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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学校舞蹈班
朱碧云老师发来消息，
用图片的形式，报道了
舞蹈班小朋友认真学习
中国民族舞蹈的情形。

11月8日，	学校家长
会讲座组邀请到滋根基金会的Judy	Manton教授来我们中
文学校，分享了她在中国滋根乡村的支教经历，介绍了目
前的滋根项目，	表彰了艾克顿部分中学生为滋根做出的努
力。希望更多中学生关注和参与滋根基金会的活动。

11月15日，校行政人员开会，	讨论了下学期注册事宜，	
安排了学校春节晚会的工作细节。

11月22日，	学校行政为老师们
举办了这学期的教师酬谢聚会
活动。老师《忙里偷闲》俱乐
部，推出了一台小型的以《东
西南北》为主题的时装秀。	老
师和行政人员还一起卡拉OK比
赛。	乐瑾老师的京剧《智斗》
获得了第一名。	

11月25日，	学校组织的
从学生中征集节日贺卡的
活动，得到了学生，老
师，和家长们的积极响
应。	到本月25号截止日
期，学校共收到27位学生
的参赛作品。目前，	这些
作品正在评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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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寄语

教务主任：	石红月

2015年秋季学期我们共开语言班38个，分为6个教研组。其中暨南中文低年级组有PreK，K班和一年
级共6个班，组长是邱水英；暨南中年级组二年级至五年级6个班，组长是孙玉梅；暨南高年级组六年
级至九年级以及AP中文共7个班，组长是于晓研。随着马立平组的班级增加现在分为两个组，马立平
低年级组一到三年级共6个班，组长是孙剑平；马立平高年级组四到八年级共7个班，组长是徐静。另
外我们还有面向中文非母语的学生的CSL班共7个，Beginner	1-3,	Intermediate	1-3,	Advanced	CSL，
组长是乐瑾。

班级众多，教材多样，给我们的教学管理带来挑战。教研组长的组织与协调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的
六位组长除本身担任教学任务，还承担着协调年级组教学，了解应对各班级需求，帮助新老师，组织
年级组活动等责任。另外还有记录老师考勤，需要时安排代课老师等日常管理。目前秋季各教研组组
会都已开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组长们的工作有效保证了全校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暨南中文九年级是我们的毕业班。今年我们将第一次有马立平系统的毕业班：马立平八年级。因为学
校的课程设置是上完暨南中文一年级以后选择或者是暨南中文二年级，或者是马立平一年级，所以马
立平八年级的学生在年级上跟暨南九年级的学生一样。从仲劲红，徐静老师2009年秋季带的两个马立
平试点班开始，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形成了马立平和暨南中文平分秋色的稳定局面。两套教材各有所
长，殊途同归，满足了不同人群的中文学习要求。

搞好中文教学，离不开校董会、校管理团队的支持，离不开家长们的帮助与配合，而我们的老师则始
终是最主要的推动力。他们或者长期教学，经验丰富且热心分享；或者才华横溢，用心琢磨而不断精
进。老师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热心传播中华文化。希望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学校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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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A班作文

指导老师：	于晓研

我	的	老	师

蔡逸成

				我有个音乐老师叫弗兰克。今年夏天，妈妈带我
去弗兰克的班上试着上了几堂课，想看一看我喜不
喜欢。结果我很喜欢弗兰克的音乐课。所以开学以
后，我决定呆在弗兰克的班里。每个星期三下午放
学以后，弗兰克教我吹萨克斯风管。

弗兰克没有头发，戴着眼镜。他中等个子，不胖不
瘦。可能是因为弗兰克没有头发的原因吧，我觉得
他看起来比我的爸爸妈妈年纪大。他上课的时候总
是很严肃，但是他对我很耐心。有一次，他教我吹
一个调子的时候，我卡住了，不知道应该怎么接着
往下吹那个曲子。我花了很多时间，才把那个曲子
吹好。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都很耐心，没有对我
大声批评过，跟我说话的时候，从来没有不耐烦，
总是很平静。

				弗兰克知道很多吹萨克斯风管的技巧。有一首曲
子节奏非常快，需要我很快的从音符C换到音符D。
弗兰克教给我一个窍门，让我更快更好的演奏萨克
斯风曲子。学校老师教的D音符原来是要用七个手
指弹，但是弗兰克的新方法是只要用一个手指！所
以，我现在只要换一个手指就能够演奏出这首很快
的曲子,再不用换六个手指了！

去年我刚刚开始学萨克斯风管的时候吹的很糟糕。
有一些高年级的孩子们取笑我和我的朋友们。可是
他们越是取笑我，我越想要变得更好。今年我回学
校的时候，老师说我在这个学校里是最棒的。我觉
得我比那些笑话我的高年级的孩子们吹的还好。

在弗兰克的帮助下，我成为了学校里最好的萨克斯
风管演奏者！我每个星期都很期待上弗兰克的课。

孝

相依

孝就是你要怎麼样對你的父母好。我們都知道对自
己的父母要尊重，但是孝還有更多更多的意思。
在孔子寫的論語裡，他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
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
與！
他的意思就說，孝順父母，尊敬兄長，這就是實行
仁道的根本吧！
我们在家裡學過和做的事情一定會在外面表现出
来。如果我们在家裡尊重我们的父母，對他們關心
的話，我们到學校或者工作的時候，也會尊重我们
的朋友和老闆。
我们要先学做人，再学做學問。這個意思就是我们
要先學著怎麼做人，再學其他的知識。我们不能只
是在学校里学的科目是优秀的，但是做人的方面却
不行。比如你不能很好地和你的同事和老板相处，
相互尊重，这样就不好。所以，做人要比做学问重
要。
我們都要對我們的父母好。他們給我們生活中的一
切，一個温暖的家。我們应该對他們做些什麼。
我的媽媽和爸爸每天要早起送我和姐姐到學校，下
午，爺爺和奶奶还要送我去上小提琴課，樂團，擊
劍，和數學課，他们为了我们很辛苦。
我想将来等我長大以后，我一定會幫助他們。如果
他們身體不好，生病，或者有事情的時候，我會到
他們的家裡照顧他們。
我想孝字，告訴我們一個意思：你得到的，要想办
法還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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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

谭杰睿
	
Mrs.	Kate是我小学5-6年级的老师，她在教学生的
时候，我能感觉到她对工作的那份热情，

我也能看出来她对当老师非常感兴趣。她是一个很
有幽默感的人，她让教学变得更加生动，更加
有意思。她一直都是很认真积极的教课。
	
Mrs.	Kate对我们很好。每个星期四如果天气好，
她都会和我们一起在外面玩儿游戏。如
果天气不好，她也会和我们在教室里玩儿游戏。
	
Mrs.	Kate让我在上学的时候感觉到温暖。她很关
心我们，也很愿意帮助我们。她帮学生
的时候总是很认真，也很热情。

我觉得她是我的老师中的最好的老师。

孝

许锴文

孝是什么意思呢？孝是指尊敬奉养父母。孝是中国
人特别重视的品德。在中国古代流传着二十四孝的
故事，人们对父母特别孝顺的人都很尊重。

在我的心里,	我的外婆很重要，我有很多理由要对
我外婆好，就是孝，这是我要说的。

在我的记忆里，我大概七岁多的时候，有一次我弹
钢琴，妈妈说了我一句，我不高兴了，就跑到我自
己的房间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我的外婆推门走
进来。开始的时候，我不要外婆在这里，但是外婆
对我非常好，她洗了一个毛巾给我擦脸，还和我说
了许多话，听了外婆的话，我又下去接着谈钢琴
了。

我的外婆从我出生的时候起就来照顾我。因为爸爸
妈妈工作都很忙，所以一直都是外婆照看我。我还
有一个哥哥，比我大五岁。外婆很会做饭，有时我

还会帮她做。我喜欢吃她做的饭，特别是她包的饺
子，比买回来的好吃多了！每天晚饭我和哥哥就不
用等爸爸妈妈回来再做饭了。

孝的意思是奉养父母。但是孝不是只对爸爸妈妈
的，对我们的长辈也应该是这样，比如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等。帮助爸爸妈妈做事是孝，帮助长辈做
事也是孝。

我每天都会做作业，弹钢琴，和外婆说话聊天，每
次外婆都显得很开心。看到外婆高兴，妈妈看起来
就更轻松。我们的家庭就是一个快乐的家庭。

我想我将来长大后一定要好好努力工作，挣足够的
钱，让爸爸妈妈和外婆他们过的更好，给他们幸
福。

你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给了你许许多多，我们感觉到
他们给我们的爱，这时我们还不能为他们做多少，
但是等我们长大了，可以帮助他们，可以奉养他们
的时候，不为他们做些事的时候，会很不好意思。
因为他们帮助了你，你也应该帮助他们。

我在想，如果将来我挣很多钱，我会和我的家人一
起分享的。你会怎样呢？

我	的	老	师

王怡宁
	
	我从5岁的时候起开始学习芭蕾，至今已有6年多
了。
		
去年，我上芭蕾课五年级的时候，恰好学校的教导
主任担任我的老师，她叫玛丽。玛丽高高的个子，
一头金发中夹杂着一些白发，虽然她不年轻了，但
却精力充沛。她对我们要求很严。对我们做的每一
个动作都精益求精，力求完美。这对我们帮助很
大，每个人都觉得提高了不少；同时，玛丽对我们
也非常耐心，她总是鼓励我们，每个孩子都感觉更
喜欢芭蕾了。

玛丽经常让我做示范给大家，这对我是极大的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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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我学的更起劲了。

五年级结束的时候，玛丽建议我跳级到七年级，所
以我现在是芭蕾学校七年级的学生。我
特别高兴，也更喜欢芭蕾了。虽然我的七年级老师
不再是玛丽，但我经常在芭蕾学校还是能碰
到玛丽，每次都热情的和她打招呼。

感谢玛丽对我的指导和鼓励！

我的老师

王明宇

										Mr.	Deforest是我在英文学校读四年级时的
老师。
										Mr.	Deforest	是一个非常年轻，很友好很有
趣儿的老师。有一次，我们在考试，我们还没有考

完呢，Mr.	Deforest	就说，“好的，现在我们大家
休息一会儿。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看我在我的电话
上玩儿电子游戏！”他可能觉得我们累了，于是
我们都走过去，围着他的桌子看他玩儿游戏。Mr.	
Deforest	很喜欢玩儿电子游戏。
这是其中的一次，我觉得他对我们很友好。

还有一次，Mr.	Deforest	想玩儿橄榄球。所以在课
间活动时，他把橄榄球带出去，跟我们玩儿。从此
以后，每个星期四，他都跟我们出去玩儿橄榄球。
	 Mr.	Deforest	也给我们讲很有趣的事实。
有一次，他问我们，“世界上最结实的材料是什
么?”没有人知道。所以，他告诉我们回家在网上
查找。但是我忘了。然后，在第二天，他告诉我
们，“蜘蛛网是世界最结实的材料。”没有上网的
人都没有想到蜘蛛网是世界上最结实的材料。

我很喜欢他，他是我最喜欢的老师。

 

    
 
 
 
 
 
 
 
 
 
 
 
 
 
 
                 

 

            Quintess 精英团队 
网址: www.JanetQin.com 
 

    电邮: QuintessRE@gmail.com 
    
 

                                          

       资深房地产专业团队，房地产买卖， 投资移民

开发地产，免费咨询服务。借助我们的经验，信息

帮助实现你的房地产梦想！ 

 手机: 978-761-9838   
 

 传真: 978-429-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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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丙烯班学生的作品

指导老师：  汤鸿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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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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家长和同学们，

你们好！

祝贺大家！我们泥塑班的这次作品比赛非常成功！除
了有几位同学忘记把作品带来学校之外，大多数的同学
都有参赛。非常感谢你们大家的热情支持，参与帮助使
得这次活动圆满成功！我非常喜欢这些件件精美的作
品！通过比赛让我更加了解到了同学们对泥塑学习掌握
的程度，和同学们的需要，这对提高改进我今后的教学
很有帮助。此次比赛的作品不仅仅只是平时课堂上的做
的作品，还有同学们自己的创作。荣获第一名的卞海蓉
同学，她的中秋满月和白兔加上她自己的构思，在白兔
的身边放上一朵她创作的玫瑰花。有鲜艳的玫瑰花衬
托，此时的白兔显得更加洁白如雪，活灵活现。

感谢所有的同学和家长和二位TA大姐姐的付出！下面
是Shirley和TA大姐姐海娜为此次比赛统计出的名单：
第一名：卞海蓉同学。第二名：董思遥同学，田一然
同学。第三名：万仔瑶同学，卞海涛同学，汪佳林同
学，娜娜同学。第四名：张依晴同学，孙雯雯同学，
崔立鹏同学，傅兴华同学，潘天诺同学，曹康宁同
学。

感谢你们为我们的这次友谊赛送上了优秀的作品！感谢所有参与这次活动的大家！我相信这次没赶上比
赛的同学，下次一定会携带你心爱的作品来参赛。我期待着下一次的比赛！

爱你们的
夏至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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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真如流水。一晃又是一年！那年俱乐部刚成立时抢答对联的情
景还历历在目：大家以“忙里偷闲”为横批，对上下联， 忙得是不
亦乐乎！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視天上云卷云舒。
成了“忙里偷闲”俱乐部的座右铭。俱乐部曾在ACLS全体教职员工
的聚会上举办了第一届“春夏秋冬”时装表演。

今年的十一月二十二日，在一年一度的ACLS Teacher Appreciation 
Party 上，我们忙里偷闲俱乐部又以《东西南北》第二届时装表演的

主题为横批，征集对联。

抛砖引玉，先出一联 ： 
上联：漂洋过海来美国千里追梦
下联：拖儿带女学中文万般用心 

汤鸿冰老师对：
上联：物华天宝桃李满天下
下联：人杰地灵梓楠遍五洲 

校刊编辑任亚平对: 
上联：爱入江河气势飘四海
下联：情系你我烂漫扬五洲

Yanshan老师对了两幅： 
春夏秋冬换届 
男女老少升级

东张西望思下课
南腔北调念中文 

这厢里老师文笔出手不凡，那台边
美女风姿不减当年！

正当大家忙于准备时装表演之际，
惊悉巴黎惨案和马里劫持案。悲愤
之余，不胜唏嘘！这真是一个动荡
不安的世界！《东西南北》原本寓
意着世界是一个由各种不同民族和
各种文化组成的地球村。本应和平共处，共襄盛举。如今却被反人类文明的魔鬼破坏了和平与安宁。在
此非常时期，时装表演以《东西南北》主题，以蓝白红黄为基色，寄托我们对法国巴黎悲剧的哀思和对
恐怖分子的抗议！为世界和平祈祷！

感谢有你

写在《东西南北》之中 ---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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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平台上，旗袍、礼服，各色时装，缓步走来......卡拉OK，声乐戏曲，高潮叠起......

台前幕后，无私奉献；东西南北，有缘相聚；高分低分，何需评判；自娱自乐，才是本愿。

当晚会最终落下帷幕时，欢声笑语久久无法散去，仍在耳边回旋......

但愿永远留下这美好的身影和难忘的回忆------
我们一起笑过，一起哭过，一起教过，一起学过。一起玩过，一起闹过。一路走来，也曾跌过，也曾摔
过，更是相互搀扶过！

值此感恩节之际，只想道一声：圆丁们，辛苦了！
衷心地感谢一路上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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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啊？那不是太容易了!”Andris笑道。

 “你先让我说完，可以吗？”Levente不耐
烦了。Andris感觉到了危险，就点了一下头。这
时，Levente才接着讲。

“抢了钻石的人有雇佣兵守着那箱子钻石。”Lev-
ente说。
 
“雇佣兵是谁？” Saga问。
 
“是精英的保镖，”他回答，
又翻了几页，“以前当过特种
兵的那种厉害角色。”他接着
说。
 
“什么时候开始呢？”Saga又
问了。
 
“现在就开始吧。”Andris叫
到。

*=*=*=*=*=*
 
“看到了吗?”Saga问，“是一辆灰色的集装箱大
卡车，后面应该写着ACC。”她坐在车的副驾座，
看着电脑。

“嗯，ACC下面写着是 American Cod Company对
吧？. ”Andris看着灰车上面的字问。

“对的，就是这辆车。”Saga证实(确定)了。
“Levente,你准备好了吗？”Andris问。

从车后面传来了咔嚓一声响，然后Levente回答: “
准备好了。”

“OK，那我就加快速度了！”Andris边说边踩油
门。

等他们到了离灰卡车足够近的距离，Levente跳到
灰车的上面。用特殊的刀，他在车顶上割出个洞，
然后跳进去。

再过了一会儿，Saga的听筒里传来Levente的声
音。“集装箱里的人都被打昏了……箱子呢？”
“往前走。”Saga发出指令，看着电脑屏幕上代表
Levente的小红点向着他们的目标走去。“好的，
往右边转九十度。OK，现在再往前走一小步。。
。摸到了吗？”

“找到了。”Levente的声音
又传出来了。

“那我就来接你了。”An-
dris说。

“好的。”Andris的车忽然
向左边打个急转弯。一个人
影爬到卡车上面。那人影看
到Andris的车，他就跳到小
车的顶上。天窗打开了，然
后Levente钻进去。

“胜利完成任务！”Saga 一边关上电脑，一边和
Levente击掌。

“今晚真顺利，对吧，Andris。”Levente高兴地
说。

Andris点了下头，然后接着开车。

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到了那个洞，之后把Saga放
到她家里。

在Saga家里，另外一个人也醒来了。黑暗的房子里
传来了一个尖声的问候，“Saga！回来了?”

Saga微笑了一下:“嗯。咱们睡觉吧， Ki。”
她妹妹点了点头: “OK!”

（未完待续）

黑客公司 (续）

袁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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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树苗 

鸿冰

那年夏天，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莱门斯特镇的苗
圃里见到一棵小树苗，才一米多高，是棵日本红枫
（Japanese Maple）, 就是日本工笔画中常见的“
日本红丝带”。万绿丛中一点红，我对这棵小树苗
萌生了一种特别的爱意，于是就这样把它买下来带
回了家。

小树苗的拉丁文名是Acer palmatum，中文又名鸡
爪槭，不过这个中文名字实在难听至极，在我看来
是个败笔，把鸡爪和美丽的枫树联系起来，令人难
以接受。

日本红枫是一种我非常喜
爱的观叶树种，不仅因为
她的叶子是美丽雅致的掌
状星形，她的树姿更是优
美动人，枝干多数是窈窕
弯曲的，让人联想起古代
贤淑聪慧的仕女，“红袖
善舞翠云间”，那般婀娜
多姿、亭亭玉立，难怪她
也深受喜好东方情结的美
国人青睐，在新英格兰地
区多有栽植。其实日本红

枫树的原产地不仅仅是日本，还有中国，韩国乃
至蒙古东部。叶子颜色也不限于红色，还有浅绿
色和柠檬黄色，据说还有花叶品种（variegated 
leaves）。

话说得远了，收回来吧。。。记得那年小树苗被从
汽车里搬下来之后，就一直在车库外的红砖小路旁
放着，总也顾不上她。夏去秋来，她美丽的星形叶
子都快掉光了，我这才在第一场霜冻来临之前，赶
忙把它种在房前的草地里。然而不久我就开始后悔
把她种得离车道太近了。。。

不知不觉中，第一场冬雪很快降临了，地上仿佛在
瞬间堆满了厚厚的积雪。最多的时候小树苗的大半
身都被埋没了，她看上去有点东倒西歪，显得那么
弱小无助。小树苗啊，在波士顿的严冬里，你是否
能够存活下来？

不料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那年春节正值我们回北
京探亲，车道上的积雪交给铲雪公司清理。等我们
回来时发现小树苗不见了，原来她的整个身子都被
铲雪车掀起的雪浪湮没了！好在几天之后，遇到新
英格兰的冬天不时出现的晴暖天气，地上的雪一下
子化了不少，她又展露出了紫红色的枝杈，伸伸棕
红色的腰身，顽强地地立在那里。经过了一个漫长
的冬天，第二年大地回春的时候，小树苗新叶吐
红，开始茁壮地生长，这真是让我喜出望外！

然而最大的挑战还是去年冬天波士顿地区的严寒和
大雪，积雪折断了她的一个枝杈，在五月里我惊讶
地发现在折断的枝杈上面居然又长出新叶！入秋后
美丽的叶子呈现出鲜亮的红色，色艳如花。我在写
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感恩节，今年冬天的脚步又近
了，小树苗，你准备好了吗？去迎接新的一年冰雪
严寒的考验。

在星期天我执教的中文学校，几年前班上曾有一个
可爱的小女孩，她的爸爸妈妈为她起了一个充满爱
意、也带着寓意的名字叫“小树苗”，我觉得“小
树苗”的父母真的很有诗意呢。

愿我家花园里的小树苗能跟孩子们一起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地成长，有一天长成一棵美丽的遮荫树，
那时我们做父母的也已经老了。在她一树红叶的遮
蔽下，搬把椅子，喝杯清凉的蒲公英茶，吃一盘园
子里的樱桃树上摘下来的红樱桃，该是多么惬意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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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妈妈
毛毛雨

看到小鸟房子里长大的新小鸟只用二十几天就迫不及待地飞出了窝，我还挺为它
们自豪，也为鸟妈妈高兴。心想，这么快孩子们就独立了，妈妈就解放了，多不
可思议啊！可今年春天我发现新小鸟虽然从窝里飞出去了，它们并没有真正独
立，妈妈也并没有真正解放。

原来新小鸟的翅膀和尾巴没有完全长好，身体粗粗的，短短的，羽毛细细的，毛
绒绒的，嘴巴小小的，尖尖的，不可能飞高飞远，更不会捉虫，没有妈妈的照
顾，是不可能生存的。因此，新小鸟面对现实世界的第一周，选中一块地盘，除
了观看奇妙的大千世界，睡觉，就是等妈妈。

妈妈仍然像以往一样捉虫送到新小鸟的嘴里。新小鸟只要有大鸟飞过就本能地张
开嘴巴要食吃。每过一天新小鸟就变一个样.妈妈也好像有意拉长送饭时间，迫使
新小鸟自己练习飞上飞下找东西。当接近一周时，新小鸟的身体长长了， 羽毛变
深了，嘴巴变大了，虽然还希望妈妈喂，但能跟着妈妈学捉虫了。

一周后，它们飞进了树林。
děng mā ma

kàn dào xiǎo niǎo fáng zi lǐ zhǎng dà de xīn xiǎo niǎo zhǐ yòng èr shí jǐ tiān jiù pò bù jí dài 
dì fēi chū le wō, wǒ hái ting3 weì tā mén zì háo, yě weì niǎo mā ma gāo xing4. xīn xiǎng, 
zhè mo kuài hái zi men jiù dú lì le, mā ma jiù jiě fàng le, duō bù kě sī yì à! kě jīn nián 
chūn tiān wǒ fā xiàn xīn xiǎo niǎo suí rán cóng wō lǐ fēi chū qù le, tā měn bing4 méi yǒu 
zhēn zhèng dú lì, mā ma yě bing4 méi yǒu zhēn zhèng jiě fàng. 

yuán lái xīn xiǎo niǎo de chì bǎng hé yǔ máo méi yǒu wán quán zhǎng hǎo, shēn tǐ cū cū 
de, duǎn duǎn de, yǔ máo xì xì de, máo róng róng de, zuǐ bā xiǎo xiǎo de, jiān jiān de, 
bù kě néng fēi gāo fēi yuǎn, gèng bú huì zhuō chóng, méi yǒu mā ma de zhào gù, shì bù 
kě néng shēng cún de. yīn cǐ, xīn xiǎo niǎo miàn duì xiàn shí shì jiè de dì yī zhōu, xuǎn 
zhòng yí kuài dì pán, chú le guān kàn qí miào de dà qiān shì jiè, shuì jiào, jiù shì děng 
mā ma. 

mā ma réng rán xiàng yǐ wǎng yí yàng zhuō chóng sòng dào xīn xiǎo niǎo de zuǐ lǐ. xīn 
xiǎo niǎo zhǐ yào yǒu dà niǎo fēi guò jiù běn néng dì zhāng kāi zuǐ ba yào shí chī. měi 
guò yì tiān xīn xiǎo niǎo jiù biàn yí gè yàng. mā ma yě hǎo xiàng yǒu yì lā cháng sòng 
fàn shí jiān, pò shǐ xīn xiǎo niǎo zì jǐ liàn xí fēi shàng fēi xià zhǎo dōng xi. dāng jiē jìn yì 
zhōu shí, xīn xiǎo niǎo de shēn tǐ zhǎng cháng le, yǔ máo biàn shèn le, zuǐ bā biàn dà le, 
suí rán hái xī wàng mā ma weì, dàn néng gēn zhe mā ma xué zhuō chóng le.

yì zhōu hòu, tā men fēi jìn le shù lí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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