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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荷塘中的幸福
唐若洋

今年暑假我跟着美国《侨报》小记者团到北京去采访，让我大开眼界。在短短的一个星期里，我
们参观了北京著名的景点，有壮观的长城，古老的故宫，宏伟的天安门广场，还有充满现代气息
的鸟巢，让我更深地了解中国文化，这确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可是最难忘的一段小插曲是在
我爸爸的乡下老家里一个没有名字的小荷 塘边发生的。
一天，大伯开着他的三轮车，说是要带我们一大帮人去一个好玩的地方。一路上，阳光灿烂，微
风吹在脸上，小鸟在耳边唱个不停，一方面感觉自己是在天空上飘 动；另外一方面，心里也觉得
非常平静。突然，车子在路边停下，我兴奋地把头伸出去看看大伯带我们到什么好玩的地方来
了，可是只看见一个小小的池塘。我心 想，这里能玩什么呢？
没想到，我们会在小池塘里玩了整整一个下午。我们划着小船到池塘中去采莲子，那天然的荷叶
长得又高有壮，荷花自由自在地开放，非常鲜嫩，看上去不仅这个池 塘，甚至整个天空都是属于
它们的。爸爸仿佛回到了从前，跟孩子们一起玩地不亦乐乎，在船上蹦蹦跳跳，晃来晃去的，不
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一下子把小船弄翻 了。小表妹吓得哭了，可是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起来，连
一些小鱼儿也被欢乐的笑声感染了，在水中跳来跳去。
这时候，太阳也从云中露出了笑脸，阳光洒在水面上散发出晶亮的波纹，时间似乎停住了，变成
了一幅画。这幅画以前以为只存在童话故事里，可是这一刻我发现，这种完美的感觉我们也可以
亲身感受到。
看到这里，我忽然想起爸爸经常跟我们说他小时候的事情。那时侯，虽然家里很穷，没有电话，
电视，电脑，连电都没有，吃都吃不饱，更谈不上有什么玩具了，但 是过得很快乐。现在我们这
些生活在美国的孩子，个个条件都已经很好了，可是很多人往往找不到真正的快乐。也许是我们
找错了地方，幸福不仅仅藏在电脑上，大 房子里，或者豪华的游轮中。其实幸福一直就在眼前，
一片灿烂的阳光，一阵清风，一塘清水，一朵荷花都带着无尽的快乐。
多么希望能变成一条小鱼，天天快乐自由地畅游在荷塘的幸福里。
编者按：本期我们集中刊载学生暑期作文投稿。感谢同学们的写作热情。卷首语为去年我校送侨
报参赛少年组作品，并获得纽约总决赛二等奖。目前，第三届“星光杯”作文比赛收稿工作进入
收尾阶段，纸版/打印稿件交稿，速电：617.340.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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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 怡 萍

今年说哦们全家去看大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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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足球夏令营
周泽旭 （马立平三年级暑假作文）

今年暑假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最有
趣的事情还是去参加足球夏令营，因为我不
仅 学 会 了 新 的 技 巧，而 且 还 明 白 了 新 的 道
理。

我学的一个技巧是 “L Drag”。这是一
个传球的技巧。一开始我只觉得这个动作很
酷，所以我反复练习。最后终于学会了。我
真是太兴奋了。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个消息告
诉了妈妈。妈妈笑眯眯的问我，你真是太棒
了！但是你什么时候用这个技巧呢？我一下
子回答不上来。想了一会，告诉妈妈“如果
我的队友在我的左面或右面的时候，我就可
以用L Drag 的方法把球传给他，或者比赛对
手有球的时候，可以从他那枪球过来。”

妈妈拍着我的肩膀说：“其实学习也和
踢球一样。 每学一样新东西，都要去想想怎
么去运用它和为什么会这样。” 听了妈妈的
话，我恍然大悟：原来妈妈是借用踢球的例
子让我养成一个勤于思考的习惯。我一定认
真思考，争取在学习和踢球上取得更大的进
步！

小荷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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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露营经历
周颖欣 （五年级马立平班暑假作文）

今年暑假我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比如说，
游泳，滑冰，体操，等等。但是我觉得最有趣
的还是去露营。
早上，爸爸开车带着妈妈，弟弟，和我奔
向露营的目的地。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了
营地。我迫不及待的跳下车，跟小伙伴们一起
嬉笑玩耍，真是快乐极了！好久没有在这么开
阔 的 草 地 上，温 暖 的 阳 光 下，自 由 自 在 的 玩
了。接着，我们就开始吃中午饭了。中午饭也
是相当地丰盛。有各家带来的拿手菜，还有羊
肉 串，虾 串，玉 米 烧 烤，也 有 各 种 水 果 和 小
吃。 这么多美味的食物，我都不知道要先吃哪
一个！后来，营地的主人还请我们参观了他们
农场的家畜。我和小朋友还抚摸了山羊和小马
驹。我还自愿尝试牵着山羊。我本来以为会很
容易，但是他们的力气特别大而且不跟我往同
样的方向走。我只能向主人请教。 妈妈告诉
我，有些事情看上去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一
定要亲自尝试才能掌握。最后我和小伙伴们又
一 起 爬 山。到 了 山 顶 我 看 到 了 层 层 叠 叠 的群
山。 这些山的倒影映在清澈的湖水中，真是漂
亮极了！我感觉仿佛就在画中游览。过了一会
儿，妈妈提醒我要下山了，我才恋恋不舍地下
山去了。
我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我盼望明年暑
假再来露营！

贝壳上的画

作者 杨造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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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心 茗

峨眉山游记

道包里有吃的。一个小猴子不知为什么突然跳到一个哥哥的
肩膀上，俩手抓着他的头，爪子把哥哥的脸都划破了。一个
猴子”保姆”(管理员)马上用棍子打了一下这只猴子的爪
子，那个猴子就叫了一下，跑到山上，再也不回来了。
我一低头，发现有几只小猴子在我脚边儿，看来看去，盯
着我们。我又一抬头，惊讶地发现旁边的树枝上也坐着几只
猴子!

远处的亭子顶上，山边的石头上都有猴子!

过桥的

时候，我们发现有猴子在桥栏杆上跳来跳去，玩儿的很开心!
从猴区回来的路上，我们走了”一线天” 。 这儿左右两
今年八月八号的时候，妈妈和爸爸带我和姐姐去四川的峨

边的山挨得很近，只留一个小缝儿。站在这儿抬头看，只能
看见细细的” 一线天” 。

眉山玩儿。

然后我们终于回旅馆了。多好的一天呀!

第一天，我们住在山脚下。

我可能在梦里会

梦到这些峨眉山的小猴子!
第二天，观光车带我们到山半腰。我们一人手里拿一根竹
竿往山上走，走了二十多分钟，到了清音阁。这儿有一个亭
子，亭子一边儿有一个小桥。水从小桥下面哗哗往山底下流。
我们决定从这儿去猴区看猴子。在路上，我看见有好多人
在水里玩儿，我问妈妈可不可以去。在妈妈同意后，我跟爸爸
和姐姐脱了鞋就跑进水里了。水凉凉的，真舒服!

山水哗啦

啦一直流到山底下。水面下有好多大石头。我们踩着大石头走
来走去，我一不小心摔到水里，裤子全湿了。我们玩儿完水
后，接着往猴区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和姐姐开始累了。 所
以我们坐了滑竿。
坐滑竿到了猴区，我们一眼看到前面的山上有好多猴子爬
上爬下。它们是毛绒绒的，棕色的。我们走近的时候，看见有
太多猴子了。它们有大，有小，有老，有少。还有小猴宝宝挂

编者按：上期，我们刊登了张心源同学的游记。插
图由两位小朋友家长提供。

在大猴妈妈身上，左看右看。这些猴子一点儿都不怕人，有几
只还跑到人群中看看闻闻，找谁有饮料和食物。一只猴子发现
一个姐姐手里的一瓶汽水，一把夺过来，站在她前面，用牙齿
咬了一个洞就咕咚咕咚开始喝了。另一只猴子闻出来一个人的
背包里有吃的，拉开拉链就抢出来了，那个人说他自己都不知

上页暑期作文由戴伟英家长提供。感谢家长对孩子
们中文学习的支持！

星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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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游轮去加拿大度假

郭凯闻

在2014年的夏天的最后一个星期，我妈妈和
我 坐游轮到加拿大玩。我们第一天在波士顿上
船， 下午4点钟出发。这是我和妈妈第一次坐游
轮。我们很兴奋地东看看，西瞧瞧。发现船上有四
个餐厅，一个运动场，一个篮球场，一个乒乓球
场，很多商店，一个电影院，一个剧院，四个表演
厅，一个图书馆，一个健身房， 六个热水浴
SPA ， 和一个大游泳池。我第一天就游了好一会
儿泳，泡了一会儿热水浴SPA。我在船上吃了很多
好吃的食品。晚上我们在船上吃了正式的西餐。我
觉得西餐很好吃，我一下子就要了两盘主食。
我们第二天早上到了Bar Harbor。 我们事先在
游轮上订好了票，下船后有导游带领我们去划海上
的Kayak。我们的导游教我们怎么划Kayak。海上
的Kayak有一个舵，用脚踏板来控制的。想往左就

踩左边的踏板，想往右就踩右边的踏板。她还告
诉我们怎么把船划快一点儿。这是我第一次划海
上的Kayak 。比起江里的KAYAK来，多了控制方
向舵的脚踏板和一个塑胶围裙，用来把水挡在外
面，以防自己的裤子弄湿。导游带着我们十二个
人在两个岛周围划船。我们看到了会抓鱼的鸟，
在两个岛上 看见了一只老鹰和两只梅花鹿。这
些动物看见我们，一点都不害怕。我们划Kayak
的时候还看见了我们的大游轮。
下午回到大游轮，我和一个叫Steven的大学
老师 ，下了一盘国际象棋，每走一步我们都很
慎重，有很多人围着看我们下棋，不知不觉就花
了3个多小时。一直下到8点我们才吃晚饭。我
觉得我下棋不错。

牛顿中文学校校刊

我们第三天到了Halifax。Halifax是Nova Scotia的首府。我和妈妈在Halifax骑自行车游览了
Halifax的重要景点。我们看到了Titanic House，
那里的主人坐上了TITANIC 号就没有回来。我们
也看到Public Gardens，那里很美丽也很好玩。
下午回到游轮，我先游了一会泳，然后吃了西式
晚餐，又吃甜点，那里的甜点又好看，又好吃。
第四天船到了Sydney。Sydney是一个很老的
城市。 我们一下船就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大提
琴。我们在Sydney的市中心拍了很多照片，游览
了几个有名的地方，去了那里的图书馆， 就回
到船上了。晚饭后我和一个叫Collin的人 下了两
盘棋。第一盘我们和了，我赢了第二盘。谢谢中
文学校象棋班的老师教我，我觉得我下棋水平有
了很大提高。
我们第五天到达了Charlottetown。
Charlottetown是加拿大最早建国的地方。我们在
海边看见了一辆大坦克。我们还看见了四轮游览
马车。然后我们步行去游玩了市中心。我在那里
发现了一个Mall。没想到里面还有一家店是中国
人来开的，然后我和妈妈在那里各买了一双鞋
子，价格很合算。那个晚上我去了游轮的十二楼
玩游戏。 看见另外3 个人也在那里玩Halo 4。
我也去跟他们玩。 我们最后成了新朋友。
第六天 我们一天都在海上航行。 我们在
船上游泳，泡热水浴池，打乒乓球，妈妈去看歌
剧，我去 玩了Halo 4， 我们也吃了很多好吃的
食品，我们晚上10 点才睡觉。
第七天我们到达了Quebec城市，白天我们去
游玩了Quebec市中心。在市中心有很多雄伟的建
筑，我们在那里看到一个街头艺术家在表演，他
可以用双手抛接三个火把，使他们在空中移动不
会掉在地上，还可以同时用双手抛接7个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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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空中移动而不会掉在地上。 我看了觉得
很有趣，不舍得离开。
我们也坐了双层敞篷旅游车，游览了
Quebec城市，我和妈妈坐在第一排，拍了很多
漂亮的照片。Quebec 城市的主要语言是法语，
我虽然在学校学了两个学期法语，但是觉得不
够用。还好多数人也会讲英文。车上的导游在
介绍时，总是用英文和法文两种语言。他告诉
我们，Quebec的意思就是河流变狭窄的地方。
他还告诉我们，Quebec最早是法国的殖民地，
后来又成了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城市里的建筑
有两种风格。如果外墙的石头是平滑的，那就
是英国风格，如果外墙的石头是粗糙的，那就
是法国风格。我和妈妈一路看着建筑，一边给
他们的建筑风格归类。
这个晚上是我在船上的最后一个晚上， 我
和3位朋友最后一次玩了Halo4。我的两位朋友
是从纽约来的，一位朋友是从加拿大来的。
第八天的早晨我和我妈妈离开游轮，坐火
车到Montreal。在Montreal玩了一天，我们坐地
铁去了Olympic 公园。过去比赛的stadium，现
在改建成了BIODOME, 在那里我们看见了各种各
样的动物。我给动物们拍了很多照片，有企
鹅，乌龟，很多种鸟，猴子，很多种鱼，鲨鱼
和鳄鱼。 我还给一只一直在冲浪的企鹅录了
像，非常可爱。
我听我妈妈说， Mcgill 大学是加拿大很有
名的大学， 所以我们去大学看了一看。我们发
现那是一个靠近山边的很优美的校园。
第九天我们就回家了。我觉得这一次Cruise
很好玩，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 交了很多
新朋友，去了很多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我玩
得很高兴。我真谢谢我妈妈带我来。

星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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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We Be Relevant?
As the November election is approaching, NCLS’s Sarah Liu interviewed former Newton Alderman-atlarge Greer Tan Swiston on the local elections and the Asians’ role in the political arena in general. Swiston calls on the local Asian residents to vote. She stresses that even a blank ballot is an important effort
to show we are relevant!
October 25, 2014
Hi, Sarah

Hope all is going well for you!

I recently received this email from
Betty Pang (of GBCCA) and it made me
think of the question you’d raised
of how we can be more relevant as a
community.

WE NEED TO VOTE!
As a community,
even those that are citizens and
registered to vote, are known for
NOT voting.
As a community …
probably one of the EASIEST ways to
help us be more relevant, is for us
to participate in voting.

Obviously, I would advocate for informed voters … but I think, as a
start, simply turning in a blank
ballot if you don’t know who to vote
for … is valuable.
A blank ballot
says “no one has done anything to
interest me, but I care about my

voice.
I care about being relevant.” … this is REALLY important in
the grand scheme of things.

Of course, if you KNOW who you are
going to work for, that is better …
but it is BETTER to turn in a blank
vote than an uninformed vote.
As
you see my plea below … I am encouraging people to go to the polls
first and foremost … but EVEN if you
don’t know enough about the candidates to form an informed opinion,
then turning in a blank vote is just
as important .. and when you have
NOT done your homework to truly educate yourself about ALL SIDES of the
vote, please do NOT give a reactionary vote … you are better off turning in a blank than an uninformed
vote.
WE as a society … would be
better off if you turned in a blank
vote rather than an uninformed one.

Cheers!
Greer Tan Swiston
談繼欣

星星草

华 人 世 界

October 25, 2014

S: Leland Cheung just ran for lt.
Gov. How would you comment his efforts?

G: We differ in opinion on many matters and perspectives, but I am glad
that he came out to run for office.
However,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support an individual not of his
race or gender, but for his ideas,
character and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He and I simply didn't not share
much in common.

S: What could the local communities
have done better to help a politician
like him to win the race? In your
eyes what could be have done better?

G: Every politician must resonate
with his/her supporters.
That is the
candidate's job.
Again, do not support a candidate simply for his race
or affili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get to know himher personally. ALWAYS
vote for the individual. That is the
way true American Democracy will work
best. If the community truly felt
that a candidate was representing
their views and perspectives, then donating time, money and connections are
ALWAYS the best way to support a candidate.
Give him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and
help give him as much exposure as 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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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ble ... that means finding ways to
keep him in the spotlight. Help
fundraise, help introduce him to
votes he doesn't already know.

S: Is there a glass ceiling? How
optimistic you are in terms of having
an Asian American president? Is the
society ready for it?

G: I don't believe in glass ceilings.
I am very optimistic that if
an individual were engaged and built
his/her support base ... that one
could run for President. However, I
don't see us having an Asian American
President any time in the near future
because we simply don't have enough
Asian Americans getting engaged at
the local and state level.
We need
to be willing to be a part of society
if we want to stand up to represent
society.
It has to be about being
American of which having an Asian
heritage is a part, not just about
being Asian.

S: As the first Chinese-speaking
Asian American candidate to run for
the Massachusetts Legislature,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a little more
about your life, and why you have
been volunteering and have been actively involved in local politics?

星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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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r refers us to an essay about
her, which will be carried in next
issue of journal.)

S: How can we be more relevant? What
message you would like to send to our
readers?

G: ...to be more relevant, we just
need to show others that we care and
are involved with them, and they respond back with more caring and involvement.
It is my belief that
slow and steady DOES win the race.
We do NOT need to lose our heritage
and out culture, to also accept and
be more American.
I always thought
my parents gave us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and I intend to cherish every
bit of it.

The message I want to send to the
readers?
We are in America now.
Embrace it.
We don't have to lose
ourselves to be American. It is like
a marriage ... and our children are
stronger because of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parents.
All Americans are
ultimately the merging of more than
culture, more than one heritage.
We
are stronger because of the merging ... and we become weak when we
forget our roots.

proud to be Chinese.
I am who I am
and I don't need to clobber anyone
over the head about any of it.
I
am given understanding by trying to
understand others.
That's the way
it works.

I am not about conquering odds in an
"us" against "them" struggle.
I am
"us" and I am "them".
I try to understand all the perspectives so
that all the players might understand each other too.
When we are
able to do this, then we will be
able to work together for a better
country and a better world.
Greer is a MIT graduate who worked at NASA’s Jet Propulsion Lab, Fidelity Investments and Merrill Lynch as
well as at high-tech start-up companies. She has also
served o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s and boards of a
number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community centers
and government commissions. She is now involved in
real estate investment, sales and management.
Greer served as
Newton Alderman
for three terms.

Photo Courtesy:
vote4greer.org/

In this interview, S refers
to Sarah, while G refers
to Greer. We will carry
a story by Greer titled
“The ABC Generation,
Where Do We Go From

I am proud to be American.

I am

Here” in next issue.

牛顿中文学校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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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职 生 活

【本刊讯】9月5日,牛顿中文学校2014-2015秋

员工们为学校的发展献计献策,希望每位教师充

季学期会议在CCCC举行,此次会议由郑玲校长主

分发挥自身功能,提高工作整体水平,努力打造

持,出席此次会议的还有赖力副校长、校董事长

牛顿中文学校为和谐的大家庭,在传播中华优秀

邓永奇及全体教职员工。

文化的同时,也让我们的华裔第二代感受到自生
的根之所在, 源之所始。

由于中秋佳节即将临近,在郑玲校长的节日祝福
声中大会开始。郑玲校长,赖力副校长向全体教

牛顿中文学校全体教职员工的热烈掌声中圆满

职员工发出了对于下学期工作的期待与展望:提

完成,新的学年即将开始,在新一轮校长班底的

出了对于全体教职员工的责任与义务,以及提升

带领下,这一学校一定会有自己的特色。我们期

牛顿中文学校社区凝聚力的新要求。在对全体

待着。

(江天报道）

教职员工提出希望鼓励的同时,也积极倡导全体

【本刊讯】新英格兰中文学校协会于日前
（9/27）在波士顿侨界中心举行了“103年度
教师节餐会暨表扬资深教師颁奖典礼”，六
所中文学校近50位老师参加了这个活动。
后排： 田园，赖力，王瑞云，陈卉，崔昊, 茆乔筠，
前排：田毅，曲少华，王涵，范林

如同往年一样，牛顿中文学校的老师代表也
参加了这次活动，今年参加的老师有：王瑞
云，赖力，田毅， 笵林，陈卉等。牛顿中文
学校的资深老师王瑞云获得大会邀请分享自
己的教学经验。王老师教学经验丰富，出国
前在台湾就从事教育工作，在牛顿中学教学

35年，教学总资历超过45年。她以自编教材配
以学生熟悉的歌曲激发海外华裔小孩对学习中
文的兴趣，效果颇佳。王瑞云老师还将自己的
演讲所得捐回New England 中文学校协会，
为推广中文教育， 传播中华文化尽自己的力
量。
餐会后， Lexington中文学校的老师表演了
精彩的布袋戏“孔子和他的学生们”，作为午
餐会的发起人者，餐会的另一高潮是“中华传
统文化知识竞赛”，比赛以“经，史，子，
集”内容分类作为出题的范围，牛顿中文学校
获得
王瑞云老师在演讲
了第
二
名。
(江
天综
合报
道)
图片提供：

陈 卉

中华文化书刊音像大展将在我校举行
[本刊讯]我校与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美国公司共同举办的“中华文化书刊音像大展”，将于感恩节前
夕的11月23日（周日）在我校上课的Day School 一楼餐厅隆重举行（9：00am-6：00pm）。届时，
由中国300多家出版社，音像公司出品的数千种中文杂志、电影电视剧、音乐剧歌曲唱盘、笔墨宣纸
荟萃一堂，供学生、家长选购。
牛顿中文学校曾与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美国公司多次合作举办书展，深受学生、家长欢迎。许多在美
国市场上见不到的中文图书都可以在这里买到，且价格只有市场价的一半。本届书展推出了一批近两
年出版的精品书、畅销书，其中有讲述中国一代大师坎坷历程的《南渡北归》，又有和人们生活息息
相关的《中国家庭医生大全》，而更多的是促进孩子们学习中文，增长知识，提高中文阅读水平的书
籍，有《汉字描红》《汉英双解新华字典》《儿童注音版十万个为什么》等。
本次书展的全部收入将用于牛顿中文学校的支教活动。

星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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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别 报 道

中美邦交35周年庆 波士顿市府广场热闹非凡
牛顿中文学校设展台 课程介绍 小手工 汉字迷你课堂 趣味游戏

吸引往来宾客

9月27日市府广场热闹非凡。中

波士顿侨学界年年由波士顿

牛顿中文学校的展台当天吸

美邦交35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

前进会牵头于9月底在市府

引了许多来宾。家长会会长

国65周年庆祝活动在这里举

广场举行中美国旗升旗仪

高磊早早来到广场，他的孩

行。数百波士顿居民目睹了隆

式，庆祝中国国庆和中美建

子Cheng Cheng、太太张颖

重的升旗仪式。仪式后，来自

交。今年适逢波士顿孔子学

也一起帮着摆桌子装设展

牛顿中文学校、亚洲文化中

院建立10周年，侨学界改

台。郁晓梅、蔡洁、李青

心、天使舞蹈团等中校和文化

由孔院筹办升旗仪式。孔院

俊、陈丽嘉、黄语红等老师

团体的舞蹈、合唱等表演吸引

邀请了地区主要中文学校和

也前来帮忙，或参加演出。

往来宾客。

文艺团体前来摆摊设点展示

李青俊、张颖等老师更是一

重要来宾 前进会名誉会长李素影和议员

中华文化。

家人齐上阵，他们的孩子们
招呼展台前的客人热情周到

在交谈中 右为MIT代表朱厚泽

大方，令人印象深刻。
来自Waltham“梅艺廊”的这位绣
娘在展示中国刺绣。她介绍说，绣
绷上的玉兰已经绣了四周，要想完
工还要绣至少10个星期。

亚洲文化中心带来的开场舞“天山”

摄影： Sarah Liu

牛顿中文学校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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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体 报 道

最近，我校频繁参加社区活动，得到了媒体关注。

镇德华老师在10月11日牛顿亚洲文化节表演
《牧民新歌》。

图片 《看世界》

我校书画教师方正厚（右四）为《星岛日报》报道

9月29日，《星岛日报》报道了市府广场侨学界庆祝中美建交35周年，上图该报报
道我校教师方正厚向孙大使献书法作品。我校的展台和表演也得到了媒体关注。
下为同日星岛日报截图。

下为美国中文网报道首届牛顿亚洲文化节。
牛顿地方电视台NewTV、《星岛日报》等媒体
也对我校的参与给予了相当的报道。

星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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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片 报 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领事馆孙国祥大使赶到波士顿参加中美邦交庆祝活动。他在仪式

照片说明：

上发言，并在仪式结束后接受当地媒体采访。图为他和侨学界代表合影（摄影 晓风）
图一：挂有写着自己名字的小牌
牌的小朋友
图二：热闹的展台
图三：郁老师的画脸
图四：小志愿者们
（图片提供：郑凌）

图二
图一

图三

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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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行 水 上

星星草

一张罚单引发的小故事

风行水上新栏目和大家见面了。风行与风行摄影工作室无
关，水上也不讲神奇武术，只说一些轻松的闲话。开篇者
晓风抛砖引玉。请大家一起分享生活。

晓

风

某日，去图书馆，突然在一小路上发现了
一个停车位，泊车，无事，不表。过了几天，

编

者

要去助人为乐等等。太太说，你小心丢了自己的
饭碗。

又去，按图索骥，依旧在那个小道的僻静处停

停车管理处的有位板着脸的小官员接待了我

下。这次周围热闹，也有几辆车停成了排。车

们。山姆大叔比他气势盛，陈述了几点。一、我

越多越踏实。确认泊车合法。很高兴。毕竟这

以前停过车，没有问题，不知问题在哪里。二、

样停车不用惦记时间中途跑出来喂停车位计时

远处有不许停车的标志，但是隐藏树叶里看不

器角子。

见。他的气势很强大，但是观点不得要领。第

踏踏实实在图书馆里选书挑书，挺自在。

一，我以前停过不代表就合法，二那个标志在不

谁知，从图书馆出来一看，一张罚单在车窗上

在树叶里不重要，它不管我停车的地方。但是既

躺着。四下一看，别人都好好的，有点奇怪。

然他是热心人，我不好意思纠正他，就由他辩

拦下一位过路人请教，不明所以。操着欧洲口

诉。

音的老太太很热心，又拦住一位山姆大叔，代

小官员很冷静，把山姆大叔拍的照来回看了

问。快递员黑人朋友更热心，把他的大卡车停

两遍，立刻找到了问题：“你看，你的这张照片

好，跑来观察形势，代拍照片，又约我一起去

显示车离路转弯的地方有多近？常识告诉我们，

市政厅appeal。

这样容易堵塞交通。”

遇到这样的好人，想不去都难，更何况众

我的战友脸色大变，立刻如做错事被抓的小

人都不明白我为什么吃这样一个罚单，从一个

孩，垮下肩，沮丧着脸，拿过他的机器，脚底抹

侧面说明不合理啊。更美的是有人自告奋勇代

油，不见了。

我出头，我信心大增，就同去了。

他消失的如此之快，以致我回不过神来，还

山姆大叔是那里的常客。他行侠仗义，喜

不知道他从那个方向逃逸的。回过头，官员冷冷

欢让人知道，还告诉一位办公室接货的太太他

地对着我。我也看着他。因为还沉浸在惊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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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的表情很冷谈，可以错认为是冷静了。他

已经试过，不过系统里没有我的票。

等我说话。
So…, I said, the parking sign.好，这个过渡句

不可能，这都好几天了。她一边说，一
边用笔把网站地址写给我。

子一来，我的思路清楚了，我们就那个sign讨论

基于时间可贵的原则，我把她写的条收

了一下，他承认应该在我这边有个sign。我又问

进包里，顺便把和罚单一起的抗辩单拿出来

路口不准停车，这是哪里的明文规定，他说不上

了，就着柜台写起来。写完，我叫那位先生

来，给了我一个电话，是交通管理部门的。然后

过来。

他弯腰取了个表，大慨意思是让我把抗辩表填
我说，那天我们其实聊过。

了。但是我是一个很迟钝的人，不知道他让我填
表什么意思。我拿着表，拿着他给的电话，走

他点头。

了，走时眼角余光注意到他很惊讶。

我说，我又看过了那个路口，你说的有

他为什么看着那么惊讶呢？在我们交涉完他

道理，倘若一个大消防车经过，的确我这么

给我特地拿个抗辩表来，是不是填一下就没事儿

停不合适。但是，也的确缺少那么个sign明

了呢，还是公事公办就是要填个表单不见得抗辩

确告知不可停车。

成功还是要交罚款呢。

他也点头。

时间可贵。搞不明白的事不去搞。有天我凑
巧经过交通管理部门门外，就进去交罚款了。
有意思的事，那位官员先生还在，一看见

我说，既然我也来了，也想缴罚款，但
是交不了，时间可贵，我看我就势就抗辩一
下得了。

我，好像还认识。我在这里和一老太太递罚单交
钱，他在那里不自在。真是有意思。我心里想，

他说，你以后记得不这么停车就行了。
这个罚单算了。

不可能吧，有几天了呢，也许他早不记得我这个

就这么简单！

案例了吧。
小小总结一下，在黑白之间有很多区域
罚款只收现金和支票。我的现金不够。只有
银行卡，他们不收。老人家建议网上付款。我说

的问题的解决，沟通是关键。寻求共识、态
度冷静、友善交流，事情比我们想象的简
单！

牛顿中文学校校刊

新课介绍

Page 23

新 人 介 绍

成人歌唱教学

学习正确地发声已及唱歌的技能和技巧。 运用练声曲来训练声音的统一{ 从
低音到高音的音色统一和过度转换] 。学习歌唱中的咬字，吐字的方法，以
及音准和节奏的训练。学习怎样把握对歌曲的情感表达和音乐处理。如何去
演唱和准确表达各种不同体裁风格的歌曲。因才施教使每个人在演唱上都能
得以提高。在教学中将学习演唱不同形式和风格的歌曲如美声，通俗，民族
歌曲。也可根据个人不同的需求，教一些舞台表演和台风的训练。因为歌曲
的演唱和表演是一种`听觉`与视觉的完美结合。歌唱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
带来生活的乐趣，以及提高人们的艺术思维和艺术修养。

儿童歌唱教学
在教学中主要以唱青少年和儿童歌曲为主，同时配合练声让孩子学习和了解
正确的发声方法以及唱歌时声音和气息的控制和运用。指导孩子掌握歌唱时
的音准和节奏，以及咬字吐字的准确性，用美好的声音并有感情的去演唱歌
曲。通过一些歌唱和表演的结合以提高孩子的舞台表演能力。通过歌唱教学
以提高孩子的审美能力和情趣，并达到艺术教育的目的。

教师介绍

曾燕琴,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主修声
乐，广西音乐家协会会员。广西通俗
音乐学会理事。获中央电视台第三届
青年大奖赛广西赛区通俗唱法一等
奖。桂林独秀歌星大奖赛获一等奖。
获中国西南六大城市歌手大赛优胜
奖。广西“三月三”大型演出中获优
秀演员奖。广西音像出版社将他演唱
的一些歌曲录入了磁带及唱碟。曾多
次参加国内的许多大型演出并得到好
评。

广而告之
第三届牛顿中文学校“星光杯”作文比赛通知
参赛题目：参赛主题是“根”或“我的好朋友”。儿童组300字，少儿组400字，少年组600字，
青年组1000字。电脑打印、手写均可，手写汉字可加分。

投稿要求：请以电子邮件（纯文本格式）发送文稿至校刊编辑信箱：
pa@panewtonchineseschool.org; copy: editor@newtonchineseschool.org
请在电子邮件主题栏注明“作文大赛”字样，并在文末提供中英文姓名、出生日期、班级、

指导老师、家庭住址、联系方式（家长电话和电子邮件)、英文学校、是否在美国出
生，如非美国出生儿童，请回答来美几年。

通知详情，请参考校长通讯。

摄影

Sarah Li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