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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2008-2009一年回顾

校长 刘汉兰

艾克顿中文学校 2008-2009 一年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好多

的是惊喜，更多的是挑战，最多的是收获。

2008 年 9 月 7 日开学的第一天就是一个惊喜，116 名新学

生来到学校住册和报道，大大超出学校的意外因为暑期就已经

有30多名新学生住册， 那一天学校 6名行政团队成员忙坏了，

从 2 点一直忙到 5 点半，新上任的住册员鲁贤丹又接连忙了两

个星期才喘过气来。后来有人曾说这个大惊喜可能于太平洋彼

岸八月份 2008北京奥运效应有关。 2008 北京奥运不仅让中国

了解了世界， 更让世界了解了中国，艾克顿和邻镇居民无任是

华裔家庭还是非华裔人家庭都渴望通过学点中国语言和文化以

寻求一种有意义的和中国相连的渠道。最后统计结果，2008年

艾克顿中文学校秋季语言课住册学生人数高达 580 人，文化课

住册学生人数高达376人，比去年同期分别增加94人和54人，

其中中文第二语言住册学生人数从 46 人增到 61 人，将近增长

30%。但这个惊喜也预示着艾克顿中文学校2008-2009学年将是

一个充满挑战的一年因为越来越大的社区就会对艾克顿中文学

校有越来越多的需求和期望，因为越来越大的社区就会呈现给

艾克顿中文学校越来越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2008年11月12日，这时秋季已开学九周， 晚上收到曾在

我们中文学校就读的一名学生 Melissa Wang 写给我的电子邮件，

 又是一个惊喜，Melissa Wang 是一名艾克顿-Boxborough 高中

10 年级学生，她想成立一个艾克顿中文学校学生俱乐部， 这

个学生俱乐部的唯一目的是帮助社区。也许大家认为公立学校

里学生俱乐部多的是， 但在艾克顿中文学校这是第一个，而且

是孩子们自己发动起来的，这时我想起 6 年前一群热爱中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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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和文化住在艾克顿-Boxborough 地区的自愿者也是自己发动起来办起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唯

一的目的是帮助社区的华裔家庭和领养中国孩子的家庭有一个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环境和地

方。更为自豪的是孩子们传承了艾克顿中文学校办学精神：力足社区和服务社区，从那以后，

艾克顿中文学校学生俱乐部成立了网站，成功举办了 4 次活动: 为 Acton Food Pantry 募捐食品，

为 Acton Housing Authority 募捐圣诞节礼品，为 Acton Iraq Soldier 募捐食品和其他供给，当

地美国报纸 Beacon Newspaper 在 2009年 6月11日还专门报道这一项艾克顿中文学校学生俱乐

为 Acton Iraq Soldier社区募捐的活动并刊登了他们的照片， 另外艾克顿中文学校学生俱乐部

在前一阵制作大型图片为中文学校学生和家长介绍猪流感和防止猪流感的卫生常识，艾克顿中

文学校学生俱乐部还将在学年结束汇报演出和毕业典礼活动中卖水为 Acton Memorial Library 

募捐资金购买幼儿图书。艾克顿中文学校学生俱乐部成为了中文学校一颗闪亮的小新星，不仅

为在校学生作出了好榜样，也为中文学校在社区作出了好榜样。

2009 年 1月17 日是艾克顿中文学校 2009年牛年春节歌舞茶话晚会的日子，由于学校大租

校舍有很大的限制，只有高中礼堂才能容纳我们这样大的学校， 后来通过家长会会长李福根

帮助租到了哈佛 Bromfield 高中大礼堂, 当使大家心里还是有点担心那地方有点偏, 中文学校从

来没有在那里举办过活动，而且那几天天气特寒冷，路上很多冰还没融化，怕去的人不会多， 

哪知道晚上七点不到容纳 630人的大礼堂几乎整整坐满，又是一个惊喜。这次以家长会策划，

家长会成员杨钦钊总导演的中文学校 2009 春节歌舞茶话晚会相当成功，两家中文报纸都做了

详细报道，也是在这次活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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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的奉献精神所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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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5月15日艾克顿中文学校第一任董事长王泽养，前任校长苟燕妮，下任校长王建国，

我和艾克顿 School Committee Member 孔轩庄宁夫妇参加了艾克顿-Boxborough 地区学监 Mr. 

Bill Ryan的退休宴会，因为Mr. Bill Ryan在此地工作近三十四年，当时到会的有很多艾克顿-

Boxborough 镇界名流。惊喜的是 Mr. Bill Ryan 在他的退休宴会展览桌上专门放了一张他，前

任校长苟燕妮，中文学校舞蹈老师朱碧云，和我在艾克顿中文学校五周年校庆的照片，虽然照

片不大，但感觉到艾克顿中文学校在社区的影响力是深远的。宴会主持人还邀请我代表艾克顿

中文学校作了 3 分钟发言，因为到会的人有近 70 人，只有 7-8个代表被邀请发言，我更感觉

到艾克顿中文学校在社区的影响力是不小的。在发言中我特别强调 Mr. Bill Ryan对艾克顿中文

学校六年来作出的卓越贡献，包括 2003年春季租给艾克顿中文学校初中校舍，2009 年春季租

给艾克顿中文学校 Parker Damon 小学校舍， 才使艾克顿中文学校 500 多名孩子和 240 多名家

长能够每周日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中文，在设备优良的体育馆和大小餐厅地方开课体验和

学习中国文化。

艾克顿中文学校 2008-2009 一年虽然惊喜不断,但挑战更是频频, 2008 秋季开学以后经常受

到初中老师的抱怨：教师桌子板凳被挪动了，小粘画粘到教室的家具上，桌子上乱图画，用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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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板的擦子擦地毯，厕所小便池被堵，水满蔓延地上，教室里的温度计摔坏了，教师桌子上的

东西被挪动了，教师桌子上的剪刀不见了，教师桌子上的装水杯子不见了，教室里地上都是纸

飞机，教室的窗子没关。学校行政团队由此组成两人小组，每周分两次轮流检查，一次在中文

课结束后,一次在文化课结束后，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通知老师以免下次再发生同样的问

题，同时学校积极和社区教育办公室和初中负责人沟通，一起开会就有两次，分析情况，共同

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到2008 春季3月份基本上就没有受到初中老师的抱怨了，总结经验是加

强新老师在这方面的培训，经常提醒老师，鼓励家长参与，加强监督学生，遇见问题 ,积极调查，

及时沟通给社区教育办公室和初中负责人，现在学年结束，艾克顿中文学校和社区教育办公室

和初中负责人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初中学校副校长 Andrew Chen还将参加我们学校学

年结束汇报演出和毕业典礼活动。

2009年1月18日则是艾克顿中文学校从来没有遇到的新情况，一声电话铃响把我从睡梦中

惊醒，电话中一位老师问我中文学校要不要上学，我眼睛冥蒙一看，糟糕，地上已经铺着一层

雪，天上还一直下着雪，虽然不是那么大，如果周末学校突然因故关门，社区教育办公室会在

星期五之前通知学校，但这次社区教育办公室并没有通知关门，赶紧打开 blackberry，没有通

知。从那以后，家里电话铃声不断，手机也铃声不断，电子邮件更不停，最后学校作出决定：

开门但是家长如果认为路上不安全，自己做决定可以不来。事后由 6-7位家长在学校网站上表

述意见，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我也和很多家长聊过，学校开门不开门有很多因素：譬如

气候（上课前，上课后的气候），社区教育办公室会不会请人周末清路铲雪，校舍维修，地区

活动，节假日，因为中文学校没有一套自己的程序衡量气候好坏，下雪大小来决定开门不开门，

艾克顿中文学校一贯遵照社区教育办公室的决定。如果大家认为这还不够，那么我们也许应该

建立一套自己的程序，更重要的是有一套通讯设施能够及时把学校零时决定通知到家长，同时

提供补救措施。

2009年 3月底几位家长在学校网站上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使孩子们在中文学校觉得学中

文有趣，这恐怕是最富挑战性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也不是个别学校的

问题，更重要的是关于中文学校育人的问题，一个办学根本目的的问题，学校由此举办了专题

讲座，到会家长发表了很多意见，参加的老师也介绍了教学情况，这种互动推动了艾克顿学校

中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中文学校由此和其他一些因素决定了增设两个一年级马立平实验班，

寻求和尝试在美国教育中文的不同途经。同时学校还会继续向兄弟学校取经，向经验丰富的老

师取经，向美国中文教育院校机构取经，请进优秀教师，也鼓励家长在家多和孩子讲中文，希

望家长放假能有机会多带孩子回国看看，自己也“常回家看看“，一首 20 世纪在中国春节年

欢晚会上唱红和响彻大江南北的名歌。

艾克顿中文学校 2008-2009 一年最多的还是收获，这些收获是 84位老师和助教，34 名班

级家长，41名高中自愿者，5名家长会成员，13名行政管理团队队员，9名董事会成员，和无

数没有艾克顿中文学校“官方头衔“的自愿者们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在2008-2009学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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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级毕业生有15名（打破 10的记录）

 完成中文第二语言5年课程学生有8名 (打破 0的记录)

 2009 春季投入运行新注册软件

 2009 春季增加 Parker Damon 卫星校舍

 定期和学生家长面谈,了解需求和建立沟通

 增加课本外学中文活动（校刊，识字，游戏，SAT）

 募捐焦旺旺遗留家人：$2431

 募捐基金：举办两次大型中文图书音像展览，销售迪斯尼票，旧课本和字典，在艾克顿

纪念图书馆销售圣诞节前礼物，共筹集基金近$1300

宣传艾克顿中文学校“中文第二语言”和“文化教育”课程（４次大型社区活动宣传）

 参与社区活动：Mr. Bill Ryan 退休庆祝宴会和牛顿中文学校50年校庆

 成立第一个学生团体: Student Community Benefit Club

 第一次成功使用网上调查家长对学校收费标准和学费上调的意见

我代表艾克顿中文学校衷心感谢老师们辛勤劳动，感谢同学们努力学习，感谢家长们大力

支持，感谢所有参与艾克顿中文学校诞生和成长自愿者们无私奉献，感谢所有关心和爱护艾克

顿中文学校诞生和成长支持者们和社区团体携手相助。我特别感谢 31 周里周周和我一起工作

的行政管理团队 12名成员：副校长王建国，校长助理王依达，教务主任史建英，副教务主任

叶红，副教务主任李日新，文化主任左国英总务主任邓育红，财务主任阮静，会计王英姿，校

刊主编李伟，注册主任鲁贤丹和网站主管项开华，另外还有 2008 秋季退休的财务主任蔡国红。

是他们本着一颗为中文学校服务的热心，扎扎实实地工作，相互合作，发挥各人最大潜能，才

使得学校运转天天顺通，日子蒸蒸日上。

艾克顿中文学校在2008-2009学年里迈过了扎实的第六步，成功完成了第六交响曲，我坚信，

也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坚信，艾克顿中文学校将会在这个新起点上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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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BOARD MEETING
Minutes prepared by Dick Calandrella

Special Board Meeting, SUNDAY, APRIL 5, 20009
AGENDA (Meeting began at 4:04 p.m.)

This Special Board Meeting was called by Members Fugen Li and Yang Liu for the purpose of 
finalizing by-law amendment language for the new Board election voting process for the ACLS Board 
for the coming 2-year period. Chairman Bob Xiong also added the request to adopt and insert the 
ACLS Financial Policy into the by-law amendment

Members present were: Bob Xiong / Yang Liu / Hanlan Liu / Judy Holmes / Fugen Li / Lingya 
Zhou / Michelle Deng / Dick Calandrella

BUSINESS

Bob wanted to start with a quick discussion and vote to agree to insert the ACLS Financial Policy into 
the by-law amendment, but was persuaded to discuss the Board election process first. Much 
discussion ensued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a motion.

MOTION: Bob Xiong moves and Dick Calandrella seconds a motion “to ensure continuity for the 
ACLS Board, the election process shall provide for a 1-year term of up to three members from the 
current Board to be retained on the new Board.”

YES (4) --- Bob Xiong / Michelle Deng / Lingya Zhou / Dick Calandrella

NO   (4) --- Yang Liu / Hanlan Liu / Judy Holmes / Fugen Li

ABSTAIN --- none

Given the tie vote, the Chairman exercises his 2-vote tie-breaking privilege and cast a second YES 
vote. 

MOTION APPROVED

Special Board Meeting, SUNDAY, MARCH 29, 2009
AGENDA (Meeting began at 4:11 p.m.)

This Special ACLS Board Meeting was called by Principal Hanlan Liu to discuss funding sources for 
the 4 ACLS Scholarships to be presented to ABRHS students at June 2009 Graduation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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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present were: Dick Calandrella / Judy Holmes / Xuan Kong / Hanlan Liu / Yang Liu / 
Lingya Zhou / Michelle Deng / Fugen Li

Also present was: Jianguo Wang (Vice Principal ACLS)

NOTE: ACLS Board Chairman Bob Xiong was not present but had arranged in advance for Recording 
Secretary Dick Calandrella to chair this meeting.

After much discussion, six possible funding sources were proposed and evaluated. A show of hands 
determined which ones would move forward for official vote.

1. (2 Votes) Bob Xiong’s $2,000 personal pledge

2. (5 Votes) $1,000 from ACLS Long-Term Fund interest plus fund raising from Disney 
ticket sales and ACLS Book sale and other fund raising sources

3. (0 Votes) $1,000 from Long-Term Fund interest plus $1,000 from Bob Xiong’s pledge

4. (2 Votes) Personal donations from each ACLS Board member

5. (4 Votes) $2,000 from ACLS Long-Term Fund interest

6. (3 Votes) $1,900 from ACLS Long-Term Fund interest plus $100 from fund raising

Since #2 received the majority show of hands it was proposed as the official motion.

MOTION: Xuan Kong moves and Hanlan Liu seconds a motion to “lift the moratorium on the Long-
Term Fund to specifically withdraw $1,000 from interest then close the moratorium on the Long-Term 
with the said $1,000 to be combined with $1,000 proceeds from the sale of Disney tickets and proceeds 
from the Book Sale and proceeds from other fund raising sources if required to provide $2,000 to fund 
4 $500 

ACLS Scholarships for graduating seniors from ABRHS at the June 2009 Graduation Ceremony.”

YES (5) --- Xuan Kong / Hanlan Liu / Yang Liu / Judy Holmes / Michelle Deng

 NO: (1) --- Dick Calandrella

ABSTAIN: Fugen Li / Lingya Zhou

MOTION APPROVED

Special Board Meeting, SUNDAY, MARCH 1, 2009
AGENDA (Meeting began at 7:30 p.m.)

This Special ACLS Board meeting was called to discuss the revisions to the ACLS original 2004 
Bylaw.

Documents used in this meeting were V6 of the revised ACLS Bylaw, and the original 2004 version of 
the ACLS Bylaw.

Members present were: Bob Xiong / Michelle Deng / Judy Holmes / Hanlan Liu / Xuan Kong / 
Fugen Li / Dick Calandrella

Members excused were: Yang Liu / Lingya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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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R BUSINESS

MOTION: Xuan Kong moves and Michelle Deng seconds a motion to replace Article IV Section 9 of 
the original 2004 ACLS Bylaw with revised ACLS Bylaw Version 6 Article IV Section 13.

YES (1) --- Xuan Kong

NO   (5) --- Hanlan Liu / Dick Calandrella / Judy Holmes / Michelle Deng / Bob Xiong  ABSTAIN 
(1) --- Fugen Li 

MOTION NOT APPROVED 

MOTION: Michelle Deng moves and Judy Holmes seconds a motion to amend the wording in 
segment (a)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hall consist of 9 positions, at least 5 of which must be filled. 
The Principal and the Parent Council Chair shall automatically be members of the Board. The other 
Board members must be elected.” And in segment (b) “The elected Board member’s term shall be 
staggered to provide leadership continuity. Every year, 3 or 4 Board positions shall be filled by 
election.”

YES (5) --- Bob Xiong / Michelle Deng / Judy Holmes / Fugen Li / Hanlan Liu  

NO (1) ---- Dick Calandrella

ABSTAIN (1) --- Xuan Kong 

MOTION APPROVED

MOTION: Bob Xiong moves and Dick Calandrella seconds a motion to accept segments (d) and (e). 
Motion is withdrawn before discussion.

MOTION: Hanlan Liu moves and Fugen Li seconds a motion to insert in segment (d) the words 
“shall have at least 1 year of experience in school activities.” Segment (d) now reads “The candidates 
for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hall have at least 1 year of experience in school activities, shall be members 
age 18 or older and they can be self-nominated or nominated by any other member age 18 or older. 
All candidate nominations are submitted to the Parent Council Chairman who presents them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for election.”

YES (3) --- Hanlan Liu / Fugen Li / Judy Holmes

NO (2) ) --- Bob Xiong  Dick Calandrella

ABSTAIN (2) Michelle Deng / Xuan Kong 

MOTION APPROVED

MOTION: Dick Calandrella moves and Hanlan Liu seconds a motion to change the words in the 
second sentence in segment (a) to “The Principal, the Parent Council Chairman, and a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Program shall automatically be members of the Board.”

YES (6) Hanlan Liu / Michelle Deng / Dick Calandrella / Xuan Kong / Fugen Li / Bob Xiong

NO (0)

ABSTAIN (0). 

MOTION APPROVED UNANIM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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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 Bob Xiong moves and Hanlan Liu seconds a motion to replace Article IV Section 9 of the 
original 2004 ACLS Bylaw by an amendment which is Article IV Section 13 of the Revised ACLS 
Bylaw Version 6 as adopted at the March 1, 2009 Special ACLS Board meeting.

YES (6) --- Michelle Deng / Hanlan Liu / Xuan Kong / Bob Xiong / Fugen Li / Dick Calandrella

NO (0)

ABSTAIN (0)

MOTION APPROVED UNANIMOUSLY

谢谢您! 辛勤的园丁
记 2008-2009年度Good School Realty Award 获奖者 

王建国整理

首先衷心感谢 Frank Chen和 Kathy Zhang 夫妇, 多年来对中文学校的支持和赞助, 并设立年度Good 

School Realty Award基金, 以奖励 5位本年度特别优秀的教师和行政人员, 每人将获$100奖金和奖状。

其中, 语言课老师 3位, 文化课老师 1位, 行政人员1位。具体评选的办法是, 由家长提名推荐, 学校根

据每位候选人的被提名次数多少(如果提名次数相同时, 就按提名先后), 选出最终的获奖者。今年, 在有

效提名时间 4月 20日到6月7日内, 学校共收到了38位家长的推荐信(表), 根据提名次数和先后, 最终

从16位候选人中选出5位特别优秀的教师和行政人员, 荣获2009-2009年度Good School Realty Award, 

他们是: 一年级 C班的老师高萍; 五年级 C班的老师吴利宁; CSL1班的老师乐瑾; 文化课太极拳班的指导

老师孙向中; 学校总务主任邓育红。谢谢您! 辛勤的园丁。谢谢您! 热心的家长。

邓育红  (  总务主任  ):  

育红是一个非常勤恳的人。中文学校家当虽不大但也不小，育红家车库一半都被中文学校的家当占

据了。记得一次有人开玩笑说: 中文学校总务主任第一要求就是要有车库或地下室储存中文学校家当。

育红每星期还从家里为中文学校家长讲座搬水, 为中文学校搬印刷纸张, 从来也不抱怨或和人家提起, 就

是自己不能来, 也叫老公或女儿搬来。有一次老校长李劲东对我说: 你们行政队伍的邓育红好负责, 叫

她做的事从来不忘记。另外学校越来越大, 教学材料越来越多, 教学用具越来越杂, 答谢自愿者的礼物越

来越频繁, 要求时间越来越紧, 育红从来都没有耽误过任何学校要求。育红是一个热心的人, 由于今年学

校经费特紧张, 行政团队先后举办了5 次募捐, 育红就参加过3 次, 包括星期六到艾克顿图书馆募捐。大

家也许还记得今年一月份焦旺旺献爱心募捐就是由育红主持的, 短短 3 小时总共募捐$2,431。育红还和

她姐姐一家亲自把钱送到焦旺旺遗妻和双胞胎幼儿手中。育红是一个会持”家”的人。育红把中文学校

当作自己的家, 趁间隙时间把学校的两个储藏柜整理得井井有条, 买东西总是精打细敲, 恨不得一分钱当

两分钱用, 常常找降价票, 跑几家店, 买来的东西都是物美价廉。艾克顿中文学校有这样的行政自愿者和

由有这样的行政自愿者组成的行政团队是我们大家的一种自豪和骄傲。

孙向中  (  太级拳班指导  ):  

当我夫人建议我报名中文学校太极拳班时, 我第一反应是”怎么让我学这老头老太太的东西?!” 一

学期的太极拳课不但改变了我对这象运动的看法, 而且使我喜欢上太极拳。这和太极拳班孙向中老师是

分不开的。孙老师教学认真严谨又风趣。他不单课上细心教导纠正学员的一招一势, 仔细讲解太极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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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理, 而且课下也常在网上热情讲述太极拳对人身体健康的好处, 练功身心自然之间的联系。这使我

对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天人合一有了更深的了解。 学期汇报演出将近, 孙老师带领学员周末

清晨在Nara Park 一起练习, 同享太极拳的乐趣和朋友之间的友谊。感谢孙向中老师的热情与教导, 我极

力推荐提名孙老师为中文学校优秀教师。

乐瑾  (CSL1      班老师  ):  

I would like to nominate Jennie Qin, CSL1 teacher for this award. She is always enthusiastic 

and patient with her students. She tries very hard to make the content easy and fun! My daughter 

is Korean and doesn't have any Chinese background but now she can speak a little Chinese and 

loves to sing Chinese songs at home. My 2 year old daughter imitates her sister and sings the 

Chinese songs, too! Jennie always prepares many things for the class, sometimes giving small gifts 

to the students. I mostly appreciate her great energy and kind patience, which makes a great 

teacher!

吴利宁  (5C      班老师  ):  

Mrs. Wu is a very responsible and devoted teacher. She is very sensitive and responsive to 

students' needs and gives them lots of encouragement. She brought in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fun 

into Chinese learning in very creative ways. For example, she designed a Chinese Jeopardy show 

and devoted many extra hours to help her students doing the show. The kids are having a lot fu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acticing their Chinese and gaining knowledge about China. Mrs. Wu is a 

very passionate, dedicated, and responsible teacher. She has very unique way of teaching Chinese, 

which makes her students not only willing to learn Chinese but also fun to learn. She creates 

various fun activities in the classroom for students to learn and interact. My son used to hate 

Chinese, but he now does not mind going to Chinese school and learn Chinese. I strongly 

recommend Mrs. Wu should be awarded for her dedication, creativity and passion for her students.

高萍  (1C      班老师  ):  

Gao Ping is an excellent teacher. My son, Alex Tang (class 1C), has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under teacher Gao Ping. Although Alex is younger than most of the kids in 

his class, he can finish his homework without our help and so far he has scored 100 on all his 

tests. It is challenging to teach kids of young age and Mrs. Gao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o 

motivate the kids at this age to love Chinese, to love to speak in Chinese, to love to write 

Chinese, to be proud of being Chinese. I was room parent one day, it was great experience to see 

kids so happy learning Chinese and they love to play the language games designed by Mrs. Gao. 

She loves and cares for the kids. She even set up teacher-parent conferences to talk with each 

parent to know more about each kids and their Chinese learning a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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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会讲座回顾
陆青 芶燕妮

二 八〇〇 - 九学年接近尾声，中文学校家长会主办的家长讲座活动也将告一段落。 九个月来，〇
我们一共举办二十六次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的讲座，引起了许多家长们的兴趣。每个星期天下午学校上课

的时间，R.J. Grey 的小餐厅里总是坐满了来听讲座的家长们。

我们这一届的讲座委员会成员有赵曙光，家长会主席李福根，老校长陈鸿祥、 燕妮，和前校刊芶
总编陆青，这些人都曾在中文学校服务多年。大家各尽其能，群策群力。虽然在过去一年中曾有数次讲

座受学校上课时间、教室的影响，不得不临时更改计划，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协调下，每次都能有惊无

险， 使讲座办得圆满成功。

纵观过去一学年的讲座题目，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方面：子女教育、财务管理、房地产及投资、

医药卫生保健以及有关个人爱好、修养等。校董事会和校管理团队也曾多次利用讲座时间举办家长座谈

会，增进校方与家长们的联系与沟通。

怎样培养教育好自己的子女是许多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为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安排了多次有

关教育的讲座，其中包括关于游戏在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如何引导孩子学习数学，如何应对美国大学的

SAT考试，如何鼓励孩子参加体育活动及其他课外活动等。在这些讲座中，我们除了请本地资深教育工

作者和有经验的学生家长来主讲外，也举办了由高中学生主持参与的讨论会，丰富的题材和多样的形式

吸引了广大的家长们。

金融海啸、经济危机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关系到我们的切身利益，不能不引起大家的重视。在

过去一学年的讲座中，有数次我们请来理财专家来为我们解读经济形势，分析财经市场，帮助我们建立

适合目前环境的合理的投资管理计划。好几位资深房地产经纪人也被请到学校来，他们审时度势，以他

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解答大家的疑问，并且 提供一定的专业服务。除此以外，我们的财务管理类讲

座还涉及报税及遗产计划等。

除以上的讲座外，我们还举办了几次有关医药卫生保健的讲座。在这些讲座上， 专业人士为家长

们介绍了妇女保健、牙齿保健以及在美国如何识别和使用非处方药物等方面知识，让我们受益匪浅。为

满足摄影爱好者的要求，我们举办了数码摄影讲座。我们还请到了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武汉大学法学院

教授徐亚文博士。他从法理学的角度并引用具体案例，生动地解说了中国宪法及法制现状。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加强学校与家长的沟通，校管理团队在过去一年中多次利用讲座这一平台，

举办家长座谈会，与家长们一起讨论学校的各项教学管理工作，包括如何使用学校自己开发的注册软件，

和如何改进教学以增进学生对学习中文的兴趣。家长们通过踊跃参加这些活动，增强了对学校的了解，

也为学校的教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样的良性互动对我们学校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

校董事会也充分利用讲座这一机会，与家长们公开讨论修改学校规程(By-Law)，积极听取家长们的意见，

充分显示了我们学校的民主气氛。最后一期的讲座时间交给了为新一届董事会选举而举行的 Town Hall 

Style Meeting。由家长会成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为八位候选人准备了抽答题和必答题。这些围绕董事

会的职责和学校长期发展有关的议题以及家长们的提问，让大家对候选人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总结过去一学年的讲座，可以用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来形容。讲座委员会经过辛勤的努

力，向学校和家长们交出了一张亮丽的成绩单，也为下一年的讲座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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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的集市
王晓鹂

老家是个小山村，不能像城里人那样随时随地

买卖东西，于是，所有要买要卖的东西都要攒在一

起，等有集市的日子去办。

集市是按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的日子安排

在附近几个大一点的乡镇里。尤其阴历三月二十六，

是一年当中最大的集会，家乡传统称作“赶赛”的，

热闹非凡。赶集的日子里，天蒙蒙亮大人们就走了，

夕阳落山的时候才陆陆续续地满载而归。

那时候我还小，一向是不许跟着去的，只有坐

在村口眼巴巴地等大人们回来，期望着带回来几颗

水果糖，一个泥塑的小人，或一只灌了水吹尾巴就

会叫的泥塑小鸟什么的。因此，“集市”一个词便

成了快乐的、温暖的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以后到了城里，“集市”便不再被提起。不料

到了 C 城之后，竟又听人说起“集市”——每星期

六一次的，就在门前那条路尽头的广场上。当时，

第一个反映就是保罗·西蒙和卡篷特的《斯卡波罗

集市》（Scarborough Fair）那首歌：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el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

这是一首古老的苏格兰民歌，作为电影《毕业

生（Graduate）》的主题歌而成为经典名曲，唱得自

然是浪漫而伤感的永恒爱情。哼着这首歌，不由浮

想联翩，又想洋人的集市会是什么模样，与家乡的

一样吗？

去了之后才知道，说是“集市”，其实只是“

早市”，一过十二点便收摊了。地方也不大，不过

二三十米的双向路两头一关闭，撑开各自带来的方

顶帐篷，摆上随车运来的物品便是一个市场了。集

市以农贸为主，远比国内的早市规模小，卖得最多

的是鲜花，一架一架排成行：粉红的吊金钟，黄色

的雏菊和海棠，蓝色的勿忘我，雪白的百合花，·

也有歌里的迷迭香和百里香。买花的人也最多，你

一盆我一盆，挑挑拣拣，忙得不亦乐乎。我给婆婆

买了一盆海棠，开了快一个月了，依然在绽放。第

二多的是蔬菜和食品：青葱的蒜苗$2.5 磅，鲜嫩的

白菜$1一把，洗净了装在袋子里的菜叶$2一包，长

着细绒帽的蘑菇$7.25一磅，熟食有用家传秘方烘制

的面包，各式灌肠、火腿，自产的牛奶和黄油，也

有搬了烤架出来当街烧烤的，有现场调制的冰激凌

和咖啡等等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手工制作的家具，全木的摇椅

手感光滑，躺着非常舒服。有磨刀的，当然不是手

工而是几架大小各异的机器，菜刀和水果刀所用的

就不是同一架机器。有卖自制首饰的，各色的石子

儿打磨得非常光滑，配着不同的设计，有项链、戒

指、手镯、耳环、胸花等等，价格在十几到几十不

等。有轧染的布料和衣服，也有棉布和亚麻的裙子

与套装，当然，这些都是自己做的。有一天我婆婆

独自去逛，回来惊讶地说有现场剪羊毛的！而我，

印象最深的是苞米花的一个摊子，不是自己小时候

熟悉的那种手摇的鼓风机，而是电动的一口大锅。

那口锅的直径足有一米，摊主手持船浆一般大小的

木铲，不停地在锅里搅动。最初只有零零星星的几

个玉米爆开，像旧历年二十七、八里耐不住性子的

孩子放鞭炮，这一声那一响的。不一会儿，便密集

起来，摊主手下的速度更快了，紧接着，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爆炸声响成一片，像年三十的午夜，所

有的鞭炮你赶我我赶你的，密密麻麻，轰轰烈烈。

随即，新鲜玉米的香味弥漫开来，吸引了所有人的

目光。捧一包在手里，热乎乎、香喷喷、甜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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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真是幸福啊！

赶了几次早市，除了买苹果，我一般只是带着

茱儿逛。那些苹果，装在一个个小木桶里，一桶三

块五，大约七磅左右，有青苹果、红富士、黄元帅

等好几种，比超市里略便宜且很新鲜。差不多每次

都要买一小桶。去得多了，摊主也认得了我们，老

远就打招呼。茱儿是个好动又爱笑的孩子，每次去

都赢来一堆的称赞。那天，风有点儿凉，给她穿了

刚赶制出来的夹衣，中式风格，镶着大红的领圈儿、

缝了大红的盘扣，怎么看怎么漂亮。果然，去早市

的时候，见到的人异口同声地惊叹，有一个中年妇

女硬要给茱儿拍照，喀嚓咔嚓好几张，拍完了还一

个劲儿的说谢谢，走了走了又折回来再说几句话。

那神情，恨不得把孩子抢回家去。呵呵。

不过，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带茱儿去听音乐。早

市上每周都有人演奏，有时是一个四人组合的黑人

乐队，架子鼓、吉他、小号和电子琴，节奏很明快，

带点儿摇滚的味道，动感十足。有时是两个年轻人，

吹单簧管的男孩是个黑人，高高瘦瘦的，拉小提琴

的女孩是个白人，有着笔直的希腊式的鼻子和天一

般蓝的眼睛。有时是几个小姑娘拉大提琴，人还小，

坐在凳子上比提琴还低着几分，手法却很娴熟，表

情自然放松，一曲末了，赢得阵阵喝彩。更多的时

候是一个中年男子，弹古典吉他，自备了一套音响，

常坐在树下，离人群略远。电吉他的音效很纯正，

他也很陶醉，常常半眯着眼，随着节奏轻轻晃动。

与其说他是为大家演奏，不如说为了自己欣赏。记

得上大学的时候，几乎人手一把吉他，自己也是学

过的，指尖也磨出过厚厚的茧。可如今，连最简单

的单弦也拨不出来，更别说复杂的和弦了。常去听

他弹吉他，多了也就熟了。他说，他喜欢吉他，喜

欢弹给更多的人听。说话的时候，他的神情有一种

说不出的满足和宁静，让我觉做一个吉他演奏家肯

定是他自儿时就有的梦想。如今，他虽然没有大红

大紫，可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每个星期六的早

晨，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间，在柔和的清风里，在

蓝天下轻轻拨动了手中的琴弦，让生命变得充实而

饱满，也给他人带来快乐。

听他弹着吉他， 又想起 《 斯 卡 波 罗 集 市 》

（Scarborough Fair）那首歌，之所以如此的感人、

动听，并不仅仅因为歌唱了美好的爱情，而是因为

生活原本就是一首歌，简单、真实、质朴，没有丝

毫的张扬，却天长地久，余味无穷。

在 C 城生活了三年，早市是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如今离开了，每每在周六的早上便会想起那里的早

市，心里总有一丝丝的甜蜜和惆怅。

12

Gracefully handle any challenge with focus and determination! 
When you hire me, the most important house to sell or buy is 
yours!!I invited you to experience Janet Qin’s difference !!!

Provide unparalleled professional service

Janet Qin
(978)-761-9838
www.JanetQin.com
Janetqinn@gmail.com



No. 60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 九年五月〇〇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总有人要付出代价
瓜农

即使所有的媒体已经做足了分析和预测，即使

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即使没有人认为宣布破

产是一个意外，但是在通用汽车(GM)真的向法院

递交破产申请时，还是让人顿生无以言状的感慨和

伤感 －又一家百年老店，走到了路的尽头。

成立于 1908年的通用汽车有过辉煌的历史，

她的产品目录上有一长串耳熟能详的名字：凯迪拉

克 (Cadillac)、别克(Buick)、雪佛来(Chevrolet)、奥

斯莫比(Oldsmobile)、欧宝(Opel)、土星(Saturn)、悍

马(Hummer)、Pontiac、Saab、GMC，同时还拥有

Isuzu、Suzuki 和 Subaru汽车的股份，产品线覆盖

轿车、卡车、SUV、Van 和Wagon。在风头最劲的

1962年，在美国国内销售的每２辆汽车中就有１

辆GM；在产量最高的 2007年，GM一年内在全球

总共卖出了 940万辆各种车辆。自 1927年起，在

长达80多年的时间里，GM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汽

车生产商。这是一个神话中的汽车王国。

GM也造就了一大批高收入、超稳定的员工队

伍。与 Big Three 中的另 2家福特(Ford)和克莱斯勒

(Chrysler)一样，汽车工人联合工会(UAW)凭借其在

底特律的强大势力，为员工争取到高额的工资、优

厚的福利、稳定的养老金和几乎不会丢掉的铁饭碗，

使数以十万记的汽车工人步入中产阶层，很多家庭

甚至几代人都在同一个车厂工作，全盛时期的底特

律是全美中产阶级比例最高的大城市。这是一个理

想中的工会王国。

20世纪 70年代，受石油危机和日本汽车崛起

的双重打击，包括GM的三巨头在萎缩的市场份额

和糟糕的质量评价中苦苦挣扎，利润锐减，度日如

年。GM先是借助研发小型车、提高制造和装配质

量，重树美国车的口碑，使自己重新站稳脚跟；90

年代以后，再看准了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大就是美

”的购车心态带给轻型卡车(Pickup Truck)和多功

能运动型车(SUV)超乎寻常的获利空间，另辟蹊径，

用这些大车成功地压制了日本汽车的势头，巨额的

利润使得 GM又一次扬眉吐气，傲视群雄。这是一

个传说中不死的王国。

可惜，包括GM在内的美国汽车公司深层次的

一系列严重问题，在其无限风光的销售额的掩盖下，

一次次地错过了整改、纠正的机会，一步步发展、

恶化，直到不可收拾。GM的状况就是整个美国汽

车工业的代表。

有一个笑话很说明美国车的地位：德国车让人

联想到高科技和高性能，日本车代表的是可靠和省

油，韩国车 = 便宜 + 10年保修，美国车...啊？老

头和红脖子的玩意儿。由于国土辽阔、油价低廉和

高流动性的生活方式，美国一直被称为“架在汽车

轮子上的国家”，在上世纪的工业化时代，这意味

着美国本土汽车业的发达；而在市场全球化的现在，

面对众多携技术、管理优势的虎视眈眈的对手，美

国汽车业节节败退，拱手让出大批市场。

在把握汽车市场趋势上的错误决策，凸显出底

特律高层的自大和不合潮流。美国车给人的印象就

是巨大和耗油，虽然其实相同级别的欧日美车的油

耗大致相当。造成这种错觉的主要原因就是三巨头

把研发、宣传和销售的重点放在了大排量车、轻型

卡车和多功能运动型车上，小车作为点缀，甚至于

有些小车之所以还在继续生产，赔钱销售，只是为

了使车厂所有车型的平均油耗达标。在底特律沉醉

于大车带来的巨额利润而乐此不疲的时候，欧洲和

日本不断地在小排量车、柴油车和油电混合动力车

上投入巨大的研发力量，在技术储备和市场占有率

上把底特律甩在了身后。当油价渐高、环保意识渐

强，车主们不再欣赏“大就是美”、反对小车趋之

若鹜时，美国车厂就傻眼了。

与日车的单一品牌战略和“零库存”管理理念

不同，GM长期拥有种类繁多的品牌，推行高库存、

高流动的生产方式。品牌的塑造投入了大量财力、

时间，使经营成本居高不下；众多的品牌定位不清，

用户群相互重叠。在 GM最辉煌的 7、80年代，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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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Cadillac、Buick和Oldsmobile粉丝无数，为 GM

带来滚滚财源；而这些品牌也似乎专为他们打造，

定位不断追逐渐渐老去的用户群，3大品牌车主的

平均年龄分别为 54岁、62岁和 50岁，成了地地道

道的老头车。

底特律的汽车工会在保护工人利益上不遗余力：

工资、福利、养老金、医疗保险、职业培训、员工

折扣、社区服务，一样都不能少；工人一旦被雇用，

除非工厂解散，否则不能解雇。因为各种原因下岗

的员工(中国的“下岗”是“失业”的委婉说法，

汽车工会工人的下岗是真正字面意义上的下岗－只

是不在岗位而已)，在“岗位银行”(Job Bank)计划

下，什么都不用做，照拿 95%的工资。汽车工会在

底特律实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愿望的同时，也使得

自己的公司套上了严实的枷锁，背负起沉重的负担，

在跟欧日汽车竞争时举步维艰，力不从心。GM为

员工支付的花费，包括各种福利，平均达$73/小时，

比丰田高出三分之一；近 30万退休工人的养老金

和医疗保险，吃掉了 GM大量的利润；各种巨额非

生产性开支，摊派到 GM的每辆车上超过$1000，

而丰田仅仅是$100出头。

一系列的决策失误、低效的管理和庞大的包袱，

使得 GM步履蹒跚，市场占有率持续下降，自

2005年起就不断亏损，靠大量借贷勉强度日。惨

淡经营的 GM终于没能挺过这场金融风暴，继

Chrysler 之后，被迫于 6月 1日申请破产保护。GM

代表了美国工业的辉煌，也见证了美国工业的衰落。

破产后的 GM是在压力下团结一心、厉行改革，以

新战略、新气象重组新生，带动汽车工业进入一个

新纪元，还是就此一蹶不振，成为此次金融风暴的

又一个殉葬品，人们正拭目以待。

雷曼兄弟银行(Lehman Brothers)、GM和

Chrysler 的破产，全国 9.4%的失业率，在伊拉克和

阿富汗的战局陷入胶着，美国这个最强大的资本主

义国家一时间内外交困，奥巴马政府一改以往的强

硬姿态，以少见的柔软身段穿梭于国际舞台。而在

另一个最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连续的自然灾害

造成了广泛的粮食短缺和能源短缺，金融风暴又使

得这个本来就穷得叮当响的国家雪上加霜。在这个

艰难的关口，同样内外交困的朝鲜，却作出了截然

相反的举动：核试验，发射卫星/导弹，拒绝停战

协议，不惜向任何敢于挑衅的国家宣战。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

“卖花姑娘”、“鲜血凝成的友谊”，这些曾经妇

孺皆知、在文艺作品中频频出现的词汇，自 30年

前中国摒弃原教旨这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大步靠拢、

跟依靠“主体思想”治国的朝鲜渐行渐远后，已经

慢慢地被人淡忘了；而朝鲜也从社会主义阵营的亲

密战友和宣传中的人间天堂，渐渐变为一个还算有

些交情的普通邻国。

英国首相邱吉尔说过一句名言：“大英帝国...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

利益”。这种露骨的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原则，却

是国际关系中的金科玉律。自抗美援朝时代的中朝

领导人相继离世后，中朝之间的“友谊”和“交情

”在两国关系中的分量就逐渐减少。同当年毛泽东

痛斥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为“修正主义”如出一辙，

朝鲜认定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的复辟；中国

对朝鲜的极左社会主义和权力世袭也很不以为然。

1992年中韩建交，朝鲜认为被中国出卖，转而在

下一年决定 2000年奥运会举办国的投票中支持澳

大利亚，使中国寄予极大希望的龙年北京奥运梦落

空，中朝友谊彻底沦为纯粹的口头声明。

在世界地图上研究中国，就会发现跟中国周边

接壤和隔海相望的邻国，全部是或曾经跟中国开战，

或深怀敌意，或心有所图的国家。世界历史上从来

没有一个大国曾经处在如此不利的地理环境中。朝

鲜的 300公里纵深，成了中国唯一的战略缓冲。而

自苏联解体、对朝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大幅缩减后，

中国也成了朝鲜唯一可靠的后方和经济援助国。面

对如此显而易见的利害关系，虽然两国互不买账，

却也相安无事，维持了一个互利局面。

这一平衡被 2006年 10月朝鲜的核试验打破。

一个弱小而有求于自己的朝鲜是中国的筹码和缓冲，

而一个拥有核武器、又公然威胁对邻国使用的朝鲜，

则成了中国的恶梦。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就在参与

国各怀心事、情愿或不情愿的气氛中，开始了一轮

又一轮漫天要价、遍地还钱的谈判。一方或安抚，

或恫吓，或收买，力图控制局势；另一方则施奸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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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花样百出，争取更多援助。在一个又一个或实

有成效、或仅仅是外交辞令的会谈声明中，眼见着

各方本着实用主义、利益至上的原则，最终会谈出

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不料在 5、6月间，朝鲜突

然翻脸，先是发射卫星－也即美日韩认定的弹道导

弹，接着进行第二次核试验，然后宣布退出1953

年中朝美共同签署的《朝鲜停战协议》，宣布与美

韩处于战争状态，再声明若他国按联合国决议检查

朝鲜船只，则不惜开战。变脸之快，行事之不可捉

摸，令人瞠目结舌。

这一连串诡异决策的个中原委，当然只有金二

世心中清楚；但事件的时机，无巧不巧地发生在金

三世登基的同时，不能不让人猜想，这一幕其实在

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已经无数次上演 － 新皇继位，

担心局势不稳，先皇便布下危局，或强敌压境，或

重兵镇慑，务必使得人人自危，实行紧急状态理所

当然，反对派无所作为，于是大功告成。太阳底下

没有新鲜事。

跟朝鲜拼命要挑起事端、极力引人注意不同，

湖北巴东县，一个坐落在湖北省西部的少数民族县

城，绝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的地方，

却因为一件命案，在极短的时间里，不由自主地成

为新闻的中心，名扬四海。

巴东县下辖野三关镇的一个小官邓贵大，连同

其他官员一行，酒足饭饱后，来到一家娱乐场所，

要求服务员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了解中国国

情的人都知道，一个官员在这样的地方要求服务，

无论多“特殊”，极少有失望的。可这个邓玉娇，

一个低贱的修脚女工，硬是不懂规矩，当场拒绝了

领导的要求。领导同志当然不能任其为所欲为，见

说服不了，便亲自动手，要让她明白人和人是有区

别的；更拿出一叠钞票，甩在邓玉娇脸上，声称要

让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娃开开眼。几番拉扯后，邓

玉娇被这几个酒气熏人的官员按到在沙发上。

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一个弱小的女子在这

样的时候竟然作出了惊人的反应：邓玉娇从怀里摸

出一把水果刀，朝着面前的男人乱刺。邓贵大首当

其冲，身中 4刀，后不治身亡；另有一人被刺受伤。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从来都是这个规矩，可

这桩命案发生后，在所有的媒体和互联网上，一边

倒地都是支持、同情邓玉娇的声音。随着案情的发

展不断地发布，更多的细节被披露，谴责官员无耻、

认定邓贵大咎由自取、要求邓玉娇无罪释放的声音

来自四面八方，焦点对准巴东县。

小小的巴东县法院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有这

么一天，对一个并不复杂的案件的判决，会引起全

国以至国际间如此屏气凝神的关注。案件发生一个

月后，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

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邓本人属于限制刑事

责任能力(既精神障碍)，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

免除处罚。认定有罪，却又免于处罚；既保全了法

律的面子，又顺应了沸腾的民意。这个判决可谓是

面面俱到，滴水不漏。

事件发展至此，媒体关注的焦点早已超出对命

案的技术分析。众口一词的疑问是：政府官员，号

称人民公仆，为什么可以如此堂而皇之地出入风月

场所，像流氓一样寻衅闹市？命案浦一发生，细节、

真伪尚不得知时，为什么民众就一边倒地站在政府

官员的对立面？

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离不开严格、公平的法

律制度，和民众对文化、价值观的认可及由此而产

生的凝聚力。这些在中国还远远谈不上完善。针对

当年的民国政府，林语堂评论说：“我们很伟大，

可以建立一套完整的官员弹劾制度，公共服务制度，

交通规则以及图书阅览室规定；但是我们也很了不

起，可以打破各种体制，无视它们的存在，回避这

些制度，和制度周旋，然后凌驾于其上。” 林老

先生的话，在 7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不过时。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古

今中外，莫不如此。在国家与国家、集团与集团之

间的利益争夺中，双赢只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理

想。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里，总有人要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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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是勤务员
小刘 老孙

女儿被常春藤学校录取了，大家都问我在教

育孩子方面有什么经验，靠什么让她学得那么好，

成绩那么优秀。我们其实什么都没做，但实际上

又觉得做了很多很多。在这里就跟大家谈谈这几

年我们俩为女儿做了些什么。

司机当的不错。初中和高中这六年，女儿上

学一天，我们有时要去学校三四趟。举一个典型

的例子来解释一下。早上她乘校车走了，我们准

备再睡个回头觉，或犯个懒。但电话一响，谁都

知道她忘了带 clarinet，赶紧送一趟。下午有课

外活动，急急忙忙赶回来接，不能太晚，让她等

我们觉得过意不去。去早了，出来溜 或坐长凳溚
上凉快会儿，女儿出来会不高兴，因为别的家长

都呆在车里等人，你干吗出来。晚上呢，先送一

趟，只要不迟到就行。若迟到了，很多时候要饶

操场跑一圈(跑步倒不错,只是刚吃过饭不合适)。

接的时候就有讲究了，因为下课时间不等。我们

常常是提前很早就到。冬天在室内走，又怕

Janitor 觉得我们可疑，只有顺着一个长走廊来回

走。夏天外边走路，但不能走远了，只有饶着半

个学校转。如果去早了，又正好赶上下课早，可

想而知我们会高兴到什么程度，而且还会总结经

验，再接再厉。

厨师当的还凑合。很多孩子不喜欢吃中国饭，

我们孩子到还可以，她尤其喜欢米饭汆丸子汤这

套饭(她自己这么说的)。冬天晚上回来，又饿又冷，

她在爸爸接回来的路上就打电话来说饿了(妈妈提

前吩咐爸爸问她是否想吃热汤面)。所以她喜欢热

汤面，还喜欢饺子，所以我说等女儿上了大学，

肯定会怀念热汤面和饺子。这让我很高兴很自豪。

秘书当的很吃力。八九年级参加演讲和辩论，

几乎天天在家练，所以我们俩就成了秘书兼听众

和观众。我们还得纠正她的错误，对她的表情和

手势提出建议等，可想而知那有多难，想混都不

行。有很长一段时间她背 Hillary Clinton的演讲

词，我们俩真是烦透了。有时她背串了，如果没

有听出来，觉得很内疚。还有，她学法语的前两

年，我经常得帮她听写单词，那简直是逼上梁山。

对了，她背那莎士比亚的古文那会儿，我得帮她

看着。那些东西看似英语而非英语，实在太难帮

她了。英语课写的那些文章，经常要我们念。读

读还行，经常是看完了要提出意见来，那就难啦。

所以一边念，还得一边想，到最后也只能挑出几

个标点符号之类，她却认为那都不是错。

数学答疑老师当的不太好。我不太称职，爸

爸号称数学天才，希望女儿有问题，任何时候都

可以问。高中以前还好，基本上还能对付。高中

就不行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她学到什么地方，冷

不防来一道题还真解不出来。只要一次花的时间

超过了她想要的时间，下次有问题，爸爸还得恳

求她是否让看看。女儿说，问同学，不用五分钟，

让你帮看，需要一个多小时！再后来，爸爸也就

得不到这种解题的机会了。

观众听众当的很出色。这几年我们看了多次

免费演出，听了无数次免费音乐会。Color Guard

到最后决赛时，央求我们去看。有时很远，我们

得花一天时间。不过趁机也在饭馆吃顿饭，托女

儿的福出来旅行一天，我们很珍惜这个机会。如

果你不想去，就是你不喜欢她的hard work，所以

17



No. 60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 九年五月〇〇
只要不是特别情况我们都有求必应。学校的band 

concert，一场都不能落，不去是不可原谅的。上

次 band concert，我本不想去，很累，又有点生

病，但她有一小段儿 solo，怎么能找出借口不去

呢?! 爸爸不在家，误过了自己女儿的solo，觉得

非常遗憾。

总结这些年的工作，我们觉得好象是当了什

么首长的勤务员。我们非常高兴有这份稳定的工

作，而且有终身保障，永远不会被”炒鱿鱼”。

等孩子上了大学，还希望她经常打电话来，要钱

或东西什么的，我们愿意不辞辛苦开车亲自送去。

我们认为这个勤务员是世界上最最重要的工作，

而且也很光荣，我们感到自豪。

职务介绍:

小刘:妈妈，厨师，秘书，兼职司机，听众，

观众，等。

老孙:爸爸，司机，兼职数学答疑老师，听众，

观众，等。

备注：这篇文章用第一人称，是妈妈写的。

A Moment in Silence
Wendy  Chen

Last month, I was walking at night 
with a crowd in silence to commemorate 
those who have died of cancer. It was 
nighttime, the stars out in indecipherable 
forms. Though it was dark, our path was 
lighted with candles in remembrance of 
mothers, sisters, brothers, and fathers, now 
gone. I could feel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shared between us all, so 
rarely found and so powerful. 

We consecrated that moment with 
our reverent silence, freely and easily given. 
I remember hearing our quiet footsteps on 

gravel and being aware of the many human 
forms around me. I remember suddenly 
hearing the girl behind me crying softly. At 
that moment I felt overwhelmed and knew 
the feeling of sharing in something far 
greater than myself. To give myself up to 
that moment of peace, anger, hope, and 
tragedy was frightening, and wholly sacred. 
These little moments must be kept safe, and 
valued.     

沈默的片刻

陈雯蒂

上个月，我与一群人在沈默中行走，

以纪念那些死于癌症的人们。那是在一个夜

深人静的时刻，神秘的星星挂在天上。四周

一片黑暗，但烛光照亮了我们的小道，纪念

那些逝去的父母亲们和兄弟姐妹们。我们全

体之间分享着一种共同的理解，那种强有力

的感觉是那么的少有。

我们谦恭地奉献的那宁静的片刻，而

那时间是那么慷慨和容易地赋予我们。寂静

的石渣小道上只听得到我们轻轻的脚步声，

许多人影环绕着我。突然，我听见身后的一

位女孩在低声地哭泣。在那一刻，我感动的

难以自己，体会到分享一个远大于个人的信

念而崇高的感觉。把自己完全地投入到那片

刻的安宁、愤怒、希望、和悲情中去，它是

那么的神圣又令人惊骇。这样人生道路上的

小片刻，必须被保存和珍惜。

（中文编译：常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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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5C班习作

指导老师：吴利宁

方杰瑞

我的妈妈和爸爸做了很多对我的成长有利的事

情。他们平时十分关心我的身体和学习。

每天早上妈妈很早就起来做早饭给我吃。我总

是吃得很饱去学校上课。如果下雪，妈妈一定会开

车送我去学校。每天妈妈下班以后回到家很累，还

要关心我的英文和中文的功课。每星期，妈妈和爸

爸都要送我到学校去打兰球并接我回家。更有一次

我不小心把我的眼镜丢在学校的垃圾桶里，于是妈

妈带了手套赶到学校到垃圾桶里去翻。最后总算帮

我找到了。

为了报答他们对我的关爱。我现在一定要努力

学习好英语和中文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好的大学。不

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

张高远

我很爱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也很爱我。

我的妈妈每天为我做早饭。我吃完后，爸爸送

我去校车车站。晚上妈妈做好美味的晚饭。我吃完

晚饭后，妈妈陪我一起做我的作业，听我练琴。周

末爸爸带我去打球，有时还和我一起练球。

我的爸爸妈妈为我做了很多事。我永远爱他们。

魏忆申

我爸爸妈妈非常爱我，他们为我付出很多心血。

他们帮我学习中文，带我去打球，还送我去学萨克

斯管。小时候，我经常生病。妈妈细心地照顾我。

她帮我喂药，带我去看医生。如果没有妈妈，就没

有我。我在学校很想学萨克斯管，但是老师开始要

我学小号。妈妈就想方设法让老师改变主意。我终

于学上了萨克斯管。爸爸经常帮我练习棒球。只有

他才能帮我提高棒球水平。他还很乐意带我去参加

棒球比赛。如果没有他，我就没法进Little League。

爸爸妈妈对我的成长非常重要。谁言寸草心，报得

三春晖。

刘林涵

<<游子吟>>这首唐诗把孩子比作小草把父母比

作春天的太阳  我的爸爸妈妈就像阳光一样一天一天

照耀着我。

爸爸，妈妈在生活上关心我。妈妈给我做好吃

的饭菜，他们给我买衣服和玩具。我从小喜欢吃鸡

翅膀，妈妈有时间就给我做红烧鸡翅膀。我吃得很

香。

爸爸，妈妈也为我的健康成长花了不少心思。

他们带我打篮球，下棋，游泳和踢球。我一直喜欢

打篮球，爸爸，妈妈今年给我报了篮球队。爸爸每

星期都带我去练球和比赛，使我的篮球水平大有进

步。

爸爸，妈妈一直很爱我。常常带我去旅游。去

年我们去做游轮，从纽约出发，去了好多地方。船

上有好多吃的和玩的，我玩得很开心。我们也去潜

水，我看到了好多鱼。夏天我们还一起去海边野营，

在海边骑车，在海滩上游泳和冲浪。

我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我要听爸爸妈妈的

话，有好的东西和家人分享，按时写好自己的作业，

在家帮大人干活， 努力做一个有理想的好孩子。

柴超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来自古代孟郊写的诗

诗歌讲的是一个关心孩子的慈母帮出远门的孩子做

衣服的故事。我也有一个很关心我的爸爸。

爸爸教我很多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每天晚上

当我做好功课,　爸爸就会找出几道数学题目让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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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都做对了, 爸爸就会夸我。如果我做错了，爸

爸就会很耐心地教我。我的数学很好因为爸爸有很

多功劳。 

爸爸也跟我玩很多体育活动。爸爸给我买了足

球,排球和篮球。爸爸也给我买了乒乓球台,网球拍和

羽毛球拍。爸爸经常跟我一起打球,帮我提高球技。

当我们出去玩的时候爸爸总会开车。他带我去

了很多很多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个世界上

最开心的孩子。   

孔艾碧

所有的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

来。象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就很关心，爱护我和

哥哥。他们每星期都花很多时间送我和我的哥哥去

不同的课外活动。 例如，跳舞，蓝球，足球，钢琴，

画画，中文，还有其他各种活动。他们教我们好的

的道德观念，给我们舒适和温暖的家。

我的爸爸和妈妈除了督促我和哥哥的功课，他

们还花很多时间让我们有丰富的课外活动。 我的妈

妈在很远的地方工作。她每天下班以后，都帮我们

检查家庭作业， 煮好吃的饭菜，还要洗衣服，收拾

房间。晚上在我们上床之前，检查我刷牙，送我入

睡。为了送我跳舞，她经常要开车一个小时接送我。

每次舞蹈比赛之前，她除了帮我化妆，穿比赛的服

装，她鼓励我，安慰我， 也给我最好的微笑。我的

爸爸经常和我们一起玩儿。他花很多时间带我的哥

哥踢足球，打篮球。他督促我们锻炼好身体。 帮助

做家务。

我很感谢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关心和爱给了

我们今天的一切。

甘哲思

我妈妈和爸爸为我做了很多事情。他们给我东

西吃。因为很多东西我不喜欢吃，他们就去很多商

店买我喜欢吃的东西。我妈妈还花了很多时间做东

西给我吃.。要是没有妈妈爸爸, 我就没有东西吃. 

我爸爸和妈妈也买给我东西玩。他们给我买玩

具和游戏。因为我要了, 他们就花了很多钱给我买.。

如果没有他们给我买东西，我就没有东西玩。         

我爸爸和妈妈还带我去参加足球赛. 我的足球

赛很远。不管多远，他们都开车送我去。没有他们

我就不可能踢足球。

虽然我不想让他们为我干太多事。我爱他们因

为他们也爱我。

杨木兰

我的妈妈给我很多帮助。她鼓励我做事情要尽

力，但是她不给我太多压力。我有问题的时候, 妈妈

总是有答案, 还仔细跟我解释。

有一次, 我做数学作业, 是一道圆的几何题. 我不

知道怎么做。我不明白 chords, the radius, and the 

diameter 是什么意思。妈妈给我画了一个圆, 然后给

我讲这些词是什么意思。她讲了一下我就明白了! 中

文作业对我来说很难。 我经常需要妈妈的帮助。她

总是很耐心地帮我, 直到我明白的时候。写作文更难,

 需要妈妈花很多时间跟我一起做。

我的妈妈关心我。每次妈妈送我去学校的时候

都说”希望你今天过得好”。我回家的时候她问我

”今天过得好吗?” 要是我哪天不开心, 妈妈就会问

我为什么。她会跟我聊聊天, 再做一些让高兴的事情,

 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多了。

我的妈妈总是为我做得很多, 我也尽量回报她。

我永远爱我的妈妈。

张子昊

我 很 幸 运，因 为 我 生 活 在 一个 很 幸福的

家庭。 

我的爸爸和妈妈都很重视教育。他们花很多钱

让我去学各种乐器。我在学习小提琴，钢琴和二胡。

通过学习，我喜欢上了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和中

国民族音乐。为此，我很感谢爸爸妈妈给我创造的

各种机会。

爸爸和妈妈教我不但要努力练琴，还要好好读

书。我要学好英文，也要学好中文。因为我是中国

人的后代，如果学好中文，等我长大了回中国去，

就可以和人家交流了。

爸爸妈妈还教我要做个好学生，好哥哥和好儿

子。他们要我做人要诚实， 不能说谎。 为了要报答

爸爸妈妈对我的关怀和教育，我一定要听他们的话，

 好好读书，长大以后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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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潇毅

每当我朗读“游子吟”，我深深地感到母爱的

伟大。同时我也联想到我爸爸对我的爱-在学习上，

课外活动上和生活上。

爸爸买了很多有助于我学习的书。不管他多忙，

他总是教我有趣的数学解题方法，这样我越来越喜

欢数 学。每天晚上他给我读不同学科的书，这样我

就对科学感兴趣。我也从书中学到了很多做人道理。

我会讲有趣的笑话给他听，给他按摩，在学习上争

取考得好成绩。

在课外活动方面，他让我踢足球，打乒乓球，

弹钢琴和演奏其它乐器。他还带 我去滑雪。为了提

高踢球技艺，他让我参加各种训练班。在学校里我

进入了travel team。冬天滑雪，我很快就学会从山顶

滑山脚。在演奏乐器方面，我参加了钢琴表演和学

校的乐队。

我爸爸非常关心我的生活。我生病的时候，他

总是在家照顾我，带我去看医生。

 我的爸爸对我太好了！

刘小莉

我的家里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妹妹和我。

爸爸和妈妈对我很好。如果有我喜欢的东西，他们

一般都会给我的。要到我的十岁生日了，我的妈妈

和爸爸给我买了一个 ipod，是兰色的，我很喜欢。

爸爸经常带我去图书馆，还帮我找书读。他每

天都陪我练小提琴。在学中文上，妈妈给了我很多

帮助。除了帮助我完成中文学校的作业，还送我去

学了直映中文。爸爸和妈妈还教我很多别的东西。

我最高兴的是，有时我晚上睡不着觉，妈妈和

爸爸会陪着我。晚上，我要是渴了，妈妈和爸爸会

帮我拿一杯水。

在没有学校的时候，妈妈或爸爸总会有一个

人待在家里,跟我和妹妹玩儿。我们骑自行车，游泳，

打球。有的时候，在家里画画和读书。

我爱我的爸爸和妈妈。我要好好学习。

王通瑞

我的爸爸，妈妈和奶奶非常爱我， 特别是在

学习中文方面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帮助。不论刮风，

下雨，下雪他们都不怕辛苦地送我去中文学校学习，

还帮我复习中文。他们希望我能把中文学好，将来

可以用它作为交流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工具。在我长

大的时候，还有可能去中国工作。我知道爸爸，妈

妈和奶奶用心良苦，所以尽管我对学习中文不是很

感兴趣，但是我还是要努力学好，不让他们失望。

为了表达我对他们的感谢，我在周末经常给他们做

午餐，他们都很喜欢。

谢谢爸爸，妈妈和奶奶对我的爱。

姚慧妮

我有一个非常善良的母亲，为了我能参加各 种各样

的课外活动，她每天努力工作，周末也加班。 这样，

她就可以为我付钢琴课，跳舞课，溜冰课，中文课

和画画课的钱。  她有两份工作，有时，她工作到很

晚才回家。我明白我妈妈很爱我，她情愿把钱花在

我的各项活动上也不买她喜欢的东西。虽然我每天

很忙，但是我认为我的生活过得很充实。我告诉妈

妈："我要努力做好我的各项活动和学校的作业，这

样，我才能保证妈妈的钱是花得值得的。" 妈妈听了

我的话，她为我感到高兴和骄傲。眼下，美国的经

济非常糟糕，很多人失业，大家都想省钱，妈妈依

然支持我学习钢琴课。我的每一节课要花六十美金，

我知道她也想省钱，但是为了我的爱好，她一直鼓

励我好好学习，我想我不会辜负她的一片心意的。

我和我的妈妈
六年级C班

指导老师：乐群
李安迪

我有一个很好的妈妈。她非常爱我。她照顾我

很多。

妈每天给我们做饭，打扫房子。她做的反很好

吃。我最喜欢吃她做的饺子。我们每次包很多，能

吃好几天。我也喜欢吃葱油饼。每星期，我妈妈把

我们家的每个房间清理得干干净净。如果我的妈妈

不在，家里就乱七八糟。

我的妈妈还帮助我学中文，接送我去踢足球和

参加其它活动，还帮我干好多其它的事情。有时，

她陪我一起玩儿。

我妈妈爱我，我也爱我妈妈。在世界上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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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更好的妈妈。

韩圣雪

我的妈妈叫杜平。妈妈留着黑头发，而且很短。

妈妈天天去公司，回来时她帮我和弟弟做作业。妈

妈也要做饭，每天很忙。妈妈每天睡得很晚。我希

望妈妈高兴，每一次我看见妈妈笑，我都很开心。

妈妈经常教导我们怎么做一个好人。有时候妈妈帮

我和弟弟做作业。妈妈每周都送我和弟去画画儿，

去中文学校，或者别的地方。妈妈每天都很累。她

要洗衣服，还要做很多别的家务。妈妈每个周末还

去买吃的。妈妈有时候也买书。妈妈天天很辛苦，

我希望妈妈因为我们的进步感到高兴。谢谢妈妈！

我爱您！

毛子筠

我有一个很好的妈妈。当我不舒服的时候，她

照顾我；当我遇到麻烦的时候，她会给我出主意；

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她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当我

软弱的时候，她会支持我；当我快要摔倒的时候，

她会抓住我；当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会相视而笑。

我们在一起很开心。

我妈有她自己的公司。她是搞计算机软件的。

他平均一到两年换一个客户。她大脑里存了一大堆

关于计算机的知识技能，她每天用这些知识技能为

其它公司服务。

我妈有很多爱好。她最喜欢的是种花。她种的

牡丹，百合，和大烟花，都很漂亮。每到春夏，我

家那些各种各样的花会吸引很多蜻蜓，蝴蝶，和邻

居。

跟我妈在一起我总是很高兴。我爱我的妈妈。

王家宝

我的家有四口人。我的爸爸，妈妈，哥哥和我。

我和哥哥每天去学校，爸爸和妈妈去工作。放学后

我和哥哥一起写作业， 一起说笑。哥哥和我一起做

很多事情。例如：打球，游泳。妈妈每天做饭。妈

妈教我们做很多事情，也给我们讲许多道理。 妈妈

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有

一个很温暖的家。我爱我的家。

杨思宇

我和我的妈妈是最好的朋友。我们每天在外边

散一个半小时的步。我经常参加我妈妈组织的中国

少儿民族乐队，我在乐队里敲打击乐，大家都说我

打得很好。我和妈妈去年圣诞节去滑雪了。我们很

喜欢在圣诞节期间滑雪，我比我妈妈滑得好。我的

妈妈不会滑，她经常摔倒在雪地上起不来，太好笑

了。那次是我和妈妈玩得最开心的一次。今年开春

我和妈妈一起打扫我们园子，我帮妈妈种了很多花，

我的任务是每天给花浇水。我们的园子看起来很干

净，很好看。和妈妈在一起，我们总是有收获。

单卓恒

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她喜欢干活，

听音乐，陪笑弟弟玩儿，和做饭。妈妈做的饭味道

好极了。妈妈有时做米饭， 有时做鱼，有时做肉，

还有时做水饺。妈妈常告诉我和小弟弟：“多吃有

营养的东西，它可以帮助你们长得快一点儿。”妈

妈干活的时候总是一边唱歌，一边干活。

妈妈是个很努力的人。每天，我还在睡觉的时

候，她已经去上班了。妈妈常对我说：“这就跟你

上学一样，要是不下工夫，怎么能上好班呢？”我

觉得很有道理。我也要向妈妈一样，认真读书，刻

苦学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妈妈爱我和小弟弟，

我们也爱她。

张宝宝

我的妈妈有黑头发和棕色的眼睛。她戴眼镜，

她有头卷发，我喜欢她身上的香味。

我的妈妈是个真诚的人。她喜欢帮助人。她经

常捐钱，捐东西给学校和需要帮助的人。妈妈爱她

的家。 每天妈妈下班回家后，她虽然很累，但总是

先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

妈妈爱我的妹妹。她帮她做作业；妈妈爱我爸

爸，她帮他买车和炒饭； 妈妈爱我，她帮我提高学

习成绩。她教我很多东西。妈妈很聪明，她记着很

多事情。我爱她，更佩服她。

延恺林

我的妈妈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她每天都很高兴。

她在家照顾小妹妹，也不忘每天帮助我。妈妈做的

饭是我吃过饭里最好吃的。因为妈妈在家里早早把

饭做好，我从学校会来救有饭吃了。

妈妈有很多业余爱好。但是她说她最爱的事是

和孩子们在一起。妈妈有两个孩子，一个是我，另

外一个是我妹妹。妈妈花很多时间和我们玩儿，让

我们玩得很高兴。 有时候妈妈边陪着我们玩儿，边

做手工艺品。我小时候她给我做了很多手工艺品。

有些我舍不得扔，保存到今天。生妹妹以前，妈妈

在 ACLS 合唱团唱歌，她歌唱得很好。夏天，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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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妈妈也去，她很爱爬山。妈妈是一个热爱生

活的人，我很爱她。

马子骞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妈妈。她很爱我和我的妹妹。

 她平时很喜欢唱歌。她会一边唱歌一边做菜！她喜

欢跳舞，她跳的舞很美。我的妈妈还喜欢读书。每

天晚上妈妈和妹妹一起读书。妈妈还喜欢听我吹黑

管。我的妈妈有很多朋友。她的朋友们有的住在中

国，有的住在加拿大，有的住在澳大利亚。我的妈

妈对她的朋友很好，她的朋友都很喜欢她。妈妈很

聪明，她知道很多东西。她是一个会计师，她工作

很努力。我总是为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美丽聪明的

妈妈而自豪。我爱我的妈妈！

我为什么学中文
六年级 A班

指导老师：靳   宏

汤宇华

我学中文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第二是中文很有用。

我是中国人，我应该学自己民族的文字。学了

中文我可以说中文、读中文书，看中文电影、等等。

我可以了解中国文化。学了中文我就可以跟爷爷奶

奶说话，我长大了也可能用在我的工作里。会中文

我去中国旅行的时候很方便。中文有好多用处。

我学中文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而且中文有好多用处。

我觉得我应该学中文。

季泽然

中文对我很重要，没有他我就不能干很多我平

常会做的事情。比如跟我在中国的亲友们说话。我

常常和我的姥爷、姑姑和大姨打电话。如果我不会

说中文，那我就必须让我爸爸帮我说话。一旦我的

中文水平提高了，我就能跟我的家人说更多的话了。

我学中文就是要提高我的中文水平，这样我就可以

一直保持跟我的家人交流了。

上大学的时候，每个大学都会看看你会几种语

言。我想在上大学之前，会说四种语言。中文，英

文，西班牙文和法文。我现在学中文也是想帮助我

自己将来能有上好大学的机会。这也是我学中文的

一个原因。

 我每上完一次课，都会觉得我比走进教室的时

候有更多的知识。我学中文也是想得到更多的知识。

在每一篇课文里，都会有一个道理。 在每一篇课文

里都会有有用的知识和有兴趣的历史。知识是对我

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它我设么也干不了。

中文对我非常重要。我每天都需要它。没有它

我就不能跟我在中国的亲友们说话。没有它我就不

能干很多我平常干的事情。所以我要学习中文，为

了我的将来，为了提高我的知识。中文对我很重要。

 我需要天天学习它，因为我需要它。 

黄小丽

我每个星期天去中文学校学中文。

爸爸妈妈要我学中文，因为我是中国人， 要知

道中国文化。爸爸想要我知道怎么说中文和读中文。

那样，我以后就能看中文书了。

我每次去中文学校能看见很多朋友。有的人不

跟我上一样的学校，我只能在中文学校见到她们。

我在中文学校有好几个好朋友。

我想跟大家一起说中文。要是到中国区玩儿，

我会把中文说得更好。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回说

中文。

我在中文学校学很多东西。

顾欣迪

我学中文为了妈妈和爸爸

我学中文有很多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妈妈喜

欢我学中文，他们也要我会说中文，我才可以和爷

爷奶奶/姥姥姥爷说话， 因为他们不懂英文。

我学中文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是在美国出生

的，可是我的妈妈和爸爸是从中国来的。有很多中

国人都回说中文，可是很多别的国家的人也会说中

文。

我学中文因为我喜欢中文。学中文很累很难，

可是我还是很喜欢。长大以后，我想会跟朋友，妈

妈，爸爸，和别人说中文。要是我没有学中文课，

我会缺很多东西，我也不回写出这篇作文。

我最喜欢的东西
八年级 A班

指导老师：谢良玉

张多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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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使我最喜欢的-种动物。它们很可爱，跟它

们玩的时候很有乐趣。我的猫也许是我所遇见的猫

中最好的一只。它有绿色的眼睛和非常灵敏的耳朵。

他亮亮的毛发灰色中夹杂着黑黄的条纹。在他的爪

子上有几颗黄色的圆点，看上去很漂亮。

我的猫叫小黑。它很喜欢跟小朋友玩；对人很

友好。可是当你跟它玩得开心的时候，它也可能会

咬到你 它的外型看上去像一只小虎，因而可能会让

你吓一跳。所以有些朋友不敢跟它像相处。

小黑喜欢猫食。它已经在我家的后院里抓到过

好几只老鼠，小鸟，小松鼠甚至蛇！它常常把蛇抓

到车库里给我们看，把我的妈妈吓得哇哇地叫。这

时候我总是走到小黑生变蹲下摸摸它的脑袋脖子以

示鼓励！这时候，小黑总是会显得特别地高心。每

天一到下午 2:45 左右，小黑就会在家门口等我和姐

姐放学回家….

小黑有时也会不高心比如我不给它吃它想吃的

东西时。当小黑趴在我的鱼缸上的时候，我总担心

着它会把我的金鱼吃掉。它不开心的时候，它也会

咬人。尽管如毕，我仍是非常喜爱我的小黑。

杨睿娜

我喜欢飞机因为飞机能让人们去想要去得的很

远的地方。在大飞机上，有走道人们可以走动。在

走道左右两边，分别有三至四个座位。每个座位可

调节。前面座位椅背上有可以放下来的小桌子供后

座的人用。在座位上面有可以放行李的行李架。在

大飞机上每个坐位的前面装有一个小屏幕可放电影

等。空中小姐来回在走道里给人们送吃的和喝的，

也给人们递来枕头和毯子。飞机前后都设有厕所。

飞行员坐在飞机前面驾驶飞机。起飞时飞机在

地上加速然后腾飞。飞机在高空平稳时人们感觉舒

服。飞机降落时，要降低高度然后着陆。

在私人小飞机上客人就坐在飞行员们背后。看

飞行员驾驶飞机会很有趣。客人也能感觉到飞机的

各种微小的震动。因为飞机小可以飞得很低，所以

能清楚地看到地面上很多好看的景色。

大飞机和小飞机给人们不同的飞行经验，我都

很喜欢。

我的春假

三年级C班

指导老师：卢进梅
李逸隆

 我们春假去 Florida Disney 玩。我们先去 Epcot

。里面有很多高科技东西，象电视游戏 X光，手电

筒和很多其它东西。我们先坐上游车慢慢的回顾以

前。然后我们坐上飞快的汽车。你先进入测试的。

然后道路变成高高低低，先是经过很热的地方，然

后是很冷的地方。最后我们经过一道门结束汽车测

试。

邝凯文

你知道春假我做了一件什么特别的事吗？我和

我的朋友们一起庆祝我的九岁生日！我的朋友们送

给我很多礼物。我最喜欢的礼物是一个WII有戏，

叫 Super Smash Bros Brawl.” 我生日过得很开心。

林天泽

上星期日，我们家去了 Boston 的海边。一清早，

妈妈爸爸就忙着准备去海边的东西。有吃的，西瓜

和火烤鸡，还有椅子和水。我们又戴上了游泳衣。

到了那里，我们发现海水很冷，也很脏，所以我们

没有游泳

中午的时候，我们在海边吃饭。我们看到很多

人都来了海边。

下午二点多钟，我们就开车回家了。这一天我

们玩得很开心。

汤可心

春假到了，到处都是鲜花绿草。这么好的天气

正是玩的好时候。我们决定去 Canobie Lake Park. 

我们开车用了 45 分钟就到了那里， 一进门我们

就看到了好多好玩的东 西。 首先我跟姐姐去玩

Extreme Frisbee。往上往下同时还转圈。真很好玩就

是有一点晕！完以后我们又去玩了一个过山车叫

Yankee Cannonball。首先我们去排队。出发了！过

山车不停地上上下下地跑。坐完了有一点害怕可是

好开心啊！

我累了，所以我们就去坐火车！等了一会儿，

火车就出发了！我们看着车外的景色。过了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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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见了湖！可那个湖水很冷！过了湖边我看到

了一个好玩的地方叫 Da Vince’s Dream! 好多贝壳

车转得很快，我坐在贝壳车上转上转下，真好玩！

我现在不累了。

我们又去了一个地方叫 Starblaster. 三二一！出发

了！我被弹上去了很高！妈妈和爸爸都变得很小。

上上下下的。我有点害怕！可是坐完了以后，我有

很高心去排队了。Canobie Lake Park 是一个很好玩

的地方！

陈立

今年春假我们去了New Hampshire。买了水果，

面包，肉，龙虾，和菜。我们也去了书店买书。姐

姐过了生日，她现在是十三岁了。这个春假，我们

过得很开心。

沈皓月

我春假去了叫加利福尼亚。

我去了 Lego 城，迪斯尼乐园，海边，好菜坞，

和动物园。在动物园，我看到很多珍奇的鸟。我们

还看见了两个孔雀。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看见了鸭

妈妈带着一群小鸭子在地上走。我们也看见了熊猫

和小树熊。在海边，我们在找石头。我们还看见了

许多人冲浪。我玩得很开心。

余嘉蕙

星期一，我和弟弟爸爸去波士斯顿看马拉松赛

跑。我和弟弟各拿着一只相机，东拍西拍。有很多

人在赛跑，也有很多人在看赛跑。看了一个多小时

后，我和弟弟觉得饿了。我们就去一家饭店吃中饭。

我觉得这一天很好玩儿。

宇辰

四月的一天，妈妈要我和哥哥清理草地。因为

天气变暧了，小草要开始长了，应该把压在草上的

东西都清理掉。我和哥哥拿上小筒开始在草地上捡

树枝。树枝可真多，又长的有短的，有粗的有细的，

我和哥哥弯着腰，一个一个地捡起来，放在筒子里。

不一会，筒装满了，我们就倒进树林里，接着再捡。

我们家的草地很大，我们不停地捡。捡了很多筒，

终于捡完了。我们有点儿累了，但是看着干净的大

草地，我和哥哥开心极了，光着脚在草地上跑了起

来，也不怕有东西拌脚了。妈妈高兴地夸我们会帮

大人干活了。

小雨
二年级 B班

指导老师：许静

Jonothan

滴答，滴答

下雨了，下雨了

小草说：

下吧，下吧：我要长大。

小鸟说：

下吧，下吧，我要在雨中飞。

哥哥说：

下吧，下吧，我要在水塘里玩。

小石头说：

下吧，下吧，我喜欢雨水。

钟佳同

滴答，滴答，下雨了，下雨了。

小鸟说：下吧，下吧，我要唱歌。

小狗说：下吧，下吧，我要玩耍。

小鱼说：下吧，下吧，我要游泳。

女孩说：下吧，下吧，我要跳舞

滴答，滴答，下雨了，下雨了。

王桐

滴答，滴答，下雨了，下雨了。

女孩说：下吧，下吧，我要画画。

男孩说：下吧，下吧，我要吃瓜。

妈妈说：下吧，下吧，我要种花。

爸爸说：下吧，下吧，我要冼耍。

滴答，滴答，下雨了，下雨了。

李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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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答，滴答，下雨了，下雨了。

大树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叶。

小草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

大地说，下吧，下吧，我要喝水。

James

滴答，滴答，下雨了，下雨了。

小鸡说：下吧，下吧，我要在雨中唱歌。

弟弟说：下吧，下吧，我要在水塘里跳。

小鱼说：下吧，下吧，我要与水。

野草说：下吧，下吧，我要疯长。

孙字

滴答，滴答，下雨了，下雨了。

小鱼说：下吧，下吧，我要游泳。

风儿说：下吧，下吧，我要远行。

虫子说：下吧，下吧，我要挖土。

春雨说：下吧，下吧，我要润土。

滴答，滴答，下雨了，下雨了。

陈婧雯

滴答，滴答，下雨了，下雨了。

小鱼说：下吧，下吧，我要游泳。

小鸟说：下吧，下吧，我要唱歌。

小雨说：下吧，下吧，我要润土。

孩子说：下吧，下吧，我要画画。

滴答，滴答，下雨了，下雨了。

钱孟媛

春雨打在屋顶上，

小朋友们睡的香，

地上种子快发芽，

花儿越长越漂亮。

宋嘉瑞

滴答，滴答，下雨了，下雨了。

 小狗说：下吧，下吧，我要玩耍。

滴答，滴答，下雨了，下雨了。

小鸟说: 下吧，下吧，我要唱歌。

滴答，滴答，下雨了，下雨了。

小草说：下吧，下吧，我要变绿。

滴答，滴答，下雨了，下雨了。

花都开了，

树都绿了，

玉米都长大了，

麦子出来了，

下雨了，

彩虹很漂亮。

小虫都吃东西了，

小动物都出来玩了，

小鸟从南方飞回来了，

小朋友都出来玩了，

我们真快乐。

滴答，滴答，下雨了，下雨了，

花巴说：下吧，下吧，我要唱歌，

下吧，下吧，小鱼

下吧，下吧，西瓜，

滴答，滴答，下雨了，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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