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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精神家园 
文化主任：陈挺 

 

＂看， 雪花!＂ 

窗外，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站在窗口的小男孩忽然

惊喜地叫了起来。。。。。。 

他冲我眨眨眼，张着小嘴，一脸淘气相。 

＂快去你的教室， 已经上课了！＂ 

小男孩吐了吐小舌头，学老外模样，耸了耸肩，一流

烟地走了。窗口只有我一个人，上课了，艾克顿中文学校的

走廊一下子静下来。看着窗外飘扬的雪花，想着那可爱的小

男孩，我的思绪也禁不住飞扬起来。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精神比物质重要得多。宋朝诗人

苏东坡说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

竹使人俗。＂精神上的享受比物质上的享受重要得多。这种

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包括我们这些远离故土的游子门。

只要你每个星期日下午到艾克顿中学门口看看，就知道有多

少人兴致勃勃前来中文学校学习了。中国这个有五千年文化

的古国，有着独特的文化和习俗，怎样能透过中文学校的文

化课，给孩子们讲授中国文化，让家长，老年人感受到精神

的充实，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记得小时候，夸讲别人文

化素质修养很高，总说他＂琴棋书画，样样皆精。＂我们艾

克顿中文学校的文化课，不但琴棋书画，样样皆有，更有唱

歌跳舞，和丰富多彩的强身健体的运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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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学期健身组新增加了成人

舞蹈班，教的是中国古典舞。古典

舞我不太懂，在古装剧里看到舞女

带着古圣贤的风度，把雍容捐让的

大衣袖徐徐的伸出去，向左比一比，

向右比一比，不懂得怎么会有唐诗＂

舞低杨柳楼心月＂的韵味。成人舞

蹈班的教师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帅哥，

徐老师不拘言笑，跳起舞来却是不

同反响，竟真有一番＂舞低杨柳楼

心月＂的韵味，不信就请到他班上

看看吧。 

包括成人舞蹈班在内，健身组共有９门课程。弘扬中华武术，中华武术班的高中生

老师林云和李丹亚教的徒弟们个个能踢能打。今年，我们有幸请到了职业乒乓教练刘教练。

刘教练醉心于国粹乒乓球运动，有４-６年职业乒乓运动的经历，把孩子交给他绝对错不

了。王则民老师和 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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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教的有氧健伸操和瑜伽班，可是期期爆满，

要想报名，可得留意上网报名的时间哟。太极拳是中华武术内家拳的一种，历史悠久，流

传广泛。孙向中和 Wanghui 老师的太极拳班活跃在艾克顿大大小小的舞台上，真是威名远

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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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本训练到打

球技巧，可为处处具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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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的比赛

中得奖无数，击剑班分两个班，按

孩子们的水平分别教授剑法。如果

你想身材苗条身体健康，就来参

加健身类的课吧。 



No. 73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零一一年一月 

~ 4 ~ 
 

这学期艺术组壮大许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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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泥塑

初级班和手工艺品创造班是新开的两

门课程，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如

果你的孩子上了这些课，你是否收到

了他们精心制作的火鸡，圣诞树小挂

件，节日礼物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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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画展上都有他的成人国画班的作品，今年

春节，除了欣赏他的成人国画，可别忘了参观他新开的儿童国画班的作品。吴老师（Sh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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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ny Li,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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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中文学校的走廊慢步走过，听到优美的旋律从教室里传来,让我想起我们的

乐器类和棋类课程。高宏伟老师的二胡班和禄艳蓉老师的琵琶班一唱一合，五千年中华文

华就如此从他们的指尖流趟，流进华夏儿女的心间，也感染了多少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人。

曾燕琴老师曾获桂林独秀歌星大奖赛一等奖，她教的小歌唱家们表演起来可是有腔有调，在

今年十月丰收节上获得无数贺彩。电子琴是简便易学的乐器，深受年幼儿童的喜爱。Annette 

Chen 接她哥哥的班和 Maggie Yuan 一起把电子琴课教得有声有色。 

如果你家有男孩，可能你该学下国际象棋了。我的儿子就十分喜欢国际象棋，参加了

许多当地的比赛，奖杯多得快放不下了。国际象棋在中文学校的普及，真得感谢王老师和

David West。中文学校开了两个班，还不能满足需求。 

学术组这学期也有两门新课，辩论课和中学数学竞赛课。艾克顿高中的辩论和数

学竞赛在麻省名列前冒，能在中文学校先培养培养，上高中后一定会更有竞争力。小

学数学和 SAT 数学给学生提供了数学训练的机会，上这两门课的学生，可都是数学尖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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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不只是孩子们的，也是我

们家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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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的老年人俱乐

部免费为老年人服务，在 Merriam 小学的

Multi-media 教室,老人们可以打麻将，也

可以在俱乐部里做更健康的活动。满霞和

罗礼全老师主动义务给他们上健身操，我

真得替老年朋友们好好谢谢他们。为方便

大家，新学期报名，羽毛球，乒乓球俱乐

部可以上网报名。中文学校的６个成人俱

乐部已经成为家长们的娱乐中心。 

文化课的教室里，你会看到许多高中生，他们都是志愿服务人员，无声无息的为

中文学校服务。QiuMing 老师花费了许多时间和心血来组织志愿服务人员更好的为任课

老师服务。我们的总务主任 RongYan 也是幕后英雄，默默无闻为大家服务。教务主任

Liu Ming 和 Shihong Yue 给我们文化课很多支持和帮助，借此机会也谢谢她们。这学期，

中文学校文化课有３０门课，有５门新课，６个成人俱乐部，感谢任教的３０多位老

师，感谢校长王建国，副校长史建英的支持，我相信文化课会越办越好。 

“下雪啦，下雪啦。。。＂ 

耳边响起孩子们的叫声，下课铃声呼唤着所有的孩子，他们高兴的背着小书包，从各

个教室里走出来，孩子们的欢笑声打破了我的遐想，一转弯，正好有遇上刚才上课前的那个

淘气的小男孩，可此时，我却不觉得他是那＂小淘气鬼＂了，那＂淘气＂中，分明包含着机

灵和智慧。 

＂小淘气鬼＂，你快快张大吧！ 

我冲着他的背影轻轻一笑，心情豁然开朗，来中文学校的快乐也许就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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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手绢 
王晓鹂 

 

天冷，孩子们天天窝在家里，这几天喜欢

上了玩丢手绢。全家四口，加上一堆玩具，

什么小熊、小兔、小狗、小猫的围成圈，边

唱边笑，嘻嘻哈哈。输了的人自然要表演节

目的。几轮下来，我和她爹就被俩鬼精灵倒

腾的黔驴技穷了。不幸我又被逮着了，灵机

一动，想出一个好主意：可以问问题考她们

啊，哈哈哈……然后，挑了一个著名的问题：

如何让一个生鸡蛋站起来？为了谋求逼真的

效果，我去冰箱里拿出一个鸡蛋，放到大家

面前。 

 

老大反应快，一把抓起鸡蛋开始用力摇，

边摇边笑——得意的笑：“妈妈，我在书上

看到过，应该使劲儿摇鸡蛋，鸡蛋就会变得

一头重一头轻，把重的那头朝下，就会站住

了。” 

 

我一个文科生，摸不准娃说的是不是真的，

只知道这个不是标准答案。她爹一听就乐了，

看我的眼神明显是幸灾乐祸：又被娃搞定了！

见我剜了他好几眼，只好装模作样地引导孩

子：“嗯，有道理。这算一个办法。可是，

还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再想想。” 

 

老二一听，拿过鸡蛋左看右看，最后扯扯

裤角，把鸡蛋靠在腿上，两眼放光：“站住

了，站住了！” 

 

这个经典问题的关键就是条件，就算标准

答案也是钻了条件不足的空子。因此，谁也

不能说娃的方法不对。不过，咱要精益求精，

继续朝标准答案靠拢哈。我高高兴兴地跟孩

子对击一掌后，加了一个条件：“不能靠着

东西。只能放在地上。” 

 

看着俩娃爬在地上苦思冥想的样子，我得

意地笑了：猴崽子，这下难住了吧？哈哈哈。 

 

谁知笑得太早，老大盯着沙发前的地毯看

了半天，把鸡蛋小心翼翼地放上去，又站住

了！ 

 

我还没开口，她爹坐不住了，又加一个条

件：“不能放在软的东西上，要把鸡蛋立在

木地板上才算数。” 

 

这下，俩娃捣鼓来捣鼓去，怎么都不能把

鸡蛋站在地板上。看她俩有点泄气了，她爹

开始卖弄：“我有一个好办法哦。”说完，

把鸡蛋平着往地上一摆。 

 

俩娃马上嚷嚷起来：“不对不对，鸡蛋不

是站着的，是躺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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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妈咪没说横着放不叫站啊，竖着站

的是瘦鸡蛋，我这横着站的是胖鸡蛋。是不

是啊，妈咪？哈哈哈。” 

 

这家伙，就会打诨插科。可是，为了俺的

标准答案，俺只好点头，然后再接再厉：

“还有一个最好最好的办法哦，谁能想出来

谁就是咱家最聪明的人。” 

 

显然，她爹也想让孩子发现标准答案，不

惜循循善诱：“知道为什么椅子能站住吗？” 

“因为有四只脚？”老二显然误解了她老

爹的话。老大反映更快，跳起来去找胶带纸：

“我想到了，可以给鸡蛋用胶带贴四只脚！

这样它就能站住了！” 

 

我俩被娃的话逗的笑岔了气，她爹好容易

缓过劲来，再加一个条件：“不能给鸡蛋粘

脚，就只有鸡蛋。” 

 

“是你说椅子有脚的！”娃不高兴了。 

 

“我是说椅子能站住是因为底下宽。鸡蛋

站不住因为两头都是圆的。如果鸡蛋有一头

变宽了，是不是就能站住了？” 

 

“可是，鸡蛋本来就是圆的，怎么变宽

啊。。。。。。” 

 

俩娃一头雾水。你拿一会儿鸡蛋，我拿一

会儿鸡蛋，翻来覆去瞎琢磨。看来要让她们

发现标准答案是不可能了。正想着要不要公

布结果，就看见老二一个不小心，把鸡蛋磕

到地上，“咔擦”一声。 

 

我高兴的差点儿跳起来，标准答案啊啊啊！

赶紧提示：“已经很 close 了！就是妹妹刚才

那个动作。” 

 

俩娃被我说得一愣，对视一眼，试探着把

鸡蛋往地上磕，又怕磕破，她爹沉不住气了：

“不要害怕鸡蛋破了。破了我来收拾。”—

—这不等于把答案告诉她们了吗？！  

 

眼见老大准备使劲儿把鸡蛋往地上磕，我

赶紧拦住：“垫个盘子，盘子也是硬的、平

的，跟地板一样。” 

 

结果没有悬念。 

 

鸡蛋破了，也站住了。俩娃乐得手舞足蹈，

我跟他爹也相视而笑：这个鸡蛋引发的灵感

不错，既能玩又能让娃动脑子，我俩乐得清

闲不说，还能让娃崇拜一把，一箭多雕啊。

看来这个冬天不会无聊了，丢手绢的游戏可

以多多益善——明天就去图书馆借书，准备

百八十个问题来。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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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父母的心 
黑色的眼睛 

 
人生是一个沉甸甸的内容，在这个不是

故乡的地方。 

我们来到这里，为了一种自由，为了一

种希望。有的甚至是为了子女的一种希望。

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片看似肥沃的土地上，

我们的劣根却不能深深地扎下，茁壮地成长。

我们有很多繁忙，更在疲倦的面容下，有一

种发自心底的失落。 

不论是大房子，还是白领的地位，还是

子女的繁茂，都不能掩饰我们那种无根的感

觉。 

我们让孤独在心中发芽，让笑容锈蚀在

脸上。我们像榨干果汁一样榨取时间，我们

活在一种自己都不能理解的梦想和驱动中。

我们让白日的成就，掩饰我们夜晚的失眠。

我们想哭，眼底的泪泉却已经枯干。 

我们相信进化论，我们相信最原始的笑

容来源于猩猩的恐惧感。 

我们相信像蚂蚁一样的工作，就能为我

们挣得幸福。 

 

我们人到中年。 

就在这个时候，时间的钟声为我们送来

了一个我们忽视已久的内容，我们的父母和

他们的老迈。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在这个世

界上，竟然是如此的负债者。 

因为我们不仅担负着他们为他们养老送

终的责任，我们更担负着他们的养育的恩情，

我们更担负着他们养育我们时的各种期望。 

他们不是为讨债而来的。在中国，他们

已经有丰厚的退休工资和良好的医疗保险。

他们又是为讨债而来的，他们来美国，立即

对这里的环境进行一番彻底的比较，然后骄

傲地宣称：“我们来美国，只是看中了你们

的新鲜空气。”他们豪不掩饰他们对我们的

失落的鄙夷。他们会在我们面前高谈阔论，

传讲他们在中国的各种朋友欢聚，各种美食

佳肴。他们豪不掩饰地告诉我们，当初我们

小时候的同伴，有多少已经成为亿万富翁。 

他们还是为园梦来的：“你们需要我们

的帮助。”他们自豪地说。他们想起了当初，

如何帮助我们考大学，如何靠各种“恶补”

手段，将我们的人生带入一个上升的轨道。

在他们看来，我们现在的失落，是如何可悲

地辜负了他们的养育之恩，如何地辜负了他

们当初对我们的造就。 

他们很积极，有一番早就酝酿在心中的

方案。他们要打乱我们的节奏，改变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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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要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彻底重新塑

造我们。他们要重新为我们做主，就像我们

还在小时候那样，要帮我们在不可能的绝境

中，杀出一条血路。 

中国人的父母一向“人老心不老”。 

我这篇文章，是写给那些处于困境中，

又要面对这样的“雄心勃勃”的父母的尴尬

的中年人的。 

在任何困境中，我们都有一样伟大的武

器，爱。 

可是爱是什么呢？怎样拿起爱的武器呢？

拿起爱的武器，是与父母两军对阵吗？ 

首先，爱是一种责任。没有责任的爱，

是一层廉价的漂亮的包装纸，是用来哄骗那

没有人生阅历的少男少女的。不要拿出这样

的包装纸来对待我们的父母。爱他们，就要

有承担为他们养老送终的责任心和勇气。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其实并不难，

但我们却经常忽视了。忽视是一件很糟糕的

事情，是爱的杀手。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了解老年人最

大的心理负担是什么。一定要帮他们解除这

个心理负担。老年人最大的心理负担是疾病。

所以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帮助他们申

请医疗保险。我们很幸运，对于高龄老人，

麻州有免费的医疗保险系统。麻州的医疗系

统是全美数一数二的，而美国的医疗系统又

是全球领先的。 

我们还要花较多的心思给他们打预防针，

告诉他们美国医疗系统处理病症的习惯。在

中国，很多人习惯了一有事情就找医生。在

美国，医院却经常要求病人自己观察病情，

约医生要一定的条件。另外很多药，诸如抗

生素等又买不到。不仅是老人，刚到美国的

中国人，在心理上都很难接受这样一种医疗

待遇。当我们不习惯一件事情的时候，首先

产生的，往往是一种恐惧感。而恐惧感本身，

往往又会加重病症。 

作为子女，看着老人着急，却又不能慌

乱。因为我们的每一分慌乱，都会进一步搅

乱他们的心。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对自己

有信心。 

爱的第二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信任。抛

弃了信任的爱，言而无信的爱，不能信守承

诺的爱，是一柄杀死人心的剑。 

我们定要先信我们的父母，信他们爱我

们。我们又要信我们的父母，信他们暂时不

能相信我们。人性中有一种悲哀。父母在子

女成长的过程中见惯了子女的缺陷，就很难

真正地相信子女。他们习惯了俯视子女，他

们习惯了将人生的经历总结为智慧，再运用

他们的智慧决断一切。 

我无法告诉你如何填补这种悲哀。因为

我深知人性是不完全的，有那完全的，很多

人却无法去信。 

爱是要进入对方的世界 

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一种无畏的勇气下，

冲出了父母的世界。五光十色的世界呼唤着

我们，人性的叛逆驱动着我们，青春的荷尔

蒙刺激着我们。我们用打拼和成绩建立了骄

傲，我们用世界的新鲜和时髦挣脱了对父母

的俯仰。 

“我们逃向初晴的田野，不畏缩也不回

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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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眼中，父母的世界已经灰色黯

淡，我们的世界充满了色彩。我们的世界有

欢欣、有幽默、有浪漫、有温柔，我们的世

界有烧灼的热情奔放。而父母的世界是刻板，

是保守和沉默，是规矩和教条。 

其实我们错了，我们的世界既精彩，又

很浮躁。我们只看到了舞台上的精彩，却忘

记了卸妆后的落寞。我们父母的世界虽然单

调，却有一种甘于奉献和牺牲的美，一种单

调的颜色下无声的旋律。 

我们真正的错，不在于谁的世界更正确。

其实我们的世界都不完全，都有缺失。我们

的错，在于我们甘愿活在两个世界中，让陌

生和误解在心灵中筑起一道高墙。 

为我们破碎这道墙的是爱，他要我们走

入对方的世界，去欣赏对方世界的美。不懂

得走入对方世界的爱是残缺的。 

走入父母世界的第一步很简单，是花足

够的时间，陪他们聊那些“陈芝麻、烂谷子”

的家常，陪他们看那些老掉牙的电影。回到

那被被扭曲了的久远的年代，寻找那燃烧他

们，让他们激动的生命的真谛。时间会治疗

一切沉疴和伤痕，留下的痕迹，是爱与真诚。 

然而这一切都依然是不足的。那最完美

的爱真的存在，他一直在等待着带我们进入

他的永恒。 

爱不是拒绝，而是放下自己 

父母有时候会用一种很突兀的方式向我

们表达爱。他们会在众多人面前，宣扬我们

小时候的丑事。他们会打破融洽，在多人的

饭桌上突然给我们夹菜。当我们想给他们买

一件贵重的衣服的时候，他们为了替我们省

钱，会在一个高雅的服装店内大声地挑剔这

件衣服的质地。他们会做很多“理所当然”

的事情，有爱我们的心，却有刺伤我们的行

为。 

更多的时候，他们的爱表现出来，是一

种刺伤我们自尊心的责备。 

然而当我们向他们表示爱的时候，他们

却会逃避，会拒绝。 

人有一种拒绝亲密感的本能。这种本能

的身后，有一个淡绿色的顽皮的精灵。他的

名字叫疑惑。他的名字也叫骄傲。 

或许我们曾经受过太多的伤害，就害怕

一切色彩绚丽的东西。 

但爱是不怕受伤害的。怕受伤害的爱，

本身就是伤害。我们要有勇气去摘取带刺的

玫瑰。带刺的玫瑰才没有众多的采摘者。当

我们用一双流血的手，用一颗流血的心摘下

那带刺的玫瑰时，我们会分外珍惜，它也真

正地属于我们。我们要赢得父母的真爱，就

要准备被他们的爱刺伤。 

又或许我们的骄傲使得我们害怕他人的

热情和赠与。 

爱要我们放下自己，才既懂得给予，也

懂得接纳。 

所以当父母向我们表达爱的时候，我们

不可以拒绝。一两次尴尬又有什么了不起。

我从来不喜欢别人为我夹菜。看看我自己

“忠厚”的体型，多吃一点似乎是一种很大

的心理负担。 

但既然已经很“中厚”，多积蓄几磅卡

路里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在众人面前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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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让父母重温我小时候，带给他们的无

数次尴尬。他们心中的甜蜜胜过了一切。 

我们不可以拒绝父母的爱。我们却要准

备好，父母可能随时都会拒绝我们的爱。可

怜的儒家文化，在父母高于一切规条中，在

刻板的教训与顺从中，我们失去了心灵交通

的渴望。 

有一种最完全的爱，会出现在父母与子

女之间，也会出现在我们的任何人际关系之

中。没有那种完全的爱，仅凭我们人性的爱，

永远是一种被那个顽皮的绿色精灵挑动的，

刺伤我们灵魂的游戏。 

我们要寻找那完全的爱。 

爱是温柔的劝诫。 

在人生中不会没有碰撞，也不会没有价

值观的矛盾。 

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对于不关心的人，

可以容忍和忽视他们的一切缺点。他们可以

毫不在乎地赠送出各种高帽。他们很容易与

人趣味相投，利益想通。在他人出现困难的

时候，他们会出于“关心”，教人各种冲破

困境的“招数”。他们不用顾忌这种“招数”

对周遭的人的伤害，也不用顾忌这种“招数”

对人心灵的毁败。 

若人一直以这样的态度交朋友，他应当

自责。这类人认为自己情商很高的时候，在

真爱面前，他们其实很空白。 

因为爱就必责备。因为爱就必然要走正

直的路。因为爱就必然要付出代价。因为爱

就必然要有伟大的牺牲。 

但在父母面前，我们绝不可以责备。 

不仅仅是儒家的规条，不仅仅是人性的

短视，更是科学和文化中的功利的因素。因

为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投资者和债权人，他

们“生我养我”。他们一番辛苦，他们甚至

将自己生命的梦想完全交托给了我。我拿什

么去抗拒？ 

我们可以做的，只能是温柔的劝诫。我

们的苦心不一定能成功，我们的殷勤奉献不

一定能得成全。 

我们本身并没有责备的权利，是因为我

们自身本就不完全。我能写出美丽的诗句，

我能用我的笔墨描写战争，我能高谈阔论，

议论一切政治话题，谈论各种治国之道。 

但当世界的悲剧发生，需要我捐款的时

候，我的表现，却是“让握花的手在风中颤

抖”。我说有爱，我却更钟情于金钱。我说

我有义，我却经常忽视义的代价。我说我懂

得各样的知识，我却不能用道德制约我知识

的运用。我说我懂得政治，其实我在谈论政

治之前，往往先忽略了生命的价值。 

我们活在一种充满矛盾的心态中，却经

常以这种心态指责和拒绝我们的父母。我们

更常常用同样的心态指责那完全者。其实我

们真正需要的，是被那更高的更完全的责备。 

那可以责备我们和我们的父母的，让我

们最终归于完全的爱的，我们要去寻找。为

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父母，我们真的要

去寻找。 

爱是给予而不是强求索取 

不要说：“天啊，我做了这么多，我的

父母怎么不理解我呢？” 

因为你的父母也会在同时吟唱一首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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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句：“儿心焉知父母心。” 

爱不是强求索取。爱不是 Demanding。 

只要做好你当做的，然后就要想办法交

托。 

有一句听起来最真实的谎言，是“爱是

你个人与爱的关系。” 

还有一句听起来最充足的理由，是“不

要教我爱，也不要给我传播爱。接不接受爱，

如何爱是我个人的自由。”在这句话后面，

有无穷的失落和忧伤。 

不是，爱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人间的爱与被爱有一种像齿轮一般的咬合。 

爱不是高歌猛进，不是漂亮的包装后苍

白无力的心。爱是细微的关心，爱是沉默的

付出，爱是温柔的赠与，爱是交托自己的烦

恼，奉献自己的美丽。爱是在漫长的等待中，

反复问自己：“我有什么还可以付出的。” 

爱要有一种永恒的驱动。爱是在阳光下

的光合作用。 

没有来源，就没有办法给予。 

那永恒的爱的源泉，你要寻找。找到了，

你永远都不会饥渴。 

爱是永恒的美，也是至高的价值。爱可

以填补你的一切失落。爱可以放开你的心，

让你自己真心快乐。当你父母想帮助你的时

候，唯有爱，让你的父母知道什么才是你的

重担，什么担子对你是轻省的。 

活在爱中的人没有真正的困境。他们相

信所经受的一切苦难，只是一种考验和测试，

只能使得他们的爱心更加成全。 

我们的重担是要邀请我们的父母进入完

全的爱中。 

谁说美国剩下的，就只有“新鲜的空气”

了呢。为了新鲜空气来到美国，真的是“买

椟还珠”。 

我们要做一个认真的邀请者，留住我们

父母的心。 

在这之前，我们更要将自己的心，深深

地植入这片沃土之中。因为这片沃土上最大

的最丰富的，是爱，是全备的至爱者耕耘的

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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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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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 
魏杰玫- CSL6 班， 

指导老师：胡   平  

 

夏天

xiàtiān

来

lái

了

le

， 天气

tiānqì

很

hěn

热

rè

。 我

wǒ

看见

kànjiàn

到处

dàochù

都是

dōushì

绿色

lǜsè

的

de

树

shù

。 早晨

zǎochén

， 我

wǒ

看见

kànjiàn

一

yī

个

gè

金黄色

jīnhuángsè

的

de

太阳

tàiyáng

从

cóng

东方

dōngfāng

升起

shēngqǐ

。 小孩子们

xiǎoháizǐmen

在

zài

外面

wàimiàn

玩

wán

， 因为

yīnwéi

他们

tāmen

不要

búyào

去

qù

学校

xuéxiào

了

le

。

他们

tāmen

在

zài

打网球

dǎwǎngqiú

， 篮球

lánqiú

和

hé

游泳

yóuyǒng

。

我

wǒ

还

hái

看见

kànjiàn

两

liǎng

个人

gèrén

卖

mài

柠檬水

níngméngshuǐ

。

我

wǒ

觉得

juéde

口渴

kǒukě

了

le

， 买

mǎi

了

le

两

liǎng

杯

bēi

， 一

yì

口

kǒu

气

qì

喝

hē

了

le

下

xià

去

qù

。 我

wǒ

喜

xǐ

欢

huan

夏

xià

天

tiān

。 

 

秋天 

岑路晶 - 中文阅读和会话班 

指导老师：姚毓梅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我最喜欢的季节应

该是秋天。在这凉爽宜人的季节里，我觉得

特别的舒适和安宁。秋天的天空湛蓝湛蓝的，

像一块透明的蓝宝石。一朵朵蓬松的白云，

在天空中飘来飘去。时不时的，一群群南飞

的大雁缓缓地飞向天边。 

路旁边的公园里，一簇簇细嫩的桂花静

静地开放着。在秋风的吹拂下，散发出阵阵

甜蜜的清香。银杏树的叶子铺盖了满地。在

阳光的照耀下是如此的灿烂辉煌。五颜六色

的菊花也在这爽快的季节里竞相开放；有红

的，黄的，白的，和紫的。 真是好看极了！ 

在这个季节里，高粱红了，麦子熟了，

金黄的玉米一片连着一片。大豆摇摇摆摆，

在风中沙沙作响。他们共同演奏着一首丰收

的歌曲。果园里，熟透的果实缀满了树枝。

香甜的味道随着秋风扑面而来，侵入心田。 

秋天，真是一个迷人的季节！我喜欢秋

天! 

 

爱心树 

班级：3A 

指导老师：颜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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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奇 

这棵树爱这个小孩，于是它把它的树叶、

树干和苹果给了他。爱心树给了小孩吃的、

玩的和用的。这个小孩应该劳动，给大树浇

水、施肥、剪枝和杀虫，他应该把他的爱也

给那棵树。我也想做一棵爱心树。我们都有

爱心树。我们的朋友、老师和很多别的好人

都是一棵棵爱心树。我们应该懂得感激。 

 

刘玥 

亲爱的男孩子： 

你是多么的幸运，因为你从爱心树那儿

得到了你想要的一切，但是你是否想过回报

爱心树对你的爱呢？ 

亲爱的爱心树： 

你是多么伟大，你给了小男孩儿你全部

的爱，从未想到任何回报。 

你们的故事让我想到我和我的爸爸妈妈。

我就像故事里的小男孩儿，爱心树就像我的

爸爸妈妈。但是我希望我长大了我可以回报

我爸爸妈妈对我的爱。 

 

施宏杰 

大树妈妈，小男孩： 

感恩节那天，妈妈给我读了爱心树的故

事，我很感动。 

爱心树真是一个好妈妈，她把一切都交

给了孩子。孩子得到了很好的成长。 

爱心树就像我的好妈妈，为了我的长大，

妈妈很辛苦。我一定好好读书，做一个好孩

子。谢谢妈妈，我不会忘记爱心树。 

 

田思远 

给小男孩的一封信 

朋友： 

你现在很老了。你小的时候跟一棵大树

玩。你慢慢长大的时候，就开始向大树要东

西，比如钱、房子和船。你能不能给大树做

一点事情，比如栽一棵小树给大树做伴儿吗？ 

给大树的一封信 

大树： 

有树叶、树枝和树干了。你还记得吗？

以前有一个小男孩常来跟你玩。你觉得很开

心。然后，小男孩长大了，他就从你那儿要

许多东西，比如苹果和树枝。然后你就没有

东西给了。你想不想让他也帮你做点事情呢？ 

 

胡凌霄 

亲爱的大树和小男孩： 

大树，你很有耐心，把你的一切都给了

小男孩，但从来不要求回报。你是那么的无

私！ 

小男孩，你很幸运，你得到了所有的东

西。但是我觉得你应该爱大树，不要总是只

想到让自己高兴，你也要有爱心，爱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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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瑞 

亲爱的大树和小男孩： 

我是一个小孩。我看完了这本书，我很

感动。因为大树爱你，它给你苹果、树干，

最后大树就变成一个老树墩。我喜欢你和大

树在一起玩。我喜欢你在大树上荡秋千。可

是我不喜欢你要大树的每一样东西。你也应

该爱大树，这样才是真正的朋友。 

 

付思亭 

我觉得爱心树很爱孩子。它什么都给了

孩子。它给了孩子自己的果实、树叶和身体，

它很快乐。最后它变成个老树墩，还想帮助

孩子。我觉得孩子小的时候和树玩，长大却

只会不停地要东西。我要像爱心树那样有爱

心，我不要学那个小男孩不懂得感恩。 

 

王永泰 

亲爱的小男孩： 

我很喜欢你，你给我很多快乐。你陪我

一起长大。我愿意帮助你，愿你每天开心。 

大树： 

亲爱的大树你好， 

当我闷的时候，我可以爬上树玩，还可

以摘苹果吃。卖苹果的钱可以让我过日子。

我可以用你的树枝盖房子。你还帮我建船去

远方航行。你给了我你的一切。我爱你，大

树！ 

 

华安隽 

大树和小孩： 

读了你们的故事，我很感动。大树无私

给予，不求回报地帮助小孩，从小男孩童年

开始在大树上玩，直到小男孩变老以后需要

在大树上休息，大树都毫不犹豫地奉献自己

所能。作为小男孩，不能总是自私地向大树

索取，应该想想是否能够为大树做点什么。 

 

黄妞妞 

亲爱的大树和小男孩： 

大树，我很喜欢你。愿意把你所有的东

西都给那个小男孩。我知道你爱你的朋友，

但是爱不代表牺牲你自己去（让）别人开心。

你应该让你的朋友懂得珍惜别人给予他的东

西，而不是无止尽地索取。 

小男孩，我认为你要珍惜你的朋友给你

的东西，你应该感激大树，他给了你他的所

有。大树是你的朋友，他爱你。你应该多陪

陪他。那样他就会很开心。 

 

丁驿骁  

亲爱的大树： 

我听了这个故事后，我很感动。你把你

的苹果、树枝、树干全都给了小孩子，最后，

即使你只剩下一个树墩，还让小孩坐在树墩

上休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应学习你的爱心。 

亲爱的小孩子： 

我听了这个故事，你为了满足自己，把

大树的苹果卖钱，买了玩具，用大树的树枝



No. 73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零一一年一月 

~ 18 ~ 
 

作房子，你把树干拿去做船，你还坐在树墩

上休息。你只知道向大树要东西，这不好。

要钱自己去劳动。 

 

李暘 

亲爱的大树，我知道你爱孩子。但你不

能一直活下去的。亲爱的孩子，我知道树很

爱你，但是朋友不是就给你东西的。亲爱的

孩子，你和树是很好很好的朋友，但是树不

能一直给你东西。你也应该学会给予和感谢。 

 

圣诞节 

7A 

指导老师：张凤兰 

施宏颖 

圣诞节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节日。小孩

子爱礼物，大人们能休假。我家的圣诞节终

是充满了快乐的气氛。今年我们和另外两家

朋友们一起去滑雪，还一起吃了丰盛的圣诞

晚餐。 

今年我们去的缅因州的滑雪圣地，山上

的风景真是太美丽了！墨绿的树叶上有白白

的雪，天也特别的蓝。太阳不太亮，云也不

多，远处还有一个蓝绿色的湖。雪道上的雪

很白很细，滑起来感觉就跟飞起来一样。我

们滑雪滑累了的时候就回到公寓喝热巧克力。

我的朋友，弟弟，和我一起玩儿游戏，大人

们都坐在一起讲话。滑了两天雪后，大家回

到自己的家去开圣诞礼物。 

我家每年都会有一棵圣诞树。圣诞树上

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小灯，各种各样的挂件，

和像珠子一样的东西。圣诞树下面垫一个圆

形的深红地毯，地毯上有金色的花。圣诞夜

妈妈让树上的小灯亮起来，亮晶晶的挂件显

示出鲜艳的颜色。颜色有圣诞红，晶莹的银

色，天蓝色，青色，雪白色，深紫色，粉红

色，向日葵花的黄色，玉绿色，金色，和橙

色。挂件反射着小灯的亮光，漂亮极了。 

有时候爸爸，妈妈会请朋友们到我们家

开一个大派对。我的三个朋友的全家都来跟

我们一起吃晚饭。吃的东西有火腿，面条，

米饭，还有很多菜。喝的有苹果汁和热巧克

力。房子外面雪花慢慢的从天上飘下把草地

变成一层白，房子里面大家非常快乐，玩儿

游戏，讲故事，和吃点心。孩子们跑来跑去，

眉开眼笑，呈现一片节日景象。 

圣诞节后我们准备欢迎新年。我们家在

我朋友的位于新汗布市州的渡假别墅迎来了

2011 年。 

这个假期很好玩儿，可是现在要回学校

了。一个多星期没有看到老师和同学们了，

我见到我的朋友们要祝他们身体健康和学习

好，还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陆丹尼 

十二月二十五日是圣诞节。圣诞节是个

非常快乐的节日。在圣诞节大家互相赠送礼

物。圣诞节的传统开始于很久以前，后来经

过了很多变化。在一起庆祝圣诞节中人们之

间感到更亲近、更友好。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庆祝圣诞节。人们开

始庆祝圣诞节是在基督教成立以后，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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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只是基督徒庆祝基督的生日；经过两千多

年，这个节日的庆祝发生了了很多变化；现

在很多各种各样宗教信仰的人们都庆祝圣诞

节，把它作为一年中大家一起欢快庆祝的日

子。在这个节日，世界各地的人们相互送礼

物以表达友好和互相的感谢。 

在美国很多家庭都庆祝圣诞节。不论你

到哪个城市你都会看到很多的圣诞树和许多

的节日灯饰。商店的商品都有大量的减价；

好多房子上装饰着圣诞的花饰和节日彩灯，

到处都是欢乐的气氛。 

在我家过圣诞节时大家也互相送礼物。

每年我都会和爸爸、妈妈和姐姐一起去照一

张节日相。我们把照好的相做成圣诞卡送给

亲友。做完这件事，我就去给爸爸妈妈和姐

姐准备礼物。今年我和姐姐一起给爸爸妈妈

用计算机做了一个动画，我还自己花钱给姐

姐和朋友们买了礼物卡。虽然要花不少时间

准备这些东西，但是看到大家高兴的样子，

我觉得很值得。 

随着时间的推移，圣诞节已经从一个特

别的宗教节日变为一个世界性的大节日。 

  

胡蔚岭 

What is Christmas? Christmas is a time 

where you get to relax and (have some fun/play). 

The best part about it is you have no school, so 

you have plenty of time to celebrate. 

圣诞节是什么？圣诞节是最好的时候。

我们不用去学校，我们就可以玩儿我们想玩

儿的东西。   

每年圣诞节，我们都去我的朋友家。今

年， 我们打乒乓球、玩棋盘游戏。我们还玩

儿捉迷藏和很多电子游戏。我们吃火鸡，莲

藕，和一个很大的鱼。 

我们还装饰我们的家内外。外面，有好

多彩灯。我们还有一个圣诞树。它很漂亮。 

我们得到很多礼物。我得到一个木头飞

机，和两个电子游戏。我弟弟得到一把玩具

枪。 

我真喜欢圣诞节。 

We have some of our own ways of 

celebrating. Every year, we go to our friend’s 

house. This year it was (especially/very) fun. We 

played hide-and-seek and lots of video games 

and (Monopoly/some board games) and ping 

pong. We ate turkey. After doing all that, we 

finally left. 

We also decorated our house, inside and 

outside. We put up lots of lights outside and set 

up the tree inside. It took a long time, but we 

finally did it. 

 We got lots of presents. Video games, 

puzzles, and money from our parents. I did a lot 

of stuff with my presents over the week. 

 Christmas is a very nice time. You get 

presents, get off school, and get to decorate your 

house. I like it very much. 

  

孔艾碧 

感恩节一过，不少家庭在房子周围就开

始装饰起来，夜里景色越来越美。有的家庭

特别用心，把房子装饰得像宫殿一样，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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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了！只有圣诞节才有如此气氛。 

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因为它带来

家庭和亲友的团聚，享受相互间互送的礼物，

还有十天的假期，提供了旅游的时间。 

今年圣诞节，我们全家和朋友一家约在

一起，要到洛杉矶去玩，看看那里的迪士尼

乐园，好莱坞电影城，还要去探访那里的亲

戚。听说那里的天气暖和多了，还有很多华

人开的美食店，又便宜，又好吃。我长这么

大还是第一次到那儿。我想我们一定玩得很

开心，过一个特别美好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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