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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家长教师协会(PTA)，于3月20日就耶鲁大学华裔女教授蔡
美儿所著<<虎妈战歌>>一书引发的争论举办了家长讨论会。大
约有50人参加。三位主讲人，袁树林、翁毓莲和依慧与大家分
享了教育子女的经验。从她们的经验来看，作为家长要根据每
个孩子不同的特点来教育。成功的关键是理解孩子，与孩子交
流沟通，做朋友。家长一定要了解自己孩子的才能和弱点并采
用适合他们特点的方式。热烈的讨论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大家
受益非浅。



我校学生被发现往Rosemont College校园池塘的雕塑上扔石
头，这是违反校规的不可接受的行为。庄岚校长要求每位家长
在送孩子来中文学校前提醒他们爱惜公物，遵守校规。请每位
教师在每堂课上课前也提醒学生们遵守规则并帮助他们理解尊
重规则的重要性。我们送孩子来中文学校不只是学中文，更要
教他们怎样做人。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请与庄岚校长联系。



2011年年册(yearbook)正在筹备和预购当中。今年正值长城中
文学校建校15周年之际，年册除了登载应届毕业生的毕业讲演
之外，还将登载所有班级学生和老师的班级合影，以及15周年
校庆的内容。年册将采用彩色印刷，内容丰富，具有纪念意
义。有意的家长可以尽快与周磊联系登记预购。另外，年册仍
在征求广告资助，详情请和庄岚联系。



Tax讲座。讲座人：Larry Sun, CFP。时间：4月2日10点和12
点，地点：Auditori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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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0日上午10点和12点 Mandy Hu (Asia Travel) 将在我校帮
助大家办理中国签证手续。护照和签证于5月1日在中文学校领
取。请准备好相应的申请材料。

座谈主讲人依慧、袁树林、翁毓莲及主持人王段强合影

绘画作品 Lin Zheng （15岁） 辅导教师 李国富


我校家长教师协会(PTA)将于4月2日星期六下
午4点钟在Fairmount Park组织春游活动。届
时我们一起欣赏日本屋盛开的樱花、玩
Frisbee或放风筝、享受美丽的大自然。请参
加的家庭准备一两样食品与大家分享。PTA提
供水和饮料。费用每人$2。 请有兴趣者请于3
月31日前与PTA联系:
Laura: LauraYaoNieh@gmail.com
王段强:duanqiang.wang@gmail.com

难忘的一天

王昕彤 (6C) 指导老师管素

我永远会记住我去欢迎胡锦涛主席来美国进行国
事访问的那一天。
2011年1月18日早上，路上还有冰，天空下着零星
细雨，爸爸小心翼翼地开车奔赴费城组织去华盛顿迎接团
队的会合地点。开了半个小时，快到会合地点了，我就看
见一群中国人在sears门口等着，一看就是我们的迎接队
伍。我还遇到我中文学校的同学和老师，他们也同去。一
会儿大巴来了，我们都上车了。经过3个小时的行驶，我们
到了华盛顿。负责人灵机一动举起她手里的雨伞，这个雨
伞上有个大熊猫图案，非常醒目，大家就跟着熊猫伞走到
一条街道旁等候。这条街道是胡锦涛主席的车队必经之
地。组织者给每个人发了一个小红旗和美国旗。我爸爸还
拿了一个大五星红旗，举起来很威风。
我们在路边心情激动地等待，都等不及啦，大家
纷纷往前挤，有些人都挤到路上去了，这时警察就告诉大
家后退后退。可是大家的热情很高一会儿又有人挤到路上
去了，警察就把栏杆放在我们前面，这样就不会有人挤到
路上去了。胡锦涛主席的车队还没到，大家就先开始欢呼
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不一会，一辆警车开了过
来，车上有一条警犬旺旺地叫，好像也在说“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同时天空有一架直升飞机在来回盘旋，大家
都赶紧拿出照相机给飞机拍照。我试了几次才照下飞机。
突然，一辆辆摩托车像闪电般飞驰而过，后面跟着一大排
车，其中有几辆豪华轿车，胡锦涛主席一定就坐在里面。
可惜这些车子的玻璃是黑色的看不清里面的人，只看到有
人在挥手。可以想象，胡锦涛主席看到这么多海外侨胞冒
着严寒在摇旗欢迎他，一定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
胡锦涛主席进入旅馆休息，他要赴白宫参加奥巴
马总统的欢迎晚宴。我们继续在路边等候，大约1个多小时
左右，天已经黑了，又是一辆辆摩托车在前面开道，后面
几辆豪华轿车驶出。大家继续高喊“欢迎欢迎，热烈欢
迎”，还有人用英语喊“welcome， welcome”。不一会车
队就驶出我们的视线，我们就跟着熊猫伞走到上车地点，
坐大巴回费城啦。

迪斯尼之行

易玥婷 (6C) 指导老师管素英

寒假我们全家去了奥兰多的迪斯尼. 从我家到迪斯尼要开二
十个小时的车.我的爸爸开了两天才到那里.
接下来就开始了我们五天的欢乐假期. 第一天我们去了 “海
洋世界”. 海洋世界有好多海洋动物. 例如海豚, 海狮, 海象等,
还有各种各样的热带鱼. 我们还看了鲸鱼表演. 那天非常冷.
第二天, 我们去了好莱坞影城. 我们在那里看了很多
“秀”.

第三天, 我们去了艾波卡特. 整个公园分为 “未来世界” 和
“世界橱窗”. 我和妈妈坐了一个大球里面的游览项目, 很好玩!
我们还跟米老鼠和它的朋友们合影了.
第四天, 我们去了最好玩的地方, “魔法王国”. 我觉得很
好玩因为有好多游戏项目. 晚上我们还看了焰火.
最后一天我们去了动物王国. 我们坐上了观车, 一路上看了
很多野外动物. 我们还看了一个很有趣的电影.
这五天, 我们玩得很开心. 迪斯尼之行 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
忆.

我的妹妹

王逸辰（6C）指导老师管素英

我有一个妹妹，她的英文名字叫Jasmine Wang，
她的中文名字叫王逸翔，她比我小三岁，属羊。Jasmine有
一头又黑又亮的头发和一张圆圆的脸。她有一双棕色的大
眼睛，圆鼻子，她的脸上平时总是带着微笑。妹妹很活
泼，她在学校里有好多朋友，老师和同学们都喜欢她。每
天下学后，她会和她的好多好朋友玩一会儿。她会跟她们
说好多话。她功课很好，她现在上二年级，可是她已经在
提高班学三年级的数学。
妹妹的爱好很多。每个星期，她和我一起学钢
琴。我们都爱好网球和游泳。她还喜欢滑冰，还有跳舞。
她喜欢所有的动物，尤其是狗和马。像别的小女孩，她也
喜欢玩具宠物和公主娃娃。妹妹很喜欢看电视和玩电脑，
她最喜欢的电影是星球大战，有时她也看卡通。她特别不
喜欢哈利•波特。
有的时候，妹妹有点恼人的。我做事的时候，她
会在旁边哼唱。她有的时候不听我的话，还会打我，但是
她也有好的地方。我感到无聊时，妹妹会想出各种办法和
我玩。她拿到礼物和好吃的东西时，总会给我留一点，和
我分享。
不管怎样，她是我的妹妹，我喜欢她。

中美的差异

王啸啸 (6C) 指导老师管素英

美国和中国之间有许多不一样。
中国的人口要比美国多好几倍。在中国，大多数人住在
巨大的社区里，不像在美国的房屋，那样相距遥远，这些都导致
中国人与人之间更多的社会交往，而在美国的这家和那家之间疏
远了许多。在中国，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是公共汽车，出租车，
和自行车，而不是像大多数美国人都以车代步。
我小的时候在中国上过一个月学校，我觉得中国的老师
比美国的老师严格许多，老师的批评比美国多。美国的教育着重
能力的培养，比较尊重学生的选择。
美国和中国之间还有许多其他的差异。
当然，最重要的区别还是语言的差异，中文和英文。
现在大家都渐渐地要变成一个地球村了，美国和中国之
间的差异也会越来越少了。

朱羿霄(6C)指导老师管素英 道我的小提琴水平并不高。我 伤心地回到家里。我立志
要更加努力。那一天，我学会了三个极重要的教训:
我从7岁就开始学小提琴了。刚开始时，我觉得很兴
奋。但是不久之后我就认识到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我爸
1. 我要想成功，必须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爸妈妈让我不要学了，我又舍不得。那段时间我真的很苦恼。
2. 我需要有更多的耐力。
不过在被父母和小提琴老师的数不清的训斥声中，我硬着头皮
3. 过度自信...是一个诅咒。
坚持了下来。几年过后，我突然发现我的琴声还挺好听的。不
仅是我自己，别人也这样认为。在我4年级时，我参加了5年级 我现在跟这个老师已经学习了半年，我有了很大的进步。
的弦乐队并在学校的演出中表演二重奏。在大家的鼓掌声中我 我已经改正了很多错误。但是，那一天的记忆还很清楚地
感到多么的自豪。我自以为自己已是一名出色的小提琴手了。 停留在我的脑海里。那些记忆好像就在昨天，我在这段时
后来，妈妈带我去见了一位新老师。在第一次见面我
间明白了很多道理。我们必须接受那样的时刻，像欢迎我
给他拉我以为最好的曲子，但老师说太简单了。这时, 我才知 们的朋友一样。

从学小提琴中得到的启示

四年级同学的作品
我的新年

路璟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一度最大的传统节日。每到春节，一
家人都从各个地方赶回家和亲戚朋友团聚。
今年的二月二日是除夕。我和爸爸妈妈虽然不能去中国
和家人，朋友相聚，但我们还是在这里按照中国春节的传统
庆祝这个节日。我们准备了很多的中国菜，还包了许多饺
子。我们吃了非常丰盛的年夜饭。因为吃得太多了， 都撑
得走不动了。接下来我们给在国内的爷爷，奶奶，姥姥，姥
爷及我的表弟打电话拜年。我们还看了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
节联欢会。那些节目中我最喜欢的是魔术。当然，象往年一
样，我又拿了一个大大的红包。哦，爸爸妈妈告诉我：“我
又长了一岁！”

我的春节

孙樊博

春节时中国的传统节日，它代表农历新年的开始。我今
年的春节过得很快乐。爸爸妈妈给我压岁钱，我用压岁钱买
了个游戏BAKUGAN。除夕夜，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有鱼，肉，青菜和许多好吃的东西。，我最喜欢的是饺子。
然后与爸爸妈妈一起看了春节晚会。初一清早，我就打电话
给外婆外公爷爷奶奶拜年，听到我的声音，他们都非常高
兴。
正月初三，中文学校举行了迎新年联欢会。我们四年级
同学表演了<太阳和彩虹>。我担任了旁白。在表演的时候，
我很紧张，生怕自己说错字。我的朋友和家长都鼓励我，告
诉我别紧张。我就这样充满自信地走上舞台，表演过程中，
没说一个错字，朗读流利，充满感情。我非常满意自己的表
演。
我喜欢春节，我爸爸妈妈也喜欢春节，我希望每一 天
都是春节！！

我的春节

张路

春节真热闹啊！我是这样过春节的：除夕，我们全家在

指导老师许兰薇
一起吃饺子。因为是兔年，我们就吃了兔耳饺子。我们也
看了春节联欢会。联欢会上有音乐，魔术，相声，小品，
还有歌曲，杂技和儿童节目，非常精彩。联欢会上还讲了
怎么扮做兔子给大家拜年。按照联欢会上所讲的，我装扮
成小兔子 给爸爸妈妈拜年， 从而得到一小笔压岁钱。因
为春节学校不放假，我只能在放学后与家里一起过年。尽
管如此，我的春节还是过得很开心啊！

我家的春节

朱明慧

我今年的春节过得很好。我们全家人一起看了中央电
视台的春节晚会。节目很丰富，有些很好笑。我最喜欢魔
术，去年刘谦表演的魔术，我依然记得很清楚。他把一个
小硬币从一张玻璃桌子的下面摁到玻璃桌子的上面。到现
在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
今年，我的好朋友笑笑的外公病得厉害，她的妈妈需
要回国照顾病人，同时也想让笑笑看望外公外婆，所以，
笑笑和妈妈一起回国与家人团圆，过春节，我非常想念
她。我想她在中国过年一定很高兴。
我去年十二月回了一趟中国，看望了我的爷爷和其他
亲戚。我很高兴，可是我从来没有跟他们一起过过春节。
我多么希望可以和我在中国的家人一起在中国过一次春节
啊！

我的春节

蒋伊笑

今年是二零一一年了。今年的春节是二月三日。
妈妈告诉我她小时候过春节先要打扫房间，买新衣
服，置办年货。大年三十那天全家人一起吃年夜饭，包饺
子，看春节晚会。熬年或叫守岁，也就是十二点一起不能
睡觉。大年初一一早，放开门炮，穿新衣，吃饺子，然后
给亲戚们拜年。
现在我要给你说说我是怎样过春节的。大年三十那天
我外公外婆馅包好饺子，因为下雪，我们学校不上课，所

以在家里看春节晚会，吃饺子，我和妹妹还玩了游戏。然后
我们给外公外婆磕头拜年，他们 给我们每人六十元的压岁
钱。另外，我们中文学校也将组织春节联欢会，我还要联欢
会上表演呢！

中文学校的春节联欢会

龙翔

二月六日下午，我们全家观看了长城中文学校组织的春
节联欢会。学校里每个班的小朋友都要演出一个节目。我们
班表演“太阳与彩虹”。我扮演太阳，我穿上黄色的演出
服，站在舞台和小朋友们一起认真表演。
在众多的节目中，我最喜欢的节目是“纤夫的爱”。参加演
出的男演员们穿着一半是男装，一半是女装。表演得很可
笑，我很喜欢，爸爸还拍了录像，我想明年的联欢会将会更
热闹。

我的春节

彭文瀚

当春节到来时，我们全家一起去教会庆祝春节。我们的
教会位于中国城，那天，因为是春节，中国城里非常热闹，
街上啪啪啪的鞭炮声，咚咚咚的敲鼓声，震耳欲聋，路上又
许多人，非常拥挤。突然，前边路旁的人群站住了，观看舞
狮子表演。我们挤到人群的最前面，看着狮子随着鼓点上窜
下跳，有一只狮子还来咬我的手呢！
我们在教会吃了年饭，有年糕，鱼丸，还有饺子，我对
大家说：“恭喜发财！！”我的春节过得很开心。

春节

在所有的节目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纪老师舞蹈般跳的“美
景”。我喜欢这个舞蹈，它的音乐很美，演员们跳得更
美。
我今年的春节很有趣。不过，我希望明年能在中国国
一个真正的，热热闹闹的春节！！

刘舒婷

我的春节

春节时，我会和全家人一起吃饺子，看中央春节晚
会。我还会和中国的表哥在视频上用中文和英文交流，因
为我要学中文，而表哥要学英文，所以我们互相学习。我
也会给爷爷，姥爷和姥姥打电话拜年。
春节时，我们中文学校的同学会演出节目庆祝这个传
统节日。今年我们表演的是“太阳与彩虹”，节目里有太
阳，彩虹，白云，和孩子们。我扮演的是孩子。通过紧张
的排练，我们的演出很成功，我很喜欢这个节目。我想明
年春节我还要和我的同学们一起上舞台。

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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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亦至

今年的兔年春节太好了！除夕那天早上，我和我二哥
亦中把两国大红灯笼挂在我家大门前。这两个红灯笼还是
姥姥从中国给我们带来的呢。又大又好看！！
晚上，奶奶和姑姑一家来我们家与我们一起过年。大
人们包饺子，我的大哥也从大学回来了。我和两个哥哥和
两个表哥一起玩乐很多游戏。后来我们每个孩子给长辈们
拜年，得了压岁钱。饺子很好吃，春晚节目也很好看，我
最喜欢魔术。这是个难忘的兔年春节。

今年的春节是二月三日，但是大人们要工作，所以我们
把年饭改到二月五日。
妈妈在前一晚就忙起来了，我也很兴奋，在厨房里帮妈
妈洗菜，洗完菜有帮哥哥打扫卫生。我们把全家打扫得干干
净净。
二月五日那天，我们请来了很多朋友一起过春节。我们
都穿上了中国传统衣服，吃年夜饭。我们吃饺子，年糕，
鱼，还有肉。妈妈说鱼时表示年年有余，年糕是表示年年
高。饺子像元宝，所以表示招财进宝。我们边说边吃，小孩
们一边玩，一边吃点心，大人们一边打麻将，一边聊天。后
来小孩们到三楼去看电视。我们一直玩到了12点！妈妈说这
叫守岁。如果是在中国，一过12点家家户户就会开始放鞭
炮，辞旧迎新。过了12点，我和哥哥给大家拜年，我还收到
了很多红包！我们那天玩得很开心。
客人要走了，妈妈送给每家客人四个桔子，她说桔子代
表吉利，四代表四季平安。
二月六日，我们中文学校举办春节联欢会。我表演了
“太阳与彩虹”。我表演彩虹的红色。其他的小朋友在晚会
上还表演了唱歌和跳舞，哥哥他们唱了一首歌叫“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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