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 

11 Nov, 2015 

4 校董事会长的寄语 

  8 教师感恩节联欢会专题 

    12 学生作品    根 

22 牛顿中文学校2016联欢晚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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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是心情，也是态度，是情商，也是智慧。 

 

若想心情美好，莫过于思想感恩的事。不必大事，大

恩，大惠。点点滴滴的小事，不经意的一点帮助，一个

善意的问候，一个友好的微笑，一个意外的惊喜，一个

美好的回忆，一朵花香，一声鸟啼，故人的音容，在心

里想起来了，你的脸上一定会由此而染上笑容，因你的

心里被感恩的阳光照亮，变得温暖。说到底，活着，以

及我们习以为常却能把生死隔开的一个心跳和呼吸，都

是值得思想和感恩的。 

 

总是有不如意的事，不称心的人。如果心里被它们占

据，就像在冬天里打开门，让凛冽的寒风肆意吹进屋里

来，使心情冰冷。情商在不合理不如意不称心时才显出

它的价值，让人作出智慧的选择。何必跟自己过不去

呢？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感恩的境界却也有不同。为得而感恩，其境界异于为失

而感恩。为个人得失而感恩，其境界与为他人得失而感

恩也有不同。境界不同，感受也必不同，个中精妙，值

得品味。 

 

感恩节快到了。清理心房，扔掉不请自来的，或有意无

意搬回来的；倒出空间，能多容一点感恩的事。有意地

去思想它们，如同孩子玩玩具一样，饶有兴致地去把

玩，去琢磨，让微笑沿着皱纹爬上不再年轻的脸，让阳

光照亮温暖我们的心里。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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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a person doesn't have 

gratitude, something is missing 

in his or her humanity. A 

person can almost be defined by 

his or her attitude toward 

gratitude. 

- Elie Wiesel 

当一个人不能心怀感恩，他的人性

中就失去了什么。一个人几乎可以

被其对待感恩的态度所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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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邓永奇    

牛顿中文学校董事会会长 

校刊寄语 

Shark Tank等课程，以满足家

长和学生对提高英文学习方面

的需求。 

 在文化活动方面，自从

2011成立学校活动管理委员会

以来，学校所有活动得到的统

一的安排和规划。演讲比赛，

支教活动，才艺表演，社区演

出和春节联欢等各项活动，在

委员会的协调下，相互促进，

使得各项活动在参与人数和质

量上，都有了很大的飞跃。在

管理委员会的组织和支持下，

应牛顿市市长的邀请，中文学

校今年首次在市政厅面向全市

举办了春节联欢活动。广大牛

顿市民同我校师生一道度过了

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佳

节。随后在五月份牛顿文化艺

术节上，牛顿中文学校的表演

大放异彩，受到当地市民的广泛

称赞。 

 牛顿中文学校除了推广中

文教学，弘扬中华文化之外，还

有一项重要的宗旨，那就是加强

与主流社会的联系。今年是地方

选举年。在波士顿地区，有好几

位华人参加当地政府的选举。其

中，牛顿中文学校的家长张文华

先生在牛顿市参加基本法委员会

的竞选。文华在准

备竞选过程中同其

他包括市议员的候

选人有广泛的接

触。从文华的反馈

看来，很多参加选

举的候选人意识到

华人的人口在近几

年快速增长，非常愿意和华人社

区交流和接触。学校认为这是一

个加强华人社区和主流社会的联

系，宣传中文学校的一个很好的

机会。从而决定举办由第二区市

议员候选人参加的辩论会。这次

活动得到了董事会，校行政和家

长会的大力支持。除了四位牛顿

第二区市议员候选人以外，另外

还有来自其它选区的六位牛顿市

议员候选人也参加了这次辩论 

 具有五十六年历史的牛

顿中文学校是波士顿地区最大

的中文学校。她用高质量，灵

活多变的教学以及丰富多样的

文化活动吸引了波士顿周围广

大的学生和家长。这几年，由

于越来越多拥有良好的教育背

景和丰富管理经验的家长和教

师加盟学校的管理团队，学校

的运作越来越走向正规化。 

 在教学方面，由

董事会，家长会和校行

政组成的评估小组刚刚

结束为期三年的全校教

学评估。这次教学评估

活动使得校行政和董事

会对学校的教学情况有

了全面的了解。针对在

教学不足之处，学校举办了多

次教师培训，使得中文学校的

教学质量在整体有了更进一步

的提高。根据近年来学生人数

逐步增加，教室趋于饱和的情

况，学校在12：30 到2：00 增

加一个课时，以控制每一个班

的学生人数以保证教学质量。

同时，学校和Chyten 合作，在

这一课时开设了英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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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辩论会上，候选人

就牛顿的基本建设，道路

和停车，文化的多元化，

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等问

题同家长们进行了交流。

所有前来的议员候选人对

中文学校在主办这次辩论

会所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

表示了高度赞赏。纷纷表

示愿意在未来继续支持中

文学校在牛顿的发展。另

外，这次在牛顿中文学校

举办的辩论会受到多家媒

体关注，波士顿的几个主

要中文媒体对这次活动进

行了报道。牛顿当地电视

台在选举的头一天播出了

辩论会的录像片段。这对

中文学校在牛顿市的影响

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里，牛顿中文学校会在稳

步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

进一步增强同当地社区的

交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

个华人社区和当地主流社

会交流的一个平台。使得

学校的家长能通过中文学

校这一渠道，积极参与到

当地各项社区活动中去。 

问题的力量 

文┃亮  

人生就是问题和答案的角斗场。现代人生活富裕，在寻求舌尖上的

享受和各种感官刺激之余，也不

断探寻人生的意义，提出很多深

刻的问题。天下无新事。老子当

年看破红尘，辞去国家图书馆长

的官职，骑驴出西关而去，貌似

看破红尘，其实对人生和社会有

所解，也有所不解；有所知，更

有所问。 

 

人类文明和科学进步也是起于提出好的问题，成于找到问题的答

案，无论是教科书里的浩瀚的知识，生活中的让人目不暇接的电子器

件，还是军事、航天、生化方面不可思议的高科技成果。 

 

可见问题的力量。面对棘手的事情，如果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引

起深度的思考和省察，往往能导向柳暗花明的转机或事半功倍的方

案。面对咄咄逼人的对手，语拙词穷之际，不妨反问一个问题，即便

不能立刻击败他，也可争取时间，诱使他露出破绽。人最容易犯的错

误是自以为是，因此也常发“今是而昨非”的感叹。如果能时常自

问，就能清晰地知道自己并不总是对的。这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也许更关心在教育孩子时如何运用问题的力量。教育的最终目

标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品质、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在教

育上常犯的错误是把手段 （means)当成了目标（ends），从而急功近

利，舍本求末。为了培养孩子思考问题的能力，我们要鼓励孩子提出

问题和思考问题，并竭力、勇敢、自信地寻找答案。不要急于把答案

告诉孩子，相反，重视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要鼓励引导孩子持适

当但不固执的怀疑态度。认真听孩子提出的问题，大人的聆听就像土

壤、水和阳光，能让孩子提问题的种子萌芽和成长。 

 

然而，我们的文化并不重视问题。不耻下问，似乎暗示只有高高在

上的人才可以问，而且是谦卑的表现。而在下的人，包括孩子，是不

该发问的，否则是多余、不知趣、刺儿头。我们不妨试着问一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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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LS中国支教活动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不得不感慨时间过的如

此之快，回想起高中的时光许多事情依然历历在

目。高中最难忘的莫过于高三的日子了。每天我们

都要在6点半左右起床然后期间除了吃饭几乎到晚

上十点的所有时间都在教室学习。即使晚上回到家

里我们都不敢放松，不敢说学习到深夜，但晚上12

点之后睡觉已成了家常便饭。每天我们都在重复这

一遍又一遍的枯燥的生活。我有过埋怨，有过烦

躁，有的时候都想着偷懒，想着能够得过且过。然

而很多次看到母亲对我充满期许的眼神，吃着母亲

做的热腾腾的饭菜，见到父亲因劳累而佝偻的身

影，我知道我没有理由给自己自怨自艾的机会。望

着这个弱小这个生活都有点拮据的家，作为家中的

长子我意识到了我肩上担子的沉重。很多时候在我

回家想打瞌睡时，我都以此激励自己。 

然而事情不是总会达到你经过努力后而期望的

那样。在高三的频繁的考试中，即使是在我自认为

没有放松的努力时，成绩却总会退步。我失望过，

沮丧过，想放弃过，但马上我知道我不能就这样。

很多次我都会告诉我自己是我没有比别人更努力。

在刚进高三的时候我的成绩总是不理想，一直徘徊

不前，经过自己的努力都似乎没什么成效，似乎总

是跌落在谷底，看着头上的天空心有余而力不足。

带着心中的这份责任，支持着自己，告诉自己不要

也不能放弃。就这样我来到了高考百天冲刺的时

间，成绩终于有了起色。一直到高考，还算保持了

较好的状态，也不枉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总算没有

辜负家人的期望。 

如今我已在华南理工大学就读于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专业。大学的生活和中学阶段真的有很大的

不同，留给自己的时间很多，也希望自己能够拥有

一个难忘的丰富的大学时光。 

在此也十分感谢牛顿中文学校的资助。谢谢！  

崇仁一中受资助学生感言 

高志强  

（现就读于华南理工） 

参加支教活动的老师、家长和学生们组织

了一系列活动来筹款，感谢大家的参与、

支持和赞助。敬请关注将于12月13日下午

4：00举行的才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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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 亮  

校行政于11月8日召开会议，总结了开学以来的各项

工作的进展，并讨论解决存储、课本管理等问题的解

决方案。 

11月14日晚，教师感恩联欢晚会，董

事会为大家盛饭，校长赖力主持抽奖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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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永远高尚的职业！ 

献给中文老师 

诗/照片 ┃ 亮 

如果小鸟迁徙 

在蓝天画了个漂亮的弧线 

         一 却忘记了自己的语言 

 

如果鱼儿离开了小溪 

故乡变成了梦乡 

在江河里漂泊 

     一 却成了永远的过客 

 

如果黄土地的幼苗 

扎根在异地 

      一 却摸不着母亲的呼吸和心跳 

 

您，就躺在他们身旁 

把生命流成了长江黄河 

      一 为他们吟唱祖先的歌谣 

11月14日晚，由校董事会、家长会、校行政和Event Committee组织的教师感恩节晚会在Woburn

的美中艺术协会（ACAS）举行。大家共享晚餐，抽奖互动，并观赏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邓

永奇董事长介绍了最近学校举办候选议员辩论会的情况，并表示将继续推动NCLS与社区互动，

巩固彼此的联系和互利。校长赖力感谢老师们兢兢业业为学校做出的贡献， 并向服务于学校

多年的老师颁奖。 

牛顿中文学校 NCLS 

从上往下：老师：服装秀；家长会：感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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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頓中文学校感恩節家長會《三句半》 

   创作/表演 ┃ 家長會全体成员 

 

老师领导大家好，感恩节前来汇报，讲得不好就笑笑，不要跑！ 

我们学校真火爆，週日下午最熱鬧，老師家長付辛劳，俺自豪！ 

有时午饭没吃饱，上學路上一路跑，晚了停車不好找，别迟到！ 

學生有小還有老，祖孫三代一起到，俊男靚女把舞跳，湊熱鬧！ 

  

值班家长笑脸迎，整个下午忙不停，调兵遣将是中心，听号令！ 

學生家長有热情，日過桿頭忙出勤，紅黃馬褂像民警，停停停！ 

開學發書活不輕，對號入座费腦筋，變來換去拎得清，發獎金！ 

防火防險要當心，警鈴一响萬事停，耳背老人得提醒，有火警！ 

  

学校开班课程全，读书看报太极剑，运动场上来挥汗，不收钱！ 

图书馆里人最满，办公注册不清闲，牌桌升级有激战，红桃尖！ 

朗朗书声教室传，楼下音乐心迷乱，翩翩起舞黄埔班，换舞伴！ 

七十寒暑虽久远，抗日烽火曾艰难，黄河合唱千人团，超震撼！ 

     

中文学校就是好，琴棋书画真不少，东方才子水平高，混不了！ 

中文学校如此妙，送了小孩心不操，朋友聊天烦恼消，变唠叨！ 

中文学校不得了，开开心心皱纹少，书法健身有爱好，永不老！ 

中文学校真是高，在坐诸位是英豪，课上课下把心操，别乱跑！ 

  

感恩节前话感恩，平逢知己热心人，相聚有缘情最真，谢一生！ 

人生本是一凡尘，艰难困苦自己吞，高人指点心不蒙，指路灯！ 

人活一生靠精神，闷在家里病缠身，互助友爱美善真，多出门！ 

师生情缘不可分，一日为师谢终身，感恩之心永长存，吐心声！ 

Nov,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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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晓慧 ， 等：朗颂者之歌  钟喻, 吴影 ：小河淌水 

邓永奇 赖力  

交谊舞班 

支持人：陈晓斌 赵一兵 赖力 评书：新西游记 

┃曾燕琴 ：今夜无眠 ┃夏耘,镇德华  女人花 黄语红老师 献唱 



Page 12 牛顿中文学校 NCLS 学生之窗 

2014年作文比赛作品选登 

推荐我代表全班在学校操场的讲台上，面对

全校的师生，以自信和洪亮的童声，准确无

误地激情演讲，获得了全校地热烈掌声和称

赞。对我来说，在短暂的时期内，明显地跨

越，这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并且，通过努

力学习，每学期和学年的大小考试，我都取

得了优秀的成绩。 

   我之后在上海中学，每年连续荣获年级的

进步生和优秀生，同时，还不断地赢得了学

校和班级的数学，语文，英语，绘画，游泳

和运动会的众多优秀奖项。最后，我以各科

的优异成绩拿取了初中毕业证书和考取了好

的高中。 

   在中国所上的小学和初中的几年期间，我

还和很多同学伙伴至今都建立着挚爱和深厚

的友情。 

   在中国的这几年，我和父母游览了北京的

北海，故宫，天坛，颐和园，万里长城等；

上海的东方明珠，城隍庙等，还有杭州西湖

等诸多的优美风景和名胜古迹。这些中国绚

丽多娇的大好河山深刻地震撼着我的胸怀，

都将永远地铭记在我的心中。 

根 

马健强 （青年组） 

什么是根？我认为“根”就是世界万物的来源；也就

是万物生长的基本发源地。是人们常说的“根基”，“源

头”和“根源”吧！就像是一条细微的水流，如果没有它

的发源地，怎能汇聚成滔滔江河，甚至是一望无际的海

洋？就像是一颗弱小的树枝，如果没有树根作为基础，又

怎能成长为挺拔和茂盛的参天大树？那么世间的人类就如

同千姿百态的树叶一样，都有他们成长和生活的基本家

园—国家和民族。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根源吧！ 

我是一个出生在美国马里兰州的“香蕉”。儿时就是

在美国成长，并且很喜欢和热爱美国这片土地。从进入幼

儿园开始，我就感觉自己是成长在欢喜乐园。而且，每次

观看中美比赛，如果是中国赢了，我会感到没精打彩；如

果是美国赢了，我却会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从沙发上蹦

跳起来，举起小拳头，热烈欢呼：“yes”! 我们美国赢

了。 

然而，我的童年时代，因随母亲几次回国探亲和父亲

的工作流动，无奈地跟随着他们在中美之间穿梭。 

那时，我刚步入中国的领土，总认为那是一个与我毫

不相干的陌生世界。后来，我不情愿地跟随父母的安排，

在北京就读了两年小学。后又随父亲工作变动定居上海，

在上海完成了整个的初中学业。 

最初，中国系统和强化的教育模式，使我很难适应。

幸运的是：父母让我在北京上了小学的一年级，打下了汉

语拼音的短暂而微薄的中文基础。随后又回到美国上了小

学的二年级和三年级。等再回国进入四年级，可想而知，

我的脑子里已是混乱得一团糊涂，再接受中国教育却是一

片空白了。 

记得当时我在班里，由于中文语言表达的障碍，无法

和同学们自然通畅地交流，我感到孤单。 

   荣幸的是，在班主任和同学们的热心关爱中，“时间

是最好的见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的学习逐渐的

进步和提高。在班主任马老师地指导和激励中，竟然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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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滴滴在中国成长的经历和

感受，使我对中国滋生了无限浓厚

的感情。我是在这片原本感觉陌生

的土地上，从一个幼小无知的孩童

日渐成长为知识丰富的青少年。真

没想到，是中国培养了我如何成长

和做人，教授了我优良的中国传统

和深远的文化知识。中国，我衷心

地感恩你对我地教育和培养！ 

在2012年，我的祖母在北京

突患急性心梗病逝，我们当时定居

上海，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全

家倍感无限沉痛！祖母生前，非常

疼爱我，她总是谆谆教导我要做个

善良宽厚的好人。这才是人生最重

要的做人原则。她很爱国，看到我

们全家团圆，回归祖国了，感到难

以言表的喜悦和欣慰！我将永远怀

念着祖母那善良仁慈和雍容秀美的

音容笑貌。我母亲为了纪念祖母，

亲唱录制了很多情深意切的歌曲。

其中一首“大海啊！故乡”，通过

母亲深情地演唱，我也随她真正地

感悟和体会到这首歌曲深重的情

怀！ 

我现在又随父亲的工作需要

重返美国，定居波士顿。我将在此

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盼望学

有所成之后，有朝一日，实现祖母

生前的愿望；实现母亲几度艰辛陪

伴地期盼；为祖国贡献自己作为

“海外学子”的一份心力，实现

“落叶归根”的梦想！ 

根 

戴睿安  （儿童组） 

 

根是什么，我和妈妈上网查资料，是这样说的：是树的最重

要部分，它给树枝树叶子送水、送营养、送矿物质。冬天的时

候，它存储着营养；春天到了，树长出新的叶子。 

每个人有一个family tree，我们的根在中国。妈妈让我学

习中文，学习中国乐器，因为她说那是中国文化。当我学得好

的时候，我有一点点高兴，可是爸爸妈妈好像更高兴。为什么

呢，我想因为我是他们的孩子，身上流着祖先的一样的血液，

他们希望我了解中国文化。我的中国音乐老师还送我乐器，他

希望我学得快一点，早一点学到他的本领。 

他们爱我，也爱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根，给我们的生活输

送营养。当我不高兴的时候，有时候练习中国乐器让我更快

乐。学习了中文，我到中国就可以象其他孩子一样到处玩。我

想，学习中国文化让我的生活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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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2日，波士顿 CSTAR 青少年俱乐部在牛顿中

文学校的二楼图书馆举行了一场令人瞩目的乐高展示。

本次展示活动为适龄孩子们介绍乐高和机器人活动的基

本情况。其中主教练 Qiang Zhou 带领的 ULTRABOTZ 队

已经于 11月21 日参加在牛顿北高中举行的乐高联盟的

比赛并获奖; 主教练 Weixing Cai 带领的 MEGABOTS 队

将在 12月5 日参加在沃儿斯特举行的乐高联盟的比赛。

另外 MINELEGO 和MASTER BUILDERS 队将在 12月5 日参

加在曼切斯特举行的小乐高联盟的 expo。 

在牛顿中文学校的二楼图书馆举行的乐高展中，除了乐

高队伍、乐高成果和 poster 展示之外，MEGABOTS 和 

MASTER BUILDERS 队还向在场的观众present 一场别开

生面的乐高 stage show。MASTER BUILDERS 队展示板上

的漫画给大家带来深刻的印象。MINELEGO 队的乐高模型

吸引很多朋友驻足参观。乐高队员们 2-3 个月来的辛勤

工作得到很好的回报。这次乐高展示吸引了很多适龄小

朋友。一些小朋友甚至当场注册参加明年春季的乐高活

动。 

 

 

 

CSTAR welcomes volunteers 

www.bostoncstar.org 

Alex,  Weixing,  Xiaoguang  (CoPresidents); 

Tiger(Clerk);   

Changhong (Treasurer) 

CSTAR 青少年乐高活动展 

文┃Alex Wen  

CSTAR 是一个纯义工公益组织, 由牛顿热

心家长于 2015年7 月建立。 它的宗旨是

通过整合家长的力量， 为青少年组织丰富

多彩的课外活动。 目前 CSTAR 旗下有三

支 FLL 队伍和三支 Junior FLL 队伍参加 

2015-2016 年度的比赛。关于 FLL:  第一

乐高联盟 (FLL) 是 FIRST 和乐高联合举

办的一项国际赛事，每年提出一个主题，

要求孩子们设计机器人完成规定的模型任

务，并且需要选择一个与主题相关的实际

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今年的主题是

垃圾处理。该活动针对年龄9-14岁的中小

学生，联盟同时也针对6-9岁儿童举办一个

小型化的机器人项目，叫做Junior F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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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活动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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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有的思维方式 

教育的本质是帮助我们理解了如何去思考，让我们掌控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在繁琐无

聊的生活中，时刻保持有意识（Self-awareness），知道什么对你是重要的，学会控制你

的想法。 

1. 坚持 Stick with it  

2. 拥有感恩的心 Give back  

3. 做自己，也要善学习 Be true to yourself  

4. 灵感来自阅读 Reading leads to inspiration 

5. 慷慨 Be generous  

6. 受教育不代表聪明 Educated≠Smart 

7. 教育让你学会反思 Stop and look back  

8. 拥抱不确定的生活 Embrace ambiguity  

9. 价值在挑战中实现 This is your Life  

10. 学会在拒绝中找机遇 Reframe rejection  

11. 关注人本身，而非头衔 Respect people over job titles  

12. “关系”比“索取”重要 Relationships matter  

13. 人生选择没有对错 No right or wrong  

14. 别过无意识的生活 Pay close Attention  

真正受教育的思维方式还有哪些？2014年，杜克大学的老师

和教工们，给他们2014届的毕业生画了14幅漫画，讲述的他

们对新一届毕业生的期许，也正是真正受教育者终其一生应

该具备的思维方式。  

广角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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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温了，谁编的？太有趣了！ 

夏铭 提供 

近几天降温寒潮将至， 

请大家充分做好御寒工作吖~ 

该南飞的南飞， 

该换毛的换毛， 

实在不行的就冬眠。 

如果怕冷可以去墙角， 

因为墙角有90度； 

如果还冷可以去躺地上， 

因为地面有180度； 

如果还冷可以自转一周， 

因为那就有360度啦； 

如果还是冷可以去梦里， 

因为梦里寻她（他）千百度， 

你要几度就几度！ 

冷冷的天开心的你， 

特别的日子要注意身体； 

凛凛的风不平凡的你， 

不要让无情的寒风吹着你； 

柔和的阳光柔情的你， 

在这寒冷的天气里要照顾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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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多个积极成员的团队，他的选

票据信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华裔的

投票，这一方面显示了他个人的领

导力，也体现了华裔近年来参政意

识的抬头。选举结束后，牛顿华人

参政议政的讨论没有结束，大家一

起总结经验，期盼对后来者有所助

益。这些建议有策略上的，如联合

其他族裔候选人一起竞选、鉴于牛

顿华裔注册选民只有2千多还需设

法争取其他族裔选民；有技术上

的，如选举广告牌如何制作、安置

更为醒目等等。目前，有意竞选市

府公职的华裔实力派已放眼下次选

举，有关筹划也在酝酿中。 

张文华竞选牛顿修宪委员会惜败，

但赢得掌声，推动华裔参政热情。 

在11月3日中期选举牛顿修宪委员

会委员竞选的角逐中，第一位从中

国大陆来的第一代华裔候选人张文

华惜败，但却以其强劲实力引起了

其他族裔参选者的注意，并推动了

华裔居民的参政热情，为后来者铺

路，可谓输了选举赢得掌声。 

 

据牛顿市府网站目前公布的数据，

张文华共获得了2003张选票在22位

候选人中排15位，离9名当选委员

最后一位的票数差700多张票，但

其得票数十倍于上次选举中华裔所

有投票数。华裔族群参政意识的抬

头和张文华先生的实力引起了不少

议员的关注。 

 

当选修宪委员安·拉纳说，张文华

先生获票数与市里两位有公职经验

丰富人脉的资深候选人齐平，是从

政路上一个好开端。当投票初步结

果，有人对她表示，实在想不到张

文华会有如此出色表现，早知如此

当初应该加大替张文华的助选的力

度，因为他们相信和张文华一起为

修宪委员会工作会很棒。 

 

另一位当选委员克里斯蒂·思迪尔

也表示和张文华一起竞选很愉快，

他说假如能一起为修宪委员会工作

将是非常荣幸的事。 

 

张文华竞选吸引了不少华裔支持

者，在短短一个月里他组成了一个

华人社区动态   

舞蹈是首诗 

 

舞蹈是大象， 

我们是“瞎子”。 

我们一边摸象， 

一边练舞， 

后来都成了“亮子”。 

 

舞蹈像水, 

有极大的可塑性。 

学舞的人像泳者， 

如鱼得水。 

 

舞蹈 

以音乐为灵魂 

所表現的 

所有肢体的 

舞动，延伸，律动，美感， 

由内心向外的真心流露！ 

 

舞蹈 

是人用肢体进行的 

无声的倾诉 

无笔的描绘！ 

是心灵的自由放歌 

与挥洒做画！ 

 

舞蹈 

是能感动人的肢体语言， 

是语言的延伸， 

是感情的物态化！ 

当无法 

用语言来表达的时候， 

舞蹈 

是最恰当的交流 

和倾诉的方式， 

“手舞足蹈”也！ 

 

舞蹈 

是心情的释放， 

文/照片 ┃ 刘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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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作者版权所有  

是音乐的散步！ 

舞蹈 

不但有观赏性和艺术美， 

也是极好的身心锻炼 

as in dancesport， 

是轻松的娱乐 

as in dance  party， 

是对文化与文明的传达 

as in foIk dance， 

是一种社交工具 

as in social dance。 

 

舞蹈带给我快乐！ 

俩个人 

如能像一个人那样 

舞得自由流畅， 

先达到默契、灵的一致 

俩人即是一体， 

又有不同的特色展现， 

阳刚与柔美， 

主导与追随， 

给予与互助！ 

 

舞蹈 

是心灵的歌， 

百般爱， 

万种情， 

尽在不言中！ 

 

舞蹈 

是心灵的延伸， 

灵魂的表达。 

舞蹈 

是运用肢体 

表达情绪 

和对音乐的感悟。 

 

舞蹈的最高境界 

是不需要舞步的， 

而是随着音乐 

无羁地 

表达你的内心。 

 

舞蹈 

是关节的锤炼， 

它使你脱去柔弱的软骨， 

迎来钛合金的刚强！ 

 

舞蹈 

是身体有型的曲线， 

舞蹈 

是大脑思维的方式…… 

 

舞蹈 

是联络友情的纽带！ 

舞蹈 

是抚慰心灵的仙丹。 

 

舞蹈 

是身与心放松的运动！ 

舞蹈 

是享受人生的旅程！ 

 

舞蹈 

是一幅流动的画！ 

舞蹈 

是一首有形的歌！ 

 

 

HP“舞动人生”群体  

星期天去一个workshop取自己的几张涂鸦之作，顺便认识

一下一些素未谋面却有所耳闻的志同道合者。出发时多打

出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到时却是最迟的一位。无它，

开车太磨叽，眼太贪，东看西看，选择了风景好自己却不

熟悉的路，等到发现不知所之时才打开了导驾系统，它花

了不少时间替我纠偏，又开上了一些从未想过要去的路。 

这样旖旎而去，去得早，到得迟，何足怪哉。 

岁已冬至，然而秋韵犹存。有些树三三两两的黄叶，在风

中飘摇欲坠；有些树已铮铮铁骨，了无遮掩，尽显本色。

有些树枝繁叶茂，但是色彩是将晚的余晖，神色是满是冻

云的欲雪的天。 

最坚持是日本枫，一树树，红红彤彤，袅袅婷婷。纵然有

颜色稍逊者，也是干干的叶子握成小拳，一朵朵手工花似

地，犹自挂在树上 -- 没有生命，但风姿余留。 

一路闲适。 

去到那里，大都一干老外，热心水彩同时也来画中国画，

这般无聊有闲而有趣；而有些持之以恒居然画得是是而

非，仿佛已窥堂奥，着实令人惊叹惊喜。可见艺无止境疆

域，有恒心诚意者达之。 

回头路轻车熟路，又得同好们进境的鼓舞，仿佛自己也有

了希望。整个心都是轻盈的。 

倘若让那位握有我画的人寄来给我，我付点邮资，省去了

这般周游。却也错失了这段好好虚掷的光阴。有时候，大

费周章，小题大做，未选择最简约的解决路径，却获得一

些计划外的快乐，那也是得之桑榆，不亦快哉。 

好好虚掷的光阴 

刘 玲 摄影 作者文图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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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

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

且升腾地闪烁。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

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

魂。 

 

 

 

鲁迅精通古文，极会写诗作画，以诗的语言、

画的思维、杂文的精神做散文，散文不仅美，

而且别有一股精气神！ 

如果把鲁迅捧上神坛，他和他的作品就变得遥

不可及。然而，作家终究是用写作来描述自己

的生命；而每个生命都是有趣的，值得别人去

阅读的。读这篇散文小品时，不妨忘记那位被

宣传利用的战士和思想家，只和他去比较江南

江北的雪，品味雪里的人和物，感受他的内

心，领略似雪般冰清玉洁，却如火一般燃烧的

雨的灵魂。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

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

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

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

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

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

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胡蝶确乎没

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

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

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

他们嗡嗡地闹着。 

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像紫芽姜一般的小

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因为不成功，

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

高得多，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

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

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整个地闪闪地生

光。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

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这

回确是一个大阿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

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 

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对了他拍

手，点头，嘻笑。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晴

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一层

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连续的晴天又

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

尽了。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

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

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

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

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

初雪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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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诱惑 
揭开面粉的神秘面纱----让烘焙变得简单 

    ~尚宫厨房~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家里自己动手烘焙。现在人对于烘焙

的乐趣，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好吃的烘焙五谷杂粮食物上，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的乐趣。 

大家在做烘焙的时候都会遇到面粉的选择问题。面粉是一种由小麦磨成的粉末。按面粉中蛋白质含量的

多少，面粉可以分为高筋面粉、中筋面粉、低筋面粉。翻开你家面粉的成分表，看蛋白质一栏，如果是百分

之十几的，多半是高筋粉，如果是百分之七八的样子，那就是低筋粉了，all purpose则是一个折中。就这

渺小的百分之几的蛋白质含量差异，对面团性能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高筋面粉 Bread Flour 

高筋面粉含11.5 ~ 14%左右的蛋白质，由于蛋白质的含量较高，面筋

产生相对容易，因此筋度强，多用来做面包等。高筋面粉在发酵的过

程中，酵母菌产生的气体被具有极高延展性的面筋包裹住，形成一个

个的小气室。烘焙开始后，这里面的气体开始膨胀，最终，温度达到

一定值以后，蛋白质变性淀粉糊化，把这个小气室固定了下来。对于

面包来说，高筋粉可以让面包更有弹性，更蓬松。 

中筋面粉 All Purpose Flour  

一般的面粉都是中筋面粉。中筋面粉含有约9.5~11.5%左右的蛋白质，筋度及粘度较

均衡，是适用范围最广泛的面粉种类，适合制作馒头、包子、烧饼、芝麻球等吃起

来软中带点儿劲道的面食点心，另外大部分中式点心都是用中筋面粉来制作

的。 

 

低筋面粉 Cake flour  

低筋面粉含有约6.5 ~9.5%左右的蛋白质，筋性亦弱，最适用制作各式

糕点、戚风蛋糕、开口笑、锅饼等口感松软、膨松的蛋糕、点心及各式饼干。 

 

如果没有合适的面粉，可以用手头上现有的面粉转化成所需的面粉： 

 中筋面粉转换成低筋面粉 

4份的中筋面粉+1份的玉米淀粉=5份的低筋面粉 

 高筋面粉转换成低筋面粉 

 1份的高筋面粉+1份的玉米淀粉=2份的低筋面粉 

 高筋面粉转换成中筋面粉 

5份的高筋面粉+3份的玉米淀粉=8份的中筋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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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30, Sat, 2016 

7 - 9:30 P.M. 

Ticket: $3 

Fine Art Center, Regis College 

235 Wellesley St  

Weston, MA 

牛顿中文学校 NCLS 

Event Committee 

eventcommittee@newtonchineseschool.org 

www.newtonchineseschool.org 

牛顿中文学校 NCLS  

根在中国为异客， 

每逢春节倍思亲。 

歌舞醉心荡清波， 

相聚一笑为知音。 

敬请赞助、参与、欣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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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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340-9178 
517 Washington Street, Newton, MA02458 

网站        http://www.starlident.com 

电子邮件    xingfan@starlident.com 

牛顿 

星光 

牙科诊所 
Starlident Newton Dental Office 

 经验丰富 精心诊治 

 接受保险 收费合理 

MassHea l th  

D r . 樊 星  
週二，週四，隔週週六：9:30am - 5:30pm 

其他門診時間請電話預約 

（清早、晚間、週日下午均可預約） 

全新设备 

数字X光 

标准消毒 

周末门诊 

 

 成人短期正牙（Six Month Smiles） 

 即時及定期檢查，洗牙和保健 

 牙齒美容：全瓷冠，瓷貼面，漂白牙齒 

 牙周治療／根管治療／拔牙 

 活動假牙：全口假牙，局部義齒 

 牙齒修復：無汞白色補牙，牙冠與牙橋，種植牙冠修復 

http://www.starlid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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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学校成人舞蹈班排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