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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批从大陆来的新移民继承了中华民族很多 

的优秀品质。比如说“勤劳勇敢”，比如说“自立更生，艰苦奋

斗”。生活的磨砺让我们脚踏实地。工作家务兼顾。柴米油盐，

做饭带孩子，不但做妈妈的能干，做爸爸的似乎更能干。除了日

常家务，他们还割草种菜，甚至会建阳台，修房子。为了让我们

的孩子能够有学校学习中文，为了在异国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

我们中一些有胆识、有远见、有能力、有创意、敢想敢干、吃苦

耐劳，愿意为社区服务的热心人在四年半以前创办了艾克顿中文

学校。学校的第一任校长陈鸿祥在建校之初便说过“只有依靠大

家，学校才能常胜不衰”。在这样一批有能力、有胸襟的领导者

的带领下，中文学校逐渐形成了一个扩散型、开放型的让群众来

办学治校的体制。这些年来，许多家长和社区的有识之士加入到

学校管理团队、教师队伍和家长志愿者的行业中。前任校长们，

退役的行政管理人员在离任后依然是中文学校永远忠实热情的志

愿者。而退休的老师们几乎都成了学校的代课老师。中文学校像

一颗晶核，凝聚了一大批关心社区、热爱孩子、热衷教育、不计

得失的热心人，也包括很多非华裔朋友。大家同心同德奉献最可

宝贵的业余休闲时间来办好学校、为社区服务。这条群策群力的

群众路线将艾克顿中文学校办得红红火火。 

 

虽然是业余办校，历届管理团队却尽心尽责，精益求精，力

图将中文学校办得专业化、正规化。从建校初起，学校便从周边

的中文学校吸取了宝贵的办学经验和管理制度，有了明确的章

程，逐渐形成了包括董事会、学校行政和家长会三位一体的组织

结构。建校以来，学校特别注重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建设。在教务

主任简建华四年半如一日的辛勤耕耘下，中文学校建成了一支由

四个教研组组成的教师、助教和代课老师共六十多人的可靠的中

文教师队伍。他们是中文学校的中坚，是中文学校健康发展的保

障。这学期史建英从建华手中接过接力棒，成为中文学校历史上

的第二任教务主任。副教务主任由叶红担任。叶红和建英一样，

曾是中文学校的老师，担任过教研室组长。两位女将把学校教学

和老师服务打点得井井有条。今年我们共设置 30 个中文班，从学

前班到九年级，以及 4 个不同程度的 CSL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班，共有学生 486 人。众所周知，我们学校的 CSL 教

学远近闻名，吸引了许多非华裔家庭。

朝气蓬勃地投入中文学校 
校长 苟燕妮 

本期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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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文化课种类逐年增多，越办越有特色。文体主任左国英任职两年，兢兢业业。这学期共开

设文化课 25 门，学生人数 322 人。随着学校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有特殊技能的老师和一些高中生来到

我们中间，教授我们的孩子们学习舞蹈、武术、击剑、电子琴、国际象棋、手工和各种绘画、高级数

学和 SAT I 等等。这学期新开设了围棋、二胡和演讲课。妈妈们则进了瑜珈班、健美操班和绘画班。

另外，我们还有两种程度的英文班和成人中文班。英文班的学生主要是祖父母，中文班主要是为方便

非华语成人学习中文。同时，我们的家长们组织的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合唱团和交谊舞队，吸引

了许多家长参加。大家对今年春节中文学校的联欢晚会一定还记忆犹新。舞台总策划是我们的文化顾

问朱碧云。从建校以来她一直在中文学校教授舞蹈课。今年碧云将继续用其所长担任文化顾问之职。

 

总体说来，本学年行政管理人员变动不大。退休人员除简建华外还有总务主任马静雅。静雅任职

两年，勤勤恳恳，把中文学校的家当打点得清清楚楚。热情干练的邓育红接任了总务之职。留任管理

人员中，资历较老的要数注册员林姗姗。她任职四年，和网站总管项开华是做事认真负责的好搭挡，

把好几百学生的注册工作管得有条不紊。财务主任蔡国红责任重大且工作量也大，她和会计王英姿全

面负责财务工作。经验丰富的校长助理王依达主要负责高中生志愿者的工作。多才多艺的袁力留任校

刊总编，具有专业摄影特长的李伟成为校刊编辑。同时，学校行政完成了正、副校长的正常换届。校

长邓敏离任后进入董事会，继续为中文学校出力。我则由副校长继任校长之职。这学年的副校长由刘

汉兰担任。汉兰曾任学校讲座委员会组长，做事认真而有亲和力，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实干精神。

 

另外，董事会在上学期末完成了正常换届。新董事会主席由熊柏担任。熊柏离任家长会主席之

职，由李福根接任。福根曾做过三年的班级家长，对家长保卫执勤情况非常熟悉。家长会负责下的讲

座委员会作为我们学校对外的窗口和信息交流的平台，对家长一直有很大的吸引力。这学年由李劲冬

负责。劲冬召集了一批原学校行政人员陆青、张逸、姚晓菊、周麟和陈鸿祥。他们将为大家安排一些

喜闻乐听、丰富多采的讲座。请家长关注讲座委员会的电子邮件和网页上每周讲座的信息。 

 

艾克顿中文学校属于我们的社区，属于我们大家。学校的老师、学生、家长、学校行政、董事

会、家长会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大家庭。作为新一任中文学校的校长，我深感任重而道远。

让我欣慰而愿意接受这个人生挑战的是我身边那许许多多热忱的心和扶持的手。马克思说：“最先朝

气蓬勃地投入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让人羡慕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并不在自己手上。我们

可以决定的是愿不愿意有一个朝气蓬勃的人生。朝气蓬勃的人生是积极参与的人生，是勇于投入生

活、虽喜欢风和日丽却不畏惧激流险滩的人生。置身于中文学校这个朝气蓬勃的集体中，让人感到的

是岁月有痕而青春不老。 

 

命运让我们走到一起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办好艾克顿中文学校”。这个信念源于

对我们孩子们的关爱，对我们社区的关注，对我们中华文化的深情。这个信念让我们能够有勇气在生

活里承担多种角色，不怕吃苦，排除万难，求同存异，去争取胜利。 

 

在新的学年里，我衷心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喜欢学习中文，并且能够学有所获，希望我们的家

长们能够积极参与中文学校的服务，和我们一起朝气蓬勃地投入到办好中文学校的志愿者的行列中。

 

愿我们为艾克顿中文学校的付出成为我们今生无悔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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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Board of Directors 
Bob Xiong (Chairman) nc004817@yahoo.com 
Dick Calandrella dickcalandrella@earthlink.net 
Michelle Deng michellemdeng@yahoo.com 
Yanni Gou yannigou@gmail.com 
Judy Holmes judithh1@comcast.com 
Xuan Kong xkong2004@yahoo.com 
Fugen Li lifugenwang@yahoo.com 
Yang Liu yangliu_acls@hotmail.com 
Lingya Zhou lingyaz@yahoo.com 

 

2007-08 年度 ACLS 行政管理人员名单 
苟燕妮 

Yanni Gou 

校长   

Principal  

principal@acls-ma.org  

yannigou@gmail.com 

刘汉兰  

Hanlan Liu  

副校长  

Vice Principal 
hanlan.liu@genzy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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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建英  

Jianying Shi 

教务主任  

Dean 
jshi65@yahoo.com 

叶红 

Hong Ye 

副教务主任  

Associate Dean 
hong.ye@childrens.harvard.edu 

左国英  

Guoying Zuo 

文体主任  

Director of Culture Programs 
guoying_zuo@yahoo.com 

邓育红  

Yuhong Deng  

总务主任  

Director of General Service 
ydeng2004@yahoo.com 

袁力  

Leo Yuan 

校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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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LS Web Team 
Kaihua Xiang kxiang@acls-ma.org 
Harry Chen chen_harry@yahoo.com 
Peiyun Yang pyang@rocke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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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 第一学期校历及讲座安排 
2007 － 2008 Fall Calendar & Seminar Schedule 

九月 

September 

 9 

开学 

School Opens 
Collect info and 
Survey 

16 
 
Meeting between 
admin and CSL 
parents 

23 
 
Child education(I): 
College Application 
(Yuanjian Li, 
Joe Chen) 

30 
 
Know your Town 
(League of Women 
Voters) 

十月 

October 

7  假日 

No School 
Columbus Day 

14 
 
Health talk from an 
expert in China 

21 
波士顿潇洒各处游 
(赵钟英) 

28 
Thinking after 
tragedy 
(Joe Chen) 

 

十一月 

November 

4 
Daylight Saving 
Times Ends 
About ABRHS band  
(Mr. Hickey and 
Suzanne Brozek) 

11 

 
Child education(II) 
How to build a healty 
relationship 
(Group of parents) 

18 

 
Skin Care 
(Ming Liu) 
 

25  假日 

No School 
Thanksgiving 

 

十二月 

December 

2 
A CVS pharmacist 
talks about over 
counter drugs 

9 
Financial similar 
(Prudential) 
 

16 
Makeup Demo 
(Ming Liu) 

23  假日 

No School 
Christmas 

30  假日 

No School 
New Year 

一月 

January 

6 
Child education(III)  
Looking back from 
college 
(Group of college 
students) 

13 
Yoga and Health 
(Ally Li) 

20  期终 

Last Day of School 

27 

Snow Day Makeup 

 

 

 

 

 

ACLS 新任教师自我介绍 

 
 
 

乐瑾   CLS-1 
 
My name is Jennie Yue. I am a teacher assistant 
for CSL-1. I love to help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Chinese. I used to teach 
CSL-1 at CBCGL Chinese School Learning 
Center. Being a teacher assistant, I will do my best 
helping the teacher and the students to make 
Chinese learning a good experience. We will have 
a fun time together. 
 

 

张雪雁   Pre-K 
 

我叫张雪雁。我是 Pre-K 的老师。上学期，我在 

K-A 班当助教。因为我非常喜欢小孩子，所以我在

家办了一个家庭托儿班，也教了许多小孩。由于儿

子两年前开始在中文学校老年英语班做义工，当翻

译，所以，我也来到 Acton 中文学校做义工， 帮老

师复印教材。后来有些老师问我“为什么不来当老

师?" 我就产生了来当老师的念头。去年我当了一年

的助教，我感觉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工作，一听说中

文学校要新开一个学前预科班，我就向我们的老教

务主任简建华提出我想试一试，而且在中文学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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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许多以前和现在我带过和教过的孩子也是一件

高兴的事。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 中文学校办得更好。 

 

王玲   Pre-K 助教 
 

大家好! 我是王玲,非常高兴能到中文学校和老师同

学们在一起,在新的学年里,我将担任 Pre-K 班级的

TA,我会配合老师和学校努力做好工作,热爱孩子们,

关心孩子们,使孩子们在一个快乐健康的环境中愉快

成长。谢谢大家支持! 

 

孙伟   学前B班助教 
 

毕业于南开大学，从两个女儿学中文的过程，感觉

到这边的孩子学起来很不容易。希望能够通过自己

的参与，培养孩子们对中文的兴趣，给他们一个好

的起点。 

 
 
陈周颖   1年级A班 
 

Ying Chen is excited to return to ACLS as 
Teacher in Grade 1 (Class A), after serving as TA 
in Kindergarten (Class C) in the last school year. 
 
Mrs. Chen loves being with kids at ACLS and 
always strives to make her class more fun and 
connected with children’s daily life. She is 
committed to bring about every child’s interest 
and inner talent in learn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 Beijing native, Mrs. Chen used to 
teach private Mandarin classes to Americans in 
China for years and continues to offer private 
Mandarin tutoring in the US. Her previous 
experiences also include teaching English 
Compositions to a class of 100+ business 
managers, tutoring high school seniors on College 
Entrance Exams as well as teaching first-graders 
Beginner English.  
 
Mrs. Chen obtained her MBA degree in the US 
and works as a finance professional. She lives in 
Groton, MA with her husband and their five-year 
old son. 
 
 

李珈仪美   1年级D班 
 
我叫李珈仪美，现任一年级老师，我来自中国。在

来美国之前我曾经在新加坡地方社区所创办的中文

培训学校担任过三年的中文老师。我的学生从 7 岁

到 60 岁不等，他们来自各个国家，有新加坡本地

的、马来西亚的、印尼的、越南的、缅甸的、泰国

的、韩国的、日本的，澳洲的以及欧美地区的。我

非常希望可以让每个喜爱中文，愿意学习中文的学

生得到良好的中文教育。ACLS 是一个成长迅速的

教育机构，希望我可以为 ACLS 的明天做一份贡

献。 

 
吴利宁   9年级C班 
 
我叫吴利宁，非常荣幸能担任本学年五年级 C 班的

老师。 

  
我的工作与中文教学没有关系;我的孩子都已长大不

在中文学校了。我之所以当中文老师，是想回报那

些过去在中文学校教过我的孩子的老师们。当然我

不可能直接回报他们,只有通过教别的孩子来表达自

己的心愿。 

  
这个学校的教学管理很棒，也有很多好老师。我会

努力向别的老师学习，尽量对得起我教的学生。 

  
 
刘晓阳   9年级 
 
我的名字是父母在未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起的。当

时我还在襁褓，没有自己名字的投票权。后来我长

得有点过高，身高一米八四。这名字虽然叫起来亲

切，却于客观有点不附。 

 

后来我才知道，中国古代人有名和字两个名字。名

是父母起的，字却是自己起的。比如陆游的这个名

字是他父母起的，而陆放翁这个名字是他根据个人

的喜好起的。如果父母取的名比字更好听，也能叫

响。比如岳飞这个名字就比岳鹏举叫得响。而苏轼

却是“东坡”这个字叫得更响。 

 

解放后「字」都革命革掉了。每个人只有父母起的

一个名字。若是父母有学问的，这个名字用一辈子

都没问题。但若起得不好，容易耽误孩子的一生。

比如现在中国的将军们，象国防部长曹刚川、总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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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长梁光烈等人的名字听起来就象将军。但若某天

谁见到报纸上有总参谋长刘晓阳这样的名字，肯定

觉得别扭，就是底下的士兵也不会服从这种名字将

军的号令呀。所以奉劝家长们，孩子上小学之前，

一定要起个响亮的好名字。 

 

我在单位里的同事最常叫我「大刘」。合格名字比

较适合我。因为我的英文名字是 Leo Shaw Young.

这个 Leo 变成了名，而 Young 变成了姓。我的个子

又比较高大。故哪位老师若记不住我的名字，只管

叫我大刘老师就行了。 

 

我是个统计程序员，这个行业有点象西医师，知识

越新越吃香。但我的年龄比较大了。接受新东西已

经渐渐比不上后进了，我想取得点教中文的经验。

中文象中医，越老越吃香。 

 

我的家住在 Brighton，是为了方便女儿上波士顿拉

丁学校。本来可以去牛顿中文学校找个教中文的活

儿，但去了几次发现那里停车特别困难。稍一晚，

就得往远处胡同里找地方了，弄不好还要吃罚单。

剑桥那边的中文学校也有类似问题。后来我发现艾

克顿中文学校招工，来了一看，发现这里的停车场

特别大，没有吃罚单的问题，所以就来到了这里。 

 

我有两个孩子。老大是男孩儿，已经出去了。小的

是女儿，今年上九年级高一。 

 

我平常的爱好是看书和乱写些东西。小时候也玩过

扑克，麻将等。但现在这些爱好都已经没有了。 

 

 
 

 
 

 
 

Minutes of ACLS Board Meeting 
 

Date:   September 16, 2007 
Time:              6:00 pm to 10:00 pm    
Participants: Bob Xiong, Yanni Gou, Dick Calandrella, Xuan Kong, Fugen Li, Michelle Deng, 

Lingya Zhou, Yang Liu, Judy Holmes 
Guest:  Hanlan Liu 
 
Minutes: 
 

1. Operating Procedures: 
The Board agreed that Board business will be conducted in English, except in special 
cases.    

2. Subcommittees:  
How many? 
Over the summer the Board identified 7 different subcommittees, whose efforts would 
be aimed at facilitating the work of ACLS in the following areas: Fundraising, School 
Liaison, Artistic and Cultural Events, Public Relations, Community Relations, Bylaw 
Revision, and Finance.  Bob Xiong proposed consolidating those subcommittees which 
may have similar missions.  After careful review the Board reached the decision to 
identify 4 subcommittees.  They are Community and Public Relations, 
Finance and Fundraising, Artistic and Cultural Event Coordination, and Bylaw 
R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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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and Mission 
Michelle Deng will lead the Community and Public Relations Committee.  This 
committee will work to make the greater Acton community aware of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classes available through ACLS.  Participating in local initiatives Like Earth 
Day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are two possible areas of interest to this committee. 
 
Yang Liu will head up the Artistic and Cultur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This 
committee will coordinat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Night in October, and the 
ACLS 5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which will be held during the winter. 
 
Xuan Kong will lead the Finance and Fundraising Committee.  The mission of this 
committee is to safeguard existing funds, file the paperwork the state of Massachusetts 
requires from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nd to take advantage of fund raising 
opportunities. 
 
Bob Xiong will head up the Bylaws Revision Committee. This committee will work to 
clarify the language in the existing Bylaws, and propose amendments which may be 
necessary because of the growth and expansion of ACLS.     

  
3. Website: 

The Board unanimously approved the upgrading of the ACLS Website.  
Approximately $2000.00 from the long term fund will cover this expense. 
  

4. Celebration: 
The Board discussed the upcoming 5 year anniversary of ACLS.  A celebration to 
honor this milestone will be held in February.  A motion was made to direct the 
principal to start planning for this event.  Details will be discussed, and appropriations 
from the long term fund will be made at the next meeting. The next meeting is 
scheduled for November 11, 2007. 

 
 

 
 
 
 
 
 
 
 
 

2007 年秋季新教师培训 
 
八月十八日，中文学校在 Acton 图书馆举行了

新教师培训活动。今年秋季的中文班级数比去

年增加了四个，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十三位

热心并富有经验的新老师加入到我们日益壮大

的教师队伍中来。这其中有许多老师都有过在

其他中文学校的教学经验， 也有许多老师在

过去一直在中文学校帮忙代课或做义工。 

 

教务主任史建英和副教务主任叶红首先欢迎各

位新老师加入到中文学校教师队伍， 感谢大

家为中文学校服务的热情。校长苟燕妮向各位

新老师介绍了我们中文学校的情况，从学校的

历史，学校的办学宗旨，学校的管理，到目前

学校的规模，中文课和文化课，并逐一介绍了

这一届的学校行政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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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位新老师作自我介绍后，建英逐一将下列

事项向新老师们作了详细的介绍与沟通。 

 

1. 教师守则以及维护租用的教室需注意的

事项； 

2. 介绍教研小组，教研小组组长，教学大

纲，以及教师之间的教学交流； 

3. 如何与学生家长沟通； 

4. 开学第一天的准备、计划，以及注意事

项； 

5. 介绍学校网站、教学资源、校刊及校刊

投稿； 

6. 介绍为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学

校将提供费用鼓励老师参加一些教研活

动， 包括校外的中文教学培训及交流

会议，配给替课老师鼓励去听其他教师

的课，以及配给各个教研组的活动经

费。 

 

大家都信心十足努力把中文学校的中文教学办

得更好。 

 
2007新学年开学典礼 
 
九月九日是艾克顿中文学校2007-2008学年开

学的第一天。把孩子们送进各自的教室之后，

家长们陆续来到学校大餐厅，参加今天的新学

年开学典礼。 
 
中文学校校长苟燕妮向到场的学生家长说明了

学校的结构和运作情况，介绍了学校的行政管

理人员、家长会和新换届的校董事会成员，分

别详细介绍了学校的中文课、文化课、讲座活

动和志愿者活动的情况。 
 
近200名学生家长和家庭成员及中文学校的董

事会和行政管理人员参加了此次开学典礼。典

礼结束后学校接待了赶来注册的学生和家长。

 
 

Communication between School  
and  WFCC Parents 

--Judy Holmes      
  

 On Sunday September 16, several FCC parents with other CSL parents attended a seminar at ACLS. 
Light refreshments were served and enjoyed.    This seminar was hosted by the ACLS Administration 
team, and chaired by Yanni Gou, ACLS principal. A few admin members attended including Vice 
Principal HanLan Liu, Dean Jianying Shi and Associate Dean Hong Ye. 
 
One of the first issues that arose from the parents was a concern about CSL only going up to the 4th level.  
The principal made note of this concern.   
 
A few questions were given for the parents:  we were asked if we would be interested in having a Chinese 
tutor for our kids, and if we were interested in having more interaction with Chinese families, especially 
around the Chinese Holidays.  Several parents nodded in agreement to these possibilities. 
 
Many parents recognized the dedication of the CSL teachers. A suggestion was made to have mor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SL students and the students in regular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in order to 
enhance learning.  The parent specifically mentioned a “Reading Buddy” model, where two students pair 
up and speak and read Chinese children’s books.  
 
The CSL parents were also invited to write articles for the school journal. Interested parents should 
contact Judy Holmes at judithh1@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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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OOOODD  SSCCHHOOOOLL  
RREEAALLTTYY,,   IINNCC..   

124 Main Street, Acton   Tel: 978.264.0900 

Acton: 24 Beth Circle, Acton.  2 bedrooms, 
1.5 bath, 1400 sf. Sought-after Beth Circle 
townhouses in north Acton. This well 
maintained complex of 21 units are all owner-
occupied. The unit has the best unit placement 
in the complex. It features new kitchen, newer 
hardwood floors and a finished basement. 
Easy commuter location. Walk to parks & 
shops. Move-in condition.  Offer at $309k. 

Acton: 6 Houghton Lane, Acton. Best deal in 
town, well below assessed value. 1. Cul-de-Sac 
nice family neighborhood. 2. Steps to schools & 
W. Acton Village. Easy commute to train, R2 & 
I495. 3. Almost like new interior & exterior, 
totally renovated top to bottom in 2004: new 
baths, gourmet kitchen w/ top quality granite 
countertop & stainless steel appliances, 
hardwood floors, roof, septic, french drain, new 
central heating, central cooling & hot water 
systems. Former police chief residence.  Only 
$500k! 

Bedford: Bedford single family rental.  3 
bedrooms.  Fenced yard.  Walk to Alewife T-
buses.  $1800/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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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起潮落 -九月时事回顾 

瓜农 

 
九月的波士顿虽然还不时地有骄阳如火的大热

天，但秋意已经一天天明显。太阳一落山，室

外就变得非常的凉；早上出门看过去，草叶上

都蒙着一层或薄或厚的露水。被暴晒了一夏

天、受浇水时限的制约无法充分灌溉、干得快

喘不上来气的草地，这时好像大病初愈，转眼

间就从枯干的焦黄变成了厚重的墨绿，衬着一

碧如洗的蓝天和大团大团金黄、嫣红、洁白的

菊花，满眼是一片生气勃勃的秋色。 

 

对于众多钟爱严肃音乐和歌剧的人来说，这如

梦幻般美丽的景色也同属于刚刚迈入天国的神

－本世纪最伟大的高音 C 之王帕瓦罗蒂。在 40

年的艺术生涯中，鲁契亚诺·帕瓦罗蒂以他丰

厚圆润、又如金属般明亮的音色和激情四溢的

演唱风格，征服了全球亿万歌迷，总共有超过

10 亿人次的听众欣赏了他演出的歌剧和演唱会

及录音、录像专辑；帕瓦罗蒂和多明戈、卡雷

拉斯联袂演出的“三大男高音”黄金招牌演唱

会，更是如流行音乐般风靡全球，《我的太

阳》、《今夜无人入眠》等成为男高音的经

典。不仅在古典音乐基础深厚的欧洲帕瓦罗蒂

深受爱戴，在以摇滚闻名的美国和民族音乐深

入人心的亚洲（包括中国），阳春白雪的意大

利歌剧在三大男高音的激情演绎下，展现出激

动人心的艺术之美，震撼了无数观众的心。虽

然他的离婚再婚及遗产分配风波多多少少影响

了他的形象，人们会永远记住这位身材魁梧的

大胡子，戴着他的招牌宽边帽和花披肩，用激

动人心的演唱使一首首经典歌曲迸发出太阳般

夺目的光芒，然后微笑着接受观众山呼海啸一

样的欢呼。 

 

另外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也同样让世人瞩目，只

不过是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时隔两年后的

本月初，本·拉登又推出了一盘制作精良的新

专辑，号召他的追随者们更加勇敢地打击美国

人，把美国大兵消灭在伊拉克。录像的用意自

然是要在美国纪念 911 事件六周年之际搅上一

局，提醒世界：基地人民仍然惦记着他们；内

容还是老套，但形式上却有新意：首先录像带

上为本拉登的讲话配上了阿拉伯文和英文双语

字幕－阿拉伯语是他的母语，字幕自然精准无

误；令人吃惊的是英语字幕同样准确、地道，

疑似由土生土长而又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操刀完

成。另外情报人员注意到，在录像带上拉登老

哥虽然还是那副坚定虔诚、老实巴交的模样，

他本来花白的胡子却变成了整齐的黑色。联想

到数年来老哥一直处于美国及盟国的追捕之

下，断不至于因为心情舒畅而返老还童，那么

胡子变黑的原因要么是染上，要么整个是假胡

子，情报人员进而认为他很可能已经离开了藏

身许久的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以前有

报道说拉登曾经处于美军搜捕分队的包围之

中，甚至跟美国兵擦肩而过，拉登更是几度陷

入绝望几乎要掏枪自杀。而美国兵最终无功而

返，看来他们对拉登手持 AK74U 短管冲锋枪、

头包缠布、花白长须的经典造型印象太深，一

旦拉登觉悟过来换了行头，美国兵面对一万多

个相似装束的当地山民，没有不眼花的道理。

拉登老哥继续他的自在日子，基地弟兄们自然

不闲着，差一点就让天天在伊拉克上演的爆炸

游戏在德国重现。继美国、西班牙、英国之

后，德国也在经历或几乎经历恐怖袭击后，全

民草木皆兵。反恐之路任重道远。 

 

西方各国饱受恐怖威胁的困扰，各处安全检查

人员整天如临大敌，看着谁都觉得有嫌疑；与

此同时，东方大陆上的一个大国和离她不远的

一个小岛间，隔海相望的两个政府唇枪舌剑、

相互指责，其暗流涌动之处给东亚地区及至全

球造成的影响，远比表面上的隔空喊话凶险得

多。 

 

继提交“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后，

陈水扁近日重申要举行台湾全民公投以显示此

举的合法性。阿扁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台湾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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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主义者和精明的法律工作者，知道如何在

法理能容忍的限度内作出最大的动作，“一边

一国论”、“防御性公投”、 “护照加

注”、“终统”、“教科书整改”、“台湾早

已独立论”等等都是他的作品。其实根本不用

什么“听其言观其行”，大陆政府明知阿扁是

什么人、他想干什么，早就放出了“台独即战

争”的狠话，又出台了《反分裂国家法》等着

套住他；但是眼看着他一次次地打出擦边球，

一寸寸地截断联系两岸的文化、法理纽带，大

陆却苦于抓不到明确的把柄，同时还要掂量两

岸的经济发展，琢磨美国刻意模糊的大陆台湾

政策，竟闹得绑手缚脚，除了继续喊话，给阿

扁戴上一顶“麻烦制造者”的帽子之外，没有

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反应和惩罚措施，被动、窝

心之极。阿扁显然受到了鼓励，在他即将卸任

及大陆冲刺奥运之际，决心要大干一把，推动

（台湾）全民“入联”公投。 

 

此举终于将大陆逼上了绝境。中央政府如果容

忍“入联”公投举行，等于是承认各地方政府

有权决定是否宣布独立；以中国现有的社会、

政治环境，这个先例一开，一夜之间就会有无

数的地方政府要求自决，中国顷刻间就会四分

五裂、土崩瓦解。“入联”公投结果如何并不

重要，举行公投本身就已踏上了《反分裂国家

法》划定的红线。即使没有大陆的强硬回应和

战争威胁，精明如阿扁者也不会预料不到，公

投举行之日，就是两岸兵戎相见、导弹落在总

统府之时。近六十年未经战火的东亚地区又将

烽烟四起，而随着美国、欧洲的政治和军事介

入，战争的规模和后果无人能够预料。这样的

预后显然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布什政府竟罕

见地没有继续其“战略性模糊”语言，而是清

晰地表明台湾不是国际间承认的合法政府，美

国不支持入联公投。阿扁却仍然嘴硬，一副

“将公投进行到底”的架势。无论这是阿扁不

惜一切代价也要台独，还是他又一次施展神行

百变功夫力挺民进党的总统选举，眼见着战争

一触即发而在两个核大国之间剑走偏锋，阿扁

若非旷世奇才，便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 

 

比起战争的危险，由美国次级房贷危机诱发的

席卷全球的信贷紧缩危机更加牵动老百姓的神

经。成千上万的次级房贷家庭面对远超他们负

担能力的房贷帐单，只能任由银行把房子收回

拍卖；银行对申请贷款者严加审查的结果是使

低迷的房地产市场雪上加霜；受房价下跌的拖

累，更多的家庭不能再把房子当作现钞提款

机，将选择捂紧腰包降低消费，而这又会进一

步拉慢经济增长……一环紧套一环的恶性循环

预期使得投资者信心大跌，全球股市大幅波

动，数家声名赫赫的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宣告

破产，成百上千亿的账面投资价值一夜之间灰

飞烟灭。 

 

面对纷乱的金融形势和升息、降息两个截然相

反的市场预期，以伯南克为核心的美联储在本

月作出了一个出乎大多数市场人士意料的决

定，不仅在时隔四年之后首次降息，而且一举

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降低了 0.5 个百分点，给

投资者送了一份十足真金的大礼。美联储的决

定无疑是给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宣布降息的

当天和次日，全球各大股市都抖擞精神，一扫

近来的颓废气象，井喷一般地上窜。这次美联

储的降息行为将挽救陷入危机的金融市场，把

美国经济从衰退的边缘拉过来；或者相反，此

举鼓励投资者的投机行为，不必要地保护了理

应破灭的经济泡沫，使次级房贷危机进一步渗

透进经济的更深层面，从而引起更大的破坏；

两种评论针锋相对，对错之分不久自会分晓。 

 

潮起潮落，河东河西，一幕幕悲喜剧，正在热

烈上演。 
 
 

 

 
 
（明明的画答案：方方指着帐篷里的土地说：“你们

看，外面的地上全是泥巴，可是这里面的土地是干的。

这个帐篷根本不可能是今天才搭的。” 
 
大卫和杰克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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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小吃  

Cantonese Eatery Take-Out Menu 
Yes - We deliver!  

Monday—Sunday Takeout & Delivery: 10:30am—9pm 

港式汤面 H.K Style Noodle Soup  

可选:河粉,米粉,蛋面,乌冬. Choice of : Ho Foon, Rice Stick, Egg  Noodle, Udon 

H1. 云吞面 Wonton Noodle ……………………  $5.00 

H2. 排骨面 Fried Rib Egg Noodle ….………..… $7.50 

H3. 叉烧粉 BBQ Pork Rice Stick ……..………..  $7.50 

H4. 牛肉粉 Beef Ho Foon ……. ………………  $7.50 

H5. 海鲜粉 Seafood Ho Foon …….. …………...  $8.50 

H6. 时菜乌冬 Vegetables Udon…… …………….  $6.95 

H7. 炸虾乌冬 Fried shrimp Udon …………….….  $8.50 

H8. 肉圆面 Meatball Wonton Noodle ………..  $7.50  

 
海鲜 Seafood (Shrimps size 21-25 per pound.) 

C15. 芥兰虾 Jumbo Shrimp w/ Broccoli .. $10.50 

C16. 什锦虾 Jumbo Shrimp w/Vegs …...…. $10.50 

C17. 蘑菇虾 Shrimp w/ Mushrooms ……... $10.50 

C18. *椒盐虾* Jumbo Shrimp w/Pepper . …... $10.50 

C19. 全家福 Happy Family ……………….. $11.95 

 
Combination of shrimps, chicken, beef & pork delicately balanced w. a variety of vegetables on our special sauce. 

 
 
 
 
 
 
 
 
 
 
 
 
 
 

124 Main St. (Rt. 27), Acton, MA 01720 

Tel: (978)264-1900; Fax: (978)264-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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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文电视连续剧的看法 
陆海文 

 
 我看过不止一部中文电视剧。我非常喜欢这些连续剧，但是我发现它们和美国的电视剧有

很大的区别。我 爱看关于现代年轻人爱情故事的电视剧。我觉得中国电视剧的特殊点在这些爱

情故事有明显的历史背景。它们的情节对我来说是 有意思的，而且我也觉得它们和现在中国的

社会情况也非常有关。 

 

 我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留学了四个月。在中国的时候，我可以一边看电视剧，一边把我看

到的内容和真正中国人的想法和表现比一比。我 近看了两个很有意思的电视剧：《王子变青

蛙》和《剪刀石头布》。 

 

 当我看《王子变青蛙》时，我发现中国的电视剧比美国的保守多了。对电视剧里的人物来

说，连一个吻都特别禁忌。中国大部分的电视剧都是这样的。关于爱情方面，剧里的人物会常常

想来想去考虑很多问题以后才慢慢地开始谈恋爱。同时，这些电视剧只会有关于情感方面的爱情

故事。性方面的事情从来都不会提到，除了偶尔有关于怀孕的笑话。和这个相反的就可以说是美

国的电视剧。在这里，爱情故事少不了性的话题和表现。当然，这可以说是因为美国的社会本来

就比中国的开放多了。这样的社会区别可以在电视所播放的内容里看出来。 

 

 我觉得美国的爱情电视连续剧都蛮真实的。我常常会和电视上的故事有相同的或类似的想

法和经验。可是中国的爱情电视剧就常常不一样了。他们平常都会包括一些很难相信的情节。很

多台湾和韩国的电视剧的男主角都会是一个放荡公子。他常常会有一个和他一样帅，一样有钱，

和他在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他们两个在社会里可以算是完全平等的。在电视剧里，他们两个通常

会爱上同一个女孩。大部分的时候，这个女孩很有魅力，但是

也很单纯，而且家里和他的两个追求者来比可以算是很穷的。

常常，她的家人只是开个小店或者卖卖面条而已。在我看来，

这个情节很难让我相信。虽然听起来简单，这个故事有很多的

问题。一个没有钱，而且缺少规矩的女孩，不但能遇到这两个

又富又帅的男生，而且能让他们两个同时爱上他，是真正生活

里特别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就算他们爱上了她，他们的

家人愿意接受这个女孩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觉得如果

这些电视剧里的情节是关于三个在社会里相等的人，两男一

女，这个故事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的可能性会增加很多。当

然，虽然这些电视剧的情节稍微假了一点，我还是特别喜欢看

它们。 

 

 《王子变青蛙》的情节就是这样的。这个电视剧里有三

位主角。他们是禅均号，栩子牵，和叶天愉。均号很有钱，是

一家宾馆公司的 CEO。在他的生活中，工作和公司比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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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爱情 – 都重要。很多人都因为他的贪心的表现和精英主义而恨他，天天等待他衰落的那

一天。均号已经有了一个未婚妻，但是他完全没有真心真意地爱上她。他的未婚妻是他的父母一

直喜欢的女孩，所以为了他们，他才答应和她结婚。说起来，均号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坏人。虽

然他表面上显得很缺少情感，他其实有一个充满爱情的心。 

 

 正好在均号要结婚的那一天，恨他的人使他出了一个车祸。醒来以后，发现均号有了健忘

症，忘掉了他一辈子发生的一切。在这时候，他遇到了叶天愉。天愉的家里没钱，所以她懂得钱

到底有多么重要。同时，为了钱，她什么都愿意做，什么谎都愿意说。有些人觉得她是一个爱钱

的小骗子。其实，她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她的家人好。天愉是一个单纯的，深思的，很会体贴人

的女孩。可是说到 后，她还是想和一位有钱人结婚，因为她知道没有钱的生活有多困难。正

好，在这时候，她遇到了均号。忘记一切的均号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他变得很友好，成为一

个富有慈爱精神的人。他很快就爱上了天愉，可是他还有一个一直在寻找他的家和未婚妻。当他

们终于找到他以后，把他带回他真正的家和他的宾馆公司之后，他不但记不住车祸以前的一切，

而且还忘不掉他心中的新的女主角－天愉。在他家人和朋友正要发疯的时候，均号又出了一个车

祸。这次，他又有了健忘症，但是他想起了第一个车祸以前的一切，而忘掉了他和天愉在一起发

生的事情。 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始慢慢地想起他这几个月里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决定和

天愉在一起过一辈子。 

 

 这个故事很难让我相信。首先，一个人会那么巧地有两个一模一样的车祸是不可能的。第

二，车祸发生以后，均号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后来的个性和以前的个性真是一点相同点都没有。

还有， 后他的家人接受他和天愉结婚的消息也是不太可能的结果。均号和他的家人负责台湾

有钱的一个公司。天愉的妈妈只有一个破破烂烂的面条店。他们两个人的家庭差别实在是太大

了。均号的家人不可能愿意让他和一个那么关心钱，而自己不会挣钱的天愉过下去。当然，虽然

我相信不了这个电视剧的情节，我还是特别喜欢看《王子变青蛙》。虽然假，很多中文的爱情故

事都是这样的，很难相信，但是特别有意思。 

 

 台湾和韩国的电视连续剧常常都是关于爱情的。这并

不稀奇，因为在我们人生中， 重要的事情就可以说是爱情。

大家都在寻找我们心目中的爱。在我们生活的所有的方面上，

爱情总是领先的。没有爱的生活可以说是没有意思的生活。所

以，这些电视连续剧没有办法让它们的情节缺少爱方面的故

事。观众看了这样的电视剧以后，可以把他们自己的爱情生活

和电视上的情况比一比，让他们看一看人家在爱情方面的经

验。我 喜欢看中文电视连续剧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我对这方面

的题材特别有兴趣，所以我觉得它们的爱情故事总是特别有意

思。 

 

二○○七年三月八日   

 

 

作者简介：陆海文，4岁从大陆来美，现美国某著名大学三年

级学生。本文是她在中国短期留学时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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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篷纠纷 
 
方方喜欢破案，一心想当个小侦探。星期六下午，方方正在沙发上津津有味地看一本破案

小说。突然，门铃响了。方方一开门，看见她的邻居小明站在门口，满身都是泥巴，正在

哭呢。方方马上关心地说：“小明，请进！你干什么了，把衣服搞得这么脏呢？” 
小明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上星期我过生日，爸爸妈妈送给我一个帐篷。我把帐篷搭在

河边，准备请朋友们一起去过夜。可是上星期每天都下大雨，我们没法去。我刚才去检查

帐篷，只见大卫和杰克正在里面玩呢！我很生气，要赶他们出去，可是他们就是不走，还

把我推倒了！” 
 
“大卫和杰克？又是那两个捣蛋鬼！别哭，别哭，让我来帮你！”说完，方方就跟着小明

去找那两个大孩子评理。 
 
小明领着方方来到了小河边。因为前几天不停地下雨，所以满地都是泥。方方的旅游鞋一

会儿就弄脏了。不久，他们来到一个蓝色的小帐篷前，听到里面有人的说笑声。方方拉开

帐篷的门，看到大卫和杰克坐在地上正在打牌。大卫和杰克又高又壮，他们经常欺负小区

里的小朋友们。方方可不怕他们，她大声对两个男孩子说：“这是小明上星期搭在这里的

帐篷。你们俩凭什么来捣乱？” 
 
“他的帐篷？呵呵！没听说过！”杰克不高兴地说，“这可是我们俩自己买的帐篷！对

吧， 大卫？” 
 
“对呀，”大卫也阴阳怪气地说，“我们昨天刚买了这个帐篷，今天把它搭在这里玩， 
费了好大劲儿才搭起来了。我们早上正玩得好着呢，从哪儿跑来这么个小毛孩儿说是他的

帐篷，还想跟我们打架！” 
 
“我没想打架，”小明生气地说，“是你们把我推出去的，搞得我满身都是泥！” 
杰克很不耐烦地说：“没那回事儿！你自己转身出去的时候跌跌撞撞摔倒了，我们根本没

动你。” 
  
方方四处看了一下说：“别撒谎了，我能证明这个帐篷肯定是小明的。” 
 
朋友，请你好好读故事，动脑筋，想一想，方方怎么能证明帐篷是小明的？ 
 
 (答案请在本期内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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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 A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教师：靳宏 

 

在中国过暑假 
周婕 

今年的暑假，我和妹妹去中国上海看爷爷奶奶
和外公外婆。上海是一个很大很美的城市，她
发展得很快，有很多高大的楼房和四通八达的
地铁。 

 

在上海，我们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住在一起，
他们带我们去玩了很多地方。外公外婆带我们
去了动物园，在那里我们看到很多动物，我最
喜欢的是猴子，它们看见我们，马上就过来讨
吃的，可爱极了。 

 

妹妹过十一岁生日的时候，爷爷奶奶带我们去
了南京路新世界。我们赢了很多长毛绒玩具和
好看的橡皮。我还玩了滑板，这是勇敢者的游
戏。我们玩得很开心。 

 

在中国过暑假真高兴啊！ 

 

中国 
李欣怡 

今年夏天我去了中国。我先去了杭州，看望我
的奶奶，也祭拜爷爷的墓地。 
 
然后我去了济南，住在姥姥姥爷家里。我去了
很多公园，还喂了鸽子。 
 

最后我去了北京，住在妈妈的朋友家。我们去
了很多餐馆，还去了著名的天坛。中国真好
玩！ 
 

Camp Takodah 夏令营 
袁梦晗 

今年夏天我去了 Camp Takodah  夏令营，在那
里住了两个星期。我在夏令营游泳、打网球，
还上了射箭课。我的一个朋友也去了。 
 
我们在一个湖里游泳，每个人都要上游泳课。
下课后也能游。网球很容易，但射箭很难。 
 
我还用放大镜在木头上画画。拿一片木头，然
后再拿一个放大镜放在木头前面。太阳光通过
放大镜，就会在木头表面形成一个很亮的白
点，很快木头上就会烧出一个黑点。移动放大
镜，黑点就连成了线，这样就能画画。 
 
我觉得夏令营很好玩。 
 

CTY 夏令营 
陈怡 

今年夏天我去了一个叫 C.T.Y（Center for 
Talented Youth）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在 Mt. 
Holyoke College。我在那里住了三个礼拜。 
 
夏令营里的学生是从全世界来 CTY 的，我们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都上课。每个人都可以
自己挑选课程。 
 

今年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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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了一门课叫 Data & Chance。这门课很好
玩 － 我们用图表统计数字，用游戏的方式来
学习。我们还做了一个每年的开支预算的挂
图。每个星期五有一个社交活动，星期六和星
期天有其他活动，有时是 Carnival，有时是
Water Fun Days。 
 
我在 CTY 里有好多朋友，我也有一个室友。
CTY 的饭菜很好吃，有中国菜、意大利菜和
美国菜。最后一天的时候我都不愿意离开那
里。CTY 很好玩！ 
 

北京夏令营 
邝凯菲 

今年夏天我去了一个北京的两个星期的夏令
营。在那里我跟我的朋友住一个房间。 
 
这个夏令营的主题是舞蹈，我们学了朝鲜舞和
蒙古舞，教我们的老师是从中国各地请来的。
我们在地坛公园表演。我们还参观了长城、颐
和园、中央电视台电视塔和民族文化宫。我很
喜欢这个夏令营。 
 

北戴河 
赵可奇 

今年夏天我去中国的北戴河玩了两天。那里的
海滩很大，水很蓝，但是有点冷。我游了泳，
也玩了水，在海滩上把自己埋在沙子里，很暖
和，也很好玩。我还在沙滩上建了一个城堡，
但最后它被海浪冲走了。 
 
我还去了广州，那里也很好玩。我喜欢中国。 
 

 
 

白山 
孙瑞 

暑假的时候爸爸说要带我们去白山玩，我听后
非常高兴。8 月 11 日早上，哥哥开车载着我们
全家六口人去白山。 
 

在山下我看见一百五十年前造的火车，火车头
推着车厢沿铁轨慢慢往上走。整个车厢都是倾
斜的，我上车后，都要斜着站才能站得稳。 
 
到了山上，我感觉像站在云上，彩虹在下面，
很漂亮，但风很大。我们随车下山。 
 
太阳落山了，向窗外看，天边五颜六色的云真
好看啊！ 

北京 
王潇 

今年我去了中国旅游、探亲。在那里我爬了长
城，去了天安门，还照了艺术照。在北京我住
在三大妈家里，奶奶和表哥也在那儿住。 
 
我跟我的邻居丁一蕾一起爬了长城。在长城上
有好多人卖葫芦丝、帽子、扇子等等。爸爸给
妹妹买了一把扇子，给我和丁一蕾各买了一个
玩具。妈妈也给我们买了一些东西。 
 
我跟表姐小雪一起去了天安门。在那里表姐告
诉我谁是中国第一个总统，我有的时候把毛泽
东说成邓小平。我不知道为什么天安门上的旗
子不是中国国旗，而只是红旗。 
 
我和妹妹一起照了艺术照，还有一些合影。妹
妹照了一个美人鱼，我照了一个格格像，都很
漂亮。 
 

 
海滩 

胡茜茜 

夏天里，我跟爸爸妈妈去 New Hampshire 的
New Berny Port 海滩去玩。在海滩上我吃东
西，用沙盖城堡，也去玩水。 
 
可是一会儿就有一大群虫虫飞来咬我们，痛死
了！我们只好搬地方。又过了一会儿，开始打
雷、下雨，我们跑到城市里去了。 
 
在城里爸爸给我买了一个冰淇淋，很好吃。然
后我高高兴兴地跟爸爸妈妈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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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佳夏令营 
殷博文 

今年夏天妈妈送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到北京一个
叫汇佳的夏令营。汇佳是北京一所很好的学
校，我和朋友的妈妈给我们每人交了 2000 多
美元的学费才能进汇佳。 
 
我到了汇佳就觉得这个学校非常大，学生可以
在这里从小学一直上到大学。在汇佳的第一天
我就交了两个朋友，他们是从新加坡来的。每
天有不同的活动，有些天打高尔夫球，有些天
踢足球，还有些天到天安门广场和长城。汇佳
的食物很好吃，老师也带我们到学校餐馆去吃
饭。在汇佳我交了很多朋友，我很喜欢这个学
校。 
 
明年我还想去汇佳，参加夏令营的活动，长知
识，长身体。 
 

划船 
陈筱竹 

暑假的时候我做了很多事，但我最喜欢的就是
去划船。 
 
那天我和我的朋友 Lydia 一起坐了快一个小时
的车，到了划船的地方。我们开始排队，队走
得很慢。最后我们走到前面的时候，一个管理
人员走过来帮我们穿上救生衣。我们一人拿了
一支桨，就上船了。 
 
我们的船很重，所以我们用了很多时间才把船
划出来。划了一会儿，我们看见了一只美丽的
白鹅。 
 
划完了船我们又坐车回家，真好玩啊！ 
 

墨西哥 
刘东 

这个暑假我去了墨西哥的 Cancun 度假。我最
喜欢的地方是 Scaret，这是一个很大的海边公

园，有沙滩、礁石，还有很多动物和热带植
物。 
 
我们在海湾里潜水，看到了很多各种颜色、各
种形状的鱼，十分有趣。我们还去了水族馆，
看到了乌龟、鲨鱼和海豚。我们也在地下河里
游泳，水很清，很凉爽。我们顺着河水在溶洞
里漂流，可好玩了。晚上我看了墨西哥民俗表
演，非常好看。 
 
我们在 Scaret 玩了一整天，还有一些地方没有
玩到。下次有机会去墨西哥，我一定会再去 
Scaret！ 
 

纽约 
蔡凯文 

我在暑假里过得很高兴。今年 8 月份我去纽约
旅游，住在妈妈的朋友家里，她的两个儿子跟
我们一起玩。我们参观了自由女神像、证券交
易所、动物园、时代广场、帝国大厦、联合国
大楼、中央公园和中国城。我希望再去纽约
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