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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天气预报说有龙卷风预警，天气闷热，一

家人简单吃过，日常安排取消，正值学期进入尾声也

没有作业，孩子们自由玩。 

    不知觉里，一家人在地上围坐一起，看的是儿子

带回家的一学期的作业。有一张纸，干干净净只有寥

寥几行字和下面一副小漫画。拈起来一看，是开学感

言，学期开始老师让写的愿望。 

    画上，一个小人规矩地坐着，一头雾水，体现在

脑门上的一个大问号上。感言部分整洁地写着：我不

知道该写些什么，我希望新学期解决写作问题。 

    愿望很明确，也很实在，的确不知道写作的窍

门，因此只有简单两行。 

    愿望实现了吗？ 

    前两天在饭桌，儿子转述了他的一篇议论文，观

点学校操场应该多建秋千，开门见山提出观点，紧接

着列举几点阐述现有问题，其后摆出数点理由，说明

如果多建秋千有何益处，最后提出如何多建的建议，

帮助解决问题。 

    他不算善于言辞的人，但是分享自己的文章观点

说得行云流水，说完我们不禁都鼓掌起来，觉得文章

写得条分缕析观点鲜明有骨头有肉，很有说服力。家

长们相对点头，赞他写得好，也表示要感谢老师重视

作文教得好他这学期进步大。 

    现在看到了他的这张许愿条子，知道其实要感谢

的还有他自己，他内心真诚地想解决写作问题的愿

望，并由此产生的动力。      

    有意思的是，他的许愿条子上写了DREAM一词。

我们为一个重要的DREAM COME TRUE感到高兴。 

    人生的诸多梦想都能这样一一实现就好了。 

 

 

 散怀抱  淡自在 

    现在人很少说理想了，但是购划多少有一些的，子女

教育问题上，线条要更重，愿望要更强烈些。比如，国内

的家长让孩子补英文，海外的家长推孩子学中文，各有各

的一根筋，方向不同，趣味相似。 

    目标除了有家长说不清道不明的执著外也往往有功利

性。不切实际或不为什么的少。但是不是没有。 

    我上学时的老板的女儿愿望是戏剧与新闻，当时觉得

对于患有慢性病体弱的她理想不切实际。若干年过去了，

今天她真地行走在自己理想的路上。 

    我最好的人生老师与写作老师是我家中一位长辈，他

的子孙都是快乐式教育。我曾经深以为罕也不以为然。但

是最近看到表弟养花心得很多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反观

自己平生碌碌何所为，可谓殊途同归，我开始明白老师的

无为式教育的意义。 

    龙卷风的预警让我想到了以前大学时经历。在大学

A，龙卷风来袭时，大家一起躲到学校指定的地下室去。

那时听说有同学的爱好是追风，心里想不是追求刺激就是

疯了。但是后来到了大学B， 经历了一场大风，遍地断木

落叶，仍然存留的树绿都绿得惨淡。自然的威力前，忆起

了以前的追风者，真实体会到他们追寻所爱的勇气，以及

他们的所为对气象研究的意义。 

    其实，无论追风，还是无为，自在就好。 

    这世界，不管境遇如何，只要愿意举头，总有闲云几

片；只要愿意低首，也有芳草碧无涯。这生活，终归是，

套用赵元任的那首歌，教我如何不想他。 

     

    写到这里，窗外鸟鸣啾啾。天际，在日出的红光与天

蓝间过渡着无数宝石般绚丽的颜色。儿子的猫跳上我的画

桌，绕过墨碗，挤在窗棱前，出神地看。 

     

晓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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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  期  生  活 

供稿:  安雅公益读书   

教材样本版权联系:  Sarah and Shine 

                                       sarahliu08@gmail.com 

暑假开始，不少家庭放假不放羊，继续以各种形

式坚持中文学习。6月月21日，水城图书馆再次响

起朗朗书声。由本刊编辑晓风召集的暑期系列读书

活动拉开帷幕。 

    当天，师生们一起学习了自编教材《五谷之神

后稷的故事》，了解了一些简单的书法知识，并进

行了硬笔书法的练习。在学习字词句和读书读累

后，小戏剧环节给孩子一段快乐时光。孩子们分角

色扮演《大狼找吃的》，轮换角色数回，尚表演得

笑声阵阵兴致勃勃，并吸引了家长的加入。 

    晓风向家长和学生们介绍了使用这些自编教材

的初衷是为了避免春秋季上课时碰到同样内容，导

致同学们因缺乏新鲜感而失去学习兴趣。另外，自

编教材也融合了文化的因素。晓风说，这其后的考

量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语言脱离了文化的根本

学起来既无趣也不长久，她感谢大家持之以恒，愿

意与孩子们一起做永远的学习者。 

    2013年，由晓风召集的暑期读书会活动曾受

到世界日报的报道。当年的文化内容为吟诵和民乐

器的介绍。 

    今年的暑期读书系列将继续保持阅读与写作这

一重点，并纳入角色扮演、硬笔或毛笔书法，每次

开课2小时，内容紧凑。为期5周的读书系列由安雅

书社提供教材和学习用具，欢迎重视中文教育和中

华文化的家庭参加。 

  Editor’s Notes: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a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learning 

Chinese during summer vacation in the Greater 

Boston area.    Commercial and non-profit sum-

mer programs offer Chinese lessons, paper 

cutting and other art craft skills to families 

looking for a fun and meaningful summer for 

their children. 

      In the metro west area, Chief Editor Morn-

ing Breeze (Sarah) has been one of the leading 

contributors to offer Chinese lessons in sum-

mer to families primarily from the NCLS com-

munity.  Inspired by her predecessor (Smiling) 

Wei Tang, her goal is focusing on honing stu-

dents’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She also has 

a personal interest in promoting traditional cul-

ture and values which adds a unique flavor to 

the program she offers.  She is the first Chi-

nese in the New England area to introduce 

chanting (Yin Song) to Chinese schools. 

      Sarah’s efforts started in 2011 when she 

organized series of workshop and seminar to 

families in the metro west area,  including a 

talk on calligraphy by well-known calligrapher, 

Professor Qianshen Bai from the Boston Uni-

versity. 

      NCLS’s senior Chinese teacher Feng Yao is 

also one noticeable contributor in prompting 

Chinese study during vacation.  With proprie-

tary material from IChinese and Ma Li Ping 

school, she offers reading material to her stu-

dents and a check list for parents to keep track 

of the areas to work on, includ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oral Chines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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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tative Schedule for future meet-ups 

       Creative Writing 

    Seminar      主题文章 see journal page 18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brush painting 

 

广告设计： 晓风 戴睿安 

 

 

○安  

安雅少年读书会    

        适用于(8-13岁)学生 

        自编中文教材、练习材料、小剧本、书法练习 

        读书写字 培养阅读与写作兴趣 

        亲近文化  寓教于乐 

        时间：周日下午 2：30-4：30pm  

                日期： Jun 5、20、July  5、 12、19 August 2 

        地点：水城图书馆一楼  

        Watertown Savings Bank  Meeting Room 

 July 5 Schedule: 

                                     Reading:  II   I   样本教材  见  journal  page 10 sample 五谷之神（二） 

                                      Calligraphy  

                                      Script:   歪楼趣事 

                                                Contact：  sarahiu08@gmail.com 

 

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 

波士顿丝竹学校民乐器汇报演出 

June 13, 2015 

Waltham Public Library 

图片  see Journal  pag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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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获悉UOD的一个活动

缺少人手，刚好时间也合适，就报名救场去

了。 

    组织者叫茂伦，我到时她已经到了，迎在

楼口等我。 

    “啊，真对不起，你刚刚寄给我的资料我

只来得及看了一页有关盲文打字的就赶来了。

我可没有经验啊。”我抱歉地说道。 

    “没关系。”茂伦笑,“盲人给盲人领路，

我也没有被培训过。” 

    当天，我们需要给某校三年级同学进行包

括盲文打字在内的培训。这盲人给盲人领路用

得何其贴切，我们俩都不禁相视一笑。 

    一进教室，就看见盲文打字机已经摆放在

那里，与老式打字机相同，只是键数更少，设

置更简单。那些回车键、换行键都象久别的老

朋友。而26个字母的代码也不复杂，桌上摆着

的说明纸内容与我看过的阅读材料差不多。 

        UOD  (公益组织“理解差异”）的培训主

任珍已经将打字机和其它教具都搬进了教室，

她示范了一下，我们立刻分头行动，把机器分

放到各桌，并把纸上好。一时间，我也俨然熟

练工人了。 

    这时候，孩子们都在哪里呢？ 

    珍说，他们都在隔壁教室看录像介绍呢。

原来介绍部分都是她做，偶尔一次机会她让孩

子看了回录像，谁知孩子们不仅看得更专注，

结束时还报以热烈的掌声，比她讲的时候都热

烈呢。她都禁不住嫉妒起录像机起来了。自

此，她就自动让贤给录像介绍了，这使她就也

多了下个环节准备的时间。 

    我们没多一会儿就把机器以及说明摆放好

了。珍又回答了我些问题。第一批孩子就进来

了，我也很快进入了培训者的角色。 

    “你们在哪里接触过盲文？”我们问每组

的孩子。三组的小朋友们都聪明，都回答道，

刚刚的录像里。 

    也有孩子说，餐馆里或者火车站。 

牛  顿  社  区 

 

----  牛顿Understanding Our Difference义工记 

作者 刘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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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图索骥，孩子们也迅速了解了26个字母

的密码，并能说出如何打一些简单的字。随后，

他们被分成小组，两两一对，开始打字。偶尔有

些人举手求助，无非是卡纸、换纸或者打错字修

改，不难解决。 

    由于一共有三大组轮换，小朋友们每人

只有15分钟打字时间，一般仅够打个名字；

倘若谁想操着陌生的盲文长篇大论，同一张机器

上的小伙伴就没有时间上机了。美国孩子一般在

分享方面都训练有素，不过还真发生了一个小女

孩没摸着机器他们组就该轮下了的事。盲文打字

机对小朋友看似很有吸引力，她都急哭了。于

是，我们特别允许她留下打会儿，过了个瘾。她

也破涕为笑，满意离去。 

    打字环节过后，我们一起聆听了一位有视听

障碍的女士分享她的经历。倘若只看录像，把声

音消去，她的言行神态与一般人无二致，根源恐

怕与她原来视听无问题，由于突发疾病导致双方

面能力的丧失有关，除了她的音调稍显奇怪，与

自幼丧失听力的人而借助助听器学说话的人比，

已经属靠近正常语调范围。坚持诊治与康复训练

使得她的听力恢复了70%，这样她能在翻译的帮

助下与听众交流，有时甚至没有翻译，也能自主

地接过问题回答。这不仅使我对主办单位的周到

安排感到佩服。 

    接受个体间差异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懂得人

情世故的成年人或者可以维持表面礼貌与

政治正确，而对于小朋友则是挑战。童言

无忌给评论对象带来的伤害有时也不可小

觑，这是出于保护演讲者；从另一方面，

一个与正常人相去甚远的演讲者也容易考

验小朋友的接受能力，使他们因惧怕而产

生疏离感。挑这么位言谈举止貌似正常而

有残障经验的女士实在是周到之选，会场

气氛活跃，小朋友们问题不断。 

    问题也体现了换位思考，值得记一

笔： 

    你如何挑选衣服进行服饰搭配？ 

    你如何过马路？ 

    你看书怎么知道上次看到哪里？ 

    你游泳吗？ 

    你做饭吗？怎么买菜？ 

    。。。。 

    演讲者耐心回答。 

    但是也有些问题，她略经迟疑，以

“这是个好问题”一带而过，如“你失明

后最大挑战是什么？”“你最不怀念的那

些再也没法看见的事情是什么？” 

    真没法想象这个问题出自小朋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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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所有这些可能导致诉苦或者负面答复的，

演讲者一一躲闪。 

    这次义工经验对于我来说也是崭新的经

验，令我和小朋友们一样思考有多少福分我们

习以为常。日常生活中最平常的事，提问者知

道对于这位盲人都是非同寻常的事，从而自此

开始意识到，对于有残障的人要更多爱心、更

重要的是，更多耐心。   

    牛顿市UOD的工作范围不仅包括关注聋哑

人。对于四年级学生，他们培训的重点是影响

美国大量人口的一些慢性病，如过敏、哮喘和

糖尿病。五年级的学生将了解智力障碍、学习

障碍和自闭症相关的问题。 

    这一项目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创始人由于

家有盲童，所以起意开创了这一公益项目，得

到了市府与社会的支持。除了几个象珍一样的

全职员工外，真正的生力军是志愿工作者，维

持其一年内对本市十多所小学的培训，对于每

间小学，完整的培训程序需要对该校访问7

趟，工作之大仅靠UOD数个员工是不能完成

的。 

    UOD的培训宗旨和维系特点显示了牛顿社

区在提高保护残障人士的意识方面的领先之

处。 

    其实，尊重个体间差异，不仅仅是残障问

题，如真正推及其它，在遵守一般社会运作规

范的同时，尊重个体的文化差异，那不仅是大

爱的展现，也是文明的深度和广度的标识。  

 

社  会  公  益 

 

 



Page 9 牛 顿 中 文 学 校 校 刊   
 

 

中  文  教  学  

                                   

作为一名上岗不满一年的牛顿中文学校的中文

老师，我有机会参加了２０１５年春季牛顿中

文学校的中文教师培训。此次培训为校内培

训，根据教材（暨南大学教材和马立平教材）

和年级（一年级至十年级）分了多个培训组。

据主持培训的郑校长介绍，此次培训的形式为

首次采用。我除了结合自己的教学情况（暨南

大学中文第三册）， 参加了学校要求的 暨南

大学教材低年级组（学前班，一年级，二年

级，三年级)的培训，还旁听了其他年级组的讨

论。 
 

虽然每组的培训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小时１５分

钟，但从各位老师的发言中，我个人还是受到

了极大的启发，收获颇丰。以下是我参加此次

低年级组培训的感想和体会。 
 

一、以多样的新鲜刺激替代重复单调的刺激  
 

低龄孩子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注意力集中时间较

短，一种刺激引起的新鲜感会很快消失。为了

有效的利用一个半小时的教学时间，老师应该

让自己的教学方式在不断的变化中进行，以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比如课文朗读的教学：朗读

课文是让学生开口的有效方法，但如何能让学

生一遍一遍的念课文，而又不让学生觉得无聊

呢？老师可以在变换阅读方式 (如老师领读、

学生集体读、接力读、分角色读、个人朗读) 

或阅读目的( 如比赛式读、挑错式读、评价式

读)的过程中，达到让学生反复朗读的教学

目标。 
 

二、欣赏学生，以有效的鼓励培养学生的

学习兴趣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说的是男

人为赏识自己的人而效死，女人为欣赏自

己的人而妆扮。对学生来说，老师的欣赏

何尝不是他们学习中文的兴趣和动力呢？

但欣赏必须是真诚的，有针对性的。音乐

教学中＂铃木教学法＂对赞扬方式的阐述

值得借鉴。铃木先生认为，夸赞孩子要实

事求是，要针对一件值得夸奖的行为，用

实实在在的词语进行夸奖，过分的或泛泛

的赞美之辞不仅达不到夸奖的目的，而且

会产生害处。 
 

三、给学生确立恰当的目标，多让孩子体

验成就感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一个重要的方面就

是让学生体验到学习的成就感。中文学校

的学生，来自的家庭语言背景差异较大，

语言能力和学习机会也因此不同，因此，

学习目标的制定不能一刀切，应因人而

异。制定的目标一定得是学生自己"跳起

来，够得着"的目标。其实道理很简单：原

有知识水平高的人看太浅而易懂的书，因

参加中文教师培训有感 

作者： 申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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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得不到多少新的信息，就容易失去兴趣；相反，

原有知识水平低的人去看太难的书，因为过分地吃

力、紧张，就容易感到疲倦、困惑，不但难以激起

兴趣，久而久之，原有的兴趣也会丧失。 
 

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参与教学的过程 
 

比如在暨南大学中文第三册的教学中，因为学生已

经在二年级学习了拼音，所以老师可以要求学生自

己先读生字读课文，然后根据学生自学的情况，予

以适当的引导和纠正。反复多次之后，学生的自学

能力就会有明显提高，从而达到授之以鱼不如授之

以渔的教学目的。 
 

最后是对此次培训方式的一点看法。我个人的感觉

是这种形式非常有利于老师间的交流，几乎每位老

师都有机会提出自己的问题，疑问，或分享她们中

文教学的教学方法、心得及宝贵经验。由于参与发

言的老师众多，与会老师收获的信息也相应更加丰

富。与单纯个别老师的经验座谈会相比较，这种形

式更有效，更能集思广议。另外，每个小组讨论主

题的预定，非常方便其他组老师有的放矢的参与。

希望明年有机会继续参加这样的培训班。 

五谷之神 --  后稷 
 

晓风    编写   

根据出版物和网络资料改编 

  

（6月21日） 

 

同学们，你也许知道圣母玛丽亚由童女生孩子的

故事？你知道吗，在中国也流传着一个圣母生孩

子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第一个版本的后稷故事） 

  

（7月5日）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讲了周朝祖先后稷的故事。

大家知道，远古传说往往带着神话色彩，后稷的

故事流传四、五千年下来，有着不同版本。今天

我们重新看看后稷出生的不同情节，也了解一下

这个传奇的弃儿后来的成绩。 

  

古时候，在有邰这个地方有个年轻的姑娘，名叫

姜嫄。有一天，她在野外的湿地上发现了一个很

大很大的巨人足迹，她觉得很奇怪，也很好玩，

就用自己的脚踏在这个大脚印上，比一比。谁知

道，巨人的足迹太大了，她的脚踏不满，刚刚踏

到拇指的地方，忽然感到精神上受了感动，回家

后不久就怀孕了。 

 

姜嫄生孩子的时候，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孩子

顺利地产了下来，但是却象小羊羔一样，整个人

包在褜衣里，褜衣没有破裂。姜嫄看着这个怪异

的卵子非常害怕，以为他可能是妖怪，就用一块

兽皮把肉球包起来，扔在一条狭窄的小巷，以为

过路的牛羊一定会把他踩死。 

 

可是，很奇怪，过路的牛羊不但没有踩死这个孩

 

编者按： 今年4月与5月，教务处举办了系列中文教学研讨

会。上期，我们刊登了两篇有关研讨会的文章。这期，申东

晓老师给校长邮箱投稿，分享了作为新教师参加低年级组讨

论的感想与体会。感谢她的精彩总结和分享。我们一直关注

中文教学这一版块。更多投稿，请寄校长邮箱，CC： 本刊

编辑邮箱 editor@newtonchinesescho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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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反而小心翼翼地绕着道儿走。 

  

姜嫄听说了，又着人把他扔到远处的林子里。可是，

恰巧有人来砍树，那人怕人说闲话，只好把肉球又抱

回来。 

  

姜嫄狠了狠心，叫那人把小男孩扔到了荒野的冰上，

以为这样一来他不是饿死就是冻死。可是，很奇怪，

天上的鸟儿飞下来，用翅膀遮盖着他，让他冻不着。

也许受了热，卵子象蛋壳一样裂开来，里面一个红扑

扑的壮小子舞动着手大声地哭，声音非常洪亮。 

 

孩子的母亲再也不忍加害他了。她把小婴儿抱在怀

里，带回家去。 

 

因为后稷曾经被抛弃过，所以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名

字，叫“弃”。 

  

传说这个弃就是周民族的祖先。弃从小就喜欢农艺，

长大后教人们栽种五谷的方法，被尊为五谷之神。人

们纪念他的成绩，把他的母亲尊为姜嫄圣母。 

 

 

     

样本教材，安雅编写，欢迎使用。使用时声明版权。 

起，我接待不了那么多。 

    十分冷淡存知己。 

    这就是米粒妈。有这样的母亲才培养这样的孩子。 

    今天在少年读书会里，走来一家人，女孩小小的瘦

瘦的，虽然年龄小，回答问题时已经会使用农夫、无聊

这些词。我从来不知道这两个词会使我惊艳。下课后了

解，子欣是个中美混血的孩子，在她0到3岁时，父母从

来没有和她讲过一句英文。子欣的父亲大学专业是中

文，谦和有礼，我们写完毛笔字立刻主动帮着洗盘子、

倒脏水。 

    对于我解释的孩子们积累了中文词汇量和一定写的

能力的基础我们进行书画的培养，剧本可以中文英文，

关键是营造读书的氛围这些想法，子欣的妈妈暗自点

头。 

    我观察她扶着孩子手写的字，是有基础的。了解了

一下，她上大学时自己请了私人老师教授她国画。志于

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写在我们的广告上，她

是看到了才来的吗。 

    2个小时的读书后是孩子们的快乐的社交时间。穿

着蓝颜色衣服的子欣瘦小的身影在场子里轻盈飞。米粒

也爱蓝和紫，我仿佛又看到了米粒，心也跟着轻盈起

来。 

    晚饭后是我们家的读书时间。今天，大儿子自愿地

加入了。随着他英文阅读能力的增强，他已经减少了和

弟弟一起的中文阅读时间了，一般读一本就离开。今

天，他读了两本书。他仔细地看着《爱读书的大熊》的

插页，认真地听，专注地指读，并且问问题。是一本神

秘温暖的书吸引了他？是白天他读书受到家长赞扬鼓舞

了他？抑或子欣父母培养孩子的重点让他了解自己的妈

妈“不孤”“有邻”？不得而知。总之，读完他还主动

安排了自己第二天的事，包括读书与画画。 

    我心喜。有米粒时的读书氛围又回来了。 

爱读书的大熊 

晓   风 

    米粒是朋友家的孩子，小小的瘦瘦的，但是2013年的夏天我

们的读书会最为有声有色，米粒是我心中的明星。在读书会里，她

跟着她的母亲帮领读有板有眼，此后我们每月的少儿读书会，米粒

也是一群孩子的魁首，她读的《云朵面包》至今还温暖地在记忆里

飘香。 

    米粒随着父母搬离波士顿后，我们的小朋友读书会就失去了灵

魂。米粒的母亲继续把读书会的形式搬到了他们那里，很快受欢

迎，三五个家庭在一起，更多的家庭想加入，米粒妈妈说，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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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狼找吃的 

晓    风    编写 

  

旁白 1: 晚上，四处静悄悄的。一只饥饿的大狼从洞

里跑出来找吃的。 

旁白 2：狼听到附近树丛里有悉悉簌簌的动物的声

音。 

 

狼：嗷唔，我要吃了你。 

旁白 1：狼扑过去，张嘴一咬。 

狼：哎哟！嘴好疼啊。 

黑影1：谁让你嘴馋。我是刺猬。 

狼：哎哟，哎哟，我找错人了。 

  

旁白 1：狼悻悻地走了。他知道刺猬身上有尖尖的

硬刺。 

旁白 2:  前面草丛里有声音。咦，有团黑影。 

旁白 1:狼跑过去，大声说： 

 

狼：你是刺猬吗？ 

黑影2：我不是。 

狼：嗷唔，我要吃了你。 

黑影2：好吧，让你吃。 

狼：哈哈，碰到一个傻瓜。 

旁白 2：狼扑过去，张嘴一咬。 

狼：哎哟！嘴好疼啊。哎， 哎， 你是谁呀？ 

黑影2：谁让你嘴馋。我是针鼴。。 

狼：哎哟，哎哟，我找错人了。 

  

旁白 1：狼歪着嘴走了。他知道针鼴身上长满了硬

刺，可不好惹。 

旁白 2:  狼继续往前走，他听到山坡下有声音。

咦，又有团黑影。 

旁白 1:狼悄悄跑过去，大叫一声： 

 

狼：你是刺猬吗？ 

样本教材，安雅提供，欢迎使用。 

使用时请声明版权、出处。 

本年度夏季读书会中文泛读部分采取小戏剧形式。以

上据网络资料由本刊编辑晓风编写。 

 

黑影3：不是。 

狼：你是针鼴吗？ 

黑影3：不是。 

狼：嗷唔，我要吃了你。 

旁白 2：狼扑过去，张嘴一咬。 

狼：哎哟！嘴好疼啊。哎， 哎， 你是谁呀？ 

黑影3：谁让你嘴馋。我是乌龟。。 

狼：唉，我又找错人了。 

 

旁白1：乌龟的壳好硬。狼的嘴巴又疼又酸。 

旁白 2:  狼垂着头饿着肚子走了。 

 

【本刊林肯讯】谭嘉陵老师

个展目前在林肯图书馆举

行。这次展品代表了她过去

10年的创作成绩。本校老

师沈亚虹、王玉双盛赞谭老

师画作以及对她们的教诲。

这是谭嘉陵老师第三次十年

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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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据本刊报道，当天晚些时候，教务处就本校使用的中文教材的特点和选择

举行了家长见面会。教务主任林晓燕老师说，马力平教材以及暨南中文教材各自有

自己的特点，她回答了感兴趣的家长就如何选择适合自己家庭特点的教材，如有需

要如何转班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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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丝竹音乐学校              

张正山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在Waltham表演 
摄影：  安雅提供 

上
半
页
摄
影
： 

 

丁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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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建桥、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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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里开出的花 

    在儿子老师家的书架上，满是积年存下

来的书，都仔细地分类过。其中，我看到了

Eli Wiesel。对我而言，这是个很熟悉的犹太

名字，虽然他不是华人读者群里大名鼎鼎的

索尔·贝娄、塞林格，但是在犹太世界里这

也是掷地有声的名字。所以当我考虑写一篇

犹太性的文章时，当我想选一位犹太作者来

写写这个主题的时候，他碰巧从老师的书架

上闯进我的眼帘，成了不二之选。老师家有

一排他的书，透过她一个犹太人的视野，有

现成的有依据的文章。 

    然而过了两个月我仍然写不出我心中的

文章。一方面我读书慢，另一方面削足就履

猜想事物对另外一个人的意义很困难。 

    有一天，几年前看过的一本书突然从有

关这个主题的迷雾里升上来。The Reader.。

翻译名有《愿意为你朗读》、《为爱朗

读》、《生死朗读》等。当时看得快，记得

的内容如下：三十多岁的美丽妇人汉娜救了

少年米夏，两人发展出奇特的关系，米夏为

她朗读，她成为多病敏感孤独的少年的独特

陪伴。未几，汉娜不告而别。多年后，少年长

大，成为法学院学生，在一场审判旁听中再见

汉娜。 原来汉娜是亡命天涯的纳粹帮凶。有

趣的是，在暴露自己文盲与被判重罪中，汉娜

选择了后者；而米夏选择了沉默。在狱中，因

为米夏寄来的朗读带，文盲汉娜开始了读书认

字的漫长自学之旅，生活开始赋予一个直觉简

单粗糙的女人新的意义。但是当她获释时，又

终因米夏的道德审判而重坠无望深渊自杀。 

    《朗读者》是我多年前一口气看完的。在

承认文盲以及由此带来的耻辱感与终生监禁间

汉娜的选择给我震撼。安娜被重判，让我误认

为是非常犹太的选择。但是，当我今天重读

《朗读者》时，却发现自己当日的一厢情愿。

没有资料证明作者是犹太人，而做出这一选择

的汉娜却是犹太人的压迫者纳粹帮凶。 

    这有趣的跌宕反差的误会缘于我自己根深

蒂固的对犹太属性的认识，源于两者间交叠是

犹太人的死亡营经验以及对读书的罕见重视。 

    在写死亡营经验的作家中，前述犹太作家

Eli Wiesel相当知名，而文笔质朴的少女Ann 

作者：  同  尘 

他  山  之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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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的日记则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美好

花季年华与对生命的肆意践踏、空洞苍白与恐

惧的生活与追求趣味盎然的读书欲间的强烈反

差，使一个普通少女的日记成为不普通的文学

作品，据于犹太文学的殿堂一角，有其不可撼

动的原真的感染力与位置。 

    安是这样思索她所经历的苦难的并从中寻

求意义的： 

    Who has inflicted this upon us?  Who has 

made us Jews different from all other people?  

Who has allowed us to suffer so terribly up till 

now?  It is God that has made us as we are, but 

it will be God, too, who will raise us up again.  If 

we bear all this suffering and if there are still 

Jews left, when it is over, then Jews, instead of 

being doomed, will be held up as an example.  

Who knows, it might even be our religion from 

which the world and all peoples learn good, and 

for that reason and that reason alone do we 

have to suffer now.   

     这是一个年轻的犹太女孩的“天将降大

任于斯人也”的生命解读，是对“斯族”苦难

的解读和意义提升。 

    当弥漫的苦难转变成一种意义与目的，它

亦成为了一股推动力，使分崩离析的生命得以

凝聚、继续。 

    也许正是这点，让大屠杀幸存者、作家

Jean Amery说出了如下的话：在我的左臂刻着

奥兹威辛营的号码，短短几个字符，却比（犹

太经文集  编者加）塔木德经承载着更多意义，

它比犹太存在的既定程式更能与我的生活相联

系，···犹太存在的现实和宗教意义全数凝

集于那几个字符中。 

    匈牙利犹太作家阿亚莉特不夸张地总结

说，欧洲犹太人的财富，不在被纳粹没收装箱

运走的火车上，而在犹太母亲们、祖母们、女

儿们那里，在世代相传的读书传统那里，在犹

太医生律师心理专家那里，在作家和艺术家那

里。 

    推及全世界，纵观犹太人在文学、艺术、

科技、法学与医学界的成就，阿亚莉特的总结

依然成立。千年流散、諸般压迫、颠沛流离、

饱经创痛。犹太民族的成就源于其向死而生寻

求意义的犹太性，是苦难里开出的智慧花。 

     

编者按：由本刊编辑晓风、安雅书社和艺文

小集共同召集的有关犹太文学中大流散与犹

太身份记忆的讲座定于8月2日下午2：30-

4：30举行，主讲人上海外国语大学东语系

专家杨阳博士。 

请有意参加者向以下地址报名。 

sarahliu0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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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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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单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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