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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1月月月月18日至日至日至日至20日日日日对对对对美美美美国进国进国进国进行正式行正式行正式行正式

国国国国事事事事访问访问访问访问，，，，费费费费城城城城侨学侨学侨学侨学界界界界将组织侨学将组织侨学将组织侨学将组织侨学各界赴美各界赴美各界赴美各界赴美国国国国首府首府首府首府华华华华盛盛盛盛顿顿顿顿

欢欢欢欢迎胡迎胡迎胡迎胡锦涛锦涛锦涛锦涛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由于大家的热情非常高由于大家的热情非常高由于大家的热情非常高由于大家的热情非常高，，，，1月月月月18日至日至日至日至报报报报

名去华盛顿欢迎胡锦涛主席的人数很多名去华盛顿欢迎胡锦涛主席的人数很多名去华盛顿欢迎胡锦涛主席的人数很多名去华盛顿欢迎胡锦涛主席的人数很多，，，，现在大巴座位已现在大巴座位已现在大巴座位已现在大巴座位已

满满满满。。。。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周四周四周四周四1月月月月20日日日日还还还还有一次机有一次机有一次机有一次机会会会会，，，，可以去可以去可以去可以去华华华华盛盛盛盛顿欢顿欢顿欢顿欢

送胡送胡送胡送胡锦涛 锦涛 锦涛 锦涛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待遇与周二的完全一待遇与周二的完全一待遇与周二的完全一待遇与周二的完全一样样样样，，，，为为为为每位去每位去每位去每位去华华华华盛盛盛盛

顿欢顿欢顿欢顿欢送胡送胡送胡送胡锦涛锦涛锦涛锦涛主席的主席的主席的主席的侨侨侨侨胞提供免胞提供免胞提供免胞提供免费费费费大巴大巴大巴大巴、、、、午餐午餐午餐午餐、、、、晚餐晚餐晚餐晚餐，，，，以以以以

及及及及《《《《四海同春四海同春四海同春四海同春》》》》慰慰慰慰问问问问演出入演出入演出入演出入场场场场券一券一券一券一张张张张，，，，补补补补助助助助费费费费20美元美元美元美元。。。。如 如 如 如 

孩子想去孩子想去孩子想去孩子想去，，，，希望不要太小希望不要太小希望不要太小希望不要太小，，，，在在在在10岁岁岁岁以上以上以上以上。。。。报报报报名截止日期是名截止日期是名截止日期是名截止日期是

1月月月月17日日日日。。。。欢送胡锦涛主席行程如下欢送胡锦涛主席行程如下欢送胡锦涛主席行程如下欢送胡锦涛主席行程如下：：：：一一一一、、、、1月月月月20日早上日早上日早上日早上8

点点点点集合集合集合集合（（（（地地地地点点点点待定待定待定待定），），），），分乘大巴分乘大巴分乘大巴分乘大巴车车车车出出出出发发发发，，，，中午在中午在中午在中午在华华华华盛盛盛盛顿顿顿顿附附附附

近近近近进进进进午餐午餐午餐午餐。。。。二二二二、、、、下午下午下午下午1点点点点左右到左右到左右到左右到达欢达欢达欢达欢送地送地送地送地点点点点。。。。三三三三、、、、下午下午下午下午3点点点点

由由由由华华华华盛盛盛盛顿顿顿顿返回返回返回返回，，，，在在在在费费费费城中城中城中城中国国国国城城城城进进进进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 Greatwall Chinese School will host annual gala. We 

encourage all students, teachers, parents and 

friends to attend the event. 

⇒ Date: Feb. 6th, 2011 

⇒ Time: 2:30pm - 4:30pm    

⇒ Place: Centennial Hall Performing Arts Cen-

ter at The Haverford School 

450 Lancaster Av - Haverford PA 19041    

If you or your friends would like to be our program 

sponsor, please contact school@greatwall.org or  

leizhou2005@gmail.com.    

    

•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2222月月月月6666日晚日晚日晚日晚7777时时时时，，，，中中中中国侨联国侨联国侨联国侨联《《《《亲亲亲亲情中情中情中情中华华华华》》》》艺术团将艺术团将艺术团将艺术团将在在在在

费费费费城城城城宾宾宾宾夕法尼夕法尼夕法尼夕法尼亚亚亚亚大大大大学 学 学 学 Irvine Auditorium (Irvine Auditorium (Irvine Auditorium (Irvine Auditorium (地地地地点点点点在 在 在 在 33 33 33 33 

St.St.St.St.    at Spruce)at Spruce)at Spruce)at Spruce)举举举举行慰行慰行慰行慰问问问问演出演出演出演出，，，，票价票价票价票价为为为为每每每每张$张$张$张$20202020。。。。售票售票售票售票电电电电

子子子子邮邮邮邮件件件件：：：：bonnie.ren@gmail.com。。。。    

• Due to the Chinese Karate class schedule, the 

school wide parents meeting for Spring 2011 will 

be held on Sunday 1/23/2011, at 10:30am, 

12:30pm and 2:30pm (possibly) in the auditorium. 

As we normally do, parents first meet in your 

classroom for 20-25min presentation/teaching 

plans, etc and then come down to the auditorium 

to attend the school wide meeting. 

•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2222月月月月25252525日日日日，，，，由中由中由中由中国国务国国务国国务国国务院院院院侨务办侨务办侨务办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公室副主任公室副主任公室副主任马马马马儒儒儒儒

沛率沛率沛率沛率领领领领的的的的《《《《四海同春四海同春四海同春四海同春》》》》艺术 团艺术 团艺术 团艺术 团，，，，将将将将在在在在费费费费城演出慰城演出慰城演出慰城演出慰问侨问侨问侨问侨

胞胞胞胞。《。《。《。《四海同春四海同春四海同春四海同春》》》》艺术团艺术团艺术团艺术团由解放由解放由解放由解放军广军广军广军广州州州州军区战军区战军区战军区战士士士士杂杂杂杂技技技技

团组团组团组团组成成成成，，，，中中中中国广国广国广国广州州州州军区战军区战军区战军区战士士士士杂杂杂杂技技技技团开团开团开团开世界世界世界世界马戏艺术马戏艺术马戏艺术马戏艺术之之之之

先河先河先河先河，，，，将将将将芭蕾嫁接到芭蕾嫁接到芭蕾嫁接到芭蕾嫁接到杂杂杂杂技中技中技中技中，，，，设计设计设计设计、、、、创创创创作了集作了集作了集作了集杂杂杂杂技技技技、、、、

芭蕾芭蕾芭蕾芭蕾、、、、民族舞民族舞民族舞民族舞、、、、技巧技巧技巧技巧、、、、体操于一体的体操于一体的体操于一体的体操于一体的《《《《东东东东方天方天方天方天鹅鹅鹅鹅－－－－芭芭芭芭

蕾蕾蕾蕾对对对对手手手手顶顶顶顶》。》。》。》。他他他他们们们们的表演柔中的表演柔中的表演柔中的表演柔中见难见难见难见难，，，，难难难难中有惊中有惊中有惊中有惊，，，，惊中惊中惊中惊中

带险带险带险带险，，，，险险险险中生美中生美中生美中生美，，，，技惊四座技惊四座技惊四座技惊四座，，，，催人催人催人催人泪泪泪泪下下下下。 。 。 。 其他主要其他主要其他主要其他主要节节节节

目有目有目有目有：：：：杂杂杂杂技技技技《《《《举举举举扛杆扛杆扛杆扛杆》、《》、《》、《》、《双双双双扛扛扛扛飞飞飞飞杆杆杆杆》、《》、《》、《》、《神圈神圈神圈神圈飞飞飞飞

鸽鸽鸽鸽》、《》、《》、《》、《彩彩彩彩纸变纸变纸变纸变花球花球花球花球纱纱纱纱中出中出中出中出鸽鸽鸽鸽》、《》、《》、《》、《双顶双顶双顶双顶碗碗碗碗》、《》、《》、《》、《跳跳跳跳

木木木木马马马马》、《》、《》、《》、《双双双双爬杆爬杆爬杆爬杆》、（》、（》、（》、（狮狮狮狮子舞子舞子舞子舞》、《》、《》、《》、《小跳 板小跳 板小跳 板小跳 板》、》、》、》、

《《《《钻钻钻钻地圈地圈地圈地圈》、《》、《》、《》、《高台定高台定高台定高台定车车车车）、《）、《）、《）、《对对对对手手手手顶顶顶顶》、《》、《》、《》、《抖抖抖抖轿轿轿轿

子子子子》、《》、《》、《》、《女子大跳板女子大跳板女子大跳板女子大跳板》、《》、《》、《》、《蹬板凳蹬板凳蹬板凳蹬板凳》》》》等等等等。 。 。 。 演出地演出地演出地演出地点点点点在在在在

费费费费城 城 城 城 Merriam Theater (250 South Broad Street, Merriam Theater (250 South Broad Street, Merriam Theater (250 South Broad Street, Merriam Theater (250 South Broad Street, 

Philadelphia, PA 19102) Philadelphia, PA 19102) Philadelphia, PA 19102) Philadelphia, PA 19102) 票价票价票价票价： $： $： $： $50, $30, 50, $30, 50, $30, 50, $30, 

$20.$20.$20.$20.    Box Office (215)732Box Office (215)732Box Office (215)732Box Office (215)732----5446)5446)5446)5446)    。。。。    

• 2222月月月月6666日长城中文学校为庆贺中国新年放假一天日长城中文学校为庆贺中国新年放假一天日长城中文学校为庆贺中国新年放假一天日长城中文学校为庆贺中国新年放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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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节感恩节感恩节感恩节     朱明慧 朱明慧 朱明慧 朱明慧    

    今年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妈妈的同事家过感恩节    今年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妈妈的同事家过感恩节    今年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妈妈的同事家过感恩节    今年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妈妈的同事家过感恩节。。。。在那在那在那在那

里里里里，，，，来了许多客人来了许多客人来了许多客人来了许多客人。。。。我们烧了壁炉我们烧了壁炉我们烧了壁炉我们烧了壁炉。。。。炉子里的火苗很漂亮炉子里的火苗很漂亮炉子里的火苗很漂亮炉子里的火苗很漂亮，，，，

我小心地把木头放进壁炉里我小心地把木头放进壁炉里我小心地把木头放进壁炉里我小心地把木头放进壁炉里，，，，火苗慢慢变大火苗慢慢变大火苗慢慢变大火苗慢慢变大，，，，火越来 越旺火越来 越旺火越来 越旺火越来 越旺，，，，

壁炉周围越来越热壁炉周围越来越热壁炉周围越来越热壁炉周围越来越热。。。。我们吃过火鸡后我们吃过火鸡后我们吃过火鸡后我们吃过火鸡后，，，，我看了一部电影我看了一部电影我看了一部电影我看了一部电影““““The The The The 

Secret of Roan Inish”.Secret of Roan Inish”.Secret of Roan Inish”.Secret of Roan Inish”.电电电电影影影影讲讲讲讲的是一的是一的是一的是一个个个个小女孩和她的表哥小女孩和她的表哥小女孩和她的表哥小女孩和她的表哥

克服困克服困克服困克服困难难难难，，，，一起找弟弟的故事一起找弟弟的故事一起找弟弟的故事一起找弟弟的故事。。。。    

       今年的感恩       今年的感恩       今年的感恩       今年的感恩节过节过节过节过得很好得很好得很好得很好，，，，又吃了火又吃了火又吃了火又吃了火鸡鸡鸡鸡，，，，又又又又烧烧烧烧了壁了壁了壁了壁炉炉炉炉，，，，又看又看又看又看

了了了了电电电电影影影影，，，，又又又又见见见见了朋友了朋友了朋友了朋友。。。。现现现现在在在在，，，，我就盼我就盼我就盼我就盼着过着过着过着过明年的感恩明年的感恩明年的感恩明年的感恩节节节节了了了了。。。。    

    

                                感恩节 悦悦感恩节 悦悦感恩节 悦悦感恩节 悦悦    

       今年的感恩       今年的感恩       今年的感恩       今年的感恩节节节节很特很特很特很特别别别别。 。 。 。 那天下雪那天下雪那天下雪那天下雪！！ ！！ ！！ ！！ 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吃完早吃完早吃完早吃完早饭饭饭饭，，，，正正正正

准准准准备备备备出出出出发发发发去城里看游行去城里看游行去城里看游行去城里看游行，，，，我一抬我一抬我一抬我一抬头头头头，，，，看看看看见见见见窗外一片片美窗外一片片美窗外一片片美窗外一片片美丽丽丽丽的的的的

小雪花正往下小雪花正往下小雪花正往下小雪花正往下飘飘飘飘。。。。这时这时这时这时我第一次在感恩我第一次在感恩我第一次在感恩我第一次在感恩节节节节看到下雪看到下雪看到下雪看到下雪。。。。下雪的下雪的下雪的下雪的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节节节节好美啊好美啊好美啊好美啊！！！！！！！！    

    

        快乐的感恩节 胡晓琳快乐的感恩节 胡晓琳快乐的感恩节 胡晓琳快乐的感恩节 胡晓琳    

       今天是十一月二十五日       今天是十一月二十五日       今天是十一月二十五日       今天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今天是感恩今天是感恩今天是感恩今天是感恩节节节节。。。。我睡了我睡了我睡了我睡了

一一一一个个个个大大大大懒觉懒觉懒觉懒觉。。。。起床后起床后起床后起床后，，，，看看看看见妈妈见妈妈见妈妈见妈妈正在准正在准正在准正在准备备备备烤火烤火烤火烤火鸡鸡鸡鸡，，，，桌子上桌子上桌子上桌子上还还还还

有很多的好吃的有很多的好吃的有很多的好吃的有很多的好吃的。。。。我我我我帮妈妈帮妈妈帮妈妈帮妈妈把刀子把刀子把刀子把刀子，，，，叉子叉子叉子叉子，，，，盘盘盘盘子子子子，，，，餐巾餐巾餐巾餐巾纸纸纸纸等等等等

摆摆摆摆到桌子上到桌子上到桌子上到桌子上，，，，开开开开始大吃特吃始大吃特吃始大吃特吃始大吃特吃。。。。感恩感恩感恩感恩节节节节的大餐真好吃的大餐真好吃的大餐真好吃的大餐真好吃！！！！我很喜我很喜我很喜我很喜

欢欢欢欢火火火火鸡鸡鸡鸡，，，，我吃了很多我吃了很多我吃了很多我吃了很多，，，，快要快要快要快要撑撑撑撑死了死了死了死了！！！！！！！！    

       晚上       晚上       晚上       晚上，，，，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全家一起全家一起全家一起全家一起开开开开始搭起圣始搭起圣始搭起圣始搭起圣诞树诞树诞树诞树，，，，挂上了彩挂上了彩挂上了彩挂上了彩灯灯灯灯和彩和彩和彩和彩

铃铃铃铃。。。。那天晚上那天晚上那天晚上那天晚上门门门门外面外面外面外面还还还还有人放花呢有人放花呢有人放花呢有人放花呢！！！！彩色的花把天空照得很彩色的花把天空照得很彩色的花把天空照得很彩色的花把天空照得很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我特我特我特我特别别别别喜喜喜喜欢欢欢欢今年的感恩今年的感恩今年的感恩今年的感恩节节节节！！！！！！！！    

    

                                                                                                                        我的圣诞节  易祥辉我的圣诞节  易祥辉我的圣诞节  易祥辉我的圣诞节  易祥辉    

        圣        圣        圣        圣诞节诞节诞节诞节是我喜是我喜是我喜是我喜欢欢欢欢的的的的节节节节日日日日，，，，因因因因为为为为每次圣每次圣每次圣每次圣诞节诞节诞节诞节我都能收到圣我都能收到圣我都能收到圣我都能收到圣

诞诞诞诞老人老人老人老人给给给给我的我的我的我的礼礼礼礼物物物物。。。。圣圣圣圣诞节诞节诞节诞节我我我我从从从从不睡不睡不睡不睡懒觉懒觉懒觉懒觉。。。。每次圣每次圣每次圣每次圣诞节诞节诞节诞节我都我都我都我都

早早起早早起早早起早早起来来来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地下室去看圣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地下室去看圣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地下室去看圣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地下室去看圣诞诞诞诞老人老人老人老人给 给 给 给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礼礼礼礼

物物物物。。。。我抱我抱我抱我抱着礼着礼着礼着礼物跑回自己的房物跑回自己的房物跑回自己的房物跑回自己的房间间间间，，，，打打打打开礼开礼开礼开礼物物物物，，，，然后就然后就然后就然后就开开开开始玩始玩始玩始玩

儿我的儿我的儿我的儿我的礼礼礼礼物物物物，，，，一直到爸爸一直到爸爸一直到爸爸一直到爸爸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起床起床起床起床。。。。一般我一般我一般我一般我们们们们是到朋友家是到朋友家是到朋友家是到朋友家过过过过

圣圣圣圣诞节诞节诞节诞节，，，，每次都玩儿到很晚才回每次都玩儿到很晚才回每次都玩儿到很晚才回每次都玩儿到很晚才回来来来来。。。。到家到家到家到家时时时时，，，，我都是又困又我都是又困又我都是又困又我都是又困又

累累累累。。。。爬上爬上爬上爬上楼楼楼楼去去去去，，，，洗一洗就睡了洗一洗就睡了洗一洗就睡了洗一洗就睡了。。。。圣圣圣圣诞节诞节诞节诞节在我的美在我的美在我的美在我的美梦梦梦梦中中中中过过过过去去去去

了了了了。。。。    

    

             我家的圣诞节  彭文瀚             我家的圣诞节  彭文瀚             我家的圣诞节  彭文瀚             我家的圣诞节  彭文瀚    

        我最喜        我最喜        我最喜        我最喜欢欢欢欢的的的的节节节节日日日日时时时时圣圣圣圣诞节诞节诞节诞节，，，，它在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五它在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五它在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五它在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五

日日日日。。。。圣圣圣圣诞节诞节诞节诞节前前前前，，，，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先把彩先把彩先把彩先把彩灯灯灯灯挂在挂在挂在挂在门门门门外外外外，，，，然后然后然后然后装饰装饰装饰装饰家里的圣家里的圣家里的圣家里的圣

诞树诞树诞树诞树。。。。圣圣圣圣诞诞诞诞夜我夜我夜我夜我们们们们去教堂唱去教堂唱去教堂唱去教堂唱诗诗诗诗歌歌歌歌！！！！圣圣圣圣诞节诞节诞节诞节一早一早一早一早，，，，我和妹妹赶我和妹妹赶我和妹妹赶我和妹妹赶

紧紧紧紧跑下跑下跑下跑下楼楼楼楼去圣去圣去圣去圣诞树诞树诞树诞树下看一看圣下看一看圣下看一看圣下看一看圣诞诞诞诞老人老人老人老人给给给给我我我我们们们们的的的的礼礼礼礼物物物物。。。。每每每每当当当当我我我我

得到想要的得到想要的得到想要的得到想要的礼礼礼礼物物物物时时时时，，，，我都我都我都我都会会会会高高高高兴兴兴兴地跳起地跳起地跳起地跳起来来来来！！！ ！！！ ！！！ ！！！     

        我家的感恩节     李昱霖        我家的感恩节     李昱霖        我家的感恩节     李昱霖        我家的感恩节     李昱霖    
    今年的感恩节我们全家去了佛罗里达    今年的感恩节我们全家去了佛罗里达    今年的感恩节我们全家去了佛罗里达    今年的感恩节我们全家去了佛罗里达，，，，那里的天气很那里的天气很那里的天气很那里的天气很

好好好好，，，，很暖和很暖和很暖和很暖和。。。。那里的环境也很美那里的环境也很美那里的环境也很美那里的环境也很美，，，，有许多椰子树和美丽的有许多椰子树和美丽的有许多椰子树和美丽的有许多椰子树和美丽的

花花花花。。。。    

    我们开车一直来到迈阿密海滩    我们开车一直来到迈阿密海滩    我们开车一直来到迈阿密海滩    我们开车一直来到迈阿密海滩，，，，我非常高兴我非常高兴我非常高兴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因为我因为我因为我

们住的酒店就在海滩旁边们住的酒店就在海滩旁边们住的酒店就在海滩旁边们住的酒店就在海滩旁边。。。。办完住宿手续后办完住宿手续后办完住宿手续后办完住宿手续后，，，，我们赶紧来我们赶紧来我们赶紧来我们赶紧来

到海滩到海滩到海滩到海滩。。。。我们先用沙子在海滩上做起了一个大城堡我们先用沙子在海滩上做起了一个大城堡我们先用沙子在海滩上做起了一个大城堡我们先用沙子在海滩上做起了一个大城堡。。。。然后然后然后然后

我站在海水里静静地等着海潮把我送上沙滩我站在海水里静静地等着海潮把我送上沙滩我站在海水里静静地等着海潮把我送上沙滩我站在海水里静静地等着海潮把我送上沙滩，，，，而小弟弟一而小弟弟一而小弟弟一而小弟弟一

看见海潮就吓得赶紧跑开看见海潮就吓得赶紧跑开看见海潮就吓得赶紧跑开看见海潮就吓得赶紧跑开。。。。他的样子把大家都逗笑了他的样子把大家都逗笑了他的样子把大家都逗笑了他的样子把大家都逗笑了！！！！！！！！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我们去潜水我们去潜水我们去潜水我们去潜水。。。。我们乘船来到近海我们乘船来到近海我们乘船来到近海我们乘船来到近海，，，，我带上吸氧面我带上吸氧面我带上吸氧面我带上吸氧面

罩罩罩罩，，，，穿上潜水鞋穿上潜水鞋穿上潜水鞋穿上潜水鞋，，，，潜入海水里潜入海水里潜入海水里潜入海水里。。。。在海里在海里在海里在海里，，，，我看见了许多美我看见了许多美我看见了许多美我看见了许多美

丽的珊瑚丽的珊瑚丽的珊瑚丽的珊瑚，，，，和彩色的鱼和彩色的鱼和彩色的鱼和彩色的鱼，，，，好像自己生活在一个童话世界好像自己生活在一个童话世界好像自己生活在一个童话世界好像自己生活在一个童话世界

里里里里。。。。    

    假期结束了    假期结束了    假期结束了    假期结束了，，，，我们不得不回家我们不得不回家我们不得不回家我们不得不回家，，，，这是我度过的最快乐这是我度过的最快乐这是我度过的最快乐这是我度过的最快乐

的感恩节的感恩节的感恩节的感恩节。。。。    
 

            万圣节   孙樊博            万圣节   孙樊博            万圣节   孙樊博            万圣节   孙樊博    
    万圣节是在每年的十月三十一日晚上    万圣节是在每年的十月三十一日晚上    万圣节是在每年的十月三十一日晚上    万圣节是在每年的十月三十一日晚上。。。。因为以前在万因为以前在万因为以前在万因为以前在万

圣节圣节圣节圣节，，，，许多魔鬼出来做坏事许多魔鬼出来做坏事许多魔鬼出来做坏事许多魔鬼出来做坏事。。。。人们就扮成各种小动物或各人们就扮成各种小动物或各人们就扮成各种小动物或各人们就扮成各种小动物或各

样的人把魔鬼吓跑样的人把魔鬼吓跑样的人把魔鬼吓跑样的人把魔鬼吓跑，，，，然他们不敢出来做坏事然他们不敢出来做坏事然他们不敢出来做坏事然他们不敢出来做坏事。。。。这天晚上这天晚上这天晚上这天晚上，，，，

我会和我的朋友扮成我们喜欢的角色我会和我的朋友扮成我们喜欢的角色我会和我的朋友扮成我们喜欢的角色我会和我的朋友扮成我们喜欢的角色，，，，像小动物像小动物像小动物像小动物，，，，公主公主公主公主，，，，

超人或魔鬼超人或魔鬼超人或魔鬼超人或魔鬼，，，，成群结队的去邻居家要糖成群结队的去邻居家要糖成群结队的去邻居家要糖成群结队的去邻居家要糖。。。。回 家后回 家后回 家后回 家后，，，，我会把我会把我会把我会把

我的糖放好我的糖放好我的糖放好我的糖放好，，，，以后慢慢吃以后慢慢吃以后慢慢吃以后慢慢吃。。。。如果有小朋友来我家要糖如果有小朋友来我家要糖如果有小朋友来我家要糖如果有小朋友来我家要糖，，，，我我我我

会帮助妈妈给他们发糖会帮助妈妈给他们发糖会帮助妈妈给他们发糖会帮助妈妈给他们发糖。。。。    

    我喜欢万圣节    我喜欢万圣节    我喜欢万圣节    我喜欢万圣节，，，，是因为我爱吃糖是因为我爱吃糖是因为我爱吃糖是因为我爱吃糖，，，，也喜欢要糖也喜欢要糖也喜欢要糖也喜欢要糖。。。。还有还有还有还有

一个原因是因为万圣节前一天是我的生日一个原因是因为万圣节前一天是我的生日一个原因是因为万圣节前一天是我的生日一个原因是因为万圣节前一天是我的生日。。。。我盼着快点过我盼着快点过我盼着快点过我盼着快点过

生日生日生日生日，，，，快点长大快点长大快点长大快点长大！！！！！！！！    
 

            我的感恩节   陈培芸            我的感恩节   陈培芸            我的感恩节   陈培芸            我的感恩节   陈培芸    
    今天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今天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今天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今天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叫感恩节也叫感恩节也叫感恩节也叫感恩节。。。。我我我我

弟弟朋友与他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我家过节弟弟朋友与他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我家过节弟弟朋友与他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我家过节弟弟朋友与他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我家过节。。。。感恩大餐开感恩大餐开感恩大餐开感恩大餐开

始了始了始了始了！！！！！！！！桌上摆满了好吃的饭菜桌上摆满了好吃的饭菜桌上摆满了好吃的饭菜桌上摆满了好吃的饭菜，，，，红烧肉红烧肉红烧肉红烧肉，，，，鱼鱼鱼鱼，，，，鸡鸡鸡鸡，，，，青青青青

菜菜菜菜，，，，土豆泥土豆泥土豆泥土豆泥，，，，菠萝和地瓜糕菠萝和地瓜糕菠萝和地瓜糕菠萝和地瓜糕。。。。还有一个意大利蛋糕还有一个意大利蛋糕还有一个意大利蛋糕还有一个意大利蛋糕。。。。我吃我吃我吃我吃

了一点我最喜欢的土豆泥了一点我最喜欢的土豆泥了一点我最喜欢的土豆泥了一点我最喜欢的土豆泥，，，，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赶紧一起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赶紧一起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赶紧一起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赶紧一起

玩玩玩玩。。。。我们小孩子们一起看电视我们小孩子们一起看电视我们小孩子们一起看电视我们小孩子们一起看电视，，，，玩游戏和玩具玩游戏和玩具玩游戏和玩具玩游戏和玩具。。。。真是太高真是太高真是太高真是太高

兴了兴了兴了兴了！！！！！！！！    

    希望明年的感恩节还这样过    希望明年的感恩节还这样过    希望明年的感恩节还这样过    希望明年的感恩节还这样过，，，，不过我可要多吃一点东不过我可要多吃一点东不过我可要多吃一点东不过我可要多吃一点东

西西西西。。。。    
 

           我家的圣诞节   林怡婷           我家的圣诞节   林怡婷           我家的圣诞节   林怡婷           我家的圣诞节   林怡婷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去年圣诞节去年圣诞节去年圣诞节去年圣诞节，，，，外公外公外公外公，，，，外婆外婆外婆外婆

和表妹一起来我家过圣诞节和表妹一起来我家过圣诞节和表妹一起来我家过圣诞节和表妹一起来我家过圣诞节。。。。我们一起挂彩灯我们一起挂彩灯我们一起挂彩灯我们一起挂彩灯，，，，点缀圣诞点缀圣诞点缀圣诞点缀圣诞

树树树树，，，，装饰家里装饰家里装饰家里装饰家里。。。。平安夜那晚平安夜那晚平安夜那晚平安夜那晚，，，，我们都不想睡觉我们都不想睡觉我们都不想睡觉我们都不想睡觉，，，，想看一看想看一看想看一看想看一看

(Continued on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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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老人什么时候来我家圣诞老人什么时候来我家圣诞老人什么时候来我家圣诞老人什么时候来我家，，，，又会给我带来什么礼物又会给我带来什么礼物又会给我带来什么礼物又会给我带来什么礼物。。。。我们等我们等我们等我们等

啊等啊啊等啊啊等啊啊等啊，，，，等到很晚等到很晚等到很晚等到很晚，，，，最后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最后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最后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最后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第二天一睁第二天一睁第二天一睁第二天一睁

眼眼眼眼，，，，我们就兴奋得爬起来我们就兴奋得爬起来我们就兴奋得爬起来我们就兴奋得爬起来，，，，叫喊着来到圣诞树下叫喊着来到圣诞树下叫喊着来到圣诞树下叫喊着来到圣诞树下，，，，把全家都把全家都把全家都把全家都

吵醒了吵醒了吵醒了吵醒了。。。。圣诞树下放着很多礼物圣诞树下放着很多礼物圣诞树下放着很多礼物圣诞树下放着很多礼物，，，，姐姐姐姐姐姐姐姐，，，，表妹和我围坐在圣表妹和我围坐在圣表妹和我围坐在圣表妹和我围坐在圣

诞树下诞树下诞树下诞树下，，，，急忙打开那些礼物急忙打开那些礼物急忙打开那些礼物急忙打开那些礼物。。。。表妹和我得到了我们最喜欢的表妹和我得到了我们最喜欢的表妹和我得到了我们最喜欢的表妹和我得到了我们最喜欢的

BAKAGANS。。。。姐姐收到了她最想得到的围巾姐姐收到了她最想得到的围巾姐姐收到了她最想得到的围巾姐姐收到了她最想得到的围巾。。。。我们真的太喜我们真的太喜我们真的太喜我们真的太喜

欢圣诞老人欢圣诞老人欢圣诞老人欢圣诞老人，，，，太喜欢圣诞节了太喜欢圣诞节了太喜欢圣诞节了太喜欢圣诞节了！！！！！！！！    

    如果每天都过圣诞节那该多好啊    如果每天都过圣诞节那该多好啊    如果每天都过圣诞节那该多好啊    如果每天都过圣诞节那该多好啊！！！！！！！！    
 

            我家的中秋节   李凯杰            我家的中秋节   李凯杰            我家的中秋节   李凯杰            我家的中秋节   李凯杰    
    阴历八月十五是中国的中秋节    阴历八月十五是中国的中秋节    阴历八月十五是中国的中秋节    阴历八月十五是中国的中秋节。。。。今年的中秋与往年一今年的中秋与往年一今年的中秋与往年一今年的中秋与往年一

样样样样，，，，全家人一起吃团圆饭全家人一起吃团圆饭全家人一起吃团圆饭全家人一起吃团圆饭，，，，然后出去看月亮然后出去看月亮然后出去看月亮然后出去看月亮。。。。月亮又大又圆月亮又大又圆月亮又大又圆月亮又大又圆

又亮又亮又亮又亮，，，，漂亮极了漂亮极了漂亮极了漂亮极了！！！！外婆外婆外婆外婆，，，，妈妈和我一起吃了月饼妈妈和我一起吃了月饼妈妈和我一起吃了月饼妈妈和我一起吃了月饼，，，，然后爸然后爸然后爸然后爸

爸爸爸爸，，，，哥哥和我又出去用我们新买的天文望远镜看月亮哥哥和我又出去用我们新买的天文望远镜看月亮哥哥和我又出去用我们新买的天文望远镜看月亮哥哥和我又出去用我们新买的天文望远镜看月亮，，，，我们我们我们我们

发现其实月亮并不是一样亮发现其实月亮并不是一样亮发现其实月亮并不是一样亮发现其实月亮并不是一样亮，，，，它的上边有明的地方它的上边有明的地方它的上边有明的地方它的上边有明的地方，，，，也有暗也有暗也有暗也有暗

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今年的中秋过得真快乐今年的中秋过得真快乐今年的中秋过得真快乐今年的中秋过得真快乐。。。。    
 

           长木公园行    龙翔           长木公园行    龙翔           长木公园行    龙翔           长木公园行    龙翔    
    十一月二十六日    十一月二十六日    十一月二十六日    十一月二十六日，，，，我们全家去了长木公园我们全家去了长木公园我们全家去了长木公园我们全家去了长木公园，，，，这是我第一这是我第一这是我第一这是我第一

次去那里次去那里次去那里次去那里。。。。公园里人很多公园里人很多公园里人很多公园里人很多，，，，还有许多漂亮的彩灯还有许多漂亮的彩灯还有许多漂亮的彩灯还有许多漂亮的彩灯。。。。    

    我们看见了音乐喷泉    我们看见了音乐喷泉    我们看见了音乐喷泉    我们看见了音乐喷泉，，，，也参观了杜邦的家也参观了杜邦的家也参观了杜邦的家也参观了杜邦的家。。。。公园的大花公园的大花公园的大花公园的大花

房里有许多美丽的花房里有许多美丽的花房里有许多美丽的花房里有许多美丽的花，，，，还有漂亮的圣诞树还有漂亮的圣诞树还有漂亮的圣诞树还有漂亮的圣诞树。。。。    

    爷爷    爷爷    爷爷    爷爷，，，，奶奶奶奶奶奶奶奶，，，，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妈妈他们都很喜欢唱木公园妈妈他们都很喜欢唱木公园妈妈他们都很喜欢唱木公园妈妈他们都很喜欢唱木公园，，，，他们他们他们他们

照了很多的相片照了很多的相片照了很多的相片照了很多的相片。。。。但是但是但是但是，，，，我不喜欢这个公园我不喜欢这个公园我不喜欢这个公园我不喜欢这个公园，，，，我更喜欢迪斯我更喜欢迪斯我更喜欢迪斯我更喜欢迪斯

尼乐园尼乐园尼乐园尼乐园！！！！！！！！    
 

            我的感恩节  聂亭亭            我的感恩节  聂亭亭            我的感恩节  聂亭亭            我的感恩节  聂亭亭    
    今年的感恩节我过得很快乐    今年的感恩节我过得很快乐    今年的感恩节我过得很快乐    今年的感恩节我过得很快乐。。。。我们是在纽约的姨妈家度我们是在纽约的姨妈家度我们是在纽约的姨妈家度我们是在纽约的姨妈家度

过的过的过的过的。。。。感恩节那天来了许多客人感恩节那天来了许多客人感恩节那天来了许多客人感恩节那天来了许多客人，，，，家里非常热闹家里非常热闹家里非常热闹家里非常热闹。。。。大人们聊大人们聊大人们聊大人们聊

天天天天，，，，天南海北天南海北天南海北天南海北，，，，有时还大声笑有时还大声笑有时还大声笑有时还大声笑。。。。小孩子们玩小孩子们玩小孩子们玩小孩子们玩IPOD，，，，看电视看电视看电视看电视，，，，

一直玩到下午五点多钟一直玩到下午五点多钟一直玩到下午五点多钟一直玩到下午五点多钟。。。。大家一起去广东楼聚餐大家一起去广东楼聚餐大家一起去广东楼聚餐大家一起去广东楼聚餐。。。。那里的菜那里的菜那里的菜那里的菜

非常丰富非常丰富非常丰富非常丰富，，，，有虾有虾有虾有虾，，，，鱼鱼鱼鱼，，，，螃蟹螃蟹螃蟹螃蟹，，，，肉肉肉肉，，，，蔬菜蔬菜蔬菜蔬菜， ， ， ， 还有很好喝的汤还有很好喝的汤还有很好喝的汤还有很好喝的汤。。。。

大家边吃边聊大家边吃边聊大家边吃边聊大家边吃边聊，，，，一直吃了三个多小时一直吃了三个多小时一直吃了三个多小时一直吃了三个多小时。。。。吃完饭后就各自回家吃完饭后就各自回家吃完饭后就各自回家吃完饭后就各自回家

了了了了。。。。    
 

           我的感恩节   张叶子           我的感恩节   张叶子           我的感恩节   张叶子           我的感恩节   张叶子    
    妈妈告诉我今年我们将有一个感恩节聚会    妈妈告诉我今年我们将有一个感恩节聚会    妈妈告诉我今年我们将有一个感恩节聚会    妈妈告诉我今年我们将有一个感恩节聚会。。。。十一月二十十一月二十十一月二十十一月二十

五日晚上五日晚上五日晚上五日晚上，，，，我的朋友们都来了我的朋友们都来了我的朋友们都来了我的朋友们都来了，，，，有有有有ALLYSSA，，，，JENNY，，，，

ANNIE，，，，还有大哥哥还有大哥哥还有大哥哥还有大哥哥，，，，大姐姐大姐姐大姐姐大姐姐。。。。我们在一起画油画我们在一起画油画我们在一起画油画我们在一起画油画，，，，看电看电看电看电

视视视视，，，，玩游戏玩游戏玩游戏玩游戏，，，，聊天聊天聊天聊天，，，，并且都用中文交流并且都用中文交流并且都用中文交流并且都用中文交流，，，，妈妈特别高兴妈妈特别高兴妈妈特别高兴妈妈特别高兴。。。。我我我我

们还吃了火鸡大餐们还吃了火鸡大餐们还吃了火鸡大餐们还吃了火鸡大餐。。。。这一天大家都很高兴这一天大家都很高兴这一天大家都很高兴这一天大家都很高兴。。。。    
 

             感恩节   席咪咪             感恩节   席咪咪             感恩节   席咪咪             感恩节   席咪咪    
    感恩节我们全家去了纽约    感恩节我们全家去了纽约    感恩节我们全家去了纽约    感恩节我们全家去了纽约，，，，我见到了我的姨婆和表表妹我见到了我的姨婆和表表妹我见到了我的姨婆和表表妹我见到了我的姨婆和表表妹

西西西西西西西西。。。。在姨婆家我们吃了一顿可口的火鸡大餐在姨婆家我们吃了一顿可口的火鸡大餐在姨婆家我们吃了一顿可口的火鸡大餐在姨婆家我们吃了一顿可口的火鸡大餐。。。。我还和西西我还和西西我还和西西我还和西西

玩玩玩玩WII，，，，画画画画画画画画，，，，做饭做饭做饭做饭。。。。我们玩得很高兴我们玩得很高兴我们玩得很高兴我们玩得很高兴。。。。我真舍不得离开纽我真舍不得离开纽我真舍不得离开纽我真舍不得离开纽

((((承承承承接上页接上页接上页接上页) 约约约约。。。。我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感恩节我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感恩节我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感恩节我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感恩节。。。。我希望明年还能去纽我希望明年还能去纽我希望明年还能去纽我希望明年还能去纽

约约约约。。。。    
 

            我的感恩节   路璟            我的感恩节   路璟            我的感恩节   路璟            我的感恩节   路璟    
    十一月二十五日是感恩节    十一月二十五日是感恩节    十一月二十五日是感恩节    十一月二十五日是感恩节， ， ， ， 爸爸妈妈邀请了一些朋友爸爸妈妈邀请了一些朋友爸爸妈妈邀请了一些朋友爸爸妈妈邀请了一些朋友

到我家来庆祝这个节日到我家来庆祝这个节日到我家来庆祝这个节日到我家来庆祝这个节日，，，，其中也包括我的两个朋友其中也包括我的两个朋友其中也包括我的两个朋友其中也包括我的两个朋友。。。。我们我们我们我们

一起吃火鸡一起吃火鸡一起吃火鸡一起吃火鸡，，，，饺子饺子饺子饺子，，，，还有好多好吃的东西还有好多好吃的东西还有好多好吃的东西还有好多好吃的东西。。。。我和我的朋友我和我的朋友我和我的朋友我和我的朋友

一起玩游戏一起玩游戏一起玩游戏一起玩游戏，，，，看电影看电影看电影看电影，，，，我们还玩折纸我们还玩折纸我们还玩折纸我们还玩折纸，，，，大家都很开心大家都很开心大家都很开心大家都很开心。。。。他他他他

们很晚才离开我家们很晚才离开我家们很晚才离开我家们很晚才离开我家。。。。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感恩节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感恩节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感恩节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感恩节。。。。    

 作者 作者 作者 作者：：：：Lisa Huang (14Lisa Huang (14Lisa Huang (14Lisa Huang (14岁岁岁岁)))) 辅导教师 辅导教师 辅导教师 辅导教师：：：：李国富李国富李国富李国富    

             我的爱好 罗志祥             我的爱好 罗志祥             我的爱好 罗志祥             我的爱好 罗志祥    
    我的爱好是武术    我的爱好是武术    我的爱好是武术    我的爱好是武术。。。。我喜欢各种各样武术我喜欢各种各样武术我喜欢各种各样武术我喜欢各种各样武术。。。。我曾经学过我曾经学过我曾经学过我曾经学过

了空手道了空手道了空手道了空手道。。。。我也知道一点太极拳我也知道一点太极拳我也知道一点太极拳我也知道一点太极拳。。。。我看过了很多功夫电我看过了很多功夫电我看过了很多功夫电我看过了很多功夫电

影影影影。。。。里面有成龙和周星驰里面有成龙和周星驰里面有成龙和周星驰里面有成龙和周星驰。。。。他们演了很多电影象少林足他们演了很多电影象少林足他们演了很多电影象少林足他们演了很多电影象少林足

球球球球，，，，神话神话神话神话，，，，和警察故事和警察故事和警察故事和警察故事。。。。我很想去中国的武当山还有少林我很想去中国的武当山还有少林我很想去中国的武当山还有少林我很想去中国的武当山还有少林

寺寺寺寺。。。。    

六年级学生作文六年级学生作文六年级学生作文六年级学生作文《《《《我的爱好我的爱好我的爱好我的爱好》      》      》      》          

                  辅导教师  管素英                  辅导教师  管素英                  辅导教师  管素英                  辅导教师  管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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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随着随着随着90909090后的后的后的后的长长长长大大大大，，，，在美在美在美在美国国国国上大上大上大上大学学学学的中的中的中的中国国国国孩子也曰孩子也曰孩子也曰孩子也曰渐渐渐渐增多增多增多增多。。。。对对对对

于我于我于我于我们从们从们从们从中中中中国长国长国长国长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学学学学生家生家生家生家长来说长来说长来说长来说，，，，美美美美国国国国的招生的招生的招生的招生录录录录取系取系取系取系统还统还统还统还真新真新真新真新

鲜鲜鲜鲜。。。。以前道听途以前道听途以前道听途以前道听途说说说说的不算的不算的不算的不算，，，，去年去年去年去年亲历亲历亲历亲历了女儿申了女儿申了女儿申了女儿申请请请请大大大大学学学学的全部的全部的全部的全部过过过过

程程程程，，，，着实着实着实着实增增增增长长长长了几分知了几分知了几分知了几分知识识识识，，，，也也也也颇颇颇颇有些感悟有些感悟有些感悟有些感悟，，，，愿意在此与感愿意在此与感愿意在此与感愿意在此与感兴兴兴兴趣的趣的趣的趣的

家家家家长们长们长们长们分享分享分享分享。。。。当当当当然了然了然了然了，，，，你或你或你或你或许许许许已已已已经经经经有太多有太多有太多有太多这这这这方面的方面的方面的方面的了解了解了解了解，，，，我我我我这这这这儿儿儿儿

可能只是些可能只是些可能只是些可能只是些扫扫扫扫盲盲盲盲类类类类的常的常的常的常识识识识。。。。由于由于由于由于个个个个人知人知人知人知识识识识的局限或偏的局限或偏的局限或偏的局限或偏见见见见，，，，如有什如有什如有什如有什

么么么么误导误导误导误导，，，，恕恕恕恕请见谅请见谅请见谅请见谅。。。。    

       其       其       其       其实实实实之所以想之所以想之所以想之所以想写写写写几几几几个个个个字字字字，，，，主要是有感于主要是有感于主要是有感于主要是有感于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一种形式多一种形式多一种形式多一种形式多样样样样，，，，不不不不

拘一格的拘一格的拘一格的拘一格的录录录录取方式取方式取方式取方式，，，，不不不不仅仅仅仅仅仅仅仅是是是是让让让让人人都能上大人人都能上大人人都能上大人人都能上大学学学学，，，，更重要的能最更重要的能最更重要的能最更重要的能最

大程度地大程度地大程度地大程度地让学让学让学让学生上到自己喜生上到自己喜生上到自己喜生上到自己喜欢欢欢欢，，，，也最适合的大也最适合的大也最适合的大也最适合的大学学学学。。。。与此同与此同与此同与此同时时时时也也也也让让让让

大大大大学学学学在最大在最大在最大在最大范范范范围内围内围内围内捕捉到他捕捉到他捕捉到他捕捉到他们们们们所能所能所能所能获获获获得的理想得的理想得的理想得的理想学学学学生生生生。。。。    

       首先       首先       首先       首先，，，，录录录录取程序和一些取程序和一些取程序和一些取程序和一些规则规则规则规则我很欣我很欣我很欣我很欣赏赏赏赏。。。。申申申申请请请请大大大大学学学学是在高中的最是在高中的最是在高中的最是在高中的最

后一年的第一后一年的第一后一年的第一后一年的第一学学学学期期期期开开开开始始始始。。。。按按按按阶阶阶阶段段段段区区区区分可分分可分分可分分可分为为为为early 申申申申请请请请和常和常和常和常录录录录取取取取。 。 。 。 

所所所所谓谓谓谓early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让让让让部分部分部分部分学学学学生捷足先登生捷足先登生捷足先登生捷足先登，，，，让学让学让学让学校校校校抢抢抢抢先先先先录录录录取到一些取到一些取到一些取到一些学学学学

生生生生。。。。提前又可分提前又可分提前又可分提前又可分为为为为几种几种几种几种。。。。一种叫一种叫一种叫一种叫early decision.这这这这是一种是一种是一种是一种绝对绝对绝对绝对的排的排的排的排

它的它的它的它的无条无条无条无条件的件的件的件的early申申申申请请请请。。。。只能申只能申只能申只能申请请请请一所一所一所一所，，，，也就是你的最也就是你的最也就是你的最也就是你的最爱爱爱爱。。。。一旦一旦一旦一旦

录录录录取就必取就必取就必取就必须须须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这这这这种种种种类类类类型的例子有型的例子有型的例子有型的例子有UPenn还还还还有有有有Duke。。。。另一种就另一种就另一种就另一种就

是是是是early action. 这这这这是一种是一种是一种是一种宽宽宽宽松的提前松的提前松的提前松的提前录录录录取取取取，，，，自由度大一自由度大一自由度大一自由度大一点点点点，，，，录录录录取之取之取之取之

后可以不去后可以不去后可以不去后可以不去。。。。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例子有的例子有的例子有的例子有Chicago,Georgetown,Columbia,MIT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 。 。 early action里又有一种特殊的形式里又有一种特殊的形式里又有一种特殊的形式里又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叫做叫做叫做叫做single choice early 

action. 那就是那就是那就是那就是Yale。。。。报报报报名只他一家名只他一家名只他一家名只他一家，，，，但可以但可以但可以但可以选择选择选择选择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从时间从时间从时间从时间上上上上说说说说early录录录录取多取多取多取多数数数数截止于截止于截止于截止于11月月月月1日日日日。。。。得到通知是得到通知是得到通知是得到通知是12月月月月15

曰曰曰曰。。。。假如你假如你假如你假如你没没没没被被被被录录录录取的取的取的取的话话话话，，，，学学学学校校校校给给给给你足你足你足你足够够够够的的的的时间来时间来时间来时间来准准准准备备备备下一下一下一下一拨拨拨拨的的的的

正正正正常常常常录录录录取取取取。。。。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内内内内容是三种之一容是三种之一容是三种之一容是三种之一：：：：接收接收接收接收，，，，Defer和和和和Reject。。。。接接接接

收收收收，，，，皆大皆大皆大皆大欢欢欢欢喜喜喜喜，，，，不必多不必多不必多不必多说说说说。。。。Defer就是推就是推就是推就是推迟迟迟迟考 考 考 考 虑虑虑虑，，，，把你放在后面的把你放在后面的把你放在后面的把你放在后面的

大批人大批人大批人大批人马马马马中再比中再比中再比中再比较权较权较权较权衡是否衡是否衡是否衡是否录录录录取取取取，，，，凶多吉少凶多吉少凶多吉少凶多吉少。。。。学学学学校把捕校把捕校把捕校把捕鱼鱼鱼鱼的网撒的网撒的网撒的网撒

到最大到最大到最大到最大，，，，然后再然后再然后再然后再从从从从捕到的捕到的捕到的捕到的鱼鱼鱼鱼里面优中里面优中里面优中里面优中选选选选优优优优。。。。Reject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彻彻彻彻底底底底没戏没戏没戏没戏

了了了了。。。。    

                            还还还还有一种先有一种先有一种先有一种先来来来来就到的就到的就到的就到的录录录录取方式叫取方式叫取方式叫取方式叫Rolling. Penn State就是就是就是就是这这这这

种种种种。。。。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学学学学生先搞到一种生先搞到一种生先搞到一种生先搞到一种Penn State 的入的入的入的入场场场场券,然后再去拼券,然后再去拼券,然后再去拼券,然后再去拼别别别别的的的的学学学学

校校校校。。。。当当当当然然然然这这这这种种种种学学学学校的校的校的校的录录录录取是取是取是取是从头从头从头从头到尾一直不到尾一直不到尾一直不到尾一直不间断间断间断间断的的的的。。。。early录录录录取之取之取之取之

后后后后，，，，申申申申请请请请序曲就算序曲就算序曲就算序曲就算结结结结束束束束。。。。接接接接着着着着就是大多就是大多就是大多就是大多数数数数的常的常的常的常规录规录规录规录取取取取。。。。多多多多数学数学数学数学校 校 校 校 

录录录录取截止于取截止于取截止于取截止于1月月月月1日,日,日,日,个别个别个别个别的像的像的像的像Georgetown延延延延长长长长到到到到1月月月月15日日日日，，，，以收以收以收以收罗罗罗罗

到慢半拍的或是徘徊者到慢半拍的或是徘徊者到慢半拍的或是徘徊者到慢半拍的或是徘徊者。。。。按下了最后一按下了最后一按下了最后一按下了最后一个学个学个学个学校的校的校的校的button,学学学学生生生生们们们们基基基基

本上就完事 大吉了本上就完事 大吉了本上就完事 大吉了本上就完事 大吉了。。。。但在此之前但在此之前但在此之前但在此之前，，，，只要是急于想上好只要是急于想上好只要是急于想上好只要是急于想上好学学学学校的校的校的校的学学学学生生生生

都是要有一番都是要有一番都是要有一番都是要有一番艰艰艰艰苦的努力苦的努力苦的努力苦的努力。。。。除了准除了准除了准除了准备备备备材料,最材料,最材料,最材料,最头头头头痛的就是痛的就是痛的就是痛的就是写写写写essay.这这这这

是与中是与中是与中是与中国国国国最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完成任完成任完成任完成任务务务务的的的的学学学学生和家生和家生和家生和家长长长长其其其其实实实实是在焦急地等是在焦急地等是在焦急地等是在焦急地等

待待待待。。。。两个两个两个两个月后月后月后月后，，，，三月中旬三月中旬三月中旬三月中旬开开开开始始始始，，，，录录录录取取取取结结结结果果果果纷纷纷纷纷纷纷纷出出出出笼笼笼笼，，，，直到直到直到直到3月月月月31晚晚晚晚

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结结结结果全部准果全部准果全部准果全部准时时时时准准准准点点点点地揭地揭地揭地揭晓晓晓晓。。。。有人如愿以有人如愿以有人如愿以有人如愿以偿偿偿偿，，，，有人失望至极,有人失望至极,有人失望至极,有人失望至极,

也有 人也有 人也有 人也有 人无无无无所所所所谓谓谓谓。。。。同同同同学们学们学们学们之之之之间间间间互送短信互送短信互送短信互送短信，，，，分享一分享一分享一分享一个个个个又一又一又一又一个个个个你我他的你我他的你我他的你我他的

消息消息消息消息。。。。    

       接下       接下       接下       接下来来来来的一的一的一的一个个个个月月月月该该该该是是是是学学学学校等待的校等待的校等待的校等待的时间时间时间时间了了了了。。。。他他他他们们们们要的是要的是要的是要的是录录录录取率取率取率取率，，，，

高高高高质质质质量的量的量的量的录录录录取率取率取率取率。。。。一些一些一些一些学学学学校采用校采用校采用校采用各种各种各种各种办办办办法吸引那些正在法吸引那些正在法吸引那些正在法吸引那些正在选择选择选择选择之之之之

中中中中，，，，举举举举棋不定的棋不定的棋不定的棋不定的学学学学生生生生。。。。有有有有专门为录专门为录专门为录专门为录取的取的取的取的学学学学生准生准生准生准备备备备的的的的参观参观参观参观和听和听和听和听课课课课，，，，

有住在宿舍里的体有住在宿舍里的体有住在宿舍里的体有住在宿舍里的体验验验验生活生活生活生活。。。。总总总总之之之之让学让学让学让学生深入体察生深入体察生深入体察生深入体察学学学学校的方方面校的方方面校的方方面校的方方面

面面面面。 。 。 。 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学学学学校校校校发给学发给学发给学发给学生的祝生的祝生的祝生的祝贺贺贺贺信信信信每一封每一封每一封每一封都是那都是那都是那都是那样热样热样热样热情洋情洋情洋情洋

溢打溢打溢打溢打动动动动人心人心人心人心，，，，看完之后我看完之后我看完之后我看完之后我觉觉觉觉得每所得每所得每所得每所学学学学校都令人校都令人校都令人校都令人响响响响往往往往。。。。可是可是可是可是无论无论无论无论有有有有

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学学学学校校校校录录录录取你取你取你取你，，，，无诧无诧无诧无诧你怎你怎你怎你怎样难样难样难样难以在最后的以在最后的以在最后的以在最后的两两两两所所所所学 学 学 学 校中校中校中校中间选间选间选间选

择择择择，，，，你最你最你最你最终终终终只能只能只能只能锁锁锁锁定一所定一所定一所定一所。。。。学学学学校校校校给给给给你一你一你一你一个个个个月的思考与月的思考与月的思考与月的思考与选择选择选择选择，，，，到到到到

4月月月月30日日日日，，，，你必你必你必你必须须须须向一所向一所向一所向一所学学学学校校校校说说说说yes。。。。    

        至此        至此        至此        至此，，，，这场轰轰这场轰轰这场轰轰这场轰轰烈烈烈烈烈烈烈烈历时数历时数历时数历时数月的大月的大月的大月的大学录学录学录学录取 基本宣告取 基本宣告取 基本宣告取 基本宣告结结结结束束束束，，，，

但但但但还还还还有一有一有一有一个个个个小小的尾小小的尾小小的尾小小的尾声声声声，，，，那就是那就是那就是那就是waitlist的的的的处处处处理理理理。。。。申申申申请学请学请学请学校校校校对对对对你你你你

三心二意三心二意三心二意三心二意，，，，但不愿把你全然拒之但不愿把你全然拒之但不愿把你全然拒之但不愿把你全然拒之门门门门外外外外。。。。当学当学当学当学生生生生回应回应回应回应的的的的结结结结果明朗果明朗果明朗果明朗

之后之后之后之后，，，，有人有人有人有人会从会从会从会从waitlist中被重新中被重新中被重新中被重新选择选择选择选择。。。。如果如果如果如果这这这这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dream 

school或者是或者是或者是或者是best on your list，，，，在在在在这这这这最后一刻最后一刻最后一刻最后一刻从从从从天而降天而降天而降天而降，，，，岂岂岂岂不不不不

是莫大惊喜是莫大惊喜是莫大惊喜是莫大惊喜。。。。这时这时这时这时你就要放你就要放你就要放你就要放弃弃弃弃那那那那个个个个已已已已经说经说经说经说yes的的的的学学学学校校校校，，，，也就是放也就是放也就是放也就是放

弃弃弃弃那那那那个个个个deposit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    

        在        在        在        在这这这这一套形式多一套形式多一套形式多一套形式多样样样样、、、、灵灵灵灵活自然的申活自然的申活自然的申活自然的申请请请请和和和和录录录录取方式中取方式中取方式中取方式中，，，，学学学学生生生生

们经过们经过们经过们经过了了了了选择选择选择选择、、、、申申申申请请请请、、、、被被被被选择选择选择选择、、、、再再再再选择选择选择选择的的的的过过过过程程程程，，，，最最最最终终终终走入大走入大走入大走入大

学学学学，，，，开开开开始了人生的新篇章始了人生的新篇章始了人生的新篇章始了人生的新篇章。。。。这这这这一切看似多么自然而又合理一切看似多么自然而又合理一切看似多么自然而又合理一切看似多么自然而又合理。。。。好好好好

学学学学生有太多的机生有太多的机生有太多的机生有太多的机会会会会不不不不会会会会被埋被埋被埋被埋没没没没，，，，好好好好学学学学校也有太多的机校也有太多的机校也有太多的机校也有太多的机会会会会找到好找到好找到好找到好

学学学学生生生生。。。。可是哪里能有人知道在地球的另一端可是哪里能有人知道在地球的另一端可是哪里能有人知道在地球的另一端可是哪里能有人知道在地球的另一端，，，，一一一一个个个个每年有几百每年有几百每年有几百每年有几百

万高中生考大万高中生考大万高中生考大万高中生考大学学学学的中的中的中的中国国国国，，，，学学学学生生生生们经历们经历们经历们经历的完全是另一番痛苦的的完全是另一番痛苦的的完全是另一番痛苦的的完全是另一番痛苦的过过过过

程程程程。。。。不不不不说说说说那一那一那一那一试试试试定定定定终终终终身的高考身的高考身的高考身的高考，，，，就是申就是申就是申就是申报录报录报录报录取中哪有取中哪有取中哪有取中哪有这这这这么多的么多的么多的么多的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我在大我在大我在大我在大学时学时学时学时，，，，认识认识认识认识一一一一个个个个低二低二低二低二届届届届的女孩的女孩的女孩的女孩，，，，素素素素质质质质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原原原原来来来来

的心愿是上北大的心愿是上北大的心愿是上北大的心愿是上北大，，，，结结结结果果果果因为因为因为因为考考考考试试试试失失失失误误误误亦或亦或亦或亦或报报报报考有差考有差考有差考有差，，，，被甩到了被甩到了被甩到了被甩到了

我我我我们们们们那三流的那三流的那三流的那三流的师师师师范大范大范大范大学学学学，，，，终终终终身身身身遗遗遗遗憾憾憾憾，，，，不不不不尽尽尽尽言表言表言表言表。。。。两厢对比两厢对比两厢对比两厢对比，，，，我我我我

只想只想只想只想说说说说美美美美国国国国的孩子真的不知道他的孩子真的不知道他的孩子真的不知道他的孩子真的不知道他们拥们拥们拥们拥有何等的自由有何等的自由有何等的自由有何等的自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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