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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歌乐舞 祈福新春 

十二生肖中为什么没有猫 

温文儒雅的坚定 

老虎妈妈——反思我们的儿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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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将略付微酬，以表示我
们深深重重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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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之角 

 
撰稿撰稿撰稿撰稿：：：：冯冯冯冯  瑶瑶瑶瑶    摄影摄影摄影摄影：：：：陆陆陆陆一一一一瓴瓴瓴瓴 

        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会，是牛顿中文学校的重头大戏。学校之大，人才之多，节目之

丰富，但时间、场地却有限，今年依旧办了两场，还是意犹未尽。 

    2月13日，周日下午的学生专场，表演者全部是我校学生，节目有独唱、合唱、儿

歌、短剧、三句半、舞蹈等。教师们认真敬业，悉心指导，学生们倾情表演，中文地道！

礼堂里座无虚席，还有不少家长站着观看。 

   2月19日，周六晚上的专场，表演者是我们牛顿学校的学生、老师、才艺班和各社团的

高手们。面对如此之多的高水准节目，评审小组实在是难以割舍！他们几经讨论，反复酝

酿，最后敲定了二十二个节目。 

    晚会于晚七时准时开始。首先由我代表学校给大家拜年。之后，在激昂的《激情燃烧

的岁月》序曲声中，晚会的八位主持人徐缓步出，那阵势、气度、神情、贺词，都不亚于

央视春晚，而且在人数上还胜出两名。 

 

    欢歌笑语迎新春, 欢天喜地过大年。黄语红老师儿童民族舞蹈班表演的少儿舞蹈《欢

歌燕舞》为晚会拉开了序幕。接着牛顿的市长、市政议员以及我们“房东”学校的校长，

上台祝辞，表彰了我们对社会多元化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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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级小朋友们的服装姹紫嫣

红，一曲《恭喜恭喜》，把最美

好的祝愿献给了在场的每一位。 

 
 
 

 

 

 
 

 

 
 

 

          幽默，睿智的张川川的单口相声赢得满堂欢笑。丝竹小乐队弹奏的 “茉莉花” 和 

“阿佤人民唱新歌”很是专业，不少家长向我打听到

哪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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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川川成人形体健美班的健身舞“好日子”，赢得满堂喝彩，尤其爸爸们的加入十分

给力。 

    空竹班的孩子们只学了一个学期就能表演得如此精彩，可喜可贺。 

 
 

    七年级师生自弹自唱的老歌 “小草”和 “让我们荡起双桨”， 听起来是那么亲

切。黄语红儿童民族舞班的舞蹈“海边”在寒冷的冬天给我们带来了温暖的海风。 

     

 
 

    朱福蓉老师可谓是桃李满天下。福蓉声乐班的 “金曲联唱” 让大家耳听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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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园老师编导的小品“牛顿恋歌” 让观众明白了牛顿中文学校为何让人这般迷恋。

陈锐老师指导的藏族舞“卓玛”，激起了人们对西藏这个美丽的地方的向往。 

 

 
 

七年级马立平班，三代同台，将文化底蕴很深的“龙文”，唱得惟妙惟肖，让人耳目一

新。 

 

    只知道陈望菊老师是专业的杂技演员，没想到她的魔术也这么拿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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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有盛名的喜洋洋乐队的电影插曲联奏，把观众们带回了过去的美好时光。 

  
 

牛顿中文学校时装表演队倾情奉献的“ 旗袍秀”展现出 东方女性的优雅与从容。现代风

格的时装秀“春的脚步”俏丽多姿，美轮美奂，男士们的加盟更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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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家长的男声小组唱，将苏明放医生自创的“情怨”，唱得韵味十足。天使舞蹈

团的“京娃娃”是他们的保留节目，给我们的晚会增添了不少色彩。 

  

 
 

        家长太极组的太极拳表演吸引了不少想健身的家长们。付东东，刘丹梅两位老师的女

声二重唱《山楂树》，优美动听，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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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的现代舞“床前明月光”带观众一起吟老诗，品老酒，随那明月一同翱翔。 

    成人交谊舞高班的部分同学以其精湛、高超的舞艺，让现场的观众大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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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会在东方之声合唱团的合唱《春的召唤》和《好日子》声中圆满地落下了帷幕。 

    三个小时的联欢会，气氛热烈，高潮迭起，掌声连连。这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演员

们，为了这场晚会，你们在台下流了多少汗水。感谢那些默默无闻的工作人员们，从节目

的选拔；节目单的编排、印刷；门票、舞台的设计；舞台的策划、音响、灯光；节目的主

持；赞助的联络、贵宾的邀请以及场务，环环节节，哪一项都不容易，还要万无一失，你

们无私地奉献了多少自己宝贵的时间。你们辛勤的劳动，让我们的舞台更绚丽，节目更精

彩！最后，还要感谢我们的观众们，你们热情的掌声、喝彩声和欢笑声就是对演员们、工

作人员们最大的肯定和鼓励。 

    很多看了晚会的观众们都高兴地说，我们的晚会比央视的春晚还好看！因为它是我们牛

顿人自己的春晚！晚会结束时，大家依然沉浸在欢乐中，久久不忍离去。难忘今宵欢歌乐

舞，期盼明朝重聚牛顿！ 

       朋友们，明年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您代办为您代办为您代办为您代办两年多次两年多次两年多次两年多次赴华签证赴华签证赴华签证赴华签证 
                   符合以下三项条件者符合以下三项条件者符合以下三项条件者符合以下三项条件者，，，， 
             即可获得两年多次赴华签证即可获得两年多次赴华签证即可获得两年多次赴华签证即可获得两年多次赴华签证：：：： 

1 原国籍为中国公民原国籍为中国公民原国籍为中国公民原国籍为中国公民，，，， 

2 现持美国护照现持美国护照现持美国护照现持美国护照 

            (有效期至少两年以上有效期至少两年以上有效期至少两年以上有效期至少两年以上) ，，，， 

3 至少有过一次至少有过一次至少有过一次至少有过一次 

            赴华签证记录者赴华签证记录者赴华签证记录者赴华签证记录者 

        办证要求办证要求办证要求办证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证申请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证申请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证申请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证申请表》》》》 

            及照片一张及照片一张及照片一张及照片一张 

              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李亦鸣李亦鸣李亦鸣李亦鸣 

                (Aileen Travel)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617－－－－710－－－－2987 

        yimingli777@yahoo.com or               

        yimingli@aileentravel.com                
        **同时代办国际机票同时代办国际机票同时代办国际机票同时代办国际机票，，，， 

            游轮及亚洲游轮及亚洲游轮及亚洲游轮及亚洲/欧洲各类欧洲各类欧洲各类欧洲各类旅遊套餐旅遊套餐旅遊套餐旅遊套餐 

       静  夜 
                                   杜炎武杜炎武杜炎武杜炎武 

风声留在郊野风声留在郊野风声留在郊野风声留在郊野，，，，    
    

星光掠过树顶洒满大地星光掠过树顶洒满大地星光掠过树顶洒满大地星光掠过树顶洒满大地。。。。    
    

夜幕夜幕夜幕夜幕悄悄挂起悄悄挂起悄悄挂起悄悄挂起    
    

一轮月一轮月一轮月一轮月，，，，点缀夜的图景点缀夜的图景点缀夜的图景点缀夜的图景。。。。    
    

天上的星星在凝视天上的星星在凝视天上的星星在凝视天上的星星在凝视，，，，    
    
谁家的灯火还在风中闪烁谁家的灯火还在风中闪烁谁家的灯火还在风中闪烁谁家的灯火还在风中闪烁？？？？    

    
一种幸福写遍千古一种幸福写遍千古一种幸福写遍千古一种幸福写遍千古。。。。    

    
    

静寂俯拾皆是静寂俯拾皆是静寂俯拾皆是静寂俯拾皆是，，，，    
    
遥远的歌声像风吹花落遥远的歌声像风吹花落遥远的歌声像风吹花落遥远的歌声像风吹花落。。。。    

    
是谁在唱是谁在唱是谁在唱是谁在唱？？？？    

    
悠扬的曲调悠扬的曲调悠扬的曲调悠扬的曲调，，，，    

    
惊扰了惊扰了惊扰了惊扰了    

    
这夜的静谧这夜的静谧这夜的静谧这夜的静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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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荷尖尖 

四年级甲班作文选四年级甲班作文选四年级甲班作文选四年级甲班作文选：：：：    
    
            田毅老师的话田毅老师的话田毅老师的话田毅老师的话：：：：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十二生肖十二生肖十二生肖十二生肖吗吗吗吗？？？？它它它它

们是们是们是们是：：：：老鼠老鼠老鼠老鼠、、、、牛牛牛牛、、、、老虎老虎老虎老虎、、、、兔子兔子兔子兔子、、、、龙龙龙龙、、、、蛇蛇蛇蛇、、、、

马马马马、、、、羊羊羊羊、、、、猴猴猴猴、、、、鸡鸡鸡鸡、、、、狗狗狗狗、、、、猪猪猪猪。。。。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怎么就没怎么就没怎么就没怎么就没

有有有有””””猫猫猫猫””””呢呢呢呢？？？？请你模仿课文请你模仿课文请你模仿课文请你模仿课文《《《《猴子捞月亮猴子捞月亮猴子捞月亮猴子捞月亮》》》》

和和和和《《《《小马过河小马过河小马过河小马过河》》》》，，，，写一篇写一篇写一篇写一篇小作文小作文小作文小作文，，，，内容是内容是内容是内容是

““““十二生肖中为什么没有猫十二生肖中为什么没有猫十二生肖中为什么没有猫十二生肖中为什么没有猫””””,,,,题目题目题目题目可可可可自定自定自定自定。。。。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生动活泼生动活泼生动活泼生动活泼，，，，语句通畅语句通畅语句通畅语句通畅，，，，注意写清注意写清注意写清注意写清

楚楚楚楚 when, where and whowhen, where and whowhen, where and whowhen, where and who。。。。文章中要有对文章中要有对文章中要有对文章中要有对

话话话话，，，，作文不少于作文不少于作文不少于作文不少于 15151515 句话句话句话句话。。。。    

 
（（（（周雪儿周雪儿周雪儿周雪儿））））猫一直在水里练习游泳,
在比赛的前一天,猫又练习了一次。睡
觉前猫请求老鼠叫醒它，老鼠说：
“可以。”但是，它没有放在心上。
老鼠想：“我不会游泳，我怎么过河
呀？”早上，老鼠去河边，它跳到一
只老牛的头上，老鼠又小又轻，牛没
有觉得头上有老鼠。牛快要走到河边
时，老鼠就跳下来，它就是第一名
了。老鼠就成了十二属相的第一个。
但是，老鼠忘了叫醒猫，猫一直在睡
觉。 
 
（（（（吴与琪吴与琪吴与琪吴与琪））））选十二生肖的那一天早
上，猫很早就出发了，向溪水边走
去。快走到的时候，老鼠从后面赶上
来对猫说：“你妈妈吃了脏东西，生
病了，你赶紧回家吧！”猫听了老鼠
的话，就赶紧跑回家，到了家里，猫
看到猫妈妈根本就没有病。原来，老
鼠骗它。于是，猫飞快地跑向溪水
边，可是，它已经太晚了，而老鼠却
第一个到达，得了第一名。猫很生

气，从此老鼠再也不和老鼠作朋友
了。 
 
（（（（钟孝霖钟孝霖钟孝霖钟孝霖））））猫和老鼠一起报名参加十
二生肖的选拔赛。猫睡觉前说：“明
天你一定叫醒我。”老鼠答应了。第
二天，老鼠一早就醒了。（你们知道
猫喜欢睡懒觉）老鼠叫了很多次，猫
还是不醒，老鼠只好先走了。老鼠得
了第一名。猫醒了，看到十二生肖已
经排好，他非常的生气，就要吃老
鼠。所以，到今天猫还要吃老鼠。 
 
（（（（贾广瑞贾广瑞贾广瑞贾广瑞））））以前，十二生肖里是有猫
的，以前的十二生肖是：猫，牛，老
虎，兔子，龙，蛇，马，羊，猴，
鸡，狗和猪。突然一天，一个老鼠来
了。他对十二个动物说：“我要在十
二生肖里。”十二个动物就说：
“猫，你明天和老鼠去赛跑，谁先跑
到河边谁就赢。”第二天，猫和老鼠
就比赛跑步。猫看到河里的鱼，就去
吃鱼了。老鼠就跑到了前面，老鼠第
一个跑到了河边。从那时起，老鼠就
排在了十二生肖里，他很高兴。  
 
（（（（魏兆赢魏兆赢魏兆赢魏兆赢））））有一天中午，十二个小动
物们要参加十二生肖动物典礼。小老
鼠和小猫都是从巴西来的，其他的小
动物都是从美国来的。他们要到中国
参加典礼。大多数动物都买到了飞机
票，但是，小老鼠去买票时票都卖光
了，他很伤心。小猫说：“没关系，
以后还会有机会的。”小老鼠说：
“谢谢，但是机会只有这一次呀。”
当小猫要上飞机时，他看见一只小蝴
蝶，小猫就去追小蝴蝶了。这时，他
的机票从他的口袋里掉了出来，小老
鼠看见了，就捡起了机票上了飞机。
小猫失去了当选生肖的机会。所以，
十二生肖里没有小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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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楚炎丁楚炎丁楚炎丁楚炎））））一天早上，猫和老鼠到了
水边才知道其他十一至动物已经过河
了。老鼠跟猫说：“小猫，你看水里
有很多又大又肥的鱼，你过来看看
啊。”小猫说：“真的？我过来
啦！”小猫正在看水里的鱼，老鼠把
猫推下了水里。小猫大叫：“快点把
我救上去，我不会游泳。”老鼠说：
“我不会把你拉上来的，因为现在只
有一种动物可以成为人的生肖，我走
了，再见。”老鼠很快的游过了河，
成为最后一种当选生肖的动物。 
 
（（（（顾承汗顾承汗顾承汗顾承汗）第二天早上选生肖，动物
们都想去。猫很兴奋，晚上一个人在
林中散步。突然，邻居-——老鼠出现
在面前，说：“猫兄你好！你知道
吗？选生肖的地点变了。”猫说：
“是吗？在哪里选？”老鼠说：“不
在河边，改在北边的山上了。”猫
说：“这太突然了，是真的吗？”老
鼠说：“是真的，大家都知道。”猫
就相信了。第二天，老鼠早早的去了
河边，成了十二生肖的第一名。猫在
北山上等了一上午，一个动物都没
有，才知道被老鼠骗了。从那以后，
猫就恨老鼠了，这也是为什么老鼠怕
猫。 
 
（（（（曲嘉珩曲嘉珩曲嘉珩曲嘉珩））））两千年前的一天，猫不知
道要选十二生肖，所以，猫在他家里
玩儿电脑。他看到十二生肖的游戏，
猫就开始玩儿了。他玩儿了一会儿，
就到窗边看外边。猫看到了十二个动
物在跑，他以为是他玩儿电脑的时间
太长了，眼睛花了，所以他就没有出
去排队。第二天，猫出去散步，突然
看见了老鼠，刚要抓，老鼠就说：
“住手!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该
死的老鼠！”猫说。“不对，我是十

二生肖的第一名！”老鼠跟猫说。
“不可能！十二生肖只是一个电脑游
戏。”猫说。老鼠说：“笨蛋！”转
身就走了。猫回家很不高兴。  
 
（（（（张路路张路路张路路张路路））））比赛前一天的晚上，老鼠
悄悄地把睡觉药放到小猫的饭碗里。
比赛的那一天，小猫睡大觉的时候，
老鼠已经到比赛的地方了。老鼠看见
老牛正在休息，就走到老牛的前面
说：“牛伯伯，请你让我站在你的背
上，好吗？”老牛看着老鼠那么小想
也没想就答应了。老鼠在老牛的背上
东张西望的，看花，看草。很快比赛
开始了，老牛在水里很快的跑着，一
会儿他就跑到了岸边，老鼠一跳，跳
到岸边。就这样，老鼠得了第一名，
老牛排在第二。可是就是没有小猫的
名次了。 
    
                编后话编后话编后话编后话：：：：田毅老师指导四年级甲田毅老师指导四年级甲田毅老师指导四年级甲田毅老师指导四年级甲
班写的作文班写的作文班写的作文班写的作文““““十二生肖中为什么没有十二生肖中为什么没有十二生肖中为什么没有十二生肖中为什么没有
猫猫猫猫？？？？””””是一组相当有特点的文章是一组相当有特点的文章是一组相当有特点的文章是一组相当有特点的文章，，，，作作作作
文充满了孩子们生动有趣的想象力和文充满了孩子们生动有趣的想象力和文充满了孩子们生动有趣的想象力和文充满了孩子们生动有趣的想象力和
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语言流畅语言流畅语言流畅语言流畅、、、、活活活活
泼泼泼泼。。。。从中可以看出老师教学的用心和从中可以看出老师教学的用心和从中可以看出老师教学的用心和从中可以看出老师教学的用心和
学生们学习的乐趣学生们学习的乐趣学生们学习的乐趣学生们学习的乐趣，，，，本刊给予特别推本刊给予特别推本刊给予特别推本刊给予特别推
荐荐荐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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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人物专访人物专访人物专访    

温文儒雅的坚定 
大大大大            海海海海

  

    77 年，孙京考入上海科技大学计算机系，是我们这代人最早的大学生，最早的高科技

人才。 

    88 年，他来美国读书，走过“一家人靠着我每月 550RA 勉强生活，一分钱掰成两半

花”的日子。89年，他出国后才出生，长至六个月未曾谋面的儿子，被妻子阿红抱来美国

和他团聚。从阿红手里接过第一次见面的儿子，让他皱起了眉头“小孩子都有这么大的味

道吗?”转眼 1995 年，小毛头长成 8岁的小学生，被带到已初具名声的牛顿中文学校来读

书。孙京和阿红领着 3岁的女儿看了一季橄榄球赛。“那时图书馆比较冷清，常常只有我

们两人看电视。别人走过时都很新奇‘那位妈妈也会看橄榄球赛耶’”。大半年后的春

晚，孙京这位当年文艺宣传队的骨干，自然地被吸了过去。“那年只是做服务，真正参与

企划是四，五年后的事了。” 

    99 年七个爱好乐器又熟识的家长，组成了一支小乐队，并给它起了个贴切的名字——

喜洋洋。现在，这个乐队享誉大波士顿地区。除了两位专业演奏家以外，其余的人都是爱

好乐器而又熟识的朋友。因为是牛顿中文学校的“儿子”，因而有浓郁的“牛顿基因”—

—一年轮换一任队长，每人都要做一年副队长，然后“扶正”。“我们学校之所以能持续

有机的发展，得益于这个健康的体系。得益于我们的‘上梁之正’。历任的校长从副手开

始见习、学习、实习。然后带着充满的热情和干劲上岗，每个人都带给学校新的气象。离

任后又个个都回复自己‘平民’的身份，不在其位不扰其政。但绝对都是召之即来、来之

能战，从不言退伍的好兵。”十年来喜洋洋小乐队，以乐（yue）取乐（le），他们每月

相聚一次，坚持了十年以上。聚会每次美食在先，好在不像跳舞、唱歌，吃太饱了会影响

排练。“有一度，我们的美食部分有不断扩展的趋势。于是严令只准四菜一汤。严令挡不

住埋伏，四菜的规模越来越大，每一道都是菜里套菜，照样奢侈不误。”小乐队成了牛顿

春晚、感恩节晚会的保留节目，技艺也日臻成熟起来。乐队建队之初，孙京往往是大提

琴、小提琴、笛子各备一份上台，用文宣队那里需要就出现在那里的精神参与演奏。一段

时间他主吹笛子；现在大提琴又拉得像模像样了。他做过队长，不做队长时就当全队的主

心骨。 

    除了吹拉弹，孙京还有丰富的

“唱”的细胞。小乐队的同时，他也参

加了合唱小组，与同好们放歌牛顿。

2000 年，热情洋溢的李少娜，生出个

组团参见北京合唱节的构想，合唱小组

的几个中坚成员，包括孙京就与她一道

筑梦。“当时是全力以赴地投入，但觉

得不太可以思议：我们这些‘乌合之

众’距离国际合唱节的舞台，是不是太

遥远了？”两年的秣马厉兵，牛顿中文

学校东方之声合唱团踏上征程，并一举

捧回成人组优秀奖和成人组中国歌曲艺

术奖两项大奖。 

    十年中，孙京担任了四年团长，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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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上名副其实的年轻的“老团长”。那四年中，他带队参加了第四届 Idaho 国际合唱节，

被誉为最佳表演团体之一。表演后，他们组队进行黄石公园深度旅游；次年北上蒙特利

尔，被加拿大国家电视台选中，制作了专题节目。同一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合唱团

和其他六个兄弟团体组成 120 人的强大阵容，成功举办了一系列《黄河大合唱》专场演

出。最大的一桩盛事，是全团再次回国“省亲”——参加厦门第四届世界合唱奥林匹克盛

会。勇夺初赛混声组银奖、民谣组铜奖。节后的旅行团更具规模，兵分黄山、云南两路。 

    四年中，星星、月亮和晨起的太阳，记得孙京为合唱团付出了多少好时光！ 

    牛顿中文学校的董事会成

员，大多数都是从教师或校行政

出身的，再“远”一些，也出身

于家长会。孙京几乎是独自一个

从“文艺战线”转进董事会的。

他做了六年董事，两年董事会会

长。“我进入学校核心比较晚，

又是缺了学校管理这一课的学

生。所以每当有人邀请我担任副

校长（校长人选）时，我都会保

证，也在心里计划，专心做完董

事，一定去补上校行政这一课。

直到两，三年前，我的心愿开始

转向——我们这一批合作无间的

伙伴，几乎同为“一代人”，我

们都是牵着稚儿幼女的手来到牛

顿，又和他们一起在牛顿成长，共同写就这十几年牛顿扎实的历史。现在有更多的像我们

一样的“新生代”家长，牵着他们稚儿幼女的手来到牛顿，该是由他们接下这副挑子的时

候了。于是我把自己的计划改为寻找一些像我们一样，愿意服务、又热心奉献的家长，来

接续我留下缺憾的那一课。” 

    那个出生六个月来美国的儿子，现在可以说与父亲味道相投了。孙京是个有过人精力

的人，熟悉的人都很羡慕他与一双儿女长期建立起的融洽关系。他从始至今不断“塑造”

他们正确的为人品格，同时又给予他们独立成长的足够空间。和子女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

和沟通。孙京自己做了半辈子科技工作，可内心一直存有投身金融业的愿望。近十年来，

他遇到一些转行的好机会。可与此同时，他又一直悉心照料年迈体弱，一周需要三次透析

的父亲。这位独生儿子，甘心情愿的做出“父亲在不远行”的承诺。因此与心中旦夕间就

可成真的梦失之交臂。现在，孙京唯一的儿子，今年就要大学毕业了，他“代父出征”，

已经准备好投身心仪的金融业，一展宏图（兔）。两代人的心愿共同实现了。历史不正是

这样在“生生不息的脉搏”间写就的吗？而对于大学新鲜人的女儿，孙京笃定她是“十分

清楚也准备好了要做什么的”学生，因为父女共同走过设计和准备实现梦想的路。 

    去年，孙京夫妇送他们三岁就来牛顿，和哥哥一样学到十年级毕业，又做助教的小女

儿去上大学了。阿红大概会觉得闲散了一点。这么多中校名人的眷属，有的被直呼大名；

有的免姓称名；有的被尊为某老师；只有她始终被所有人随着孙京，用这个特殊而又亲昵

名字称谓着。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不会错，从名字你就可以想出，这个温顺的南方秀丽女

子，是典型的贤妻良母。虽然她偶发感叹：“追上孙京思维和做事速度和精力简直是不可

能。”但十几年来，她从没有在孙京身边缺席过，“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这首歌，孙京绝对会唱。 



 14 

    孙京任董事长这两年，更多的人，更充分地见识到他敢作敢为的风格。他持续而有耐

心地完成了《牛顿中文学校操作管理总则》、《牛顿中文学校教师考核制度——试行

版》、《牛顿中文学校教职员工行为规范》，三项重大章程的制定。另外一项《对中国贫

困学生支教总则》则在反复商讨下，仍留作下期董事会再做商议；他调动牛顿丰富的人力

资源，主导了活动持续一年多的五十年校庆；面对突如其来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他与上任

董事会会长王卫东共同担当了一系列募捐活动的策划和实行；他积极关注家长会的年轻化

和其在学校运作中的参与，放手给他们机会和从旁协助的同时，在内心为这些充满活力的

牛顿“（共青）团派”叫好。 

        当学校管理遇到难题时，孙京会毫不犹豫地说：“让我去面对。”他会一反艺术家感

情用事的思维而秉公执法；会一反概念化上海人的机巧而坦诚相向；不改的是他的温文尔

雅、论理凭据。不改的还有他与生俱来的精打细算——他是所有参与社团时隐时现的“大

管家”。从定包子、工作餐到规划大型演出、活动。从一年到头不断线的 Party，到一生

一次的名胜游览。如果能累计的话，他为大家伙找到的 Deal在牛顿方圆无人能与之匹

敌，当之无愧的头冠。 

        去年七月底，孙京做完了两任董事会会长，回到好兵的行列：他还是“喜洋洋”这个

大家庭的主心骨；还是合唱团十年庆的核心成员，他和团友们一起用成功举办了“第一节

大波士顿地区合唱节”为自己庆生；今年，孙京任内完成的《教师评估考核制度》开始实

施。他欣喜地看到评估过程中，老师和学校之间的良好互动。 

        “去年春晚就退居‘二线’了，今年只在整台节目构成和租借剧场等小事上帮过一把

手。现在学校已经有一批十分有能力的人接班筹措牛顿春晚，这真是一件好事情。！”孙

京是春晚七，八年的总推手，看到这个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茁壮成长着，他内心一定

有放手的不舍，但更多的是成功的骄傲。 

        孙京和大多数“牛顿第一代领路人”一样，在美国有自己稳定的专业和被认可的能

力；始终怀着无私奉献的心服务于华人社区；有在美国长大成人的、即将进入自己生活轨

道的子女；有甘心侍奉他们安度晚年的长辈。他们是朋友、同事、同好（歌着、舞着、运

动着）信赖着的人！ 

        孙京也有跟别人的不同，他挚爱音乐、

挚爱舞台。对于吹拉弹唱都没有放弃过追

求。因为他想籍此传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动，

对他人的关爱。孙京还有一项才能——他写

过一组幽默散文，笑倒过一众读到过的人。 

       最近，孙京的一位“发小儿”（儿时的

伙伴）在新英格兰走完自己的人生。孙京这

辈子，伴过他一段又一段，送了他一程又一

程。最后以周全的葬礼为这份漫长的友谊画

下句点。有朋友参加后豁达地对孙京说：

“我的后事也托给你了。” 

        我认识孙京是从他的一篇散文开始，为

了写专访，又读到其他几篇。读完之后，更

懂了他一些，好在已得到他的许诺，要开始

给咱们校刊写点东西，于是盼望着…… 

(摄影摄影摄影摄影    邓永奇邓永奇邓永奇邓永奇、、、、海燕海燕海燕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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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荷尖尖小荷尖尖小荷尖尖小荷尖尖    
                八年级丙班汪春晓老师指导学生们八年级丙班汪春晓老师指导学生们八年级丙班汪春晓老师指导学生们八年级丙班汪春晓老师指导学生们

写了一组作文写了一组作文写了一组作文写了一组作文，，，，作文的主题是作文的主题是作文的主题是作文的主题是：：：：    

一场精彩的比赛一场精彩的比赛一场精彩的比赛一场精彩的比赛    
同学们以流畅同学们以流畅同学们以流畅同学们以流畅、、、、生动的笔触写出自己难生动的笔触写出自己难生动的笔触写出自己难生动的笔触写出自己难

忘的比赛经历忘的比赛经历忘的比赛经历忘的比赛经历。。。。    
    
高健高健高健高健    
    我很喜欢打乒乓球，每天都要打两个

小时的乒乓球，我还经常到全国各地打比

赛。我最精彩的比赛是今年 7月，美国乒

乓球公开赛和 Alabama 州冠军布朗的一场

比赛。 

    比赛是五局三胜，前四局我们打到了

二比二平。在关键的第五局，布朗利用他

的发球优势，连连得分，以五比一的比分

交换场地。随后我们分别各得两分，场上

的比分为 3比 7，布朗领先，这时我又输

了一分，比分为 3比 8了。在这关键的时

刻，我改变了发球，得了一分。接着我主

动进攻，连得四分，把比分扳成 8比 8。

这时候布朗有点紧张了，他在场上转了一

圈，稳定一下情绪。我想不能给他任何机

会，于是全力拼搏，终于以 11比 8反败

为胜。    

    
符依兰符依兰符依兰符依兰    
    啊！我朝天一跤摔到地上，好痛。我

好一阵才慢慢地站起来。差一点都要哭出

来了。 

    “你没事吧，Brianna？” 

    “哎哟 Brianna, 你没事吧？” 我

的队友们都在问我。 

    “是的，我没事。” 我回答说，瞪

了一眼那个推我的女孩，握紧拳头，感到

很生气。从某种角度说，我理解这就是足

球。可是她怎么能这样推呢？ 

    球又到了我的脚边， 我一脚踢过

去，想传给艾米丽， 结果踢出界了。轮

到她们发球。 

    “Wayland，注意防守！”我们的教

练在场边大喊。我的目标是推我的那个女

孩。她们把球发进来，她转过身，开始沿

着边线运球。我紧紧跟住她，试图阻止她

把球带到我们这边。她的胳膊肘又开始推

我了，这次我没有摔倒，依然紧紧地盯住

她。突然她自己摔倒了，球也踢出界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到惊讶。在场边

的家长在欢呼鼓掌！我的猜测是，他们看

到了前面的事情。 

    “哈哈哈哈，干得好！” 艾米丽

说，她的脸上带着笑容。 

    “哈哈，谢谢，”我笑着答道。那个

摔倒的女孩自己站起来，打打身上的灰，

看了我一眼。我想，你是自食其果。几分

钟后，裁判吹了哨子，比赛结束了。 

 “嘿！Brianna，你没事吧？”卡罗琳又

问，“看起来，她推到你的脸上了！” 

    “哈，是啊，我没事的。谢谢。至少

她也摔了一大跤！“我说。 

    “噢！干得好！”她笑着说。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比赛，我

可能永远不会忘记。 

    
王星晔王星晔王星晔王星晔 

    我喜欢看篮球。有一天，一个在 

Norwood 的学校组织了一场篮球赛，由我

们 Dedham 对 Norwood。比赛开始时，没

有人说话。只有篮球队员跑来跑去的声

音。裁判员也跟着跑来跑去。场上的队员

拼命地抢球。我都看不清球在哪里。观众

的掌声很激烈。每一次一个篮球队员投进

球，观众的掌声都更加热烈。我们的队很

难把球投进蓝框里。不久，比分就是二比

九了。我们的防守越来越差了。我们的攻

势也没有希望。半场休息时，教练鼓励大

家加强配合。这样全队的团队精神得到极

大的鼓舞。下半场越打越勇。过了一会儿

比分终于追平了。正当计时器还剩下三秒

时，Dedham 队的一个小个子队员从中场

线上远投了一个三分球。“进了！”全场

掌声雷动，欢呼万分。Dedham 队赢了。

这真是一场难忘的篮球赛。 

    

徐欣荣徐欣荣徐欣荣徐欣荣        
    我最喜欢的球赛是一场 2007 的美式

足球赛，比赛是在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和纽

约喷射机队之间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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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球赛精彩极了，汤姆 Brady 在

上半场先投了一个底线触地七分球。然

后，尽管纽约喷射机队在下半场加强了全

面攻势，但是还是没能救回输的趋势。

Maroney 跑了一个 104 码的球，并且在

26码又得了一个触地的七分球。 

    最后爱国者以 14-0 赢了纽约喷射机

队。成为记录上，14次常规季节胜利

的，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历史上

第二个没有输的美式足球队。最后的比分

是二十比十。 

    
朱丰朱丰朱丰朱丰 

    我很喜欢打乒乓球。二年级的时候，

我常常看大孩子打。 我好想打，可是我

一直怕自己打不好。 两年后，当我四年

级时，我的妈妈发现我们教会有个乒乓俱

乐部。我在那里学了一个月，能打几个来

回了。 这时妈妈又发现，有个很好的老

师叫高天。 我就去他那里学。只学了几

次，就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外婆那时到我

家来玩，就觉得很惊奇，一两个月前还不

会打球的朱丰，怎么一下子打得有模有样

了呢？ 

 今年夏天，教会组织了一场乒乓球比

赛。 比赛很激烈。我一共跟五个人打了

比赛。我的对手的水平都很高。我尽了最

大的努力，赢了三场，输了两场。最后我

得了第三名，并得到了奖品。我真高兴

呀。 

    
鞠悠然鞠悠然鞠悠然鞠悠然    
    去年，我、我的爸爸和我的姐姐，一

起看了一场有趣的橄榄球赛。这场比赛是

每年的 Superbowl。 Superbowl 由

Indianapolis Colts 对 New Orleans 

Saints。Saints 以 31-17 赢了。Saints 

的四分卫，Drew Brees 32 次传球成功。 

    在第一局，Colts 得 10 分，Saints

得 0分，但是 Saints 没有放弃。在第二

局，先得了 6分，在第三局 又赢了 7

分，比分就是 13-10。Saints 领先！ 但

是 Colts 又得到 7分。13-17。Saints 又

得了 3分，Colts 还没有把比分拉开。观

众紧张极了。在第 4局，还有五分钟，

Saints 又得了 8分。这才把比分拉开

了。球赛还有 3分钟才完，Saints 的

Porter 在中场断球成功并得分，终于把

比分拉开了。 

    Saints 最后赢了 31-17。 

    这场球赛真好看啊。 

 

王亦睿王亦睿王亦睿王亦睿 

    我很喜欢踢足球，因为足球很好玩, 

而且我可以跟朋友在一起。今年，我的朋

友 Kyle, Harrison 和 Doug 跟我在同一

个队里。 

    这一季球赛很快就要结束了。我最喜

欢的一场球赛是本季的第一场球：我们

Lexington 队对 Wayland 队。 

    那是九月的一天，我因为有小提琴课

迟到了几分钟。我在场边观看了一会儿，

五分钟以后，教练就叫我上场，我的好朋

友把球传给了我，我带球过了对方的防

守，把球踢进了对方的球门，为我们队赢

了第一个球。真是很兴奋。 

    下半场开始后，Harrison 把球传给

我，我带球前进，把球传给我的朋友

Kyle, Kyle 很快又为我们队进了一球。

其间，Wayland 队也进了二个球。足球继

续在场上飞来飞去，最后一分钟的时候，

Wayland 队给判了一个任意球，他们又得

了一分，最后赢了这场比赛。 

    虽然我们队输了，这场球仍然留下美

好的回忆。不但我们全队都尽心努力，我

为我们队进赛季踢进的第一个球。真是令

人难忘。 

 

钱艾迪钱艾迪钱艾迪钱艾迪 

    我参加过很多足球比赛.  但是我最

喜欢的那场球赛就是上个星期二在学校球

场打 B 队的一场比赛. 

    上个星期二下午,学校组织了一场足

球比赛.  由我们八年级的 A队打九年级

的 B 队.  在上半场,  杰克把球传给我, 

我就带着球奔跑着突破了 B队的防守，把

球踢进了球门.  我们 队领先了一分.  

接着, B 队组织了激烈的反攻, 踢进了一

球, 把比分拉平.  比赛激烈而又紧张.  

看球赛的同学不时地为两队加油鼓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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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最后一分钟,我们队的明明为我

们队又踢进了一球.  观众热烈地欢

呼起来.  这时,比赛的哨声响了.  

我们队以一球险胜对方.   

    这场足球赛真是太精彩了. 

    
张永清张永清张永清张永清 

    去年暑假，我参加了一个网球

夏令营。我们每天在我哥哥学校的

网球场上训练。夏令营的最后一

天，我们有个比赛。 

    比赛开始以前，我们要做好准

备活动。然后教练告诉我们，每个

人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谁。我第一

场的对手是个比我大的女孩子。她

的动作很敏捷，很难打败她。她发

的球又快又猛，很难接。刚开始我

打得还不错，比分一直领先，后来

她加强了进攻，把我打败了。最后

比分是三比五，她赢了。 

    我的下一个对手是个和我差不

多大的女孩儿。她发球不如我好，

但她几乎能接着所有的球。打了好

久，我们的比分一直在交替上升。

最后她累了，动作慢了下来，我就

快快地进攻，终于把她打败了。最

后的比分是五比四，我赢了!  我非

常高兴。然后我又兴冲冲地朝教练

走去，问他我的下一个对手是谁。 

    我的第三个对手是个和我年龄

差不多的男孩儿。他看上去精力很

足，但很快我就发现他球发得并不

是很好。可是我打过去的难接的

球，他都能接起来，而我打过去的

慢球，他老是因为动作太早而接不

着。他打过来的球都不是很快，我

几乎都接着了。我们就这样来回打

了几个回合，我就累了。但我努力

坚持到了最后，因为我知道，他也

和别的对手打过了，肯定也累了。

这次我又赢了，还是五比四，我太

高兴了。一共打了三场比赛，我赢

了两场。 

    这次网球赛，真是太精彩了。 

 

                八年级甲班蒋珊老师指导同学们八年级甲班蒋珊老师指导同学们八年级甲班蒋珊老师指导同学们八年级甲班蒋珊老师指导同学们写了一篇写了一篇写了一篇写了一篇

作文作文作文作文，，，，命题为命题为命题为命题为：：：：盼望中的春节盼望中的春节盼望中的春节盼望中的春节，，，，本刊上期做了本刊上期做了本刊上期做了本刊上期做了
刊登刊登刊登刊登，，，，以下是另以下是另以下是另以下是另一部分同学的作文一部分同学的作文一部分同学的作文一部分同学的作文。。。。                                    
 

陶越博陶越博陶越博陶越博 

        春节是中国一个传统的佳节。人们通常给

小孩子压岁钱，压岁钱通常被包在红包里，因

为红色可以把邪恶赶走。所以人们认为红包可

以带来好运。我希望今年可以得到压岁钱，因

为它会给我带来好运。我希望明年会在学习、

钢琴和游泳上得到好运。过春节时人们也放鞭

炮，据说鞭炮的响声可以把邪恶吓走。我从来

没有放过鞭炮，我多么希望今年能放鞭炮啊！

姥姥说今后有机会会带我回中国，我就可以自

己放鞭炮了，那该有多开心啊！ 

        我盼望春节快快到来。 

 

高月高月高月高月 

        春节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国节日，今年的

春节是 2 月 3 日，我天天都盼着这一天。 

        在春节这一天，孩子们会得到小红包，里

面有一些钱，你可以用它买自己喜欢的礼物。

妈妈会做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全家要吃一个

星期以上。春节这一天要穿新衣服，还要看春

节晚会。在中国小孩子们还会放鞭炮。 

        我天天盼着春节。 

 

陆佳陆佳陆佳陆佳 

        春节是中国的农历新年，是团圆的时候。

每年过新年，我家都会给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打电话，祝他们新年快乐。我们也邀请朋友

到我们家来吃饭，今年我们可能要包饺子。 

 

黄素凤黄素凤黄素凤黄素凤 

        今年春节我想出去建造一个很大的雪人，

因为这个月已经下了三次大雪。在 1 月 12，21

和 27 日。加起来今年下了三尺雪。我家的后院

装满了雪。后院的雪是白白的，很完善，人们

没有摸过它。所以我和我的妹妹想建造一个巨

大的雪人。这个雪人是八尺高，有一双黑黑的

眼睛和一个长长地鼻子。做了雪人之后，我们

会喝一杯热巧克力。我很喜欢冬天，因为有很

多雪，我们可以建造庞大的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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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抒己见 

老虎妈妈老虎妈妈老虎妈妈老虎妈妈    －－－－    反思我们的儿女教育反思我们的儿女教育反思我们的儿女教育反思我们的儿女教育    

 
 

思宁与少娜思宁与少娜思宁与少娜思宁与少娜 

 

新年伊始，耶鲁大学法学院华裔教授蔡美儿(Amy Chua 上图)，凭借她的《虎妈的战

歌》(Battle Hymnof the Tiger Mother)一书，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有关中西教育模式孰优孰劣

的白热化辩论，并一举使她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富争议的妈妈。 

在这本出版当日，即攀升到亚马逊网站销量排行第六名的新书中，蔡美儿宣扬了一种

据说是“中国式”的教育方式——简言之，即以课业成功为唯一导向的，专断高压的管束

和灌输。例如，蔡美儿的育儿经中包括：“绝不允许”孩子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自己选

择课外活动、成绩拿不 到 A，以及不尊从家长的决定选修自己喜欢的任何乐器……所有这

一切，显然与历来崇尚“尊重儿童个性”、“游戏优先”等的西式教育理念全然背道而

驰。  

虽然也有人认为蔡美儿的做法不无道理，但更多美国家长用“震惊”和“恐怖”这样

的字眼儿，形容自己对“虎妈”教育的反应，有人甚至表示，她对待自己女儿的方式几近

“虐待”，是“危险”的样板…… 

表面上看，“虎妈”蔡美儿触动的仅仅是一场有关教育问题的争论，但若从更为深入

和隐秘的层面观察，“虎妈”现象折射出的，是一种弥漫在整个美国社会中的焦虑感。  

崇尚个人主义，鼓励冒险创新、反对政府管制……这些是长期以来人们所熟知的美国

精神和美国梦。对绝大多数头脑并不复杂的美国民众来说，这不仅是一种生活 方式，更是

一种道德上的要求。而随着美国在过去的 20 世纪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们所认同的这种

内在价值，自然被同外在的“成功”根深蒂固地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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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头 10 年，对骄傲的“扬基小子”来说，可谓流年不利：先是深不见底的反恐

战争泥淖，严重消耗并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实力；之后，肇始于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危机，又

沉重打击了美国经济……而同时期，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实力的迅速崛起，更令

他们深切地体会到了，此消彼长之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在当下的美国国 内，尤其是精英

阶层，一股怀疑和失败的论调甚嚣尘上。由此，在我看来，不论参与争论的美国人意识到

与否，“中国虎妈”之所以红遍美利坚，其精神层面的意义 早已远远超越儿童教育领域。  

我一直饶有兴味地旁观着，海外媒体对“虎妈”和所谓“中国式”教育的众说纷纭。但说句实

话，作为一个“中国儿子”和“中国父亲”，我对中西教 育模式之争本身并无十分浓厚的

兴致。我感兴趣的是，如何协助自己的孩子，做好在严酷无情的全球市场展开竞争的准

备。大家知道，美国孩子面临的第一次真正选择和被选择是报考大学。在此之前，我们的

学校，包括小学和中学绝不提倡和鼓励学生相互之间的竞争。这种每个学生都是天才（尊

重个性）的教育思想，使得家长和孩子们掉以轻心。直到他们收到一封封大学的回拒信。

事实上，大学的回拒信，就是孩子们在严酷无情的全球教育市 场竞争的结果。 

        我家的两个小孩都是在 Sudbury长大。刚到美国的我，比较崇尚美国的教育系统，深

以为尊重孩子个性是美国教育成功的根本。其实许多学校是在放任学生从不注重教育质

量。记得在一次家长会上，我对儿子拿了一个 C 表示担心。老师却告诉我，不要太注重成

绩，C 已是通过（pass），你应当感到高兴。在这种教育思想的误导下，我没有太关注儿

子的成绩和班级的排名，儿子也从不向我们提学习的问题。直到那一天，我约见了学生毕

业顾问并被告之，儿子的成绩是在 middle of the curve.。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学校不注重

成绩不鼓励竞争，却暗地里排列了成绩名次以备上报大学。成绩不在全校的 top 10%, 你就

根本无望报考常春藤学校。要知道，如果你不讯问，学校不会告诉你孩子的成绩名次。你

或许还在琢磨，为何邻居的小孩进了哈佛，而我的小孩却只能到 BU。更令人寒心的是，

高中校长对毕业生的一席演说。他说，“坏消息是你们许多人拿到了大学的拒绝信，好消

息是，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被人拒绝，你们将开始新的生活。”这样的校长教育出来的学

生，会想到他们将会面临更严酷的竞争，还会一次又一次的被人拒绝吗？ 

事实上，最新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一语中的：“中国虎妈”捅到了美国的

“痛处”。文章指出，“虎妈”引发的激烈反应有其深层原因。美国人越来越担心输 给中

国和其他正在崛起的国家。“虎妈”正在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统治世界的“虎崽”，而

“意志薄弱”、“纵容放任”的西方人的后代，没有做好在严酷无情的全球市场展开竞争

的准备。“通过犀利的笔触，蔡美儿使整个国家的父母开始自问：我们是她所说的输家

吗？” 

        所幸的是，尽管我们不是“虎妈”、 “虎爸”，申请大学的教训给了儿子一堂活生生

的教育课——生存竞争无处不在。他从此发奋学习并参与多项社会活动。8 年来，一直服

务于所在城市的急救中心，抢救过无数病人。大学毕业，他以全系第一名进入研究院。去

年底，通过了博士答辩。他的导师告诉我，David 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是历届研究生之

最。现在，他是美国政府最大技术顾问公司的生物工程顾问。值得一提的是，恰恰在他上

任时近百人的新雇员培训班上，David用他的急救训练，抢救了一位心力不支而晕倒的同

事。 

      看到这里， 你或者会问：你儿子没有受到“虎妈”式的教育，不也照样在无情的竞争

中胜出了吗？我的回答是，感谢上天给了我一个懂得反思和奋发的儿子。但是如果我有机

会再来一遍，我绝对不会把教育儿子的希望寄托给上天。我并不赞同“虎妈”以课业成功

为唯一导向的、专断高压的管束和灌输。这只是手段上的争议。但她的以竞争准备为目的

的教育宗旨，却应该是我们教育孩子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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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教育 

支教小组首次义卖 
    应该是2-3年前，义卖（yard sale）就已经是支教小组的热闹话题， 但是由于支持

的人不多，又没出现乐于为此奔走的人，此项捐款活动一直是处在纸上谈兵阶段。直到后

来craft fair话题提出，立马有人响应，一致认为此项可行，于是支教小组组开始了行

动。Craft fair章程立好后，交给了校行政和董事会，因有些地方欠妥，没有全部通过，

于是又退回到 yard sale,可是这一次的yard sale,在概念上及形式上已经与最初的 yard 

sale ,有了质和量的区别。质的区别：由附属于书展的一部分，变为独立的活动，计价实

现由标价到自行报价的转变。量的区别：由仅限于衣服、玩具、书籍发展到电器、厨房煮

具、手工艺品、书画以及一切可以捐出的用品。 

    这些因素决定了首次 yard sale 的成功，2月27日，牛顿中文学校支教小组，组织了

为资助贫困地区学生捐款的义卖活动。星期天早上下了一场雨雪，但是支教小组的成员早

早就来到了学校餐厅。把大家捐献的衣服、玩具、图书等用品整理摆放好。大家对义卖非

常支持，捐出的物品摆满了很多桌。因为是为募款义卖，大家捐出的东西都有相当不错的

质量，很多东西还是原装未开封的。捐赠物品的品种也相当多。义卖的物品没有标价，只

要喜欢、合用，捐赠多少钱，都是对支教活动的支持。有些同学挑选了喜欢的图书、玩

具；一位家长为女儿挑选了两件漂亮的纱质的裙子；有的家长买下了合用的背包；一位老

人家看中了两只旅行箱，而她的老伴挑中了厚厚的、1979年版的马克吐温的全集。这是支

教小组第一次的义卖活动。 很多家长事先没有看到广告。他们希望支教小组再一次组织

义卖活动时，可以把家里闲置的物品带来，一方面可以有机会把家里清理一下，同时也可

以为义卖做出些贡献。这次义卖只是成功的起步，我们还在努力改进，让 Cafeteria  变

成可以买卖和品尝食物的地方。让 yard sale 进一步向craft fair 发展。 

    在此特别感谢家长会的协助、即将奔赴云南丽江永胜中学支教的学生们全力参与。更

为可贵的是许多的家长和老师，为此项活动捐出了他们的心爱的物品。当然支教小组全体

工作人员的奉献精神，是这项活动展开坚实基础。（王泽养王泽养王泽养王泽养、、、、郁郁郁郁晓梅撰稿晓梅撰稿晓梅撰稿晓梅撰稿        朱伟忆摄影朱伟忆摄影朱伟忆摄影朱伟忆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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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我们在我们在我们在 CanCanCanCanccccunununun 度过了冬假度过了冬假度过了冬假度过了冬假    

七年级七年级七年级七年级甲班甲班甲班甲班                    张张张张        坤坤坤坤    

                    5555 岁时岁时岁时岁时，，，，我们全家在巴哈马度过了一个我们全家在巴哈马度过了一个我们全家在巴哈马度过了一个我们全家在巴哈马度过了一个有有有有阳光又温暖的圣诞节阳光又温暖的圣诞节阳光又温暖的圣诞节阳光又温暖的圣诞节。。。。自从那时候自从那时候自从那时候自从那时候，，，，我就我就我就我就
梦想梦想梦想梦想去看看旁边的去看看旁边的去看看旁边的去看看旁边的加勒比海加勒比海加勒比海加勒比海。。。。今年我的今年我的今年我的今年我的愿望愿望愿望愿望终于实现了终于实现了终于实现了终于实现了，，，，我们在我们在我们在我们在 CANCUN CANCUN CANCUN CANCUN 度度度度过了冬假过了冬假过了冬假过了冬假。。。。    

                CANCUNCANCUNCANCUNCANCUN 的沙滩是银白色的的沙滩是银白色的的沙滩是银白色的的沙滩是银白色的，，，，海是湛蓝的海是湛蓝的海是湛蓝的海是湛蓝的，，，，在在在在蓝蓝蓝蓝天白云的映照下天白云的映照下天白云的映照下天白云的映照下，，，，美丽极了美丽极了美丽极了美丽极了。。。。坐在沙坐在沙坐在沙坐在沙
滩上滩上滩上滩上，，，，海浪不停地拍打着我和哥哥海浪不停地拍打着我和哥哥海浪不停地拍打着我和哥哥海浪不停地拍打着我和哥哥。。。。我们一会儿往浪里钻我们一会儿往浪里钻我们一会儿往浪里钻我们一会儿往浪里钻，，，，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在在在在沙滩上跑沙滩上跑沙滩上跑沙滩上跑，，，，非常开非常开非常开非常开

心心心心。。。。哥哥和爸爸还骑了水上摩托车哥哥和爸爸还骑了水上摩托车哥哥和爸爸还骑了水上摩托车哥哥和爸爸还骑了水上摩托车。。。。在游泳池里看大人们喝着酒在游泳池里看大人们喝着酒在游泳池里看大人们喝着酒在游泳池里看大人们喝着酒，，，，比赛水球比赛水球比赛水球比赛水球、、、、水上篮球水上篮球水上篮球水上篮球、、、、
排球排球排球排球，，，，好可笑好可笑好可笑好可笑。。。。最让我开心的是和哥哥一块儿同海豚游泳最让我开心的是和哥哥一块儿同海豚游泳最让我开心的是和哥哥一块儿同海豚游泳最让我开心的是和哥哥一块儿同海豚游泳。。。。聪明的海豚都能回答问题聪明的海豚都能回答问题聪明的海豚都能回答问题聪明的海豚都能回答问题。。。。海海海海
豚告诉我们豚告诉我们豚告诉我们豚告诉我们，，，，他们会咬但是不嚼他们会咬但是不嚼他们会咬但是不嚼他们会咬但是不嚼。。。。我们和海豚拥抱我们和海豚拥抱我们和海豚拥抱我们和海豚拥抱，，，，海豚还把哥哥举出水面了呢海豚还把哥哥举出水面了呢海豚还把哥哥举出水面了呢海豚还把哥哥举出水面了呢！！！！两只海两只海两只海两只海

豚拉着我豚拉着我豚拉着我豚拉着我把我把我把我把我带回岸带回岸带回岸带回岸。。。。海豚真可爱海豚真可爱海豚真可爱海豚真可爱！！！！    
                    从从从从 CANCUNCANCUNCANCUNCANCUN 坐上旅游车坐上旅游车坐上旅游车坐上旅游车，，，，两个多小时后两个多小时后两个多小时后两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玛雅文化遗址我们来到玛雅文化遗址我们来到玛雅文化遗址我们来到玛雅文化遗址 CHICHEN ITZACHICHEN ITZACHICHEN ITZACHICHEN ITZA（（（（很很很很

多刚到多刚到多刚到多刚到 CANCUNCANCUNCANCUNCANCUN 的人的人的人的人，，，，叫它叫它叫它叫它 CHICKEN PIZZACHICKEN PIZZACHICKEN PIZZACHICKEN PIZZA））））。。。。聪明的玛雅人聪明的玛雅人聪明的玛雅人聪明的玛雅人，，，，上千年前就创造了上千年前就创造了上千年前就创造了上千年前就创造了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世世世世
界奇观之一界奇观之一界奇观之一界奇观之一。。。。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玛雅玛雅玛雅玛雅人人人人有和中国人相似的有和中国人相似的有和中国人相似的有和中国人相似的想法想法想法想法。。。。在北京天坛有祭神的殿在北京天坛有祭神的殿在北京天坛有祭神的殿在北京天坛有祭神的殿

和回音壁和回音壁和回音壁和回音壁，，，，玛雅遗址也有相似的建筑玛雅遗址也有相似的建筑玛雅遗址也有相似的建筑玛雅遗址也有相似的建筑；；；；西安有兵马俑西安有兵马俑西安有兵马俑西安有兵马俑，，，，玛雅遗址的柱子上玛雅遗址的柱子上玛雅遗址的柱子上玛雅遗址的柱子上，，，，也刻了很多穿也刻了很多穿也刻了很多穿也刻了很多穿
着盔甲的着盔甲的着盔甲的着盔甲的士兵士兵士兵士兵。。。。导游还给我们讲了很多玛雅人的数字导游还给我们讲了很多玛雅人的数字导游还给我们讲了很多玛雅人的数字导游还给我们讲了很多玛雅人的数字、、、、文文文文字和他们的日历字和他们的日历字和他们的日历字和他们的日历，，，，让我觉得玛雅让我觉得玛雅让我觉得玛雅让我觉得玛雅

人很聪明人很聪明人很聪明人很聪明。。。。    
                忙忙碌碌的几天很快就过去了忙忙碌碌的几天很快就过去了忙忙碌碌的几天很快就过去了忙忙碌碌的几天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全家都依依不舍我们全家都依依不舍我们全家都依依不舍我们全家都依依不舍。。。。回来的飞机上回来的飞机上回来的飞机上回来的飞机上，，，，同行的游人对同行的游人对同行的游人对同行的游人对
CANCUNCANCUNCANCUNCANCUN 的风光都赞叹不已的风光都赞叹不已的风光都赞叹不已的风光都赞叹不已。。。。    

    

    
    

玛雅文化遗址玛雅文化遗址玛雅文化遗址玛雅文化遗址                    摄影郭红摄影郭红摄影郭红摄影郭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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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中国 

悠悠流逝的时光悠悠流逝的时光悠悠流逝的时光悠悠流逝的时光    
欣欣欣欣        岸岸岸岸    

    我的母校东北大学（又称东北工学

院）位于辽宁沈阳南端，建于 1923 年 4

月 23 日。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曾兼任

过校长，它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多学科

国家重点大学。 

    从我 20年前离开东大来美，再也没

机会去看看它了。去年，我这个 80年代

毕业的东大学生，和父亲-——50年代毕

业的老东大，一起花了半天时间重游了一

下我们的母校。 

    按照父亲的提议，我们从原来没有的

南大门走进东大。刚一进去，两个老东大

就转了向，晕了一会儿，发现到了第二学

生宿舍，才算跟组织接上了捻儿。我们顺

藤摸瓜，很快找到与其对称的第一宿舍。

后来去看了机电馆、建筑馆、新旧图书

馆、主楼等建筑，还去看了我当年最喜欢

的玫瑰树和丁香树。总的感觉是东大校园

旧貌变新颜啦，加了许多新的建筑，让人

有点儿眼花缭乱，多了一份热闹和繁华，

少了一份原来校园的朴素和宁静。  

    我第一次来东大报道，是自己来的，

那时走在校园里，到处都是静悄悄的。那

些教学楼馆，都是苏联专家设计的，一个

个非常雄伟又有特殊的异国风味。学校无

论是教学楼还是学生宿舍，都是东西南北

对称的。学校之大使我报道后，竟找不到

回家的大门！走了半天才碰到一个人，问

他大门在哪儿，那人笑着问，你问的是哪

个门？我只好尴尬地回答，就是“大”大

门！那人说，那一定是北大门喽！后来跟

同学们讲起此事，大家都笑我说，东大是

很大，但它设计得很对称，不容易迷路，

你肯定是第一次来，又好不容易混进了大

学，心情有一点儿太激动了?!  

    机电馆前的那些丁香花树，让我想起

大学时，我曾读过一本《五瓣丁香》的小

说，书里说，如果能找到五瓣丁香，你就

可以找到幸福。上学时的课间，我还真跟

着班里的另两个女生在丁香树上找过五瓣

丁香。十来年前，我在我家后院种了两棵

丁香树，开花时去看了一下丁香花，使我

跌破眼镜的是，其中一棵丁香树，开的

花，竟然大部分是五瓣丁香！ 

    从一个教学楼走到另一个教学楼，时

光好像又倒退到二十多年前，我看见当年

的我，不辞辛苦地拿椅垫在教室里占座

儿，下了课跟着同学们往食堂跑，每天寝

室、教室、食堂三点一线的转。现在看着

这些学校建筑，想着难忘的大学四年，心

里真是感慨万千，毛主席的重上井冈山，

“二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们不

正是这样，二十多年过去了，可不是弹指

一挥间吗?  

    我的一位朋友在她博客中抄录了耶鲁

大学的毕业颂诗——常青颂，很符合我现

在的心情。现摘录它的第一段作为这篇文

章的结尾：  

 
大门缓缓敞开大门缓缓敞开大门缓缓敞开大门缓缓敞开，，，，    时光悠悠流逝时光悠悠流逝时光悠悠流逝时光悠悠流逝    

学子彼此的笑语欢声学子彼此的笑语欢声学子彼此的笑语欢声学子彼此的笑语欢声    

即成往事即成往事即成往事即成往事    
遥想当年遥想当年遥想当年遥想当年，，，，这个舞台何其遥远这个舞台何其遥远这个舞台何其遥远这个舞台何其遥远    

回首间回首间回首间回首间，，，，谁不奢望谁不奢望谁不奢望谁不奢望    

时空倒转时空倒转时空倒转时空倒转，，，，昨日再现昨日再现昨日再现昨日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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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东厨房 

酸酸甜甜蔓越莓 
    蔓越莓，又称蔓越橘、小红莓，英文

名 Cranberry，是杜鹃花科越橘属红莓苔

子亚属（学名：Oxycoccos）蔓越莓

(Cranberry)、蓝莓和康科特葡萄是美国

特产的三种水果。 

    蔓越莓是一种表皮鲜红，生长在矮

藤上的小圆果。它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

酸、花青素与生物类黄酮，养颜美容，

帮助体内环保，酸酸甜甜的口感，适合长

期饮用。据有关资料显示蔓越莓有五大健

康益处 

一：可预防妇女常见泌尿道感染问题。 

二：降低胃溃疡及胃癌的发生率。 

三：减少心血管老化病变。 

四：抗老化，避免老年痴呆。 

五：养颜美容，维持肌肤年轻健康。 

    来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就认识了蔓越

莓。开始只觉得它好看，拿来尝尝，涩涩

的不怎么好吃。后来发现把它做成面包、

relish 等食品就百吃不厌了。从此我对

它情有独钟，年年一上市，就开始做成各

种好吃的东西。下面与大家分享几个。 

    

蔓越莓面蔓越莓面蔓越莓面蔓越莓面包包包包    

2 杯面粉 

1杯糖 

1 茶匙（Teaspoon）Baking Soda 

1 茶匙盐 

把以上干料混在一起, 然后将下列料，一

一加入搅拌均匀 

¾ 杯橘汁 

1大勺（Tablespoon）碾碎的橘皮 

2个鸡蛋 

½ 杯油（butter, or cooking oil） 

1 ½ 杯粗粗打碎的蔓越莓 

½ 杯粗粗打碎的果仁（核桃或山核桃

pecan） 

烤箱预热至 350°F 

用 9X5 的面包烤盘，烤 55分钟至一小时 

为了节约能源，我一般一次做四个。可以

送人，可以冷冻起来。吃时切成片，微波

炉转 30秒如新鲜的一样。 

 

蔓越莓酱蔓越莓酱蔓越莓酱蔓越莓酱（（（（CCCCranberry Sauceranberry Sauceranberry Sauceranberry Sauce））））    

1 根桂皮 

2粒丁香 

3杯糖 

1 1/4  杯水 

1 大勺葡萄干 

1 袋 12oz 的蔓越莓 

做法： 

将水，桂皮棒，丁香和糖煮开，小火 闷

5-10 分钟。糖化了即可。 

加入蔓越莓和葡萄干，继续煮直到蔓越莓

都象爆爆米花似的，噗噗噗噗地爆开，约

五分钟。关火，晾凉即成。 

    

Cranberry orange relishCranberry orange relishCranberry orange relishCranberry orange relish    

½ 杯蔓越莓 

1 个中橘子，（用无核蜜橘，连皮打碎） 

½ 杯糖 

½ 杯 red wine vinegar (可用水代) 

½ 杯粗粗打碎的核桃仁 

¼ 茶匙肉桂粉 

¼ 茶匙的姜粉 

把以上所有的料放在一个小锅里烧开，然

后闷 20分钟。可以热着随餐用，也可以

作为餐后甜点。 

 
 



The Math Club
We offer preparation classes for the Math Olympiad Contest to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o the Applied Mathematics Challenge contest.  Of the many
benefits of The Math Club, we provide:

• a suppor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 a focus on incremental progress leading to growth,
• methods for building a strong math foundation,
• techniques for critical thinking.

The Math Club helps the student achieve their goals while having fun with the
mathematics learning process.

Math Olympiad Results
(Since 1996)

1927 Embroidered Patches
+

 556 Silver Pins
 +

 489 Gold Pins
+

135 George Lenchner Awards for Perfect Score

Equals

Success, Fun and Satisfaction.

Applied Mathematics Challenge – 2011
This program is an innovative approach that extends beyond the Olympiad
level. It is progressive and research oriented that focuses on the student’s

own discovery process of the mathematical experience.

Register Today!
Info:   781-860-9012  -  http://www.TheMathClub.com

Meeting in Lexington Center at Hancock Church
Presently in our 15th year of success and inspiring results!

“Work hard. Work smart. Check your answers!” - J. Quigley

References provided upon request.

















Periodontal & Dental Implant Care Center in Brookline

























SAT SAT ISEE

A+

80%ISEE
10

SAT 100 300

 9:00—12:00 1:00—4:00

A+

ISEE

SAT

7 1 7 26 7 29 8 22

8:30AM—5:30PM

9:00~12:00

12:00~1:00

1:00~2:00

2:00~5:00

www.ascenglish.com, : aplusinfo@ascenglish.com

50 Sewall Ave.
Brookline, MA 02446 1106 Commonwealth Ave.

Boston, MA 02215
617-730-3705

65 Harrison Avenue.
Boston, MA 02111

2011 A+
7 8

2 12

A+ (2-8 ) $415

SAT (9-12 ) $435

ISEE (5&7 ) $425

(9-12 ) $425

(9&10 ) $415

$385

http://www.ascenglish.com/
mailto:aplusinfo:@ascengli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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