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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养性，其乐融融

文化主任：陈挺

刚从加州开会回来，午夜时分走出机场，寒风吹来，冰凉入骨。

没想到短短的二周，自己已被南加州温煦的阳光宠坏了，竟然承受

不了新英格兰夜风的妩媚。

回家的路上想起校长建国要我给校刊写篇稿子，心里不免有些

犯愁。我平时不太喜欢写什么文绉绉的文章，所以他这话听起来不如

象听到去聚会那么令人兴奋。当然建国做事是很公平的，他自己早已

以身作则，写下了《风雨兼程，岁月峥嵘》（不是岁月狰狞），副校

长建英也写了《齐心协力，蒸蒸日上》，再说，作为中文学校的一员，

为校刊投稿也是份内的事，所以尽管感觉有些负担，我还是咬牙应承

了下来。鉴于正副校长文章的标题都是两个成语八个字，咱也凑个热

闹，叫《修身养性，其乐融融》。

来艾克顿有五六年了，因为送二个孩子学中文，所以对中文学

校不算陌生，但毕竟送接孩子来去匆匆，对学校不甚了解。直到自

己参与中文学校的文化课，先是合唱团后是教Pilates 课，渐渐对学校

的事务才有所熟悉。前不久，因着国英的推荐，幸运地有机会为学

校做点事。说实在话，自己对中文学校的管理工作也是大姑娘上轿

－－头一回。很多事也是在实践中摸索，一定犯了不少错误，但是

建国和建英（听起来象兄妹俩？）在文章中一个劲地表扬我，真有

点受之有愧。在此感谢你们对我工作的支持和鼓励，也感谢国英对

我的信任和抬爱。顺便还感谢项开华为中文学校网页的更新所作的

工作。

生活中原本平平淡淡的事，一旦诉诸文字，人们往往会着意抬高，

仿佛不挖崛出个伟大意义便不足以说道。我刚构思文章的时候，也是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我们要发扬光大之类的句子一

鼓脑儿涌进我的脑海，恍惚间自己仿佛正肩负着某种重大历史使命似

的，未免感觉有些娇情，自己不禁哑然失笑。其实，绝大部分留在北

美生活的我们，当年远涉重洋，主要还是追求个人的前途和家庭的幸

福，美国的移民史乃至人类的迁徙史不正是这样的吗？然而，就象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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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采花鸟儿迁徙一样，不经意间却把奇花异草的种子带到了新的地域。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也自

然而然地把各自的民族文化带到新的居住地。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能

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共业”包含众多领域，诸如语言、哲学、科学、教育、

道德、法律、信仰、艺术、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风俗习惯，等等。在中国受了这么
多年的教育和长期的人文环境的熏陶，骨子里已挣不脱中国文化的情缘，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不变

的是一棵中国心（当然还有一个中国胃，据说胃比心还难变）。正因为如此，中文学校不仅仅是让

孩子们学习中文的地方，更成为我们文化生活的中心。每当周末，华夏儿女，齐聚在中文学校，或

健身跳舞，或书法绘画，或弹琴下棋，或体育比赛，沐浴在中国人的人文氛围之中，其情殷殷，其

乐融融。

望着车窗外的天空，雪开始悄无声息地落下。此时收音机里传来广告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不禁灵机一动，何不趁此机会给我们的文化课作点宣传？

岁月流逝，屈指堪惊。艾克顿中文学校已走过六个春夏，文化课从无到有，发展到现在的 4个

大类，30多个课程，6个俱乐部。

艺术类 7门课由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和才华横溢的高中学生担任。郭义芳老师是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江西国画研究会副主席。他致力于国画艺术，擅长用现代手法表现花卉翎毛。得益于长期

的中国艺术之研习，他博采西洋绘画之精华，形成了他所独有的国画表现手法。满霞老师多才多艺，她

既会绘画又擅长跳舞。她的父亲是画家，因为从小受到家庭的艺术熏陶，她本人也具备相当高的绘画技

术，所以她的课也备受欢迎。刑老师年老资深，喜爱儿童绘画教育，小朋友都勇跃报名参加她的中国画

班。下学期中文学校国画将分两个班，吴老师（Sharon）将担任国画中级班教师。吴老师在波士顿教

绘画已好多年，她的毛笔国画中级班以画花草和小动物而见长。程培英老师的铅笔画针对 8到 11岁的

孩子，程老师具有绘画专长，从年轻时得到绘画比赛第一以来，保持对绘画艺术的追求已三十多年。她

热爱孩子热心教育，她的课以硬笔技术为特点。卡通和手工制作是孩子们喜欢的题材，上这三门课的都

是高中学生，Melissa Wang, Shiyang Li, 李燕(Sunny) and Ashley Lin,虽然她们只是高中生，但从小就师从

专业画家，受过正规的绘画技术训练，她们显示出来的绘画天赋令人惊奇，说不定她们长大后会成为世

界级的绘画大师呢。

健身类 11门课，从形体健美到运动健身，门类众多。王泽鸣老师和Ally Li老师擅长跳舞，她们不

但自己参与舞蹈表演，而且从事舞蹈设计编排教学已多年，是当地华人社区的名人。高萍老师是体育专

业出身，中华武术和有氧健身舞蹈是她的强项，中央电视二台还播出过她的表演呢。太极拳是中华武术

内家拳的一种，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其中杨式太极拳拳架舒展简洁，结构严谨，身法中正，动作和顺，

轻灵沉着兼而有之，练法上由松入柔，刚柔相济，形成独特的风格。由于杨式太极拳姿势开展，平正朴

实，练法简易，具有很好的健身养生效果，因此它深受人们喜爱。向中孙老师和王惠老师自幼喜爱武术，

前者师从清华大学内家拳大师王志忠老师学习太极拳。后者近年来业余时间精研太极拳技艺，收到了很

好的健身效果。他们多年来坚持练习，获益颇深。愿与大家共享这一中华传统瑰宝。王峰老师喜爱打篮

球，不仅自己球打得好，也擅长教孩子们打蓝球。朱碧云老师毕业于浙江省艺术学校舞蹈系，北京电影

学院表演系。曾工作于杭州歌舞团，浙江电影厂，上海电影厂，北京电影厂等。自 2002年以来，参于

麻州的亚文中心，世纪中文学校，全是福中文学校和艾克顿中文学校儿童舞蹈教学及任艺术顾问以助中

文学校各春晚演出。Kevin Lee 老师虽然还是高中生，但他热爱中华武术，坚持练习十年不缀。曾获得

2009年香港国术国际巡回赛三个项目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名。崔振乾老师从中学开始就醉心于国粹乒乓

2

http://baike.baidu.com/view/432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725.htm


No. 64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 九年十二月〇〇
球运动，为推广普及乒乓球运动，默默耕耘。张通善老师的击剑课是我们文化课的特色，因为击剑运动

在华人中相对不是很普及。张老师从事击剑运动已几十年，执教也有二十年。中文学校健身课丰富多彩，

如果你想身材苗条身体健康，就来参加健身类的课吧。

当你走过文化课教室外的走廊，一定会听到优美的旋律，这是我们的乐器类课程。二胡演奏家

高宏伟老师曾经是我国吉林省歌舞团首席，他在波士顿教琴已有很多年。禄艳荣(Lucy)老师是职业琵

琶演奏家，毕业于甘肃艺术学院，师从琵琶大师林时诚和刘德海。1990年来美国后，一直在大波士顿

地区表演和教学。曾燕琴老师１９８５年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广西音乐协会会员。广西通俗音乐学

会理事。获中央电视台第三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广西赛区通俗唱法一等奖。获中国西南六大城市歌手大赛

优秀奖。广西＂三月三＂大型演出中获优秀演员奖。桂林独秀歌星大奖赛获一等奖。电子琴是简便易学

的乐器，深受年幼儿童的喜爱。Wendy Chen 和Alex Chen两位老师的电子琴课很受欢迎。虽然他们还

是学生，但是他们有很高的音乐天赋，学习钢琴和其它乐器已很多年。中文学校还开设了棋类课。围

棋是中华文明中的一颗璀璨珠宝，儿童下围棋可以起到开发智力的作用，成人下围棋可以达到修养身心

的功效。钟建老师是北京市的业余二段，曾获得北京大学围棋比赛二等奖。 国际象棋是在欧洲和美洲

很普及的一项棋类运动，孩子们很喜欢，报名踊跃，中文学校开了两个班，还不能满足需求。王成军

(Kenny)老师有三年教学经验。David West 老师更是著名的国际象棋启蒙教师，他执教的高中象棋队列

国家前三位。

都说中国孩子聪明，有的家长希望孩子多学点数学和 SAT考得好一点，为此我们开设了学术

类课程。上学期又增加了针对美国朋友的中文课和中国老年人入籍考试英文课。肖彦老师是数学专

家，她从事数学教学很多年，很适合教 Math Master课程，让人感动的是肖老师曾一度放弃报酬义

务上课，还为中文学校努力争取捐款。两位助教 Tom Zhou和 Yusi Gong 虽然是高学生，但他们头

脑灵活，喜欢数学，对课程起到很大的帮助。王志平老师具有扎实的数学功底，在吉林大学教本课

生高等数学多年。SATI数学深受高年级学生的喜爱。入籍考试很令老年人头痛，这学期开办的入籍

英语辅导班解决了老年人的问题。施红樑老师主动请缨，担起了重担。有些外国朋友也想学中文，

为此开设了成人中文班。 Ping Hu和Weiping Gao两位老师常年在波士顿一带中学教中文，具有丰

富的教学经验。他们开设的中文班吸引了许多外国朋友，成为中文学校为社区服务的一个窗口。

2010 春季学期报名已经开始，新学期中文学校又开设了不少新课。姚瑶(Susan)老师毕业于哈佛

大学，其 SAT考试几乎得到满分。我们很高兴她能在中文学校开设 SAT阅读和写作班。Ally 将开

设 Core (Muscle) Training for Adults。艺术组的国画和卡通课程都分了等级以满足不同层度的孩子的绘画

要求。

送孩子上学后，家长们兴高采烈地参加体育和文艺活动。中文学校现有六个俱乐部，羽毛球，

乒乓球，排球，合唱团，交谊舞，和老年人俱乐部。以前老人们习惯打麻将，现在他们在俱乐部里

做更健康的活动。满霞主动义务给他们上健身操，王则民自愿教他们秧歌舞。宋彩霞和她妈妈为他

们带去写毛笔字的纸笔。廖大权担起老年人俱乐部主任，为我分担许多工作。可以说中文学校俱乐

部已成为家长们的娱乐中心。

不知不觉，车已到家，下车进门，好温暖啊。会想 2009年，我不禁信心十足，有这么好的老

师，这么多的自愿者，加上校领导的支持，我们的文化课一定会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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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飞鹰,似锦前程

2010年元旦致词

校长:王建国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朋友们：大家好！

 

送走了 2009年，迎来了 2010年。在迎新年辞旧岁的时刻，我向 ACLS 全体师生员工和自

愿者致以亲切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向长期以来一直参与关心支持ACLS发展的朋友们表示衷心

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祝大家新年快乐！

握手辞行的 2009年，是不平凡的、硕果累累的一年。2月份起ACLS增加了Parker Damon

卫星校区;成立ACLS老年活动中心;增设马立平试点班;成功主办牛年春节晚会和艾克顿中国歌

舞之夜；组织参与各样社区活动(Oktoberfest);行政管理方面,提高素质、提供优质服务。

2010年，同样将是一个充满挑战、机遇的一年。学校人数的不断成长是好事是可喜的，但

ACLS 将面临校舍租金增加的挑战。在新的一年里有许多新的机遇，需要做的事很多,比如：开

设高年级中文阅读和会话班；组织 6月份的艾克顿中国文化日; 帮助提高高中的中文教学；组

织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的首届 ACLS北京夏令营等等。让我们齐心协力，再创辉煌。

    最后,让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4



No. 64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 九年十二月〇〇

ACLS 中文教学工作小结
石红月 李日新

语言教学是我们中文学校的重点之一，中文班的老师则可谓是重中之重。教务工作主要是

安排和管理中文老师，掌握各班的教学情况，保证每个星期天的语言课正常运作，为老师的教

学工作提供便利条件和培训机会，并协调老师与家长之间的关系。随着我们学校的不断发展，

2009年秋季我们已有600多名中文课的学生，32个语言班，47位老师和助教。教务的工作量

也随之增加。 我们在这里向学校及家长们简单汇报一下这个学期教务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 

首先，招聘老师和师资培训一直是教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学期32个语言班的老师

招聘和安排的工作从六月份就开始了 。暑假里我们给新老师候选人写Email，通电话，面谈，

与留任老师沟通，安排好了所有班级的老师。九月初开学前，我们组织了面向全体老师的

Orientation，以保证顺利开课。

开学后忙完了注册，分班，发教材等事之后，我们便陆续到一些班级听课，了解教学情况

及老师的各种需求。我们发现有效的课堂管理是保证顺畅，高质地完成教学计划的重要前提，

而大部分老师都将受益于这方面的专题培训。于是在11月1日我们组织了面向全体老师的培

训。 我们首先用实例强调了维持课堂秩序和掌握上课节奏的重要性，然后又请有多年教学经

验的姚毓梅老师就如何有效地进行课堂管理的具体方法作了讲解和问答。在课堂秩序方面毓梅

强调了Positive Reinforcement。她还对老师们提出的问题作出了有针对性的解答，讨论十分

热烈。共有36位老师参加了这次培训。

以往的经验表明，分教研组开教学讨论会对促进教学方法的交流十分有效。目前，根据教

学相关性我们共有五个教研组：CSL组，高年级组（6-9年级），中年级组（3-5年级），马力

平教研组，和低年级组（学前班到2年级）。每学期都有以教研组为单位的讨论会。会上老师

们互相交流经验和做法，可能是教学进度、作业量、考试方式，也可能是教辅材料、学生奖励

方式，更多的内容敬请大家阅读这些会议备忘录。相信大家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的老师为了提高

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和效果进行的各种探讨尝试，也希望家长们积极反馈，给出建议及评论，共

同搞好我们学校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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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校内老师培训与交流，我们的老师还参加了一些校外的培训，如剑桥中国文化中心的

远程中文教师培训课程，New Engl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Network Conference等。10

月18日，仲劲红和谢良玉老师与副校长史建英去了牛顿中文学校听课取经。另外我们还请校

刊主编李伟摄制了本校六个不同班级的上课录像供老师们相互学习参考用。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的教务工作一直得到了其他校行政管理员，Board, 家长会，以及很多

其他志愿者的大力支持。特别要提的是：Board 除了在教学经费上给予支持外，其成员刘汉兰

还亲自参与教学管理。尤其是她带头组织了teaching working group。除了大量的调研之外，

本学期的第一个成果就是在春季增开一个高年级中文阅读会话的试点班。Board member 

Joanne Wu 和 CSL 家长 Paul Schottler 主动向我们提出了为CSL高年级学生开设Visiting 

China 系列专题演讲的初步设想，经多方共同努力，现已成形，近日就将举办首次讲座。第一

任教务长简建华和副校长史建英一直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心和具体指导。开华和贤丹总是帮助

我们更新注册资讯；总务主任育红则更是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多次订购教材和各种教学用品。还

有，家长会也一直都默默无闻地支持我们的工作：从每周的执勤排班到安排 head parents 以

及组织每学期给老师的礼物。他们和很多其他志愿者的服务让我们的老师感到温暖，并更加愿

意为教学付出！谢谢大家啦！

本期校刊上刊登的与教学有关的内容有：高年级中文阅读会话试点班简介；马力平试点班

老师与家长的意见反馈；以及CSL组，高年级组，和马力平教研组研讨会备忘录。

高年级组（6-9年级）会议备忘录（6-A班老师靳宏组织及记录）

Hanlan briefly explained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Working Group and the recent 

survey results. We should cooperate student learning experience from their world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e them through student centered teaching/activities, more 

reading and speaking, less writing (parent survey).

Teachers worked in two sub-groups on how to motivate higher grade students in 

Chinese learning:

1. Successes: activities focused on output; encouraging participation & questioning; 

creating projects, making learning fun, communicating with parents, gaining their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games and plays

2. Challenges: behavior, limited resources (in reading, multi-media...), class 

participation, wide range of student reading and comprehension levels, parents' 

expectations/support, homework, some lessons are not interesting, hard for students 

to make connections

3. Ideas and Suggestions: creating more student centered activities; excha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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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ful experiences across grade levels, reading contests, grouping students by 

language level instead of age.

4. Help needed: teaching materials and resources, using TAs' full potential & TAs' 
training, Teacher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haring successes, parent 

support, standardized assessments.

5. Workable plans:

1. encoura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SAT Chinese (from Rixin Li).

2. have school provide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to enrich teaching/learning.

3. teachers can gather a list of good books, articles for administrators to 

purchase as resources.

4. activities: using picture prompts to courage speaking and writing, online 

research on topics related to Chinese culture, history, idioms, oral 

presentation, partner word-study, Chinese culture groups for higher grades 

(student centered, teachers facilitate)

Teachers will continue or try one or two activities from the plans. We will have a 

follow up grade level meeting in Spring 2010.

CSL组会议备忘录（CSL-2班老师欧文可怡组织及记录）

1. Rixin introduced the project Visiting China for CSL4 and CSL5. 

2. Discussed sharing teaching information between CSL levels to improve teaching 

efficiency. CSL2 and CSL3 exchange text book to discover similarity of contents. If 

each teacher can write a curriculum for her/his own class, it will benefit other 

level of CSL classes.

3. Discussed setting standard to teach 拼音 from CSL3 to CSL5. 

4. Unify课堂用语 among all CSL levels. Each classroom teacher will send me a list of 

课堂用语 they use and I'll coordinate into new standard.

马力平小组会议备忘录（马力平B班老师仲劲红组织及记录）

1. So far, Jing's class （徐静，马力平 A班）has 3 students moved to other classes and 

couple of students moved in. Jing has 21 students now. No one moved in or out of 

Jinhong's class （仲劲红，马力平B班）. Jinhong's class remains to have 22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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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 general, the students are doing well in both classes. Jing's class has just 

completed Unit 1 exam and Jinhong's class completed Unit 3 exam and will move on 

to MLP book 2 next week. Jinhong will teach regular speed for book 2. 

3. Next year, Jing prefers to stay with level 1. Jinhong is flexible, she can either 

teach the same class (continue on book 2 and move on to book 3) or teach the fast 

paced level 1 again.

4. Qing can not be a TA next term due to other priorities. Jinhong needs a new TA. 

Initially our criteria for MLP TA is that they need to be willing to teach MLP next 

year. However, a number of current “中文” teachers are interested in teaching 

MLP next year and some of them are already teaching at other Chinese schools, it 

is felt not necessary for the TAs to commit to teaching next year.

5. Jinhong went to Newton Chinese school couple of weeks ago to sit in a MLP grade 4 

class. They have 28 students and a very small classroom. The students are behaving 

well. Teacher Jenny Yao prepared the lesson very well, she read the lesson to them 

first, then ask them questions on when/where/what/how etc. TA is also very helpful, 

she collects homework, quietly remind students to focus and help them with 

reading. Jenny asked the students to pair up and read together a lot. Since she 

taught the same students from MLP grade 2, she is very familiar with the words 

they learned before, was able to use them to teach similar new words in current 

lesson.

6. Rixin suggested that we write an article to school journal to report on our MLP 

pilot. This should include teacher/TA's introduction and parents feedback. Jinhong 

and Jing will ask parents to contribute. Qing will also write a paragraph about her 

experience as a parent.

马立平教材阶段总结

MLP_A班老师  徐静 

Acton中文学校马立平A班现有20个学生，大多数学生是中文学校一年级毕业后进入这个班，

年龄在6岁到8岁之间。自从09年秋季开学以来，家长和学生对新教材的内容和教学理念反映良

好，学生学习中文的积极性也有普遍提高。12月初我们进行了第一册内容的口语和书面两部分

考核，绝大部分的学生在两项考核中都达到了A+的成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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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P_A班使用马立平一年级教材，这本教材的主要特点是以“认”和“读”为主，对于

“写”基本没有要求。 它其中包括三册： 第一、二册课文主要以简短易读的儿歌和谜语为主, 

课后的阅读内容大都以单句的形式出现。汉字的结构，笔画和偏旁部首在每课中都有简单的涉

及；第三册课文是由短小的儿童故事组成，每课的生字量和课后阅读材料内容明显增多，难度

相对增大。就目前第一册考试结果来看，每个学生对新教材的掌握都很好，但第三册的学习量

和难度对现有学生中一些年龄较小和中文理解力较弱的孩子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马立平教材的家庭作业量比较适合这个年龄阶段孩子，同时作业的形式也很新颖。每周作

业有四次，每次所需的时间大约在20到 25分钟，内容主要以听读拼课文和认字为主。孩子们

对在CD上做中文作业的形式很感兴趣，做作业的积极性相对提高；而阅读和认读字卡部分的

练习需要有家长的监督才能有效地完成，因为班级人数较多，老师在课堂上基本没有时间去个

别检查这个两方面的掌握情况。

在课堂上学生主要是听得多，认得多，说得多，动得多；他们通过玩游戏，猜谜语，小组

比赛等来学习新的课文和生字。除了在复习环节中 5分钟的默写生字外，他们需要动笔的时间

非常少。 一些家长也反映这套教材对“写”的部分要求太低，希望老师增加这方面的练习。

但因为绝大多数家长对现有的作业量和孩子完成作业所需的时间很满意，所以目前我还没有给

出教材以外的任何补充作业。在教材第二册的进行过程中，我们会考虑逐渐加深加多“写”这

方面的内容，让学生慢慢适应第三册的学习难度。

马立平教材同时也给教师配备了教学大卡，设计了教学进度和上课步骤，准备了考试试题

等教学辅助材料，所以老师在教学材料准备上所需要的时间相对减少，备课时的主要精力就可

以放在如何把教学内容有效且有趣的传授给学生。

目前（短期）来看，这套教材“多读少写“的理念对我们班现有的孩子（低年级）来说有

很好的效果。 通过每周一次的课堂学习和课后的四次作业，学生不仅能够很好的掌握所学的

生字和课文，而且对学习中文的兴趣也有所提高， 但长时间的学习效果还有待观察。 

另外自从秋季入学以来，从我们班退学或转班的情况也有4例发生：原因有以下三种：

1）课堂上完全听不懂老师的讲课，所以开学两三周就退学了；2）中文水平超于同年龄孩子的

学生转到非试点班级，这类情况主要是因为家长认为第一册内容太过简单，孩子在A班上课很

无聊；3）在试点班学习了一个学期后，家长认为 MLP教材和教学理念不比其它教材更优越或

更有效。

最后建议学校能够把试点班的人数控制在15人左右，这样老师课堂上才能保证每个孩子

都有足够的个别练习和辅导的时间。

MLP_B班老师  仲劲红

在几位老师和家长的提议下，学校的教务人员和几位老师多方调查和研究下，学校经过慎

重考虑，终于在去年上半年决定开两个马立平 Level 1试点班。这一来给学校教务增加了不少

工作量，他们默默无闻，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报名前后的繁忙工作。这一决定得到了家长们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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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支持。据说在报名开始一个多小时里两个班就都报满了。有几位家长告诉我，她们都是在

5/26日中午十二点以前先写好邮件，一到十二点就发出去。 有些被排在 waiting list上的家长

觉得很委屈，说他们也是当天报的名，没想到那么快就报满了。还有些高年级学生的家长问我

学校什么时候开高年级马立平班．也有一些家长说还没搞清楚马立平教材是怎么回事，就错过

了机会．在此应该特别感谢陈周颖老师，是她最早在２００７年作了很多调查后向学校正式提

出试点马立平。

经过测试，年龄小一点的孩子分在了徐静老师的班。大一点的孩子分在了我的班。我带的

马立平Ｂ班有２２个学生（１３男孩和９个女孩），是全校学生人数最多的一个班。有的学生

在过去的＜中文>班里就是好学生，而有的是不爱学中文的孩子。学校还给我班配备了一个成

人助教（师青）和一个高中生志愿者（肖周）。他们帮了很多忙。

我班里的学生是上过＜中文>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词汇量和基础。

所以我根据他们的程度，用了三个半月的时间把马立平一年级学习完。这也是试点的一个重要

部分。二年级课本比一年级上了一个台阶儿，一下子难了不少。词汇量很大而且课文和阅读也

增加了不少。马立平二年级第一课《捞月亮》和我去年教的《中文》四年级第六课《猴子捞月

亮》相比内容非常相近但生字还要多一些。所以我改用正常速度教二年级课本，基本上是每两

周学一课。这样到了暑假，我们只能学完半本书。秋季再接着学。

试点了快一学期，我自己有以下几点总结：

这套教材的特点和优点是：

1. 整本书前后联贯紧密，所学生字反复出现。学生很快能有一定词汇量，能不依赖拼音阅

读小文章，使他们和家长都觉得很有成就感，同时也提高了学中文的兴趣。

2. 课文朗朗上口，非常容易记忆。而且没有说教性的内容。课文和阅读都比较容易懂。

3. 作业多媒体化，提高了学习兴趣。

4. 不用拼音，孩子们必须用字型记忆。这样使他们对每个生字的结构更加清楚。

5. 教师备有教学大纲，大字卡，标准答案和考题。

6. 写字比较少是它的特点，也有人认为是缺点。我觉得还要再试点一段时间才能得出结论。

这套教材的缺点是：

1. 　马立平课本和阅读很少有跟现实生活有关的内容。平时用的机会比较少。

2. 对话比较少。除了笑话外，没有其它的对话。也许是因为马立平认为这些孩子在家里都

说中文，所以不用到学校来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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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度有点偏快。到后来可能有些孩子会觉得吃力。特别是那些课外活动很多，没有很多

时间的孩子，而家长又忙，对孩子学中文也没有很高的要求。

几点建议：

1. 根据老师和家长的反馈，学校明年可以多开几个马立平班。教师队伍里有几个现在正在

Chelmsford中文学校教马立平教材老师，如马敏，马瑞和龙霞等。也有的老师很有教学

经验，也表示愿意尝试新教材。

2. 希望学校鼓励各种各样的尝试。还有一套教材《美洲华语》里有很多与在美国生活的孩

子相关的内容（如：摘苹果，割草，感恩节等）。我相信，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教材，

只有试一试才能知道哪一个更适合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也有不同的品味，

何尝不来个百花齐放。我建议学校也开个《美洲华语》的试点班。徐静老师在美国小学

教中文用的是《美洲华语》，她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一来当然会给教务增加不少麻烦。

3. 有一些学校是直接转马立平教材，没有强调必须从一年级开始。马立平学校对此也提出

了一些建议。他们认为只要学生通过考核证明掌握了70%以上的马立平低年级课本里的

生字总量，就可以插班。我认为如果有需求量的话，学校也可以试一试。

4. 如果学校将来还要开象马立平Ｂ班这样的班级，最好从春季开始，用一学期的时间把第

一本复习一下。这样到了二年级就可以正常化了，一年教一本书，暑假作业也可以暑假

做了。当然学校的另一种想法是一本书教一年太累，最好三年教两本。

高年级中文阅读和会话班(初级)

高年级中文阅读和会话班(初级)是面向有一定中文听说读写基础，并已顺利完成并掌握

《中文》第一册至第六册内容或具有同等水平的学生的一门中文课。课程设计为1年至 1 年

半。课堂教学贯彻“以学生为中心，以输出为主”和“寓教于乐”的指导方针。教学将采用以

课题为主的形式由老师和学生共同研讨完成，学生成绩的评估则将综合每人所在小组的项目考

核结果，课堂参与，作业完成情况，和中文阅读及会话能力的提高程度。本班配有一名班主任，

班主任的职责包括了解和评估班级每一名学生中文学习的水平和进展情况，负责与学生，学生

家长，专题老师，和校行政管理团队的及时沟通和交流。教学安排将根据课题需求，由不同的

专题老师授课,班主任协调不同的专题老师，每一课题结束后, 班主任将总结课题以保证课堂教

学的连贯性和巩固学生所学知识。另外，班主任将邀请学生家长，在美国大学就读中文的大学

生以及其他嘉宾做专题演讲或授课，以丰富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

班主任由姚毓梅担任，专题老师由姚瑶，左国英，许冬等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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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棵圣诞树

王晓丽

时光如梭，在美国已经过了九个圣诞节。

可买圣诞树，今年是头一回。

再回首，九个圣诞的细节已忘却，只留些

许情绪还在：第一个圣诞节刚来半年，对美

国的新鲜劲儿已过，又对洋节没感觉，满目

的圣诞喜庆徒增“每逢佳节备思亲”的长叹。

第二个圣诞节，对洋节依然没感觉，可是，

因为怀了第一个孩子，心情是喜悦的。第三

个圣诞节老大已经四个月，娇憨甜美。跟婆

婆一起去参加了同学聚会，算得上三代同堂。

第四个圣诞节独自去外州读书，通宵赶作业，

为了能回家安安心心地过节——虽然，依旧

是“独在异乡为异客”，却把先生和孩子住

的地方当作了“家”。第五个圣诞节，顺利

毕业，却因为怀了老二，乖乖在家待产，顺

便相夫教子。可谓一出学堂，便下厨房。那

时，最初的一批朋友已各奔东西，好容易赶

着节日凑齐了，还有闹婚变的。不得不感慨

生活的无常。第六个圣诞节爸妈来探亲，带

着八个月的老二回了国。又开始了牵肠挂肚

的日子。第七个圣诞节，去朋友家过，高高

大大的圣诞树装饰的五彩缤纷，大大小小的

礼物堆了一地。四岁的女儿和朋友只半岁的

丫头一起，开开心心地趴在地毯上拆包装，

花花绿绿的纸撕了一地。第八个圣诞节回了

国。今年，是第九个。虽然只买到了32寸的

一棵塑料树，可是会发光，五彩的灯光变幻

不停，再挂上红红绿绿的彩球，足以让孩子

们惊叹。原本不过为了应景，可因着孩子们

对 Santa坚定不移的信赖，使这个圣诞节变得

饶有情趣。

话说早在十二月初，老大就有了计较，认

真给Santa写了信，说了自己的、妹妹的愿望，

还三番五次核实我的心愿，又在几分钟之内

给爸爸打了五个电话，催他的答案。然后，

全写在一张纸上，怕 Santa看不明白，特地画

了画。此后的日子里，每晚的睡前故事，都

要求与Santa有关，当然，她俩必须是主角。

而且，还会隔三差五地问：“妈妈，Santa收

到我们的信了吗？他知道我们要什么了吗？

那么多礼物，他不会送错了吗？”圣诞前两

天，老大很发愁地问我：“妈妈，咱家没有

烟囱，Santa从哪儿进来？”妹妹在一旁附和

着，愁眉苦脸的样子特别孩子气。等我说可

以从窗户里进来时，她看了看窗外的大雪，

思忖着说：“对，Santa是会魔法的，他能从

任何地方进来。所以，妈妈别开窗户，我们

会冷的，你把阳台的门别锁就好了。”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圣诞节。圣诞

夜，姐姐特地挑了个最精美的小碟子，选了

自己最爱吃的cookies，妹妹也拿了自己最心

爱的小杯子，准备了一杯奶。俩人把给Santa

准备的snack摆在圣诞树下，恭恭敬敬的，仿

佛在举行一个神圣的仪式。然后，你争我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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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去洗漱，打算提前上床——姐姐说，谁先

睡着，Santa就先给谁送礼物。就在那时，突

然发现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袜子挂在哪？

我们住的公寓，是没有壁炉的那种。顿时，

姐俩急得眼泪都掉下来了。我赶紧出主意说，

袜子就挂在放圣诞树的桌子边，Santa一定会

看见的。虽然我再三保证，两人还是忧心忡

忡地上了床。老二到底年纪小忘得快，翻了

几个身就睡着了。老大却上了心，既兴奋又

担忧，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小时过去了，还

在悄悄地叮嘱我：“妈妈，你一定记得别锁

了阳台的门啊？要一直亮着圣诞树的灯，要

不然Santa会看不见我们的袜子。”一会儿又

疑惑地问：“妈妈，Santa会看见他的snack

吗？他会喜欢吗？真的会吃吗？他去每个小

朋友家都会吃吗？”过一会儿还问：“妈妈，

Santa的袋子够大吗？能装下所有的礼物

吗？”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还在说梦话：

“袜子，我的袜子……”

等孩子们睡熟了，先生和我把早就准备好

的礼物从车里搬进来，把各自的袜子摆在各

自的礼物上，悠哉悠哉地吃了饼干，喝了牛

奶，轻轻松松扮演了Santa。

圣诞节早上，老大先醒了，迷迷糊糊地叫

了声妈妈，问天亮了吗。然后，顿了几秒钟，

突然清醒过来，穿着睡衣，跳起来就往外跑。

冲到客厅，拿起袜子一看，空荡荡的，嘴就

瘪了。我赶紧提醒：“哇，好漂亮的

Scooter，粉红色的哦，是谁的？”她这才看

见了袜子底下的东西，笑了起来，又回头去

看妹妹的礼物，只见一套漂亮的美人鱼巴比，

带着十几件衣服，嘴又瘪了：“妈妈，我不

喜欢 Scooter，我也要巴比。”咦？这可是个

意料中的意外。说意料中是因为她想要只活

的小猫，说意外是没想到她看上了妹妹的礼

物。我赶紧把责任推给Santa：“呀，你改变

主意了？这可来不及了，Santa已经把礼物送

来了。下一次，你可得趁早告诉他。对了，

Santa怎么知道你很想要部Scote的？他怎么

会知道你的Scooter丢了？这部Scooter多漂

亮啊！你最喜欢的粉红色哦！再说，妹妹的

巴比你们可以share呀。”听了这席话，她才

破涕为笑，欢欢喜喜地拆礼物去了。老二睡

到日上三竿才醒来，看到了巴比只抿着嘴笑，

问她喜欢吗，一声不吭地点点头，把巴比紧

紧地抱在怀里。

整个上午，姐妹俩都在玩美人鱼巴比，把

尾巴卸下来换成腿，又一件一件试衣服，中

午的时候终于腻了。老大从地上爬起来，伸

了个懒腰，忽然惊讶地叫起来：“咦？Santa

吃完了我给他的cookies！他真的吃了！”老

二也冲过来，举起空了的奶杯嚷嚷：“也喝

完了牛奶！”俩人嘻嘻哈哈笑成一团。眼看

Santa的任务胜利完成，先生和我正偷着乐，

老大却发现了问题：“妈妈？cookies是你吃

掉的？”我暗自惊讶，莫非昨晚吃的时候她

还没睡着？只好装做不知情的样子摇了摇头。

“那，为什么碟子这么干净，你洗过了？”

哦，原来如此。我松了口气，趁机教育她：

“看 Santa多有礼貌，还帮你们洗了杯碟。你

们要向他学习哦。”老大点着头答应：“嗯。

肯定因为我们的snack最～～好吃，对吧，妹

妹？”

孩子们对圣诞节的热情，一直延续到了今

天。期间，老大老二都问过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 Santa一年只来一次？”我说那是因

为他要化一年的时间，给小朋友们准备礼物。

老大理解地点点头，老二还在执拗地要求：

“不吗，我就要今天再过一次……”老大听

了，大人似地劝她：“妹妹，Santa今天不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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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不过，我可以帮你给他写信啊。”俩

人进了里屋，忙活了半天拿了两片纸出来给

我说：“妈妈，你帮我们 keep着给Santa的

信好吗？我们现在不能寄给他，那是因为我

们可能会改变主意哦。”等她们走了，我看

一片纸上写着：“亲爱的Santa，我想要三套

带着拖鞋、手套、包的 dress up的衣服。我

妹妹也要三套。我的号码是6 或 6x，我妹妹

的号码是3或 3x。谢谢你。如果你有的话，

PLEASE！PLEASE！送给我们。我爱你。我会

再给你准备 cookies的。爱你的小猪和小

狗。”另一片纸上写着：“亲爱的Santa，我

妹妹也想要部和我的一样的scooter，不过，

请给她四个轮子的。这样，她就不会摔下来

了。Santa，我爱你。”

读着她错别字满篇的信，不禁莞尔。看来，

明年的圣诞树该买棵大的了，呵呵。

在那遥远的地方

-我熟悉的美国朋友们

李捷

乐业期

IT业在九十年代是很兴旺的。我离开学校工

程学院计算机服务中心走进了 DG公司的大楼，那

种现代化企业的设施和气势让我着迷。我喜欢那

些大片的整齐划一的分隔工作间（Cubicle），安

静和私密。我也喜欢研发实验室（Lab），没有外

壳一览无遗看得到插板芯片的样机，高高低低挂

着的电缆电线，噪杂和开放。这地方聚集着一群

被称为“白领”的上班族，常常在一起废寝忘食

地攻克难题。

汤姆是我的顶头上司。他是我见过最能在

Lab里待着和下属们厮混在一起的的经理

（Manager）。在程序调试阶段，我们瓜分过方便

面做为充饥晚餐。我也常听说他在Lab里陪到最

后一位离开。在程序运行期间，我们闲聊，从每

台样机的名字到美国的山脉好莱坞的电影。一次

公司的夏日郊游（Summer Outing）中，汤姆携带

身怀六甲的妻子去了。我也把来探亲的爸妈带去

了。一阵吃喝后，汤姆提议两家人一起沿着湖边

散步。汤的妻子也是搞IT的。Labor Day 刚好是

她的Labor Day（多义词。劳动节是她的分娩日）。

我们边走边聊。汤姆每见到地上的饮料罐，塑料

袋之类的东西就捡起来，等走到有垃圾箱的地方

时，手里已拎了四五件脏兮兮的东西。母亲大人

悄悄跟我说，这个美国人好有公德心。小两口外

形都长的好。

汤姆早些时候跟我聊过他的梦想是成为建筑

设计师，但他知道他不具备那样的天赋，梦想不

会成为理想。不过他还是喜欢搜集建筑方面的书。

汤姆热情地邀请我父母去他家做客。让两位建筑

设计师看看他理想中的房子。等他女儿娜拉出生

后，我们一家应邀去了。看到的是一栋不大很原

始充满山野气息的住宅。汤姆介绍这种格局是马

厩型，是夫妻俩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的理想住所。

我们都很认真打量着返璞归真的马厩型，好像是

用原木造成的，几乎没有装修，更没有装饰，家

中的书占了满满一面墙。除了壁炉烧柴，屋子里

的一方还有木柴炉烧柴取暖。汤姆夫妻珍惜使用

的床是汤祖母结婚时的家具，看上去粗糙笨重。

很难想象这样一对俊男美女会钟情这样的居室。

那天汤姆按我的建议让妻子烤了一个南瓜派做为

下午茶的甜点。

在我父母回国之前，我邀汤姆带三个月的女

儿来家坐坐。粉团玉琢般的小娜拉有着烟蓝色的

园园大眼，长长的棕色睫毛，亚麻色的头发微卷

着，是个漂亮极致的真真正正的洋娃娃。任由我

爸妈抱来抱去。在一旁眉开眼笑的年轻父母都听

懂了他们的“like doll”，非常同意地说无论在

医院还是在商店，见到娜拉的人都如此是说。汤

姆装了一后车厢的柴来，因为他记得那个下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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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捧着杯茶坐在壁炉边的享受模样。汤说，既

然在中国没有壁炉烧，作为女儿就应该让父亲在

这里多享受几天壁炉，不要嫌烟熏火燎。汤姆还

带来了一本他收藏的建筑书做为送行礼物。

杜艾，奥尔和安东尼奥是我同组同事们。杜

艾个子很高，有一双小小圆圆的卡通耳朵，是个

非常幽默的年轻人。他的CRT电脑显示屏上摆满

了可爱的小玩意儿。他会煞有其事地警告，不许

碰，那是我爸爸给我的礼物。奥尔是个红脸膛的

小矮个，最喜辣又最不禁辣。每每吃了一丁点儿

辣就大汗淋漓，为数不多的黄头发都粘到头皮上

了，T恤衫也湿透了，脸膛更红了。这一刻奥尔

笑称，爽！真带劲。安东尼奥模样粗拉拉，可永

远是说话文绉穿戴整齐，我就没见过他像我们大

多数人那样的 T恤牛仔裤外加运动鞋的打扮。杜

艾和奥尔的隔间离我的很近，偶尔我会被飞来的

小纸团“攻击”，偶尔的偶尔我去“抓嫌疑犯”，

他俩又都正襟危坐地埋头编程，跟没事儿人似的。

后来我“跳槽”了。几个哥们到附近的餐馆撮一

顿作为践行。不用问，奥尔又吃辣了。

跳进的 D公司总部离我家很近。上班的距离

从25 个迈变成3 个迈，令人非常愉快。这老牌

的公司产品线很长，研发的项目也很多。我还是

做服务器系统软件。在介于硬件（hardware）和

软件（software）之间的固件团队（firmware 

team）。这个组有30几人，主管有3 位。很快我

发现这里有好多“精英”。S就是其中一位。

S不属于我们组的编制，他的工作隔间却在

我们组的区域。他那里总有来自硬件固件软件不

同组别的人在咨询在讨论。我读过他用C语言和

汇编码写的系统程序，我见过他在Lab里用示波

仪和芯片设计者一起追踪 CPU（中央处理器）的

指令。在公布新研发项目各组成员时，我才知道

他是编在直属 VP（副总裁）的“特种部队”，专

门攻关解难的。像他这种“软硬兼施”的高手是

没功夫和人闲聊的。和他熟悉全靠相互搭车

（Carpool），因为他的家离我家太近了。用S的

话来形容，我一开门就能听见他家的狗在后院叫。

瘦瘦高高长手长脚的S搭我的车时，在路口处总

是恨不得把自己缩成微小型，生怕挡住我出车的

视线。样子有点滑稽却表现出他的细心。S说起

过早上7点前到公司是为了自己有点清净的工作

时间，下午 4点回家是为他一双儿女；还有周六

上午是他洗衣熨衣的固定时间。我常看到他割草

种花遛狗。却没想到他是这么一位里里外外一把

手。

一笑就露出两个大酒坑的 S 有极好的人缘。

我们组里有俩个被我称为“哼哈”二将的同事是

他的死党。“哼”将不顾家小，以喝高了为由借

宿在S家，实际上是与S太太一同策划“Over The 

Hill”聚会，要给S一惊喜。“哈”将折腾一晚，

把自家里外布置妥当，以便第二天下班后马上开

始 Party。全组 30来号人全到了。幻灯幕布从二

楼阳台垂下来，展现的是 S 从小学，中学，大学

的照片，偶尔穿插用软件处理过的搞笑幼儿照片

和而立之年后的。我们吃着喝着哄笑着。本来就

容易脸红的 S更不好意思了，远远躲在一旁不是

和读中学的儿子打乒乓球，就是陪读小学的女儿

打羽毛球。S太太谈笑甚欢，回忆着读大学的 S如

何追求在同校工作的自己，聊着曾几何时的窈窕

也不在乎公开比 S年长两岁，是个开朗的人。

在 IT 业方兴未艾的期间，公司有巨大效益，

员工有丰厚收入。公司还三五不时搞搞活动，用

各种名堂把挣来的钱花掉，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

程序发布了，出海钓鱼去，歇口气嘛。达到里程

碑，礼品人人有，留个纪念。新机出厂了，开个

酒会，举杯庆贺。新上司到来，大吃一顿打几场

保龄，增进了解。这季度产品卖的好，发点股票

再 加 奖金 ， 各 位 辛 苦了 。 夏 天 有 Summer 

Outing。冬天有圣诞聚会。这种热热闹闹红红火

火的时候告别 IT 业 ，是很难让人理解的。项目

负责人比尔辞职了。不是比尔盖茨哦。我组的这

一位青年才俊有着黑黑的头发犀利的目光。身材

相貌都不亚于电影明星，不知是否有意大利血统

正好开完“All Hands Meeting”（全体员工大

会）和他一路走回工作间，把几天前听到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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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一下。他说是的，要离开公司了但绝非跳槽

对不起，不能理解这种决定，要刨根问底。比尔

挺爽快地说，他就在家里炒股和写书。开始我没

明白以为他写与股票有关的书，就算你有本事股

股炒香没糊，写的书也未必有人问津。再问，哦

是写幼儿读物。最初是为他三岁儿子开写的，后

来止不住了。比尔说已经出版三本了，销量还行

他很有兴趣在这方面发展。炒股嘛，为糊口而已

步其后尘的是凯文。凯文有个能干的妻子，头衔

不低是某投资银行副总裁，后来派到康州工作，

难怪凯文那段时间总泡在公司里不走。其实那时

要换个工作还是很容易的。却搞不懂这夫妻俩谁

都没换。聚少离多的日子捱了近两年后，两人同

时辞去各自的工作，跑到威斯康辛的一个小城里

据说还不是他俩的家乡，买了一幢汽车旅店，有

十几间客房，两口子自己经营。按凯文的说法是

换个活法不要每天开车上下班。很有写 Top10才

华的凯文总是在别人的践行聚会上搞笑，这回却

被同事们“10 大离开理由”涮了一把。 赠别礼

物更逗，其中之一是通厕所用的抽栓（Plunger，

木棍的一头是橡胶塞），被“哼哈”二将之类的

活跃分子们在餐桌上空传来传去。几年后“哈”

将也走了，转行到小学。虽然年薪不及在 IT 业的

三分之一，做为两个女儿的母亲，再不愿错过孩

子的成长。

小小回顾这期间，我在 DG公司(4万员工)效

力过。在 D公司(6万人)服务过，后来变成 C公司

(8万人)，H公司(15万人)。老公在 3万 5千人的

DG公司干过。在百来号人的 N公司拼过。在思科

公司一待就是十来年。

感受：生活真的很精彩。

安居期

这20年里，我们搬家的次数不多。在学校附

近住了几年没挪过窝。然后是到离公司不远学区

不错的地方过渡了一段。买了现在的房子后一住

就是十几年。按理说早安居了。可是心里一直有

迁居的想法，直到儿子读大学后才有了哪儿都不

如波士顿的感觉，慢慢进入安居期。这期间我们

唱歌我们跳舞。又认识了不少朋友见识了不少事

其中一位老美史蒂夫的一件事不能不提。

史蒂夫和他的中国太太作为寄养家庭接待过

来自中国四川山区头颈三度特重度烧伤的婴儿和

患儿的妈妈。虽然到波城医治的费用是慈善机构

提供的，寄养家庭至少要有 6 个月为这对母子解

决衣食住行方面的实际问题。对于夫妻俩都是上

班族来说，没有大大一颗爱心是不可能做到的

http://naca135.org/liu_shiwei.html 。记得在去年

一次赈灾义演晚会上，有这样两句话介绍史蒂夫

“他是美国人民的好儿子，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女

婿”，他是当之无愧的。

在我认识的老美中有“蓝领”“白领”甚至

“金领”，似乎没有“资本家”。今年因工作缘

故，接触了一位颇有资本的家伙。在剑桥或波士

顿的街上溜达，说不定你就踏进这位老兄的地盘

麦克是我见到的富人里最不修边幅的一个。可是

他的私人办公室里有两样东西却过于讲究。一是

大屏幕的 Mac，那样一台最新软件和最好硬件配

置的苹果计算机只用来看看照片播放音乐，实实

在在是极大的浪费。麦克不这么认为，好东西嘛

看着高兴就行了。二是那套高档音响设备，工作

时常让我分心走神。我问麦克，你是来工作的还

是来欣赏音乐的。这位老兄振振有词，我们工作

不就是为了这些！麦克对绘画摄影音乐很有品味

有才华也有财花，玩得起。在他那儿工作，听音

乐声乐是一大享受，也有想堵耳朵的片刻。当我

第一次听到 Jacques Loussier 的作品和演奏时，

我就喜欢上了把古典乐（尤其是巴赫的）和爵士

乐 结 合 的 风 格 。 试 听 听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x0R0vFBHdE

因为是正在进行时，不做回顾。

感受：今天是个好日子。。。明天又是好日

子。。。“好日子”的歌在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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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四川

Sichuan Gourmet

正宗川菜
www.Laosichuan.com

继承传统 开拓创新
一菜一格 百菜百味

Billerica Framingham

978-670-7339   978-670-7348 508-626-0248   508-626-0347

502 Boston Rd, Billerica MA 01821 271 Worcester Rd, Framingham MA

http://www.Laosich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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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School Realty, Inc.
The true experts and professionals in real estate!

没有卖不掉的房子, 只有不会卖的经纪!

没有卖错的房子，只有买错的房子！
We know How to sell and what to buy!

Kathleen Zhang, CPA
Individual and Corporation Tax Specialist
We specialize in Tax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Real estate
taxes; Retirement & Financial planning; Accounting and

bookkeeping service.
Not all accountants are created the same!

Our offices: 124 Main Street in Acton and 844 Massachusetts Avenue in Lexington.
Real Estate:                        CPA Firm:

(978) 264-0900                   (978) 263-4355
GoodSchoolRealty.com          Kathleenzhang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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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视剧《蜗居》有感

林健

我几乎是流着泪把电视剧《蜗居》一口

气看完的，一个大男人看戏落泪，怪不好意

思的。好在就我一个人看，没旁人。正因为

一个人看，就容易入戏。我以前看戏很少入

戏的，习惯性保持距离，距离产生美嘛，替

古人担忧为网恋伤心的傻事我是不太做的。

我总是站在编剧的角度品戏，时不时指指点

点，这里不太合理那里不太精彩，要是我来

写应该如何如何，搞得和我一起看戏的人很

烦。也不是入戏了，我就会流泪，很多电影

里面的角色已经哭得呼天抢地泪雨倾盆，我

还没有找到感觉呢。《蜗居》不一样，作者

六六对人情的描述如此真实如此确切，入木

三分，不由得我不感动。

据说每个人都能在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一下找到三个，年轻时我就是小贝，结婚

后我就是苏淳，现在的我性格就象宋思明。

片中的人物个个有血有肉，性格展示合情合

理。在我看来剧中几乎没有坏人，当然那个

日本商人和汉奸不在此列（他们只是外形象

人而已），所以就生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

感叹。现实很无奈啊！

观众对宋思明的争议最大，而我对他还

是很欣赏的，稳重睿智，有情有义。象他这

样的人，再罩上权力的光环，看上哪家姑娘

都没得跑，何况还是天真纯洁的海藻，海藻

落入他的怀抱，怪不得海藻。要是我身高有

二米三，看上网上哪个中老年妇女，估计也

有宋思明的魅力。好在宋思明对海藻是真心

的，不似港商包二奶，正因为此，我才没有

鄙视他。我若是宋思明，我也会爱上海藻，

但我不会要她的身体，这样就不会破坏她和

小贝的爱情了。不过做到这一点，真的很难。

苏淳不是失败的男人，人品脾气才华哪

样也不差，妻子海萍说他不挣钱没出息是气

话，是被高房价逼的，是被笑贫不笑娼的社

会现实逼的。事实上海萍并没有看不起丈夫

苏淳。海萍的脾气不太好，幸亏演员很漂亮，

才没引起我的反感（黄脸婆再耍横，更让人

受不了）。海萍在丈夫最困难的时候没有离

开他，甚至为了救丈夫准备放弃日思夜想的

房子，说明她还是好女人好妻子，比起为了

自己过好日子和丈夫闹离婚的女人来，要强

出一百倍。要不是经济压力大，海萍的脾气

估计也不会这么大（如果海萍在美国，很可

能成为优雅的文学青年），比起在美国住在

独立洋房里的女人还嫌丈夫收入低，要强出

一千倍。海萍不自私重感情，能干顾家，脾

气差点，这样的女人我能接受。

小贝是个好青年，大部分这个年龄的男

孩都那样，也只能这样了，我当年也是这样，

阮囊羞涩，只能玩低成本的浪漫花样，骗骗

象海藻那样清纯的姑娘还行，遇上物质女孩

就死翘翘了，好在咱也不喜欢物质女孩。问

题是清纯的姑娘会觉醒，这就比较麻烦。当

然海藻离开小贝，不是因为觉醒，是小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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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战胜他自己的观念，没能从心底里原谅海

藻。是不够大度还是爱得不够深？

海藻也是个争议很大的人物。就她这股

清纯味，有品位的男人都会拜倒，连如此理

智的宋思明也逃不掉。爱上一个人很难，不

爱一个人也很难。一个是四十来岁有权有钱

成熟潇洒的男士，一个是二十多岁青春朝气

清纯可人的女孩，不发生点什么是很难的，

就象铀 238遇到慢中子，能不核爆炸吗？我不

是赞成小三破坏家庭，是对剧中宋郭感情的

理解，这也是姐姐海萍对妹妹海藻纵容的原

因。小三是可恶的，也是可怜的。不论是为

情也罢，还是为物也罢，都是应该受到谴责

的，虽然海藻不是为她自己的私利，是因为

亲情，才滑到这个深渊。最后她也受到了惩

罚。

剧中还有很多人物，不想在此一一评述

了。我原本也没想做影评，只是有点感慨。

真正的感想还没说呢。

一边看剧一边对作者六六崇拜得五体投

地，她怎么能写出这么好的剧本呢？你写好

一个角色可以，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角色都

写得好，对他们的心理情感都掌握得那么精

准，太神了。人怎么可以聪明到这个程度呢？

于是我上网查了下她的背景。一查又是感慨

良多。六六不是科班中文系出身，99年上网

写文，04年就写出了畅销小说。到现在也就

十年，已是著名作家了。这对我鼓舞很大啊，

我 07年上网写连载小说，当时还是月点击率

第一，莫不是 2012年就能出书了？（2012年

是地球末日？TNND，末日来临前我一定要

把书出了，看来要抓紧啊）虽然我年长六六

十岁，有句话叫大器晚成，看来我还有救。

我认为，一篇好的文章，主要有三点，思想

性艺术性和独特风格。思想性就是要作者有

自己的观点独立的看法，对人生和社会有独

到的见解和分析。好在自己年轻时喜欢过哲

学，人生道路也没一帆风顺，估计天已经有

降我大任的意思了。艺术性就是表达的技巧，

我是相信无招胜有招的，不要说教，文笔简

洁流畅幽默风趣就有人愿读，我感觉自己也

还可以。风格嘛，自己没拜过师，没受过八

股文培训，又是杂食型，不太会落入俗套，

不自成一派都难。

想想热血沸腾啊，朋友们，我要多多写

啦。俗话说，书中自有颜如玉，看来不是指

读书，是指写书。茅塞顿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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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的上学日子

今天是星期五。我早上六点半起床干校

车上学。校车先去高中然后去我的初中，R.J. 

Grey Jr. High。我走进学校后第一件要做的事

是到我的衣物拒把东西放进去。然后去我的

教室。我们每天都上同样的几门课，只是每

天的次序不一样。今天的第一堂课是英文，

第二是数学，第三，第四堂分别是科学和社

会科学，上的是法语。今天最有趣的是社会

科学课。因为我们看了一部电影。有时在社

会科学课上，我们还会玩游戏！我的老师也

很好。上课时，我们认真听老师讲话，还需

要记笔记。我觉得最没趣的是法语课。我们

只是坐着听老师讲话。从来都没有玩个游戏。

课处我参加了学校的长跑队。几乎每天放学

后都去跑步训练，但是今天在下雨所以我就

坐校车回了家。

一堂有趣的数学课
刘东

通常我不太记得我在学校做的事，但是

这一堂课我记得特别清楚。老师对我们说：

“这是一堂数学课，应该是学习如何解数学

题。但是今天我先要让同学们了解在平常的

生活中怎么用数字。请刘东同学先发言！”

我紧张地走到黑板前开始讲：“我用的数字

可多了！我有五个足球，两个篮球，一个排

球，和四十六个网球。”我又想了一下，接

着说：“我跳过八年舞，去过十四个州，还

去过四次中国。”说完了，大家都热烈地鼓

起掌来。接下来，每个人都上去发了言。最

后是凯莉同学。她说：“我的眼睛之间的距

离有一又四分之一寸。我今年十二岁，上七

年级。”教室里响起了最后一片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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