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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校刊由牛顿中文学校主

办，每月出版。本刊设有“教学园

地”、“两代情怀”、“青青小

草”、“小荷尖尖”、“家在中

国”、“人物专访”|“支援教

育”、“校区内外”、“生活点

滴”、“文化动态”、“品味心

情”等栏目。欢迎各位牛顿人，以

及我们的朋友惠赐稿件、作品（书

画、摄影等），来稿请寄： 

editor@newtonchineseschool.org 

 本校将略付微酬，以表示我们深深

重重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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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家里人俺家里人俺家里人俺家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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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兰、蓉蓉和东东 
盛兰兰兰兰兰兰兰兰老师第一次走进牛顿中外学校

是 1989 年，她那时正在波士顿大学攻读儿童

认识发展教育博士学位。因为论文的主题是

有关双语教育，所以她迈进了牛顿中文学

校。“来了就在这里扎下了根，她是一个一

看到学生就充满了精神头儿的人。”前校长

李家祺这样评价她。 

因为工作和家庭的原因，盛兰兰离开过

牛顿几年，到再有机会时，她立刻回到这

里，时值杨立原担任校长的 2001 年。 

注意到她是在 2008 届毕业典礼上，毕业

班的学生几乎都比兰兰高大许多，而且美国

长大的孩子活泼、开朗。反倒是兰兰静悄悄

羞涩地站在一边，为自己学生流利的致词热

烈地鼓掌。 

暑假有美东教师协会的教师进修，从头

听到尾的就有我们的盛博士。也是从李家祺

老师那里听说，早在 91-92 学年，盛老师就

和他们一起远去巴尔的摩参加这个系列的教

师进修。“有机会了解教育的发展趋势，特

别是学习先进的数位教学，是很高兴得一件

事。”盛兰兰平静而不加表情地诉说着，我

的内心对于有博士学位的她和另外远近盛名

的王瑞云老师，兢兢业业几乎每年参加这样

的普及性的培训这件事，怦然心动！ 

同样让兰兰高兴的事，是她辅导的多位

学生在中文 AP 的考试中，拿到满分的成绩，

其中还有一位是韩国人。 

孩子年龄较小，本职工作（她在 Tufts

教了十年中文，目前在牛顿南高中任教）繁

忙的盛兰兰，去年毅然接下一个马立平班。

“我想请自试用一下这本教材，看看其中的

奥妙。现在教了一年半，还没有做成，还在

琢磨中。我发现这个教材很丰富而且有特

点。但扎扎实实地教好还是比较难的。最重

要的因素是家长的作用。许多人第一，二年

会配合学校和孩子们做各种练习，这种热情

会慢慢凉下来。能坚持七，八年的家长非常

不容易。如果家长陪同孩子在‘玩’中学不

能贯彻，这个教材的难度相应地就提高，而

且教材的特点也相应地减弱甚至失去了。 

所以对于老师的挑战，就是想办法如何

在课堂上把这套教材（任何教材）教到最

好。”  

摸索的路是漫长的。去年学校主持建校

五十年大型研讨会，盛兰兰博士作了题为

“中文生字与课文的多种教学法”的讲演。

她介绍的教学方法丰富多样，从中可以看

出，兰兰从当年在国内大学教英文，到现在

在主流高中和中文学校教中文，始终不停顿

地学习提高，尽心尽力把教育工作做好。 

兰兰总是来去匆匆的样子，消瘦的肩上

斜挎着一个沉重的大书包，大踏步地走来走

去。简单的直发和眼睛衬着她清秀的脸庞。

她坚持不让我写她，就像我坚持用她做我们

这个栏目的第一女主角一样的执著。因为我

觉得她是老师中的老师；好人中的好人。 

 

藤蓉蓉蓉蓉蓉蓉蓉蓉是“2001 年从费城搬到波城，

那边也有中文学校，所以一搬来就在附近打

听，说有一所叫牛顿的。到这儿一看，怎么

这么多人啊，从来没有想到有这么有气势的

中文学校。吴学明是那年的校长，说我们五

岁的女儿报不进学前班，要放在候补名单

上。我问上一年级行不行，说是可以，所以

就都进来了。老大上八年级，在汪春晓老师

的班上。那时何瑞萍当教务主任，我向她申

请教学的工作，正好五年级有缺，我就这样

一直教了下来。 

看上去我的工作一直没有变，实际上每

年都有不同的收获。我觉得老师固定地教一

个年级有它的好处。会一直积累经验，也容

易针对学生有共性的弱点进行教学。 

五年级基本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间

点。，拼音基本都掌握了。因此我们把教学

重点放在让学生提高表达能力上。从读课文

到回答问题；从有表情地阅读，到担任角色

到讲台前进行对话。我每年都有一个‘保留

节目’给孩子们，在学第四课《汽车的故

事》时，让孩子们分成小组，讨论未来的汽

车是什么样的。让他们写出来，画出来，派

代表到前面来讲解给其他同学听。每年的学

生都很喜欢这个项目。而且每年我都能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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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点子。我告诉孩子们，十年以后要记得

对比一下他们的想象力实现了多少？ 

我觉得牛顿中文学校不仅是一所单纯的

语言学校，而是一个内容齐全的社区，不然

为什么每个星期天，这么多人扶老携幼地赶

来。是一种文化的氛围吸引了这么多人。对

学校的希望？当然是越办越好，如果哪一天

有人捐赠给我们一栋校舍，那就更好了！” 

蓉蓉说话快，做事也快，这不，在学校

当驻校护士，下班带大了三个孩子。出来牛

顿中校时，老三才一岁，现在已是四年级的

学生了。明年说不定到她的班上参与讲汽车

的故事吧。满档的工作之外，她还热衷烹

饪，带给家人和朋友美食的享受。校刊的读

者都对她的“感恩节大餐”饱了眼福。好消

息是她提到的父亲的肿瘤是良性的，已经平

安来美探她的亲了。怪不得蓉蓉在教师感恩

节联欢会的服装秀上笑得那么美；沪剧唱得

那么甜呢。 

 

付东东东东东东东东是 2008年春季开学才来牛顿

学校的，算是新鲜人一族。先是她自己来上

朱福蓉老师的唱歌班，接着动员儿子来“恢

复中文”——小时候在中国长大，说话算

溜，但没学过中文。依程度选班，成了小班

里的“大个头”。儿子也和郑玥老师学画

画。 

东东加入牛顿不到两年，却做了不少

事。去年 50年汇演的节目单，是她全程设计

的，在牛顿图书馆展示的橱窗也是她和姚洁

莹、张蓓蕾负责完成的。还有卡拉 OK 比赛在

校外，参与策划了 MIT 四川地震赈灾义演。 

今年开始给吴富民老师做助教的东东，

脚步迈得飞快，她已提出明年做老师的申

请，已经在家拿儿子练兵了。这样不但可以

把她的京腔京味儿在海外、在牛顿传承，而

且让她这个没有学文科的“文科迷”有机会

一展潜在的才能。 

东东不光来牛顿不久，来美国也没有几

年。但她在异国迅速地落地生根，茁壮地成

长。有位和东东共过事的资深牛顿人预言，

东东不仅可能成为好老师，而且颇具“帅

才” 

看来，从学电脑到转行做生物；从歌唱

得极像关牧村到提拉米苏做得唬得了意大利

人；咱们东东还有的是长才呢。不知该说牛

顿中校有幸有了东东；还是说，东东有幸来

到中文学校更为贴切？ 

其实每个牛顿人不都和东东一样感叹与

中文学校的缘分吗？ 

                            大大大大    海海海海    

 

 

中华艺术基金会中华艺术基金会中华艺术基金会中华艺术基金会    

举办举办举办举办    

国画书法展国画书法展国画书法展国画书法展    
中华表演艺术基金会中华表演艺术基金会中华表演艺术基金会中华表演艺术基金会为配合歌剧

《白蛇传》今年 2 月在波士顿 Cutler 

Majestic Theatre 做世界首演，于元月

六日至二月三日在 Brookline 图书馆

（361washengton St Brookline MA）

二楼 Hunneman Hall 举行国画书法展。 

参加展出的书画家有：该镇居民岭

南派画家江昭美、纽英崙艺术协会专业

画家林浩宗、林卓培、梅宇国等。我校我校我校我校

书画班师生谭嘉陵书画班师生谭嘉陵书画班师生谭嘉陵书画班师生谭嘉陵、、、、刘钢刘钢刘钢刘钢、、、、汪庆汪庆汪庆汪庆、、、、王玉王玉王玉王玉

双双双双、、、、沈亚虹沈亚虹沈亚虹沈亚虹、、、、金雁等金雁等金雁等金雁等。部分全美青少年

国画书法比赛获奖者杜佳晨、杜泽根、

鞠悠然、林嘉雯、许文婕、姚光宇、陈

冠洁等人的作品，也将参加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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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牛顿我与牛顿我与牛顿我与牛顿    

 
                                                                                                                                                                            

李少娜李少娜李少娜李少娜    
 

        2010年悄然而来。 

        水流淌得快，日子比水流淌得更快！ 

        流逝的是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宝贵的记忆与耐人寻味的故事。 

        那年，我与思宁领着九岁的儿子与五岁的女儿来到牛顿中文学校，他们俩同上一个班，老

师是远近闻名的画家郭义芳先生，郭老师又教中文又教画。当时的校长是我们学校最资深的王

瑞云老师的丈夫李家祺先生。转眼间，小女儿今年都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了。女儿上中文学校那

几年结识的一群好朋友，虽然人处各方，但至今都还在密切地联系、交往着，逢年过节回到波

士顿，总少不了聚上一，两次，兴高采烈地疯乐一番。还有，因为儿子与女儿在中文学校得到

很好的汉语拼音教育，他们的汉语拼音基础非常扎实，2006 年盛夏，女儿还饶有兴致地到北

京语言大学进修学习了三个月的中文；在大学几年里也继续选修中文课直至毕业。曾教导过女

儿的几位中文学校教师，对女儿的健康成长起到的正面作用是我们父母取代不了的。孩子们在

中文学校学习与工作的经历，也是他们人生中的重要阅历。 

        霜染两鬓的我们，每个星期天，依然风雨无阻地、高高兴兴地随着潮涌般的人群来中文学

校。能拥有一个属于我们每个人的社区该是多么的好！这是当初踏入中文学校时始料不及的。 

        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我翻开电话册查找号码的时候，看到一张十年前的电话名录：这是一

份 1998 – 1999 牛顿中文学校教职员、董事会、家长会的名单。数一数当年任教的四，五十位

老师和员工中，今天依然站在讲坛前的有狄晓慧、任基安、谭嘉陵、田毅、王瑞云、武亚明、

朱伟忆、杨宜芳、姚洁莹、于丹、周琼林、黄语红和钟瑜这十几位老师，及沈依与楼一平两位

行政及财务主任。人一生能拥有多少个十年？在学校创办的五十个春秋中，无疑他们与前前后

后一批又一批参与学校建设和发展的师生员工一样，都是光荣的“牛顿人”，都是功不可没的

学校建设的中流砥柱！倘若不是热爱一群群孩子，倘若不是热爱我们这儿的社区生活，倘若不

是热爱牛顿中文学校，哪有这般坚持，哪有这份情怀！中文学校，何其有幸啊！ 

        仅仅十年前，我们再怎么大胆设想，也不敢想象中文学校将有今天这般规模。那些年的董

事会会议，总少不了一项专设议题，就是如何将学生人数严格控制在三百人大限之内？大家都

担心学校太大，人太多难管理，怕出事。此后每过一年，讨论的数字大限就增加一百。殊不

知，每一届的正，副校长，都在尽职尽责，费尽唇舌地向领着孩子慕名而来报名的家长们解

释，劝慰和建议。这些年，我们学校可是为附近的几所中文学校送去不少生源。但学校学生人

数依然直线攀升。常在幻想，哪天没准儿有位象比尔.盖茨那么财力雄厚的智者，无偿捐赠一

所寬畅优雅的校舍给牛顿中文学校，该有多好！ 

        自然发展与兴旺的事物，应有其强盛的生命力，那强盛的生命力必定是靠着种种缺之不可

的要素来滋养与撑持的，缺了这些要素，生命就会枯萎。 

        学校的接力棒在一届又一届“重在参与，贵在奉献”的董事会，家长会和校行政手上一年

又一年地传递着，学校的好传统也在一年又一年地传承着。半个世纪来，学校已形成了许多独

具特色的活动内容：一年一度的中文演讲比赛；一年一度的绘画书法比赛；一年一度的奔赴中

国偏远贫穷乡村学校的支教活动；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会；一年一度的感恩节联欢晚会等等，

一年比一年热闹，一年比一年更有凝聚力，一年比一年办得好。 

        学校越办越红火，学校人气越来越旺盛，这同时也意味着家大业大，人多事多，无疑给非

专职承当管理者的学校领导们，带来了更多更大更艰巨的挑战。校长的担子最重，数不清的电

话来自四面八方，耗在学校事务上的时间与精力往往比平日的本职工作要多得多。人才济济的

中文学校社区，愿意无怨无悔地为大家做事的能人比比皆是。有一位老师满含赞赏与感激之情

对我们说：“看看我们的韩彬校长，那么踏实地做事，那么努力地为学校服务，那么谦让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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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成绩，那么寬宏大度地与人共事，有这么好的领导当校长，学校怎能不兴旺？！”   是的，

没有一大批可敬的奉献者，哪有学校这一年又一年的盛况！ 

        出身于老师的校长们，来自教学第一线，她们最体贴当老师的甘苦。我在一次聚会中遇见

谭嘉陵老师，聊起中文学校，修养气质极好的谭老师真情地说：“非常感谢学校领导将最邻近

学校大门的两个停车位划给我和王瑞云老师，这事令我一直很感激学校” 。我知道，那是姚

洁莹老师当校长时的好安排。也是洁莹当校长那年起，所有从校长位置上退下的家长或老师，

在中秋佳节都收到学校馈赠的一盒月饼。学校为了酬谢辛辛苦苦努力工作一年的老师们，为了

让常年难得相互见面的教师们能轻松愉快地交流倾谈，在上任校长李屏和副校长韩彬的倡议策

划下，在孙京任董事会会长的校董事会大力支持下，去年召开了首届教师联欢晚会，今年，在

校长韩彬和同为来自教学第一线的副校长冯瑶老师的支持努力下，再接再励地有了第二届。有

一位颇受家长赞赏的老师，每年的感恩节都会给“老”校长们打个电话道声谢，心里永远怀着

纯朴的感激之情。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展示了牛顿中文学校独具特色的人文关怀环境，

显示了人性中真挚，关爱，善良的本质，让人亲切感受到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从周晓钟和王泽养担任家长会会长起，这十年来，家长会在学校建设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吴学明和王卫东这些管理学校的“大腕”，都是家长会会长出身。再回过头来看近些年

的家长会会长，将家长值班的工作安排管理得有条不紊，每次学校大型活动都担负着最沉重的

工作。最近这两届家长会会长倪继红和邓永奇，在两届教师联欢晚会上领着十来位家长，认认

真真，勤勤恳恳地从头忙到尾：布置会场，摆放桌椅，端饭分菜……令所有到场的教师特别感

动。在相当精彩，笑声不绝的教师节目演出结束后，举目望去，忙碌的身影依然是杜伟与刘

茹，校长韩彬和家长会长邓永奇，还有坚守岗位的家长会工作团队。我看到两位年轻家长，一

位叫肖广松，一位叫张红武，心中一热，赶过去要了他们的名字。再对他们说“孩子小在家

呢，你们一晚上在这帮了这么多忙，谢谢你们啊！学校特需要你们年轻一代的家长参与学校的

各项工作”。他们微笑着说：“应该的，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学校嘛”。这时，我在心里想，他

们多象十年前的我们。 

        新年第一天的清晨，我敲下最后一行文字，要赶紧给海燕发送过去。 

        飞雪迎春到，在这新的一年，中文学校一定会更好，更兴盛！ 

        （校长韩彬在联欢会上致词            摄影  楼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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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楼的角度：楼一平老师镜头下的感恩节教师联欢会 

 
                                             气势磅礴的诗朗诵“黄河” 

 
                                           婀娜多姿的“旗袍秀” 

                  （左）诙谐幽默的“talk show””(右)简便易学的“指压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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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外 

 
        

       

       校刊主编盛情力邀我再续去年前篇，为我

们今年的教师联欢会的时装表演写个小结。

去年刚写过，实在怕让大家有似曾相识的感

觉，这几天一直在等待灵感，想找到新的视

角。正好想起那天晚会上，杜玮老师大受欢

迎的自创杜派清口昆曲伦巴让我们开怀畅

笑，手舞足蹈。就套用那句著名的游园惊梦

唱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牛

顿中校，良辰美景共度过，赏心乐事又一

年。可不是么，今年我们的整台演出，还真

正是姹紫嫣红春满园。 

      去年的冯队今年荣升校长，朱伟忆老师

又鼓励新进，只愿出谋划策不肯挂队长之

帅。好在咏梅，董苏两位老师很早就主动请

缨带队，对今年的演出内容到形式早有打

算。去年我们在没有彩排的情况下，大家超

水准发挥，博得满堂彩，今年又很早被校领

导内定为保留节目，能不好好准备一下嘛! 当

然要比去年，更有亮点和看点，这是队长们

的目标，所以要在各方面往精和专上下功

夫：服装一套就好，但要精致；台步风格统

一为妙，别忘了张显个性。那么旗袍就是首

选了，又民族，又典雅，又喜庆。大家分头

去挑选商借适合自己身材和个性的旗袍，是

我们第一，二次排练的主要任务。每一位都

携几套而来，不厌其烦地试穿，务求大家都

觉得好才放心。因为是第二次合作，彼此之

间都很熟捻了，所以，互相给了很好的建设

性的意见，那种同台“战友”的“肝胆相

照”真是让人窝心。如有神助，最后展示在

舞台上的每一套旗袍都各有特色，无不色彩

艳丽，做工考究，整体效果好极了！音乐

呢？太多好的选择了，youtube 视听、 CD 热

身,、网上投票，队长们终于有了定夺， 事

后，十二佳丽们不得不承认队长们的先耳之

明，果不其然，传统悠扬的紫竹调给我们的

演出增色不少。董队特地将给孩子们准备的

江南竹伞拿来让我们做道具，更是平添几分

动感和活力。 

        我们第一场演出是在感恩节的音乐舞会

上亮相。董事长孙京是这样介绍我们的：我

们的女教师们平时课堂上教书育人认真负

责，今天，她们将展现给大家她们舞美的一

面（孙董的上海普通话将妩媚演绎成舞美倒

也恰到好处！）古曲声中，走来一群熟识的

近在身边的朋友，突然间在台上却又成为颇

有舞台魅力的女子，这样的“视差”, 视觉变

化能不让人“惊艳”么！她们平素是忙碌的

老师，能干的职场女强人，辛苦的妈妈，今

天摇身一变，巧笑倩兮，娉娉婷婷，袅袅娜

娜，俏生生，活泼泼，端庄秀丽，雅致嫣

然，或淡如秋菊，或艳如牡丹，真真是各显

风采，衣人互衬，赏心悦目，有一波又一波

的掌声为证，掌声让我们备受鼓舞！当然也

要谦虚一下，荣誉是大家给的，我们还是有

很多可以改进的么！再接再励，为了更好地

在我们全体教师的茶话会上表演，校长助理

兼台柱刘茹在忙碌的感恩节期间，特地安排

大家在她和杜玮老师充满艺术品位的豪宅再

次彩排，力求更上层楼。可见我们对演出的

重视程度！虽然今年因为才艺压身，档期冲

突，张川和林芾两位腕级老师不能和我们一

同登台，却有才卸下校长和家长会长重任，

舞台经验丰富的李屏和倪继红新近加盟，加

上我们这些老将，婷婷有如十二金钗。第二

次的近台演出又大获成功，再度得到大家热

情的鼓励和赞赏，怎不叫人开心！ 

        如果说去年的首演略显匆忙，得到大家

的称赞里蛮多的是“友情鼓励”，我们今年

挑战自我，精益求精的态度，有备而来的表

演赢得的掌声让我们真正地体会到了，在牛

中大家庭里，同心，同行，同台，同乐的大

喜悦，再一次感谢大家！也欢迎更多的老

师，特别是数学老师，绘画老师们加入我

们！不过，我个人认为明年得另外选题了，

因为我们今年的可圈可点，可是不容易超越

的啊！你说呢！ 

        谨以此文特地纪念我们这群依然美丽的

知性美女的又一次愉快的合作！祝愿大家新

年快乐，让健康，自信，乐观，从容的美常

伴我们，台上台下，一年再一年！ 

 

                                                     洁洁洁洁    莹莹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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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荷尖尖小荷尖尖小荷尖尖小荷尖尖    

八年级丙班的汪春晓老师指导同学们八年级丙班的汪春晓老师指导同学们八年级丙班的汪春晓老师指导同学们八年级丙班的汪春晓老师指导同学们，，，，以以以以““““一一一一场场场场难忘的体育难忘的体育难忘的体育难忘的体育比赛比赛比赛比赛””””为主题写一篇作为主题写一篇作为主题写一篇作为主题写一篇作

文文文文。。。。同学们写得活灵活现同学们写得活灵活现同学们写得活灵活现同学们写得活灵活现，，，，现场气氛浓厚现场气氛浓厚现场气氛浓厚现场气氛浓厚。。。。 

 

我亲身参加的篮球比赛我亲身参加的篮球比赛我亲身参加的篮球比赛我亲身参加的篮球比赛 

陆俊雄陆俊雄陆俊雄陆俊雄 

    我是个篮球迷，爱看篮球， 也爱打篮球。 不管是 World Series, NBA, 还是奥运会，我都非

常喜欢。  

    我们今天坐了一个小时校车去牛顿打了一场激烈的Travel篮球比赛。比赛设在牛顿的比赛

场，场地又大又宽，能坐 1000 个小朋友和家长。我穿着一件二号球衣和Nike鞋子出场比赛。 

    比赛一开始，我拿着篮球，拍到了边线，投进了一个三分球。观众开始欢呼起来，为运动

员加油。接着，大卫和Mark分别投进了一个两分球。另外一个球队开始加强进攻，连着投进了

两个三分球。对方球队以 35比 23 领先。 

      下半场一开始，我队教练员请求暂停，过了一会儿休息，就又开始进攻打球。但是，一个运

动员不小心让 Rachel 受伤了。因此，裁判做出了准确判断，判对方的队员犯规。Rachel罚进了

两分球，就把比分拉开了。到了最后两分种，比赛越来越激烈，观众也越来越紧张。  

    现在是最后的一分钟。两个队拼命抢球，组织进攻。比分是 43 比 45，我队落后两分，但

是我们还有机会赢回来。我的队决定要用最后机会,让我们赢得比赛。这时，我又投进了三分

球，接着大卫也进了一个两分球，两个队打成平局了:   47 比 47。 到了 30 秒，Scott 投进了决胜

球，最后比分是 50比 47 星鹰(Starhawks)。观众欢呼起来。 

    我觉得自己亲身参加的这场篮球比赛太精彩了。    

    

赢得了第一名赢得了第一名赢得了第一名赢得了第一名 

高英高英高英高英 

    我喜欢踢足球。每个星期六，我都踢足球。有一个比赛是我最喜欢的。那天，我们足球队

在踢我们最后一场球。我们队还没输过，要是可以赢这个比赛，就是第一名。 

    比赛开始了，没有几分钟他们就进了一个球。我们开始紧张了。我们进攻了几次，不过他

们的守门员很好，所以我们进不了球。上半场快完了的时候，那个队犯规了。我们利用这个机

会，进了个球。 下半场开始的时候， 那个队的守门员换了人，这守门员没那么好，丢了几个

球。 结果，我们六比三赢了 

 

为我们的球队欢呼加油为我们的球队欢呼加油为我们的球队欢呼加油为我们的球队欢呼加油 

袁伊晴袁伊晴袁伊晴袁伊晴 

    今天，我们学校举行一场女子足球比赛。 由我们八年级的球队对安多幅中学八年级的球

队。大家都对这场足球比赛感到非常兴奋。 我和美美也去场边为我们的球队欢呼加油。 比赛开

始了！ 

    由于双方队员的进攻和防守都特别好。 比赛进行得非常激烈。 每当发生惊险的场面， 所

有的人都兴奋地鼓掌， 为她们加油。二十分钟后， 红红带着球冲过中线， 然后传给麦然，麦

然将球踢给小凤。 小凤带球盘过对方的后卫队员， 接着就一脚射门， 足球穿过守门员的双

脚， 冲进安多幅队的大门。突然间，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欢呼小凤的表演。  

    进球以后，双方队员可能都感到很累了，所以再没有进球。 最后，时间一到，裁判吹一声

哨子，我们的球队赢了比赛，大家都非常高兴。 

 

爸爸妈妈叫得比电视里还响爸爸妈妈叫得比电视里还响爸爸妈妈叫得比电视里还响爸爸妈妈叫得比电视里还响 

曾由京曾由京曾由京曾由京 

 我们全家都喜欢足球我们全家都喜欢足球我们全家都喜欢足球我们全家都喜欢足球。。。。我以前踢我以前踢我以前踢我以前踢，，，，    弟弟现在踢弟弟现在踢弟弟现在踢弟弟现在踢。。。。足球很有趣足球很有趣足球很有趣足球很有趣，，，，也很精彩也很精彩也很精彩也很精彩。。。。每个周末每个周末每个周末每个周末，，，，
弟弟要踢一场比赛弟弟要踢一场比赛弟弟要踢一场比赛弟弟要踢一场比赛，，，，我们也要在电视上看一场足球赛我们也要在电视上看一场足球赛我们也要在电视上看一场足球赛我们也要在电视上看一场足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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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有一次有一次有一次，，，，我们在电视上看我们在电视上看我们在电视上看我们在电视上看了了了了一场球赛一场球赛一场球赛一场球赛，，，，    那是墨西哥国家的甲级足球俱乐部联赛那是墨西哥国家的甲级足球俱乐部联赛那是墨西哥国家的甲级足球俱乐部联赛那是墨西哥国家的甲级足球俱乐部联赛，，，，ALT ALT ALT ALT 队队队队
对对对对 STLSTLSTLSTL 队队队队。。。。双方的防守队员都打得很严密双方的防守队员都打得很严密双方的防守队员都打得很严密双方的防守队员都打得很严密,  ,  ,  ,  传球都很到位传球都很到位传球都很到位传球都很到位，，，，断球也很漂亮断球也很漂亮断球也很漂亮断球也很漂亮，，，，但是比分一直是但是比分一直是但是比分一直是但是比分一直是 0000
比比比比 0000。。。。裁判员跟着运动员跑裁判员跟着运动员跑裁判员跟着运动员跑裁判员跟着运动员跑，，，，因为总有队员犯规因为总有队员犯规因为总有队员犯规因为总有队员犯规。。。。有一次有一次有一次有一次，，，，一个队员犯规了一个队员犯规了一个队员犯规了一个队员犯规了，，，，我看见裁判给了我看见裁判给了我看见裁判给了我看见裁判给了
他一张黄牌他一张黄牌他一张黄牌他一张黄牌。。。。    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裁判也给了对方一个任意球机会裁判也给了对方一个任意球机会裁判也给了对方一个任意球机会裁判也给了对方一个任意球机会。。。。这时教练抓住了这次机会这时教练抓住了这次机会这时教练抓住了这次机会这时教练抓住了这次机会，，，，换换换换了了了了
人人人人，，，，    由一个刚换上去的队员来踢由一个刚换上去的队员来踢由一个刚换上去的队员来踢由一个刚换上去的队员来踢。。。。他很专心他很专心他很专心他很专心，，，，用了一点时间想了想用了一点时间想了想用了一点时间想了想用了一点时间想了想，，，，然后使劲踢了一脚然后使劲踢了一脚然后使劲踢了一脚然后使劲踢了一脚，，，，球球球球
直接进了球门直接进了球门直接进了球门直接进了球门。。。。场上场下的人们都欢呼起来场上场下的人们都欢呼起来场上场下的人们都欢呼起来场上场下的人们都欢呼起来，，，，显示牌上比分就变成了显示牌上比分就变成了显示牌上比分就变成了显示牌上比分就变成了 1111 比比比比 0000。。。。没过多久比赛的没过多久比赛的没过多久比赛的没过多久比赛的
哨声响了哨声响了哨声响了哨声响了。。。。STL STL STL STL 队以一球险胜了队以一球险胜了队以一球险胜了队以一球险胜了 ATL ATL ATL ATL 队队队队。。。。他们都很兴奋他们都很兴奋他们都很兴奋他们都很兴奋，，，，高兴得又叫又跳高兴得又叫又跳高兴得又叫又跳高兴得又叫又跳。。。。    
                爸爸妈妈在我们家里叫得比电视里还响爸爸妈妈在我们家里叫得比电视里还响爸爸妈妈在我们家里叫得比电视里还响爸爸妈妈在我们家里叫得比电视里还响。。。。那真是令人兴奋不已的一场足球比赛那真是令人兴奋不已的一场足球比赛那真是令人兴奋不已的一场足球比赛那真是令人兴奋不已的一场足球比赛！！！！    
    

要比赛的运动员都是我的好朋友要比赛的运动员都是我的好朋友要比赛的运动员都是我的好朋友要比赛的运动员都是我的好朋友。。。。 

王捷王捷王捷王捷

        我是一个爱看球的人。我看过了很多有趣的比赛，但是我最喜欢的一场球赛是一场排球比

赛。 

        这一场球赛就在我学校的体育馆举行。要比赛的运动员全是我的好朋友，所以这一场比赛

对我很有意义。对方的队是来自别的学校的学生。在比赛之前，两队的运动员都做了准备活

动。球赛开始的时候，大家很紧张。比赛激烈，两边运动员的实力很接近。我们校队得分的时

候，大家给我们球员鼓掌。比分交替上升，看球赛的人越来越紧张。终于是该我们的排球队发

球了。我的好朋友连续发了几个好球，对方的学生接不好。我们的排球队赢了！大家非常高

兴。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场球赛 。
 

四分之三的比赛是我赢了爸爸四分之三的比赛是我赢了爸爸四分之三的比赛是我赢了爸爸四分之三的比赛是我赢了爸爸 

周旋周旋周旋周旋 

        我喜欢打网球，当然也就最喜欢看网球比赛。 

        学会打网球要很长时间，掌握发球和回球需要一定的技巧。如果你不能跑很长时间，打网

球就不容易。网球赛不仅需要体能，而且需要智慧。这是一场和对手全面的争夺，集中注意力

和快速的反应是赢得胜利的保证。 

        更详细的讲，每当我回球成功后，我的对手没能回过来，我的感觉好极了。我不但喜欢打

网球， 而且喜欢看网球赛。我能从看世界顶级球员的比赛中学到更多的打法。打网球很好玩。

我和我的爸爸经常有网球比赛。其中四分之三的比赛是我赢了我爸爸！ 

    

我喜欢看排球也喜欢打排球我喜欢看排球也喜欢打排球我喜欢看排球也喜欢打排球我喜欢看排球也喜欢打排球 

曾舒慧曾舒慧曾舒慧曾舒慧 

    我喜欢看排球比赛也爱打排球。 

    有一次， 我看了学校组织的一场五年级的排球比赛。 比赛场地上有一个网， 有两个球队

正站在那儿做准备活动。 我们一坐下来，比赛就开始了。 

    打排球的规则是一方把球发过去， 另一方把球打回来，不能让球掉在自己的这一边的场地

上，另外，如果不能三次之内把球打过去，发球的一队就赢了。 

    双方队员都打得很努力。有时候有的球没有发过去就输了一分。有的球发得很好，对方打

不回来，就赢了一分。得分赢得了我们观众的一片掌声。 两队的比分很接近。最后，一方连续

得了两分，这方球队就赢了这场比赛。不管是赢的一方还是输的一方，大家都笑着，显得很高

兴。 

 这场排球比赛真是很有趣。 

 

看同学踢球是一件开心的事看同学踢球是一件开心的事看同学踢球是一件开心的事看同学踢球是一件开心的事 

金薇金薇金薇金薇

    新学年一开学, 学校组织了一场足球赛. 比赛就在学校的操场, 由我们学校对另外一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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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开始了, 裁判穿着黑色的衣服, 不停地跟着运动员们跑. 他在仔细地看运动员是不是犯规

了, 但他很平公. 看球赛的同学们都很兴奋, 不停地为运动员们加油.  

        看我校的同学踢足球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因为她们踢得很好。上半场, 我校的同学已经踢进

了三个球. 对方还没有进任何球。 下半场开始时, 对方的学校很快地进了两个球. 他们要进第三

个球的时候, 我一位很好的朋友做了个很快的反攻, 又进了一个球。 过了一,二分钟后, 裁判吹哨

了, 这说明球赛结束了。 我们都大声地欢呼起来, 因为我们学校赢了！ 

        这场足球赛真是太好看了。 

    

球飞进了球飞进了球飞进了球飞进了球门球门球门球门 

段宇杰段宇杰段宇杰段宇杰 

    我最喜欢的一场球赛是一场足球赛。我参加了这次比赛。我们队已经赢了很多的球赛,可是

我还没有进球。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场足球赛。球赛开始的时候我们队马上就去进攻。对方就要

防守了。我们队没有给他们进攻的机会。一个队员跑到球门踢了球。球飞到对方的球门里。进

球了! 对方立刻组织进攻。球来了！我把球踢到他们的半场。上半场结束了。下半场开始，他

们得到了球，立刻就开始进攻。对方的队员跑得很快。他进球了！现在双方打成平局，一比

一。我的队又进攻了。一个队员把球踢给我。我把球带到球门。我踢了球。球飞到球门里。我

进球了！我和我的队高高兴兴地回家。 

    

这场球赛使我打开眼界这场球赛使我打开眼界这场球赛使我打开眼界这场球赛使我打开眼界 

林恺闻林恺闻林恺闻林恺闻 

    我的好朋友 Kevin很会打冰球, 他在 Newton 市的少儿冰球队里。一天,他的爸爸带我去看他

的冰球比赛。 

    这场比赛在 Merrimack 大学的滑冰场进行,由 Newton 市对 Needham市。观众不多,只有运动

员们的家长和朋友,但是他们热烈地为运动员们加油鼓劲,所以球场的气氛还是很热闹。 

        比赛一开始很紧张。Newton 市队先进了一个球,没过多久, Needham市队也进了一个球。接

着, Newton 队加强了攻势, Kevin 传球很准确,使得他的队员连连进球。Newton 队的比分直线上

升。下半场, Needham市队也加强了攻势,但是 Newton 队的防守很严密, Needham市队没法进

球。最后,Newton 队以六比一大胜 Needham队。 

        以前我对冰球不了解,这场球赛使我大开眼界。 

    

只要相信自己就一定会赢只要相信自己就一定会赢只要相信自己就一定会赢只要相信自己就一定会赢 

咸碧琳咸碧琳咸碧琳咸碧琳 

      今天下午，红队和蓝队举行足球冠亚军决赛。比赛是在学校的操场上进行的。冠军将会得

到一个很漂亮的奖杯。家长们坐在两边的观看台上，都希望自己小孩的队赢。 

    队员们在操场上做准备活动。比赛开始的时侯，我们红队在进攻，蓝队防守得很不错。在

中场休息时，大家都去喝水了。我们最好的球员摔倒受伤了。我们都很担心会输，所以我们的

教练叫了暂停。教练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加强配合，只要相信自己就一定会赢的！”比赛进

行得很激烈。最后，我们红队终于赢得了冠军奖杯。大家高兴地拥抱在一起。 

    

一场愉快的足球比赛一场愉快的足球比赛一场愉快的足球比赛一场愉快的足球比赛 

张繁张繁张繁张繁  

    一个晴朗的夏天一个晴朗的夏天一个晴朗的夏天一个晴朗的夏天，，，，是大家聚会的好天气是大家聚会的好天气是大家聚会的好天气是大家聚会的好天气。。。。我家和六家好朋友在我家和六家好朋友在我家和六家好朋友在我家和六家好朋友在 Cosituate Park  Cosituate Park  Cosituate Park  Cosituate Park 玩玩玩玩。。。。我们我们我们我们
不但能玩儿沙子不但能玩儿沙子不但能玩儿沙子不但能玩儿沙子，，，，划船划船划船划船，，，，烤肉烤肉烤肉烤肉，，，，而且还能游泳而且还能游泳而且还能游泳而且还能游泳，，，，扔飞盘扔飞盘扔飞盘扔飞盘，，，，打排球打排球打排球打排球，，，，踢足球踢足球踢足球踢足球。。。。不管是玩什么不管是玩什么不管是玩什么不管是玩什么，，，，我我我我
都喜欢都喜欢都喜欢都喜欢！！！！    
    我们走过了一片泥泞土地和长长的草我们走过了一片泥泞土地和长长的草我们走过了一片泥泞土地和长长的草我们走过了一片泥泞土地和长长的草，，，，远离大家远离大家远离大家远离大家放放放放风筝风筝风筝风筝，，，，玩狗玩狗玩狗玩狗，，，，和打球的地方和打球的地方和打球的地方和打球的地方，，，，来到来到来到来到
了一片宽阔的草地去了一片宽阔的草地去了一片宽阔的草地去了一片宽阔的草地去踢踢踢踢足球足球足球足球。。。。    我们这我们这我们这我们这组人组人组人组人有十一位球迷有十一位球迷有十一位球迷有十一位球迷，，，，所以我们的组怎么分都不均匀所以我们的组怎么分都不均匀所以我们的组怎么分都不均匀所以我们的组怎么分都不均匀。。。。这这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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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时时，，，，很幸运的很幸运的很幸运的很幸运的，，，，来了三个人的小组来了三个人的小组来了三个人的小组来了三个人的小组，，，，想跟我们踢足球想跟我们踢足球想跟我们踢足球想跟我们踢足球。。。。我们分我们分我们分我们分好了两个组好了两个组好了两个组好了两个组；；；；一边穿衣服的一边穿衣服的一边穿衣服的一边穿衣服的，，，，一一一一
边脱衣服的边脱衣服的边脱衣服的边脱衣服的。。。。我和我的三个朋友我和我的三个朋友我和我的三个朋友我和我的三个朋友，，，，当然当然当然当然，，，，是穿衣服的是穿衣服的是穿衣服的是穿衣服的，，，，跟爸爸跟爸爸跟爸爸跟爸爸，，，，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和叔叔一队和叔叔一队和叔叔一队和叔叔一队。。。。        
                比赛前比赛前比赛前比赛前，，，，我们压腿我们压腿我们压腿我们压腿，，，，做了准备活动做了准备活动做了准备活动做了准备活动。。。。爸爸是老手爸爸是老手爸爸是老手爸爸是老手，，，，踢的得非常好踢的得非常好踢的得非常好踢的得非常好，，，，所以他教了我们新手几所以他教了我们新手几所以他教了我们新手几所以他教了我们新手几
个注意事项个注意事项个注意事项个注意事项。。。。““““别护着球别护着球别护着球别护着球！！！！别忘了传球别忘了传球别忘了传球别忘了传球，，，，拉长距离拉长距离拉长距离拉长距离，，，，不许停下来不许停下来不许停下来不许停下来。。。。。。。。。。。。接着往前跑接着往前跑接着往前跑接着往前跑！！！！观察对手观察对手观察对手观察对手
的编队和配合的编队和配合的编队和配合的编队和配合！！！！””””他接着又示范他接着又示范他接着又示范他接着又示范了了了了我们几个动作我们几个动作我们几个动作我们几个动作：：：：晃动过人晃动过人晃动过人晃动过人，，，，撞人撞人撞人撞人, , , , 铲球铲球铲球铲球，，，，争抢争抢争抢争抢，，，，发球发球发球发球。。。。    还还还还
有手球有手球有手球有手球，，，，出边线出边线出边线出边线，，，，倒地的处罚规则倒地的处罚规则倒地的处罚规则倒地的处罚规则。。。。        
                我们快要开始了我们快要开始了我们快要开始了我们快要开始了，，，，就叫来妈妈们就叫来妈妈们就叫来妈妈们就叫来妈妈们来来来来当啦啦队当啦啦队当啦啦队当啦啦队，，，，站好位置站好位置站好位置站好位置。。。。除了妈妈们在边上谈话除了妈妈们在边上谈话除了妈妈们在边上谈话除了妈妈们在边上谈话，，，，大家都大家都大家都大家都
紧张紧张紧张紧张地地地地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安静下来。。。。我们队开始有一个我们队开始有一个我们队开始有一个我们队开始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良好的开端良好的开端良好的开端。。。。我们的队员把球踢到了对方的门前我们的队员把球踢到了对方的门前我们的队员把球踢到了对方的门前我们的队员把球踢到了对方的门前，，，，这时就这时就这时就这时就
听着有人喊听着有人喊听着有人喊听着有人喊，，，，““““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射门！！！！传球传球传球传球！！！！””””过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我的朋友突然一脚就把球踢进了对方的门我的朋友突然一脚就把球踢进了对方的门我的朋友突然一脚就把球踢进了对方的门我的朋友突然一脚就把球踢进了对方的门
里里里里，，，，守门员差一点儿扑到了球守门员差一点儿扑到了球守门员差一点儿扑到了球守门员差一点儿扑到了球。。。。我们队都兴奋起来了我们队都兴奋起来了我们队都兴奋起来了我们队都兴奋起来了。。。。守门员快快地把足球踢到了半场守门员快快地把足球踢到了半场守门员快快地把足球踢到了半场守门员快快地把足球踢到了半场，，，，让他让他让他让他
队的运动员接着队的运动员接着队的运动员接着队的运动员接着。。。。我们都蜂拥而至我们都蜂拥而至我们都蜂拥而至我们都蜂拥而至，，，，连忙地追着球连忙地追着球连忙地追着球连忙地追着球，，，，可是可是可是可是 Felix  Felix  Felix  Felix 跑得非常快跑得非常快跑得非常快跑得非常快，，，，又熟练地晃动又熟练地晃动又熟练地晃动又熟练地晃动
过人过人过人过人。。。。不久不久不久不久，，，，对方射进对方射进对方射进对方射进一一一一个球个球个球个球，，，，把比分拉平把比分拉平把比分拉平把比分拉平。。。。我们又紧张起来了我们又紧张起来了我们又紧张起来了我们又紧张起来了，，，，加强了进攻加强了进攻加强了进攻加强了进攻。。。。    哥哥拿着哥哥拿着哥哥拿着哥哥拿着
球球球球，，，，奋力而跑奋力而跑奋力而跑奋力而跑，，，，把球踢到门前把球踢到门前把球踢到门前把球踢到门前，，，，    传给叔叔传给叔叔传给叔叔传给叔叔，，，，叔叔用力地把球踢到门里叔叔用力地把球踢到门里叔叔用力地把球踢到门里叔叔用力地把球踢到门里，，，，但是球飞得太高但是球飞得太高但是球飞得太高但是球飞得太高，，，，反反反反
弹在球门上面的栏杆弹在球门上面的栏杆弹在球门上面的栏杆弹在球门上面的栏杆，，，，很失望很失望很失望很失望。。。。对对对对方刚要抢走方刚要抢走方刚要抢走方刚要抢走，，，，我跑了我跑了我跑了我跑了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把球踢得很低把球踢得很低把球踢得很低把球踢得很低，，，，很快很快很快很快地地地地射进门射进门射进门射进门
了了了了！！！！““““进球了进球了进球了进球了！！！！进球了进球了进球了进球了！！！！””””我们想接着打我们想接着打我们想接着打我们想接着打，，，，可是听可是听可是听可是听到到到到一声一声一声一声““““羊肉串熟了羊肉串熟了羊肉串熟了羊肉串熟了！！！！------------””””。。。。        
                经过大家的努力经过大家的努力经过大家的努力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以二比我们以二比我们以二比我们以二比十十十十九赢了对方九赢了对方九赢了对方九赢了对方。。。。这是一场愉快的足球比赛这是一场愉快的足球比赛这是一场愉快的足球比赛这是一场愉快的足球比赛。。。。 

 

    

下半场出现逆转下半场出现逆转下半场出现逆转下半场出现逆转 

王海诺王海诺王海诺王海诺 

    2008 年，8 月 10号，我看了一场激烈而难忘的奥运手球赛。 

        我，爸爸，妈妈，和弟弟 都回北京去旅游。 在太阳的笑脸下，大家都觉得会烤化了。我们

下车以后，就一起走到了奥体中心。 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周围都是鲜艳的花， 碧绿的树， 和兴

高采烈的志愿者。一走进奥体中心，我大吃一惊。哇！里面是一个大房间，阳光从墙上的窗户

照进来。有位志愿者把我们领到我们的座位，刚坐下，比赛就开始了。  

        这场手球比赛由德国对台湾。是男队的比赛，队员都很强壮而快捷。圆圆的球在场上飞来

飞去，在两队队员的手中传递。 场上的运动员都很灵活，过几分钟就有进攻。在上半场结束

时，德国已经得到了十分，可是台湾队比他们还多三分。  

        虽然上半场特别激烈，但是下半场更加好看。 两队的进攻和防守都更加严密。观众的眼

睛紧张地跟着球，有的人还使劲地给特别累的运动员鼓劲。 裁判一次又一次出示黄牌。 在

最后的一分钟，德国又进了两个球。现在比分是德国２７分，台湾２３分。 台湾没有得胜的

希望了。 比赛结束的铃响了，大家都慢慢地走出手球场。 我自言自语地说：“这真是一场精

彩的手球比赛。” 

    

我和爸爸都是第一次看冰球比赛我和爸爸都是第一次看冰球比赛我和爸爸都是第一次看冰球比赛我和爸爸都是第一次看冰球比赛 

刘欣榕刘欣榕刘欣榕刘欣榕 

        “请你们欢迎波士顿的 Bruins 冰球队！”广播里说。球场里的人们热烈鼓掌。这时，冰球队

员们滑出来了。广播里面说，“Boston Bruins 出场了。”他们的队服颜色是黑和黄相间的。他们

出场时都大喊一声。“现在…New York Islanders 出场了。”Islanders 的衣服是篮和橘色。因为他

们是从纽约来的对方的冰球队，没有很多人给他们鼓掌。广播又说一次，“冰球赛现在开始！” 

        十月的一天晚上，我爸爸带我去看了一场冰球赛。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冰球赛。我以

前在电视里看过一点点冰球，可是从来没有在球场里看过。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喜欢，可是我想

试一试看一场。 我爸爸也没有看过冰球比赛。 我以前不喜欢冰球队员在球场上打架，那一天的

比赛也有人打架。 后来我爸爸说，冰球比赛一部分就是两个队的队员打架，但是大部分时间他

们还是在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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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一开始，对方先进球了。 我和爸爸都在为波士顿队加油。 后来我们的队也进球了。 双

方打成 1比 1 平手。波士顿队的球迷们都很担心。 但是， 那场比赛最后的结果是波士顿队赢

了，比分是 3 比 1。观众都很兴奋！我和我爸爸都很高兴。   

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球赛。 

    

七年级对九年级的足球比赛七年级对九年级的足球比赛七年级对九年级的足球比赛七年级对九年级的足球比赛 

薛元康薛元康薛元康薛元康 

        有一次我的学校组织了一场足球比赛: 七年级对九年级。 

       “开始”的哨声一响, 九年级队快速进攻, 连向我队的龙门射了两次. 可是, 没有一次进去。 七

年级队抢到球后,快速反攻. 可就在他们带球到门边时,守门员抢走了球。就这样:每当某队抢到球

时, 对方就会把它抢走, 开始反攻。 比赛还有十秒时，九年级队刚刚得到了他们第三分，我队当

时只有一分。七年级队拼命组织进攻，可刚要射进第二个球时，结束哨响了。双方开始离开球

场。这次比赛到此结束了。 

    

他们是美国篮球联盟最棒的球队他们是美国篮球联盟最棒的球队他们是美国篮球联盟最棒的球队他们是美国篮球联盟最棒的球队 

谈佳齐谈佳齐谈佳齐谈佳齐 

    篮球是我喜欢的体育运动之一。不管是玩儿还是看，我都喜欢。我的爸爸，妈妈和弟弟也

很喜欢篮球。 

    波士顿的篮球队是Celtics。他们打得很好! 他们是美国篮球联盟最棒的球队， 总共拿过十

七次冠军，在整个联盟中排在第一位。 

        去年十一月的一个星期三，爸爸带我们全家去看一场篮球比赛。这场比赛是在波士顿的 

TD Banknorth Garden。这场球赛是波士顿的Celtics 对华盛顿的 Wizards。走进了篮球馆，我们

随着长长的人群，经过安全检查， 乘电动楼梯进入场内。我们都很高兴，尤其我和弟弟特别激

动。我环顾四周，有这么多人啊! 真是很热闹。我们到得早了一些，二十几分种后，Celtics 队

员出场了!大家都用力鼓掌， 整个馆内掌声雷鸣，十分热闹。以前，我只在电视上看到过他

们。Celtics的主力队员兼队长保罗皮尔斯作了简短的讲话。然后比赛开始了，人们都坐下了。

整个比赛，Celtics一直占上风。从第二节开始，Celtics保持领先十分以上。最后， Celtics 赢了

这场球赛。大家都为他们鼓掌，很高兴他们赢了。这场比赛完了，我们都高高兴兴地回了家。

到家时，已经是十二点了。但是我不困，因为我很兴奋! 这场篮球赛真是太棒了! 

    

我最喜欢的球赛就是足球我最喜欢的球赛就是足球我最喜欢的球赛就是足球我最喜欢的球赛就是足球 

江红江红江红江红 

        今年夏天，我们一家去肯塔基。在肯塔基，我们去我们的朋友家。一天，我们的朋友对我

们说我们可以去看他们的儿子打lacrosse. 

    我喜欢的球赛就是足球。我小时候踢过足球，觉得特别好玩儿。 我现在不踢了， 因为我上

高中， 就没时间踢了。虽然我现在没有时间踢足球，但是我还喜欢看足球赛。 

        有一天我跟妈妈出去看足球赛。是中国队与巴西队比赛。我们来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

了。一边坐中国人， 在另一边坐了巴西人。我和妈妈走去中国人那边坐下来以后，双方开始做

准备活动。我看见裁判员也正在准备。过了十五分钟，足球赛就开始了。 

        在上半场，巴西队进了两分。我觉得中国的防守不太好。上半场打完了，妈妈就去给我买

东西吃。妈妈回来的时候，拿着两个热狗，也给我买了一瓶汽水。刚吃完，下半场就开始了。 

        这时，观众两边都很紧张而又兴奋。在中国队的密切配合下，很快就赶上了巴西队，打成

了平局。但是， 在最后五分钟中国队拼命组织进攻，又进了一个球。中国观众热烈地欢呼和鼓

掌。中国队赢了! 

———————————————————————————————————————————————————————————————————————————————————————————————————————————————————————————————————————————————————————————————————— 

 

张繁张繁张繁张繁写的关于中秋节的作文写的关于中秋节的作文写的关于中秋节的作文写的关于中秋节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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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是阴历的八月十五号，是丰收的日子， 也是月亮最亮，
最圆的一天。而在阳历，它是 9 月下旬 ，或是 10 月上旬(今年是 10 月 3 号)。月亮对中国人来
说是很很有代表性的，满月代表完整和统一，代表和平和繁荣。很多诗人写过关于满月的唐
诗，象李白的<静夜思>；和苏轼的<中秋夜>。中秋节是除了春节之外中国最大的节日。很多年
来， 中国人都在庆祝这一天。 
    中国有很多关于中秋节的传统故事，最广为人知的是嫦娥奔月，和玉兔的故事。从此以后，
大家每年的这一天都赏月，吃月饼，因为月饼也代表团圆。今年，我跟我的爸爸，妈妈，和姥
姥吃了五仁月饼和莲蓉月饼，是最常见的和最好吃的!  中秋节应该是全家团圆的日子，但是今
年哥哥在外工作，所以我们给他寄去了一盒包装精美的月饼， 所以他能跟我们一起庆祝这个节
日。往年， 我们还跟朋友去 Boston's Charles River 坐着游船，吃着月饼，欣赏着月亮，真是
美极了。 
        虽然大家都知道嫦娥奔月，和玉兔的传说是幻想的，人们还庆祝和欣赏他们的传统的信
仰。我很喜欢庆祝这个节日，并且想了解更多的中国传统节日。 

 

台湾儿歌 
1.) 

当我们同在一起  在一起   在一起。 

当我们同在一起   其快乐无比。 

你对着我  笑嘻嘻  我对着你  笑哈哈﹐ 

当我们同在一起  其快乐无比。 
 

2.) 

胡涂脑   胡涂脑﹐ 

作算术  不思考。 

加减乘除胡乱搞﹐ 

什么道理不知道。 

对不对  靠碰巧﹐ 

说成绩  怎会好。 
 

3.) 

一滴血汗一粒米 

耕田下种勤四体 

辛辛苦苦﹐哪敢休息 

只盼秋风快吹起 

收了稻谷碾成米 

一年辛苦都忘记 

收完稻谷可休息 

农夫的生活乐无比 

4.) 

看那边绿树青山风景真如画 

一湾流水  几户人家   围着竹篱笆 

篱笆里  矮茅屋  就是我的家 

                                                     (熊晶女士收集 卢珂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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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园地教学园地教学园地教学园地    

冯瑶 

中国的汉字，既是图画又是文字,充满意趣，充满启示。为了让孩子们理解和区分相似的

汉字, 我常把它们挑出来编成简单的对话。孩子们在表演中不但理解了字义, 而且还感受到中

国汉字的幽默、诙谐与画意无穷。请欣赏下面的几组对话。  

1．．．．““““熊熊熊熊””””对对对对““““能能能能””””说说说说：：：：哥儿们哥儿们哥儿们哥儿们，，，，都都都都穷成这样啦穷成这样啦穷成这样啦穷成这样啦，，，，四个熊掌全卖啦四个熊掌全卖啦四个熊掌全卖啦四个熊掌全卖啦？？？？    

“能”对“熊”说：唉! 没办法, 谁让人们又喜欢熊掌, 又好逞能呢? 

 

 2．““““兵兵兵兵””””对对对对““““丘丘丘丘””””说说说说：：：：兄弟兄弟兄弟兄弟，，，，踩上地雷了吧踩上地雷了吧踩上地雷了吧踩上地雷了吧，，，，两两两两条条条条腿腿腿腿怎么怎么怎么怎么都没了都没了都没了都没了？？？？    

“丘”对“兵”说：那是我把两条腿藏起来了, 省得当小兵整天给人跑腿。 

  

3．““““张张张张””””对对对对““““长长长长””””说说说说::::    咱们祖传的宝弓咱们祖传的宝弓咱们祖传的宝弓咱们祖传的宝弓, , , , 你弄哪儿去了你弄哪儿去了你弄哪儿去了你弄哪儿去了? ? ? ? 你看我们你看我们你看我们你看我们整天背整天背整天背整天背着着着着。。。。    

“长”对“张”说: 我把弓收起来了，这样, 好去冒充个首长。 

  

4. ““““云云云云””””对对对对““““会会会会””””说说说说：：：：你头上怎么多了个人你头上怎么多了个人你头上怎么多了个人你头上怎么多了个人？？？？    

   “会”对“云”说：上面有人，我就什么都会了。 

    

5  5  5  5  ““““力力力力””””    对对对对    ““““咖咖咖咖””””    说说说说：：：：你你你你整天拎两个大箱子到处乱跑整天拎两个大箱子到处乱跑整天拎两个大箱子到处乱跑整天拎两个大箱子到处乱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咖” 对 “力” 说：你什么也不拎多可惜呀，要么，拎两个点儿, 给咱办

点事。 

6666 ““““人人人人””””对对对对““““囚囚囚囚””””说说说说：：：：我说怎么哪儿都找不着你呀我说怎么哪儿都找不着你呀我说怎么哪儿都找不着你呀我说怎么哪儿都找不着你呀, , , , 原来你进去了原来你进去了原来你进去了原来你进去了。。。。    

     “囚”对“人”说：你要找不着工作也进来吧, 这儿管吃管住省不少钱呢！ 

    

7  7  7  7  ““““叉叉叉叉””””对对对对““““又又又又””””说说说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什么时候整容了什么时候整容了什么时候整容了什么时候整容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脸上那颗痣脸上那颗痣脸上那颗痣脸上那颗痣，，，，漂亮多漂亮多漂亮多漂亮多

了了了了？？？？    

      “又”对“叉”说：不但是漂亮了，还不用像你们一样被人用来叉鱼叉肉，

累死了。 

    

8  8  8  8  ““““页页页页””””对对对对““““须须须须””””说说说说 :  :  :  : 几天不见几天不见几天不见几天不见，，，，你脸上你脸上你脸上你脸上都长胡子了都长胡子了都长胡子了都长胡子了 ? ? ? ?    

“须”对“页”说 : 长胡子好啊, 这是男人必须的。 

 

9999 ““““丑丑丑丑””””    对对对对    ““““土土土土””””说说说说：：：：你看我弄个披肩长发你看我弄个披肩长发你看我弄个披肩长发你看我弄个披肩长发, , , , 不土了吧不土了吧不土了吧不土了吧？？？？        

“土” 对 “丑”说：其实骨子里还是老土, 而且人家还说你丑。 

    

10 10 10 10 凸凸凸凸””””    对对对对    ““““凹凹凹凹””””    说说说说：：：：小样儿小样儿小样儿小样儿，，，，你把脑袋缩回去我就不认识你了你把脑袋缩回去我就不认识你了你把脑袋缩回去我就不认识你了你把脑袋缩回去我就不认识你了？？？？    

“凹” 对 “凸” 说：别不识好人心，我这是为你表演倒立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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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数学竞赛简介美国数学竞赛简介美国数学竞赛简介美国数学竞赛简介(续一续一续一续一) 

 

员玉娟员玉娟员玉娟员玉娟 

 

        上期我们介绍了美国高中数学竞赛。现就美国初中和小学数学竞赛向大家

做一简单介绍。 

Middle School 
NEML 

• Annual 7
th

 and 8
th

 grade Contest. 

• 3rd Tues. in February or 4th Tues. in February. 

• 30 minutes for 40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 Contest Books: There are 5 volumes for Math Contests-grade 7 and 8, include contest 

questions from 1977 to 2006 

• Website: http://www.mathleague.com 
 

Continental Math League 

• For grades 6, 7, and 8 

• A series of five, 30 minute, six-question in-class contests 

• Contest season: November, December, January, February, and March. 

• Contest Books: There are 3 volumes for grades 7-9 

• Website: http://www.continentalmathematicsleague.com/ 

 

AMC 8 

• The National Junior High School Math Competition, for 6, 7, and 8 graders. 

• 25-question, 40-minute multiple-choice contest 

• The Tuesday before Thanksgiving week. 

• Students who score 20 or better on the AMC 8 are invited to take the next set of 

contests, the AMC 10/AMC 12 

• Study Material: Practice Sets of Prior Year AMC, CD… 

• Website: http://www.unl.edu/amc/ 

 

Mathcounts 

• Math Team Competition 

• Levels of Competition 

o school, chapter (local), state and national.  

• Competition Dates: 

o School Competition: In January 

o Chapter (Local) Competitions: In February  

o State Competitions: In March  

o Lockheed Martin MATHCOUNTS National Competition: In May  

• Competition Components 

o Sprint Round  

o Target Round  

o Team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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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Countdown Round  
o The Masters Round  

• Competition Preparation  

o School Coaching 

o School Handbook 

o Official Website 

o Self Preparation  

•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mathcounts.org/ 

 

Primary School 
NEML 

• Annual 4
th

 , 5
th
 , and 6

th
 grade Contest. 

• April 15 or later. 

• 30 minutes for 30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 Contest Books: There are 5 volumes for Math Contests- 4, 5, and 6 grade, include 
contest questions from 1979 to 2006 

• Website: http://www.mathleague.com 

 

Continental Math League 

• For 2 & 3 graders: 

o 3 meets 

o 30 minutes, 6 questions per meet 

o On January, February, March. 
• For 4 & 5 graders; 

o 5 meets 
o 30 minutes, 6 questions per meet 
o On November, December, January, February, March 

• Contest Books: There are 3 volumes for grades 7-9 

• Website: http://www.continentalmathematicsleague.com/ 

       2009 年回顾：建校 50年棋类比赛，上届校长李屏和卢珂老师（左一）给冠军棋手颁奖。

其中 Xi Lin（左二）和 Justin Lin（前左）为父子档冠军。         （摄影   刘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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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中国家在中国家在中国家在中国    

    
                                                                                                                                                                                                                                                                                李家祺李家祺李家祺李家祺 

    十一月十八日夜晚,走出杭州萧山机场, 觉得温度很低。旅行团用过晚餐后, 发现街上飘雪, 

领队与全程地陪商量后, 决定更改行程, 明日一早上黄山。 

    一路上不停的开, 游览车从杭州市上城区, 直奔安徽的黄山市。中午后, 已经到了黄山大门, 

另一个地陪小汪已经在等我们了, 他只有三十出头, 不但对黄山充分的了解, 尤其具有丰富的爬

山经验。所有游客必须换乘“黄山旅游公司专车”上山, 一则是容易控制游客数量, 一则为了安

全, 专车后轮都梆上了铁圈, 避免雪地打滑, 坐满三十人就开, 我们全队只有 15 人, 必须依照时

刻表发车。 

    弯曲的山路, 司机对地势很熟, 两车相遇, 必须减速互让, 一路上没有后视镜的装置 , 只有

按时的专车行驶, 车窗被热气笼盖, 看不清外面景致,半个小时后, 到了索道站。山脚下路旁的

积雪不多, 很多当地人是赶来赏雪的。 

    八天行程中, 行李都有人负责搬运, 只有黄山的两夜住宿,要自己安排。大伙都准备了小型

背包入山, 其它大件行李放置在山下酒店。地陪带我们在商店里买了防风雨衣, 绣有「中国黄

山」的毛绒帽, 还有梆在鞋底的铁齿, 比较不会滑, 事实上是套在皮鞋或球鞋底面, 很轻, 不影

响行进, 很有安全感,另外是每人一根手杖,不论是上山、下山, 帮忙支撑。 

    坐缆车的游客不多, 四人一车, 循序上山, 速度平稳, 却是直上云霄, 一路的飘雪,不知是来

自天空, 还是因缆车震动, 抖落山脊的积雪, 大地静寂, 一幕幕眼前的山影, 就像是投影片的简

介。十分钟后, 到了目的地。 

    确定每个人装备完成后, 开始上山, 一个接一个,循梯而上, 先锋是地陪,领队最后。一个晚

上下了 5到 10 吋的雪, 石板的阶梯已经有人处理, 扫雪的工作从清晨五时开始,我们踏上雪径已

是下午三点, 雪景笼罩下, 没有太阳, 天色显得灰暗, 树丛中的世界不像是银色, 而是带有浅绿, 

身处全是厚雪的世界, 真是大开眼界, 树枝像是冰棍, 原来的苍松怎么成了白松, 伸手可触的团

雪像是棉花, 脚下的松雪, 踩下去有点轻快感, 这可不是童话世界吧! 管它光线不够, 景致不清, 

天寒地冻, 每个人的数位相机不曾停过, 大家照得是又快又多, 好像明天雪就化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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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安宁, 身处白雪的世界, 很多人是生平的首次经验, 那种兴奋, 从不停的惊呼中散发出高昂

的情绪； 那种骄傲, 像是告诉别人我完成了不可能的壮举。全队中只有四个人有过这样的经

验。路不长, 景太多；人不多, 话没停, 总算在五点到了北海宾馆。这里的东西的确贵, 所有的

用品、食物、材料, 全由人工花五小时挑上山, 一柸咖啡美金 4元。为了节约能源, 六点后才有

暖气, 隔日清晨七点关闭。这时侯, 每个人都觉得冷, 好在晚餐时间到了。在宾馆的礼品店, 买

了本黄山画册, 等回到家才有机会观赏, 购得的地图, 当夜在旅馆房内看了一遍, 算是很清楚的

导览图, 却未标明两地的行程距离, 这就要靠地陪的带路与解说, 非常满意他们的专业精神与知

识, 每到一处, 就换导游, 都是年青有劲的人, 待人亲切, 交接的工作看出成功的营业组织。 

    整个黄山顶上, 只有五家宾馆, 可容 1500 人以上。三星级北海宾馆的对门有卫生所、银

行、派出所、邮局, 面向开阔的峯峦, 适于观赏日出, 中国式的宏伟建筑, 占地很广, 内部设备

齐全, 房间布置典雅而清洁, 每晚住宿售价超过平地的五星级酒店。每个人忧虑, 这么冷的天, 

暖气够吗? 回到房内, 虽有暖气, 确是中央空调, 好在有「电被」, 开关在床头, 强弱两段式, 等

打开后才发现, 暖的不是盖在身上的鹅绒被, 而是铺在床面的垫子, 可以摸到电炉丝的分布, 就

像是北方人的「炕」 , 越睡越暖, 第二天起早谈到电被, 像我一样, 很多人半夜被热醒。 

隔日的活动, 睡前都要交待好。十一月下旬的日出时间是 6:37 以后, 能否看到, 全凭命运。正

常作息是 6:30 起床, 7:00 早餐, 我们 14 个团员分坐两桌,  有豆浆 、馒头、小菜、花生米、

稀饭、蛋糕、粽子、白水煮蛋等。 7:30 全队出发。 

    昨天一样的装备, 

今天不一样的好天气。

到了户外, 朝阳照得大

地刺眼, 上午行程 

是往西走, 一路上经过

狮林饭店、西海饭店、

排云楼酒店, 这条小径

走的人多, 要上厕所也

不愁, 原定是走一小时

后休息, 由于拍照, 整

个计划变成镜头摄取, 

忘了时间, 在寻觅大地

的美景时, 让我们好好

有机会看看山的面貌。 

    站在 1500 米的峰

顶, 云海与双眼平行, 层层峰峦, 并排面前, 想看更多, 要移动脚步。同一个定点, 不同的角度, 

就会有不同的惊喜, 每个人都说：“快来呀! 这里更好”, 希望无穷, 时间就在这种追逐中消失, 

已经走过了体力所能维持的距离,下午再继续时, 有的人小腿已感酸疼。整个黄山顶人声不断, 

多是结伴而来的团体, 旅客相遇, 喜问来自何方, 内地有广东、香港, 国外有新加波、马来西亚, 

台湾就有三个团, 领队都手持小旗, 也偶遇韩国访客,所有路标附有日、韩文, 相信一定有原

因。在这里显见一家亲的礼貌, 小径的石板阶梯并不窄, 总见少数人让多数人先行, 年少让年长, 

男的让女的,旅客让挑夫,看到挑夫的劲道, 总让人兴起钦佩, 轻装便鞋,如履平地,最多加副「护

膝」, 头冒热汗, 定时的换肩改挑, 两组以上, 总听到前后呼应的曲调。 

    我们这一团的成员, 五个是一家人, 一对姊妹,一对女同事是老师, 一对男同事 是工程师, 

只有他们与地陪是三十出头, 其余的平均年龄六十岁。 年纪最大的是 70岁以上的老夫妇, 平日

游山玩水, 练了好脚力, 总是走在前头, 只有我是单影, 看到好地方, 他们总是帮我照相。领队

人气很旺, 她是提早退休的教授, 把团员视同家人。有一对是美国宾州退休的夫妇, 知道在冰雪

中行进的困难与危险, 总是小心翼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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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下午到黄山, 总见人说我们运气好, 哪有十一月下雪的, 真会挑日子, 可惜天色暗, 

能见度不良。 第二天上午才出门口, 又有人说我们运气好, 哪有下雪一天, 隔日大晴, 正好拍

照。温度也回升, 走了一个小时后, 外套都可脱了。 

在波士顿住了三十年, 天寒地冻的冰雪日子不良于行。 全年六个月是冬天, 最多的积雪可

达 90 吋, 人们的活动不曾受阻, 全靠迅速而有效率的铲雪工具与系统。初来美国喜欢看雪, 渐

渐地对它产生敬畏, 多少意外与不幸, 都因下雪造成。凭着几十年的经验, 黄山行, 没有冷风出

现, 也没下雨, 才是最大的幸运, 两天中, 几乎听不到风声,如果是狂风暴雨, 那就是灾难。感谢

上苍, 平静的保持现场, 不曾更动, 让美景永远回忆。 

黄山在 199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 它的出名在于奇松、怪石、云海, 

而这三奇成长、附着、环绕在各个山峰之间, 三个主峰在中间, 高度都在 1810 公尺以上, 分别

向四周的走势, 可数的有 72 峯, 大部以外貌形状命名：像动物的有狮子峰、鸡公峰、驼背峰、

白鹅峰、虾蟆峰、九龙峰、飞龙峰, 像人的有仙人峰、石人峰、仙女峰、探头峯峰、五老峰、

老人峰、轩辕峰、眉毛峰, 像物品的有石鼓峰、石床峰、石柱峰、笔架峰、玉屏峰, 像植物的有

连蕊峰、莲花峰。 有的不称之峰, 像是仙人翻桌、梦笔生花、武松打虎、天狗望月、双猫捕鼠, 

有若象形画。 

    我们住在后山的北海宾馆, 自然的走遍北海景区,它正是以峰为主体。碰上岔路,必有指标, 

不致迷路, 沿路的特殊植物品种, 都有立牌介绍, 偶有珍奇小动物出没。过去看过中国的山水画, 

总觉得意境过高, 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想象画。到了黄山, 黑白两色的风景, 正是最写实的中国画, 

拍了近三百张的彩色照片, 挑出了五十张去印, 发现最理想的壮观山景只有黑白两色, 好像我是在

替那位画家翻拍作品, 看到了实景, 反而觉得黄山是不合适上油彩的。黄山原是中国山水画的摇

篮,清初由许多不同籍贯的山水画家,组成的黄山画派, 对当时的画坛和后来的山水画都产 生

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徐霞客是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足迹遍历中国 16 省,并有游记传世，他说：「薄海

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 观止矣」,在西海景区立牌纪念名言。我很少爬山, 无从比较,

凭过去十年所写的美国画史经历, 从艺术角度来论, 黄山的布局永远在变动, 它的色彩来自光线

的透射, 不同时辰, 不同光源, 不同效果。 尤其是云海, 几乎不散, 都在浮移,  当日照行进, 羣

峰相随, 分割的画面, 切不断整体的持续, 那种宏伟气势, 加上幽谷、峭壁, 相得益彰, 令人怀

疑, 蚩非仙境。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下, 忧愁何来? 心中无尘, 必然天人合一, 世俗的名利, 怎会计

较, 难怪奇人多出自于名山大川。 

    美景当前, 我们也得离开, 在依依不舍的心情下, 脚在走, 眼在看, 最后机会的巡礼, 那种关

注, 像是亲人分手。扫雪人仍在辛勤的工作, 感谢他们带给行旅的安全与方便。初进黄山,被整

个大地的雄伟震摄, 两天后,从欣赏、接触、 相处、认清, 已经成了熟识的朋友, 深交有待往后

的日子,虽不愿, 也得离开。 

    回程再见到的「情锁」, 深有同感, 把真

情锁在危崖, 来日再开启。当我们坐进缆车时, 

已经懂得怎么与黄山打交道。平日看不见的奇

峰, 在眼前跟你说再会, 平日摸不着的巨岩, 

好像要跟你握手, 我们从云海穿出,在背阳的

强光下, 完成了拍摄的工作, 正是落幕的时

候。 

    黄山行给予我体力的考验, 也是增进

与陌生人相处的经验与信心, 友情并不限

于认识人。多少书本上得来的知识, 今日

有了实地的印证, 读书万卷,  行路万里, 相

辅相成, 这就是旅行的必要。 



 20 

文学史话 

  
 

湘   灵 

 
        北、南宋间，文坛诞生一位女词人，其用词之险、之奇、之不同凡响，令男同行们相形见

绌。这女词人就是李清照。她的丈夫赵明诚，首先就不服气。有一次，偷偷将李清照的词，夹

在自己的滥词中。朋友鉴定后，说道：此句最佳“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令

赵明诚顿时无地自容。 

 

        文学家的功能之一，在于创造新奇的话语，给大众开拓更广大的空间。黄花之凋零，佳人

之消瘦，李清照以女性的敏感，有机联系起来，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触，成为范例。纵观李清

照的一生，无论是先期的豪放，还是晚期的婉约，风格尽管不同，但用奇，用险却始终不变。

《世說新語》里，谓“枕石漱流”显得平庸，“枕流漱石”，立变高雅，就有了奇险的妙境，

所谓老杜“语不惊人死不休”。 

 

       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齐州商丘（今属山东）人。出身官宦之家。虽自身

为宋词大家。却依附父亲李格非名下，载于《宋史》。看来，古之女子，因不能考取功名，自

身难于载入国史，只能依附男人名下的封妻荫子。妻以夫贵，母以子贵，如梁红玉，如孟母。

而李清照，男人既非封疆大吏，自家又无子嗣，只好依附名人老爸。李清照少女时代的作为，

使我常常想到《红楼梦》中的史湘云。“憨湘云醉眠芍药裀”，只是出于小说家笔意，而李清

照的醉态，却是自我捉刀，立此存照。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
滩鸥鹭。（《如梦令》） 

        

        好一个“沉醉不知归路”。对醉汉谓之丑态，“不知那里灌了黄汤，死到那里去了”，是

女人常骂男人的话语。但到男人看女人之时，尤其是看漂亮女孩儿身上，情景竟大不相同，变

成了豪放，变成了率真，变成了憨美的娇态。如京剧里的《贵妃醉酒》。“荷叶罗裙一色裁，

芙蓉向脸两边开。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王昌龄《采莲曲》），少女的青春脸

色娇如芙蓉、艳似莲花。而误入藕花深处的少女，醉脸一定更红、更艳、更娇，怪不得李清照

常常怀念之。只是这次不是歌声，而是“争渡”的桨声，才使水滩上鸥鹭，觉到了人来。 

     

       李清照在给后人留下的另一首《如梦令》中，是以奇句“绿肥红瘦”传名。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 知否？应是绿
肥红瘦。 
 

        “肥瘦”，本用来形容动物或人类，如“环肥燕瘦”，比喻杨玉环美人和赵飞燕美人各有

千秋。李清照却借来描绘海棠，将“肥瘦”一词，由动物世界推广到植物世界，或者说扩展到

整个生命界。文学语境扩大了。是否恰当？风雨过后，海棠花凋谢了，枯零了，‘瘦’也。海

棠叶却在春雨的滋润下，长得厚了，肥了。想想，除此两词，再也找不出他语，如此恰如其

分。“海棠春睡”之典，本源于杨美人春睡图，赢得玄宗李隆基“君王带笑看”。杨美人就是

海棠花，海棠花就是杨美人。历史上早就有“环肥燕瘦”之典。“环肥”自然过渡到“海棠

肥”。顺此思路，总算找到些“绿肥红瘦”的蛛丝马迹。苏东波也曾有“只恐春深花睡去，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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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高烛照红妆”之欢。当然这都是赏花之人的旁观角度，而“绿肥红瘦”，却是李美人的自我

清照，海棠李的自我表白。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 

 

    李清照是多愁善感的奇女子，早年平淡无奇的生活，通过她奇警的语句，引人注目。颇有

“为作新词强说愁”的味道。除却伤春、悲秋、醉酒、自伤外，好像再无其他内容。也许是古

代女子活动空间的限制，李清照竟将深闺的平淡世界，表现出奇异的光彩。九九重阳日，应为

合家团圆日。故王维《九月九忆山东兄弟》有“每逢佳节倍思亲”。李清照词中的“佳节又重

阳”，通宵愁思，所思何人？玉人不见，秋风起兮？独自悲夫！“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

不敢忘”（曹丕《燕歌行》），秋风下的黄花，“蕊寒香冷蝶难来”，已很凄苦，但思亲之

人，远胜于此，“为伊消得人憔悴。”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
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
谁堪摘？ 守著窗儿独自， 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 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
第， 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 

 

    好一个“怎一个愁字了得”！，先前的层层铺垫，“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几乎用

尽汉语语境中的悲惨之词，最后，竟压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愁’字上。‘愁’也，秋到心

上。悲秋之肃杀，伤人之凋零。此时的李清照，已经遭受亡夫之痛，丧国之乱，弃家之苦。李

清照经历了金兵南来，北宋消亡，中原汉人南逃战火的离乱。战争的残酷，非亲身经历，实难

体会。刹那间的生离死别，留在心中永恒地痛。南逃不久，赵明诚弃李而去，撒手人寰。再加

上李膝下没有一男半女，家财散尽，文物尽失，真正成为孤家寡人。丧、奔、离、乱之痛，经

历全了。正是伤心最痛时，旧日的鸿雁又飞来，只是这次，再也带不来任何家书！满院的菊花

正盛时，却是“鬓边无黄菊”（“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水浒》七十一回），

身心如此憔悴，早无摘花的兴致。独守空房，短暂的秋日仍然显得漫长。加上秋雨连绵，沥沥

的雨滴，敲击著心头。联想到白居易《上阳白发人》中的白头宫女，“宿空房，秋夜长。夜长
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同样的秋雨打
窗，同样的长昼难黑。此时的李清照，整个一个“上阳白发人”！李词中，又暗引温庭筠“梧

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更漏子》），而李的离

情，却是生离死别的离情，是亡夫之离，是亡家之离，是亡国之离。痛哉!“悠悠苍天，曷此其

极！”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道双溪春尚
好，也拟泛轻舟，指恐双溪舴艋（zé měng）舟，载不动，许多愁。（《武陵春》） 

 

双溪，位于今浙江省金华。李清照晚年流落于此。因为落花已尽，早成香尘，此时当为晚

春之景。后面却又提起“双溪春尚好”，颇有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常

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大林寺桃花》）之意。日头已高，主人依然懒于梳头。

回想起来，当是物非人非，物为江南物，而非济南景。人是江南人，而非江北友。万事已休，

整个一个忧郁症。想起来，还未言及，早已泪流满面。舴艋舟，一种中间有篷的小船。扁舟水

上，倒是很好的消遣。可惜啊，愁心深重，舟小难载。愁心何似？李煜有“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将愁心比作东流水，长流不尽。李清照将愁心比作重物，舟载不动。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愁心比作月

光。尽管比喻不同，但都是将无形的愁心搭载在有形的物体上，随意寄兴，收到出乎意料的结

果，构成新鲜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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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你小时候读过的书吗？ 
                                  --田   毅 

    “回忆”是百老汇歌剧《猫》中的一首

歌,其中有一句歌词是: “回忆当时才知快乐

是什么含义 (I remember the time I knew 

what happiness was)”。可能是年龄渐长的

缘故，我总是喜欢沉浸在回忆的“快乐

中”。看着女儿、儿子那摆满各种书籍的书

架，我深深地感到现在的孩子们可真幸福！ 

    我已经记不得我读的第一本书的名字

了，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我读的第一本

“字书” 是《毛主席语录》。在那个无书可

读的年月，让我印象最深的书就是《毛主席

语录》，它让我学会了从书中去寻找真理，

它让我体会到读书的意义就在于心灵的寄托

和灵魂的安顿。对于那些从文革中走过来的

人来说，好像每个人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

“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

恩》和《愚公移山》。还记得《为人民服

务》中的段落吗？“……张思德同志是为人

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

重。……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

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

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

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我们的干部要

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

相关心，互相有护，互相帮助。”在当时,学

习毛泽东思想已渗透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一天不学问题多”。

还记得电影《地道站》吗？讲述的是冀中根

据地人民抗日斗争的故事，在对敌斗争遇到

了困难的时候，他们连夜组织学习了老钟叔

临终前交给他们的书——毛主席的《论持久

战》之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将地道改造

成了既能主动袭击敌人、消灭敌人，又可以

藏身的战斗地道。当高传宝拉开门，一个充

满激情的声音唱到：“太阳出来照四方，毛

主席的思想闪金光…”。那是多么的振奋人

心呀。 

    学习毛主席著作重要的是应用，要“活

学活用”，并且要“立竿见影”。当时的每

一本书的扉页上都是毛主席的一段语录。也

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出口成章，恰如其分地把

毛主席语录运用到各种地方。从上小学起，

不管是算数作业还是语文作业，都要先写上

一小段毛主席语录，每天的作业都必须写，

每次写的不能重样。当时写的最多的话是；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鼓足干劲，力

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等。

毛泽东语录以其精辟的警句，影响了中国几

代人的成长。。在海外生活的这几年里，每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想起“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几

句话，什么艰难困苦就都难不倒我。  

    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

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舞

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乐

《沙家浜》，这八个样板戏是从文化大革命

中走过的，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当时全国

人民都唱样板戏，样板戏的文学剧本也成为

了“畅销书”。我家就有京剧《沙家浜》、

《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等剧本，我

小的时候闲来无事,反反复复的看了无数遍。 

    书在每一个人生活中占据怎样的地位，

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除了受

个人学识、个人爱好、家庭环境的影响之

外，还会打上很深的时代烙印。 

    还记得小人书吧，小人书对我们这个年

龄段的人来说都有割舍不断的浓浓情感，一

本本小人书，伴随了我们的童年，又影响了

我们的一生。“小人书”学名叫“连环

画”，是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黑白线条勾

画出的那些栩栩如生的画面, 加上几行言简

意赅的文字，将整个故事情节交待的一清二

楚。《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张思

德》、《沙家浜》、《一支驳壳枪》、《桐

柏英雄》、《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我家

有一个小木头箱子，里面满满的全是我的宝

贝—小人书。那时候的书好象是从一个模子

里刻出来似的，总是要穿插一点阶级斗争的

事。不是工厂被阶级敌人破坏了，就是公

路、铁路、某座大桥被阶级敌人捣毁了。要

不然就是阶级敌人破坏革命和生产，制造反

革命的谣言干扰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敌人

破坏最严重，矛盾发展到最激烈的时候，会

有英雄的人物出现，一举打破敌人破坏的阴

谋，保卫了生产，公路、铁路、桥梁，保卫

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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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讲述首都工人、民兵抓获苏联特务和间

谍的书吗？书名叫：《苏修间谍落网记》，

这个事件在当时可是震惊全国的大新闻。 

    那时候的中国的经济尚不发达，书店里

的书很少，个人购书仍处较低水平，大家都

非常的珍惜每一本书，尤其是上学用的课

本，那要是丢了可没有地方去买了。记得那

时开学拿到新书，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

每一本书包上书皮，一般都是用过期的画报

包书皮，讲究一点儿的用牛皮纸包。我包书

皮儿的功夫就是在那时练就成的，但是现在

已经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我看的第一套科普丛书是《十万个为什

么》，全集有十几本，我们家好像缺两本。

我看得最多的是关于“动物”的那一本。

《十万个为什么》对日常生活中最为普通的

事物，提出许多意想不到却饶有兴味的问

题，比如，穿三件衬衣暖和，还是穿一件三

倍厚的衬衣暖和？为什么水不会燃烧？炉子

里火旺的时候，为什么呼呼直响？……。 

    《小灵通漫游未来》是我拥有的第一本

科幻书，这本书开启了我们童年时的科学幻

想之门。故事里的“农厂”（注意：不是

“农场”）里的向日葵像参天大树一样高耸

入云。还有切开后有桌面那么大的西瓜，好

几个人一起吃才仅仅吃掉一个小角，剩下的

就让它浪费了。那是在植物上用了一种叫植

物生长刺激剂的白色、米黄色粉末状的东

西，喷上它以后，结出来的西红柿比脸盆还

大，橘子像一只只南瓜，紫葡萄有鸡蛋那么

大。我真是对作者叶永烈超级想象力佩服至

极，不知道现在是否有人已经研制出这种

“神奇的粉末”，对于我们中文学校的“种

菜高手们”来说无疑是一个特大大喜讯。 

    还记得《宝葫芦的秘密》吧，那是张天

翼先生的最后一部长篇童话作品。看过这本

书后，有多少人渴望着拥有一个像主人公王

葆那样的宝葫芦，要什么有什么。《宝葫芦
的秘密》一书 1958年 3 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

版社首次出版，是当代中国童话的优秀作

品，1963 年曾被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天

马电影制片厂改编为黑白故事片。 

    《第二次握手》，文革期间被人们以手

抄本的形式广泛流传，小说中有一双美丽哀

怨丹凤眼的丁洁琼成为多少人的梦中情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

讲，是个特殊的时期，可以说我们现在的社

会是从那个年代开始转型的。文革中被列为

禁书的外国书籍可以公开出版销售后，各种

外国文学名著迅速成为热门读物，看世界名

著是当时的时尚。《飘》、《红与黑》﹑

《基督山伯爵》等等。当时的好书非常紧

俏，一本好书要到货的时候，清晨书店的门

口就会站满了排队的人们。如果一个在书店

工作的人是你的熟人或亲戚，那么你的家就

可能门庭若市。我不得不承认看一部外国名

著比看一部中国名著要难得多，单单是外国

名著里的名字就够折磨人了，而且由于文化

的差异，往往也要多看几遍才能看懂作者想

要表达的一些深刻的意思。 

    现在我每次回国,书店是我必须要去的一

个重要”景点”。这几年，北京的书店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西单图书大厦、新华书

店王府井旗舰店﹑北京海淀图书城、北京海

淀购书中心等等。书店里的书是琳琅满目，

数不胜数。大家再也不用为买不到书而发愁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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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冬厨房 

                要过年了，来的还是虎年，我们家有四只老虎，一老要过年了，来的还是虎年，我们家有四只老虎，一老要过年了，来的还是虎年，我们家有四只老虎，一老要过年了，来的还是虎年，我们家有四只老虎，一老八十有四八十有四八十有四八十有四，三，三，三，三
小小小小二十挂四二十挂四二十挂四二十挂四，真是虎虎有声气。，真是虎虎有声气。，真是虎虎有声气。，真是虎虎有声气。肖冬定要做个年糕好过年肖冬定要做个年糕好过年肖冬定要做个年糕好过年肖冬定要做个年糕好过年。。。。 

 

营养三色年糕营养三色年糕营养三色年糕营养三色年糕    
原料原料原料原料：：：： 
第一层 

一个鸡蛋 

半杯白糖 

半杯油 （做菜的任何一种或黄油） 

一杯奶或水 

2 杯糯米粉(白袋绿字包装) 

1杯粘米粉(白袋红字包装) 

 

第二层 

一个鸡蛋 

半杯白糖 

半杯油 （做菜的任何一种或黄油） 

一杯奶或水 

2 杯糯米粉(白袋绿字包装) 

1杯黑芝麻粉（纯芝麻粉，不是芝麻糊） 
 
 

第三层 

一个鸡蛋 

半杯白糖 

半杯油 （做菜的任何一种或黄油） 

一杯奶或水 

2 杯糯米粉(白袋绿字包装) 

1杯玉米粉 
 

做法： 

预热烤箱至350F，将第一层（第二，第三层同样）的原料按顺序一一加入一个调和容器调好（应该

是稠稠的糊状）后倒进烤盘（用油喷一下以防粘粘）烤10-12分钟，只要上面结起来了就可以倒入第

二层，放回烤箱继续烤10-12分钟，再倒入第三层，再烤30-40分钟至 test clean，即用餐刀试插中

间部位，如果刀上没粘即可。 
 

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加枸杞子，craisins 或葡萄干，松子仁，核桃仁等。 
 

杯 = 量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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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沙春卷豆沙春卷豆沙春卷豆沙春卷    

原料： 

春卷皮一包 25 张 

馅馅馅馅 -- 豆沙馅一包或自己做 

豆沙馅做法： 

红豆一包，洗净放 6杯水用高压锅煮半小时至烂，用 food processor 将豆子打成泥状，锅里
放兩勺油，放豆沙，加糖（多少看各人喜爱）我还放一勺（TBS）切碎的很薄的新鲜橘皮，有时
放桂花或椰蓉。将豆沙熬到厚糊状即可，如果太稀，可以勾点欠。 

注意：豆沙馅一定不能稀，否则煎时会漏。 

皮皮皮皮 -- 分春卷皮的窍门：对半分开，每次都对半分，比一张张分容易，且不会破。 

包包包包-- 将豆沙包进春卷皮，不需要粘，放进油锅里煎时，封口向下，自动就封住了。 

煎煎煎煎    -- 用平底锅放油（没至春卷一半那么多的油），油要热，春卷放下去才能立刻封口。煎至

两面金黄即可。 

吃吃吃吃 – 一定要等五分钟再吃，豆沙很烫，一定小心别烫伤嘴。 

 

中国 2009 年十大网络流行语 
    这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也是一个网络推动的时代。岁末将至，盘点 2009 年中出现

的每一句网络流行语，无一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不差钱 

Money is not a problem.  
出处：2009年央视春晚，赵本山、小沈阳等演出了小品《不差钱》。几乎一夜之间，二人转演

员小沈阳连同小品中的多句经典台词，红遍大江南北。 

 

2. 哥抽的不是烟，是寂寞！ 

What brother is smoking is not a cigarette, but loneliness! 

出处：7月初，在百度贴吧里突然有人发了一张一名非主流男子吃面的图片，图片配文“哥吃

的不是面，是寂寞”。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有网友相继模仿“哥×的不是×，是寂寞”的句

式，“哥上的不是网，是寂寞”、“哥爱的不是你，是寂寞”…… 

 

3. 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 

Jia Junpeng, your mother wants you to go home to have some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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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贾君鹏只是个网络虚拟人物，但是在 2009 年 7 月 16 日百度贴吧里的魔兽世界吧里，一

个只有标题《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空帖，短短几个小时就被 390617 名网友浏

览，引来超过 1.7 万条回复，并在接下来的一天时间内吸引了 710 万点击和 30 万的回复。 

 

4. 人生就像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 

Life is like a tea table, with bitter cups placed all over it. 

出处：首先是易中天因为在一期《百家讲坛》中瞪大眼睛感叹了一句“悲剧啊”，结果就被网

友截了图并上传到了网上，随即成为无数网友争相引用的签名档。 “杯具”一词诞生后，网上

出现了“杯具党”，网友们又创造了“餐具（惨剧）”、“洗具（喜剧）”和“茶具（差

距）”。 

 

5. 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Don't be obsessed with brother. He is only a legend.  
出处：这句话的起源是猫扑大杂烩，由网友“不要迷恋哥”的一个帖子引起的恶搞。 

 

6. 人情债，我肉偿了！ 

My debts of gratitude have been repaid with my body!  
出处：《蜗居》用犀利的笔触讲述了现代都市白领阶层对房子的渴望以及房奴生活的酸甜苦

辣。虽然仍然以上海为故事背景，但剧中人物每日挣扎与奋斗，付出巨大的大城市生活成本，

却是很多都市白领的生活写照，编剧六六的犀利台词也成为很多人新的 MSN 签名。 

 

7.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 

What makes you unhappy? Tell us to make us happy. 

出处：生活很苦，开心很难。所以要看开一点，你有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 

 

8. 你 out 了！ 

You are left behind the times. 

 出处：时下最流行的微博客你写了吗？现在微博客人气最火的明星是姚晨还是黄健翔？都不

知道？那你是彻底 OUT 了……英语单词 OUT 在英汉词典中的解释是“出外；在外；向外”，如

今，这个词被赋予了“落伍”的新意，无数追赶时尚潮流的年轻人时刻将其挂在嘴边，不为别

的，就为了能在适当的时机鄙视一下被潮流落在后头的人。 

 

9. 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但把每一件事情都记到日记里。 

Lei Feng does good without seeking recognition, but he records everything in his 

diary. 

出处：为什么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但把每一件事情都记到日记里？这成为今年各大论坛的热

贴。人们的回答花样百出，令人捧腹。 

 

10.这事儿不能说太细。 

It cannot be explained in detail. 

出处：2009年 1 月 12 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节目《广受质疑的“通行费”》。面对“天

津市每年要偿还的公路建设的贷款量有多大”的提问时，天津市市政公路管理局规费处副处长

刘博的回答是：“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