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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色渐浓，信步走来，落叶铺地，而树上也烈焰如炽。忽如一阵风来，叶

子飞舞，仿佛下了一场五彩的细雨。 

 

诗情画意，于今人似是古老的传说，是文人的闷骚，是闲人的清愁，是故

作的呻吟，是难言的寂寞，是无聊的无聊。然而，谁敢说自己不曾流过一江

春水或飘一片秋愁？ 

 

中文曾刻在三千多年前的青铜器上，跨域时空，让我们进入古老的历史；

中文曾记录文人墨客的思想情感和文彩，让我们仍能传唱中华民族的情怀。

柔和美好的感受绝非作家独有，

感受的表达也非他们的职分。所

以，轻松自在地徜徉在树林里，

尽情地享受清冷的秋风和炫目的

秋色。或读一首小诗，随笔，散

文，领略中文的精致和奇妙。或

拿起笔来，写一首送给自己的小

诗，即便随后象树叶一样随季节

永远地销声匿迹。 

 

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

在颁奖礼上所说，“但文学最大

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

处。教育本质是：一棵树摇动

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

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

魂。” 

 

牛顿中文学校不仅仅教授语言，

而且传递民族文化，延续民族情怀。当今，中文被重视，或被当作未来的梯

子，谋生的必备，今日孩子教育的一个环节。因中国已经腾飞，未来更美

好，会中文就多一条腿走路。在这儿，邀请大家一起思考中文所传递的情怀

和美好。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品质和能力；懂得欣赏中文美的孩子，何尝

不是一个让人欣慰的教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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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如雨 

文┃亮 

 

落叶随风起舞 

阳光里下了场火红的阵雨 

我秋天的心事 

随着阴晴起伏 

 

你象一朵落花 

从记忆的潭水流出 

我伸出的手停在了半空 

懂你，却不知该怎样挽留 

 

不如做风的影子 

不经意地轻拂时空的琴弦 

是恋，是痛，是明，还是暗 

摄影┃亮 



Page 3 Oct, 2015 

目录  CONTENTS 

开卷 2 卷首语 无用之处的用处     ┃ 亮 

4 校刊寄语        ┃ 顾建桥 卢涛 

5 教育随笔   领略过程之美     ┃ 亮       

校园动态 

6-   新闻联展  竞选议员辩论会 总统志愿服务颁奖 火警演习  等等 

10 学生之窗    作文展读    ┃ 唐牧阳 周泽旭  

11 教师之窗    幸福的中文日     ┃ 张晓毅     

13 牛顿中文学校支教专题     ┃ 支教团队 

14 中美学校比较       ┃ 邓天滢 汪维廉 

16 辩论会和义工颁奖特别报道    ┃ 刘玲         

广角镜 

17 图片新闻         

18 随笔         最温暖的时光      ┃ 刘玲     

19 诗      波士顿的秋    ┃ 顾炎武 

             这是一个寻常的早晨  ┃ 亮   
20 名作经典    秋天的日落    ┃ 梭罗 

       圣经最美的8句话  ┃ 诗刊社 选 

    回答    ┃ 北岛   



Page 4 牛顿中文学校 NCLS 

文┃顾建桥     卢涛    

牛顿中文学校正、副会长 2015-2016 

校刊寄语 

作为链接学校行政和学生之间的

桥梁，我们家长会非常欢迎大家随

时给我们提供有建设性的提议，我

们各位家长会会员的联系方式公布

在学校网站里。 

家长会作为我们学校构架的重要

组成部分，代表学校家长们会同董

事会、校行政，参与学校新规定的

讨论和制定，维护学校正常的工作

秩序，保证安全的教学环境，并积

极参与学校组织的丰富多彩的文体

和社区活动。本年度家长会的具体

工作主要包括组织开学时上千本教

材的发放，监管每周家长值班的执

行，合作举办感恩节晚会、校内外

春晚和才艺表演晚会，负责春晚的

筹款，保证学校诸种竞赛的后勤工

作，组织参与消防演习和社区服

务，并负责组织年终家长大会暨毕

业典礼的召开。 

我们怀着忐忑而激动的心情接棒

本年度家长会。虽然我们个人能力

有限，但我们背后有一群忠实，热

心，有活力，多才多艺的服务团

队，使我们心里有底。与大家同

工，相互鼓励，相互学习，其实也

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由于本年度课时增加了30%，那意

味着家长们的值班责任和任务都相

应大大增加了，那我们希望大家能

再接再励，发扬初建校时第一批有

远见的能人志士他们热心服事的优

良传统，带着主人翁的精神，准时

值班，共助学校，共建学校。 

 

各位师生，家长朋友们，大家

好！ 

开学伊始，我和卢涛作为本年度

的家长会代表，愿意介绍一下家长

会的组成以及在中文学校的功能，

借此机会，也希望大家对我们家长

会这个团队和学校运作有更好的了

解，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学校组织的

各项事工中来。 

家长会凝聚了一批有热情和愛心

的自愿者团队，愿意无私地付出很

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全力支持学校的

多项工作，帮助学校的顺利运作。

本年度家长会共有18位同工家长或

家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非常有经

验并服务多年的老会员，包括赵怀

龙，赵忠，隗和斌，丁一虹，李朝

敏，刘欣，张欣，王朝晖，周霞，

朱美君，陈刚，戴明石，胡凤飞与

苗华。另外，两位新家长代表方华

和阮强加入了我们团队，为家长会

注入了新鲜血液。每位家长代表的

身后都有整个家庭的参与和全力支

持，因而在参与学校的各项事工

中，事实上我们常常看到家长会的

家属们也积极地参与其中。 

《中秋望月》 

     

顾建桥 

 

亮 

银光 

映户窗 

眼凝房梁 

思绪漫远方 

多年背井离乡 

怀揣着美好梦想 

只身手提行李二箱 

热血澎湃越高山海洋 

二十载昼夜不停似蜂忙 

蓦回首黑发转灰鬓泛白霜 

今沉思魂归何处灵往何方 

且喜心能知足乐思天堂 

不惧岁月流连寿短长 

䁔屋儿女天伦乐享 

家人朋友围桌旁 

携手仰望穹苍 

繁星挂天上 

秋露微凉 

红月赏 

无茫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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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学习的结果不仅仅是考试的成绩，其实很难有

准确的衡量手段。或者说，既然已经不得不重视考

试成绩了，不如时而轻视一下。学习的过程中孩子

们开动所有感官和脑力，理解知识构架里的点、

线、面及整体，不断刷新自己的认知世界，并获得

独立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细想一下，美哉。如同我

们爬山，一路上山穷水复，柳暗花明，岂止是山顶

的风光让人忘怀。 

最后，重视过程，会从某种程度上把眼光放

得远一些，矫正目

标，从而得到真正

有价值的长远的结

果。第一名只有一

个，不是第一名的

那些孩子照样可以

生活得多姿多彩。

只有少数的孩子可

以去名校，不能去

名校的孩子照样有

一个光明的前途。

不是每个人都要成

为数学家，科学家，多数人只需要足够的数学和科

学知识。成绩很好，品行不端，与他人有何益处

呢？学习好，但不会享受人生，于己又有何意义

呢？重视一个个过程，认真度过每一时刻，就较容

易而且正确地思考这些问题，也不再去做无谓的攀

比。 

人生长的也就百个年头，如果只重结果，即

生命的结束，实在没有活头。但没有几个人因死亡

归宿意识而及早自我了断。人生过程里的酸甜苦辣

正是生命的美妙所在。岂不是明白地告诉我们该多

重视一下孩子们的学习过程吗？ 

再说，孩子们终究会有所收获，结果如何也

不完全在父母孩子的手中。不如放松，和孩子一起

计划一个有意义的过程，一起愉悦地享受他们短暂

的幼年时光。 

我们常为努力的结果或欣喜，或沮丧。欣

喜时，因一切努力没有白费，汗水终于有了回

报。沮丧时，仿佛一切努力成空，胜者为王，败

者为寇，以成败论英雄。 

而在结果尚未揭晓之前，一边殚精竭虑，

一边忧思重重。情急之际，或揠苗助长，则应了

那句“欲速则不达”或“心急喝不了热糊涂”的

老话。 

结果固然是努力的目标，发生时却是瞬间

的事情，是短暂

的快乐或失望。

相比之下，导致

结果的过程或短

或长，长得甚至

经年累月。 

人在过程

中，经历许多，

获得经验。所经

历的点点滴滴对

一个人性格品质

的成型都有或多

或少的影响。即便结果不如意，过程也不是徒劳

无功。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万事如意，在过程

中成长、磨练，是人一生的功课。圣经说，患难

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老练”在

英文版用的是character, 就是“品格”之意。 

单说子女教育吧。父母期望孩子成绩优

秀，却往往不帮助孩子经历一个合理的学习过

程。课程不是越难越好，适中为上。太难，挑战

太大，学习变成了负担，挫折折损了孩子的学习

兴趣，结果适得其反。相比之下，难度适中或偏

简单的课程，能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增强自信

和成就感，甚至渐渐养成自主自学的学习习惯。

当然，并非说不给孩子挑战，而是说因人而异，

不赞成一味地盲目追求难度。 

学习的本质是理解和应用知识来解决问

教育随笔之领略过程之美 

文┃亮  



Page 6 牛顿中文学校 NCLS 

学校动态 

辩论会后，校长赖力主持了总统义工奖的颁奖仪式，并向候选议员和来宾们介绍了牛顿中文学校服务社区的

各项活动。校领导和来宾们一起为得奖者颁奖，并合影留念。 

金奖：Annie Miall； Annie Yu；Christine Yao；Claire Wang； Helen Dong；Kenneth Zhang；Megan Wei；

Nancy Li；Tiffany Tang；William L. Wang；Winnie Li     铜奖： Regina Yu 

十月25日下午，在校礼堂，牛顿市二区四

位参议员候选人应牛顿中文学校的邀请，就大家

对牛顿市政感兴趣的议题进行了辩论。副校长夏

铭主持了长达一个小时的辩论会。这是牛顿中文

学校第一次作为华人参政、问政的平台，举办这

一类有很大影响的活动。校董事会长邓永奇在讲

话中强调，牛顿中文学校不仅致力于中文教育和

文化传承，还努力为社区服务。 

Jake Auchincloss , Susan Albright , Marcia Johnson , Lynne Leblanc  

中文学校举办候选议员辩论会 

总统义工奖的颁发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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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者、家长和校领导合影 

候选议员们在给获奖者颁奖 

摄影 / 亮  

Newton Charter Commission的竞选人，Wenhua Zhang  

张文华，剑桥的City Councillor Lelang Cheung，和牛

顿中文学校的前任校长沈安平博士也来到牛顿中文学

校为辩论会打气。Lelang Cheung 和沈博士号召大家

于11月三日把把选票投给Wenhua，凝聚和发挥亚裔

的参政力量。 



10月4号由校行政、家长会联

合举办的防火演习顺利进

行。据家长会的统计，全体

师生及楼内家长从三楼撤至

一楼仅用了6分钟。  

文 刘玲 

摄影 李光华 

【10月20日讯】牛顿中文学校第三届成

人网球赛10月10日起在牛顿、沃尔本、

布莱顿等地的球场上举行，目前已经进

入到双打第三轮。此次比赛为2016年度

支教对象中国江西崇仁一中募捐。据球

赛组织者之一的周津平介绍，本次比赛

吸引了波士顿地区不少网球好手参加，

55人次共募集了1100美元。 刘玲 



校门口的这棵大树迎来送往多少牛顿中文学校的老师、学生

和家长们。快到晚秋了，一树红叶，当天居然还飘了点雪花，

但愿这张照片见证这个日子。10/18 

带大家看一看热闹的体育馆里的大人和

孩子们。 

譚嘉陵老师在指导成人国画班。 

摄影┃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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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之窗 

我的好朋友-快乐 

 （儿童组）  唐牧阳 

我的好朋友跟你的好朋友有可能一点都不像，

因为我的好朋友不会说话，但是它能在我伤心的时

候和我一起玩, 在我开心的时候陪我一起笑。它就

是快乐，像影子一样, 跟我一起长大。 

从小到大,我是妈妈的开心果，爸爸的小天使，

还是姐姐的一个小娃娃, 快乐一直都在我身边。一

点一点地我们就变成了好朋友，它给我带来了很多

好处。 

快乐让我更健康，更愉快！因为我很开心，妈

妈说我长这么大没有因为生病而去看过医生。虽然

有一次， 我有一点感冒了，不是很舒服，姐姐就陪

我一起打牌，让我忘记了感冒的事情。晚上睡一

觉，第二天早上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我的好朋友不仅让我自己一个人快乐，而且还

让旁边的人和我一起分享。比如说，我喜欢笑而且

是爽朗的笑，我爸爸喜欢给我们讲笑话故事，每次

我听懂的时候都会大笑，姐姐被我的笑传染，我们

一笑都停不下来了。我的好朋友就是这样，想问题

真周到，也很大方，送给我们全家欢乐。 

我的好朋友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没有谁能比

得上它。跟我的朋友在一起，从来都不累，快乐，

真好！  

我的好朋友 

（儿童组）  周泽旭 (八 岁)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的名字叫以森。 他有闪闪发

亮的眼睛和短短的寸头。 

 

当他高兴时,他的睫毛会上扬。 

 

他是个学识渊博的人。有一次,老师问同学们谁知道

关于美国国内战争的事情。同学们面面相觑,都纷纷

摇头说不知道。只有以森举起手来,不慌不忙地从座 

位上站起来,口若悬河,讲起了国内战争的时间,起因

和详细的过程。同学们一个个都目瞪口呆,就连老师

也投入了惊讶的目光。 

 

他还是一个能给朋友带来快乐的人。他是一个幽默

感十足的人。只要有他在,再紧张的气氛都会缓解,

每个人都会很开心。我不开心的时候,我都会给他打 

电话或者发邮件,他的劝解会让我很快开心起来。  

 

以森就像我生活的一面镜子,激励着我努力学习,幸

福快乐地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分钟。 

2014 年《侨报》作文比赛我校作品选登 

今年的作文比赛开始了，请见22页。 



Page 11 Oct, 2015 

十几年的中文教学时时让我感到幸福。幸福源于

爱。用自己的爱时时让学生感到温暖，是我对自

己做老师的要求。 

受到校刊主编丁亮先生盛情邀请，作为牛顿

中文学校老师新的一员，觉得有很多老师比我更

适合在校报和大家分享。但最终我被他所感动。

当收到他发给我的撰稿内容时，自然引起我

浮想联翩。想起十年前一位学前班学生家长

的留言：“很难想到您是用怎样的魔法使凯

文喜欢读中文的程度高于英文的，更重要的

是老师的教学方法培养了他的学校兴趣，对

今后中文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位高

年级学生的家长曾经说：“张老师只是奉献

自己，无私地教育孩子们 ”。是的，当学生

及其家长对我的工作给予肯定的时候，是我

作为中文老师的幸福；当我的学生在历次中

文演讲和写作大赛中获得奖励的时候，是我

作为中文老师的幸福；当我整理学生毕业纪

念册，看到一份份获奖的演讲稿，一份份获

奖文章时，眼前立刻浮现出学生们那一张张

熟悉，活泼又可爱的笑脸的时候，那样是我

的幸福！同时更为他们骄傲———我优秀的

学生！      

我和中文教材的编写者马力平女士的一次

微信，结束时我们说：“噢，周末愉快！”

“谢谢！周末是中文日。”“是的，下午我也

要去上课。中文日愉快！” 

——这就是我们中文老师幸福的“中文

日！”。是的，虽然中文日是大家的公休日，

教师之窗 幸福的中文日 
文┃张晓毅    

中文学校校刊每期都会邀请一位老师分享个人故事，教学经历和体会，

以及对家长、孩子和同行的寄语。教师是思想的传递者，是积极留声的

先锋。这期校刊有幸邀请到刚加入牛顿中文学校的张晓毅老师。张老师

已经有十几年的中文教学经验，最近才加入牛顿中文学校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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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在全球正如日中天，特别是美国总

统欧巴马对中文学习的宏大计划，这让我们中

文老师更是绞尽脑汁的发挥教学才能。大家都

知道学生到了高年级，思想逐步进入成熟期，

老师会受到更大的考验。怎样应对呢？进入学

习写作的时候，我会出这样的题目，《美国人

学中文》 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他们在写

作过程中，会注意到美国人学中文的积极主

动，并被感动和激励。同时意识到自己在更有

利的条件下没有理由学不好中文。如果鼓励他

们在公立学校有时教同学练习中文发音，和讨

论中文，他们就会是那样的为自己祖先的语言

和文化感到骄傲，这就是我中文学校老师所要

达到的目的。   

    我热爱、仰慕中国文化，同时也是极具有

耐心和爱心，务实和自信的老师。记得在我教

中文的第一个学年庆祝中，校长请每位老师讲

几句话，我说：我要让我的学生是中文最棒

的！是的我每天都在和我的学生一起努力。在

牛顿近2000学生的庞大队伍中，我倍加受到激

励，学生、家长让我们一起加油！  

“如果鼓励他们在公立学校有时

教同学练习中文发音，和讨论中

文，他们就会是那样的为自

己祖先的语言和文化感到骄

傲，这就是我中文学校老师

所要达到的目的。” 

撮镇中学欢迎我们的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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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18日，参加支教中国活动的学生们在梁楠老师

和陈卉老师的带领下，给大家作了精彩的报告，分享

了她们的经历和所得，并回答大家感兴趣的问题。 

牛顿中文学校中国支教活动专题 

牛顿中文学校支持中国教育事业和

资助中国贫困学生交流项目已经进

入第十个年头。每一年，学校支教

工作小组为筹集资金，帮助中国贫

困高中的学生完成学业，组织了一

系列的募捐活动。  

2015年支教团队在梁楠，李卫东两

位老师的带领下, 一行共十五人于

四月十八日踏上了前往安徽省合肥

市肥东县撮镇中学的旅程，进行为

期一周的爱心助学交流活动。  

在2014-2015学年结束时的家长大

会上，学校向支教中国的队员们颁

发了奖状。 

十月18日，参加支教中国活动的学

生们在梁楠老师和陈卉老师的带领

下，给大家作了精彩的报告，分享

了她们的经历和所得，并回答大家

感兴趣的问题。 

下页将把孩子们视角里的中美学校

的比较陈列出来。我们从中看到，

经过尽管很短暂的支教之旅，孩子

们在认识和思想上还是有所不同，

甚至有一些较深刻的感悟。 

也请大家留意他们为明年支教组织

才艺表演等活动来募捐。请大家支

持！ 

崇仁一中2015届高三年级牛顿中文学校资助学生情况简介 

崇仁一中是牛顿中文学校2014年支教的中国学校。2015届高三

年级接受牛顿中文学校资助同学共10位，他们都来自农村和城

镇普通居民家庭，通过自己的努力，在2015年高考中均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自己理想的大学。他们非常感谢牛顿中文

学校的师生，并怀念在崇仁一中和他们相聚的短短几天，虽然

已进入大学深造，但不少同学希望与牛顿中文学校的小伙伴继

续保持联系。 

谢谢梁楠、陈卉老师和学生们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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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在美国, 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比较友好. 

在中国, 他们的关系更正式一点. 中国的传统是更尊重老师和老人的. 

学生们必须跟老师打招呼和说再见. 

学生们要回答或者问问题,他们必须站起来. 

老师可以惩罚他们的学生 

在中国,老师会换课室, 不过在美国, 学生会换课室. 

在中国, 每年, 班里的人不会换的, 然后班里会选个班长. 

在校时间 

中国的在校时间比这里的长. 

 学校七点钟开始, 然后中午有两个小时吃饭和睡觉.  两个小时到了, 

学生会回课室上课, 直到五六点吃半小时的饭.  吃好饭, 上晚自习到九点. 

 每堂课是五十分钟. 

 每个星期有五十堂课. 

      每个星期, 他们会上六天学. 

课程 

 在中国, 高中学生会分成理科和文科. 

文科和理科会考不同的课程. 

在中国, 学校没有美国那么多选修课. 

 大多时候, 他们只会上中文, 物理, 化学, 英文, 地理, 和历史. 

 不过, 他们会有体育和艺术课. 

俱乐部 

在中国, 学生没有太多时间, 所以在那里不会有太多俱乐部, 不过也会有. 

我们去看了他们的机器人俱乐部． 

他们买了一些会踢足球的机器人, 然后他们会带他们出去比赛． 

学校生活 

大多的学生会住在学校的宿舍. 

每个房间会住差不多六到八个人. 

中国和美国的学校，支教学生如是说  

作者：邓天滢  (Tiffany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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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维廉 

课堂

中国学生的教室是固定的，美国老师的教室是固定的

每个班的学生人数：40人 vs. 20人

每堂课都是45分钟。课间休息时间：10分钟 vs. 4分钟

中国学生中午休息2.5小时，我们只有30分钟

黑板 vs. 白板；小桌子 vs. 大桌子

上课开始时学生要站起来说“老师好”

说话要举手，学生回答问题要站起来

中国学生作息时间表

早晨六点钟起床

早晨六点半吃早饭

七点十分到十一点半上课

中午休息11:30am到2:20pm

两点二十到五点半上课

晚饭五点半七点

自习七点到十点半

十一点睡觉

学生比较

撮镇学生很用功，大部分时间是学功课 vs. 我们做许多课
外活动和义工

他们很尊敬老师，听老师讲话，上课时很安静

他们很客气，友好，大多数人说话时不好意思 vs. 我们都
能演讲，不是读写好的文章

有的学生很有艺术才能：唱歌，演短剧和小品

vs. 我们团队的学生会各种乐器

课外活动
中国文化：

太极拳，书法 vs. 我们学校没有，但是中文学校里有

节日 我们共同的节日是新年和中国年！

体育活动：

乒乓球，羽毛球，篮球，etc.

vs. 我们的体育活动更丰富

才艺：

机器人比赛, 剧团

我们的机器人是自己做的；我们都会乐器

总结
• 我们在撮镇学到了这些：

1. 有理想，并且努力实现理想

2. 在困难的时候要坚强

3. 尊敬老师，感恩父母

4. 我们还学了中国传统文化，比如：书法

• 我们还锻炼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 我们自己以后也能去中国旅行！

这些支教学生的眼光很有趣，也很敏锐，

能看到中美学校的差异，以及某些方面的

优劣。更重要的是激发了他们对中国的兴

趣，以及增强品质的意志。 

也衷心祝贺他们由此得到牛顿中文学校的

认证，获得美国总统志愿服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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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琳·内布兰奇也表示发展经

济不能牺牲环境，如何在增加牛顿

市府商业收入的同时保持牛顿市的

绿地是一个难题。 

由于辩论会由牛顿中文学校举办，

听众中不少是来自中校的华裔选

民，完善公共教育系统以及鼓励和

发展多元文化也在讨论会关注热点

范围内。四位候选人中最年轻的一

位杰克·奥奇克洛斯(Jake 

Auchicloss)针对亚裔选民的工作做

得很细致。在竞选前不久来，奥奇

克洛斯来学校分发自己的中文宣传

材料，奥奇克洛斯向辩论会听众肯

定了亚裔日趋重要的社会作用，并

表示自己非常欣慰看到这一新趋

势，他请亚裔投自己一票。 

奥奇克洛斯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

出，辩论会在中文学校这个平台上

举行具有标志性意义。候选人玛莎

·约翰逊（Marcia Johnson）则对

有机会与选民面对面交流感到高

兴。她表示，辩论会在哪里举行无

关紧要，能够向选民宣传自己这样

的机会十分重要。 

近年来迁入牛顿市的华裔家庭数目

锐增，根据2013年牛顿市人口统计

数据，牛顿市华裔人口达全市总人

口的7%，亚裔人口达12%，再加之

华裔参政意识抬头，亚裔选民成为

不可忽视的群体。莱克星顿市房屋

管理委员会议员、牛顿中文学校教

师王卫东表示，举办这场选举辩论

会显示了亚裔社群的参政意识，也

显示了亚裔族群的能力，以后政客

们在决策时就不会漠视亚裔选民的

存在，而会来主动听听亚裔选民的

声音。 

在竞选会开始前，剑桥市议员张礼

能(Leland Chang)为竞选牛顿修宪委

会会的华裔候选人张文华热心拉

票。他说，在大洋彼岸中国人或有

南北之分、大陆台湾之分，亚洲人

则有日本人、中国人等等的差别，

但是在这里大家都被一揽子称作亚

裔，是模范劳动者；我们不要仅仅

做模范雇员，还可以做优秀的领导

者。张礼能希望亚裔能团结起来，

支持张文华先生竞选。他说，张文

华先生睿智而富有经验，竞选任何

职位都可胜任，一定会为牛顿修宪

委会会增色。 

另外，  当天辩论会后由赖力校长

主持, 8位议员或议员候选人和张

文华等嘉宾还为牛顿中文学校总统

志愿服务奖获奖者颁奖。这12位学

生大都是牛顿中校支持中国教育项

目的志愿者，负责支教事务的梁楠

董事说，学校将颁奖仪式与辩论会

结合在一起，旨在鼓励学生参与社

区事务，发扬服务社区的精神。 

牛顿市第二选区议员候选人竞选辩

论会10月25日在牛顿中文学校礼堂

举行，牛顿市6位议员或议员候选

人前来观看。由亚裔社区举办竞选

辩论会，这在牛顿市尚无先例。 

辩论会上，候选人们在牛顿中校副

校长夏铭的主持下答选民提问，他

们就修补道路、开发商机、增加政

府收入、改善住房、平衡增建泊车

场和保持绿地间的矛盾等市民关心

的问题各抒己见。 

据牛顿中校家长会会长顾剑桥、卢

涛致该校家长们的电邮，近年来该

校师生家长泊车给周围街区造成不

少压力，为感谢社区对中文学校的

关照，牛顿中校主动为学校所在选

区第二选区的议员辩论会提供了场

地。牛顿中校董事长邓永奇在辩论

会上说，中校此举也反映了学校的

章程精神，即不仅仅中文学校不仅

注重中文教学，也要为地方多元文

化做贡献，并参与地方活动积极回

馈社区。 

辩论会上，泊车问题成了热点问

题。候选人杰克·奥奇克洛斯

(Jake Auchicloss)认为牛顿泊车相比

波士顿市内或剑桥市都更容易，因

而也是吸引年轻人前来牛顿工作的

原因；但是不能因为修停车场而牺

牲绿地，绿地一旦失去很难挽回。

牛顿中校举行议员竞选辩论会  激励亚裔参政议政回馈社区 

报导┃刘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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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角镜 

十月11日晚，有我校合唱团参与并获得校方支持

的千人黄河大合唱，在波士顿大学体育馆唱响。

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海外华人也感同

身受，唱响民族的觉醒和团结。 

正如曾在波士顿卫斯理学院留学的冰心在《世纪

印象》所说，“九十年来…….我的一颗爱祖国，

爱人民的心，永远是坚如金石的”。 

10月21日，美国记者狄雨霏 Didi Kirsten Tatlow 

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在二

战结束后，掩盖了日本的人体生物战研究，

致使肇事者逍遥法外。二战期间，日本731部

队在中国东北犯下种种医学暴行。为此，中

国政府建立了731部队罪行遗址馆,于2015年8

月15日开馆。 25日，在与即将结束对美国国事访问的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奥巴马宣

布准备启动“百万强”计划，目的是争取到

2020年实现100万名美国学生学习中文。奥巴马

说：“如果我们两国准备在全球各地采取更多

行动，那么一个最好的开端就是学对方的语

言、真正了解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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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应该没有问题。是个让孩子自由

又不失规矩的人家。  

他们一直爬呀爬呀，我在这里清理

车，心里舒泰，干得带劲，好像他

们是为了陪我才在那里一般。  

终于他们的背景音不见了。也累了

吧。我在心里给自己放音乐。看逝

水年华流逝， 求往日欢笑重现， 

金光里···  

我喜欢这样不大起大伏的吟吟浅笑

的歌。无论诉说的是悲还是喜。或

者是词不达意的情境。也许是这灿

烂的阳光让我的脑海里循环起这首

歌吧。  

正浮想间，一只球滚到我的车下。  

男孩与女孩朝我走来，趴在地上

看。他们的保姆也走来。  

“要不要我挪下车？”我问。  

“不用。不用。”保姆很肯定，随

后建议孩子们用树枝把球推出来。  

两个孩子长手长脚，正是pre-teen

长身体的时间，头发手脚都似乎在

STYLE外支楞着，有着毛手毛脚毛

毛的感觉。他们趴在地上的样子让

我想到弟弟第一次趴在地上，往柜

子下面找自己的球，想着想着，嘴

边也会带一些笑吧。  

孩子们的成长如风过玉米地，飒飒

地，时间不知觉地飞，转眼就摇曳

婆娑地长身大叶了。他们的成长点

滴在家长的脑里过电影，都很有

趣，但是对于孩子们，他们急着长

大既不稀奇也不留念。  

不一会儿，孩子们又回来找球了。  

如此几番。  

保姆不好意思了，站在路边，伸着

手，说以后球不许出他们家的草

地。  

其实我一点也不被打扰。这就像一

个小游戏。一个寻求一点点拓宽疆

域的游戏。 就像在幼儿园非要找

篱笆上的蜂窝，找到了看到蜜蜂又

会尖叫狂奔散去。 目的不是为了

爱蜂叮，而是一点小戏剧。  

儿子下了课，赞妈妈的劳动成果。

我指给他看别人家的女孩：“有没

有象E啊。”  

E是儿子的同学，近两年来经常和

M同学来家PLAYDATE。往往随意而

来，也或

者他们私

下有约只

是不足以

向娘亲道

知，目的

就是考究

为娘的迎

接突击卫

生检查的

能力。  

“不

象。”儿子很肯定：“头发一个发

式，但是肩背更宽。”  

 

这是本城一年里最温暖的时光。夏

的浓荫渐渐疏落，秋光尚未将树梢

染成霜色。  

朔风动处千堆雪的严冬还很远着

呢。  

在和煦而不晃眼的阳光里打扫车，

一边等着儿子下钢琴课。  

音乐老师家旁边人家的院子里，孩

子们的笑声从草地上、树上、屋后

传来。每次等儿子下课，都是如

此。如若没有那些陪伴我的笑声，

我倒会诧异，会不自禁地望过去，

看看那空落落的秋千、铺满阳光的

长廊、无人的网绳床和藤椅、散落

的球和倒地的自行车。  

其实不用看。这些画面的细节从不

改变，只是孩子们把球、自行车扔

在何处的略微差别。我会想今天孩

子们在哪里呢。  

很有意思。当我享受拂面的微风、

树荫下松脆甘爽的阳光、或者四合

的云色时，心里想的不是我的儿

子，而是别人家的孩子。我的儿子

不用惦记，我知道他正在不远处砰

砰地触撞琴键，发出一些我们这一

代父母觉得阳春白雪的声音。  

这会儿，孩子们在爬树，男孩在树

上，女孩在树下。有时候，女孩会

捷足先登。他们家似乎有规定，从

未看到两个孩子同时蹿在那歪扭身

子的树上，虽然照我目测，这么大

的树这么粗的干两个孩子同时在上

最温暖的时光   

刘玲 文/图  

文图作者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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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作者版权所有  

如此细节。可想他们并不马

大哈。我盯了他一眼。他很

客观的陈述，没有其它意

思。  

我很放心很放心了。随即想

到不几年，那不放心的日子

也快了。又惆怅起来。  

然后自己哑然失笑。  

早着呢。早着呢。  

现在正是我眼中他们一生里

最温暖的时光。  

既无不知所谓的软语呢喃，

也无金刚怒目的时刻。既无

爱恨嗔痴的烦忧，也无柴米

油盐的困扰。日子平静如

水，只不过弹多几首曲子少

画几幅画多打几板球的差

别。  

如今美术老师出差在外，一

周里的事又少一些，突显着

轻松愜意，越发把日子过得

轻快。即便老师回来，也非

末日。他们自有他们的应对

法门。安排得仅仅有条。其

间也不是没有快乐的。  

他们无忧，我亦不多虑。就

像这初秋里松间倾泻的阳

光。  

这是一年里最好的时光，温

暖平静。  

 

这是一个寻常的早晨 

亮 

 

这是一个寻常的早晨 

不寻常地攫取了我的灵魂 

 

朝阳躲在树枝身后 

揉着惺忪的睡眼 

我的脚，摩挲着落叶 

耳边弥漫着沙沙的愉悦 

 

张开口 

让清凉的空气沁入我的心脾 

挥走昨夜的昏蒙 

 

挽起轻风 

来，听小鸟吟唱我说不出的心情  

大雁横陈鸭游秋， 

波城繁华数高楼。

草地斑驳秋湖冷， 

松枝依稀绿树愁。  

欲把秋景锁郊外， 

岂知落叶起楼头。  

晴空空作晴空日，  

几度秋风落叶稠！ 

波士顿秋景 

杜炎武 

杜老的末两句，"晴空空作

晴空日，几度秋风落叶

稠！" 颇有高格。晴空、空

作、晴空日，三个空字，不

说秋愁，欲语还休。以“几

度秋风落叶稠”结束，有雁

过留声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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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经典 

只麝香鼠正在洞穴口探头，另外在沼泽之间望

见了一股水色黝黑的小溪，蜿蜒曲折，绕行于

一堆残株败根之旁。我们漫步于其中的光照，

是这样的纯美与熠耀，满目衰草树叶，一片金

黄，晃晃之中又是这般柔

和恬静，没有一丝涟漪，

一息呜咽。我想我从来不

曾沐浴过这么优美的金色

光波。西望林薮丘岗之

际，彩焕烂然，恍若仙境

边陲一般，而我们背后的

秋阳，仿佛一个慈祥的牧

人，正趁薄暮时分，赶送

我们归去。 

我们在踯躅于圣地的历程当中也是这样。总有

一天，太阳的光辉会照耀得更加妍丽，会照射

进我们的心扉灵府之中，会使我们的生涯洒满

了更大彻悟的奇妙光照，其温煦、恬淡与金光

熠耀，恰似一个秋日的岸边那样。 

 

亨利·大卫·梭罗（1817～1862），美国著名作家，出

生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梭罗一生共创作了20 多部一

流的散文集，被称为自然随笔的创始者，在美国19 世纪

散文中独树一帜。1837年，哈佛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

以教书为业。1841年起转为写作。在著名作家爱默生的

支持下，梭罗开始了超验主义实践，撰写了大量随笔。

1845 年7 月4 日，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建造了一个小木屋

住了下来。此后他根据自己对生活的 观察

最近,十一月的一天，我们目睹了一个极其美

丽的日落。当我像平时一样漫步于一条小溪

发源处的草地之上，那高空的太阳，终于在

一个凄苦的寒天之后、暮夕之前，突于天际

骤放澄明。这时但

见远方天幕下的衰

草残茎，山边的树

叶橡丛，顿时浸在

一片柔美而耀眼的

绮照之中，而我们

自己的身影也长长

地伸向草地的东

方，仿佛是那缕斜

辉中仅有的点点微尘。周围的风物是那么妍

美，一晌之前还是难以想象，空气也是那么

和暖纯净，一时这普通草原实在无异于天上

景象。但是这眼前之景难道一定是亘古以来

不曾有过的特殊奇观？说不定自有天日以

来，每个暮夕便都是如此，因而连跑动在这

里的幼小孩童也会觉得自在欣悦。想到这

些，这幅景象也就益发显得壮丽起来。 

此刻那落日的余晕正以它全部的灿烂与辉

煌，也不分城市还是乡村，甚至以往日少见

的艳丽，尽情斜映在这一带境远地僻的草地

之上；这里没有一间房舍—茫茫之中只瞥见

一头孤零零的沼鹰，背羽上染尽了金黄，一

秋天的落日 

梭罗 

摄影┃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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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里最美的八句话 

 

我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来到 

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我做孩子的时候 

语气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回答 

北岛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年老的有智慧， 

寿高的有知识。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凡是能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期盼 

凡是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先知讲道之能   

终必归于无有   

说方言之能 

终必停止    

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取自诗刊微信号。圣经，支撑一个民族

几千年流徙，又传到世界各国，影响了

无数的伟人和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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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LS 组织参加《侨报》作文比赛，请踊跃参加 

牛顿中文学校第四届“星光杯”作文比赛从即日起开始接受投

稿。本次作文比赛依据以往惯例与侨报作文比赛同期举行。参

赛稿件将由我校推荐送交侨报参赛。 

以下是本次比赛细则： 

参赛对象：年龄在8-17岁的学生和助教 

选题：“孝”或“我的老师” 

要求：儿童组（300字） 少儿组（400字）少年组（600

字）青年组（1000字） 

截稿日期：电邮递交，2015年11月12日     

editor@newtonchineseschool.org  
Or  
sarahliu08@gmail.com 

咨询： 

宣传部 刘老师 (电邮如上，或周日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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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味正宗何处觅，牛顿八福溢乡音。 

肴佳酒香胜故里，波城东郊一店宾。 



牛顿中文学校课程简介 国画 6-10岁 

指导老师： 王玉双  

牛顿中文学校 

New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F.A. Day School 

21 Minot St 

Newtonville, MA 02460 

 

Principals: 赖力 夏铭 

781 690 1825; 718 296 2486 

principals@newtonchineseschool.org 

 

Visit our website 

www.newtonchineseschool.org 

教学对象：这课主要为六至十岁儿童开设，

无国画基础或已在此班学过一两年的学生。 

 

本课目的： 帮助学生掌握进入大班所需国画

知识和技艺。 

 

教课内容： 主要是国画基础知识。  

毛笔的持笔和运用 (中锋 侧锋 藏锋，等

等）;  墨色的变化和浓淡干湿的关系（焦 

浓 重 淡 清）; 颜色的调配和结果（如：藤

黄 + 花青 = 绿，诸如此类）。 

 

国画练习：以小写意为主。 在内容上花鸟 

画为主， 还有松竹梅，葡萄， 丝瓜等题

材。 

王玉双老师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