刚起来，这不正玩游戏呢。我根本没动她的萝卜！” 

 

方方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她生气地说：“你尽撒谎！快把萝卜还给张阿姨

吧！” 

 

请你仔细想一想，方方怎么知道萝卜是大卫偷的呢？ 

 
 

(答案请在本期内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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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 A 班学生作文     

指导教师：武婷婷 

我的春节 
 

今年 2 月 17 号是农历的除夕，爸爸、妈妈、

姐姐和我去参加中文学校的春节晚会。今年的

春节在艾克顿的高中举办。在那里我玩了游

戏，吃了饭，也看了表演。晚会的游戏很好

玩，还可以赢到奖品。我玩了 3 个游戏：用勺

子装球，丢圈到棍子上，还有丢乒乓球。晚会

的饭也很好吃，我吃得很饱。我本来不是很喜

欢看文艺表演，但今年不一样，因为我妈妈也

参加演出。她们的舞蹈跳得非常美，全场都为

她们鼓掌，我尤其拍得最响。我觉得今年得节

目是最精彩的。 

－马翔 

我们在艾克顿中文学校庆祝了中国的春节，那

是一个很有趣的晚会。我们又唱又跳，演奏音

乐，也玩游戏。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人庆祝

春节，从没有见过人们那么高兴。我非常喜欢

过这样的春节。我希望明年我们会有更多的快

乐！ 

－谷村留郁 

 
过春节的时候，我们请朋友和家人来到我们家

来作客。今年我们请了我的表哥、Ning 和我的

其他朋友，她们住在 Rhode Island。我们挂了

好多红灯笼。我们去了科学博物馆后，开始做

饭。我们做了鱼、肉、白饭和饺子，真好吃！

吃完饭后，大人们给小孩子发红包。然后大人

在一边聊天，我们小孩子到楼上玩。这个春节

真好玩，我很喜欢春节！ 

－陈怡 
 

今年，我的春节过得很好。我家开了一个聚

会，有很多朋友来了。我们吃了饺子、鱼和其

他很多菜，还有水果。我和几个孩子一起玩扑

克牌，在电脑上玩游戏。我们的春节过得很开

心。 
－林加美 

 
在春节的那一天，我和爸爸去滑雪。我们很早

就起床，没有吃饭就开车到了 Lincoln，New 
Hampshire。我们在那里吃了早饭，然后就去
Loon Mountain. 
 
那天 Loon Mountain 很挤，人可多了。从山下

基地到 Camp 3 的路上有很多人在滑雪，他们

滑回了 Moguls。从 Camp 3 能坐车来到最高的

山顶，North Peak，它有 3070 英尺高，有 3 条

大的滑雪道。中间的雪道是最大的，有很多的

跳台和 Moguls。左边的雪道也有一些跳台和

Moguls。右边的雪道没有左边那么大，但沿着

它能滑到别的滑雪台上。 
 
我们从山下的基地去 Kamcamagus Quad，等了

很长时间，因为很多其他人也在那里等上山。

到了 Kamcamagus Quad 山上后，我们滑到

Camp 3。我们选了 North Peak 中间的雪道滑了

3 次。一个小时后，我渴了，我们就去买了一

些运动饮料，然后我们又在右边的雪道滑了几

次。这条雪道上有一个很好的跳台，我喜欢从

那上面跳。滑完了 North Peak，我们回到了

Kamcamagus Quad，又滑了几次后，我们就回

家了。 
 
爸爸说我滑得很好了，能滑得比他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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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 B 班学生作文     

指导教师：闫朝晖 

 
 
春节是阴历新年，又叫农历正月初一。春节是

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也是个快乐、

丰富的节日。在外的孩子们都要回家去看看家

里的亲人，这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 
 
过年的习俗包括吃饺子和吃鱼。饺子是一种传

统吃食，民间有“好吃不过饺子”的俗语。饺

子也形如元宝，象征来年富足。除夕晚上家家

都吃鱼，因“鱼”和“余”同音，取“年年有

余”的意思。 
 
每年春节，家家户户都要在门上、墙上贴出大

大小小的“福”字。“福”字现在的解释是

“幸福”，而在过去是“福气”、“福运”。 
“福”字通常倒着贴，意为“福气倒（到）

了”。 
 
大年初一，人们都早早起床，穿上漂亮的新衣

服。小朋友们祝老人“身体健康，万事如

意”，老人对小孩说“学习进步”。我对爸爸

妈妈说：“祝你们新年快乐！”。 
 
春节的时候大人通常会给孩子们红包，也叫压

岁钱，象征今年平平安安，行大运。每年新年

早晨我都早早地起来要压岁钱。 
 
中国民间有放“开门爆竹”的说法，在新年的

早晨，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充满了四周。 
 
今年的春节我过得很快乐，很热闹。除夕的晚

上，很多朋友都来我们家过年，屋子里到处都

是大人和孩子的声音。人们高高兴兴地一起守

岁。朋友们离去之前，妈妈给每个小朋友发红

包，并祝大家猪年行大运。今年的春节我过得

很有意义。 
－李诗洋 

 
每年的春节都是在不同的日子，这是因为春节

是农历的新年。春节的时候，个个家庭都在门

上贴上一个“福”字，也会在家里挂灯笼，贴

一对小福娃。小孩子们要给爷爷奶奶、爸爸妈

妈拜年，说“新年好！恭喜发财！”。拜完年

后，老人给小孩压岁钱。到了晚上大家包饺

子，晚饭时就能吃上可口的饺子了。 
 
今年春节我没有在家里贴“福”字，也没有吃

饺子，而是去了艾克顿中文学校主办的春节晚

会。我和爸爸妈妈早早就到了，我们要在学校

里挂灯笼，贴“福”字和小福娃。七点钟的时

候我们去礼堂，晚会就要开始了。那天晚会的

节目有跳舞、唱歌，还有人弹古筝。今年的晚

会上，我妈妈跟其他人一起表演舞蹈“鲜花陪

伴你”，我觉得妈妈跳得很好，看着很漂亮。

晚会结束后，人们都去吃晚饭。我吃了羊肉、

绿豆和比萨饼，但没有饺子。我们回到家的时

候已经十一点多了。 
 
第二天早上，我到爸爸妈妈的房间，给他们拜

年，拜完年后，爸爸给我压岁钱。然后我赶快

到楼下去，准备看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春节是一个很好玩、很开心的节日，也是我最

喜欢的节日！ 
 

－马汝佳 
 
四年级 B 班学生作文     

指导教师：刘小江 

在中国过年 
张妞妞 

 

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二日    星期二     晴 

 

今天，姥姥和姥爷带我们去买东西。商场里人

多极了。人们都在忙着买年货。那里有各种各

样的春节装饰品，像对联、拉花、贴花、

“福”字、中国结和灯笼。花样多得很！我们

也买了一些。有人买水果和小吃，准备过年。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还买了很多花炮，准备春

节放。 

 

二月十七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是大年三十，也叫除夕。我们去逛地坛庙

会。庙会里路两旁到处挂满了红灯笼，有许多



No. 40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七年三月 

 17   

卖吃的和玩儿的摊子。那里有很多北京和全国

各地的小吃。我最喜欢的是糖葫芦和羊肉串

儿。在拜台里面有表演。我们看了舞蹈、唱

歌、杂耍。很好看！ 

 

晚上，我们全家去吃年夜饭。回家的路上，到

处都可以看到放花炮。 

 

二月十八日    星期天     晴 

 

今天是大年初一，我和妹妹给姥姥、姥爷拜

年，祝他们新年好。姥姥、姥爷给了我们一人

一个红包。红包里面有六百元人民币。 

 

早饭吃完了，我们去了一个庙。庙里有很多人

在拜菩萨。 

 

【老师的话： 

 
张妞妞同学要回中国过春节，这是一次极好的    

学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临行前，我给

她布置了特殊的家庭作业—“以写日记的形式

记述在中国过年。” 

 

你看，妞妞很好地完成了这次作业。】 
 
五年级 B 班学生作文     

指导教师：刘鸣 

感恩节 
 
星期四   11/23/06 

 

今天邻居家有一个感恩节聚会。 五点钟我去

了， 我们带了一个大火鸡,土豆泥和调味汁。

我的好朋友 Grace 也去了。在那里还有大人、

老人和小孩子，我喜欢那个小小的孩子。 我

吃了火鸡、葱油饼、土豆泥、 调味汁、土豆

片和许多好吃的东西。 

 

星期五  11/24/06 

 

今天又去了一个感恩节聚会， 是我爸爸的朋

友办的聚会。他们烤了火鸡，做了菜和拌了凉

面，我家带了排骨， Wa!! 可好吃! 他们还请

了一个朋友，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那里有两个

男孩子和一个小小的妹妹， 那小妹妹很好

玩，可是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和我妹妹很喜

欢和她玩儿。小小的妹妹还有一个哥哥, 

William, 他和他的朋友玩电子游戏，William

的爸可高了! 他的头差点儿碰到天花板。我们

走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 

－王潇 
 
在感恩节，我做了很多事。 这个星期我非常

忙碌，我每天读《三剑客》一百多页， 然后

我跟我朋友玩，我们玩了电脑游戏还有在外面

玩。 当吃火鸡的时候,我和亲戚、朋友们在两

个大桌子吃了很多东西，每个人都吃得很饱，

玩得很开心。 

 

为什么我喜欢感恩节？因为感恩节很好玩，我

们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我们吃了火鸡、看

了电影，还买了东西， 感恩节真是太愉快了! 

 

今年我妈妈在感恩节做了很多很香的饭菜，最

好吃的是一个 pound 火鸡，妈妈在烤箱里烤了

两个多小时。妈妈还做了一些非常好吃的小土

豆，还有一盘小面包和别的好吃的饭菜。 

感恩节的第二天，我和爸爸去了 New 

Hampshire 买东西，爸爸去了 Singular 商店看

了一个手机， 看完了手机，我们去了 mall。

我要爸爸给我买一双 Ethics 鞋子，我非常喜

欢。感恩节的星期天，我们全家去看了新电影: 

007 Casino Royal。 我觉得这个电影很快很

动感。 

 

今年的感恩节真好啊!我真想明年也能这样好

玩儿啊! 

－李达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