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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刊 

李伟 

我是李伟，中文学校校刊的主编。我家在 Acton，有两个

可爱的男孩，都在 Merriam 上小学。我太太也在为中文学校

服务，是瑜伽课的老师。 

我从 2007 年起开始为当时的校刊主编袁力帮一些忙，后

来袁力要去做一些其它的事情（他现在是中文学校的董事），

就推荐我做了主编。说到做一个文学月刊的主编，我应该是

很不具备基本素质的。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一个

文学青年。打小的时候就喜欢体育，什么游泳，田径，射击，

各种球类，有条件玩的我都玩。所以向来跟学校的体育老师

关系特别好，学校的领导对我们这些体育比较好的学生也比

较照顾，每年参加各种各样运动会的时候还是需要我们的。 

在文学上，那可是一窍不通了。上学的时候除了写些应

付考试的八股文外，最喜欢的文学作品就是金庸，古龙等人

的武侠小说；对什么现代诗，朦胧诗，西方文学等真正的文

学作品从来就没提起过兴趣来。记得有一次附庸风雅地读了

《飘》，读后感也就一句“这本书写得很好”。给自己做了

总结：你这个人比较适合读通俗文学。 

好在我是个 IT 民工，生活之余在就职的公司写写软件。

对各种计算机的应用程序，比如 Word，Photoshop，视频制

作软件等还算熟悉。又因为自己是北京人，所以中文发音较

标准，汉语拼音，五笔字型等汉字输入法也很熟练。这可能

也是中文学校的领导放心让我管理校刊的原因吧。我也非常

乐意为中文学校以及我们中国人社区做些事情。毕竟中文学

校是大家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也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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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长久，办得越来越好。 

中文学校的校刊，最主要的目的是帮助校管理团队和董事会与中文学校的学生家长们

保持信息沟通。我们会经常刊登学校管理团队的文章，介绍学校近期内的工作重点和方向；

学校各个职能部门的组成、人员、及近期的工作汇报。校董事会的会议纪录也会被全文刊

登。我们还尽量把中文学校各种各样的活动预先通知给大家，比如 Seminar 小组预报下一

两个月的讲座内容。每次学校举办的大型活动，或者社区的一些重要活动后，我们也总会

尽量组织文章报道。比如“2009 年艾克顿中国音乐之夜”后，前校长芶燕妮洋洋洒洒地

写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骄傲》来介绍整个活动的组织过程及参与人员的诸多无私奉献。

中文教学是学校的头等大事，老师们在上课之余，经常组织研讨培训等活动。校刊在近几

期内详细报道了这些活动的会议纪录和总结。鉴于许多家长对《马立平》试点班的关注，

许静和钟劲红老师分别写了对试点班的情况介绍，并连同刊登了学生家长们对教材的各种

看法。其实在我们的社区里，每天都会有很多可以报道的事情发生，比如最近有高中生们

为 ABSAF，Science Competition 活动募捐，而孩子都在小学的学长们对这些活动并不十分

清楚。我真心希望家长们能细一下心，动一下笔，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投稿到校刊。 

在我们 Acton，Boxborough，Westford 等附近镇的中国人里真是人才济济，有许多文

笔很好的朋友。他们有时会写一些古今中外或者自己身边的事情，并投给校刊发表。比如

前任校刊主编袁力，笔名“瓜农”，被大家称为著名政治评论家。他经常会写一些政评文

章，把近期的国内外大事一一道来，文笔简练幽默，深受大家的喜爱。王晓鹂是我们的另

一位专栏作者，她前两年搬到了外州，但还是一直坚持为我们写稿。读晓鹂的作品宛如静

观小桥流水，可以放下心情，细细品来；原来发现平平淡淡的生活中却蕴含了那么多的人

生哲理，浓浓亲情。周沫也是一位热心的作者，她工作数年后，又开始攻读 MBA。虽然

学习很忙，但依然为校刊撰写《中国历史》系列文章，她从炎黄开起，现在已经写到了三

国。我十分佩服周沫的中国历史知识根基，也十分感谢她能与大家分享。校刊还有许多热

心供稿的朋友们，在这里也一并感谢。希望更多的家长能拿起笔来，不在乎文章长短，水

平高低，重在参与，其实这也是为孩子们学习中文做个榜样。 

说起孩子们，中文学校也有许多小作者。在中文学校学习过的康原，Wendy Chen 就

经常写一些小习作。勒宏，乐锦等老师经常给学生们布置作文，并把习作在校刊上发表，

来鼓励激发学生们的中文兴趣。学生们的作文水平虽然生涩，但却都是他们努力学习的成

果。希望更多的老师能把自己学生的习作拿到校刊来发表。 

副校长史建英为校刊写过一篇文章《齐心协力，蒸蒸日上》，非常合适做我的结束语。

我也希望学生、家长们都能更多地参与校刊的工作，多多地给我们投稿，把校刊的内容办

得更丰富，水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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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nars in April and May 

 
Seminar Committee 

 
April 11: There is no seminar scheduled today. However, there would be a 

demonstration by ABRHS Science Team in the Lobby area.  The ABRHS 
Science Team has recently won the Massachusetts Science Olympiad 
competition. They are on their way t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Champaign in late May. 

 
April 25:  Kids Protection Planning Workshop, by David Feaks, PersonalFamily 

Lawyer at Feaks Associates 
 
May 2: Parenting in America, a Cross Cultural View, by Jessica Bethoney and 

Ellen Beth Lande, Professors of Cross-Cultural Studies at Bunker Hill 
Community College. 

 
May 9:  Venture 1,2,3 (创业 1,2,3), by Dr. Mingche Li  
 
May 16: TBD 
 
May 25: Real Estate Talk - Real Estate Update and Psychology People Involved, by 

Paul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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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公婆婆 
王晓鹂 

 

无论何时，只要提到婆媳关系，总是

一个说不完的话题。自己常去的一个网站

上，几乎天天都有人在讨论是否请公婆来

帮忙带孩子，结论是弊多利少。看多了，

就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的公婆都是非

常好的人，我们的相处极为和睦，几乎没

有所谓的婆媳茅盾。 

我的公公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也是当时当地屈指

可数的大学生。我没过门的时候，就跟他

很熟。因为我的父亲和他是至交，而我婆

婆和我父亲是同一个村的。父亲是个爱热

闹的人，喜欢唱秦腔。年轻时候也唱过新

剧，《小二黑结婚》之类。公公过年去婆

婆娘家拜年时，也会参与他们的活动，帮

他们画脸、编台词，只是不上台表演。 

那时，父亲家穷，读不起书，后来参军去

西安时，正值公公毕业后留在陕师任教，

是他指导我父亲自学了从初中到大学的文

学。至今父亲很感念他，非常遗憾他的早

逝。他是心脏病突发，那年刚退休，也刚

买了新房。公公去世后，父亲震惊之余非

常沮丧，很长一段时间心情都不好。他曾

感慨地对我说：“若你姑夫（按未嫁前的

辈分，我该称婆婆为姑姑）还活着，肯定

把你当自己闺女一样看待。我们亲家也一

定走的很勤，一周总有好几天会在一起

吧？”在我的印象里，公公长得结实，方

脸，戴一副方边眼镜，常穿蓝色中山服，

有一圈胡茬，不太修边幅，是个很开朗的

人，常笑呵呵的戏谑我为“太学生”。遗

憾的是他并不知道，他逝后两年，我这个

“太学生”成了他的儿媳妇。 

婆婆和公公的感情很好，在我婆婆眼

里，我公公是完美的。“你不知道，他是

个最有情义的人。”她说最记得的日常小

事，是无论她干什么回来，只要进门，他

第一个动作就是接来一个小刷子给她拍土，

然后搬来一个凳子让她休息，接着就是一

杯热茶。他的体贴表现在极细微的小事上。

比如说俩人去串亲戚，他总说我婆婆：

“你人小脚小，手也小，能有多大劲？”

于是，他便拎着所有的包、袋子什么的，

哪怕是空的。到了门口才给她，然后自己

背着手走在前面。 

关于这一点，我毫不怀疑。记得曾替

老公整理旧物，翻出几封家信。信是我公

公的手迹，用毛笔，字很流畅，竖行，带

有强烈的文人气息。对老公的称呼，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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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儿吾磊”，什么“磊儿爱子”，洋溢

着温馨而亲密的舐犊之情。在一封信里，

有他随手填的一阙词，美得让我惊讶。也

再次遗憾他去得太早，没能知道自己成为

他的儿媳妇，没机会讨论古今文学，向他

请教作诗填词。当然，老公比我更感遗憾，

常懊悔自己当初年幼，没能多陪陪父亲。

他说：“爸是个纯粹的文人，除了看书，

没什么特殊爱好。有时喜欢下跳棋，我又

嫌无味，不肯好好陪他玩儿。现在后悔都

没用了。” 

几个孩子里，老公上初中就跟公公去

了陕西，至到高中毕业。在公公身边五六

年，公公天天做饭。老公常说，吃得最多

的是排骨炖菜。那段时间，是老公最胖的

阶段。我不能想像公公系着围裙绕锅台的

样子——他们那个时代的男人，从来不进

厨房的。尤其北方的男人，更是如此。我

父亲至今还是等母亲把饭端上桌。公公在

家里也从不过问家务，饭来张口，衣来伸

手。因此，我非常能体会老公对他的深情。

记得与老公恋爱的时候，有一次听广播，

无意听到节目里在朗诵朱自清的《背影》，

正在说话的我发现他不吱声了，一抬头，

看见两行清泪静静地流下来。那是第一次

见他流泪。后来的几次，多是为了他的父

亲。他常感慨的一句话便是“子欲养而亲

不待”。因此，他对我婆婆加倍的孝顺。 

我常对别人说：“我婆婆可能干着呢，

人又好，是我的福气啊。”这不是谬赞。

虽然我婆婆个矮脚小，又没上过学，只读

过几天扫盲班，可她识大体明大理，思维

敏捷，心思细密，家里戏称为“撒切尔夫

人”，我和老公也常说她是诸葛亮。当初，

公公去陕西读书、工作，一走就是三十年，

那个家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是她在支撑。

说起往事，她半是自豪半是苦涩，说那时

候生活艰难，她结婚时的金戒指、银镯子、

天蓝绸面水红绸里的嫁衣等都拿到市面上

换了粮食。那些年，除了种地，她还卖过

皮货、猪崽、花线、围巾、馒头等，每天

起早贪黑，累得随时都会睡着。她人小力

薄，把两大包货物从西安运回家简直是个

考验。她说，她先把一个包拽到几十步远，

放下，再回来拽另一个，如此来回反复。

后来，公公买了缝纫机和锁边机，开了一

片缝纫店，她才不干体力活了。可是，每

天做交来的衣服裤子却要到深夜。就这样，

她十八岁进门至三十年后公公调回来，她

当了几十年的家，也辛苦忙碌了几十年。 

婆婆是个心软善良的人，总先想着家

里老的、小的，忘了自己。对别人也是如

此。大集体时期她做食堂保管员，负责给

每家每户分粮。她总会照顾那些年老无助

的人。就是她用剩饭和锅巴，救活了两个

人，一个身残，一个年老。那些人也一直

记着她的好，前几天打电话回家，其中一

个还托父亲问候她，说若不是她，他哪能

活到现在，哪能舒舒服服地晒着冬日的阳

光？生活困难的时候，公公在陕西工作，

一个人的工资除了家用，还带着我老公和

大伯父家的二堂兄，负责他们的上学和生

活用度。婆婆独自承担着家里的摊子。当

初商量这件事的时候，她却没有任何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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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姨家有八个孩子，更是一穷二白。

有一次，晚饭前大姨父来家，婆婆知道他

是无法可想了。便把家中所剩的粮全都给

了他——不过是一小布袋——于是，家里

当晚便没米下锅。诸如此类的事枚不胜举。 

婆婆还是一个执着的人。她特别遗憾

自己没能读书，常无奈地感叹：“学校就

在村里，我爸就是想不到让我去读书，偏

要给我裹脚。唉······”因此，她

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那时候办扫盲班，

忙完地里家里的活，晚上还赶着去上课，

走在路上还想着新学的字。她说，她那时

写的作文，都是贴在墙上当范文的。来美

国后，平日闲来无事，我们教她计算机上

看影碟和上网。刚使用鼠标的时候，简直

比攥着一块生铁还重，打开文件的步骤和

上网的方法说过就忘。慢慢地用多了，便

娴熟起来。先是自己开关计算机，看影碟，

后喜欢了上网看新闻。可是，她觉得文章

里的生字太多了，又决定学认字。从图书

馆借了合适的书来看，遇到不认识的，便

标出来问我们，问到了便工工整整抄在本

子上。她常自嘲是八十老儿学认字，像猴

子搬玉米，搬一个丢一个。可是，她很认

真。每天都认几个新字，做饭、干活、带

孩子的时候反复念叨，第二天还要复习忘

了的。一本书看完再看一遍，这一遍不是

看故事，而是复习标出来的字，记住了的

便擦去标记，忘了的再学。这让我非常感

动，也乐于帮她认字。教学相长。许多字

还是因为她问我才确认读音，甚至学会的，

比如：“亓”、“乜”、“芈”、“奭”、

“纛”等等。如此日积月累，硕果累累。

那天，她由衷地高兴，对我说：“我觉得

现在上网遇到不认识的字少了！” 

有时候闲聊，她问我们：“你们说，

假如我从小念了书，会不会考上大学？”

我便笑着说：“岂止是大学，读个博士没

一点儿问题。”她便不好意思了，说：

“博士太难了，我看，上个大学可能还

行。”听了她的话，老公故意逗她：“大

学算什么，您肯定能留洋。那样的话，您

可是咱家，不，咱地区第一个留学生了，

呵呵。”婆婆听了也笑，自豪地说：“我

现在不算留洋吗？不过不是留学罢了。但

是，我可是咱们那里数一数二会用计算机

和上网的老太太啊！” 我们连连点头，

这倒一点儿都不错。说真的，假如她果真

从小读了书，凭那股子劲儿，上大学甚至

留学都不是没有可能吧？ 

如今，婆婆已是七十五岁高龄，可是

雄心不减，今天视频中还告诉我们，正计

划着周游中国。如此看来，就算再来美国

旅游，也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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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三个月 
培养学生全能素质的最佳时间 

李原 
Ideal Global Education 

 

在美国的高中阶段，暑假是利用学校

之外的教育资源汲取课堂之外的养分，并

让学生在全能素质上提高一个层次的最重

要时间。在此期间，有很多机会帮助学生

寻找和发展他们的兴趣和潜质。到九月新

学期开学的时候，你的孩子将获得一系列

的新的素质和才能，否则，这三个月暑假

就白白浪费了。 

暑假与平时紧张专注的学期生活是有

区别的，学生在放松并恢复学习精力的同

时，也需要合理计划假期，在享受不用天

天在课堂学习的假期乐趣的同时，也要学

到新的技能。不要让你的孩子整天在商场、

游乐场、游戏厅或者电视前面无所事事。

在 12 年级申请大学的时候，大学申请材

料中需要填写从九年级起每个暑假是如何

度过的。一个优秀的高中 12 年级学生，

申请材料的这一栏应该是填得满满的，会

详细地列举在过去三个夏天里完成的一大

堆丰富多彩的事情，例如一次激动人心的

探险之旅，接受了新的挑战，经过了一次

难忘的人生经历，或是学习了一门新的课

程――这是高中课程表中没有提供的！这

些多样性的暑假生活，给大学申请短文提

供了最精华最真实的内容，他们能生动刻

画每个孩子的个性和独特的人生经历。 

 

暑假安排不一定要走昂贵路线。这些

想去体验美国社会工作经历的青少年，只

要稍微留意一下，可以看到身边有很多各

种各样的适合高中生的工作职位和实习机

会。选择那些自己感兴趣、能够挖掘潜力，

并给予自身 人生指导的工作，而不要把

眼光局限在帮别人带孩子或是在当地的杂

货店打工。每个夏天都应该被这样多样化

的社会经历排得满满的，这些经历让孩子

接受挑战、克服困难、稳步前进。下面是

一些对暑假安排的建议，记住，没有两个

孩子的暑假安排会是一模一样的，家长们

可以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做以下参考。 

 

一、组织一个社区服务项目，可以是

社区选举或募款派对； 

二、根据孩子自身兴趣，在大学里找

一份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很

多这样的实习都是带薪的； 

三、在医院、托儿所、公立走读夏令

营、敬老院、 公园、海滩景点、动物园

和环境保护中心等任何一个地方做社区服

务和志愿者工作。学生应该明确自己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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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获得一项自己希望能拥有的具体技

能，比如医疗急 救常识、教学、照顾别

人、当救生员、照顾流浪动物等等； 

四、在自己感兴趣的行业找一份短期

的有薪水的工作； 

五、上一些艺术课程，并在夏天完成

一套拿得出手的作品集； 

六 、练习一项乐器并参与公开演出； 

七、学习一门高于平时课堂难度的课

程并达到可以 通过考试的水平； 

八、在社区大学或者任何一所大学学

习一门 AP 课 程； 

九、组织一次野营或是扎营旅游； 

十、组织一些短线旅游，比如骑自行

车，乘公交车或者走路，目的在于培养自

主性，脱离父母开车接送的新体验； 

十一、利用暑假读在学校时中没有精

力读的书，给自己布置一个阅读清单，并

自我监督在夏天结束前完成； 

十二、学习和练习某项体育技能，尤

其是在学校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参加的项

目。 

 

总而言之，大学在挑选候选人的时候，

不喜欢填鸭式的，被动的经历，以及漫无

目的的消遣和休闲。随着一些著名大学针

对高中生的暑假课程项目的火爆和价格的

直线上升，这些项目已经越来越在大学招

生中引起了审美疲劳效应，这些项目的注

解变成了“昂贵的，在大学校园里完成的，

不计学分的高中阶段课程”。如果你和孩

子选择的课程是大学程度的 AP 课程，尽

量选择那些可以直接转化成大学学分的项

目。另外要明确的是，如 果你送你的孩

子去一个著名大学夏令营，这并不能直接

为申请该著名大学加分。更吸合理的暑假

安排是，符合学生孩子的兴趣和意愿而设

计的一条与众不同的路线， 这些安排能

表现出原创性和多样性，让你的孩子尝试

新的经历，接受新的挑战，是他和她追求

自己目标的动力。最后需要记住的是，这

些看似“独立”的暑假安排，不论家长工

作多繁忙，都需要花时间和精力一起参与

设计，让孩子和你一起分享新的人生经历。 

 

（有兴趣了解更多升学经验的朋友可以联

系：Ideal Global Education 的李原，邮件：

agannon@idealglobaleducation.com，网址：

www.idealglobaleducation.com） 
 

 
  

mailto:agannon@idealglobaleducation.com�
http://www.idealglobaleduc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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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祝》 
Butterfly Lovers 

梦灵 

 

在一个明朗的早晨醒来，和往常一样，沏

上一杯清澈的狮峰龙井，打开 WGBH 音乐电台，

一边品着绿茶，欣赏着海顿，巴赫，莫扎特

的古典音乐，一边无目的地在文学城闲逛。

喜欢“雾起时分相聚，雾散时分相离”的情

调和细腻，更喜欢“慧眼慧语”的知性和大

气。衬着背景音乐，我陶醉在文学艺术的美

妙意境里。 

 

忽然收音机里一串长笛吹出的五声调式的

华彩旋律传来，接着是双簧管的引子主题，

随后，优美，柔和的小提琴主题飘然而出，

天哪！这不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吗！怎

么会在这里播放？今天是什么日子？可不嘛，

今天是中国新年，也是西方的情人节，WGBH 

播放这首乐曲，可谓双重意义啊！ 

 

说起《梁祝》尤其是海外华人，没有不知

道的。这首乐曲在中国家喻户晓，在当今的

国际音乐舞台上也是小提琴演奏家们争相演

奏的曲目，和钢琴协奏曲《黄河》并驾齐名。

它之所以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应归功于盛中国

和西崎崇子，最早是他们把它传到了西方。 

这首乐曲是由上海音乐学院学生何占豪、

陈钢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旋律为素

材，综合采用交响乐与中国民间戏曲音乐的

表现手法，1958 年用奏鸣曲式写成，由俞拿

丽首演，获具大成功。它的曲式分为： 

 
• 呈示部  

o 引子与主题  

盛中国，西崎崇子共奏梁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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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同窗共读  

o 十八里长亭相送  

• 展开部  

o 抗婚  

o 楼台相会  

o 山伯临终 英台投坟  

• 再现部  

o 化蝶 尾声  

 

也是我们常说的 A,B,A 形式。 

梁祝故事取材于一个古老而感人的民间传

说：四世纪中叶,在我国南方农村的祝家庄,聪

明活泼的祝员外之女祝英台,冲破封建传统的

束缚,女扮男装去杭州求学。在那里，她与善

良纯朴的青年书生梁出伯同窗三载，建立了

深挚的友情。当两人分别时，祝用各种美妙

的比喻向梁吐露内心蕴藏已久的爱情，诚笃

的梁山伯却没有领悟。一年后，梁得知祝是

个女子,便赶来求婚。可是祝已被许配给豪门

子弟--马太守之子马文才。得到不美满自由

婚姻，梁不久即抑郁而终。祝英台得到这个

不幸的消息，来到梁的坟墓前,向苍天发出对

封建礼教的血泪控诉。梁的坟墓突然裂开，

祝毅然投入墓中，梁祝化成一对彩蝶,在万花

丛中双飞双舞,形影不离。 

 

梁祝的故事流传了一千多年，梁祝的乐曲

娓婉悠扬，情深意长，带给我们至美的享受，

让我们再一次用心来感受和聆听《梁祝》吧！ 

 
  

俞丽拿、陈钢和何占豪（从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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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Limo Service 

First Class Service 
 
 

机场接送 商务考察 

旅游包车 定点接送 

结婚花车 
 

接送机: Concord $85 Acton $90 
 
 
 

提前预定，一周七天，24 小时服务 
 

 

 

Tony: 646-255-3335 

Alex: 857-544-6050 

电子邮件：Sky_love_u@hotmail.com 

555 Pleasant Street Watertown MA 02472 

mailto:Sky_love_u@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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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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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习作：5 年级 A 班 
指导老师：乐锦 
 
 

小黄狗 
洪诗媛 

小黄狗，看门狗 

长着四条腿 

摇着小尾巴 

看见客人汪汪叫 

看见我来蹦蹦跳 

 

刘婉扬 

小黄狗， 

真可爱。 

小眼睛， 

长尾巴， 

会游泳， 

真好玩。 

 

梁佳新 

小黄狗，真可爱。 

爱吃骨头跑得快。 

见了生人汪汪叫， 

主人来了摇尾巴。 

 

 

殷静文 

小黄狗，汪汪叫， 

吓得妹妹一大跳， 

小妹小妹你别怕， 

他是跟你开玩笑。 

 

陈康 

小黄狗，真可爱， 

爱啃骨头不吃菜。 

会游泳，爱散步， 

摇着尾巴跑过来。 

 

王弈川 

小黄狗，汪汪叫， 

爱啃骨头，爱跑闹， 

两只耳朵四条腿， 

一根尾巴摇啊摇。 

耳朵灵，嗅觉好， 

聪明勇敢本领高。 

(to be continued) 

 

杨思怡 

小黄狗真可爱， 

短短的尾巴，长长的毛， 

大大的眼睛， 

小小的鼻， 

爱吃骨头不吃菜。 

 



No. 67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零一零年三月 

~ 16 ~ 
 

王晓岚 

小黄狗，四条腿 

身子长，耳朵软 

鼻子黑，眼睛黑 

不会说，不会笑 

 

刘芯如 

小黄狗，四条腿。 

尾巴短，身子长。 

眼睛小，耳朵大。 

爱吃骨头，爱玩球。 

跑来跑去真可爱。 

 

过春节 
相如 

 

要过春节了，今年是虎年。家里老老少少

都很高兴。 

春节前一天，妈妈在家里打扫卫生。中国

人的习惯是过年把旧的东西扔掉，来欢迎新

的东西。这又叫作“除旧迎新”。妈妈打扫

完了以后，奶奶送来了美丽的红花和富贵竹，

装扮节日的气氛。那些红花又香又好看。红

色在中国是一个好运气的象征。 

到了下午，爸爸带我们全家去他的朋友家

过除夕。爸爸的朋友 Sean 叔叔是爸爸大学时

的室友，他们有十多年没见了。他们的房子

就在罗特岛的海边，周围的景色很美丽。妈

妈们到了后都卷起袖子，帮忙和面、剁菜、

赶皮子和包饺子。每一家还带了很多好吃的

中国菜，有烤鸭、红烧肉、黄瓜、招肉、虾。

饺子有两种馅，猪肉韭菜和白菜。都很好吃。

我最喜欢的菜是黄瓜和红烧肉。吃完饭后，

阿姨拿出了妈妈带去的甜点：提拉米苏和起

司蛋糕。大家都吃得很高兴！ 

晚餐完后，大家帮着收拾桌子，然后聊天。

爸爸和叔叔到地下室去打乒乓球。我、妹妹、

妈妈和别的阿姨们在楼上唱卡拉 OK。没人唱

得很好，但是都唱得还可以。很晚了，我们

和叔叔阿姨道了晚安，开车回家。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我们穿着新衣服去给

长辈拜年。我和妹妹说“恭喜发财，身体健

康，年年吃糠”。然后妈妈发给我们每人一

个红包。红包里有很多钱。我和妹妹都很高

兴。我们要把钱存起来。 

 初一晚上我们去了爷爷奶奶家吃晚饭。

奶奶做了一桌子好吃的中国菜和美国菜。鸡

鸭鱼肉，样样俱全。奶奶爷爷也给了我们红

包。 

过年了，我和妹妹都长大一岁了。爸爸妈

妈说我们更要懂事了。 

 

万姗姗 

 

春节来了，我给爸妈拜节说“新年好”。

妈妈给我一个红包。晚上我们吃了一顿。然

后我们看了一会儿奥林匹克。我和爸爸看了

All Star Basketball Game 。 一到九点儿，

妈妈、爸爸、和我吃了一点儿蛋糕。然后我

去睡觉。 

 

孔令妍 

 

今年，我在圣地亚哥过了春节。一大早，

我的爸爸、妈妈、哥哥、爷爷、婆婆、外公、

外婆都给了我红包。我非常高兴。我们白天

参观了 USS Midway 航空母舰 。 我现在知道

了他们在船上是怎么生活的。傍晚的时候，

我们去了 La Jolla 看了日落。很漂亮。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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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一个中国餐馆吃了年夜饭。我的春节

过得十分快乐。 

 

贾翰瑞 

 

 今年的春节正好是星期天。父母们有

较多的时间准备好吃的。我们和其他好几个

朋友家一起去 Chris 家聚餐，丰盛又美味的食

物摆得满满一大桌子。邮集，有鸭，又有鱼，

还有包子和饺子。所有的小朋友们都很高兴。

吃完饭，大人们在一起聊天，我们玩电子游

戏和捉迷藏一直到晚上十点多才回家。 

 

李加佳 

 

寒假里我、爸爸、和妹妹去滑雪了。我和

妹妹都很喜欢滑雪。滑得比爸爸快。我还去

了很多派对。我的朋友也过生日了。我也参

加了她的派对。我们一起在水里玩很（得）

太高兴了！我的寒假过很（得）开心极了！ 

 

吴博安 

 

今年 2 月 14 日是中国春节。2 月 12 小年

夜爷爷奶奶给我压岁钱，奶奶和我包饺子，

我包了 12 只。2 月 13 日大年夜全家参加学

校华人聚会，吃年夜饭，看节目，做游戏，

玩得很开心。2 月 14 日年初一我家吃火锅，

我们过了一个快乐的春节。 

 

朱茜娜 

我怎么过春节的呢？我的春节又冷又白。

你猜一猜我到哪儿去了？我去滑雪了！我和

一些朋友们一起学滑雪。我们早上九点钟开

始滑，但是，滑雪场很远，我们的六点半起

来！难受得很！每天爬到车上，每天去滑雪，

把我累死了！滑雪把我的身体搞得像一辆汽

车。吃饭就是加油，滑雪就是开车。我加了

好多油，我开了好长时间的车啊！在这些开

心和难受的过程中，我的滑雪技能提高了，

身体也得到了锻炼。 

 

孙翰韬 

 

 过春节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和妹

妹在家吃了饺子。我们一起看了网上转播的

春节晚会。虽然我有很多看不太懂，但是我

还是觉得很有意思。吃完早饭后，爸爸给了

我和妹妹一人一个红包。我们高兴极了。 

 晚上我们去了朋友家。我们吃了很多

好吃的东西。大人们在一起聊天儿，小孩儿

在一起玩游戏，热闹极了。 

 我度过了一个快乐的春节。 

 

张嘉华 

今年我的爸爸、妈吗回了中国，我们的春

节是在爷爷、奶奶家过的。 

 在除夕的晚上，我们一家一边吃饺子，

一边看电视上的春节晚会。外面有很多人在

放鞭炮和焰火。鞭炮的声音很大，有时都听

不到电视里的声音。焰火很漂亮，我从来没

有见过这么多的焰火。 

 在中国过春节真有意思！ 

 

（无名） 

在二月十四日这一天，我们家和朋友一起

过春节。我跟哥哥和他的朋友玩。我们玩儿

了我的 Xbox 360 。我们玩得很高兴。我们然

后吃很多好菜。我吃了年糕和饺子。我们玩

儿到十一点。他们走了。我然后去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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