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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四月，又是青草吐翠，碧柳含烟的季节。今年的春天好像来的特别晚，雨雪风
寒，来来去去，挡住了春天的脚步。当人们终于盼来了春的气息，可以脱下厚重的冬
衣，享受和煦的春风的时候，波士顿城里的两声爆炸声，却搅乱了大家平静的生活。

	 四月十五日星期一的爱国者日，是麻州的节日，在这天举办的传统的波士顿马
拉松比赛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然而，今年的马拉松比赛上，却发生了爆炸的恐
怖袭击事件。那天我们正巧在波士顿，也去观看了马拉松比赛。由于离开得比较早，
没有见证到那血与火的惨烈情形，但心中还是感到无比哀痛和愤怒，哀的是无辜的人
失去肢体甚至生命，怒的是那些冷血的动物，想用恐怖来让人屈服。他们想在人们心
中制造恐慌，却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

	 灾难中，波士顿人表现出了成熟社会人应有的素质。在爆炸发生后，很多人不
是逃离现场，而是朝着爆炸的方向冲过去，第一时间上前救助受伤的人。随后，波士
顿城里的居民纷纷向灾难发生后在街上无所适从的运动员、观众们伸出帮助的手，把
他们让进自己家里，为他们提供避难场所。在事件发生的当天，我在维特上还读到，
许多刚跑完马拉松的人纷纷继续跑到麻省总医院，去献血帮助救助受伤的人，人性的
光辉，波士顿人的无私和爱心在我们的城市里最大地发挥出来。

	 天网恢恢，波士顿爆炸案的凶手们最终难逃法网，但期间，又有人，包括一个
疑凶，失去了生命。而就在最后一名爆炸疑犯被捉拿归案的星期五，正当我们庆幸重
新回到安定的生活中时，又传来四川雅安地震造成巨大伤亡损失的消息……让我们一
起为遭受灾难的人们祈福，我们不能亲自到现场去参与救助，那么我们就尽可能地通
过其它方式来帮助他们。以下是为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捐款的网站：onefundboston.
org，想帮助四川地震受灾儿童的人，可以通过Save	the	Children的中国基金捐
助，网址是：www.savethechildren.org/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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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过得真快啊！从去年九月开始接手文化课主任一职，
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回顾这段时间的点点滴滴，还真是有许多
感想可以写出来和大家分享，所以当校刊来约稿的时候，我就爽
快地答应了。
	
	 我是从2006年开始在艾克顿中文学校教课的。从开始帮
助教孩子们的国画课，到后来教老年俱乐部的健身操，我对文化
课这部分有了一些了解。经过前几位文化主任，特别是左国英和
陈挺的不断努力，目前文化课已颇具规模。我们今年的课程除了
传统的琵琶、二胡、长笛、舞蹈、唱歌、绘画课，也有击剑、国
际象棋、演讲辩论、网络编程的课程。特别是最近新开的两门非
常新颖的泥塑班和语言表演艺术班，在附近的中文学校中可是独
一无二的。我们请到了非常专业的老师来教授这些课程：语言表
演艺术班的王晓梅老师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是中国国家一级播
音员，她教孩子练习发音，学会在众人面前以大方得体的礼仪风
度，从容自信地讲话，培养孩子们的胆量和自信心，这将让孩子
们受益终身。儿童泥塑班的夏至宁老师也是美术学院毕业，从事
美术设计多年，她的课由浅入深，教孩子们从日常生活中的水
果、蔬菜和小动物做起，培养孩子们的观察能力和艺术情操，从
过去几期的校刊上，大家都可以看到孩子们的泥塑作品：可爱的
小熊，长鼻子的小象，还有红红的苹果，蓝色的小汽车等，孩子
们可有成就感了。
	
	 每个周日下午，孩子们上完两节中文课，再高高兴兴地走
进绘画、舞蹈、音乐的艺术课堂，通过这种艺术的熏陶，让学生
们体验到中国文化，丰富了课余生活，让他们在这里快乐健康得
成长。
	
	 中文学校不仅吸引着孩子们，也是我们家长们的娱乐中
心。我们有成人的羽毛球、排球、乒乓球和交谊舞等俱乐部，还
有专为老人们准备的棋、牌和健身俱乐部。每个周日下午，你都
会看到来自艾克顿及周边城市的老老少少上千人，大家聚在一
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望着孩子们天真可爱的张张笑脸，家长们健身运动后的大
汗淋漓而轻松愉快的表情，我们作为教职员工感到无比的欣慰和
自豪，也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地把中文学校越办越好！

多彩多姿的文化课

文化主任  满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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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HS Science Olympiad Team Dominated StateTournament Again 
This Year, Heading to National in May

On May 17 – 18, the Acton-Boxborough Science Team will be heading to Wright State University in 
Dayton, Ohio, to compete in the National Science Olympiad. This is the forth consecutive win the team 
has had with biology teacher Brian Dempsey as coach. The Science Olympiad National Tournament is 
where the best 60 Science Olympiad high school teams in the US compete against each other. Each 
team consists of 15 regular members and 5 alternate members to cover about 20 plus events.

During the state competition this March, 
the ABRHS science team won a dominant first 
place over 44 other Massachusetts schools, 
achieving first place in about a third of 25 
events. To determine the overall winner, each 
school adds up their finishing places of all 
the events; the lower the total, the better. The 
ABRHS science team achieved an amazing 
score of 74, surpassing the 2nd place team by 
51 points: the largest margin of victory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ate competition.

In September, the ABRHS science team 
invites any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join, and 
begins to meet regularly every Wednesday. In 
these meetings, teams of two or three students 
are formed for each event. They practice and 
prepare for several small regional events. 
Meanwhile, Mr Dempsey meets with other local science team coaches to determine the 20-plus events 
that will be used for the annual State Science Olympiad.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Science Team selects the best twenty students of the lot to become 
the state team, using harsh event-oriented tests written by four student officers. New teams are formed 
again for each event.

Most events, such as astronomy, ecology, and forensics, require plenty of memorization, often of 
subjects not covered by the school. Competing in these events involves taking a written test. On the 
Friday before the state competition, notoriously known as “Cram day”, the students in the state science 
team traditionally receive a pass allowing them to skip a class in order to cram, hence the name.

However, test-based events are not the only events. The remaining few require something to be 
built, following two full pages of specifications. Examples include building a robotic arm to pick up and 
place objects in certain positions, and building a wooden “boomilever” to be the lightest while holding 
the most weight. These building events require far more time to build, test, measure, and document the 
prototypes.

In the State competition, each and every event has be almost flawless for a team to take home 
the victory. In the past, the building events hit hard, for there were so many variable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Sometimes, the team would arrive at the testing station and their prototype would be 
disqualified for being a centimeter longer than specified. Other times, the team would open a shipping 
container to find their prototype in shambles. “We really need good builders,” Mr Dempsey believ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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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qualified event will place last, which can ruin the total score.

This year’s state team includes Lucy Chai, Joy Chen, Larry Chen, Richard Ding, David Fink, Eric 
Geng, Niket Gowravaram, Nihal Gowravaram, Andy Gu, Alice Kazberouk, Brian Li, Roy Li, Embert 
Lin, Amy Liu, Nivedha Ram, Ajay Saini, Pooja Sikka, Willy Wu, Josh Xiong, and Maggie Yuan.

Some of these members may be familiar faces on Sundays, as they volunteer and participate 
in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cton-Boxborough Sophomore and founder of the AB 
Computer Science club, Willy Wu, is an ACLS teacher of Web Development. Willy loves building 
and programming, so being a builder in the science team is a perfect fit. This year, he is excited 
to compete in the National Science Olympiad for the first time. Willy is demonstrating two building 
projects he is leading – Robot arm and Gravity vehicle – in a Lego fundraising activity held on April 17 
in Acton. Hopefully this event will spark the interests of younger kids. “[The science team] could use 
more builders”, says Willy, “The more you build, the better you get. It’s best to start early.”

The ABRHS Science Team is very grateful to its sponsors, IBM and Acton PIP STEM for their 
generous support. “The science team is great way to bring recognition to the Acton Boxborough 
community”, Willy says, “If you could help support us to compete nationally in Ohio, that would be 
great!”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the Acton-Boxborough Science Team or would like to donate, 
please email Brain Dempsey at bdempsey@abschools.org.

To defry the cost for their trip to National Tournament at Wright State University in Ohio, the AB 
Science Team will host a fundraising bake sale at ACLS this Sunday, April 21. Please come show 
your support and cheer on their achievements.

 



四月十七日， 艾克顿中文读书会元老王泽养请来了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白谦
慎教授， 为会员们做了《中国视觉文化中的语言文字游戏》的讲座。 

白教授以中国几幅古画为例， 图文并茂地讲解了中国汉代和宋代的双关语
画， 很是有趣， 让我们懂得了如何了解中国古代一些飞鸟走兽画中的寓意，一
下子提高了我们对古代国画的鉴赏能力，画家作画不仅仅展示图画的美， 也是表
达时代文化的美。

白教授着重介绍了晚明时代的“奇”字文化，中国字由一字多型的特点， 在
明代引出的文字游戏， 看似一个方块字， 实则包含了一串字或一个句子，成为
那个时代文人社交娱乐的方式之一， 有如品酒赋诗的乐趣。 

《艾克顿读书会邀请波士顿大学白谦慎教授举办文字艺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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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我们读书会组织者吴利宁对这次讲座做了言简意赅的小结，代表了我们大部份
成员的感受：“过去我对明末清初的了解仅来自于阅读《明朝那些事儿》和《袁
崇焕传》。今天通过白教授介绍的文学游戏，好像换个角度把那个年代又管窥了一
下。那些在通俗书籍和字画上对文学的把玩，让人觉得明末清初和现在真的不太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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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谦慎教授简介：

 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书法研究教学工作。除了研究
和著述工作，二十年来白谦慎还积极致力在西方向一般民众介绍中国书法篆刻艺
术。他先 后在四所美国高校教授中国书法，并多次在大中小学和博物馆演讲示范
中国书法篆刻。曾在1990年与人合作，在罗格斯大学画廊举办第一个当代中国书法 
展，1992年在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西方第一个中国篆刻展。他还和中国著名的苏州
沧浪书社的友人于1994年在常熟成功地举办了“常熟中国书法史国际学术 研讨会”
，1999年在苏州成功举办了“《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白谦慎自少年时起即
喜临池。1982年获大陆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一等奖。1986年 任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书
法展评审委员。为沧浪书社早期社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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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藤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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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
 

汤鸿冰

蒲公英的英文名是	Dandelion,	源于古老的法语dent-de-lion，意思是狮子的牙齿。用狮子牙齿来命
名一种植物,	实有鄙夷讥讽之意。蒲公英的叶子是锯齿形的，叶边的形状象一嘴尖牙，形态张牙舞爪，
也确实缺乏美感，然而它金黄色的太阳花却很清纯可爱。特别是它的果实奇特美妙，成熟之后，像一团
洁白的绒球，里面藏着许许多多排列有序的小绒毛，被风吹散开来，形成一朵朵白色的蒲公英伞，在空
中随风飞舞，非常轻盈妙曼。

蒲公英属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原生于欧亚大陆。在美国，它是一种很普遍、很卑贱的野草。不论
大小城镇，商店里都有专门杀它的除草剂。人们对蒲公英深恶痛绝，是因为它是繁殖力极强的杂草，
屡杀不绝。蒲公英的根扎地很深，把它连根铲除可不那么容易。有时我想蒲公英要是被人们选作大草
坪的种植草会是什么命运，就像这里家家户户普遍种植的肯塔基蓝草（Kentucky	Bluegrass）和黑麦草
（Ryegrass）。同样是草根族，为何命运如此不同？

	在美国，唯有诗人对蒲公英情有独钟。十九世纪美国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在《草叶集》里写下了“第一朵蒲公英”。而我最喜欢的是同时代美国著名的隐居女诗人艾米丽•迪金
森（Emily	Dickinson）的诗句：

蒲公英的苍白软茎

惊动了草坪！

冬天立刻变成

无数的“哎呀！”

小软茎举起讯息花蕾

然后花朵怒放

太阳郑重宣告

（冬天的）葬礼结束了！

The	Dandelion’s	pallid	tube

Astonishes	the	Grass,

And	Winter	instantly	becomes

An	infinite	Alas	–

The	tube	uplifts	a	signal	Bud

And	then	a	shouting	Flower,	–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Suns

That	sepulture	is	o’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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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蒲公英的命运迥然不同，自古以来它一直受到特别的礼遇。人们很早就发现不仅它的叶子
可以吃，它的花及根也可以食用。据说嫩蒲公英可以凉拌、烧汤或炒熟；老的蒲公英可以拌肉作饺子
馅。蒲公英的营养价值很高，叶子富含多种维生素及人体所需的矿物质和其它营养成分。		它还是一味
很好的中药，有消肿、利尿、缓泻、退黄疸、利胆等功效，在《神农本草经》、《唐本草》和《本草纲
目》等历代医药著作中有记载。而自公元十至十一世纪开始，阿拉伯医生也将蒲公英的根制成草药，并
有文献记载。在印度，人们大量种植蒲公英，用以治疗肝病。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多年来一直认定蒲公英是野草。在中国，它是国家卫生部列入药食
两用的植物品种。文化差异，可见一斑。“什么是野草？”美国十九世纪思想家和诗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有精辟的诠释：“就是植物的利用价值尚未被发现的草。（A	plant	whose	virtues	
have	not	yet	been	discovered.）"	蒲公英的利用价值在上千年前就已经被东方人发现，在美国还要经过
多少年才能被发现和证实？

近日去一位中国邻友家做客，看见友人的妈妈正在喝一种花茶，味道苦且甘甜，口齿噙香，甚为新
奇。老妈妈告诉我，这是她自制的蒲公英花茶，在早春时节采摘未经污染的、傲然盛开的蒲公英花，亦
或是含苞欲放的蒲公英花蕾，晾晒之后装瓶收集，来日细细品呷。原来全然不晓，亏得老妈妈点拨，才
知道喝蒲公英茶可以清火利尿、清热健胃、排毒降压、防治感冒呢。

采撷蒲公英花，实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公路旁、荒野中、树林里，在新英格兰的大地上，“狮子的牙齿”那小小的、顽强的身影无所不
在，随处可见。就连修剪齐整、青翠葱绿的大草坪中，一不留神也会冒出朵朵小黄花，没过几天就变成
星星点点的绒球。人们还没来得及铲除它，圆圆的小绒球被风一吹，摇身一变成一朵朵轻盈的极细小的
降落伞，载着成十上百褐色的种子瞬间飘落在草地中，寻不见了身影行踪。很快绿茵茵的草坪里钻出更
多生机盎然的小黄花，从春到秋，层出不穷。

吹蒲公英球是孩子们的最爱。多少次我看见孩子们在窗外的花园里，兴致勃勃地吹绒球。蒲公英的
小小种子，伴着孩子们清脆的笑声，被吹得四面八方飘逸飞扬。每当这时，我总想推开窗户对孩子们大
喊：“哎呀，快别吹了吧！”花园里不知要生出多少蒲公英来呢！在美国居住多年，和花园里的蒲公英
进行过太多的博弈，曾经一心想着要把它当杂草除掉，然而屡战屡败,	实在感叹蒲公英生命力之顽强！

当新的一年春天来临的时候，但愿我不再为花园里草坪中的蒲公英烦恼。摘一篮黄花，炒一盘野
菜，泡一壶花茶。甚或像孩子们一样，在清新湿润的微风中、温柔和暖的阳光下，轻轻地吹一把蒲公英
绒球，尽情地享受这大自然的赐予吧！



No. 87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三年四月

9

朱朱园地

By 朱雨婷

复活节拣蛋

2013年3月30日星期六                                                 

今天是星期六，复活节的前一天。Marlborough一年一度的拣蛋活动会在中午举

行。10：50我们去接了我的朋友Vivian和Joy一起去拣蛋。虽然玩的很开心，但是我

们还是觉得我妈妈开了很长时间。一从车里出来看，哇！好多人啊。我们以为一到了

就能捡蛋，但是我错了。还得等15分钟。对我来说像1000000年。我妈妈说没有那么

长时间。她说我们闹的太凶了。15分钟终于到了。我们冲到草地上拣蛋。拣够了蛋以

后，就去拿冰激淋，果汁，和别的零食。我们在一个野餐桌上大吃了一顿。



No. 87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三年四月

10

春节-2/10/13

春节来了！今年春节，下了场大雪。下了两尺雪。早晨，我看了春晚也帮妈妈铲

雪。铲雪特别难, 因为，雪到我腰。我起床有点晚就只看了半截春晚。妈妈花了很长时

间看我们的铲雪机。她最后让我去田毅阿姨家（她家斜对着我们的家）。我走过去叫了

她。阿姨说她得过一会儿来。我就回家告诉妈妈。过了一会儿，阿姨来了。妈妈告诉她

怎么回事。阿姨看了看我们的铲雪机说她家的铲雪机有把钥匙。她说我们家的铲雪机没

有钥匙。妈妈和阿姨赶紧找了找钥匙。一下子就找到了！妈妈开始铲雪，过了一小会儿

就铲完了，我们就回家去看了没有看的一半。妈妈也 给了我红包。第二天，妈妈起床告

诉我说“我应该今天给你红包。” 

[编者注] 朱雨婷小朋友今年八岁，是我校马立平3A班学生



小荷集

马立平教材四年教学总结
老师：徐静    

助教：白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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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羽珣

有一天，一条小金龙在空中飞舞。突然一片小叶子掉到小金龙的鼻子上，它一着急就从空中掉

下来了。不小心，它摔倒在骑兵身上。骑兵很生气，所以他们就打了起 来。小金龙打不过，马上

就要输了。它看见路旁边有一条红眼珠的蛇经过，就大声叫起来：＂小蛇，快来帮我打架！＂小蛇

说：＂好，马上来了！＂小蛇一咬到马的腿，骑兵就掉下来了。小金龙对小蛇说：＂你真的是我的

好帮手！＂   

刘诗俐

有一天，一只狗和他的主人在外面散步。看见一头牛在拉车，那只狗跑到牛的旁边问道：“牛

伯伯，您在拉什么东西？” 牛伯伯说：“我在给主人家拉面粉。”

狗和主人回家的时候，那只狗在想，做什么事才能帮助主人呢？他想到：“看家，和防小偷” 

。他牢牢记住这两件事。那天晚上，主人睡着了。它出去上厕所时，看见一个小偷在往门口走。小

狗开始叫，把他的主人吵醒了。主人看见那个小偷跑走了，就告诉小狗去追，自己去给警察打电

话。那小偷很害怕， 一不小心摔倒了。小狗追上去，咬住小偷的裤腿。警察来了问他：“你在干

什么？”小偷说：“我想偷一点玉米，因为我家没有食物，没有钱。”主人听了，就要求警察放了

他。小狗的主人还送给他很多玉米。后来小狗的主人和这个穷人变成了好朋友。

     
（注：以上两篇作文中划线的字词是课文中的词汇。学生根据小组任意挑中的五个字词来编一个小故事。这种练习

即复习了词汇和写作，同时也给学生一个充分发挥想象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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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的贺卡

陈康

爸爸的生日到了！为了给爸爸一个惊喜, 妹妹用中文来写贺卡。她在卡上写着, “爸爸, 猪你生日快

乐!  ^_^ ”  爸爸看了很生气。我很快地说, ＂爸爸, 你不是属猪吗?”  爸爸回答：＂真是啊，我怎么没

想到！＂ 大家都笑了！ 最后, 爸爸过了一个愉快的生日。

     发生在公园的一件事

刘婉阳

石头想带着狗去公园。他对妈妈说，＂我要去公园了！＂ 妈妈说，＂好吧，但是你要在三个小时

内回来。＂ 石头点了头，飞快地跑了。石头看看天，＂今天天气真好。＂ 在公园，他的狗看见鸽子，

想去追。但是，狗的链条不让它。它使劲挣扎，链子断了，狗就跑了。石头着急地去追，但是怎么也

追不上。实在累极了，看见一个椅子， 便坐下去，心里不断的想着怎么找回狗。他等了三个小时。＂

我必须要回去了。＂石头想。他伤心地往家走。突然，他听见狗叫，顺着声音一看，原来是他的狗！

发生在公园的故事

蒋雨萌

今天我和我妈妈去了公园儿玩儿。我们到公园儿的时候我们碰到了我的朋友车友慧。我们玩儿的

时候，突然看见一只大黑熊。我就对车友慧说：“快点跑，有一只大黑熊，它会吃我们的。” 车友慧

不听我的话就说：“它不会吃我们的。”车友慧的话刚一说完，大黑熊就吃了她。我都没时间伤心，

我得快点跑。

跑着跑着突然我的手变成火了，我转过身，跳的高高的，然后用我的手烧大黑熊的身子，它全身

立刻变成火了。我以为他死了，可是看来那只熊不怕火，它一摇身，火就没有了。

我心想：“它不怕火，肯定怕水！” 突然我的手变成水了。我转过身，跳得高高的，然后水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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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上喷出来，黑熊全身就变成水了。可是，看来它也不怕水，一摇身水就没有了。

我心想：“他不怕火，也不怕水，那它怕什么？” 突然我的手变成石头了，我心想：“它会不会

怕石头呢？” 我转过身，又跳得高高的，然后用我的石头手砸那只熊，可是它也不怕石头，一站起来

就没事了。

突然一只鸭子飞过来了，那只熊就逃走了，看来那只熊怕鸭子啊！突然我变成了一个鸭子，我去追

那只熊。我追上了那只熊，然后我长出大尖牙，我去咬它，我刚张开嘴就醒了。幸亏是我的梦！

吃早饭的时候妈妈问我：“今天是星期六，你要不要去公园儿玩儿？”然后我叫道：“你疯了么？

我不想被大黑熊吃掉！” 然后就跑出了房子。我妈妈站在那儿想：“什么大黑熊？！”。

发生在地铁车站的一件事

 梁佳新

 

一天早上，一个叫明明的小孩在地铁站里乱跑。他妈妈和爸爸在后面叫他慢慢走。正说着，明明一

不小心摔到轨道下面去了。喀嚓！喀嚓！ 地铁来了！

这时，一个叫李涛的人跳下去，挖了一个洞，把明明推了下去。然后，他把自己的身体压在明明身

上。地铁从明明和李涛头上过去了，他们没被压死！

后来，明明的妈妈和爸爸给了李涛一千美元。从此以后，明明再也不在地铁车站里乱跑了。

第一次浮潜

王佑恒

蛇年的冬季假期，我的全家做“天堂号”游轮去了加勒比海度假。最让我迫不及待得是我的第一

次潜水。一艘美丽的帆船把我们带到一个风平浪静的海湾，当我闭着眼跳进冰冷的海水时，我对自己

说，“潜水的时候，在海里我会看到什么呢？” 当我睁开眼睛时，我已经高高地漂浮在海面上, 我跟着

一群浮潜的人游到了一个有各种各样小鱼的地方。这是一个惊人的景象！阳光明媚清澈湛蓝的海洋，独

特的珊瑚丛里一群群色彩斑斓的鱼儿游来游去。这是我假期中最兴奋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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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到了!

洪诗媛

新年快到了，妈妈做了许多非常好吃的新年食品。我最喜欢的食物是黄梨塔和肉干。她还和我们

做了纸盒麒麟和龙， 来迎接新的一年。弟弟和我也做了许多蛇和龙的手工艺品。因为大暴雪，爸爸不

能从Isreal赶回来跟我们吃年夜饭。所以，我们只好在大年初一，跟叔叔和阿姨一起吃团年午饭。

妈妈和阿姨准备了许多丰富的食物。我觉得最特别的是一道叫做＂捞起＂的菜。这道菜有鲍鱼

片，生菜，红白萝卜丝，粉红色的姜丝，绿色和紫色的炸芋头丝，还有花生和梅子酱。阿姨每加一样

材料在盘子时，都要说上一句吉祥话， 如＂甜甜蜜蜜＂，＂步步高升＂。当材料都摆好了，我们就拿

起筷子开始把所有的材料捞起在一起。我们一边捞，一边喊，"捞起，捞起，捞得风生水起。" 我觉得

非常有趣。

到了下午，我们的新加坡朋友来向我们拜年，大家都很高兴。阿姨们给了我和弟弟红包。我们跟

朋友们玩了很久。然后我们和大家一起去餐馆吃晚餐。我们吃了好多美味可口的新年菜。

我爱新年!

蛇年到了

敖楚薇

蛇年到了！春节那一天，妈妈给我一个红手链，上面有个金蛇。“红是一种幸运的颜色，在新年

你要穿红色。”妈妈说。我吃完了饭，突然发现妈妈不在了。去哪了？找了五分钟，看见她正把一个

福字图片贴在窗户上。我很惊讶的说：“妈妈，那个“福”字贴倒了！”妈妈笑了，“那是我故意

的！在中国，福字倒着贴，就是‘福 到了’的意思！”

在中国新年，吃饺子是一个传统。今年妈妈做的饺子，爸爸一共吃了十八个。他哈哈笑着跟我说

饺子像金元宝，所以吃这么多饺子今年会变得很富！我们吃完了饭，妈妈给我和妹妹两个红包，上面

有两个金鱼。爸爸妈妈跟我说金鱼是幸运的意思。我高兴地想，“今年一定会是一个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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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到了

陈康

每年在一、二月份的时候，中国的新年开始了。小孩子们都给爸爸妈妈拜年，然后高高兴兴地举

起来他们的新钱，可得意了！但是，每年都有点不一样，一年会属一种不同动物，一共有十二种。在

新年早上，妈妈对我和妹妹说：＂今年是蛇年，蛇会很活跃。＂妹妹回答说：＂我再也不在草地上玩

了，我怕蛇咬我。＂

新白蛇传

刘芯如

放假的时候，妈妈给我讲了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白娘子被法海压在雷峰塔下不能和许仙见面，

让人听了非常难过。

可是，春节的时候我和妈妈一起看春节晚会，看到了一个很好玩的新白蛇传。白娘子从雷峰塔下

逃了出来，找到了许仙。在法海捉到她之前，她和许仙约定，现在不能在一起，来生一定要团聚。

到时候，她会跳一个特别的舞让许仙认出来。 然后他们下一生再见面的时候，不管白娘子是什么样

子，她一跳那个特别的舞许仙就会认出她来，可是他们还是再被分开。这样反反复复好几生，每次许

仙都能因为那个舞认出白娘子，最后他们终于在一起了。最好玩的是她跳的舞！

蛇年到了

潘大江

我很喜欢过新年。我去了两个聚会，一个在我家，另一个是在我的朋友家。我在聚会里玩了很多

电脑游戏，我也跟朋友玩。 新年的第二天，我拿到压岁钱，我很高兴。红包上写了爸爸妈妈的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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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祝愿。我读了，就然后我把红包放到房间。在学校里，中国妈妈们来到我的教室。她们带来了水饺和

春卷，我们吃了，觉得很好吃。她们也讲了蛇年故事和中国新年。我很喜欢。

蛇年到了

商赢

过蛇年的时候我一醒来就大声叫：“新年到了,新年到了!”  我马上飞快的刷好牙洗完脸跑到楼下

去。我看到我的妈妈在包馄饨和饺子，爸爸在烧早饭。我坐下来跟妈妈一起包。那一天我的妈妈教了

我怎样包。我很高兴! 妈妈包的很好看。我试的时候发现比看上去难多了。我做的饺子，有的芯子太少

了，有的皮破了。妈妈告诉我我只要练练就会好了。那一天晚上睡觉前,我觉得我最喜欢过年!

新年的时候，妈妈还帮我和妹妹买新衣服穿。新年那一天我不要做功课也不要弹钢琴。我跟妹妹整

天都穿着新衣服唱歌玩! 过年吃饭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好 吃的东西。我的妈妈爸爸烧的菜都很好吃。

爸爸买了很多好喝的东西。吃完饭了我的妈妈爸爸就给我和我的妹妹红包。我很喜欢过新年!

蛇的故事

胡博文

有一天，我和我妹妹正要出去坐校车。刚刚走到一个树丛，我妹妹听见了一个‘嘶嘶’的声音。她

就对我说，“哥哥，你听见那嘶嘶的声音吗？”我回答，“没有。应该不是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又

听见了，又是一样‘嘶嘶’的声音。我对妹妹说，：“你快点儿去叫爸爸，有一条蛇在树丛那边！” 

妹妹点了点头就跑掉了。我呢？我就站在那里，看着那树丛，等了一分钟。然后，我就安安静静的慢慢

走向树丛。我走到了树丛，一不小心跌倒了，又听见了那‘嘶嘶’的声音。然后就看见那蛇慢慢地向我

爬过来。我跟着蛇慢慢向后退，直到妹妹和爸爸跑出来。他们到了，蛇就快快地爬回到树丛里。后来，

我爸爸用些工具把蛇夹了出来，放到很远树林里，它就爬走了。



No. 87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三年四月

17

蛇年到了

殷海强

小方早晨一醒来就想起来了, 今天是新年! 妈妈爸爸要给我压岁钱了! 妈妈爸爸都知道小方喜

欢钱, 所以就到楼下放了一个空的红包. 过了一会儿, 小方对妈妈爸爸拜了年, 去楼下找红包. 妈妈

爸爸偷偷摸摸地到了楼上小方的房间,放了个真的红包. 小方在楼下东找找, 西找找, 怎么也找不到

红包.终于他看到了一个亮亮的红包. 打开一看,一分钱都没有. 妈妈爸爸一定忘记掉了. 小方失望地

走上楼梯, 到自己的房间里. 他坐在床上想: 妈妈爸爸怎么能忘记掉了呢? 他一躺下来就觉到了一

个纸头样的东西. 他转头一看, 床头上有一个红包! 他赶忙打开, 里面有20块钱! 小方高兴极了. 妈

妈爸爸真的没忘记掉给红包!

蛇年到了！

王羽珣 

蛇年到了！大家都很开心。新年那一天，小明很早就醒来了。他穿上新衣服，匆匆忙忙地

吃完早饭，然后去找他的朋友。他飞快地跑，马上找到了他的好朋友小房。他们讲话以后决定

要去玩鞭炮。刚开始，他们玩得很好。然后，小明把一个鞭炮扔下来，不过，鞭炮没有响！小

明和小房互相看了一眼，小明说：“那个鞭炮一定坏掉了！”小房说：“咱们过去看看吧！”

小房刚要去捡起鞭炮，小明大叫了一声，“别动！如果你捡起鞭炮以后，它在你手里爆炸，你

就完蛋了！”小房一惊，就停了下来。他一不小心，就摔倒了，鞭炮在他的脚下爆炸了！还好

没有人受伤，从那次以后，小明和小房玩鞭炮的时候，都特别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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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蛇年

殷静文

蛇年来了，下了一场好大好大的雪，我家院子的雪有两尺多厚。第二天，我和妹妹走进深深的雪白

雪白的雪里，踩得白雪吱呀吱呀地叫，真有趣！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这样的天气不冷不热，太

适合玩雪了。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的一直走到我们家的家庭游乐场，我们多么的快乐啊！我们在雪

地里玩了好久好久， 我们穿的雪裤、羽绒服和手套全湿了! 当我们挤我们的手套时，可以感觉到挤出水

来了。那天我们玩得真高兴真痛快。

2月9日除夕夜，我奶奶烧了九个菜，我、妈妈、妹妹、哥哥、爷爷和奶奶坐在桌子上津津有味地

品赏着奶奶辛辛苦苦烧的九个菜。桌子上放着排骨、鱼、八宝菜、鸭子、香菇白菜、香肠、藕夹、八宝

饭 ，还有笋丝，真好吃啊！我们全家过了一个快乐而丰盛的中国年。

上个星期六我们全家人参加了Acton中文学校校庆的歌舞晚会。那天是它的十岁生日！我比它大一

点点。我告诉你个秘密好不好？我从来不知道我比Acton中文学校的年龄大一点点。我好高兴啊！在那

个歌舞晚会举行之前先开展了一场儿童活动，有手工艺啊，连接四啊，还有更令人兴奋的事情! 我和妹

妹最喜欢的活动是“请连接四个”。这是因为，即使你输了比赛你仍然可以得到一张票！这次我们得到

了很多票！吃饭之前我们把所有得到的票进行交易，兑换到了2个机械铅笔，2块橡皮和6个在黑暗中会

放光芒的手镯！可好玩啊！还有那些饭菜和甜点多好吃啊，你说是不是？我都吃光了。

生日聚会

范维

今天小明非常高兴，因为天气很好，也是星期六，但是让他最高兴是今天他要举办一个生日聚会！

小明有很多好看的东西需要布置！小明说＂妈妈！爸爸！你们能不能帮我吹气球？＂ 妈妈和爸爸一起

都说＂当然可以呀！” 小明和他妈妈爸爸一下就把气球吹完了，然后把气球挂了起来。客厅里挂满了

五彩缤纷的气球，漂亮极了！突然小明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小明想：这是什么味道这么香！让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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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吧！ 小明顺着香味飞快地跑进厨房，突然看见他的妹妹在那儿。小明问：＂你在干什么呢？＂妹妹

说＂uh oh "， 嘴里塞满了好吃的东西一下就跑走了。“哎呀！妹妹在偷吃呢！他能把我气死！”小明

心想。叮当！小明得意极了地说：＂妈妈！我的朋友来了！＂＂那你赶快打开门吧！＂小明就飞快地

跑到门口把门打开。＂生日快乐!＂＂哇！谢谢！有这么多人！我现在高兴得不得了了! 请进来吧！＂＂

你们想不想吃一点蛋 糕？” 小明问朋友。＂我要蛋糕！我要蛋糕！＂大家都吃的像大老虎一样。小明

说：＂ 谢谢爸爸妈妈！谢谢朋友们！这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蛇年到了

王弈川

蛇年到了，所以， 我的弟弟想要做一条“舞蛇”给爷爷奶奶看。 他找到了做蛇的材料以后， 就

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做了半天。 做完了以后， 他就跑到我面前， 举到头上， 跑来跑去。 我看见了， 笑

了， 说：“你做的不错， 但是……”没说完， 他就了。 等了一会儿， 他又跑来了， 把蛇举到头上。 

我摇了摇头， 说，“那不是蛇……”没等说完， 他有跑了。 一个半小时过了， 他拿着蛇问我， “不

是蛇， 那是什么呢？”我说：“蛇没脚， 所以应该像这样子” 我把蛇拉在地上给弟弟看。 不知道为什

么， 他哭了， 叫， “妈妈！哥哥欺负我了！”

发生在地铁车站的一件事

胡蔚原

星期一清早，我，我的妈妈和哥哥都坐地铁去科学博物馆。在地铁站，我们在等地铁的时候，我们

看到一个小朋友，他看起来很着急。我们问他：“你怎么了？”“我迷路了，找不到妈妈了。”他哭着

说。妈妈说：“好吧，我们帮你找妈妈。”然后，我们带他去找警察。我们找到警察，她给他妈妈打电

话。他妈妈很快乐。



儿童泥塑班作品选

夏至宁老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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