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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由艾克顿中文学校、艾克顿华
人协会、Town of Acton Recreation Depart-
ment 和波士顿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奉献一场
泱泱国风--红楼梦全版主题歌曲音乐会。

11月13日，学校在课后举办了一年一度的
Teacher Appreciation Party，家长会为老师
们准备了可口的晚餐。老师，家长会，董事
会，和行政人员们欢聚一堂。晚会上的节目
丰富多彩，有时装秀，歌舞表演，各地方言
的诗朗诵，二胡独奏，以及Karaok汇唱。

11月20日，校行政管理人员开会，讨论
了本学期工作安排，春季学期注册事宜，
并且安排了学校春节晚会的工作细节。

11月初，我校发起了中文学校校内的作文竞
赛通知，继续鼓励孩子们参加作文比赛。截
止日期是12月18日 ，参赛作品正在评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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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位学生的参赛作品。比赛结果请见校刊
第四页。

每月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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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教材介 绍系列（一）  -------  暨南《中文》教材

我们Acton中文学校从2003年创建伊始，就一直选用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教材编写组针
对海外长大的中国孩子集体编写的《中文》教科书，从2009年开始，我们还采用《
马立平中文》教材作为另一个学生学习中文的选择。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设立了两
个特色窗口，面对毕业班的AP中文课和针对外国家庭的CSL（中文第二外语）。

  在这里，我们将分四期连载介绍我们中文学校各组教材的特色和特点，以及教材的
内容结构，教学目的和学生达到的中文水平。

  这期我们首先介绍暨南《中文》教材的有关情况，让大家对这套教材有个大致的了
解。

一，教材的特点：

暨南《中文》教材是延用至今最基础和最传统的海外中文教材，也是目前大部分海外
中文学校都正在采用的中文教科书。此套教材涵盖了从幼儿大班到九年级年龄段的孩
子的学习内容（幼小班是教师自编教材）。教材的编写考虑和照顾到了学生们不同年
龄特点——接受能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和运用能力等。

幼儿大班的教材主要锻炼孩子们一些听，说，读方面的认知和感知能力，简单的识字
和对话。

一年级的教材开始加入汉语拼音的学习，课本的内容开始走向正规化。整个教材的编
写覆盖面较广。每册书包括四个单元，各个单元有不同的主题，每个单元由三篇文章
组成。根据孩子的年龄，内容由浅入深地让孩子们学习和掌握不同形式的课文。从通
俗易懂的儿童故事，寓意深刻的寓言故事，成语故事，琅琅上口的唐诗，世界著名人
物介绍，风景名胜游记，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事记等等，可谓内容形形色色，
丰富多彩。

每篇课文后都附有一篇和课文遥相呼应的小短文或小故事，作为阅读和理解的加强练
习。

教务主任：石红月 于晓研  姜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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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教材介 绍系列（一）  -------  暨南《中文》教材

二，作业的特色：

对应教材的有两本练习册。分单数课（练习册A本）和双数课（练习册B本），两本
练习册学生轮流做，互不影响，用来学生复习和巩固学习过的内容。
从生字，拼音练习，组词造句，句型扩展，语序排列，阅读理解，分析判断包括如何
运用，内容比较全面，让学生在课后学习的同时加深理解和记忆。孔子说：“温故而
知新，可以为师矣！” 可见复习的重要性。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讲，暨南教材的作业
部分确实较强，特别是在加强记忆和动笔方面，对学生帮助的功能显而易见。

三，品格的培养：

在暨南的中文教材中，凡是涉及到介绍人物的文章都含有一定的意义在中心主题里
面。老师们在对学生讲解的过程中，需要在阅读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描述来理解文章的
寓意。
例如培养孩子们的自强不息，持之以恒，互相帮助，关心和爱心，对社会的奉献，歌
颂勤劳，善良的美德等等，让孩子们在学到知识的同时也学到做人的道理。

四，教学的方法

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们也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孩子们的喜好和兴趣，适当融会贯通
地增加一些课外的教学参考内容，以提高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并巩固他们学过的知
识。尤其到年级高了的时候，学生们会得到写作方面的启发和培训。老师们会在学生
们所学过简单的，最基本的中文知识的基础上，例如词性，的，地，得的用法，简单
的中文造句，一般的中文语序排列，数量词的用法等以外，增加一些更进一步的中文
知识，例如语法知识，写作知识，理解分析方法，中国文化知识等等，使学生们在学
习中文原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长进，从而提高中文的口头表达能力和笔头的表达能
力，为以后继续学习中文打下良好的基础。

下一期连载我们将介绍 CSL教研组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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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贺卡设计比赛从十月底发起到十一月底结束，收到了超过三十位学生
的作品。学校行政人员投票从中选出了前三名作品，共有六位学生获奖。下面是获奖
名单以及获奖作品：

第一名：RachelZhang （图一）
第二名：Michael Cai, （图二）， Eric Zhao （图三)
第三名：Olivia Hu (图四），Chloe Zhong （图五），Jasmine Wu（图六）

           

ACLS第二届节日贺卡比赛 得奖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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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第二届节日贺卡参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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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第二届节日贺卡参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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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教师培训经验介绍

• 仲劲红老师

仲劲红，在ACLS教过 十年书。最早教过三年暨南中文，后来在马立平和CSL两个组任教，也当过助
教。每次看到自己教过的学生毕业，都很为他们能坚持到最后感到骄傲，由衷地为他们高兴。也佩服
他们的父母教子/女有方。 

我很赞成陈隽老师和李日新老师对改进我们的宏观教学方法提出的一些想法和建议。我相信中文学校
能在大家的努力下越办越好，跟上时代，为孩子们学习中文创造更好的条件。

在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微观教学方法和经验，比较琐碎，仅供参考。有些方法和游戏也是
从别的老师那里或培训时学来的。
1. 重复，重复，再重复（同学们告诉我这一点非常重要）：
无论是学过的课文，句子或生字，不反复重复，就会忘。
a. 利用字卡（马立平方法，没有的话可以自己做）：每次上课开始时过一遍，下课前过一遍，学
三课以后过三课的字卡，学六课以后过六课的字卡。每学期开学把过去一年（甚至几年的字卡）都过
一遍。大家都不记得的字/词当时就再多过几遍。以各种方式和他们“玩”，帮助学生反复重复生字/
词语。有时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我会指示他们用不同的声调，动作来说/表达，如“下一个大家
一起大声说”，“下一个请大家做一个动作”（如字卡上的字是“推”），“下一个脚没放在地上的
同学说”，“下一个衣服上有蓝颜色的同学说”，等等。嘻嘻哈哈中就复习了
b. 让他们在每次上课开始前拼句子（马立平方法，没有的话可以自己做或让学生做）
c. 把他们作业里用生字造出的好句子在课堂上分享，送校刊
d. 玩分组比赛游戏（用Easy Button，做Power Point slides，用animated 方法和不同颜色和形状
的字体来帮助加深记忆）：认生字/词语，拼句子，填空，排句子顺序，
e. 玩BINGO游戏，让学生每人写出几个他们认为最难的字在纸上（或发一张本学期学过的生字
纸，让他们圈出10个自己认为最难的生字）。然后每人轮流给一个他们有的字，看谁先BINGO（一般
有3-4个就可以BINGO一次）
f. 玩Charade的游戏，让他们把生字和词语用动作，声音表达出来或在白板上画出来，让其他同
学猜
2. 同音字/形近字：
今年初回去帮忙带马立平八的时候，问他们还记不记得我姓什么（几年前带过他们）。一个同学说记
得。怎么记住的，她说是因为我的“仲”和“重”的发音一样。他们还记得以前我们学一个词语“积
雪”，他们一下子就想到了“鸡血”（chicken blood），当时就都笑了。可见同音字和形近字的力
量。
a. 教新字/词时，充分利用已学过的同音字和形近字来帮助学生记住新的生字。记得以前教马立
平班的时候，经常下课时白板上全是字。除了我在最上一排写的本课生字外，其它都是他们写的同音
字和形近字
b. 考试时，除了考卷外，可给一些加分题。如把一些生字列出来，让同学们写同音字和形近字。
有些同学一次考试下来可以写一百多个
c. 可以做同音字/形近字的接龙游戏，做 一字开花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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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教师培训经验介绍

• 仲劲红老师(接上一页）

3. 介绍中国文化：
a. 我一般会给学生找一些与课文有关的故事或资料做阅读材料，最好是YouTube上的，更有吸
引力。比方说有一课里提到了北京的四合院，在课堂上给他们看一些图片，布置的作业里有一个看
介绍四合院的YouTube网站链接
b. 过年时，布置的作业里有让他们看几个网站学剪纸，把剪好的作品带来，学期结束时作为学
生作业展览，也作为decoration
4. 英文和中文句型的区别：
a. 学生说出来的话或写出来的句子以鼓励为主，能看懂，听懂就好。鼓励他们多说多写。不必
逐字逐句纠正。
b. 不过可以给他们讲一些规律。大多数同学的思维是英翻中。也就是说，他们要说一句中文的
时候，先想出英文句子，再翻成中文说出来。不论是写还是说，你都可以看出来。
比如说这句话：
--今年暑假，我和朋友去Cape Cod 的海边游泳了。英文翻过来的中文是：今年暑假，我游泳和我的
朋友在海边在Cape Cod （This summer, I went swimming with my friend at a beach in Cape Cod）

再比如说这句话：
--他在家里和爷爷奶奶说中文。英文翻过来的中文是：他说中文和他的爷爷奶奶在家里 (He speaks 
Chinese with his grandparents at home)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帮他们总结出一些规律，就容易记住。就像写信封上的地址，中文是从大
到小（国家，城市，街，街号，人名），英文是从小到大，正好反过来。句型也一样，如第一句
里的“Cape Cod 的海边”，句子的顺序是“Cape Cod”在“海边”的前面，因为这个“海边”在 
“Cape Cod”里。还有英文经常把动词放在时间地点前面，而中文正好相反。如第二句里的“说中
文”，在英文里“和谁说”，“在哪里说”都在“说”的后面，而中文里都在“说”的前面。
5. 期末演出：
我带过的几个班的学生都喜欢期末演出。我一般是让他们自己发挥。参与剧本编写。主要是让他们
结合过去学过的内容，补充一些他们自己的内容。下面是几个例子。
a. 今年六月马立平八年级期末演出的短剧“奇城异事”是他们根据我给的几个课堂英翻中练习
编成的。他们分成小组，在原文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自己的内容，表演得非常生动，有趣
b.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CSL高级班每年都排两个节目，一个冬天演，一个夏天演。一般是我在
作业里先让他们每个人把课文改一改，加一些自己的内容，如新的人物，对话，情节，等。然后我
把一篇或几篇课文串起来，尽量用上他们加的内容。他们每年都非常积极地参加，表演很投入
c. 还有一年在带一个马立平班的时候，教他们写三句半。给了几个网站链接，然后用他们自己
（或和爸爸妈妈一起）写的三句半来表演。过了六、七年以后，有些同学还记得表演的内容

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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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教师培训经验介绍

• 乐瑾老师

我 热爱教师这工作， 十分喜欢ACLs and CSL 这个
大家庭。我教CSL 十年了。针对CSL特点我总结了
一以下几点体会。

1.首先以保持CLSL学生学中文的兴趣，坚持是第一
步。

2.教学上制定年度教学计划及每课的细案备课。尤
其是我们CSL 有中国文化，节日等教学计划要与其
他年级同步。故， 我们制定Teaching Calendar相
互协调。同时， 我学习如何制定系统的，严谨细致
的每一堂课的teaching plan。备课生动，声动，身
动。
 
3.掌握低年级学生心理，生理特点 ，自制知己知彼  调研表， 了解掌握学生家长情况。

4.家长是低年级学生樑 柱 沟通是桥。

5.网络是资源不是阵地，掌握学校与私教，网络教学的不同。
针对CSL特点，努力强调社区，学校，社会大环境影响。
学校较为系统的科学的管理机制：从老师到教材从分班到教学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学生有一个相同年
龄相同程度的集体的学习环境。老师组织各种游戏课堂活动，小组竞争使得学生在活动中运用中文听
讲说从而反复练习掌握词汇。这样真正创立一种寓教于乐的学习氛围。同时学校的另一个特点是语言
教育与文化宣传相结合语言与文化是天然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学校对中国文化的宣传尤为重视。学校
与社区每年会举办多方位多形式的中国文化宣传活动。如中国文化节，中国新年等等。C S L的学生积
极参与用自己所学的中文上台表演亲身体验中国文化，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从而增加对中文的兴趣及
信心。

6. 参考网络，培训资料，结和教学经验 设计游戏。
*    http://www.yes-chinese.com/zh-cn/tzg/view.jsp  写字
** http://www.chinese-tools.com/tools/pinyin.html  加拼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9Ayvjy-Dgs  拼音儿歌
****https://quizlet.com/ 网上 课文
*****https://www.microstrategy.com/us 录音
******https://www.ted.com/talks/shaolan_learn_to_read_chinese_with_ease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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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教师培训经验介绍

• 朱蓓老师

根据暨南四年级的教学，着重分享两方面的体会：重复记忆、写作
一、运用各种形式的重复，加深理解、强化记忆、积累词汇及语句，为顺畅的口头表达和书面写作打好基础
从生字、词语、到一段话、到诗歌、再到整篇课文，在课堂上和作业 布置中，用不同的重复形式，强化孩子的记
忆。形式可以采用： 瞬间记忆练习、小组故事表演、关键字提醒用自己的语言复述课文、 利用图片图示请孩子回
家讲给父母听、课后语音作业，等。多种形式 灵活运用，让孩子不知不觉在做重复，达到加深理解、强化记忆的目 
的。
二、写作引导
根据所学课文引导互动，让孩子比较自然地写一些文 字，而不是作为一项正式的任务来完成、不要为了写作文而
写。 比如，让孩子写一封信，老师可以先写一封《给同学们的信》，信中 尽量多地使用所学的字词、语句（重复
的一种方式），提问问题， 请同学回信，完成写作。

• 李冬菲老师

课堂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利用课上时间，建立良好的学习环境，减少不良行为。

为了实现良好的课堂管理，首先要做到三个提前，提前了解学生情况，提前到教室，提前让学生了解全年的授课计
划和课堂规则。在开学第一天的第一堂课上教师应明确的告知学生必须遵守的课堂规则：
规则的措辞要正面且积极。
规则的执行要公证公平。
规则的设定注意：具体清楚，简明扼要。明确指出应该注意哪些事情，明确指出如何执行规则。比如：座位的编
排，发言举手，作业等。
其次，开学前几堂课上课时，多提醒学生上课的规则和程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不需督促，自主学习）并
且帮助学生养成课堂遵守纪律的习惯。

做一个有效的管理者， 善于预防问题，善于不断地变换活动，善于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学习学业上。比如写黑板
时，如果板书写得多，就要安排学生做一些事情，让学生一直有事情做。有效管理者要具备明察秋毫，一心多用，
整体关注，变换管理。教师应该让学生知道，他注意到了课堂里发生的每一件事，尽量扫视全班，并与个别学生保
持目光接触，这样学生就会知道自己一直在受到教师的监督。能够真正做到有效管理的教师在黑板上板书时都知道
谁在做小动作。仿佛有一双后眼似的， 在处理纪律问题时不犯“时机错误（等很长时间才进行干预纪律问题）， 
不犯目标错误（不让真正的违纪者逍遥法外）。

在处理学生的消极行为时可使用：信号暗示，提问，停顿，读课文，幽默，转移注意力等轻巧的教室管理策略。善
用轻巧的教室管理策略，预见尚未发现的行为问题，防止其发生，引开将发生的行为问题，使之转向，假如行为问
题已经发生了，用前面提到的停顿，暗示等策略提醒学生改进。

当代著名教育家魏书生曾说： 如果你将学生看成天使，你就生活在天堂。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对
所有学生一视同仁，都予以尊重，用正面的眼光看待学生，在肯定学生的基础上，加以引导和纠正，这样，学生往
往就比较容易接受意见和建议。尽量给学生宽松，民主的学习环境。

另外，在教学方式上，讲课力求清晰明了，多样化教学，教学内容生动有趣，善于运用提问方式。明察秋毫，力求
课堂教学轻松愉快，课堂上经常穿插笑话以及小故事，小电影，动画片。也可以采取让学生自己讲故事的方式。

作为教师还应该尽量发现学生的优点，积极正面思考学生的行为问题。建议多读一些关于教育心理学方面的书籍。

教学是一门艺术，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不断地积累并且学习有效的教学经验，通过有效的教学法，来提升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成就，使“教”与“学”的乐趣得到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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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众生相’
2016年中文学校教师联欢晚会纪实

文/武婷婷  图/华伟

 ACLS一年一度的teachers appreciation party 已成为惯例，可今年却有所不
同，自开学以来，老师们除了上课，还有各种的培训和讲座，忙得是不亦乐乎！
想忙里偷闲张排练节目也没时间凑在一起。幸亏有了微信，由刘霄虹吴利宁，刘菁
Jennifer 和朴琳朱蓓分别负责组成了诗歌朗诵群，唱歌群和时装表演群。还有我们
那些多才多艺的老师们，在没有怎么排练的情况下就匆匆拉开了主题为《古今中
外》晚会的序幕。

十一月十三日下课后在初中Big Cafeteria 举办的联欢会
照例由王晓梅和简建华主持，晓梅由于前一天晚上还在
主持《红楼梦》演唱会大型演出，根本来不及串词，都
是即兴发挥，可见其主持功底不是一般的了得！开场首
先由现任校长徐向东朗诵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前
任校长李日新朗诵了一首获得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鲍
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教务主任于晓研为大家献
上了现代著名诗人汪国真的《我微笑着走向生活》。获
得掌声一片。

掌声落下，音乐响起，身穿从古到今各式时尚服装的老
师们鱼贯出场——上班族，自拍族，时尚族，古典族，
穿越的，搞笑的…活脱脱一个个的众生相把晚会推向了
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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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霞和简建华的歌舞《鸿雁》，张凤兰老师的一曲清唱《枉凝眉》，马燕老师的二胡
独奏《女人花》和即兴演奏《九儿》，让大家是目不暇接，听得如醉如痴…
紧接着由来自各地的老师们用自己的家乡方言朗诵徐志摩那首脍炙人口的诗《再别康

桥》。那地道的陕西话，天津话，上海话，北京话，云南
话，大连话，昆明话，等，还有东北那嘎沓话，诙谐幽
默，引人开怀大笑。乐瑾老师欢快的《采茶舞曲》更像是
一杯清茶，沁人心肺…

平日里这些老师们一个个在讲台上
为人师表，正襟危坐，可表演起节
目来个个身怀绝技，令人刮目相
看！晚会的尾声由众多老师的女声
小组唱《女人花》将此歌此曲演绎
到一种新的境界—女人花摇曳在红
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爱过
知情重，醉过知酒浓，真情真爱有
人懂，女人如花花似梦……

感谢ACLS中文学校，感谢家长会的朱涛和其他同仁们，感谢向
东，晓研，红月，海群以及admin.的幕后英雄们，当然还有辛
苦的摄影师们，让老师们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夜晚，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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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国风--红楼梦全版主题歌曲音乐会晚会 - 照片花絮
图/华伟

11月12日，由艾克顿中文学校、艾克顿华人协会、Town of Acton Recreation Depart-
ment 和波士顿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奉献了一场泱泱国风--红楼梦全版主题歌曲音乐
会。 请欣赏精彩照片集锦，由学校的义务摄影师华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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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吴安杰

MLP3A 指导老师：马睿 郭小
我和爸爸暑假去西安玩了5天。西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有好多古时候的东西。我
去了好多好玩的地方。我们去看了乾陵。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就埋在这里。
在乾陵里面，我看到了六十一个很奇怪的石像，它们除了一个，其他都没有头。导游
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头都被地震给震掉了。我还去看了兵马俑，是好多石头做的士
兵。兵马俑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造的。他认为这些石头的军队能在他死后保护
他，我觉得他好傻呀，这怎么可能呢？在西安，我还吃了好多好吃的，象羊肉泡馍和
羊肉串。还有一种很宽的面条，可是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

我觉得西安很好玩。我明年还想回中国，去其他好玩的地方玩。

我的梦想
八年级 王春玉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梦想，我的梦想是长大后成为
一名医生。

我喜欢帮助别人。每当看到一个有困难的人，我
总是希望自己有能力去帮助他。将来能做医生这
样的工作会令我满足和幸福，也会有很好的机会
去服务我的社区，改善人们的生活。成为一名医
生帮助人们摆脱疾病和痛苦，这是我人生最大心
愿。对此我会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

当看到一些人被病痛折磨时，我感到十分痛苦。
记得上小学时，我最好的朋友患上糖尿病。每次我看到她刺破自己的手指，取出血检
查血糖，我心里很不好受，可是我无能为力。当时我就想，如果我是医生就好了，我
会找到一个治疗方案来帮助她，帮助每个患糖尿病的人。

从电视里，我看到了非洲无助的儿童。他们没有足够的药物来抵抗像埃博拉那样可怕
的病毒。我如果是医生，我会去研究这种疾病，找到治愈这种病的药物和治疗方法。
我还希望大学毕业后再去医学院继续学习。

这就是我的梦想，我会为实现它而努力奋斗的！

No. 116      艾克顿中文学校校刊 二〇一六年十一/十二月

15



我的梦想
MLP3A邵亚伦

我的梦想是长大以后当一个像利昂内尔梅西那样伟大的职业足球运动员。

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因为我在足球场上的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刻。足球不但给我带来
快乐，也让我放松下来。我从七岁开始踢足球，到现在十一岁已经踢了四年球了。每
个星期周间有两次练习的时间，星期六是比赛的时间。每次练习和比赛前，我都迫不
及待；当我穿上球衣，球鞋和护膝，踏上足球场的时候，我兴奋的像一只放出笼子的
小鸟；当我和我的队员们配合起来成功进球的时候，我感觉我们就像兄弟一样，一
起欢呼，一起庆祝；当我们因为失误输掉比赛的时候，我们互相鼓励打气，说我们可
以下次踢得更好。所以我在足球这项体育运动中学到了怎样更好的合作，怎样面对失
败。在足球场上跑来跑去也锻炼了我的身体

我记得我刚开始踢足球的时候，我觉得我踢得并不好。可是我的教练和队员一直鼓励
我，后来我在中文学校学到了《铁棒磨成针》的故事，从中学到了一个道理，不管目
标有多难，只要坚持，不放弃，总会实现你的目标。于是我不仅上课认真练习，平时
业余的时间我跟我的好朋友们一起练习，现在我比以前进步很多。

要作一个像梅西那样的超级职业运动员，不但要热爱足球，还要有自信心。我会继续
努力，提高我的专业技能，为我的梦想付出努力。

我的梦想
MLP1A 邵翌宸

一直以来我有一个梦想，就是长大后当一个科学家。我为什么会想要当一个科学家
呢？记得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学校看了一个科学录像名字叫作《比尔奈：科学
家》（Bill Nye：theScienceGuy）。在这段影片中，科学家比尔奈介绍了水是怎么形
成了。我知道了水的化学形式是H2O，H代表氢气，O代表氧气。这时候我才知道世界
上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学习和探索。科学家能带领我们去了解和学习关于世界的
知识。
我知道当一个科学家并不容易，需要认真学习和做事情。我要从现在开始就培养认真
学习的精神。当一个优秀的科学家，要掌握很多的知识，所以从小我要读很多的书，
好好学习数学，积累知识。还最后最重要的是我要做一个善良的科学家，从现在开始
我要关心别人，关心社会，关心世界。我要坚持不放弃，当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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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公司（续）袁心怡

[接上期]
“我好像确定？不清楚… ”Mark太紧张 以至于有些犹豫。
Levente跑到他们车面前。“嗨，对不起，打扰您一下。。。”
Everett惊奇地叫了一声。“Mark-哥！完全确定他不记得你了吗？”他低声问。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大概十五的女孩？”Levente继续。
Roran摇了摇头。“没。怎么啦？你妹妹丢了？”
Levente看了他一眼，然后点头。“是的，啊，我们… …玩捉迷藏时，我… …朋友的妹妹不见了。”
“啊，那对不起喽，没看到。”Rorang看了Mark和Everett一眼，“你们呢？”
Mark装出在想的样子，然后再摇摇头。Everett正在跟着Mark假装想的时候，突然真正地想到了一个好办
法让Levente和Andris离开。
“啊！好像有一个。。。她那时候正在打电话，说着什么奇怪语言。”
“说什么你知道吗？”Andris从Levente旁边问。
“不知道，没听懂。。。”Everett停了一下。“啊！我可以模拟大概的声音。 她说什么Donne-moi 什么
什么，bil什么，avion。”
Levente和Andris互相看了一眼，想她肯定是说‘Donne-moi une billet d’avion’也就是说给我一张飞机
票。“好的，谢谢。” Levente说了，然后他们终于走了。
Mark和Roran叹了一口气。“看来我们的Everett挺聪明的。”Mark笑着说。
“呵呵，小看我了吧？”Everett回答。
Roran笑了一下，“好了，咋们赶快进去吧。”
Mark点了点头，“OK。”
他们进去的时候，Caius用手指 指着他们。“说了吧，他们肯定没事的。Saga，你想得太多了。”
他们五个加上Key好久都没有在一起了，所以他们开始聊起 最近有没有什么精彩的事情，而没有提起他们
的攻击计划。
“这几天，你们三个干啥了啊？”Saga问Roran，Mark和Everett。“怎么没看到你们啊？”
“Everett不停地叫着，说想去Arcadia，所以我们就跟着他去了一趟。”Mark回答。
“呆了多长时间啊？”Caius问，“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呢？我也想去Arcadia。”
“我们去的时候，你还在医院养伤，所以我们就没有跟你说。” Roran说。
“那么早啊？我怎么不记得你们走了呢？”Saga又问。
 “不是跟Andris和Levente去执行TR总部布置给你的任务吗？”Everett回答，“不管这些了，那些任务好
玩吗？”
Saga笑了下。“还行吧，也没有什么特别有兴趣的东西，除了那一次Andris被一个大气球碰倒了。”
Caius“只算‘还行’？如果我能看到Andris被一个气球碰倒在地，那任务一下子就变成好玩的！”
“反正你的‘好玩’跟我的‘好玩’不一样！”Saga反驳。
“你们俩个！停下来！我们到这里，并 不是来听你们吵架的!”Roran打断了Saga和Caius，“咱们准备我
们的计划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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