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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号，	艾克顿中文学校在家长会和校管理团队的统
筹安排下，	在AB高中举办了欢庆中国新年的活动和晚
会。

下午2点到5点，	
由文化主任满霞牵
头，展开了庆新春
游艺活动。	家长
带着孩子们来到大
厅，	有的猜谜语，
有的做游戏，	高高
兴兴，	喜气洋洋。

老师带着学生表演
了中国传统的皮影
小剧。

CSL	低年级老师们
带着他们的小学生
给家长和观众拜
年。

CSL	高年级的学生
们用他们学到的中
文表演节目。庆祝
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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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7日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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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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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菜给
观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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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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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我们都能顺利
召到大量的志愿者，一同和我们家长会很多成员的无私付出及热心帮助，使得我们的晚餐服务能
够进行的如此顺畅，使得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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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春晚的宴会

朱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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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春节联欢晚会集锦 摄影 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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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和尚》读后感

八年级作文
指导老师：屠宁君	

徐朝佳

一个和尚挑水喝，	两个和尚抬水喝，	三个和尚没水喝
的故事说的是不团结就办不成事。	相反，	大家要团结
一起，	就能办好事情。	如果三个和尚团结起来轮流挑
水，	大家既有水喝，	又都不会那么累。	在现实生活中
也是这样。	就像一个乐队，	大家用不同的乐器，	只
有按指挥的要求去做，	才能演出好的音乐。	在踢足球
的时候，	每个队员不但要打好自己的位置，	还有和他
的队友们配合才能打出好球。	在学校里，	大家相互帮
助，	会让学习更有趣。	在家里，	和弟弟团结一起，	
互相鼓励，	会让两人更高兴。	读完《三个和尚》的故
事，	我觉得“团结协作”真的是太重要了！

									
徐雨滋

《三个和尚》是讲三个和尚住在一座庙里。	一开始，	
庙里住着的是一个小和尚。	他每天去山下挑水。	一
天，	庙里来了一个瘦和尚。	从此，	小和尚就每天拉着
瘦和尚一块儿下山去抬水喝。	后来，	庙里又来了一个
胖和尚。	这样，	庙里住着三个和尚了。	但是三个和尚
都不愿意去山下抬水，	所以庙里就没有水了。	这就是
人们常说的“一个和尚挑水喝，	两个和尚抬水喝，	三
个和尚没水喝”。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	只有团结协作，	
才能战胜困难，	才有好日子过。	比如说，	一个蓝球
队，	每一个队员都很棒，	但是如果她们不团结协作，	
这个队就不能赢，	只会输。

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	人不要自私，	要学会帮助其他
人。	三个和尚如果互相帮助，	就会有水喝了。	如果偷
懒，	就没有水喝，	没有好日子过。

故事的最后提到，	庙着火了，	“火越烧越大，	三个和
尚想救火，	可是庙里没有水”。当	你非常要一个东西
的时候，	你才会更加珍惜它。	这些经验教训在现实生
活中是非常宝贵的。

《三个和尚》的故事教我懂得了很多道理。

华安隽

课文《三个和尚》讲了“一个和尚挑水喝，	两个和尚
抬水喝，	三个和尚没水喝。	只要团结协作才有好日子
过”的故事。

刚读完课文我觉得故事很好玩，	这三个和尚又可爱又可
怜。	可仔细思考以后我才领悟到这个故事里其实蕴含
着深刻的道理。	如果每个人都自私自利，	总觉得吃了
亏，	不愿意比别人多做，	不担起自己应付的责任，	那
最后一定会把事情办砸，	影响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而只有发扬团队精神，	团结协作，	各尽所能，	事情才
能办好，	大家才能过上好日子，	就像课文结尾所说的
那样。	

现实生活中，	这样的列子并不少见。	学校里经常要做
一些团队项目，	我的经验就是如果团队成员各尽所能，	
齐心协力，	通力合作，	那每次都能取得好成绩。	反之
如果大家自私自利，	斤斤计较，	那最后项目一定不能
好好完成。

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团结协作，	只有这样才能把
事情做好！

杨恩怡

三个和尚的故事是讲山上住的三个和尚。从前,	山上住
了一个小和尚。每天他一个人下山去挑水喝。后来,	一
个瘦和尚来了,	可是他不想自己下山。所以小和尚和瘦
和尚每天都一起下山去抬水喝。过了几天,	又一个胖和
尚来了。他天天都用很多水,可是不会下山抬水。	小和
尚和瘦和尚也不想下山了。三个和尚都没水喝了。有一
天,庙里着火了,	可是山上没水了。	这时三个和尚都跑下
山去抬水上山。他们终于把火灭了。从此以后,	三个和
尚每天都去下山抬水喝。这个成语是教人们合作和帮别
人。不管是在学校做小组的课题还是在体育训练帮别人,
合作是很重要。合作会帮很多人完成他们的事情,	还可
以加快做东西的方法。所以团队合作是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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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振洋

我最难忘的老师是丹尼斯‐亚历山大教授,我从前
在新墨西哥州的钢琴老师。

亚历山大先生七十多岁,精神很好,退休前是蒙它拿
大学音乐钢琴系主任,国际著名的钢琴曲
家,	国际音乐比赛评委。我很荣幸能跟他学习,	因
为他有很多社会活动,	一般不收象我这么幼小的学
生,	直到我成为以他名字命名的钢琴比赛的冠军。

每周六,	我到他家里跟他学习演奏。他总能将非
常复杂难以理解的段落以很简单明了的方式解释
给我,	演示给我,	让我明白并能让我掌握到技巧,	让
我能很轻松地弹奏出来。有一段时间,	我用六个
月的时间跟着他系统地学习了十二个曲子,例如	
Rachmaninoff,	Mozart,	Liszt,	Beethoven,	Bach,	
Tchaikovsky	和亚历山大教授本人的一些作品。	
在我离开新墨西哥州全家搬到麻州前,我成功地举
办了个人的首场钢琴独奏音乐会,并取得了成功。

现在我跟老师相隔两地,但时常通过电话和邮件保
持着联系和交流。	他对我的关爱和鼓励,他对音乐
的理解和激情,激励着我不断地学习和进步。我希
望将来我会成为像他一样的人。

林进洋

在我小学的生涯中,	我遇过的老师不胜枚举。我最
敬爱的老师是我们班任老师——	王老师。	她待人
亲切热情,	同学们都喜欢王老师。她每天都带着灿
烂的笑容上课。我们犯了一错,	她不念旧恶,	给我
们一个机会。

当我们遇到	一个困难时,	她一定会尽心地帮助我
们。她教学认真,	而且很有耐心。有一次,	当我不
知道怎么做一个问题,	王老师犹豫不决得帮。从时
以后,	我发现了如果同学们不知道做一个问题,	老
师一定会帮助他们。

每当王老师教书时,	她也会讲一些笑话逗我们开心,	
增加上课的乐趣。可是王老师不喜欢我们迟交作
业。如果我们忘了交作业,	她就给我们一个机会。	
但是如果我们还忘了,	她就会处罚我们。

王老师是我最敬爱的老师,	我希望她一直教导我们,	
直到我们毕业。我一定会加把劲,	用功地读书,	不
要辜负王老师对我的期望,	这样才不王菲她对我的
教导啊!

尚宇晗

我三年级的老师是史密斯老师。我有个朋友，他
比我高两年级，他以前的老师也是史密斯老师。
他告诉我：“史密斯老师可好了，她从来不留作
业，还让我们在学校玩儿一整天”。他觉得史密
斯老师是最好的老师。	

过了两年，	我也被分到史密斯老师的班里了。	但
她总是会给我们留作业，也会给我们讲课。	但是
有的时候，	她带我们到外面玩儿。	史密斯老师
教得很好，同学们都觉得她讲课很有趣。她还会
教我们玩儿游戏。	鬼节的时候，我们玩儿了一个
用糖玩儿的游戏。	我们边吃边玩儿，大家玩得可
开心了。我们课余活动时还成立了一个小组，大
家坐在人行道上聊天儿。老师还腾出时间让我们
读我们自己写的书。	有一位同学写了一个“丹尼
尔和坏棒棒糖”系列的书。丹尼尔是史密斯老师
儿子的名字。我写了一个“威尔斯孩子”系列故
事。老师让我们都读给大家听。	

五年级时，因为爸爸换了工作，我们全家从芝加
哥搬到了波士顿。但我仍然时常想起史密斯老
师。虽然她不完全像我的朋友说的那样，	但在我
心中，	她是最好的老师。	

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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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思婷

虽然我有很多老师。	但是没有一个像我五年级的
老师那样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三年前，我上五年级。开学的第一堂课，我迟疑
地走进新教室，这个新教室会给我带来怎样的一
年？我在一张书桌旁坐下来，不知道将会发生什
么事情。正在我开始变得不耐烦时，一个洪亮的
声音回落在教室里：“你好，	欢迎光临！我期待
着跟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年！”
起初我不太确定这位老师真的会和我们有一个美
好的年，	但事实证明，	我们在一起的这一年十分
的美好。	老师除了以好的互动的方式帮助我们透
彻理解所学的内容以外，	还让我明白了有幽默感
的乐趣。	但我们学习感到枯燥时，	老师用他的幽
默感让我们开怀大笑。	跟他在一起的一年中，	我
发现我的阅读理解和对数学的信心增加了许多。	
他是一位不惜花精力去了解每一个同学的特点，	
因人施教，	可敬可爱的老师。	对我来说，	他是一
位让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老师。

车铭凯

我是一个七年级的学生，	教过我的老师有很多，	
但是，	我最喜欢的老师是我的科学老师。	

他高高的个子，	大大的眼睛，	白白的皮肤，	可惜
的是他才四十多岁，	就没有头发了，	是一个大光
头。	他很幽默，	说话很风趣，	常常把我们逗笑。	
他最会讲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	有一次他给我们
讲一些奇怪的石头。	他说在美国西部的一个国家
公园附近，	有一块咖啡色的石头，	用手指轻轻向
它一弹，	便能发出清脆的响声。	他还讲在美国
加利福尼亚的沙漠地区有块大石头，	在浓烟笼罩
是会发出阵阵迷人的响声，	居住在附近的印第安
人，	经常在月夜围坐在这块大石头旁边，	点着篝
火，	用烟薰这块大石头，	然后听这块大石头发出
的声音，	度过欢乐的夜晚。	我是一个喜欢石头的
男孩，	老师讲的这些事情，	常常让我听得着迷。

我喜欢我的科学老师！

王永泰

这么多年我有很多老师，	从学前班到我所有的中
文老师和七年的英文老师。	我最喜欢的是我四年
级的老师。	他的名字叫中密斯先生。	我很喜欢
他，	因为他非常好。	每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
会花时间和帮助我。	如果他有一个糟糕的一天，	
他不生气，	他会深呼吸一下，	跟我们大家谈谈
话。	我认为仅仅这样的工作是枯燥的，	但他让我
们选择组团一起讨论。	他是不急的，	所以我们总
有时间把事情做得最好。	比如他非常有趣的，	他
会说些笑话。	他用的是学习方法和游戏相关的主
题进行学习，	以帮助学习更快，	这就是为什么我
喜欢他的原因。	他风趣幽默。

黄妞妞

我最爱的老师是我的俄国数学老师，	因为他是唯
一的老师给我们自由学习的时间。	可能有的人会
说他很懒，	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方式很有趣。我很
难判断他教的好还是不好，	因为有的时候不太容
易听懂他。	然而，	我仍然想在这里讲一讲他。

首先，	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	大家都称呼他
Mr.	Novikov。	很明显从他的名字大家都应该知道
他是俄国人。	大多数俄国人长得很高很壮实。	所
以你可以设想Mr.Novikov	也很高大。	他看起来有
五六十岁，	而且头发都白了。	他讲课的时候很少
对我们笑，	所以有的学生还有点怕他。	但是我一
点都不怕他。	

接下来，	我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我喜欢他的讲课
方式。	在每节课的开始他一般都给大家讲解上一
课的家庭作业，	然后回答大家的问题。	当他给大
家讲解新知识的时候，	他会给我们机会去自己解
决问题。	剩下来的时间他会让我们互相讨论。	我
喜欢他这样的讲课方式，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学习
气氛很轻松，	让我没有压力。
	
我现在八年级了，	曾经有过很多老师。	她们大部
分都很严厉，	而且总是给我们太多的作业。	所
以有时候我很有压力。	我的俄国数学老师有不同
的教课理念，	让我们的学习过程变得既有趣又轻
松。	让我每个星期天都很开心地去上他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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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Saga，你知道我多怕他吧，还问？”Andris撅
着嘴问。

“知道，但至少得回答他的问题吧? 再说了，他
也是你的老板啊！”

Andris皱了眉头。“好了好了，你说得对，嗯？
咱们走吧。去开会去吧。”

“好的。就是不能开会时候
睡觉，知道了吧？”Saga笑
这提醒。

Andris也笑了。 “你怎么知
道的？”

当他们进会议室时，只差四
个座位空着:Andris的，Saga
的，Levente的，还有Leven-
te的爸爸的。他们两个安静
地坐下去，然后就跟着别人等会开始。又过了一
会儿，Levente和他的爸爸一起进来了。

“今天我要讲的内容是关于一年前的问题。” 
Levente的爸爸开始。Levente，Andris，还有
Saga三个人低下头来。一年前的事情，他们真的
不要想起来，尤其是Levente。那时，Naomi的爸
爸被人装接了他威胁别人。Naomi的爸爸说是她要
他做的。因为Naomi的爸爸是时装界公司的人之
一，他们相信了他。所以Levente喜欢的女人被他
爸爸赶走了。

Saga叹了口气，她看了Levente一下，但Levente
没有看回来。Saga皱了下眉头，然后接着听他朋
友的爸爸讲。

“在一年前，Naomi, Cane的女儿，被我们开除
了。”下面开始乱了。

“请肃静。”Andris的爸爸严厉地说。会议室又
静下来了。Levente的爸爸对Andris的爸爸点头答

谢，然后接着讲。“最近，
我听到了一些消息。”

“是什么！”Cane喊道。他
不喜欢讲一年前的东西，像
Levente一样。

Levente的爸爸看了他一
眼。“让你自己看吧。”

在他后面，一个视屏亮起了
照片。在照片里面能看到
Saga和Naomi在说话。

Levente的爸爸接着讲。“这是在Cane开始威胁别
人之前照到的照片。”

（未完待续）

黑客公司（续）

袁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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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兹卡亚
Vizcaya
鸿冰

印象中,	佛罗里达的颜色是蔚蓝与橙红的。。。

蔚蓝色的是一望无际、浪漫的大海，橙红色的是一朝
一夕瑰丽的红霞。当然还有白色，那是迈阿密南滩
（South	Beach）的细沙和Art	Deco建筑的底蕴。蔚蓝
和橙红里更少不了棕榈树和海葡萄枝（Seagrape）的
青翠欲滴。在这迷人的色彩里，在微咸的海风中，饮
一杯侍者呈上来的、柑橘之乡的鲜美橙汁，从冰天雪
地而来的人们，醉了！完完全全地沉醉于佛州明媚的
色彩与温情里,这足以解释为什么芝加哥的商业巨头将
薇兹卡亚（Vizcaya）建在了迈阿密。

薇兹卡亚位于迈阿密的椰树林（Coconut	Grove）区，
始建于1914年，占地180英亩，是美国大实业家詹
姆斯•帝林（James	Deering）为自己建造的御冬寓
所。这栋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府邸共三层结构，内
部有七十个房间，宛如欧洲皇室的宫殿，借鉴了文艺
复兴（Renaissance）、巴洛可（Baroque）、洛可可
（Rococo）和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al）的装饰细
节。主人生前收集了很多15世纪至19世纪初的艺术装
饰和古董精品，每个房间皆有书柜、壁毯、精美的瓷
器、珐琅和琉璃器皿等，美轮美奂，极尽奢华。府邸
东临大海，岸边一捧宁静的水湾里停泊着一座古意盎
然的石舫，位于主体建筑的中轴线上，坐拥比斯坎海
湾美景。有人说由于时日久远，台阶沉入水下，更显
得遗世独立。细细揣摩，其实这一切距今只有百年历
史，缘何至于如此古旧沧桑？

据称薇兹卡亚是美国最大的私人宅邸，帝林聘请了著
名设计师Paul	Chalfin	（艺术总监）、F.Burrall	Hoff-
man（建筑师）、Diego	Suarez（景观设计师）和来
自意大利的一千名欧洲技工（约占迈阿密当时人口的
10%），从1914年开始营建，至1922年竣工。这里
曾接待过伊丽莎白女王二世、教皇保罗二世等众多社
会名流，是美国重要的历史地标。

消瘦、英俊、精明、沉静，詹姆斯•帝林是一个谜。
没有子嗣，不留日志，独身自好，世人对他的私生活
知之甚少。我只在薇兹卡亚的府邸里见过帝林的一幅
面容清黢的油画像。曾就读于MIT,	这位工业巨头具有
超然的想象力。他身后留下了一座以西方文艺复兴风
格为基础、融合佛罗里达当地风格和古巴风格的庄园
杰作。围绕着宫殿式私人宅邸，他在海边建造了10	英
亩精美绝伦的户外花园，园内优雅地点缀着华丽的意
大利和法式喷泉，种植了大量本地和来自异域的奇花

异草。帝林为庄园的命名也颇费了一番苦心，西班牙
北部靠近大西洋东海岸有一个Bay	of	Biscay，位于Viz-
caya省；而他新修的庄园在大西洋西海岸的Biscayne	
Bay，Vizcaya的名字由此而来。

可他忽略了迈阿密的飓风，1926年几乎在瞬间摧毁了
1000个工匠耗时8年为他所建的华丽宫殿和美轮美奂
的花园。云起云涌,好在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他已于
1925年的九月逝世于乘渡轮回美国的途中。这样的亿
万富豪，醉心于如此奢靡绝美的宫廷楼宇，希翼的是
千年，但上天只给他66年的寿数。

在薇兹卡亚的花园里，我看到很多斑驳的雕刻，带着
饱经沧桑的凝重。乍一看以为是风化的砂岩，细细打
量之后才发现其实不过是混凝土塑造的仿石结构。记
得一位尊敬的景观建筑师前辈告诉我，在上个世纪初
期美国流行过用混凝土做古典园林的建材，混凝土的
价格曾经一度比天然石材还要昂贵。薇兹卡亚的设计
理念是整新如旧，新建的庄园看起来仿佛已然有几百
年历史的沧桑，给人一种置身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
错觉。

詹姆斯•帝林去世后，薇兹卡亚传给了他的两个侄
女。经历了若干次飓风的洗礼之后，后人将土地和
府邸相继低价售出，家具和藏品捐给了县立博物
馆。1953年这座华美的私人宅邸首次对公众开放，成
为一座公立花园博物馆，此时距他离世已悄然过去了
28年。

博物馆有一个别出心裁的月光旅游项目，想象你就是
帝林的宾客，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皎洁的月
夜里游览罗曼蒂克的花园，月夜怀人，心随影动，是
怎样一种梦幻意境？凉月如水的月晚，时光沿着足下
的小径缓缓漫沿开来，延伸至黑暗的远方。人们在月
下惊叹花园之旷世绝美的同时，是否也为人生的短暂
与虚空唏嘘？绝代风华，不过是一指流砂，用它来形
容薇兹卡亚，再恰当不过了。

记住：到迈阿密，一定要去薇兹卡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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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苍鹭的家	
lán cāng lù de jiā

	

蓝苍鹭的家建在高高的枯树上。
lán cāng lù de jiā jiàn zài gāo gāo de 
kū shù shàng

孵蛋的窝是用採来的树枝搭成。
fū dàn de wō shì yòng cǎi lái de shù 
zhī dā chéng

 

爸爸妈妈轮流孵蛋，大约需要三
九二十七天。bà ba mā ma lún liú fū 
dàn, dà yuē xū yào sān jiǔ èr shí qī tiān
	

小鸟出壳后，爸爸妈妈要轮流喂
鱼食。	xiǎo niǎo chū ké hòu, bà ba 
mā ma yào lún liú weì yú shí

小鸟需要五十五到八十天才会起
飞。	xiǎo niǎo xū yào wǔ shí wǔ dāo 
bā shí tiān cái huì qǐ fēi
	

但是，它们还会飞回窝里等爸爸
妈妈来喂食。 dàn shì, tā men hái 
huì fēi huí wō lǐ děng bà ba mā ma lái 
weì shí
	

再有三周，它们才会真正离开家
自立。这时，蓝苍鹭的家就空
了。	zài yǒu sān zhōu, tā men cái huì 
zhēn zhèng lí kāi jiā zì lì. zhè shí, lán 
cāng lù de jiā jiù kōng le

注：蓝苍鹭	=	Blue	He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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