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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寄语
卷首语
莉彬

窗外纷纷扬扬的雪伴随着圣诞钟声悄悄降落，屋内的炉火更加温暖。在辞旧迎
新的新年钟声敲响时，崭新的2018年向我们笑吟吟地走来，新的一年，新的心愿，
新的憧憬，新的起点，新的启程！祝读者们新年新气象，红红火火，万事如意！
2017年至2018年的跨年校刊，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感谢
林老师应邀亲手挥毫而就的《春晖图》赠校刊，我们把这副图作为本期的封面，恰
如我们对读者们的美好祝愿。这一期的精彩内容导读如下：
•

注册资讯：相信大家已经收到了学校的网页和邮件通知，关注了春季学

期的注册事宜。牛顿中文学校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推出精彩课程，包括一些特色新
课。本刊特意辑选了新推出的课程的介绍，包括武术、舞台艺术和乐高LEGO课程，
希望可以为 各位家长和学生注册课程提供详细的信息和参考。牛中在新学期将继续
竭力为同学们提供丰富的品质课程选择。
•

学校风采：牛中的魅力风采是多年积淀的结果，更感谢我们如今的牛中大

家庭，师生们勤奋、专注、团结的精神面貌如春风拂面，绽放着灼灼春华，祝愿着
累累秋实。在课堂里，在学校里，在社区里，我们用手中的笔记录牛中的风采。本
期特别报道了晓风采写的有关才艺舞台和爱心支教、艺术展览和支教募捐的故事。
陈琳珊同学的《学生艺术义卖小故事》特别具体生动地
记述了从学生的角度的观察和体会。此外，我们前一期
校刊的新闻报道热烈祝贺孩子们在地区中文演讲朗诵赛
事取得特别好的成绩，但是我们并不停留于此，这期校
刊走访了家长和老师，进一步思考其对中文学习的启
示。感谢狄晓慧老师和许多家长对本文的支持和贡献！
•

中文习作: 众所周知，语言基本功包括听说读

写，对海外华裔孩子来说，写 作是最困难的一关，因
为写作需要掌握巨量 的汉字，中文特有的语法语义，
更需要理解背后的文化。本期校刊非常高兴与大 家分
享牛顿中文学校阅读写作班和五年级中文班的杨宜芳老

牛顿中文学校校刊 NCLS JOURNAL
主 办：牛顿中文学校
董 事 长：梁楠
家长会长：高红
校 长：夏铭
副 校 长：胡凤飞
营销部主任：赵志宏
主编：张莉彬
美工：姚雯
封面：林浩宗
封底：献爱心
网 址：
www.newtonchineseschool.org
邮址：
editor@newtonchineseschool.org

5

师推荐的的专题作文，用稚嫩的文字记录节日，思考问题，抒写心情，仿佛能够看
到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展开想象力的翅膀，把语言学习融合在生活的点滴细节
里。感谢老师们的细心、耐心和爱心，祝福孩子们新年里取得更多的进步，更好地
夯实语言功底，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
•

海阔天空和牛顿诗情: 这是大家熟悉和喜爱的校刊的特色栏目，专门刊登

原创作品。本期隆重推出两篇精品，一是蔡洁带来的原创游记《相聚”彩云之南” (
上篇)》，细腻旖旎的民族文化和浑然天成的自然风光，令人大饱眼福，而游记本身
的探险和发现的惊喜历程，娓娓道来，又蕴含着闪闪发光的哲理，二是宁可先生所
作的相声《狗年旺旺》，风趣幽默，举重若轻，都是日常的汉字，组合起来却又有
灵性、又有魅力，在新年期间读来，应景又热闹。喜欢诗歌的朋友们不要错过“牛
顿诗情”栏目里几位诗人新题的几首诗词。
除此之外，关注学校活动的读者们，别忘记继续前往我们的公告专栏，新的精
彩在等待 您！ 闲话少说，请君移步，欣赏本期精彩内容吧！

注册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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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笑仪武术课

Xiaoyi Chen Wushu
（青少年／成人）
陈笑仪，世界武术冠军。8 岁习武，2012 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
院，现任 Wellesley College 、Harvard 大学武术队教练、哥伦比亚大学武术队
特邀教练、新英格兰武术冠军学校校长.
中国国家一级武术裁判员、国家一级武术教练员、美国国家太极拳裁判
员，先后获得国际武 术大赛斩获金牌 40 余枚。曾应哈佛的大学邀请做了武术讲
座，并多次被世界日报、星岛日 报、乔报、新京报、CCTV、环球功夫、搜狐网、中华人物网等
国内外媒体报道。来美期间， 先后参加联合国、哈佛大学常春藤春晚、MIT 春晚、亚美节等武术
演出等几十余场，武术演 出网络视频点击量过百万 .
将在牛顿中文学校开设以下课程:
1.
* Basic Wushu
武术基本功  （武术基本步法、拳法、手法、基本套路）
2.
* Taichi
养生太极拳
3.
Self-defense  成人防身术及散打实战 （实用格斗、防身自卫）
4.
Wushu Weapons 武术兵器（棍术、剑术、刀术、九节鞭、双截棍等等）
(* 2018 年春季学期已开课程)
Xiaoyi Chen, World Wushu champion. She started training Wushu when she was 8.
Graduated from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Wushu College in 2012, she has won more than
40 international Wushu competition gold medals (http://newushu.com/index)

Class ID２３０６儿童舞台剧表演艺术 (8 岁以上)
课程介绍 通过对儿童的培训，充分提升他们的艺术素养和沟通能力，儿童本身天真、活
泼、好动，表现欲强烈，往往渴望他人关注自己。学校特为儿童开班“表演艺 术班”，一方面增
强孩子们的表演能力，另一方面为孩子们提高这样一个表演 和交流的平台。让更多的家长意识
到，儿童剧对孩子的性格培养、素质提升和 兴趣爱好，起到重要作用。
表演课分为几个环节 一、放松训练
老师运用不同的音乐，引导孩子欣赏音乐的同时，根据韵律做出不同的动 作，使孩子们的神
态、表情、肢体动作融为一体，达到放松忘我的境界。
二、表情训练 微笑、开心笑、大笑、悲伤哭、委屈哭、大哭、望天空、往远处、看见某
人或某件物品、反应能力、喜怒哀乐等不同表情在舞台演出中的表情训练。 三、模拟训练（
假想实物训练） 每个孩子模仿自己喜欢的人物、动物、大自然、童话里的角色等自由表
演。目的是培养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和感受力。 四、交流对话训练
老师会模拟一个小话题，让孩子们围绕中心思想进行交流。目的是开拓孩 子们的思维、突破
语言障碍，思考怎样用语言和肢体语言让对方明白你所表达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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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情景训练 老师命题，孩子们根据老师拟定的情景，进行自由表演小品等。经过以上
课程，孩子们已经基本掌握了表演技能，胆子也开始放大了。可以自己找伙伴 进行设计导
演，然后开始表演，最后老师要进行总结评分，提出表演和不足。
六、教学成果展示
老师会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为每个孩子设计属于自己的角色和节目，参
加学校的演出活动。
任课老师:  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晓铃

Courses offered in Newton Chinese School
1.
2.
3.
4.

Basic Wushu
Taichi
Self-defense
Wushu Weapons

MAJOR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S
•
China Class 1 Wushu Judge
•
USA National Taichi Judge
•
China Class 1 Wushu Athlete
•
China Class 1 Fitness Coach
•
Chinese Wushu 6th Duan
•
Member of The Chinese Wushu Association
•
Member of The US Wushu Association
•
New England Championship Wushu Academy CEO
•
Wellesley College Wushu Coach
•
Harvard Wushu Team Coach
TEACHING EXPERIENCE
•
2014-2015 Malden BB School After School
•
2014-Present Wellesley College Wushu Team
•
2015-2016 Sharon Wushu Group
•
2016-Present New England Movement Arts
•
2016-present Harvard Wushu Team
•
2017-Present Brookline Chinese School
•
2017-Present Wellesley Chinese School
•
2017-Present Andover Wushu Club
•
2017-Present Calvin Chin’s Kungfu School
•
2017 –Present New England Championship Wushu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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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ID 2111 Montessori Chinese (Age 4-6)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have 7 workshops, using Montessori Method of Education
which is a child-centered educational approach based on scientific observations of
children for students ages 4 through 6 years old. It includes 5 core components from
American Montessori Society (AMS):
1.

Practical Life, Arts and Crafts

2.

Sensorial

3.

Math

4.

Language

5.

Cultural (Geography, History, Natural, and Physical Sciences)

Benefits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Montessori education offers children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their potential as
they step out into the world as engaged, competent, responsible, and respectful citizens
with an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that learning is for life.” www.amshq.com

Instructor Introduction: Dr. Jinhui Xu
Dr. Jinhui Xu serves as a Chief Academic Officer at MandarinArk and adjunct faculty
member a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She teaches an American educational
system course which introduces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systems including its policies
and reforms for Master’s students. Prior to this, Dr. Xu works as a K-12 Chinese teacher
in public schools from 2016-2017, and Global Outreach Director at Boston Renaissance
Charter Public School from 2009 to 2015. Before she came to Boston to pursue her
higher degrees in 2005, Dr. Xu also held positions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in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fields from 1995
to 2005 in Samsonite China. She holds a doctoral degree in
education (Ed.D) and a Master’s degree in Applied Linguistic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and a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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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degre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from Hul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and a Certificate of Achievement of Teaching Social Studies/History to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and Massachusetts K-12 Chinese Teacher License, and Montessori Certification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American Montessori Society (pending).

Class ID 2310 戏剧形体舞蹈 (少儿/成人)
招收对象
年龄不限，喜欢戏曲舞蹈的爱好者。
课程内容介绍
•      戏曲操
•      戏曲身段组合
•      戏曲手绢舞
•      戏曲水袖舞
•      戏曲扇子舞
•      戏曲双刀、双枪、双剑等舞
任课老师: 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晓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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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ID 2451 Creative LEGO Age 5-7
课程介绍
本课程目的在于使用  LEGO  智力玩具培养孩子们的注意力和想象力.     在教师指导下,训练
孩子们独立完 成项目并且学习与其他孩子们的合作技巧.对象是    5~7    岁的孩子.
1. 课程形式:
每次课时 90 分钟,   老师开始会用 10-15 分钟讲解本次课的主要内容.   材料会是幻灯,视频,
图片或者 LEGO 模型.  主要是把孩子们在生活中的经验和本次课程的模型联系起来,  然后指导学
生搭建模型
(50-60 分钟).   孩子们可以按照老师的模型来搭建,   速度快的孩子们有机会开拓自己的视野
搭建复杂 的模型. 下课前, 孩子们将花 5 分钟清理自己的 LEGO 零件, 最后由老师总结这次课的情
况.
2. 课程内容: 一学期为 16 次课. 分为四个单元,
第一单元,  了解基本形体,颜色.  学习搭建简单的模型(交通工具,  建筑,  动物,  小物件和原始
机械). 第二单元,  开始接触复杂的形体,   让孩子完成能在一小时内完成的模型.
第三单元,   团队合作(根据全班的人数多少来分组),   完成小组模型,   并编写故事在全班展示.
第四单元, 学习简单的机械原理, 为升班学习 LEGO 科学机器人班做准备.
3. 使用设备:
每位学生都会有学校提供的 LEGO 玩具作为课堂教学,任何学校 LEGO 模型和零件都不能带
离教室.    写 故事用的铅笔和纸.
4. 其他:
本课程旨在帮助孩子们在快乐的创造中学习.   欢迎亲子同建,   也鼓励学生把家里搭的模型带
到学校 展示.

学校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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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艺舞台和拳拳爱心
——2017年才艺表演Talent Show现场报道
晓风 莉彬 文
一年一度的才艺表演于2017年12月10日在
牛顿中文学校大礼堂举行。这次演出共有25个节
目，表演收入逾千，将全部用于支持中国河南新
安一中贫困生完成学业。
所有表演均由支教学生担任主持，其中
Jason, Austin 和Zackery三位同学参加了去年
支教团队的中国行。他们在演出开始前，首先向
观众了介绍了自己的支教心得，言简意赅地总结
了支教的意义。Jason说，支教不仅帮助了中国
的学生，也使自己学会了感恩、爱心，并获得了
助人的愉悦。主持人们感谢社区有才艺的成人与
学生通过参演奉献爱心。参加主持的还有Alyssa
Chen，她在演出前夕的宣传也做了很多工作，
上期校刊已有报道。演出的节目非常精彩，我
们的志愿者在YOUTUBE上传了所有演出节目视
频。
独唱
本次演出的总导演是支教学生Jason Dai的
家长，资深主持陈晓斌。支教家长、学生担任了叫场、守门、装饰舞台、演出后清理工作等。不
少支教家庭、学生还参加了演出。全家齐上阵在支教已蔚然成风。今年是陈晓斌第二次担任才艺
秀总导演。在演出前，陈晓斌整理演出节目单、发电子邮件与支教团队、演出团体联系，经常忙
到半夜。演出前，陈晓斌还提前到场，发给主持们她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并训练主持人Zackary
Lu, Alyssa Chen, Lucas Tian, Austin Lang and Jason Dai。演出中，陈晓斌因家长会值班临时
离开，她的儿子Jason Dai及时顶上妈妈的职责，有模有样，一边准备帮忙的父亲代明时也可以安
心袖手旁观了。
不少现任或前任支教成员和家长，在幕后担任了演出的指导老师，他们有：蔡洁、郑凌、袁
妍等。吴影、张正山等指导老师等为才艺秀带来了多个节目。才艺秀不仅为支教学生展示主持才
能和服务精神提供
了舞台，不少家庭
还参加了演出。他
们有Grace Wang,
Cindy Zhang,
Sarah Liu等家
庭。
秧歌

今年支教20名学生一起表演了荧光棒舞，虽然演出中遇到了一点技术障碍，表演还是非常
成功，赢得了现场观众欢迎和掌声。其中两位同学的家长袁妍与郑凌担任了指导老师，Zackery
Lu花了不少时间将在家练习的录像放到微信群里，帮助学生们在家练习。演出当天，Zackery和
妈妈袁妍都生病了，但是他们依然能够12：30就早早地到礼堂来帮助布置，并且一直待到最后帮
助清理礼堂。
今年的舞台继承了往年支教才艺秀大方、活泼、亮丽的舞台特点，刘欣、朗力、卢志勇、
支教学生Jenny的父亲，於东晖等参与了布置舞台。郑凌、陈卉、EC 的Helen Cao，还有Sarah
Liu等参与了从stage design到music program等方面。支教家长郑凌为舞台提供了银色幕帘。
刘玲热心地制作了一些闪亮的星星装饰幕帘，相得益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帮助布置舞台
的家长中总能见到卢志勇的身影，今年也不例外，早来晚走，兢兢业业，是支教才艺秀最铁杆的
支持者。
张渊和Sarah Liu，周霞、顾学菁和杜心诚等担任了photography一职。陈刚担任了音响。
节目总监陈晓斌介绍，陈刚是学校资深的DJ，已担任此职多年，并且总是能出色完成任务。
礼堂入门处报道、收费、叫场等环节也关系到演出的成功与否。邵慧莉原本在签到处，但是
听闻场内另有需要，立刻放下手下的活儿离开了去更需要的地方帮忙。沈俊卿、劭惠莉、琳达•
丁、张梅、刘欣、lirong和张红武等参与了报名和叫场，一直服务到演出最后。

Performers: 男生小合唱

乐器合奏

performer: Joe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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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 Show节目已经被上传到Youtube, 请移步如下链接欣赏：
2017 Talent Show 开场： 大中国 （东北秧歌女子群舞） by 教师俱乐部
https://youtu.be/00_1xdBRe94
独唱: 鳟鱼 by 谢嵩文
https://youtu.be/NKscV5zrUZg
Scars to your beautiful
https://youtu.be/hazDrvHGuoQ
独唱
独唱: Over the Rainbow Performed by 张春满
https://youtu.be/kis9ETGZ_ro
2017 SEP Students 荧光棒表演
https://youtu.be/WOd5LZVyYcI
乐器: Bach Sonata in C Major: Menuet 1 and 2
乐器: Bach Sonata in C Major: Menuet 1 and 2
器乐合奏
我爱你中国 by 许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TKCO0CxcD0
舞蹈: 绾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TceBJzR1NU
独唱：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xvLmuvdNcw
民乐合奏： 康定情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BL-Cnag0cA
民乐合奏:  沧海一声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bcj3c1izRM
President Award for 2017 Studen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VynpM7eitU
相声 : 四大名著赏析 表演者 唐大同， 张宏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tnOnThTnYM

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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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伴奏男生小合唱-蒙古人 指导老师：赵小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o8meXT8ht4
男生小合唱 ：鸿 雁 指导老师 ： 赵小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zUdjbJGfZ4
钢琴独奏： 萧邦降C小调华尔兹  Performed by Joe Li  指导老师: 阮晓兰
https://youtu.be/Kd1H6NLjp7I

独唱

肚皮舞 表演者： 牛顿中文学校肚皮舞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hLGhQulei4
钢琴独奏 https://youtu.be/qzBV4pCLalk
二重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表演者： GianLi, SophiaLi
https://youtu.be/fLTwlo5wPrw
小提琴独奏 表演者： Charles Fang
https://youtu.be/lpR1b7iH5Yo
舞蹈

笛子独奏： Ta Ta Folk Song 表演者： Jeffrey Guan
https://youtu.be/CAyVuNeeG8s
Fitness Dance: Despacito Performed by: Eileana Su
https://youtu.be/074yPNzbT_s
Piano Solo: The Little White Donkey Performed by: Alexander Zhang
https://youtu.be/iJ3yGQDHKP4
独唱： 但愿人长久 表演者： 陆天宇
https://youtu.be/xZkmWoz7Q94
独唱： 九儿 表演者： Amy Li
https://youtu.be/mi1-uwxj6vY
Piano Solo:Sonatina 2nd and 3rd movement By
Royce Guan
https://youtu.be/6go-k5VKhHQ

晚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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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空竹 指导老师： 陈望菊
https://youtu.be/vSYt8LsrBRo
Piano Solo: Minuet in G and Harebell Performed by Arianna Zheng
https://youtu.be/h3fos6HFS28
合唱： 七色光 指导老师： 吴影
https://youtu.be/4bf6J3kAVRc
Chinese Dance: A drop of rain Performed by Grace Wang
https://youtu.be/iZLrMUFmMI4

荧光棒

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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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文，演讲、朗诵也是重要的一环
——写在牛中囊括新英格兰演讲和朗诵奖项之后
莉彬 文
亲爱的读者朋友应该记得，上期的校刊报道了这样一个好消息：牛顿中文学校的孩子们参加
了2017年秋季于新英格兰中文学校协会举办的汉字节活动，并且在演讲和朗诵比赛中取得了优
异的成绩，囊括了自低年级组到高年级组的第一名和第二名。捷报频传，我们欢呼雀跃——这些
成绩，是对孩子们的辛勤学习的嘉奖，是对我们学校教学质量和老师教学水平的肯定，也更加激
发了我们社区对中文学习的热忱。然而，成绩是次要的。我们在为孩子们的成绩喝彩之余，更需
要一些深入的思考：如何看待海外华裔中文学习过程中，演讲和朗诵的重要性？我们能不能用演
讲和朗诵的机会来提高孩子学习中文的兴趣？我们如何帮助孩子们通过练习和参与中文演讲和朗
诵，在历练中完善和成长？为此，记者走访了几位家长、学生，并且专门约访了牛顿中文学校的
著名中文老师狄晓慧老师。原来，看似简单的问题，答案并不简单。

感谢有你
年底节日连连，欢声笑语里洋溢着感恩的心情。老师祝贺同学们在比赛中优异的成绩，每位
参赛选手上台落落大方、发音字正腔圆，有抑有扬，水平更上一个台阶，这要感谢大家的努力；
孩子们也非常感谢狄老师、赵老师的赛前精心辅导，和家长的支持。 有的家长特别表示，孩子今
年分别参加了中文学校的演讲比赛和朗诵比赛，作为家长， 我们为他的参与和获奖高兴， 但是最
让我们感动的还是中文学校老师和志愿者的付出。 从组织， 评审， 音响， 摄影都看到他们为孩
子们的无私奉献。 每次到新英格兰中文学校协会比赛之前， 二位老师会为我们的孩子精心辅导，
从每个字的发音， 每句话的语调到每个动作的设计， 她们的耐心和热情不仅感染了孩子，也打动
了家长。 沈亚虹老师不仅事无巨细地组织比赛， 沟通家长， 还亲自到现场给孩子们助阵。 还有
许多默默付出的老师， 志愿者， 我们可能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 他们默默的付出， 使得这些活
动成功举办。 谢谢中文学校， 谢谢各位老师， 志愿者！

我们为什么鼓励孩子用中文演讲和朗诵？
中文学习不仅仅是学习语言文字，更是把语言融汇进我们的日常生活。除了基本的听说读写
之外，演讲和朗诵更是一门艺术。要想做好演讲或是朗诵，不仅仅需要对文字驾驭熟练，更需要
精细深入的理解能力、感情的投入和表达、落落大方的舞台表现力。尤其是朗诵，需要深刻地理
解作品的内在意蕴，才能用语言呈现出来。而表达的方式，包括轻重缓急的节奏，适当的停顿，
适当的重音和语气语调，配合自然而恰当的表情，和整个的自然呈现。
在传统的中文学习的过程中，以诵读的形式学习经典作品，比如古诗古文或者当代散文佳
作，是绕不开的一环。海外的孩子学习中文，虽然没有那么多机会接触经典作品，但是家长和老
师的适当引导，接触这些内容，融合在读写生字的过程中，是十分有益的。在具体的情境里，一
个个字好像一个个单独的音符，被编排成动听的乐曲，一下子就有了生命力。而孩子们就用他们
稚嫩的声音、专注的热情去把文字的“乐曲”演奏起来。在牛中的中文教学实践里，老师们都鼓
励孩子们参加校内的中文演讲和朗诵比赛，并且推荐优胜者参加校外的相关活动，比如这次参加
汉字节活动。这些孩子的年龄在6岁到15岁之间，中文程度也不尽相同。狄老师在带着孩子们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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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句地体会理解诗歌散文的内容，然后朗诵的时候每个声调表情甚至气息都反复练习。在狄老师
的精心指导下，孩子们从初试朗诵稿时的洋腔洋调，到后来时的字正腔圆，再到舞台上的声情并
茂，自然发挥，他们的勤奋让我们欣慰，他们的努力让我们感动。孩子们饱含深情的声音，清澈
明亮的眼神，优美潇洒的仪态，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的传承，让我们思念起万水千山之外的故
乡。我们经常感受音乐之美，舞蹈之美，但是如果不是身临其境，我们从未想到集体诗歌朗诵会
让我们如此感动和震撼。更不可思议的是带给我们如此感受的是一群土生土长的ABC。

如何用演讲和朗诵的机会来提高孩子中文水平？
我们能不能用演讲和朗诵的机会来提高孩子中文水平？能！如何做呢？狄老师全程指导了
孩子们的赛前准备。她认为，兴趣是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动力，而自信心和成就感会强化这种兴
趣，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因此，正如“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在一开始，老师和家长对孩
子们的鼓励，对孩子建立学习的自信，非常重要。或许你不知道，很多时候，孩子见到老师的第
一眼会紧张。因此，排练诗歌朗诵的时候，狄老师刚刚见到孩子们说热情地鼓励了每一个孩子，
告诉他们“你们是最棒的”，不仅中文好，还指出了初赛每个孩子演讲和朗诵的表现可圈可点之
处。这下子，孩子们的紧张心情一下子放松了。然后让他们读的时候，确实读得非常好。听完以
后，老师“非常高兴，比老师想象的好多了。这是你们平日练习的结果”，老师的肯定让孩子受
到进一步的鼓励，之后交流、具体改进就顺畅了许多。当然，从老师的角度，孩子们还有很大的
潜力和空间，可以做得更好的。老师告诉孩子们，“虽然大家读得非常好，但是如果上台表演的
话，这些是不够的，我们还可以更好。所以大家需要更加努力。比如哪些字要拖长，哪些字念得
重，哪些地方要停，老师会一一教给你们”。孩子们按照老师的传授去练习了。老师总结了这个
过程，“孩子们非常用功，非常认真，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华裔孩子们在美国长大，没有中文环境，学习不容易。狄老师对家长们的建议是，在平时学
习中文的时候，老师和家长也要从一开始就给孩子足够的鼓励，并且在整个过程中经常鼓励孩子
们，培养信心，激发学习兴趣，让他们知道自己做得很好，而且会通过努力学习做得更好，并且
多给具体的反馈，帮助他们进步。
演讲比赛告一段落，并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狄老师告诉大家，今年中文学校春晩有一
个值得期待的节目。那就是由演讲比赛和朗诵比赛获奖的部分学生表演配乐诗朗诵。狄老师进一
步地把中文的魅力和舞台的魅力结合在一起，在她的带领下，孩子们走向了更大的舞台。

18

展现艺术收获爱心
---- 牛顿中文学校书画班老师艺展掠影
晓风

牛顿中文学校书画班艺术家们12月先后三次展出作品，为中国贫困生募集学资
尽力。
书画展分别与12月3日、10日与17日举行，先后收到了49件作品。为支持中
国教育项目捐出作品的老师有：谭嘉陵老师、方正厚老师、谭老师的弟子王玉双老
师、汪庆老师，以及书画班艺术家刘纲、陆玲、李志平等。
画展吸引了不少师生家长前来欣赏作品，奉献爱心。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位
小艺术爱好者。10岁的肖宇安在开展第一天物色了5件作品。当天服务的有5位支
教值班家长，陈卓亮接待了这位小朋友。为谨慎起见，卓亮请小朋友征询家长意
见。经过15分钟的耐心等待，小朋友回来反应说，家长没有带那么多现金，他请
卓亮为其保留至少一件作品。10日，这位小朋友果然返回领取自己心仪的艺术品。
有些作品图片在学校工作人员内部电邮交流的时候就有人认购，如方正厚老师
的书法和汪庆老师的国画。
有位家长热心地向周围欣赏作品的家长们介绍她孩子参加谭嘉陵老师去年在美
术馆展览的经历，她说不少人对谭老师创作的雪竹有浓厚兴趣。
支教家长沈俊卿、周霞等购买国画。姚晋珍、刘玲为艺展提供了展示画框。周
霞与家人先后几次购买画作。10日，支教创办人周琼林老师前来购买书画作品。

在课间休息时前来观赏作品的家长络绎不绝。有的老师对部分展示的已售的王玉双
老师的作品非常钟爱，但是买主也爱不释手，是义卖中的小遗憾。也有家长们对正
在拍卖中的两幅作品眼光相同，最后各得其一，皆大欢喜。
为了避免上面的小遗憾，谭嘉陵老师先后几次向支教负责人姚晋珍老师征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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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以保证后续提供的画作符合购买者喜好。作品为方便装裱画在卡纸上，对于熟
悉宣纸纸性的艺术家们而言，创作无疑增加了难度。虽然书画史上有张大千、汪亚
尘前辈大师等都曾尝试过卡纸创作，这种media毕竟不常见，支教负责义卖的姚晋
珍、陈卓亮、刘玲等家长贴心地为前来观看作品的师生家长们讲解选择media的考
量。大家对艺术家们的无私奉献、周到考虑和精湛的艺术水平非常欣赏。
展览筹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2018年支教对象学校中国河南新安一中。据谭老师
介绍，艺术家们将于2月3日在John Hancock大厦举办的新年庆中继续举办展览，
为支教募捐。她希望募捐所得能帮到需要帮助的学生。

欲睹书画展览作品的高清图片，
请移步：
https://drive.google.com/
drive/folders/1SPdAv_
cpdBmOagf5btPLdCQhWz9SAU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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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展系列之二•

牛顿市民SAM ZHAO为支教捐画
12月10日，6幅色泽亮丽，笔触老练，构图专业、装帧精美的油画作品出现在中文学校一楼
咖啡厅的展台上，吸引了艺术爱好者们的眼光。
牛顿中文学校的支持中国教育项目创办10多年来，远近闻名，有家长在牛顿居民群里介绍，
牛顿市民SAM ZHAO因此得以了解，并通过中文学校热心家长张梅的牵线下决定办画展支持支
教。
全部展品并没有始终留在咖啡厅，但是此前已经经由校长每周通讯将画作照片发给师生家长
们。根据协商，如出现同等价格，将由牛顿中文学校的买主优先获得画作。据介绍，展览前已有
家长和老师对SAM的画作有兴趣并出价。这些都与热心的家长会家长、支教家长张梅在学校有关
群里分享SAM画作照片、介绍SAM分不开。张梅还花了相当可观的时间与支教负责人姚晋珍、负
责支教宣传的家长刘玲电话电邮联系商量如何向社区介绍SAM。
为SAM画展牵线搭桥的张梅10日当天来到咖啡厅，与卖画的值班家长沟通交流。笔者注意
到，到展览收尾时，正门展台上SAM的一张画作上有一个竞标牌。据展后了解，中文学校张亚娟
老师购得一半展品，周世晓老师也购买了油画。另外，SAM的朋友TOM也购买了SAM的作品和
一些书画作品。TOM是第二代华裔，有一个信誉优良的建筑团队。他说，买画是为了支持支教。
这批画从材料到装帧成本费就相当客观。SAM笑说，连帮他运画的搬运工工钱都超出了他一
幅画的创作投入。尽管如此，他还是无偿将6幅作品拿来义卖，支持中国贫困学生。
在第一批画作售罄后，SAM又展出了几幅明码标价的作品，并同意将其中一部分收入捐给支
教。这些作品的照片如下。

艺展系列之三•

支教学生陈琳珊组织艺展为支教募捐
12月17日，牛顿中文学校艺术展进行到第三周，当天新增40件艺术品，从学校入门口到咖啡
厅，挂满了由支教学生收集的书画和水彩油画作品，场面壮观，往来欣赏的师生家长络绎不绝。
这批新增作品是经几周时间，在由支教学生陈琳珊发起、支教学生支持、社区中的艺术家
力挺的学生艺术作品募捐活动中收集到的。其中左宏劭的油画、水彩作品占了很大分量，很受欢
迎。
据学生艺术作品募捐活动的组织者陈琳珊介绍，左宏劭共捐赠了二十多幅。艺术班10岁小朋
友王加昀在看到募捐招贴后表示愿意捐画，虽然在作品收集第二周忘记带来作品，但是在最后展
出时，王加昀如约送来了作品，她本人对赶上参展很高兴。陈琳珊对这两位捐赠者印象深刻，十
分感激。
85岁的老人陈厥谋是参展艺术家中特别的一个。他是陈琳珊的祖父，业余书法爱好者，正、
草、隶书均有所好，特色是擅长背书，用汕头特区晚报记者的话说，陈老反着写字“倒背如流”
。图为陈琳珊的父亲陈卓亮在向有兴趣的家长介绍背书。据陈卓亮提供的资料，陈老的一幅行书
《独坐敬亭山》成交。
学生艺展共募得150美元，将全部上交支教。由学生发起的艺术展在牛顿中文学校还是首
次，获得了很多支教家庭的支持。请看陈琳珊提供的展览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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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艺术义卖小故事
陈琳珊
你好，我是陈琳珊，我最近发起了支持中国支教的学生艺术作品募捐活动。经过这几个星期
和大家一起工作，我感到只要大家为一个共同的目标齐心合作，就可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我开
始准备这次募捐时，还担心它会不会进展顺利。但是我一看到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老爷爷和老
奶奶、叔叔阿姨、小妹妹和小弟弟， 都一起来把他们辛苦创作的艺术品送给我们，我的担忧就全
部都飞走了。当我们收到绘画的时候，大家 ，包括艺术家自己，都十分开心。比如说，一天左宏
劭先生捐赠了二十多幅他自己创作的画。我们一拿到装着油画的又大又沉的袋子，就非常感激地
谢了他。在募捐的第一星期，一位十岁的学生表示有兴趣参加我们的募捐，她叫王加昀。  她说下
个星期会把她的国画送给我们。但是她第二个星期来学校时很急，忘记了把国画带上。当我们告
诉她下周既便是开始展览，她仍可以送画，她很高兴。可是让我们惊喜的是，那天快要放学时，
王加昀同学把她那天在课堂画的画捐赠给了我们。我非常感谢这两位艺术家和其他捐献者，总会
记得他们对支教活动的奉献！
在展览义卖当天，SEP团队的同学们提前来到学校，几位同学在学校门口先放画展传单，有
的忙着布置画展。我们一起讨论决定了在哪里挂画最能吸引人。当我们一起把画挂起来的时候，
人们已经开始围着这些画看了。
到了展览及义卖艺术品时，我们继续看到人们善举。展览没开一个小时，一位母亲在看左
宏劭先生的油画。她的两个小儿子看见了一幅画儿，眼睛就离不开，求他们的妈妈买下那幅画。
过了一会儿，这一位阿姨同意买一幅画。她给我付钱的时候，还在忙着欣赏左宏劭先生的画，她
突然告诉我她还想买两幅画！听到这个，我们又吃惊又开心。最感人的时刻是这两位小儿子激动
地看这他们的画被包裹起来。我反复感谢了她。这位阿姨和她的孩子不是唯一欣赏左宏劭先生的
画。有趣的是，左宏劭先生自己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展览。她很喜欢左宏劭画的秋天的树的画儿，
急忙地把它卖下来。  可是她付完钱以后，没有立即离开展览，而是把她新买的油画和其他画挂在
一起，满意的照相和给过路的人看！  像那位母亲和 左先生的朋友这样的人真的会让人感到世界
很美好！
最后，如果没有大家一起帮忙，这个募捐不会有这样结果。我想感谢同我一起参加义卖的学
生志愿者和很多学生家长，包括我的爸爸和妈妈，以及支教领导们的支持。没有这些支教家庭的
辛勤劳动，艺展不会有这样成功。我从组织这个募捐活动中学到了很多，相信参与的同学也和我
一样的感受。不管参与多少，只要参与，就能带来影响。

晨曦蓓蕾
AMC8 Contest Report
Congratulations to the top 11 students!
Top 11 NCLS students
Rank Section Student Name       Age      Grade        Score
1          W D G  LI, CHARLES        13           8                20
1          W D G  JIANG, JASON      13           8                20
3           H M S  HAN, HENRY S     11           5               19
3           H S     ZHOU, JASON        12           7               19
5           H B     WANG, THOMAS K 13          8               18
5           H M B HO, VICTOR             10          5               18
5           H M B  WEI, STEVEN H      11          5               18
8           H M      NI, BRANDON          9           4               17
8           H          FENG, DAVID R       13          8               17
10         M          ZHU, KAIWEN          10          5              16
11         M   PROCTOR, JOSHUA H  10         5              15
G - Gold: First place in a Section
S - Silver: Second place in a Section
B - Bronze: Third place in a Section
W - Winner: First place winner at your school
T - Team Member: Placed in the top 3 scores at your school
D - Honor Roll of Distinction: Scored in the top 1% Nationally
H - Honor Roll Certificate: Scored in the top 5% Nationally
M - Certificate of Achievement: Students in grade 6 and below who scored over a 15
on the AMC 8

Upcoming AMC10 contest and Math League Contest
Math League Contest
For 6th grade, 7th grade & 8th grade: Feb. 11th, 2018 1pm-1:40pm
How to register:
1, Login to your NCLS family account, select the contest under 1pm class session
menu.
2, If you have already picked up a class at 1pm session, you can register here:goo.
gl/2k5nwS
The Math League Contest  for 4, 5th grades will be on April 2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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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C 10 Contest
The upcoming AMC10 B contest will be on Feb. 15th, 2018. Since
it will be on a Thursday, we would like to check how many students are
interested in taking the AMC10 to decide whether and where to host the
AMC10.
Please sign up or register through the following link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e AMC10 B contest before Jan. 14, 2018. The location and
exact contest time will be announced.
Sign up or register here: https://goo.gl/r48aXy
Any questions or suggestions, please let us know.
NCLS will be hosting the 2018 AMC 10 B February 15, 2017. We welcome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well as advance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NCLS will
charge $20 per NCLS student and $25 per non NCLS student to cover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Only online payment will be accepted; we accept credit card and paypal.
Due to the venue capacity, a limited number of students will be accepted on a firstcome, first-serve basis. Registration will close on Wednesday, January 14, 2018 at 11:59
PM, or when capacity is reached. Students may take the 2018 AMC 10 B at only one
location. If a student is found to have taken the same AMC 10 B test more than once,
that student will be disqualified by Mathemat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 (MAA).
Only scratch paper, rulers, protractors, #2 pencils and erasers are allowed as aids. No
calculators, food or cell phones will be allowed. Students may bring water to drink. All
scratch paper will be provided. Please do not bring your own.
--------------------------------------------------------------Cancellation and No Show Policy
Each time a student misses the exam without providing prior notice, another
student loses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the AMC 10/12B. Therefore, if you know that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attend, you must let us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no later than
24 hours prior to the event so that we can take your name off the registration list and
provide a spot to someone on the waitlist. No shows will be restricted from registering
for future events. There will be no refunds for cancellations.
--------------------------------------------------------------Waitlist and Standby Policy
If registration closes early due to the capacity being reached, and you still wish to
particiapte, sign up for the waitlist. Email to registration@newtonchineseschool.organd
if a spot opens up, we will let you know via email. Understand that if you fail to respond  
within 24 hours verifying your attendance, your seat will go to the next person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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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tlist. Lastly, we do not accept walk in registrants. Thank you for understanding!

Date and time: Feb. 15th, 2018 6PM - 7:20PM (suggested time)
Contest type: B
Please arrive 15 minutes prior to the contest.
Location & Classroom: TBA
For who: Students who are in grade 10 or below and under 17.5 years of age on the
day of the contest can take the AMC 10
Fee: $20 for current NCLS students, $25 for non-NCLS students
Student must bring a government issued ID and the printed receipt of registration
to attend the contest.

趣味阅读写作班 作文选刊
指导老师：杨宜芳 老师

我
林铭烨
我的名字叫林铭烨，我11岁了。我家有六口人，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我弟弟和我。我
很爱他们。
我家没有狗，没有猫，可是有一个动物叫Chachin， 它很可爱。我也很喜爱它。
我的英文学校叫Zerras.我很多朋友在那里。 Chutian, Yohan, Henry, Gordon都是我的
好朋友。 我有时间就会去Chutian家玩。有时候他来我家玩。 有时候我，Chutian，Yohan，
Gordon去Henry家玩。有一次我们都去Gordon家。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两个朋友不在
Zerras， 他们的名字叫Mike和Justin。Mike很好笑， Justin也是。我小的时候，Mike和我是好
朋友， 他是我第一个朋友。Justin是第二个好朋友。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有很多作业，中文和英文。可是我很喜欢做作业。 可是我也很喜欢玩。很多时候我跟我弟
弟玩，后来又要去做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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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做的事
陈舒怡
我喜欢做的事有很多。我最喜欢做的事是画画儿，看书， 还有跟好的同学和朋友一起玩。
一个我喜欢做的事是画画儿。如果我作业早写完的话， 我就会去画画儿。画画也很好玩。我
在中文学校学了两年半。 学的都是不同的画画。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 一个我喜欢做的事是画
画儿。
另一个我喜欢做的事是看书。看书时候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看书时候你也会觉得你跟书里
面的人一起。 我最喜欢的书是叫wonder。 我很喜欢那本书因为每一个单元都会换一个人， 故事
还那样我们就知道每个人在想什么。看书是一个我喜欢做的事。
一个我喜欢做的事是跟同学和朋友们一起玩。天气好的话， 我们就在学校的公园里玩。 如
果下雨下雪，还很冷，我就到我的朋友家玩。 我跟我的朋友常常一起玩！跟朋友一起是一个我喜
欢做的事。
我最喜欢做的事是画画儿，看书还有跟同学和朋友们一起玩。 这些都是我常做的，画画儿，
看书还有跟同学和朋友玩是我最喜欢做的事。

我喜爱的动物
林铭烨
我喜欢peregrine falcon。我看到一只一欢。它像一只小飞机， 飞到两百Mph。他是一支最
快的鸟。他吃小鸟。 我朋友说他看到一只。在我的外公房子上有一只Peregrine falcon！我想看
看那只Peregrine falcon。你喜欢什么动物？

字典
林铭烨
我有一个小老师，又是我的好朋友。住在我的小书包。不要看它小，可是它的用处可大了。
有一次，我不知道一个字， 可是妈妈不在家，我去问谁呢？我去问我的小老师。大家叫它字典！
它很多字都知道。它像一个家人一样！我很喜欢她， 它也喜欢我。它也知道5000多个字。 我爱
我的好朋友,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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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故事
叶楚天
《三国演义》是一部电视剧，是改编过的真实事情。它一共有40多集， 每一集有四十多分
钟。三国演义是一部战争似的电视剧， 三国为土地而战争。每一个国家都有很能战的勇士，比如
说关羽， 张飞，吕布，也有很聪明的军师，就像诸葛亮。我觉得三国演义中最好看的一集是《三
英战吕布》。 如果你喜欢打打杀杀的话，我推荐《三英战吕布》。一开始， 刘备带领的军队和他
的三兄弟一起进攻董卓。刘备持双剑， 关羽扛大刀，张飞持长矛。他们打得又漂亮又精彩。 有人
认为《西游记》更好看， 但是西游记给人看了有可能会发疯而跳楼， 因为他们以为孙悟空会飞他
们也会飞， 而且《三国演义》看了可以了解过去的事情。 但是《西游记》只是看了开心而已也学
不了什么东西。

我最喜欢的动物——马
伍楚天
马是草食性动物。马在古代主要用于农业，交通，运输，等等……马有粗壮的角，三角形的
头，还有长长的尾巴，强壮的蹄，耳朵短， 眼睛小。马有许多优点，比如他在夜里也可以看得到
东西， 听觉和嗅觉很好，而且很灵活。马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 它有长期记忆力，他生活在草
原里，森林里。马的嗅觉超强。

我喜欢做的东西
陈晨恩
你喜欢做什么东西呢？我喜欢Scratch和做东西。 在Scratch上我在做游戏。我在做东西时，
我是在做一个玩具还是再改东西。我喜欢发明东西。
在scratch上我在把人家的游戏变成我的。 然后我把
游戏规则换一换。规则不一样，游戏不一样， 游戏后来会
是我的和他的，因为游戏是他的。 还有我把游戏规则换了
一下。
如果我在做东西时，我是在做一个玩具。 我的一个玩
具很像一个东西叫Seinner。 我院子的玩具是叫Knex。我
觉得我的发明很好。 我会发邮件给我朋友看。我的朋友喜
欢我的发明， 也做了一个给我看。
我喜欢做这些事。因为我在做这个东西时，我会很开
心。 我可以做东西来帮我，妈妈，爸爸，弟弟和妹妹。 我
想每天可以这样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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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动物——浣熊
陈晨恩
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我最喜欢的动物是浣熊。 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又聪明又鬼祟。他们
一起可以快快的找一个好的主意。我喜欢忍者，间谍和侦探。浣熊就像忍者， 间谍和侦探。我喜
欢的动物是浣熊，你喜欢什么动物呢？

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手机
陈晨恩
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手机，因为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它可以忘记带钱。还是你被绑架
了。 你还可以坐车回家可是你没带钱。
你去外面走一走，走了很久，饿了。你没有带钱，你可以打电话， 问朋友要一点钱。
你在家里看家。你在看家时，有几个人在你家里绑架你。 嗯没有人可以帮你。你要打电话去
寻找人可以帮你。
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手机，因为他们不知道哪天会发生什么。 一个手机可以帮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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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阔天空
相聚”彩云之南” (上篇)
---高考40周年毕业35周年纪念
蔡洁

1977年12月—2017年12月，整整40周年。高考40周年，毕业35周年，是我们七七级值得
纪念的日子。我们原同济医大七七级二大班四小班一次相聚《彩云之南》的计划紧锣密鼓地张罗
着，同学们准备2017年12月15日在云南大理聚会。直到计划开始实行的前两天，我决定报名参
加，可谓一次说走就走的旅程。

启程
2017年12月5日
从波士顿出发，在纽约转机，经过22小时的飞行， 到了北京。下了机场巴士，站在安贞桥
下，几乎找不到回家的路……寒风之中，夜幕下的北京似乎更陌生了。出租汽车司机看到我拖着
箱子，也懒得停车。好不容易拦下一辆车，说了几句好话，终于送我回到了家。俗话说：父母在
那，家在那。 自从父母走了，已经10年没进家门。家里变化不大，眼前的一切，不禁让我怀念老
妈老爸。
2017年12月8日
上午10:00，乘国内航班在太原转机到达昆明。如今百姓坐飞机已经是司空见惯，机仓里各
种层次各种
人群相掺，机场宽敞明亮,，空姐个个漂亮，且服务态度十分可亲。国内经济建设和人们的素
质修养越来越好。手机二微码付帐，对我们这些国外来人更是新鲜，不可思议。
下了飞机，按班长事先踩好的路线，顺利到达昆明指定的旅店。已有部分同学早到，大家高
兴地拥抱在一起,合影留念。并迫不急待地决定晚餐去吃地道的云南米线。米线种类之多,挑花了
眼。先吃一碗：小锅米线。我们这几位从国外回来的同学像几天没吃饭，见什么馋什么！

小锅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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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来到云南,奇异的水果让人好奇。买了两个鸡蛋果, 尝了尝又涩又苦。到最后旅程结
束，也还是不知道怎么吃。印有杨丽萍头像的玫瑰饼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店主做出新鲜的花饼，
我们贪婪品尝。“香，真香！”入夜，兴奋加时差，无眠之夜。

昆明/9日,10日
这两天，昆明国旅的刘春燕带队游览昆明市区，大家叫她燕子。燕子是一位彝族姑娘, 娇小
的身材，轻盈柔和，内穿一件红色花布半长裙，外披一件白色羽绒衣，皮肤光泽 ，粉红色的面庞
上闪着一双美丽的眼睛。坦率地讲，她是我们的第一位导游，整个行程下来, 也是所有导游中表现
不错的一位。
从燕子口中第一次听到云南有十八怪： 蚕豆花生数着卖、 背着娃娃再恋爱、 四季衣服同穿
戴、常年能出好瓜菜、三个蚊子一盘菜、鸡蛋用草串着卖、竹筒当作水烟袋、摘下草帽当锅盖、
石头长在云天外、这边下雨那边晒、 鲜花四季开不败、脚趾常年露在外、火车没有汽车快、 小和
尚可以谈恋爱、有话不说歌舞代……。以前听说东北有三大怪， 云南的怪是东北的六倍啊！正是
这些“怪”使得我们对云南这片土地充满了好奇，而这些怪，不也正是云南这个多民族文化魅力
所在吗？

石林  与曾经所见的土耳其石林一样，昆明石林的形成，同样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地质演化过
程。是一种特有的卡斯特现象。2.7亿年前的石林地区为海洋环境，海底沉积形成了数百米厚的石
灰岩，后经地壳运动切割、抬升、地凹、溶蚀，渐渐形成今天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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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穿梭于景区之间,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小石林被称为”阿诗玛” ，长湖便是当年电
影阿诗玛拍摄景点。观景台为石林的制高点。

滇池  下午直奔滇池。滇池又叫昆明湖，是我国第六大淡水湖，也被誉为昆明的母亲湖。 每年
冬季，成群的红嘴鸥在这里过冬，吸引了无数的游客争相喂鸥。       

《云南映象》   夜幕降临，我们观看了由杨丽萍总
编的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全剧包括了云南九个
民族天地自然、人文情怀、以及对生命起源的讴歌和永恒
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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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湖 10日淸晨，燕子带我们漫步在《翠湖》，湖边有人打拳, 有人跳舞, 一派国泰民安的景象。
湖的对面是云南陆军讲武堂。我的革命历史知识很差, 对讲武堂一无所知，一开口便引得
大家好笑。
从讲武堂转一圈出来,至少知道了这所重要的军事学校曾在辛亥革命云南起义中起了重要的作
用。蔡锷、李根源曾在此发动昆明起义，推翻了清朝在云南的统治，支援了武昌起义，推动了辛
亥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

大观楼        大观楼因一幅长联而闻
名 ，挤入中国四大名楼(黄鹤楼、岳阳
楼、腾王阁、原鹳雀楼被取代)。乾隆
年间, 孙髯翁为其撰写长联,由名士陆堂
刊刻。上联意思为登楼所见滇池一派好
风光，下联诗人表达了对数千年往事的
无限感慨，整个长联情景交融，对仗工
整，气魄宏大，誉为”天下第一联”。
站在楼上, 放眼望去,千古情怀。碧波荡
漾，蓝天白云，心情甚好。

大观楼的长厅内，一群长者自娱自乐,
不由让我想到我们波士顿的喜洋洋小乐队.
晚年生活能像他们一样在公园里拉拉琴,跳
跳舞,其乐融融, 该是多么惬意。
大多旅游区都逃不过购物一劫。我们
最后被燕子带到了花市， 这里便是你消费
的最后一站。琳琅滿目的地方特产中，我
选了几枝干花及几种普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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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时间，更多的同学从四面八方赶到， 一时拥
抱、欢呼、合影，祝酒此起彼伏。每一个人的心情都十
分激动，时光瞬间回到了35年前的校园，不受时光而搁
浅，不为岁月而磨砺，不惧朱颜而消退，彼此的你我，
是那样亲切、自然…

这束花千里迢迢最终被带到美国的
家中
40年前的今天，命运在高考中改变，35年后的重逢，相
聚在五彩云南。

东川/11日

红土地

  清晨,，队伍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大，一路上不断有同学赶来报道。早餐后大家兴致
勃勃乘车前往东川红土地。
一米阳光透过车窗，漫溢着温暖，车箱里的气氛随着大家的兴致不断变幻。班里最小且话
最少的陈苏，居然第一个自报奋勇上前献歌：丢手绢，丢手绢，轻轻的放在小朋友的下面…，顿
时笑声一片。这个头一带，王鄂芬背颂出教外孙的儿歌谣：奶奶喂了两只鸡呀，什么鸡？什么
鸡？……徐玲唱起”两只老虎”…… 瞬间，仿佛我们60岁的年纪少了一个零，只有6岁了。
该江少臣上场的时侯，坐在后面的太太走上前去，挺身
相助，演义出美人救英雄的唱段。何宇光不愧为大班文体委
员，字正腔圆。碧人奶声奶气，童声没变,一开口”甜蜜蜜”
好酸好甜，倒是大大方方，不怕你笑。白丽和我坐在后面，
轮到我俩献丑时，白丽声情并茂先讲了自己此行的感言，又
打开手机请大家分享一首很美的歌 <让我听懂你的语言: 想
摘一片 一片绿叶,想写首小诗 一首小诗, 告诉你 告诉你
西双版纳总有 总有忘归的感觉……。那歌词仿佛说的就
是我们.轮到我出节目了，不敢唱，也不能跳。从手机的博
客里找了一段十多年前写的散文<<我们这一代>>念给大家
听，总算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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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仍在正继续，车轮在山间的路上飞旋，3个小时的车程在一片欢乐的海洋声中很快就过
去了。我们来到了丽日蓝天下的红土地，眼前是赤橙红绿青蓝紫构成的美景“乐谱凹”和【螺蛳
田和瓦房梁子】。

东川红土地---疑似打翻了上帝的调色板？

东川红土地---疑似打翻了上帝的调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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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为了这次聚会，晓东特地制作了一幅长达五米的横幅。打开横幅：高考40年 毕业35周
相聚彩云之南 同济医大77级 二大班四小班  一行大字格外醒目。
我们在红土地上欢呼、跳跃，放飞心情，忘记了时光，忘记了岁月。（江少臣夫人摄影）

一道道山岗，一层层梯田，上帝在这里调制出天然七彩。“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诗中有
画 ，画中有诗”。美丽东川，我们慕名而来：“明月清风谁是主，高山流水几知音” 。 “任客
来当风月主，无人不结山海缘”。
惊艳的风景让我们忘记了尘世喧嚣，盈一眸恬静，书一抹情怀，风轻云淡，湿润着我们的眼
前。我们在山上看风景，风景在山下看我们，亦真亦切，愿把这一切美好记在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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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的一处坐着红土地里的老乡, 他
们用慈祥的目光望着我们,岁月的线条刻
滿了他们饱经风霜的额头。如同他们用
双手刻出红土地五彩的线条一样，似乎
向过路的人叙说着昨天的传说和这片土
地的骄傲。
傍晚下榻于一家私人旅店，条件比
较简陋， 山上气温变化很大，白天太阳
暴晒，有心的江少臣为夫人去买太阳帽,
也送了我一顶。晚上气温下降, 寒气逼
人，还好床上铺着电褥子，不过洗澡就
免了吧，那夜我合衣半睡半醒。

元阳/12-13日

哈尼梯田

清晨， 队伍向元阳出发，从东川到元阳汽车要走约7个小时。车开出不久，碧人
便带头讲起“高考的故事”。 谈到这个话题，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四十年过
去了, 那些酸甜苦辣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碧人当年是武汉卷烟厂的工人、王鄂芬是一名瓦工、晓
东是一名印刷工、崔伟志是一名伐木工、何宇光是一名铁路工、白丽是一名机械工、而我当过火
焊工……。 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我们小班的女婿何宇光深情地说：“高
考给了我人生的希望，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何止碧人和宇光，晓梅与荣荣，晓东与白植军，
我与老公…多少双双对对相识相知在后来。没有高考，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大家心里深深感谢一
位时代的老人：小平您好!四十年过去了，朱颜可以老去，记忆却不会泛黄。想起我收到入学通知
书那天,我的师付写了一张字条让我从工地带给师母,上面写着:“小蔡考上了大学,给她包一顿饺子
送行.”那是我吃到的人生一次最难忘最香的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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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能干的元阳哈尼族老板娘和当地特色菜肴

一幅不用修饰的天然版画

到达元阳时，已经是傍晚。老
板娘热情的接待着我们,忙里忙外张
罗了一桌地道的云南菜。云南菜有个
特点：偏辣 。这几天，天天吃辣,嗓
子上火，有点见辣害怕了。但仍抵挡
不住色香俱全.
13日清晨, 匆匆早餐后，便坐车
去看梯田的日出日落。阳光下，梯田
水面折射出漂亮的光影是摄影家们的
最爱。梯田最佳取景点早已被那些扛
着长枪短炮来自不同省市乃至世界各
地的游客们抢占。人们静静的站在晨
风里一会看看天，一会望望地， 期
待着世上最美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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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层梯田犹如万马奔腾,一泻千丈。片片明镜，映照蓝天。景观如此壮观。
那天早晨,我们从高处俯瞰，惊叹着大自然的魅力。尽管太阳被一片乌云遮盖, 我们已经深深
的滿足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久久不肯离去。
司机告诉我们，梯田的色彩随季节变幻，三月水乡，六月青葱稻浪，十月一片金黄。
梯田是水立足的舞台。而水又从何来?我一直以为大寨似模式，引水上山。“大错”！我的
一位云南朋友告诉我: 元阳县最不缺的就是茂密的植被，森林涵养着的水分在高山上形成小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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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瀑布、龙潭，成为哈尼人的水源。巍峨群山最高处的森林里水源地越往下，支流就越多，如
同一根根毛细血管，不断给水源补充能量，到达村庄的时候，水势已经很浩大。进村前，一山流
下的泉水往往被村民分为两股，一边是饮用水，用来洗菜、淘米，一边是盥洗用水，用于洗澡、
洗脸、洗脚。水源在到达每家每户的梯田之前，人们就巧妙构筑了井然有序的水网，把水顺利引
入每一片梯田。 森林、村寨、梯田三位一体的立体式农业生产结构，是哈尼人改造自然、亲近
自然过程中智慧的结晶。

烟雨迷蒙，延绵起伏的梯田，在雾气的
缝隙中时隐时现，如此飘渺悠然，如此
静谧，让人陶醉中生起一种身在幻境的
错觉。

哈尼人用世代的勤劳打造了走向世界的梯田, 梯田
让世界人闯入哈尼。哈尼人从中捕捉到生财的生机,
带上幼小的孩子, 让游客拍照, 收取拍照费，那些
天真无邪的童心早早卷入了金钱的交易.，其实还是
挺酸楚的。

勤劳的哈尼.姑娘们低头刺绣双手灵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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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出的光泽,梯田在晨曦中不断变幻影像, 没有一个重复的定格。

路过一处美景，起初我们只是站在山的一侧望着梯田发呆，不知是谁带头走了下
去， 一个接一个… 我在田埂望风景, 埂外的人望着我们, 几份活力, 几多色彩?
坝达和老虎嘴是看日落的地方. 同样让人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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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元阳哈尼梯田的路上,我的日记是这样记录的: “再见元阳梯田! 曾经见到过摄影师镜
头下的元阳梯田，曾经梦想自己走在梯田的埂边，没料到这一天真的实现？勤劳的哈尼族人经过
世世代代的努力让自己的家乡走向世界，变成世界地理文化遗产。这里是通向天堂的云梯，一层
一层叠落于天边；这里是自然韵美的调色盘，阳光下折射出丰富多彩的水面。这里是宁静平和的
世外桃源，云起云舒如同仙境一般。这里是艺术精品的博览，飘逸的梯埂如同交响乐章的五线，
黑白交错的起伏仿佛是一架钢琴跳跃的键盘...无声的梯田是哈尼人有声的故事，千层梯层是哈尼人
世代的相传。陶醉于此，我们翘望着一轮旭日东升，我们守候着一抺夕阳的余晖，激情无比，感
慨万千。感恩大自然，感动勤劳朴实的红河山寨。”
“南浦绿波流客梦，西山爽气快离怀”。 再见 ，美丽壮观的元阳哈尼族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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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狗年旺旺》
宁可 作于2018-01-23

甲：狗年就要到了，祝大家狗年家家人丁兴旺！事业兴旺发达！
乙：狗年旺旺！
甲：怎么学狗叫上了？
乙：听你旺旺的叫！
甲：小狗多可爱呀！人们起小名，什么“狗子”、“狗蛋”、“狗剩”！
乙：是吗？
甲：过去人们认为，给小孩取个贱名好养活，经得起摔打。狗剩是中国自主研制的CPU——龙
芯的小名。
乙：真的？
甲：隔壁老张刚退休，抱上的孙子就叫狗剩。
乙：是哈！
甲：老张还说呢：“狗剩是中国自主研制的CPU——龙芯的小名。”
乙：没错！
甲：老张好胜！眼瞅着狗剩上小学三年级了，自己也上了麻省理工，老年大学。
乙：是嘛？
甲：狗剩就纳闷了：“爷爷，爷爷！您怎么还读书啊?”
乙：就是？
甲：老张说：“我读书有什么不好吗?”
乙：对呀？
甲：狗剩说了：“万一老师通知开家长会，您让谁去呢?”
乙：真可爱！
甲：也有可气的时候！那天他妈妈说：“狗剩，看你的房间跟狗窝一样乱，还不赶快打扫！”
乙：赶快！
甲：狗剩又说了：“狗会打扫的吗？都是养狗的打扫?”
乙：真气人！
甲：校成立乐队，乐器要自己买了带去。
乙：自己带乐器！
甲：狗剩也想参加，带着一根筷子就去了。
乙：干什么去？
甲：“我要当指挥！”
乙：指挥棒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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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狗年到了，老师让用狗的成语造句。
乙：怎么写？
甲：大家都叫我狗剩，可能因为我长得人模狗样的。
乙：哎？！
甲：妈妈说我们过着兔死狗烹、猪狗不如的生活，爸爸狼心狗肺，整天和阿猫阿狗的狐朋狗
友在一起。
乙：谁？！
甲：狗头鼠脑的有卖狗皮膏药的狗头军师，挂羊头卖狗肉，狗仗人势的狗腿子，狗胆包天地
干偷鸡摸狗的事 ！她骂得爸爸狗血喷头！
乙：够呛！
甲：爸爸说妈妈狗咬吕洞宾，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又说妈妈是狗眼看人低，狗拿耗子多管闲
事，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就应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乙：够呛！
甲：妈妈狗急跳墙，开始打鸡骂狗，又关门打狗，给爸爸个狗吃屎，痛打落水狗，闹得鸡飞
狗叫。爸爸如丧家之狗，苟延残喘，忙说“打狗也要看主人，你是一家之主！” 整天狗咬狗的！
乙：天啊！
甲：老师批语：狗屁不通！
乙：哪有这样的？！
甲：把家长请来，老张也来了。
乙：怎么样？
甲：老张说，狗哪里有什么好字眼的成语，我们老年大学就用“犬”造句。
乙：“犬”？
甲：老师，太对不起让您鸡犬不宁的，俗话说虎父无犬子，都是我的错。
乙：怎么办？
甲：祝您狗年狗屎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什么事您叫唤一声，为您干效犬马之劳！
乙：怎么叫唤？
甲：旺旺！（乙推开甲一起鞠躬谢幕）

煮酒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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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年》
宁可

2017-12-28
岁末对诗，狗年旺旺

瑞雪飘飘兆旺年，
家家户户人气添。
鸡鸣晨光熹微染，
犬吠夜半歌声喧。
岁月四季轮回转，
人生五味俱全鲜。
落花流水尽尝遍，
芳华永驻天地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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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 感叹
蔡洁

花开花落踏流年，四季无声七色染。
潮起潮息暮苍茫，晨光晚霞交相来。
韶华退去淡淡香，五味俱全调情怀。
心中似水梅花园，雪花片片掩诗笺。

《偶得 》
丁亮

细雨霏霏润沃土，
久旱龟裂喚骤雨。
悟得尽头长久时，
曲径悠悠花低语。

47

美哉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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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小知识
李广辉 推荐
长城有多长？
21196.18千米
珠穆朗玛峰有多高？
8844.43米
吐鲁番盆地有多低？
海拔-154米
长江有多长？
6397公里
黄河有多长？
5464公里
京杭大运河有多长？
1710公里
故宫面积有多大？
72万平方米
中国有多少人？
超13.73亿人
汉字有多少个？
85568个
中国有多少位皇帝？
408位
秦朝2位，汉朝31位，
三国11位，晋朝16位，
五代十六国78位，
南北朝59位，隋朝3位，
唐朝22位，五代十国55位，
宋朝18位，金辽西夏35位，
元朝18位，明朝16位，
清朝12位，还有南明、北元。
其它诸如李自成、张献忠，
以及太平天国洪秀全父子、
甚至称洪宪帝仅两个月的袁世凯，
加起来一共408位。
人们必知的常识虽然常挂在嘴上，
但具体是这些你都知道吗？

三山
黄山〖安徽〗
庐山〖江西〗
雁荡山〖浙江〗
【五岳】
东岳泰山(山东)
南岳衡山(湖南)
中岳嵩山(河南)
西岳华山(陕西)
北岳恒山(山西）
【五岭】
越城岭
都庞岭
萌诸岭
骑田岭
大庾岭
【五湖】
鄱阳湖〖江西〗
洞庭湖〖湖南〗
太湖〖江苏〗
洪泽湖〖江苏〗
巢湖〖安徽〗
【四海】
渤海
黄海
东海
南海
【四大名桥】
广济桥
赵州桥
洛阳桥
卢沟桥
【四大名园】

熙和园〖北京〗
避暑山庄〖河北承德〗
拙政园〖江苏苏州〗
留园〖江苏苏州〗
【四大名刹】
灵岩寺〖山东长清〗
国清寺〖浙江天台〗
玉泉寺〖湖北江陵〗
栖霞寺〖江苏南京〗
【三大名楼】
岳阳楼〖湖南岳阳〗
黄鹤楼〖湖北武汉〗
滕王阁〖江西南昌〗
【四大名亭】
醉翁亭〖安徽滁县〗
陶然亭〖北京先农坛〗
爱晚亭〖湖南长沙〗
湖心亭〖杭州西湖〗
【四大古镇】
景德镇〖江西〗
佛山镇〖广东〗
汉口镇〖湖北〗
朱仙镇〖河南〗
【四大碑林】
西安碑林〖陕西西安〗
孔庙碑林〖山东曲阜〗
地震碑林〖四川西昌〗
南门碑林〖台湾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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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塔】
嵩岳寺塔〖河南登封嵩岳
寺〗
飞虹塔〖山西洪洞广胜寺〗
释迦塔〖山西应县佛宫寺〗
千寻塔〖云南大理崇圣寺〗
【四大石窟】
莫高窟〖甘肃敦煌〗
云岗石窟〖山西大同〗
龙门石窟〖河南洛阳〗
麦积山石窟〖甘肃天水〗
【四大书院】
白鹿洞书院〖江西庐山〗
岳麓书院〖湖南长沙〗
嵩阳书院〖河南嵩山〗
应天书院〖河南商丘〗
【四大佛教名山】
浙江普陀山〖观音菩萨〗
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萨〗
四川峨眉山〖普贤菩萨〗
安徽九华山〖地藏王菩萨〗
【四大道教名山】
武当山〖湖北〗
龙虎山〖江西〗
齐云山〖安徽〗
青城山〖四川〗
【四大名绣】
苏绣〖苏州〗
湘绣〖湖南〗
蜀绣〖四川〗
广绣(粤绣)〖广东〗
【四大名扇】
檀香扇〖江苏〗
火画扇〖广东〗
竹丝扇〖四川〗
绫绢扇〖浙江〗
【四大名花】
牡丹〖河南洛阳〗
水仙〖福建漳州〗
菊花〖浙江杭州〗

山茶〖云南昆明〗
【十大名茶】
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
黄山毛峰、都匀毛尖
六安瓜片、君山银针
信阳毛尖、武夷岩茶
安溪铁观音、祁门红茶
【十大名酒】
茅台、五粮液
洋河大曲、汾酒、
泸州老窖、郎酒
古井贡酒、西凤酒
董酒、剑南春
【十大避暑圣地】
贵阳、昆明
承德、哈尔滨
长春、伊春
丽江、吉林
呼伦贝尔、大连
壮美山河难以历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请各位记在笔记本上，
特别是给后代传下去。
      2017.10.15
朋友们：收藏一下，留给下
一代一定能用上。
长城有多长？
21196.18千米
珠穆朗玛峰有多高？
8844.43米
吐鲁番盆地有多低？
海拔-154米
长江有多长？
6397公里
黄河有多长？
5464公里
京杭大运河有多长？

1710公里
故宫面积有多大？
72万平方米
中国有多少人？
超13.73亿人
汉字有多少个？
85568个
中国有多少位皇帝？
408位
秦朝2位，汉朝31位，
三国11位，晋朝16位，
五代十六国78位，
南北朝59位，隋朝3位，
唐朝22位，五代十国55位，
宋朝18位，金辽西夏35位，
元朝18位，明朝16位，
清朝12位，还有南明、北元。
其它诸如李自成、张献忠，
以及太平天国洪秀全父子、
甚至称洪宪帝仅两个月的袁世
凯，
加起来一共408位。

公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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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中文学校春节晚会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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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爱好者的福音
波士顿中文图书大展
【本刊讯】一年一度的大波士顿地区中华文化图书展如期而至，3月25日（周
日）来自中国三百多家出版社的数千种中文书籍，以及笔墨宣纸文房四宝，聚集波
士顿西郊牛顿中文学校(地址详见本文后)，向喜爱中华文化的读者呈献一场文化盛
宴。
本届书展展销的品种分为六大类，依次为文学、社会科学、食谱保健、书法绘
画艺术、辞典和儿童读物。在文学、社会科学书籍中，即有中外古典名著，又有新
晋作家的畅销书，比如有严歌苓致敬自己青春的长篇新作《芳华》，有风靡网络、
点击量上千万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也有著名散文大家余秋雨的最新作品《泥
步修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医保健养生知识被越来越多的读者赏识接
受，《经络穴位一日一学》《大国医，六百年沈氏袪病绝学》《养生大咖谈养生》
等书是近一段时间广为流行的养生畅销书。艺术类图书除了有三十多位艺术大师的
画集外，还有为书法爱好者精心准备的隶楷行草字帖和名家碑帖。在儿童读物展
区，从“幼儿识汉字学拼音”到“十万个为什么”，成百上千种图文并茂，装璜华
丽的儿童读物将成为孩子们学习中文、增长知识的乐园。
大波士顿地区华人群体生活日趋稳定，越来越多的人有了闲暇时光开始习书绘
画、踏青采风修身养性，本届书展为此准备了一大批写字绘画类书籍，以及与之配
套的笔墨宣纸文房四宝。
本届书展将秉持其一贯风格，力图将中国最优秀的图书以及性价比最好的笔墨
宣纸等文化用品呈献给广大读者。
3月25日，波士顿中华文化图书大展敬请期待。
书展时间：2018年3月25日（周9：00am -5：00pm）
书展地址：牛顿中文学校
F.A. Day Middle School
21 Minot place
Newtonville，MA 0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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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中文学校校刊
敬请惠赐稿件
校刊有哪些栏目？
本月速递：学校本月大事记，董事会简报、校行政公告、等等。
学校风采：各团体活动，老师和学生获奖情况，图文并茂。
园丁心语: 本校老师对中华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感言、经验。
父母寄言：家长的心声，各类问题或者建议，各类感想评论。
晨曦蓓蕾：本校学生各类作品选登，图文并茂。
美哉中华：一起开始一段中国文化美的历程吧！
煮酒论诗：诗意地表达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 。
攻玉之石：引用推荐关于子女教育的好文章。
社会公益：华人社区的声音。
海阔天空 ：归为上面的文学，生活小品。
众所周知，办好刊物的源头是高质量的稿件。
• 您是否在教学或学习过程中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中美文化差异有诸多思考和感慨？
• 您是否想记录学习的心路历程，分享点点滴滴的进步？
• 您是否想和大家分享如何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采用有效的学习方法？
• 您是否想用相机、用笔记录台前幕后的瞬间，或者是支教经历中或平凡或非凡的故事？
• 您是否赞叹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陶醉于诗情画意？
• 您是否在某时某刻触景生情，满欲赋诗感怀？或者不吐不快，抒写我们平凡生活，从中品味生
活的滋味，生活的意义？
敬请诸位牛中人，和我们的朋友惠赐各类稿件、作品（书画、摄影等等）！同时欢迎大家能够给
校刊提出更多的建议和意见，我们携手共进！
来稿、咨询请寄： editor@newtonchineseschool.org
每一份被刊登的稿件和作品所收到的读者的关注，以及对读者、对社区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属于
作者的荣誉、也属于我们学校大家庭的精神财富。让我们一起努力，把精彩的校刊呈现给大家，
让校刊成为连接老师、学生、社区的纽带，此外彼此了解的窗口，共同交流的平台。我们学校、
老师、家长、学生既是读者也是作者，既是创造者也是受益者。日积月累，共同参与，形成良性
循环！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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