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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首甘为孺子牛
校长  刘汉兰

牛年到来，一直琢磨着用怎样一句短语贴切描述两年半来

在艾克顿中文学校共事的许许多多自愿者，几天前浏览当地中

文报刊一篇文章概括与牛相关的词语，发现俯首甘孺子牛这句

短语最为恰当。

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快（也许飞字更合适）速发展从学校诞

生时 216 名中文课学生，226 名文化课学生到五年后 2008 年秋

季 562 名中文课学生，370 名文化课学生，是与数不清的自愿者

包括老师，家长，家长会成员，校管理人员他们的奉献精神，

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分不开的。最近在以家长会策

划，家长会成员杨钦钊总导演的中文学校 2009 春节歌舞茶话晚

会上，我深深被那种一呼就应，群策群力，为这次晚会成功近

百名自愿者奉献精神所感染， 同时也培养了一种信心，艾克顿

中文学校有这样一支自愿者队伍，我们就有能力迎接任何困难

和挑战。

许多来中文学校的自愿者服务多年，勤勤恳恳，犹如老黄

牛。去年五周年校庆，就有 28 位自愿者荣获艾克顿中文学校持

之以恒奖，今年在学期末教师答谢会上又有 8 位自愿者荣获艾

克顿中文学校持之以恒奖，他们是孙颖老师，谢良玉老师，徐

静老师，校管理人员蔡国红，邓敏，陈鸿祥，袁力，和项开华，

这些自愿者在艾克顿中文学校累计服务至少 4 年。陈鸿祥是我

们中文学校第一任校长，一直在学校服务，上星期还帮行政管

理团队注册 2009 年春季学生， 这个奖其实是对他五周年校庆的

补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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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大家读过中文学校五年来校刊有何同感，所有与中文学校有关的纪实文章其实都洋溢

着“甘“为中文学校服务(volunteering), 不求回报， 虽苦犹“甘“的主题和精神。这种“甘“

为中文学校服务的精神与艾克顿中文学校自愿主旨紧紧相通， 倡导这种精神是艾克顿中文学校

持续性的发展的奠基石。做校长半年来，一个问题常常围绕着我：“艾克顿中文学校办校为什

么这样成功，有哪些成功的因素“， 虽然答案有很多，但我认为有几点不可少：热爱(passion), 

自愿(volunteering), 奉献(dedication), 赞誉(recognition), 和多元化(diversity)。

希望所有中文学校的家长和所有关心和热爱艾克顿中文学校成长的人们继续沿着垦荒者开

拓的道路，用牛劲，用垦劲，为艾克顿中文学校再开阔一片新天地。也仅此衷心祝福所有中文

学校的家长和所有关心和热爱艾克顿中文学校成长的人们，在新的一年里学习更牛， 工作更牛，

身体更牛， 财富更牛， 生活更牛， 全家老老少少都牛， 牛气冲天，万事如意！（引用 2009

春节歌舞茶话晚会上校长新年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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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的冬日，火红的联欢
--记艾克顿中文学校2009春节歌舞茶话晚会

芶燕妮

位于波士顿西郊的艾克顿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小镇，在严寒的一月天也不例外。镇

上以及学区的活动占据了艾克顿中文学校所在的初中、以及艾克顿-博思宝路高中的元月份的

每个周六，艾克顿中文学校只好把 2009中国新年联欢活动办到了艾克顿往西十多英里的哈佛

镇的博朗菲德高中。组织者在筹备的时候一直担心联欢会的地点会影响到参加的人数，然而

600多张票在两次中文学校开课的日子便售罄一空。

元月十七日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好几场大雪之后零下的天气让人只想待在家里，没

事便不愿意出门。然而博朗菲德高中从下午三点起就热闹起来，前来彩排、走场的演员们和负

责各项活动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大厅、走廊、饭厅、教室象夏天一样暖洋洋的。

这次春节联欢活动采用歌舞茶话的形式，意在举办一次高质量大规模的艾克顿中文学校

的社区晚会，让男女老少同乐、欢欢喜喜过年。活动安排有歌舞音乐欣赏、精美点心共享、聊

天卡拉自娱、以及灯谜游戏抽奖。

歌舞晚会由活跃在波士顿地区舞台上的节目主持人沈心

焯和黎希萌主持。七时三十分晚会开始时，六百五十多人的

博朗菲德高中礼堂座无虚席。喜洋洋小乐队奏响了优雅温婉

的《苏堤小调》，带来了热火朝天的《幸福年》，这些有专

业水准的演奏者们吹拉弹配合默契、圆融和谐。开场乐后，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长刘汉兰笑容可掬地给了大家一个“牛气

” 冲天、极富幽默感的牛年祝词，希望大家 “学习更牛， 工

作更牛，身体更牛， 财富更牛， 生活更牛， 全家老老少少都

牛” 。。。等绛红色的幕布再度拉开，著名指挥家乔万钧引

领着由艾克顿中文学校合唱团、安多福中文学校合唱团、世

纪中文学校合唱团及黄河合唱团组成的北美合唱团再度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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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势宏伟、浑然一体的专业合唱水平震慑了观众。在《天路》和《快乐的聚会》余音绕梁之际，

家长会会长李福根把观众的情绪调动到了对精彩节目的赞许和对后面节目的最佳期待状态。而

事实的确没有让观众失望，节目个个精彩、样样好看, 不是春晚胜春晚！

艾克顿中文学校资深文化课老师朱碧云的儿童舞蹈

班以及碧云儿童舞蹈团的小朋友们，身穿鲜艳的民

族服装，带着天真和童趣表演了《红苹果》和《春

天来了》。七年级学生王潇让观众在琵琶声中领略

了《阳春白雪》的明丽脱俗。艾克顿阳光舞蹈团的

十几位漂亮妈妈们舞出了《茉莉花》的芬芳柔美和

诗情画意。功夫老师、高中十一年级学生李凯闻武

艺出色，在铿锵有力的《男儿当自强》中身剑合一，

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观众席上掌声雷动。

接着，国家级专业演奏家艾克顿中文学校二胡老师

高宏伟表演了脍炙人口的二胡独奏曲目《葡萄熟了》。高老师以其精湛的技艺拉出了浓郁的新

疆风味，既清新优美又热烈奔放。艾克顿社区的女高音歌手李艳在喜洋洋小乐队的伴奏和天使

舞蹈队四个英姿飒爽的九、十岁小女孩子的伴舞中，给

观众带来了有浓烈京剧韵味的甜美深情的《故乡是北

京》。节目主持人沈心焯在著名扬琴演奏家李平的扬琴

伴奏声中用极富感染力的朗诵把观众的情绪带入了苍茫

的大海和大海上勇敢飞翔的不畏狂风暴雨的《海燕》。

天使舞蹈团十二、三岁的少女们以二胡为道具表演了京

韵十足的《舞动的琴弦》，展现了美轮美奂的青春魅力。

在波士顿地区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段小毅深情款款的《在

那遥远的地方》和气势磅礴的《长江之歌》声中，晚会

进入了高潮。

真可谓歌美、人美、舞美、服饰美、音乐美，让人美不胜收。

演员们登台谢幕之后是幸运抽奖。美酒、奖券

和最大奖 i-pod让大礼堂里观众的气氛更加热烈欢

畅。散场之后，人们涌向了张灯结彩的大食堂。十

多位志愿者们在中文学校前总务主任姚小菊的带领

下，很有次序地分发精美可口的各式蛋糕、芝麻球

和鸡尾虾。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边吃边聊、说

说笑笑。由前教务主任简建华负责的卡拉 OK开始

集聚社区的歌坛高手们，或民族或通俗，或凄婉或

嘹亮地劲歌。让人们在饱口福之余再饱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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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家长们带着孩子们在走廊里和活动室里玩各式游戏。游戏节目由前中文学校校长

李劲冬总负责。她和中文学校数学课老师鲁志东和文化课老师刘晓阳以及其他家长志愿者们一

起为家长们准备了 450条字谜，16道数学题（据说数学是锻炼思维的体操，可得经常让脑筋多

活动活动）；为孩子们准备了 80条英文字谜（您千万别以为字谜是中国人的专利），60条英

文数学题。准备这六百多条工整的字谜得花多少功夫啊。 这些红纸条和中国灯笼以及五颜六色

的彩带一起装饰了大厅和活动室。同时，由文化课老师满霞负责的中国画展为节日增添了高雅

浓郁的文化气氛。前文化课老师张善继贡献了两幅力作《万里霜天竟自游》和《笑傲江湖》。

前文化课老师、著名画家满征贡献了十幅精美大作 《雍容华贵透春芳》、《迎春-红梅》、

《云薄月徘徊》、《竹子》以及《碧海渔乡》等。

语文课老师吴利宁，董事会成员周玲雅以及几个

十四、五岁的大孩子们组织了很符合小朋友口味的、

让他们玩得不亦乐乎的游戏，比如数独（Sudoku），

扔沙包，套圈，扔乒乓球，钻杆，捏面泥，踩石头过

河等等，吸引了各年龄阶层的孩子们。活动室里热闹

非凡、笑语喧天。看着三、四岁稚气未脱的小孩子小

心翼翼踩石头过河的认真相，让人忍俊不禁。孩子们

排队玩游戏，然后拿到奖票，再去领奖台领奖。那些

小绒娃娃和小礼品让他们兴奋得不得了。十一点晚会

结束的时候很多孩子都不想回家呢。

这次春节歌舞茶话联欢会是艾克顿中文学校在继成功地举办两届艾克顿中国民族音乐舞

蹈之夜和五周年校庆之后的又一次成功。它充分展现了艾克顿中文学校承办大规模、多功能、

全方位社区活动的实力。

这次活动的总策划是艾克顿中文学校家长会成员杨钦钊（Jeff）。Jeff 能歌善舞，有很好的

艺术感觉和组织活动的能力。他的很有创新意识的晚会构想得到了家长会成员以及参加组织活

动的家长志愿者们的支持。

资深文化课老师王泽鸣担任舞台总监，统

管全局。文化课主任左国英负责场务工作，颇

有舞台经验的马燕和副校长王建国负责灯光音

响。学校行政管理团队成员邓育红、叶红等负

责装饰工作。前校刊主编袁力再次负责宣传海

报和舞台背景的设计。以邱敏为首的五、六位

巧媳妇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终于剪出了设计

师所要的雕花壮牛、宽叶花瓣以及大红灯笼。

这次的舞台布景以红黄颜色为主色调，展现了

中国剪纸艺术的精美，让人赞不绝口，总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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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不负有心人呵。节目单由第一任校刊主编陆青负责。家长会会长李福根负责售票工作，家

长会成员马东海负责安全工作, 家长会成员苟燕妮负责协调工作。而关键性的经费来源（广告

捐款）则由前董事会会长刘玉明负责。多家公司、餐馆和个人对这次活动给予了热情的支持，

特别是 pandahome.com. 

瑟瑟冬日因为中国新年的联欢而充满了春的希望和夏的热烈。艾克顿中文学校如大熔炉

般聚集了人气更凝聚了人心。在除旧迎新的时候她将迎接她的六岁生日。让我们在吉祥的新年

祝福里为她燃亮六根蜡烛，烛光里志愿者们的爱心和热情在升腾。。。他们的无私奉献和家长

们的热情支持让艾克顿中文学校社区火红火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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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有限 爱心无限
--为焦旺旺家庭募捐小记

邓育红

Tufts 大学营养研究所焦旺旺博士于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不幸被癌症夺去了二十九岁

的年轻生命。他的去世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悲痛，也使这个家庭陷入困境。我认识焦旺旺时间

虽然不长，但他乐于助人的品格，谦和低调的为人和静水深流般的气质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

的印象。为帮助这个不幸家庭渡过难关，我为旺旺家庭募捐的想法得到了刘汉兰校长的积极支

持和响应，她决定将募捐作为中文学校的一项活动并发出了为焦旺旺家庭捐款的倡议书。

捐款活动在中国农历大年三十（1月25日）如期进行，活动虽然历时短短三个小时，但

家长和老师们捐款的热情和踊跃捐款的场面让人感动和难忘，大家为焦旺旺的英年早逝而惋惜，

对他正在读书的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双胞胎儿子表示出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一个家长一次捐

款$300.00，还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把学校刚刚发的新年红包捐了出来，不论大家捐多捐少心

意却是一样的。有一个家长在捐款时深情地说；就冲着焦旺旺去世的前一天最后一张与家人的

合影我也要捐款，他在病危的情况下还能以如此顽强的毅力坐起来与家人合影让人感动。募捐

活动结束后，由中文学校财务主任阮静点验了募捐款，一共募得$2431.00，其中收到支票

$2095.00，现金$336.00。

1月31日上午，阳光明媚。我们去了焦旺旺位于 Malden的家中，见到了旺旺的妻子杨蕾

和那对可爱的双胞胎。刘汉兰校长亲手将这笔凝聚着 Acton中文学校家长和老师们爱心的捐款

交到杨蕾的手中，希望杨蕾从悲痛中走出来，坚强地活下去，把学业完成，把孩子抚养长大，

并表示 Acton中文学校会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杨蕾对帮助她和孩子们的所有朋友表示了深深

的谢意。在同杨蕾的交谈中我们得知，孩子将由老人带回国抚养一段时间，她将继续完成学业。

临别时，我们同杨蕾一家合了影。

在清华校友王英的提议下，中文学校于2月1日下午又一次组织了募捐活动，在王英的帮

助下，募捐活动顺利完成。这次共募集到捐款合计$453.00，其中支票$380.00，现金$73.00。这

笔捐款将会尽快送到杨蕾手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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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有限，爱心无限。这些饱含着大家爱心的捐助，将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带来生存的力量，

同时也将在精神上给予最大的支持，使他们深深地感受到，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并不孤独，

而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爱心的大家庭里。

在此对参与组织和帮助捐款活动的邓歌京，龚欣，王英，王雨辰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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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王晓鹂

这次回国，诸事顺心，唯一遗憾的是未能回到老家的小山村去给奶奶扫墓。原计划带着两

个孩子去的，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只好在家里对着遗像上香磕头了。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度过的。在我的印象中，家是一座老宅，两层

木质楼房，有东西厢房，坐西朝东，灰瓦屋脊青石屋檐，尺高的石条砌成的台阶之间，是两个

小小的花圃，黄灿灿的金丝莲、粉蓝的喇叭花、各色的大理花、月季、菊花随着季节依次开放。

院墙外紧挨着是两棵苹果树，一棵桃树，一株钻天杨，再前是一片小小的园子，三边依次种着

一株花椒 、一株核桃、一株酸梨树，地里依时令种小白菜、韭菜、黄花菜和豆角。至今记得，

夏日里天长暑热，往往会做晌午饭，揪一把鲜嫩的椒叶、放几瓣野生的小蒜在酸菜汤里，香气

扑鼻，滋味无穷。大门斜前方有两棵大梨儿树。往右转，在西厢房背后，有两棵高大的甜梨树。

那时年幼，只记得正楼作储粮纳柴用，上有两门两窗，楼梯在卧室里，常常门窗紧闭黑乎

乎一片，没别的事不会轻易靠近。若要上楼取柴禾，必定姊妹几个一起去，独自是不敢上楼梯

的。当然，这也有好处，我们小孩经常在麦草堆中窝酸梨儿，大人们是不知道的。关于正楼最

美好的记忆，是一次随奶奶上楼取东西，开了楼门，望出去是对面山岭，通往城里的山道看得

清清楚楚。正是黄昏时候，村里炊烟四起，夕阳的余晖涂亮了鳞次的屋顶，天空透亮如水。刹

那间，心里充满了模糊的喜悦和自豪：我的父亲在山那边的城里工作，总有一天，我也会沿着

那条山道去城里。——去城里是那时最大的梦想。几年后，随父母迁往城里时，果真满心欢喜，

没有丝毫离乡背井的惆怅。

西厢房住着伯父一家，我们住东厢房。东厢房的楼上是家里的储藏室，米、面、油、调料

以及正月里的腊肉、包子、花卷等等都放在那里。那也是对我最有诱惑的地方。每次奶奶上楼

都会毫不迟疑地跟着，期望能得到一块肉臊子或半块饼，就是什么都吃不到，哪怕看看闻闻也

是欢喜的。——生活的困难，在我就是这点记忆了。楼檐上有鸡窝、鸡架，常和姐姐们抢着去

捡鸡蛋，也常被西天的云彩吸引了目光。有时在院子里玩，抬头望见湛蓝湛蓝的天空，没有一

丝丝云彩，仿佛就搭在房顶上。那是记忆里最清澈最美好的天空。那时村里还没通电，晚上摸

黑去玩的时候，总是等不及月亮出来。记得秋收的一个晚上，帮二伯父家收麦草，白天刚碾过

9



No. 56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 九年一月〇〇

麦子的新草，还留着熟麦的清香，软软的，在月光下泛着微微的黄色。那晚的月色真好！莫非

是十五？路上的每一个坑坑洼洼都看得一清二楚，连房屋拐角和树下的阴影也不那么黑暗，反

倒有了某种虚幻飘渺的美丽。那也是记忆里最明亮的月光了——自从进了城，仰望夜空时，再

也没有了繁星密布的景象。

对老宅的记忆是和奶奶联系在一起的——就在新屋建成的那年腊月初八，奶奶去世了，没

来得及搬进新居。对奶奶的记忆是和她那件黑色大襟外衣联系在一起的。印象中，奶奶盘发，

缠一块黑纱包头，常年穿一件黑色棉布大襟外衣，右扣，第一个钮扣上系着一块白色手绢。小

脚，裤口扎在绑腿里，干净利落。她的衣襟是百宝盆，也是我们的避风港。她常常会出人意料

地从衣襟里摸出半角饼子，一块土豆，一颗水果糖，一个梨、苹果、核桃、桃子、杏，一截黄

芪、党参、荠荠根或者一把草莓什么的，随时塞在我们手里。我们是她忠实的跟屁虫，无论她

去哪里，都会磕磕绊绊地跟着，哪怕上茅房，也要拽着衣襟一起去。忙的时候她也急，轻声呵

斥：“让开，我的小娘哎！”冬天，我们常常偎在奶奶怀里晒太阳。我最年幼，缠着她的时候

也最多。夜里都抢着跟她睡一炕，贴着她的后背，感到无比的安心。

奶奶不识字却识大理，对人热情慈爱，年纪辈分都高，亲房邻居有什么事都习惯讨她的主

意，婆媳妯娌有什么矛盾也找她排解，就是新嫁娘想家也喜欢说给她听。记忆里，她总是笑着

的，皱纹一道一道排在额角，像盛开的金丝菊。奶奶高寿，活到八十三岁，却不幸守寡四十余

年。爷爷病逝时父亲才六岁。四十多年来，她一个女人家，从早到晚忙出忙进，把孩子们拉扯

大。为了逃避兵役，把二伯父过继给了三爷爷，三伯父过继给了四爷爷。为此，奶奶过世后，

连夜赶来的三伯父号啕大哭，以头抢地，说奶奶把他给了人，归西时也不等他回来。其实，奶

奶最自豪的就是这几个儿子了。她常满足地说：“我的儿子都是干部。”听见车喇叭进村便说：

“是我儿回来了吧？”也常在过年的时候给我们吩咐喜话：“我娃长大了当大干部！”对她而

言，“干部”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大干部”就更了不起了。

父亲们长年在外工作，总在年节里才回来，因此，一进入腊月，奶奶有空就去村口转悠，

常常望着山道念叨：“怎么还不回来？怎么还不回来？！”若真的看到人来，听声音是父亲他

们时，便兴高采烈，对我说：“快去，跑回去给你妈说！”我便飞奔回去再飞奔回来，依旧拽

着奶奶的衣襟，等父亲们从沟底上来。我的兴奋不仅仅因为父亲他们的归来，还因为终于可以

吃到奶奶为他们留下的核桃了！那些核桃，装在一个小布口袋里，奶奶密密麻麻地缝了口，放

在热炕上烘着，每晚我们都用脚踢来踢去。踢一脚响一声，心也跳一下，想像着核桃的美味，

企盼着父亲们的归来。

春节里，村里热热闹闹地唱大戏，奶奶便兴冲冲地看大戏，早早吃完晚饭来到场地，坐在

从来不搬回家的条凳上，一场不拉，就是下雪也要看完。她总是得意地对外村人说：“看，台

子上都是我的儿子、媳妇和孙子！” 那一刻，仿佛她平生所吃的苦、所受的累都得到了回报。

可不是吗？二伯父的生，三伯父的丑，父亲、母亲的花旦，堂哥堂嫂们的净、生、青衣，有时

候我们也充当衙役、丫鬟，满戏台除了我们一家，真没几个别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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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是个勤快的人。每天等我们起床的时候，她已拎着粪兜粪锄绕村一周回来了。那时候，

因她不愿意离开老家，母亲便在村小任教，姊妹们也在村小读书。我还没上学，母亲和姊妹们

去学校后，我便随着奶奶准备午饭，淘菜、洗土豆，去楼上拿个辣椒，跑到大门口的小园子里

掐根葱什么的。有时候也会跟她去自留地里干活，顺便摘点豆角、黄花。记得最清楚的一次，

是跟奶奶在自留地里种土豆。她在前面挖一个窝，我跟在后面扔一个子。那一年，我们祖孙种

的那片土豆长得最大。于是，我便很得意，以为是自己的功劳。

奶奶非常疼爱我们，有好吃的总是留给我们。也记得每个孙子的生日，到那天，必定煮俩

鸡蛋以示庆贺。有一次大姐过生日，白天忙来忙去忘了，睡下后才想起，奶奶立即起身，赶着

补了两个鸡蛋。那些年，大姐身体弱，奶奶更精心，总让大姐跟她睡。有一次，也许是晚上去

玩的时候着了风，大姐夜里老会惊醒，醒后哭闹不睡。奶奶却说，那是被什么东西撞着了，受

了惊吓。于是，天黑后，她在大门口的石墩上放一碗水，拉长了声音叫着大姐的名字，说：“

回来，回来，回家吃馍馍，喝汤汤来······”她叫一声，我们应一声：“来了，来了。”如此三

天，大姐果然好了。——现在想来，那番举动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可每每想起，还是感动的

眼热鼻酸，为的是奶奶的那份心。

奶奶一生好强，些微的头痛脑热、拉肚子，丝毫都不在意。于是，那天晚上她蒸了一大锅

馍馍后说不太舒服，不想吃饭，先去炕上躺着时，谁也没料到她就此卧床，三天后便撒手尘寰。

后来妈妈才告诉我们，奶奶子宫癌晚期已一年有余，真不知她是如何忍受那份疼痛，笑着面对

每个人的。直至最后一刻，奶奶的意识都是清醒的。当时我在场，正爬在炕边，下巴刚好抵住

炕沿。她先说了句话，妈妈翻译给爸爸说把她放在床上——先前，是妈妈一手照顾她（她最喜

欢妈妈，以前病了时只要妈妈伺候，别的媳妇包括儿子们都不要），不料两三天下来，本来体

弱的妈妈也患了重感冒，于是，爸爸接替了她，奶奶当时斜靠在父亲怀里。——然后，她笑了

笑，示意要睡一会儿，便闭上了眼睛。她就这样去了。当天，她还对父母说：“你爸就是今天

去的，不知道我能不能支得过去？”隔了四十余年，两位老人还是赶在了同月同日。

奶奶去的安祥，当时自己并不知觉，既不害怕也不伤心，只觉母亲的声音有点异样，她说：

“快去叫你二妈。让你哥把娃们都叫回来。”——二妈就在卧室旁的厅房里，哥哥怕吵了奶奶，

带着其他大大小小的孙子去外面玩了。奶奶去世时，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但她的丧事办得风

风光光。村里专门发了电，彻夜灯火通明，家里可着院子搭起篷布，吊丧、守夜的人络绎不绝。

那时，家里已是四世同堂，光孝子就从大院西头跪到东头。发丧的时候，花圈、挽幛已到了坟

头，灵柩还在半路上。于是，后来便有了一个说法：“宁看王家埋坟，不看林里人唱戏。”林

里是旁边的一个村。

屈指算来，奶奶过世已经三十年，但她的音容笑貌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想起来，仿

佛是昨天的事。在家时，一应上香、焚纸、祭奠都由母亲主持。到了国外，自己才在每年的腊

八节，略备薄酒、清茶，拉着孩子们点一柱香，默默地纪念一番。有时做梦，依旧是儿时的情

景，依旧依偎在奶奶身旁，而奶奶，依旧那么精神，那么慈祥。清晨梦回，望着异域的天空，

我会由衷地微笑，因为我知道，奶奶就在那里看着我，一如既往地爱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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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Wendy Chen

“Sonnet 18” by William Shakespeare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Rough winds do shake the darling buds of May,
And summer's lease hath all too short a date: 
Sometime too hot the eye of heaven shines. 
And often is his gold complexion dimmed; 
And every fair from fair sometime declines, 
By chance or nature’s changing course, untrimmed;
 But thy eternal summer shall not fade, 
Nor lose possession of that fair thou ow'st; 
Nor shall death brag thou wanderest in his shade, 
When in eternal lines to time thou grow'st. 
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

One  of  Shakespeare’s  most  quoted 
sonnets, “Sonnet 18” glorifies the beauty 
of  his  mysterious  beloved.  Shakespeare 
believed  that  in  writing  the  sonnet,  his 
beloved’s  beauty  would  be  eternalized 
through his lines of poetry. Now in this 
modern  world,  Shakespeare’s  wish  has 
apparently  come  true,  as  the  lines  are 
recited through the lips of various lovers 
on Valentine’s Day or other special days. 

While  love  between  certain 
individuals  may  eventually  be  buried 
with  them  in  their  graves,  love  as  an 
emotion  will  last  eternally  through 

successive generations of mankind. Love 
is,  perhaps,  the  most  perfect  form  of 
human poetry that we all can create.

Happy Valentine’s Day

可否把你比作璀璨的夏日？

十四行诗第十八首 -- 威廉 . 莎士比

亚

璀璨夏日，怎能比汝？

温存可爱，卿尤胜之。

五月娇蕊，哪堪风残，

时光苦短，夏日匆匆，

天眸炽炽，时而灼灼，

金色矫容，每每蒙阴。

岁月流转，自然淘汰，

世间美景，终将凋零。

汝之盛夏，芳心不谢，

花容月貌，永远翩翩；

万种风情，死神却步，

诗歌不朽，汝将永生。

众生芸芸，可息可视，

千古流传，佳人与诗。

这首吟诵率最高最经典的莎士比亚十

四行诗歌颂了他的神秘心上人的美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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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比亚相信，她的美貌会通过他的诗句得

到永恒。在今天这个现代世界，在情人节

或其他特别的日子里，这些诗句会从许许

多多恋人的嘴唇里流淌出来，看来莎士比

亚的愿望真的要实现了。

对于个体而言，爱情也许最终会与他

们一起埋没在坟墓里，但作为一种情感，

爱情会通过人类的世代延续而永生。 爱情

或许是人类最完美的诗歌形式,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创作它。

情人节快乐!

(中文编译：常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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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班学生习作

6A班学生习作

指导老师：靳宏

我要感谢的人  -- Richard Ding

我有很多要感谢的人.  一个是我的妈

妈.  她帮我做中文的作业.  没有她, 我就

会放弃中文课.  她还给我做饭和鼓励我努

力学习.  我有病的时候, 妈妈照顾我让我

很快病好.  还有一个要感谢的人, 是我的

爸爸.  他也送我去滑雪和打网球.   我还

要感谢的人是我的好朋友叫Richard 

Adamzck.  他总帮着我和我帮着他.  我也

要感谢我的老师.  他们让我学到新的知识

和技能, 还让我在开阔眼界.      

我在中文学校的经历  -- 汤宇华

我在中文学校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学

中文很有意思，还可以跟很多同学一起学。

我在中文学校学了很多中文！我觉得课程

很好和老师教得也好。我希望学校还会这

样子啊！

                                          

我的春节  --  季泽然  

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我们有了一

个巨大的聚会。我到另外一家去看春节晚

会。大家都非常高兴。春节晚会很好玩。

《吉祥三保》的小品非常好玩。比如，有

一个保安要娶第二个保安的妹妹，可是第

二个保安不知道。最后当第一个保安告诉

第二个保安他要娶他的妹妹时，第二个保

安一听见就晕倒了。第一个保安接着说，

“谢谢了大舅哥！”这一句话又把第二个

保安彻底气晕了。这句话也快把我们笑死

了。然后还有一个魔术师。他把一个戒指

移到一个鸡蛋里。非常惊讶。除了这些，

还有很多很多的惊奇的表演。春节晚会很

好玩，我的春节也很好玩。

我在中文学校的学习 -- 汤有有

今天是2009春节, 也是我在中文学

校学习的第六年头。在我六年的中文学习

当中, ACTON 中文学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中文学校的老师们辛勤的教诲 , 使

我们这些孩子从不懂中文到对中文有所了

解。中文学校给每一个小朋友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学中文的机会, 让我们去了解中国

的文化，汉字和历史。

中文学校还给我们这些孩子许多丰

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中文学校提供了许多

文艺和体育方面的课程。例如乒乓球，舞

蹈，还有漫画等等。另外每个学期末都有

一个文艺表演，让我们有一个机会去显示

我们中文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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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中文学校并且感谢中文学校给

我们的这个学习机会。

节日期间 -- 应晓真

在节日期间，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圣

诞节，我们有很多礼物。圣诞节那天，我

们去滑雪了。人很少。我们全家都很喜欢

滑雪。雪道上有很多冰，很滑。我们玩得

很开心。

2008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去了纽约。

我们去看望我爸爸的老朋友们。我们在那

里待了几天。我们还去了纽约的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参观了马的展览，

买了很多小礼物。

节日期间 -- 李达安

今年春节，我全家到朋友家作客。朋

友的家很远，我们开车一个多小时。在它

们的家前面，地上有很多冰，很滑。外面

很冷可是里面很温暖。我们吃了很多好吃

的中国菜，有鸭子和鱼。每个小孩子都得

到了一个红包。里面有压岁钱。吃完了饭，

我们玩了一个下棋叫 LIFE。我们玩到半夜

才回家。可是这个春节很好玩。

我的春节  -- 汤宇华

在春节早上, 妈妈给我准备了红包. 我

的家早上吃了年糕. 中午也吃了年糕. 那天

有中文学校. 在中文学校又得到了两个红

包. 我希望每个春节都会这样子啊! 

我在中文学校的经历 -- 陶然

您好！我叫陶然，是中文学校六年级 a

班的学生。我的老师叫 Kitty Raymond，中

文名字是靳宏。我想要学中文变得更有趣，

少一些考试的压力，少一些作业。让上课

跟 cd rom 一样好玩儿。

自编拍手歌  - 4A 班学生习作

指导老师：杨仲劲红

王欣宇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坐飞机，

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在家玩儿，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说晚安，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不写字，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打老鼠，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交朋友，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穿花衣，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找爸爸，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吃石榴，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帮老师。

孔令妍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开飞机，

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去看花儿，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能爬山，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会写字，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爱跳舞，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去放牛，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穿大衣，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爱爸爸，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不喝酒，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要做事。

齐苗卉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上飞机，

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画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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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要爬山，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写大字，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学跳舞，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去玩球，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穿大衣，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办家家，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不喝酒，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去大吃。

杨博怡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坐飞机，

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在跳绳儿，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爬大山，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在写字，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打老虎，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捉泥鳅，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穿大衣，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叫爸爸，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不喝酒，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吃甜食。

张嘉华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吃鸭梨，

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站在这儿，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去西安，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买柿子，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走大路，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玩儿皮球，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喂小鸡，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不理他，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不喝酒，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戴玉石。

刘杰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坐飞机，

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都去那儿，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抱金砖，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去考试，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看老虎，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看水流，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喂小鸡，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吃西瓜，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爱看牛，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看电视。

周萌萌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买东西，

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学画画儿，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爬大山，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在写字，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买大布，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买气球，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在学习，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剪头发，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在玩儿球，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看电视。

任颖凡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吃鸭梨，

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去公园儿，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爬万寿山，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会写“日”，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去读书，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看河流，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要放弃，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说“爸爸”，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写“朋友”，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要写“气”。

巫昕奕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玩游戏，

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学画画儿，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去爬山，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吃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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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学跳舞，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踢足球，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下象棋，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玩泥巴，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玩小狗，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滚大石。

周诗宇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吃公鸡，、

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也拍二，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爬大山，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擤鼻子，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打老虎，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看舅舅，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拍十一，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笑哈哈，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拍十六，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拍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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