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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们的教师队伍
教务主任: 史建英

副教务主任：叶红

常常在中文学校有家长对我说：“你们辛苦了，为中文学

校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还有许多家长对我说：“我们

ACTON中文学校的老师素质高，对教学认真负责，我们中文学校

办的越来越正规”。听到前面家长的话，我十分感激家长的理

解和支持；而听到后面家长的话，我则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和

欣慰。是的，ACTON中文学校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应该记我们老

师的头等功。

现在我们学校从学前班到九年级一共有 34 个班，34 位教师

1 3位助教，和近 30 名替补老师。之所以有这么多替补老师是因

为几乎每一位退下来的老老师都自愿加入到替补行列，在需要

帮忙的时候都随叫随到。学前班至一年级，以及 CSL 都配有助

教老师。 二年级至九年级不再配有助教，但是每班配有高中生

志愿者帮忙。

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师的管理和教师之间的交流，我们设立了 4

个教研小组。学前班至二年级为一组，3-5 年级一组，6-9 年

级一组， CSL 5 个班为一组。每个组设有教研组长负责教研组

的活动。老师们利用课后时间以教研组为单位交流教学进度,讨

论教学计划。

随着 ACTON 中文学校的壮大，越来越多的人志愿加入到我们教

师的队伍里来， 我们也就有条件挑选优秀的师资人员。现在我

们教师队伍中有许多老师是幼教出身，或教师出身，还有许多

老师在附近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教中文。每一个志愿到中文学

校来教书的志愿者都要首先填写一份教师申请表。此后教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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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会与申请人电话沟通，了解。如果申请人通过了电话筛选，我们会邀请申请人来到中文学校

进行面试。教研组长以及资深教师会参与面试。我们会综合大家的意见来决定新老师的录用以

及班级安排。新的没有教学经验的老师大多都要从助教做起，积累一定的经验以后，才能胜任

教师的职位。

在每一学年开学之前，我们都会组织正式新老师的培训活动。在每个学期中间，我们还会

组织一到两次教师培训或交流活动， 请资深教师介绍教学经验。我们鼓励教师之间的交流，

鼓励老师到其他老师的班上听课，奖励老师去参加校外的教研交流会议或教师培训活动。

为了感谢老师们的辛苦劳动，我们每一学期都要有 1-2次为老师们准备咖啡和点心。老师

们下课以后，可以轻松休息一下，也可以有机会增加交流。

为了更好的发展 CSL 课程，扩大 ACTON中文学校在社区的影响力，我们今年（2009年春季）

又增设了一个副教务主任职位，专门负责 CSL 的教学活动以及 CSL 与 ACTON-BOXBOROUGH的社

区交流活动。我们非常幸运的请到李日新来担当这一重要职位。李日新是我们 ACTON中文学校

的元老。从中文学校成立的第一天，她就来到中文学校教 CSL课程。她还是 CSL的教研组长。

六年来，日新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一至好评。多年来，日新积极参与

ACTON-BOXBOROUGH的社区活动，宣传推广中国文化。她是 ACTON-BOXBOROUGH高中的第一位中

文教师，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挑选中文课本，建立并完善高中生的中文教学系统。

我们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家长们加入到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来，希望我们ACTON中文学校蒸蒸日

上，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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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租用新楼说起
副校长：王建国

今年春季新学期，爱克顿中文学校租用了初中对面小学的综合楼，以满足不断增加的需要。

一些文化课和俱乐部，欢喜雀跃地搬进了新楼。宽敞整洁的场地，设备齐全教室，博得师生和

家长们的肯定。

历尽数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爱克顿中文学校的文化课程，注入了多少校长们的心血、

多少文化主任们的心血、多少文化课老师们的心血，特别是现任文化主任左国英的心血，才能

发展到目前这般丰富多彩、门类俱全的规模。

目前文化课程开设了：二胡、琵琶、扬琴国萃乐器班；电子乐器班、基础音乐理论班；儿

童中国民族舞蹈、儿童声乐班；手工剪纸、素描、水彩水墨画班；围棋、象棋班；中华武术功

夫、太极神功班；瑜珈、韵律健美操班；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击剑等体育班；技巧

数学、SAT数学班；有「学汉语」、「快速认汉字」、「走进华夏」、「成人英语」班；还有

颇具专业水准的合唱团和国标舞蹈俱乐部。

从去年开始，利用课间之余和家长们、老师和孩子们闲聊沟通的机会，了解到他们对中文

学校的文化课程，有着更多、更高的期待。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两方面：第一，多开一些吸引

高年级孩子和适合老年人的文化课。比如，成立老年人喜闻乐见的京剧越剧社；开设高年级孩

子有兴趣的摄像和多媒体编辑课。第二，尝试外向型教学，把学生带出教室、把中国文化的精

粹直接「弘扬」到美国的主流社会中去。比如，成立中文学校国乐队，把中国乐民演奏到高中

的毕业典礼上去，等等等等。

同样的期待，同样的心愿、同样的盼望，但愿爱克顿中文学校的文化课和俱乐部，犹如洪

湖水浪打浪，长江后浪推前浪，把过去拍进「历史上」。忆过去、看今朝、展未来。我们的中

文学校，肯定越办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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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学英语
王晓鹂

圣诞节的时候刚把小女儿从国内接回来。三岁不到的孩子，别说英语，连普通话都是跟我们现学的。

所以，两个星期之后送她去幼儿园，除了 pee-pee 和 poo-poo，一句英语都不懂。明知听不懂、说不出

会让孩子着急，可不得已之下还得天天送。好在有老大的例子，倒不太担心她学英语的速度——老大是

三岁上的幼儿园，当时也是一句英语都不讲。可几个月之后，她的英语比我和先生说的都地道，现在已

常常纠正我俩的发音了。

当然，每个孩子的性格不同，上幼儿园、学英语的过程也不同。老大活泼开朗，不怕生，虽然不讲

英文，但自小见惯了不同肤色的孩子，去幼儿园也是水到渠成，欢天喜地。老二对“外国人”没概念，

虽然机敏，到底胆怯，去幼儿园便哭哭啼啼，心不甘情不愿。好在她是个明理的孩子，虽然我们做好了

她要哭两个月的心理准备——一个朋友的女儿，也是刚从国内回来，比她略小，整整哭了两个月才好了

——，可她出人意料地只哭了两天便好了，每天去幼儿园的路上都会自言自语：“妈妈要上班，姐姐要

上学，我要上幼儿园。”

虽然对上幼儿园有抵触情绪，但她对学英语却非常积极。刚开始，怎么都不习惯她的英文名字，也

不敏感。我就逗她，叫她和老大的名字，看谁反映快，谁答应得快给谁一个 kiss。老大当仁不让，回回

比她先。她又气又急。于是，以后的很多天，送她去幼儿园的路上，她总是要求我跟她一个人玩这个游

戏，我叫她的名字，她答“yes”，乐此不疲。

她的英语学得很快，两个月不到，已经能讲从一数到十五，记住了许多日常用语和词汇，什么你好、

早上好、再见、明天见、吃、喝、睡、洗手、坐下、起立、对不起、没关系、谢谢你、不用谢、老师、

同学、柜子、桌子、凳子、果汁、牛奶、面包、鸡肉、意大利通心粉、蛋糕、零食、饼干、这儿、那儿、

太阳、星星、下雨、下雪、刮风、树、车、灯······总之，除了 story time 跟不上之外，日常玩耍已经没

问题。当然，她对英语的理解是非常直观的。

她说：

excuse me ＝让路

bless you = 打喷嚏

oops = 打翻了水杯

good girl = 不哭的孩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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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tty = 漂亮衣服

nice = 笑着说话

······

她学英语不但直观，更能举一反三。比如，我若问她今天天气好不好，她会说今天天气好，nice 
day。昨天天气不好，rainning。明天天气好，有 sun。我若问她苹果是什么颜色，她会说苹果是 red，香

蕉是 yellow，葡萄是 purple，青菜是 green，胡萝卜是 orange。当然，也不是回回都很恰当。有一次她说

班里今天来了个 Hanna 同学。我问：“是新同学吗？”她说：“不是新同学，是旧同学。”我听了莞尔，

纠正她：“应该说是原来的或者以前的同学，不说旧同学。”可她很坚持，说：“是旧同学，old，不

是 new。” 还有一次，在商场里，她把拿着的零食不小心撒了一地，我笑着责备她 not good。她摇头晃

脑地说：“妈妈，我是 not good，姐姐是 yes good，对不对？” 

她学了很多词，可发音有时候很不准确，常让人莫名其妙。比如，她早记住了班上同学的名字，回

来一个个说给我们听，什么 Malida，Cala， Yubo， Sachi， Jocen等等。最奇怪的一个名字是“天啦”。

第一次说的时候我以为她只是发感慨——我们班的同学有 blablablah，天啦！

后来，又听她说我们班“天啦”同学今天哭了······，我们班“天啦”同学说······，我们班“天啦”

同学今天没来······

这才明白“天啦”是一个同学的名字。忍不住好奇，去查她们班同学的名字，才知道她说的是

Taine。呵呵。

虽说自己不担心小女儿学英语的速度，但在家里也不能一句英语都不教，于是，给妹妹教英语的重

任便落到了姐姐头上。除了每天规定她要教会妹妹两个新词之外，但凡妹妹要问的问题，都由她先行回

答。

于是，有一天在路上，听到小女儿问为什么姐姐是 sister，她也是 sister。

姐姐给妹妹做了一番解释。

姐姐说：“sister 就是我和你呀。我是 old sister，你是 young sister。所以，我是大姐，你是······”

“我是小姐。”小女儿毫不含混地接茬，还问我：“对不对，妈妈？”

现在，她的日常对话里，英语说得越来越多，许多词只说英语而不是中文。比如 pasta、 

book、backpack、 hair、sun、 door、 light、 water、 juice、 milk 等等。当然，肯定回答一律是 yes，否
定回答一律是 no。就连做梦，也会大喊：“NO NO NO!”

这几天，我发现她的英语又有长进。以前，老师说 music time 的时候，她一点儿都不安稳，不能跟

同学们围成圈儿听音乐，因为根本听不懂。可前两天，我看见她跟姐姐一起在唱《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做着动作，唱得有板有眼的。今晚睡觉前，忘了什么事，我嘲笑她是个 baby。她不但不恼，还

笑嘻嘻地唱着说：“I am not a baby, you are a baby”。呵呵。

看来，她能彻底掌握英语指日可待，的确不用我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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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忐忑不安中有所期待

瓜农

我们在忐忑不安中迎来 2009年，又在

一片令人眼花缭乱的、希望和绝望交替快

速转换的场景中六神无主。经济危机的压

力像一个巨大怪兽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人的

头上，每天听见的是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

被银行收回拍卖的房屋，每天看见的是不

断下滑的道琼斯指数和401K养老金，一切

都让人心惊肉跳。有专栏作家调侃说：有

人预言奥巴马任上的4年中会遇到大麻烦 

－ 这个预言是错误的，因为事实上奥巴马

上任后的4分钟之内就看到了麻烦。

这次的金融危机－或者说就是经济危

机－发展到现在，数字触目惊心：美国国

际集团(AIG)在去年第 4季度亏损 617亿美

元，开创有史以来公司单季亏损的最高纪

录，其市值在一年内蒸发了99％；花旗银

行(Citi Bank)2008年亏损 321亿美元；而

通用汽车公司继2007年亏损 387亿美元、

创下公司成立100年来最大年度亏损额

后，2008年继续亏损 309亿美元 － 考虑

到通用在 2008年共卖出 835万辆车，算下

来每辆车要加价$3700才能扭亏为盈；美国

2008第 4季度进口额下降 16.0%，出口额

下降23.6%，GDP增长率折合成年率为负

6.2%，为17年来最差；2009年1月失业率

7.6％，为16年来最高；道琼斯指数从

2007最高点的14270到现在的7000，已经

跌去了一半；英国FTSE指数跌了43％，

德国DAX指数跌了52％，法国 CAC40指数

跌了57％，而日本日经指数则降到了 26年

来的最低。我们生活在一个大萧条的边

缘。

奥巴马履职伊始，接了这么一个烫手

的山芋，这新官上任的三把火自然要烧得

分外妖娆。民主党在众参两院都是多数

党，奥巴马几乎是凭一党之力通过了总额

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个美国

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政府开支计划，希望通

过大规模投资基础建设项目、投资教育、

替代能源产业和帮助无力还贷的房主暂时

保留房产、为银行和大企业注资、以及个

人退税，达到增加资本供应、激发经济活

力和挽救民众信心的作用，并在数年内创

造 300万至400万个就业机会，将美国从

经济危机的深谷中拉出来。

2月10日，在万众瞩目中，财政部长

盖特纳公布了这么一份充满希望的计划，

想搞出一个高潮，却不料遭遇了华尔街的

一记当头闷棍：道琼斯指数狂泻 382点，

跌破 8000点关口，金融类股更是跌得惨不

忍睹 － 投资者仍然不买账，丧失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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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覆水难收。

其实，奥巴马政府应该是从陷入经济

泥潭达 10年之久的日本身上学到了教训。

上世纪 90年代末经济进入衰退后，日本政

府犹豫不决，虽然也向银行大量注资，急

速调低基准利率，一度达到孤注一掷的0

利率，但始终不见起色，直到数年后，政

府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金融改革，收购、

兼并、破产了一系列金融机构，才在10年

后逐渐恢复元气。知难行易，找准了问题

的结症，才能制定出针对性的对策。我们

在低迷的压抑中苦中作乐，尽人力而听天

命，希望在这位经常自比为林肯的总统带

领下，否极泰来，化险为夷。

整整 200年前，1809年 2月12日，亚

伯拉罕·林肯出生于肯塔基。就在同一

天，在地球的另一端，查尔斯·达尔文在

英国的施鲁斯伯里呱呱落地。直到多年后

人们才领悟出，这位历史的传奇人物，以

其离经叛道的进化论，在人们的心灵中引

发了一场多么巨大的风暴，以致于直到今

天，人们仍然在一系列问题上激辩不休。

达尔文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16岁时

家里把他送进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当然是

希望他能子承父业。达尔文显然对这个安

排不以为然，凭借殷实的家境，生活过得

无忧无虑，静不下心来研究枯燥艰深的医

学。眼见着达尔文放着正经功课不学，倒

是对捉虫子、做标本之类“下三滥”勾当

乐此不彼，家里又把他弄进剑桥大学攻读

神学，好歹也算是为这个儿子设计了一个

游手好闲的人生路子。可见在什么时候富

家子弟进入名校都像是出入自家花园，埋

头苦读、申请资助那是我们穷人的专利。

大学读了两个，最擅长的却是跟专业

没有关系的生物学和地质学。1831年大学

毕业后，达尔文没有去当牧师，而是上了

英国海军贝格尔号军舰，以军舰上的博物

学家和舰长费兹洛伊的私人牧师和心理医

生的身份，自费参加环球考察。在长达 5

年的环球航行中，达尔文考察了世界各地

的动植物和地质状况，采集了无数标本，

定期撰写学术论文寄回英国发表，人尚在

海外而已经在英国自然学界名声大噪。 

环球考察结束后，达尔文发现自己没

法做牧师了，他认为自己的兴趣终究是在

自然科学上，于是达尔文成了一个职业博

物学家，继续他的动植物研究。1839年，

他开始思考“进化”理论；20年后的185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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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 24日，发表了惊世骇俗的巨著

《依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即《物种

起源》，提出“物竞天择，适着生存”的

进化论思想，认为所有物种都是由低级到

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地不断演变进化。

《物种起源》在英国发表后，引起了

巨大的轰动，并立即遭到了潮水般的批

评。由进化论推导出的“猿猴变人”的通

俗说法，与基督教的神创论产生了直接的

对立，导致了教会与进化论长达 150年的

相互排斥，也造成了基督徒与进化论者无

穷止的争论。进化论更被英国哲学家和社

会学家斯宾塞推而广之，他认为人类社会

的变化过程也像生物的进化一样，自然选

择将淘汰社会中那些贫穷的、无能的、鲁

钝的、染病的人和无业者，只有最健康

的、最强壮的社会成员才有机会成熟长大

并繁衍后代。这就是一度成为种族灭绝者

理论根据的臭名昭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

《物种起源》本是一部自然科学的学

术著作，由此引发的论战和一系列的转义

并非达尔文的本意。他在再版的《物种起

源》中写道：“我常常认为这个观点极其

美妙 － 即生命及其若干能力最初是由造

物主注入少数类型或一个类型，而且在这

个行星按照既定的引力法则继续运转的时

候，无数最美丽和最奇异的类型曾经并正

在从如此简单的开端进化而来。”梵蒂冈

也在《物种起源》发表150年后承认，

“进化论”与基督教教义可以互相兼容，

没有抵触。

达尔文的伟大之处在于用进化论解释

了无数的自然现象，并把它上升为一个科

学理论，因而得到世人的尊重，去世后安

葬在牛顿墓边。12年前的 2月，一位中国

的伟人－邓小平－与世长辞。国人在以举

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告慰这位改革开放

的总设计师时，在另一些问题上却无颜面

对伟人：中国的外交部，生生地把邓小平

的外交理论，从“韬光养晦”进化成了

“缩头乌龟”。

2月13日，一艘香港船务公司旗下的

“新星”号货轮，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

克外的公海上遭到俄罗斯边防巡逻舰的炮

击，随后新星轮沉没，7名中国船员遇

难。

事件的由来是从一起商务纠纷开始：

这条由浙江通宇公司租赁经营、悬挂塞拉

利昂国旗的货轮，2月11日往俄罗斯的那

霍德卡港运送了近5000吨大米。俄罗斯方

面以大米损坏为由 索要33万美元的赔偿

金，并不准该船离港。12日船长在未得到

8



No. 57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 九年二月〇〇

港口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偷偷将船开了出

去。俄罗斯方面派出边防巡逻船追击新星

轮，在公海上追近后，用重机枪和火炮射

击，使货轮严重受损，在押解回港的途中

沉没，包括 7名中国船员在内的 8名船员

失踪，在严冬的大海里，也就意味着没有

生还的可能。

蓄意向没有武装的货轮开火长达数小

时，直接造成该轮沉没和中国船员死亡，

俄罗斯人这种明目张胆的流氓行径与10年

前美国“误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

的事件相比，恶劣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得

到消息的国人义愤填膺，爱国志士摩拳擦

掌，暗中筹集了大量标语、旗帜、臭鸡

蛋，准备一旦政府跟俄罗斯翻脸，就冲上

街头游行示威，展示中国人民的强大力

量，把俄国使馆也砸他个乌烟瘴气，顺便

把老毛子的伏特加、运输机一块儿抵制出

去，并坚决揪住梅德韦杰夫让他赔礼道

歉。一切都比照 10年前考虑好了，唯一没

有想到的是，爱国者们满怀热情，却被中

国外交部兜头浇了一盆凉水。

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外交部已经向

俄方“紧急交涉”，对此事“高度关注

”，要求俄方对事件“彻底调查”，云

云，并在几次不温不火、不疼不痒的交涉

之后，再无下文。

以前说“弱国无外交”，现在的中

国，怎么也不能算“弱国”了：经济总量

全球排名第 4，军费总额排名第 4，奥运会

金牌总数第 1，继前苏联、美国之后把宇

航员送入太空…这么一个大国，在别国杀

死自己的国民，抢夺自己的岛屿，侵占自

己的国土时，她的外交部所做的，就是虚

张声势的“抗议”！ 就像一个家大业大的

老地主，总是板着一张冷脸，而所有的心

怀叵测的人，都知道了他的外强中干，等

待着月黑风高之夜，从他的深宅大院里，

把他的基业一件件掏空。

人类用科技和经济所创造的巨大财富、

紧密联系和伴随而来的巨大的破坏力，把

这个地球村里的所有人都绑在了同一辆战

车上，除同舟共济，别无选择。我们别无

他求，只希望在相互的问候中，彼此温

暖，给这难挨的日子，添上些许亮色。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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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

周沫

秦始皇是丞相吕不韦之子。吕不韦是

战国末年著名的商人和政治家。他以奇货

可居闻名于世，他将货物囤积起来等到物

价上涨，再以高价卖出。他在赵国遇见在

赵国做人质的秦昭襄王之子，异人。吕不

韦让异人改名子楚， 并说服秦王安国君的

宠妃华阳夫人认了子楚为嫡嗣。在赵国，

吕不韦承担了子楚地所有需求。子楚一次

看中了吕不韦的一位同居女子，也就是秦

始皇的母亲。这时，此女已有身孕。但是，

吕不韦还是献出了这个女子。子楚立此姬

为夫人，生下儿子后名为政。公元前251

年，安国君继位，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

楚为太子。子楚一家人被赵国护送回到秦

国。安国君加冕才三天就突发疾病去世了。

太子子楚继位，为庄襄王，委任吕不韦为

丞相。庄襄王在即位三年之后死去， 太子

赢政十三岁继位为王。

秦始皇在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采取

远交近攻的策略，先与远国结交进攻临近

的国家发动了秦灭六国之战。 秦于公元前

230年灭韩，公元前228年灭赵， 公元前

225年灭魏， 公元前223年灭楚， 公元前

222年灭燕， 公元前221年灭齐，终于建

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

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这也标志着中国封建

王朝的开始。

秦始皇平定天下后，就给自己重新起

了一个称号，皇帝。从此之后，皇帝便成

为中国最高统治者的称谓。这个称谓说明

了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威。“皇”

有“大”的意思，而“帝”是人们想象中

主宰万物的最高天神。这两个字结合起来

将君权神化了。秦始皇还采取了一系列的

法则措施使得皇帝的地位更加神圣化。他

宣布不准后代臣子评论前人。“朕”有“

我”的意思，以前谁都可以使用，从秦始

皇开始，“朕”只可以皇帝使用。任何文

字中一定要避讳皇帝的名字。只有皇帝使

用的大印才能称之为“玺”。等等此类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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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突出了天子的特殊地位和与众不同。

为了有效的管理国家，秦始皇建立了

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政府机构。中

央设有左右丞相掌管政事，太尉掌管军事，

御史作为丞相的副手掌管监察百官。以下

又按具体的政务分诸卿，卫尉管宫廷安全，

廷尉管刑法，治栗内史管粮食谷物，等等。

一切政事由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及诸卿

议论后，由皇帝做裁决。分封制度也在这

时被废除，改为郡县制度。郡县的官史都

有中央任免。全国被分为三十六个郡。郡

下设县，县下设乡，乡下设有亭，亭下设

里， 里下设什，什下设伍。如此一来，加

强了中央的集权， 罢免权操纵在皇帝手里，

避免了各地封王将权利传给后代以至天子

无法有效的控制。

秦朝不光光是在政治体系上的统一，

也在文化生活上完成了全面的统一。在货

币制度上，规定只有金币和铜币，金币以

镒为单位，铜币以半两为单位。金币主要

供皇帝赏赐，铜币是主要的流通货币。在

度量衡制度上，以秦国的单位为标准，与

标准不同的度量衡一律禁止使用。至今使

用的一亩制也是那时衍生下来的。为了能

够使车辆通行全国，秦始皇将车宽定为六

尺。在文化上，秦始皇下令对文字进行整

理统一工作。结合秦人通用的大篆和齐鲁

等地通行的蝌蚪文创造出一种形体匀圆齐

整的新文字，“秦篆”，又称为“小篆”。

不仅仅在文字上，秦始皇更想要镇服原来

其他六国民众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

社会上是百家争鸣。为了统一全国的思想，

于公元前213年开始下令开始销毁所有秦

记以外的史书，而民间只允许留下关于医

药，占卜和种植的书。在公元前212年，

因为两个学士诽谤皇帝， 秦始皇在首都咸

阳将四百六十余名学士活埋。这就是震惊

历史的“焚书坑儒”。

秦始皇在位期间，为了国家的安全建设和

自己的享乐，国家大兴土木兴建了一个又

一个的庞大工程。其中包括最为著名的万

里长城。修建长城是为了能够抵御北方游

牧民族的不断侵扰。长城包括了城墙，敌

楼，关城，烽火台等各种防御工事。主要

作用是利用烽火台预警。由秦国大将军蒙

恬改造后，可攻可守。在蒙恬的守卫下，

匈奴不敢再犯。在国家内部，大范围的交

通建设也得到了进行。以咸阳为中心，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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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八方建设了驰道。交通方便有利于管

理全国各地，如果北方发生战事，也可以

方便给前线及时地支援。除了驰道，在水

路方面，秦始皇修建了大运河（在当时称

为灵渠）。灵渠连接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

系，使得全国的运输和商务得到了很大的

发展。因为发达的交通，秦始皇有生之年，

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巡游。为自己的享乐，

秦始皇修建了豪华的阿房宫和庞大的骊山

墓。

虽然，秦始皇一直在寻求长生不老的

方法，耗费巨大的财力和人力。但是，还

是在 50岁的时候驾崩了。秦始皇是历史上

中国第一位皇帝。虽然对于他的功过，秦

始皇一直是备受争议的人物，但是他对中

国在版图，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的统一起

了不可磨灭的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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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s Business Trip

Wendy Chen

She  comes  home,  excitedly,  from 
lunch with a friend. Eagerly, she unrolls a 
small,  white piece of paper—her fortune 
from the fortune cookie. I read the words 
foretelling of some successful venture and 
smile  up at  her.  But  there  is  something 
more than just dark ink and attempts to 
teach rudimentary Chinese on the paper.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tells  of  wide 
miles of blue sky and even wider miles of 
silence.

The  morning  of  her  flight,  I  drive, 
alone,  in  the  car.  As  the  road  curves,  I 
come across three deer in the street. Their 
legs,  like  elegant  silk,  slowly  cross  the 
road and they become only shadows in 
the  gray  morning.  Is  this  some  sort  of 
secret sign that I do not know of? I do not 
know. 

Love is a selfish emotion. Its elegance 
is obscured in the shadowy mists of our 
doubts and hesitation. It makes us want 
to keep things to ourselves for a little 
reassurance. It makes me feel like empty 
blue skies and like deer misplaced in 
some strange world. 

妈妈的商务旅行
陈雯蒂

她与朋友午餐后兴奋地回到家，急切

地展开一张小小的白色纸条 -- 签语饼中

的时运。 我读了那某一事业成功的预言，

微笑地望着她。肯定有比黑墨铅字和基本

汉语教学更多的信息在字条上， 叙述那宽

阔的蓝天和更加广袤的千里静土。她乘飞

机的那个早晨，我独自驾车。随着道路弯

曲延伸，我遇到了三头鹿。他们优雅如丝

绸般的腿慢慢地穿过小街，成了影子溶入

在朦胧的清晨里。这是否某一种神秘的暗

示？ 我不知道。爱是自私的情感，我们的

疑惑和犹豫似朦胧的薄雾遮掩了它的精华。

 它使我们为了放心一点而把事情留在心里。

它使我觉得象空空的蓝天，象一只小鹿误

放在一个奇怪的世界。(中文编译：常笑)

上图书馆
王真

今天是星期天，吃过早饭，爸爸带我

去图书馆借书。我们开车来到市中心, 走进

图书馆。

星期天，图书馆里人很多，空位子很

少. 图书馆里的东西可多了，有各种各样的

书, 杂志和报纸, 还有很多DVD。这些书和

画报五颜六色, 十分漂亮。我拿了一本安徒

生的童话故事看了起来。这些故事很有趣, 

我越看越喜欢.。

我正在看书, 爸爸来叫我. 他说:”差十

五分钟就十二点了, 我们要回家吃饭了. 你

赶快选出自己喜欢的书, 好吗?” 我就找了

几本书, 还找了几张DVD. 我们借好了书, 

就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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