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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耘：
反种族歧视主题摄影

赵亚莉：
《苏东坡传》读书笔记

坚决反对亚裔种族歧视宣言

W

e are deeply disturbed by recent cases of violence against people of Asian descent,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cities across the U.S. The most recent Georgia shooting has caused
lots of outrage and fear in the Asian communities. At NCLS, we stand together to strongly oppose any violence, racism and bias towards people of Asian descent. We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City of Newton to ensure physical safety and social/culture inclusion of people from our
community. Stand together to stop hatred and show your support to the Asian Communities!

最

近在美国一些城市发生的针对亚裔血统的暴力案件使我们深感不安。刚刚发生
的佐治亚的枪击事件在亚裔社区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和震惊！牛顿中文学校坚决
反对任何暴力、种族主义和对亚裔的偏见。我们将继续与牛顿市政府保持密切合作，
为建立平等安全的多元文化社区而努力！团结一心，制止仇恨，并向亚洲社区表示支
持！(更多图片报道请见夏耘摄影专栏)

Newton Asian Community Relay Race
摄影 张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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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父子的亲密对话

卷首语

卷首语

沈安平

常

言道，人生得一知己不易。换言之，
要在任何两个人之间保持亲密对话关
系实属不易。但是，建立父子之间的亲密
关系更加困难，然而，最困难的是，我想
是在中国家庭父子之间的亲密交流！我就
是经历了这样漫长旅程的人。

身旁的时候，我似乎无法让自己敞开心胸
与他进行一般的生活话题的交谈，更不用
说是促膝谈心。
每每想起，总是阵阵心痛。随着年
龄的增长，心痛更是加剧。父亲去世38年
了，这种心痛已是刻骨铭心了。但是，我
知道我并不是唯一的华裔家长，我知道这
样的家庭还有很多，这样的心痛不是能够
轻易从潜意识中挖掘出来的，更不要说公
开表达出来的。

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害羞的孩子。我
有一个非常自信性格外向的哥哥和一个极
受宠爱的小弟弟。夹在中间，我从小就没
有得到太多的关注，也没有什么才华可以
引起父母的关注。我的祖母曾经说我从小
就像一个女孩，家里有人来访，我就躲在
在我国内读大学期间，有一本非常受
门背后。（这里只是借用回忆中的老话， 社会各界特别是大学生欢迎的书，名为《
没有任何性别歧视的意思。）
傅雷家书》。这是一名父亲写给远方儿子
的家信的汇编。这本书是我来美国所携带
当然，最主要的是我印象中的父亲是 的为数不多的书籍中的一本书。
个沉默寡言，性格内向的人。他当时是大
学教授兼系主任，也是一个在政治和公共
这位父亲就是上世纪中叶中国著名的
行为中非常“保守”的人。在我记忆中， 学者和翻译家傅雷先生。傅雷在家信中曾
他不抽烟，也不喝酒，甚至不喝茶。除了 不止一次地感叹和责责备自己和儿子傅聪
读书，似乎没有其他任何爱好。他所有的 在一起时没有找时间与他进行贴心交谈。
时间就是上班，晚上看书，周末也经常是 他的悔恨是如此刻骨铭心，因为他和傅聪
接待同事谈论工作。他几乎没有任何时间 分开之后，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再也没有
留给我们弟兄三个孩子，即我们这里常说 机会与儿子面对面交谈。远隔千山万里的
的“家庭时间”。我唯一的一次记忆就是 很受限制的书信往来也在1966因傅雷的突
父亲带我们三人去看当时全国盛誉的沈阳 然离世而永远中断了。
马戏团到我们市的一场演出。时至今日，
另一本使我印象深刻的书是一本英语
只要回想到那次演出我的心中还是充满欢
乐！直到我上大学之前，我都不记得曾经 书，名为《偶然的亚洲人》（”The Accidental Asian”)，该书由第二代华裔美国学
与父亲的对话超过了四五句。
者Eric Liu（刘）撰写的。在这本半自传的
父亲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第一年去世 书籍中，谈到了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因
的，我从未与父亲进行过任何一次亲密的 糖尿病去世了。刘父亲身前的朋友们一起
交谈。在我父亲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由于 编辑一本纪念书，里面有用中文写的文章
癌症症状加重，他卧床不起，在我陪伴他 和有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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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在他的书中写道，当他晚上无法
入睡时，他会起身去书架上取出这本书，
打开“阅读”，尽管他承认自己不会阅读
任何中文字。他非常后悔自己太不了解父
亲。想起父亲，他内心感到巨大的空白。
这是我儿子在上大学时我都到的这本书，
当时我和刘的父亲以及傅雷应该是同龄。
我当时推荐儿子阅读了这本书，我想
喜欢阅读的儿子或许比我更能欣赏和体会
这本书。当我不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时，
儿子将来有一天是否也会感到同样的空白
吗？当我想到这个问题时，我心中感到一
种巨大的震撼。这是我的行动的召唤，再
也不能等待了。
儿子大学毕业后，暑假回到家休息。
他主动请我和妻子与他分享我们自己的家
庭故事和人生往事。他甚至在电脑中记录
下我们的故事。我想，时机来了。我提出
和他一起当地一家酒吧去聊聊。我儿子高
兴欣然接受了。不管你相信与否，那是我
第一次向任何人提出这样上酒吧的建议。
不用说，我们俩几杯酒下肚之后。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儿子分享许多个人故
事。当酒吧在凌晨关闭时，我和儿子在一
个安静，细雨的夜晚一路聊天走回了家。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在云端里行走”的
滋味。
第一次体会到与儿子在酒吧里的促膝
聊天，这真是一种无比的幸福。
从那时起，儿子回家探亲我们一定要上酒
吧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
我们在酒吧里谈论我们的兴趣爱好，
专业工作，人生梦想，当然还有我们的恋
爱约会经历。儿子甚至帮助记录我们的一
场酒吧交流，我把这段录音整理之后发表
在当地媒体上。
2

文章开头，我说过，要在中国父子之

间进行亲密对话是最极其困难的。也许是
这样，也许并非如此。也许作为中国的父
亲和母亲，我们只需要放松心情，张开双
臂，敞开心胸来拥抱我们的孩子。
因此，我再问一遍：与我们的孩子进
行亲密交谈真的很难吗？好吧，我会让你
用实际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您可能会问我，中国父亲和女
儿之间的亲密交谈会是如何呢？好吧，我
确实有一个女儿，她将于今年夏天从大学
毕业。我打算和她进行一次亲密的交谈。
对我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新的挑战，我正
在努力为此做好准备。
请祝我好运吧！谢谢。

教学园地

教学园地

人生如若苏子，
福兮？祸兮？幸哉？悲哉？

赵亚莉

窗

外雨声淅沥，室内灯光温和。在夜深
人静之时，随着“苏东坡今生的浩
然之气用尽”，这本林语堂先生的《苏东
坡传》也到了掩卷之时。心中万般思绪涌
动，迟迟不能入睡！

一个月的时间才读完！在这一个月中，坚
持每日都与之相会，每章都进行摘录的整
理，但每日新阅的篇幅都不多，因为一贪
长贪多就失了思考的乐趣！我就像含着一

这本《苏东坡传》静立我的书架近
三年有余了！而且随着我从中国来到了美
国。但却一直没有认真阅读！只是看着它
就觉得心内舒服温暖。
迟迟未敢开卷一阅的原因很是复杂！
但最重要的，我想不过其二吧！
一是因为我是忠实的“苏粉”，苏
子就是我的偶像！我怕作品中的某些真实
会减弱他熠熠生辉的形象！使我失落、茫
然！
二是因为这是一本“难读”之书！是
绝不可以懈慢之态对之的！在我看来，如
果以读畅销书那样的心态去读它，不异于
亵渎！不只因了苏东坡这个人，也因了作
者。我知道，以林语堂这样的笔去写苏东
坡这样的人，其间必定有许多值得细品深
思之处。就像封面的那段话所言：一位吾
国吾民始终在心的国学大师，一位大江东
去浪淘金的豪情诗人。相似的心灵是灵魂
的转世！看东坡光风霁月，渡危抓机，从
容应对；听林语东坡，显中国智慧！”这
样的一本书，如没有安静的环境、平静的
心态、专注的投入、深刻的思考，还是不
要碰为好！
于是，一本256页的书，我历时整整

颗味道陈厚的橄榄，细品其绵长滋味！
就这样读着、记着、品着、想着，终
于完结了！整个过程可谓累并快乐着、充
实着！但待到要动笔之时，却发现不知从
何下笔才好！就像小食小吃好品，但面对
满汉全席却无从下嘴一样！
写对他的评价吧，自古至今每朝每代
就没断过，留下的文字一定比苏子自己的
作品都多！而且越看人家的评价作品，就
越觉得自己真没必要再以愚文拙词忝列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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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对他的崇拜之情吧，虽然我对他的
崇敬之情如滔滔江水，而且颇为赞同一位
作家所写“来生便嫁苏东坡”，但是有些
心思写出来似乎有些矫情，我更愿将其留
存心底！
写他的诗文、诗词欣赏吧，虽是文学
女青年，还出身中文专业，但实在没有这
个勇气品评大家，再说作品也太多了！
啥？

这也不想写那也不能写，那我还能做

恍然想起阅读中曾问过自己的一个
问题：如果能拥有苏东坡一样的人生，你

愿意吗？这是幸还是不幸呢？东坡以不世
出之卓绝才情光耀千古！似乎只要他一涉
猎某个领域，就能很自然的成为这一领域
内的行家。尤其是他的诗词文章更是以其
卓尔不群的风格为世人争相传诵！但这些
使他留誉青史的文字也给他带来了一世的
跌宕困顿，甚至近乎死亡！对此他心中也
十分明了，曾在那次死里逃生后慨叹：“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但
始终改不了在作品中表露真性情的“臭毛
病”，总是以天真快活的心情，几乎赤子
般的狂放不羁，将心中之所感，尽情歌唱
出来而很少去想后果！
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那些嫉
妒他的宵小之辈怎能容忍被东坡的才气掩
盖，于是“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
以善淫”，各种别有用心的险恶伎俩纷纷
登场，而且竟然总屡试不爽！这就使东坡
得的一生荣于文字而又蹇于文字！
东坡心怀儒家出世之理想，在政治上
有热忱的追求！他对底层疾苦之人似乎有
一种天生的哀悯，他可以为了百姓的利益
与当朝炙手可热的权贵王安石抗争，他也
曾为了某处“食婴儿肉”的恶俗而“闻之
辛酸，为食不下”。不论是在富庶繁华的
杭州任太守，还是到荒僻生蛮的琼州为小
吏，他都以其灼灼赤子之心，尽最大的努
力为百姓牟福！
古哲说“是以唯仁者宜在高位；不
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可惜，
我们的五千悠悠华夏史，“仁”而能在高
位，并且顺利的实现为国为民理想的并不
多。相反那些“不仁”者却似乎更容易爬
上“高位”！对此，我有自己的理解：君
子总是斗不过流氓！因为君子有原则、有
底线，他不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流氓没
原则、没底线，绝对会为达目的不择手
段！在博弈之时，君子的原则和底线往往
被小人所利用，最终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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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灵魂有信仰有原则有底线
的苏东坡，被那些没灵魂没信仰没原则没
底线的流氓们整得丢官罢爵，整得远徙蛮
荒，整得居无定所，甚至整得衣食不保，
更遑论什么实现治世之理想了！
这是历史的悲哀还是民族的悲哀？
东坡一生性格真纯，为人光风霁
月、坦荡磊落，天真烂漫，他总是以亲切
热情、慷慨厚道的态度对人。正如他自己
所言：“我知道我一向出言不慎。我一发
现什么事情不对，就像在饭菜里找到个苍
蝇一样，非要唾弃不可”“这就是我之所
短。也许我生来就太相信人，不管我是跟
谁说话，我都是畅所欲言”。
是啊，苏子可能太过挚淳，他不知道
有的人可以推心置腹、付之以真心；有的
人却万万不可！因为，心直口快总会出现
口不择言的时候！对同样磊落胸怀的君子
到问题不大，但对那些心胸狭隘、睚眦必
报的小人则是万万不可容的！难怪老百姓
说：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啊！因为君
子总是坦荡荡，小人则是长戚戚！
于是“坦荡荡”的苏子得罪了众多“
长戚戚”的小人，于是一系列的倒霉也开
始了！可是即使在被曾经的朋友欺骗迫害
之后，即使在感叹“嗟我本狂直，早为世
所捐”之后，他仍旧坚持为人之态度，这
也是“不可救药”了！
这就是苏子的一生！如果拥有这样的
一生，是幸还是不幸呢？
其实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是个“一
千个哈姆雷特”的问题！
有的人看到的是苏子的赤诚胸怀、坦
荡姿态，是他的灼目才华，是他一生保持
真性情的情怀，那就会对其充满向往羡佩
之心！

教学园地

有的人看到的是他大起大落的动荡
生活，他的怀才不遇，他的穷困潦倒的处
境和不如意的仕途，自然会对其避之而不
及！
说回来还是那句话，一切取决于是什
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追求！
苏东坡是天上星象下凡，在人间暂时
做客而已！而我们这些平庸的凡尘俗子，
如果没有胆量像屈原那样“举世皆浊我独
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没有魄力学渊
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归田，没有
勇气效仿苏子光风霁月笑傲群小，那至少
可以保住心中的一片净土，保住对这种对
高尚人格的敬仰和尊重，倾慕与向往！
因为，只有向往纯净高尚，我们才
能行走在纯净高尚的路上，才不会夜行污
浊之中仍习以为常甚至沾沾自喜、其乐无
穷！
退一步讲，如果不想追求高尚，那
至少做到不要肆意践踏高尚、嘲讽高尚，
给“高尚”以默默的关注，也是一种鼓
励，也会让人间看到希望！
最后以本书的终段最为我这篇闲言碎
语的结束吧！
在读《苏东坡传》时，“我们一直在
追随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
伟人生活，这种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
人世间上偶然呈现，昙花一现而已！苏东
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
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
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文外之言：书中林语堂先生精辟的见
解与精妙的词句俯拾皆是，而且引论了大
段大段的诗词原文！更要命的是：这些都
是先生用英文写的！我们现在读的是译本
5
而已！我也是佩服得无法言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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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中文》七年级班主题作文：
中文学习的苦与乐
指导老师

肖丽芳

《学中文的苦与乐》

			

叶傲天

我

一年级开始在牛顿中文学校学习中
文，虽然用了很多时间，但是学中文
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
每次周末去看望爷爷奶奶，我都会
用中文告诉他们一些学校里发生的好玩的
事，给他们带去惊喜。我小的时候，爷爷
奶奶付出了很多心血来照顾我，充满爱
心。能用中文和他们进行交流，是一种幸
福，所以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心，但是我会提醒自己：想做好一件事，
就要认真和坚持下去。

学习中文的另一个乐趣是能够去中
国玩。当我很小的时候去中国，我会觉得
我想学好中文，还想以后能教我的孩
自己像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不知道该说什
子们说中文，带他们去中国旅行，让他们
么，该怎么做，好像与周围脱节了。小学
也享受中国美好的文化和风景。
毕业的暑假回到北京，我的中文好了很
多，我能理解周围发生了什么，人们在聊
些什么，感觉好多了。我和家人一起去访
《中文学习的苦与乐》
问祖先的遗址，看国安队比赛，坐高铁去
盛安睿
旅行，非常享受，而且感到与自己的文化 			
传统息息相通。
中文学习中，有时候会感觉很生气，
有时候会感到很得意。我先说一些我
但是，学中文也是很辛苦的。每个星
期需要做很多中文作业，每个周日下午要 遇到过的困难。
去中文学校上课。这意味着我错过了许多
有时候，中文字看起来像同一个字。
棒球和足球俱乐部的比赛，而且有时不能
与好朋友们聚会。我有时候会抱怨和不开 我学习时候，每次把字混合。繁体中文和
简体字让我感到更困惑。我小时候，看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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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太”和“大”一开始觉得它们是同一
个字，因为刚刚学了鱼。鱼可以是 “鱼”
，还可以是 “魚”。所以就觉得它们像“
鱼”一样，是同一个字但是不同的写法。
有时候，我的发音不是太准。发音是我最
差的地方。我的第三声说成二声。“南
京”的“南”每次说的像第三声。还有其
他一些字我老是不能正确地说，有时候会
让别的人困惑。像我说“鱼”的时候，我
会说成“于”然后别人就会想，“于怎么
是一个名词？”
中文的发音、笔画、理解词语有时候
又难又烦，但是会帮助你的生活。一个学
习中文更大的好处是在中国时，你可以听
懂基本的交流，像 “你好”、“你叫什么
名字”、和别的简单的句子。你也可以跟
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说点话。
学习中文时，你会遇到很多挑战，但是也
会有很多好处。

《我爱学中文》
周孟雅

我

记得小时候， 有一年夏天， 我和爸
爸妈妈一起回中国奶奶家。 我听不懂
电视节目， 只能看动画片。 出门不认识路
牌， 很容易走丢。 我去餐馆吃饭， 我不会
点菜。
我觉得生活在中国很不方便。 爸爸妈
妈说如果我好好学中文，我会发现在中国
生活其实很方便。 而且， 我是中国人， 我
应该学中文。 回到美国后， 我开始认真学
习中文。 我开始去中文学校上中文课， 认
真完成中文作业。 平常和爸爸妈妈用中文
说话。 有时候， 看一些简单的中文电视。
慢慢地， 我的中文越来越好。 我慢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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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明白别人对我讲的中文。 前年我又和爸
爸妈妈一起回中国奶奶家。 我发现我可以
和我的表姐妹们用中文聊天了。 我特别高
兴。 通过认真学习中文， 我发现我很喜欢
中文。

教师点评
肖老师点评：这是一组以“中文
学习的苦与乐”为主题的作文。
中文学习的“苦”与“乐”对每
个学习中文的孩子来说都有着深
刻的感受。用这个主题进行写
作，给了学生一个很好的总结交
流的机会。读着学生们情真意切
的文字，脑海中不禁闪现出一个
个鲜活的画面。真的是“语言有
温度，文字知冷暖”。

学生佳作欣赏

马立平教材七年级甲班
习作欣赏
指导老师

张晓毅

《开心一刻》
侯怡然

治也在那里。乔治突然冲着哈罗德发出了
一个坏坏的微笑，哈罗德也冲着他笑了一
下，然后就站在栅栏的前面突然喷了比尔
一个动物园里，有一只大象叫哈罗
一身水。水喷得到处都是，哈罗德开心地
德，还有一只小猴子叫乔治。动物园
大笑起来。乔治在不远的树上荡着秋千，
手里还拿着一个苹果。他尾巴高高地翘
着，开心地看着比尔大笑。比尔站在那儿
湿淋淋地一动不动，本来快乐的表情瞬间
变成了愤怒。

在

开心一刻就有诱惑，每个人都希望自

有一个管理员叫比尔。哈罗德和乔治是好
朋友。乔治小小的个子，有长长瘦瘦的胳
膊和腿。他的脸胖乎乎的，有一双大大的
耳朵和眼睛。乔治很灵活也很顽皮。他经
常调皮地偷食物和其他的东西。哈罗德身
子圆圆的很结实，腿显得比较短，有一双
宽宽的脚。他的头上有一双可以扇风的的
耳朵，眼睛圆圆的。最有特点的是那个长 己高兴，在你开心的同时，是否也想过其
长的鼻子。他的尾巴和他巨大的身体比起 他人的感受呢?
来显得特别小。 哈罗德总是笑眯眯的，心
地很善良也很聪明。 尤其对乔治来说，哈
《我》
罗德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

陆文彬

比尔很矮也有点儿胖, 他也有一个很
圆的鼻子,
很小的眼睛和耳朵。他负责照
顾哈罗德，也每天给动物园所有的的动物
送食物。比尔很不喜欢乔治， 因为他很调
皮，有时还偷他的午饭。乔治也经常在他
的同事面前取笑他。他也认为乔治会把哈
罗德带坏了。

我

的名字是陆文彬。陆地的陆，中文的
文，彬彬有礼的彬。我是一个比较胖
的人，也长得很高。我家里有四口人，有
妈妈，爸爸，弟弟，和我。我和弟弟很多
时候都会打架我很爱搞笑。我有很多方法
来逗别人笑。有时候我都没意识到我说的
话很好笑。我也是特别懒。我很多的时候
有一天，比尔在喂哈罗德，正好乔 都不想要做附加作业，不喜欢每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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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打冰球。我还喜欢在一个地方坐着，
一边看书一边吃东西。
我喜欢打冰球，所以我的腿都特别强
壮。每一次有冰球在我们的边上飞过，我
都会是第一个拿到冰球。还有的时候对方
的人带着球到我们这边要射门，他们还在
蓝线上我就把球从他们的手上打出来。
我的朋友不是特别多，只有3个。其
中一个住的离我家很近。他的名字是Justin。我们两个都喜欢玩电子游戏，最喜欢
的就是超级玛丽，Super Mario。过了四个
月了，我们还没有完成第8世界的第一个
level。我们在那四个月里玩了好多次，但没
有每天去他家。我现在想一想，我们那时
连第一世界的最后一个level都不能打败。我
的第二个朋友本来是我学前班是好朋友，
他的名字是Bruno。我们三个平常都会一起
玩。我们都是家里的老大。
我每天睡觉之前都要带一个叫Ortho-K的眼镜。我以前带OK眼镜都要花一
个多小时呢！现在只需要一多分钟就好
了。我现在近视已经挺严重了。这是因为
我特别喜欢看书，但也特别喜欢看电视和
玩游戏。我爸爸还说他要向我学习喜欢看
书的这一点。
我有时候会问我自己：“我为什么要
在这里生活？要去哪里？要去的地方为什
么要去。”我不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但
我知道我要珍惜生活的每一个时刻。

《中国年》
曹仲玥

在

中国，春节是一个很
重要的节日。大家都
穿上红色的衣服，放鞭炮
和吃好多好吃的。大人也
会给孩子们红包。那我们为什么穿红色的
10

衣服和放鞭炮呢？因为很久以前，有一个
鬼叫“年”。年有獠牙和尖尖的鹿角。年
会在农历新年结束前登陆岸上，猎杀人类
和牲畜。因此，每到除夕夜，所有的村民
都会逃到偏远的山区，以避免年的袭击。
有一年，除夕的时候，大家都呆在家里，
把门和窗户紧紧的关好等着年来。
但是，一个乞丐进了这个村庄问人
们是否愿意为他提供住宿的地方。但是他
们太专注于保护自己，以至于不理会他。
一个老太太看到了这个乞丐，就给他食物
吃，和跟他讲为什么每个人都如此恐慌，
然后告诉这个乞丐他应该离开，要不然年
就会把他给吃了。这个乞丐就告诉那个老
太太，如果她给他一个住所，他将帮助村
民摆脱年。这个老太太不信乞丐，就试图
说服让他快快逃走。但是最后，乞丐说服
了老太太，她终于让乞丐呆在她家里了。
午夜的时候，年出来了。一般这个
时候，整个村子都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
音，村庄里一片黑暗。但是这一年，年看
到远处的一所房子有灯光，就慢慢地走了
过去。年到了房前时，看到满墙都贴着红
纸。它非常困惑，年愣了愣还是一头冲了
进门。这时，它听到了响亮的爆竹声和令
人生畏的闪光。年被吓了一跳，连忙退出
门外。那个乞丐突然从炮竹的烟雾里走出
来。他穿着一身红，大声敲鼓。年吓得转
身就跑。第二天，大家出门的时候看到村
庄没有被损坏。老太太把乞丐教的方法告
诉了村民。从此以后，过年的时候，大家
会穿红衣，贴红色的春联和放鞭炮。
我学到中国年的来历，觉得很高兴！
当我门每年欢度春节的时候，我会把年的
故事讲给我的朋友们听！

学生佳作欣赏

马立平教材六年级甲班
“小天地”习作欣赏
指导老师

陈卉

《我的房间》
Shen, Chenhong 沈宸弘

《我家的阳台》
Chen, Bart 陈望宇

我

我

的房间在客厅的尽头。它有两个窗
口，可欣赏附近美景。这是一个干净
宽敞的房间。有一个大壁橱，里面有我的
阳台上有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 这是 夹克和其它宝贝。
我和妹妹学习休闲的好地方。我们可以坐
房间右边有一张白色桌子，上面有一
在那里看书、吃饭、画画等等。夏天的时
候，妈妈会在阳台上放一张吊床。我们在 个非常漂亮的灯，可以调节光线。在我的
吊床上睡觉、读书，或者只是躺在那里， 桌子上放着一些学习用品，例如笔筒，笔
看看蓝天白云和空中飞过的飞机。冬天下 记本，和计算机。我的电脑是Mac笔记本电
大雪的时候，很多雪会飘上阳台，我们可 脑。因为目前在家上课，所以我有很多时
间坐在我的桌子前。除了学习以外，我也
以在家里堆雪人。
在房间里打电子游戏。
家有一个大阳台，这是我最喜欢的地
方。

我们家住得高，看得远。从我家阳
台看过去，可以看到非常优美的风景。一
眼望去，树木繁茂，周边的小房子也很漂
亮。我们可以看见John
Hancock楼和Prudential等等，但是我们看不见Charles
River ，因为那河很低，被树挡住了。国庆节
时，Charles
River上的烟花我们看得很清
楚，我们有时候还邀请朋友们来一起看。
我们可以在阳台上种花。妈妈买了一些花
种在花盆里，我和妹妹也曾经从学校带回
过花和草。我们给花和草浇水，看着它们
一天天成长，都特别开心。

桌上还有一个白色的电子闹钟，那也
是个收音机，这是去年我妈妈送给我的的
圣诞礼物。我可以改变收音机的FM频道，
用它来听喜欢的音乐。我经常在学习和读
书的时候听古典音乐。这个小闹钟可以设
定两个时间的闹铃，有六种闹铃声音选
择。有了它，我早上就可以按时起床了。

在我的房间的墙壁上，挂了很多绘
画，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我上三年级时画的
一幅漂亮的双鱼画。我的房间里还有一个
漂亮的白色书架。我喜欢这个书架，并且
阳台带给我们很多美好的记忆，它是 自己组装了它。我把所有的喜欢的书都放
在那儿。我很喜欢阅读。有时，我会在入
家里我最喜欢的地方。

学生佳作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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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前阅读。我喜欢阅读小说和历史和社会
学书籍。
我的房间很小但是很舒适。我喜欢我
的房间。

学生佳作欣赏

马立平教材六年级周六班
习作欣赏
指导老师

教师点评
陈老师点评：第二单元写作：写
一写你的“小天地”，你的房
间、书桌或常去的地方。
你的“小天地”可以是任何
一个对于你有意义的地方，不一
定非得是你的卧室，可以是图书
馆的一角，可以是你家附近公园
的一棵大树下面，甚至可以是你
家客厅的沙发上，只要这个地方
不仅对你有特殊意义，而且你常
常去，它就是一个“属于你的小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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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熊猫”》
杨格格

《小狗 “达芬奇”》
全好

“

2

017年7月的一天，我和家人在中国度
汪汪汪！” 一个声音从屋子里传出来。
假。 我们暂时和祖父母住在一起，他们
我惊讶的转过头，“什么东西?” 一个小
给了我熊猫毛绒和兔子毛绒玩具。 那时，
白狗狗从屋子里跑出来了。
熊猫毛绒是我的最爱，现在仍然如此。
哇！小狗好可爱呀！它长得毛绒绒的，
我喜欢拥抱我的熊猫。 它长1英尺，宽5
身上的毛白白的像云朵一样。它的眼睛黑
幽幽的，鼻子小小的。它就是我姥姥家的 英寸，非常柔软。 每当我睡觉时，我都会
抱着他。 他叫潘多。 我给他起这个名字
狗狗，叫达芬奇。
是因为英语中的熊猫是panda，所以我用“
我第一次见到达芬奇的时候，有一点 o”代替了“ a”。
儿害怕，因为我听说狗会咬人，所以我觉
我和他在一起已经三年了，他仍然状况
得达芬奇也会咬人的。但是达芬奇从来不
咬人。它一见到我立刻就举起它的两个前 良好。 当我感到无聊或有空的时候， 和他
腿，用后腿站着，扒在我腿上，汪汪叫， 一起玩也很有趣。当我们有一天可以带我
们的一个毛绒动物上学时，我总是带他一
好像要我抱它。
起去，因为他对我意义重大。另外，每当
我最喜欢跟达芬奇玩儿捉迷藏，我会 他变脏时（这很罕见，因为他通常只在我
躲起来，让它来找我。每次它都很快能找 的床上），我就把他当宠物一样，给他洗
到我。我带达芬奇出去玩儿，跟它比赛跑 澡。
步，给它梳毛，抚摸它的肚皮让它觉得舒
服。我看书的时候，达芬奇就蹦到我腿
上，安安静静地陪着我。

学生佳作欣赏

梁楠

我的“熊猫”给我带来许多快乐！

我现在总会想起达芬奇，想起和它一
起玩儿的欢乐的时候。达芬奇真是我的好
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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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报告

《美丽的Azealas》
王安娜

那

是一个温暖的五月天，我来到后院，
四处走走 。 一阵微风吹过，蜜蜂
忙着飞，停在每朵花上。我在温暖的阳光
中，呼吸新鲜的空气，直到看到它: 美丽的
Azealas。
Azealas的花朵有美丽的色彩，精美的
粉红色的，嫩嫩的花瓣， 细细的茎和淡淡
的花叶。春天的微风中，淡淡的花朵轻柔
地摇曳着；翠绿色的茎杆则平衡了重量，
漂亮的花朵像粉红海星。它们随风飘动
着，像一个个蒲公英小束，绽放了欢乐。
在五月份，每朵花都会轻轻地从花苞中
开放，变成一朵花，它想要偷看外面的世
界。每天，我都会拜访它们，欣赏它们的
美丽。它们会耐心等待蝴蝶和蜜蜂为它们
授粉。它们不但喜欢在风中跳舞，而且，
它们也喜欢沐浴在阳光下。
每当我在早晨的阳光下看着它们时，
我就想起了我多么欣赏它们的精致美丽。
我默默地感谢它们的可爱和付出。

教师点评
梁老师点评：马立平教材六年级
从第二单元开始教写作，从写静
物、动物、植物开始，到写景观
和自然现象，循序渐进地带领同
学们学会观察、思考、和用中文
描述，并且抒发自己的感想。根
据我班同学好奇心和逻辑思维能
力强的特点，我增设了一个写作
专题，在每堂课上用十分钟左右
的时间讲解写作技巧和美文欣
赏，同学们很快就进入了写作佳
境。从习作上看，同学们不仅使
用了我们课上总结的多种开头和
结尾方式，而且对拟人、比喻等
修辞手段运用自如，细节描写层
次清晰，遣词造句准确而优美，
表现了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和
借物抒情的表达能力。

NCLS 2020-2021 Board 2nd
Meeting Minute
January 15, 2021 8pm
Location: Remote via Zoom

郑凌 曹景雁

Members attended: Ling Zheng, Faith Hu, Hui Chen, Li Lang, Helen Cao,
Lijuan Han, Xiaoyi Zhang, Hong Gao, Jing Wan
Members absent: None
Others attended: Vice Principal Naizhong Qiu
Meeting called to order at 8pm by Board Chair Ling Zheng
I. Principal Lijuan Han reported school administration and financial position (Sep.2020-Dec.2020). The treasurer Hong Gao suggested reviewing the
current banking accounts management. The board financial committee will
discuss/work on this issue.
II. PCC Chair Li Lang reported PCC involvements/assistance in the
school’s various events. PCC will work with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on
strengthening the NCLS community engagement.
III. Faith Hu reported the School Registration System Upgrade Project. The
board agreed on the project group’s selection of using Regpack for 2021
summer program and afterschool registration. The project group will also
work on developing own software and customize it in the long run.
IV. Hong Gao reported SEP activities since Sep of 2020. Hong Gao suggested possibly expanding the current SEP mission. The board agreed to
further explore this po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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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Xiaoyi Zhang reported the EC preparation for the upcoming online
Chinese New Year Gala.
VI. Jing Wan reported the sample Conflict of Interest Policy that recommended by the auditor. The board will look into the adaption of such policy
into our current policies.
VII. Ling Zheng reported the legal counsel’s suggestion of reviewing the
current school Bylaw and possible amendments. The board agreed to work
with the legal counsel on amending the Bylaw.
Meeting adjourned at 11:40pm by Ling Zheng.
Minutes submitted by Ling Zheng and Helen Cao

Mathleague—
UNOFFICIAL Contest Results
Grades 6, 7, & 8 2020-2021
牛顿中文学校有13位同学排在Top 39 Students in Leagues-6th Grade, 8
位同学排在 Top 40 Students in League-7th Grade, 4 位同学排在Top 44
Students in League -8th Grade 。名单已公布在mathleague.com。
Top 39 Students in Leagues-6th Grade
Alice Y		
Jiayi C		
Leo S		
Jason H		
Ryan L 		
Ella L		
Stephen R
Matt S		
April M		
Grace Z
Top 40 Students in League-7th Grade
William X
Yaxin Z		
Xavier J 		
Andrew Z
Andrew Y
Clayton S		
Top 44 Students in League -8th Grade
Victor H		
Joe L		
Max C		
		

Jiarong C
Olivia C
Kaeleigh N

Jared M
Addie Z

Ray C

祝贺大家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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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刊厨艺比赛作品展

哞哞蛋糕卷
马立平六年级甲班 崔佳容
指导老师 陈卉

校刊厨艺比赛作品展

九

名牛顿中文学校的学生们通过参加校刊的厨
艺比赛，利用课下时间分别和家人学习了八
道和庆祝中国“牛”年有关的美食。虽然“味道”
我们尝不到也闻不到，但是从图片上看，每道菜都
相当诱人。糕点类作品造型创意十足，热菜类也都
是大菜硬菜。欢迎大家欣赏学生们的厨艺作品，让
我们一起用美食慰藉心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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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料：
鸡蛋，面粉，糖，可可粉，
牛奶，酸奶，植物油，淡奶油，
奶油奶酪

创意和制作方法：
今年的春节，情人节还有我的生日都集中在同一个周末。因为疫情，虽然有很多节
日，也不能邀请我的朋友开party，我很伤心。但是爸爸妈妈说我们全家四个人也可以开
party啊，而且可以每个节日/生日都开一个“party”，并做一个主题蛋糕。
这个蛋糕卷，是我和妈妈为中国年的“party”做的，因为今年是牛年，而且我也属
牛，我们就做了这个哞哞蛋糕卷。
做法很简单：
1.
制作戚风蛋糕片：
•
将四个鸡蛋的蛋清蛋黄分离，用搅拌器将4个鸡蛋清打发。打发时，要边搅打变加
入半杯白砂糖
•
打发蛋清时，准备另一个碗，加入半杯酸奶，半杯牛奶，半杯植物油，一杯面
粉，搅拌均匀
•
将打发好的蛋清跟面糊混匀。
•
取出两大勺混匀的蛋糕糊，加入两小勺可可粉，混匀至黑褐色。
•
在烤盘中铺上油纸，把黑褐色的蛋糕糊分散地挤在油纸上，做成奶牛花纹的形
状，进烤箱，300度烤5分钟。
•
将烤盘从烤箱中取出，倒入所有蛋糕糊，抹平表面，进烤箱，300度，继续考15分
钟。
2.
制作奶油陷：烤蛋糕的时候，可以制作蛋糕卷的馅。将淡奶油加入奶油奶酪和
糖，用打蛋器打发就可以了。
3.
制作蛋糕卷：
•
蛋糕烤熟后，取出倒扣放凉。把油纸慢慢的从蛋糕上揭下来，这时你就能看到小
牛花纹了。
•
将蛋糕反过来，切掉蛋糕边，挤上刚才打发好的奶油，慢慢的卷起来，蛋糕卷就
做好了。
但是妈妈说蛋糕卷要包起来放进冰箱定型半小时才能切，要不然一切就散了。在等
的时候，你可以把刚才切下来的蛋糕边吃掉，这样时间就会过得快一点了，你试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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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牛糯米包

牛吃草，飞犇跳

马立平六年级甲班 崔佳易
指导老师 陈卉

马立平四年级 肖颖彤
马立平六年级 肖宇安
指导老师 王芳 梁楠

用料： 面粉，糯米，紫糯米
配料：酵母，白糖，食用色素，红豆，水
创意及制作方法：
糯米包是妈妈的家乡山东青岛的特
色美食。妈妈小的时候，姥姥就经常做给
妈妈吃，现在，妈妈也经常做给我和姐姐
吃，我们都特别喜欢。糯米包软软糯糯甜
甜的，像妈妈把我搂在怀里的滋味。
今年春节， 因为疫情，我们不能回中
国看姥姥姥爷了，只能在美国过年。爸爸
妈妈做年夜饭时，我也很想帮忙，于是就
跟妈妈一起做了我们都爱吃的糯米包。因
为是牛年，我也属牛，我们就把包子做成
的了小牛的形状。
做起来其实非常简单，步骤如下：
1.
和面：在面粉中加入酵母和水，用厨
师机揉面，然后发酵40-50分钟。
2.
煮糯米饭：将一杯白糯米和和一杯
紫糯米洗干净，加适量水，放进电饭煲煮
熟。
3.
面团染色：将发酵好的面团分成一
大一小两份，大份染成黄色，小份染成红
色，只要用一点点食用色素就够了。最后
再取很小一块黄色面团，加入巧克力粉染
成褐色。
4.
包糯米包：将煮好的糯米加入两大勺
白糖，搅拌均匀。稍微放凉就可以包了。
用黄色面团包入糯米，做成圆形的包子，
包口朝下，这就是小牛的头了。然后将一
块红色面团擀成圆形，一切两半，将半圆
的红色面片用水站在黄色包子下半部，这
就是牛的小红脸了。在上面用筷子戳两个
圆洞，做牛鼻子。之后，用巧克力面团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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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茶牛乳蛋糕

原料：
蛋糕胚
6个鸡蛋，蛋清和蛋黄分开
90克（¾杯）面粉
10克绿茶粉
60克（75毫升）植物油
100毫升牛奶
120克糖
牛乳奶油霜
牛油 butter
奶油 heavy cream
5克抹茶粉
2杯过筛的糖粉

成牛角，再用剩下的红色面团做成牛耳
朵，小牛就完成了。哦，还有眼睛呢！本
来我和妈妈是用绿豆做的眼睛，但是爸爸
说，牛的眼睛要大大的，所以我们选择用
了黑豆。做好的小牛看上去好可爱啊！
5.
二次发酵：做好的小牛包在蒸之前要
再发酵一会，妈妈说这样，蒸完后的小牛
才会有圆圆的脑袋。
6.
蒸制：将小牛包放进蒸笼里，大火蒸
8-10分钟就熟了。
刚出锅的小牛糯米包，面皮是软软
的，糯米馅是QQ甜甜的，别提多好吃了。
大家也试试吧！

指示：
将烤箱预热至300ºF（150ºC）
在微波炉中将植物油加热至50ºF，并在其中加入牛
奶；将所有绿茶粉和面粉添加到油和牛奶中，然
后将它们混合在一起；将蛋黄加入混合物中并混
合在一起；取蛋清并加入糖，搅拌均匀直至达到
峰值；将蛋白甜饼放入步骤3的混合物中并混合；
将所有面糊放入烤盘中；将热水倒入另一个烤盘
中，然后将第一个烤盘放入其中；将两个烤盘放
入烤箱中，煮60-70分钟
牛乳奶油霜：
1.抹茶粉和糖粉混合过筛，和牛油混合打发做成抹
茶牛油霜
2.加入糖分打发奶油至浓稠
3.将一半打发好的奶油和蜜红豆拌匀直至完全混
合，将另一半和抹茶牛油霜混合拌匀
最后组装加上抹茶粉和巧克力酱做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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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角蛋糕
马立平四年级 陶宇宸
指导老师 李庆玮

炸油果
《标准中文》七年级 David
指导老师 肖丽芳
食材：
1.面粉
2.油
3.鸡蛋
4.糖
我这道菜的名字叫 “炸油果”，吃起
来香甜酥脆。它是爸爸妈妈小的时候过年
经常做的一道主食，爸爸妈妈小的时候很
喜欢吃这个点心，每年过年都盼着家里能
炸好多油果儿。今年过年的时候，妈妈又
开始做油果，我过去看到妈妈做的油果很
好看，闻起来很香甜的味道。然后我问妈
妈怎么做。妈妈说我可以跟他一起做。我
们开始和面。面粉加鸡蛋，油，和糖，加
上水，和成面团。放上半个小时。我们把
面擀开。有一份面粉里面我们加了红糖，
那是为什么有不同颜色。我们把两片面擀
开。叠在一起，再擀开。用刀切成长条。
再切成小条。中间用刀片划开。翻过来，
就变成了漂亮的图案。做好后，用油炸
好，就开一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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炖牛肉

“牛”爆大虾

《标准中文》七年级 Gabriel
指导老师 肖丽芳
食材：
1. 3磅无骨牛肉卡盘（大理石花纹），切成
1-1 / 2英寸的块
2. 2茶匙盐
3. 1茶匙现磨黑胡椒
4. 3汤匙橄榄油
5. 2个中等大小的黄洋葱，切成1英寸的块
炖牛肉真的很好吃。记得我第一次
吃它，就喜欢上了它。在隔离时，我在家
经常吃，因为这个时候真的不能从餐馆或
类似的地方得到任何食物。对于炖牛肉，
应添加一些辛辣的调味料以使风味更好。
你也可以使汤更浓稠，这样味道更好。它
和土豆泥或米饭搭配起来很不错，我通常
会这样吃。我认为炖牛肉是最好的饭菜之
一。另外，如果您一边吃着它一边看电
视，那将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事情。我希望
我每天都能吃到炖牛肉，永不厌倦。

《标准中文》七年级 盛安睿
指导老师 肖丽芳
食材：
1.大虾
2.料酒
3.姜片
4.葱段
我的菜叫“牛”爆大虾。一开始，我
是想烤个牛排，但是父母说太麻烦了。想
了半天，爸爸说他就会教我怎么做虾。
妈妈先教我怎么准备虾。要去头和尾巴，
然后把虾背上的“线”去掉。准备完了以
后，爸爸就开始教我怎么烧。先把油锅烧
热一点儿。然后就放姜片和葱段。等一会
儿以后，就放虾进去。每隔一段时间，就
翻一下虾，把虾的全身都烧熟。
准备吃的时候，弟弟帮我摆好虾，摆
得像朵花。吃的时候，我觉得挺好吃的，
就是有点难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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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椒牛肉
《标准中文》七年级 叶傲天
指导老师 肖丽芳

校刊厨艺比赛
获奖名单（糕点类）

食材：
1.牛肉
2.黄椒
3.洋葱
4.蒜
我决定做一道黄椒炒牛肉，因为今年
是中国的牛年。我想添加黄椒，这样会有
更多的颜色和风味。我首先将牛肉切成小
块，然后用酱油和红酒腌制。然后，我将
黄椒切成小方块。最后，我切碎洋葱和大
蒜作为牛肉的调味料。
准备好所有食材后，我将洋葱和大蒜
放入热油锅中，当我闻到洋葱和大蒜的味
道时，我将它们取出并放入了牛肉。当牛
肉在外面变成棕色时，把牛肉拿出来。然
后我把黄椒加进锅里炒。一分钟后，我把
牛肉也加进了锅里一起煮。
我把牛肉和辣椒放在一个白色的大
碗里，作为晚餐。牛肉味道很好，不是太
干，也没有太硬，口感恰到好处。它的味
道来自洋葱，大蒜和黄椒。我和我的爸爸
妈妈姐姐都很喜欢这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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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马立平六年级甲班 崔佳容

二等奖：

三等奖：

马立平六年级甲班 崔佳易
马立平四年级 肖颖彤
马立平六年级 肖宇安

马立平四年级 陶宇宸
《标准中文》七年级 David

祝贺获奖的参赛选手！
感谢您的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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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刊厨艺比赛
获奖名单（热菜类）
一等奖：

《标准中文》七年级 叶傲天

你了解牛中的
校行政、家长会和董事会老师吗？

从

去年春季开始，牛中老师们逐步将教学转向网络，积极调整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不仅如此，他们还
在居家隔离时期发展大量的业余爱好，享受家庭时光。相信您跟我一样也想从不同角度了解一下中文
学校老师们的生活。校刊精心设计了“十问十答”栏目，每一期邀请一部分中文学校的老师快速为10道问题
中的2-3道作答。这一期作答的老师们都是校行政、家长会和董事会老师，作为牛顿中文学校正常运行的中流
砥柱，您是否也和我一样好奇是什么力量聚集起了这么优秀的团队？经过校刊两个月的收集整理，我们把老
师们的精彩答案呈现给各位读者。

1. 疫情居家隔离，由此您扩展了哪些爱好？

2.最近您在看什么书、电视剧或者综艺节目？

“带孩子，看视频”
— 夏铭（曾经做过老师、校长、董事）

“老高和小茉”
—夏铭（曾经做过老师、校长、董事）

“阅读”— Wan Yu (会计)

“乘风破浪的姐姐”
—Wan Yu (会计)；Guo Tian (校行政副财务)

“锻炼，烹饪”— 钟清（家长会成员）

二等奖：

《标准中文》七年级 Gabriel
《标准中文》七年级 盛安睿

“因为不能出门活动，所以种了一小块菜地，每天
晚上吃完饭去地里干活活动一下。”
—刘元浩（家长会会长助理，中文课助教）
“乒乓。”— Eric Shi (家长会成员)
“居家隔离，一日三餐都要在家做。为了家人的健
康，我就换着花样，改善伙食。还学会了几样新
菜，象孜然羊肉，烤肉串等.”
—王丽荣(家长会成员)
“锻炼身体，唱歌。”—潘海红 (家长会成员)

祝贺获奖的参赛选手！
感谢您的欣赏！

“计算机有关的书，春节联欢会，谍战剧。”
—潘海红 (家长会成员)
3. 如果您是校刊主编，您最想采访的人是谁？
“学生”— 钟清（家长会成员）
“学生”— Eric Shi（家长会成员）
“一线的老师”—仇奈忠（副校长）
“在校学生”—Guo Tian (校行政副财务)

“古典舞和芭蕾舞”— Guo Tian (校行政副财务)

4. 您在中文学校的工作中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
“与大家一起工作”— 钟清（家长会成员）
“在家长会大家都像一个大家庭，虽然都是志愿愿服务，但大家都很投入，都特别愿意奉献自己
的业余时间来帮助学校，所以让我很感动，很受鼓舞，也愿意尽自己的一点儿微薄之力，所以特
别喜欢在这个家长会这个大家庭里干。我还在1-2年级的中文班里做助教，每当我看到这些可爱的
孩子们时，心情特别愉快，看到你帮到了她们，她们学到了新的东西时可爱的样子，你就期盼着
下周末快点儿到来，还想再见到她们。”—刘浩元（家长会会长助理，中文课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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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活，锻炼身体”—Eric Shi (家长会成员)
“数学助教。”—王丽荣(家长会成员)
“家长会值班，义务为学校准备各项活动。”—潘海红 (家长会成员)
“一丝不苟的完成财务工作”—Guo Tian (校行政副财务)

5.在中文学校以外，您的本职工作是什么？

6.您认为牛顿中文学校还应该开设哪些课程？

“企业运营”
—夏铭（曾经做过老师、校长、董事）

“为家长和孩子开设华裔身份认同，如何帮助孩子
建立文化自信和反歧视相关的课程或培训。”
—夏铭（曾经做过老师、校长、董事）

“工程师”— 钟清（家长会成员）
“在生物公司做研究”
— 刘浩元（家长会会长助理，中文课助教）
“软件工程师”—潘海红 (家长会成员)

“多开中华文化有关的课，多开跳舞课。”
— 钟清（家长会成员）
“Coding and App制作”
— Eric Shi （家长会成员）
“少儿舞蹈，芭蕾课”—Guo Tian (校行政副财务)

7.您上过中文学校的哪些课？有什么收获？

8.您的孩子在中文学校上过哪些课？有什么收获？

“瑜伽课。非常喜欢。”— 钟清（家长会成员）

“中文和数学课。中文口语交流沒有问题。”
— 钟清（家长会成员）

“我上过舞蹈课，但一直参加合唱团，加上家长会
和助教，我没有时间再去上课，上舞蹈课及学习了
舞蹈又锻炼了身体，还交了很多新朋友。”
—刘浩元（家长会会长助理，中文课助教）
“上过唱歌班、瑜伽班、摄影班”
—潘海红 (家长会成员)
“我上过吴晔老师的舞蹈班，我最大的收获是结交
了一批热心为社区服务的人。”
—仇奈忠（副校长）
“目前没有。打算上狄老师的演讲课。”
—Guo Tian (校行政副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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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为什么您选择来中文学校服务？
“帮助华二代通过了解中国文化，建立身份认同，
拓展在美国的学业/事业发展。”
—夏铭（曾经做过老师、校长、董事）
“喜欢中文学校的氛围，校行政和老师们的无私奉
献。我的孩子们都是从小上中文学校。是直接受益
者。很高兴能为学校服务。也喜欢一起服务的同
僚。”
— 钟清（家长会成员）
“因为孩子们在中文学校不仅学了中文，还可以参
加其它的活动，学校给家长们也提供了一些活动和
开设了课程，孩子和家长也都结交了很多朋友，所
以非常喜欢中文学校，我觉得我也应该为学校做点
儿什么。”
—刘浩元（家长会会长助理，中文课助教）
“Do more, feel better and live longer”
— Eric Shi (家长会成员)
“中文学校需要大家参与，让孩子接触中国文化，
进行有益的社交活动。”—潘海红 (家长会成员)
“来中文学校是对社区的回报，也是对我儿子的言
传身教”—仇奈忠（副校长）

10. 牛顿中文学校作为一个社区组织，您认为它应
该有哪些责任？
“在教授语言和文化课程的同时，关心华裔子弟的
身份认同，自我认知和华裔教育和社区参与这部
分，带领华裔更多地参与管理社区事务。”
—夏铭（曾经做过老师、校长、董事）
“保留和传播中华文化。让下一代了解中华文化，
传统，并为此自豪”— 钟清（家长会成员）
“中文学校作为一个社区组织，就要和该社区多联
系，参与一些社区的活动，为社区宣传中国文化，
觉得牛顿在这一方面做的不错，每年在牛顿市府
组办中国文化节，参与每年牛顿的Community service，好多活动都邀请牛顿市长等参加，当然中文
学校毕竟只是一个周末活动，平时大家都有自己的
工作，住的也很分散，不可能事事参与。但有机会
还是应该多参与，一方面可以宣传中国文化，另一
方面让孩子们也有一种参与感。”
— 刘浩元（家长会会长助理，中文课助教）
“提高华人凝聚力”— Eric Shi（家长会成员）
“弘扬展示中华文化，扩大华人的社会影响
力。”—仇奈忠（副校长）
“服务社区，方便大家”
—Guo Tian (校行政副财务)

“中文课，画画课，数学课，学会了认中文字，写
中文字，还交了很多好朋友”
—刘浩元（家长会会长助理，中文课助教）
“中文，数学和象棋。通过上中文，他对中国的文
化传统和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更加喜欢中国
了。数学还帮助他美国学校的学习。”
—王丽荣(家长会成员)
“中文，画画，数学。”—潘海红 (家长会成员)
“中文，画画，喜欢上了国画。”
—Guo Tian (校行政副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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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顿中文学校在波士顿华人社区
拥有良好的口碑。常年开设中
文、数学、艺术美术、计算机等80多
种课程。除了每周的课程以外，还有
支教、教师俱乐部、东方歌舞团等多
个组织，组织公益活动，提供学习中
华文化的机会，丰富师生课余生活。
孩子们是怎样在这个优秀的集体中成
长的？

钱葆青 陈恩泽 栗超

主题一：牛中成长故事

在

西方国家，华人团体建立中文学校一
点也不稀奇。毕竟，大家还是希望
自己的下一代可以记得自己真正的家，他
们是从何而来，和他们祖国伟大及长久的
历史。让牛顿中文学校如此出众不是因为
他们的中文课程比其他学校更优秀或更特
别，而是在于学校能让一个原本事主攻中
文教育的学校，扩大增加许多课程。不管
是谁都能在牛顿中文学校找到一样让他感
兴趣的事情。

不少家长和老师都认为，疫苗带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通过校刊对
来了希望，但是同时也为未来带来了 牛中家长的采访，我们了解到了哪些有意
许多不确定性。9月份的新学期，我们 思的牛中故事。中文学校最受欢迎的课程
有中文课，国画课和空竹课。中文课被提
该何去何从？
2021年3月，校刊主编，钱葆青
同两位牛顿南高中的校刊实习生陈恩
泽和栗超，电话采访了11名牛顿中文
学校的家长，请他们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的孩子在牛中的成长经历，以及
他们对未来学校恢复线下教学的预
期。
在联系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尽量
保证采访对象的孩子学龄不同，以保
证我们收到的信息更完整全面，但是
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的采访内容不
能代表所有牛中家长的意见和建议。

到并不让人感到稀奇，但国画课有可能不
会是很多家长最先想到的课程之一吧。除
此以外，还有些家长还跟我们分享了他们
孩子觉得非常棒及优秀的几位老师。有一
位家长说，孩子上马立平的时候，有两位
老师特别的出众。她们就是FengYao老师
和WangJing老师。家长分享了两位老师的
教学特点，FengYao老师擅长使用各种办
法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让他们可以一心
一意，专注地学好这一个半小时的中文内
容。WangJing老师常用视频来教课，学生们
受益良多。除此以外，也有家长表示孩子
对数学老师也印象深刻。尤其是教Precalculus的王伟东老师。王老师能让学生们对课
堂内容感兴趣，采访中孩子表示“不会觉
得学数学只是一个很无聊的必修课，也不
像比较传统的数学课。”
对于“最喜欢的中文学校活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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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大部分的家长的答案都很一致，春
晚获得最多家长的称赞。春晚除了是牛中
一年一度的特别活动以外，它更是一个能
让下一代体会和并学习祖国文化的一个宝
贵机会。其次，每一个表演都如此多姿多
彩并有特色。

主题二：疫情对中文学校
未来的影响

家长专访

初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开始席卷美国，
随着疫情的蔓延和持续对美国经济造
成巨大破坏。不仅公司开始倒闭，连带着
很多私立学校也难以为继。为了牛顿中文
孩子们在中文学校也是收获满满。很
学校能够在困境中突出重围，了解学校家
多家长都表示除了孩子在学校学到了新知
长的真实想法，我们进行了家长有关疫情
识以外，还随着自己的成长并开始对学校
对未来影响预期的采访。
做去贡献。其中最多家长说的收获之一，
就是可以通过中文学校帮到更多人。无论
所有受访家长对疫苗都很有信心，
是做支教，舞蹈老师，还是学校的Adminin认为能够起到防护的作用。但因为接种要
strative Intern， 家长都表示这些体验都让他
求，部分家庭的家人已经打过疫苗，还有
们的孩子们改变了许多。除了可以获得丰
部分家人没打疫苗。并且因为目前没有青
富的工作经验，这些机会也让孩子们更善
少年可以接种的疫苗，所以孩子们都没打
于交际，明白独立的重要性。更是一种对
过。家长们比较担心两个问题，第一个：
孩子们中文能力的肯定。
病毒有变异的情况，疫苗未来还有很多不
确定的因素。第二个：现阶段还没有给孩
当然，除了收获以外，家长们也有很
子的有效疫苗。
多有趣的故事分享。有位家长带着孩子去
英国旅游时，到了英国剑桥，因为在学校
但是其中两位家长表示不太担心孩
学习了《再别康桥》这首诗，孩子一下子
子，一方面孩子的新冠症状比较轻微因为
就体会到了当地的人文风景。学习中文也
中小学的学生流动性比较低，生活轨迹比
给家庭带来了无数个小笑话。比如说，还
较单一，中小学生的感染几率不大。他们
有一位家长开车去加拿大旅游，跟说起了
认为：小孩子的防护意识比成人更强。如
风景。开始孩子们以为“风景”是一个固
果教育得当，小孩子很容易遵循CDC的防
定的物体，并问，“风景在哪儿？”，闹
护规范。
了笑话。另外一位家长，他觉得最有趣的
故事就是孩子拿总统奖，因为这不单单只
部分家长表示如果有孩子能打的疫
是一种对孩子的认可，而更是代表了孩子
苗，会让孩子进行接种。但有的孩子是过
对社会的贡献和个人的努力和成长。最后
敏体质，因为个体差异的原因，有的老师
一位家长表示春晚时孩子上台做主持人是
会持谨慎的态度。所有的家长都认为即使
她觉得有趣的故事之一。这除了是一个给
打了疫苗也依然要做好防护，这不仅是对
孩子很独特体验以外，还可以让小孩儿从
自己的保护，也是对别人的尊重和保护。
新的角度看待舞台艺术。看到自己的小孩
儿勇敢地在台上说话，让家长为女儿感到
所有受访家长都预期今年9月份中
骄傲。
文学校能恢复线下开学，而且期待面授课
程。因为学生在课堂上不仅可以学到知
识，而且回到学校孩子们可以认识朋友，
和老师建立更好的师生关系，参加各种没
有在网上开放的有意思的课程，比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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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课。
三位家长认为网课还是相当成功
的。 孩子们基本上能完全适应在家上课，
练习。而且老师们组织有意思的活动，基
本上能保持住孩子的积极性。其中有一位
家长提到，因为网课的原因，没有办法出
门，在上个暑假孩子有更多的机会练习中
文。不过一位家长认为在家上课的效果达
不到面授的50%。
我们在采访中也询问了家长没对开学后防
护疫情的建议？家长纷纷表示接种过疫苗
的学生可以在学校停留。尚未打过疫苗的
学生在学校下课后，如果没有课或者其它
原因，应该不要停留在学校里，尤其图书
馆和食堂。可以放些sanitizer station在学校
的周围。
最重要还是honor system。 希望大家
都可以诚实并为自己负责。如果哪天不舒
服，就不要勉强来学校。具体建议如下：1.
继续遵守CDC的健康指导，学生继续戴口
罩，2.未接种疫苗的家长不能进入学校 3. 家
长需要出具疫苗记录可以进入校园 4. 继续
开设网课 (上课时间可以更加灵活)。

从调查结果中能够看出，老师们都非
常关心牛顿中文学校的发展，希望在做好
防护措施的前提下能够恢复线下课堂，与
公立学校看齐，以保持生源和正常的教学
秩序。

反种族歧视
主题摄影
夏耘，(英文名Yun Thwaits) 原美国银行商业贷款部资
深副总裁审批师。2017年3月开始手机摄影，同年加入
BCPA。2018年5月开始单反摄影。三年多以来夏耘的摄
影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2

017年春的一个偶然使夏耘接触了手机拍照，从此手机拍便走进了她的生活。从开始
的手机信手随拍到后来的单反摄影，逐渐成了她强身健体修心养性的乐趣。所以她说
接触拍照是一个偶然，而爱上摄影却是一种必然。她之所以爱上摄影，本质上是想要把
瞬间感受留下来，但并不仅是为单纯的美好，而是那些画面都可能和自己的情感心绪有
关。经历了小时候的种种坎坷和曲折走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琵琶。她对琵琶的全
情投入帮她度过了少儿时期艰难的时光。那些专注的时刻帮她安静下来忘却一切，在困
难和障碍中得以持续学习。从手机拍照到用相机摄影，三年来她喜欢行走在时光里，寻
觅内心深处的影像。她觉得摄影一定是和自己有关的事情，不只是用相机拍摄。带到摄
影中去的是自己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那些所有走过来的路如今都汇聚成所
拍摄的照片，一幅幅的呈现出来。
夏耘学习单反摄影的三年中除了定格家门口的景致外，还把不少时光选择在路
上。因为，很多路，现在不走这辈子再也不会走了。车轮驶过了高山峻岭、雪地冰原、
青青草场、山川河流、老街古镇、江南水乡⋯。在路上，体验到大自然的神奇、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的美好、以及人性的善良。
“感恩”二个字，是我对摄影最深的感悟：感恩引领指导我走上摄影之路的恩师们；感
恩志同道和的摄影小伙伴们，尤其是在共同跋山涉水、追光逐影的日子里，收获的不仅
是技艺，还有友情；特别感恩我的至爱亲人对我无条件的支持和鼓励。”
夏耘的摄影成就和部分名誉
● 视觉中国500PX签约摄影师和视界签约摄影师
● 摄影作品六次入选国际影展，在国际和大陆影賽中多次获奖并应邀出专辑。
● 因在摄影方面取得的成绩，2018和2019年获哈佛大学奖学金在哈佛学习了摄影艺术研
究生课程。
● 2019年9月25幅作品在波士顿图书馆和摄影师李雄伟联办的影展中五幅作品被私人购
藏。
● 从2018年起担任视觉中国500PX企摄协一日一图，视界象策，和摄手的图片编辑/评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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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动脑时间

这是卢老师在武汉大学生物系vs
计科系校友擂台赛上的一盘棋，
在腾讯/野狐进行。黑棋如何在对
杀中获胜？
围棋是一种策略性棋类，
起源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棋类运动之一。中国古代对围棋
有很多诸如“手谈”、“弈”
、“木野狐”等雅称，西方称之
为“GO”。牛中开设围棋课程，
欢迎学生加入。

图中所示为一个两步杀王的终局
棋形。黑方先走一步，白方随之
回应一步，接着，黑方走第二步
将死白方的王。答案在下期公
布。
国际象棋为世界上最流行
的战术型棋盘类智力游戏之一。
下国际象棋不仅能训练个人逻辑
思维能力，同时也提供一种很好
的社交手段，还是锻炼竞技心理
素质特别有效的途径。牛中开设
有国际象棋初级和高级两种不同
级別的课程。欢迎学生加入。

2

棋谱由贺极苍老师提供

上期答案

请根据题目要求，计算出答案。答案在下期公布。
奥林匹克数学，国际知名度很高。锻炼数学计算的同时，
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思考能力。牛中开设有初、高、中数
学竞赛课程。欢迎学生加入。

动脑时间
36

题目由卢珂老师提供

题目由康鸣老师提供

国际象棋
解析： 第一步，白
棋象走Bh6+将军，
黑王吃白马Kxg6避
开；第二步，白后
Qg4#将死。下面附
图是新的两步杀棋
局。

奥林匹克数学题
答案：24

围棋题
答案：白1好手！如
果黑在2位切断，至
白5可吃掉黑四子，
黑棋还得后手做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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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

征稿
启事

《点滴》将会继承整合大部分以往校刊的栏目并冠以新的栏目名称，请
您仔细阅读栏目内容及要求等信息，分栏目投稿。
栏目名称

内容

要求

牛中风采

学生作业、作品展示；老师课堂
教学展示；学生和老师的获奖情
况；小组活动汇报
本校老师分享在教学中的感想和
经验。主题可以包括教学法、教
学理念、课堂管理、对课堂内容
的反思等
书写家长的心路历程；在中文学
校的故事；表达对学校、老师、
孩子的期望和感谢

图文结合，层次清晰，图片
数量3-5张，字数不限

园丁心语

牛顿中文学校校
刊真诚向全体牛
中人和各位读
者们求稿! 让我
们共筑《点滴》
，携手成长！

家长寄语

时间煮雨

理论结合实践，言之有据。
字数在600-2000字之间。另
请附一张作者照片（可选）
真情流露，言之有物，字数
在300-1000字之间

反映老师、家长、学生在牛中课 主旨立意健康向上，形式、
外生活的作品，例如旅行日记、 文体不限，字数不限
生活趣闻、文化感悟、摄影作
品等

投稿要求

投稿方式

1. 稿件标题简洁准确，稿件内容尽量不

以word文档送稿；图片保存为jpg, png为

使用英文和拼音，建议使用12号黑体，

扩展名的附件。图文结合的稿件，图文

一律为简体字。

分开上传至同一份邮件发送到editorn-

2. 稿件内容层次清晰，内容丰富，应有

cls2020@gmail.com

小
记
者
招
募

《点滴》杂志面向中文学校学生，招募
3-4名小记者，为校刊撰写新闻稿件。
小记者的工作不仅可以锻炼中文
写作，而且可以学到以新闻人的角度观
察社会，用批判的眼光对待问题。小记
者岗位为志愿服务，没有稿费。

广
告
招
商

《点滴》杂志广告面向社会招商
《点滴》将会坚持为牛顿中文
学校服务的宗旨，坚持“有内容，有
思想，有意思”的办刊理念。目前，
中文学校校刊已有稳定的华人读者群
体。
《点滴》最适合的广告产品：
教育及教育衍生类产品、法律服务、
医疗卫生服务，家政服务，食品餐饮
等。
2020-2021年的广告已经开始全
面预订，对常年整版客户，将给予最
好版面和最大幅度的优惠。详情请咨
询牛顿中文学校主编钱葆青，editorncls2020@gmail.com

意
见
栏

校刊改版，欢迎读者朋友们提出宝贵
的建议和意见，我们会认真聆听，虚
心改进，让《点滴》茁壮成长。建议
敬请邮件发送到editorncls2020@gmail.
com，标题注明“校刊意见栏”。

1. 招募要求：牛顿中文学校在校学生。
对撰写牛顿中文学校新闻报道感兴趣，
并有一定的中文写作能力。
2. 工作内容：定期参与校刊例行会议，
参与校刊选题。根据选题，进行采访等
活动，最终撰写新闻报道稿件。
申请流程：
1. 在家长同意的前提下，提交报名表。
2. 第一轮初选后，第二轮将以面试形式
选拔。
邮件联系editorncls2020@gmail.com获取
报名表。

标题、小标题（可选）、作者姓名、参
考文献（可选）
3. 图片一般为3-5张，图片分辨率为300600dpi，图片请附加说明，备注摄影作
者。
稿件命名格式
文字类稿件格式为，“作者姓名-题目-栏
目名称” （如：小明-我的新家-牛中风
采），随文图片命名明确。图片稿件命
名如上， “作者姓名-题目-栏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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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稿日期
奇数月最后一日。例如12月刊的截稿日
期为11月30日，以此类推。
特别提示
校刊内容未经同意，不可转载。转载请
联系中文学校校长、校刊主编。
牛顿中文学校校刊有权确定来稿
是否采用。牛顿中文学校校刊最终解释
权由牛顿中文学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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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址：
www.newtonchineseschool.org
投稿邮箱：
editorncls2020@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