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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4444月月月月25252525日日日日    

长城中文学校校刊长城中文学校校刊长城中文学校校刊长城中文学校校刊(双周刊)  
学校首页学校首页学校首页学校首页:  www.greatwall.org             学校电邮学校电邮学校电邮学校电邮:  school@greatwall.org                 校刊电邮校刊电邮校刊电邮校刊电邮:  caihong@greatwall.org  

《《《《郁金香郁金香郁金香郁金香》》》》素描练习 素描练习 素描练习 素描练习 Victoria Yuan Victoria Yuan Victoria Yuan Victoria Yuan     

指导教师 陆文浩指导教师 陆文浩指导教师 陆文浩指导教师 陆文浩    

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    

我们终于毕业了我们终于毕业了我们终于毕业了我们终于毕业了！！！！长城中文学校长城中文学校长城中文学校长城中文学校2010201020102010届毕业生和万亦平老师(前排左一届毕业生和万亦平老师(前排左一届毕业生和万亦平老师(前排左一届毕业生和万亦平老师(前排左一))))在在在在TolentineTolentineTolentineTolentine楼前联欢合影留念楼前联欢合影留念楼前联欢合影留念楼前联欢合影留念。。。。    

• 今天有本学期最后一次学生商店今天有本学期最后一次学生商店今天有本学期最后一次学生商店今天有本学期最后一次学生商店。。。。    

• 今年暑期有今年暑期有今年暑期有今年暑期有4444名长城中文学校学生参加名长城中文学校学生参加名长城中文学校学生参加名长城中文学校学生参加7777月月月月19191919日至日至日至日至30303030日的江苏日的江苏日的江苏日的江苏----北北北北

京夏令营京夏令营京夏令营京夏令营，，，，另有另有另有另有5555名学生将赴名学生将赴名学生将赴名学生将赴7777月月月月28282828日至日至日至日至31313131日的上海之行日的上海之行日的上海之行日的上海之行。。。。    

• 应众多家长要求应众多家长要求应众多家长要求应众多家长要求，，，，亚洲旅行社的亚洲旅行社的亚洲旅行社的亚洲旅行社的Mandy HuMandy HuMandy HuMandy Hu将于将于将于将于4444月月月月25252525日再次来长日再次来长日再次来长日再次来长

城中文学校为大家提供旅行签证服务城中文学校为大家提供旅行签证服务城中文学校为大家提供旅行签证服务城中文学校为大家提供旅行签证服务。。。。时间在时间在时间在时间在12:00pm12:00pm12:00pm12:00pm至至至至

2:30pm2:30pm2:30pm2:30pm，，，，地点是地点是地点是地点是215215215215室室室室。。。。    

• 今天今天今天今天12:45pm12:45pm12:45pm12:45pm在在在在215215215215室有关于室有关于室有关于室有关于4G WiMax4G WiMax4G WiMax4G WiMax的讲座的讲座的讲座的讲座，，，，主讲人主讲人主讲人主讲人Ms. Chen.Ms. Chen.Ms. Chen.Ms. Chen.    

特别表彰信特别表彰信特别表彰信特别表彰信    
    为了感谢和鼓励长城中文学校新校址选址委员会的工作和成绩    为了感谢和鼓励长城中文学校新校址选址委员会的工作和成绩    为了感谢和鼓励长城中文学校新校址选址委员会的工作和成绩    为了感谢和鼓励长城中文学校新校址选址委员会的工作和成绩，，，，

校长庄岚委托校长庄岚委托校长庄岚委托校长庄岚委托《《《《彩虹彩虹彩虹彩虹》》》》编辑部给全校发布一封特别表彰信编辑部给全校发布一封特别表彰信编辑部给全校发布一封特别表彰信编辑部给全校发布一封特别表彰信。。。。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

请看下一页请看下一页请看下一页请看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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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 象 之 争蚁 象 之 争蚁 象 之 争蚁 象 之 争    

陈睿龙  陈睿龙  陈睿龙  陈睿龙  9999岁岁岁岁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大象和蚂蚁争了起来大象和蚂蚁争了起来大象和蚂蚁争了起来大象和蚂蚁争了起来，，，，他们都说自己是世界他们都说自己是世界他们都说自己是世界他们都说自己是世界

上最能干的动物上最能干的动物上最能干的动物上最能干的动物。。。。    

    大象说    大象说    大象说    大象说：：：：““““我能举起一棵树我能举起一棵树我能举起一棵树我能举起一棵树。。。。””””蚂蚁说蚂蚁说蚂蚁说蚂蚁说：：：：““““我能举起我能举起我能举起我能举起

一个苹果一个苹果一个苹果一个苹果。。。。””””蚂蚁还没有说完蚂蚁还没有说完蚂蚁还没有说完蚂蚁还没有说完，，，，大象就笑了起来大象就笑了起来大象就笑了起来大象就笑了起来：：：：““““举苹举苹举苹举苹

果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了果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了果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了果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了。。。。””””蚂蚁激动地说蚂蚁激动地说蚂蚁激动地说蚂蚁激动地说：：：：““““一个苹一个苹一个苹一个苹

果可是我体重的一百二十倍果可是我体重的一百二十倍果可是我体重的一百二十倍果可是我体重的一百二十倍。。。。你能举起一百二十个大象你能举起一百二十个大象你能举起一百二十个大象你能举起一百二十个大象

吗吗吗吗？？？？””””大象说大象说大象说大象说：：：：““““虽然我不能举起那么重的东西虽然我不能举起那么重的东西虽然我不能举起那么重的东西虽然我不能举起那么重的东西，，，，但是我但是我但是我但是我

的鼻子能吸水的鼻子能吸水的鼻子能吸水的鼻子能吸水，，，，我能驼着很重的东西走很远的路我能驼着很重的东西走很远的路我能驼着很重的东西走很远的路我能驼着很重的东西走很远的路。。。。你能你能你能你能

吗吗吗吗？？？？””””    

    这时一只猫头鹰飞过来说    这时一只猫头鹰飞过来说    这时一只猫头鹰飞过来说    这时一只猫头鹰飞过来说：：：：““““你们别争了你们别争了你们别争了你们别争了。。。。蚂蚁很能蚂蚁很能蚂蚁很能蚂蚁很能

干干干干，，，，是动物世界里的举重冠军是动物世界里的举重冠军是动物世界里的举重冠军是动物世界里的举重冠军。。。。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动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动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动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动

物物物物，，，，能帮助人类能帮助人类能帮助人类能帮助人类，，，，小朋友们都喜欢它小朋友们都喜欢它小朋友们都喜欢它小朋友们都喜欢它。。。。这就叫做这就叫做这就叫做这就叫做‘‘‘‘尺有所尺有所尺有所尺有所

短短短短，，，，寸有所长寸有所长寸有所长寸有所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 ” ”     

    

小鸡和袋鼠的合作小鸡和袋鼠的合作小鸡和袋鼠的合作小鸡和袋鼠的合作    

                李士旭                 李士旭                 李士旭                 李士旭 9999岁岁岁岁    

                            

       森林里已       森林里已       森林里已       森林里已经经经经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没没没有下雨了有下雨了有下雨了有下雨了。。。。很多小很多小很多小很多小动动动动物都离物都离物都离物都离开开开开去去去去寻寻寻寻找找找找

水了水了水了水了。。。。只留下不能走路的小只留下不能走路的小只留下不能走路的小只留下不能走路的小鸡鸡鸡鸡和失明的袋鼠和失明的袋鼠和失明的袋鼠和失明的袋鼠。。。。    

       小       小       小       小鸡对鸡对鸡对鸡对袋鼠袋鼠袋鼠袋鼠说说说说：：：：＂＂＂＂鼠大哥鼠大哥鼠大哥鼠大哥，，，，我我我我们们们们不能在不能在不能在不能在这这这这儿等死呀儿等死呀儿等死呀儿等死呀。。。。＂＂＂＂

袋鼠袋鼠袋鼠袋鼠说说说说：：：：““““鸡鸡鸡鸡小弟小弟小弟小弟，，，，我看不我看不我看不我看不见见见见。。。。你又不能走路你又不能走路你又不能走路你又不能走路，，，，我我我我们们们们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离离离离开开开开呢呢呢呢？？？？＂ ＂ ＂ ＂ 小小小小鸡说鸡说鸡说鸡说：：：：““““你把我你把我你把我你把我装进装进装进装进你的口袋里你的口袋里你的口袋里你的口袋里，，，，帮帮帮帮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路路路路。。。。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可以一起去一可以一起去一可以一起去一可以一起去一个个个个有水的地方有水的地方有水的地方有水的地方。。。。＂＂＂＂    

      小      小      小      小鸡鸡鸡鸡和袋鼠就和袋鼠就和袋鼠就和袋鼠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互相互相互相互相帮帮帮帮助助助助，，，，经过经过经过经过几天的旅行几天的旅行几天的旅行几天的旅行，，，，终终终终于到于到于到于到

了有水的地方了有水的地方了有水的地方了有水的地方。。。。    

Dear GWCS paren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ank you for attending the special school wide parents meeting today. I am very impressed by the 
survey responses. More than 80 of you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I am not surprised that the survey 
results (published within 30 mins) are in line with the recommendations made by the New School Site 
Search Committee and approved by the board.  
 
Here are the members of the New School Site Search Committee: 
David Wang 
Dong Xingwen 
Gao Wanzhen 
Lu Ping 
Laura Yao 
Lin Bin 
Meri Chen 
Merry Li  
Shaobo Kuang 
Wennie 
Xiao Ying 
Zhou Lei  
Zhong Jihua 
 
On behalf of the GWCS, I want to thank the parent volunteers of the search committee for their dedi-
cations and hard work. We could not have done it without their help and support. 
 
I will keep you posted on the final results. Our early registration for Fall2010 will start immediately  
after the final selection is made.  
 
Thank you again for all your support and patience! 
 
Lynne Zhuang 

特别表彰信            特别表彰信            特别表彰信            特别表彰信            庄岚庄岚庄岚庄岚    

三年级小同学的动物故事 三年级小同学的动物故事 三年级小同学的动物故事 三年级小同学的动物故事                 指导教师  魏东飞指导教师  魏东飞指导教师  魏东飞指导教师  魏东飞    



 

 

第 3 页 

六年级学生习作六年级学生习作六年级学生习作六年级学生习作        指导教师 管素英指导教师 管素英指导教师 管素英指导教师 管素英    

我亲密的小伙伴我亲密的小伙伴我亲密的小伙伴我亲密的小伙伴    

樊能元樊能元樊能元樊能元            

        

    我有和我在一起弹钢琴    我有和我在一起弹钢琴    我有和我在一起弹钢琴    我有和我在一起弹钢琴、、、、拉小提琴拉小提琴拉小提琴拉小提琴、、、、吹黑管的小伙伴吹黑管的小伙伴吹黑管的小伙伴吹黑管的小伙伴，，，，

我也有和我在一起学中文我也有和我在一起学中文我也有和我在一起学中文我也有和我在一起学中文、、、、绘画绘画绘画绘画、、、、游泳的小伙伴游泳的小伙伴游泳的小伙伴游泳的小伙伴，，，，我还有更我还有更我还有更我还有更

多的美国学校的小伙伴多的美国学校的小伙伴多的美国学校的小伙伴多的美国学校的小伙伴。。。。但是但是但是但是，，，，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小伙伴小伙伴小伙伴小伙伴””””，，，，它天天它天天它天天它天天

和我生活在一起和我生活在一起和我生活在一起和我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朝夕相处朝夕相处朝夕相处。。。。它就是我亲密的小伙伴它就是我亲密的小伙伴它就是我亲密的小伙伴它就是我亲密的小伙伴────────电电电电

脑脑脑脑，，，，一台装有因特网(一台装有因特网(一台装有因特网(一台装有因特网(Internet)Internet)Internet)Internet)的的的的电脑电脑电脑电脑，，，，我特我特我特我特别别别别喜喜喜喜欢欢欢欢它它它它。。。。    

    我喜欢电脑    我喜欢电脑    我喜欢电脑    我喜欢电脑，，，，是因为电脑可以帮助我学习知识是因为电脑可以帮助我学习知识是因为电脑可以帮助我学习知识是因为电脑可以帮助我学习知识。。。。小小的小小的小小的小小的

电脑展示给我的是大大的世界电脑展示给我的是大大的世界电脑展示给我的是大大的世界电脑展示给我的是大大的世界。。。。电脑就像一部百科全书电脑就像一部百科全书电脑就像一部百科全书电脑就像一部百科全书，，，，里里里里

面什么知识都有面什么知识都有面什么知识都有面什么知识都有。。。。每当我学习上遇到不懂的问题每当我学习上遇到不懂的问题每当我学习上遇到不懂的问题每当我学习上遇到不懂的问题，，，，我就会上我就会上我就会上我就会上

网查找网查找网查找网查找，，，，它百问不厌它百问不厌它百问不厌它百问不厌，，，，有问必答有问必答有问必答有问必答。。。。我画画我画画我画画我画画、、、、打字打字打字打字、、、、写作文写作文写作文写作文，，，，

都会得到这个小伙伴的帮助都会得到这个小伙伴的帮助都会得到这个小伙伴的帮助都会得到这个小伙伴的帮助。。。。每当我要做一个学校布置的研每当我要做一个学校布置的研每当我要做一个学校布置的研每当我要做一个学校布置的研

究课题或作一次演讲究课题或作一次演讲究课题或作一次演讲究课题或作一次演讲，，，，我也一定会向电脑这个伙伴请教我也一定会向电脑这个伙伴请教我也一定会向电脑这个伙伴请教我也一定会向电脑这个伙伴请教。。。。我我我我

还在电脑上看新闻还在电脑上看新闻还在电脑上看新闻还在电脑上看新闻，，，，看天气预报看天气预报看天气预报看天气预报，，，，查询各种信息查询各种信息查询各种信息查询各种信息，，，，甚至外出甚至外出甚至外出甚至外出

旅游时旅游时旅游时旅游时，，，，我也会带着它我也会带着它我也会带着它我也会带着它，，，，此时它就又成了我的义务导游此时它就又成了我的义务导游此时它就又成了我的义务导游此时它就又成了我的义务导游。。。。总总总总

之之之之，，，，我从这个小伙伴那儿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新知我从这个小伙伴那儿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新知我从这个小伙伴那儿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新知我从这个小伙伴那儿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新知

识识识识。。。。    

    我喜欢电脑    我喜欢电脑    我喜欢电脑    我喜欢电脑，，，，是因为电脑使我和我的亲友更亲近是因为电脑使我和我的亲友更亲近是因为电脑使我和我的亲友更亲近是因为电脑使我和我的亲友更亲近。。。。我常我常我常我常

常用电子邮件跟我的同学和亲友联络常用电子邮件跟我的同学和亲友联络常用电子邮件跟我的同学和亲友联络常用电子邮件跟我的同学和亲友联络，，，，交换信息交换信息交换信息交换信息，，，，又快又省又快又省又快又省又快又省

钱钱钱钱。。。。每逢节假日每逢节假日每逢节假日每逢节假日，，，，我还用视频(我还用视频(我还用视频(我还用视频(webcam)webcam)webcam)webcam)跟跟跟跟远远远远在中在中在中在中国国国国的的的的长辈长辈长辈长辈和和和和

堂堂堂堂、、、、表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们们们们通通通通话话话话。。。。看看看看着着着着他他他他们们们们的笑的笑的笑的笑脸脸脸脸，，，，听听听听着着着着他他他他们们们们的的的的声声声声音音音音

和他和他和他和他们们们们快快快快乐乐乐乐地地地地对话对话对话对话，，，，这这这这正像大人正像大人正像大人正像大人们说们说们说们说的的的的，，，，““““远远远远在天在天在天在天边边边边，，，，近在近在近在近在

眼前眼前眼前眼前””””，，，，真是太棒了真是太棒了真是太棒了真是太棒了。。。。    

    我喜欢电脑    我喜欢电脑    我喜欢电脑    我喜欢电脑，，，，还因为电脑是我的玩伴之一还因为电脑是我的玩伴之一还因为电脑是我的玩伴之一还因为电脑是我的玩伴之一。。。。我在电脑上我在电脑上我在电脑上我在电脑上

玩游戏玩游戏玩游戏玩游戏，，，，看录像看录像看录像看录像，，，，看电视看电视看电视看电视，，，，看电影看电影看电影看电影，，，，听音乐等等听音乐等等听音乐等等听音乐等等，，，，可以玩的可以玩的可以玩的可以玩的

东西太多了东西太多了东西太多了东西太多了。。。。我虽有不少好伙伴我虽有不少好伙伴我虽有不少好伙伴我虽有不少好伙伴，，，，但电脑是我最忠实的伙但电脑是我最忠实的伙但电脑是我最忠实的伙但电脑是我最忠实的伙

伴伴伴伴，，，，因为它随叫随到因为它随叫随到因为它随叫随到因为它随叫随到。。。。特别是当我碰到不高兴的时候特别是当我碰到不高兴的时候特别是当我碰到不高兴的时候特别是当我碰到不高兴的时候，，，，我一我一我一我一

打开电脑打开电脑打开电脑打开电脑，，，，它就帮我开导解闷它就帮我开导解闷它就帮我开导解闷它就帮我开导解闷，，，，不一会儿不一会儿不一会儿不一会儿，，，，就让我又开心起就让我又开心起就让我又开心起就让我又开心起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我五岁时第一次接触电脑时就开始喜欢上它了    我五岁时第一次接触电脑时就开始喜欢上它了    我五岁时第一次接触电脑时就开始喜欢上它了    我五岁时第一次接触电脑时就开始喜欢上它了，，，，后来我后来我后来我后来我

越来越喜欢电脑了越来越喜欢电脑了越来越喜欢电脑了越来越喜欢电脑了。。。。电脑现在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电脑现在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电脑现在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电脑现在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电电电电

脑是我的好老师脑是我的好老师脑是我的好老师脑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好朋友好朋友好朋友，，，，好帮手好帮手好帮手好帮手，，，，更是我亲密的小伙伴更是我亲密的小伙伴更是我亲密的小伙伴更是我亲密的小伙伴。。。。

我爱电脑!我爱电脑!我爱电脑!我爱电脑!  
    

游基督山游基督山游基督山游基督山    

陈嘉文陈嘉文陈嘉文陈嘉文    
            

    这是我们全家到达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第    这是我们全家到达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第    这是我们全家到达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第    这是我们全家到达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第3333天天天天。。。。妈妈手机妈妈手机妈妈手机妈妈手机

上的闹钟上的闹钟上的闹钟上的闹钟7777点就响个不停. 我们点就响个不停. 我们点就响个不停. 我们点就响个不停. 我们7777点半来到餐厅吃早饭点半来到餐厅吃早饭点半来到餐厅吃早饭点半来到餐厅吃早饭。。。。我原我原我原我原

来以为早饭还会跟前两天一样来以为早饭还会跟前两天一样来以为早饭还会跟前两天一样来以为早饭还会跟前两天一样，，，，实际上我想错了实际上我想错了实际上我想错了实际上我想错了。。。。今天有饼今天有饼今天有饼今天有饼

干干干干，，，，土豆泥土豆泥土豆泥土豆泥，，，，还有我最喜欢的寿司土豆片还有我最喜欢的寿司土豆片还有我最喜欢的寿司土豆片还有我最喜欢的寿司土豆片。。。。起早还真有不少起早还真有不少起早还真有不少起早还真有不少

好处好处好处好处！！！！    

    早饭以后    早饭以后    早饭以后    早饭以后，，，，我们准备找辆出租车去游览里约热内卢最著我们准备找辆出租车去游览里约热内卢最著我们准备找辆出租车去游览里约热内卢最著我们准备找辆出租车去游览里约热内卢最著

名的景点名的景点名的景点名的景点：：：：基督山和面包山基督山和面包山基督山和面包山基督山和面包山。。。。真巧真巧真巧真巧，，，，旅馆外面就有一辆旅馆外面就有一辆旅馆外面就有一辆旅馆外面就有一辆，，，，

上面写着上面写着上面写着上面写着Taxi Tour. Taxi Tour. Taxi Tour. Taxi Tour. 我们问出租车司机他能不能带我们我们问出租车司机他能不能带我们我们问出租车司机他能不能带我们我们问出租车司机他能不能带我们

去基督山去基督山去基督山去基督山。。。。他很高兴地说他很高兴地说他很高兴地说他很高兴地说，，，，不但可以去基督山不但可以去基督山不但可以去基督山不但可以去基督山，，，，而且还可而且还可而且还可而且还可

以去面包山以去面包山以去面包山以去面包山。。。。他还说他还说他还说他还说。。。。他这个出租车和其他出租车不一他这个出租车和其他出租车不一他这个出租车和其他出租车不一他这个出租车和其他出租车不一

样样样样。。。。别的出租车只开到山脚下就不往上开了别的出租车只开到山脚下就不往上开了别的出租车只开到山脚下就不往上开了别的出租车只开到山脚下就不往上开了，，，，而他的这个而他的这个而他的这个而他的这个

出租车会开到最高的地方出租车会开到最高的地方出租车会开到最高的地方出租车会开到最高的地方。。。。    

    基督山的山顶有一座    基督山的山顶有一座    基督山的山顶有一座    基督山的山顶有一座130130130130尺高尺高尺高尺高，，，，重达重达重达重达700700700700吨的基督塑吨的基督塑吨的基督塑吨的基督塑

像像像像。。。。塑像本身竖立在海拔塑像本身竖立在海拔塑像本身竖立在海拔塑像本身竖立在海拔2222,,,,296296296296尺高的尺高的尺高的尺高的CorcovadoCorcovadoCorcovadoCorcovado山的山山的山山的山山的山

顶顶顶顶！！！！巴西人说基督山在保护着里约热内卢巴西人说基督山在保护着里约热内卢巴西人说基督山在保护着里约热内卢巴西人说基督山在保护着里约热内卢，，，，塑像张开的双塑像张开的双塑像张开的双塑像张开的双

臂也像在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臂也像在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臂也像在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臂也像在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    

基督山上的塑像基督山上的塑像基督山上的塑像基督山上的塑像    

    Corcovado    Corcovado    Corcovado    Corcovado山很高山很高山很高山很高。。。。我的耳朵都能感觉到气压的变我的耳朵都能感觉到气压的变我的耳朵都能感觉到气压的变我的耳朵都能感觉到气压的变

化化化化！！！！站在山顶能看到四周很远的地方站在山顶能看到四周很远的地方站在山顶能看到四周很远的地方站在山顶能看到四周很远的地方。。。。不仅能看到航班在不仅能看到航班在不仅能看到航班在不仅能看到航班在

里约热内卢机场起飞和降落里约热内卢机场起飞和降落里约热内卢机场起飞和降落里约热内卢机场起飞和降落，，，，而且还能看到我们的旅馆和而且还能看到我们的旅馆和而且还能看到我们的旅馆和而且还能看到我们的旅馆和

旅馆前面的海滩旅馆前面的海滩旅馆前面的海滩旅馆前面的海滩。。。。很多人都在照相很多人都在照相很多人都在照相很多人都在照相，，，，摆着各种各样的姿摆着各种各样的姿摆着各种各样的姿摆着各种各样的姿

势势势势，，，，做出各种各样的表情做出各种各样的表情做出各种各样的表情做出各种各样的表情。。。。我们也照了不少相我们也照了不少相我们也照了不少相我们也照了不少相。。。。下山的时下山的时下山的时下山的时

候候候候，，，，我买了一个基督的小塑像我买了一个基督的小塑像我买了一个基督的小塑像我买了一个基督的小塑像。。。。爸爸也买了一个他喜欢的爸爸也买了一个他喜欢的爸爸也买了一个他喜欢的爸爸也买了一个他喜欢的

纪念品纪念品纪念品纪念品。。。。出租车司机带我们开向面包山出租车司机带我们开向面包山出租车司机带我们开向面包山出租车司机带我们开向面包山。。。。路上经过一个直路上经过一个直路上经过一个直路上经过一个直

升飞机停机坪 还有直升飞机在基督山上空盘旋升飞机停机坪 还有直升飞机在基督山上空盘旋升飞机停机坪 还有直升飞机在基督山上空盘旋升飞机停机坪 还有直升飞机在基督山上空盘旋。。。。我们又我们又我们又我们又

照了几张相照了几张相照了几张相照了几张相，，，，然后就继续开向面包山然后就继续开向面包山然后就继续开向面包山然后就继续开向面包山。。。。    

    

夏威夷之行夏威夷之行夏威夷之行夏威夷之行    

盖扬盖扬盖扬盖扬    

    
                夏天的时候我们全家去夏威夷休假夏天的时候我们全家去夏威夷休假夏天的时候我们全家去夏威夷休假夏天的时候我们全家去夏威夷休假。。。。我们看见了许我们看见了许我们看见了许我们看见了许

多奇异的景观多奇异的景观多奇异的景观多奇异的景观。。。。例如有海滩例如有海滩例如有海滩例如有海滩，，，，森林森林森林森林，，，，瀑布瀑布瀑布瀑布，，，，还有火山还有火山还有火山还有火山。。。。    

    在瓦胡岛的火奴鲁鲁    在瓦胡岛的火奴鲁鲁    在瓦胡岛的火奴鲁鲁    在瓦胡岛的火奴鲁鲁，，，，有一个火山口叫钻石背有一个火山口叫钻石背有一个火山口叫钻石背有一个火山口叫钻石背。。。。我们我们我们我们

去那爬山去那爬山去那爬山去那爬山。。。。上山的小路弯弯曲曲蜿蜒起伏上山的小路弯弯曲曲蜿蜒起伏上山的小路弯弯曲曲蜿蜒起伏上山的小路弯弯曲曲蜿蜒起伏。。。。我以为我们永我以为我们永我以为我们永我以为我们永

远都爬不到顶远都爬不到顶远都爬不到顶远都爬不到顶。。。。但是我们终于到顶了但是我们终于到顶了但是我们终于到顶了但是我们终于到顶了，，，，此时景色夺人心此时景色夺人心此时景色夺人心此时景色夺人心

魄魄魄魄。。。。可以看见城市的轮廓可以看见城市的轮廓可以看见城市的轮廓可以看见城市的轮廓。。。。还可以透过清澈蔚蓝的海水看还可以透过清澈蔚蓝的海水看还可以透过清澈蔚蓝的海水看还可以透过清澈蔚蓝的海水看

到海底的珊瑚礁到海底的珊瑚礁到海底的珊瑚礁到海底的珊瑚礁。。。。往后看的话往后看的话往后看的话往后看的话，，，，你才发现你在巨大的火山你才发现你在巨大的火山你才发现你在巨大的火山你才发现你在巨大的火山

口中间口中间口中间口中间。。。。        

(Continued on p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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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看了一个卢奥    我们还看了一个卢奥    我们还看了一个卢奥    我们还看了一个卢奥。。。。卢奥是夏威夷土著的文化表演卢奥是夏威夷土著的文化表演卢奥是夏威夷土著的文化表演卢奥是夏威夷土著的文化表演。。。。

我们边享受着夏威夷风味食品边观看草裙舞我们边享受着夏威夷风味食品边观看草裙舞我们边享受着夏威夷风味食品边观看草裙舞我们边享受着夏威夷风味食品边观看草裙舞。。。。食物非常鲜食物非常鲜食物非常鲜食物非常鲜

美美美美，，，，表演异常精彩表演异常精彩表演异常精彩表演异常精彩。。。。尤其精彩的是火刀舞尤其精彩的是火刀舞尤其精彩的是火刀舞尤其精彩的是火刀舞。。。。跳舞者把火放到跳舞者把火放到跳舞者把火放到跳舞者把火放到

嘴巴里然后把它吹出来嘴巴里然后把它吹出来嘴巴里然后把它吹出来嘴巴里然后把它吹出来。。。。表演时自始至终都有优美的夏威夷表演时自始至终都有优美的夏威夷表演时自始至终都有优美的夏威夷表演时自始至终都有优美的夏威夷

音乐陪伴音乐陪伴音乐陪伴音乐陪伴。。。。还有人帮我涂了一个鲨鱼纹身在我胳膊上还有人帮我涂了一个鲨鱼纹身在我胳膊上还有人帮我涂了一个鲨鱼纹身在我胳膊上还有人帮我涂了一个鲨鱼纹身在我胳膊上。。。。    

    但是我最喜欢的事情是浮潜    但是我最喜欢的事情是浮潜    但是我最喜欢的事情是浮潜    但是我最喜欢的事情是浮潜。。。。我们带着大大的护目镜漂我们带着大大的护目镜漂我们带着大大的护目镜漂我们带着大大的护目镜漂

在水面上找鱼还有海龟在水面上找鱼还有海龟在水面上找鱼还有海龟在水面上找鱼还有海龟。。。。我看见了一条鱼我看见了一条鱼我看见了一条鱼我看见了一条鱼，，，，它的名字有二十它的名字有二十它的名字有二十它的名字有二十

一个字母长一个字母长一个字母长一个字母长。。。。有时候小鱼们在尖利的珊瑚礁往返穿梭扫过你有时候小鱼们在尖利的珊瑚礁往返穿梭扫过你有时候小鱼们在尖利的珊瑚礁往返穿梭扫过你有时候小鱼们在尖利的珊瑚礁往返穿梭扫过你

的腿的腿的腿的腿。。。。    

    夏威夷真是一个令人迷恋的地方    夏威夷真是一个令人迷恋的地方    夏威夷真是一个令人迷恋的地方    夏威夷真是一个令人迷恋的地方。。。。我和妹妹刚回来就想我和妹妹刚回来就想我和妹妹刚回来就想我和妹妹刚回来就想

再去再去再去再去。。。。    

    

我的哥哥我的哥哥我的哥哥我的哥哥    

李相宇李相宇李相宇李相宇    
    

                我喜爱我的家人我喜爱我的家人我喜爱我的家人我喜爱我的家人，，，，我特别地喜欢他们我特别地喜欢他们我特别地喜欢他们我特别地喜欢他们。。。。我有一个哥哥我有一个哥哥我有一个哥哥我有一个哥哥，，，，

他的名字叫李相天他的名字叫李相天他的名字叫李相天他的名字叫李相天。。。。他的个子挺高他的个子挺高他的个子挺高他的个子挺高，，，，脸胖胖的脸胖胖的脸胖胖的脸胖胖的，，，，他的眼睛总他的眼睛总他的眼睛总他的眼睛总

是笑眯眯的是笑眯眯的是笑眯眯的是笑眯眯的，，，，大家也都喜欢他大家也都喜欢他大家也都喜欢他大家也都喜欢他。。。。    

                我哥哥有很多爱好我哥哥有很多爱好我哥哥有很多爱好我哥哥有很多爱好。。。。他最喜欢拉小提琴他最喜欢拉小提琴他最喜欢拉小提琴他最喜欢拉小提琴。。。。他每周参加费他每周参加费他每周参加费他每周参加费

城青年交响乐团的活动和演出城青年交响乐团的活动和演出城青年交响乐团的活动和演出城青年交响乐团的活动和演出。。。。他也喜欢骑自行车他也喜欢骑自行车他也喜欢骑自行车他也喜欢骑自行车，，，，搭搭搭搭

LEGOLEGOLEGOLEGO、、、、游泳和玩电子游戏游泳和玩电子游戏游泳和玩电子游戏游泳和玩电子游戏，，，，他还常常陪我打棒球他还常常陪我打棒球他还常常陪我打棒球他还常常陪我打棒球。。。。    

                他只比我大五岁他只比我大五岁他只比我大五岁他只比我大五岁，，，，但是在很多方面他总帮我但是在很多方面他总帮我但是在很多方面他总帮我但是在很多方面他总帮我。。。。在作业在作业在作业在作业

上上上上，，，，如果有不会的题如果有不会的题如果有不会的题如果有不会的题，，，，他就会给我讲他就会给我讲他就会给我讲他就会给我讲。。。。打棒球时打棒球时打棒球时打棒球时，，，，他总给我他总给我他总给我他总给我

投球投球投球投球，，，，让我练习打球让我练习打球让我练习打球让我练习打球。。。。我喜欢吹黑管我喜欢吹黑管我喜欢吹黑管我喜欢吹黑管，，，，但有时候节拍和音准但有时候节拍和音准但有时候节拍和音准但有时候节拍和音准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哥哥就想帮我哥哥就想帮我哥哥就想帮我哥哥就想帮我，，，，但有时候我会觉得他说得不对但有时候我会觉得他说得不对但有时候我会觉得他说得不对但有时候我会觉得他说得不对，，，，我就我就我就我就

不想听他的不想听他的不想听他的不想听他的。。。。我们经常为这事争吵我们经常为这事争吵我们经常为这事争吵我们经常为这事争吵。       。       。       。           

                我和哥哥经常一起去游泳我和哥哥经常一起去游泳我和哥哥经常一起去游泳我和哥哥经常一起去游泳，，，，我们总比赛看谁游得快我们总比赛看谁游得快我们总比赛看谁游得快我们总比赛看谁游得快。。。。因因因因

为他个子高为他个子高为他个子高为他个子高，，，，他总是比我快他总是比我快他总是比我快他总是比我快。。。。我们一起玩电子游戏我们一起玩电子游戏我们一起玩电子游戏我们一起玩电子游戏，，，，在游戏在游戏在游戏在游戏

里你打我里你打我里你打我里你打我、、、、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也很难分出胜负也很难分出胜负也很难分出胜负也很难分出胜负。。。。    

                这就是我的哥哥这就是我的哥哥这就是我的哥哥这就是我的哥哥，，，，我们互相帮助我们互相帮助我们互相帮助我们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学习互相学习互相学习。。。。但哥哥帮但哥哥帮但哥哥帮但哥哥帮

我更多一些我更多一些我更多一些我更多一些，，，，他是我的好哥哥他是我的好哥哥他是我的好哥哥他是我的好哥哥。。。。    

((((承承承承接上页接上页接上页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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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练习 素描练习 素描练习 素描练习 Andrew Lin  Andrew Lin  Andrew Lin  Andrew Lin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    陆文浩陆文浩陆文浩陆文浩    

    教育小孩不容易    教育小孩不容易    教育小孩不容易    教育小孩不容易，，，，教育青春期的小孩则更难教育青春期的小孩则更难教育青春期的小孩则更难教育青春期的小孩则更难。。。。在海外教在海外教在海外教在海外教

育青春期的华人小孩则难上加难育青春期的华人小孩则难上加难育青春期的华人小孩则难上加难育青春期的华人小孩则难上加难。。。。因为不但我们的孩子需 因为不但我们的孩子需 因为不但我们的孩子需 因为不但我们的孩子需 

要接受美国的教育要接受美国的教育要接受美国的教育要接受美国的教育，，，，而且我们这些做家长的更需要接受美国而且我们这些做家长的更需要接受美国而且我们这些做家长的更需要接受美国而且我们这些做家长的更需要接受美国

的教育的教育的教育的教育。。。。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和理解美国的教育理念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和理解美国的教育理念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和理解美国的教育理念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和理解美国的教育理念，，，，那么我那么我那么我那么我

们的孩子就会生活在中美文化的夹缝中们的孩子就会生活在中美文化的夹缝中们的孩子就会生活在中美文化的夹缝中们的孩子就会生活在中美文化的夹缝中，，，，倍受煎熬倍受煎熬倍受煎熬倍受煎熬。。。。    

    在海外教育小孩    在海外教育小孩    在海外教育小孩    在海外教育小孩，，，，我们要扮演好我们自己的角色我们要扮演好我们自己的角色我们要扮演好我们自己的角色我们要扮演好我们自己的角色。。。。从小从小从小从小

孩出生到四岁孩出生到四岁孩出生到四岁孩出生到四岁，，，，我们是孩子的领导我们是孩子的领导我们是孩子的领导我们是孩子的领导，，，，我们可以行使权威我们可以行使权威我们可以行使权威我们可以行使权威，，，，强强强强

迫孩子接受我们的行为规范迫孩子接受我们的行为规范迫孩子接受我们的行为规范迫孩子接受我们的行为规范。。。。孩子的基本行为准则孩子的基本行为准则孩子的基本行为准则孩子的基本行为准则，，，，应该在应该在应该在应该在

这个时期养成这个时期养成这个时期养成这个时期养成。。。。孩子五岁到十岁孩子五岁到十岁孩子五岁到十岁孩子五岁到十岁，，，，我们是孩子的老师我们是孩子的老师我们是孩子的老师我们是孩子的老师。。。。这时这时这时这时

孩子已经开始上学孩子已经开始上学孩子已经开始上学孩子已经开始上学，，，，有机会接受老师和学校的规范有机会接受老师和学校的规范有机会接受老师和学校的规范有机会接受老师和学校的规范。。。。我们对我们对我们对我们对

孩子的 教育孩子的 教育孩子的 教育孩子的 教育，，，，要跟学校基本保持一致要跟学校基本保持一致要跟学校基本保持一致要跟学校基本保持一致，，，，否则孩子就会无所否则孩子就会无所否则孩子就会无所否则孩子就会无所

适从适从适从适从。。。。孩子十一岁到十八岁孩子十一岁到十八岁孩子十一岁到十八岁孩子十一岁到十八岁，，，，我们是孩子的教练我们是孩子的教练我们是孩子的教练我们是孩子的教练。。。。这个时期这个时期这个时期这个时期

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已经有自己的各种社会和学习活动已经有自己的各种社会和学习活动已经有自己的各种社会和学习活动已经有自己的各种社会和学习活动，，，，许多事我 们许多事我 们许多事我 们许多事我 们

可能还不如孩子们明白可能还不如孩子们明白可能还不如孩子们明白可能还不如孩子们明白，，，，这时我们仅是教练这时我们仅是教练这时我们仅是教练这时我们仅是教练，，，，给孩子们做后给孩子们做后给孩子们做后给孩子们做后

勤工作勤工作勤工作勤工作，，，，主角是孩子主角是孩子主角是孩子主角是孩子。。。。十八岁以后十八岁以后十八岁以后十八岁以后，，，，孩子上大学了孩子上大学了孩子上大学了孩子上大学了，，，，我们是我们是我们是我们是

孩子的朋友孩子的朋友孩子的朋友孩子的朋友。。。。这时孩子已经独立这时孩子已经独立这时孩子已经独立这时孩子已经独立，，，，有自己的生活天地有自己的生活天地有自己的生活天地有自己的生活天地，，，，我们我们我们我们

仅是孩子的朋友仅是孩子的朋友仅是孩子的朋友仅是孩子的朋友，，，，跟他们交流我们的想法跟他们交流我们的想法跟他们交流我们的想法跟他们交流我们的想法，，，，做决定的是孩做决定的是孩做决定的是孩做决定的是孩

子子子子。。。。    

    我们这些人    我们这些人    我们这些人    我们这些人，，，，都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次考试都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次考试都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次考试都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次考试，，，，所以对所以对所以对所以对

小孩考试成绩很重视小孩考试成绩很重视小孩考试成绩很重视小孩考试成绩很重视。。。。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智商仅智商仅智商仅智商仅

是一部份是一部份是一部份是一部份，，，，情商如果不比智商更重要的话情商如果不比智商更重要的话情商如果不比智商更重要的话情商如果不比智商更重要的话，，，，至少跟智商同等至少跟智商同等至少跟智商同等至少跟智商同等

重要重要重要重要。。。。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在情商方面在情商方面在情商方面在情商方面，，，，要能和人建立互信 要能和人建立互信 要能和人建立互信 要能和人建立互信 

关系和沟通关系和沟通关系和沟通关系和沟通；；；；能对自己行为有责任感能对自己行为有责任感能对自己行为有责任感能对自己行为有责任感；；；；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能控制自己的行为；；；；

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人生目标有自己的人生目标有自己的人生目标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要能不屈服于同伴的要能不屈服于同伴的要能不屈服于同伴的要能不屈服于同伴的

压力压力压力压力，，，，凡事有自己的主见凡事有自己的主见凡事有自己的主见凡事有自己的主见。。。。    

    青春期的孩子都有反叛心理    青春期的孩子都有反叛心理    青春期的孩子都有反叛心理    青春期的孩子都有反叛心理，，，，以为父母都是他们的绊脚以为父母都是他们的绊脚以为父母都是他们的绊脚以为父母都是他们的绊脚

石石石石。。。。这时我们更需要有耐心这时我们更需要有耐心这时我们更需要有耐心这时我们更需要有耐心，，，，争取了解孩子的想法争取了解孩子的想法争取了解孩子的想法争取了解孩子的想法，，，，理解他理解他理解他理解他

们的忧虑们的忧虑们的忧虑们的忧虑，，，，倾听他们的烦恼倾听他们的烦恼倾听他们的烦恼倾听他们的烦恼，，，，然后再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然后再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然后再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然后再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    

    青春期孩子的家长    青春期孩子的家长    青春期孩子的家长    青春期孩子的家长，，，，往往面临中年危机时期的压力往往面临中年危机时期的压力往往面临中年危机时期的压力往往面临中年危机时期的压力。。。。工工工工

作和生活压力都很重作和生活压力都很重作和生活压力都很重作和生活压力都很重，，，，所以要理性地跟孩子交流也很不容所以要理性地跟孩子交流也很不容所以要理性地跟孩子交流也很不容所以要理性地跟孩子交流也很不容

易易易易。。。。如果可能的话如果可能的话如果可能的话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不要把工作压力带到家里最好不要把工作压力带到家里最好不要把工作压力带到家里最好不要把工作压力带到家里，，，，让孩子让孩子让孩子让孩子

成为我们的出气筒成为我们的出气筒成为我们的出气筒成为我们的出气筒。。。。如果工作压力实在太大如果工作压力实在太大如果工作压力实在太大如果工作压力实在太大，，，，那么最好让孩那么最好让孩那么最好让孩那么最好让孩

子知道子知道子知道子知道，，，，不要招惹我们发火不要招惹我们发火不要招惹我们发火不要招惹我们发火。。。。如果有时孩子主动找我们谈如果有时孩子主动找我们谈如果有时孩子主动找我们谈如果有时孩子主动找我们谈

话话话话，，，，那么即使工作再累那么即使工作再累那么即使工作再累那么即使工作再累，，，，也要放下手中一切事情也要放下手中一切事情也要放下手中一切事情也要放下手中一切事情，，，，倾听他们倾听他们倾听他们倾听他们

的心中感受的心中感受的心中感受的心中感受，，，，因为这样的机会很少因为这样的机会很少因为这样的机会很少因为这样的机会很少，，，，而且一旦过去而且一旦过去而且一旦过去而且一旦过去，，，，就很难就很难就很难就很难

补救补救补救补救。。。。    

    作为父母    作为父母    作为父母    作为父母，，，，我们要用我们的爱我们要用我们的爱我们要用我们的爱我们要用我们的爱、、、、我们的耐心我们的耐心我们的耐心我们的耐心、、、、我们的沟我们的沟我们的沟我们的沟

通技巧通技巧通技巧通技巧，，，，与孩子们建立信任关系与孩子们建立信任关系与孩子们建立信任关系与孩子们建立信任关系，，，，从而使我们的孩子能树立从而使我们的孩子能树立从而使我们的孩子能树立从而使我们的孩子能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孩子们的价值取向确定以后孩子们的价值取向确定以后孩子们的价值取向确定以后孩子们的价值取向确定以后，，，，其它其它其它其它

各种技能仅是人生的细节部分各种技能仅是人生的细节部分各种技能仅是人生的细节部分各种技能仅是人生的细节部分，，，，慢慢都可以掌握慢慢都可以掌握慢慢都可以掌握慢慢都可以掌握。。。。    

海外华人子女教育经验海外华人子女教育经验海外华人子女教育经验海外华人子女教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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