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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算子 东方会
—— 和杜炎武先生

偶有东方会，

略帶相思归。

作者 宁可

杜词 卜算子

偶有北风吹，

谁把歌唱出真谛？

略帶海风味。

欲共牵手回 ！

谁把大雪洒大地？

我为诸君醉，

欲共白雪寐！

我为見君来，

君我齐张嘴。
君我拼一醉。

白兰橄榄树下美，
白兰地酒喝瓶干，

坐看今晚谁？

坐看雪花坠！

风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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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情 画 意 篇

走下去
丁 亮

我有一颗敏感的心。

想起去年秋叶挂在树枝上，
摇摇晃晃，虽然阳光百般抚
慰，还是随风坠落。身子半
埋在树下的泥土里，秋雨打
湿了，让人不由得生怜。落
在湖水或小溪里的，随波起
伏，转眼不知去了哪里。

即便今天阳光明媚，似乎早
春已至，听着某处几声鸟
啼，心中不由得酸楚，是那
种分不清希望还是失望的味
道。

波士顿的冬天不会这么快就
告别了。她如果走了，我就
要想念雪的白，火炉的温
暖，大街的冷清，甚至天空
的灰沉的脸。

旋律。或充满希望，生机勃
勃，或荆棘遍布，举步维
艰。季节的交替所带来的感
怀，也只是人的心境不由自
主的流露， 就如云儿掠过
湖面时窥见了自己的模样。

我曾经迷茫，却横冲直撞。
也曾日夜恍惚，心神不宁。
曾恐惧无助，冷汗袭背。也
曾欲哭无泪。前面已经有
路，却不敢迈出一步。想
来，一个萎缩了的生命是多
么的悲哀啊。

庆幸的是，苏醒了的灵魂可
以随季节而优美地跳动，一
路地走下去。

雪莲
丁亮
天山没有让我跪在脚下，
我也不曾骑在他的头顶，

山上的雪莲，我童年时的传说，
梦里玉洁冰清。

她其实矮小，笨拙。
插在山石的中间，
风也不来搭理。
傻傻地向着头顶的云儿笑着。

我如果是花草，
就作天山上的雪莲。
不恋富饶的土壤，
也不和百花争艳。

傻傻地向着白云笑着，
一切都平淡稀薄，
如我和白云间的空气。
我紧紧地拥抱着自己。

人的起伏转折，就是生命的
风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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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丁香花，反而不知丁香般的姑娘是啥样了。

春华秋实篇

初次知道丁香般的姑娘自然是从戴望舒的诗《雨
巷》里。读过诗后，印象里丁香般的姑娘是瘦瘦

丁香一样的姑娘

单东旭

的，穿着素雅，留着长发的。雨伞下应该看不清她
的面容，但一定是江南女孩细致的样子。初次知道
丁香花，也是从那首诗里。可读过诗后并不能想象
出丁香花的样子来，只是觉得丁香的味道，一定是
让人忧怨的味道，弥漫着那个雨巷里走过的姑娘让
人好奇，让人怜惜，却不得而知的故事。这样的诗
可以欣赏，这样的意境可以想象，但现实里的那个
姑娘到底是什么样？

人就是这么奇妙，可以看几句诗文想象出一个故
事，由一花一景，映衬出世事苍凉，甚至将自己置
身其中。而现代的音像技术更让这种想象往极致发
展。对我触动最深的是看电影《Avatar》了。记得
当时看完电影，真不愿意电影院里的灯光亮起。电
影里的场景是那么细腻逼真，色彩那么丰富动人，
让人觉得那俩仨小时就是和电影里的人物一起生活
在那个环境里一样。走出影院，反差之大，让我觉
五月，又去剑桥闻了丁香，又和大家分享了
丁香的照片。

得蓝天都无色了，日光下的房屋，树木，土地是那
么简单，平淡无味。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了好几天，
直到电影里的影像在脑海里渐渐淡去。

一位朋友笑问，有没有丁香般的姑娘? 我还
真琢磨了一下，答道，不知道丁香啥样子
时，脑子里还真有丁香一样姑娘的样子，见

想象给人了超越现实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人可
以在想象里体验现实里没有的美好。情人眼里出西
风 编

牛顿中文学校校刊

情 感 随 笔

Page 6

施，说得就是这种情况吧。人也可以在幻像里

有玫瑰牡丹那么华丽尊贵。它的香味，也没有

逃避现实里的痛苦。那么多人舍命去贩卖体验

戴望舒诗里的幽怨，但那香味是融在空气中

毒品，算是人对这种能力的滥用了。也是因为

的，无论是雨天还是晴天，你走过那里，就能

有了这种能力，人可以不拘现实地去创新。当

感到是包容在丁香的香味里。现实里，我认识

乔布斯把这种能力用到工业设计时，他创造了

了丁香，却没有了想象里的诗中的丁香般的姑

领导世界潮流的苹果产品。

娘。

想象和现实要有合适的均衡。如果过于沉迷于

不过，那天在街上我倒还真遇到了一位姑娘。

想象里的虚幻，人就可能发展出逃避现实的倾

在一个错落有致，姹紫嫣红的院落前面，我正

向，或有不切实际的计划和设想，不易实现。

要给岳父岳母照张相，才注意到院子里蹲着一

如果一个人过于现实，往往容易把自己放在现

个人。她看到我们要照相，就站起来走离我们

有的条条框框里行事，固步自封。拿婚姻为

照相的方向，静静让在旁边等我们照完。出于

例，等过了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想象丰富阶段，

礼貌，我照完相走过去向她道谢，并随口夸了

现实里柴米油盐的繁琐，养育儿女的扯拌会一

她把庭院整得真漂亮。她笑笑对我说，谢谢我

下子让双方看到不浪漫的一面。不能从现实里

的夸奖，不过这是她妈妈的家，庭院的花草都

找到乐趣的人，就会有七年之痒，就会变成钱

是她妈妈种植打理的，今天周末她过来帮助干

钟书笔下《围城》里的“城里人”。

点活儿。她说一定会把我的夸奖转给她妈妈。
她个子高高的，也是长发，穿了个围裙，戴着

我不可能坐在电影院里让《Avatar》不停地放

手套的手里拿着花园工具。她没有江南姑娘的

下去，人们也不可能永远生活在虚拟的想象

细腻，说话时带着美国女孩特有的大发和开

里。用上天赋予人的想象能力，学会在日常的

朗。

平凡里发现美好，体验真挚，才能让人们的幸
福感持久恒长。

也许这才是丁香般的姑娘？在飘有丁香花味道
的阳光下，帮母亲理理花园，和过往的邻居或

看到了丁香花，才知道它的树型不算漂亮，松

陌路人聊聊家常。

散的叶子顶在散乱的裸枝上，花穗看起来也没

风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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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2014，我们全家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兴
高采烈欢送2014、欢天喜地迎接2015！

难忘的FIRST NIGHT

Boston First Night Parade是波士顿传统、古
老的欢庆新年的活动。今年受大波士顿中华
文化协会的邀请，我们iDance的三个妞带领

Cindy Zheng

着由家长们临时组成的扇子队载着热情欢快
的舞步，挥舞着五彩缤纷的扇子，冒着零下
10度的刺骨寒风舞过了长达1.1m的彩灯灿
烂、热闹非凡的波士顿中心地段，从Hynes
Convension Center出发，沿着Boyston
Street，结束于Boston Public Garden. 1.1m
的街两侧，观众游客据说有百万，人山人
海，人潮涌动，他们欢呼着呐喊着，为我们
带来的喜悦和对新年的美好企盼，高喊
Happy New Year！为现场火热的气氛所感
染，1.1m1个小时的路程感觉非常短暂，扇
子在手中欢快地随风轻舞，我们的舞步轻灵
跳动，始终是最灿烂地笑容和观众互动。好
像刚开始就结束了，我们深深陶醉其中，真
是意犹未尽！

在大波士顿地区的华人舞蹈队中，iDance算一支
后起之秀。成立之初，只有六个队员，都是来自
国标舞HP9班的学员。iDance成立不到两年的时
间，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好评。 Cindy Zheng就是

好多朋友赞叹我们的勇气，问我们冷吗只在
红艳艳的表演服内穿那么一件毛衣。我想说
当你们置身于那个特别的现场，有那么万万
千千的观众热情似火，热火朝天，热闹非

来自该舞蹈团体的队员.本文记录了她参加FIRST
NIGHT PARADE的经历.Cindy说，在海外，生活特
别简单，想跳就跳，喜欢就去，随意挥洒自己的
快乐，获得的全是朋友的掌声与鼓励。

凡，你只会是热血沸腾，怎么会冷呢！倒是
风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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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page10页）游行结束后安静下来，即

GBCCA是唯一受邀请的华人团体，做为

使穿上厚厚的棉衣，戴着帽子围着围巾漫步于

炎黄子孙，我们奉献的节目有舞龙、舞

火树银花的波士顿街头却依然冻得瑟瑟发抖。

狮、高山舞、民族舞、腰鼓、空竹和大

这就是游行的魅力！全民同乐的魅力！生平第

鼓。勇敢、聪明的中国人，不论你的足迹

一次不同寻常的体验，我为我们一家能随同数

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都有义务和责

千艺术表演者（儿子在抖空竹，老公随队放音

任把我们中国的美丽来传播，让世人了解

乐）在新年第一夜把平安喜乐带给波士顿而激

中国，喜欢中国！2015的钟声马上就要敲

动不己。

响了，让我们一起祈福，愿世界和平，愿
中国富强，愿我们在波士顿的小家都和睦

这次新年游行，共有45个艺术团体参加，

富硕，健康祥和！二O一五，更上一层
楼！二O一五，明天会更好！

星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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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中文学校2014 - 2015年度第三次董事会简报
l梁 楠

2015年2月22日，牛顿中文学校董事会在邓永奇董
事家召开了2014－2015年度的第三次会议。董事会成员邓
永奇、郑凌、高磊、赵一兵、肖广松、黄建华、彭太铭、
梁楠出席了会议。倪继红董事因事未能出席会议，但事先
安排由其他董事代理相关事宜。副校长赖力按惯例列席了
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邓永奇主持，由梁楠董事记录并整
理。会议按照会前集体审议的大纲进行。

执笔

和梁楠董事在下次会议上提出详细的新课程开设计划和新
学年课程表。
在教学管理方面，学校和老师从开学以来一直在
加强与家长之间的及时交流。绝大多数老师都做到了每次
课后更新博客或给家长发Email进行教学总结，受到了家
长的好评。王瑞云老师和赵肖东老师成功地组织了一场关
于中文学习的家长座谈会（Parents Forum），很多家长参

郑凌校长首先就学校的财务、招生、管理和行政
工作等方面做了详细的报告，赖力副校长在各方面进行了

加了并且很有收获；两位老师计划在三月份再举行一次这
样的座谈。

补充。本学年截止到２０１5年一月份的财务报表显示出
我校财务状况良好，为教学正常运作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学校还计划在春季学期分组进行教师培训：教

2015年春季招生工作顺利结束，新生人数比去年

《中文》教材的老师们分为K-2, 3-6, 和7-10年级组；《马
力平教材》的老师分为1-4和5-10两个年级组。培训时间为

同期有所增加，尤其是成人班级的人数增加较多。董事会
着重讨论了关于新时间段（12:15pm – 1:45pm）的使用和
管理。今年春季学校在新时间段试开的Chyten班和YoYo
班报名情况良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新增的时间段给教
师俱乐部和家长会的健身活动提供了场地，并给学校有关
的其它组织和会议带来了方便。校长决定今年的教师培训
将不再租用校外的场地，改为在校内的新时间段里进行。
此举既节省了以往租校外场地的费用，又更便于老师们参
加。
校长同时指出的是，新时段在停车管理方面遇到
一些困难和问题，有些早来的家长把车停在教师的车位
上，影响了教师停车。学校将与家长会研究如何共同配合
解决这一问题。
校行政将继续摸索这一时间段的管理办法和秋季
招生计划，在2015-2016新学年里将继续尝试增加开设在
这一时段的课程。在董事会上大家还提出了一些在新时段
开课和使用方面的设想，建议开设Drama/表演、Public
Speaking方面的课程，逐步增开目前学生人数众多、课堂
拥挤的低年级中文课，以及重新启动学校乐队/Band等组
织活动。董事会要求两位校长以及分管教学的赵一兵董事

三月至五月，利用新时间段（12:30-1:45）进行。
在讨论教师培训时，董事会特别建议学校进一步
关注新老师和助教的上岗培训以及年终总结工作，确保
他/她们熟悉学校的教学环境、教学特点和规章制度。 对
新教师的反馈和年终总结将作为学校在来年是否为该教师
续聘的依据。
郑凌校长汇报了在二月份召开的全校中文教学年
级组长会议的情况。在年级组长会议上，根据董事会上次
会议的要求，校行政主持征集和讨论了关于我校教材建设
的建议。组长们分析了当前我校使用的中文教材所遇到的
困难和挑战。大家就如何使教学内容更接近学生的生活、
使教学材料更吸引学生的兴趣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组长们
一致支持学校组织开发《中文》教材的补充教学材料，在
边编写边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地为我校各个年级使用
的《中文》教材和《马力平教材》提供补充材料。
董事会批准了编写中文教学补充材料的计划，认
为这是一项通过为教学提供符合我校学生需要的教学资
料，从而进一步提高我校教学水平的有力措施。董事会同
意使用学校的长期基金来支持这一项目。董事会委托梁楠
董事负责召集这一补充教材开发项目，并提议组建教材改
风 编

牛顿中文学校校刊

编团队的设想。 董事会并要求梁楠董事在五月份的第四
次董事会上提交教学材料开发计划。
在辅助教学的活动方面，学校将于春季学期举行
多个促进教学的学生活动，其中包括中文演讲比赛、朗诵
比赛、数学竞赛、和美术课的作品展览。今年我校在美东
地区的写作比赛中有两名学生获奖。
行政方面的新动态是，长年以来勤勤恳恳为学校
做贡献的IT主任王卫东老师准备在本学年结束后光荣退
休。为此王老师积极协助学校招聘了IT岗位的接替人员王殿元老师。通过面试和实地工作考察，王殿元老师表现
出色，受到大家一致好评。董事会建议学校与王殿元老师
对Facebook、微信群等传播方式进行可行性分析比较，争
取为学校开启更多受家长欢迎的信息渠道。
董事长表扬了正副校长们和校行政的辛勤工作和
取得的成绩，董事会成员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他/她们表示
了充分肯定和感谢。
家长会会长高磊董事介绍了家长会的工作。为配
合学校在新时间段的工作，家长会增加了一个值班的新时
段，从12:30 到1PM。家长会进一步优化了值班岗位，减
少了流动值班（floating）。增加了为校内外活动专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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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 这都是一次成功的尝试。牛顿市政厅中国新年庆祝
活动也是我校首次取得的促进中华文化传播的机会。由永
奇、少娜牵头与市府市长办公室协调, Event Committee 从
去年暑假就开始了准备工作，首次非常成功地举办了这次
活动：从主题的策划, 节目的挑选, 场地的装饰, 到市府协
调, 活动展开, 各个环节井然有序, 精彩纷呈。今年的校外
庆新年演出是一个精彩难忘的晚会，除了晚会各项相关工
作包括节目挑选、筹款、节目小册子的设计制作、票务、
后勤保障工作像以往一样高质量地完成外, 今年的晚会演
出时间掌控得更好, 节目组合、舞台设计更有创意，总监
及剧务工作人员日渐成熟。
建华高度赞扬了支教组的投入，校长和校行政的
领导，家长会的大力支持和井然有序的保障工作，老师们
的积极参与，以及各方面人才的通力合作。同时，他还详
细分析和总结了各次活动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展望了今后
的工作。建华撰写的《牛顿中文学校 2014-2015 学期
School Events 工作汇报》已上载到董事会的Dropbox。
梁楠董事对今年的支教工作做了汇报。董事们已

岗位，例如：考试期间的试卷复印和装订，各项学校活动
需要的人手等等。此外，家长会为今年校内春晚所做的准
备工作已经安排就绪。

提前审读了梁楠上载到董事会的Dropbox的报告，其中详

高磊董事还总结了家长会近期活动的一些经验。
今年家长会通过集体舞活动增强了成员们的联系和团队建
设；在各次活动中大家分工明确，积极主动；校外春晚的

并感谢了他/她们在学校各项活动中做出的贡献。董事会

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晚会的售票情况很好；募捐筹款工作
开展的很成功。家长会在活动中也得出了更好的工作经

会议历时三个半小时，其间大家深入探讨了中
文学校的现状、发展和未来。会议在董事们热烈的掌声中

验。

圆满结束。

细汇报了支教组的活动日程、募捐情况和行动计划。邓永
奇代表董事会表扬了支教小组和今年支教团队的师生们，

祝愿支教小组和团队工作顺利。

黄建华董事为本学年以来的各项大型活动进行了
汇报总结。他分别对感恩节教师慰问联欢会、牛顿市政厅
中国新年庆祝活动、校外庆新年演出三个大型活动进行了
认真的分析。今年由校行政、支教小组、家长会共同组织
的感恩节教师联欢庆祝活动, 是第一次将原本两个活动合
并起来举行的。无论是从参加活动的人数还是活动的质量
风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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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9日，德国总理默克
尔访问日本。默克尔抵达日本当日就主动
谈起了历史问题。3月10日默克尔还敦促
日本政府妥善处理〝慰安妇〞、〝 南京
大屠杀 〞等问题。默克尔借二战后德国
与被侵略国实现和解，以德国经验作为日
本的榜样，提醒日本需诚实面对战争历
史、 正视二战历史！
默克尔很有资格劝日本首相安
倍。二战后至今，德国已取得被侵略国的
原谅，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和尊重。德国
官员可以坦然面对谈及历史。最近〝路透
社〞、〝
卫报〞 等媒体在报道上述
消息时，多以 〝 默克尔访日，提醒日本
正视历史〞、〝
默克尔督促日
本 「提及二战」〞
等类似语句作为
标题，正面评价默克尔的表态。
安倍政府上台以来，一直重新打
造 〝 战争体系〞。 2015年1月29日，
对历史问题耍赖，说什么：他对南京大屠
杀一事表示〝 惊愕〞 。安倍的二战70
周年讲话表示：〝
不使用 〝侵
略〞、〝 殖民统治〞、〝
道
歉〞
等关键词 。这个态度引起邻国
极大不满，还可能进一步伤害日本与
中 、 韩等国的关系。韩国政府表示 ：
韩国政府希望日本能拿出勇气正视历史，
并付出努力以重新赢得周边国家乃至国际
社会的信任！
看来，虽然默克尔好言相劝，但
安倍并没有买帐。安倍对历史问题这一话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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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

默克尔访日
杜

言

题，心存抗拒。默克尔并非第一个提醒安倍
的人。日本国内呼吁正视历史的声音比比皆
是。有的日本前官员认为 ： 承认过去的错
误反而会巩固国家的道义立场。但是安倍等
人偏要将直面历史诬蔑为 〝自虐观 〞 。
二战50周年时，时任首相的村山富市发表讲
话。讲话中集中表达反省和谢罪，使用了
〝 侵略〞、〝
殖民统治〞 等表述，承
认日本是加害者这一历史事实。这个讲话被
美国总统称为：〝 非常有勇气的声明 〞
并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回应。战后60周年的
〝 小泉讲话〞 ，沿袭了 〝 村山讲话〞的
内容也将〝谢罪〞与〝反省〞作为基
调。
这次默克尔在日本讲演提及德国
已故总统魏茨泽克于1985年发表的一篇演
说。该演说明确提出：〝 任何轼图否认德国
纳粹的人看不到当下。〞
日本安倍政府对待历史问题，一直困
扰着全世界！日本必须清算战争责任，坦率
承认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事实！
日本是

风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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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加害者，中、 韩等国是受害者。加害
者不忘加害于人的责任，受害者才有可能
平复曾经受到的伤害。加害者必需拿出诚
意，付诸行动才是吧！
《 论
语》 说：〝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也。大车无轾，小车无轨，其何以行之
哉？〞
安倍政府国而无信。 〝 其
何以行之哉〞 ？安倍日本政府是否继续
背驮侵略历史，还是真诚深刻反省侵略历
史、 轻装前行？全世界都将拭目以
待？！

China Marking 77th
Anniversary of the
Rape of Nanjing
On December 13th last year, a siren lasting a
minute was heard in the Nanjing, where 77 years
ago the fall of the city followed with weeks long
massacre committed by the Japanese invaders
during which about 300,000 unarmed Chinese
were slaughtered and 20,000 women raped. On
the same day, Hong Kong held a commemoration
ceremony to reserve the "National Memorial
Day". A two-minute long siren was aired.
In North America, people gathered to mour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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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s taken by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during the Rape of Nanjing, the then Capital
of China in 1937. Chinese societies and associations in New York and Toronto all showed
solidarity with Nanjing.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Commemoration Day
had been repeatedly raised by people in China
and overseas. In February 2014, China's parliament,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passed a legislature, designating December 13
as the "National Memorial Day". International observers say that the move came at the
time as the ti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trained over the islets in the East China Sea.
In addition,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nd other officials had paid visits to a
shrine in Tokyo to honor its war dead, including reknown war criminals.
China says Japan has never been sincerely
atoned to the atrocities it committed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While major news networks and syndicates covered China's marking the 77th anniversary of Nanjing Massacre, Japanese media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event. Atrocities made by the Japanese
troops still generate bitterness both in China
and overseas.
( S. Liu )

Editor’s Notes: We have carried stories on this subject by
Du Yanwu and Morning Breeze. To read Morning Breeze’s
“纪念张纯如”, go to 2013.11 issue.

明 日 之 星

星星草

小宝获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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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姚洁莹老师和她的小儿子
邹亦锴（小宝）刚刚从加州领奖后红眼飞回来。16th Annual
Holocaust Art & Writing Contest. 小宝得了初中组绘画第
一名。以下节选自姚老师的现场报道。

姚洁莹
根据特定的题材开始创作，并不容易。小宝
先是花了很多时间上指定的网站去听幸存者
的录音口述，他们个人在集中营的经历，历
史是沉重的。听了好几个，没有找到感觉。
终于，听到一个幸存者是画家的录音，反复
听了几遍，找到一些感觉，就是他了！人像
不是小宝的特长，只hua shou, 怎么样？草图
看上去很单薄。改，再改，加上手臂，加上
头部背影。构图还不够完整。再找灵感。这
个幸存者非常特别，他一直拒绝向希特勒敬
礼，即使他明明知道这有多么危险，他说他
的坚定的信仰使他毫无惧怕。结果因为他超
群的艺术能力，德国人需要他，最终得以熬
过集中营的酷刑，幸存下来。就用了古德语
的Trust.Faith. 写在哪儿呢？墙上？地上？石
板上？衣服上？这就是艺术的再创作的过程
了，天空还是具体的什么，可以自由想象
了。右边的光是什么?光, 还是心中的信仰，
总之代表着希望代表着温暖。手模是用大宝
的手，头，是我给他照了他自己的后脑勺，
他研究了犹太男孩的头发细节完成的。胳
膊，臂弯，用妈妈我的来找的角度。花了最
多时间完成的是铁丝网，真的很有细节，见
功力的。厚重，锋利，沉闷。据评委专家
说，构思新颖，主题突出，结构完整，艺术
表现力强，还原历史，有震撼力，令人动
容，佳作！就是普通纸张，彩色铅笔创作，

— 编者按

真的很有力度！这中间他常常和历史老师讨论
时代背景，和美术老师反复讨论艺术表现手
法，是绝佳的学习过程。这个过程非常锻炼
人，social liability and arts talents combined 是
他第一次尝试，得到这样的鼓励实在很幸运很
惊喜！这次去领奖，还安排与口述幸存者见
面。能够亲自与活生生的历史握手，是相当难
得的经历。

风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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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与 分 享

150年历史的校园很小传媒电影专
业超强的大学里举行！据主持大会
者介绍，这届有七千个学生参加，
二百多所学校参与遍布美国各个
州，还有上海国际学校，波兰华沙
的学校。有绘画，作文，纪录片三
个奖项，各组的六位Finalists都得

比
赛
获
奖
作
品
，
本
期
封
面
也

插
图
为
邹
亦
锴
同
学
在
今
年
SCHOLASTIC ART &

是
这
次
比
赛
获
金
钥
匙
奖
的
作
品
。

当的隆重，感动人心！在这里一间

WRITING AWARDS

今天的颁奖典礼一小时十分钟，相

到了表彰。小宝是初中组First
Place。评委有二十几位，blind
judge, 选出第一第二名。第一名要
上台讲述自己的作品思想。小宝说
的非常好。会上特别嘉宾的演讲非
常震撼，直指人心，DO NO HARM.
他是一位八十五岁的幸存者，家中

《 资治通鉴》 ， 〝卷十一‧ 汉纪三 ‧ 高帝七年〞 中，司马光批评了

最小的孩子，九岁和家人躲在地

萧何。汉高帝七年 〈 公元前200年〉 ，萧何主持在长安建造了未央宫 、 武

窖，一起用一把切面包的小刀花了

库、 太仓‧‧‧‧‧‧

两年时间挖了一个洞钻出来，忍受

不安，劳苦争战了几年，成败未定，怎么造这么奢侈的宫殿呢〞？ 萧何说：

了很多的折磨。十六岁来美国后开

〝

刘邦到长安，见后很生气，对萧何说 ： 〝 现在天下扰攘

正因为天下未定，所以才利用这时建宫殿。天子以四海为家，宫殿不壮砺

不能增加天子的威严。只要不让后代的宫殿超过这个宫殿就是了〞 。

司

始学习阅读，成为一名工程师，一

马光认为萧何的这番解释纯属谬论。司马光在 《 资治通鉴》 中批评道：

生致力于推动勿忘历史，珍惜和平

〝

的各项活动。他的一项了不起的工

节用以趋民之急，而以宫室为先，岂可谓之知所务哉〞！

作就是收集整理录音口述一百五十

光在 《资治通鉴》》 中的批评不无道理。夏禹的宫室卑陋，而夏桀却建造高

多位的经历并放到网上。多么有纪

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以宫室镇服天下也。天下未定，当克己
纵观历史，司马

巍的宫殿。夏禹这位创立功业传之子孙的君主，亲自实行节俭以教育子孙，他的
末代继承人还会陷于过度奢侈！何况显示给他们的是奢侈呢？从汉室天下看，到

念意义的大工程啊！令人肃然起

汉武帝时，竟因修筑宫殿而搞得天下疲劳乏力，未必不是由萧何启导的结果！王

敬！很感人！会后小宝又被邀请电

者镇抚天下，靠的是 〝仁义〞、〝

视台采访，他还真表现淡定从容出

当务之急是 〝克己节用〞 解决百姓的疾苦，而萧何竞先建宫殿，这是不知

彩、回答得相当好！

当 〝所务〞 。这种做法，是对创业垂统之君的后代示之以侈，必然会将他们

道德〞〞 ，而不是宫殿。天下未定，

引向淫靡。所以萧何说 〝 无令后世有以加〞 是荒谬之论！
空，司马光对萧何的批评仍如墓鼓晨钟，发人深省！

阅读与分享

王者以仁义为丽

（ 杜炎武）

穿越历史的时

子 女 教 育

星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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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宝贝，谢谢你的爱！
--------------------------------雷鸿

某日下班后去接小瓜，远远的就看见小小的身影欢快地在playground忙碌着，小精灵般的雀
跃。不想打断他，便静静地站在边上看着，不经意间，笑意爬上嘴角，藏进眼里。微风徐徐，暖暖
的阳光下，幸福在肆意绽放着。。。
偶然的一个张望，小人发现了我，顿时眼睛一亮，适才还宝贝得抓满手的物件丢了一地，笑
容满满地张开双手向我跑来。一旁的老师赶忙拉住因为还隔着一个车道，不太安全。不明就里的小
瓜叫着妈妈顷刻间放声大哭，眼睛紧紧地锁定我，眼神里的盼望和依恋汹涌得让人心碎。等我赶到
近前时，早已是泣不成声了，从老师手中接过他，抱在怀里，热乎乎的小身体贴得紧紧的，小手搂
着我的脖子一遍遍嘟囔着瓜要妈妈，是老师不对，那一刻的我被这强烈的需要和至纯的眷恋深深地
感动着，爱与被爱是怎样难以言喻的美好，此时此刻在他的眼中自己便是他简简单单的唯一的最
爱！！
而我也幸福得无与伦比，尽管深深地明白许多年后随着他的成长，独立和远离，这一切便只
得封存记忆了。孩子能陪我们多少年，珍惜眼前，享受当下，享受爱的每一刻，直到岁月老去，韶
华不再，此生便了无遗憾。再回首时，我们会说我们是富足的因为同时拥有给予和收获，我们是幸
运的因为这种幸福永不褪色，永远清晰地跃动在每一寸记忆直至时间的尽头.

天 编

图片来源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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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春晚掠影

风 编

摄影

李光华

房屋贷款,当然找 Cindy Zheng!
最低利率!最好服务!最快效率！

Cindy Zheng
Phone: 617-304-8609
cindy.zheng@polimortgage.com
NMLS #167669
Newton Students Take PARCC Assessment
Some of the Newto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have begun taking the PARCC test since mid this month. The
PARCC Performance-Based Assessment may replace MCAS
in the near future. Local schools are continuously making
adjustments and preparing the students for the changes
with the information received from the state. The schools
are treating this year as a baseline experience for gather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test and for determining if shifts in
curriculum are necessary.

节目单广告

春晚场刊广告 重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