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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    

• 第一届大费城地区中文学校辩论比赛将于第一届大费城地区中文学校辩论比赛将于第一届大费城地区中文学校辩论比赛将于第一届大费城地区中文学校辩论比赛将于12121212月月月月4444日星期六下午日星期六下午日星期六下午日星期六下午3:00PM3:00PM3:00PM3:00PM在在在在

新泽西的新泽西的新泽西的新泽西的Cherry HillCherry HillCherry HillCherry Hill华夏中文学校举行华夏中文学校举行华夏中文学校举行华夏中文学校举行，，，，有意参赛的同学可以通过各有意参赛的同学可以通过各有意参赛的同学可以通过各有意参赛的同学可以通过各

中文班老师报名中文班老师报名中文班老师报名中文班老师报名。。。。    

• Teacher Ji Teacher Ji Teacher Ji Teacher Ji 的跳舞班今日起換到的跳舞班今日起換到的跳舞班今日起換到的跳舞班今日起換到Science Building 215Science Building 215Science Building 215Science Building 215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 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11111111月月月月28282828日长城中文学校感恩节放假休课日长城中文学校感恩节放假休课日长城中文学校感恩节放假休课日长城中文学校感恩节放假休课。。。。    

    为使更多的学生与家长参与长城中文学校的春节联欢    为使更多的学生与家长参与长城中文学校的春节联欢    为使更多的学生与家长参与长城中文学校的春节联欢    为使更多的学生与家长参与长城中文学校的春节联欢

文艺演出文艺演出文艺演出文艺演出，，，，学校现向家长和学生征集演出节目学校现向家长和学生征集演出节目学校现向家长和学生征集演出节目学校现向家长和学生征集演出节目。。。。具体要求具体要求具体要求具体要求

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节目形式节目形式节目形式节目形式：：：：    

• 语言类语言类语言类语言类：：：：小品小品小品小品、、、、相声相声相声相声、、、、朗诵等朗诵等朗诵等朗诵等；；；；    

• 演唱演唱演唱演唱：：：：合唱合唱合唱合唱，，，，重唱重唱重唱重唱，，，，联唱联唱联唱联唱，，，，表演唱表演唱表演唱表演唱。。。。中国歌曲或地方中国歌曲或地方中国歌曲或地方中国歌曲或地方

戏剧等均可戏剧等均可戏剧等均可戏剧等均可；；；；    

• 乐器乐器乐器乐器：：：：合奏等合奏等合奏等合奏等；；；；    

•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互动互动互动互动、、、、游戏等游戏等游戏等游戏等；；；；    

• 舞蹈等节目由中文学校文化课班的学生表演舞蹈等节目由中文学校文化课班的学生表演舞蹈等节目由中文学校文化课班的学生表演舞蹈等节目由中文学校文化课班的学生表演，，，，故不再故不再故不再故不再

征集征集征集征集。。。。    

    

节目内容节目内容节目内容节目内容：：：：    

• 所有语言类节目必须以说中文为主所有语言类节目必须以说中文为主所有语言类节目必须以说中文为主所有语言类节目必须以说中文为主，，，，报名时需提供具报名时需提供具报名时需提供具报名时需提供具

体的书面表演内容体的书面表演内容体的书面表演内容体的书面表演内容；；；；    

• 所有歌曲和/或音乐所有歌曲和/或音乐所有歌曲和/或音乐所有歌曲和/或音乐，，，，必须是中国歌曲和/或音乐必须是中国歌曲和/或音乐必须是中国歌曲和/或音乐必须是中国歌曲和/或音乐，，，，并并并并

长长长长 学学学学校校校校2011年年年年 节联欢节联欢节联欢节联欢 动动动动                                                                                 

艺艺艺艺 节节节节 报报报报                                 周磊周磊周磊周磊    

有原声有原声有原声有原声CDCDCDCD，，，，或等同于原声或等同于原声或等同于原声或等同于原声CDCDCDCD质量的音频或视频文件质量的音频或视频文件质量的音频或视频文件质量的音频或视频文件。。。。    

    

演员要求演员要求演员要求演员要求：：：：    

    每个节目至少要有    每个节目至少要有    每个节目至少要有    每个节目至少要有2222人或以上演员人或以上演员人或以上演员人或以上演员。。。。演员自行组合演员自行组合演员自行组合演员自行组合。。。。演员演员演员演员

组合不必拘泥于只有学生组合不必拘泥于只有学生组合不必拘泥于只有学生组合不必拘泥于只有学生，，，，或只有家长或只有家长或只有家长或只有家长。。。。学生和家长可以同学生和家长可以同学生和家长可以同学生和家长可以同

时时时时、、、、同台表演同台表演同台表演同台表演。。。。    

    

服装和道具服装和道具服装和道具服装和道具：：：：    

    由演员自行解决    由演员自行解决    由演员自行解决    由演员自行解决。。。。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中文学校积极鼓励家长和学生提供节目素材中文学校积极鼓励家长和学生提供节目素材中文学校积极鼓励家长和学生提供节目素材中文学校积极鼓励家长和学生提供节目素材，，，，

或节目内容及形式的建议或节目内容及形式的建议或节目内容及形式的建议或节目内容及形式的建议。。。。中文学校同时还招聘文艺演出导演中文学校同时还招聘文艺演出导演中文学校同时还招聘文艺演出导演中文学校同时还招聘文艺演出导演

组成员组成员组成员组成员，，，，请有兴趣请有兴趣请有兴趣请有兴趣、、、、有能力的家长积极报名有能力的家长积极报名有能力的家长积极报名有能力的家长积极报名。。。。    

    

    所有节目必须经过审查    所有节目必须经过审查    所有节目必须经过审查    所有节目必须经过审查，，，，形式相同的节目形式相同的节目形式相同的节目形式相同的节目，，，，原则上只选取原则上只选取原则上只选取原则上只选取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没能参加春节联欢的节目没能参加春节联欢的节目没能参加春节联欢的节目没能参加春节联欢的节目，，，，可在每年一度的学校结业典可在每年一度的学校结业典可在每年一度的学校结业典可在每年一度的学校结业典

礼上表演礼上表演礼上表演礼上表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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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难忘的旅行一次难忘的旅行一次难忘的旅行一次难忘的旅行    

郭培搏 郭培搏 郭培搏 郭培搏 7C7C7C7C    

   “   “   “   “呼隆隆呼隆隆呼隆隆呼隆隆，，，，呼隆隆呼隆隆呼隆隆呼隆隆，，，，” ” ” ” 过山车呼隆隆的声音伴随着人们过山车呼隆隆的声音伴随着人们过山车呼隆隆的声音伴随着人们过山车呼隆隆的声音伴随着人们

兴奋的尖叫声兴奋的尖叫声兴奋的尖叫声兴奋的尖叫声， ， ， ， 一下子就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一下子就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一下子就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一下子就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在想这是什我在想这是什我在想这是什我在想这是什

么地方么地方么地方么地方？？？？怎么会这么让人兴奋怎么会这么让人兴奋怎么会这么让人兴奋怎么会这么让人兴奋？？？？哦哦哦哦，，，，原来是我们已经到达原来是我们已经到达原来是我们已经到达原来是我们已经到达

Harry PotterHarry PotterHarry PotterHarry Potter乐园乐园乐园乐园！！！！我和姐姐兴奋得一口气就跑了进去我和姐姐兴奋得一口气就跑了进去我和姐姐兴奋得一口气就跑了进去我和姐姐兴奋得一口气就跑了进去！！！！    

    我们跑着跑着    我们跑着跑着    我们跑着跑着    我们跑着跑着，，，，觉着自己好像跑到了另外一个的世界觉着自己好像跑到了另外一个的世界觉着自己好像跑到了另外一个的世界觉着自己好像跑到了另外一个的世界。。。。

眼前所见到的眼前所见到的眼前所见到的眼前所见到的，，，，跟电影里的一模一样跟电影里的一模一样跟电影里的一模一样跟电影里的一模一样：：：：那那那那HogwartsHogwartsHogwartsHogwarts城堡城堡城堡城堡，，，，那那那那

火车火车火车火车，，，，那些商店 那些商店 那些商店 那些商店 …… …… …… …… 啊啊啊啊，，，，电影里有的电影里有的电影里有的电影里有的，，，，这里都有这里都有这里都有这里都有。。。。火车不火车不火车不火车不

仅发出隆隆的欢叫声仅发出隆隆的欢叫声仅发出隆隆的欢叫声仅发出隆隆的欢叫声，，，，还排出蒸气呢还排出蒸气呢还排出蒸气呢还排出蒸气呢！！！！火车司机不停地和来火车司机不停地和来火车司机不停地和来火车司机不停地和来

往人群照相往人群照相往人群照相往人群照相。。。。这里的这里的这里的这里的HogwartsHogwartsHogwartsHogwarts城堡也有四个房子城堡也有四个房子城堡也有四个房子城堡也有四个房子，，，，四个旗四个旗四个旗四个旗

子子子子。。。。城堡的合唱团城堡的合唱团城堡的合唱团城堡的合唱团，，，，还给我们唱歌还给我们唱歌还给我们唱歌还给我们唱歌。。。。他们手里捧着的青蛙像他们手里捧着的青蛙像他们手里捧着的青蛙像他们手里捧着的青蛙像

真的一样真的一样真的一样真的一样，，，，也跟着唱也跟着唱也跟着唱也跟着唱。。。。我们依依不舍地走出城堡我们依依不舍地走出城堡我们依依不舍地走出城堡我们依依不舍地走出城堡，，，，哇哇哇哇，，，，外面外面外面外面

怎么这么多人啊怎么这么多人啊怎么这么多人啊怎么这么多人啊？？？？原来他们都在围着看两个商店原来他们都在围着看两个商店原来他们都在围着看两个商店原来他们都在围着看两个商店。。。。商店里的商店里的商店里的商店里的

东西五颜六色太耀眼了东西五颜六色太耀眼了东西五颜六色太耀眼了东西五颜六色太耀眼了，，，，好玩的东西太多了好玩的东西太多了好玩的东西太多了好玩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的眼睛都我们的眼睛都我们的眼睛都我们的眼睛都

不够用了不够用了不够用了不够用了！！！！后来我们选择亲手拿着后来我们选择亲手拿着后来我们选择亲手拿着后来我们选择亲手拿着Harry PotterHarry PotterHarry PotterHarry Potter的魔杖的魔杖的魔杖的魔杖， ， ， ， 穿穿穿穿

着着着着Harry PotterHarry PotterHarry PotterHarry Potter的披风照了相的披风照了相的披风照了相的披风照了相。。。。中午中午中午中午，，，，我和姐姐在我和姐姐在我和姐姐在我和姐姐在““““The The The The 

Three BroomsticksThree BroomsticksThree BroomsticksThree Broomsticks。。。。””””的餐厅吃午餐的餐厅吃午餐的餐厅吃午餐的餐厅吃午餐，，，，餐厅打扮得就像在餐厅打扮得就像在餐厅打扮得就像在餐厅打扮得就像在

Harry PotterHarry PotterHarry PotterHarry Potter的年代的年代的年代的年代，，，，我点的午餐是我点的午餐是我点的午餐是我点的午餐是：：：：Shepherd’s pie. Shepherd’s pie. Shepherd’s pie. Shepherd’s pie. 感感感感

觉就像跟觉就像跟觉就像跟觉就像跟Harry PotterHarry PotterHarry PotterHarry Potter一起吃饭一起吃饭一起吃饭一起吃饭，，，，很酷很酷很酷很酷！！！！最让我们兴奋的是最让我们兴奋的是最让我们兴奋的是最让我们兴奋的是

坐 坐 坐 坐 ““““Harry Potter’s Chaotic RideHarry Potter’s Chaotic RideHarry Potter’s Chaotic RideHarry Potter’s Chaotic Ride””””过山车过山车过山车过山车。。。。啊呀啊呀啊呀啊呀，，，，我已我已我已我已

经不记得我们玩儿了多少次过山车经不记得我们玩儿了多少次过山车经不记得我们玩儿了多少次过山车经不记得我们玩儿了多少次过山车，，，，嗓子都哑了嗓子都哑了嗓子都哑了嗓子都哑了，，，，把一天的把一天的把一天的把一天的

兴奋全都喊出来了兴奋全都喊出来了兴奋全都喊出来了兴奋全都喊出来了！！！！离开乐园时离开乐园时离开乐园时离开乐园时，，，，天色已大黑天色已大黑天色已大黑天色已大黑，，，，我的感觉就我的感觉就我的感觉就我的感觉就

像是在做梦像是在做梦像是在做梦像是在做梦， ， ， ， 这一天就像生活在这一天就像生活在这一天就像生活在这一天就像生活在Harry PotterHarry PotterHarry PotterHarry Potter的梦里的梦里的梦里的梦里。。。。    

    每一个熟悉和喜欢    每一个熟悉和喜欢    每一个熟悉和喜欢    每一个熟悉和喜欢Harry PotterHarry PotterHarry PotterHarry Potter的小朋友都想生活得像 的小朋友都想生活得像 的小朋友都想生活得像 的小朋友都想生活得像 

Harry PotterHarry PotterHarry PotterHarry Potter一样一样一样一样。。。。在这个乐园里你的梦想可以成真在这个乐园里你的梦想可以成真在这个乐园里你的梦想可以成真在这个乐园里你的梦想可以成真！！！！如果如果如果如果

你想去你想去你想去你想去Harry PotterHarry PotterHarry PotterHarry Potter乐园的话乐园的话乐园的话乐园的话，，，，千万不要忘了告诉我呀千万不要忘了告诉我呀千万不要忘了告诉我呀千万不要忘了告诉我呀！ ！ ！ ！ 因因因因

为为为为，，，，我还想再去我还想再去我还想再去我还想再去。。。。    

                                            我的小朋友我的小朋友我的小朋友我的小朋友    

           万结西            万结西            万结西            万结西 7C7C7C7C    

    我有一群小朋友    我有一群小朋友    我有一群小朋友    我有一群小朋友，，，，你一定猜不到他们是谁你一定猜不到他们是谁你一定猜不到他们是谁你一定猜不到他们是谁。。。。    

    去年春天    去年春天    去年春天    去年春天，，，，外公在后院开了一小块土地种菜外公在后院开了一小块土地种菜外公在后院开了一小块土地种菜外公在后院开了一小块土地种菜。。。。他先在土他先在土他先在土他先在土

里撒了一些种子里撒了一些种子里撒了一些种子里撒了一些种子，，，，每天都去地里拔草每天都去地里拔草每天都去地里拔草每天都去地里拔草，，，，浇水浇水浇水浇水。。。。过了一个星过了一个星过了一个星过了一个星

期期期期，，，，小种子发芽了小种子发芽了小种子发芽了小种子发芽了，，，，长成了绿色的小秧苗长成了绿色的小秧苗长成了绿色的小秧苗长成了绿色的小秧苗。。。。秧苗慢慢地长秧苗慢慢地长秧苗慢慢地长秧苗慢慢地长

大大大大，，，，长成了一棵棵碧绿的青菜长成了一棵棵碧绿的青菜长成了一棵棵碧绿的青菜长成了一棵棵碧绿的青菜。 。 。 。 一天一天一天一天，，，，我的外公发现青菜叶我的外公发现青菜叶我的外公发现青菜叶我的外公发现青菜叶

子上有许多小洞子上有许多小洞子上有许多小洞子上有许多小洞，，，，再仔细看再仔细看再仔细看再仔细看，，，，他在青菜上找到了几条小毛毛他在青菜上找到了几条小毛毛他在青菜上找到了几条小毛毛他在青菜上找到了几条小毛毛

虫虫虫虫。。。。外公让我在菜地里抓虫子外公让我在菜地里抓虫子外公让我在菜地里抓虫子外公让我在菜地里抓虫子。。。。我第一天就抓到十几条我第一天就抓到十几条我第一天就抓到十几条我第一天就抓到十几条，，，，外外外外

公跟我说要掐死他们公跟我说要掐死他们公跟我说要掐死他们公跟我说要掐死他们，，，，但是我不想捏死他们但是我不想捏死他们但是我不想捏死他们但是我不想捏死他们。。。。这些虫子绿绿这些虫子绿绿这些虫子绿绿这些虫子绿绿

的的的的，，，，软软的软软的软软的软软的，，，，肚子下长着两排小脚肚子下长着两排小脚肚子下长着两排小脚肚子下长着两排小脚，，，，非常可爱非常可爱非常可爱非常可爱，，，，我很喜欢他我很喜欢他我很喜欢他我很喜欢他

们们们们。。。。我请求外公让我留着他们我请求外公让我留着他们我请求外公让我留着他们我请求外公让我留着他们，，，，外公同意了外公同意了外公同意了外公同意了。。。。我找了一个透我找了一个透我找了一个透我找了一个透

明的盒子把虫子放进去明的盒子把虫子放进去明的盒子把虫子放进去明的盒子把虫子放进去，，，，每天摘一些菜叶喂我的小毛毛虫每天摘一些菜叶喂我的小毛毛虫每天摘一些菜叶喂我的小毛毛虫每天摘一些菜叶喂我的小毛毛虫。。。。

他们吃得很多他们吃得很多他们吃得很多他们吃得很多，，，，一晚上可以吃掉一张青菜叶子一晚上可以吃掉一张青菜叶子一晚上可以吃掉一张青菜叶子一晚上可以吃掉一张青菜叶子，，，，他们一天一他们一天一他们一天一他们一天一

天长得更加大了天长得更加大了天长得更加大了天长得更加大了。。。。过了很久过了很久过了很久过了很久，，，，一天早晨一天早晨一天早晨一天早晨，，，，我打开盒子我打开盒子我打开盒子我打开盒子，，，，发现发现发现发现

他们变成了一个个棕色的小茧他们变成了一个个棕色的小茧他们变成了一个个棕色的小茧他们变成了一个个棕色的小茧。。。。我等啊等我等啊等我等啊等我等啊等，，，，但是他们在盒子但是他们在盒子但是他们在盒子但是他们在盒子

里一动都不动里一动都不动里一动都不动里一动都不动。。。。过了一个冬天过了一个冬天过了一个冬天过了一个冬天，，，，终于有一天终于有一天终于有一天终于有一天，，，，我看见小茧上我看见小茧上我看见小茧上我看见小茧上

出现了裂缝出现了裂缝出现了裂缝出现了裂缝，，，，我的小朋友们变了我的小朋友们变了我的小朋友们变了我的小朋友们变了，，，，他们变成了几个漂漂亮亮他们变成了几个漂漂亮亮他们变成了几个漂漂亮亮他们变成了几个漂漂亮亮

的蝴蝶的蝴蝶的蝴蝶的蝴蝶，，，，雪白雪白的雪白雪白的雪白雪白的雪白雪白的，，，，身上有淡淡细细的小黑点身上有淡淡细细的小黑点身上有淡淡细细的小黑点身上有淡淡细细的小黑点，，，，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七年级学生作文                七年级学生作文                七年级学生作文                七年级学生作文                辅导教师     齐红伟 辅导教师     齐红伟 辅导教师     齐红伟 辅导教师     齐红伟     

去北京和大连去北京和大连去北京和大连去北京和大连    

  陈嘉文   陈嘉文   陈嘉文   陈嘉文 7C7C7C7C    

                    今年夏天今年夏天今年夏天今年夏天，，，，我和妈妈我和妈妈我和妈妈我和妈妈，，，，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哥哥回中国度假哥哥回中国度假哥哥回中国度假哥哥回中国度假。。。。我们我们我们我们

先去北京看我的姥姥先去北京看我的姥姥先去北京看我的姥姥先去北京看我的姥姥，，，，大姨和三舅大姨和三舅大姨和三舅大姨和三舅。。。。然后又坐飞机去了大然后又坐飞机去了大然后又坐飞机去了大然后又坐飞机去了大

连连连连。。。。我们在北京和大连都玩的很开心我们在北京和大连都玩的很开心我们在北京和大连都玩的很开心我们在北京和大连都玩的很开心。。。。    

     在北京     在北京     在北京     在北京，，，，我们去了许多地方我们去了许多地方我们去了许多地方我们去了许多地方，，，，像天坛像天坛像天坛像天坛，，，，陶然亭陶然亭陶然亭陶然亭，，，，许多许多许多许多

公园公园公园公园。。。。天坛是皇帝祈祷丰收的地方天坛是皇帝祈祷丰收的地方天坛是皇帝祈祷丰收的地方天坛是皇帝祈祷丰收的地方。。。。里面的建筑又高又里面的建筑又高又里面的建筑又高又里面的建筑又高又

大大大大。。。。我们在天坛照了不少照片我们在天坛照了不少照片我们在天坛照了不少照片我们在天坛照了不少照片。。。。我也买了一个木制的天坛我也买了一个木制的天坛我也买了一个木制的天坛我也买了一个木制的天坛

纪念品纪念品纪念品纪念品。。。。在陶然亭在陶然亭在陶然亭在陶然亭， ， ， ， 我和妈妈我和妈妈我和妈妈我和妈妈，，，，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去划船去划船去划船去划船。。。。两周后我两周后我两周后我两周后我

和家人从北京飞往大连和家人从北京飞往大连和家人从北京飞往大连和家人从北京飞往大连。。。。大连的棒棰岛风景很美大连的棒棰岛风景很美大连的棒棰岛风景很美大连的棒棰岛风景很美。。。。大连有大连有大连有大连有

一家超市叫一家超市叫一家超市叫一家超市叫““““又好又多又好又多又好又多又好又多””””。。。。我在超市买了一本书叫我在超市买了一本书叫我在超市买了一本书叫我在超市买了一本书叫““““三国三国三国三国

演义演义演义演义””””和一个日记本和一个日记本和一个日记本和一个日记本。。。。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处是一个足球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处是一个足球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处是一个足球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处是一个足球

场和公园场和公园场和公园场和公园。。。。公园里卖冰淇淋还可以划船公园里卖冰淇淋还可以划船公园里卖冰淇淋还可以划船公园里卖冰淇淋还可以划船。。。。我们在大连住了我们在大连住了我们在大连住了我们在大连住了

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我们飞回北京我们飞回北京我们飞回北京我们飞回北京，，，，姥姥说姥姥说姥姥说姥姥说，，，，““““你们不在这周过得你们不在这周过得你们不在这周过得你们不在这周过得

真是太慢了真是太慢了真是太慢了真是太慢了””””。。。。    

    到了回美国的时候了    到了回美国的时候了    到了回美国的时候了    到了回美国的时候了。。。。那天早上姥姥竟然不知道我们那天早上姥姥竟然不知道我们那天早上姥姥竟然不知道我们那天早上姥姥竟然不知道我们

当天要走当天要走当天要走当天要走，，，，所以姥姥就哭了所以姥姥就哭了所以姥姥就哭了所以姥姥就哭了。。。。我们说我们说我们说我们说，，，，““““姥姥姥姥姥姥姥姥，，，，我们明年我们明年我们明年我们明年

夏天再来看您夏天再来看您夏天再来看您夏天再来看您。。。。””””                    

    

夏日游夏日游夏日游夏日游PoconosPoconosPoconosPoconos    

                     徐孟林                      徐孟林                      徐孟林                      徐孟林 7C7C7C7C    

    在这个夏天里我和我的一家人去了    在这个夏天里我和我的一家人去了    在这个夏天里我和我的一家人去了    在这个夏天里我和我的一家人去了PoconosPoconosPoconosPoconos，，，，这是给妈这是给妈这是给妈这是给妈

妈的礼物妈的礼物妈的礼物妈的礼物。。。。我们走在山上的小路上我们走在山上的小路上我们走在山上的小路上我们走在山上的小路上。。。。这个地方非常美丽这个地方非常美丽这个地方非常美丽这个地方非常美丽，，，，

风景非常好看风景非常好看风景非常好看风景非常好看，，，，我们走了很长的时间我们走了很长的时间我们走了很长的时间我们走了很长的时间。。。。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我们去了我们去了我们去了我们去了

Bushhill FallsBushhill FallsBushhill FallsBushhill Falls，，，，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瀑布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瀑布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瀑布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瀑布，，，，湖水很美丽湖水很美丽湖水很美丽湖水很美丽。。。。

这里有很多大树和好看的花这里有很多大树和好看的花这里有很多大树和好看的花这里有很多大树和好看的花，，，，而且很安静而且很安静而且很安静而且很安静。。。。第三天第三天第三天第三天，，，，我们我们我们我们

去大河飘游去大河飘游去大河飘游去大河飘游，，，，我很激动我很激动我很激动我很激动。。。。河水流得非常快河水流得非常快河水流得非常快河水流得非常快，，，，水里有很多大水里有很多大水里有很多大水里有很多大

石头石头石头石头。。。。天快黑时飘游结束了天快黑时飘游结束了天快黑时飘游结束了天快黑时飘游结束了，，，，我们又累又湿我们又累又湿我们又累又湿我们又累又湿。。。。这次夏日游这次夏日游这次夏日游这次夏日游

非常愉快非常愉快非常愉快非常愉快。。。。    

                                                                                        大连大连大连大连    

                   施林林                    施林林                    施林林                    施林林 7C7C7C7C    

    今年暑假    今年暑假    今年暑假    今年暑假，，，，妈妈带我和姐姐去了中国大连妈妈带我和姐姐去了中国大连妈妈带我和姐姐去了中国大连妈妈带我和姐姐去了中国大连。。。。大连是一大连是一大连是一大连是一

座漂亮的海滨城市座漂亮的海滨城市座漂亮的海滨城市座漂亮的海滨城市， ， ， ， 也是一个有名的旅游胜地也是一个有名的旅游胜地也是一个有名的旅游胜地也是一个有名的旅游胜地。。。。我的外我的外我的外我的外

公公公公，，，，外婆都住在那里外婆都住在那里外婆都住在那里外婆都住在那里。。。。到达大连的第二天到达大连的第二天到达大连的第二天到达大连的第二天，，，，舅舅带我们去舅舅带我们去舅舅带我们去舅舅带我们去

了大连森林动物园了大连森林动物园了大连森林动物园了大连森林动物园。。。。动物园分成散养园和圈养园两个园动物园分成散养园和圈养园两个园动物园分成散养园和圈养园两个园动物园分成散养园和圈养园两个园。。。。

在散养园里我们看到了散养的老虎和野狗在散养园里我们看到了散养的老虎和野狗在散养园里我们看到了散养的老虎和野狗在散养园里我们看到了散养的老虎和野狗。。。。还跟白脸牛羚还跟白脸牛羚还跟白脸牛羚还跟白脸牛羚

照了相照了相照了相照了相。。。。看完了泰国大象表演看完了泰国大象表演看完了泰国大象表演看完了泰国大象表演，，，，我们乘缆车来到了圈养我们乘缆车来到了圈养我们乘缆车来到了圈养我们乘缆车来到了圈养

园园园园。。。。圈养园里的动物可多了圈养园里的动物可多了圈养园里的动物可多了圈养园里的动物可多了。。。。在熊猫馆我们看到了大熊在熊猫馆我们看到了大熊在熊猫馆我们看到了大熊在熊猫馆我们看到了大熊

猫猫猫猫。。。。还看到很多小热带鱼还看到很多小热带鱼还看到很多小热带鱼还看到很多小热带鱼。。。。    

    外公    外公    外公    外公，，，，外婆都住的地方离一个叫罗斯福的大商场很外婆都住的地方离一个叫罗斯福的大商场很外婆都住的地方离一个叫罗斯福的大商场很外婆都住的地方离一个叫罗斯福的大商场很

近近近近。。。。我们常常走着去我们常常走着去我们常常走着去我们常常走着去。。。。罗斯福里面的商店可多了罗斯福里面的商店可多了罗斯福里面的商店可多了罗斯福里面的商店可多了。。。。有吃有吃有吃有吃

的的的的，，，，有玩的有玩的有玩的有玩的。。。。在那里在那里在那里在那里，，，，我们吃到了山西刀削面我们吃到了山西刀削面我们吃到了山西刀削面我们吃到了山西刀削面，，，，还吃到了还吃到了还吃到了还吃到了

上海小笼包上海小笼包上海小笼包上海小笼包。。。。    

     在中国的暑假过得真快啊     在中国的暑假过得真快啊     在中国的暑假过得真快啊     在中国的暑假过得真快啊，，，，一眨眼一眨眼一眨眼一眨眼，，，，就要开学了就要开学了就要开学了就要开学了。。。。我我我我

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外公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外公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外公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外公，，，，外婆外婆外婆外婆，，，，告别了大连告别了大连告别了大连告别了大连。。。。登上了回登上了回登上了回登上了回

美国的飞机美国的飞机美国的飞机美国的飞机。。。。什么时候再可以回大连呢?什么时候再可以回大连呢?什么时候再可以回大连呢?什么时候再可以回大连呢?    

(Continued on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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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的植物我们家的植物我们家的植物我们家的植物    

顾天韵 顾天韵 顾天韵 顾天韵 7C7C7C7C    

    外公    外公    外公    外公、、、、外婆第二次来到美国后外婆第二次来到美国后外婆第二次来到美国后外婆第二次来到美国后，，，，除了洗衣除了洗衣除了洗衣除了洗衣、、、、做菜就没有做菜就没有做菜就没有做菜就没有

什么好干的了什么好干的了什么好干的了什么好干的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有了有了有了有了！！！！让他们种种菜吧让他们种种菜吧让他们种种菜吧让他们种种菜吧！！！！于是我于是我于是我于是我

们就去买种子们就去买种子们就去买种子们就去买种子、、、、土和其他种菜需要的东西土和其他种菜需要的东西土和其他种菜需要的东西土和其他种菜需要的东西。。。。    

    回家后    回家后    回家后    回家后，，，，外公和外婆就忙开了外公和外婆就忙开了外公和外婆就忙开了外公和外婆就忙开了。。。。他们先是在每一个花盆他们先是在每一个花盆他们先是在每一个花盆他们先是在每一个花盆

里添一点儿土里添一点儿土里添一点儿土里添一点儿土，，，，然后撒种子然后撒种子然后撒种子然后撒种子，，，，在种子上面再铺上薄薄的一层在种子上面再铺上薄薄的一层在种子上面再铺上薄薄的一层在种子上面再铺上薄薄的一层

土土土土。。。。三个星期后三个星期后三个星期后三个星期后，，，，种子发芽了种子发芽了种子发芽了种子发芽了。。。。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我们的阳台上多出我们的阳台上多出我们的阳台上多出我们的阳台上多出

了好几个盆盆罐罐了好几个盆盆罐罐了好几个盆盆罐罐了好几个盆盆罐罐，，，，一下子变得热闹了一下子变得热闹了一下子变得热闹了一下子变得热闹了！！！！    

    自从种子播下去后    自从种子播下去后    自从种子播下去后    自从种子播下去后，，，，外公每天都要到阳台上去给植物浇外公每天都要到阳台上去给植物浇外公每天都要到阳台上去给植物浇外公每天都要到阳台上去给植物浇

水和整理水和整理水和整理水和整理。。。。在他的照顾下在他的照顾下在他的照顾下在他的照顾下，，，，这些植物从芽生长到小苗这些植物从芽生长到小苗这些植物从芽生长到小苗这些植物从芽生长到小苗，，，，从小从小从小从小

苗长成植物苗长成植物苗长成植物苗长成植物，，，，最后就一个个开花结果了最后就一个个开花结果了最后就一个个开花结果了最后就一个个开花结果了。。。。    

    我们种的最多的是西红柿了    我们种的最多的是西红柿了    我们种的最多的是西红柿了    我们种的最多的是西红柿了。。。。这些西红柿的叶子挨挨挤这些西红柿的叶子挨挨挤这些西红柿的叶子挨挨挤这些西红柿的叶子挨挨挤

挤的挤的挤的挤的，，，，一串串的西红柿也是你挤我碰一串串的西红柿也是你挤我碰一串串的西红柿也是你挤我碰一串串的西红柿也是你挤我碰。。。。我们种了四种西红我们种了四种西红我们种了四种西红我们种了四种西红

柿柿柿柿。。。。一种是红色的一种是红色的一种是红色的一种是红色的、、、、小小的小小的小小的小小的，，，，比一般的西红柿还要小比一般的西红柿还要小比一般的西红柿还要小比一般的西红柿还要小。。。。还有还有还有还有

一种又红又大一种又红又大一种又红又大一种又红又大， ， ， ， 形状也很奇怪形状也很奇怪形状也很奇怪形状也很奇怪，，，，有点儿歪有点儿歪有点儿歪有点儿歪。。。。另一种西红柿是另一种西红柿是另一种西红柿是另一种西红柿是

橘黄色的橘黄色的橘黄色的橘黄色的，，，，而且特别小而且特别小而且特别小而且特别小。。。。最后一种最有趣了最后一种最有趣了最后一种最有趣了最后一种最有趣了，，，，这一种西红柿这一种西红柿这一种西红柿这一种西红柿

和那个橘黄色的西红柿差不多大和那个橘黄色的西红柿差不多大和那个橘黄色的西红柿差不多大和那个橘黄色的西红柿差不多大，，，，但它们看起来像一个个小但它们看起来像一个个小但它们看起来像一个个小但它们看起来像一个个小

小的梨小的梨小的梨小的梨。。。。    

    目前    目前    目前    目前，，，，我们已经吃过无数的这些西红柿了我们已经吃过无数的这些西红柿了我们已经吃过无数的这些西红柿了我们已经吃过无数的这些西红柿了，，，，而且它们比而且它们比而且它们比而且它们比

买来的好吃多了买来的好吃多了买来的好吃多了买来的好吃多了。。。。外公外公外公外公、、、、外婆回中国以后外婆回中国以后外婆回中国以后外婆回中国以后，，，，我们还是继续照我们还是继续照我们还是继续照我们还是继续照

顾着我们的植物顾着我们的植物顾着我们的植物顾着我们的植物，，，，也希望明年能再种一些也希望明年能再种一些也希望明年能再种一些也希望明年能再种一些。。。。    

    

开学第一天 开学第一天 开学第一天 开学第一天     

王涓涓 王涓涓 王涓涓 王涓涓 7D7D7D7D    

    “    “    “    “起床了起床了起床了起床了！！！！起床了起床了起床了起床了！！！！””””我的手机闹铃在呼叫我的手机闹铃在呼叫我的手机闹铃在呼叫我的手机闹铃在呼叫。。。。我一骨碌我一骨碌我一骨碌我一骨碌

爬起来爬起来爬起来爬起来，，，，穿好昨天晚上准备好的衣服穿好昨天晚上准备好的衣服穿好昨天晚上准备好的衣服穿好昨天晚上准备好的衣服，，，，飞快地奔向楼下飞快地奔向楼下飞快地奔向楼下飞快地奔向楼下。。。。我我我我

好高兴好高兴好高兴好高兴！！！！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我急忙刷了牙我急忙刷了牙我急忙刷了牙我急忙刷了牙，，，，洗了脸洗了脸洗了脸洗了脸，，，，迫迫迫迫

不及待地抓起书包向车站跑去不及待地抓起书包向车站跑去不及待地抓起书包向车站跑去不及待地抓起书包向车站跑去。。。。    

    一下校车    一下校车    一下校车    一下校车，，，，我随着蜂拥而出的人群我随着蜂拥而出的人群我随着蜂拥而出的人群我随着蜂拥而出的人群，，，，跨入校门跨入校门跨入校门跨入校门。。。。我的书我的书我的书我的书

包沉甸甸的包沉甸甸的包沉甸甸的包沉甸甸的，，，，装满了各门课所要求的必需物品装满了各门课所要求的必需物品装满了各门课所要求的必需物品装满了各门课所要求的必需物品，，，，我感觉我就我感觉我就我感觉我就我感觉我就

像一头小骆驼在沙漠中寻进像一头小骆驼在沙漠中寻进像一头小骆驼在沙漠中寻进像一头小骆驼在沙漠中寻进。。。。我蹦蹦跳跳上了三楼我蹦蹦跳跳上了三楼我蹦蹦跳跳上了三楼我蹦蹦跳跳上了三楼，，，，寻找我寻找我寻找我寻找我

的新教室的新教室的新教室的新教室。。。。我找到了门上写着我找到了门上写着我找到了门上写着我找到了门上写着：'：'：'：'狐狸博士狐狸博士狐狸博士狐狸博士5F'5F'5F'5F'字样的教室字样的教室字样的教室字样的教室。。。。

此刻我迟疑了此刻我迟疑了此刻我迟疑了此刻我迟疑了：：：：今年狐狸博士做我的班主任今年狐狸博士做我的班主任今年狐狸博士做我的班主任今年狐狸博士做我的班主任，，，，他的严厉是全他的严厉是全他的严厉是全他的严厉是全

校闻名的校闻名的校闻名的校闻名的，，，，他经常给意想不到的考试他经常给意想不到的考试他经常给意想不到的考试他经常给意想不到的考试，，，，弄得大家措手不及弄得大家措手不及弄得大家措手不及弄得大家措手不及。。。。

他会不会在开学第一天考我们呢他会不会在开学第一天考我们呢他会不会在开学第一天考我们呢他会不会在开学第一天考我们呢？？？？经过整个暑假经过整个暑假经过整个暑假经过整个暑假，，，，我可把以我可把以我可把以我可把以

前学的都忘光了前学的都忘光了前学的都忘光了前学的都忘光了。。。。我怀着忑忑不安的心情我怀着忑忑不安的心情我怀着忑忑不安的心情我怀着忑忑不安的心情，，，，悄悄地地拉开了悄悄地地拉开了悄悄地地拉开了悄悄地地拉开了

门门门门：：：：果然不假果然不假果然不假果然不假，，，，二十几个学生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二十几个学生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二十几个学生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二十几个学生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

里里里里，，，，好像都很紧张好像都很紧张好像都很紧张好像都很紧张。。。。狐狸博士问我叫什么名字狐狸博士问我叫什么名字狐狸博士问我叫什么名字狐狸博士问我叫什么名字，，，，然后然后然后然后，，，，指着指着指着指着

墙角对我说墙角对我说墙角对我说墙角对我说：：：：““““找到自己的坐位找到自己的坐位找到自己的坐位找到自己的坐位，，，，准备上课准备上课准备上课准备上课””””。。。。我蹑手蹑脚我蹑手蹑脚我蹑手蹑脚我蹑手蹑脚

地找到自己的座位地找到自己的座位地找到自己的座位地找到自己的座位，，，，轻轻地坐下轻轻地坐下轻轻地坐下轻轻地坐下。。。。接着接着接着接着，，，，他敲了敲黑板上专他敲了敲黑板上专他敲了敲黑板上专他敲了敲黑板上专

门钉上去的一块金属片门钉上去的一块金属片门钉上去的一块金属片门钉上去的一块金属片，，，，对大家说对大家说对大家说对大家说：：：：““““今天是开学第一天今天是开学第一天今天是开学第一天今天是开学第一天，，，，

对我来说你们都是新学生对我来说你们都是新学生对我来说你们都是新学生对我来说你们都是新学生，，，，你们之间大概也有四分之一的同你们之间大概也有四分之一的同你们之间大概也有四分之一的同你们之间大概也有四分之一的同

学不认识学不认识学不认识学不认识。。。。所以我们在上第一堂课之前所以我们在上第一堂课之前所以我们在上第一堂课之前所以我们在上第一堂课之前，，，，按座位分组简单自按座位分组简单自按座位分组简单自按座位分组简单自

我介绍两分钟我介绍两分钟我介绍两分钟我介绍两分钟，，，，然后全班互相介绍然后全班互相介绍然后全班互相介绍然后全班互相介绍””””。。。。听到他的话听到他的话听到他的话听到他的话，，，，我原本我原本我原本我原本

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一半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一半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一半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一半。 。 。 。 老师将我们分成了五个小组老师将我们分成了五个小组老师将我们分成了五个小组老师将我们分成了五个小组，，，，每个每个每个每个

小组按姓排列顺序小组按姓排列顺序小组按姓排列顺序小组按姓排列顺序，，，，轮流介绍轮流介绍轮流介绍轮流介绍。。。。之后之后之后之后，，，，他又让大家坐成圆他又让大家坐成圆他又让大家坐成圆他又让大家坐成圆

圈圈圈圈，，，，开始早晨问候和全班介绍开始早晨问候和全班介绍开始早晨问候和全班介绍开始早晨问候和全班介绍。。。。一位有咖啡色加淡综色长一位有咖啡色加淡综色长一位有咖啡色加淡综色长一位有咖啡色加淡综色长

头发的男孩头发的男孩头发的男孩头发的男孩，，，，甩了甩额头的头发说甩了甩额头的头发说甩了甩额头的头发说甩了甩额头的头发说：：：：““““我叫斯盖勒我叫斯盖勒我叫斯盖勒我叫斯盖勒，，，，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妈妈只有我一个妈妈只有我一个妈妈只有我一个妈妈只有我一个，，，，””””他清了清嗓子又继续他清了清嗓子又继续他清了清嗓子又继续他清了清嗓子又继续，，，，““““我喜欢画我喜欢画我喜欢画我喜欢画

画画画画，，，，也最爱打篮球也最爱打篮球也最爱打篮球也最爱打篮球””””。。。。说完说完说完说完，，，，他又向大家笑了笑他又向大家笑了笑他又向大家笑了笑他又向大家笑了笑。。。。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

为他热烈鼓掌为他热烈鼓掌为他热烈鼓掌为他热烈鼓掌。。。。另一位黑头发的男孩接下来说另一位黑头发的男孩接下来说另一位黑头发的男孩接下来说另一位黑头发的男孩接下来说：：：：““““我汤姆我汤姆我汤姆我汤姆

斯斯斯斯，，，，从南韩来从南韩来从南韩来从南韩来，，，，我最爱滑雪我最爱滑雪我最爱滑雪我最爱滑雪，，，，冬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冬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冬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冬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

大家为他叫好大家为他叫好大家为他叫好大家为他叫好，，，，还有的同学说还有的同学说还有的同学说还有的同学说““““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我也喜欢滑我也喜欢滑我也喜欢滑我也喜欢滑

雪雪雪雪””””。。。。轮到我了轮到我了轮到我了轮到我了，，，，我不慌不忙地说我不慌不忙地说我不慌不忙地说我不慌不忙地说：：：：““““我叫伊丽莎白我叫伊丽莎白我叫伊丽莎白我叫伊丽莎白，，，，是是是是

家里的老三家里的老三家里的老三家里的老三，，，，有三个宠物有三个宠物有三个宠物有三个宠物，，，，我喜爱粉红色我喜爱粉红色我喜爱粉红色我喜爱粉红色；；；；我喜欢读书和我喜欢读书和我喜欢读书和我喜欢读书和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我将来想做医生或律师我将来想做医生或律师我将来想做医生或律师我将来想做医生或律师。。。。我姓王我姓王我姓王我姓王，，，，在中文里是国王在中文里是国王在中文里是国王在中文里是国王

的意思的意思的意思的意思，，，，我是中国人的后代我是中国人的后代我是中国人的后代我是中国人的后代，，，，那就说我是龙的传人那就说我是龙的传人那就说我是龙的传人那就说我是龙的传人。。。。我每我每我每我每

周日去学中文周日去学中文周日去学中文周日去学中文，，，，能说能说能说能说，，，，会写会写会写会写，，，，我很自豪我很自豪我很自豪我很自豪。。。。””””同学们听了我同学们听了我同学们听了我同学们听了我

一连串的介绍一连串的介绍一连串的介绍一连串的介绍，，，，都为我鼓劲儿呐好都为我鼓劲儿呐好都为我鼓劲儿呐好都为我鼓劲儿呐好，，，，我向大家摆手表示感我向大家摆手表示感我向大家摆手表示感我向大家摆手表示感

谢谢谢谢。。。。狐狸博士也点头微笑狐狸博士也点头微笑狐狸博士也点头微笑狐狸博士也点头微笑，，，，表示满意表示满意表示满意表示满意。 。 。 。 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同学们都同学们都同学们都同学们都

个个迫不及待地发言个个迫不及待地发言个个迫不及待地发言个个迫不及待地发言。。。。全班的气氛好不活跃全班的气氛好不活跃全班的气氛好不活跃全班的气氛好不活跃。。。。最后最后最后最后，，，，狐狸狐狸狐狸狐狸

博士作了课堂总结博士作了课堂总结博士作了课堂总结博士作了课堂总结，，，，新学期的第一堂课就在友好而快乐的新学期的第一堂课就在友好而快乐的新学期的第一堂课就在友好而快乐的新学期的第一堂课就在友好而快乐的

谈笑声中结束了谈笑声中结束了谈笑声中结束了谈笑声中结束了。。。。    

    第一天的课    第一天的课    第一天的课    第一天的课，，，，紧张而又愉快紧张而又愉快紧张而又愉快紧张而又愉快：：：：我认识了我的新老师我认识了我的新老师我认识了我的新老师我认识了我的新老师

们们们们，，，，还交了几位新朋友还交了几位新朋友还交了几位新朋友还交了几位新朋友。。。。一天的课结束后一天的课结束后一天的课结束后一天的课结束后，，，，我的书包轻我的书包轻我的书包轻我的书包轻

了了了了，，，，我的心情也放松了我的心情也放松了我的心情也放松了我的心情也放松了。。。。我想我想我想我想，，，，狐狸博士没那么可怕狐狸博士没那么可怕狐狸博士没那么可怕狐狸博士没那么可怕，，，，其其其其

余的老师也很和气余的老师也很和气余的老师也很和气余的老师也很和气，，，，我喜欢我的新老师和新同学们我喜欢我的新老师和新同学们我喜欢我的新老师和新同学们我喜欢我的新老师和新同学们。。。。五年五年五年五年

级会是节拍紧张级会是节拍紧张级会是节拍紧张级会是节拍紧张，，，，知识量广知识量广知识量广知识量广，，，，具有很强的挑战性的一年具有很强的挑战性的一年具有很强的挑战性的一年具有很强的挑战性的一年，，，，

将是我告别小学升入初中的一年将是我告别小学升入初中的一年将是我告别小学升入初中的一年将是我告别小学升入初中的一年，，，，也会是我最难忘而快乐也会是我最难忘而快乐也会是我最难忘而快乐也会是我最难忘而快乐

的一年的一年的一年的一年。。。。我背着书包我背着书包我背着书包我背着书包，，，，迈着轻快的步子迈着轻快的步子迈着轻快的步子迈着轻快的步子，，，，向家门走去向家门走去向家门走去向家门走去。。。。我我我我

边走边回味着开学第一天的每一幕边走边回味着开学第一天的每一幕边走边回味着开学第一天的每一幕边走边回味着开学第一天的每一幕，，，，迎着夕阳迎着夕阳迎着夕阳迎着夕阳，，，，禁不住地禁不住地禁不住地禁不住地

笑了笑了笑了笑了。 。 。 。     

                                                                                                贵州游 贵州游 贵州游 贵州游     

                                            刘雨桐 刘雨桐 刘雨桐 刘雨桐 7C7C7C7C    

                去年我们全家回中国探亲去年我们全家回中国探亲去年我们全家回中国探亲去年我们全家回中国探亲，，，，在贵州旅游了很长时间在贵州旅游了很长时间在贵州旅游了很长时间在贵州旅游了很长时间。。。。

贵州可美了贵州可美了贵州可美了贵州可美了。。。。坐在汽车里向外看去坐在汽车里向外看去坐在汽车里向外看去坐在汽车里向外看去，，，，只见群山环抱只见群山环抱只见群山环抱只见群山环抱，，，，山顶山顶山顶山顶

是雾蒙的是雾蒙的是雾蒙的是雾蒙的，，，，和天空的云化了一片和天空的云化了一片和天空的云化了一片和天空的云化了一片。。。。山边有一条小河山边有一条小河山边有一条小河山边有一条小河。。。。小河小河小河小河

水很清净水很清净水很清净水很清净，，，，你可以看到河里五颜六色的鹅卵你可以看到河里五颜六色的鹅卵你可以看到河里五颜六色的鹅卵你可以看到河里五颜六色的鹅卵    

石石石石。。。。山脚下有一片一片的茶园和苗家山寨山脚下有一片一片的茶园和苗家山寨山脚下有一片一片的茶园和苗家山寨山脚下有一片一片的茶园和苗家山寨，，，，茶树有的是绿茶树有的是绿茶树有的是绿茶树有的是绿

色的色的色的色的，，，，有的是紫红色的有的是紫红色的有的是紫红色的有的是紫红色的。。。。山谷间有零星苗家小屋山谷间有零星苗家小屋山谷间有零星苗家小屋山谷间有零星苗家小屋。。。。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

房子都是用木头做的房子都是用木头做的房子都是用木头做的房子都是用木头做的。。。。看上去就像中国的山水画看上去就像中国的山水画看上去就像中国的山水画看上去就像中国的山水画。。。。    

                苗族人的衣服也很漂亮苗族人的衣服也很漂亮苗族人的衣服也很漂亮苗族人的衣服也很漂亮。。。。有很多绣上去的花和动物有很多绣上去的花和动物有很多绣上去的花和动物有很多绣上去的花和动物。 。 。 。 

他们个个会唱歌他们个个会唱歌他们个个会唱歌他们个个会唱歌，，，，他们的嗓子很嘹亮他们的嗓子很嘹亮他们的嗓子很嘹亮他们的嗓子很嘹亮，，，，歌声可以传到很歌声可以传到很歌声可以传到很歌声可以传到很

远远远远。。。。他们的饭也很好吃他们的饭也很好吃他们的饭也很好吃他们的饭也很好吃，，，，我回到了美国一个半月都吃不下我回到了美国一个半月都吃不下我回到了美国一个半月都吃不下我回到了美国一个半月都吃不下

饭饭饭饭。。。。到现在我一想起来还流口水到现在我一想起来还流口水到现在我一想起来还流口水到现在我一想起来还流口水。。。。    

                贵州什么都那么美好贵州什么都那么美好贵州什么都那么美好贵州什么都那么美好。。。。我还想再去那里旅游我还想再去那里旅游我还想再去那里旅游我还想再去那里旅游。。。。    

记一次游泳比賽记一次游泳比賽记一次游泳比賽记一次游泳比賽    

        徐诗薇 徐诗薇 徐诗薇 徐诗薇 7D7D7D7D    

    今天我参加了我们学区游泳队今年的第一个比赛.很多    今天我参加了我们学区游泳队今年的第一个比赛.很多    今天我参加了我们学区游泳队今年的第一个比赛.很多    今天我参加了我们学区游泳队今年的第一个比赛.很多

运动员和他们的家长都来了.运动员和他们的家长都来了.运动员和他们的家长都来了.运动员和他们的家长都来了.    

    我们先进行热身,然后开始正式比赛.随着发令枪响,一    我们先进行热身,然后开始正式比赛.随着发令枪响,一    我们先进行热身,然后开始正式比赛.随着发令枪响,一    我们先进行热身,然后开始正式比赛.随着发令枪响,一

(Continued on p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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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运动员跳入水中,像飞鱼一样,速度很快地冲出去个个运动员跳入水中,像飞鱼一样,速度很快地冲出去个个运动员跳入水中,像飞鱼一样,速度很快地冲出去个个运动员跳入水中,像飞鱼一样,速度很快地冲出去……………………    

    轮到我时,我开始有点紧张,但我很快调整好了心态.我    轮到我时,我开始有点紧张,但我很快调整好了心态.我    轮到我时,我开始有点紧张,但我很快调整好了心态.我    轮到我时,我开始有点紧张,但我很快调整好了心态.我

想,紧张有什么用呢!只有沉着,冷静,认真地做好每一个动想,紧张有什么用呢!只有沉着,冷静,认真地做好每一个动想,紧张有什么用呢!只有沉着,冷静,认真地做好每一个动想,紧张有什么用呢!只有沉着,冷静,认真地做好每一个动

作,才能成功.我参加了自由泳,蛙泳,蝶泳,仰泳和混合泳的作,才能成功.我参加了自由泳,蛙泳,蝶泳,仰泳和混合泳的作,才能成功.我参加了自由泳,蛙泳,蝶泳,仰泳和混合泳的作,才能成功.我参加了自由泳,蛙泳,蝶泳,仰泳和混合泳的

比赛.我共得了五个小组第一名和一个小组第二名.爸爸妈妈比赛.我共得了五个小组第一名和一个小组第二名.爸爸妈妈比赛.我共得了五个小组第一名和一个小组第二名.爸爸妈妈比赛.我共得了五个小组第一名和一个小组第二名.爸爸妈妈

和我都很高兴.和我都很高兴.和我都很高兴.和我都很高兴.    

    今后,我一定会更加努力,争取游出更好成绩!    今后,我一定会更加努力,争取游出更好成绩!    今后,我一定会更加努力,争取游出更好成绩!    今后,我一定会更加努力,争取游出更好成绩!    

    

我去西点军校我去西点军校我去西点军校我去西点军校    

杨洋杨洋杨洋杨洋    

    昨天我七点钟起来去西点军校    昨天我七点钟起来去西点军校    昨天我七点钟起来去西点军校    昨天我七点钟起来去西点军校。。。。我我我我，，，，我妈我妈我妈我妈，，，，和我的朋友和我的朋友和我的朋友和我的朋友

去看西点军校了去看西点军校了去看西点军校了去看西点军校了。。。。在那里我看见了许多枪在那里我看见了许多枪在那里我看见了许多枪在那里我看见了许多枪，，，，陆军陆军陆军陆军，，，，和他们的和他们的和他们的和他们的

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在陆军的学校有一个枪展览馆在陆军的学校有一个枪展览馆在陆军的学校有一个枪展览馆在陆军的学校有一个枪展览馆。。。。在展览馆里面在展览馆里面在展览馆里面在展览馆里面，，，，我看我看我看我看

见了好都坦克见了好都坦克见了好都坦克见了好都坦克，，，，许多大枪和手枪许多大枪和手枪许多大枪和手枪许多大枪和手枪，，，，还看见了一个非常古老的还看见了一个非常古老的还看见了一个非常古老的还看见了一个非常古老的

枪枪枪枪。。。。西点军校出了两个总统西点军校出了两个总统西点军校出了两个总统西点军校出了两个总统，，，，他们是他们是他们是他们是Eisenhower Eisenhower Eisenhower Eisenhower 和 和 和 和 

GrantGrantGrantGrant，，，，还有好多有名的运动员和好多个国会议员还有好多有名的运动员和好多个国会议员还有好多有名的运动员和好多个国会议员还有好多有名的运动员和好多个国会议员。。。。这个学这个学这个学这个学

校最有名的是他们的橄榄球队校最有名的是他们的橄榄球队校最有名的是他们的橄榄球队校最有名的是他们的橄榄球队。。。。每年他们都与海军比每年他们都与海军比每年他们都与海军比每年他们都与海军比，，，，今年今年今年今年

的比赛就在费城的比赛就在费城的比赛就在费城的比赛就在费城，，，，我希望我能拿到一张票去看他们的比赛我希望我能拿到一张票去看他们的比赛我希望我能拿到一张票去看他们的比赛我希望我能拿到一张票去看他们的比赛。。。。

西点军校很难进去西点军校很难进去西点军校很难进去西点军校很难进去。。。。你先得学习好你先得学习好你先得学习好你先得学习好，，，，而且身体也得特别好而且身体也得特别好而且身体也得特别好而且身体也得特别好。。。。

这个学校不需要交学费但是你毕业的时候需要在陆军里服务这个学校不需要交学费但是你毕业的时候需要在陆军里服务这个学校不需要交学费但是你毕业的时候需要在陆军里服务这个学校不需要交学费但是你毕业的时候需要在陆军里服务

八年八年八年八年。 。 。 。     

    昨天我还去了大熊山    昨天我还去了大熊山    昨天我还去了大熊山    昨天我还去了大熊山。。。。那个地方特别漂亮那个地方特别漂亮那个地方特别漂亮那个地方特别漂亮，，，，有五颜六色有五颜六色有五颜六色有五颜六色

的树的树的树的树，，，，美丽的山美丽的山美丽的山美丽的山，，，，还有清澈的湖还有清澈的湖还有清澈的湖还有清澈的湖。。。。我们在公园走了一个钟我们在公园走了一个钟我们在公园走了一个钟我们在公园走了一个钟

头头头头，，，，然后去中国餐馆吃饭然后去中国餐馆吃饭然后去中国餐馆吃饭然后去中国餐馆吃饭。。。。吃晚饭后我们开车回家了吃晚饭后我们开车回家了吃晚饭后我们开车回家了吃晚饭后我们开车回家了。。。。这真这真这真这真

是一个丰富和快乐的一天是一个丰富和快乐的一天是一个丰富和快乐的一天是一个丰富和快乐的一天。。。。    

    

                                                                        我的新学校 我的新学校 我的新学校 我的新学校     

 王佳怡  王佳怡  王佳怡  王佳怡 7C7C7C7C        

    今年我去了新学校    今年我去了新学校    今年我去了新学校    今年我去了新学校----SkyviewSkyviewSkyviewSkyview上六年级.上六年级.上六年级.上六年级.SkyviewSkyviewSkyviewSkyview建于建于建于建于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所有的设备都是最先进的所有的设备都是最先进的所有的设备都是最先进的所有的设备都是最先进的。。。。很多时候老师们也不很多时候老师们也不很多时候老师们也不很多时候老师们也不

知道怎样应用知道怎样应用知道怎样应用知道怎样应用。。。。还得靠咱们帮助解决还得靠咱们帮助解决还得靠咱们帮助解决还得靠咱们帮助解决。。。。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每次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都特别开心我们都特别开心我们都特别开心我们都特别开心。。。。我们也有教老师的时候我们也有教老师的时候我们也有教老师的时候我们也有教老师的时候。。。。新学校真大新学校真大新学校真大新学校真大

呀呀呀呀。。。。刚开始时我常常迷路刚开始时我常常迷路刚开始时我常常迷路刚开始时我常常迷路，，，，还非常惊呀厕所的灯会自动关还非常惊呀厕所的灯会自动关还非常惊呀厕所的灯会自动关还非常惊呀厕所的灯会自动关

启启启启。。。。我非常喜欢我的新学校我非常喜欢我的新学校我非常喜欢我的新学校我非常喜欢我的新学校。。。。    

    

    游拉斯维加斯游拉斯维加斯游拉斯维加斯游拉斯维加斯    

                     张华龙                      张华龙                      张华龙                      张华龙 7C7C7C7C    

    我家暑假去拉斯维加斯了    我家暑假去拉斯维加斯了    我家暑假去拉斯维加斯了    我家暑假去拉斯维加斯了。。。。这是一个沙漠城市这是一个沙漠城市这是一个沙漠城市这是一个沙漠城市。。。。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沙漠里什么都没有沙漠里什么都没有沙漠里什么都没有沙漠里什么都没有，，，，但是这儿不一样但是这儿不一样但是这儿不一样但是这儿不一样，，，，这儿有很多不同的这儿有很多不同的这儿有很多不同的这儿有很多不同的

植物植物植物植物，，，，一直到很晚还灯火辉煌一直到很晚还灯火辉煌一直到很晚还灯火辉煌一直到很晚还灯火辉煌，，，，人流涌动人流涌动人流涌动人流涌动。。。。那儿有各种各那儿有各种各那儿有各种各那儿有各种各

样的活动和表演样的活动和表演样的活动和表演样的活动和表演，，，，我都看了火山爆发我都看了火山爆发我都看了火山爆发我都看了火山爆发、、、、狮子表演狮子表演狮子表演狮子表演、、、、海盗演海盗演海盗演海盗演

出出出出。。。。还有步行街的霓虹灯还有步行街的霓虹灯还有步行街的霓虹灯还有步行街的霓虹灯。。。。我还坐了过山车我还坐了过山车我还坐了过山车我还坐了过山车。。。。我很喜欢坐我很喜欢坐我很喜欢坐我很喜欢坐

过山车的感觉过山车的感觉过山车的感觉过山车的感觉。。。。拉斯维加斯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拉斯维加斯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拉斯维加斯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拉斯维加斯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