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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AMAOBAMAOBAMAOBAMA》》》》素描 王嘉仪素描 王嘉仪素描 王嘉仪素描 王嘉仪    

指导教师 王宗周指导教师 王宗周指导教师 王宗周指导教师 王宗周    

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    

• 今天是本学期最后一堂课今天是本学期最后一堂课今天是本学期最后一堂课今天是本学期最后一堂课。。。。祝大家度过一个快乐暑期祝大家度过一个快乐暑期祝大家度过一个快乐暑期祝大家度过一个快乐暑期！！！！    

• 今天下午今天下午今天下午今天下午4444::::30303030在在在在215215215215室将为室将为室将为室将为2010201020102010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会会会会

上将为各位毕业生颁发证书上将为各位毕业生颁发证书上将为各位毕业生颁发证书上将为各位毕业生颁发证书，，，，多数毕业生还获得奖学金多数毕业生还获得奖学金多数毕业生还获得奖学金多数毕业生还获得奖学金。。。。

高中义工的奖状也将在会上颁发高中义工的奖状也将在会上颁发高中义工的奖状也将在会上颁发高中义工的奖状也将在会上颁发。。。。    

• 2010201020102010年秋季学期已经开始报名年秋季学期已经开始报名年秋季学期已经开始报名年秋季学期已经开始报名。。。。请各位家长们尽快上网注请各位家长们尽快上网注请各位家长们尽快上网注请各位家长们尽快上网注

册册册册。。。。8888月月月月2222日之前交纳学费的可以免付注册费日之前交纳学费的可以免付注册费日之前交纳学费的可以免付注册费日之前交纳学费的可以免付注册费。。。。今天在今天在今天在今天在215215215215

室前台也将设置注册信箱室前台也将设置注册信箱室前台也将设置注册信箱室前台也将设置注册信箱，，，，方便家长们预交学费方便家长们预交学费方便家长们预交学费方便家长们预交学费。。。。    

• 今天一楼有售中文课本今天一楼有售中文课本今天一楼有售中文课本今天一楼有售中文课本，，，，每套$每套$每套$每套$10101010。。。。    

• 从从从从2010201020102010年秋季学期开始年秋季学期开始年秋季学期开始年秋季学期开始，，，，长城中文学校将迁址长城中文学校将迁址长城中文学校将迁址长城中文学校将迁址Rosemont Rosemont Rosemont Rosemont 

College,College,College,College,地址是地址是地址是地址是1400 Montgomery Ave, Bryn Mawr. 1400 Montgomery Ave, Bryn Mawr. 1400 Montgomery Ave, Bryn Mawr. 1400 Montgomery Ave, Bryn Mawr.  

• We are please to announce that Teacher Wang 
Zhongzhou will be teaching Adult Chinese Painting 
class this fall. The class time is at 2:00PM. 

• We are please to announce that Teacher Lu Wenbao 
will be teaching Drawing class for Youth and Adults 
this Fall. Class time is at 12PM and fee is $190. 
Please see the course description:     

陆陆陆陆文浩老文浩老文浩老文浩老师师师师新新新新开开开开成人成人成人成人绘画绘画绘画绘画班 班 班 班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绘画课绘画课绘画课绘画课是是是是针对对绘画针对对绘画针对对绘画针对对绘画有有有有兴兴兴兴趣的趣的趣的趣的学学学学生家生家生家生家长长长长和部分已和部分已和部分已和部分已经学经学经学经学

过绘画课过绘画课过绘画课过绘画课的高年的高年的高年的高年级学级学级学级学生而生而生而生而设设设设置的置的置的置的。。。。课课课课程程程程内内内内容按容按容按容按学员学员学员学员的程度的程度的程度的程度

和要求和要求和要求和要求；；；；有素描有素描有素描有素描，，，，彩彩彩彩画画画画，，，，如色粉如色粉如色粉如色粉笔笔笔笔，，，，水 彩水 彩水 彩水 彩，，，，油油油油画画画画等等等等。。。。在在在在课课课课

程中程中程中程中，，，，一些一些一些一些绘画绘画绘画绘画的理的理的理的理论论论论知知知知识识识识如构如构如构如构图图图图，，，，透透透透视视视视，，，，明暗造型明暗造型明暗造型明暗造型。。。。色色色色

彩彩彩彩关关关关系已及名作欣系已及名作欣系已及名作欣系已及名作欣赏赏赏赏都都都都将将将将穿插于穿插于穿插于穿插于绘画课绘画课绘画课绘画课中作中作中作中作讲讲讲讲解解解解。。。。欢欢欢欢迎有迎有迎有迎有

兴兴兴兴趣的家趣的家趣的家趣的家长长长长和高年和高年和高年和高年级级级级同同同同学报学报学报学报名名名名。。。。    

•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eacher Jenny Ma's 
return to GWCS. She will be teaching Children draw-
ing (age 4-7). The class is scheduled at 10am. Here 
is some of her idea of teaching young children arts:    

The main purpose of children's drawing class is 
to improve children's aesthetic ability, build their 

sense of fine arts, and develop their intel-
lectual potentials. This course will be fo-
cused on teaching basic drawing tech-
niques and inspiring students’ imagina-

tions. 儿童儿童儿童儿童画画画画的目的主要是通的目的主要是通的目的主要是通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过过过涂涂涂涂涂涂涂涂画画来画画来画画来画画来提高孩提高孩提高孩提高孩

子子子子们们们们的的的的审审审审美素美素美素美素质质质质和和和和审审审审美心理美心理美心理美心理；；；；开发开发开发开发他他他他们们们们的的的的潜潜潜潜在智在智在智在智

力力力力。。。。本本本本课课课课以以以以启发启发启发启发儿童的想象力儿童的想象力儿童的想象力儿童的想象力为为为为前提前提前提前提，，，，在在在在讲讲讲讲授授授授绘画绘画绘画绘画

技巧的同技巧的同技巧的同技巧的同时时时时，，，，以以以以开开开开放教放教放教放教学学学学的方式的方式的方式的方式，，，，在快在快在快在快乐乐乐乐的游的游的游的游戏戏戏戏中中中中

培培培培养养养养孩子孩子孩子孩子们们们们的想象力的想象力的想象力的想象力、、、、创创创创造力和造力和造力和造力和审审审审美情趣美情趣美情趣美情趣。。。。    

• Please come to school on Sunday, 12:30pm, 
5/9/2010 to pick up the visa from Asia Travel. 
You can also request for visa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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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学生习作八年级学生习作八年级学生习作八年级学生习作                                                    指导教师 许兰薇指导教师 许兰薇指导教师 许兰薇指导教师 许兰薇    

大大的水滑梯大大的水滑梯大大的水滑梯大大的水滑梯    

8C 8C 8C 8C 贾露茜贾露茜贾露茜贾露茜    
    在我过去的生活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爸爸带我去游乐园在我过去的生活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爸爸带我去游乐园在我过去的生活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爸爸带我去游乐园在我过去的生活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爸爸带我去游乐园

玩儿水滑梯玩儿水滑梯玩儿水滑梯玩儿水滑梯。。。。    

    几年前的夏天    几年前的夏天    几年前的夏天    几年前的夏天，，，，我们一家一起去游乐园我们一家一起去游乐园我们一家一起去游乐园我们一家一起去游乐园。。。。我们花了近一我们花了近一我们花了近一我们花了近一

天的时间天的时间天的时间天的时间，，，，一起玩儿了许多游乐项目一起玩儿了许多游乐项目一起玩儿了许多游乐项目一起玩儿了许多游乐项目， ， ， ， 我感觉累极了我感觉累极了我感觉累极了我感觉累极了。 。 。 。 就就就就

要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要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要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要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爸爸突然发现了一个大大的水滑爸爸突然发现了一个大大的水滑爸爸突然发现了一个大大的水滑爸爸突然发现了一个大大的水滑

梯梯梯梯，，，，他央求我和他一起上去他央求我和他一起上去他央求我和他一起上去他央求我和他一起上去，，，，我看着又高又大的水滑梯我看着又高又大的水滑梯我看着又高又大的水滑梯我看着又高又大的水滑梯，，，，心心心心

里非常害怕里非常害怕里非常害怕里非常害怕，，，，特别是当时我还不会游泳特别是当时我还不会游泳特别是当时我还不会游泳特别是当时我还不会游泳，，，，所以我恳求他不要所以我恳求他不要所以我恳求他不要所以我恳求他不要

带我上去带我上去带我上去带我上去，，，，可是他还是逼我爬上了水滑梯可是他还是逼我爬上了水滑梯可是他还是逼我爬上了水滑梯可是他还是逼我爬上了水滑梯。。。。    

    我心惊胆颤地爬到了滑梯的顶部    我心惊胆颤地爬到了滑梯的顶部    我心惊胆颤地爬到了滑梯的顶部    我心惊胆颤地爬到了滑梯的顶部，，，，探头往下一看探头往下一看探头往下一看探头往下一看，，，，长长长长长长长长

的大管子弯弯曲曲一直伸到地面上的小水池里的大管子弯弯曲曲一直伸到地面上的小水池里的大管子弯弯曲曲一直伸到地面上的小水池里的大管子弯弯曲曲一直伸到地面上的小水池里，，，，关口是一个关口是一个关口是一个关口是一个

大大的黑洞大大的黑洞大大的黑洞大大的黑洞，，，，一眼望不到底一眼望不到底一眼望不到底一眼望不到底，，，，只能听见哗哗的流水声只能听见哗哗的流水声只能听见哗哗的流水声只能听见哗哗的流水声。。。。我心我心我心我心

里害怕极了里害怕极了里害怕极了里害怕极了，，，，犹豫不前犹豫不前犹豫不前犹豫不前，，，，最后是工作人员帮我坐上了大气最后是工作人员帮我坐上了大气最后是工作人员帮我坐上了大气最后是工作人员帮我坐上了大气

圈圈圈圈，，，，把我推了下去把我推了下去把我推了下去把我推了下去。。。。水滑梯里又黑又长水滑梯里又黑又长水滑梯里又黑又长水滑梯里又黑又长，，，，象时间隧道象时间隧道象时间隧道象时间隧道，，，，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尽头尽头尽头尽头。。。。在第一个转弯时在第一个转弯时在第一个转弯时在第一个转弯时，，，，气垫圈就把我甩下去气垫圈就把我甩下去气垫圈就把我甩下去气垫圈就把我甩下去，，，，自己先跑自己先跑自己先跑自己先跑

了了了了。。。。我只好趴在水滑梯上顺水滑下去我只好趴在水滑梯上顺水滑下去我只好趴在水滑梯上顺水滑下去我只好趴在水滑梯上顺水滑下去。。。。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过了很长很长时间，，，，

突然我觉得肚皮痛了一下突然我觉得肚皮痛了一下突然我觉得肚皮痛了一下突然我觉得肚皮痛了一下，，，，就掉进了水池里就掉进了水池里就掉进了水池里就掉进了水池里。。。。恍惚中听到哨恍惚中听到哨恍惚中听到哨恍惚中听到哨

子声子声子声子声，，，，接着我被从水里捞了出来接着我被从水里捞了出来接着我被从水里捞了出来接着我被从水里捞了出来。。。。    

    等我站直了才发现是救生员把我救了上来    等我站直了才发现是救生员把我救了上来    等我站直了才发现是救生员把我救了上来    等我站直了才发现是救生员把我救了上来，，，，等我定下神等我定下神等我定下神等我定下神

来来来来，，，，回头一看回头一看回头一看回头一看，，，，才发现爸爸从水滑梯里滑出来才发现爸爸从水滑梯里滑出来才发现爸爸从水滑梯里滑出来才发现爸爸从水滑梯里滑出来，，，，他看上去很他看上去很他看上去很他看上去很

高兴高兴高兴高兴，，，，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怎样的磨难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怎样的磨难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怎样的磨难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怎样的磨难，，，，我非常生气我非常生气我非常生气我非常生气，，，，直到直到直到直到

事后的好几天事后的好几天事后的好几天事后的好几天，，，，尽管他一直在讨好我尽管他一直在讨好我尽管他一直在讨好我尽管他一直在讨好我，，，，我都不理他我都不理他我都不理他我都不理他。。。。    

    现在我一想到这次经历    现在我一想到这次经历    现在我一想到这次经历    现在我一想到这次经历，，，，还心有余悸还心有余悸还心有余悸还心有余悸，，，，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永远不会忘记

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    

    

难忘的旅行难忘的旅行难忘的旅行难忘的旅行    

8C 8C 8C 8C 程狄昂程狄昂程狄昂程狄昂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我最难忘的旅行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我最难忘的旅行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我最难忘的旅行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我最难忘的旅行。。。。出发前经常听爸爸出发前经常听爸爸出发前经常听爸爸出发前经常听爸爸

妈妈说起中国妈妈说起中国妈妈说起中国妈妈说起中国，，，，说起中国的亲戚说起中国的亲戚说起中国的亲戚说起中国的亲戚，，，，可是我从未到过那里可是我从未到过那里可是我从未到过那里可是我从未到过那里，，，，从从从从

未见过他们未见过他们未见过他们未见过他们，，，，所以对这次旅行充满了好奇所以对这次旅行充满了好奇所以对这次旅行充满了好奇所以对这次旅行充满了好奇。。。。    

    首先    首先    首先    首先，，，，我们全家来到北京我们全家来到北京我们全家来到北京我们全家来到北京，，，，在北京在北京在北京在北京，，，，我们先参观了颐和我们先参观了颐和我们先参观了颐和我们先参观了颐和

园园园园，，，，颐和园以规模宏大颐和园以规模宏大颐和园以规模宏大颐和园以规模宏大，，，，风景秀丽而享有盛名风景秀丽而享有盛名风景秀丽而享有盛名风景秀丽而享有盛名。。。。我们游览了我们游览了我们游览了我们游览了

万寿山万寿山万寿山万寿山，，，，佛香阁佛香阁佛香阁佛香阁，，，，长廊长廊长廊长廊，，，，十七孔桥以及其他景点十七孔桥以及其他景点十七孔桥以及其他景点十七孔桥以及其他景点。。。。第二天我第二天我第二天我第二天我

们来到了长城脚下们来到了长城脚下们来到了长城脚下们来到了长城脚下，，，，随着人流登上了八达岭长城随着人流登上了八达岭长城随着人流登上了八达岭长城随着人流登上了八达岭长城，，，，我们沿着我们沿着我们沿着我们沿着

石级向上走石级向上走石级向上走石级向上走，，，，好像是走上了登天的云梯好像是走上了登天的云梯好像是走上了登天的云梯好像是走上了登天的云梯。。。。我的心被彻底的震我的心被彻底的震我的心被彻底的震我的心被彻底的震

撼了撼了撼了撼了。。。。在北京我们还游览了十三陵在北京我们还游览了十三陵在北京我们还游览了十三陵在北京我们还游览了十三陵，，，，故宫和天安门故宫和天安门故宫和天安门故宫和天安门。。。。    

    接着    接着    接着    接着，，，，我们来到了爸爸的故乡我们来到了爸爸的故乡我们来到了爸爸的故乡我们来到了爸爸的故乡---苏州苏州苏州苏州。。。。我们探望了很多我们探望了很多我们探望了很多我们探望了很多

亲戚和朋友亲戚和朋友亲戚和朋友亲戚和朋友，，，，他们热情地设宴欢迎我们他们热情地设宴欢迎我们他们热情地设宴欢迎我们他们热情地设宴欢迎我们，，，，让我们深切地感到让我们深切地感到让我们深切地感到让我们深切地感到

温暖的亲情温暖的亲情温暖的亲情温暖的亲情，，，，令我们非常感动令我们非常感动令我们非常感动令我们非常感动。。。。    

    最后    最后    最后    最后，，，，我们来到上海我们来到上海我们来到上海我们来到上海，，，，参观了东方明珠参观了东方明珠参观了东方明珠参观了东方明珠，，，，外滩和浦东新外滩和浦东新外滩和浦东新外滩和浦东新

区区区区。。。。    

    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国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国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国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国，，，，我了我了我了我了

解了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有我的根解了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有我的根解了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有我的根解了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有我的根，，，，我看到了那么迷人的风我看到了那么迷人的风我看到了那么迷人的风我看到了那么迷人的风

景景景景，，，，雄伟的古建筑雄伟的古建筑雄伟的古建筑雄伟的古建筑，，，，悠久的古文化悠久的古文化悠久的古文化悠久的古文化，，，，同时我也认识了我众同时我也认识了我众同时我也认识了我众同时我也认识了我众

多的亲戚多的亲戚多的亲戚多的亲戚。。。。    

    

难忘的一件事难忘的一件事难忘的一件事难忘的一件事    

8C 8C 8C 8C 张洁张洁张洁张洁    
    当我小学四年级时当我小学四年级时当我小学四年级时当我小学四年级时，，，，发生过的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发生过的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发生过的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发生过的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

那天课间休息那天课间休息那天课间休息那天课间休息，，，，我和朋友们在操场上玩儿游戏我和朋友们在操场上玩儿游戏我和朋友们在操场上玩儿游戏我和朋友们在操场上玩儿游戏，，，，我们计划我们计划我们计划我们计划

一个接一个地用手抓着 单杠向前移动一个接一个地用手抓着 单杠向前移动一个接一个地用手抓着 单杠向前移动一个接一个地用手抓着 单杠向前移动。。。。我排在第一位我排在第一位我排在第一位我排在第一位。。。。

我抓住单杠我抓住单杠我抓住单杠我抓住单杠，，，，左右摇摆左右摇摆左右摇摆左右摇摆，，，，突然觉得手下一滑突然觉得手下一滑突然觉得手下一滑突然觉得手下一滑，，，，整个人就从整个人就从整个人就从整个人就从

单杠上掉下来了单杠上掉下来了单杠上掉下来了单杠上掉下来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单杠上都是水单杠上都是水单杠上都是水单杠上都是水。。。。    

    我落地时右手着地    我落地时右手着地    我落地时右手着地    我落地时右手着地，，，，手腕钻心的痛手腕钻心的痛手腕钻心的痛手腕钻心的痛，，，，眼泪止不住地流眼泪止不住地流眼泪止不住地流眼泪止不住地流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同学和老师把我带到医务室同学和老师把我带到医务室同学和老师把我带到医务室同学和老师把我带到医务室，，，，护士简单地包扎了我护士简单地包扎了我护士简单地包扎了我护士简单地包扎了我

的手臂的手臂的手臂的手臂，，，，通知了家长通知了家长通知了家长通知了家长，，，，接着我被送进了医院接着我被送进了医院接着我被送进了医院接着我被送进了医院。。。。    

    经    经    经    经X 光检查光检查光检查光检查，，，，确诊为骨裂确诊为骨裂确诊为骨裂确诊为骨裂，，，，然后我的手被石膏固定了然后我的手被石膏固定了然后我的手被石膏固定了然后我的手被石膏固定了

几个月几个月几个月几个月，，，，给我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了很多不方便给我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了很多不方便给我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了很多不方便给我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了很多不方便。。。。这件事让这件事让这件事让这件事让

我认识到做任何事情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我认识到做任何事情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我认识到做任何事情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我认识到做任何事情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难忘的教训难忘的教训难忘的教训难忘的教训    

8D 8D 8D 8D 宋德琨宋德琨宋德琨宋德琨    
    有一个教训有一个教训有一个教训有一个教训，，，，让我记忆犹新让我记忆犹新让我记忆犹新让我记忆犹新，，，，至今难忘至今难忘至今难忘至今难忘。。。。这个教训也这个教训也这个教训也这个教训也

让我养成了做事不拖拉的好习惯让我养成了做事不拖拉的好习惯让我养成了做事不拖拉的好习惯让我养成了做事不拖拉的好习惯。。。。    

    那是我上六年级的时候    那是我上六年级的时候    那是我上六年级的时候    那是我上六年级的时候，，，，一天一天一天一天，，，，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

项作业项作业项作业项作业，，，，题目是写一篇读书报告题目是写一篇读书报告题目是写一篇读书报告题目是写一篇读书报告，，，，做成板报的形式做成板报的形式做成板报的形式做成板报的形式，，，，两周两周两周两周

后提交后提交后提交后提交。。。。    

    那本书既短又容易    那本书既短又容易    那本书既短又容易    那本书既短又容易， ， ， ， 我拿到书后我拿到书后我拿到书后我拿到书后，，，，不到三天就读完不到三天就读完不到三天就读完不到三天就读完

了了了了，，，，我想还有十多天才交作业呢我想还有十多天才交作业呢我想还有十多天才交作业呢我想还有十多天才交作业呢，，，，先不着急做先不着急做先不着急做先不着急做。。。。    

    几乎每天放学后    几乎每天放学后    几乎每天放学后    几乎每天放学后，，，，脑海里都闪过应该做读书报告这件脑海里都闪过应该做读书报告这件脑海里都闪过应该做读书报告这件脑海里都闪过应该做读书报告这件

事事事事，，，，但总觉得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但总觉得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但总觉得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但总觉得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所以每天做完当天的作所以每天做完当天的作所以每天做完当天的作所以每天做完当天的作

业后业后业后业后，，，，我就看电视我就看电视我就看电视我就看电视，，，，玩儿游戏玩儿游戏玩儿游戏玩儿游戏，，，，而不是抓紧时间去写读书而不是抓紧时间去写读书而不是抓紧时间去写读书而不是抓紧时间去写读书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当我提笔开始写读书报告当我提笔开始写读书报告当我提笔开始写读书报告当我提笔开始写读书报告

时时时时，，，，已经是交作业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了已经是交作业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了已经是交作业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了已经是交作业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了，，，，这意味着我必须这意味着我必须这意味着我必须这意味着我必须

在这个晚上把它做完在这个晚上把它做完在这个晚上把它做完在这个晚上把它做完。。。。可是那天的家庭作业出奇地多可是那天的家庭作业出奇地多可是那天的家庭作业出奇地多可是那天的家庭作业出奇地多，，，，我我我我

做完作业已经不早了做完作业已经不早了做完作业已经不早了做完作业已经不早了。。。。加上我读那本书是十几天前的事加上我读那本书是十几天前的事加上我读那本书是十几天前的事加上我读那本书是十几天前的事，，，，

书中的许多细节已经记不清了书中的许多细节已经记不清了书中的许多细节已经记不清了书中的许多细节已经记不清了。。。。只好匆匆忙忙地边翻书便只好匆匆忙忙地边翻书便只好匆匆忙忙地边翻书便只好匆匆忙忙地边翻书便

做板报做板报做板报做板报。。。。所以当我做完板报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所以当我做完板报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所以当我做完板报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所以当我做完板报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我当我当我当我当

时困极了时困极了时困极了时困极了。。。。    

  第二天  第二天  第二天  第二天，，，，当我将要把板报交给老师时当我将要把板报交给老师时当我将要把板报交给老师时当我将要把板报交给老师时，，，，突然发现我忘突然发现我忘突然发现我忘突然发现我忘

记了一个很重要的情节记了一个很重要的情节记了一个很重要的情节记了一个很重要的情节。。。。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做任何修改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做任何修改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做任何修改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做任何修改

了了了了。。。。只好带着遗憾交了上去只好带着遗憾交了上去只好带着遗憾交了上去只好带着遗憾交了上去。。。。当然这次作业的成绩是可想当然这次作业的成绩是可想当然这次作业的成绩是可想当然这次作业的成绩是可想

而知的而知的而知的而知的。。。。    

  从这件事中  从这件事中  从这件事中  从这件事中，，，，我得到的教训就是做事情绝不能拖拉我得到的教训就是做事情绝不能拖拉我得到的教训就是做事情绝不能拖拉我得到的教训就是做事情绝不能拖拉。。。。

如果做事情总是等到最后一分钟如果做事情总是等到最后一分钟如果做事情总是等到最后一分钟如果做事情总是等到最后一分钟，，，，往往很难做得理想往往很难做得理想往往很难做得理想往往很难做得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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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天  王逸成大雪天  王逸成大雪天  王逸成大雪天  王逸成    
                今年今年今年今年((((2010)二月份下了很多雪二月份下了很多雪二月份下了很多雪二月份下了很多雪。。。。我们全班同学和孟老我们全班同学和孟老我们全班同学和孟老我们全班同学和孟老

师在学校课间打了一场雪战师在学校课间打了一场雪战师在学校课间打了一场雪战师在学校课间打了一场雪战。。。。孟老师在一边孟老师在一边孟老师在一边孟老师在一边，，，，我们在一我们在一我们在一我们在一

边边边边。。。。我们都用雪球打她我们都用雪球打她我们都用雪球打她我们都用雪球打她，，，，她躲不开她躲不开她躲不开她躲不开，，，，最后孟老师被打得全最后孟老师被打得全最后孟老师被打得全最后孟老师被打得全

身都白身都白身都白身都白，，，，每人都觉得老师像一个雪人每人都觉得老师像一个雪人每人都觉得老师像一个雪人每人都觉得老师像一个雪人。。。。后后后后来来来来我们我们我们我们 开开开开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比赛比赛比赛比赛。。。。孟老师把同学们分成了两个队孟老师把同学们分成了两个队孟老师把同学们分成了两个队孟老师把同学们分成了两个队，，，，看看看看那那那那个队能把一只个队能把一只个队能把一只个队能把一只

一百三十磅的大雪球搬到树边一百三十磅的大雪球搬到树边一百三十磅的大雪球搬到树边一百三十磅的大雪球搬到树边。。。。因为雪球太重了因为雪球太重了因为雪球太重了因为雪球太重了，，，，哪哪哪哪个队个队个队个队

都推不动都推不动都推不动都推不动。。。。最后, 我和同队的一个同学用一最后, 我和同队的一个同学用一最后, 我和同队的一个同学用一最后, 我和同队的一个同学用一根根根根树枝把雪球树枝把雪球树枝把雪球树枝把雪球

切成好多块儿切成好多块儿切成好多块儿切成好多块儿，，，，另外一个同学把切成块儿的雪球搬到了树另外一个同学把切成块儿的雪球搬到了树另外一个同学把切成块儿的雪球搬到了树另外一个同学把切成块儿的雪球搬到了树

边儿边儿边儿边儿，，，， 我们再把雪块儿拼成大雪球我们再把雪块儿拼成大雪球我们再把雪块儿拼成大雪球我们再把雪块儿拼成大雪球。。。。最后我们赢了最后我们赢了最后我们赢了最后我们赢了。。。。我我我我

们都有一个很愉快的雪天们都有一个很愉快的雪天们都有一个很愉快的雪天们都有一个很愉快的雪天。。。。    

    

冬天中的希望  潘莉怡冬天中的希望  潘莉怡冬天中的希望  潘莉怡冬天中的希望  潘莉怡    
                丽丽丽丽 冬冬冬冬 ，，，，

盖 大盖 大盖 大盖 大 。。。。 红鸟红鸟红鸟红鸟 朵朵朵朵

空空空空飞飞飞飞。。。。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树树树树 。。。。它它它它

绿绿绿绿 树树树树干干干干 ，，，，

丽颜丽颜丽颜丽颜 到到到到来来来来。。。。 闪闪发闪闪发闪闪发闪闪发

光光光光。。。。它们它们它们它们 ；；；；给给给给 们们们们

带来带来带来带来 温温温温暖暖暖暖 ；；；；        闪闪闪闪 闪闪闪闪

声声声声 说说说说：：：：““““

会会会会到到到到来来来来 ””””。。。。    

    

下雪了  林佳雨下雪了  林佳雨下雪了  林佳雨下雪了  林佳雨    
        。。。。 裤裤裤裤，，，，带带带带 ，，，，

到到到到 ，，，， ，，，，还还还还 。。。。 得得得得真真真真

高高高高兴兴兴兴。。。。过过过过 会儿会儿会儿会儿，，，， 多多多多 钻进钻进钻进钻进 ，，，，    

真真真真 啊啊啊啊！！！！ 紧跑紧跑紧跑紧跑 家喝家喝家喝家喝 热气腾腾热气腾腾热气腾腾热气腾腾 巧克巧克巧克巧克 饮饮饮饮 。。。。喝喝喝喝

，，，，感感感感觉觉觉觉 暖暖暖暖 。。。。 到到到到 车车车车去去去去 。。。。    

    

冬天的日子  冬天的日子  冬天的日子  冬天的日子  Jason TuJason TuJason TuJason Tu    

    有一天下了很大的雪    有一天下了很大的雪    有一天下了很大的雪    有一天下了很大的雪，，，，我去雪地里玩我去雪地里玩我去雪地里玩我去雪地里玩。。。。我看见我的好我看见我的好我看见我的好我看见我的好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JustinJustinJustinJustin，，，，他从三年级就是我的朋友了他从三年级就是我的朋友了他从三年级就是我的朋友了他从三年级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们和别的朋我们和别的朋我们和别的朋我们和别的朋

友们一起打雪仗友们一起打雪仗友们一起打雪仗友们一起打雪仗。。。。我们玩了很长时间我们玩了很长时间我们玩了很长时间我们玩了很长时间。。。。我们玩到四点半我们玩到四点半我们玩到四点半我们玩到四点半。。。。

我们的衣服都湿了我们的衣服都湿了我们的衣服都湿了我们的衣服都湿了！！！！然后我藏起来了然后我藏起来了然后我藏起来了然后我藏起来了，，，，我做了一个很大很我做了一个很大很我做了一个很大很我做了一个很大很

大的雪球大的雪球大的雪球大的雪球。。。。Justin Justin Justin Justin 一过来我就喊一过来我就喊一过来我就喊一过来我就喊““““攻击攻击攻击攻击！！！！””””，，，，我把那个我把那个我把那个我把那个

很大很大的雪球扔向很大很大的雪球扔向很大很大的雪球扔向很大很大的雪球扔向JustinJustinJustinJustin。。。。我和我和我和我和JustinJustinJustinJustin趴在雪地里笑趴在雪地里笑趴在雪地里笑趴在雪地里笑

了了了了。。。。我们一起回家喝了热巧克力我们一起回家喝了热巧克力我们一起回家喝了热巧克力我们一起回家喝了热巧克力，，，，还玩了游戏还玩了游戏还玩了游戏还玩了游戏。。。。我喜欢冬我喜欢冬我喜欢冬我喜欢冬

天的日子天的日子天的日子天的日子。   。   。   。       

    

大雪  罗志祥大雪  罗志祥大雪  罗志祥大雪  罗志祥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下了场大雪下了场大雪下了场大雪下了场大雪。。。。雪整天都在下雪整天都在下雪整天都在下雪整天都在下。。。。雪像棉花雪像棉花雪像棉花雪像棉花 样样样样飘飘飘飘

下来铺在路上, 下来铺在路上, 下来铺在路上, 下来铺在路上, 积积积积到到到到膝盖膝盖膝盖膝盖 了了了了。。。。我们一看到我们一看到我们一看到我们一看到这这这这

么么么么大大大大 雪雪雪雪，，，，我们都急急忙忙我们都急急忙忙我们都急急忙忙我们都急急忙忙 跑了出去跑了出去跑了出去跑了出去---玩雪了玩雪了玩雪了玩雪了。。。。不久不久不久不久，，，，

铲雪车把铲雪车把铲雪车把铲雪车把””””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推到路边上推到路边上推到路边上推到路边上。。。。有些大人们在铲雪有些大人们在铲雪有些大人们在铲雪有些大人们在铲雪。。。。还有还有还有还有

几个小朋友在盖雪墙几个小朋友在盖雪墙几个小朋友在盖雪墙几个小朋友在盖雪墙，，，，造雪人造雪人造雪人造雪人，，，，和打雪仗和打雪仗和打雪仗和打雪仗。。。。我们玩了几个我们玩了几个我们玩了几个我们玩了几个

小时了小时了小时了小时了，，，，我们都快要冻成冰棍了我们都快要冻成冰棍了我们都快要冻成冰棍了我们都快要冻成冰棍了，，，，然后然后然后然后，，，，就回家换了衣就回家换了衣就回家换了衣就回家换了衣

服服服服，，，，就泡了一杯热巧克力就泡了一杯热巧克力就泡了一杯热巧克力就泡了一杯热巧克力。。。。我们就再也不出去外边了我们就再也不出去外边了我们就再也不出去外边了我们就再也不出去外边了。                           。                           。                           。                           

    

冬 天  张龙华冬 天  张龙华冬 天  张龙华冬 天  张龙华    
    冬天有好有坏    冬天有好有坏    冬天有好有坏    冬天有好有坏。。。。冬天冬天冬天冬天 是白的是白的是白的是白的，，，， 为为为为常常下雪常常下雪常常下雪常常下雪。。。。冬天冬天冬天冬天

很冷很冷很冷很冷很冷很冷很冷很冷很冷很冷很冷很冷。。。。雪花在天空中飞舞雪花在天空中飞舞雪花在天空中飞舞雪花在天空中飞舞，，，，大地都被厚厚的雪覆大地都被厚厚的雪覆大地都被厚厚的雪覆大地都被厚厚的雪覆

盖着盖着盖着盖着，，，，很难看到一只动物很难看到一只动物很难看到一只动物很难看到一只动物。。。。人们都穿着厚厚的衣服人们都穿着厚厚的衣服人们都穿着厚厚的衣服人们都穿着厚厚的衣服，，，，在外在外在外在外

面铲雪面铲雪面铲雪面铲雪。。。。树上挂满了雪树上挂满了雪树上挂满了雪树上挂满了雪。。。。房檐上挂着很多冰柱房檐上挂着很多冰柱房檐上挂着很多冰柱房檐上挂着很多冰柱。。。。到处都是到处都是到处都是到处都是

冰冰冰冰。。。。冬天可以玩雪冬天可以玩雪冬天可以玩雪冬天可以玩雪。。。。我很喜我很喜我很喜我很喜

欢冬天欢冬天欢冬天欢冬天。。。。    

    

雪景  胡蕊琳雪景  胡蕊琳雪景  胡蕊琳雪景  胡蕊琳    
    雪是很白的    雪是很白的    雪是很白的    雪是很白的，，，，树上也是树上也是树上也是树上也是

很白的很白的很白的很白的，，，，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下下下下大大大大雪了雪了雪了雪了

不能上学不能上学不能上学不能上学 ，，，，我和妹妹在我和妹妹在我和妹妹在我和妹妹在

家里读书家里读书家里读书家里读书。。。。我们也在雪里我们也在雪里我们也在雪里我们也在雪里

玩玩玩玩。。。。在雪里打雪仗,还可以在雪里打雪仗,还可以在雪里打雪仗,还可以在雪里打雪仗,还可以

搭雪人,也可以玩儿雪橇搭雪人,也可以玩儿雪橇搭雪人,也可以玩儿雪橇搭雪人,也可以玩儿雪橇。。。。

这是这是这是这是多多多多么么么么快乐的时光快乐的时光快乐的时光快乐的时光啊啊啊啊。。。。下下下下

雪的时候天很冷雪的时候天很冷雪的时候天很冷雪的时候天很冷。。。。我喜欢下我喜欢下我喜欢下我喜欢下

雪天雪天雪天雪天。。。。我希望天天下雪我希望天天下雪我希望天天下雪我希望天天下雪。 。 。 。     

    

雪  陈楚颖雪  陈楚颖雪  陈楚颖雪  陈楚颖    
    下雪了    下雪了    下雪了    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我多么高兴啊我多么高兴啊我多么高兴啊我多么高兴啊！！！！因为因为因为因为 去去去去上课上课上课上课，，，，

而且又可到外面玩雪而且又可到外面玩雪而且又可到外面玩雪而且又可到外面玩雪。。。。我穿上了暖暖的外衣我穿上了暖暖的外衣我穿上了暖暖的外衣我穿上了暖暖的外衣，，，，到外边去玩到外边去玩到外边去玩到外边去玩

雪雪雪雪。。。。外面刮着又大又冷的寒风外面刮着又大又冷的寒风外面刮着又大又冷的寒风外面刮着又大又冷的寒风！！！！爸爸铲雪爸爸铲雪爸爸铲雪爸爸铲雪，，，，我玩雪我玩雪我玩雪我玩雪。。。。雪还雪还雪还雪还

一直下着一直下着一直下着一直下着，，，，我要它下得我要它下得我要它下得我要它下得 多些多些多些多些。。。。不一会儿爸爸说太冷了不一会儿爸爸说太冷了不一会儿爸爸说太冷了不一会儿爸爸说太冷了，，，，

我们要回家喝咖啡了我们要回家喝咖啡了我们要回家喝咖啡了我们要回家喝咖啡了。。。。喝完咖啡我感到很暖和喝完咖啡我感到很暖和喝完咖啡我感到很暖和喝完咖啡我感到很暖和。。。。我实在喜我实在喜我实在喜我实在喜

欢雪.欢雪.欢雪.欢雪.    

    

冬天  王昕彤冬天  王昕彤冬天  王昕彤冬天  王昕彤    
    费城郊区的冬天真美啊    费城郊区的冬天真美啊    费城郊区的冬天真美啊    费城郊区的冬天真美啊！！！！！！！！    

    初冬的早晨让人心仪    初冬的早晨让人心仪    初冬的早晨让人心仪    初冬的早晨让人心仪。。。。大雾覆盖着大地大雾覆盖着大地大雾覆盖着大地大雾覆盖着大地，，，，天地融为一天地融为一天地融为一天地融为一

体体体体。。。。过一会过一会过一会过一会，，，，太阳冉冉升起太阳冉冉升起太阳冉冉升起太阳冉冉升起。。。。金色的阳光照射着雾金色的阳光照射着雾金色的阳光照射着雾金色的阳光照射着雾。。。。雾气雾气雾气雾气

渐渐地散去渐渐地散去渐渐地散去渐渐地散去，，，，大地显现在我们眼前大地显现在我们眼前大地显现在我们眼前大地显现在我们眼前。。。。    

    冬天最让人兴奋的时刻当然是下雪了    冬天最让人兴奋的时刻当然是下雪了    冬天最让人兴奋的时刻当然是下雪了    冬天最让人兴奋的时刻当然是下雪了。。。。白白的雪花在白白的雪花在白白的雪花在白白的雪花在

天空中飘舞天空中飘舞天空中飘舞天空中飘舞，，，，然后慢慢地落在地上然后慢慢地落在地上然后慢慢地落在地上然后慢慢地落在地上。。。。很快就把整个很快就把整个很快就把整个很快就把整个大大大大 变成变成变成变成

了银装素裹的世界了银装素裹的世界了银装素裹的世界了银装素裹的世界。。。。    

    我和朋友们激动地跑到雪地上    我和朋友们激动地跑到雪地上    我和朋友们激动地跑到雪地上    我和朋友们激动地跑到雪地上，，，，身后留下了一串长长身后留下了一串长长身后留下了一串长长身后留下了一串长长

(Continued on p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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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脚印的脚印的脚印的脚印。。。。我们开始打雪仗我们开始打雪仗我们开始打雪仗我们开始打雪仗，，，，朝着对方扔雪球朝着对方扔雪球朝着对方扔雪球朝着对方扔雪球。。。。不一会不一会不一会不一会，，，，我我我我

们身上的衣服就沾满了雪们身上的衣服就沾满了雪们身上的衣服就沾满了雪们身上的衣服就沾满了雪。。。。大家玩累了大家玩累了大家玩累了大家玩累了，，，，就回家了就回家了就回家了就回家了。。。。    

    冬天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冬天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冬天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冬天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说铲雪比如说铲雪比如说铲雪比如说铲雪。。。。大家会觉得大家会觉得大家会觉得大家会觉得

费城郊区的冬天很不错吧费城郊区的冬天很不错吧费城郊区的冬天很不错吧费城郊区的冬天很不错吧！！！！！！！！    

    

雪天的乐趣  雪天的乐趣  雪天的乐趣  雪天的乐趣      

朱羿霄朱羿霄朱羿霄朱羿霄    
        2010年的一个冬天年的一个冬天年的一个冬天年的一个冬天，，，，我去我的朋友家玩我去我的朋友家玩我去我的朋友家玩我去我的朋友家玩。 。 。 。 我们一起搭我们一起搭我们一起搭我们一起搭

雪堡雪堡雪堡雪堡。 。 。 。 正当我们在搭雪堡时, 另外两个朋友也来了正当我们在搭雪堡时, 另外两个朋友也来了正当我们在搭雪堡时, 另外两个朋友也来了正当我们在搭雪堡时, 另外两个朋友也来了。。。。他们他们他们他们

帮我们一起搭雪堡帮我们一起搭雪堡帮我们一起搭雪堡帮我们一起搭雪堡，，，，我们还一起滚雪球我们还一起滚雪球我们还一起滚雪球我们还一起滚雪球。。。。搭雪堡是一件很搭雪堡是一件很搭雪堡是一件很搭雪堡是一件很

不简单的事不简单的事不简单的事不简单的事，，，，我们做得很好我们做得很好我们做得很好我们做得很好。。。。然后然后然后然后，，，，我们和中学生们一起我们和中学生们一起我们和中学生们一起我们和中学生们一起

打雪仗打雪仗打雪仗打雪仗。。。。我们有一个人专门做雪球我们有一个人专门做雪球我们有一个人专门做雪球我们有一个人专门做雪球，，，，所以我们有很多雪所以我们有很多雪所以我们有很多雪所以我们有很多雪

球球球球。 。 。 。 我们用一个雪撬运输雪球我们用一个雪撬运输雪球我们用一个雪撬运输雪球我们用一个雪撬运输雪球。。。。不久不久不久不久，，，，中学生们就投降中学生们就投降中学生们就投降中学生们就投降

了了了了。。。。那天真快乐那天真快乐那天真快乐那天真快乐。。。。    

(Continued from page 3) 

大洋城阿萨蒂格岛度假大洋城阿萨蒂格岛度假大洋城阿萨蒂格岛度假大洋城阿萨蒂格岛度假    

Elizabeth Wong 6C Elizabeth Wong 6C Elizabeth Wong 6C Elizabeth Wong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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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萨蒂格岛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大洋城的南部阿萨蒂格岛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大洋城的南部阿萨蒂格岛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大洋城的南部阿萨蒂格岛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大洋城的南部，，，，和弗吉和弗吉和弗吉和弗吉

尼亚的亲克蒂格岛相连尼亚的亲克蒂格岛相连尼亚的亲克蒂格岛相连尼亚的亲克蒂格岛相连。。。。去年我们一家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去年我们一家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去年我们一家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去年我们一家在那里度过了一个

美好的暑假美好的暑假美好的暑假美好的暑假。。。。我们不仅尽享了马里兰州大洋城光泽柔软的我们不仅尽享了马里兰州大洋城光泽柔软的我们不仅尽享了马里兰州大洋城光泽柔软的我们不仅尽享了马里兰州大洋城光泽柔软的

海滩海滩海滩海滩，，，，顽皮的海浪顽皮的海浪顽皮的海浪顽皮的海浪，，，，欢快的海鸟欢快的海鸟欢快的海鸟欢快的海鸟，，，，也有幸在阿萨蒂格岛上也有幸在阿萨蒂格岛上也有幸在阿萨蒂格岛上也有幸在阿萨蒂格岛上

度过了一段难忘而快乐的时光度过了一段难忘而快乐的时光度过了一段难忘而快乐的时光度过了一段难忘而快乐的时光。。。。    

    当我们的全球定位系统告诉我们已到达目的地的时    当我们的全球定位系统告诉我们已到达目的地的时    当我们的全球定位系统告诉我们已到达目的地的时    当我们的全球定位系统告诉我们已到达目的地的时

候候候候，，，，抬头望去抬头望去抬头望去抬头望去，，，，一座三十层一座三十层一座三十层一座三十层，，，，紧靠海岸的高层建筑耸立在紧靠海岸的高层建筑耸立在紧靠海岸的高层建筑耸立在紧靠海岸的高层建筑耸立在

我们的眼前我们的眼前我们的眼前我们的眼前，，，，我和哥哥们不禁兴奋得叫起来我和哥哥们不禁兴奋得叫起来我和哥哥们不禁兴奋得叫起来我和哥哥们不禁兴奋得叫起来。。。。““““看看看看，，，，那就那就那就那就

是我们租的楼层是我们租的楼层是我们租的楼层是我们租的楼层！！！！””””爸爸指着第二十六层对我们说爸爸指着第二十六层对我们说爸爸指着第二十六层对我们说爸爸指着第二十六层对我们说。。。。谈笑谈笑谈笑谈笑

间间间间，，，，我们的车开到了码头大厦的汽车道我们的车开到了码头大厦的汽车道我们的车开到了码头大厦的汽车道我们的车开到了码头大厦的汽车道，，，，我们一阵风似地我们一阵风似地我们一阵风似地我们一阵风似地

搬好了东西搬好了东西搬好了东西搬好了东西，，，，等不及地冲向大海等不及地冲向大海等不及地冲向大海等不及地冲向大海。。。。    

    我们每天去海里游泳    我们每天去海里游泳    我们每天去海里游泳    我们每天去海里游泳，，，，冲浪冲浪冲浪冲浪，，，，玩沙滩玩沙滩玩沙滩玩沙滩。。。。那儿的沙滩干那儿的沙滩干那儿的沙滩干那儿的沙滩干

净极了净极了净极了净极了，，，，尤其是清晨的海滩尤其是清晨的海滩尤其是清晨的海滩尤其是清晨的海滩，，，，朝霞映着深蓝平静的大海朝霞映着深蓝平静的大海朝霞映着深蓝平静的大海朝霞映着深蓝平静的大海，，，，

微风轻拂着人们的薄衣微风轻拂着人们的薄衣微风轻拂着人们的薄衣微风轻拂着人们的薄衣，，，，海水漫过的地方就像沙的明镜海水漫过的地方就像沙的明镜海水漫过的地方就像沙的明镜海水漫过的地方就像沙的明镜，，，，

海鸟们在头鸟的监控下忙碌地觅食海鸟们在头鸟的监控下忙碌地觅食海鸟们在头鸟的监控下忙碌地觅食海鸟们在头鸟的监控下忙碌地觅食，，，，歌唱歌唱歌唱歌唱，，，，身后留下一串身后留下一串身后留下一串身后留下一串

串像甲骨文似的爪印串像甲骨文似的爪印串像甲骨文似的爪印串像甲骨文似的爪印。。。。。。。。。。。。在这一望无际在这一望无际在这一望无际在这一望无际，，，，魅力夺人的海魅力夺人的海魅力夺人的海魅力夺人的海

滩上滩上滩上滩上，，，，我还交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朋友我还交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朋友我还交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朋友我还交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朋友：：：：她是学习美术和雕她是学习美术和雕她是学习美术和雕她是学习美术和雕

塑专业的塑专业的塑专业的塑专业的，，，，从她那儿从她那儿从她那儿从她那儿，，，，我学会了沙雕我学会了沙雕我学会了沙雕我学会了沙雕，，，，我们还共同雕塑了我们还共同雕塑了我们还共同雕塑了我们还共同雕塑了

一座巨大的美人鱼呢一座巨大的美人鱼呢一座巨大的美人鱼呢一座巨大的美人鱼呢！！！！当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一当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一当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一当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一‘‘‘‘杰作杰作杰作杰作’’’’，，，，

我一口气地奔上楼去把爸爸拉下来给我们的我一口气地奔上楼去把爸爸拉下来给我们的我一口气地奔上楼去把爸爸拉下来给我们的我一口气地奔上楼去把爸爸拉下来给我们的‘‘‘‘美人鱼美人鱼美人鱼美人鱼’’’’拍拍拍拍

照照照照，，，，这时这时这时这时，，，，忙于做忙于做忙于做忙于做‘‘‘‘弄潮儿弄潮儿弄潮儿弄潮儿’’’’的哥哥们和人们都来欣赏这的哥哥们和人们都来欣赏这的哥哥们和人们都来欣赏这的哥哥们和人们都来欣赏这

座由一大一小雕塑的美人鱼座由一大一小雕塑的美人鱼座由一大一小雕塑的美人鱼座由一大一小雕塑的美人鱼，，，，赞叹我们的作品赞叹我们的作品赞叹我们的作品赞叹我们的作品，，，，我和我的我和我的我和我的我和我的

新朋友好自豪哟新朋友好自豪哟新朋友好自豪哟新朋友好自豪哟！ ！ ！ ！     

    如果说大洋城海滩的美是纯净轻妙的古典音乐    如果说大洋城海滩的美是纯净轻妙的古典音乐    如果说大洋城海滩的美是纯净轻妙的古典音乐    如果说大洋城海滩的美是纯净轻妙的古典音乐，，，，那么阿那么阿那么阿那么阿

萨蒂格岛的美妙便是婀娜多姿的歌舞萨蒂格岛的美妙便是婀娜多姿的歌舞萨蒂格岛的美妙便是婀娜多姿的歌舞萨蒂格岛的美妙便是婀娜多姿的歌舞。。。。整个岛上充满了生整个岛上充满了生整个岛上充满了生整个岛上充满了生

机机机机。。。。一上岛一上岛一上岛一上岛，，，，我们就被那繁忙的景物迷住了我们就被那繁忙的景物迷住了我们就被那繁忙的景物迷住了我们就被那繁忙的景物迷住了。。。。岛上到处都是岛上到处都是岛上到处都是岛上到处都是

野马野马野马野马，，，，海鸟海鸟海鸟海鸟，，，，鹿鹿鹿鹿，，，，野鹅和野营的人们野鹅和野营的人们野鹅和野营的人们野鹅和野营的人们。 。 。 。 那些野马有的在海那些野马有的在海那些野马有的在海那些野马有的在海

湾里飞奔嬉戏湾里飞奔嬉戏湾里飞奔嬉戏湾里飞奔嬉戏，，，，激起白白的海浪激起白白的海浪激起白白的海浪激起白白的海浪；；；；有的在草地上悠闲地吃有的在草地上悠闲地吃有的在草地上悠闲地吃有的在草地上悠闲地吃

草草草草；；；；有的干脆跑到停车场里来找游人乞要食物有的干脆跑到停车场里来找游人乞要食物有的干脆跑到停车场里来找游人乞要食物有的干脆跑到停车场里来找游人乞要食物，，，，要不是海岛要不是海岛要不是海岛要不是海岛

规定不可喂野生动物规定不可喂野生动物规定不可喂野生动物规定不可喂野生动物，，，，我真想喂它们了我真想喂它们了我真想喂它们了我真想喂它们了。。。。有的野马还喜欢和有的野马还喜欢和有的野马还喜欢和有的野马还喜欢和

人拍照呢人拍照呢人拍照呢人拍照呢！ ！ ！ ！ 驾车向岛里开驾车向岛里开驾车向岛里开驾车向岛里开，，，，沿路看到一家一家的鹿在公路沿路看到一家一家的鹿在公路沿路看到一家一家的鹿在公路沿路看到一家一家的鹿在公路

上悠闲散步上悠闲散步上悠闲散步上悠闲散步，，，，我们只好耐心地跟在它们后面漫漫地开我们只好耐心地跟在它们后面漫漫地开我们只好耐心地跟在它们后面漫漫地开我们只好耐心地跟在它们后面漫漫地开，，，，直到直到直到直到

它们走过公路它们走过公路它们走过公路它们走过公路，，，，消失在森林里消失在森林里消失在森林里消失在森林里。。。。    

    越往里面开    越往里面开    越往里面开    越往里面开，，，，景色越美景色越美景色越美景色越美。。。。迎面看到银白色的沙丘绵延不迎面看到银白色的沙丘绵延不迎面看到银白色的沙丘绵延不迎面看到银白色的沙丘绵延不

断断断断，，，，还有好多野营的帐篷在树木间时隐时现还有好多野营的帐篷在树木间时隐时现还有好多野营的帐篷在树木间时隐时现还有好多野营的帐篷在树木间时隐时现， ， ， ， 有很多鹿在有很多鹿在有很多鹿在有很多鹿在

周围游荡周围游荡周围游荡周围游荡。。。。我们的车开得离沙丘不能再近才停了车我们的车开得离沙丘不能再近才停了车我们的车开得离沙丘不能再近才停了车我们的车开得离沙丘不能再近才停了车，，，，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

顺着海滨木板路向沙丘走去顺着海滨木板路向沙丘走去顺着海滨木板路向沙丘走去顺着海滨木板路向沙丘走去。。。。待我们越过沙的丘陵看到大海待我们越过沙的丘陵看到大海待我们越过沙的丘陵看到大海待我们越过沙的丘陵看到大海

时时时时，，，，那海浪的声音一下子就扩大了那海浪的声音一下子就扩大了那海浪的声音一下子就扩大了那海浪的声音一下子就扩大了。。。。我们冲向平得没有任何我们冲向平得没有任何我们冲向平得没有任何我们冲向平得没有任何

痕迹的沙滩痕迹的沙滩痕迹的沙滩痕迹的沙滩，，，，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仿佛发现了新大陆，，，，在沙滩上尽情地奔跑在沙滩上尽情地奔跑在沙滩上尽情地奔跑在沙滩上尽情地奔跑，，，，刻刻刻刻

下足迹下足迹下足迹下足迹。。。。我还在这平平的沙滩上练习韵操呢我还在这平平的沙滩上练习韵操呢我还在这平平的沙滩上练习韵操呢我还在这平平的沙滩上练习韵操呢。。。。好开心哟好开心哟好开心哟好开心哟。。。。    

    我们发现这里港湾的水又温和又平静    我们发现这里港湾的水又温和又平静    我们发现这里港湾的水又温和又平静    我们发现这里港湾的水又温和又平静，，，，螃蟹螃蟹螃蟹螃蟹，，，，海蚌也好海蚌也好海蚌也好海蚌也好

多多多多。。。。连续几天连续几天连续几天连续几天，，，，我们都去钓螃蟹我们都去钓螃蟹我们都去钓螃蟹我们都去钓螃蟹，，，，抓海蚌抓海蚌抓海蚌抓海蚌。。。。螃蟹钓上来很螃蟹钓上来很螃蟹钓上来很螃蟹钓上来很

多多多多，，，，平均每五分钟就能钓上来一只平均每五分钟就能钓上来一只平均每五分钟就能钓上来一只平均每五分钟就能钓上来一只，，，，可惜很多测量之后不够可惜很多测量之后不够可惜很多测量之后不够可惜很多测量之后不够

大大大大，，，，只好放回海湾只好放回海湾只好放回海湾只好放回海湾。。。。我们还学会了怎么辨别公母我们还学会了怎么辨别公母我们还学会了怎么辨别公母我们还学会了怎么辨别公母。。。。我们摸海我们摸海我们摸海我们摸海

蚌很走运蚌很走运蚌很走运蚌很走运，，，，有一次有一次有一次有一次，，，，我们摸了满满两大桶我们摸了满满两大桶我们摸了满满两大桶我们摸了满满两大桶。。。。爸爸在前面用海爸爸在前面用海爸爸在前面用海爸爸在前面用海

蚌耙在水底拉蚌耙在水底拉蚌耙在水底拉蚌耙在水底拉，，，，一听到礚嘣一声一听到礚嘣一声一听到礚嘣一声一听到礚嘣一声，，，，就知道耙到海蚌了就知道耙到海蚌了就知道耙到海蚌了就知道耙到海蚌了，，，，这时这时这时这时

我潜水去摸我潜水去摸我潜水去摸我潜水去摸，，，，喔喔喔喔，，，，我摸到好大一只海蚌我摸到好大一只海蚌我摸到好大一只海蚌我摸到好大一只海蚌！！！！哥哥们也抓到好哥哥们也抓到好哥哥们也抓到好哥哥们也抓到好

多多多多，，，，滔滔抓了最多滔滔抓了最多滔滔抓了最多滔滔抓了最多，，，，我们都夸他聪明能干呢我们都夸他聪明能干呢我们都夸他聪明能干呢我们都夸他聪明能干呢！！！！还不止捞海还不止捞海还不止捞海还不止捞海

蚌蚌蚌蚌，，，，滔滔还找到了好多蚝呢滔滔还找到了好多蚝呢滔滔还找到了好多蚝呢滔滔还找到了好多蚝呢。。。。公园管理人给我们讲解了这个公园管理人给我们讲解了这个公园管理人给我们讲解了这个公园管理人给我们讲解了这个

海湾里蚝的历史海湾里蚝的历史海湾里蚝的历史海湾里蚝的历史，，，，采蚝的方法和蚝对海湾生态和水质的重要采蚝的方法和蚝对海湾生态和水质的重要采蚝的方法和蚝对海湾生态和水质的重要采蚝的方法和蚝对海湾生态和水质的重要

性性性性。。。。我们每人都是采蚝的能手我们每人都是采蚝的能手我们每人都是采蚝的能手我们每人都是采蚝的能手，，，，但爸爸妈妈告诉我们但爸爸妈妈告诉我们但爸爸妈妈告诉我们但爸爸妈妈告诉我们，，，，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多采多采多采多采，，，，能吃多少就采多少能吃多少就采多少能吃多少就采多少能吃多少就采多少，，，，不要浪费不要浪费不要浪费不要浪费。。。。在度假期间在度假期间在度假期间在度假期间，，，，我们几我们几我们几我们几

乎每天晚餐都一边吃我们自己抓的海鲜乎每天晚餐都一边吃我们自己抓的海鲜乎每天晚餐都一边吃我们自己抓的海鲜乎每天晚餐都一边吃我们自己抓的海鲜，，，，一边兴高采烈地谈一边兴高采烈地谈一边兴高采烈地谈一边兴高采烈地谈

论一天中有趣的事论一天中有趣的事论一天中有趣的事论一天中有趣的事，，，，一家人好高兴一家人好高兴一家人好高兴一家人好高兴。。。。    

    除了海滩    除了海滩    除了海滩    除了海滩，，，，海湾外海湾外海湾外海湾外，，，，我们还乘船去了深海钓鱼我们还乘船去了深海钓鱼我们还乘船去了深海钓鱼我们还乘船去了深海钓鱼。。。。我听到我听到我听到我听到

人们惊喜的叫声人们惊喜的叫声人们惊喜的叫声人们惊喜的叫声：：：：““““我钓到一条大鱼我钓到一条大鱼我钓到一条大鱼我钓到一条大鱼！！！！””””。。。。人们都围过去人们都围过去人们都围过去人们都围过去

看看看看，，，，哇哇哇哇！！！！足有一米长呢足有一米长呢足有一米长呢足有一米长呢！！！！我也钓到了鱼我也钓到了鱼我也钓到了鱼我也钓到了鱼，，，，但不忍心看它们挣但不忍心看它们挣但不忍心看它们挣但不忍心看它们挣

扎扎扎扎，，，，又请船上的人放它们回大海去了又请船上的人放它们回大海去了又请船上的人放它们回大海去了又请船上的人放它们回大海去了。。。。我也真希望人们也都我也真希望人们也都我也真希望人们也都我也真希望人们也都

把那些可怜的鱼放回去把那些可怜的鱼放回去把那些可怜的鱼放回去把那些可怜的鱼放回去，，，，让它们继续在广阔的海洋里快乐地让它们继续在广阔的海洋里快乐地让它们继续在广阔的海洋里快乐地让它们继续在广阔的海洋里快乐地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    

    大洋城的光滑的海滩和阿萨蒂格岛的温暖    大洋城的光滑的海滩和阿萨蒂格岛的温暖    大洋城的光滑的海滩和阿萨蒂格岛的温暖    大洋城的光滑的海滩和阿萨蒂格岛的温暖，，，，宁静的海宁静的海宁静的海宁静的海

湾湾湾湾，，，，银白灿灿的沙丘使我流连忘返银白灿灿的沙丘使我流连忘返银白灿灿的沙丘使我流连忘返银白灿灿的沙丘使我流连忘返，，，，深海里的巨浪和巨浪下深海里的巨浪和巨浪下深海里的巨浪和巨浪下深海里的巨浪和巨浪下

无忧无虑的鱼儿们还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乡无忧无虑的鱼儿们还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乡无忧无虑的鱼儿们还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乡无忧无虑的鱼儿们还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乡。。。。那里的海滩那里的海滩那里的海滩那里的海滩，，，，海海海海

湾湾湾湾，，，，沙丘沙丘沙丘沙丘，，，，巨浪巨浪巨浪巨浪，，，，展览馆展览馆展览馆展览馆，，，，深夜的海边木板路深夜的海边木板路深夜的海边木板路深夜的海边木板路，，，，以及热闹的以及热闹的以及热闹的以及热闹的

店铺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店铺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店铺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店铺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都在我的脑海中凝聚成一串都在我的脑海中凝聚成一串都在我的脑海中凝聚成一串都在我的脑海中凝聚成一串

串快乐的光点串快乐的光点串快乐的光点串快乐的光点，，，，变成一幅幅美丽画卷变成一幅幅美丽画卷变成一幅幅美丽画卷变成一幅幅美丽画卷，，，，会伴我一天天地成会伴我一天天地成会伴我一天天地成会伴我一天天地成

长长长长。。。。大洋城和阿萨蒂格岛大洋城和阿萨蒂格岛大洋城和阿萨蒂格岛大洋城和阿萨蒂格岛，，，，我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看你的我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看你的我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看你的我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看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