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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风景 

双影一心舞逍遥 
——记牛顿中文学校感谢教师节日联欢晚会 

 

林震一 
 

初冬的波士顿, 虽才过了感恩节, 确巳经是寒风凛冽, 冰冷剌骨了。傍晚时分,路灯惶

惑暗淡, 行人匆匆来去, 仿佛想急于逃避这沉郁黑夜的降临。然而, 在 Woburn 的亚洲文

化中心 (ACAS), 一场炙热的联欢晚会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它似乎在向这昏暗的冬

夜挑战, 拒绝被寒冷和沉郁所吞没。 
 

这是我们牛顿中文学校一年一度的 “感恩节感谢教师联欢晚会”。参加联欢会的有来

自各个年级的教师和助教; 有学校行政的领导和董事; 但更多的是我们中文学校的同学和

家长。 他们在这里向辛勤耕耘的教职员工们道一声“谢谢”。 
 

联欢会的序幕由“喜洋洋”乐队的 “京调”和“翻身的日子”拉开。 艺术家们在台

上的表演刹那间驱散了冬夜冷冽。 锣鼓声起处, 欢庆的感受和祖国文化的温暖在观众席

中油然升起。 在“喜洋洋”乐队的热情感招下, 成人健身班的同学们表演了“太极功夫

扇”和 “大地飞歌”。 她们柔中见刚, 刚柔兼并的步子好像正在向大家传授着太极的真

谛, 和返朴归真的觉悟。 与她们的深遂悟性相比美, 黄语红老师的舞蹈队和健身班的学

员们则显示出无限的童趣和天真。 
 

在欢快的舞蹈之后, 福蓉声乐班和牛顿中文学校合唱团的音乐家们，用声乐艺术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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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们展示了他们对生活的幢憬和追求。“阿拉目汗”、“去个美丽地方” 这些熟悉的歌

声不仅在台上被咏唱着, 同时也在台下每一个观众的唇边被轻轻地回味着…… 
 

联欢会上最热烈的欢笑是在张川川和曾晨晖的串场小品 “天仙配”上响起。 他(她)

们字正腔园的唱词, 眉清目秀的戏饰, 在阴错阳差里把联欢会的节目推上了最高潮。 雷

爆的掌声和笑声几乎把 Woburn 从冬夜的沉寂中解放了出来。 
 

联欢会的压轴节目则自然是成人交谊舞班同学的集体舞表演。在吴晔老师的督领下, 

三个班近百个学员在音乐声中翩然起舞, 既展示出华尔滋的典雅和高贵, 探戈的雄亢和潇

洒, 也表现了拉丁舞的豪放与柔媚。早期毕业班的学友们另组织起了 “新舞者俱乐部”, 

也到场献艺，其名曰:“双影一心舞逍遥”。舞者虽尚未尽其性, 而观众则早已被淘醉。 
 

按照牛顿中文学校的传统, 家长会领衔主办每年一度的谢师联欢会, 今年的联欢会特

邀中文学校合唱团的艺术家们协同共办。一台丰盛而难忘的节目在孙京为首的筹办小组的

精心编导下奉献给了中文学校的师生们。楼下游艺活动, 手工劳作和水果饮料供应在家长

会的安排下也是井井有条。 珠联璧合的合作推出了又一次成功的晚会。 联欢会直到近午

夜才告结束。门外的寒夜虽仍冷冽, 但师生们的热情依然高伉, 歌声依然嘹亮。在感恩节

里, 我们思想我们一年里所得的恩惠, 亲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爱护； 我们更珍视中文学

校的老师们对我们的孩子们的教侮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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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管理 
 

牛顿中文学校 

董事会会议简报 
 

王卫东/执笔 

 

牛顿中文学校董事会于 2007 年 12

月 8 日在董事孙京家召开了 2007-

2008 年度第二次董事会会议。董事会

九名成员刘希纯，姚洁莹，马丽君，

钱晓华，王卫东，周津平，周琼林，

周晶，孙京出席了会议。副校长李屏

列席了会议。会议于下午 2时开始，5

时 30 结束。  

 

此次董事会会议的主要议题为：  

 

 听取校行政秋季情况汇报（刘

希纯） 

 听取家长会情况汇报（钱晓

华） 

 讨论和通过春季学费调整 

 国内贫困地区奖学金计划下一

步工作讨论（周琼林） 

 听取建立教师评估系统进展汇

报 (姚洁莹) 

 

会议首先听取了校长刘希纯就秋季

学期学生注册及开学半学期工作的汇

报和说明。秋季学生注册达到了去年

同学期的学生人数，学校的各项工作

也已全面展开，运行良好。但是财政

前景不容乐观。既使注册达到了去年

同期水平，财政预算（包括前三个月

的实际数字）也只能达到收支刚好平

衡。这一预算进一步说明提高学费的

必要性。 

 

家长会长钱晓华汇报了家长会的工

作。值班情况运行良好。董事会就刚

结束的由家长会和合唱团主办的感恩

节感谢教师晚会的成功向家长会表示

感谢。会议也讨论了如何创造条件使

得更多的教师能参加这一晚会。 

 

讨论提高学费的事宜是这次会议的

主要议程。董事会经过反复认真的讨

论和以多数赞成票通过了于 2008 年春

季学期调整增加学费的决定。新学费

从一月春季学期注册生效。 

 

调整后的学费标准为： 

 

 第一节课学费/人：   $150，

增幅为 $20； 

 第二节课学费/人：   $130,  

   增幅为 $20； 

 两节课学费/人：     $250,  

一个学生注册两节课享受 $30      

优惠。 

 

学费调整后，增加的收入将主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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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支付由于物价上涨而带来的日常教

学和管理支出的增加，校舍租金及清

洁工费用的提高，每年教师工龄工资

的增加，以及每星期请警察管理交通

的费用。部分增加的收入将用于学校

进一步正规化，进一步调整和提高学

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以及其它可

能新增费用的经费。董事会还考虑到

并希望经

过这次调

整, 学费

能保持稳

定一段时

期。 

 

学费调

整的同

时，董事

会也讨论

了对因家

庭财政困

难或贫困

等因素而

无法供孩

子学中文的家庭提供资助的准则。有

意申请资助的家庭请与校行政和董事

会联系。 

 

董事会还讨论了老人课学费的情

况。随着老人课目的增加以及学校不

再收到本地几个银行的资助, 董事会

认为有必要在这次的学费调整中同时

调整老人课学费，并以多数赞成票通

过了于 2008 年春季学期增加老人课学

费的决定，新学费为$50/人。 

 

会议讨论了支持中国贫困地区的教

育的计划。这个计划目前正在接受高

年级的同学报名和欢迎大家提供中国

受支助的学校的名单，希望大家尽快

与董事会或支教工作小组联系和报

名。董事会将进一步在校內宣传这一

活动。周

琼林董事

将继续负

责支教小

组的工

作，并计

划接下来

的募捐活

动。 

 

董事会

听取了姚

洁莹董事

就建立教

师评估系

统的汇

报。特别工作小组已经做了大量的工

作，并已提出了评估的内容，标准，

打分，等等的初稿。董事会讨论了初

稿，计划在工作小组提出修改稿后，

扩大宣传的范围和征求广泛的意见。 

 

最后董事会讨论和商议了学校及董

事会接下来的工作及活动。董事会特

别感谢校行政、家长会为学校所做的

工作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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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画廊 

笔墨诗画入晚情 

祝牛顿中文学校老人国画班画展成功 

 

沈亚虹 
 

牛顿中文学校林二南老师教授的老年人国画班，将于二零零八年二月中国春节期间，

在 Lexington 公共图书馆举办国画画展。 
 

牛顿中文学校的老年人国画班开设于二零零三年，成员都是中文学校的爷爷奶奶一级

的老年家长，全班平均年龄大于 75 岁。这些年逾花甲的老人，虽都学有所长，事业有

成，但大都没学过国画。可是他们都有一颗老有所为，勤耕不 的心。经过三年多来林老

师的辛勤教诲和同学们的刻苦学习，大家的绘画水平大大提高，初有成就。特籍二零零八

年中国春节之际，举办画展，让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为更多的人所了解，所接受，所喜爱；

也借机向儿孙们一展银发族老当益壮的风采。让我们在此向银发族致以崇高的敬意，并衷

心祝愿画展成功！(文后为部分参展作品)♣ 
 

画展地点: The Walter S. Pierce Gallery  
Cary Memorial Library 
1874 Massachusetts Avenue  
Lexington，MA 02420 
Tel：781-862-6288 

 

画展时间: February 2 to February 29  
Opening reception will be held on 

Saturday February 2 from 1:30-3: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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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资讯 

新学期新课简介 
 

课程：书画研习班  教师：杜  玮(书法部分) 
沈亚虹(国画部分) 

时间：2:00—3:30pm   地点：102 教室 

学生：成人，水平不限  人数：6-12  

内容及方式：实践与讨论结合。书画交替进行，但每次课只安排一个内容。 

书法部分——锻炼笔法，提高线条质量和造型能力。学习不同

书体的用笔、结体和章法特点。顺序大致为：隶—楷—行—草—

篆。探讨美学原理在书画艺术创作和欣赏中的应用。 

国画部分——通过对花鸟画中藤本、木本、阔叶大花类、狭长

叶类等二十余种花卉、果蔬以及鱼虫禽鸟画法的名作介绍、技法

学习与实践,系统介绍、学习中国画的基本笔法、墨法(含用色)和

构图原理，使学员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掌握基本的原理与

技法,并能独立进行花鸟画小品的创作。 
 

 

课程：二胡普及班     教师：高宏伟 
学生：7岁以上或成人，水平不限(可根据个人水平选择一对一教学)，乐器自备 
 

二胡 是我国优秀民族传统乐器中最有特色的乐器，二胡的音色深厚、甜润、纯正而雅

致，能给人以悦耳动听、刚劲秀美之感，它既适宜表现深沉、悲凄的内容，也能描写气势

壮观的意境。如刚劲奔放的《赛马》、意境深远的《二泉映月》、催人泪下的《江河

水》、思绪如潮的《三门峡畅想曲》，还有宏伟壮丽的《长城随想》等，都是其优秀的代

表性曲目。二胡作为中国的传统乐器已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音乐爱好者所喜爱。学习二胡

可在提高自身音乐素质的同时，传承中华文化、弘扬国粹艺术。 
 

高宏伟老师，二胡演奏家，国家二级演奏员。在国内曾任吉林省民族音乐教育基地的

胡琴教师，教授二胡、高胡、板胡、京胡等，有多年丰富胡琴教学经验。他以普及和单独

授课多种方式教学，深受众多学生喜爱； 

来美后曾先后在亚洲文化中心、Andover 中文学校办有

教学点； 

高宏伟先生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音乐系。为吉林省音乐

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胡琴分会会员、中国民族管铉

乐学会会员。先后任部队文工团二胡首席领衔、吉林省民族

乐团二胡副首席、室内乐队首席领衔；曾随队出访过日本、

俄罗斯、科威特、巴林、印度、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参加过

全国性大型演出及比赛，如龙洋民族音乐节、全国民族乐器

比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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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尖小荷 
 

下面是七年级丙班何瑞萍老师指导学生写的作文—— 

 

作文要求： 
1、根据漫画写故事 
2、故事不局限于漫画 
3、题目自拟，字数不限 

 

不要放弃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太阳从东边的山峰升了起来。池塘里的水上飘着好多美丽的荷

花，池塘上还有一座小石桥。 

一只绿色的青蛙醒来了。它吃了一点早饭，然后就从桥上跳下去，在水里游一游，又

蹦到岸上。 

一只大鸟也起来了，觉得很饿。它飞到池塘边，要找一只好吃的青蛙吃。 

突然，大鸟看见了那只绿色的青蛙，大鸟飞快地把青蛙捞到嘴里，想一口吞进去，但

是青蛙把大鸟的脖子捏住了。大鸟无法吃下青蛙，只好吐出来了，青蛙就逃走了。(鞠然) 
 

青蛙和鹅 
在一个树林里的小河边，住着一个青蛙和鹅。它们住在山上，都很高兴。 

有一天，青蛙高高兴兴在抓虫子吃。鹅也在小河边走来走去找东西吃。 

突然鹅看到了青蛙。它一口把青蛙吃到嘴里。青蛙抓住鹅的脖子，不让它吞下去。 

最后，鹅就把青蛙吐出来了。 

不要放弃！        (张雪丽) 
 

永不放弃 
有一天，天上没有云，但是有太阳。天气很热。在太阳下有一个池塘。池塘的水很

少，因为天气太热。在池塘的岸边有树，但是树叶是黄色的，因为没有水。 

在池塘里有一只水鸟。它又饿又渴。很多鱼死了，因为池塘没有水。水鸟知道鱼很

少，但是它永不放弃地去抓鱼。每天水鸟都来到池塘，希望能找到吃的东西。尽管水鸟很

饿，但是它不要离开。 

还有一只青蛙在池塘。它很渴，但是它不饿。它不饿因为有很多虫子可以吃。每天，

它高高兴兴地吃饱了。青蛙真喜欢这个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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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水鸟看见了青蛙。它想那只青蛙很好吃。水鸟静静地飞去吃青蛙。青蛙在鸟

口里。水鸟要吃青蛙到肚子里，但是青蛙捏住了水鸟的脖子。水鸟很努力地吃青蛙，但是

青蛙永不放弃地捏。水鸟知道没有办法，就吐出青蛙。青蛙赢了。水鸟飞走了。 

青蛙赢了，因为它永不放弃。      (周华傲) 
 

青蛙和鸟 
山脚下有一个湖，湖边长了很多芦苇。这是一个好天气。 

青蛙住在湖里，捉小虫子吃。一只鸟飞来水边找东西吃。这只白鸟有一个很长的嘴

巴。青蛙是绿色的。它有四条腿，脚是蹼状。 

鸟看到青蛙。青蛙跳来跳去，鸟忽然一口捉住它。青蛙用前面两条腿扼住鸟的脖子。 

一下子，鸟就张大口，青蛙掉出来了，同时青蛙也松开前面的两条腿。鸟和青蛙都吃

了一惊，都认为对方很聪明。后来，它们成了好朋友。   (陈芳华) 
 

永远不要放弃 
太阳刚刚出山，小鸟在吱吱喳喳地飞来飞去。水草在风中摇来摆去，荷花在水面上浮

游。青蛙伸伸它长长的手，正在高兴的时候，一个庞大的黑影遮住了它的视线。 

眨眼的工夫，青蛙被水鸟一口咬住。青蛙顿时觉得眼前一黑，心里很害怕，想着：我

就要死了。但是它决定在死之前，它应该奋力一博，这时它已经呼吸困难。它便尽最后的

力气，一把掐住水鸟的脖子，心想：我不能让你就这么容易把我吃下去。这回水鸟觉得呼

吸困难了，过了几分钟，水鸟坚持不住了，哇的一口把青蛙吐了出来，青蛙得救了。 

青蛙学到了很重要的一课——永远不要放弃。    (戴佳琳) 
 

鸭子和青蛙 
天有太阳，有很好的风和很蓝的天空。太阳下有一个湖，湖里面有很多青蛙，还有一

个沙丘。沙丘后面有一条鸭子。 

鸭子是白的。它有一只黄色的鸟嘴和两条黄色的脚鸭子，也可以飞。 

青蛙是绿色，它可以跳和哽咽东西。青蛙住在水里。 

有一个鸭子，它过分激动，头先进水。鸭子是吉祥的，它拿了一个青蛙。不久，青蛙

把鸭子勒死了。        (王慕蓉) 
 

不要放弃 
有一天，在北京，天气是奇好，不冷也不热，在水塘边上很舒服。在水塘边上的山上

和坐在绿树下面也很舒服。太阳光照在一栋房子和水塘上。 

那天，一只大鸟在水塘找小鱼，当中午饭。只抓了三条，还很饿，还去找。找了很久

了，还没有抓到被吃的鱼。等会儿，它看到一条青蛙。 

这条青蛙在太阳底下游泳。一下子，大鸟抓住青蛙。青蛙的头在鸟喉咙里，它的手抓

大鸟抓大鸟的喉咙，鸟就不能把青蛙吞了。 

青蛙被大鸟吐出来了，逃走了。大鸟不很高兴，因为它找吃的很长时间了。一会儿，一条

小鱼跳出来了，被大鸟吃了。       (汪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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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和鸟 
很早以前，有一个水塘，水塘边上有一排绿树和野草。不远就有一座山。那天早上，

太阳刚刚从山下上来。 

那天，一只青蛙在水塘游来游去。它在找虫子吃。这只青蛙是绿的。 

山后面，在飞一群鸟，鸟飞了很久，结果一只鸟很口渴，它就飞到水塘喝水。 

青蛙看到鸟就游走了。鸟听到青蛙就找它，找到了，就抓在嘴巴里，吞。青蛙不想

死，抓鸟的脖子，不让它吞。不久，鸟就喘不出气，死了。青蛙就游走了。(张凯丽) 
 

互不相让 
今天太阳很亮。天上没有一片云。眼前一片小水塘。小塘边长满了绿草。远处有一座

座小山。小虫在嗡嗡叫。青蛙在哇哇叫。一切都很平静。 

突然，一只水鸟落在地上了。它在水边上，走来走去。它看见水中有很多鱼，可是它

不喜欢。它只想吃一只青蛙。它找来找去，来回走动。突然，它看见了一只青蛙在水中游

来游去。水鸟马上就要吃它。 

青蛙在找虫子吃。它刚想吃一只小虫子，可是水鸟抓住它了。水鸟在想：“我终于抓

到了一只青蛙！”水鸟非常高兴，刚要吃掉青蛙。它发现无法吞下去。水鸟的脖子被抓住

了。青蛙死死地抓住水鸟的脖子，水鸟死死地咬住青蛙。它们互不相让。 

最后，水鸟松开了青蛙，所以青蛙就跳进了水里。水鸟就飞走了。它们都平安了。 

  (金小雨) 
 

水鸟和青蛙 

在蓝天下，水塘显得更加美丽，更安静。绿绿的树，白白的云，黄黄的太阳都像一幅

美丽的画。水塘边还有一个小桥。 

在水塘，有一只水鸟在抓鱼。水鸟的速度很快，抓了很多鱼。虽然水鸟吃了很多鱼，

但是它还是没饱。 

水塘边还有一只青蛙。它一边游泳一边抓虫子。青蛙的速度不是很快但是它还是努力

的抓虫子。 

还没饱的水鸟看见了青蛙。水鸟轻轻地到青蛙旁边，想把它吞下去。但是青蛙掐着水

鸟的脖子。水鸟把青蛙给吐出来，青蛙跑走了。虽然水鸟都快把青蛙给吞下去，但是青蛙

还是没有放弃地逃跑。       (田思纯) 
 

不要放弃 

一个夏天的早上，在一个水塘边。周围是一片绿色的树。太阳刚刚升起来。 

一个水鸟正在水塘内抓鱼。它看着小鱼游来游去。突然用它的强壮的嘴巴抓了一条，

然后吞进肚子里。 

一个青蛙正在水里游泳。它游来游去捉虫子吃。 

水鸟看见了青蛙立刻把青蛙抓在嘴里。但是青蛙不放弃抓住水鸟的脖子，不让水鸟吞

进肚子里。后来水鸟就把青蛙吐出来了。     (马思倩) 
 

青蛙的故事 

一天有一个小青蛙。青蛙在游泳。青蛙住在一个山里的地下游泳。今天的大天气很

冷；有一个鸟也很冷。小鸟想吃它的最爱吃的东西，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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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鸟在天上看到了一个小青蛙。小鸟就飞到青蛙的家上面。小鸟去拿小青蛙。小青蛙

看了鸟在飞下，它就很快去游泳。 

鸟抓住了青蛙就把它放在鸟的脖子了。青蛙就拿小鸟的脖子所以鸟不能吃它。 

鸟就放青蛙走了。青蛙就很快乐地回去它的家。     (王凯) 
 

永远不放弃 
从前有一个青蛙，它住在一个小池塘。这个青蛙不是一般的青蛙，它很聪明。它很喜

欢它的小池塘，但是，除了它以外，还有一个动物，一只大鸟！大鸟很想吃青蛙，但是它

每一次抓青蛙的时候，它抓不到。有一天，大鸟终于抓住了青蛙。大鸟就想把青蛙吞下

去，但是青蛙把它的脖子抓住了，就防止被大鸟吞下去。大鸟越用力吞，青蛙就越用力

卡。青蛙非常非常累了，但是为了活下去，它要永远不放弃。它就拚命地卡住大鸟的脖

子。          (赵一帆) 
 

青蛙和水鸟 

在新罕布什尔的沼泽地上，小青蛙在跳跃。 

小青蛙开始它的日常捉苍蝇。它捉住了很多苍蝇。它十分集中，没有注意水鸟飞在身

边。 

水鸟正在抓鱼的时候，它看到了小青蛙。青蛙是他的最喜欢的食物，就要吞吃小青

蛙。 

小青蛙已经被小鸟叨在嘴里，可是小青蛙非常机灵，用它的手紧紧地扼住水鸟的脖

子。水鸟疯狂地甩头，但它越甩头越出不来气，最后只能把小青蛙吐出来。 

小青蛙战胜了。        (卫安勃) 
 

小小和青青 
从前有一条小河。河边有很多绿草。附近有几个小山。蓝天上一朵云都没有。太阳象

一个大红球。真是一个美丽的景色。 

河边有一只鸟在抓鱼。那个鸟叫小小。小小是一个大坏蛋。她故意地抓鱼，把鱼放在

绿草上面。她抓到的鱼都死了。小小在想，“我今天要抓到二十条鱼。我真的想知道鱼是

不是好吃的东西。” 

在水里是很多美丽的鱼游来游去。水里有一只青蛙叫青青。青青是一只聪明的青蛙。

他知道小小是一个大坏蛋。青青的爸爸妈妈都是被小小咬死的。青青真的想报仇。 

小小用她的嘴抓到了青青。青青怎么动都不行。小小的嘴紧紧地咬着青青。青青想出

了一个好主意。他伸出手来紧紧地抓着小小的脖子。青青最后把小小掐死了。青青回家

了。在河里每条鱼在开派对。 

青青没有放弃，最后他赢了小小。     (邹首王君 ) 
 

青蛙赢了 
在一个小水塘边上，一个水鸟正在抓鱼。旁边有大山，绿的树林，在小雨和晚霞的映

照下，在这地方什么房子都没有，只有一个坏掉的小桥在湖边。一个小鸟躲在这片树叶

下，在找食物吃。它看见什么都会抓。先看见了一条鱼，但是抓不到。然后看到了一个青

蛙，很高兴。鸟把青蛙吞进嘴里了，但是青蛙不要死掉，就打起来了。 

最后青蛙赢了。        (朱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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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和水鸟 

一天早上，青蛙在游泳，因为今天很热。他游过很多绿色的草在水里长。他游完了就

睡了一会儿。 

他睡完了又去游泳了。突然一个大水鸟把青蛙咬住。青蛙马上就用手抓住鸟的嗓子。

鸟不能喘气，就把青蛙吐出去了。      (王英博) 
 

聪明的青蛙 

在一个很大的山林里，有一个很大的水塘。在这个水塘旁边，有一个小木房。在天

上，有很多白云和很亮的太阳。在水塘的旁边，有很多树。 

有一个水鸟在水塘上飞。这个水鸟要找到鱼吃。有一个青蛙在水塘里面游。这个青蛙

在找虫子吃。 

水鸟飞了过来，以为青蛙是条鱼，就把它吞了。青蛙很聪明，就把水鸟的脖子卡住

了。 

水鸟就把青蛙吐出来，然后飞走了。青蛙跳到水里，游走了。  (陈翊宁) 
 

水鸭和青蛙 

在高高的山上有一个小池塘，池塘边上围着高高的树。池塘里长着水草。天是蓝的，

水是绿的。 

池塘里有一只水鸭，它

有长长的腿，雪白的羽毛和

尖尖的嘴巴。它的嘴里刁着

一只青花的青蛙。那只青蛙

的手紧紧卡着小鸭的长长的

脖子。它不想放弃，拚命地

想从小鸭的嘴里逃出来。 

最后因为小鸭不能透

气，不得不放弃了青蛙。青

蛙获救了。 (吕心缘) 
 

不要放弃 

有一天，在一个美丽的

水塘有一小桥。 

一个水鸟在抓小鱼，一

个小青蛙也在那个水塘里抓

虫子。 

水鸟故意抓小青蛙要吃

它，小青蛙抓取鸟的脖子。 

鸟没有空气，吐出小青

蛙，小青蛙学到不要放弃。

  (欧阳元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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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在牛顿 

半歌半舞半神仙 
东风 

 

来上跳舞班，纯粹是因为耐不住健身房的乏味，日复一日地“奔跑”在走步机一尺见

方的空间里，颇有孙悟空一万八千里的跟头翻不出如来佛一个手掌心的感觉，郁闷。朋友

说，不如去跳舞！我那几近“舞盲”的先生对朋友的这个提议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热情，

是他拉着我到牛顿中文学校的舞蹈班报了名。不曾想，交谊舞班人满为患，我们在等了近

一年之后才终于接到通知被“录取”。这点，丝毫没影响先生对舞蹈班的热情。 
 

开学第一天，看着站在我们面前的吴晔和金光海老师，神采奕然，容光焕发，令心情

为之一振。据说在我们的“初级班”之上，已经有了“中级班”，“高级班”，以至于

“研究生班”。我们班就有四十人之多。自报简历，竟然也是清华北大，工程数理，聪慧

之人，不乏其数；最终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 
 

当初连科学猜想都没被吓倒的我们，本以为跳舞也不是什么难事。年长的有跳“忠字

舞”的基础，年轻的借着大学舞会的熏陶，最不济的就算是“没吃过猪肉，也还见过猪

跑”。第一个舞我们学跳华尔兹。音乐响起来，梦一般浪漫的旋律，已然令人心醉；两位

老师由远而近，翩翩起舞，若花丛中两只翻飞的蝴蝶，叙说着一段由相识，相知，到相恋

的童话，直看得我们目瞪口呆。老师的脚跟刚刚落定，教室里就响起了一片感叹和掌声。

等我们自信满满地开始学着老师的样子起舞时，华尔兹在我们的演绎下，竟变成了一群军

人在讲述着课间操的烦恼，举手投足因突兀和僵硬而显得十分滑稽。看着我们这群“生

猛”的舞蹈新生，两位老师说话都格外小心，基本上是连哄带夸，像生怕伤了我们不堪一

击的自尊。 
 

到我们和“高才生”班站在一起时，我们的“稚嫩”就显得尤为突出了。不光是别人

注视你的目光像是在审度刚入学的新生，头几次和高班同学一起演出，人家出场是一色飘

逸的舞装，影影绰绰间若吴刚嫦娥散落人间；到了我们这儿，都是各家过年时出门穿的花

裙子，恰好形成一幅“天”“壤”之别的图画。演出完毕从场上下来，夹在入口旁等待上

场的高班同学给我们报以了热烈的掌声，听得出，分明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自尊。立时间，

也让你感到一份被人呵护时的融融暖意。我们自然也做得像所有的新生一样，把既是满怀

羡慕又无限“崇敬”的目光，投回给了高班同学精彩的演出。一来一回，一份无声无息间

的默契，在心里荡漾开来，让人感动着，像是回到了久违的大学时光。 
 

值得称道的是，虽为初级班，同学跳舞的热情甚高。这当然一大部分得归功于我们的

几任班长。迄今为止，我们班已是三易其主，不仅每任班长都尽职尽守，而且都是一呼百

应，颇得人心。我们班的课外排练表，被几任班长排得井井有条，且每每都是满场，最终

把两位老师感动得对我们班刮目相看。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位对我们班极有贡

献的人，那就是我们班的助教吴学明老师。我们的每一次排练，学明老师都是必到，且不

厌其烦地为我们示范，示范，再示范。于是，工作之余，在办公室的嘈杂和闹市的喧哗之

外，我们拥有了一份“偷得浮生半日闲”，“半歌半舞半神仙”般的逍遥。 
 

一年下来，吴晔和金光海老师从上至“天纲理常”“夫妻之道”，下至“三角”“几

何”，“牛顿定律”，使尽混身解数，终于化干戈为玉锦，点石成金，将我们这些“生

猛”的“舞将”调教得不再把华尔兹演变成“军人的烦恼”。在“高才生”班举办的舞会

上，我们班的人已经开始“鱼目混珠”。不过，最得意的还莫过于在必要时，我们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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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卖小的说上一句：“初级班的，跳得不好，请原谅”几个字，保你赢得“大人大

量”，在舞会上尽管与“高手”过招，人生之乐也。 
 

转眼间，新生们就要入学了。我们很快将步出“初级班”的行列，变成“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的中级班。想到这儿，心中亦是且喜且悲。喜的是天下又少了几个“舞盲”；

悲的是秋来暑往，我们又送走了一批往日的“同学”。有道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

发”。 

        2007-10-26   于波士顿♣ 

 

让我们舞吧! 
江天 

 

让我们舞吧----大学时代总喜欢幻想有一个浪漫的男生，走到自己面前,伸出手来, 优

雅地一句: “ Shall we dance?” 随后,俩人就随着优美的舞曲旋转了起来。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幻想就源于对未来未知生活的美好想象。后来我们毕业、工作、

出国。虽然与跳舞都没有任何关联，但是我们一直在追求自己心中更美的生活。 
 

出国的头几年是辛苦的，那辛苦不在于生活的拮据，而是由于对未来美好探索的不确

定。好在我们没有放弃，从西海岸的旧金山到东海岸的波士顿，长途跋涉八天八夜，就象

那些一两百年前的 Frontier 一样，坚信美的未来就在前方，我们就这样安顿了下来。 
 

安顿下来，生活在继续。在牛顿中文学校学习跳舞，就是追求心中美好生活的必然结

果吧！我们在这里碰到了许多和我们相似的人，有相似的经历，有相似的追求，更相似的

是我们都喜欢跳舞。 
 

每个星期天的下午，当那一刻舞曲响起，大家整齐地练着舞步，我心中的幻觉每每重

现，当年的那个男生又落落大方地走到我跟前：“Shall we dance?” 回头看一眼丈夫，

当年的那个男生，也正在认真地练着舞步。 
 

我们一路一同走来，当年一起面对挫折，现在一同挽手跳舞。生活还在继续，让我们

一同携手继续跳吧----舞曲响起，我们翩翩起舞，我心中的美，大抵如此了。♣  

 
成人交谊舞初级班学员与吴晔(中左)、金光海(中右)老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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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博弈 
白棋的手段在哪里？ 

卢珂(围棋教师) 
 

本题来自笔者与荷兰 6 段 Frank Janssen 的一盘棋，Frank 今年名列第 2 届国务总理杯世界业

余围棋锦标赛第五名。 
 
如果黑下在 T14 位将遭受灭顶之灾，请问白棋的手段在哪里？ 

 
 
上期答案： 

白棋应该从左面打吃：黑如仍于 2 位粘，白 3 团后有眼杀瞎，黑棋不能入 T19 位。 

 
 

实战白 1 从右边打吃，黑 2 粘后形成金鸡独立，白棋不能于 P18 位紧气，梁 8 段痛失好局。 

 
读者可在 http://www.newtonchineseschool.org/teachers/luke/Canada5.sgf 下载本局棋

谱，或 http://www.newtonchineseschool.org/teachers/luke/USCanada.zip 下载本次比赛全部棋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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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话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湘灵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余光中《寻李白》 
 

引这句诗作为开场，因为它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李白的特征及成就。酒、月光、剑，是

李白的生命组成，半个盛唐是李白的成就。盛唐诗坛的两座高峰，就是李白和杜甫，李居

盛唐一半。李白嗜酒，“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

酒中仙”，嗜酒可到皇命不从；“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

愁”，嗜酒可到倾家荡产。李白爱月，是明月的朋友，“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邀友

共饮；“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对友好奇；“小儿不识月，呼作白玉

盘”，与友戏谑；“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高歌友人大千气象；“且就洞庭赊月

色，将船沽酒白云边”，向友告贷。李白爱剑，从二十五岁仗剑辞国，交游天下。“停杯

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用剑表达愤怒；“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安得

倚天剑。跨海斩长鲸”，用剑表建功立业；“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 用

剑表不得志。 
 

李白(公元 701-762 年)，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字太白。其先隋末以罪徙西

域。白五岁时随家迁蜀。少时既显露诗才。白出身商家，因商人不能参加科举，故此，学

纵横之术、道家，爱好游侠，希望游说王公，一蹴而为卿相。二十五岁沿江由蜀入楚，入

赘安陆故丞相之家，居十年，妻死，迁居东鲁任城（今山东济宁）。期间曾两入长安，求

取功名。于 742 年，由道士吴筠、诗人贺之章引荐，奉诏入京。玄宗礼遇极隆，“帝赐

食，亲为调羹”，御赐供奉翰林。白在京，依旧嗜酒狂歌，《清平调》一词既为醉后所

题，深为玄宗、贵妃喜爱。曾令高力士为其脱靴，羞辱之。高力士虽为宦官，乃玄宗登基

功臣，连太子都以兄事之。白终为高力士所谗，仅一年余，被玄宗赐金放还。之后，开始

长达十年之久的漫游。安史乱起，入永王璘幕；及永王叛败，白受牵连，当死，得郭子仪

力保，得免，长流夜郎。遇赦东归，前往安徽当涂，依附族叔县令李阳冰，不久病逝。 
 

李白诗现存九百多首，体裁广泛。五言绝句、七言绝句清新自然、音声婉转。七言律

诗、五言古诗常常突破古律，化腐朽为神奇。其古乐府诗，常为宴后酒醉所为。摆脱所有

禁忌之后，内心深处的块垒，如火山突发一般，喷薄而出。字句或长或短，音律或疾或

缓，犹如天马行空，大大开拓了乐府诗的表现形式，又加上想象奇特，引经用典，恰到自

然，天衣无缝，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谪仙人”名号，出于贺之章口后，成

为铁定。其同时诗人的诗集，多著官名，连杜甫，王维都不能免俗，《杜工部集》《王佑

丞集》，均著官名，唯有李白诗集，直书《李太白集》，不加翰林称谓，大有不食人间烟

火的味道。 
 

李白在世日已名重当时，杜甫称其“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又称“痛饮狂歌空

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当时已有诗集多种刻本流行坊间。 
 

《峨眉山月歌》，为年轻的李白出川而作，清新淡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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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四句诗中，连用五个地名，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先写山，再写水，

山上的月，水中的月，一个远在天上，一个近在眼底。诗人从清溪登船，向三峡进发，前

面讲了秋月，此处点明“夜发”，明朗的秋月夜里，诗人出发了。船逶迤而行，渐行渐

远，亲人不见了，蜀山月影却随诗人沿江而流。诗人对故乡的留恋全在无言中。不写诗人

对故乡之恋，反写故乡对诗人之恋，大江流月影，千里长随君，令人耳目一新，“我寄愁

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亦此意也。 
 

李白来楚后的生活，欢快而惬意，两年后便入赘故丞相许圉（音雨）师府中，和许的

孙女成婚，这一时期的诗风，平淡风雅，富有生活气息，所作《襄阳歌》，同样的醉歌，

醉里的天地却有童话世界般的美丽。 
 

襄阳歌 
落日欲没岘山西，倒著接篱（白头巾）花下迷。 

鞮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 》（南朝童谣，流行于襄阳一带） 

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 

鸬鹚杓，鹦鹉杯。(鸬鹚杓：形似鸬鹚颈长的长柄酒杓。鹦鹉杯：形如鹦鹉嘴的酒杯） 

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 

酦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 醅（酦醅：重酿而没有滤过的酒）。 

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 

千金骏马换小妾，醉坐雕鞍歌《落梅》。 

车旁侧挂一壶酒，凤笙龙管行相催。 

罍咸阳市中叹黄犬，何如月下倾金 ？ 

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石，龟头剥落生莓苔。 

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 

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 

舒州杓(舒州的一种酒器)，力士铛(音称，用力士瓷制成的酒器)，李白与尔同死生。  

襄王云雨今安在？江水东流猿夜声。 
 

歌中连用与襄阳相关的两个典故，晋朝的羊祜（公元 221-278 年）和山简（公元 253-

312 年），皆为镇守襄阳的封疆大吏。山简整日醉歌，醉骑宝马，倒戴头巾，烂醉而归，

因而留下笑柄，童歌笑之。羊祜身简力行，醉心攻吴大业，后人立碑记之。李白却以山简

自拟。酩酊大醉，烂泥如也，襄阳儿童，围而观之，拍手笑歌。白甚为得意。并谓人生百

年，不过三万六千日，每天都要饮上三百杯。醉眼里的汉江，鸭头绿色，好像初酿的葡萄

酒，曲糟都垒成高台。千金宝马换来美妾随侍，马上唱著《梅花落》，以梅花凌霜傲雪，

表其不落市俗。车旁悬著酒壶，笙管仙乐助著酒兴，心亦随之飘飘然——助秦灭六国的丞

相李斯又如何？后被二世腰斩咸阳市中。刑前，与子回忆出家乡上蔡之门，驱黄犬逐狡兔

之景。惜哉终成追忆，今生再不复得。早知如此，何不月下倾杯？羊祜的石碑，已是龟头

剥落，羊祜的苦心，再也无人理会，无人落泪，亦无人心悲。清风朗月，又不用一钱，何

不珍惜? 醉如玉山将顷，多么潇洒。来来来，接著干，李白今世将如此。襄王巫女幽会

事，早随江水东流去，留下的，只有月夜里，凄厉的猿声。歌中所议，将也好，相也好，

王也好，无论生前多么显赫，终归于沉寂，还是及时行乐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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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经过十几年的游说，于公元 742 年，实现了“暮登天子堂”的愿望，离安徽南陵

入京。作《南陵别儿童入京》纪念之。 
 

此时的李白，因岁月蹉跎，家遭变故，许氏夫人已亡，移家东鲁，与刘氏女同居。已

无年轻时的潇洒，表现出对功名的急不可待，亦对世人之冷眼，表愤慨之情。 
 

南陵别儿童入京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十年努力，亦修成正果。诏书突来，喜从天降。白从山野闲鹤，

归为朝中显贵，万分激动。白酒新熟，黄鸡正肥，呼童烹鸡，儿女牵衣，全家上下，一片

喜洋洋景象。接下是高歌自慰，载歌载舞，刀光剑影，与日争辉，喜悦之心，跃然纸上。

想到游说圣上，功名将就，恨不飞马疾驰。汉时的朱买臣，未发迹时，以樵夫为生，以读

书为业，老婆耻笑之，下堂求去。后朱买臣遭遇武帝，授会稽太守。老婆回头，要破镜重

圆，买臣以覆水难收示之。我今天遭到同样之事。我要仰天大笑，奔赴京城而去，我的才

华岂能久没民间！得意时的李白，是何等的自负。 
 

李白来到长安，长安的复杂政治，超过白能操控程度。一方面深受玄宗厚爱，一方面

却与卿相无缘。后世均认为玄宗有眼无珠，李白怀才不遇。其实并不尽然。姚崇，宋碧，

张九龄，都是玄宗所用，唐之名相。李白近侍皇帝左右，一年有余，并无一篇如李斯《谏

逐客令》、贾谊《过秦论》一样的政论之文留于后世，倒是有《清平调》一词。李白属于

风花雪夜，笔下千言，纵论国是，胸无一策之人。且诗人气质，治国不宜。后世南唐后主

李煜，北宋徽宗赵佶，红朝太祖泽东，既是明证。 
 

清平调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诗中以瑶台仙子比贵妃，以霓裳羽衣衬托贵妃出水芙蓉的娇美浓艳。以巫山神女心生

忌妒，惊艳贵妃之美。最后以名花倾国两相依托，花既是人，人既是花，化解了君王的无

数烦恼。吹捧贵妃已达极限，而不觉肉麻，可谓匠心独到。 
 

李白得不到希冀的权位，初时醉于市井间，后来愤而请还。李白的悲剧在于他混淆了

诗才与治才的区别，赐金还乡后，诗风大变，满腔的愤怒之火，在政治抱负不得施展的同

时，以诗作为发泄口，以火山喷发般的火热，在酒精的麻醉下，喷薄而出，横行笔端。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从此中国产生了一位天才诗人，少了位平庸政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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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

石堡取紫袍。”（《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

女”（《梁甫吟》），“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我且为

君捣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无不是愤慨之言，

好在那时无文字狱，亦无“打右派”之虑，可以大胆发泄。其《梦游天姥吟留别》，更以

寄情山水为托，啸出“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梦游天姥吟留别 
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 

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 

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 

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 

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 

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 

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 

列缺霹雳，丘峦崩摧。 

洞天石扉，訇然中开。 

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 

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 

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 

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明为记梦，既有长安现实依据，又有屈原《九歌》之影。海上仙山，遥不可及。越中

天姥，云霓可睹。吴越剡溪，年轻时的李白，曾经想往。“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

剡溪”，为当年出蜀之作。天姥山，因山中听到仙人天姥歌声而得名。梦里的仙山，竟然

风光超过五岳。与之相对的天台山，虽然有四万八千丈之高，还倾倒在下，甘拜下风。南

朝谢灵运，为谢玄孙，一生淌漾会稽、永嘉、庐山山水之间，袭封康乐公，身兼贵官诗人

于一身，为李白的偶像。谢曾创制登山木屐，屐齿可以前后装卸，用于上山或下山。李白

梦里飞往，沿著偶像的路径，旧地重游，见到海上日出，听到天鸡高鸣。千岩万转，迷花

倚石之间，天色突然暗淡下来。继而熊咆龙吟，层巅深林为之颤栗。接著是，雨夹天色，

烟升水上。此应为李白飞临瀑布之感，笔者曾乘游船，处身美加边境的大瀑布中，真可

谓，熊咆龙吟，山河失色；云蒸霞蔚，日月无光。突然之间，雷光电闪，山崩地裂，洞天

神府，豁然开朗。金台、银台、日光、月色，交相互映。“云之君”身披彩虹，驭驾长

风，虎为之鼓瑟，鸾为之驾车，仙人们列队迎接。诗人为梦所惊，突然醒来，烟霞明灭之

后，枕席依存。虚幻之后，返归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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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行乐不过如是，暗示出长安的幸遇，依稀如梦幻之景。还是骑著白鹿，名山求仙

为妙。又怎能，低三下四，毫无尊严，侍奉权贵，使我心烦。 
 

壮丽的山青水色，暂时平慰诗人心中的愤怒，忘却凡尘的不平。十几年后，安史之乱

暴发，李白躁动之心，重新萌发。投怀永王璘军中。错估了形势，认为又是西晋末年，五

胡乱华再现。“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得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永王东巡歌》），白自比东晋柱石谢

安。结果，他辅佐的永王，没能成为中兴晋

室的琅琊王司马睿，反成肃宗刀下鬼，李白

受迁累，终遭流放夜郎罪。中途遇赦而返，

作《早发白帝城》。 
 

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表现出诗人日奔千里，早日逃离苦海的

愉快心情。此时的李白，时年五十有九，已

不见年方二十五时，顺江东下，故乡对己，

水流残月，千里相随的依依恋情。代之以万

重千山，一日而还，渔歌中的“巴东三峡巫

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在诗人眼里，反

倒变成欢快的回家变奏歌。这就是诗人！同

样的世界，依自己的心态，变幻无穷。这也

就有了情调，有了灵性；有了色彩，有了意

境。也就有了诗!♣ 

 

签证旅游服务 
 

 中国签证 两年多次往返 $150 

 2008 年春节特价机票 

 中国精致游 15 天 

 云南深度游 12 天 

 欧洲精华游 12 天 

 Aruba 3 日游 
 Cancun 6 日套餐 

 

Aileen Travel 李亦鸣 
617-325-6714, 617-710-2987 (cell) 

yimingli@aileentravel.com 
yimingli777@yahoo.com 

 
（本人在该校福蓉班上课，欢迎随时与我联系） 

 
阅读欣赏 

寻 李 白 
余光中  

 

——痛饮狂歌空度日 
飞扬跋扈为谁雄 

 

那一双傲慢的靴子至今还落在 

高力士羞愤的手里，人却不见了 

把满地的难民和伤兵 

把胡马和羌马交践的节奏 

留给杜二去细细苦吟 

自从那年贺知章眼花了 

认你做谪仙，便更加佯狂 

用一只中了魔咒的小酒壶 

把自己藏起，连太太也寻不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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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长安城小而壶中天长 

在所有的诗里你都预言 

会突然水遁，或许就在明天 

只扁舟破浪，乱发当风 

——而今，果然你失了踪 

 

树敌如林，世人皆欲杀 

肝硬化怎杀得死你？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从开元到天宝，从洛阳到咸阳 

冠盖满途车骑的嚣闹 

不及千年后你的一首 

水晶绝句轻叩我额头 

铛地一弹挑起的回音 
 

一贬世上已经够落魄 

再放夜郎毋乃太难堪 

至今成谜是你的籍贯 

陇西或山东，青莲乡或碎叶城 

不如归去归哪个故乡？ 

凡你醉处，你说过，皆非他乡 

失踪，是天才唯一的下场 

身后事，究竟你遁向何处？ 

猿啼不住，杜二也苦劝你不住 

一回头囚窗下竟已白头 

七仙，五友，都救不了你了 

匡山给雾锁了，无路可入 

仍炉火未纯青，就半粒丹砂 
怎追蹑葛洪袖里的流霞？ 

 

樽中月影，或许那才是你的故乡 

常得你一生痴痴地仰望？ 

而无论出门向西笑，向西哭 
长安却早已陷落 

这二十四万里的归程 

也不必惊动大鹏了，也无须招鹤 

只消把酒杯向半空一扔 

便旋成一只霍霍的飞碟 

诡绿的闪光愈转愈快 

接你回传说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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