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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告栏
•

中文学校新地点：
Committee 成员中文学校新地点：中文学校新地点Search
中文学校新地点
成员 David
Wang, Gao Wanzen, Lu Ping, Laura Yao, Lin Bin, Mei Chen,
Merri Li, Shaobo Kuang, Xiao Ying, Zhou Lei, Zhong Jihua 都非
常努力找GWCS的新地点
的新地点。
常努力找
的新地点。请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
请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

•

- The members of New School Site Search Committee - David
Wang, Gao Wanzen, Lu Ping, Laura Yao, Lin Bin, Mei Chen,
Merri Li, Shaobo Kuang, Xiao Ying, Zhou Lei, Zhong Jihua have
been working very hard to find the new site for GWCS next fall.
Let us all show our earnest support!

•

）: 将于4月
日来长城中文学
亚洲旅行社 （Asia Travel Agency）
将于 月11日来长城中文学
校办理VISA和其他旅游业务
校办理
和其他旅游业务。
。
届时他们会在学校215房间接待和
届时他们会在学校
房间接待和
和其他旅游业务
工作。
工作。

•

- Asia Travel Agency is coming to GWCS on April 11 to provide
visa and other travel services. They will be at room 215 during
Chinese school time.

我和朗朗

（三年级）
三年级）张健聪 指导教师 魏东飞

去年十一月的一个冷天,因为妈妈在华盛顿特区出差,我和爸爸妈
妈一起去华盛顿一家中国餐厅吃中饭.餐厅的老板对我说:“
妈一起去华盛顿一家中国餐厅吃中饭.餐厅的老板对我说:“我让你们
坐在朗朗的旁边吧.”
坐在朗朗的旁边吧.”一开始我们三个人没理解他的意思,等我们坐下
来之后,爸爸突然叫了起来:“
来之后,爸爸突然叫了起来:“坐在那里的人是朗朗!”
坐在那里的人是朗朗!”
我特别喜欢朗朗弹的钢琴,因为我也弹钢琴.我觉得朗朗弹得很
好,象马友友拉的中提琴一样好听.我一开始很兴奋,然后就开始紧张
了!因为我从来没见过朗朗,但是很想我能告诉我的朋友,我见到朗朗
了.朗朗和他的朋友在边吃饭边说话.一开始,我不敢去朗朗的桌子,但
是我又不想误掉这个和朗朗说话的机会.后来爸爸妈妈鼓励我去跟他
说话.我就去了.我一走到他们的桌子旁边,朗朗就看见我了.我开口就
说英文,他问我:“
说英文,他问我:“你会讲中文吗?”
你会讲中文吗?”我说:“
我说:“我能!”
我能!”后来我就不紧张
了.他还给我签了他的名字,并且和我照了一张相.我高兴地对他说:”
了.他还给我签了他的名字,并且和我照了一张相.我高兴地对他说:”
谢谢!再见吧!”
谢谢!再见吧!”
你会这么幸运吗 ?

Claire Song （十一年级）
十一年级）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 李国富

张健聪和朗朗合影

学生习作
Ipod
指导老师：路桂英

凌菲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在美国有百分之八十六的孩子有IPod
在美国有百分之八十六的孩子有IPod。
IPod。我
呢，虽然没有最好的IPod
虽然没有最好的IPod，
IPod，但是我还是每天都爱护着我那个
虽然不好但是也离不开我的小宝宝。
虽然不好但是也离不开我的小宝宝。IPod能干的事可多着
IPod能干的事可多着
呢。它虽然只有你手掌大，
它虽然只有你手掌大，它的大脑特别聪明。
它的大脑特别聪明。我的IPod
我的IPod 是
个光亮美丽的小子。
个光亮美丽的小子。亮的都能照到自己的影子。
亮的都能照到自己的影子。图像特别清
晰。
IPod能做的事可多着呢
IPod能做的事可多着呢。
能做的事可多着呢。你在上面不但能听歌，
你在上面不但能听歌，你还能
在上面看电视和玩儿游戏。
在上面看电视和玩儿游戏。你还能在上面写笔记和看自己上
载的照片。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喜欢我的IPod
载的照片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喜欢我的IPod了吧
IPod了吧？
了吧？
IPod像只狗一样
IPod像只狗一样，
像只狗一样，哪儿都跟着我。
哪儿都跟着我。除非我爸爸妈妈不让
我带，
我带，它学校，
它学校，商场和海边都去。
商场和海边都去。它去过中国，
它去过中国，墨西哥，
墨西哥，和
很多别的地方。
很多别的地方。它可是比我的护照都重要（
它可是比我的护照都重要（开玩笑的啦）。
开玩笑的啦）。
我有好几次都差一点儿丢了它。
我有好几次都差一点儿丢了它。
我的IPod
我的IPod能存好几百首歌
IPod能存好几百首歌，
能存好几百首歌，好几个小时的电影，
好几个小时的电影，好几百
张照片。
张照片。我的IPod
我的IPod上全部都是台湾或者韩国歌
IPod上全部都是台湾或者韩国歌。
上全部都是台湾或者韩国歌。但是我最喜
欢的乐队是飞轮海。
欢的乐队是飞轮海。这几首歌听好几百遍都听不够。
这几首歌听好几百遍都听不够。我不只
是喜欢台湾和韩国的歌，
是喜欢台湾和韩国的歌，我还喜欢他们的电视连续剧。
我还喜欢他们的电视连续剧。它们
又精彩又好笑，
又精彩又好笑，一天我会全部都看完。
一天我会全部都看完。你想老爸老妈应该看
到孩子喜欢亚洲的东西应该很自豪，
到孩子喜欢亚洲的东西应该很自豪，我爸爸妈妈也这样子
想，但是他们现在觉得我全部生活都变成了台湾剧和飞轮
海，现在还有一点烦了。
现在还有一点烦了。但是我永远都会喜欢我的爱好。
但是我永远都会喜欢我的爱好。
IPod不但很小
IPod不但很小，
不但很小，还很耐用，
还很耐用，而且充一次电能用好几个小
时。或带到车上，
或带到车上，学校，
学校，或者飞机上都行。
或者飞机上都行。 反正没事干就
听歌。
听歌。我还可以跟同学们一起听和换音乐。
我还可以跟同学们一起听和换音乐。
它跟着我都已经好几年了，
它跟着我都已经好几年了，有几个地方都磕破了，
有几个地方都磕破了，耳机
都换了好几付。
都换了好几付。它虽然很老，
它虽然很老，虽然不是个名牌东西，
虽然不是个名牌东西，虽然会
有一天我要把它送走或者扔掉，
有一天我要把它送走或者扔掉，但是它永远都会留在我的记
忆里，
忆里，我会永远纪念它。
我会永远纪念它。

字不好看，
字不好看， 所以我用电脑输入我的学校作文。
所以我用电脑输入我的学校作文。 用电脑很方
便，看打印的字很清楚。
看打印的字很清楚。如果我不用电脑写作文，
如果我不用电脑写作文， 老师就
不接受。
不接受。 他会说：
他会说：“拿回去，
拿回去，再做一遍！
再做一遍！”
在家里我有我自己的电脑。
在家里我有我自己的电脑。我主要是用它玩游戏。
我主要是用它玩游戏。我的
老电脑一点也不好玩，
老电脑一点也不好玩，太慢了！
太慢了！过了一分钟，
过了一分钟，我什么东西也
看不见。
看不见。敌人已经跑到我后面，
敌人已经跑到我后面， 把我杀死了。
把我杀死了。现在我有了
新的高级的电脑，
新的高级的电脑，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报仇了。
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报仇了。在家里的时
候， 在电脑上还可以看电子邮箱，
在电脑上还可以看电子邮箱，并在网上和朋友们聊
天。
我们一家人经常外出旅游。
我们一家人经常外出旅游。首先我们上网查旅游的地
点。查好以后，
查好以后，我们可以定时间去不同的地方玩。
我们可以定时间去不同的地方玩。每次出去
玩我们都住旅馆。
玩我们都住旅馆。我们在旅馆的网页上，
我们在旅馆的网页上，可以定房间。
可以定房间。这样
特别方便，
特别方便，而且价格便宜，
而且价格便宜，所以电脑可以在生活中帮助我
们。
虽然我只是用电脑打游戏和写作文，
虽然我只是用电脑打游戏和写作文，电脑还有很多其他
的使用的方式。
的使用的方式。世界上很多人都用电脑做工作，
世界上很多人都用电脑做工作，这就说明电
脑对人类特别有用。
脑对人类特别有用。我长大以后，
我长大以后，也要为人类发明一个很有
贡献的机器。
贡献的机器。
小羊，
小羊， 小兔子和小狗的故事
(六年级）
(六年级） 吴小虎

指导老师：孟育

从前有一只小羊，
前有一只小羊， 他很勤劳
他很勤劳，挣了很多钱
了很多钱。 他把他的
钱埋在一棵大树
埋在一棵大树下。四年后，
四年后，他去找他的
他去找他的钱可是他没
可是他没有找
到。小羊很着
小羊很着急， 正在这时
正在这时，
这时，他看到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地
跑过来，
过来，小羊急忙问
小羊急忙问小兔叫什么名字。
小兔叫什么名字。 小兔兴奋
小兔兴奋地
兴奋地说，"我
，"我
叫瞒你兔，
你兔， 我找到很多埋在这
我找到很多埋在这里的钱"
里的钱"。
钱"。 小羊听了很高兴
小羊听了很高兴，
忙对小兔说
小兔说，"瞒
，"瞒你兔，
你兔， 那是我的钱
那是我的钱， 还给我!"
还给我!" 小兔不肯，
小兔不肯，
并说，"钱
，"钱是我找到的，
是我找到的， 为什么要给
什么要给你?" 小羊说
小羊说， "那钱
"那钱是我
四年来
四年来埋在这
埋在这棵大树
棵大树下的。"
下的。"
瞒你兔和小羊争
你兔和小羊争吵起来
吵起来， 他们请来了小狗
们请来了小狗---了小狗----闻
----闻一灵。
让小狗---小狗----闻
----闻一灵做裁判。
做裁判。闻一灵听完 小羊和瞒
小羊和瞒你兔争
你兔争吵
后， 小狗---小狗----闻
----闻一灵数了
灵数了数瞒你兔手中的
数瞒你兔手中的钱对
你兔手中的钱对小羊
钱对小羊说
小羊说，"告
，"告诉
我， 四年来
四年来，你共埋了多少钱
你共埋了多少钱在这里?" 小羊想了想

我的电脑
(九年级）
(九年级）上官震宇

说，"$1460"
，"$1460"。
1460"。小狗---小狗----闻
----闻一灵问，"
灵问，" 为什么是这个数
什么是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小羊
指导老师：唐京川

说，"在我十
，"在我十岁
在我十岁的时候，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告
妈妈告诉我， 有钱的时候要想
到没钱的
没钱的时候， 做任何事，
做任何事， 都应该从小事
应该从小事，
小事， 从今天做起。
今天做起。

在我的心里，
在我的心里， 人类最有用的东西是电脑。
人类最有用的东西是电脑。 正好我有一
台电脑在我家里。
台电脑在我家里。 这电脑的用处有很多。
这电脑的用处有很多。 用于学校，
用于学校， 家
里， 和旅游特别方便。
和旅游特别方便。 电脑也有各种各样的形状。
电脑也有各种各样的形状。 下面
是一些我使用电脑的体会。
是一些我使用电脑的体会。
在宾州，
在宾州，很多学校都用电脑。
很多学校都用电脑。 我们的作业有时候要在
网上查问题的答案。
网上查问题的答案。 还有时候，
还有时候， 如果老师不知道一个特别
难题的答案，
难题的答案， 他都会看一下电脑有什么标准的结果。
他都会看一下电脑有什么标准的结果。 我写

本期编辑：
本期编辑：辜远心 路达

本期校对：
本期校对：卢天豪 路达

所以从
所以从那时开始
时开始， 我就每天存$1
我就每天存$1。一共存了4
一共存了4年"。
年"。 小狗---小狗---闻一灵点点头。
灵点点头。 然后闻
然后闻了闻钱袋
闻钱袋， 对小羊和瞒
小羊和瞒你兔说
你兔说，"你
，"你
们都去尿个
都去尿个尿"。
尿"。接着小狗---小狗----闻
----闻一灵闻了
灵闻了闻他们的尿，
的尿，对他
们说，"
们说，"钱
，"钱是小羊的。
是小羊的。 瞒你兔应该
你兔应该把
应该把钱还给小羊"
钱还给小羊"。
小羊"。
从上面我编
上面我编的故事中，
的故事中， 请回答一个问题:为
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小狗
个问题:为什么小狗---什么小狗---闻一灵把钱判给小羊?

本期植字：
本期植字：辜远心 吴梦丹 上官震宇 凌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