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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明细 
 

注册主任：鲁贤丹 (Sharon) 

 
艾克顿中文学校建立 7 年以来，学校的成长和发展源于

管理团队、董事会、和老师的共同努力。校长王建国要求每

个管理团队成员通过校刊这个平台与我们这个“Community”

进行交流，看在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的提高。 

我是管理 团 队 的 注 册主任，加入这个团队将近三年，

我个人的经历是这 个团队是一个很有合作精神的团队。每个

星期天，各个成员都提早到 409 室做好准备、挂牌服务回答

问题。因地理位子和职务的特点，我有时当传递手把学生和

家长引荐给校长、或管教学的主任们、或总务，更多的时候

是直接回答和处理各种问题，比如，教室位置的查询，Family 

ID 的查询，注册的时间和规则的查询，支票的 清 查（或和

家长、或和 我 们 的会 计师)，收取学生的学费，记录本周

在系统中需 要更改的信息（通常是换 课、新生的信息、系

统问题、比如不能进入系统、或系 统 有错误的情况包括支

票已清而账面上还有欠资等等)。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处 

理当面服务后需要更新的信息，时常要和管理团队的其他成

员交流解决问题。同时，处理发到 registration @ acls-ma.org 

的邮件。  

除了这些日常工作，学期初和学期末都是注 册 繁忙的

季节。 每学期结束前 的两个月左右，我们管理团队会开一

个会，讨论具体的学期末的注册有关事宜，包括语言和文化

课的目录，注册政策的完善，学期的时间表，定出网上刊登

注册信息和网上开始注册的时间表。所有的信息会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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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cls-ma.org； 在开始注册的前 两周，提醒的电子邮件会多次发到 

ABCLS@yahoogroups.com； Acton-Chinese@ station175.com； 

acton_chinese@yahoogroups.com；中文学校的注 册是“First Come, First Serve” 并且有时

间限制，超过时间段的，注册系统会自动加 10 元的附加费。 从去年开始，新的学生家庭

也能自己上网注册了，这要感谢我们的网络团队特别是项开华，减少了很多注册的手工操

作。经常有些家庭注完课后发现有 时间冲突，不得不取消课程，我们鼓励家长进入网站

去取消或换课，尽量 赶在开 学的第一天前，否则有罚款，到第三节课，我们就不退款了。 

除了网上注册外，学期到数第一或第二周和新学期的第一天，我们会有“ Walk-in 

Registration ”。大家可以利用此机会递交支票和“Registration Summary Sheet”。我们有

专门的地方和人员帮助收集，不需排队。错过 网上注册的家庭， 可以前来填写报名表，

注课和交学费，“All in One Shot”。 

退款和催款也是注册主任工作的一部份。从这个学期起，校长严格了交款的期限，

所有的支票要求在新学期的第一天（包括第一天）以前交付，否则有 20 元的罚款。执行 

此项规则后，交款情形大有好转，催款的家数也减少了。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制定

此政策并非想惩罚大家，纯粹是为了提高办事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另外，尽早知

道学校的收支，也利于财政的计划，希望大家努力配合。尽管学校在各项的事宜上都在逐

步完善，还有许多的工作需要手工完成， 因此，难免有差错。如果您已交学费却收到催

款的电话或电子邮件，请您能理解，出示已交款的证明，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鼓励和支

持。同样，退款也需手工一一核对查实，通常是在收款完毕后才进行此项工作。我们管理

团队的成员都希望提高工作效率，每一项工作都希望一次做完善，这样也可以减少工作的

负荷。 

我这三年的经历告诉 我，注册是一项细活，需要耐心和建立自己的一套 “Tracking  

System”，同时，与顾客打交道的机会很多，希望通过相互的交流， 把工作做得更好更

有效。 

http://www.acls-ma.org./�
mailto:ABCLS@yahoo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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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校歌征集活动通知 

 
自2003年建校以来，ACLS走过了许多值得记的岁月。七年来，在学校全体师生和管理

团队的精诚团结、共同努力和不懈追求下，在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ACLS的成

长篇章，洒满了全体志愿者的汗水和心血，凝结着历届管理团队的真诚与奉献、爱心

与牺牲。精神与理想在此凝聚，青春与未来在此共鸣，历史与文化在此积淀，耕耘与

收获在此交融。 

 

为了更好地宣传ACLS的办学宗旨，反映全体师生凝聚精神，校董事会与管理团队建议谱

写ACLS校歌。现特向全体师生征集歌词，学校会请专业谱曲家来作曲。投稿请直接电邮

ACLS校长王建国principal@acls-ma.org， 或交到学校办公室。我们将从投稿中评选适当

的作品，并颁发奖品。 
 
 

Minutes of the ACLS Board of Directors 
Subject: Special ACLS board meeting on tuition adjustment for school year 2010 – 2011 
Present: Dick Calandrella, Hanlan Liu, Yuming Liu, Donghai Ma, Jianying Shi (invited, 
ACLS Vice Principal), Jianguo Wang, Zeming Wang, and Li Yuan 
Notes taker: Yuming Liu 
Date/Time: May 1, 2010 (Saturday) 8:00 – 10:00 p.m. 
Place: 22 Longmeadow Way, Acton, MA 01720 
 
Meeting minutes: 
Acton-Boxborough Community Education (ABCE) decided to adopt the new rate for 
the rental of school facilities starting from July 31, 2009. With the new rate, the rental for 
ACLS will increase by ~75%. This imposes a significant unexpected burden to ACLS’ 
budget for the current and future school years. 
 

mailto:principal@acls-m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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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extensive communications and negotiations with ABCE, ACLS managed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compromises with ABCE: (i) ACLS receives a 20% discount on the 
rental as a long term tenant and the new rental rate will be applied starting from July 31, 
2010; and (ii) for the current school year 2009 – 2010, ACLS pays the rent at the old 
rental rate. 
 
With these arrangements, ACLS can maintain its healthy financial balance in operation 
for the current school year 2009 – 2010. However, the rental in the coming school year 
2010 – 2011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by a total of $8600 per term. In addition, the ACLS 
admin proposes to increase the base compensation of teachers and admin members by 
$2 (i.e. 4~5 %) per week in order to recognize and appreciate the effort and value of 
these members. The cost for the increased salary is ~$3200 per term.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factors will increase the operation budget in the coming school year by 
~$11800 per term. 
 
The board discussed various sources of raising funds including: (1) a better investment 
of the long-term fund, (2) raising funds from industries and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3) further negotiations with ABCE. While these might potentially increase the 
revenue of ACLS, none of them can provide a steady income to cover the requisite cost 
increase. Thus, the board considered raising the tuition and fee by $10 per term for 
language classes, culture classes, and clubs. This will lead to an increase in revenue of 
~$11600 (i.e. ~$6500 from language classes, ~$4500 from culture classes, and ~$600 from 
clubs), which approximately covers the increase in cost. 
 
After extensive discussions, the board unanimously approved the proposal of tuition 
and fee adjustment for the school year of 2010 – 2011. The ACLS board and admin will 
continue to discuss and pursue negotiations with ABCE in the summer for possible 
reduction of the rental for ACLS. 
 
 

教师培训与教学经验交流 
刘鸣 石红月 

 
4 月 11 日下午 3：50-5：00 在 Small Cafeteria，学校组织了教师培训与教学经验交

流会。95%以上的老师和 TA 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上首先由石红月（Associate Dean of ACLS ）给大家总结了开学以来教学进展情况

和下半学期教学安排，随后由刘鸣（Dean of ACLS）、徐静（MLP 班老师）和姚毓梅（阅

读和会话班班主任）分别做了 5C 专题培训、5C 在美国公立学校以及我们中文学校如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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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经验交流。 

5C(Communication;Cultures;Connections;Comparisons;Communities)是《21 世纪美国外

语学习标准》(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的核心框

架。是由美国教育部门以及多个外语教学协会共同研制的国家外语课程标准,于 1996 年出

版,1999 年补充再版。此<标准>包含 K—12 年级外语学习的总体目标和基本内容及等级标

准。这个<标准>在美国中小学已实施了十几年，并逐渐完善和广泛应用与中小学的外语

教学中。 

中文在美国来说自然是属于外语类，既然是外语，那 5C 也适应于我们中文学校教学

标准。本着这个目的，我们组织了这次 5C 的专题培训： 

什么是 5C？由刘鸣给大家逐一解释了这 5 个 C 的含义以及此《标准》对我们教学上

的启发： 

我们应积极转换自己在教学中的角色，从知识的传递者变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组

织者、引导者和参与者； 

在教学中应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主题教学模式，设置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课

堂交际活动，如小组活动(group work)、双人活动(pair work)、角色扮演(role play)、游戏

(games)、讨论(discussion)等等； 

在教学中，我们老师要通过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来激发学生学习中文的兴

趣，培养他们积极思维的习惯，使他们达到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的能力； 

从学生的学习兴趣、生活经验出发，大力提倡体验、实践、参与、合作与交流的学

习方式； 

尽量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让所有学生都从语言实践活动中受益，使学生在参与中

体验乐趣，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5C 在美国公立学校如何实施？徐静老师曾经在美国公立小学教中文，多次参加这方

面的培训，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在会上她以丰富多彩的的例子给老师讲解了 5C 是如何贯

穿于教学和教案中，老师在教学中如何达到此《标准》的要求。以“情感”为例，K 班一

年级的孩子，2，3，4 年级的孩子或 5，6 年级的孩子各要学习、理解、表达的程度与方

式螺旋式上升。她还给大家介绍了自己怎样用“礼貌歌”开始一堂课，把学生们的注意力

很快地拉到中文环境里，同时渗透了中华尊师重道的文化；比我们传统式的——大家坐好

了，现在开始上课了，来的又快又有效果。她还针对低年级孩子的心理特征，给大家介绍

了这方面的经验：低年级孩子的特点是好奇心强, 对新事物如饥似渴, 但注意力不能长时

间集中。老师们需要灵活运用各种形式如儿歌、游戏、卡片、动画、漫画、形态等手段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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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孩子。老师还需要在课堂上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和赞美，让孩子多一些表现的机会，使他

们增强自信心，从而提高学习兴趣等等。徐静老师的介绍受到了与会老师的热烈鼓掌。 

5C 在我们中文学校如何实施？姚毓梅老师是新班《阅读和会话》班的指导老师，有

多年海内外教学经验。她根据麻省外语教学大纲帮助我们中文学校也整理了一份，这份大

纲就是围绕着 5C 编写的，并将其应用于她的教学模式中。Circle time 是公立学校常用

的教学方式——上课之前，她将前次课所学的生词和常用的短语，写在白板上，让学生们

一进入教室，就感受到学中文的气氛。课堂开始有问候，Sharing Time，拉近大家的感情。

其次她再利用课前 20 分钟复习学过的内容和安排将要学的内容。学生们常常分组学习和

运用所学的知识。这种循序渐进的教学方式，不仅巩固了学生的知识而且还激发了学生学

中文的兴趣。由于《阅读和会话》班的特殊性，在她的教学中运用了许多多媒体教育，并

结合节日与风俗，补充一些中国文化的素材等等。由于时间关系，姚毓梅老师只是简单的

介绍了一些她的教学方法。我们期待着她能给大家介绍更多更好的教学方式。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董事会成员（主管教学部分），我们的 TA（MLP-B）刘汉兰老师

和教学小组成员高伟、简建华，他们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将姚毓梅老师提供的《麻省中小

学外语教学大纲》（此大纲是是以 5C 为核心框架编写的），翻译成中文版，并根据中文

学校的特点，起草了我们中文学校第一份教学大纲《艾克顿中文学校学前班至 9 年级年级

中文教学大纲（4 稿）》，使得我们老师在教师培训与教学经验交流会上人手一份，这对

于我们老师理解 5C 和将 5C 贯穿于教学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将 5C 作为我们教学的标准，并贯穿于教学中，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这仅仅是开始，

还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我们有信心使我们的教学工作越来越正规化、系统化，将我们的中

文学校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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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在酒里的古城 
艾笛 

 

绍兴，母亲的故乡。每每想起它，便有一

种几杯花雕酒下肚而微醉的感觉。童年有关

乡村的记忆，都和绍兴有关：清澈的湖面，

蜻蜓踮着脚尖，伴着乌篷船咯吱咯吱的摇橹

声，轻轻地滑过，散开的波纹，顿时，让盛

夏蓝得有点单调的天，起了一些折皱，而变

得生动了起来。叫不上名的小鱼在船的四周

游弋，矫健，机灵。把手伸入湖水，手指似

被染绿，也像鱼儿般游弋起来，丝丝凉气便

不由分说地浮满了全身。舅舅村里的打谷场

上，往往堆满了稻草，浓郁的香味，让人昏

昏欲睡，还未入缸，就有醇醇的酒气弥漫在

空气之中了。 

 

绍兴的黄酒，因有了鉴湖的水，而变得不

可复制。就好比茅台，换了一个地方，就算

用同样的配方，味道永远略逊一筹。绍兴的

人和它的酒一样，醇厚，素朴，内敛，低调，

又不失后劲，只要稍稍加点温，喝下了，马

上令人回肠荡气，周身舒坦，每根毛细血管

似乎都在放声高歌。 

 
 

绍兴的霉干菜和它的乌篷船和黄酒同样出

名，貌不惊人，却是一道名菜的主要角色。

提到“干菜扣肉”，没有几个能止住口水的。

这暗暗瘦瘦的干菜和丰腴靓丽的猪肉，混搭

在一起，出人意料地和谐，般配。两者取长

补短，相得益彰：干菜因有了扣肉的滋润而

丰满立体了起来；这扣肉因有了干菜的吸附

而变得温润窈窕。 

 
这令人迷恋的扣肉，好比是绍兴的近邻杭州，

华丽，热烈，大气，多姿多彩；这令人回味

无穷的干菜，便是依着杭城的，低调又有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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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绍兴了。 

浸在酒里，越久越醇；浸在酒里，得以永

生。古城绍兴，你永远年青。 

 

 
「咸亨酒店」是绍兴最负盛名的百年老店 

 

 
招牌下酒菜：茴香豆、茶叶蛋、臭豆腐、咸花生 

 

 
「一叶扁舟」乌蓬船 

 

 
「兰亭」因为王羲之的书法而声名大噪 

 

 
「曲水流觞」是兰亭景区的灵魂所在，当年

王羲之等人就是列坐在曲水岸边饮酒赋诗，一觞

一咏，组成了著名的曲水流觞 

 

 
「鹅池碑」碑上〈鹅池〉二字相传为王羲之

父子合写，被称「父子碑」，又同是著名书法家，

因此使此碑身价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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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暗花明 
王晓鹂 

 

不经意展眼看去，繁花似锦，树木成荫。似

乎是在朝夕之间，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自己的

生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话说来美已有十年。十年间，从少妇到母亲，

从求学到工作，辗转俄亥俄、马里兰、麻省、新

泽西，马上又要搬去弗吉尼亚，真正是“为了生

活，人们四处奔波。”好在这次搬家，总算能安

定下来了：房子是刚买好的，先生的工作就在附

近，孩子们可以就近入学，自己的新单位也在半

个小时的车程内。 

这次换工作，又回到了教育行业，去当一名

老师。想起来，仿佛是一种宿命。记得初中毕业

时，班长的留言便是：“祝你能当一名好老师，

扭曲自己的脊梁，把攀登者送上顶峰。”当时很

是诧异，他怎会有这样的祝福？那时的自己，是

决心要做一名战地记者的（那时，中国跟越南正

在打仗，老山前线的报道铺天盖地，呵呵）。所

以，看了他的留言，一笑而过。高考时，近视眼

的我连报考军校的资格都没有，最终，上了师范

大学的中文系——其实，自己最初报了北京一所

学校的新闻系，可父母改了我的志愿。父亲说师

范大学是国家付学费生活费还包分配的；母亲说

女孩子做老师最理想，既不怕风吹雨淋又受人尊

重。就这样，师范大学一进就是十年：四年本科，

三年硕士，三年博士。其间，自然少不了四处代

课，既为了积累经验也为了赚零花钱——已经认

命要去做一名老师了。可先生突然出了国。“嫁

鸡随鸡，嫁狗随狗”，只好跟了出来，把古典文

学的专业扔了，捡起自己最薄弱的英语，重入江

湖。 

说起我的英语，可不是一般的差，记得只在

初一第一次考试的时候得过满分（考 26 个字母），

以后便是江河日下，考硕考博都因英语不及格而

被破格录取。那时候，除了考试，英语对我而言

毫无用处。所以，入关的时候听不懂那是正常，

到了美国后两眼摸黑也不意外。可是，不能天天

当睁眼瞎啊，自己一个陪读，又不能去打黑工，

只好翻出先生当年用过的新东方红宝书，开始背

单词，准备托福、GRE 的考试。那真是最无聊最

枯燥的日子，睁眼闭眼都是单词。好容易连滚带

爬过了考试，又琢磨着申请哪个学校的哪个专业。 

本想读文学最省事，可哥大的教授回信说：

“你已经有了文学博士的学位，我们不能再招你

做学生了。”周围的朋友，好几个读了会计，说

找工作特别容易，也怂恿我去读。可我一个文科

生，自上大学就没用过数学，理工科毫无底子，

再勇敢也不敢挑战自己的盲点。又有人推荐读护

士，说是极缺的行业，申请绿卡最容易的。可我

自从初中父亲动手术那年开始，对医院就有了一

种排斥，何况，自己粗枝大叶的性子，很容易把

病人的药弄混吧？朋友听了问道：“这不行那也

不行，你自己到底什么想法啊？”我期期艾艾地

回答：“既要自己喜欢的，又要到处有工作机会

的。学校不能太差，学费不能太贵。”大家听了

一起翻白眼，哪有这么好的事？谁知有一天，先

生拿来一份报纸给我看，题目是：近三年内会有

300 万以上的图书馆员退休。他说：“我看图书

馆专业不错，不是经济类专业，学费不会太贵。

又是文科，还跟你喜欢的书打交道，而且，只要

是个 town 就会有公立图书馆，各大学也有自己的

图书馆，还可以往博物馆方向发展。退一步说，

就算你将来不干这行，学好了英语去当老师，干

你的老本行也不错的。以后，我去哪你就可以去

哪找工作，一家人也不用分开。” 

言之有理。于是乎，找了个专业排名还不错

的学校，高高兴兴去了。 

读书的时候只忙着学业和功课，没想过找工

作的事。刚毕业又怀了孩子，顾不上找工作。等

孩子被父母带回国，静下心来找工作的时候，才

发现我们当年的想法错的离谱——图书馆到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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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错，可找公立图书馆的工作吧，那里不设专

门的中文图书馆员，英语又不如美国人，也不熟

悉美国国情和文化，没法准确解答读者的疑问；

大学里倒是有中文专业的图书馆员，可全国也没

几个空缺。找教书的工作吧，大学里的要求有北

美的教学经验，中学里的要求有教师证书。几次

面试被拒，心灰意冷。正在怨天尤人之际，Ｐ大

的申请突然有了回音，来信的人说要去波士顿开

会，让我去见面。准备得尽可能充分，梳妆得整

整齐齐去了，你问我答过了半个多小时，来人合

上文件夹，笑着说：“我请你上楼喝茶，我们再

随便聊聊。”居然是一口地道的中文！我目瞪口

呆——根本没想到一个老外会说中文，还说那么

好！一杯茶喝得宾主尽欢，临走说尽快给我回音。 

事不凑巧。当时先生也在换工作，本想往一

起找的。可他的 offer 来得快，等不及我的结果下

来就得给回复。我写信去催，offer 真的来了，可

也迟了。就在前一天，先生刚回绝了其他几个

offer，接了马里兰的那份。从此，长达三年的两

地分居拉开了序幕。好在这份工作是自己喜欢的，

又与古典文学和图书馆的专业都相关，最合适不

过。校园环境好极了，人际关系也非常融洽，专

门有 committee 负责办 party，常常有聚会。唯一

的也是最大的不足，便是不稳定。这是个基金项

目，每年都得申请 funding。往年没问题，可去年

的经济危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直接影响到了基

金的申请。老板又有意把项目移向国内，一年内

有半年是在北京工作。自己也从国内接回了老二，

带着俩孩子忙得分身乏术。于是，再次琢磨着换

工作。 

这次换工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往先生附

近换，让一家人在一起。可是，在经济危机的影

响下，图书馆界和各大学纷纷裁员，冻结人事，

根本找不到一个 open。正束手无策的时候，同事

推荐了一个网站，ＣＳ＆Ａ，专替私立学校招老

师的，口碑很好。私立学校招老师有个好处，不

要求教师证书。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递了

简历上去。谁知那个组织的服务真不错，很快便

传来了消息，在他们的招聘会上面试了几家学校，

反映不错。几轮下来，便有了 offer。可我在等弗

吉尼亚的这家学校——所有的学校里，这是离家

最近的一个，试讲也很成功的。说是两周内给结

果，可等了快一个月还不见 check reference。以为

没戏了，真纠结着要不要接其他的 offer，突然又

check 了 reference，很快便给了 offer。 

皆大欢喜。 

此刻，回头去看，夜以继日背英语单词的枯

燥乏味，初次上课听不懂老师讲话的惶恐不安，

上台做 presentation 时的羞涩胆怯， 在实习单位

为人处世的小心翼翼，填写工作申请表时推敲用

词的认真谨慎，面试被拒时的心烦意乱，工作中

事无巨细的兢兢业业，以及两地分居的诸多不便，

独自带俩孩子的辛苦忙碌…… 之所以能够在种种

困难面前咬牙坚持，终于能够“守得云开见月

明”，其间的酸楚、辛苦、奋斗, 正是刘欢那首

《从头再来》所唱的：“……我不能随波浮沉，

为了我挚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

些期待眼神。” 

我这个“从头再来”又化了十年，而且，

“终点又回到起点”。虽说是干了老本行，可要

用曾经最差的英语去给学生教课，也不是不开心

的。正如诗里所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

又一村”，只要不放弃希望，总会有收获。柳暗

花明——Dawn of new hopes——其实就是这个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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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 

周沫 

东吴 

吴在三国中立国时间最长，却是最不稳定

的。吴国发源于吴郡一族，聚居于先浙江一带。

孙坚虽是的氏族里的豪强，又自称是春秋时期

的军事家孙武的后裔，却在本氏族之间并无什

么地位。孙坚的儿子，孙策依靠外来族和家族

里的旧部创立了吴国。公元 200 年，孙权继承

王位。在其继位时，吴国形势很不稳定。孙权

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一方面得到外来士族

的全力支持，一方面尽力争取以顾雍、陆逊为

首的吴郡士族。他把自己的两个姐妹嫁给顾雍

的长子顾邵和陆逊以巩固政权。周瑜鲁肃吕蒙

三个外族官员死后，政权交到了丞相顾雍手中，

兵权交给了上大将军陆逊。少了外族势力的牵

制，孙权对文武官吏都存着戒心，因此用刑严

峻。并训练了一批死士来检视文武百官，一旦

发现可疑便加罪惩罚。不少武将因畏罪投降魏

国，于是他下令将带兵守边境的将军们的妻子

软禁起来作为人质。一旦出现叛逃，便杀人质

甚至灭三族。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后，吴国的

军队就渐渐从作战发展为生产奴隶。孙权实施

屯田，有权势的诸将私墓强健的兵士作奴役，

使得军营里实存一些老弱病残的军士。吴国不

仅仅刑罚残酷，赋税兵役更是繁重。在这种暴

政的压迫下，人民经常起兵反抗。先有彭绮攻

破县城。后有彭旦、李桓、罗厉等起兵。直至

孙权重病，才提出了削减赋税兵役的命令。然

而，孙权死后，孙权的后代变本加厉，吴国统

治集团内部加速分裂。 

虽然吴国政治残暴，但是也加快了对中国

东南地区的开发。吴国以水军著称，不单单是

长江上的水军，更加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航海规模的舰队。在孙权入山过海捕捉人口

的过程中，更使得东南一带人口大增，土地得

到开辟，经济得到了发展，从而出现了新的大

城市。航海的发展更加快了中国与海南诸国之

间的往来。在此期间的书著如《扶南异物志》，

《外国传》，和《后汉书·西域传》更对中国

文化史作出了重大贡献。 

蜀汉 

刘备于公元 221 年正式在武旦称帝。在建

国的同时，孙权对势处吴国安危地带的荆州是

虎视眈眈。后刘备得益州。孙权全力攻占荆州。

此后吴汉两国确实成立。然而好景不长，公元

223 年，刘备死，后主刘禅，小名阿斗，继位。

汉后主是个昏暗的国君，一如一句老话：“扶

不起的刘阿斗”。刘禅将军国大事全权委托诸

葛亮。在诸葛亮的治理下，汉国成为三国中最

有条理的一国。 

刘备死后，益州郡的豪强举兵反叛。一些

外族也乘机变乱。益州和永昌是汉国经济命脉，

是不可放弃的。公元 225 年，诸葛亮率军南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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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七战七擒七放守南中的孟获，使其最终

心服。孟获道：“诸葛公天威，南人不再反了”

诸葛亮进军至滇池，分益州永昌两郡为建宁、

云南、兴古、永昌四郡。并此后启用本地夷人

做官吏使得夷汉关系得到很大的改善，也促进

了国家内部的稳定。 

在法律上，他制定了汉科作为汉国的法度。

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

在治军上，诸葛亮特别着重于军队的纪律，主

张减兵省将，精练能战，务使不大伤民力。这

和以酷刑治军的吴国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很

多的军事发明上在诸葛亮的带领下得到了很大

的发展，如八阵图，元戎，木牛流马，钢刀， 

等等。在诸葛亮的治理下，最主要的是社会道

德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道德永远是阶级

的道德，但是诸葛亮所实行的法制并不是对劳

动人民损害为其目的的。在他治理中，他虚心

纳谏，奖励敢于直言的忠丞良将。有一次，将

领董和不同意他某事的处理，反复争论十多次。

诸葛亮非但没有生气，而且表扬董和，并且要

求同僚们学他的殷勤忠诚。诸葛亮一生俭朴，

以不增殖私产为准则。汉国在诸葛亮治理下，

养成了一个军事力量，这是诸葛亮的全部希望

所寄，因之在使用上非常谨慎，不敢试用某些

冒险的计谋。公元 234 年，在进攻魏的战役中，

两方相持不下，诸葛亮病死。诸葛亮死后，蒋

琬、费袆相继执政，对魏采取守势，魏军步骑

十余万攻汉中不能取胜。在蒋琬等忠丞良将相

继去世后，姜维几乎每年出兵攻魏浪费兵力最

后以至连守卫的兵力都没有。 

曹魏 

三国中，以魏国的实力为最强。曹操三国

首领中最为重视农业和水利的发展。他废除了

两汉租赋制度改为每亩纳田租四升，每户出绢

两匹，绵二斤，不再额外多取。他推行了屯田

制，招募无地或无牛畜的农民由各级典农官统

率耕种官田。当时旱田每亩收十余斛，水田收

数十斛。虽然可能有夸大处，曹操依靠屯田却

是得到了制收富强的实效。曹操还督促荒田的

开垦，按照各州郡户口与垦田的比例作为赏罚

地方官的标准。即使在行军时，曹操下令损坏

田麦者处死。有一次他自己的马跃入田中但是

主帅不可自杀便割发置地上当作斩首。在公元

223 年，曹操在关中一带建设渠道，兴修水库。

改造了三千多倾的盐碱地。 

他提倡节俭，严禁厚葬和淫祀，实行法家

政治，建立起国家的法纪。为了压制原来士族

的势力，曹操启用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微贱之

人做官吏。公元 220 年，曹操死。曹丕承认士

族有做官特权来交换士族的拥护而取得帝位，

号魏文帝。曹丕建都洛阳，大造宫殿苑囿，掠

夺民间美女，淫侈无度，从此库藏空竭，百姓

怨苦。 

司马懿出身高级士族是魏国唯一的谋略家。

他轻视曹操不愿做曹家官吏装病以拒绝征召。

后来曹操逼迫了他做官。魏明帝时，司马懿率

大军对抗诸葛亮，成为魏国最有声望的大臣。

魏明帝临死时委托曹爽司马懿同辅幼主曹芳。

曹爽远不是司马懿的对手，被司马懿杀死。公

元 249 年，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掌握政权。后

将实权传至次子司马昭手中。公元 263 年，司

马昭灭汉。公元 265 年，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

用禅让方式灭魏，成立晋朝。公元 265 年，司

马炎灭魏。公元 280 年，司马炎灭吴。中国再

次得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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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索死亡 
林健 

 
 前二周去中国出差。当飞机直插云霄，

看着荧屏上飞机高度的数字闪烁着一路攀升，

忽然产生奇怪的念头，如果此时机头冲下，

垂直下落，和地球来个亲吻，会是怎样的情

形？由于自己是坐在整架飞机的前几排，想

必比后排的乘客报销得更加惨烈和痛快。 

 

 记得自己是在 911后第三周乘飞机到波

士顿的。当时人们对乘飞机非常恐惧，因为

我的机票已在 911前预定好了，更改是要罚

款的，我是要钱不要命，硬着头皮上了飞机。

刚落座，只见一位阿拉伯衣着打扮的中年男

子走进机舱，所有人惊恐的目光“唰” 地望

过去，仿佛那人鼓鼓的肚腩里储藏的不是脂

肪，而是高爆炸药。我当时也闪过一个念头，

莫非今天是我的末日？ 

 

 人们常常以为，死亡是老年人才需要考

虑的问题，这是误区。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就

思索死亡，和他老了才思索死亡，甚至死到

临头都不曾思索过死亡，这是完全不同的境

界。知道有一个终结在等待着我们，认真地

策划自己的一生，使生活更加从容，使目标

更为坚定。 

 

 那几天，电视里在不停地播报玉树地震

的救援实况。那些被救出来的人，躺在担架

上，想必已身负重伤，也许他们的亲人已经

死去，他们的房屋财产也毁坏殆尽，然而看

不到他们愁眉苦脸，甚至还有的人面带笑容。

我想，这些经历了死亡危险的人们，对人生

该会有怎样的感悟？ 

 

 经常想想自己可能明天或者最近就可能

死，是一件有趣而且有益的事。首先是有利

于感悟生命，体验到它的脆弱和不堪一击，

会格外地珍惜生命。有许多看来无法跨越的

忧愁和苦难，在死亡的烈度面前，都变得轻

微了。第二是有利于抓紧时间。我们常常想

当然地认为，自己坐拥无限的明天，可以随

意抛洒今天的时光。死亡给我们一个不由分

说的倒计时，警醒我们时间的有限。第三是

有利于我们善待他人，善待自身。人最终都

是要死的，于是我们心生宽容，不必斤斤计

较。 

 

思索死亡，是和自己的灵魂对话，在静寂

的时空里，能听到思想碰撞的清脆音响，宛

如风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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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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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手歌 

马立平 B 班 
老师：钟劲红 

 
孙乐乐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吃公鸡。 

你拍二，我拍二，二个小孩摘花儿。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爬大山。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吃桃子。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画老虎。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追小兔。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吃玉米。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种西瓜。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追大牛。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玩小石。 

 

余嘉惠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去 CocoKey。 

你拍二，我拍二，二个小孩是一对儿。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走的慢。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喜欢吃。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追老虎。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打篮球。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在学习。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玩泥巴。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就不走。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种菜籽。 

 

 

刘天琳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坐飞机。 

你拍二，我拍二，二个小孩吃本耳。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去爬山。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吃瓜子。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学跳舞。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翻跟斗。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漆油漆。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叫爸爸。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喝喜酒。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看电视。  

 

赵婉悦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追小鸡。 

你拍二，我拍二，二个小孩点头儿。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爬上山。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看电视。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走大路。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骑水牛。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吃玉米。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玩泥巴。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不喝酒。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挖矿石。 

 

孙宇辰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叫阿姨。 

你拍二，我拍二，二个小孩吃本耳。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爬大山。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过生日。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喜欢兔。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看河流。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喂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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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笑哈哈。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喝红酒。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抬大石。 

 

杨家刚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喘着气。 

你拍二，我拍二，二个小孩在画画儿。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爬上山。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要做事。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看老虎。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找石榴。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爬楼梯。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吃西瓜。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不喝酒。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在数石。 

 

宣乐韬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养个鸡。 

你拍二，我拍二，二个小孩画图画儿。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做花篮。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排名次。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喂小鹿。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吃麻球。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吃鸭梨。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抱妈妈。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看水流。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看红日。 

 

林天泽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笑咪咪。 

你拍二，我拍二，二个小孩想一会儿。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去爬山。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还想吃。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走大路。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去看牛。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喂小鸡。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回到家。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拍皮球。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学写字。 

王子奇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笑咪咪。 

你拍二，我拍二，二个小孩画画儿。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走上山。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在挖地。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打老虎。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在吃豆。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喂小鸡。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大嘴巴。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碰碰头。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很诚实。 

 

沈皓月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喂 公鸡。 

你拍二，我拍二，二个小孩一起玩。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去爬山。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跳房子。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在玩土。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在玩球。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唱大戏。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在追鸭。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买啤酒。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推大石。 

 

邱阳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要吃鸡。 

你拍二，我拍二，二个小孩爬台阶儿。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爬大山。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吃豆丝。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看地图。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吹气球。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看大戏。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叫爸爸。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喝啤酒。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捡树枝。 

 

谢若晨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吃大米。 

你拍二，我拍二，二个小孩躲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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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爬上山。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玩铁丝。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爱跳舞。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往上游。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吃大鸡。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打球吧。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送走酒。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没有事。 

 

邝凯文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找弟弟。 

你拍二，我拍二，二个小孩作伴儿。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爬大山。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来写字。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找老虎。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口水流。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吃玉米。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吃西瓜。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是朋友。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数手指。 

 

李浩成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去吃梨。 

你拍二，我拍二，二个小孩做麻花儿。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擦黑板。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去早市。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学跳舞。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去加油。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买小鸡。 

你拍八，我拍八，八个小孩叫爸爸。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打篮球。 

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做好事。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五年级 B 班 
老师：吴利宁 

 

应晓乐 

我的爸爸和妈妈帮助我很多。当我需要

改进的时候，他们给我很多忠告。有一次，

他们告诉我踢球的方法，我听了，结果，很

多人都夸奖我踢的非常好。在我做作业的时

候，他们会帮助我检查。我摔倒了，我妈妈

会帮我贴上创可贴。我生病了，我的爸爸和

妈妈给我吃药，照顾我。他们还帮我收拾房

间，买漂亮好看的衣服。周末的时候，我的

爸爸和妈妈带我一起去看我喜欢的电影。最

有趣的是，我们常常带着小狗散步。每当我

姐姐去她朋友家中过夜的时候，我和我的妈

妈总会度过一段很特别的时光。我姐姐一离

开家，我和我妈妈就去租录像带。我们穿着

睡衣，躺在妈妈的床上看录像。看完电影，

我妈妈总会问我：“想不想听中文故事？”

“好的”，我回答。然后，我选一本中文故

事书，我妈妈就开始讲给我听。每过一会儿，

我妈妈让我读一两段，我能读懂一些，但是，

我更喜欢听我妈妈读。后来，我们就睡觉了。

早上，我们会一起出去吃早饭。等我姐姐一

回来，我们的好日子就没了。这已经成了一

种规律了：我姐姐去朋友 家过夜，我和妈妈

在家里有很美好的快乐的母女时光。 

现在，你可以看出了，我父母给了我多

少帮助。我非常爱我的父母。 

 

巫昕奕 

“游子吟” 这一首诗让我想起我的温馨

的家。 我的家里有爸爸，妈妈，和妹妹。我

的妹妹有时候很烦躁，可是她磨练我的脾气

和我的耐性。 

在春天， 爸爸和妈妈带我和妹妹去放风

筝。夏天爸爸妈妈带我带我和妹妹去骑自行

车车，露营。有时候还带我们去中国呢！到

了秋天，爸爸妈妈带我们一起在院子里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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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爸爸教我割草。在冬天，爸爸妈妈也带

我们去滑冰和滑雪。   

爸爸有时候帮我练踢球-怎么踢得有力气

和踢得好看。爸爸教我数学。因为他每天 跟

我复习我的数学作业，我越来越喜欢数学。 

不光帮我练数学，爸爸也训练我的中文。每

次我从中文学校回来，我的爸爸就帮我念得

更准确。我的爸爸真好啊！ 

妈妈每天帮我做事儿！ 从送我去学校，

给我做饭，我的妈妈跟爸爸一样辛苦！“应

该是这样的-不是，手放到这儿。 对了。” 

每次我从跳舞课回来，妈妈帮我纠正我的动

作，让动作更好看。 跟爸爸一样，妈妈也帮

我的数学。 妈妈也每天在我们的家做好吃的

菜和饭！我觉得我有这个妈妈我很幸福！ 

我的爸爸妈妈每天为我和我的妹妹做好

吃的，所以我们能够去学校，我很感激我的

爸爸妈妈！  等我长大的以后，我们要学爸

爸和妈妈的样子！ 

王明漪 

我的爸爸和妈妈非常希望我有一个幸福

和成功的生活。 

他们教了我很多生活的准则，比如说，

当遇到困难时永远不要放弃；要坚持原则；

要考虑周到；要和别人分享等等。通过这些

方式，我成为了好多人的朋 友。 

在我小的时候，我对中文和数学很怵头，

有时我会很泄气。但是我的父母跟我说要坚

持住，不断地努力。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

的中文和数学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我的父母很关心我的生活。他们为我做

饭洗衣服等等。他们还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给

我提供了很多的机会，让我试不同的东西，

让我选择我喜欢的事情。当我完成作业以后，

他们也让我有机会享受很多乐趣。他们还带

我去过很多地 方，让我长了很多见识。 

在我慢慢长大的过程中，我也慢慢地认

识到我的父母对我的的帮助是巨大的。我相

信在我今后的成长过程中，他们还会不断地

帮助我。 

贾雪原  

我爱我的爸爸。 爸爸每天都工作。 他

工作很累，每天很晚才回家。他回来后还要

给我检查中文作业。爸爸春天 带我们骑车散

步；夏天种菜给我们吃；秋天带我们出去看

漂亮的红叶；冬天带我们去滑雪和溜冰。   

我有一次考试不好，需要补考。爸爸不

但没有骂我，还帮了我 很大的忙：他带我去

图书馆借书，让我复习。我们借了很多好书。

我回家后看了 书，学到了很多知识。爸爸 

还给我从网上下载了很多学习资料，帮我复

习。 后来我考试得 了 100 分。我太感激爸

爸了！现在他每天晚上给我检查作业。  

爸爸还经常给我和弟弟买很多动画片和

电影。包括买 我们想看的和不想看的, 像

Pokemon,Home Alone,和 The Simpsons 等都

是我很喜欢的. 他也会给我们买关于溜 冰的，

滑板的，和跳舞的电影。在今年我生日那天，

爸爸给我买了一个滑板，带有一张演示滑板

的电影。他陪我看了滑板的电影，还教我怎

么滑。我两天就学会了。滑板很好玩。如果

爸爸没有教我，我不会学得 那么快。我爱我

的爸爸。            

从今天起，每天他回家的时候,我要抱抱

他。他饿了,要给他烧饭菜吃。  

我永远都报答不完我的爸爸。我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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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诗宇 

“啪啪啪”, 整个礼堂都响起了掌声。

我们幼儿园刚演完 The Gingerbread Man。

我不在台上，因为我是解说员。我到学校没

多久，老师就挑我作解说员。她觉得我的阅

读很好。我的阅读那么好是因为我的爸爸妈

妈给我读一套书叫 Bob’s Books。我从三岁

读到三岁半，每天都读。我上幼儿园的时候

我就很 会读了。这个剧演完的时候每个人都

惊讶地问我爸爸妈妈他们怎么教我的。 

“刮哒，刮哒”，我当时六岁，我的爸

爸在骑自行车带我去看中医。我从小身体不

好，经常会哮喘。回中国时，他听说一个中

医院会治哮喘他就立刻送我去了。在医院里，

我们进了一个房间，他们给我爸爸看一种药。

这种药不是吃的-是贴在背上的! 我们回到美

国，每天都贴。我用完这种药时，我的哮喘

就好一点了。爸爸又听说游泳会治哮喘的，

他就送我去游泳队。幸亏我的爸爸老在想办

法治哮喘的，我现在好多了。 

我读孟郊的<<游子吟>>时，就想到爸爸

妈妈对我多好。每天早上，爸爸都会把我上

学需要的东西准备好；弹琴的时候，我的妈

妈都陪在我旁边；每天晚上，我睡着时，爸

爸妈妈会悄悄地把我的被子盖好。他们为我

做了很多事，操了很多心，像春天的太阳，

让我觉得很温暖。虽然我知道报答不了父母，

但是我会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情，让爸爸妈妈

开心，让他们为我感到骄傲。 

 

朱烈 

我爱爸爸,爸爸也爱我。我的爸爸是一个

工程师。他每天很忙，回家很晚。虽然这样，

他还陪我玩，陪我做作业。 

有一天，老师给我一个作业，让我们做

一个滑板，参加比赛，看谁的滑板滑得更快。

我请爸爸和我一起做滑板。他找来了木板和

铁丝。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滑板。我还得了

第三名。我很高兴在爸爸的帮助下我赢了比

赛。 

我很喜欢下棋。爸爸就教我下国际象棋

和围棋。星期六，爸爸经常陪我下棋。爸爸

教我新的办法, 他说不能悔棋。爸爸跟我下

让子棋,他也是赢我。有的时候，我还赢了他

几次呢！我兴高采烈时，爸爸也高兴。 

我的爸爸很好。我非常喜欢他。 

 

赖冰璇 

我的爸爸妈妈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照著

我，帮助我成长。比起妈妈和爸爸的慈爱，

我只像一根小草。我饿了，妈妈给我做饭。

我碰到困难时候，都是妈妈帮我。我的衣服、

鞋子、和所有生活必需品，都是爸爸妈妈辛

苦赚来的。 有一次，拉小提琴时，有一个地

方很难，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拉。我请了妈妈

来帮忙。妈妈知道我学的这首歌很复杂很难，

所以她立刻来到我旁边，清清楚楚地告诉我

怎么解决困难。还有一次，有个数学问题很

复杂我不懂。我问了爸爸这个题目到底是什

么意思。爸爸帮我解释了题目解答了问题。

我只给了两个例子，可是我的爸爸妈妈帮助

了我很多很多，对于我他们就像春天的阳光。 

 

王乐天 

我的故事讲的是为什么妈妈要送我到中

文学校。妈妈送我到学校是因为她想让我学

中文。因为很多人会说中文，所以中文很有

用。我是从四岁就开始上学前班了，有的 人

是五岁开始的。那时候我总是会走来走 去，

妈妈会在教室里陪我。有一阵我很不想去中

文学校，因为我不想学中文。我觉得中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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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了，另外我还觉 得中文学校很没有意思。

妈妈说我一定要去，我跟妈妈吵了一段时间，

最后妈妈说赢了。尽管我生妈妈的气， 但我

还是去了中文学校。现在每个周末妈妈会看

一看 我的中文作业。我的妈妈很高兴因为我

学到了中文。我现在不会跟妈妈吵架了，因

为我已经养成了学中文的习惯。 

 

周萌萌  

“游子吟” 是讲一个慈爱的母亲为在外

工作的儿子把衣服缝好，希望她的儿子不要

很晚回家。这个儿子把母亲对他的关心比做

春天的阳光。要想报答他的慈母。我也有这

么好心的父母。 

我的爸爸，妈妈给我做了很多事。爸爸、

妈妈常常带我去很多又好玩又好看儿的地方。

他们带我看了白宫，自由女神像，缅因州，

还去了中国看了故宫，天坛，和天安门。如

果我有不懂的东西 (作业，问题，汉字，等

等) ，爸爸、妈妈就耐心地给我讲。我的爸

爸、妈妈还给我买了很多有 用的东西。比如

说乒乓球台，很有趣的书，小玩具，和文具。

如果我有一个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作业，

爸爸、妈妈就帮助我，给我有益的忠告。要

是我要写作文，他们也给我很多好意见。如

果天气好，爸爸、妈妈就带著我出去锻炼身

体。他们也常常叫我自己出去锻炼身体。我

的爸爸、妈妈对我又好又关心，所以我要好

好学习，长大能 报答爸爸、妈妈。 

 

钦蔚 

我妈妈来自中国上海。她在中文学校

（ACLS）当老师，也在公司里做专业报税员。

妈妈很爱我，她为我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妈妈每天给我做好吃的饭。她常常做

饭的时候听著网上的中文节目。她教我包饺

子和馄饨（我包的没她好）。上完学，她来

接我回家。星期一和星期三，妈妈送我去游

泳池因为我要去游泳队练习。她有时还帮我

检查学校作业和钢琴作业。我和妈妈经常出

去买东西:苹果，梨，各种各样的水果和蔬菜，

牛奶，果汁，酸奶，冰淇淋，饼干，有时她

还去给我买衣服，鞋子，和裤子。衣服破了，

她就把衣服缝起来，缝得象新的一样。我生

病的时候，我妈妈就照顾我，给我吃药，喝

水，煮粥喝。春天和夏天，我喜欢和她一起

种花:美人蕉和三色紫罗兰。我最记得的事是

我五岁的时候，妈妈教我骑自行车。妈妈教

我怎样勇敢不怕摔跤，不断的练习才能学会

做一件事情。后来，我学好多东西都是这样

成功的。 

我爱我的妈妈！ 

 许逸文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

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你大概知道这首诗是唐代的一个年青人写的。

他想表达他对他妈妈的谢意，因为他的妈妈

在他远行前给他缝衣服。但是，父母难道不

应该做这些事情吗？他们其实不一定要花所

有的时间和精力在孩子身上。他们关心你爱

你，提供你们所需要的东西，使你好好成长，

将来能有个好的生活。我的父母对我很好，

给我买所有我要的东西。他们鼓励我，帮助

我，给我的生活提供指导。比如，我妈妈每

星期三送我去上小提琴课，她从上班的地方

赶回来，有的时候没有时间吃饭。我每天要

练小提琴，有的时候不耐心，我的妈妈就叫

我静下心来，好好练，对我成长有帮助。那

么，我怎么回报他们的爱和关怀呢？我会照

著他们说的话去做，让他们觉得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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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雨桐 

我的妈妈和爸爸非常细心地照顾我。 

他们每天早上为了让我多睡一点儿，就

先起床做好丰盛的早餐，再叫我起床。妈妈

还给我挤好了牙膏，煎好了鸡蛋，准备好了

维他命。 

他们陪我去所有的游泳比赛，给我加油。

不管我是饿了还是要一个纪念品，他们都会

给我买。为了让我游泳更快，他们几乎天天

送我去训练。每天我游泳回到家，妈妈已经

给我热好了晚餐。我的爸爸妈妈帮助我取得

了很好的游泳成绩。在刚刚结束的新英格兰

九岁-十岁女子组游泳冠军赛中，我取得了

100英码蝶泳第九名的好成绩。 

我的爸爸和妈妈也坚持送我去中文学校

学习。他们帮我学习中文，教我学拼音，写

汉字，陪我读课文和写作文。还给我解释课

文的意思。他们非常有耐心。 

我妈妈和爸爸是最好的父母!！我爱我的

妈妈和爸爸！！长大以后我会让他们住在很

大很大的房子里，还会给他们$1000，000，

000美元！ 

杨博怡     

 游子吟描述的是妈妈帮助儿子，儿子

很感激但又不知道怎么报答的那种心情。我

的妈妈和爸爸帮助我很多。我对他们也怀着

同样的感激之情。  

冬天时，爸爸带我和妹妹去滑雪。妈妈

把我们滑雪穿的用的东西整齐地放好。我们

开车开得很远。爸爸注意我和妹妹的安全。

爸爸，妹妹和我也在雪里打雪仗，做小雪人，

还做雪人天使。春天时，妈妈和爸爸跟 我们

骑自行车。父母知道我们喜欢花样游泳，所

以他们开车带我们去。他们用 30分钟才能开

到，还得花 3个小时等我和妹妹游完。夏天

时，我妈妈给我报夏令营。秋天时，爸爸妈

妈帮我们把叶子堆成一堆，然后我们跳进去

玩 。  

我的父母每天都看顾我和妹妹。他们不

但注意我们吃好，身体好，也花很多时间在

我们身上. 他们自己努力工作, 也帮我复习

中文和英文考试, 鼓励我，也不跟我发脾气。

生病的时候，妈妈或者爸爸陪著我照顾我。

有一次我生病了，妈妈在家照顾我。我在床

上读书，妈妈还在努力的工作。她给我吃

Motrin，让我赶快好。 

我很爱我的妈妈爸爸。我很感谢他们就

象那个游子。我会努力学习让妈妈爸爸高兴。 

  

黄轩安 

妈妈对我的爱，就像阳光对于小草一样，

让我报答不尽。每一天我都深深地感受到妈

妈的爱。 

妈妈送我去参加很多不同的运动,这样我

的身体就会很强壮，很健康。每次运动结束

后，她都鼓励我，说， “Good Job!"。妈妈

很爱我，总给我买好多玩具和别的好玩儿的

东西。每次我们去中国城的商店，妈妈都会

给我买我最喜欢吃的“旺旺饼”。每个星期

二我妈妈特地晚上班，带我去上吹黑管的课。

要是她忘了，她就让我朋友的爸爸妈妈带我

去。妈妈为我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太

感谢我的妈妈了。 

妈妈对我的爱，是我一生也报答不尽的。

我一定要听妈妈的话，让妈妈少操心。我也

要帮妈妈做家务，帮妈妈带弟弟，减轻妈妈

的负担。 

霍露西 

我的爸爸对我来说很重要。他是世界上

最爱我的人之一。爸爸每天去他的公司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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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 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六点多钟啦。 爸爸

很累, 可是 他还是给做饭给我吃。爸爸做的

东西可好吃啦。有的时候我也跟爸爸一起玩

儿。我们玩儿的一个游戏是扔气球。你要把

你手里的气球扔给另一个人。爸爸还跟我一

起游泳。我和他比赛谁最快地穿好游泳衣.。

这个我从来都赢。我喜欢骑在爸爸的后背上

像骑马一样。有的时候他也帮助我做我的中

文作业。要是有一个字我不会写, 他就会告

诉我怎么写那个字。爸爸也辅导我弹钢琴。

要是我有一个地方弹得不太好, 他就会指出

我什么地方错了。如果没有爸爸的教诲, 我

弹钢琴也许没有现在弹得好。我非常爱我的

爸爸。 

龟兔赛跑 
三年级 A 班 
老师：颜越 

 

高凯文 

乌龟和兔子两次赛跑以后，乌龟已经很累

了。可是兔子还要再赛一次。兔子要破世界

纪录，上《吉斯尼大全》。小鸟一叫“三二

一！”兔子就飞快地跑了出去，乌龟一步一

步地向前爬。这时，一位盲人老爷爷正好从

这里经过，被兔子绊倒了。兔子连看都没看

就跑走了。过了一会儿，乌龟经过这里，把

老爷爷扶了起来。乌龟又慢慢地开始往前爬

了。突然，老爷爷叫了起来“小乌龟，接住

这个，双脚踩在上面。”小乌龟接住一看，

是两个轮子。他把脚踩在轮子上，轮子就象

火箭一样带着乌龟超过兔子，冲到了终点得

了第一。兔子一看，不相信这是真的，揉揉

眼睛，再一看，就晕倒了。 

 

小动物们惊奇地围了上来，问道：“老爷

爷，您给乌龟什么东西呀？”老爷爷笑着说：

“是哪吒的风火轮。”“哪吒是谁

呀？”“哪吒是中国古代神话里的小英雄。

他脚踩风火轮，日行千里，专治人，帮大家

办事。我帮乌龟不是为了让他争第一，而是

奖励他，也为告诉兔子一个道理。你们猜猜

是什么？” 

 

金悦龙 

 兔子和乌龟又要赛跑了。小鸟叫“一、

二、三，开始！”兔子飞快地跑得不见了。

乌龟还是一步一步往向爬。兔子跑啊，跑啊，

他回头一看，没有看到乌龟。兔子说：“乌

龟爬得真慢。我已经快到终点了。我要休息

一会儿。”于是，兔子闭上了眼睛，不想又

睡着了。乌龟一步一步的往前爬，他看见兔

子在睡觉。乌龟一直爬到了终点，得了第一

名。可是，兔子又像上次一样还在睡大觉呢！ 

 

宋嘉瑞 

 兔子和乌龟又要赛跑了。小狗一叫

“一二三，跑！”兔子飞快地跑了起来。乌

龟一步一步地向前爬。兔子跑了一会儿，回

头看不见乌龟，它很得意。它想睡觉，可是

它想起，在第一次赛跑中，因为睡觉，得了

第二名，这次一定不能再睡觉了。兔子继续

向前跑，它看到了许多朋友在路边玩儿。虽

然他很想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儿，但还是一直

坚持往前跑。终于到了终点。兔子很高兴！

一会儿乌龟也到了终点，说：“兔子，你高

兴吗？”兔子说：“当然了！！” 

 

吴文迪 

 第二天，兔子觉得很不公平。他还要

跟乌龟赛跑。兔子就去问乌龟是不是可以再

赛跑一次，乌龟同意了。他们一起去叫小鸟

和他们的朋友来看。小鸟一叫“一二三”兔

子很快地跑出去，乌龟一步一步地爬。突然

下起了大雨，兔子就跑慢起来了。然而乌龟

爬得更快了，因为有水乌龟，可以滑。雨把

兔子的毛淋湿了，它想找树躲雨。乌龟滑得

很快，一刻都没停下来。眼看乌龟快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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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兔子飞快的跑过来了。大家都没想到这

次他们俩同时到达了终点，都是第一名。 

 

卢扬鋥 

 兔子和乌龟又去赛跑了。小鸟一叫

“一二三”小兔子冲上去。乌龟慢慢爬。兔

子想，乌龟爬得很慢，我睡一觉我也可以追

上去。兔子就去睡大觉了。乌龟一点一点地

追了上去。乌龟想，兔子在睡觉，我也很累

想睡，可是我一定要坚持。乌龟爬到了终点，

可兔子呢，仍然像第一次一样在睡大觉。 

 

王玥 

第一次比赛之后，兔子认为结果不公平。

所以他们又比了一次。小猫打了发令枪，比

赛开始了。兔子很快地跑了出去，它告诉自

己这次不能再睡觉了，要不然乌龟又的第一

了。而乌龟呢，它想，兔子可能睡觉了，所

以我可以去公园玩一会儿。兔子跑过了终点

线，这时乌龟才慢慢地从公园爬了出来。第

一次乌龟赢了，第二次兔子赢了。 

 

孙雨桐 

兔子和乌龟又要赛跑了。小鸟说“一二三”

兔子飞快地跑在了最前面，他一会儿就看不

见乌龟了。跑了一会儿，他又饿又渴，这时

他看见了一家小饭店。他在想，能吃点什么

该多好啊！兔子就到饭店问：“有没有好吃

点东西？”店里的人说：“这儿的东西不是

给兔子吃的！”兔子一听就跟店里的人吵了

起来。而小乌龟仍然像上次一样不停地向前

爬，乌龟又得了第一名。 

 

 

荣家兴 

哨声一响：一，二，三！乌龟和兔子又要

开始第二次赛跑了。兔子想上次自己睡了一

大觉，让乌龟的了第一名，这次自己一定要

好好跑，不能再睡大觉了。于是，兔子就飞

快地跑起来。乌龟还是和上次一样，一步一

步地往前爬，又得了第一名。大家都替他高

兴。那兔子跑哪儿去了？原来兔子被猎人吃

掉了。 

 

顾欣仪 

小兔子和乌龟又要赛跑了！小兔子很爱吃

萝卜，小乌龟就放了许多萝卜在森林里。小

乌龟很高兴。小狗说：“一二三，跑！”小

兔子就飞快的跑出去，小乌龟一步一步地向

前爬。小兔子看见很多的萝卜，它就开始吃

起萝卜来。萝卜很好吃，小兔子没法让自己

停下来。小乌龟一步一步地爬到了终点，而

小兔子还在吃萝卜呢！小兔子又输了，这次

小乌龟又是第一名。 

 

蒋松 

第二天，兔子和乌龟又开始赛跑了。小鸟

一叫一二三，兔子就飞快地跑出去，因为昨

天他睡觉了，让乌龟得了第一名。今天兔子

特别努力地跑。一会儿，兔子回头看不见乌

龟了。兔子觉得有一点累，但是他想，我不

能休息，这次我要的第一名。他继续向前跑。

乌龟还是一步一步地爬。一会儿，兔子就到

了终点，可是乌龟还在后面慢慢地爬呢！ 

 

顾玉洁 

兔子和乌龟又要赛跑了！兔子说：“上次

我睡觉了，让乌龟的了第一名，这次我一定

不睡觉了。”乌龟说：“我爬得很慢。我如

果变成一只会费的乌龟就好了。”当它这样

想的时候，乌龟真的变成了一支会飞的乌龟！

它十分高兴。小鸟说：“好，兔子跑，乌龟

飞，一二三！”兔子跑了一会儿就不跑了。

兔子说：“我如果变成一只会飞的兔子就好

了。”当它这样想的时候，兔子真的变成了

一只会飞的兔子了。兔子高兴地飞，快到终

点的时候，兔子飞快地飞，乌龟也加快了速

度，它们一起到了终点，都是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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