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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L Program at ACLS
Rixin Li

When  people  ask  me  about  the  CSL  program  at  ACLS,  I 
usually first think of many statistics–related facts: it is one of 
the first sizable programs in a heritage Chinese school in the 
area; it is 6 years old, the same age as ACLS itself; it has been 
strongly  supported  by  3  term  of  the  board,  8  principals,  3 
deans, more than 20 teachers, and over 100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But then, I feel that these statistics can not tell even 
half  of  the  story;  it  can  not  reflect  the  dedications  every 
volunteer (- whether a board member, a principal, a dean, a 
teacher, a parent, or a student) has put into, the passion our 
teachers and parents share, and the gift our students will keep. 

One of the key sources of support of CSL program comes from 
school leadership: the board and the admin team. As a CSL 
teacher for nearly 5 years, I hit “green lights” almost all the 
time and all the way through: parents’ voices are heard, many 
questions  are  answered,  and  technical  needs  are  met.  I 
remember  not  only  many  formal  meetings  held  between 
admin and CSL parents or teachers over the years, but also 
numerous phone calls and email communications among team 
members to coordinate or resolve various issues. School board 
and admin always help to allocate resources and support new 
initiatives and teaching methods. As a result, CSL has small 
class  sizes,  up  to  date  textbooks  and  online  licenses, 
supplementary teaching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as well as a 
strong teaching team. 

CSL program at ACLS would not have survived and grown 
without the continuous support from our parents. I am always 
touched  by  those  parents  who  assist  their  child  organ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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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textbooks, homework, flashcards, and send him/her to school on Sundays; who sit 
inside classroom to follow the curriculum so that they can help with their child’s homework 
during  the  week;  who  often  provide  feedback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who  support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school functions including fundraisings and performances; and who 
always remember to say “xie xie” to the teacher after class.  

Without a doubt, the dedication of CSL teachers provides instrumental support to the 
program at ACLS. Once, a sub TA told me after helping out in our level 1 classroom: “I think 
CSL teachers need to spend 3 times the effort a regular Chinese class teacher usually does!” 
She is not exaggerating. It is very challenging to teach CSL students who grow up in families 
without Chinese culture background or additional language exposure outside the classroom. 
Very often, I hear teachers or their family members tell me that long nights are spent for 
developing an inspiring learning game, recording an audio piece or searching for a carton 
clip related to the teaching material. In addition to language elements, CSL teachers also try 
to  introduce  many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into  the  classroom,  so  that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som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stoms, holidays, arts, crafts, music, and games. 

Each year, CSL teaching group focuses on meeting a couple of unmet needs. For the 2008-
09 school  year,  we chose to  synchronize textbooks  for  all  levels  and to  facilitate  smooth 
transition of CSL graduates to regular Chinese classes. Both programs are on going and again 
received strong support  from admin,  teachers,  and parents.  Like  rest  of  the school,  CSL 
program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as we move forward. For example, our youngest learners 
are still in a stage of understanding left and right, numbers, telling time, and directions, they 
are learning these concepts in two languages; our mid-level students face the challenge of 
learning English phonics and Chinese Pinyin at the same time; and our senior students, some 
of whom are in 5-8th grades, have the issue of balancing Chinese learning and other school 
work or activities. I am hopeful that with the combined efforts from all sides, some of the 
challenges will be met in the years to come. 

Finally, I am very happy to share with you that two of my current high school Chinese-
learning students are from our initial CSL program several years ago. It is very rewarding to 
see that they kept the memory of both language and cultural elements they learned at ACLS 
a while ago; and they are taking the lead in classroom activities. I would like to reiterate what 
our principal  said in one of  her recent emails:  as parents,  we should check to  see if  our 
expectations fit with the school program and our child’s capacity. Sometimes, it is OK for a 
child to repeat a level, or to take a break.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children will remember 
the experience they had at ACLS, and we will treasure the moments devoted to and shared 
with friends in the process of nurturing AC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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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春季中文教师活动简讯

叶红

三月八日, 中文学校利用语言课结束后的时间为中文老师们开了个交流会。 近三十位老

师参加了讨论。 会上 CSL 副教务主任李日新老师跟大家热情地交流了她个人在艾克顿公立高

中从事中文教学的经验。 

自从中文被列入美国高中 AP 课程 和 SAT II 科目考试, 美国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开设了中

文课的教育。 由此而带来的对中文课老师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中文学校的老师 们经过几年的

中文教学实践,对教育越来越有兴趣, 大家很想了解如何才能进入美国公立学校教中文。  此次, 

李老师从为什么要参与中文教育, 什么学校会开设中文课, 讲到如何获得麻州中文教师证书。 

她重点介绍了如何准备和参加麻州教师证书考试及接下来教师证书申请的详细步骤。 李老师还

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很有帮助的网站。 老师中还有其它几位也在公立学校教书, 如二年级的徐静

老师, 六年级的靳宏老师,阎朝晖老师,还有 CSL 的陈德美老师，  也相应做了许多补充。 会上老

师们讨论得相当热烈。

教务主任史建英也利用交流会的时间给大家讲了一些补充事项。 学校为老师们办了一个

小小图书馆,新近又增添了一套新的教学参考书供老师们借阅。 另外, 今年学校要对年终演出做

一些改革。希望老师们以年级组为单位, 进行近一步讨论。 这次交流会虽然时间有限, 但老师

们都觉得收获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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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话泽鸣
芶燕妮

三月末，天开始下雨。一丝丝，

一缕缕，带着残冬的凉意。在不经意间，

残雪被洗刷殆尽，草地上有了些许的嫩

绿 ---- 初春的气息终于在漫长的冬天

之后若有若无的在新英伦的空气里滋生

开来。

透过客厅的玻璃窗，看着那空灵透

明的雨丝，我不禁想起了杜甫老先生的

诗句：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那细雨，

正随春风潜入枯黄的大地，滋润每一寸

的新绿。静静的、平凡的、包容的。所

谓大爱无声。

不由得，我想起了王泽鸣。“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用在她身上，应该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泽鸣是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元老之一。据说创办艾克顿中文学校的构想诞生在 CISCO 的餐厅的饭

桌上。三位策划者之一就有王泽鸣。泽鸣在世纪中文学校教健美操五年半，2003 年艾克顿中文学校创

办之初，她义不容辞地挑起了组建文化课的重任，在很短的时间里拉起了一帮高素质的文化课教师队

伍，让学校的文化课在初创时便颇有特色。她出任三届校长助理，是陈鸿祥，李劲冬和袁力校长们的

好帮手。从建校时紧张的筹款到招生，从广告宣传到学生注册她都出谋划策并积极参与。 在劲冬任

校长期间， 她建立了录用并推荐高中生志愿者的制度，给了大孩子们为社区服务的机会。在袁力任

校长时，她是那次著名的火警演习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最为可贵的是，从建校的第一天起，她就是健

美操班的老师，从未间断，至今已经六年。

泽鸣的健美操班吸引了很多爱美的妈妈们，一个半钟头，二十多个人跟着泽鸣在音乐里蹦跶，

既健身又美体，不亦乐乎。因为期期爆满，健美操班从一个班扩招成了两个班，共五、六十人。在文

化课主任左国英的建议下，泽鸣还尝试为老师们开班，让老师们在为孩子们上完中文课后有一个放松

锻炼的机会。泽鸣是直率的，她鼓励妈妈们要多运动，“站了比坐着强，动了比站着强”，她爽气的

说。她的理念影响了很多人到中年的我们，几年下来，泽鸣在社区有很强的号召力，不说一呼百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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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粉丝”成群。

泽鸣有着丰富的舞台管理经验。从建校开始，她多次担任期末文艺演出的舞台总监。今年元月的

艾克顿中文学校春节歌舞茶话晚会的文艺表演的舞台总监也是泽鸣。记得在开筹备会时，泽鸣总是很

“爽”。她说“要我做什么，布置任务就成了，我总能找到人”。去年三月艾克顿中文学校五周年校

庆时，泽鸣是文艺表演组的四位骨干之一。她勇挑后台总管的重任，召集了一批精英，分兵六路，将

复杂的颁奖和表演打点得有条不紊。从舞台布置到装台拆台，从催场到安排奖品的次序，还有礼仪小

组，她调配得天衣无缝。泽鸣是个一诺千斤的人， 她做事认真且注重细节。记得在校庆前，她在电

话里告诉我：“有一件事还没有搞定，那就是端礼品上台的盘子”。话音刚落，又说：“我给你唠叨

这个干嘛，你不用操心，包在我身上”。校庆那天，穿着漂亮旗袍的少女们婀娜多姿地用白色的盘子

托着礼物给近七十名老师、管理人员和志愿者们发奖，那盘子好象是为校庆定做的，看上去非常专业。

至今提起盘子之事，泽鸣仍然乐个不停。因为那晚泽鸣在Kmart 和TJ Max 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盘子，

“黔驴计穷”的她情急中冲到了Roche Bros 的烤面包部，想借烤面包的盘子却意外地借到了崭新的白

盘子。“我本想给他钱结果他说不用，而且让我想拿几个拿几个。乐得我拿了就跑。我就知道总归是

能想出办法的。我们这代人，下过乡当过工人，别的不说，敢闯倒是真的”，泽鸣说。

泽鸣三十年前来美国，从ABC 开始学起，后来念了本科。没有一点闯劲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是不

可能成就她现在所成就的一切的。泽鸣从小喜欢样板戏、跳舞和诗朗诵，对艺术有着执着的追求。早

年生活的蹉跎让她非常珍惜在学校宣传队跳芭蕾舞的机会。多年来她练功不辍。念本科时她的辅修课

是心仪的舞蹈。她的中国舞和芭蕾舞的功底都很强，所以十几年前她一接触到健美操舞很快便驾轻就

熟。对她而言或者应该说是如烹小鲜吧。在教学中她很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同时把中国舞蹈揉合到健

美操中，刚柔相济，深受欢迎。受中文学校授课的时间和场地的限制，她把自己家的地下室装修成了

练舞厅。她开了一个健美操班，并组织一些有舞蹈基础的人成立了一个舞蹈队。 这个舞蹈队不以登

台表演为目的，重在自娱自乐。当然她们也常常参加一些弘扬中国文化的义演活动，比如各社会团体

的春节联欢活动等。

泽鸣在波士顿华人社区非常活跃。她参加华姿舞蹈队多年。2008年她组织了腰鼓队参加波士顿

的新年庆祝活动（First Night）。艾克顿的阳光舞蹈队在三年前成立。开场舞《鲜花永远陪伴你》就

是在她的编导下成功的。她还帮忙排练了在五周年校庆演出中轰动一时的《红红的日子》。现在她仍

然是阳光的顾问。她认为中文学校除了教授中文外，还是一个社区的平台。大家在这里交朋友，成立

舞蹈、球类等俱乐部，让大家都受益。“其实这么多年下来，最受益的是我自己。我和大家一起一周

蹦跶三次，不但交了很多很铁的朋友，对健康也特别有益。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比十几年前生老二时好

很多”。

泽鸣的心态感染着她身边的每一位朋友。她鼓励艾克顿社区的成人文艺团队，对组织者们，比如

满霞，Ally, 陈婷，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和大力支持。泽鸣的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和她看起来非常年轻的

容颜本身就有很强的说服力---运动带来青春和美丽。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春雨将带来鲜花遍地。虽然留不住岁月却可以留住青春--- 只要你有一

种生生不息的“动”的心态，象泽鸣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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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云层
王晓鹂

这些天独自带两个孩子，又要上班，日日手忙脚乱。

于是，就琢磨着换工作——两地分居总不是长久之计啊！偏赶上大经济危机，工作机会少

的可怜，放眼全国，也不过小猫两三只。投出去的申请大多如同石沉大海，一丝消息也无。心

里难免有些郁闷。

这周恰逢在芝加哥开年会，走的时候老大还在发烧，心里惦记着，会也开得三心二意。好

容易老大病好了，偏伤了手指，老二又病了，真正让人费神。好在会也结束了，赶着上了飞机。

芝加哥的天气不好，飞机晚点不说，起飞的时候还下着雪，眼前一片昏暗，纷乱的雪花一

如烦乱的心情。看着窗外让人气闷的景象，倒有点儿后悔预订的位置——倒不如坐在中间，眼

不见心净。

我有个习惯，只要外出，无论汽车、火车、飞机，一定抢窗口的位置。一方面因为视野开

阔，可以浏览沿途风景；另一方面也因为喜欢看书，靠窗处自然打扰少些。

可今天的窗外自然没什么好看，又没心情看书，只好闭目养神。

不料竟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睁眼一看，窗外一片漆黑，机舱里也灯光昏暗，旅客大多都在休息。自己

睡不着了，瞪着双眼，胡思乱想。

过了几分钟，无意瞥了一眼窗外，居然看见一片灯火。贴近了去看才发现，飞机正越过一

座城市，一盏盏街灯勾出了长长的街道，像镶着金边的线条，画出了整座城市的轮廓。城市里

的灯火星星点点，连成一片，像一幅幅画，或花瓣，或方块，或圆弧，或三角，清清楚楚，令

人惊奇。甚至能看到路上行进的车辆，不，是车灯，盯着移动的亮点，就知道路上车辆多不多，

是要直行还是要拐弯。一时兴起，盯着眼底不断变幻的图案，倒忘了自己的心事。

可惜没多久，那些图案渐淡渐暗，终于隐去。以为飞到了无人区，正感慨美国的国土广大，

森林密布，不料眼前哗的一亮，那些灯火又显现出来，还是一样的璀璨。这才明白，原来刚才

飞机钻进了云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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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路上随着飞机不断的在云层里出出进进，眼底的灯火忽明忽暗，变戏法一样。

看着看着，突然就明白过来，人生也是如此——一生里总会有不断的云层堵在前方，或厚或薄，

让人看不清前途。于是，便会无聊、会反感、会疑惑，甚至会放弃对前途的兴趣。

可是，如果多一点坚持，多一点信心，多一点隐忍，甚至多一点好奇，便会有意想不到的

收获。想起以往坐飞机的经历，有一次起飞时正值狂风暴雨，雷鸣电闪，可飞机穿过云层的刹

那，眼前豁然开朗，脚下是厚厚的云层，直铺到天边儿，头上则是一碧如洗，空明广袤。想起

来，那份刹那间的惊喜记忆犹新。

于是，告诉自己，以后若在生活中遇到了昏暗不明的云层，一定要忍耐，要相信肯定会穿

过那些云层。也许，需要的时间长些，也许是向上穿越，也许是往下退出，可无论怎样，都会

穿过云层，看到出现在前方的美丽景象。

那么，人生就不仅仅是一个无聊的、充满变数的旅途，而是在旅途中享受变数带来的意外

惊喜，让它充满乐趣，不再枯燥无味。

就像现在，换一个角度去看，独自带俩孩子还要上班，未尝不是一个充满趣味的挑战，至

少也是难得的一段经历，不是吗？就算是换工作，有了结果自然是好，没有结果也不必气恼，

何苦天天郁闷，让日子过得不开心。不如享受这个现实，耐心等待，等穿过这片“云层”，自

然会有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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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泡沫就无法生存的年代

·总有人以为自己是上帝

瓜农

圣经·创世纪里记载：起初神创造天

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

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

光。

已经没有人怀疑，我们正在见证一段

历史：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就在眼

前展开。全球各大股市在2月份不歇气地

狂跌了一个月后，鼻青脸肿地又跌进3月。

所有的经济体都像冲下山坡的大车，在巨

大的重物－银行坏帐、房市低迷、消费疲

软、信用紧缩、信心崩溃－的拖载下，任

凭人们如何拼命叫骂、喝止，大车却只能

顺着无法抑止的趋势，被迫着栽进无底的

深渊。就在人们被这惨象惊得目瞪口呆，

绝望地等待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伯南克

的声音从美联储厚重的石墙内传了出来，

他说：要有钱，于是就有了钱。

2009年 3 月18日下午，美联储公布公

开市场委员会3月例会的决议：维持联邦

基金利率在0－0.25%之间不变 － 实际上

也没有变动的余地：利率已降无可降，而

在这个时候把利率涨上去是不可想象的； 

伯南克另给市场开了一剂猛药：投入8500

亿美元购买房产抵押债券及机构债券，并

在未来 6个月内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

债。美联储以狂飙突进式的货币扩张政策，

凭空变出了上万亿美元的资金砸入市场，

以期重启流动性 ，解冻冰封的信贷市场，

刺激经济复苏。

觉得这一招还不够猛，美联储又联合

财政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ＦＤＩＣ)砸出

了另一记重拳：23日，盖特纳宣布一项“

有毒资产”回收计划，将联合政府和私人

资金，以“公私合营”的方式，收购高达

1万亿美元的银行呆坏账。

本来这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导火

索，就是大银行、投资机构和保险公司，

在巨大的贪婪和盲目的乐观驱使下，发下

巨额房地产贷款，并通过令人叹为观止的

金融衍生产品，将凭空产生的利润和伴随

而来的巨大风险传遍全球。次贷危机的爆

发，把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拉下了水。从

2007年起，银行就陆续发现坏帐，接着就

是这月30亿、下月50亿的坏帐冲销

(Write-Off)；却不料坏帐越冲越多，金融

机构一家接一家的破产，金融市场陷入极

度的恐慌，银行纷纷捂紧腰包，任凭资金

和信用的短缺像瘟疫一样传遍下游制造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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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各个角落；

公司大量裁员，失业率节节上升，Pink 

slip随时可能落在自己头上，遏止了人们

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愿望；而这又直接造成

经济更低迷，裁员更广泛，付不起贷款而

甩给银行的坏帐更多。美联储和财政部的

猛药，是制止这个恶性循环的最直接、最

有效的方法。问题是：钱从哪儿来？政府

的救市计划，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只要美

国不破产，每一分钱都要连本带利地还回

去。美联储拥有无限铸币权，伯南克可以

凭空印出美元，美国政府发行债券，筑起

超过 1万亿美元的债台，把金融市场从无

底的黑洞中解救出来的同时，却埋下了通

货膨胀的隐患。

华尔街像一个怪兽云集的魔窟，吞进

吐出巨量的金钱。大大小小的投资银行、

对冲基金，鼎盛时期资产额以万亿记，高

层管理人员每年的工资奖金数额之巨，往

往让人瞠目结舌，却从没有一家机构，像

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一样，因

为发放奖金，引至一场全国性的愤怒声讨，

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AIG被政府列为“影响极大”的企业名

单，不能如雷曼兄弟银行一般放手不管，

任其自生自灭。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往AIG

这个无底洞中投入了超过 1700亿美元。往

年这个意气风发的超级巨鳄，如今在一片

风雨飘摇中，靠着政府注入的资金勉强存

活。纳税人痛心之余，却赫然发现，这个

巨鳄在奄奄一息的时候，还不忘给员工发

放总额达 1亿 6千万美元的奖金，其中 73

名主管每人分得超过 100万美元，而正是

这些人主持的业务部门，在这场金融风暴

中损失惨重，让AIG几乎破产。AIG总裁爱

德华·利迪显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根本

就没把这区区 1.6亿美元放在眼里。他说：

要发钱。于是这事就成了。

消息一出，举国哗然。媒体怒喝“贪

婪”，公众高呼“无耻”，积蓄已久的愤

怒一股脑地倾泻到了利迪的头上。共和党

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在接受采访时说，

AIG高管应该向日本人学习，考虑“辞职或

者自杀”；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多福·多

德主张向领取奖金的 AIG高层征收重税，

“要么你们自己主动退还，要么我们伸手

拿回来”；奥巴马发表讲话称“AIG因自身

的轻率和贪婪而陷入困境，在这种状况下，

很难理解向员工支付高达 1.65亿美元的奖

金”，并表示，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而且

关系到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利迪的

解释“AIG接受政府援助之前，就已经签订

了奖金合同”被斥为胡扯：经济萧条中数

以百万计的人失去了工作，而 AIG能避免

破产，活到今天，唯一的原因就是政府的

援助，AIG完全有理由、有责任重新协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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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合同。放开法律层面的事不说，这些主

管们把 AIG搞得一团糟，现在竟然还能腆

着脸接受巨额奖金，这道德底线，咋就这

么低呢？

利迪成了众矢之的，据说还要接受纽

约总检察长的质询，但无论如何，他现在

还是 AIG的老大。相比之下，通用汽车(GM) 

CEO里克·瓦格纳更加时运不济。多年以

来，包括通用在内的底特律汽车三巨头一

直是在惨淡经营、勉强度日，在此次金融

风暴的肆虐下更是风雨飘摇，连续出现巨

量亏损。通用汽车每况愈下，2008年亏损

额达到创纪录的309亿美元。瓦格纳的经

营成绩如此糟糕，只能被迫卷铺盖走人。

人们已经对底特律失望至极，早已忘记了

汽车城曾经有过的辉煌，以及曾任福特和

克莱斯勒总裁的传奇人物－李·亚科卡。

阿Q头上生癞痢，因此听不得别人说“

亮”和“光”； 底特律的汽车大佬们总是

鼓吹新车的马力和时尚，对可靠性则讳莫

如深。美国车的质量问题由来已久，1978

年克莱斯勒即将破产、亚科卡临危受命的

时候，克莱斯勒汽车的质量已经如此糟糕，

以至于销售商拿到刚出厂的新车后，都要

自己重新紧固一遍，才敢卖给顾客。亚科

卡接手这个烂摊子之后，采取了一系列雷

厉风行、有些甚至是史无前例的举措来挽

救局面：把自己的年薪减到象征性的1美

元，向政府请求 15亿美元的贷款保证，辞

退了公司 35个副总裁中的33个，撤掉了

28名高层主管中的24名，解雇职工 9万人，

延期支付 1亿美元的退休职工养老金，对

新车提供 5年/5万英里的保修，对汽车生

产环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经过 5年

的努力，把克莱斯勒从破产的边缘拉了回

来，重回一流公司行列。1983年的《时代》

周刊形容亚科卡：“他说一句话，全美国

都洗耳恭听”！

神迹已经成为往事，在这个物欲横流

的年代，我们注定要被绑在同一条船上，

在共同穿越惊涛骇浪时，祈祷大船能够度

过这凄风苦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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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农民起义

周沫

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在出巡的路

上病死了。车府令赵高联合丞相李斯等

人伪造诏书立了皇子胡亥为皇。赵高本

是宫中的一个太监，但他也有一些才干，

如精通刑法，而且能文能武，深得秦始

皇的宠信，一直提拔他做了车府令，负

责皇帝的车马仪仗。胡亥是秦始皇的儿

子中是出名的纨绔子弟。 赵高本有心

夺权，便巴结胡亥，以教胡亥书法和如

何断案为由，一步一步牢牢控制了胡亥。

胡亥登上帝位后，因害怕兄弟来争帝位，

将所有的兄弟姐妹赐死。 在赵高的教

唆下， 下令斩杀了很多的良臣忠义之

士。胡亥当上了皇帝，一心只想着享乐。

实权掌握在赵高之手。有一次， 赵高

派人送给胡亥一只鹿，说是一匹千里马。

但是群臣惧怕赵高，也敷衍着说是马，

这便是史上有名的“指鹿为马”。

李斯为讨好胡亥，献了一本<<行督

责之术>>，以独断专权和酷法治国治

民。有了李斯的主意，胡亥更加变本加

厉。 他继续大量征伐全国的农夫修造

阿房宫和骊山墓地，这些农夫长期要服

无偿的劳役，而且日益加重赋税负担。

长期的抢夺民财，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导致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爆发。

公元前 209年，胡亥下令征发淮河

流域的 900 名贫苦农民去防守渔阳。陈

胜和贫农吴广便是这 900 名贫苦农民之

中的屯长。当他们走到蕲县大泽乡的时

候，由于连绵的阴雨将行期耽误。不能

及时地赶到渔阳戍地。按照当时残酷的

秦法规定：如果延误了期限就要全部被

处死。陈胜和吴广借困在大泽乡把残酷

的军尉杀掉。号召广大的穷苦农民：“

各位遇到大雨，都已误期，误期要被处

斩。即使不杀我们，而戍守边疆死的也

有十之六七。何况壮士不死则已，既然

要死，就要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

”这些话激起了劳苦大众的愤怒。大家

一致推举陈胜和吴广为他们的首领。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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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伐无道，诛暴秦”的旗帜，组成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农民起义军。 

为了扩大影响和大家对陈胜吴广领

导的信心。他们便附近神祠中燃篝火，

作狐鸣， 在水中的鱼腹中塞入丹书，

“大楚兴，陈胜王”的口号传遍民间。

因为民间对鬼神很是敬畏。陈胜、吴广

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也成为顺天意。起义

军先后占领大泽乡、攻下蕲县。以后又

很快的攻占了周围五六个县城。起义军

所到之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在攻占

陈县后，建立了“张楚”政权，陈胜为

王。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

政权。 陈胜成王后，起义军乘胜追击。

兵分三路攻打秦国。起义军经过的地方，

便招兵买马，壮大到几十万人和兵车千

辆。 起义军顺利地攻占大小城镇很快

的抵达关中的戏地，直逼咸阳。胡亥见

起义军打到都城附近，十分惊慌。他急

忙派遣少府章邯率领几十万在骊山修墓

的刑徒，迎击起义军。又从边塞调军队

30万人，与起义军对抗。由周文农民

军虽然英勇作战，但因孤军深入而且又

缺乏作战经验。秦军突然袭击，使得起

义军打了败仗。他们被迫退出函谷关，

驻扎曹阳，等待增援。 

农民军的另一路人马由武臣率领占领了

旧赵都城邯郸后，在混进起义军队伍的

旧贵族势力的怂恿下自立为赵王。陈胜

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承认，并命他率

军西上支援周文。但是，武臣不但不率

领军队救援周文农民军，反而割据自立。

从此不听陈胜指挥。由于这一先例，六

国旧贵族相继割地称王。内部的不断矛

盾造成陈胜、吴广所领导的起义军处于

腹背受敌的境地。周文率军在曹阳抵抗

了三个月。但始终因众寡悬殊，又无后

援，损失惨重，最后周文也自尽了。不

久，围攻荥阳的吴广被部将阴谋杀害。

吴广死后，军心涣散。其他几支起义军

也先后被秦军各个击破。 虽然这次大

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失败告终，但是它严

重的动摇了秦国的统治阶层的地位，也

为秦朝的末日拉开了序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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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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born calf fears no tiger”

初生牛犊不怕虎

Wendy Chen

As children, we did not fear the 
silence or the sound. There was nothing 
that barred the way to heaven—only 
small cuts and scrapes. There was less 
trepidation, less palpitation of the heart. 
We played in white sandboxes, eagerly 
pouring words out into the wind. We did 
not fear the tigers of tomorrow. We only 
knew of now. Today. In this instant. 
Breathe. Live. Live. 

Now conversations are all too 
excessive, and there remains only the 
danger of wrong words in wrong places. 
We know too much of possible 
consequences and too little of 
possibilities. When I was little, the empty 
spaces seemed expansive and liberating. 
Now the corners of all the rooms I have 
ever been in are crowded with people, 
crouching like tigers.

幼年时，我们不害怕寂静或吵闹。除

了小小的切口和刮伤，没有什么能阻挡我

们快乐的生活。我们很少惶恐和颤抖。我

们在白色沙坑玩耍，急切的言语随风而去。

我们不恐惧明天的老虎。 我们只知道现在，

今天。在这瞬间的呼吸中，快乐地活着，

活着。

现在我们有太多的交谈，在错误的地

方说出错误的言论的危险随时都存在。 我

们了解太多可能的后果，却知道太少可能

会发生的事情。 小时候，无人的空间似乎

是广阔的，是一种解放。现在，我所经过

的房间里，各个角落似乎都挤满人，都埋

伏着老虎。                (中文编译：常笑)

罗丹的故事
王挺

在法国历史上, 罗丹是杰出的雕塑家, 

巴尔扎克是杰出的文学家。

一天, 雕塑家想给文学家做一个雕像。他告

别了朋友们,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日夜工作。 

几个星期以后, 雕像做好了。罗丹邀请朋友

们来欣赏他的作品。朋友们一看到雕像, 就

说:”这真是一件雕塑名作! 特别是那双手, 

简直就像真的一样!” 罗丹又问了别的朋友,

 大家也都说那双手做得太好了。

可是, 朋友们的赞美让罗丹很难过. 经

过仔细思考, 他终于用斧头把那双手砍掉了。

这一下该罗丹的朋友们感到难过了。他们

气愤地问罗丹:”你是不是疯了? 你为什么

把这么精美的一双手砍掉了呢?” 

罗丹回答说:”那双手太突出了! 它们已

经有了自己的生命, 已经不属于这个雕像的

整体了. 所以我不得不把它们砍掉.” 他沉

思了一下, 又自言自语地说:”一件真正完

美的艺术品, 没有任何一部分是比整体更加

重要的。”

今天, 巴尔扎克的无手雕像就收藏在巴

黎的罗丹艺术馆的院子里. 这个故事也在世

界上广为流传。

14



No. 58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 九年三月〇〇

猪八戒吃西瓜
四年级 A班

朱茜娜 
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去西天取

经。一天，他们走了很长的路，大家都很

渴，就派孙悟空去找点水果来解渴。猪八

戒想早些吃到水果， 就争着跟悟空一起去。

他们找了很久， 却什么也没找着。 猪八

戒又累又困， 他说：“我肚子疼， 在这

休息一会儿， 你快去找， 别忘了给我留

一点。”悟空走了以后，猪八戒就躲在树

下睡着了。等他睡醒来，他发现在前面不

远处有一个大西瓜。他把西瓜切成四块儿

说，“第一块是师父的，第二块是孙悟空

的，第三块是沙和尚，第四块是我的！”

他先吃掉他的，然后他说，“一个不够，

我现在吃掉孙悟空的西瓜吧。”当他把悟

空的那块吃了他又说，“两块西瓜不解渴，

我把沙和尚的那一块也吃了吧！” 他又把

沙和尚的一块西瓜也吃了。这下只有唐僧

的一块了。猪八戒憋不住就也把最后一块

西瓜吃掉了。

孙悟空去见太乙真人，太乙真人让小

猴子去摘了很多桃子给悟空。悟空把桃子

放到一个小包里面，然后他回来找八戒。

他在跟头云里看到八戒一个人把西瓜吃完

了， 就决定惩罚他。他故意叫他的名子，

“八戒你在哪儿里？”猪八戒听到是孙悟

空叫他就把西瓜皮踢得远远的，忙回答说：

“我在这儿呢！”悟空下来跟猪八戒去找

师父。他们走了几步，八戒就踩到西瓜皮

上摔了一跤。他一连摔了三跤。回到了唐

僧他们休息的地方，八戒上前走一个台阶，

他又摔了一跤。最后，悟空笑着说，“八

戒，今天你怎么了？” 猪八戒看见他又踩

在一块西瓜皮上， 这才明白是孙悟空搞的

鬼，连忙下跪求饶。“猴哥， 我错了！”

王欣宇

唐僧，猪八戒，孙悟空，和沙和尚去

西天取经。他们走了好久好久，又渴又饿，

所以孙悟空和猪八戒去找吃的了。猪八戒

很热，就假装很累，孙悟空就让他在树底

下躺一伙儿。过了一伙儿，猪八戒看见一

个大西瓜，馋得就从树底下跑出来去拿西

瓜。他把西瓜切成四块儿，先把自己的一

块吃掉了。他忍不住，把另外三块西瓜都

吃掉了。孙悟空发现了，把自己变成了一

块西瓜皮，猪八戒回去的时候，孙悟空到

猪八戒的脚下，猪八戒滑了一跤。猪八戒

知道自己错了，他应该把另外三块西瓜分

给唐僧，孙悟空，和沙和尚。 所以就回去

对唐僧道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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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反而长矮了

简路缤

一个春天，建国和他的儿子亮亮出去

玩。他们玩捉秘藏，跑来跑去，玩了一会

儿，突然，亮亮看到了一棵树。亮亮看这

棵树比他高这么多就开始流眼泪了。亮亮

赶快跑到他爸爸跟前，哭着说:“爸爸，我

太矮了， 树那么高，我也想长那么高。”

建国说: “别哭了，你也会长那么高的。

“亮亮说“我不信！”，就继续哭。建国

想出一个办法来，拉着亮亮去树边。他说：

“别哭了，我有一个办法。我们来量一量

你，明年你就会长高了。” 亮亮高兴了，

对爸爸说：“好，但是，如果我长不高这

么办?” 建国想了想说：“不会的，要是

长不高， 那我就给你买好玩具.” 听了这

个，亮亮就开始笑了：“好吧。”建国回

家拿来一把锤子和一个钉子，让亮亮靠着

树，在树上比了亮亮的高度，把钉子定到

树干上，定完了以后，建国就说：“好了，

我们明年再来看。”说完，他就拉着亮亮

回家了。

冬天来了，雪下过了，雪人堆好了，

亮亮也长高了，建国天天都觉得亮亮在长

高。

夏天来了，亮亮在外面跑来跑去，不

下心撞到一棵树！突然记起了来量高的事

情。赶快跑到爸爸那儿。亮亮说，“爸爸，

你还记得你所过的话吗？”这时建国也想

起来了。他说：“我还记得，我们去看你

长多高了.” 建国拉上亮亮跑到树边。建

国又量了亮亮身高，发现那个钉子比亮亮

高出好多！亮亮说：“我怎么长矮了？”

这时，建国发呆了。怎么亮亮反而长矮了？

原来他忘了树也在长。建国只好去玩具店

给亮亮买了好多新玩具。

蒋雨晨

在麻省，有一个小城叫艾克顿。在这

个小城里住一家三口父亲，母亲，和儿子。

那父亲的名字叫 Bob，他的儿子叫Nick，

他的妻子的名字叫 Cindy。Bob是一个木匠，

他已经52岁了。Cindy 是一个护士，她 51

岁，Nick只有 7岁。Nick很矮，因为他的

爸爸和妈妈都很矮， 在学校小朋友们都嘲

笑他。有一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他告诉他

的爸爸，“学校里很多小孩说我矮”，他

的爸爸想了想，说，“我觉得他们说的不

对，你比以前高多了”，说完后他抓住

Nick的手，把他拉到他的家后院的大树下。

他又说, “我们看你一年能长高多少，我

现在给你量一下身高。我们明年再给你量

一下看你长多少。“Bob让他儿子靠在树

上，量了他的身高，在儿子的头顶高度的

树干上钉了一个钉子。然后，他说：“这

就是你的身高，明年我们再量一次就能看

你长了多少。”他们回到家里。Cindy问他

们在外面做了些什么。他们就把刚才的事

情告诉了她。几个月后，一天早上，刚起

来，Nick开始叫起来因为他看见雪在地上。

他下楼去看电视，但是电视没有图像，他

又去开灯，灯也不亮。他去告诉他的爸爸

灯泡和电视都坏了。爸爸说没有坏，而是

一次断电。Nick就出去玩了，他看见一群

学校里的小孩。他想，“他们要是看见了

我，肯定又会嘲笑我.”于是，他跑到树边

藏起来，他觉得很孤独，就开始堆个雪人。

他爸爸看见了，也帮助他儿子一起堆。过

了三个小时他们终于堆好了，这时已经是

晚上了。回家后，吃了晚饭，就睡觉。几

个月后，春天来了，Nick和 Bob又去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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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忽然他们又记起来那棵树，想顺便看

看 Nick长多高了，然后他们来到树边，但

是他们一量 Nick比钉子矮。这时妈妈不紧

不慢地走出来对他们说，“不是 Bob钉错

了，也不是Nick长矮了，是树长高了。”

他们两个一听都觉得自己挺傻的。他们互

相望望对方笑了起来。

崔乐怡

去年，在一对有趣的父之中间发生了

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个父亲的名字叫大为。

他三十五岁左右，不爱运动，又喜欢喝啤

酒，所以长得有点胖，尤其是肚子比较大。

他的儿子名叫星星，才四岁。星星要和妈

妈一起去中国看爷爷和奶奶，他们要在中

国住一个冬天。爸爸对星星说：“你过了

一个冬天后，一定会长高好多。让我现在

先给你量一量，看你回来时比现在高出多

少。”于是，他们来到院子里的一颗小树

下，爸爸根据星星的高度在树干上钉了一

枚钉子。去年的冬天特别冷，下了很多雪。

爸爸一个人在家无聊极了，他有很想星星。

所以他在院子里的那棵小树旁堆了个雪人。

冬天终于过去了， 春天来到了。星星回到

了家里。爸爸带星星来到这棵小树下，却

奇怪的发现那颗钉子比星星高出了好多。

难道是星星长矮了么？爸爸左思右想，还

是想不出原因。最后，还是星星善于观察。

他发现小树上长了好多叶子，小树长高了

好多。所以， 不是星星长矮了，而是小树

长高了。

<<三个和尚>>读后感

林云

最近，我们读了一篇叫 <<三个和尚.>>

的课文。看到标题时，我就想起来，“一

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

尚没水喝“的俗语。生活里也经常有类似

的事情发生。

几天前，下了一大场雪。那一天，我

们铲雪机坏了。爸爸一开始在外面一个人

铲雪。我做完作业以后出去一看，他连车

道的四分之一还没有铲好。我就也拿了一

把雪锹去帮爸爸。没多久，我们把车道上

的雪铲除干净。爸爸很高兴，对我说，“

你看，我们一起做多快呀！如果我自己一

个人做，现在最多只能完成一半.”我从这

件事和很多别的事情知道了，在大家一起

做事的时候，齐心协力，一加一大于二;如

果有人不负责任，一加一就可能小于二。

还有一次，在八年级，我和两个同学

在做一个法文作业。一开始，我们共同和

作，可是第二天，有一个同学病了，不能

来到学校；第二个同学也没有负责任。最

后把所有作业留给我。我把作业带回家，

因为只是一个人做，我一直做到夜里一点。

结果，我们得到的成绩不好。如果我们都

负责任人来在学校一起做，我们的成绩肯

定会比拿到得分数高。

这也就是课文中间讲的道理：“只由

团结协作，才能战胜困难，才能有好日子

过。”

蒋雨晨

我读完《三个和尚》这篇文章，我有

很多感想。但是我最强烈的感想是人类需

要互相合作才能取得成功。文章里写的一

句话是，“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

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这就是说三个

和尚如果不合作，都不下山去挑水，就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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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水。可是一个和尚或者两个和尚反而

有水喝，是因为他们能够互相合作挑水或

者抬水喝。

我就觉得合作很重要。比如，你要想

制造一辆汽车，光靠一个人不行。必须有

很多人合作才能制造出汽车。或者，在一

个球队里，一个人打得再好也打不过一个

合作很好的队，只有你跟你的球队团结合

作才有可能打得过别的队。又比如，你要

是开一个公司，你也必须雇人。 只有一个

人的公司肯定做不了大事。开饭馆也得合

作，有人做饭， 有人当服务员，有人收钱，

还有人当厨师。他们互相合作，饭馆才有

可能成功。

通过这篇文章，我体会到只有合作才

能取得成功。要是不合作什么事都做不成。

以后，我会注意培养自己的合作精神。

过节 

陈理查

过年的时候，我很高心。我参加了很

多活动。我们在 Bolton 办新年晚会。我在

晚会里表演了唱歌和舞狮子，有四头狮子，

 两头大的和两头小的。然后我和一些朋友

去川香园吃了一顿年饭。我们吃了羊肉，

饺子，蘑菇，蛋炒饭和年糕。那天晚上我

得了压岁钱。我得了二十块钱。我还跟亲

人打了电话，跟他们拜年。到了第二天早

上，我就在家里看电视上的新年晚会。看

了很多好节目。我过了一个很愉快的新年。

张嘉华

2008年圣诞节我跟爸爸去了波士顿科

学博物馆，博物馆里有一个关于恐惧的展

览。其中有一间屋子里有三个玻璃

箱子，箱子里头有活的虫子和蛇。玻璃箱

子下面有几个木头做的暗箱，玻璃箱和暗

箱是用管子连起来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伸

进暗箱里，摸一摸里面有什么东西。刚开

始，我以为暗箱里真的有虫子和蛇，我很

害怕，不敢把手伸进去。爸爸告诉我暗箱

里不会有真的虫子和蛇，我就试着把手伸

进暗箱，原来里头是玩具虫子和蛇！

胡蔚岭

星期六，我们全家去中餐馆，过中国

新年。在我们的学校，我们有一个新年庆

祝会。我们吃饺子和巧克力蛋糕。我和妈

妈给大家讲中国新年的故事放幻灯。 我得

到两个红包，一个有美元，一个有巧克力。

我喜欢中国新年!

邵天颖

今年我和我妈妈爸爸在美国过春节。 

我们在电视上看了春节联欢晚会。晚饭的

时候我和妈妈爸爸吃饺子。 我们家里挂着

亮亮的红灯。 晚上我们在电脑上和我外公

外婆说话. 我给他们拜了年。 然后爸爸妈

妈给我两个红包。 今年过春节很开心。

韩梦竹

大年三十, 我们吃了饺子, 青菜和芹菜。

 大家都吃得饱饱的。 晚上时我的妈妈爸

爸给我们红包。 红包里有一百块中国钱和

两块美国钱。 吃完的时候, 我们都上了楼, 

洗了头发, 就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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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宇翔

今年的春节是在一月二十六日。 早上

起, 我先帮妈妈收拾房间. 接着我和妈妈爸

爸一起给奶奶, 姥姥, 和姥爷打电话拜年, 

最后我们吃了一顿好吃的大餐。

丘若英

今年的春节我们邀请了舅舅和舅妈来

我们家一起度过。奶奶和妈妈做了鱼，肉，

年糕等很多好吃的东西。爸爸，妈妈给我

二十块钱。爷爷，奶奶给我一百块钱。最

后，舅舅和舅妈给我五块钱。我们过了一

个很高兴的中国年。

弯弯的月亮  – 2B 班作业

弯弯的月亮小小的船。

小小的船儿两头尖。

我坐在船上抬头看，

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弯弯的月亮小小的船，

小小的船儿两头尖。

我坐在船上往下看，

只看见圆圆的地球不停地转。

鸡：国画班作业

老师：满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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