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校刊

夏去秋来，随着新学期的开始，长城中文学校
又迎来了新同学和新家庭。《彩虹》期刊在经
历短暂的休刊之后有再一次和同学们、家长们
见面。《彩虹》在前主编袁树林女士的主持下
成为同学们文艺创作的乐园，家长们交流心得
感想的渠道，和学校发布消息通知的窗口。
《彩虹》的成功离不开袁树林主编多年辛勤的
耕耘和默默地奉献，自然也少不了更多的编
辑，采访记者和热心家长们的共同努力，在此
我们对各位《彩虹》期刊热心的支持者致以敬
意。

新的编辑，新的创作人员将努力保持《彩虹》
的风格和水准，按时出刊，请大家关注赏读。
希望我们的《彩虹》能继续为长城中文学校这
个大家庭的每一位成员带去一缕光彩。
-----

◆ 新闻 ◆

*
2013 年 11 月 9 日晚长城中文学校在
Rosemont College Lawrence Hall 举行了
2013 秋季的 Family Night 活动，约 20 个家
庭参加了此次晚会活动。各个家庭都带来了
拿手的美食，和众人分享了晚餐。晚餐会后
大家有的打牌，有的高歌一曲卡拉 OK，还有
的乐得与新朋老友交谈，许多新加入长城中
文学校的家长由此结识了新朋友。最开心的
是儿童们，他们互相认识了许多新伙伴，还
观看了精彩的动画片。
今后中文学校将在每年的 3 月和 11 月固定时
间组织 Family Night 活动，敬请家长们关
注、参与。

主编：万应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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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语：长城中文学校六年级任课老师孟育提供了数篇同学们的作文，题材丰富，描写生动，尤其是记述
家庭暑期旅游的游记读来令人回味不已。学以致用，同学们能够用自己掌握的汉语工具写下一篇篇文笔隽
永的小品文章，难能可贵。祝同学们越写越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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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文第6册第一单元的几篇课文，就文章的
体裁来说都属于记叙文。通过这些文章的学
习。在写作文方面要求学生能掌握记叙文的
一般写作方法，记叙文的几个要素：时间，
地点，人物，事情。按一定的顺序把事情的
经过，结果写淸楚。要求学生把自己经历过
的事情写出来。以达到加强训练的目的。

秋天的景色多美啊！妈妈，公公和外婆的船
只会转小圈。下了船，我们又去旅馆旁边的
射箭场射箭。我射在靶上四次，其中有一次
正射在靶心上，我特别高兴！但是妈妈刚开
始，第一次射箭就打到靶心，我又突然觉得
有一点伤心了。

*

张家界

秋游

吕乐佳 6C 指导老师： 孟育

王逸翔(Jasmine Wang) 6C 指导老师： 孟育

2013年10月5日，我们全家去宾州北部的
Bushkill PA秋游。
我们先去了Bushkill Falls。因为刚下
过一阵雨，山间的路有点滑。我们走了两英里，
看到了七个瀑布，它们是Main Falls，
Bridesmaid's Falls, Bridle Falls, Laurel
Glen, Delaware Valley Lookout, Gorge Falls
和Peter's Corner。其中，我最喜欢的瀑布是
Main Falls，在它旁边，我看到了一条彩虹。在
Bridesmaid's Falls，河水清澈见底，有一块石
头的形状像一个心一样，它们都很漂亮。我们还
走到几座小桥上，看水从瀑布上冲下来。五颜六
色的树，漂亮的山，五光十色的瀑布，这里的秋
天真是多姿多彩啊。
回到旅馆后，我们去了游乐室，在那里
玩桌上曲棍球，篮球，乒乓球，桌球，等。吃完
晚饭，我们到室内游泳池里游泳，还在SPA泡了
一会儿澡。
第二天上午，我们先去坐脚踏船，然后去
射箭。坐脚踏船时，爸爸，哥哥和我坐一条船，
妈妈，公公和外婆坐另外一条船。我们的转了一
大圈，看到了全景，湖边的树有不同的颜色，有
红的，黄的，绿的，湖面上映照着树的倒影，

射完箭我们就开车回家了，再见，
Bushkill！

张家界是一个非常漂亮和壮观的地
方。那里有高高的石头山，很多绿色的树，
蓝蓝的天空飘着丝一丝丝白云，给人一种心
旷神怡的感觉。那就是我暑假去旅游的地---张家界.
第一天上午, 我们去了天门山。我们
坐缆车上山，路上的景色很迷人。在山顶
上，悬崖边上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玻璃走廊。
站在山上面，脚下好像是空的，十分惊险！
下午我们爬了号称九百九十九级台阶的天
梯，游览了天门洞（我数了只有九百零三个
台阶。）那天晚上，我们去看了一个表演。
我非常喜欢。表演讲的是一个农民和一只狐
狸的故事。表演里面有很多特技，五颜六色
的灯，和动听的音乐。
第二天，我们去看了张家界国家公
园。国家公园里面有一条弯弯的小河，和很
多活𨂃乱跳的猴子。这里的山这里很漂亮,
形状很奇特，有的像孙悟空，有的像老人，
还有许像多别的东西。
我很喜欢张家界和天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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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阳光和柔软的沙滩，听到海鸥鸣叫。
中国度假

今 年 7 月 3 日我跟妈妈和铠和（我的弟
弟）妈妈的故乡衣哈尔滨。我们到了纽约 JFK 机
场,一会儿大家开始登机了。我登上飞机一看:”
哇! 好大的飞机呀！”.

大约一年前，我和我的家人去巴哈
马海滩。邮轮到巴哈马之后，我们去了海
边，在那里, 我们打浪,涉水，游泳，真是
太好了！然后，我们建起了一个巨大的沙
堡，与炮塔和海玻璃窗。之后，我去寻找贝
壳, 贝売有各种颜色,白的，粉红色的，还
有一只寄居蟹藏在一个贝壳里！

十三个小时以后, 我们到达北京。我们
的飞机不是直飞到哈尔滨, 在北京转机。到了登
机口，服务员说去哈尔滨的飞机取消，所以我们
得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才上飞机。

吃午饭的时间，我们去浮桥.那里有
好多的店，卖衣服，纪念品，和其它的东
西！午饭后，我们上了船。船是如此之快，
我跌倒了两次！

第二 天很早就上大客车去北京国际机场
登机。几个小时以后,我们终于到达哈尔滨飞机
场。我的舅舅来把我们接到姥姥姥爷家。

然后，我们在海滩看日落。晚霞照
着天空。天空呈现出各种色彩,红色，橙
色，黄色，粉红色，紫色，真是太好看了.
我真想呆在那里，直到永永远远。哦，那将
是多么好玩呀!

杨天和(Orion Jusuf)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我已经来中国三次,每次来都会觉得中
国有很多人,空气也很不好。我们到姥姥姥爷家
后我觉得有一股什么味道？一问才知道,原来是
旁边药厂的臭味道。偶而得关窗户因为药味儿很
重。姥姥姥爷说以前比现在还严 重,空气很不
好。
在姥姥姥爷家住了一个月以后, 我们去
了舅舅家。舅舅带我们去儿童公园玩。他还带我
们去必胜客和东方饺子王享受美食。那儿的饺子
真好吃啊！我和铠 和每天都跟舅舅舅妈出去玩
儿。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要返回美国了.
我真舍不得离开中国的亲人. 明年我一定还要来
中国度假。
* * *
美丽的海边
Hailary Liu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我喜欢去海边。当我在海边，我可以看
到清澈, 湛蓝的海水和美丽的天空，感受温暖

***
长木公园
胡嫣然 6C 指导老师： 孟育
在费城附近有一个美丽的花园，叫
长木公园（Longwood Gardens)。它原来是
杜邦家族的私人花园，现在对外开放，吸引
了许许多多的游客。我们全家都非常喜欢去
那儿游玩。
长木公园一年四季有不同的风景。
春天的时候，小草变绿了，鲜花都开了，鸟
儿在园子里高兴地飞来飞去。公园里有一块
地种蔬菜和水果的地方, 我在那里学到了很
多知识。夏天虽然天气很热，但是公园里有
很多大树，所以非常凉快。我们喜欢去池塘
边喂鱼；另一个池塘里还有巨大的荷叶和漂
亮的莲花。天黑以后，公园里灯光下的喷泉
五光十色，配上动听的音乐，美丽极了！秋
天的时候，树上的叶子慢慢变成各种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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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红色，黄色，橙色等。风一吹，很多叶子落下
来, 象翩翩起舞的蝴蝶, 轻轻地在地上堆得厚厚
的。我喜欢踩上去，听脚下沙沙的声音。我还喜
欢和朋友们一块去爬树上的小房子。冬天的长
木公园更加神奇美妙。下雪的时候，整个公园银
装素裏，真是一个洁白的世界。圣诞节和新年的
上，公园里还有热闹的灯会和焰火。我很喜欢他
们用灯做的迷宫。
我觉得长木公园是费城最美丽的地方。
每个来费城的游客都应该去看看，他们一定会很
喜欢的。

《》
参观南山大佛
栾力 6C 指导老师： 孟育
今年夏天我在中国旅游，有一天我不高
兴，爸爸决定带我去参观南山大佛。那是一座很
有名的佛雕，据说它是中国最高最大的一座佛
雕。 听说这一点， 我就高兴了。 爸爸跟奶奶
说了一下， 我们就出发了。

我们先上了出租车，半小时以后，我们
到了南山公园的大门。 然后我们换上了一个小
旅游车来到大佛的山下。 从山下看，大佛并不
大。 我和爸爸爬了350多级台阶来到大佛脚
下。 大佛现在看起来真得又高又大， 大佛显
得有一点胖。 它坐在莲花台上，一手放在腿
上，一手举在胸前。大佛看起来非常安详。

在山上，还有一个很好的商店。我看见
了一个好看的玉雕，是一个小老虎。我很喜欢，
所以爸爸就给我买了一个当生日礼物。

南山大佛真是一个旅游胜地，希望大家
都可以去看一下。

**
去小姨家
翟开文 6C

指导老师： 孟育

去年寒假, 我们一家人去我的小姨家
玩。我在汽车里坐了很久。我们坐了二十几
小时的汽车. 晚上我们停在一家汽车旅馆睡
觉。在旅行中, 我看到很多牛, 马, 羊, 和
许多别的酷东西。

晚上, 我们到了亚特兰大, 小姨家
就在这里。我们第一件任务就是买菜回来包
饺子。那天晚上, 我们跟小姨去了一家韩国
烧烤。第二天, 我跟我爸爸和哥哥去了可口
可乐的博物馆玩。它们有一个房间来喝世界
上的不同饮料! 它们也有很多别的奇妙的东
西。很晚, 我们也走了。

整体来说, 亚特兰大是一个精彩的
地方。我以后还想来一次!

***
童子军露营
陈宁昊 6C 指导老师： 孟育

10 月 19 和 20 日，我参加了海伯尼
亚公园的童子军露营。之前就听说这次有很
多的活动，所以我想此行是应该相当不错
的。
我爸爸和我准时到达营地，一起做
的第一件事情是搭帐篷。搭完帐篷，我还去
找到一些树枝，准备晚上点燃篝火。
下午三时正各种活动正式开始，今
年我是四年级在 Weblos 1 队，我们
Weblos1 队的第一个活动是做稻草人。我们
队的队员把成堆的秸秆和稻草塞进队员迪伦
从家里带来了旧的连裤袜，衬衫和裤子里。
塞满草的连裤袜圆圆的可以作稻草人的脑袋
和身体，给他穿上衬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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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和同样塞得满满的裤子绑一起，这样他们就不
会散架。一个有头，有身体，有腿的稻草人就成
功了。我们把他架在一块木板上，挂到水气球发
射台。
然后我们就去雕刻南瓜。南瓜有大有
小，队员们各取所需。家长们也准备了各种刀子
和勺子。首先削去南瓜顶部。然后，使用勺子舀
出里面的南瓜的种子和其他的东西。接下来，绘
制Weblos1的队符 。队员轮流使用各种工具，制
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南瓜灯。完成雕刻南瓜后，我
们去打结站。
在打结站，队长罗布·贝克尔先生给大家
发了一根粗绳子。我们首先学习打平结，这是一
个最简单的结。我不得不承认，它太容易了。然
后，我们学了一个新的结（结的名字我不记得）
为了教初学者，必须把绳子绑在树上学习。这也
是很容易的，但它仍然被认为是四年级的结。接
着我们又去了水气球站又见到了我们做的稻草
人。
我们把气球装满水，用弹弓把水气球射
出去，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做的稻草人。我把水
气球绑在弹弓上，用力拉开弓，然后一放手，水
气球一下子飞了出去•••••错过。经过三次的失
败，又轮到我了。我拉开弹弓，瞄准••••••终于打
到一个稻草人！我开心地笑了.
活动结束之后，我坐在篝火旁，吃了意
大利面和肉丸子。吃完之后，我的队友到我的帐
篷来玩，我们谈了些有关电脑游戏的事，过一会
儿,大家就回自己的帐篷睡觉了。当我睡觉的时
候，外面下了一场暴雨。雨很大，持续了约30分
钟。但我不知道，我太累了。
第二天早上，我和爸爸被外面的喧哗声惊
醒了，原来大家都起得很早，迫不及待地开始了
当天的寻宝活动，这次的宝贝是一些南瓜和放在
南瓜里的童子军文件。我们一队人徒步而行，因
为刚下过雨，道路非常泥泞，树上的露水和雨水
不断地落在头上身上，当我们找到第一个南瓜的
时候，还找到了其他队迷路的队员。我们继续前
进，又发现了第二个南瓜和文件。我们再继续
走，很快我们发现了所有的南瓜和文件。我们也
得到了Dunkin' Donuts的甜甜圈和蜜糖燕麦条的
奖励，我们吃了之后，回到了营地。
时间过得真快，爸爸收拾好帐篷，告别了
队友，我们就开车回家了。

我在海伯尼亚公园露营很开心，我喜
欢这些活动，希望下次再来!

*
打保龄球
陈查理

6C 指导老师： 孟育

上个星期五，我们学校没有课，学
校组织一些同学去打保龄球。一大早，我就
来到了学校。等同学们都到齐了，我们就坐
校车来到了费城的一个保龄球馆。
这是我第一次进保龄球馆。看见那
些长长的球道，我以为保龄球会特别特别难
打。等轮到我去打球时，我特别紧张。我拿
起球，没有准备就把球扔了出去，扔完了都
不敢看结果，可是我转身时还是瞄了一眼球
道那头的保龄球。我发现只剩大概三个瓶子
立在那。我一下子就不紧张了。
后来我又扔了几次，我发现我打得
特别好。我一看那儿的计分板。 才知道我
是我的队上（除了老师）是打得最好的。我
很高兴.
我平时喜欢在 Wii 上打保龄球。虽
然在 Wii 上的保龄球跟真的很不一样，但
我还是学到了打保龄球道的规则和技巧，知
道应该往哪扔球。
我最喜欢打保龄球！！！

*

*

一次难忘的旅行---蒙特利尔
程冠捷（6C）指导老师： 孟育
今年暑假, 爸爸妈妈和我去了加拿
大的蒙特利尔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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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利尔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城市，
也是典型的英法双语城市。在我们五天的旅行
中，我们参观了皇家山上的圣约瑟夫大教堂，它
是世界第二大圆顶教堂。位于老港的诺特丹圣母
大教堂是蒙特利尔必去之地。我还登上了皇家山
顶，欣赏了蒙特利尔的全貌。蒙特利尔的老城也
吸引了很多游客。你可以步行，也可以乘马车参
观。到处可见的公共自行车也是这个城市的一大
特点。蒙特利尔中国城的建筑又是一道风景。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奥林匹克公园
旁边的植物园。园里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园艺造
型，这些造型是为了迎接六月份开幕的园艺博览
会而设计的。我最喜欢的是中国的“丹顶鹤的故
事”。碰巧的是我们还赶上了中国艺术周，舞狮
子表演逗得小朋友们哈哈大笑。植物园里还有个
昆虫馆，里面有许多昆虫标本，它们五颜六色，
形态各异。馆里还有活的昆虫：如蜘蛛，甲壳
虫，蚂蚁，还有许多我都叫不出名字来。有些昆
虫还善于伪装自己，如果你不仔细观察，那么你
看到的只是一片叶子或花朵。它们深深地吸引了
我，妈妈带我又去了一次，并且拍下了很多照
片。
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有机会我还想再
去。

**
贺西(Hershey)公园游玩记
刘良华 (Laura Liu) 6C 指导老师： 孟育
刚刚过去的美国独立日, 我们全家三口
和从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来的朋友一家一起去游
玩了贺西 (Hershey)公园. 我们在路上开了近二
个小时的车就到了. 公园很大, 有水上乐园, 十
一个过山车项目, 公园边上就是那座有名的贺西
巧克力 加工厂.
因为是节日, 公园里到处人山人海. 我
最喜爱过山车项目: 越惊险, 越刺激, 我就越喜
欢. 我真想一下子全坐遍.可是每个项目都要排
一到两个小时的队, 才能玩上. 不仅仅是时间问
题, 我们可不想被太阳烤熟! 在有限的时间里,

我选了三个比较惊险、 比较快的过山车项
目: 一个叫"天空冲击(Skyrush)", 一个是
忽上忽下的彗星旅行(Comet), 再就是大名
鼎鼎的华氏温度计(Fahrenheit).
我最先玩了彗星旅行.妈妈和我八岁
大的好朋友Kaylen, 也一起享受了这个不停
地翻上滚下的过山车项目.
天空冲击(Skyrush) 不仅是贺西公
园里最新的游乐项目之一, 同时也是最快、
最高和最长的.它的运行速度可达到每小时
七十六英里呢! 它每一排共有四个座位, 中
间两个坐于轨道上, 另外两个各位于轨道左
右最外边并悬在空中. 真是幸运, 经过一
个小时在太阳下的煎熬, 我选着了一个最外
边的座位! 我迫不急待地冲了上去, 可只有
我一个人敢坐, 虽然 妈妈陪我在太阳下排
了那么长时间的队. 但是她没敢上去。
我最后坐的是华氏温度计
(Fahrenheit). 它是美国第二陡的过山车
项目! 第一个下落的角度就达到了九十度,
完全是垂直落下! 然后在八十五秒内, 将
你头向下翻滚六次. 但我一点也不怕. 虽然
这个项目让我等的时间最久,但是我觉得很
值得, 我一点也不怕!
让我最耿耿于怀的是, 我最最喜爱
的一世代(One Direction) 英国男孩音乐组
合. 那天晚上就在贺西体育馆演出, 可是票
早在几个月前就卖光了. 我只能闻其声不能
见其人, 好遗憾啊!
我们还参观了小型动物园. 里面展
出有二百种北美各色动物. 最后, 我们乘坐
了观览车, 概大了解了巧克力生产过程.
总之, 我经历了一次极奇快乐的旅
游. 有机会, 我还会重游贺西 (Hershey)公
园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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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shey Park

日本

王筱菁 Jessie Wang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林佳虹 (Aimee Lin) 6C 指导老师： 孟育

今年夏天，我们的家和一个朋友一起去了
Hershey 公园玩，我真高兴啊！公园里有好多好
玩的东西， 有水公园，过山车等。
我一进门就可以看见很多过山车和听见很多
人在叫，真热闹啊！地图上的过山车太多了，我
都选不了先玩什么。终于我和我的朋友选了一个
过山车叫 The Howler。转得好快，我头都晕
了！ 我们又坐了许多其他的过山车，再去了水
公园。我最喜欢水公园，玩了好长时间，我皮肤
都晒红了！我们也在 Hershey 公园吃了饭，真好
吃啊！我们买了一个大匹萨一起分享。我的爸爸
给我买了饮料和冰淇淋。我吃的时候看着外面的
人走来走出和水喷来喷去。吃完饭又玩了一会
儿。终于我们累坏了，走出公园。突然很安静，
回头一看远处的过山车小小的像玩具一样。
我很喜欢 Hershey 公园，如果每天都可以
去玩哪该多好啊！我等不及再来 Hershey 公园
玩。

去年夏天我们全家去了日本，日本
好玩极了！
我们去了四个寺庙，姐姐和我不喜
欢寺庙，但是我的妈妈喜欢。我们去了一个
文具店叫世界堂。我的妈妈给我和姐姐钱这
样我们可以买我们喜欢的东西。我和姐姐喜
欢收集酷笔。最后，我们每人买了很多笔，
一个小订书机，一个铅笔盒和好多其他的东
西。我觉得那里是最好玩儿的一天。我觉得
姐姐也会同意。
有一天我们骑了自行车。我的妈妈
租了自行车给大家。那天我们骑车去了好多
的地方。还有一天我们住在了日式旅馆。那
里很酷！我们在榻榻米上睡觉。我们的房间
很大。我们到了那里时候，我和姐姐玩儿
jacuzzi。那个 jacuzzi 像一个热水池但是
小一点。那个 jacuzzi 很放松。
我喜欢日本，希望以后还会再去。

❉❉❃❃❉❉❃❃❉❉❃❃❉❉❃❃❉❉❃❃❉❉❃❃

◆ 世界风光： 游记精选

------

英国伦敦游记
Min Ye 叶民 -------

伦敦 第五天
市区观光☀
伦敦之行已过四天全在郊外，还不知道伦敦城市
啥样呢。几乎是在急切盼望之中来到了伦敦。
从 Heathrow 机场乘 Piccadilly Line 到

Green Park下车，走到了Holiday Inn(3
Berkeley Street)。一下车扑面而来的就是
大都市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繁华气派的感
觉。天色已晚，没有出来走动。养足了精神
准备’真正的’伦敦旅行。第二天一早我们
准备乘旅游观光车 (Hop-on Hop-off)把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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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游览一下。但我们并不知道从哪坐起。一出门
向左往人多的地方去，就到 Piccadilly 那条街
上。Big Bus Tour 的始点就在路边，好像是在
等我们。经过一番介绍我们决定就是它了。同时
还有几家不同名字的大巴。也不知道有区别何
在。我们买的是 48 小时的上下的。 Big Bus 的
好处是直接包括泰唔士游船票还有白金汉宫的门
票。后来证明提前买票比到入口买票者省了太多
的时间。提前买票的确是值得推荐的旅游妙招之
一。最流行的办法大概是伦敦 PASS。我们没买
是因为，前面自驾已到过 PASS 包括的地方。
BigBus 当然是收揽了大部分有名的景点。虽然
它是循环的随上随下的, 它的主要使命是把游人
送往景点。晚上 6 点就是最后一班车了，而且往
回来的路线你都找不到站在哪。所以不能指望把
它当作交通车。早晨还不太晒 , 坐在上层, 更
清楚领略伦敦的风光。解说是由导游扯着嗓子完
成的，这一点跟后来到的巴黎不一样，所以很取
决于导游的风格和水平。跟着那位年轻而有朝气
导游的指点，脖子拧成了 360 度，眼睛睁得大大
的, 耳朵竖得直直的也来不及迎接和消化那一个
又一个的惊奇和美景。经过了 Green Park, 海
德公园门口，又经过了 BBC，商业区，
Trafalgar 广场，唐宁街 10 号。当看到了大笨
钟和议会大厦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真是到了
伦敦了!又拍照，又看景，又听解说，有些忙
乱。其实后来知道了，这些景点在今后的几天都
有机会到达。这一时刻就应该静静地听导游讲故
事。但是满眼的新奇和激动的心情，你难以平静
下来。过了之后议会大厦 BUS 第一次跨泰唔士来
到河南岸。短暂周旋之后又从伦敦桥跨河回到北
岸。这一去一回为的是充分观赏伦敦的母亲河泰
晤士河和那些一座座历经几百年风雨连接两岸美
丽的桥梁和聆听那美丽背后的故事。
滑铁卢桥(Waterloo Bridge) 伦敦桥（London
Bridge）伦敦塔桥 (Tower Bridge) 伦敦塔
(Tower of London)
导游一定提到的一个桥叫滑铁卢桥。它是伦敦最
长的桥。我们知道滑铁卢是拿破仑失败的地方。
那胜利的一方谁呢？
就是以英国为首的第七次反法联盟。拿破仑从此
不再疯狂。滑铁卢桥 1817 年建成时，正值这个
历史性胜利两周年。桥的名字由此得来。它成了

区
英国永远的骄傲。二战中，毁于德军的狂轰
烂炸中。 重建时，由于男子多奔赴前线，
如此艰巨的重体力活竟由女性完成。所以又
被称之为”Ladies Bridge”。在所有的故
事里,最动人的是那部经典爱情电影《魂断
蓝桥》，英文就叫 waterloo Bridge。就是
这滑铁卢桥。影片开头男女主人公邂逅而一
见钟情，影片结尾，女主人公在桥上撞车身
亡而香消玉殒都发生在这座桥上。虽然是一
部电影，但男女主人公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
中渗透着的鞭挞残酷战争的深刻主题, 演员
情真意切的表演, 加上它完美无缺的艺术形
式，有谁愿意相信它是虚构的呢? 这座桥分
明不就是这真实的故事的见证吗？
还有一座桥就是伦敦桥。这座历史悠久举世
知名的桥已伴随泰唔士河一千多年。在
1750 前是越过泰唔士河的唯一桥梁，但历
经自然风暴，伦敦大火，二战轰炸, 大桥多
次摧毁又重建,到 1831 年期新桥 (‘New’
London Bridge) 建成。一座桥的变迁映照
出伦敦风云变幻的历史沧桑。伦敦桥不是下
面将要见到的那个伦敦的地标性建筑,就是
贝克汉母运送火炬时钻过去的那个。
那叫伦敦塔桥。它们绝对是两个不同的桥。
如果没记错的话当从伦敦桥跨河时你就能看
到那个美轮美奂伦敦塔桥。无论怎么看，哪
个角度看，都是一个美。她哪里只是桥，简
直就是一个艺术品。她建成于 1894 年，正
是日不落帝国不可一世之时。得名于边上的
著名景点那就是伦敦塔也有说是因为桥的形
状而得名。那优美的塔形不是摆设，她要为
穿行的大船打开桥臂。令人称奇的是在她使
用的一百多年里，只有一次没有成功打开。
伦敦政府曾自豪地描述：“作为世界上最具
象征性和受国际认可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伦敦塔桥的华丽外表和恢弘气势是国家荣耀
的集中体现”。举世无双, 一点也不言过其
实。
还没来得及弄明白和消化伦敦桥，伦敦塔
桥，又一个地名出现了- 伦敦塔。网上说伦
敦塔是不列颠群岛最受欢迎的历史景点，每
年接待250万参观者。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下
车的地方。在这里下车有几个目的：参观伦
敦塔，参观Tower Bridge，这里还是游船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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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塔的历史已近千年，它的作用和角色随时代
而演变：城堡、王宫、宝库、火药库、铸币厂、
监狱、动物园直到现在伦敦观光区。像是一个皇
家历史博物院。伦敦塔是一组塔群。事先不知道
它占地那么大，参观内容那么丰富，娱乐性那么
强。什么都不干光是顺着城墙走一圈就得 20 多
分钟。从墙上下来白塔(white
tower)和皇冠
的参观也各要一个小时，(还得排队呢) 。白塔
里面兵器的展览，小孩很感兴趣, 有的还可以参
与。我庆幸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时代，战争
已成历史,兵器已成展品。 锃光瓦亮刀枪被静静
摆放在橱窗后面仅供观赏。塔内的皇家珍宝馆主
要展出 17 世纪以来君主的镶满宝石的皇冠等国
宝。还有很多内容，监狱、教室。我们没有太深
的参观，能感觉曾腥风血雨发生过很多故事和王
权君主在英国历史的地位。伦敦塔游人如织。但
不拥挤。很多自由玩耍的空间。简单午饭填饱肚
子，伦敦塔完成到此一游。
出了伦敦塔就是伦敦塔桥，乘电梯上了塔桥的上
层。迎着清风，漫步塔桥，远眺泰唔士象一条蜿
蜒的彩带搭在这座古老又繁华的城市之上。使她
有了永远的灵性和美丽。之前在电影里看到的世
界奇景，真不敢相信，自己竟身在其中!此生又
一次足矣。孩子哪里懂得我之感动与感慨，走了
一半说什么不走了，加上坐船时间快到。所以没
有走完全程。留下一个小小的遗憾。下了桥，沿
着河边以桥为背景，远景近景照了无数张相，恋
恋不舍地离开了。然后就按原计划坐游船(Big
Bus 买的船票) 从塔桥向西敏寺(West
Minster)，也就是大笨钟的方向开去, 第一次近
距离接触泰晤士河。坐之前心想是要欣赏两岸风
光，但坐上之后才知道泰唔士南北两岸是严重倾
斜的，景点景色都在发展完善的北侧，脑袋也几
乎是转向一侧。船调头之后，北岸在右手。为了
拍出好照片,
我们兵分两路，两侧都占了。但遗憾的是下午 2
点左右时常逆光。不过还是能扑捉到一些精美建
筑。导游风趣的讲解把两岸的风光讲的很生动有
趣。如果不是后来的照片，真想不起都看到什么
了。那个为千禧年建的大转盘(London Eye)最为
显眼。好像船没走多远，就能看到议会大厦和
Big Ben。在接近西敏寺大桥也就是要靠岸之

一个大站，可以随后坐船。
时，相机一定端好站在船上向斜前方望去，
这两个建筑与西敏寺大桥交织形成的画面应
该是一生中少见的壮丽辉煌景色之一。而且
是珍贵的瞬间，下了船就没有这个角度了。
英国议会大厦(Parliament House) 大笨钟
(Big Ben)
上岸之后那个著名的英国议会大厦褐然就在
你的眼前。没想到我能这么近距离的看到
它! （夸张地说，几乎是’可以触摸‘的距
离）当然你是模不到它的。不用刻意寻找辞
藻，你自然会想到华丽、高贵、典雅形容它
的气质。我本人比较偏爱哥特式建筑。见棱
见角冲天向上的建筑特征渗透着一种坚毅和
冷峻。我称之为“美男子”。静静观察一会
儿后，再端详一下大苯钟。感觉钟里面很神
秘。了不起的工程吸引世界各地游人在这里
滞留。拥挤的感觉象故宫门口。这时才意识
到从此再听不到古典英语了。英国议会大厦
正面是对着泰唔士河的。只能环顾后面三
面。
西敏寺(West Minster Abbey)
与英国议会大厦一街之隔的就是西敏寺。原
来没有计划今天去。结果一看时间表，只有
星期三是 6 点关，其余天都是 3 点 30 分。
今天正好是星期三，时间是 5 点 45 分。那
个计划能有这么准确啊! 我们一头侥幸地钻
了进去。这里举办国王加冕仪式, 名人婚礼
葬礼，更是英国历来君主入土为安之地。进
去之后，用余光中先生的话说就是，几步就
跨出了几百年。先进入密密麻麻的国王墓
区，语音导游里，一个又个里查德，乔治，
爱得华串起了那绵延不绝的英国王室千年历
史。这一区应该粗略地走走就行了。这里也
是一个英国历史文化名人的地方。牛顿，达
尔文，诗人之角，无不向世人提醒一个曾经
影响世界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伟大民族的
辉煌。 莎士比亚，虽然没有安葬于此，却
用塑像来占有‘一席之地’。 丘吉尔也不
在这里，但也有个什么标志。然而这些都并
不让我动情。唯独让我不能平静的是戴安娜
的葬礼就在这里举行。那一排排的长凳和一
盏盏红色的灯，分明让人记起 1997 那多么
令人心碎的时刻。戴安娜赋有明星般的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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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世界善良人民的公主。多么希望她为世人演
绎一部完整的童话! 西敏寺出来之后，借助下午
很好的光线留了几张很美的照片。
唐宁街 10 号
伦敦的景点其实很紧凑，如果背向西敏寺向右
走，边走边问,就能找到英国首相官邸唐宁街 10
号。但它是一幢垂直于大马路的小楼。作为英国
政府的权力核心的象征它的两头都是被密密的栅
栏紧紧地拦住，你永远别想走到那幢楼的正面前
面留个影什么的, 你只能看到它的侧面。 我们
先去了它的后侧。没有什么人, 警察谈笑风声。
绕到前侧，核枪实弹警察前后站着三个。
密密的栅栏连相机都无法伸进去，甚至你都不能
扒上去。不管怎么夹缝中‘看’到了唐宁街 10
号。这附近有个 horse guard 换岗仪式的地

Classified notes:
Piano for sale: 4 years old Yamaha grand
baby piano with a bench. It is in excellent
condition. One owner. In 15 year full piano
warranty. Call 610-256-8764 for best offer.

貌, 但更拥有一颗明星不具备的善良的心。
方，上午举行。沿着这条 white hall 大街
再往西敏寺方向回走。伦敦一个 block 一个
街名。 不知哪个 block 上看到一尊女战士
纪念碑。塑像上没有身躯和脸庞只有空挂的
衣帽，时刻提醒人们曾经发生的残酷的战
争。实为震撼。
这一天很充实，该填肚子，从白街走下去，
路对面有一家餐馆。正是游客想要吃饭的时
候。怎么也想不到是是 7 点关门！我们恰好
是 6：55 进去，抢到了最后一桌。店老板一
面解释并一面推走一个个饥肠辘辘的游人。
我们觉得好笑，又可怜那些游人。这是美国
看不到的一幕。
(http://www.bigbustours.com)

None commercial purpose classified notes
can be published on Cai Hong for free, the
privilege is for The Great Wall Chinese
school community members only. (typical
notes include sell your own used car, hire
baby sitter, etc.) 《彩虹》为在长城中文学

校注册的学生家庭免费刊登非商业盈利性质
的消息（如买个人的二手车，雇保姆等）。

------------------------------------------------------------------------------------------------------------------------------本期编辑：Michael Wu（吴虎虎）， 孟育； 主编：万应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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