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文 sj@acls-m

a.org

学
校

中
文

艾克
  顿校

刊

sj@acls-m
a.org

ACL
S

学
校

学

中
文

学校

No. 103 第一百零三期 二零一五年三月



Disclaimer: 
 ACLS Journal reserves the right to edit, publish, or reject any submission or its contents. Any articles published 
by the Journal may not be published elsewhere without ACLS’s consent and permission. Each article represents the 
author’s opinion, not necessarily that of ACLS.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主编	 	 任亚平
编辑	 	 王				慧	
封面设计														任亚平	 		

来稿请寄：sj@acls-ma.org

本期要目

•	每月见闻

•	行政与管理				

											举办春节庆典活动点滴																		朱涛																														

•	2015年春节联欢集锦																	孙淳
•	小禾集
		 CSL	高级班作文																	
											我的好朋友														9年级，张皓翔																							
											景物描写																							八年级作文
											新年																													6A班，相依
											过春节																						6A班，田雨虹
											天鹅，鱼和螃蟹的故事	MLP-1B		汤奕华
            长大了                          MLP4A	作文

•	笔耕

												吹双簧管的少年																								汤鸿冰												   																							
•	绘画世界																	
									儿童国画班作品选
•	寄语心评
							“人有这么多痛苦，

          为什么还要活着？”														谭正泉																																		

•	漫谈	
										围巾情愫																														心竹蕙悦
										奔跑吧，姐妹!																					涓涓流水

•	泥塑小王国
•	教师生活																												 	
					忙里偷闲上春晚																				武婷婷						

																												

3月1日， 中文学校由家长会牵头组织；学校管理团队协
助； 老师， 学生和当地华人积极参与， 成功地举办了二
零一五年中国春节庆祝活动和晚会。

3月1日和 3月8日 ，我们学校CSL 组的全体老师和助教们
一起，为家长们精心策划和展示了一台具有CSL特色的演
出。受到家长们的高度肯定和赞扬。节目中揉和了学生们
课堂上所学的中文及为过年额外学习的中国新年方面的知
识。为了布置会场，老师和助教们还有不少高中生志愿者
提前到场，用借来的、买来的中国灯笼、各色彩带以及其
他新年的“元素”把会场装饰得真像过年一样。看到学生
表演的节目，就知道老师们花了多大的力气了。CSL组的
老师和助教们的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大加赞扬。     

—— 摘自教务主任们的工作日志

3月8日， 是我们中文学校教师俱乐部“忙里偷闲”成立四
周年纪念日。俱乐部自成立以来，教师们利用业余时间， 
组织了各种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活动。 尤其是积极参与学校
每年的春节晚会。他们的精彩表演在每年的春节晚会上，
都会迎来观众热烈的掌声， 总能把晚会推向高潮。 

3月8日 学校管理团队为老师们， 准备了Teachers’ Re-
freshment，借此感谢他们为新年活动举办成功做出的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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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1日是埃克顿中文学校社区的传统节日活动－春节晚会。按照惯例，春晚是由家长会
牵头组织校董，校方管理层，老师及家长各方社区资源来共同筹办的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包括
晚会当天下午的与中国文化及春节相关的文体活动，晚餐招待，和晚上的文艺演出。晚会的前
期准备要发掘组织社区中各种有专长资源的人力进行诸如策划，文宣，公关，联系企业赞助，
组织评选文艺节目等一系列的繁忙的工作。每项工作都会由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团队具体负
责。

家长会具体负责的工作就是晚餐的准备工作，包括面向社区观众的晚餐招待及慰问演员的晚
餐准备。准备活动的前期是要制定一个开销赤字计划，并凭此制定一系列与用餐相关的采购计
划。然后整个家长会都被动员起来负责晚餐宣传，出售餐票，按计划分工采买。按照惯例，面
向社区观众的晚餐虽然出售餐票，但每卖出一份饭，学校都还需补贴一些钱以体现一种对社区
的回馈。我们也因此可以根据可允许的赤字的最大限额，尽可能的从餐馆采购丰富的高质量的
饭菜。今年从老四川和八福分别共采购了鸡、猪、牛、鱼、素五大种共11种菜，务必使得观众
的晚餐丰富多彩。为演员提供的晚餐是免费的。为了能让演员群体体会到学校对他们的尊重及
对他们的辛勤演出付出的回报，也为了体现学校真心相与演员共同办好活动的气场，我们在争
取的社区广告攒足资金的基础上采购大量的丰富饭菜，包括披萨，SUBWAY，炒面，寿司，锅
贴，牛肉等。

晚餐的重头戏是晚会当天的晚餐服务。因为要保证饭菜准时送到并及时让数百人能在很短的
时间内用晚餐，家长会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资源做晚餐服务。由于校方的人力有限，家长会除
了本身成员加入服务团队外，还要面向社区征召大量的志愿者。另我们非常感动的是虽然当天
下起了雪，我们家长会很多成员的无私付出及大量志愿者的准时到场及热心帮助，使得我们的
晚餐服务能够进行的如此顺畅，使得400人在一个小时就基本全部都用完晚餐。随后的食堂清
扫工作进行的井然有序，我们这个临时拼凑起来的团队表现出了一个专业团队的合作精神和和
谐协作。学校的清洁工也非常惊讶于我们这个临时团队的专业素养。

其实我们这个中文学校的系统也是完全建立在社区志愿者的无私奉献的基础上的。我们这些
业余的人组成的团队的专业化的合作更体现出一种社区信念，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中文学校这个
重要的以华人为主的社区办大办好，使她不仅为我们这些海外漂泊的华人提供家园，还会成为
中国文化与当地结合与交流的重要平台

举办春节庆典活动点滴

家长会主席 ——朱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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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2015年春节联欢集锦

摄影 孙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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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L Advanced CSL 高级班
老师：仲劲红

怡风（Ｓｏｐｈｉａ）
我喜欢的动物－长颈鹿

我喜欢它们身体上的方格子”。长
颈鹿、斑马、狮子、和大象一起住
在非洲。它们吃草和树。我在动物
园看见过长颈鹿。长颈鹿的腿比人
的身体高。它们每小时能跑五十六
公里。它们生的时候，刚出生的婴
儿长颈鹿有七十公斤。

林灵（Ｌｙｎｎ）
我喜欢的动物－猴子

昨天我和我的妈妈，爸爸，和妹妹
去了动物园。我们看了很多动物：
绿色的蛇，很大的老虎，很可爱的
熊猫，但是我最喜欢看猴子。我的
妹妹问我，“猴子吃什么？” 我告
诉她，“猴子吃香蕉。” 后来，我
的妹妹去动物园的商店买一个猴子
玩具。她说，“我也喜欢猴子。”

Ｍｏｎｉｑｕｅ
我喜欢的动物－豚鼠

我 有 一 只 豚鼠。 它 是 我的小动
物。 它 叫 Pip 。它 很 小， 很可
爱。 它 有 橙 色 的 毛 和 黑色的眼
睛。它 的 房子 很 大。它的个性很
温顺。它 在 房子 里 面 会 跑 步。
它 喜欢被 拥抱。它总是 很 高兴。

冬雪（Ｅｌｅａｎｏｒ）
我喜欢的动物－大熊猫

大熊猫生活在动物园和中国。熊猫
的饮食包括在森林里成长的、竹杆
高大的绿色竹子.　只有在动物园和
中国能看到熊猫。熊猫是濒危物种.

安娜（Ｌｉａｎｎａ）
我喜欢的动物－小狗

我的家有两只小狗。它们今年六
岁。 Bailey 很聪明。Steffi 很温
顺。它们是兄妹。

它们很矮，有咖啡色的大眼睛，灰
色的耳朵和鼻子。它们有黑色，灰
色和咖啡色的毛。它们很可爱。

它们喜欢在沙发上睡觉。 Bailey和
Steffi也喜欢跑步。它们喜欢跟网球
玩儿。

尤秋美（Ｏｌｉｖｉａ）
我喜欢的动物－小狗

这只狗有两个小眼睛，一个鼻子，
两个耳朵，一个大口，两只手，两
条腿，一个尾巴。我的朋友们都有
狗。我也想要一只狗。狗很可爱。

莉娜（Ｌｅｎａ）
我的房间

这是我的房间：有很多书，粉红色
的本子，白色的书架，绿色的玩具
猴子，小胖胖的玩具狗，小蓝球和
篮球架，后面的门，白色的大床 (在
左下边, 它是我的床) 。

我的暑假

去年暑假我去了Ｆｌｏｒｉｄａ和
Ｂａｈａｍａｓ。我跟我的家人在
海边和游泳池游泳。我们也做了一
条船，船的下面是玻璃。

我有两个星期住在Ｃａｍｐ　Ｎｏ
ｋａｍｉｓ。在Ｃａｍｐ　Ｎｏｋ
ａｍｉｓ，我打排球，画画，和跟
朋友玩游戏。我的暑假很好玩！

怡风（Ｓｏｐｈｉａ）

这是我的南瓜。
南瓜有三角形的眼睛和方的嘴巴。
南瓜是秋天的象征。
南瓜是橙色和圆的。
我的南瓜高兴。

这是我的妹妹。
她有棕色的眼睛和棕色的头发。
她有大的眼睛和短的头发。
今天她穿橙色上衣。
今天她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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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 作文 
景物描写

指导老师: Eric Shan

枫树
韩梦蕙

我家后院有一颗树, 是一棵枫树, 它
高高耸立。在秋天，人们经过它的
身边都要发出啧啧称赞声，还要我
帮他们拍照片。在冬天，一次大雪
过后，它挺拔的站立在那里，身上
象穿着一件雪白的大衣，显得格外
恬静美丽。这棵树给这寒冷的冬天
增加了一个动人的景色。

我的家
彭麓箐

我的家在一个小山坡上。春天的时
候，周围的树林郁郁葱葱。夏天的
时候，姥姥菜园的黄瓜叶子长的层
层叠叠。秋天的时候，树上的叶子
变红，纷纷落下来。冬天的时候，
外面大雪茫茫，地上和树上都白白
的。白天的时候，我和弟弟上学，
爸爸妈妈去上班，家里空空荡荡。
到了晚上，我们都回来了，家里就
欢欢乐乐。我非常喜欢我的家。

尼亚加拉瀑布
王艾微

世界上有很多漂亮的地方。 但是最
吸引我的地方是尼亚加拉瀑布。 我
第一次去看的是千年五月份， 美国
的一个旅游胜地。 我们已走到边儿
去， 十分迷人。 水流的声音声势浩
大。 从上往下看雾气重重， 洁白纯
净。
层层云雾让我们感觉神秘莫测， 气
势磅礴。 我们还看见七色彩虹从雾
里升起。 如果有机会， 我肯定会再
去尼亚加拉瀑布。

我家的后院
杨紫涵

我家的房子建在一个小山坡上， 站
在后院的阳台上， 你不仅能看得很
远， 而且还能看到许多不同的景
色。 近处， 你能看到许多建在这个

小区里的房子， 它们的外墙刷成不
同的颜色， 有灰色的， 由浅黄色
的， 有红色的， 还有绿色的。 远
处， 你能看到很大的一片树林。 夏
天的时候， 树林一片绿色， 许多小
鸟飞来飞去。 当秋天来临的时候， 
树叶都变红了。 站在后院， 往下一
看， 就像一幅漂亮的山水画， 非常
吸引人。 而冬天大雪过后， 则是一
片白色， 像是披上了一件银色的外
套。 我很喜欢我们家的后院。

加勒比海
龙苗苗

加勒比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清澈湛
蓝的大海散发出一种平静和安宁的
感觉。加勒比地处热带，这里有灿
烂的阳光，凉风从海面吹过来的感
觉很舒服。海滩上的沙子又白又
软，就像一块白色大地毯。那里的
树又高又大，到处都是鲜花和绿
叶。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城里，
街道上挤满了人与车。还有许多商
店，这里最有名的是珠宝店和餐
馆，排列在道路两侧，加勒比海真
是旅游的好地方。

林进恒
今天的天气炎热， 太阳像个大火球
烤着地面上。 公园里， 空气温暖
又新鲜， 阳光照在我的皮肤上， 远
处可以听到儿童的笑声， 小狗的叫
声， 慢跑者的脚步声， 还可以嗅到
烧烤食物的香味， 也可以看椰子树
的下面有一对夫妇在做一个野餐。 
这真是一个难忘的美景。

简安迪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我家的后院，尤
其是下过雪之后。白白的雪非常干
净。我喜欢看雪花慢慢的飘落，洒
在地面上，挂在树梢上。我家后院
被白雪盖着，地面和天空都是白色
的，安安静静的。我还爱到后院的
雪地上玩。我真的很喜欢我家的后
院。

张思琦
我妈妈做的汤面最好吃。 虽然做起
来很简单， 我还是最爱吃。 碧绿的
上海青菜， 金黄的鸡蛋， 洁白的蘑

菇， 长长的面条， 再加上一勺红红
的辣椒油， 香极了！ 我从外面滑雪
回来， 吃上一碗妈妈做的面条， 浑
身上下马上就热乎乎的。 感觉太幸
福了！

黄小乐
那是一个多雪的森林。 阳光下反射
出的雪亮得刺眼。 进入灌木丛中， 
一切都覆盖在白色里。 寒风向你吹
来， 你每一次向前一步， 雪也跟随
你的步伐， 让你感觉就像走在空气
中。 周围很安静， 唯一的声音是风
和雪落下的声音。 你沉醉在大自然
中， 没有什么可以扰乱这样一个多
雪的森林的完美安宁。

候妞妞
有一个星期天我和爸爸妈妈去附近
的林间小道玩。 那里的景色非常美
丽。 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路上， 斑斑
点点。 秋天， 落叶铺满了地面， 一
片金黄。 路上还有一座石头桥， 左
边是清清的流水， 右边是静静的小
湖。 我好喜欢这个美丽的地方。

星星
张旭嘉

夜晚的天空上有点点的光亮，它们
是星星，是千万光年之外熊熊燃烧
的星球。人们看见流星就会许愿。
人们把梦想放在许的愿上。从很早
以前人们就用星座识别方向。在黑
暗的时刻星星是希望的使者。

蒋松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多美尼加共和国
(Dominican Republic)。虽然我已经
去过一次但是我还想去。那里有许
多漂亮的沙滩，人们可以冲浪。那
里气温很好，不冷不热。不下雪但
是会下大雨。多美尼加的人们非常
友善。漂亮的热带树林里有很好看
的鸟，它们的羽毛颜色很鲜艳。你
还可以骑马和在泥里开吉普车。那
里有很高级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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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朋友

姓名：张皓翔 （Aaron Zhang）
指导教师：李冬菲 （Jenny Li）
班级：ACLS Class 9A  
日期：2014年10月

        我喜欢交朋友，也很幸运地拥有很多好朋友，他
们有的是我学校里的同学，有的是我在课外活动中认识
的，有的是我家小区里的邻居，还有的在遥远的中国。
他们带给我友谊、带给我快乐、帮我增长了见识，还让
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优点。在我的朋友中，有一位
最让我想念，因为我一两年才能见到他一次。他就是我
远在中国的好朋友周昊阳。

        昊阳的妈妈和我的妈妈是大学时代的好朋友，昊
阳和我又是同年出生，妈妈们的友谊很自然的“遗传”
给了我俩。第一次见昊阳，是我五岁那年和父母去中国
时。爸爸妈妈带着我从广州爷爷奶奶家去深圳和昊阳一
家聚会。我们一下火车，就见到了来迎接我们的昊阳和
家人。昊阳那时像个可爱的福娃，大大的脑袋、大大的
眼睛，一见到我就热情大方的招手微笑。我们一见如
故，很快就手拉手地一起玩儿了起来。我们一起到海
边，眺望香港，和爸爸妈妈们一起骑车，还在海边公园
的树林里跑来跑去捉迷藏。那天的照片我至今还保留
着，每当看到这些照片，我都不由地笑起来。

        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后来，每过一
两年我和家人去中国看爷爷奶奶时，我都会与昊阳见
面。去年暑假我们去中国时，昊阳一家热情地邀请我去
他们家住上两天。我和昊阳都高兴极了。我们一起吃了
很多美食，逛了繁华的夜市，还去了热闹的游乐场。我
们在游乐场一起尝试了各种惊险项目，还体验了踩脚踏
船的乐趣。我俩没事就爱凑在一起讲笑话，经常笑得肚
子都疼了。一转眼，又该告别了，我们都很舍不得分
开。昊阳送了我一本他爱读的中文小说做礼物，我也送
了昊阳我在美国这边足球队的队服做纪念。

        回到美国家里，每当我想念昊阳时就会翻翻我们
的合影，看看他送的小说。我们还会通通电子邮件，或
互相微信一下。逢年过节时，我们还会跟着父母互通电
话，电话里我们又会讲起笑话，并互相问问各自学校里
的情况。聪明能干的昊阳近来在刻苦练习书法。今年春
节时，我惊喜地收到了昊阳寄来的他亲手写的对联。他
的书法非常漂亮，我为拥有这样优秀的朋友感到自豪，
我也深深为他的惦念而感动。我们把他的对联挂在了我
家餐厅里，每当有客人来时，我都会无比自豪地向客人
介绍，告诉他们这漂亮的对联是我中国的朋友昊阳写
的。

        能拥有昊阳这样优秀热情的好朋友,我真的很幸
运。虽然不能常常见面，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这只能
让我们更加珍惜我们的友谊，珍惜我们每一次的交流与
见面。真心希望我们这份纯真的友谊地久天长！

新年
相依 5A

新年快乐！

大年初一， 我和妹妹很早起来去妈妈和爸爸的房间拜
年。 我们说：“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年年有福！”
拜年拜好后， 妈妈和爸爸给我们红包。然后我们要穿
新衣服了。我的衣服像一个花团， 全都是红花。
吃完早饭后， 我和妹妹帮妈妈打扫卫生， 把家里整理
得干干净净， 比一个新车还干净！我们还挂了红灯和
贴了对联， 把家打扮得又红又好看。中午的时候， 我
们喝了汤面。 汤面又鲜又好吃。 我还主动帮妈妈准备
晚饭。

晚上的时候，我们做饺子。 我负责帮妈妈做馅子。馅
子里放了小牛肉， 火鸡肉， 虾仁和鱼翅瓜。 拌好后， 
妈妈把馅子放在冰箱里。 一个小时以后， 姐姐， 妈
妈和我就开始包饺子了。 我包得不好看， 所以就负责
把馅子放在饺子皮的中间。 然后妈妈和妹妹用水把饺
子皮周围弄湿， 再把它捏起来。 饺子一个个整整齐
齐地排在一起， 好像又白又胖的元宝一样。 我还帮妈
妈做了别的菜。 菜齐了， 大家都坐下来吃饭。 桌上
有饺子， 馄饨，很多鱼和肉， 牛肉汤， 面， 蔬菜， 
米饭，和豆腐。 我举杯祝福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新年快
乐。 他们也祝我和姐姐学习好，身体好.

吃完晚饭后， 大家坐下来边吃水果边看春节联欢晚
会。 我最喜欢看的节目是魔术， 因为每次都有惊喜。 
这一天大家都过得特别高兴。 我真心祝福大家羊年快
乐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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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春节
田雨虹

你们是怎么过春节的呀? 是就过一天，还是过好几天？ 
那你听一听我家是怎么过得。 除夕那天， 全家都要收
拾房子和打扫卫生。 每个人都要收拾自己的屋子。 妈
妈出去买菜， 然后去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除夕晚上
必须包很多饺子。 第二天到初一了。 我每次会早早的
起床， 着急地等爸爸妈妈给我和哥哥红包。 红包也可
以叫做压岁钱。 是大人给小孩子的礼物， 希望小孩子
新一年里健康平安。 中午了，妈妈把昨天辛辛苦苦做
的饭菜拿出来吃。吃完的时候， 我们就去看春节联欢
晚会。 晚会有杂技和魔术， 这两个是我最喜欢的表
演。 还有可逗人的小品， 唱歌和跳舞， 每次看都会
觉得很好玩儿。 一般初二到初五会去给亲戚和朋友拜
年。 可惜我家亲戚全在中国， 所以我们只能给他们打
电话拜年。 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我们要吃汤圆。 在中
国可以看舞龙舞狮表演。 过了正月十五， 热热闹闹的
春节就算过完了。你们过年和我一样吗？

天鹅，鱼和螃蟹的故事
MLP-1B 汤奕华复述

注：汤弈华同学复述的故事, 家长帮着打出来

有一天，海边的天气很暖和。那里有一只天鹅在散步。
忽然，它看见一只小船，船里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天鹅
好饿，它想拉小船去吃里面的好吃的东西，但是那只小
船太重了。天鹅去找了鱼和螃蟹一起拖船。它们没拖
动，因为它们乱拖，每个人去不同的方向：天鹅往上面
拖，螃蟹往沙滩上拖，鱼往水里拖。然后它们就打架。
这时候，来了一条海豚，它分开打架的动物，它说：“
为什么你们打架呀？”天鹅说，“我们要拖这条船，但
是拖不动，有人偷懒了！”鱼和螃蟹说：“我们没偷
懒！”海豚说：“好奇怪。请你们再拖一次。”海豚看
见它们怎么拖的，它就笑了。“你们要拖一个方向，不
是好多好多的方向！”然后它们就一同拖一个方向，船
就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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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深房地产专业团队，房地产买卖， 投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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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语笛长大了

　　上个星期天，我们的橄榄球队赢了	Super	
Bowl	。我们拥有一只很好的球队，但是在这以
前，已经十年没有赢得冠军。爸爸激动得哭了，妈
妈激动得跳上跳下。
　　看见他们这么兴奋，我就想，现在轮到我来让
他们平静一些。于是，我拿出四个杯子，又从冰箱
里找出四根冰棍儿，做了四杯奶昔，还插上小伞来
装饰。大家很开心。
　　我又洗了许多水果，放在大碗里，让大家分
享。爸爸告诉我，我长大了。
	
	
																										尹子健长大了
	
								有一天我做了一点作业，就很想去玩。爸爸
妈妈和弟弟在睡觉。我想，要是我去玩	I-pad，爸
爸妈妈不会知道。可是我的作业还没有做完。我很
想玩，但是我还有作业!	想了想，最后我决定去做
作业了。妈妈知道了这件事以后说：“子健长大
了。”

																					王欣怡长大了																				
	
							我要给你两个原因证明我长大了。比如，我很
独立。妈妈不在的时候，我可以自己戴CRT镜头和
做功课。我的爸爸说我体贴。当他累了的时候，我
不打扰他。以前，爸爸喂宠物。现在，我意识到，
那是我的责任。这是为什么想我长大了。
	
	
																					刘爱咪长大了
								
										我真的不想长大，但是我做的一些事情让我
显得已经长大了。比如说，我完成作业后，如果妹
妹需要的话，帮助我的妹妹完成她的作业。如果
客人来，我自己清理房间，这样我的父母就不用
做了。另外，在上学日，我早上叫醒妹妹，这样
她不会迟到。所以说，有时候，我的父母会觉得
我已经长大了。

长大了

MLP4A	作文						指导老师：	洪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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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双簧管的少年

鸿冰

诗人或是对大自然寄予热烈情感的人会对她所描写
的这一幕感到兴趣:

记不清那是怎样的开端，只仿佛是忽然间成了习
惯，每日的夜空就再也失去了平静，夜夜回响起他
音乐的诗篇。。。

他是一个在她家窗外，那开阔的楼顶平台上，吹双
簧管的少年。

她从未、从未在白天见过他，只是通过他的乐声认
识了他，敬爱着他，对他开始了崇拜。可一个羞涩
的女孩怎敢有被他认识的奢望，在她还是一个丑小
鸭的年代？只在一两个凉爽极了、繁星满天的夏
夜，她悄悄地来去，不带走一粒星尘，曾经远远地
凝望过那个英俊硕长的身影，面对万家灯火，正陷
入如梦的幻想。。。

他是新手，日日从最简的音符开始吹奏，技法也不
甚娴熟，然而只有她知道他已用尽了爱心，不然这
音乐为何一日丰满一日，一日动人一日呢？

一个雨夜，风打寒窗，萧索凄然。世界于今夜真是
冷清啊！一种思念徒然掠过心际，但是她不敢，不
敢奢望人生。雨，淅淅沥沥。她关掉了窗前的灯，
默默地倾听着雨声，风把浅色的窗帘吹得飘摆不
定，黑黝黝的桦树也在风中飒飒作响。除此之外，
一切便静默得没有了声息。然而，谁不是在希翼中
生活？于冥冥中一个寂寞的少女也会有渺茫的希
翼，然而期望的又是什么呢？又实在想不出期望所
在。

当她正竭力思索这一切的时刻，他来了，真的是他
吗？当他那还不很成熟的第一个音节在夜雨中弥漫
时，她几乎是透不过气来的惊讶、也夹着透不过气
来的狂喜。她这才意识到她之渴望的正是他，和他
回响在夜空中的乐章。

今夜他吹奏的是她所不知名的乐章，很美。舒缓悠
扬、微带轻愁的旋律在夜雨中弥漫，那高高低低的
音节竟象飘落的花瓣，微带着残香，在七月的夜幕

中柔漫地散布着、轻轻地回旋着。这曲调其实是很
洒脱的，还不乏一丝轻快，但不知为什么，在夜雨
中，她竟觉得有两颗泪珠滚了下来。

啊，朋友，莫笑她痴情：你可知这是怎样一个夜晚
一晚风如此肃索，寒雨如此缠绵，在一切都瑟缩雨
中的时刻，却有一个灵魂在热忱地吹奏，碰巧有颗
心在旁谛听，她体会出他播散的前所未有的神明气
氛、柔和中带着对世界的轻叹，这颗同样有此情怀
的心怎能不激动呢？

哦，那是什么曲子如此动人，那又是怎样一个少
年，竟在这样的夜、无边的雨里拨弄他激昂的爱
物！真想冲进迷朦的夜色里，也学一学古人，和他
做个长久的知音！

—————————————————————
注：		

母亲于一年多以前离开我们了。在北京家中整理旧物
时，发现了母亲为我精心保留了二十多年的8本清华文
学期刊，在这些当年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字迹已经变得
有些模糊不清的学生刊物中，我竟然找到了自己当年写
的一篇散文《吹双簧管的少年》，发表在《清华文学》
总第六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算起的）。当年设计这本
杂志封面的是建筑系的谢晓泽师兄，现在已经是美国斯
坦福大学艺术系的教授了。那时的文稿都是手写的，校
刊投稿一律不退，如果没有妈妈为我保留的这些刊物，
我的这篇文章和其他学子的诗文恐怕早已失落了。我把
这些油印的刊物小心地放进手提箱里带上了飞机，带回
了大洋彼岸波士顿我的家，从此它们与我不再分离。

翻看着8本很薄很脆的期刊扉页，才发现自己当年还为
其中的两期做了封面设计。阅读着那些发黄变褐的纸
页，字里行间，一股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我的思绪飞
扬在当时活跃在清华
文坛的少男少女们的
诗歌、散文和小说之
间，不禁感慨万千。
当年的文章是用第一
人称写的，在这里改
为第三人称“她”，
够得上是一篇现代“
小小说”了。

谨以此文献给那多愁
善感、美好青涩、激
情四溢的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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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儿童国画班的作品选

指导老师：	 Sharon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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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这么多痛苦，为什么还要活着？”

谭正泉 2014年6月28日

有一次我从学校接我十二岁的小朋友回家，我们在
车里谈论当时乔伯斯患病还坚持工作，而且日渐消
瘦的事。小朋友学校就在苹果公司的隔壁，谈起乔
伯斯也是自然。快到家时，小朋友问＂人有这么多
痛苦，为什么还要活着？＂我说这是很有意思的问
题，让我们各自好好想一想，然后再来一起探讨。

一个星期过后，小朋友跟我说＂人有痛苦，让活着
更有意思。＂ 我问＂为什么是这样呢？＂ ＂有痛
苦说明人为达到某个目标在奋斗而遇到阻力了，要
是克服了阻力，目标就能实现了，这样取得的成
就更让人珍惜，更有意义。＂小朋友回答。 他又
说＂如果一个人在阻力面前选择放弃他的目标，那
就不会痛苦了，因为他不再挣扎。＂＂没有任何事
比活着更好了，痛苦算不了什么。＂我听了有点吃
惊，但也在意料中，我这位小朋友经常有他的独到
见解，只是这一次谈的问题太大。

我对小朋友说＂我很喜欢你的理解，我没想到更好
的答案。只和你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春秋时越王勾践问计于谋士文仲＂越人每次被吴国
进攻时，总像惊弓之鸟，你说如何是好？＂ 文仲
说＂越国还有希望，因为死鸟是不会惊弓的。＂后
来吴王夫差大败越军，越王从文仲和范蠡之计对吴
国称臣，自己甘愿做吴王的马车夫，＂兴高采烈＂
地去接受嬉戏和凌辱, 越国也成为吴国的附属国。
勾践白天受嬉戏和凌辱之后，晚上还强迫自己在柴
草中睡，每晚必尝苦胆，以提醒自己复国的抱负。

能忍常人不能忍，勾践才得以杀夫差，灭吴国，成
为春秋一霸。

日本和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战败国，德国柏
林被炸成百孔千疮，日本东京几乎被夷为平地，广
岛与长崎被化为乌有。只用了二三十年，日本和德
国都崛起成为发达的工业大国。重型机械，汽车，
家电，科研设备，高速铁路机车，摩天大楼建设，
德国和日本都成为世界先进。二战中的战胜国也同
样被打得稀巴烂，可惜三十五十年过后，有的战胜
国还是稀巴烂，也许它们缺少了战败的那份沉重。 

再回来讲乔伯斯，他一生下来就被亲生父母放弃，
过继给别人。二十岁缀学，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三十岁被自己创建的苹果电脑公司开除。他没有
向这些痛苦屈服，一如既往地＂stay foolish, stay 
hungry.”  到病魔缠身，还要继续做他的iPhone, 
iPad. 他把每一天当作自己活着的最后一天，只做
自己最喜欢最重要的事，没有时间想虚名，别人的
看法，张家长李家短。痛苦成就了乔伯斯，这些痛
苦让乔伯斯活得更有意义。

罗曼罗兰创作《约翰克里斯朵夫》，洋洋洒洒一百
多万言，写一位音乐家的奋斗与痛苦，来＂献给各
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傅雷
译）。

Barbara Branden 初次见到Ayn Rand 的时候，说
起她在读《Jean Christopher》（约翰克里斯朵夫
的英译本）。Ayn Rand 说人生的目的是宁静与详
和（serenity), 而不是挣扎和痛苦，不要太热衷于
挣扎。罗曼罗兰写的《贝多芬传》，只有短短几十
页，全部描述自由灵魂战胜了种种艰难困苦后达到
的宁静与详和。《约翰克里斯朵夫》和《贝多芬
传》同样的不朽。

贝多芬第六交响曲全曲田园风光，郊原牧歌，充满
了宁静与详和，偶尔的暴风雨也只是插曲，雨过天
清，复归于宁静。第五交响曲从开始到结束充满暴
风骤雨，无尽的挣扎，叠起的搏击，搏击后达到宁
静才如此详和。我更喜欢第五，特别是卡拉扬演绎
的第五。

人有何等的目标就有何等的奋斗，奋斗过后达到的
宁静才如此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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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柜里收藏了各色各样的围巾
厚薄手感质地视觉各不相同
绸缎的，针织的
羊绒的，皮毛的
还有绣着各种图案的苏州丝巾
红色的，兰色的，紫色的
粉色的，绿色的，彩色的
有的方形，有的长方形
有的端庄典雅
有的飘逸洒脱
有的富丽华贵
有的俏皮时髦

烙印着时光岁月的是
一条红白黑相间的羊绒围巾
色泽已没了往日的鲜亮
式样上也寻不到流行的踪影
在琳琅满目的衣柜里
它显得那么平凡
那么不合时代
和陈旧暗淡
像一只丑小鸭
游在天鹅湖里
但它却是我的珍藏
我的最爱

它是父亲托人从上海买的
这干里之外的尤物
带来的惊喜曾让我兴奋不已
那年我十二岁
花一样的年龄
围着它呈引来
众多同龄人羡慕的眼光
围着它呈温暖过
无数的寒冷冬日
它曾经是那么炫丽
给灰色的冬天
增添了些亮丽的色彩

少年时代
每个冬日里都戴着它
迎着晨曦沿着凤子河
走过通往黄田中学的石板路
与儿时玩伴
堆雪人，打雪仗
与家人围坐在红红的碳火盆边
炀一洋瓷碗自制酒酿
烤些妈妈做的糯米饼
或者懒洋洋地
坐在门前晒晒太阳
看妈妈衲鞋底

后来寄宿上了宣城中学
我越走越远
回家的路越来越长
每次回家都是来去匆匆
再没了那少年时的闲暇
凤子河依然涓涓流淌
儿时的玩伴却已各奔东西
父亲也己去世多年
美好的童年往事
和父亲的音容笑貌
凝聚在这饱含浓浓父爱的围巾里
伴我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

  围巾情愫

 心竹蕙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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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吧，姐妹!
                          涓涓流水 

2015年冬天，波士顿的大雪让人终生难忘。寒冬
中，Undefeatable跑团以 “奔跑吧，姐妹”的舞蹈登上
3月1日举行的艾克顿中文学校春晚，更让姐妹间的温馨
友谊永驻心田。
    
Undefeatable跑团是二十四个热爱生活，热爱跑步的女
生团体。它成立于2014年九月的Acton Bash&Dash 5K 
之旅。那时仅仅是四人的女生组合，短短六个月，它已
经成长壮大到今天的二十四个女生大家庭跑团。 

我们中有跑过半马的长跑骁将，有激情四射的运动爱好
者， 有奋不顾身的执着跑主儿，有心怀千千跑步情结
的菜鸟，也有刚刚起跑的边走边跑者...... 妙不可言的跑
缘，让我们跑到了一起。一次次的并肩奔跑，让我们彼
此相知相悉， 凝聚成永不言败的Undefeatable跑团!

春晚台上，一句“无所畏惧的去追梦，汗水书写这份光
荣”的歌声诠释了我们的奔跑宣言；台下，一句“有你
在，跌倒也从容”，更道出一路我们走来的浓浓友情。
为春晚，跑团全体总动员，群策群力，倾情投入，选曲
编舞，设计队服，从无到有，推出属于自己的作品。回
想一路，多少次的调整时间和预定场地；多少次的无惧

困难，互相理解支持，找到我们共同的带宽；多少次无
畏史上最强大雪，冰天雪地中从各处赶过来的排练彩
排…我们都坚持下来了，留在记忆里的是排练花絮时的
欢声笑语，有心姐妹们带来的巧克力和小点心的甜美芳
香，温暖人心。感恩在跑的一路上遇见你们！ 
    
再见春晚，走下舞台，奔跑不息。不约而同地，无论是
清晨奔，或是午间跑，还是冬夜行；无论是随心走，或
是放空游， 还是音乐随….二十四个我们千姿百态继续
跑在路上。群英会时的操场上，一圈圈的留下我们的脚
印，伴着一串串笑声，比走了一旁踢球的男神大叔们， 
跑空了整个操场。 奔跑中，曾经一个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5K， 8K，10K...... 一步步地被我们逼近，突破和超越；
从菜菜鸟炼到金凤凰，可以属于我们的传奇! 

我跑，故我在。匆匆一路，我们有过充满童趣的龟兔
跑；有过缅怀岁月的经典阿甘人生跑；有过向偶像致敬
的杜丘和真由美之追捕跑；有过致青春的白衣飘飘跑；
有过感恩火鸡的大狂奔；有过欢庆节日的红色浪漫跑；
有过圣诞老人的游行跑...... 下一次的相约，是今年五月
波士顿的Run-to-Remember！奔跑吧，姐妹！

感谢家人和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感谢Unde-
featable队服赞助商Bostonese.com和波士顿侨报的一路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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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泥塑班的小朋友和他们的作品

指导老师：夏至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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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紧锣密
鼓欢歌笑语声
中，丰富多彩
的ACLS海外春
晚终于落下了

帷幕。余音绕梁之际，由中文学校老师和特邀家
长表演的《小苹果》再次火了起来！晚会上，诙
谐活泼的舞蹈，青春亮丽的服装，伴随着节奏明
快的歌曲把观众high到了高潮。孩子们催着父母
赶快录像，并情不自禁地在台下跟着节拍扭动，
大人们扯着嗓子叫喊“再来一遍”！那场面真是
火热暴棚！持续发烧。晚会后，街头巷尾，微信
朋友圈热议不断，好评如潮！

回顾历年的春晚，每次由《忙里偷闲》教师聚乐
部组织的节目总是热门话题。

2012年春晚ACLS中文学校的老师集体登
台——《时装表演》。身着古典雅致的旗袍，和
婀娜多姿裙装的老师们与少男少女的高中生联合
呈现了一台古典美与现代时尚完美结合的表演。
第一次精彩亮相！

2013年 春晚又上演了一出《唱脸谱》，国
粹京剧传至海外。由夏至宁老师扮演的青衣和乐
谨，武婷婷老师演唱的花脸，集高平老师与孩子
们的锣鼓斤斗和众老师的唐装脸谱于一体的戏歌
联唱，可谓是精彩纷呈。夺得了满堂彩！

2014年更是把《最炫民族风》刮上了海外的
春晚舞台！穿着色彩斑斓运动服的老师们伴随着
原教务主任简建华和文化主任李艳的歌声，欢歌
劲舞，台上台下，掌声和歌声呼应，演员和观众
互动，现场气氛甚是热烈，眩目多彩！

忙里偷闲上春晚

写在二零一五年艾克屯中文学校新年联欢晚会之后

武婷婷

No. 103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五年三月

19



2015年继往开来，忙里偷闲聚乐部别出心
裁，邀请家长会的朱涛和蔡永耀和老师们一起将脍
炙人口的〈小苹果〉搬上了中文学校春晚的舞台。
演出前，两位男主角非常的敬业，把舞蹈动作的录
像琢一分解，不断摸索。朴琳老师更是煞费苦心，
剪接编排。大家冒着冰雪严寒，刻苦排练。真是功
夫不负有心人，演出果然大获成功！喝彩声之外，
更重要的是人们看到了一种精神，它首先赋予了这
个节目一种新意——老师和家长就像那辛勤的园
丁，学生和孩子们就是那可爱的小苹果。在中文学
校这个苹果园里，家长为了孩子任劳任怨，呕心沥
血。老师们为了学生不辞辛苦，义务教学。平日里
精神抖擞地站在讲台上。课余时忙里偷闲地载歌载
舞。每逢新春佳节，更是将令人耳目一新的节目奉
献给大家。

因为〈小苹果〉的歌词唱出了作为园丁的老师和家
长的心声：

我种下一颗种子 
终于长出了果实 
今天是个伟大日子 

摘下星星送给你 拽下月亮送给你 
让太阳每天为你升起 
变成蜡烛燃烧自己 只为照亮你 
把我一切都献给你 只要你欢喜 
你让我每个明天都 变得有意义 
生命虽短爱你永远 不离不弃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儿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红红的小脸儿温暖我的心窝 
点亮我生命的火 火火火火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儿 
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 
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 
种下希望就会收获 
 
从不觉得你讨厌 你的一切都喜欢 
有你的每天都新鲜 
有你阳光更灿烂 有你黑夜不黑暗 
你是白云我是蓝天 
春天和你漫步在盛开的 花丛间 
夏天夜晚陪你一起看 星星眨眼 
秋天黄昏与你徜徉在 金色麦田 
冬天雪花飞舞有你 更加温暖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儿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红红的小脸儿温暖我的心窝 
点亮我生命的火 火火火火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儿 
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 
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 
种下希望就会收获

传承中华文明，传播中国文化

愿ACLS中文学校这个欢乐的苹果园扎根在海外这
片肥沃的土地上，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愿在园丁们
辛勤的汗水浇灌下，小苹果们快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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