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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Zhenghou Fang, a Lexington resident, started to practice Chinese calligraphy in his childhood in China.  Under 
guidance of some well-known Chinese calligraphists in Tianjin, a city near Beijing in North China, he leaned and 
practiced Chinese calligraphy in different styles of the Regular Script (Kaishu), the Clerical Script (Lishu), and the 
Cursive Script (XingShu) for decades, his artwork was highly praised and exhibited in different calligraphy exhibi-
tions in North China.  After retired, he taught calligraphy at Senior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cademy in Tianjin, 
China.  Came to America, as member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ssociation of New England, he has participated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calligraphy exhibitions and programs in Boston area, currently he works as a Chinese Calligraphy 
teacher in Newton Chinese school. 

 

Dr. Yahong Shen, a Lexington resident, graduated from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Dr. Shen has made Chi-
nese Brush Painting her passion for years. Her artwork has appeared in solo and group exhibits in Boston, Welles-
ley, Chelmsford, Lexington in Massachusetts, as well as New Hampshire and Sorrento, Maine during the past dec-
ade. Some college and graduate students in America and Canada even use her paintings as samples in their theses. 
Mr. Fang and Dr. Shen offer adult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courses in Newton Chinese School. 
 
You are very welcome to join us and share our interests and love for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mailto:fangyaox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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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比较中印两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发展情

况。相对而言，中国留学生更甘于埋头苦干，不乐于发表意

见，不善于交际和推销自己。我们的文化推崇隐忍和厚积薄

发，但与时俱进，也要切实地尊重和鼓励独立思考和各抒己

见。 

本期校刊，陈励老师就中文学校的两套教材发表了自己的

看法，供学生和家长选择课程时参考。任何东西有长处也有短

处，平衡看待，因人而异地取舍。但两种教材都能提供一个经

年、持续、渐进的中文学习平台，只要孩子和家长坚持下来，

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结果。在东南亚诸国的华人把中华语言和文

化代代相传，是美国华人的榜样。我们在这片土地上一起努力

吧。 

数学组长赵一兵在其为校刊精心撰写的稿件里，探讨了牛

顿中文学校的数学教学工作，旨在在确立系统的数学教材和建

立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我个人建议他自己开一门“幽默数学”

或“数学里的幽默”， 实在不和他的胃口就退而求其次，

“趣味数学”。 

在此还特别感谢学生们优秀的稿件。写作是表达个人意

愿、情感和思想的重要方式， 还能帮助孩子们养成独立思考

和自我管理的习惯。用中文写作也会激励他们学习中文的热忱

和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里汲取精华。 

学习的目的不是学习本身而已。就如让孩子学十多年的乐

器，或画画，或练体育武术，也许不是要成为音乐家、画家、

运动员或武术家，而是获得吃苦耐劳和坚持不懈的品质。中文

学习贵在坚持，孩子也将体味坚持的意义。 

牛顿中文学校校刊  

编辑 ： 丁亮    李青俊 

电子邮箱： editor@newtonchineseschool.org 

六年来 

等你花开 

从两片叶缝里 

你蹑手蹑脚地出来 

婷婷玉立，娇艳欲滴 

在我的眼里，盛开的 

不是君子兰的花朵 

却是养花人的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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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7日，在F.A.Day 中学礼堂，各个年级和艺术班的

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献上了精彩纷呈的节目，来

庆祝猴年。感谢家长会、老师和孩子们的努力准备和

倾情演出。祝大家新年里，完事如意，健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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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级各合并成了跨年级的小组。年级组长起到

了沟通作用，并参与教师招聘和培训工作。学前班年

级与一、二年级组结合，由王瑞云老师负责三个年级

的培训安排。学校还打算加强教室管理和安全方面的

培训。 

夏铭副校长还谈到了通过年级组长会议收集到的

关于教师活动和与社区邻里互动方面的反馈和设想。

感恩节教师联欢会后，有些老师提出联欢会的地点选

在Woburn比较远；建议明年能否在牛顿附近举行；在

增强和中文学校周围邻里的联系方面，建议邀请学校

入口处的几家邻居参加学校的春晚活动，并在学期初

举行Open House，邀请附近居民来参加活动和了解我们

学校。 

家长会顾建桥会长做了工作报告。本届家长会在

第一季度配合学校多个部门，在家长值班，消防演

习，牛顿市议员选举，教材发放和统计，和教师感恩

节联欢晚会等工作方面都尽心尽责，任劳任怨，不折

不扣地完成任务，受到学校各界好评和赞誉。目前正

在进行春节联欢晚会的筹款工作。 

家长会顾建桥会长做了工作报告。本届家长会在

第一季度配合学校多个部门，在家长值班，消防演

习，牛顿市议员选举，教材发放和统计，和教师感恩

节联欢晚会等工作方面都尽心尽责，任劳任怨，不折

不扣地完成任务，受到学校各界好评和赞誉。目前正

在进行春节联欢晚会的筹款工作。 

赖力校长再次感谢家长会的支持，并总结了今年

的火警演习和表扬了募捐活动进展良好。邓永奇董事

长建议今后募捐的对象包括非华裔商家。 

高磊董事汇报了支教工作。今年支教工作的各项

活动开展顺利，学生和家长非常积极，募捐活动很成

功。 

2015年12月19日，董事会在邓永奇董事家召开了

2015－2016年度的第二次会议。董事会成员邓永

奇、赖力、郑凌、高磊、赵怀龙、顾建桥、赵一

兵、梁楠出席了会议，副校长夏铭列席。肖广松董

事因出差在外所以进行了电话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邓永奇主持，按照会前集体审议

的议题大纲进行。 

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家长会副会长列席董事会

会议的决定。这一举措将更有利于开展学校工作和

培养家长会的领导梯队。 

赵一兵董事首先汇报了学校的财务状况。我校

的财务状况良好，长期基金继续增长；建议董事会

设立一个目标来更好地发挥长期基金对学校的作

用。赵一兵董事还重点总结了秋季学期教材的购买

情况和教材管理方面的策略，建议一定要准确清点

书籍的库存数目并且库存数要及时输入到书籍管理

系统中，订书的数目由系统提供。赵一兵董事提出

了我校数学班的教材安排方面的一些设想。 

接下来，赖力校长呈交了学校财务总结账目

表，财务收支基本与去年持平，支出上增加了

Storage Rental。校长汇报了校行政的工作： 

 春季注册系统已设置完毕，做好了春季招

生的准备 

 学校本学期以来与社区的沟通方面颇有成

效，夏铭副校长做了很多工作 

 新学期校刊取得了成功，并且在宣传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 

 学校考虑进行First Aid 方面的培训 

夏铭副校长报告了教学方面的工作进展。教学

管理上保留了年级组长的结构，中文七/八年级和

校董事会第二次简报 

梁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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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楠董事汇报了《中文》补充材料的编写进

展：经由校行政同意，今年从《中文》三和四年

级开始编写包括补充材料在内的教案，目前已完

成四课的编写，并进行了课堂实践， 反应良好。 

 郑凌董事报告了人才资源管理工作的进展。报

告中提供了目前我校教职工人数和教师数据库的

设计。报告还就教师招募渠道、招聘程序、上岗

培训、新教师试用期和年度反馈等方面进行了详

细的分析和计划。 

时间飞快地过去，董事长请大家思考没来得及

进一步讨论的一些议题，例如：NCLS校友会应该如

何设置和运作。会议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

束。 

《阳春飞雪•一》 

瑞雪踏春来， 

婀娜漫天开， 

坐落枝头看， 

谁解吾情怀？ 

 

《阳春飞雪•二》 

半夜梳妆起， 

摇曳飘临地， 

虽停不一日， 

亲尝暖春时。 

 

《阳春飞雪•三》 

晨雪蝶飞寻安殿， 

午阳身化渴回天， 

阴晴转换一瞬间， 

自信骄满紧相连。 

《阳春飞雪•四》 

银装金光送冷暖， 

一日两季多奇幻， 

高山湖泊岂自然， 

谁言人定能胜天？ 

 

《阳春飞雪•五》 

翠柳含苞待， 

初春雪迟来， 

疑是天公醉， 

寒冬梦蓬莱。 

 

《阳春飞雪•六》 

春眠不觉寒， 

银被尤温暖， 

嫩草梦梨园， 

青衣何时还？ 

 

《阳春飞雪•七》 

青松迎天立， 

侧柏喜卧地， 

一觉春雪至， 

不再分彼此。 

 

《一月冰雪》 

冰雪压树枝， 

头垂腰干直， 

静待天晴时， 

吾自把身起。 

顾剑桥 家长会会长 

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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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幼儿园到现在，我在学校遇到的老师很多，他

们都很值得我的尊敬和爱戴。但是在我的生活中也有

许多相当棒的老师 。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三人行必

有我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优

点和长处，每一个人的专长都值得我去学习，所以谁

都可以成为我的老师。 

在我身边就有一位知识面非常广，又有耐心的老

师，但当你见到他，你肯定不会相信那么可爱，那么

活泼，而且比我小四岁的小男孩是我的老师。同时还

是我那爱做恶作剧的弟弟。 

别看我弟弟才刚刚上小学四年级，但关于科学知

识方面他比我要知道的多很多。他经常喜欢在网上自

己学习科学知识，然后立马就能滔滔不绝的给我“上

课”。可有意思的是我这个不爱科学的人，还总是能

被他带到他的科学世界里。几天前他就给我上了一堂

人体器官和细胞的课。这些知识学校的老师已经给我

讲过很多遍，但不知为什么它就像流水一样溜出我的

脑袋，我根本就记不住。可是我弟弟总能把那枯燥无

味的科学知识讲的活灵活现，引人入胜，同时加上行

为语言，让我一下就理解并且深深的记住。例如弟弟

在讲人脸的时候，他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又有些恶

心的科学事实：每一个人脸上都有小小的螨虫，不管

你多用力的搓，多费劲的擦，就算把脸烧掉了，那些

小螨虫还会在你脸上挪动。你说，他给我讲了这么有

趣的科学知识我怎么可能记不住呢？ 

我弟弟除了科学知识，还懂得很多游戏方面的知

识，和很多希奇古怪的东西。他经常会做出一些让人

惊讶的事情。比如，有一次他在亚马孙上买了一包有

机蟋蟀粉，要我和我妈妈帮他做成蟋蟀饼，理由是他

听说蟋蟀粉更有营养，更健康，还节省能源。我非常

爱我这个可爱，调皮，捣蛋，知识渊博的老师。 

 

学生园地 我的老师 

周芷清 14岁 

牛顿中文学校马立平八年级 

指导老师： 郑凌 

祝贺牛顿中文学校的学生周芷清和唐牧阳

获得侨报作文比赛所在年级组别的三等

奖。近年来华人越来越重视子女的中文教

育，参赛热情很高，使得作文比赛竞争激

烈。两位学生的成绩可喜可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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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开心，而且也能让你自己开心！ 

我有时在想，孝就像笑，是可以传染的。大人

孝敬长辈，孩子们看见了，就会像大人学习，长大了

以后，他们也会孝敬父母的。你现在孝敬别人，等你

长大了也会被别人孝敬，意思就是说，孝敬别人也就

是孝敬你自己！所以，孝敬别人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

事情，做得越多越好！ 

孝就是笑，每次在脑袋里转一圈，我都感觉像

是我在编一个词典，每一次都在“孝“这个词上加一

个意思，每个意思都离不开笑，开心一笑就蹦出来

了，就像一条小溪一样，一直不断地流下去。 

 

 

 

开心一孝 
 

唐牧阳 

牛顿中文学校七年级 

 

一开始，爸爸跟我说这一次作文比赛题目是

“孝”，我还以为是微笑的“笑“。他听了哈哈一

笑，说这是孝敬的“孝”。接着又问我 ”你知道什

么叫孝吗？”  我回答说： ”孝就是帮助父母做点

事情，感谢他们小时候养我们，就像乌鸦反哺故事里

说的那样。” 

过了几天，妈妈又问我孝是什么意思。 我

说： “我本来觉得孝跟笑只是读音很像，现在我发

现，其实孝跟笑意思也差不多！你看，我刚

刚想到的，孝敬父母，让父母开心，笑口常

开，这就是孝。而且，如果你一直都很开

心，天天都笑，他们看了，更高兴，这也是

一种孝。” 我很得意，因为我想到了这一

点。但我没发现的是，在我一直得意洋洋的

时候，妈妈脸上也挂满了一副灿烂的笑容。 

听说，小时候，我不怎么喜欢婆婆，老是抓

她的衣服。但是有一天，我笑眯眯的对婆婆说 “我

喜欢你。因为，你是我妈妈的妈妈，我喜欢我的妈

妈，所以我喜欢你！” 婆婆听了，特别的高兴，笑

个不停！ 每次想起这件事，我都感觉特别高兴！孝

就是笑，又从我的脑海里蹦出来了，我又加了一个意

思:  原来，孝其实很简单，说一句话就不仅能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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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记忆学习组词造句。 

《中文》训练学生在写作业的过程中完成组词和

造句，通过写的方式学习。 

3.选课要求 

《马立平》：学生要有一个说中文的环境，平时

孩子能够用中文非常流利和父母交流。 

《中文》：学生要有一个说中文的环境，能够用

简单的中文与父母交流；家长要用较多的时间辅

导孩子完成作业。 

  

最后，孩子能学好中文是我们每一位家长的愿

望。除了中文老师每周那1.5小时的指点教学外，

家长才是孩子喜欢和学好中文的名副其实的中文

老师。 

在牛顿中文学校，常常有家长提出这样的问

题：请给建议：我的孩子学哪一种中文教材更

合适？ 

  

牛顿中文学校从一年级学生开始使用《马立

平》中文和暨南大学编写的《中文》两种教

材。 

  

2015-2016学年，我有幸同时教一年级《马立

平》和《中文》，通过近一学年的教学，有机

会对这两种教材进行了比较，知道这两种教材

在对学生学习中文的要求，方法和目的的不同

之处。希望通过分享我对教学的体会，能帮助

家长们更好地为你们的孩子选择合适的中文教

材。 

  

1. 要求不同： 

 《马立平》注重认读。从认读短句子开始，句

子逐渐加长，最后是一篇小短文。一共有三个

单元，每个单元有6-7课。第一单元要求认读

105个生字，第二单元要求认读95个字第三单元

要求认读102个字。训练学生对字词的记忆和阅

读。 

 《中文》在读、写、用3个方面各有不同比例

的要求,写和用占较大比例。 1-6课是学习单

字,7-12课是学习句子。每课除了要求会写9-13

个生字外，还要求学生用学过的字组词和造

句。 

2.学习方法不同 

《马立平》训练学生大量阅读句子，通过阅读

教师家长园地 
选什么中文教材最好？ 

陈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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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久负盛名的牛顿中文学校的各种文化课教育中，

有一支不断壮大和发展的教学队伍 – 数学教学组。

这个现在拥有10位教师，并开设10个数学班，有150名

学生的教学组已成为除中文教学之外最大的文化课学

科，并在牛顿中文学校整体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 

说起牛顿中文学校的数学教学，就不能不回顾中文

学校数学教学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因为这里面饱含

着一大批辛勤的

园丁和历届校董

事会，校行政工

作人员的默默耕

耘，特别是近几

年来，学校对数

学教学改革和发

展的大力扶植和

支持。 

回到二十年

前，当时中文学

校的数学教学还

是一片待垦的处

女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一些学生家长尝试性的开

设几门数学补习班，才有所突破。正是这些补习班的

设置培育了牛顿中文学校数学教学的萌芽。随后的几

年中，中文学校的数学教学基本上是以这种补习班的

形式慢慢地发展。为了加强对数学教学的管理以及更

好的规划未来，2002年校行政决定正式成立数学教学

组，把数学教学纳入学校的统一管理。从此数学教学

结束了松散运行方式，开始走上了教学系统化的发展

之路。 

一个系统化的教学首先是要有一套完整的教学大

纲。我们的数学课自教学组成立以来一直试用的是美

国公立学校小学到高中的课本。所教授的内容是各门

课的教师根据班级的实际情况自行安排。先后开设了

算术课，代数入门，初级代数，高级代数，PSAT班，

SAT班，以及于2010年开设的高中几何班，和2015年

开设的高中微积分课程。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也在教

师们的努力下不断地完善。可以说这些课程的开设和

教学大纲的制定基本上涵盖了美国学校数学教学大刚

中的主要内容。

从形式上看，我

们的数学教学至

此已经完成了系

统化的工作，并

与公立学校的教

学形成一一对

应。学生们可以

通过这些课程的

学习提前了解和

掌握将来所学的

基础知识。可是

随着教学工作的

不断展开，这个以美国学校大纲为基础的系统化教学

出现了消化不良的情况。由于中文学校是周课时制，

在课时上远远少于常规学校的日课时制，所以不可能

一学年内完成教学大纲中制定的全部内容，这就造成

课程间教学内容的衔接问题。另外，关于我们中文学

校数学教学的定位一直是大家关心和讨论的议题，到

底是以打好基础和 提高学习兴趣的教学方式为主还

是以提高成绩为目地的教学方式为主。前者更适合于

广大的学生，后者则适合于小班教学。这两个议题 

在探索中前进的牛顿中文学校数学教学 

赵一兵 数学教学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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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关联，都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 

经过长期的研究讨论和广泛征求意见，数学组首先

确定了为学生打好数学基础的教学方针。与此同时，

商讨通过改用新加坡数学为新的数学教材。采用新加

坡数学教材缘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新加坡数学在美

国享有一定的声誉，这会帮助学生开阔眼界，有利于

提高数学水平；二是我们所选择的教材系列从内容到

教学时间上都比较符和我们中文学校的实际情况。使

用这套系统从根本上解决了课程间的内容连贯性问

题。历时4年的努力工作，我们数学组在不影响在校学

生数学学习连贯性的前提下，逐渐地把6个年级的教学

课本全部转换到新的课程体系中。可以说是完成了一

次历史性的大变革。当然，最终能否达到预想的效果

还是要通过长时间的实践才能得到证实。现在的牛顿

中文学校中有4-9年级六个班教授新加坡数学，有两个

班为SAT辅导班，还有一个班是为高年级学生开设的微

积分课程。除此之外，我们还实验性地开设了数学竞

赛班，为那些喜欢数学并希望能在数学上能进一步深

造的学生提供一个学习的平台。与此同时，为了提高

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以及加深学生们对数学问题的更深

的了解，扩大知识面，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还

连续举办了四届学校范围内的数学竞赛。通过对获胜

学生的奖励以激励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谈牛顿中文学校数学教学也一定要说一说我们的教

师队伍。我们这个在外人眼中很“高，大，上”的团

队中，有科班出身，现正在英语学校教数学或从事于

其它行业的专业人士，也有自学成才，并拥有丰富数

学教学经验的非专业人士。这个由十几个人组成“杂

牌军”队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热情和奉献。所有

的教师都是利用自己工作之余的时间备课，讲课，甚

至是评判作业。他们在教案的编辑上和授课的水平上

不断地提高自己，丰富自己。因为他们深知自己身负

的责任，就是把所学的知识和经验有效的教给学生，

让学生在这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能取得最大的收获。由

于中文学校的特殊性已及教师成员的工作性质，我

们的教师队伍也经常面临着人员的流动问题。这也

给教学的连续性已及合格教师的培养代来很大的挑

战。在校行政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我们逐渐规

范化了对数学教师后备力量的储备和培养。让更多

的有能力，有热情的人们加入到我们的数学教学队

伍中来。与此同时，学校也大力鼓励有想法有经验

的人士开设多种形式的数学课以丰富我们的教学。

目的就是让中文学校的数学教学能和我们的中文教

学一样，用我们的质量为社区和孩子们的学习贡献

力量。 

牛顿中文学校的数学教育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中文学校发展不可缺少的一大教学项目。

虽然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的数学教学取得了很大

的发展，但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许多地方还需

要不断完善。比如，我们仍然面临着教材供应保障

的问题；我们的数学教学是否能满足广大学生们的

需求；如何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如何提高

学生们对数学学习的兴趣，以弥补公立学校教学的

不足，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学校，教师，

家长和学生们方方面面的支持。总之，套用过去的

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让我们以

此为共勉，为把中文学校建立成一个优质的数学教

学基地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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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人生 

传奇 
作词： 刘兵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想你时 你在天边 

想你时 你在眼前 

想你时 你在脑海 

想你时 你在心田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约 

今生的爱情故事 不会再改变 

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旁 从未走远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想你时 你在天边 

想你时 你在眼前 

想你时 你在脑海 

想你时 你在心田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约 

今生的爱情故事 不会再改变 

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旁 从未走远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多看了你一眼  

知名词作家刘兵，他所作的《传奇》经天后王菲的嗓

音演绎，被大家所熟知。他的词真挚缠绵，实乃人间

天籁。非常欢迎他和家人来到牛顿中文学校，并热心

参与家长会，成为牛顿中文学校大家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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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命的思考，是对生之苦难的抗争，而主题则都是对

生命力量的描述和渲染。Ying Quartet领略到了贝多芬的

灵魂。在他们演奏的时候，他们的灵魂穿越时空，和贝

多芬的灵魂交融，向听众传达了那些美妙的关于生命的

真谛。 

他们的热情和全身心的投入，也深深感染听众。特别

是那些开始学琴的小听众们，漫长的学琴生涯不就是要

锤 炼 这 样 的 品 质 和 精 神 吗 ？ 

的确，当人们多听听贝多芬的音乐，世界不会变得更美

好一点吗？一个人还甘于困惑、平庸或不敢坚持自我

吗？  

 

该场音乐会是在我校任教几十年的谭嘉凌老师领导的中

华表演艺术基金会组织的。谢谢谭老师！ 

 

我是古典音乐的门外汉。喜欢听古典音乐，

但不能说出喜欢的理由，更谈不上乐评了。三月

26晚有幸欣赏了由Ying Quartet 在New England 

Conservatory 演奏的贝多芬四重奏，忍不住写下

几句。 

贝多芬是我最喜欢的作曲家。一个绝顶的天

才少年，不幸的童年，成名之前的挫折，人生的

磨难。他对生命的体验、扣问、诠释和颂赞的广

度和深度，因着他所受的苦难和面对苦难的坚

韧，没有几人可比。莫扎特是一个阳光里蹦跳的

音乐天才，而巴赫沐浴在宗教的宁静祥和里。苦

难，孕育着深度的人生体验和感悟。 

贝多芬的曲子简洁，深沉，遒劲，浑厚，高

远。月光奏鸣曲皎洁如雪，柔情似一江春水，欲

放还收。命运交响曲，把悲怆化为力量，催人奋

进，永不言弃。欢乐颂是他晚年历尽人生坎坷而

且连自己的音乐都听不到的时候所作，超越肉体

和这个世界的极乐境界，不愧是灵魂的喜乐之

歌。看过一部讲述东德窃听和迫害民主人士的电

影，有这么一句台词，“如果那些坏人也听一听贝

多芬的音乐，怎么还会与人为恶呢？” 

Ying Quartet的演奏水平自有专业人士的很高

评价，得到“精湛的技术，独特的乐感，生动的想

象，和不竭的热情”的赞誉。他们当晚四重奏的演

奏，四人如一体，配合默契，大提琴低沉，中提

琴持重，两把小提琴清脆激扬。贝多芬作曲时应

该是想到那高低起伏、明暗浓淡、喜怒哀乐、得

失荣辱、主次先后的众多自然和人生万相。不管

万籁噪杂，黑白难明，清浑不分，贝多芬的音乐

总是给出主题，及时、鲜明、简洁而有力，好似

曙光刺破黑暗，潮退而滩现。他的曲子似乎都是

听Ying Quartet 音乐会后的感想 

丁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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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春雪》 

卢涛 家长会副会长 

 

飞花雪飘三月天， 

春满园，妒人间， 

冰雪奇缘白岭关； 

舞玉蝶，撒雪麦， 

疑是千树梨花开 

白茫茫，盛银装， 

一抹胭脂出杏来。 

 窗外窗内 

蔡 洁 

 

窗外, 小草 

疯狂地长 

放肆地铺满荒芜的源头 

 

窗内, 我 

轻轻地呼吸 

笔尖饱沾彩稠 

从纸的上头舞到下头 

 

窗外 

春色呼唤惊艳了人生的小路 

五彩的日子里 

忘记了大千世界的喧闹 

 

窗内 

我展纸跃笔 

伴着时光 

留下心中的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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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用这12张图，教育了10亿

感恩 很多人把感恩当成一种付出，其实感恩

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朋友 影响个人幸福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人际

同情心 这个世界上本来是没有什么冲突的，

当我们只是站到自己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时候

冲突便发生了。  

学习 大脑就如肌肉，锻炼的越多收获也越多。  

解决问题 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与困难，其实正

是开启你智慧的法门。  

做事 发现工作的价值与意义，是获得幸福感的

重要方法。  

给予 当你给予的同时已经拿到了给予的回报。 

施比受更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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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作者版权所有  

原谅 人们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用别人的过

错惩罚自己，原谅与接纳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是

当下 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未发生，只有今

天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生体验。  

欣赏 如果我们用欣赏的眼光对人对事，你更

多地会发现别人的优点、欣赏别人的优点。  
知己 所谓的知己就是找一个真正懂我们的人！   

承诺 承诺一方面是对自己，另外一方面是对别 乐观 在困境中保持乐观，在顺境中保持低调，

既是一种选择又是一种智慧。  

无条件的爱 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  爱自己 一个不会爱自己的人通常也不具备爱别

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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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1868～1936）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出身贫苦，刻苦自学文化知识，并积

极投身革命活动，探求改造现实的途径。  

1901年他创作了著名的散文诗《海燕之歌》，塑造了象征大

智大勇革命者搏风击浪的勇敢的海燕形象，预告革命风暴即

将到来，鼓舞人们去迎接伟大的战斗。 

这个敏感的精灵，——它从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

了困乏，它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

的！  

 

狂风吼叫……雷声轰响……  

 

一堆堆乌云，象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

大海抓住闪电的箭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

这些闪电的影子，活象一条条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游

动，一晃就消失了。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

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

之间，海燕象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

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

乌云听出了欢乐。  

 

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

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

利的信心。  

 

海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呻吟着，——呻吟着，它们

在大海上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掩藏到

大海深处。  

 

海鸭也在呻吟着，——它们这些海鸭啊，享受不了

生活的战斗的欢乐：轰隆隆的雷声就把它们吓坏

了。  

 

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在悬崖底

下……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

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直压下来，而波

浪一边唱歌，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那雷声。  

 

雷声轰响。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风争

鸣。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恨恨地将

它们甩到悬崖上，把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碎

末。  

 

看吧，它飞舞着，象个精灵，——高傲的、黑色的

暴风雨的精灵，——它在大笑，它又在号叫……它

笑那些乌云，它因为欢乐而号叫！  

海燕 

高尔基 

https://www.baidu.com/s?wd=%E5%B7%A8%E6%B5%A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knvn4PHRvPHnYPjcLuW0s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m1rHmLn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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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齐国的国君齐宣王爱好音乐，尤其喜欢

听吹竽，手下有不到300个善于吹竽的乐师。齐宣王

喜欢热闹，爱摆排场，总想在人前显示做国君的威

严，所以每次听吹竽的时候，总是叫这不到300个人

在一起合奏给他听。 

有个名叫南郭的处士听说了齐宣王喜欢听合奏，

觉得有机可乘，是个赚钱的好机会，就跑到齐宣王那

里去，吹嘘自己说：“大王啊，听过我吹竽的人没有

不被感动的，就是鸟兽听了也会翩翩起舞，花草听了

也会合着节拍摆动，我愿把我的绝技献给大王。”齐

宣王听得高兴，很爽快地收下了他，把他也编进那支

300人的吹竽队中。 

这以后，南郭处士就随那300人一块儿合奏给齐

宣王听，和大家一样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心里极为得

意。 

其实南郭处士他压根儿就不会吹竽。每逢演奏的

时候，南郭处士就捧着竽混在队伍中，人家摇晃身体

他也摇晃身体，人家摆头他也摆头，脸上装出一副动

情忘我的样子，看上去比别人吹奏得更投入。南郭处

士就这样靠着蒙骗混过了一天又一天，不劳而获地白

拿丰厚的薪水。 

但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年，爱听竽合奏的齐宣王

死了，他的儿子齐湣（mǐn）王继承了王位。齐湣王

也爱听吹竽，但他喜欢听独奏。于是齐湣王发布了一

道命令，要这300个人轮流来吹竽给他欣赏。南郭处

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他想来想

去，觉得这次再也混不过去了，只好连夜收拾行李逃

走了。 

像南郭处士这样不学无术靠蒙骗混饭吃的人，骗

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假的就是假的，最终会因逃

不过实践的检验而被揭穿伪装。我们想要成功，唯一

的办法就是勤奋学习，只有练就一身真本领，才能抵

挡住一切困难、挫折和考验。 

滥竽充数 

唐朝诗人 贺知章 

《咏柳》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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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糊塌子 

 去过北京的人都知道，在北京你可以品尝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不

同风味的美食。但到了北京，品尝北京特色小吃是必须的。新出炉的

烤鸭，胡同串子里的豆汁和焦圈儿等等，这些只有身在这个城市，才

能完整的体会地道北京小吃的美味。 

 糊塌子是北京地区汉族传统小吃之一，也是家庭餐桌上的一个

主食品种，足不出户，不用排队，就可以在家里按自己的口味做出味

道鲜美，风味独特，老幼皆宜的美食。 主料包括西葫芦(zucchini )和鸡蛋，煎好之后通常配着蒜醋

汁一起吃，在蔬菜丰盛的夏秋季节，绝对是寻常人家最美味舒适的享受之一。 

2.加盐，黑胡椒，面粉，鸡蛋，水。用普通面粉就行，
但是，我喜欢用HMART买的这种面粉。 1.把zucchini 擦成丝 

3.搅合成糊糊状。（一定要充分搅

拌，没有面疙瘩为止。） 

4.用少量的油（比炒菜的油还要少。小火摊成

饼。即可。趁热吃。 

最后，每家做糊塌子的口味都不一样。但一定要小火慢慢的烙，做糊塌子粘鍋是最令人头疼

的，油倒少了容易粘鍋破皮，油倒多了太油膩，沖淡了糊塌子的清香氣口感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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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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亚虹老师绘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