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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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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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    

• 长长长长 学学学学校校校校2011 节节节节联联联联欢会欢会欢会欢会将于将于将于将于2222月月月月6666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2:302:302:302:30至至至至4:304:304:304:30在在在在

Haverford SchoolHaverford SchoolHaverford SchoolHaverford School的的的的Centennial Hall Performing Arts CenterCentennial Hall Performing Arts CenterCentennial Hall Performing Arts CenterCentennial Hall Performing Arts Center

举行举行举行举行。。。。各班级已经收到彩排的时间安排表各班级已经收到彩排的时间安排表各班级已经收到彩排的时间安排表各班级已经收到彩排的时间安排表，，，，请大家配合按时参加请大家配合按时参加请大家配合按时参加请大家配合按时参加

彩排彩排彩排彩排。。。。具体事项请与周磊联系具体事项请与周磊联系具体事项请与周磊联系具体事项请与周磊联系leizhou2005@gmail.com。。。。    

    

• 由侨联组织的由侨联组织的由侨联组织的由侨联组织的《《《《亲情中华亲情中华亲情中华亲情中华》》》》艺术团将于艺术团将于艺术团将于艺术团将于2011年年年年2月月月月6日晚日晚日晚日晚7777时在费时在费时在费时在费

城举行慰问演出城举行慰问演出城举行慰问演出城举行慰问演出。。。。已经购票的家长们请来长城中文学校领票已经购票的家长们请来长城中文学校领票已经购票的家长们请来长城中文学校领票已经购票的家长们请来长城中文学校领票，，，，尚尚尚尚

未购票但还希望看演出的家长们请尽快和任钢取得联系未购票但还希望看演出的家长们请尽快和任钢取得联系未购票但还希望看演出的家长们请尽快和任钢取得联系未购票但还希望看演出的家长们请尽快和任钢取得联系

bonnie.ren@gmail.com 。    

油画习作 凌菲油画习作 凌菲油画习作 凌菲油画习作 凌菲（（（（13131313岁岁岁岁） ） ） ）     

辅导教师 王中周辅导教师 王中周辅导教师 王中周辅导教师 王中周    

    与北美华文教育服务中心合作    与北美华文教育服务中心合作    与北美华文教育服务中心合作    与北美华文教育服务中心合作，，，，我校于我校于我校于我校于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11111111月月月月14141414日第二次顺利成日第二次顺利成日第二次顺利成日第二次顺利成

功地举办了由中国国家汉办主办的功地举办了由中国国家汉办主办的功地举办了由中国国家汉办主办的功地举办了由中国国家汉办主办的YCTYCTYCTYCT汉语考试汉语考试汉语考试汉语考试。。。。我校有我校有我校有我校有61616161名学生参加了名学生参加了名学生参加了名学生参加了

考试考试考试考试，，，，其中参加一级考试的有其中参加一级考试的有其中参加一级考试的有其中参加一级考试的有8888名名名名，，，，二级二级二级二级4444名名名名，，，，三级三级三级三级29292929名名名名，，，，四级四级四级四级20202020名名名名。。。。考生考生考生考生

全部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全部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全部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全部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衷心感谢老师和家长的积极支持衷心感谢老师和家长的积极支持衷心感谢老师和家长的积极支持衷心感谢老师和家长的积极支持，，，，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感谢各位

志愿者付出的辛勤努力志愿者付出的辛勤努力志愿者付出的辛勤努力志愿者付出的辛勤努力。。。。    

YCTYCTYCTYCT汉语考试成绩统计      汉语考试成绩统计      汉语考试成绩统计      汉语考试成绩统计      董星文董星文董星文董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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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已经回到宁静的乡村学校开始正常上课的我    今天已经回到宁静的乡村学校开始正常上课的我    今天已经回到宁静的乡村学校开始正常上课的我    今天已经回到宁静的乡村学校开始正常上课的我，，，，心情心情心情心情

却并不能平静却并不能平静却并不能平静却并不能平静，，，，脑海里依然摇翌着那鲜红的五星红旗脑海里依然摇翌着那鲜红的五星红旗脑海里依然摇翌着那鲜红的五星红旗脑海里依然摇翌着那鲜红的五星红旗，，，，振奋振奋振奋振奋

的人群和一张张期盼的面孔的人群和一张张期盼的面孔的人群和一张张期盼的面孔的人群和一张张期盼的面孔，，，，耳畔似乎还回荡着那热烈的欢耳畔似乎还回荡着那热烈的欢耳畔似乎还回荡着那热烈的欢耳畔似乎还回荡着那热烈的欢

呼呼呼呼，，，，自豪的称颂和一阵阵悠扬的祖国的歌声自豪的称颂和一阵阵悠扬的祖国的歌声自豪的称颂和一阵阵悠扬的祖国的歌声自豪的称颂和一阵阵悠扬的祖国的歌声，，，，身旁好像还有身旁好像还有身旁好像还有身旁好像还有

任钢老师和依慧老师在车上细心的安排行程任钢老师和依慧老师在车上细心的安排行程任钢老师和依慧老师在车上细心的安排行程任钢老师和依慧老师在车上细心的安排行程，，，，讨论活动的细讨论活动的细讨论活动的细讨论活动的细

节和一件件值得关注的事情节和一件件值得关注的事情节和一件件值得关注的事情节和一件件值得关注的事情……………………1111月月月月18181818号我有幸随长城中文号我有幸随长城中文号我有幸随长城中文号我有幸随长城中文

学校团队去华盛顿欢迎胡锦涛主席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学校团队去华盛顿欢迎胡锦涛主席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学校团队去华盛顿欢迎胡锦涛主席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学校团队去华盛顿欢迎胡锦涛主席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昨昨昨昨

天的活动的确令我难忘!天的活动的确令我难忘!天的活动的确令我难忘!天的活动的确令我难忘!    

                好事多磨好事多磨好事多磨好事多磨。。。。周一深夜开始天降冰雪周一深夜开始天降冰雪周一深夜开始天降冰雪周一深夜开始天降冰雪，，，，第二天一早道路结第二天一早道路结第二天一早道路结第二天一早道路结

冰冰冰冰，，，，原先预定好的大巴开不出停车场原先预定好的大巴开不出停车场原先预定好的大巴开不出停车场原先预定好的大巴开不出停车场，，，，美国巴士租车公司一美国巴士租车公司一美国巴士租车公司一美国巴士租车公司一

早取消合同通知主办方不能派车来指定地点早取消合同通知主办方不能派车来指定地点早取消合同通知主办方不能派车来指定地点早取消合同通知主办方不能派车来指定地点----King of Prus-King of Prus-King of Prus-King of Prus-

sia Mallsia Mallsia Mallsia Mall接人接人接人接人。。。。没有车怎么把这么多人送到到华盛顿去没有车怎么把这么多人送到到华盛顿去没有车怎么把这么多人送到到华盛顿去没有车怎么把这么多人送到到华盛顿去？？？？主主主主

办方不得不取消这次欢迎活动并在八点钟马上通知当地组团办方不得不取消这次欢迎活动并在八点钟马上通知当地组团办方不得不取消这次欢迎活动并在八点钟马上通知当地组团办方不得不取消这次欢迎活动并在八点钟马上通知当地组团

联系人士联系人士联系人士联系人士。。。。于是组团联系人之一任钢女士在离预定集合时间于是组团联系人之一任钢女士在离预定集合时间于是组团联系人之一任钢女士在离预定集合时间于是组团联系人之一任钢女士在离预定集合时间

9999：：：：30303030分之前的一个半小时里用最快的速度发邮件通知大家分之前的一个半小时里用最快的速度发邮件通知大家分之前的一个半小时里用最快的速度发邮件通知大家分之前的一个半小时里用最快的速度发邮件通知大家

活动取消活动取消活动取消活动取消，，，，并开始用电话逐一联系名单上留的电话通知大家并开始用电话逐一联系名单上留的电话通知大家并开始用电话逐一联系名单上留的电话通知大家并开始用电话逐一联系名单上留的电话通知大家

取消活动的消息取消活动的消息取消活动的消息取消活动的消息，，，，为的是避免所造成的更多的不便为的是避免所造成的更多的不便为的是避免所造成的更多的不便为的是避免所造成的更多的不便。。。。我是一我是一我是一我是一

早准备和任老师一起出发的早准备和任老师一起出发的早准备和任老师一起出发的早准备和任老师一起出发的，，，，因此在她发出取消信息时因此在她发出取消信息时因此在她发出取消信息时因此在她发出取消信息时，，，，亲亲亲亲

自听到和看到她在瞬间中异常繁忙起来自听到和看到她在瞬间中异常繁忙起来自听到和看到她在瞬间中异常繁忙起来自听到和看到她在瞬间中异常繁忙起来，，，，简直就像是一个只简直就像是一个只简直就像是一个只简直就像是一个只

有一个人操作的声讯台有一个人操作的声讯台有一个人操作的声讯台有一个人操作的声讯台，，，，她焦急的告诉大家这个遗憾的消她焦急的告诉大家这个遗憾的消她焦急的告诉大家这个遗憾的消她焦急的告诉大家这个遗憾的消

息息息息，，，，解释原因解释原因解释原因解释原因，，，，并转达主办方的歉意并转达主办方的歉意并转达主办方的歉意并转达主办方的歉意。。。。    

                一波三折一波三折一波三折一波三折，，，，当任老师刚通知好取消活动的消息当任老师刚通知好取消活动的消息当任老师刚通知好取消活动的消息当任老师刚通知好取消活动的消息，，，，九点钟九点钟九点钟九点钟

又接到主办方另一电话又接到主办方另一电话又接到主办方另一电话又接到主办方另一电话。。。。原来主办方考虑到郊区大家对这次原来主办方考虑到郊区大家对这次原来主办方考虑到郊区大家对这次原来主办方考虑到郊区大家对这次

活动的重视及热忱活动的重视及热忱活动的重视及热忱活动的重视及热忱，，，，在多方协调下在多方协调下在多方协调下在多方协调下，，，，从费城中国城的车队中从费城中国城的车队中从费城中国城的车队中从费城中国城的车队中

调出一辆大巴去到调出一辆大巴去到调出一辆大巴去到调出一辆大巴去到King of Prussia MallKing of Prussia MallKing of Prussia MallKing of Prussia Mall来接我们长城中文来接我们长城中文来接我们长城中文来接我们长城中文

学校的欢迎团队学校的欢迎团队学校的欢迎团队学校的欢迎团队，，，，由于路滑由于路滑由于路滑由于路滑，，，，只能在只能在只能在只能在10101010点半左右赶到点半左右赶到点半左右赶到点半左右赶到。。。。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由于座位有限由于座位有限由于座位有限由于座位有限，，，，不可能满足原来报名的一百多人的需求不可能满足原来报名的一百多人的需求不可能满足原来报名的一百多人的需求不可能满足原来报名的一百多人的需求，，，，于于于于

是任钢老师只能急中生智灵活应对是任钢老师只能急中生智灵活应对是任钢老师只能急中生智灵活应对是任钢老师只能急中生智灵活应对，，，，在最短的时间内又通知在最短的时间内又通知在最短的时间内又通知在最短的时间内又通知

那些留有联系方式并方便出行的人们那些留有联系方式并方便出行的人们那些留有联系方式并方便出行的人们那些留有联系方式并方便出行的人们，，，，在她的紧张组织下在她的紧张组织下在她的紧张组织下在她的紧张组织下45454545

人终于再次获得了参加这次有意义的活动的机会人终于再次获得了参加这次有意义的活动的机会人终于再次获得了参加这次有意义的活动的机会人终于再次获得了参加这次有意义的活动的机会。。。。    

                于是在长城中文学校前任校长任钢及现任理事长依慧女于是在长城中文学校前任校长任钢及现任理事长依慧女于是在长城中文学校前任校长任钢及现任理事长依慧女于是在长城中文学校前任校长任钢及现任理事长依慧女

       1 21 晚晚晚晚，，，，长长长长 学学学学校校校校 费费费费 近近近近 City Line 

Ave     Royal Buffet & Grill 馆馆馆馆 晚晚晚晚 感感感感谢谢谢谢

学学学学校校校校 们们们们。。。。校校校校长长长长 岚岚岚岚，，，，

教务教务教务教务 校校校校长长长长董董董董 ，，，，PTA

段强段强段强段强，，，， 长长长长 长长长长

学学学学校校校校 们济济们济济们济济们济济 堂堂堂堂。。。。    

                        间间间间，，，， 们们们们 大家介大家介大家介大家介绍绍绍绍

己己己己 学学学学校 角校 角校 角校 角 责责责责

，，，，并并并并交交交交 过过过过去 年 工去 年 工去 年 工去 年 工

经历经历经历经历 会会会会，，，，对对对对校校校校领导给领导给领导给领导给

工 高度工 高度工 高度工 高度评评评评价 大价 大价 大价 大

感感感感谢谢谢谢。。。。资资资资 IT专专专专家家家家

长城中文学校晚餐感谢志愿者长城中文学校晚餐感谢志愿者长城中文学校晚餐感谢志愿者长城中文学校晚餐感谢志愿者         路平路平路平路平    

风雪中的中国红风雪中的中国红风雪中的中国红风雪中的中国红———— 记长城中文学校团队欢迎 记长城中文学校团队欢迎 记长城中文学校团队欢迎 记长城中文学校团队欢迎““““华盛顿欢迎胡主席访美华盛顿欢迎胡主席访美华盛顿欢迎胡主席访美华盛顿欢迎胡主席访美”    杨漩杨漩杨漩杨漩        
士的带领下士的带领下士的带领下士的带领下，，，，我我我我

们长城中文学校们长城中文学校们长城中文学校们长城中文学校

欢迎代表团冒着欢迎代表团冒着欢迎代表团冒着欢迎代表团冒着

冰雨向华盛顿前冰雨向华盛顿前冰雨向华盛顿前冰雨向华盛顿前

往我们的欢迎任往我们的欢迎任往我们的欢迎任往我们的欢迎任

务了务了务了务了。。。。出发前任出发前任出发前任出发前任

钢老师的细心与钢老师的细心与钢老师的细心与钢老师的细心与

真诚令人非常感真诚令人非常感真诚令人非常感真诚令人非常感

动动动动，，，，她一个个嘱她一个个嘱她一个个嘱她一个个嘱

咐大家将车停在有遮挡的停车位避免冻雨咐大家将车停在有遮挡的停车位避免冻雨咐大家将车停在有遮挡的停车位避免冻雨咐大家将车停在有遮挡的停车位避免冻雨，，，，联系大巴司联系大巴司联系大巴司联系大巴司

机机机机，，，，派人到冰雨中给大巴带路派人到冰雨中给大巴带路派人到冰雨中给大巴带路派人到冰雨中给大巴带路，，，，给大家买早餐零食路上给大家买早餐零食路上给大家买早餐零食路上给大家买早餐零食路上

吃吃吃吃，，，，给大家定好午餐晚餐给大家定好午餐晚餐给大家定好午餐晚餐给大家定好午餐晚餐，，，，最后一个下车收好每个座位上最后一个下车收好每个座位上最后一个下车收好每个座位上最后一个下车收好每个座位上

的垃圾的垃圾的垃圾的垃圾，，，，提醒每人带好随身物品提醒每人带好随身物品提醒每人带好随身物品提醒每人带好随身物品，，，，一遍一遍给大家叮嘱安一遍一遍给大家叮嘱安一遍一遍给大家叮嘱安一遍一遍给大家叮嘱安

全注意事项全注意事项全注意事项全注意事项……………………为这趟活动行程妥当的安排好每件小事为这趟活动行程妥当的安排好每件小事为这趟活动行程妥当的安排好每件小事为这趟活动行程妥当的安排好每件小事，，，，

让我们如愿的参加了这次活动让我们如愿的参加了这次活动让我们如愿的参加了这次活动让我们如愿的参加了这次活动。。。。    

                到了华盛顿的指定地点到了华盛顿的指定地点到了华盛顿的指定地点到了华盛顿的指定地点，，，，到处是人和旗帜到处是人和旗帜到处是人和旗帜到处是人和旗帜。。。。我团和来我团和来我团和来我团和来

自费城地区自费城地区自费城地区自费城地区41414141个社团的个社团的个社团的个社团的500500500500多人会合多人会合多人会合多人会合。。。。几十辆巴士载来不同几十辆巴士载来不同几十辆巴士载来不同几十辆巴士载来不同

地区不同社团的两千多人已聚集在欢迎主干道上地区不同社团的两千多人已聚集在欢迎主干道上地区不同社团的两千多人已聚集在欢迎主干道上地区不同社团的两千多人已聚集在欢迎主干道上，，，，紧密而紧密而紧密而紧密而

有序地组成了欢迎阵线有序地组成了欢迎阵线有序地组成了欢迎阵线有序地组成了欢迎阵线。。。。依慧老师有备无患地高举着可爱依慧老师有备无患地高举着可爱依慧老师有备无患地高举着可爱依慧老师有备无患地高举着可爱

的熊猫雨伞的熊猫雨伞的熊猫雨伞的熊猫雨伞，，，，带领本团的男女老少在人群中鱼贯穿行带领本团的男女老少在人群中鱼贯穿行带领本团的男女老少在人群中鱼贯穿行带领本团的男女老少在人群中鱼贯穿行。。。。她她她她

的熊猫雨伞可谓独树一帜的熊猫雨伞可谓独树一帜的熊猫雨伞可谓独树一帜的熊猫雨伞可谓独树一帜，，，，十分醒目有用十分醒目有用十分醒目有用十分醒目有用。。。。我们的团员在我们的团员在我们的团员在我们的团员在

主办方指挥下有幸挤到最佳位置主办方指挥下有幸挤到最佳位置主办方指挥下有幸挤到最佳位置主办方指挥下有幸挤到最佳位置。。。。当主席的车队经过时当主席的车队经过时当主席的车队经过时当主席的车队经过时，，，，

大家摇着五星红旗和美国国旗热情洋溢的呼喊着大家摇着五星红旗和美国国旗热情洋溢的呼喊着大家摇着五星红旗和美国国旗热情洋溢的呼喊着大家摇着五星红旗和美国国旗热情洋溢的呼喊着：：：：欢迎胡欢迎胡欢迎胡欢迎胡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热烈欢迎热烈欢迎热烈欢迎热烈欢迎！！！！看那一片红旗飘扬看那一片红旗飘扬看那一片红旗飘扬看那一片红旗飘扬，，，，看那激情的脸孔看那激情的脸孔看那激情的脸孔看那激情的脸孔，，，，

听那耳熟的母语听那耳熟的母语听那耳熟的母语听那耳熟的母语，，，，我们作为中国人在异国他乡为祖国的强我们作为中国人在异国他乡为祖国的强我们作为中国人在异国他乡为祖国的强我们作为中国人在异国他乡为祖国的强

大而感到骄傲大而感到骄傲大而感到骄傲大而感到骄傲！！！！    

                今天我仅用简单的笔触留下这难忘的片段今天我仅用简单的笔触留下这难忘的片段今天我仅用简单的笔触留下这难忘的片段今天我仅用简单的笔触留下这难忘的片段，，，，并真诚地并真诚地并真诚地并真诚地

感谢长城中文学校领队任钢及依慧女士费心尽力感谢长城中文学校领队任钢及依慧女士费心尽力感谢长城中文学校领队任钢及依慧女士费心尽力感谢长城中文学校领队任钢及依慧女士费心尽力，，，，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们对祖国一表衷肠们对祖国一表衷肠们对祖国一表衷肠们对祖国一表衷肠，，，，谢谢你们对长城中文学校和社团的奉谢谢你们对长城中文学校和社团的奉谢谢你们对长城中文学校和社团的奉谢谢你们对长城中文学校和社团的奉

献献献献，，，，带领孩子带领孩子带领孩子带领孩子，，，，家长家长家长家长，，，，老人和朋友安全和尽兴地参与这次老人和朋友安全和尽兴地参与这次老人和朋友安全和尽兴地参与这次老人和朋友安全和尽兴地参与这次

难得的活动难得的活动难得的活动难得的活动！！！！    

Jason     Mark 改 改改 改改 改改 改进学进学进学进学校校校校网网网网 议题积极议题积极议题积极议题积极

，，，，献计献献计献献计献献计献 。。。。到到到到场场场场 校校校校领导领导领导领导 间间间间，，，， 与与与与

间间间间都都都都进进进进 同 度 交同 度 交同 度 交同 度 交 。。。。 个个个个

晚晚晚晚 气气气气 热热热热 ，，，，轻轻轻轻 跃跃跃跃。。。。    

                        ，，，，校校校校长长长长 岚简岚简岚简岚简 顾顾顾顾 长长长长

学学学学校校校校 过过过过去 年 得 改去 年 得 改去 年 得 改去 年 得 改进进进进

长长长长 发发发发 ，，，， 长长长长 学学学学校 能校 能校 能校 能

得得得得 绩绩绩绩 发发发发 与众与众与众与众多多多多

勤工勤工勤工勤工 开开开开 。。。。她她她她鼓鼓鼓鼓励励励励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尽尽尽尽 能能能能

及及及及，，，，继续为学继续为学继续为学继续为学校多校多校多校多 贡献贡献贡献贡献。。。。参参参参加加加加晚晚晚晚

们们们们 将继续为学将继续为学将继续为学将继续为学校校校校 发发发发 献献献献

计计计计 。  。  。  。      



 

 

三年级三年级三年级三年级3C3C3C3C班习作班习作班习作班习作《《《《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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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伊莎 (蒋伊莎 (蒋伊莎 (蒋伊莎 (Isha Jiang)Isha Jiang)Isha Jiang)Isha Jiang)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来无影我来无影我来无影我来无影，，，，去无踪去无踪去无踪去无踪。。。。夏天一到人们就夏天一到人们就夏天一到人们就夏天一到人们就

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但冬天一来但冬天一来但冬天一来但冬天一来，，，，人们就不喜欢我了人们就不喜欢我了人们就不喜欢我了人们就不喜欢我了。。。。我有时候从西我有时候从西我有时候从西我有时候从西

面来面来面来面来，，，，有时候从东面来有时候从东面来有时候从东面来有时候从东面来。。。。我高兴的时候一边跑一边唱我高兴的时候一边跑一边唱我高兴的时候一边跑一边唱我高兴的时候一边跑一边唱。。。。我我我我

不高兴的时候又吼又叫不高兴的时候又吼又叫不高兴的时候又吼又叫不高兴的时候又吼又叫，，，，想把大树推到想把大树推到想把大树推到想把大树推到。。。。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摸不摸不摸不摸不

着着着着，，，，人们想抓我都抓不着人们想抓我都抓不着人们想抓我都抓不着人们想抓我都抓不着。。。。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胡嫣然 胡嫣然 胡嫣然 胡嫣然 （（（（Helen HuHelen HuHelen HuHelen Hu））））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风一吹我就飘来飘去风一吹我就飘来飘去风一吹我就飘来飘去风一吹我就飘来飘去。。。。我有时候像一我有时候像一我有时候像一我有时候像一

个房子个房子个房子个房子，，，，有时候想一座小山有时候想一座小山有时候想一座小山有时候想一座小山。。。。晴天的时候晴天的时候晴天的时候晴天的时候，，，，我又白又轻我又白又轻我又白又轻我又白又轻。。。。

阴天的时候阴天的时候阴天的时候阴天的时候，，，，我就变成了雨 落下来我就变成了雨 落下来我就变成了雨 落下来我就变成了雨 落下来。。。。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王杉 王杉 王杉 王杉 （（（（Maria Wang)Maria Wang)Maria Wang)Maria Wang)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有时候我在山下睡觉有时候我在山下睡觉有时候我在山下睡觉有时候我在山下睡觉，，，，有时候在天上有时候在天上有时候在天上有时候在天上

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我又大又黄我又大又黄我又大又黄我又大又黄。。。。云一来云一来云一来云一来，，，，我就看不见你们了我就看不见你们了我就看不见你们了我就看不见你们了。。。。小小小小

花一看见我就开心花一看见我就开心花一看见我就开心花一看见我就开心。。。。草和花都喜欢我草和花都喜欢我草和花都喜欢我草和花都喜欢我。。。。我经常一边看小河我经常一边看小河我经常一边看小河我经常一边看小河

一边看雨从天上掉下来一边看雨从天上掉下来一边看雨从天上掉下来一边看雨从天上掉下来。。。。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缪睿雅 (缪睿雅 (缪睿雅 (缪睿雅 (Riya Kumar)Riya Kumar)Riya Kumar)Riya Kumar)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春天的时候我是绿色的小芽春天的时候我是绿色的小芽春天的时候我是绿色的小芽春天的时候我是绿色的小芽，，，，秋天一秋天一秋天一秋天一

来我就变红色了来我就变红色了来我就变红色了来我就变红色了。。。。风一吹我就在风中飘来飘去风一吹我就在风中飘来飘去风一吹我就在风中飘来飘去风一吹我就在风中飘来飘去。。。。我有时候我有时候我有时候我有时候

时候是红色时候是红色时候是红色时候是红色，，，，有时候是黄色有时候是黄色有时候是黄色有时候是黄色。。。。冬天一来冬天一来冬天一来冬天一来，，，，我和我的伙伴们我和我的伙伴们我和我的伙伴们我和我的伙伴们

都会掉下来都会掉下来都会掉下来都会掉下来。。。。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Jessie WangJessie WangJessie WangJessie Wang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春天来了，，，，天气变暖和了天气变暖和了天气变暖和了天气变暖和了，，，，我就醒来我就醒来我就醒来我就醒来

找东西吃了找东西吃了找东西吃了找东西吃了。。。。我有时候躲在草丛里我有时候躲在草丛里我有时候躲在草丛里我有时候躲在草丛里，，，，有时候盘在树干上有时候盘在树干上有时候盘在树干上有时候盘在树干上。。。。

我又细又长我又细又长我又细又长我又细又长，，，，在地上扭来扭曲地爬行在地上扭来扭曲地爬行在地上扭来扭曲地爬行在地上扭来扭曲地爬行。。。。人们见了我都怕人们见了我都怕人们见了我都怕人们见了我都怕

我我我我。。。。到了冬天我又去睡觉了到了冬天我又去睡觉了到了冬天我又去睡觉了到了冬天我又去睡觉了。。。。你们知道我是谁么你们知道我是谁么你们知道我是谁么你们知道我是谁么？？？？    

    

徐皓雪 徐皓雪 徐皓雪 徐皓雪 （（（（Charity XuCharity XuCharity XuCharity Xu））））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太阳一出来太阳一出来太阳一出来太阳一出来，，，，我就跑到树下我就跑到树下我就跑到树下我就跑到树下。。。。我有时我有时我有时我有时

候爱睡觉候爱睡觉候爱睡觉候爱睡觉，，，，有时候爱欢跑有时候爱欢跑有时候爱欢跑有时候爱欢跑。。。。我经常一边玩一边忙我经常一边玩一边忙我经常一边玩一边忙我经常一边玩一边忙。。。。我有长我有长我有长我有长

长的尾巴长的尾巴长的尾巴长的尾巴。。。。我爱吃坚果我爱吃坚果我爱吃坚果我爱吃坚果。。。。我跑来跑去我跑来跑去我跑来跑去我跑来跑去，，，，一天都不休息一天都不休息一天都不休息一天都不休息。。。。大大大大

家知道我是谁吗家知道我是谁吗家知道我是谁吗家知道我是谁吗？？？？    

    

魏彩依 魏彩依 魏彩依 魏彩依 （（（（Sierra WeiSierra WeiSierra WeiSierra Wei））））    

（（（（一一一一））））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一喝水就变得又大又好看我一喝水就变得又大又好看我一喝水就变得又大又好看我一喝水就变得又大又好看。。。。

小蜜蜂每天在这里飞来飞去采花蜜小蜜蜂每天在这里飞来飞去采花蜜小蜜蜂每天在这里飞来飞去采花蜜小蜜蜂每天在这里飞来飞去采花蜜。。。。我有时候开着我有时候开着我有时候开着我有时候开着，，，，有时有时有时有时

候关着候关着候关着候关着。。。。人们都觉得我好看人们都觉得我好看人们都觉得我好看人们都觉得我好看。。。。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二二二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一饿了就吃草我一饿了就吃草我一饿了就吃草我一饿了就吃草。。。。我有时候睡我有时候睡我有时候睡我有时候睡

觉觉觉觉，，，，有时候跑来跑去有时候跑来跑去有时候跑来跑去有时候跑来跑去。。。。我一边看天上的云我一边看天上的云我一边看天上的云我一边看天上的云，，，，一边喝水一边喝水一边喝水一边喝水。。。。我我我我

又高又大又高又大又高又大又高又大，，，，四条腿都很长四条腿都很长四条腿都很长四条腿都很长。。。。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刘琦 (刘琦 (刘琦 (刘琦 (Melodie Liu)Melodie Liu)Melodie Liu)Melodie Liu)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一吃东西就高兴我一吃东西就高兴我一吃东西就高兴我一吃东西就高兴。。。。我住在一个很小我住在一个很小我住在一个很小我住在一个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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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洞里面的洞里面的洞里面的洞里面。。。。我一见到猫就逃跑我一见到猫就逃跑我一见到猫就逃跑我一见到猫就逃跑。。。。我有时候白天出来我有时候白天出来我有时候白天出来我有时候白天出来，，，，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

晚上出来晚上出来晚上出来晚上出来。。。。人们都不喜欢我人们都不喜欢我人们都不喜欢我人们都不喜欢我。。。。我虽然小我虽然小我虽然小我虽然小，，，，但是跑得很快但是跑得很快但是跑得很快但是跑得很快。。。。大大大大

家知道我是谁吗家知道我是谁吗家知道我是谁吗家知道我是谁吗？？？？    

    

栾力 栾力 栾力 栾力 （（（（Leo Luan)Leo Luan)Leo Luan)Leo Luan)    

大家猜一猜他是谁大家猜一猜他是谁大家猜一猜他是谁大家猜一猜他是谁？？？？他一边跳一边跑他一边跳一边跑他一边跳一边跑他一边跳一边跑，，，，他又好玩他又好玩他又好玩他又好玩，，，，又好看又好看又好看又好看。。。。

他一看见人就跳上来他一看见人就跳上来他一看见人就跳上来他一看见人就跳上来。。。。他爱跑来跑去他爱跑来跑去他爱跑来跑去他爱跑来跑去。。。。有时候他睡觉有时候他睡觉有时候他睡觉有时候他睡觉，，，，有时有时有时有时

候他吃东西候他吃东西候他吃东西候他吃东西。。。。我们都爱他我们都爱他我们都爱他我们都爱他。。。。你们猜猜他是谁你们猜猜他是谁你们猜猜他是谁你们猜猜他是谁？？？？    

    

杨澄宜杨澄宜杨澄宜杨澄宜（（（（Sophie YangSophie YangSophie YangSophie Yang））））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人们一烤人们一烤人们一烤人们一烤，，，，我就变成松软好吃的面食我就变成松软好吃的面食我就变成松软好吃的面食我就变成松软好吃的面食。。。。

面包师走来走去工作忙面包师走来走去工作忙面包师走来走去工作忙面包师走来走去工作忙。。。。小朋友们一边看我一边流口水小朋友们一边看我一边流口水小朋友们一边看我一边流口水小朋友们一边看我一边流口水，，，，说说说说

我一定又香又甜我一定又香又甜我一定又香又甜我一定又香又甜。。。。他们都想吃我他们都想吃我他们都想吃我他们都想吃我。。。。我有时候有巧克力味我有时候有巧克力味我有时候有巧克力味我有时候有巧克力味，，，，有有有有

时候有香菜奶油味时候有香菜奶油味时候有香菜奶油味时候有香菜奶油味。。。。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林佳虹 林佳虹 林佳虹 林佳虹 （（（（AimeeLinAimeeLinAimeeLinAimeeLin））））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全是都有毛我全是都有毛我全是都有毛我全是都有毛。。。。我一饿了就想吃香蕉我一饿了就想吃香蕉我一饿了就想吃香蕉我一饿了就想吃香蕉。。。。

我有时候在树上睡觉我有时候在树上睡觉我有时候在树上睡觉我有时候在树上睡觉我有时候在树上睡觉我有时候在树上睡觉我有时候在树上睡觉我有时候在树上睡觉，，，，有时候在树上荡有时候在树上荡有时候在树上荡有时候在树上荡

来荡去来荡去来荡去来荡去。。。。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耿梅耿梅耿梅耿梅（（（（Catharine Corliss)Catharine Corliss)Catharine Corliss)Catharine Corliss)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春天一到我就出来春天一到我就出来春天一到我就出来春天一到我就出来，，，，我喜欢在树丛中飞我喜欢在树丛中飞我喜欢在树丛中飞我喜欢在树丛中飞

来飞去来飞去来飞去来飞去。。。。我有时候在树枝上休息我有时候在树枝上休息我有时候在树枝上休息我有时候在树枝上休息，，，，有时候在你手上休息有时候在你手上休息有时候在你手上休息有时候在你手上休息。。。。我我我我

的背是红色的的背是红色的的背是红色的的背是红色的，，，，还有黑色的圆点还有黑色的圆点还有黑色的圆点还有黑色的圆点。。。。人们都想我给他们带来好人们都想我给他们带来好人们都想我给他们带来好人们都想我给他们带来好

运运运运。。。。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李昕遥 (李昕遥 (李昕遥 (李昕遥 (Madison Li)Madison Li)Madison Li)Madison Li)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春天一来我就长出来了春天一来我就长出来了春天一来我就长出来了春天一来我就长出来了。。。。夏天一来夏天一来夏天一来夏天一来，，，，我我我我

长得又好又亮长得又好又亮长得又好又亮长得又好又亮。。。。秋天来了秋天来了秋天来了秋天来了，，，，我一边变颜色一边掉下来我一边变颜色一边掉下来我一边变颜色一边掉下来我一边变颜色一边掉下来。。。。我有我有我有我有

时候在树上时候在树上时候在树上时候在树上，，，，有时候在地上有时候在地上有时候在地上有时候在地上。。。。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颜隽卿颜隽卿颜隽卿颜隽卿（（（（Koby Degenhardt)Koby Degenhardt)Koby Degenhardt)Koby Degenhardt)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喜欢吃包子我喜欢吃包子我喜欢吃包子我喜欢吃包子。。。。我很喜欢乌龟我很喜欢乌龟我很喜欢乌龟我很喜欢乌龟。。。。我也喜我也喜我也喜我也喜

欢钓鱼欢钓鱼欢钓鱼欢钓鱼。。。。我很高我很高我很高我很高，，，，很喜欢让大家笑很喜欢让大家笑很喜欢让大家笑很喜欢让大家笑。。。。我是一半中国人我是一半中国人我是一半中国人我是一半中国人，，，，一半一半一半一半

美国人美国人美国人美国人。。。。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    编者注编者注编者注编者注：：：：因片幅有限因片幅有限因片幅有限因片幅有限，，，，三年级三年级三年级三年级3D3D3D3D班的习作将在下一期发表班的习作将在下一期发表班的习作将在下一期发表班的习作将在下一期发表。。。。    

    由    由    由    由大田豆品厂大田豆品厂大田豆品厂大田豆品厂与与与与海海海海华华华华都市都市都市都市报报报报主辦主辦主辦主辦的第一届大费城地区的第一届大费城地区的第一届大费城地区的第一届大费城地区

中文学校演讲比赛于中文学校演讲比赛于中文学校演讲比赛于中文学校演讲比赛于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4444日在日在日在日在华夏樱桃山中文华夏樱桃山中文华夏樱桃山中文华夏樱桃山中文学学学学

校举行校举行校举行校举行。。。。我校有八名学生参加了比赛我校有八名学生参加了比赛我校有八名学生参加了比赛我校有八名学生参加了比赛，，，，并取得了优异成并取得了优异成并取得了优异成并取得了优异成

绩绩绩绩。。。。这八名同学是这八名同学是这八名同学是这八名同学是：：：：徐浩雪徐浩雪徐浩雪徐浩雪(Charity Xu)(Charity Xu)(Charity Xu)(Charity Xu)，，，，胡嫣然(胡嫣然(胡嫣然(胡嫣然(Helen Helen Helen Helen 

Hu)Hu)Hu)Hu)，，，，陈睿龙(陈睿龙(陈睿龙(陈睿龙(Richard Chen)Richard Chen)Richard Chen)Richard Chen)，，，，徐浩雯(徐浩雯(徐浩雯(徐浩雯(Karen Xu)Karen Xu)Karen Xu)Karen Xu)，，，，张华张华张华张华

龙(龙(龙(龙(Steven Zhang)Steven Zhang)Steven Zhang)Steven Zhang)，，，，凌菲(凌菲(凌菲(凌菲(Sophia Ling)Sophia Ling)Sophia Ling)Sophia Ling)，，，，缪睿雅(缪睿雅(缪睿雅(缪睿雅(Riya Riya Riya Riya 

Kumar)Kumar)Kumar)Kumar)，，，，颜隽卿(颜隽卿(颜隽卿(颜隽卿(Koby Degenhardt)Koby Degenhardt)Koby Degenhardt)Koby Degenhardt)。。。。    



 

 

Dear GWCS parents and students: 

  

What a day we had on 1/23!  We celebrated GWCS 15th anniversary. The posters showed GWCS history and foot 

prints. They were informative and priceless. Thank you, Yi Hui, for everything! I hope you all had a great time! The 

cakes were beautiful and delicious.   

  

I also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 for attending GWCS school wide parents meeting today. We had 3 consecutive sessions 

and there has been a great deal of you attended the events. Hope it met your expectations. 

  

We talked about what we have accomplished in the past year and what is still to come.  

1. We had about 60 students participated YCT Test and average score is above 90 percentile. This is a great accomplish-

ment by our students.  

2. GWCS also participated in Greater Philadelphia Speech Competition sponsored by Nature Soy and Metro News Pa-

per. All 8 participants across 4 levels and categories received award. Most of them were placed in 2nd and 3rd places. 

What achievement! We are very proud of them.   

3.  Our registration number is up for Spring2011 comparing to Fall2010. The increasing registration was contributed 

partly by newly created or expanded culture classes, i.e. Children Karate, Adult Tai Chi, Adult Dancing, and Basketball/

Gym program.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participation. Without you, we could not have done it. The higher registra-

tion number provided us greater financial support.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o our school.  

4. As I mentioned to you in the meeting, GWCS has changed tax structure from 1099 to W-2. This change was result of 

2010 IRS audit. GWCS now is responsible for paying Federal Taxes and State taxes. We are working with our CPA to 

move forward through this process. I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e and its impact.  

5. They key factor to our success is you. Many of you volunteered your time for various school projects, committees, 

and becoming the class parents. Your involvement made our school a better place. School is depending on you for suc-

cessful operation each Sunday and beyond. Our parents are instrumental on the take-off of parents-on-duty pro-

gram. You did not have a sophisticated technical support from school for this huge task. but you worked tirelessly. You 

made sure each parent in your class is aware of the need for parents on duty and there are enough parents on duty so 

that our children's safety is in check.  What a grass roots effort! We had a great semester in Fall 2010. Let's do it again 

in 2011. 

  

In the New Year, we will continue evaluating current curriculum and add or subtract classes as needed. We will focus 

on the improvement of our IT system and make it more user friendly and reliable. We will continue to be prudent in 

spending and keep cost under control. We will need more of you to get involved. Again, our school is a volunteer based 

organization. 100% member of admin team and board are volunteers. I know not everyone can do everything, but eve-

ryone can do something. Hope you will join the volunteer team. 

  

As you know GWCS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Gala will be held on Sunday, 2:30pm, 2/6/2011 in Haverford School 

- Centennial Hall. Many of you already purchased the tickets or reserved them. It is 1st come and 1st served. I want to 

give big Thanks to Sally and Merry for their help on getting the ticket Sale Booth set up and sold majority of the tickets 

today.  We have limited tickets on sale till next Sunday, 1/30/2011. Please come to get them while they last.  

  

Also, we are looking for volunteers during the rehearsal as well as show time on 2/6/2011. We have the signup sheets 

in the front desk. You can help during rehearsal in the morning (AM) or show time in the afternoon (PM). Many thanks 

in advance! 

  

Best regards, 

  

Lynne Zhuang 

第 4 页 

本期编辑本期编辑本期编辑本期编辑：：：：吴梦丹           吴梦丹           吴梦丹           吴梦丹           本期校对: 本期校对: 本期校对: 本期校对: 胡亚胡亚胡亚胡亚                                                                                                            本期植字本期植字本期植字本期植字：：：：杨漩 路平 魏东飞  董星文杨漩 路平 魏东飞  董星文杨漩 路平 魏东飞  董星文杨漩 路平 魏东飞  董星文 

校长庄岚致全校家长和学生们的一封信(校长庄岚致全校家长和学生们的一封信(校长庄岚致全校家长和学生们的一封信(校长庄岚致全校家长和学生们的一封信(A Letter From The Principal)A Letter From The Principal)A Letter From The Principal)A Letter From The Princip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