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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13131313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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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        

油画 油画 油画 油画 Helen Zhou Helen Zhou Helen Zhou Helen Zhou    辅导教师 陆文浩   辅导教师 陆文浩   辅导教师 陆文浩   辅导教师 陆文浩                                                                                                            

• 3333月月月月13131313日实行日实行日实行日实行夏令时夏令时夏令时夏令时，，，，大家须将钟表向前拨一小时大家须将钟表向前拨一小时大家须将钟表向前拨一小时大家须将钟表向前拨一小时。。。。    

• 为确保学生安全和上下课高峰期间的秩序为确保学生安全和上下课高峰期间的秩序为确保学生安全和上下课高峰期间的秩序为确保学生安全和上下课高峰期间的秩序，，，，学校新设学校新设学校新设学校新设

Lawrence HallLawrence HallLawrence HallLawrence Hall上下楼梯的规则上下楼梯的规则上下楼梯的规则上下楼梯的规则。。。。上楼的学生和家长请上楼的学生和家长请上楼的学生和家长请上楼的学生和家长请

用进入正门右侧的楼道用进入正门右侧的楼道用进入正门右侧的楼道用进入正门右侧的楼道，，，，下楼则用左侧的楼道下楼则用左侧的楼道下楼则用左侧的楼道下楼则用左侧的楼道。。。。感谢依感谢依感谢依感谢依

慧及时设置好大楼内两侧的指示路标慧及时设置好大楼内两侧的指示路标慧及时设置好大楼内两侧的指示路标慧及时设置好大楼内两侧的指示路标，，，，提醒各位遵守这提醒各位遵守这提醒各位遵守这提醒各位遵守这

项新规则项新规则项新规则项新规则。。。。    

• 经理事会讨论经理事会讨论经理事会讨论经理事会讨论，，，，长城中文学校同意采纳由长城中文学校同意采纳由长城中文学校同意采纳由长城中文学校同意采纳由4C4C4C4C家长黄师哲家长黄师哲家长黄师哲家长黄师哲

提议的提议的提议的提议的Fire DrillFire DrillFire DrillFire Drill建议建议建议建议。。。。校长庄岚正积极与校长庄岚正积极与校长庄岚正积极与校长庄岚正积极与Rosemont Rosemont Rosemont Rosemont 

CollegeCollegeCollegeCollege有关部门联系有关部门联系有关部门联系有关部门联系，，，，以求尽快在以求尽快在以求尽快在以求尽快在Lawrence HallLawrence HallLawrence HallLawrence Hall进行进行进行进行

防火演习防火演习防火演习防火演习。。。。演习时间将另行通知演习时间将另行通知演习时间将另行通知演习时间将另行通知，，，，请大家注意请大家注意请大家注意请大家注意。。。。    

• 2011201120112011年年册年年册年年册年年册((((Yearbook)Yearbook)Yearbook)Yearbook)正在筹备和预购当中正在筹备和预购当中正在筹备和预购当中正在筹备和预购当中。。。。毕业班学毕业班学毕业班学毕业班学

生免费生免费生免费生免费，，，，其他班级的学生须付预购价其他班级的学生须付预购价其他班级的学生须付预购价其他班级的学生须付预购价$15$15$15$15一本一本一本一本。。。。今年的今年的今年的今年的

YearbookYearbookYearbookYearbook除了登载应届毕业生的个人介绍之外除了登载应届毕业生的个人介绍之外除了登载应届毕业生的个人介绍之外除了登载应届毕业生的个人介绍之外，，，，还将登还将登还将登还将登

载所有班级学生和老师的班级合影载所有班级学生和老师的班级合影载所有班级学生和老师的班级合影载所有班级学生和老师的班级合影。。。。年册将采用彩色印年册将采用彩色印年册将采用彩色印年册将采用彩色印

刷刷刷刷，，，，内容丰富内容丰富内容丰富内容丰富，，，，具有纪念意义具有纪念意义具有纪念意义具有纪念意义。。。。有意的家长可以尽快与有意的家长可以尽快与有意的家长可以尽快与有意的家长可以尽快与

刘春鸿联系登记预购刘春鸿联系登记预购刘春鸿联系登记预购刘春鸿联系登记预购。。。。另外另外另外另外，，，，年册仍在征求广告资助年册仍在征求广告资助年册仍在征求广告资助年册仍在征求广告资助，，，，

详情请和庄岚联系详情请和庄岚联系详情请和庄岚联系详情请和庄岚联系。。。。    

• 为了响应当前全美各地华裔及亚裔家长们对为了响应当前全美各地华裔及亚裔家长们对为了响应当前全美各地华裔及亚裔家长们对为了响应当前全美各地华裔及亚裔家长们对Amy ChuaAmy ChuaAmy ChuaAmy Chua近近近近

期出版的期出版的期出版的期出版的《《《《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一书一书一书一书

的激烈反响的激烈反响的激烈反响的激烈反响，，，，3333月月月月20202020日长城中文学校日长城中文学校日长城中文学校日长城中文学校PTAPTAPTAPTA将在将在将在将在AuditoriumAuditoriumAuditoriumAuditorium

主持以主持以主持以主持以ParentingParentingParentingParenting为主题的家长讨论会为主题的家长讨论会为主题的家长讨论会为主题的家长讨论会。。。。届时届时届时届时PTAPTAPTAPTA将邀请将邀请将邀请将邀请

几位在校家长主谈他们的几位在校家长主谈他们的几位在校家长主谈他们的几位在校家长主谈他们的ParentingParentingParentingParenting经历和经验经历和经验经历和经验经历和经验，，，，并邀并邀并邀并邀

大家一起畅谈这个人人关心的话题大家一起畅谈这个人人关心的话题大家一起畅谈这个人人关心的话题大家一起畅谈这个人人关心的话题。。。。    

• TaxTaxTaxTax讲座讲座讲座讲座。。。。讲座人讲座人讲座人讲座人：：：：Larry Sun, CFPLarry Sun, CFPLarry Sun, CFPLarry Sun, CFP。。。。时间时间时间时间：：：：4444月月月月10101010日日日日

10AM10AM10AM10AM和和和和12PM12PM12PM12PM，，，，地点地点地点地点：：：：AuditoriumAuditoriumAuditoriumAuditorium。。。。讲座内容包括讲座内容包括讲座内容包括讲座内容包括：：：：    

                    − − − − What are the tax-advantaged vehicles in the market?    

                        − − − − What are the before-tax and after-tax choices?    

                        − − − − How can you take advantage of the 2010 Tax Act?    

           − − − − How can small business owners take maximum  

               tax deduction?    

           − − − − How can you take tax-free withdrawals?    

           − − − − Is Roth-IRA or 529 Plan suitable to you?    

粉彩画 粉彩画 粉彩画 粉彩画 Alicia SongAlicia SongAlicia SongAlicia Song    辅导教师 陆文浩    辅导教师 陆文浩    辅导教师 陆文浩    辅导教师 陆文浩                                                                                                            



 

 

第第第第 2 页页页页 

十年级中文习作十年级中文习作十年级中文习作十年级中文习作            辅导教师  唐京川            辅导教师  唐京川            辅导教师  唐京川            辅导教师  唐京川    

            用电脑    用电脑    用电脑    用电脑    陈铮艳陈铮艳陈铮艳陈铮艳        
    

                我们很幸运有了电脑我们很幸运有了电脑我们很幸运有了电脑我们很幸运有了电脑。。。。电脑有很多用处电脑有很多用处电脑有很多用处电脑有很多用处。。。。有了电脑有了电脑有了电脑有了电脑，，，，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人的生活都简单了人的生活都简单了人的生活都简单了人的生活都简单了。。。。    

                用电脑有一点很方便用电脑有一点很方便用电脑有一点很方便用电脑有一点很方便，，，，就是人们能在电脑上打字就是人们能在电脑上打字就是人们能在电脑上打字就是人们能在电脑上打字。。。。以以以以

前前前前，，，，许多东西人们都要用手去写许多东西人们都要用手去写许多东西人们都要用手去写许多东西人们都要用手去写。。。。现在现在现在现在，，，，大家都能直接用大家都能直接用大家都能直接用大家都能直接用

电脑来打电脑来打电脑来打电脑来打。。。。电脑打出来的文章都比较整齐而且速度也会快电脑打出来的文章都比较整齐而且速度也会快电脑打出来的文章都比较整齐而且速度也会快电脑打出来的文章都比较整齐而且速度也会快

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联网的电脑也很有用    联网的电脑也很有用    联网的电脑也很有用    联网的电脑也很有用。。。。第一第一第一第一，，，，许多的东西都能在网站许多的东西都能在网站许多的东西都能在网站许多的东西都能在网站

上面查找上面查找上面查找上面查找。。。。第二第二第二第二，，，，人们也能用互联网跟朋友人们也能用互联网跟朋友人们也能用互联网跟朋友人们也能用互联网跟朋友，，，，家人等等联家人等等联家人等等联家人等等联

络络络络。。。。可以用可以用可以用可以用www.facebook.comwww.facebook.comwww.facebook.comwww.facebook.com和朋友们沟通和朋友们沟通和朋友们沟通和朋友们沟通，，，，也可以用电也可以用电也可以用电也可以用电

子邮件沟通子邮件沟通子邮件沟通子邮件沟通。。。。    

    你也可以在电脑上玩游戏    你也可以在电脑上玩游戏    你也可以在电脑上玩游戏    你也可以在电脑上玩游戏。。。。有一些游戏只能在互联网有一些游戏只能在互联网有一些游戏只能在互联网有一些游戏只能在互联网

上玩上玩上玩上玩。。。。而有的游戏只要有一台电脑就可以玩了而有的游戏只要有一台电脑就可以玩了而有的游戏只要有一台电脑就可以玩了而有的游戏只要有一台电脑就可以玩了。。。。    

    在电脑上面还可以播放    在电脑上面还可以播放    在电脑上面还可以播放    在电脑上面还可以播放VCDVCDVCDVCD，，，，DVDDVDDVDDVD，，，，和和和和CDCDCDCD。。。。也就是说在也就是说在也就是说在也就是说在

电脑上面可以看电视和听音乐电脑上面可以看电视和听音乐电脑上面可以看电视和听音乐电脑上面可以看电视和听音乐。。。。如果你没有如果你没有如果你没有如果你没有CDCDCDCD或是或是或是或是DVDDVDDVDDVD机器机器机器机器

的话的话的话的话，，，，你也可以在电脑上面听音乐和看电视你也可以在电脑上面听音乐和看电视你也可以在电脑上面听音乐和看电视你也可以在电脑上面听音乐和看电视。。。。你知道怎么你知道怎么你知道怎么你知道怎么

做吗?做吗?做吗?做吗?    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你只要能上网就可以了你只要能上网就可以了你只要能上网就可以了你只要能上网就可以了。。。。www.youtube.comwww.youtube.comwww.youtube.comwww.youtube.com

和和和和www.gougou.comwww.gougou.comwww.gougou.comwww.gougou.com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都可以用来听歌曲都可以用来听歌曲都可以用来听歌曲都可以用来听歌曲。。。。如果你想看如果你想看如果你想看如果你想看

电视的话电视的话电视的话电视的话，，，，你也可以在你也可以在你也可以在你也可以在www.youtube.comwww.youtube.comwww.youtube.comwww.youtube.com上面看上面看上面看上面看。。。。    

    你知道怎么上网吗    你知道怎么上网吗    你知道怎么上网吗    你知道怎么上网吗？？？？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你只要有互联网和一个你只要有互联网和一个你只要有互联网和一个你只要有互联网和一个

上网的软件上网的软件上网的软件上网的软件。。。。比如说你有比如说你有比如说你有比如说你有internet explorerinternet explorerinternet explorerinternet explorer。。。。只要你点击只要你点击只要你点击只要你点击

它它它它，，，，它就会跳出来它就会跳出来它就会跳出来它就会跳出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就可以输入一个网站的名字你就可以输入一个网站的名字你就可以输入一个网站的名字你就可以输入一个网站的名字

像像像像www.google.comwww.google.comwww.google.comwww.google.com，，，，然后你就可以随便地想干嘛就干嘛然后你就可以随便地想干嘛就干嘛然后你就可以随便地想干嘛就干嘛然后你就可以随便地想干嘛就干嘛。。。。

其它的上网软件还有其它的上网软件还有其它的上网软件还有其它的上网软件还有：：：：The World,Firefox,The World,Firefox,The World,Firefox,The World,Firefox,    SafariSafariSafariSafari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有了电脑    有了电脑    有了电脑    有了电脑，，，，许多人的生活都变得简单了许多人的生活都变得简单了许多人的生活都变得简单了许多人的生活都变得简单了。。。。这篇短文写这篇短文写这篇短文写这篇短文写

了一些电脑的用途了一些电脑的用途了一些电脑的用途了一些电脑的用途。。。。世界上还有更多的呢世界上还有更多的呢世界上还有更多的呢世界上还有更多的呢！！！！虽然虽然虽然虽然，，，，电脑的电脑的电脑的电脑的

用处很多用处很多用处很多用处很多，，，，但是用它们的方法并不难但是用它们的方法并不难但是用它们的方法并不难但是用它们的方法并不难。。。。有些人说电脑比人有些人说电脑比人有些人说电脑比人有些人说电脑比人

类聪明类聪明类聪明类聪明。。。。这句话并不假这句话并不假这句话并不假这句话并不假。。。。一个人的头脑里一个人的头脑里一个人的头脑里一个人的头脑里，，，，只能有一些资只能有一些资只能有一些资只能有一些资

料料料料。。。。但电脑就不同但电脑就不同但电脑就不同但电脑就不同。。。。电脑上可以装许多的东西电脑上可以装许多的东西电脑上可以装许多的东西电脑上可以装许多的东西。。。。它能装的它能装的它能装的它能装的

东西东西东西东西，，，，比人所装的要多许多倍呢比人所装的要多许多倍呢比人所装的要多许多倍呢比人所装的要多许多倍呢！！！！    

    

            手机     手机     手机     手机     宋德琨宋德琨宋德琨宋德琨    
    

                今天手机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今天手机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今天手机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今天手机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如果没有它如果没有它如果没有它如果没有它，，，，

这个世界将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将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将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将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手机有着很多功能手机有着很多功能手机有着很多功能手机有着很多功能，，，，用用用用

它可以随时随地的打或接电话它可以随时随地的打或接电话它可以随时随地的打或接电话它可以随时随地的打或接电话，，，，接收和发送信息接收和发送信息接收和发送信息接收和发送信息，，，，还可以上网还可以上网还可以上网还可以上网

和用做其它功能和用做其它功能和用做其它功能和用做其它功能，，，，象照像机象照像机象照像机象照像机，，，，曰历曰历曰历曰历，，，，录音机等等录音机等等录音机等等录音机等等。。。。    

    手机可以从很多不同方面帮助人们的通讯    手机可以从很多不同方面帮助人们的通讯    手机可以从很多不同方面帮助人们的通讯    手机可以从很多不同方面帮助人们的通讯。。。。在普通有线电在普通有线电在普通有线电在普通有线电

话上话上话上话上，，，，你只可以在有电话线连接的插座处接收或拨打电话你只可以在有电话线连接的插座处接收或拨打电话你只可以在有电话线连接的插座处接收或拨打电话你只可以在有电话线连接的插座处接收或拨打电话。。。。但但但但

手机是无线的手机是无线的手机是无线的手机是无线的，，，，而且体积小而且体积小而且体积小而且体积小，，，，便于携带便于携带便于携带便于携带。。。。只要有信号处只要有信号处只要有信号处只要有信号处，，，，人们人们人们人们

都可以随时随地接收或拨打都可以随时随地接收或拨打都可以随时随地接收或拨打都可以随时随地接收或拨打。。。。另外另外另外另外，，，，人们还可以用手机发短人们还可以用手机发短人们还可以用手机发短人们还可以用手机发短

信信信信，，，，当在一个不能说话的环境中当在一个不能说话的环境中当在一个不能说话的环境中当在一个不能说话的环境中，，，，发短信的功能大大地方便了发短信的功能大大地方便了发短信的功能大大地方便了发短信的功能大大地方便了

人们的信息交流人们的信息交流人们的信息交流人们的信息交流。。。。有的手机还有用不同语言有的手机还有用不同语言有的手机还有用不同语言有的手机还有用不同语言，，，，文字象中文或日文字象中文或日文字象中文或日文字象中文或日

文发送短信的功能文发送短信的功能文发送短信的功能文发送短信的功能，，，，真是神奇真是神奇真是神奇真是神奇！！！！    

    除了通讯功能以外    除了通讯功能以外    除了通讯功能以外    除了通讯功能以外，，，，用手机还可以上网用手机还可以上网用手机还可以上网用手机还可以上网，，，，这个功能可以让这个功能可以让这个功能可以让这个功能可以让

人们在网上 迅速寻找到所需要的信息资料人们在网上 迅速寻找到所需要的信息资料人们在网上 迅速寻找到所需要的信息资料人们在网上 迅速寻找到所需要的信息资料。。。。它避免了人们用它避免了人们用它避免了人们用它避免了人们用

计算机上网的麻烦计算机上网的麻烦计算机上网的麻烦计算机上网的麻烦。。。。在没有条件用计算机上网的时候在没有条件用计算机上网的时候在没有条件用计算机上网的时候在没有条件用计算机上网的时候，，，，这个功这个功这个功这个功

能显得格外重要能显得格外重要能显得格外重要能显得格外重要。。。。它可以使人们快速地知道天气情况它可以使人们快速地知道天气情况它可以使人们快速地知道天气情况它可以使人们快速地知道天气情况，，，，查看信查看信查看信查看信

件和新闻消息等等件和新闻消息等等件和新闻消息等等件和新闻消息等等。。。。    

    另外    另外    另外    另外，，，，手机还可以用做照像机手机还可以用做照像机手机还可以用做照像机手机还可以用做照像机，，，，摄像机摄像机摄像机摄像机，，，，录音机录音机录音机录音机，，，，日历日历日历日历，，，，

钟表以及计算器等等钟表以及计算器等等钟表以及计算器等等钟表以及计算器等等。。。。根据需要根据需要根据需要根据需要，，，，你可以随时随地转换使用这你可以随时随地转换使用这你可以随时随地转换使用这你可以随时随地转换使用这

些不同的功能些不同的功能些不同的功能些不同的功能，，，，十分方便十分方便十分方便十分方便。。。。    

    总之    总之    总之    总之，，，，手机的发明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手机的发明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手机的发明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手机的发明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它它它

使人们之间的通讯使人们之间的通讯使人们之间的通讯使人们之间的通讯，，，，交流方式前进了一大步交流方式前进了一大步交流方式前进了一大步交流方式前进了一大步。。。。它已经成为人们它已经成为人们它已经成为人们它已经成为人们

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手机       手机       手机       手机       Michael TaoMichael TaoMichael TaoMichael Tao    
    

    差不多每人都有一个手机了    差不多每人都有一个手机了    差不多每人都有一个手机了    差不多每人都有一个手机了。。。。每人的手机也不一样每人的手机也不一样每人的手机也不一样每人的手机也不一样，，，，可可可可

是它们的主要用处就是让人们联系是它们的主要用处就是让人们联系是它们的主要用处就是让人们联系是它们的主要用处就是让人们联系。。。。手机可以用来跟别人打手机可以用来跟别人打手机可以用来跟别人打手机可以用来跟别人打

电话和发短信电话和发短信电话和发短信电话和发短信。。。。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手机很有用手机很有用手机很有用手机很有用，，，，像我要妈妈从学校接像我要妈妈从学校接像我要妈妈从学校接像我要妈妈从学校接

我的时候我的时候我的时候我的时候，，，，我用手机给妈妈打电话我用手机给妈妈打电话我用手机给妈妈打电话我用手机给妈妈打电话，，，，跟她说一句话跟她说一句话跟她说一句话跟她说一句话，，，，然后妈然后妈然后妈然后妈

妈就会过来接我妈就会过来接我妈就会过来接我妈就会过来接我。。。。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我就想跟朋友说话我就想跟朋友说话我就想跟朋友说话我就想跟朋友说话，，，，我可以用手我可以用手我可以用手我可以用手

机随便给他们打电话机随便给他们打电话机随便给他们打电话机随便给他们打电话。。。。因为手机什么地方因为手机什么地方因为手机什么地方因为手机什么地方，，，，什么时间都能什么时间都能什么时间都能什么时间都能

用用用用，，，，手机很方便手机很方便手机很方便手机很方便。。。。除了给人打电话除了给人打电话除了给人打电话除了给人打电话，，，，手机能给人发短信手机能给人发短信手机能给人发短信手机能给人发短信，，，，玩玩玩玩

游戏游戏游戏游戏，，，，拍照片拍照片拍照片拍照片。。。。有一些新一点儿的手机都能上网了有一些新一点儿的手机都能上网了有一些新一点儿的手机都能上网了有一些新一点儿的手机都能上网了。。。。有这种有这种有这种有这种

手机手机手机手机，，，，人们哪儿都能查邮件人们哪儿都能查邮件人们哪儿都能查邮件人们哪儿都能查邮件，，，，看一下天气预报看一下天气预报看一下天气预报看一下天气预报，，，，到网上玩游到网上玩游到网上玩游到网上玩游

戏和看电影戏和看电影戏和看电影戏和看电影。。。。现在现在现在现在，，，，一个普通的手机也不贵一个普通的手机也不贵一个普通的手机也不贵一个普通的手机也不贵，，，，谁都能用上一谁都能用上一谁都能用上一谁都能用上一

个手机了个手机了个手机了个手机了。。。。    

            我的电脑     我的电脑     我的电脑     我的电脑     张洁张洁张洁张洁        
    

    自从我有了我自己的电脑以后    自从我有了我自己的电脑以后    自从我有了我自己的电脑以后    自从我有了我自己的电脑以后，，，，我就被它吸引住了我就被它吸引住了我就被它吸引住了我就被它吸引住了。。。。每每每每

次我都会发现一些电脑的新用途次我都会发现一些电脑的新用途次我都会发现一些电脑的新用途次我都会发现一些电脑的新用途。。。。    

    电脑的一个很大的用处是可以和自己的朋友及家人进行    电脑的一个很大的用处是可以和自己的朋友及家人进行    电脑的一个很大的用处是可以和自己的朋友及家人进行    电脑的一个很大的用处是可以和自己的朋友及家人进行

远距离的交流远距离的交流远距离的交流远距离的交流。。。。这种交流可以是电话通讯或者是视频交流这种交流可以是电话通讯或者是视频交流这种交流可以是电话通讯或者是视频交流这种交流可以是电话通讯或者是视频交流，，，，

另外还可以通过伊妹儿交流另外还可以通过伊妹儿交流另外还可以通过伊妹儿交流另外还可以通过伊妹儿交流。。。。另外还有其他的软件比如另外还有其他的软件比如另外还有其他的软件比如另外还有其他的软件比如MSNMSNMSNMSN

或者或者或者或者Facebook Facebook Facebook Facebook 可以让你和你的朋友进行可以让你和你的朋友进行可以让你和你的朋友进行可以让你和你的朋友进行chat(chat(chat(chat(实时文字交实时文字交实时文字交实时文字交

流)流)流)流)。。。。电脑的另一个极大的用处是帮助学习电脑的另一个极大的用处是帮助学习电脑的另一个极大的用处是帮助学习电脑的另一个极大的用处是帮助学习。。。。比如你可以用比如你可以用比如你可以用比如你可以用

它的在线字典或者电脑自有的计算器它的在线字典或者电脑自有的计算器它的在线字典或者电脑自有的计算器它的在线字典或者电脑自有的计算器，，，，也可以用也可以用也可以用也可以用Microsoft Microsoft Microsoft Microsoft 

Word Word Word Word 写文章并且进行编排写文章并且进行编排写文章并且进行编排写文章并且进行编排。。。。也可以把文章经网上翻译成中也可以把文章经网上翻译成中也可以把文章经网上翻译成中也可以把文章经网上翻译成中

文文文文。。。。我喜欢用电脑同时做许多事情我喜欢用电脑同时做许多事情我喜欢用电脑同时做许多事情我喜欢用电脑同时做许多事情，，，，比如说一边做作业比如说一边做作业比如说一边做作业比如说一边做作业，，，，一一一一

边听音乐边听音乐边听音乐边听音乐。。。。或者一边画画或者一边画画或者一边画画或者一边画画，，，，一边听音乐一边听音乐一边听音乐一边听音乐。。。。Youtube Youtube Youtube Youtube 是我经常是我经常是我经常是我经常

用电脑去访问的一个网站用电脑去访问的一个网站用电脑去访问的一个网站用电脑去访问的一个网站。。。。在那里在那里在那里在那里，，，，我可以找到许多我喜欢我可以找到许多我喜欢我可以找到许多我喜欢我可以找到许多我喜欢

的艺术家们和他们的表演和音乐的艺术家们和他们的表演和音乐的艺术家们和他们的表演和音乐的艺术家们和他们的表演和音乐。。。。电脑的用处是那样的多电脑的用处是那样的多电脑的用处是那样的多电脑的用处是那样的多。。。。

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就在今天，，，，我又从我爸爸那里学到了这样把人的头像从照片我又从我爸爸那里学到了这样把人的头像从照片我又从我爸爸那里学到了这样把人的头像从照片我又从我爸爸那里学到了这样把人的头像从照片

上剪辑下来并上载到一个网站上上剪辑下来并上载到一个网站上上剪辑下来并上载到一个网站上上剪辑下来并上载到一个网站上，，，，马上就可以制作一个音乐马上就可以制作一个音乐马上就可以制作一个音乐马上就可以制作一个音乐

画片画片画片画片。。。。昨天我爸爸还向我演示了电脑把一个数学方程用立体昨天我爸爸还向我演示了电脑把一个数学方程用立体昨天我爸爸还向我演示了电脑把一个数学方程用立体昨天我爸爸还向我演示了电脑把一个数学方程用立体

图形画出来图形画出来图形画出来图形画出来。。。。    

    我知道电脑的用处还有许多    我知道电脑的用处还有许多    我知道电脑的用处还有许多    我知道电脑的用处还有许多。。。。我相信我以后还会学到许我相信我以后还会学到许我相信我以后还会学到许我相信我以后还会学到许

多用电脑的新方法多用电脑的新方法多用电脑的新方法多用电脑的新方法，，，，它将给我的学习带来想象不到的帮助它将给我的学习带来想象不到的帮助它将给我的学习带来想象不到的帮助它将给我的学习带来想象不到的帮助。。。。

我已经离不开电脑了我已经离不开电脑了我已经离不开电脑了我已经离不开电脑了，，，，我喜欢电脑我喜欢电脑我喜欢电脑我喜欢电脑。。。。    
    

            ----    编者注编者注编者注编者注：：：：十年级学生习作尚未登完十年级学生习作尚未登完十年级学生习作尚未登完十年级学生习作尚未登完，《，《，《，《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将陆续予以刊登将陆续予以刊登将陆续予以刊登将陆续予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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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胡主席访问美国            欢迎胡主席访问美国            欢迎胡主席访问美国            欢迎胡主席访问美国    潘莉怡潘莉怡潘莉怡潘莉怡    
            

                今年一月十八日今年一月十八日今年一月十八日今年一月十八日，，，，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那天那天那天那天，，，，我和爷我和爷我和爷我和爷

爷爷爷爷、、、、奶奶奶奶奶奶奶奶、、、、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妹妹一起去华盛顿妹妹一起去华盛顿妹妹一起去华盛顿妹妹一起去华盛顿DDDDC,欢迎中国国欢迎中国国欢迎中国国欢迎中国国

家主席胡锦涛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家主席胡锦涛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家主席胡锦涛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家主席胡锦涛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这次活动是由费城地区的我们这次活动是由费城地区的我们这次活动是由费城地区的我们这次活动是由费城地区的

侨学联组织的侨学联组织的侨学联组织的侨学联组织的。。。。我们长城中文学校的师生和家长们也踊跃参加了这我们长城中文学校的师生和家长们也踊跃参加了这我们长城中文学校的师生和家长们也踊跃参加了这我们长城中文学校的师生和家长们也踊跃参加了这

次活动次活动次活动次活动。。。。那天我们起的很早那天我们起的很早那天我们起的很早那天我们起的很早，，，，天灰蒙蒙的正下着冰雨天灰蒙蒙的正下着冰雨天灰蒙蒙的正下着冰雨天灰蒙蒙的正下着冰雨，，，，我们费城地我们费城地我们费城地我们费城地

区约八百人区约八百人区约八百人区约八百人，，，，分乘十多辆大巴分乘十多辆大巴分乘十多辆大巴分乘十多辆大巴，，，，冒着冰雪严寒冒着冰雪严寒冒着冰雪严寒冒着冰雪严寒，，，，带着满腔热忱带着满腔热忱带着满腔热忱带着满腔热忱，，，，经经经经

过近三个小时的车程过近三个小时的车程过近三个小时的车程过近三个小时的车程，，，，浩浩荡荡地来到华盛顿市区浩浩荡荡地来到华盛顿市区浩浩荡荡地来到华盛顿市区浩浩荡荡地来到华盛顿市区。。。。    

    我们下车后    我们下车后    我们下车后    我们下车后，，，，穿过一个街口穿过一个街口穿过一个街口穿过一个街口，，，，就来到胡主席将要下榻的万豪大就来到胡主席将要下榻的万豪大就来到胡主席将要下榻的万豪大就来到胡主席将要下榻的万豪大

酒店前酒店前酒店前酒店前，，，，那时已是下午三点多了那时已是下午三点多了那时已是下午三点多了那时已是下午三点多了。。。。街道两旁早已人山人海街道两旁早已人山人海街道两旁早已人山人海街道两旁早已人山人海，，，，红旗招红旗招红旗招红旗招

展展展展，，，，歌声荡漾歌声荡漾歌声荡漾歌声荡漾。。。。只见一条条大型横幅上写着只见一条条大型横幅上写着只见一条条大型横幅上写着只见一条条大型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胡主席访热烈欢迎胡主席访热烈欢迎胡主席访热烈欢迎胡主席访

美美美美””””标语标语标语标语。。。。从拉出的横幅可以看到从拉出的横幅可以看到从拉出的横幅可以看到从拉出的横幅可以看到，，，，欢迎的人群中欢迎的人群中欢迎的人群中欢迎的人群中，，，，还有来自马里还有来自马里还有来自马里还有来自马里

兰的兰的兰的兰的，，，，弗吉尼亚的弗吉尼亚的弗吉尼亚的弗吉尼亚的，，，，纽约的纽约的纽约的纽约的……………………。。。。我们迅速汇入了热闹的人群我们迅速汇入了热闹的人群我们迅速汇入了热闹的人群我们迅速汇入了热闹的人群，，，，紧紧紧紧

靠马里兰大学团队旁边靠马里兰大学团队旁边靠马里兰大学团队旁边靠马里兰大学团队旁边，，，，这是欢迎队伍中的一个最佳位置这是欢迎队伍中的一个最佳位置这是欢迎队伍中的一个最佳位置这是欢迎队伍中的一个最佳位置。。。。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

欢迎画面第二天还出现在中国欢迎画面第二天还出现在中国欢迎画面第二天还出现在中国欢迎画面第二天还出现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头条呢新闻联播的头条呢新闻联播的头条呢新闻联播的头条呢！！！！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热闹喧腾的场面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热闹喧腾的场面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热闹喧腾的场面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热闹喧腾的场面，，，，第一次在美国看到这么多第一次在美国看到这么多第一次在美国看到这么多第一次在美国看到这么多

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感到特别亲切感到特别亲切感到特别亲切感到特别亲切！！！！大家都很兴奋大家都很兴奋大家都很兴奋大家都很兴奋，，，，人人脸上挂着笑容人人脸上挂着笑容人人脸上挂着笑容人人脸上挂着笑容，，，，手中手中手中手中

举着中美国旗举着中美国旗举着中美国旗举着中美国旗。。。。好多人都在拍照好多人都在拍照好多人都在拍照好多人都在拍照，，，，爸爸也给我们拍了很多照片爸爸也给我们拍了很多照片爸爸也给我们拍了很多照片爸爸也给我们拍了很多照片。。。。当当当当

报社的记者得知我们一家八口都来参加活动报社的记者得知我们一家八口都来参加活动报社的记者得知我们一家八口都来参加活动报社的记者得知我们一家八口都来参加活动，，，，而且今天还是爷爷奶而且今天还是爷爷奶而且今天还是爷爷奶而且今天还是爷爷奶

奶结婚四十一周年纪念日奶结婚四十一周年纪念日奶结婚四十一周年纪念日奶结婚四十一周年纪念日，《，《，《，《世界日报世界日报世界日报世界日报》》》》和和和和《《《《侨报侨报侨报侨报》》》》的记者都采访的记者都采访的记者都采访的记者都采访

了我们了我们了我们了我们，，，，给我们拍的给我们拍的给我们拍的给我们拍的““““全家福全家福全家福全家福””””还在十九日还在十九日还在十九日还在十九日《《《《世界日报世界日报世界日报世界日报》》》》新闻版和新闻版和新闻版和新闻版和

《《《《侨报侨报侨报侨报》》》》周末版登了出来周末版登了出来周末版登了出来周末版登了出来。。。。爷爷奶奶高兴极了爷爷奶奶高兴极了爷爷奶奶高兴极了爷爷奶奶高兴极了。。。。    

    下午四点四十分左右    下午四点四十分左右    下午四点四十分左右    下午四点四十分左右，，，，远方传来轰鸣的飞机声远方传来轰鸣的飞机声远方传来轰鸣的飞机声远方传来轰鸣的飞机声，，，，不一会儿不一会儿不一会儿不一会儿，，，，只只只只

见一架直升飞机在我们欢迎队伍的头顶上盘旋见一架直升飞机在我们欢迎队伍的头顶上盘旋见一架直升飞机在我们欢迎队伍的头顶上盘旋见一架直升飞机在我们欢迎队伍的头顶上盘旋。。。。接着接着接着接着，，，，就看见几辆就看见几辆就看见几辆就看见几辆

警车横列在街道两头警车横列在街道两头警车横列在街道两头警车横列在街道两头，，，，这预示着胡主席的车队就要到了这预示着胡主席的车队就要到了这预示着胡主席的车队就要到了这预示着胡主席的车队就要到了。。。。大家伸长大家伸长大家伸长大家伸长

脖子脖子脖子脖子，，，，踮起脚尖踮起脚尖踮起脚尖踮起脚尖，，，，翘首以待翘首以待翘首以待翘首以待，，，，大约又过了一大约又过了一大约又过了一大约又过了一，，，，两分钟两分钟两分钟两分钟，，，，只听到隆隆只听到隆隆只听到隆隆只听到隆隆

的响声从我们右侧传来的响声从我们右侧传来的响声从我们右侧传来的响声从我们右侧传来。。。。我们热切期盼的胡主席的车队终于出现在我们热切期盼的胡主席的车队终于出现在我们热切期盼的胡主席的车队终于出现在我们热切期盼的胡主席的车队终于出现在

我们面前我们面前我们面前我们面前。。。。首先首先首先首先，，，，十辆白色闪亮的摩托车开道十辆白色闪亮的摩托车开道十辆白色闪亮的摩托车开道十辆白色闪亮的摩托车开道，，，，接着是四五辆迎宾接着是四五辆迎宾接着是四五辆迎宾接着是四五辆迎宾

车紧接其后车紧接其后车紧接其后车紧接其后，，，，再后面是二再后面是二再后面是二再后面是二，，，，三辆白色中巴车三辆白色中巴车三辆白色中巴车三辆白色中巴车。。。。前后左右都有警车护前后左右都有警车护前后左右都有警车护前后左右都有警车护

卫卫卫卫。。。。激动的人群一下沸腾起来激动的人群一下沸腾起来激动的人群一下沸腾起来激动的人群一下沸腾起来。。。。我们兴奋得挥舞着手中的红旗我们兴奋得挥舞着手中的红旗我们兴奋得挥舞着手中的红旗我们兴奋得挥舞着手中的红旗，，，，大大大大

声地喊着欢迎口号声地喊着欢迎口号声地喊着欢迎口号声地喊着欢迎口号。。。。““““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热烈欢迎热烈欢迎热烈欢迎！！！！”“”“”“”“热烈欢迎胡主热烈欢迎胡主热烈欢迎胡主热烈欢迎胡主

席访问美国!席访问美国!席访问美国!席访问美国!””””的口号响成一片的口号响成一片的口号响成一片的口号响成一片。。。。这时这时这时这时，，，，我看到胡主席在其中一辆我看到胡主席在其中一辆我看到胡主席在其中一辆我看到胡主席在其中一辆

迎宾车中向我们挥手迎宾车中向我们挥手迎宾车中向我们挥手迎宾车中向我们挥手，，，，““““胡主席向我招手了!胡主席向我招手了!胡主席向我招手了!胡主席向我招手了!””””我大声叫了起来我大声叫了起来我大声叫了起来我大声叫了起来，，，，

感到非常激动与幸福感到非常激动与幸福感到非常激动与幸福感到非常激动与幸福，，，，我真的很开心我真的很开心我真的很开心我真的很开心。。。。为把这次活动作为永久纪为把这次活动作为永久纪为把这次活动作为永久纪为把这次活动作为永久纪

念念念念，，，，爸爸把全过程都录了下来爸爸把全过程都录了下来爸爸把全过程都录了下来爸爸把全过程都录了下来。。。。爷爷奶奶说要把这激动人心的场面爷爷奶奶说要把这激动人心的场面爷爷奶奶说要把这激动人心的场面爷爷奶奶说要把这激动人心的场面

带回中国去与亲友们分享呢带回中国去与亲友们分享呢带回中国去与亲友们分享呢带回中国去与亲友们分享呢！！！！    

    到了下午六点钟    到了下午六点钟    到了下午六点钟    到了下午六点钟，，，，我们华侨华人的欢迎团队我们华侨华人的欢迎团队我们华侨华人的欢迎团队我们华侨华人的欢迎团队，，，，同样热烈而隆重同样热烈而隆重同样热烈而隆重同样热烈而隆重

地欢送胡主席去出席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的晚宴地欢送胡主席去出席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的晚宴地欢送胡主席去出席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的晚宴地欢送胡主席去出席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的晚宴。。。。    

    在回程的巴士上    在回程的巴士上    在回程的巴士上    在回程的巴士上，，，，大家都在回味着刚才的激动场面和幸福的感大家都在回味着刚才的激动场面和幸福的感大家都在回味着刚才的激动场面和幸福的感大家都在回味着刚才的激动场面和幸福的感

受受受受。。。。我和弟弟妹妹不由自主地唱起了管老师教给我们的歌我和弟弟妹妹不由自主地唱起了管老师教给我们的歌我和弟弟妹妹不由自主地唱起了管老师教给我们的歌我和弟弟妹妹不由自主地唱起了管老师教给我们的歌。。。。那是长那是长那是长那是长

城中文学校春节联欢会的大合唱城中文学校春节联欢会的大合唱城中文学校春节联欢会的大合唱城中文学校春节联欢会的大合唱《《《《国家国家国家国家》：》：》：》：““““一玉口中国一玉口中国一玉口中国一玉口中国，，，，一瓦顶一瓦顶一瓦顶一瓦顶

成家成家成家成家，，，，……………………有了强的国有了强的国有了强的国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才有富的家才有富的家才有富的家！！！！””””能参加这样的活动能参加这样的活动能参加这样的活动能参加这样的活动，，，，我感我感我感我感

到特别幸运到特别幸运到特别幸运到特别幸运。。。。我为我是中国人而自豪我为我是中国人而自豪我为我是中国人而自豪我为我是中国人而自豪，，，，为中国的强大而骄傲为中国的强大而骄傲为中国的强大而骄傲为中国的强大而骄傲！！！！    

    

        可爱的可爱的可爱的可爱的Charlie        Charlie        Charlie        Charlie        孙浩天孙浩天孙浩天孙浩天    
    

                去年年底去年年底去年年底去年年底， ， ， ， 我和姐姐得到了一个最好的圣诞礼物我和姐姐得到了一个最好的圣诞礼物我和姐姐得到了一个最好的圣诞礼物我和姐姐得到了一个最好的圣诞礼物：：：：一条两个一条两个一条两个一条两个

月大的拉布拉多犬月大的拉布拉多犬月大的拉布拉多犬月大的拉布拉多犬。。。。我们俩高兴极了. 我们养狗的愿望终于实现我们俩高兴极了. 我们养狗的愿望终于实现我们俩高兴极了. 我们养狗的愿望终于实现我们俩高兴极了. 我们养狗的愿望终于实现

了了了了！！！！    

    我们给狗起了个名字叫    我们给狗起了个名字叫    我们给狗起了个名字叫    我们给狗起了个名字叫Charlie。。。。爷爷说拉布拉多是个聪明的品爷爷说拉布拉多是个聪明的品爷爷说拉布拉多是个聪明的品爷爷说拉布拉多是个聪明的品

种种种种。。。。牠的样子很可爱牠的样子很可爱牠的样子很可爱牠的样子很可爱：：：：垂下的大耳朵软软的垂下的大耳朵软软的垂下的大耳朵软软的垂下的大耳朵软软的，，，，眼睛亮亮的眼睛亮亮的眼睛亮亮的眼睛亮亮的，，，，还有漂还有漂还有漂还有漂

亮的黑眼影亮的黑眼影亮的黑眼影亮的黑眼影。。。。身上的毛短又密身上的毛短又密身上的毛短又密身上的毛短又密，，，，白色中透着金黄白色中透着金黄白色中透着金黄白色中透着金黄，，，，四条腿很修长四条腿很修长四条腿很修长四条腿很修长，，，，

体格健壮体格健壮体格健壮体格健壮。。。。    

    牠真的很聪明    牠真的很聪明    牠真的很聪明    牠真的很聪明。。。。中英文都懂中英文都懂中英文都懂中英文都懂。。。。让坐下就坐下让坐下就坐下让坐下就坐下让坐下就坐下，，，，叫趴下就趴下叫趴下就趴下叫趴下就趴下叫趴下就趴下。。。。

Stay！！！！Wait！！！！Come！ ！ ！ ！ 握手...... 牠知道握手...... 牠知道握手...... 牠知道握手...... 牠知道，，，，只要听指挥只要听指挥只要听指挥只要听指挥，，，，就可以就可以就可以就可以

得到奖赏得到奖赏得到奖赏得到奖赏，，，，有时是口头表扬有时是口头表扬有时是口头表扬有时是口头表扬，，，，更多的是物质奖励更多的是物质奖励更多的是物质奖励更多的是物质奖励，，，，一个小饼干什么一个小饼干什么一个小饼干什么一个小饼干什么

的的的的，，，，牠的嘴巴可馋了! 牠最喜欢吃肉骨头牠的嘴巴可馋了! 牠最喜欢吃肉骨头牠的嘴巴可馋了! 牠最喜欢吃肉骨头牠的嘴巴可馋了! 牠最喜欢吃肉骨头，，，，还有涂有花生酱的 面还有涂有花生酱的 面还有涂有花生酱的 面还有涂有花生酱的 面

包. 牠吃得很多包. 牠吃得很多包. 牠吃得很多包. 牠吃得很多，，，，所以长得很快所以长得很快所以长得很快所以长得很快。。。。一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Charlie现在站起来现在站起来现在站起来现在站起来

比我还高呢比我还高呢比我还高呢比我还高呢！！！！    

    放学后    放学后    放学后    放学后，，，，狗狗就成了我和我朋友们的玩伴狗狗就成了我和我朋友们的玩伴狗狗就成了我和我朋友们的玩伴狗狗就成了我和我朋友们的玩伴。。。。我们玩拔河我们玩拔河我们玩拔河我们玩拔河，，，，牠力牠力牠力牠力

气大气大气大气大，，，，我就和我朋友一个抱着另一个的腰和牠拔河我就和我朋友一个抱着另一个的腰和牠拔河我就和我朋友一个抱着另一个的腰和牠拔河我就和我朋友一个抱着另一个的腰和牠拔河，，，，我们四个人对我们四个人对我们四个人对我们四个人对

付牠一个付牠一个付牠一个付牠一个，，，，还不一定能赢呢还不一定能赢呢还不一定能赢呢还不一定能赢呢！。！。！。！。    

    牠还很喜欢玩飞盘    牠还很喜欢玩飞盘    牠还很喜欢玩飞盘    牠还很喜欢玩飞盘：：：：我们把飞盘扔得又远又高的我们把飞盘扔得又远又高的我们把飞盘扔得又远又高的我们把飞盘扔得又远又高的，，，，牠一边跑牠一边跑牠一边跑牠一边跑，，，，

一边眼睛盯着飞盘一边眼睛盯着飞盘一边眼睛盯着飞盘一边眼睛盯着飞盘，，，，等飞盘落下时等飞盘落下时等飞盘落下时等飞盘落下时，，，，牠纵身跃起牠纵身跃起牠纵身跃起牠纵身跃起，，，，在空中用嘴接住在空中用嘴接住在空中用嘴接住在空中用嘴接住

飞盘飞盘飞盘飞盘，，，，然后飞快地送回我们手中然后飞快地送回我们手中然后飞快地送回我们手中然后飞快地送回我们手中。。。。    

    牠最棒的技术要数踢足球了    牠最棒的技术要数踢足球了    牠最棒的技术要数踢足球了    牠最棒的技术要数踢足球了：：：：牠不仅能一边跑牠不仅能一边跑牠不仅能一边跑牠不仅能一边跑，，，，一边用鼻子控一边用鼻子控一边用鼻子控一边用鼻子控

制着球的方向制着球的方向制着球的方向制着球的方向，，，，牠还是一个优秀的守门员牠还是一个优秀的守门员牠还是一个优秀的守门员牠还是一个优秀的守门员。。。。牠总是能正确地判断我牠总是能正确地判断我牠总是能正确地判断我牠总是能正确地判断我

们会往哪个方向踢球们会往哪个方向踢球们会往哪个方向踢球们会往哪个方向踢球，，，，球还没到球还没到球还没到球还没到，，，，牠已经在那儿等着了牠已经在那儿等着了牠已经在那儿等着了牠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Charlie最喜欢我带牠去溜达最喜欢我带牠去溜达最喜欢我带牠去溜达最喜欢我带牠去溜达。。。。只要我拿出遛狗的绳子只要我拿出遛狗的绳子只要我拿出遛狗的绳子只要我拿出遛狗的绳子，，，，牠马上牠马上牠马上牠马上

主动地靠过来主动地靠过来主动地靠过来主动地靠过来，，，，让我扣上让我扣上让我扣上让我扣上，，，，欢快地上路欢快地上路欢快地上路欢快地上路，，，，一路小跑一路小跑一路小跑一路小跑。。。。沿路东闻闻沿路东闻闻沿路东闻闻沿路东闻闻，，，，

西嗅嗅西嗅嗅西嗅嗅西嗅嗅，，，，一会儿停下跟别的狗打个招呼一会儿停下跟别的狗打个招呼一会儿停下跟别的狗打个招呼一会儿停下跟别的狗打个招呼，，，，一会儿又想去追小松鼠一会儿又想去追小松鼠一会儿又想去追小松鼠一会儿又想去追小松鼠。。。。    

    狗狗也有犯错的时候    狗狗也有犯错的时候    狗狗也有犯错的时候    狗狗也有犯错的时候。。。。记得刚来的时候记得刚来的时候记得刚来的时候记得刚来的时候，，，，可能是牠闲得无聊可能是牠闲得无聊可能是牠闲得无聊可能是牠闲得无聊，，，，

也可能是牠牙齿痒痒也可能是牠牙齿痒痒也可能是牠牙齿痒痒也可能是牠牙齿痒痒，，，，咬坏了我们好几双鞋子咬坏了我们好几双鞋子咬坏了我们好几双鞋子咬坏了我们好几双鞋子。。。。尤其是把奶奶的皮尤其是把奶奶的皮尤其是把奶奶的皮尤其是把奶奶的皮

鞋都咬坏了鞋都咬坏了鞋都咬坏了鞋都咬坏了，，，，奶奶很生气奶奶很生气奶奶很生气奶奶很生气，，，，几天都没给牠好脸色几天都没给牠好脸色几天都没给牠好脸色几天都没给牠好脸色。。。。通人性的狗狗知通人性的狗狗知通人性的狗狗知通人性的狗狗知

道惹了祸道惹了祸道惹了祸道惹了祸，，，，就主动讨好奶奶就主动讨好奶奶就主动讨好奶奶就主动讨好奶奶，，，，用身子蹭奶奶的腿用身子蹭奶奶的腿用身子蹭奶奶的腿用身子蹭奶奶的腿，，，，用舌头舔奶奶的用舌头舔奶奶的用舌头舔奶奶的用舌头舔奶奶的

脚脚脚脚，，，，不停地摇着尾巴不停地摇着尾巴不停地摇着尾巴不停地摇着尾巴。。。。只要奶奶给牠一点好脸色只要奶奶给牠一点好脸色只要奶奶给牠一点好脸色只要奶奶给牠一点好脸色，，，，马上又眉飞色马上又眉飞色马上又眉飞色马上又眉飞色

舞舞舞舞，，，，忘乎所以起来了忘乎所以起来了忘乎所以起来了忘乎所以起来了。。。。而只要奶奶说一声而只要奶奶说一声而只要奶奶说一声而只要奶奶说一声““““NO！！！！””””牠又乖乖地牠又乖乖地牠又乖乖地牠又乖乖地，，，，

可怜兮兮地坐在一边可怜兮兮地坐在一边可怜兮兮地坐在一边可怜兮兮地坐在一边。。。。你说好玩不好玩你说好玩不好玩你说好玩不好玩你说好玩不好玩？？？？    

    每当我和姐姐放学回来    每当我和姐姐放学回来    每当我和姐姐放学回来    每当我和姐姐放学回来，，，，或者爸爸妈妈下班回家或者爸爸妈妈下班回家或者爸爸妈妈下班回家或者爸爸妈妈下班回家，，，，来接我们来接我们来接我们来接我们

的的的的，，，，要数狗狗最热情了要数狗狗最热情了要数狗狗最热情了要数狗狗最热情了。。。。只见牠激动万分只见牠激动万分只见牠激动万分只见牠激动万分，，，，兴奋不已兴奋不已兴奋不已兴奋不已，，，，摇头摆尾地摇头摆尾地摇头摆尾地摇头摆尾地

冲过来冲过来冲过来冲过来，，，，围着你围着你围着你围着你，，，，又是跳又是亲的......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欢乐又是跳又是亲的......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欢乐又是跳又是亲的......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欢乐又是跳又是亲的......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欢乐。。。。

牠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开心果牠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开心果牠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开心果牠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开心果，，，，成为我们家不可或缺的一员了成为我们家不可或缺的一员了成为我们家不可或缺的一员了成为我们家不可或缺的一员了！！！！    

    

        我们一家人      我们一家人      我们一家人      我们一家人      陈铭洲陈铭洲陈铭洲陈铭洲    
    

    我家有五个人    我家有五个人    我家有五个人    我家有五个人。。。。有个好笑有个好笑有个好笑有个好笑，，，，身强体壮的爸爸身强体壮的爸爸身强体壮的爸爸身强体壮的爸爸。。。。一个聪明一个聪明一个聪明一个聪明，，，，爱讲爱讲爱讲爱讲

话的妈妈话的妈妈话的妈妈话的妈妈。。。。还有一个大声还有一个大声还有一个大声还有一个大声，，，，爱读书的姐姐和一个可爱爱读书的姐姐和一个可爱爱读书的姐姐和一个可爱爱读书的姐姐和一个可爱，，，，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会

做的弟弟做的弟弟做的弟弟做的弟弟。。。。剩下的一个就是我剩下的一个就是我剩下的一个就是我剩下的一个就是我。。。。    

    我的爸爸妈妈开了一家中国餐馆    我的爸爸妈妈开了一家中国餐馆    我的爸爸妈妈开了一家中国餐馆    我的爸爸妈妈开了一家中国餐馆。。。。虽然爸爸妈妈做的饭很好虽然爸爸妈妈做的饭很好虽然爸爸妈妈做的饭很好虽然爸爸妈妈做的饭很好

吃吃吃吃，，，，但是为了方便我们差不多都是在餐馆里吃饭的但是为了方便我们差不多都是在餐馆里吃饭的但是为了方便我们差不多都是在餐馆里吃饭的但是为了方便我们差不多都是在餐馆里吃饭的。。。。只有到了周只有到了周只有到了周只有到了周

末末末末，，，，妈妈才会有空在家里煮饭给我们吃妈妈才会有空在家里煮饭给我们吃妈妈才会有空在家里煮饭给我们吃妈妈才会有空在家里煮饭给我们吃。。。。我们最爱吃妈妈煮的鱼我们最爱吃妈妈煮的鱼我们最爱吃妈妈煮的鱼我们最爱吃妈妈煮的鱼

了了了了，，，，因为很美味因为很美味因为很美味因为很美味。。。。我的妈妈还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她的声音很大我的妈妈还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她的声音很大我的妈妈还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她的声音很大我的妈妈还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她的声音很大

很响很响很响很响，，，，她也很喜欢打电话她也很喜欢打电话她也很喜欢打电话她也很喜欢打电话。。。。我的爸爸虽然英文说得没那么好我的爸爸虽然英文说得没那么好我的爸爸虽然英文说得没那么好我的爸爸虽然英文说得没那么好，，，，可是可是可是可是

他的手很巧他的手很巧他的手很巧他的手很巧，，，，会做很多事情会做很多事情会做很多事情会做很多事情。。。。我们家里有什么东西坏了都是他修好我们家里有什么东西坏了都是他修好我们家里有什么东西坏了都是他修好我们家里有什么东西坏了都是他修好

的的的的。 。 。 。 比如厕所不通了比如厕所不通了比如厕所不通了比如厕所不通了，，，，电脑坏了电脑坏了电脑坏了电脑坏了，，，，洗衣机坏了等等都是爸爸修好洗衣机坏了等等都是爸爸修好洗衣机坏了等等都是爸爸修好洗衣机坏了等等都是爸爸修好

的的的的。 。 。 。     

    我的姐姐名字叫陈铮艳    我的姐姐名字叫陈铮艳    我的姐姐名字叫陈铮艳    我的姐姐名字叫陈铮艳。。。。她今年十三岁她今年十三岁她今年十三岁她今年十三岁，，，，下个月就是她生日下个月就是她生日下个月就是她生日下个月就是她生日

了了了了，，，，那时她就十四岁了那时她就十四岁了那时她就十四岁了那时她就十四岁了。。。。她在英文学校读八年级她在英文学校读八年级她在英文学校读八年级她在英文学校读八年级，，，，可是在中文学可是在中文学可是在中文学可是在中文学

校校校校，，，，她已经读十年级了她已经读十年级了她已经读十年级了她已经读十年级了。。。。她很聪明她很聪明她很聪明她很聪明，，，，每次考试她都能考每次考试她都能考每次考试她都能考每次考试她都能考100分分分分。。。。姐姐姐姐

姐很勤奋姐很勤奋姐很勤奋姐很勤奋。。。。她在学校里参加许多体育活动她在学校里参加许多体育活动她在学校里参加许多体育活动她在学校里参加许多体育活动，，，，还是学校乐团成员还是学校乐团成员还是学校乐团成员还是学校乐团成员。。。。课课课课

(Continued on p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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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她还学跆拳道外她还学跆拳道外她还学跆拳道外她还学跆拳道。。。。在家里的时候她还经常帮爸爸妈妈做工在家里的时候她还经常帮爸爸妈妈做工在家里的时候她还经常帮爸爸妈妈做工在家里的时候她还经常帮爸爸妈妈做工。。。。我我我我

弟弟今年十岁了弟弟今年十岁了弟弟今年十岁了弟弟今年十岁了，，，，他叫陈焕朝他叫陈焕朝他叫陈焕朝他叫陈焕朝。。。。他在英文学校读四年级他在英文学校读四年级他在英文学校读四年级他在英文学校读四年级，，，，在中在中在中在中

文学校也读四年级文学校也读四年级文学校也读四年级文学校也读四年级。。。。他很喜欢看卡通片他很喜欢看卡通片他很喜欢看卡通片他很喜欢看卡通片。 。 。 。 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其实我们都很喜欢

看卡通片看卡通片看卡通片看卡通片。。。。    

    我叫陈铭洲    我叫陈铭洲    我叫陈铭洲    我叫陈铭洲，，，，今年十二岁今年十二岁今年十二岁今年十二岁，，，，在英文学校读六年级在英文学校读六年级在英文学校读六年级在英文学校读六年级，，，，在中文在中文在中文在中文

学校也读六年级学校也读六年级学校也读六年级学校也读六年级。。。。我和弟弟都跟姐姐一样也有参加学校里的乐我和弟弟都跟姐姐一样也有参加学校里的乐我和弟弟都跟姐姐一样也有参加学校里的乐我和弟弟都跟姐姐一样也有参加学校里的乐

团团团团。。。。我和姐姐学的是笛子我和姐姐学的是笛子我和姐姐学的是笛子我和姐姐学的是笛子，，，，弟弟学的是喇叭弟弟学的是喇叭弟弟学的是喇叭弟弟学的是喇叭。。。。我们三个都一起我们三个都一起我们三个都一起我们三个都一起

学跆拳道学跆拳道学跆拳道学跆拳道。。。。但是我比弟弟做的东西多但是我比弟弟做的东西多但是我比弟弟做的东西多但是我比弟弟做的东西多，，，，也比他聪明点也比他聪明点也比他聪明点也比他聪明点，，，，可是跟可是跟可是跟可是跟

姐姐比姐姐比姐姐比姐姐比，，，，就不能比了就不能比了就不能比了就不能比了。。。。姐姐也太聪明了姐姐也太聪明了姐姐也太聪明了姐姐也太聪明了。。。。我跟姐姐我跟姐姐我跟姐姐我跟姐姐，，，，弟弟三个弟弟三个弟弟三个弟弟三个

经常吵架经常吵架经常吵架经常吵架，，，，不是为了看电视不是为了看电视不是为了看电视不是为了看电视，，，，就是为了用电脑就是为了用电脑就是为了用电脑就是为了用电脑。。。。但是我们三个但是我们三个但是我们三个但是我们三个

的感情还是很好的的感情还是很好的的感情还是很好的的感情还是很好的。。。。    

    这就是我们一家人和我可爱的家    这就是我们一家人和我可爱的家    这就是我们一家人和我可爱的家    这就是我们一家人和我可爱的家。。。。    

    

        我和树一同成长我和树一同成长我和树一同成长我和树一同成长      严妮妮严妮妮严妮妮严妮妮    
    

    每当我看着窗外的树    每当我看着窗外的树    每当我看着窗外的树    每当我看着窗外的树，，，，草草草草，，，，花等多元素构成的美丽大自然花等多元素构成的美丽大自然花等多元素构成的美丽大自然花等多元素构成的美丽大自然

时时时时，，，，便想到了树的种子便想到了树的种子便想到了树的种子便想到了树的种子。。。。小如蚂蚁般的种子小如蚂蚁般的种子小如蚂蚁般的种子小如蚂蚁般的种子，，，，经年累月经年累月经年累月经年累月，，，，历尽历尽历尽历尽

艰辛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艰辛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艰辛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艰辛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春天春天春天春天，，，，孩童们在坚固的树枝上荡秋千孩童们在坚固的树枝上荡秋千孩童们在坚固的树枝上荡秋千孩童们在坚固的树枝上荡秋千，，，，抬头便可看到一片抬头便可看到一片抬头便可看到一片抬头便可看到一片

片嫩绿的树叶片嫩绿的树叶片嫩绿的树叶片嫩绿的树叶；；；；    
                            夏夜夏夜夏夜夏夜，，，，多少美丽的故事多少美丽的故事多少美丽的故事多少美丽的故事，，，，在凉爽的树荫下编织成动人的在凉爽的树荫下编织成动人的在凉爽的树荫下编织成动人的在凉爽的树荫下编织成动人的

梦梦梦梦；；；；    
                            秋天秋天秋天秋天，，，，绿油油的树叶变成红色绿油油的树叶变成红色绿油油的树叶变成红色绿油油的树叶变成红色，，，，黄色黄色黄色黄色，，，，和棕色和棕色和棕色和棕色，，，，绘成了秋绘成了秋绘成了秋绘成了秋

色的五彩缤纷色的五彩缤纷色的五彩缤纷色的五彩缤纷；；；；    
                            冬天冬天冬天冬天，，，，叶子缓缓地叶子缓缓地叶子缓缓地叶子缓缓地，，，，优美地飘下来......太多时候优美地飘下来......太多时候优美地飘下来......太多时候优美地飘下来......太多时候，，，，干枯干枯干枯干枯

的叶子被践踏成支离破碎的叶子被践踏成支离破碎的叶子被践踏成支离破碎的叶子被践踏成支离破碎，，，，我不禁惘怜起这叶片短暂的一生我不禁惘怜起这叶片短暂的一生我不禁惘怜起这叶片短暂的一生我不禁惘怜起这叶片短暂的一生？？？？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当叶子干缩和分解到土壤里当叶子干缩和分解到土壤里当叶子干缩和分解到土壤里当叶子干缩和分解到土壤里，，，，来年又滋润树来年又滋润树来年又滋润树来年又滋润树，，，，那每一片那每一片那每一片那每一片

叶子是否也将那许多的回忆叶子是否也将那许多的回忆叶子是否也将那许多的回忆叶子是否也将那许多的回忆，，，，也注入参天大树也注入参天大树也注入参天大树也注入参天大树，，，，一年年地传递一年年地传递一年年地传递一年年地传递

了下去了下去了下去了下去。。。。    
                                在我的相册里在我的相册里在我的相册里在我的相册里，，，，我和树一同成长我和树一同成长我和树一同成长我和树一同成长。。。。每度过一天每度过一天每度过一天每度过一天，，，，我便变得我便变得我便变得我便变得

更聪明更聪明更聪明更聪明。。。。我开始了解树我开始了解树我开始了解树我开始了解树，，，，它怎么长高它怎么长高它怎么长高它怎么长高，，，，水是怎么输到叶子水是怎么输到叶子水是怎么输到叶子水是怎么输到叶子，，，，树树树树

轮和年龄的关系轮和年龄的关系轮和年龄的关系轮和年龄的关系。。。。我现在已经长到我现在已经长到我现在已经长到我现在已经长到10岁了岁了岁了岁了，，，，窗外伴我成长的栎窗外伴我成长的栎窗外伴我成长的栎窗外伴我成长的栎

树也已树也已树也已树也已20英尺高英尺高英尺高英尺高。。。。旁边那棵旁边那棵旁边那棵旁边那棵100岁的树岁的树岁的树岁的树，，，，已然华盖老态已然华盖老态已然华盖老态已然华盖老态，，，，也许也许也许也许

不再明智不再明智不再明智不再明智。。。。我也找到了树叶是否过着幸福生活的答案我也找到了树叶是否过着幸福生活的答案我也找到了树叶是否过着幸福生活的答案我也找到了树叶是否过着幸福生活的答案。。。。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因为人生如树因为人生如树因为人生如树因为人生如树，，，，人会变老人会变老人会变老人会变老，，，，但会变明智但会变明智但会变明智但会变明智。。。。当你离开这个世界当你离开这个世界当你离开这个世界当你离开这个世界，，，，

你会看到树的微笑你会看到树的微笑你会看到树的微笑你会看到树的微笑，，，，会沉浸在儿童摇摆它和享受树遮荫的美妙会沉浸在儿童摇摆它和享受树遮荫的美妙会沉浸在儿童摇摆它和享受树遮荫的美妙会沉浸在儿童摇摆它和享受树遮荫的美妙

回忆中回忆中回忆中回忆中。。。。即使树不会运动,但它过着有意义的即使树不会运动,但它过着有意义的即使树不会运动,但它过着有意义的即使树不会运动,但它过着有意义的，，，，幸福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幸福的生活。。。。    

(Continued from page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