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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文学校有个成年太极班, 活动已经有好几年了. 学校给
太极班安排了又大又安静的大教室, 地点在 Parker Damon 
Cafe. 每期学员都能在20以上, 使这里成为一片健身养生的乐
土。

学习太极的热情来自多方面, 有抱着新鲜感来的, 有抱着锻炼
身体来的,还有是为了等孩子不浪费时间而来的. 不论处于什
么状态, 只要来了无人不说”练练真好!”这是为什么呢? 请听
听太极班的孙老师跟同学们聊过的太极的好处:

“从中国传统养生的角度来看太极，道理就太简单了。练太
极拳能培育浩然之气，疏通经络，调理阴阳，身体自会受
益。然而对于现代人来讲，咱还是试着用大家都能理解的语
言来看看练太极到底有什么益处。

从第一天学太极拳开始，我就让大家站无极桩。重复最多的
要领大概就是虚灵顶劲、尾闾中正。那么这第一个得益的，
就是你的脊柱。很多人年龄一过40，往往会开始觉得容易腰
酸背痛，除了疲劳外，主要原因就是脊柱的形态不好，久而
久之，能不难受？练太极拳时，脊柱在放松状态下中正、竖
直，缓解了紧张的肌肉对脊柱关节及附近神经的压迫，一些
病痛会自然消减。练习太极拳如果身姿正确，你会有一种莫
名的舒适感，这种舒适感会延续到收功后的一段时间。如果
这种身姿变成一种习惯，那么对于你的健康意义就很深远。
最起码20年后你不会驼背，身姿依然挺拔。

健康的脊柱形态减少对心肺的压迫，使血液循环、肺气交换
更通畅，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舒适的原因。从经络角
度来理解，脊柱上行为督脉，总领全身之阳脉，督脉畅通，
为中国各种健身养生术所追求。

纵观各种健身运动，也许只有太极拳对于脊柱有如此之呵
护，大多数运动只是人为地给脊柱增加或多或少的压力而
已。”

从下学期起, 我们还会继续介绍孙老师对太极的理解. 感兴趣
的朋友请注意查看. 
                                                                          祝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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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主任： 徐向东

艾克顿中文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十一年的风雨，已经成长为波士顿地区比较有影响力的一所中文
学校。她不仅是我们艾克顿周边地区华人子弟学习中文，传承中华文化的教育基地，也是我们华人社区对主流
社会传播，辐射中华文化的一个窗口，为丰富我们当地社区的文化多样性积极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艾克顿中文学校的成长壮大，完完全全靠的是众多的志愿者的辛勤努力和热心奉献。无论是学校的教学，行
政，后勤，安保，到处都能见到志愿者的身影。他们中有已退休的老人，也有正当年的青壮年，还有许多尚未
迈入社会的中学生。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也许还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一个共同的目
标把大家凝聚到了一起，那就是把中文学校办得越来越好！

作为学校行政管理团队的一员，我负责协调学校安保方面的事务。在学校的日常运行中，我深深感到广大家长
的理解，支持对我们工作的巨大帮助：无论是平时的家长值日，还是一年一次的新年晚会，期末汇演等活动，
没有众多家长/志愿者的积极参与，光靠学校管理团队的有限人手，是根本无法完成的。我深切地感谢大家的
支持，并期待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到我们学校的服务队伍中来。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日渐扩大。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学
习中文的非华裔血统的学生人数也在日益增多。传承文化，促进交流，我们艾克顿中文学校任重而道远。让我
们大家一起为艾克顿中文学校更美好的明天共同努力吧！

最后借校刊的一角，给大家一点温馨提示：自去年秋季以来，在大家的支持，配合下，学校门前的交通拥堵状
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希望能继续保持。另外，我们注意到在Co-Exist的时候，由于大家只能由南侧入口进出学
校，而门前即是一条双向的马路，特别在此提醒大家： 家长在Drop-Off/Pick-Up 孩子时，请务必在入口一侧
进行，千万不要图省事而停在远离入口的一侧. 这样孩子需要横穿马路， 在双向都有车流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
意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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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ong-term service (4-year): 14 people

   姚毓梅，孙立新，方晶，刘秀，白娓丽，李冬菲，贾春光，张星，张毅，黄蓓蕾，武昱芳，马燕, 刘鸿生

2. Long-term service (7-year): 8 people

   乐瑾，王玲，曹桂岚，张雪雁，颜越, 程培英, Ally Li, David West

3. Long-term service (10-year): 6 people

   李日新，孙颖, 朱碧云, 张通善, 王峰,王泽鸣

4. Retiring board and admin members: 3 people

     two retiring board members: 唐燕华, 刘仲秋
     one retiring admin member: 石红月

5. Graduation Student List: 18 students

ACLS 2014 Awards

蔡思佳 Cai, Stella
陈立           Chen, Julie   
朱茜娜 Chu, Athena   
顾玉洁 Gu, Evelyn   
贾雪原 Jia, Cherry   
孔令妍 Kong, Alissa   
赖冰璇 Lai, Christina   
李星柔 Li, Joy   
苏梓潼 su, zitong   

孙翰韬 Sun, Andrew   
唐晓冰 Tang, Sunny   
万珊珊 Wan, Sarah   
吴博安 Wu, Brandon   
相如            Xiang, Rachel   
杨博怡  Yang, Alicia   
应天启 Ying, Alexander   
周萌萌 Zhou, Karen   
朱烈            Zhu, Leo

6.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Award to 12th Graders: 6 students

Wu, Lily
Kuang, Cathy
Chen, Joy

Li, Amanda
Zhang, Chris
Wang, Ke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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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cellence in Teaching Award to 11th Graders: 5 students

Fan, Kevin
Tang, David
Mao, Melody

Zhao, Jeff
Zhou, Carolyn

8. High School Volunteer Awards: 23 students

Jennifer Lu
Kristine Guo
Ivy Yang
Mark Guan
Thomas Wang
Daniel Yin
Tong Liu
Enya Han

Torrey Wang
Annie Li
Frank Zhang
Joy Zhong 
Rose Zhao
Lewei Ding
Celine Qi
胡蔚岭/Will Hu

刘东/Ivy Liu
Shawnae Ma
韩梦竹/Valerie Han
殷海娜/Hannah Yin
Cindy Qi
Mason Liu
Kimberly Jin

9. Good School Realty Awards: (5)

Language teachers (3)
Haiqun Jiang 姜海群
Jinghong Zhong 仲劲红
Xin Dong 董昕

Culture teacher (1)
Ally Li

Admin member (1)
Xiangdong Xu 徐向东

部分语言课教学介绍和文化课学生作品展览

No. 97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四年五月六月

4



艾克顿中文学校2013-2014年终庆典汇报演出摄影集锦 - 摄影 孙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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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辨论班2013-14年学年总结

        ACLS中文学校辩论班2013-14年第二学期（春季）在老师Kevin Fan，Carolyn Zhou和助教Jenna 
Wong的指导和带领下，在麻省演讲和辩论联盟（Massachusetts Speech & Debate League）（简称MSDL）
各项比赛中获取了下列优异成绩，

赛事 获奖情况
（NLD＝Novice LD，VLD＝Varsity LD，GD＝Group 

Discussion）

Big Lexington 
@ Lexington HS
(2014年1月17-19日)

NLD前32名复赛奖（Tong Liu同学）

Mardi Gras 
@ Shrewsbury HS
(2014年3月1日)

LD最佳陈述奖第6名（Tong Liu同学）
LD第6名（Carolyn Zhou老师**）

Needham March Merriness 
@ Needham HS
(2014年3月15日)

VLD第6名（Jenna Wong助教）
VLD最佳陈述奖冠军（Kevin Fan 老师）

State Debate Final 
@ Chelmsford HS
(2014年3月29日)

NLD冠军（Jenna Wong助教）
NLD 最佳陈述奖第5名（Kimberly Jin同学）
VLD最佳陈述奖冠军,VLD第3名（Kevin Fan 老师）
VLD第5名（Carolyn Zhou老师）

State Speech and Congress 
@ ABRHS
(2014年4月5日)

GD第3名（Tong Liu同学）
GD第4名（Carolyn Zhou老师）
州决赛双项最佳陈述奖总分累计第3名（Carolyn Zhou老师）
州决赛双项最佳陈述奖总分累计第5名（Tong Liu同学）

* Jenna Wong是辨论班的助教。
** Kevin Fan和Carolyn Zhou是辨论班的老师。

过去一学年中Kevin和Carolyn两位老师和Jenna助教在课堂上采用生动活泼的讲课方式，结合他们丰富的
实战经验，有效地组织了同学们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基础训练，理论、技巧和实际相结合，为ACLS辨
论班作为麻省一流水准的辩论培训课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以上这些优异成绩是整个班级实力的真实反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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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年第一学期（秋季）的课程以LD（Lincoln Douglas Debate）为主，2013-14年第二学期（春季）
的课程以GD（Group Discussion）为主，达到了LD与GD相交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方法。

LD理论要求比较高，Kevin 和Carolyn两位指导老师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对LD辩论理论有重要影响的霍布
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卢梭（Rousseau）等英、法哲学家的政治思想和理
论，使同学们对社会契约论，英国经验主义等理论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介绍了LD辩论中常常
使用的伦理学（ethics）中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和康德的义务伦理学（Deontology）。家长们欣慰
地看到班上的同学对LD辩论命题逐渐学会了使用伦理学的观点来进行善与恶，对与错，正义与罪行，
美德与恶行的判断和批判，为参加竞赛和论文写作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Kimberly Jin同学在2014 State Debate Final 获奖

      
     两位指导老师 Kevin Fan 和 Carolyn Zhou 获得ACLS 2014年度优秀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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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州公立中小学教育信息介绍 （5）-  分析和比较

王泽养

报刊上有时会登载对中小学的比较排名。排名的方法，有的是根据参加AP课程的人数，有的以MCAS
或SAT考试的成绩，还有的是看学校的升学率。 因为排名的方法不同，登载的学校的排名往往有一定
的变化。有关的数据，MCAS,SAT,AP成绩等等，如前几节所述，都不难找到。通过网页http://profiles.
doe.mass.edu/找到具体学区或学校，学校，学区的学生，教师，各种考试的数据都是随手可及。如果有
查找数据的问题，请参考前几节的介绍。

在麻省教育局的网上也提供了对有关学区，学校数据分析比较的方便。通过网页http://profiles.doe.mass.
edu/找到具体学区或学校，可以看到相似学校的比较。以A-B高中为例，通过链接：http://profiles.doe.
mass.edu/analysis/default.aspx?orgcode=06000505&orgtypecode=6&，在”Analysis - DART”的文档中，可以
看到分析网页

图1. 分析概况

网页中列出的相似学校基本是波士顿西北郊区比较优秀的学校。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将两个特定的
学校A-B高中与波士顿久负盛名的Boston Latin做一比较。

在上图左边的菜单中，点击“Curriculum, I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在可比较学校的学校列表中选
择“Boston-Boston Latin”,然后点击右边指向右边的箭头，即可看到A-B与Boston Latin的比较。

图2. A-B High 与 Boston Latin 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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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黄线是A-B High, 黑线上Boston Latin, 灰线是麻省平均成绩。由图可见，两校的MCAS英文
与数学的成绩在伯仲之间，均高于麻省平均成绩不少。网页的下面，还列出了科学，历史，麻州
核心课程的成绩比较。A-B High 在科学，历史课程上，成绩领先，而Boston Latin的麻州核心课
程的成绩略胜一筹。

Boston Latin的学生是考试录取的，而根据法律，A-B High必须接收镇上的每个学生。可见A-B 
社区中学生的整体水平是比较整齐的。

如果在图1页面选择“Enrollment”,选Boston Latin，然后在分组中选亚裔做生源的比较。可以看到
两校的亚裔比例较高。A-B High 2014年约为24%，而Boston Latin为29%。

图3 亚裔生源比较

白人学生比例，A-B High 2014年约为68%，而Boston Latin2014年为47.7% 。 Boston Latin的非裔
和西裔学生分别为9.5%和10.6%，而A-B High为1.2%和3.5%。比较而言，Boston Latin的生源是比
较多元化的，而A-B High则相对单一。

依照以上的比较方法，大家可以自行分析，比较不同的学校和学区。对选择学区，学校，参与学
校管理，也许会有一些帮助。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是由各个学区整理，审核，上报，并由专人整理
向大家公布。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网上教育信息的介绍到此告一段落了。希望能对大家使用相关信息资源有些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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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金毛狗  ------刘羊羊
今年寒假，我和爸爸妈妈去了多
伦多，正好碰到了百年一遇的

冰雪天气。沉重的冰把树枝压断
了，好多家都停电了。地上有一
寸厚的冰，像个大滑冰场。邻居
家的树枝把他家的车都压坏了。

我们还去了新泽西，和多伦多相反，气候很暖和，一
点积雪也没有，我和我的堂姐还可以在小区里骑自行
车呢。我们还去了爸爸的朋友家玩，有两年没去了，
他们家的哥哥姐姐见到我很开心，我们在地下室搭了
一个大帐篷，还用纸板做了桌子，用来吃饭。

我渡过了一个愉快的寒假。
 

     马力平四年级B班作文   指导老师： 徐丽      

 我有一只金毛狗，它的名字叫昌
昌。它是我九岁的生日礼物。

昌昌今年一岁，它有七十斤重。它
两个月大的时候，坐飞机到我家的
时候，它只有十五斤重。它长得真

快呀！

昌昌很淘气，也很固执。它最喜欢咬袜子，偶尔也咬
餐巾纸和鞋子，有时候也会咬自己的尾巴玩儿。如果
有一样东西，昌昌没有咬到，它几天后会找到这样东
西，把东西咬坏，你看它有多固执！

昌昌非常聪明，它知道用爪子打开门。它不喜欢剪指
甲，爸爸一到那个放指甲刀的柜子，它就躲得远远
的，不管爸爸怎么叫它，它也不过来。还有去年冬天
的时候，它生爸爸的气了，半夜十一点跑出家了，爸
爸妈妈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过了一个多小时，它
自己回家了。

我和昌昌是好朋友。我在家的时候，它总是跟在我
后面。我每天放学回家的时候，它会在门口等着
我。我很喜欢我的金毛狗。

狗有很多好处，也有很多不好的
地方。虽然它们很可爱，它们也
是可以很凶猛的，当然它们也可
以是很乖的。通常当它们小的时
候，它们不太听话，但是通过训
练，它们会听话。

它们的学名是Canis Lupus Familiaris. 人的一年是七个
狗年。狗的平均寿命是人的十一年，它们有时可以活的
更长。我邻居的狗活了十二年，按狗的年龄，它已经八
十四岁了，有很多狗不会活得这么久。

狗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像金毛猫犬，德国牧羊犬，猛
犬，小猎犬，奇瓦瓦，约克夏梗，獚，查理王猎犬，沙
哑，贵宾犬，巴哥犬，西施犬，腊肠犬，博美犬，松狮
犬，还有很多种。我最喜欢的狗是约克夏梗，因为它们
很可爱。这张图上的狗就是我最喜欢的狗

寒假 ------何心悦

可爱的小狗 ------吴弘姗

我很喜欢唱歌。每个星期六，我和我
的朋友都跟吴影老师学习唱歌。我们
有时候唱中文歌，有时候唱英文歌。

在新年的晚上，我们去亚洲文化中心
参加新年晚会。我们穿上了红色的裙

子，黑色的袜子和鞋子。在晚会上，我们唱了两首
歌“种太阳”和“我想整夜跳舞”。我们的演出很
受欢迎，你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我们的演出。

唱歌 ------吴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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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家在假日去了缅因州
的Sunday River滑雪。我们
开了七个小时才到那里。

第一天，天空还下着小雨，
可是我们仍然滑得很开心。
在滑雪的时候，我们和其他

的小朋友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晚上，我们还一起游
泳，吃火锅，玩游戏。

第二天和第三天，我们去了许多不同的雪道，挑战了
蓝道，锻炼了勇敢的意志，同时也强壮了身体。

圣诞夜，我们和别的小朋友交换了礼物，认识了新朋
友。我很喜欢这个假期，希望明年可以再去Sunday 
River滑雪。

滑雪记 ------巫欣然

我的小妹妹 ------张可睿

我的小妹妹的名字叫张可佳，她
的英文名字叫Sarah Zhang。她
今年一岁了，她的脸圆圆的像一
个红苹果。

小妹妹现在可以爬，站，跑。她
很喜欢听音乐，要是她听到了音
乐，她会跟着音乐唱歌。看到

别人跳舞，她也能跟着跳一跳。小妹妹能说爷爷，奶
奶，爸爸，妈妈，姐姐，花等等很多中文词语。张可
佳最喜欢的食物是酸奶，有时候，我帮妈妈给小妹妹
喂酸奶，喂饭。

张可佳非常可爱，她每天喜欢和我一起玩，我最喜欢
我的人是我的小妹妹。

做饼干给圣诞老人吃 ------张雯雯

每一年的平安夜，我们都会做饼
干给圣诞老人吃。

今年，我们一家去纽约的表姐家
庆祝圣诞节。吃完平安夜的晚
餐，我热切的等着做饼干。我们
先把材料准备好。我们先把牛
油和红糖放进搅拌机里搅拌五分

钟，然后加入鸡蛋。把不同的碗里的燕麦，面粉，小
苏打粉，和盐合并起来，再把这些干的材料加入搅拌
机里，最后把葡糖干和白巧克力加进去，烤十到十二
分钟。烤完以后，我们把饼干放在一个盘子里，放在
地上等着圣诞老人来吃。

第二天早上，全部的饼干还在那儿。我感到很失望，
圣诞老人没吃，我就吃。

滑雪 ------朱瑜清

去年圣诞节，我们全家去Loon 
Mountain 滑雪。

 第一天，我们滑绿道时，我的
好朋友薇薇没有控制好速度，
结果撞到了树上，她头盔的一

部分都飞下来了。我在第一天时不想上坡，因为坡很
陡。第二天和第三天，我和爸爸去另外一边去滑雪，因
为在这个地方滑雪要简单一些，但是妈妈没有跟我们一
起滑，因为这是妈妈第一次滑雪，所以她在最不陡的坡
上滑。第二天的晚上，我和 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一起
去泡人工温泉，那里的水很热，但是泡着很舒服。第三
天，我们就回家了。

我希望明年冬天再去滑雪。

妹妹的兔子 ------曾威廉

我在中国的三个星期, 奶奶，妹妹和我去了很多地方。

我们坐飞机到达中国的时候, 都已经是晚上了。第二天，我们才能出去玩。 我们去了一个
餐馆叫农家乐。在那个地方, 妹妹买了两只小花兔：一只兔子叫 Curiosity，另一只兔 子叫
Nibbles。因为妹妹很爱兔子, 所以她又买了两只兔子：一只叫 Silk， 另一只叫 Velvet。它
们饿的时候， 我的妹妹就喂他们吃野草。每天，妹妹跟着兔子们在一起玩，我也很喜欢和

兔子玩!   兔子是一种很好玩的动物!（P.S. 它们每天要上很多次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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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T考试 ------王嘉睿 音乐比赛 ------陈兴楣

我的新小鱼 ------胡蕙文

猫 ------陶晨薇

当YCT考试开始报名的时候，我没打
算报名参加YCT考试，因为担心自己
考不出好成绩。后来，在爸爸，妈
妈，爷爷，和奶奶的鼓励下，我报名
参加了YCT的考试。

考试结束后，我觉得我的成绩会接近满分。大约等了
四，五个星期，我查到了我的考试成绩，我的分数是一
百八十九分。

我们全家人都夸我，大家都很高兴。我的家人都说我考
得好。奶奶和爷爷还说一百八十九分已经很不错了，家
里人都很高兴，因为我考了个好成绩。

去年，我跟学校的乐队在MICCA 
FESTIVAL演奏音乐。我们演
奏了DARK ADVNTURE, TWO 
MINUTE SYMPHONY和DOVER 
PATROL MARCH.

我在打击乐组，我打的是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乐
队，更是第一次参加MICCA. 为了这场演出，我们排练
了七个月。

我们在演奏的时候，我很紧张也很激动。音乐演奏结
束后，有一位音乐评委上台给我们讲如何提高我们的
演奏技巧。

说完了，他开始宣布获奖的学校名字。他先宣布别的
学校的名字，我们以为什么也拿不到了，很失望。他
最后宣布我们学校拿了一个金奖，我们全部高兴地跳
了起来，金奖就说明我们可以在波士顿著名的SYM-
PHONY HALL演出！

冬天放假，我妈妈给我买了两条小鱼作我的圣诞礼物。这是我第三次养鱼，我希望它们
会活很长时间。

我的鱼很漂亮。一条是蓝，红和银色相间；另一条是红，白，和黑色相间。两条都很瘦
小，但它们的鱼翅和尾巴非常灵活。我发现鱼的翅膀长长了，它们的尾巴也长大了。我
希望，渐渐地，我的鱼会变成很大很大的鱼。

我很喜欢这两条鱼，因为它们爱活动，它们也很喜欢吃鱼食。因为我的鱼总是很饿，每次我撒一点鱼食在鱼缸
里面，它们会飞快地游过来吃东西。当我的鱼特别饿的时候，它们可以在一分钟的时间内把鱼食全部吃完。

你喜欢猫吗？我很喜欢。你知道
吗，猫有很多非常有趣的特点？

首先，因为它的尾巴，猫有很好
的平衡能力，猫的尾巴帮它保
持平衡。猫的尾巴也可以告诉

你猫的感觉。例如，如果它的尾巴摇着，这说明猫很
生气。如果它的尾巴伸出上 面，这说明它很高兴。猫
还有爪子，能帮它爬树，抓老鼠和别的小动物。猫最
喜欢吃的食物是鱼。猫的胡子在很黑的地方能帮它“
摸” 着东西。猫的眼睛也能在很黑的地方帮它找到东
西。

猫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动物。难怪人们常说猫有9条
命！猫从一个很高的房子上面跳下去，它还能活着！

第一次游泳比赛 ------计嘉瑞

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天是我第
一次参加游泳比赛，当时，我很
紧张。

“Margaret, Cynthia, Jackic…
，”教练员们正在跟我们说谁要

出去比赛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会突然叫到我的
名字，正想着，我的名字真的被叫到了。

可是那时候，我有点害怕。要是我输了，我担心我的
爸爸妈妈会很失望。

比赛完了，我觉得还行吧。当时，我真的是很高兴。
最后尽管我输了，我的爸爸妈妈还是夸奖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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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后院  刘聿民

我的后院非常的美， 一走出后门就会被它的景色吸引
住。  冬天里， 地上全是洁白无暇的雪。  往外一看就
是美丽的森林。  早上， 森林里会升起层层白雾， 向
人间仙境一样。  春天里， 地上长出绒绒小草， 树
上长出了嫩嫩的树叶。  一切都开始变绿。  夏天的时
候， 整个花园都变得翠绿迷人。  树枝上长出了茂密
的绿叶， 地上长满了翠绿的青草。  秋天到了， 层林
尽染， 红的， 黄的， 绿的， 交织在一起•， 煞是美
丽。  在这个院子里， 每一个季节都美丽迷人。

坎昆海景  张皓翔

从我在坎昆住的旅馆阳台放眼望去， 便是一望无际的
加勒比海。  碧蓝的海水就像晶莹剔透的蓝宝石。  汹
涌的海浪奔腾不息地拍打着银色的沙滩。  柔软洁白
的沙滩宛如一条丝带围绕着大海。  海面上点缀着五颜
六色的帆船和游艇。  海的尽头与蓝天白云连成一片。  
成群的海鸥在空中自由翱翔。  

冰川  尹君灵

阿拉斯加州有许多冰川。  我们去看了一个巨大的冰
川， 叫Matanuska 冰川。  冰川像蓝色水晶一样， 晶
莹剔透， 美丽无比。  灰色的天空下， 绿树环绕冰川
使冰川更美丽。  小雨像一层雾罩着冰川。  我们走上
冰川， 道路很滑， 需要专用鞋， 否则是非常危险的。  
站在千年冰川上， 我和我的朋友感觉幸福无比。  

我爸爸的菜园  宋嘉瑞

 我家后院有一大块空地。  两年前我爸爸开出了一块小
菜园。  为了防止小动物们偷吃菜， 爸爸还专门把菜园
围起来。  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 爸爸就先在家里培育
好小菜苗。  到五月中的时候， 他就把育好的苗移种到
小菜园里。  每天下了班， 他都要去菜地里看一看， 
又是浇水又是施肥。  夏天的时候， 菜长得越来越高， 
还开了许多漂亮的花， 引来了许多的蝴蝶。

秋天到了， 菜园里长满各种各样的果实。  有西红柿， 
黄瓜， 豆角， 辣椒， 和小玉米。  有的时候我们还会
送给别人。  这些菜比在店里买的菜好吃多了。  这个
小菜园是爸爸的业余爱好。  给我们家带来了很多乐
趣。

大峡谷  赖芷婷

夏天的时候我们去了雄伟的大峡谷。  早上很冷， 风很
大。  天是灰色的， 因为太阳还没出来。  我看不到峡
谷的底。  中午的时候太阳光亮亮的， 照在峡谷的红
石头上。  峡谷的红石头亮闪闪的， 很美丽。  天蓝蓝
的， 有一层一层的白云。  太阳下山时， 天就变成黄
色， 红色， 和紫色。  太阳下山以后， 天又变成灰的
颜色了。

我爱我家  张旭霖

我去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漂亮的景色，但是我最喜欢
的是我家周围的树林。它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它简单，
美丽。在春天，树林里郁郁葱葱，有很多生命的活力。
鸟在唱歌，植物在生长，树在发芽和长新叶子。在夏
天，阳光从树的缝隙照下来，小动物在林子里玩耍。在
秋天，树叶变成不同深度的红色，橙色，和黄色，像火
一样鲜艳。 在冬天，所有的一切都盖上了一层庄严的
白雪，亮晶晶的冰柱从树上垂下来。一年四季，我在树
林里看见了大自然的多姿多彩，我很高兴我生活在这样
美丽的地方。

后院景色  吴文迪

我喜欢我家的后院。它一年四季都美丽，春天来的时候
最迷人。五颜六色的花朵都开了，树上的小绿叶子终于
长出来了，鸟儿也唱起歌来了。爷爷奶奶的菜苗都绿绿
油油的，很快就会有新鲜的蔬菜和瓜果吃了。慢慢天气
也变得暖和了。长尾巴的松鼠开始出来找东西吃，小兔
子在草地里蹦蹦跳跳。真可爱！

~~~~~~~~~~ 八年级作文 指导老师: 屠宁君 ~~~~~~~~~~

美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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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ic公园  徐一鸣

秋天的时候，Magic公园显得非常美丽。
Magic公园到处都是青草，鲜花，绿树，和小动物。
地上铺满五颜六色的树叶。Magic公园有一个湖，叫
Magic湖。湖水非常干净，清澈透明。冬天的时候，地
上一层薄薄的雪，湖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到处都是
白色，到处都是闪闪的。春天的时候，天经常下雨。站
在雨伞下面，你会感到非常安静，只听见雨轻轻地拍打
着树叶。夏天的时候，常常可以感到小小的微风。早
上，小鸟在树林叫。太阳出来的时候，公园显得更加美
丽。Magic公园真是一个不容易忘记的景色。

常绿树  顾欣仪

在我家后院，有一棵树，它是一颗常绿乔木。它非常
小，大约六英尺高。在冬天，树被雪盖着，可是它的叶
子依然是绿色的，看起来像一棵圣诞树。到了春天，叶

子变成黄色，看起来很漂亮。在夏天的时候，叶子再次
变绿。秋天时，常绿树变成亮绿色。刮风下雨时，常绿
树的叶子来来回回的晃动。太阳出来时，常绿树闪耀着
明亮的绿色，艳丽夺目。常绿树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植
物。

黄石公园  赵雯雯

黄石公园是个很美的地方。地上有很多小喷泉和温泉。
温泉都是蓝色和黄色的，冒出难闻的味道。喷泉喷出来
的水气又高又白。

黄石公园里有几条河。人们可以在河边钓鱼。河水很干
净。小鹿和毳牛会到河里去喝水。

我在黄石公园看见好多动物。有小山羊，大熊，小鹿，
还有许多牛。

黄石公园真是个很美丽的地方。

   北京动物园   --- 高爱莉

                              

在北京， 我要去北京动物园 看可爱的熊猫。北京动物园在西城区 西直门外大街137号。

一张票是一百二十块钱(RBM)。北京动物园里有很多动物。包括熊猫，猴子， 鹿，北极熊， 野
牛，斑马， 袋鼠，长颈鹿， 和大象。

CLS		Speaking	and	Listening	Class			听说班			指导老师：	仲劲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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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		---	林灵

水立方--- 怡风  Sop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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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B班作文   指导老师： 于晓研 ~~~~~~~~~~

     
春天来了

刘玥

春天来了, 小鸟站在高高的树枝上欢快地放声高歌: 
春天来了, 草坪换上了绿色的新衣;
春天来了, 樱花树冒出了新芽;
春天来了, 我家的前后院也开始繁忙了起来.
从花园到菜园, 到处可见各种各样的小动物, 火鸡在菜园
里寻觅着食物; 松鼠在我家门前的大树上窜下跳;蜜蜂和
蝴蝶在花园里忙碌着; 万物复苏, 春天终于来了!

不远处传来了一阵阵的笑声, 回头一看原来是邻居家的
小孩子正骑着自行车往这边来. 顺眼一望, 隔壁家的小朋
友正在踢足球或打篮球. 我帮爸爸整理和清扫了一会儿
院子, 就开始帮起了倒忙, 一会儿跳进了刚扫成堆的叶子
里;一会儿又向爸爸头上洒叶子, 直到爸爸生气地让我回
去, 这时才觉得有些口渴了. 原来我在外面已经呆了大半
天了, 完全忘却了时间. 转身回到屋, 告诉妈妈说真希望
天天都是春天. 春天来了, 真好!

黄亦熙

大多数人认为春天是最好的季节, 我也一样. 我想至少有
以下几条理由.

首先, 春天天气很好, 既不冷也不热, 气温合适. 我整天可
以在外面玩儿. 比如说, 我可以踢球, 还可以骑车, 也可以
跑步.

其次, 万物复苏, 鲜花盛开. 家里前后院的草都长出来. 春
天多好看啊!

还有, 人们都穿得少, 活动起来很方便, 大家都笑容满面. 
小松鼠到处跑, 小鸟在树上唱歌.

这么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 谁不喜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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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青

今天我把厚厚的外衣脱下来了;
今天晚上七点太阳还在蓝色的天上;
我看见五颜六色的花开了;
我看到草变绿了;
我出去玩了;
我听到小孩子们在外面一边玩一边笑;
我感觉暖洋洋的太阳照在背上;
今天我觉得春天来了.

吴龙龙

雪已经化完了.天气开始变暖.鸟儿从南方飞回了北方.地
上的小草开始返青了. 树木和花儿都开始出芽了.小狗和
院子里的小朋友们在一起玩耍, 看着他们玩得非常开心
和高兴. 这时, 我的朋友来我家叫我一起出去走步.外面的
太阳暖洋洋的, 晒在我的身上非常舒服. 经过漫长的寒冬, 
春天终于来了!

汪梓承

春天来了, 草变绿了, 花儿开了, 大家都非常高兴. 白天更
长了, 外面变暖和了, 所以孩子们开始在外面玩. 他们玩
得很开心.

春天的鸟儿飞得很高. 这些鸟唱的歌很好听, 比我唱得更
好听!

花儿有好几种颜色, 有红色的花, 紫色的花, 蓝色的花, 黄
色的花, 橙色的花, 还葱绿色的花. 花儿很香. 蝴蝶在花间
飞舞, 似乎小小的人儿在跳舞.

春天也下很多雨, 而且下得很大.这对植物很好.

春天是最好的季节, 它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春天是我最喜
欢的季节.

何雨萱

“叽叽叽” 是谁这么早在我窗外鸣叫?  噢, 原来是小鸟
在唱歌. 她是春天的使者, 向我们传递着春的消息: “春
天来了!”

瞧! 小草已经悄悄地绿了. 大雁飞回来了, 悠闲地吃着嫩
嫩的小草. 池塘里的冰融化了, 路边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积
雪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迎春花开了, 树长出了新芽. 早
晨等校车的时候, 空气中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而不再是冬
天寒冷的味道.

春风吹来, 天气越来越暖和了. 终于可以脱掉厚厚的外套
出去玩儿了.  阳光格外明媚, 我们沐浴着阳光, 出去骑车
玩球, 放风筝. 我看见蓝天白云映在池塘里的倒影, 我贪
婪地闻着这春天独有的味道, 一切都那么美丽,清新, 生机
勃勃.

俗话说: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日之计在于晨.”春天是一个
万物复苏, 充满希望的季节啊! 春天真美好, 我爱美丽的
春天!

车铭凯

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了, 春天来了.

一天放学后, 我和弟弟妹妹来到院子里. 哇! 院子里的雪
全化了, 汇成了小溪. 小草绿了, 花儿开了. 我们看到了白
色的花, 粉色的花, 还有一片片黄色的花, 金黄金黄的, 真
好看. 我们问姥姥: “那是什么花?” 姥姥说: “那是迎
春花, 是报春的花. 他告诉我们春天来了.”

我和弟弟,妹妹在院子里高兴地跑着笑着. 我们又看到了
蚂蚁, 松鼠, 还有叫不出名的虫子. 我们还听到了小鸟在
高兴地唱着歌, 好像在说: “春天来了,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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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梓潼

我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呢? 我上次回中国时才五岁, 
那已经是八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我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来
源于新闻报道和父母口中.

我知道中国是一个制造业中心. 小至九毛九的塑料玩具
大到高科技的iPone, 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中
国制造的. 因为那里的人工相对便宜, 而且中国
工人既聪明又勤劳, 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生产出
高质量的东西. 所以他的经济发展迅速, 人民生
活水平日益提高, 工作机会越来越多. 现在很多
美国人都学中文, 而且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都去中
国工作. 所以爸爸妈妈说学习中文很必要.

然而, 中国在快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
的环境污染. 城市里的空气质量差, 植物破坏严
重, 食品卫生无法保障, 得癌症的人越来越多.而
且因为中国的人口多, 大家都住在高高的公寓套
房里, 大部分中国城市都像纽约一样, 高楼大厦, 
交通拥挤, 所以公共汽车和地铁成为城市里的主
要交通工具. 到了节假日, 旅游景点都是人山人
海的.中国的学生学习压力很大, 每天作业很多, 
即使在暑假还有很多课外辅导课程.

但是中国是我的故乡, 我的根在中国. 我知道中
国现有的问题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会有的, 而
且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 得到逐步的改
善.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我相信中国的明天
会更好. 明年暑假我要回到中国度假, 回来时我要写一
个在我眼睛里真正的中国.

万姗姗

很多人不是中国人, 但中国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
美国, 我还看到中国的灯笼, 和很多中国制造的东西, 比
如衣服, 电脑等. 在我的眼里, 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大很
老的国家. 她对我和大家都有着很深的影响力.

中国是一个很大和很古老的国家. 中国人口众多, 地域
广阔. 中国是世界上第四大国家, 还有十几亿的人口. 我
大部分的亲戚住在中国. 中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现在
你去 中国,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文化古迹.

中国影响我的日常生活. 我每天都在家吃中国菜, 说中
文. 每个月, 我都和妈妈爸爸去中国城买菜和去中国餐
馆吃饭. 我们的祖先留下了许多传统, 像中国新年和中
秋节. 每个新年第一天的早上, 我都对妈妈爸爸说新年
快乐, 祝妈妈爸爸身体健康. 妈妈爸爸也祝我学习进步, 
还给我压岁钱. 中秋节晚上, 我们全家会赏月和吃月饼.

中国不仅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她在国际舞台上的
影响也越来越深. 很多我们离不开的东西都在中国
制造. 如果你翻开衣服的标签, 你就会看到许多Made 
in China的字样. 中国也发明了很多东西, 像纸, 火药, 
印刷, 和指南针. 这在我们的生活上有很大的影响.

在我眼中, 中国是我的一部分, 尽管我不在中国出生. 
中国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 我相信她今后会越来越
强大.

吴博安

我已经去过.中国很多次, 最近的一次是今年七月份. 我
去了上海, 桂林和北海.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中国有很多
人. 我们等出租车等了一个多小时. 我去海滩人多得要
命, 就像在拥挤的公共汽车里. 中国到处有汽车. 这次去
中国, 我觉得汽车更多了. 因此, 经常堵车. 我们要回家
的时候堵了一个半小时. 中国也建了很多新的高楼. 可
是我觉得这次中国的污染越来越多. 天也变成灰色了. 
我希望中国能改变这个问题.

我发现中国人工作很认真. 我的亲戚经常周末要加班. 中国
的饭特别好吃. 饭馆有各种品种. 但是很多饭馆里有人抽
烟. 抽烟对人的身体不好, 而且味道也不是特别好. 中国的
景色很美. 中国也有很多山洞. 在一个山洞里, 我看见了许
多太岁雕像. 从这个我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文化和历史. 我
觉得我每次去中国都会看见很多变化. 我希望中国能这样, 
每次变更好.

杨恩怡

对于中国,我们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 在我的眼里和心中, 
中国是一个美好的地方.

以前回中国, 因为我的奶奶爷爷住在北京, 我们大部分时间

我眼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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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呆在北京.

在北京每次下飞机, 我看见天空不是浅蓝色, 而是灰色的, 
地上有好多垃圾, 路上有好多车, 空气中弥漫着很多尘埃. 
我还看见交通事故有人和警察吵架. 那时我并不觉得
中国好, 尽管我很喜欢一家人一起在北京度假.

一年前,我们全家去了中国很多地方旅游.特别记得跟
着妈妈,爸爸,姐姐和朋友们一起去了四川黄龙和九寨
沟. 那里都是蓝天,白云,绿草和碧水.九寨沟里天然形
成的湖泊有各种形状,湖水碧蓝,清澈见底.因为是钙化
湖, 湖水含钙量很高, 所以水里没有鱼和水藻. 我们喝
了一点小瀑布的水, 洗了脸和手,感觉水凉得 沁人心
脾.九寨沟里有大旅行车带游客到各个景点观赏, 服务
非常好.

黄龙位于更高海拔的地方. 我们爬上山很累. 因为爬得
很高会缺氧,我和姐姐的心脏都痛了.妈妈和爸爸提前
吃抗高原反应的药,所以他们没事. 我们一步一步地爬, 
爬一会就歇息一下. 沿途还看见了几个瀑布,碧水配着
黄色的岩石,景色怡人. 山路修得很好, 一路上的休息
亭和厕所都干净漂亮. 从山顶俯瞰下去, 只见九个湖层
层交错在一起, 仿佛是画中一般.

随后我们去了四川的藏区, 经过了美丽的大草原, 吃了
藏族的饭, 住在藏人家里, 感受到藏族人美丽和热情. 
后来我们又到了著名的南京, 扬州, 常州, 镇江和上海
几个城市, 风格各不相同. 我们品尝了不同的美味佳肴,真
让人流连忘返.

我回过中国四次, 以前从来没有看见有这么美丽的自然风
光. 这次我才知道中国不只是有污染和拥挤的交通, 高楼大
厦, 长城故宫, 还有很多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各具特色的地方
美食...

我开始慢慢地了解中国, 我也越来越喜欢中国.

重建的梦

朱茜娜

2008年五月, 中国四川省汶川市发生了八级地震. 
从我八岁的眼睛里, 我不明白为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发
生. 因为当我睡在我温暖的毛毯里, 地球的另一边, 人
们却不得不离开家园, 离开他们唯一固定的居所. 无
辜的人们看着自己家人和朋友在眼前死去, 生他们养
他们的土地在眼前坍塌. 尽管我不认识地震的遇难
者, 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心痛. 没有什么能改变已经发
生的事. 我看到是倒塌的房屋和无法修复的破碎的
梦. 在我关闭电视屏幕之后去上学, 四川地震的消息
没有迅速地从我的大脑里消失, 我可以继续我的生
活, 但哪些破碎的画面却一直在我脑海里. 听妈妈说
有亲戚和朋友住在四川, 我意识到这些灾难不管距离
多远, 我也应该做些什么吧!

艾克顿中文学校发起了为四川地震捐助的通知, 就在
那时, 我和我最亲密的朋友们决定为汶川大地震募
捐. 我们自己制做了手镯, 妈妈们做了耳环, 我们用红
纸糊了一个鞋盒, 上面写了募捐的字样, 还做了一面
中国的国旗. 首先, 我们开始在朋友家附近去各家义
卖自制首饰. 就像是万圣节, 我们不是寻求糖果, 我们
像童子军一样挨家挨户为汶川大地震募捐. 我捧着募
捐盒, 我的朋友举着中国旗, 还有朋友拿着我们自制

的玻璃手镯. 就在所有附近的街区义卖, 有时我们会骑自行
车去远些的房子, 然后回到各自家中. 一个星期后, 大家到
了我家, 开箱数所有的钱, 总计大约300元. 然后, 我们把这
些钱送到艾克顿中文学校. 我们增加了整个艾克顿中国人
的捐赠, 这是我和朋友们最骄傲的第一次义卖募捐.

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去帮助世界另一边的陌生人, 我认为这
是惊人的, 是多么有意义的事. 从那时起, 我希望继续做我
们能做的部分, 帮助世界, 让人们知道我们在慢慢地修复那
些躺在地上的破碎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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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卡莉！

汤鸿冰

九月份新学期开学了，六岁的咚咚上小学一年级了。
他背上有海绵宝宝图案的大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上
学。他在课堂作业夹的第一页中用铅笔工工整整地写
道：“我有一个新朋友，她的名字叫卡莉，她是一个
女孩子”。这份作业是学期快结束开家长会时，面容
姣好的班主任纽曼女士放在教室里咚咚的小课桌上给
我和先生看的，用以比对咚咚本学期在识字和写作方
面的长足进步。

我不记得卡莉的样子，手边也没有她的照片，只知道
她是个白人小女孩儿。万圣节的清早孩子们在学校里
游行，我站在走廊旁边给孩子们照相的时候，应该见
过她的。我后悔自己整个一学期根本没有到咚咚班上
当过一次志愿者，没有机会认识他们班上的小朋友。
我的三个孩子在三个不同的班上课，要把他们三个都
兼顾到实在很困难,这让我想起那句成语“鱼与熊掌不
能兼得”，现在再加上一个波士顿龙虾！我可不是说
三个孩子有的是鱼、有的是熊掌、有的是龙虾，我对
他们可是一视同仁的。

秋天来了，枫树的叶子由绿渐渐变红了。一场秋雨过
后，枫叶洒落了一地，把草地染成红红的一片。地上
红透了的叶子慢慢卷曲了身子，边缘变成焦黑的颜
色，终于被风吹走了。只有橡树棕黄色的叶子仍然矜
持地挂在树枝上，直到冬天来临，才最后依依不舍地
离开大树，无可奈何地随风而去。

深秋快到的时候，咚咚和卡莉一起坐校车。有一天咚
咚回家说下学后要请卡莉到家里来一起玩耍，后来又
说卡莉邀请他放学后去她家玩。我一开始没有在意，
以为卡莉像咚咚的其他小朋友一样是个男孩儿，后来
才知道原来Carley是个女孩名。要不是咚咚最近几乎
天天吵着要一起玩耍的事，我才想不到应该抽空和卡
莉的妈妈约一下时间呢。

感恩节快到的时候，有一天咚咚忽然回来说卡莉要搬

家了，她感恩节以后就再也不会来上学了，她要到新
的学校去读书。我听了之后愣住了，以为咚咚在开玩
笑。我赶快翻出班级联系花名册，给卡莉的妈妈发了
封电子邮件，卡莉的妈妈很快回了邮件，说他们正忙
着收拾搬家，可以安排卡莉到我家来玩一次，卡莉在
家里老是提到我们家的这小子。我先是叹了一口气，
咚咚说对了，卡莉真的要搬走了！继而又松了一口
气，想到终于能满足孩子多日的请求，可以没有什么
愧疚了。

我们约好感恩节放假的前两天卡莉来我家玩。那天早
上她的爸爸比尔却打来电话说卡莉的嗓子忽然疼起来
了，刚刚带她看了医生，检查得了Strep Throat（链
球菌性喉炎），不能来啦！尽管卡莉很想来，但大人
们可不想把倒霉的病菌传染给我们家的孩子。唉，这
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咚咚沮丧极了。我也后悔总是拖
拖拉拉，直到听说要搬家了，才想起来约人家。上帝
此前给我这么多时间可以和他们联系，自己早干嘛来
着！

为了安慰我，卡莉的父母说他们偶尔也会回到这边来
的，我们到时候可以再约时间。做父母的是如此忙
碌，来去匆匆，听咚咚说卡莉家和我们家一样，有三
个孩子，她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一岁的小
妹妹，现在连家都搬走了，谁会为两个六岁的小孩去
专门安排一次玩耍的时间呢？这样的约会未免太奢侈
了。

咚咚告诉我老师让全班的小朋友每人给卡莉写了一封
告别的信，送上几句热情洋溢的、祝福的话语，寄到
她的新家地址，感恩节前纽曼女士亲自在中午抱着一
大堆的信件到邮局去寄。

第二天就是感恩节的除夕了，小镇的大街上飘起食品
店里烤火鸡的香味，学校只上半天课。真是出人意
料，咚咚回来说卡莉居然在最后一天来上学了！她这
么快就病好了吗？！不管怎样，卡莉不可能来我们家
一起玩了！他们这个下午就要离开小镇，到一百英
里以外的外祖母家，然后去新家、新学校，开始新生
活。

卡莉没能来我家，我感到深深的遗憾和歉疚。那天放
学后，咚咚安慰我说：“妈妈，没有关系！今天我跟
她说了，“长大了我要和你结婚！”，卡莉也和我说
了，她长大了要和我结婚！”咚咚那副认真的态度，
真的很可爱。

凭着这样天真的约定，两个六岁的小朋友高高兴兴地
道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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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精神

谭正泉 2013年12月25日

这个题目我想了好久了，今天非写下来不可，也许
这也是＂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昨晩和太
太一起看了电影＂中国合伙人＂，晩上做梦就被她
问＂新梦想 为什么成功，而像疯狂英语 这样办遍全
中国的教学机构为什么没有成为大企业？＂ 我是这
样回答太太的。

九十年代中我刚进阿伯罗公司 时，第一天在无尘室
看到CVD产品居然是个庞然大物，齐半身高的平躺
的钢铁架上挂了好几个水桶大小的真空腔，腔体上
下接了许多电线和通气管。八英寸直径的硅晶片不
时地由机械手 (Robot) 由钢架上的中央腔体递入或
取出那些水桶腔。钢铁架下挂着真空泵，还铺满了
大股的导线和通气管。我立刻想到以前做科研的实
验室，搭建一个少则几个月，长则几年，而且要花
费上百万美元，这样又复杂又昂贵的产品怎样能量
产，居然还能挣钱？

我们家从纽约搬来旧金山湾区，当然要去参观金门
大桥（Golden Gate Bridge)。走在桥上，最引人注
目的是那两座巨大的桔红色桥柱塔，它们高耸入
云，把整座桥举在金门海峡的上空, 巨型军舰和Ala-
meda 港用的高架启重机都可以在桥下自由通过。柱
塔两侧各有一根约一米粗的钢缆把近三公里长几十
米宽的桥体拉在柱塔上。我对这钢缆产生了极大的
兴趣：什么样的钢材这么能赖，不会折，不会裂，
日晒雨淋不生锈？回到桥头堡，我看到了金门桥建
造的纪念碑，旁边还有一节那拉桥的＂钢缆＂。它
不是一根钢缆，而是近三万根筷子般粗细的钢索并
列由混凝土绑在一起，而每根钢索又由多根细小的
钢丝纽织而成。＂钢缆＂外表面上了桔红色的油漆

以防水，防腐，防风化。据说金门桥上＂钢缆＂里
用的钢丝可绕地球39圈，看那钢丝之细，让我难以
置信，整座金门桥岂不是千钧悬于一线？从此，金
门桥的＂钢缆＂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经常出差，每次坐上波音747，777，或空客
340都有一种感慨，这么大的一堆机械，载着几百
号人，居然可以飞起来，真是一大奇迹。这奇迹是
人类智慧的结晶。我寻思，一个很聪明能干的人是
否能把一架777飞机做出来，他需要多久？也许要
很久很久，目前还没人做出来，大概也没人这样去
做。几百上千人合作就能把777做出来了，而且可
以做很多架，每一架都做得很可靠，很美观。每个
人并不觉得他个人做的是创造奇迹，几百人的合作
就造出奇迹来了，这是分工合作的奇迹。

坐飞机次数多了，还有另外一种感慨。飞机停在机
场的时候，机头，机身，机尾，主翼，辅翼，引擎
的涡轮，都处于静止。一但起起飞，它们就各就各
位，开始活动起来。乘风时，机头奋勇向前，机身
紧附，机尾跟随，主翼载着重重的引擎，上下有节
凑的起伏，象小伙仔肩上挑担的扁担，辅翼总是配
合主翼的节凑，给主翼提供平衡，另外还帮助排风
掠浪。辅翼虽然轻巧，它们工作时的摆幅也最大，
只有它们这样的辛劳，才使机头机身得以相对平
静，带领整个飞机前行。破浪时，那完全是另一番
景象。机头时而勇往直前，时而爬高，时而俯冲，
机身虽然紧随机头，它巨大的身段也不时上下左右
摆动起来，这时才能感受到机身的柔软，机尾更是
左右嗡嗡嗡的摇摆，还会吱吱咯咯地上下晃荡。不
管怎样，机尾总是跟着机身，无怨无悔，更不会尾
大不掉，要掉的话，也许只能葬身大海或沙漠了。
主翼的负担更重，它们携着巨大的引擎爬高，俯
冲，还要协助机身的平衡，辅翼也不示弱，紧跟主
翼，上下扑嗵，左冲右突，在机身内还能听到它们
拍打的声响。这一切的勇往直前，爬高，和俯冲都
由引擎來推动，它们的工作我只能想象。我坐每
一架飞机都有不同的感受，波音飞机结构整体感
强，747平稳舒适，777灵活稳健，飞机乘风时，
旅客的感觉都差不多，遇湍流时，空客340有要散
架的感觉，也许是那要散的态势才让其不散？另外
飞机的行为与驾驶员的技能有关，联航的机上服务
不咋地，驾驶员的水平绝对一流，每次747，777
的着陆都那样从容，平稳，像不经意的举手投足。
有的航空公司服务好，但飞机着陆的动作总在挣
扎，struggle,  触地声响巨大，机身摇摆，减速急
促，真让人不放心。

No. 97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四年五月六月

24



慢慢地我感悟到阿伯罗 那样复杂的CVD机台为什么
还能批量生产，还能挣钱。那是很多工程师团队合
作的结晶，他们有ME, EE, CE, SE, AE, PE, 分别负责
机械，电控，化工，软件，算法，制程的各种专门
项目。他们又组成各式的团队，有的管包括那些钢
架，中央腔体，和Robot的Platform；有的管CVD
渡膜腔的设计，制造，安装和调试；管电控和软件
的团队要把整个机台的自动控制和运作优化；制程
工程师负责把机台的功能全面发挥，把半导体工艺
在硅晶片上作物性，电性，整合性， 稳定性，可
靠性，和经济性的全方位的优化。团队的力量来源
于每个队员的自身的专业技能和这些技能的相辅相
成，沟通,合作, 理解, 支持, 一起克服困难，突破瓶
颈都至关重要。产品遇到技术难题，或机台出了故
障时，团队要紧密配合，像飞机在破浪时爬高和俯
冲那样。

团队的力量和弱点总是在面临挑战时表现得最彻
底。以前阿伯罗公司 的一个制程团队，许多年由三
个技术很优秀又能吃苦赖劳的第一线经理带队，由
于他们的带领和努力，部门的表现很好，常为其他
部门的同仁和管理层称道。他们也被称作＂三驾马
车＂。后来部门主管升迁了，据说这三位经理都希
望自己能升任部门主管，但又谁也不服谁，所以三
人都没升上，而且团队出现裂痕，合作不如从前。
结果老一，老二，老三相继离开这个部门，老四，
老五，老六，老七又补了进来，如此三番，部门主
管换了三任，这些老一到老七都没升任。我做老六
的时候，部门主管又有空缺，这时我下决心改变以
前的悲惨局面，主动推老五做主管，并告知他我会
尽全力帮助整个部门的业务，让他专心去争取这个
位置。果然他升任主管，“马车”不能升主管的历
史终于结束，该部门变成了内行领导内行，整个部
门又精诚团结，生意越做越好，越做越大，高峰时
做到每年六亿美元的销售额。过了几年我也做了
其他部门的主管。回头去看原来的老一，老二，老
三，有的继续做别处的“马车”，有的连“马车”
也做不了啦。

我做部门主管时，从亚洲招来一个能干的工程师，
其待遇也按市场和公司标准。另外一个工程师，
从同一亚洲国家来的，已在本部门做了多年，他
发现自己的工资比他的同胞低，心理不平，来找
我诉苦。我问他＂你工资低是否觉得不公平？＂他
点头。我再问 ＂给你的同胞工资低是不是也不公
平？＂，他再点头。我说＂我要避免两件不公平的
事，所以对你的同胞一进来就给予了公平的待遇，
下面我就可以解决另外一件不公的事情，也就是把

你的工资提高。＂员工听了轻松多了，高兴地回去
做事。后来这位员工一直表现不错，提级提薪都有
他。他的同胞更出色，八年后升任Director.  这两位
成为朋友，一直很要好。

多年的观察告诉我，一个人的心眼有多大，他的世
界就有多大。我们总是跳不出自己的心眼。

以前我们的营销部门经常有些变故，部门的头目有
时一年换一个，员工也更换不迭，近几年才稳定一
些。有一次，这位做了两年的头目问起，要怎样让
他部门里的十多个员工分工合作，他们既要管产品
又要管客户。我给他分享了我看到的飞机各部件在
静止，乘风，和破浪时的行为，他再也没有类似的
问题啦。

团队要强大，第一要队员有自己的技能，越特别，
越专业越好；第二，队员的技能要有很大程度上的
互补，一些队员的强项补充其他队员的弱项；第
三，要有粘合剂把团队凝聚成一体。金门桥的＂钢
缆＂里，每根钢丝都抗拉，但不抗折，多条钢丝纽
织在一起做成的钢索更能抗拉，三万根钢索并列是
怎样也拉不断的。混凝土正好坚实能抗折，但有脆
性不抗拉。钢索和混凝土凝聚在一起就成了又抗拉
又抗折的，又坚又韧的＂钢缆＂。为了确保凝聚
力，钢索不能生锈，混凝土里的沙石一定要洗掉灰
尘和泥土。

新梦想 能成功是因为成东青，孟晓骏，和王阳组
成了一个坚实的团队。“土鳖”成东青有梦想，实
干，有韧性，能和社会打交道，又能审时度势；孟
晓骏心气高，有冲劲，又有美国工读的经历；王阳
口语好，能演讲， 有扇动性，为人处事灵活，能
调和冲突。虽然这仨在一起可以为新梦想 争吵，打
架，但没打成个人恩怨，他们知道谁也离不开谁，
所以始终不离不弃。

疯狂英语 就不一样，它的创办人不是“土鳖”，
英语流利，有才华，能演讲，有个人魅力。他太能
干，别人帮不了他。 

我不竟想起了刘邦和项羽。刘邦是个“土鳖”，有
张良，萧何，韩信，陈平来帮他；项羽＂力拔山兮
气盖世＂，韩信只能为他执戟，连范曾也帮不了
他。

闹钟响啦，我的梦暂停，今天是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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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舞蹈班照片

丙烯（油画）色彩班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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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塑班老师和她的学生及学生作品

No. 97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四年五月六月

27



回顾、感谢、留恋 
夏至宁

亲爱的家长和同学们：

你们好！时间过的真快！这个学期
就只剩下最后二堂课了。这意味着
我将要和你们“分手”了。
回顾以往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感
觉总是那么幸福！美好的回忆湧入
心田。中文学校，老师，助教，课
堂，同学，家长，这张张友善的笑
脸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

每当上课日，也是我最高兴的日
子！经常是，我还没有进学校大
门，就听见有家长和同学跟我打招
呼，还要帮我拿箱子拿包的。他们
中间有的甚至是我以前班上的家长
和同学，一直帮我把箱子和包送到
教室里。

上课了，在热情扬溢的课堂上，助
教和家长们为学生们铺上桌布。田
雨虹的妈妈段占云，张可心 的妈妈
闫朝晖，周悦姗的爸爸周鹏，他们
在为同学们的课堂作品的安装，剪
铁丝钻盒子，贴标签等作准备。同
学们专心 上课，课堂纪律非常好。
下课之前，众家长和助教们收拾教
室，同学们各自把完成的作品汇集
在桌上，笑嘻嘻地跟他们心爱的作
品合影留念。

看到同学们，兴高采烈地捧着自己
做的泥塑和家长们渐渐离开教室的
背影，我心里有的是感恩和不舍。
当我每周给家长和同学们发每次上
课的照片时，总是被这群天真可爱
的孩子和生动的作品而感动！

这个学期从2月9日到5月11日有完
成12样的作品：水果蓝里的香蕉，
苹果、凶猛的鲨鱼、美丽的鲜花、
奔驰的火车、企鹅乐园、洁白的天
鹅、快艇、海鱼、Easter rabbit、
调皮的猴子、狼狗、可爱的海象。
这每一件精致的作品，都是同学
们在紧张而短暂的四十分钟里完成
的。把全部的作品汇集简直就是一
幅美丽壮观的图画！

为了让同学们能有一个展示才华，
表现自我的机会，4月6日举行了
学生泥塑作品比赛。由大家评出了
6名优胜者。第一名是史琪音，第
二名是张可心和钱小麦，第三名是
周悦姗，第四名是况原原，第五名
是单卓文。可以看出这些作品都已
经大大超过了初极的水平，每件都
是精品。像张可心的熊猫泥塑，形
体，色彩都掌握的很好。她丰富的
想象，把可爱的熊猫打扮的十分漂
亮，手捧一根绿竹子，还头戴一朵
黄心淡蓝色小花。

通过比赛不但可以测验到同学们掌
握了多少基本功，而且还可以更进
一步地认识了解孩子，知道他们的
渴望。从中看到他们纯朴的内心世
界放射出的灿烂光彩！

眼看一个学期就又要结束了，我是
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在你们中间还
有跟着我在泥塑班年复一年，共同
学习度过了4个学期的田雨虹和史琪
音同学。大家可以在学校的特刊和
网站上，看到她们过往4个学期的精
彩泥塑作品。还可以看到张可心2个
学期的泥塑作品。希望有更多的同
学向校刊的任亚萍总编辑投稿。让
更多人分享到你的好作品！谢谢！

通过多年的教学体会，我深深感受
到：儿童泥塑艺术离不开生活，离
不开孩子。和孩子们打成一片，爱
他们，欣赏尊重他们，倾听他们的
心声。其实会发现，他们是我最好
的老师！

回顾将要过去的一个学期有写不完
的东西。更多的是感恩和留恋！

感谢中文学校开设的儿童泥塑班，
感谢家长们送你们的孩子来我们中
文学校的儿童泥塑班，才使得我有
机会跟孩子们相聚在一起，陶冶情
操，探索提高！感谢学校和校刋对
我们泥塑班的支持，爱护帮助和鼓
励！感谢家长们和助教们的齐心协
力，无私奉献给予泥塑班的大力帮
助！才使得我们儿童泥塑班年年都
成功！感谢每次上门辅导，家长们
对我的热情招待，让我享受到在你
们每一个温馨的家庭里的快乐！

这堂课，我们做周悦姗同学提议，
大家同学赞同的长颈鹿。6月1日
学校毕业典礼，我们班同往年一样
有学生泥塑作品展览，希望你们都
能积极参加。这堂课请把你们最喜
欢的作品带来参展。请在安装好的
作品上，写上你的中英文名字和年
龄。我会送给你们每人一个小礼物
不仅仅是留念还是给你们的一个小
功课。6月8日最后一堂课，大家想
想做什么？请记得带好你们所有的
材料和工具。

这儿的几張照片是上堂课我们做的
可爱海象，还有在王可心家辅导
时，她做的一只和她一样表情丰
富，活泼的海象！同时也为了表
达，我对田雨虹和她妈妈段占云母
女俩的深情留恋和感谢！寄给大家
分享我同这位可爱的雨虹和美丽善
良的妈妈占云，在上周母亲节时的
合影。感谢段占云老师多年来为我
们泥塑班所做的巨大贡献！她的美
丽，善良将同我所有的家长同学们
一起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愿这些记载着美好回忆的照片，永
远伴随着我和你！手牵着手享受美
好的人生！愿宝贵儿童泥塑艺术的
美丽鲜花，永远在我们中间和在我
们的中文学校开放！

再次感谢！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暑
假！
                                   爱你们的
                                    夏至宁
                               5/1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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