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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atulations to 2011 Graduates!    

四月二十四曰四月二十四曰四月二十四曰四月二十四曰学学学学校宴校宴校宴校宴请请请请了所有教了所有教了所有教了所有教师师师师和家和家和家和家属属属属，，，，以感以感以感以感谢谢谢谢老老老老师们师们师们师们一年的辛勤一年的辛勤一年的辛勤一年的辛勤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宴宴宴宴会会会会上校上校上校上校长长长长庄庄庄庄岚岚岚岚向大家介向大家介向大家介向大家介绍绍绍绍了下了下了下了下学学学学期的新任校期的新任校期的新任校期的新任校长长长长、、、、现现现现任任任任财财财财政部政部政部政部

长长长长----为长为长为长为长城中文城中文城中文城中文学学学学校默默服校默默服校默默服校默默服务务务务了十五年的余了十五年的余了十五年的余了十五年的余晓晓晓晓明明明明。。。。余余余余晓晓晓晓明也同老明也同老明也同老明也同老师们师们师们师们一一一一

起回起回起回起回忆当忆当忆当忆当年年年年，，，，憧憬未憧憬未憧憬未憧憬未来来来来。。。。全校二十六位教全校二十六位教全校二十六位教全校二十六位教师师师师中有十九位中有十九位中有十九位中有十九位参参参参加了宴加了宴加了宴加了宴会会会会。。。。        

（（（（庄岚撰稿庄岚撰稿庄岚撰稿庄岚撰稿、、、、依慧摄影依慧摄影依慧摄影依慧摄影））））    

教师答谢宴会教师答谢宴会教师答谢宴会教师答谢宴会    

毕业生合影 毕业生合影 毕业生合影 毕业生合影 –––– 官官官官     严鑫严鑫严鑫严鑫     陈陈陈陈 乐乐乐乐    杰杰杰杰     赵赵赵赵     隽隽隽隽     

张张张张佳佳佳佳    伦伦伦伦    杨杨杨杨         万亦平万亦平万亦平万亦平((((教师教师教师教师） （） （） （） （刘春鸿摄)影刘春鸿摄)影刘春鸿摄)影刘春鸿摄)影））））    

Principal’s Note 

Dear GWCS families -  
 
It is my great pleasure to introduce you to our next princi-
pal, Yu Xiaoming. Xiaoming has been with our school for 
more than 10 years. He is an expert in TI. He has great 
knowledge of school management. We are very lucky to 
have him as our next principal. Please extend the support 
you provided me to Xiaoming as well. I know GWCS will be 
even stronger. 
 
Many things are happening in the school:  
 
1. Online early registration for Fall 2011 is in full swing. 
What is special this time is that we have a brand new sys-

tem. Here is how to do it:: 

Go to: greatwall.org (or: http://www.cnschool.org/

cnschool2.0/production/default.aspx?site=gwcs) 

Login:  No change. Use your user name as you did it past, 

i.e. llzhuang@aol.com 

Password:  123456 (You may change it once you are in the 
new system by clicking the parents profile). 
 
2. GWCS 2011 Graduation ceremony will be held on Sun-
day, 2:00pm, 5/1/2011 in the Auditorium. Everyone is in-
vited to the ceremony.  (please note the starting time is 
changed to 2 p.m.).  
 
3. Year book pick up this Sunday, 12 noon -4pm,5/1/2011 
in the lobby (if you did not pay for it in advance, you can 
still purchase it at 15.00/book as the quantity is limited). 
 
4. Asia Travel will be in our school Sunday, 12-2pm, 
5/1/2011. Please remember to pick up your passport/visa. 

Mandy can also help you with all your visa needs.  

5. Sunday, 5/1/2011 will be the last class of the year. 
Please remember to say goodbye and show your apprecia-
tion to your teachers, who worked hard all year.  
 

Have a great week! 

Lynne Zhuang 

****************************************************  



 

 

↑↑↑↑Hillary Du(15岁岁岁岁））））参参参参展作品展作品展作品展作品《《《《Paradox》 》 》 》 ，，，，获获获获三等三等三等三等奖奖奖奖。 。 。 。     

 ←←←← 刘刘刘刘雨桐雨桐雨桐雨桐（（（（12岁岁岁岁））））参参参参展作品展作品展作品展作品《《《《回家回家回家回家》，》，》，》，获获获获优秀优秀优秀优秀奖奖奖奖。。。。 

↑↑↑↑刘刘刘刘舒婷舒婷舒婷舒婷（（（（10101010岁岁岁岁））））参参参参展作品展作品展作品展作品《《《《十二生肖十二生肖十二生肖十二生肖过过过过春春春春

节节节节》，》，》，》，获获获获优秀优秀优秀优秀奖奖奖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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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120112011年第六届世界儿童画展我校师生参赛和获奖年第六届世界儿童画展我校师生参赛和获奖年第六届世界儿童画展我校师生参赛和获奖年第六届世界儿童画展我校师生参赛和获奖    

    在    在    在    在2011201120112011年第六届世界儿童画展上年第六届世界儿童画展上年第六届世界儿童画展上年第六届世界儿童画展上，，，，长城中文学校绘画班有三幅参展作品获奖长城中文学校绘画班有三幅参展作品获奖长城中文学校绘画班有三幅参展作品获奖长城中文学校绘画班有三幅参展作品获奖，，，，我校美术教师王宗周获儿童美术教育我校美术教师王宗周获儿童美术教育我校美术教师王宗周获儿童美术教育我校美术教师王宗周获儿童美术教育

成就奖成就奖成就奖成就奖，，，，并被国际中国美术家协会聘请为理事并被国际中国美术家协会聘请为理事并被国际中国美术家协会聘请为理事并被国际中国美术家协会聘请为理事。  。  。  。      

三年级学生王逸翔的拉斯维加斯一行日记               三年级学生王逸翔的拉斯维加斯一行日记               三年级学生王逸翔的拉斯维加斯一行日记               三年级学生王逸翔的拉斯维加斯一行日记               辅导教师 魏东飞辅导教师 魏东飞辅导教师 魏东飞辅导教师 魏东飞    
12121212月月月月24242424日 日 日 日 ----    

    我们去    我们去    我们去    我们去ArizonaArizonaArizonaArizona。。。。我们去那儿看施雯姐姐我们去那儿看施雯姐姐我们去那儿看施雯姐姐我们去那儿看施雯姐姐。。。。爸爸在飞机场爸爸在飞机场爸爸在飞机场爸爸在飞机场

去停车时差点走丢了去停车时差点走丢了去停车时差点走丢了去停车时差点走丢了。。。。我们在机场等了他我们在机场等了他我们在机场等了他我们在机场等了他30303030分钟分钟分钟分钟。。。。我们我们我们我们2222：：：：30303030

上飞机了上飞机了上飞机了上飞机了。。。。飞机在飞机在飞机在飞机在PittsburgPittsburgPittsburgPittsburg停了一会儿停了一会儿停了一会儿停了一会儿。。。。飞机飞过田地飞机飞过田地飞机飞过田地飞机飞过田地，，，，沙沙沙沙

漠漠漠漠，，，，河流和雪山河流和雪山河流和雪山河流和雪山。。。。飞机飞了四个半小时飞机飞了四个半小时飞机飞了四个半小时飞机飞了四个半小时。。。。雨舟姐姐和我们一起雨舟姐姐和我们一起雨舟姐姐和我们一起雨舟姐姐和我们一起

旅游旅游旅游旅游。。。。在在在在PhoenixPhoenixPhoenixPhoenix机场我们租了一辆黑色的丰田车机场我们租了一辆黑色的丰田车机场我们租了一辆黑色的丰田车机场我们租了一辆黑色的丰田车。。。。我们的旅我们的旅我们的旅我们的旅

馆是馆是馆是馆是Holiday Inn.Holiday Inn.Holiday Inn.Holiday Inn.我已我已我已我已经经经经喜喜喜喜欢这欢这欢这欢这里了里了里了里了。。。。    

    

12121212月月月月25252525日 日 日 日 ----    

    早上我们去施雯姐姐家    早上我们去施雯姐姐家    早上我们去施雯姐姐家    早上我们去施雯姐姐家。。。。她的阿婆和阿公有个小狗狗她的阿婆和阿公有个小狗狗她的阿婆和阿公有个小狗狗她的阿婆和阿公有个小狗狗！！！！它它它它

的名字是的名字是的名字是的名字是JojoJojoJojoJojo。。。。它像个小圆雪球它像个小圆雪球它像个小圆雪球它像个小圆雪球。。。。它一直叫因为它很孤单它一直叫因为它很孤单它一直叫因为它很孤单它一直叫因为它很孤单。。。。我我我我

摸它摸它摸它摸它，，，，它就会发抖它就会发抖它就会发抖它就会发抖。。。。施雯姐姐家还有施雯姐姐家还有施雯姐姐家还有施雯姐姐家还有4 4 4 4 只大狗只大狗只大狗只大狗。。。。最疯的狗是最疯的狗是最疯的狗是最疯的狗是

Maggie! Maggie! Maggie! Maggie! 它发疯因为它才它发疯因为它才它发疯因为它才它发疯因为它才1111岁岁岁岁。。。。它会跳到人身上它会跳到人身上它会跳到人身上它会跳到人身上。。。。MaggieMaggieMaggieMaggie追追追追

NathanNathanNathanNathan直到他累得直到他累得直到他累得直到他累得脸发红脸发红脸发红脸发红。。。。另外另外另外另外3333只大狗很乖只大狗很乖只大狗很乖只大狗很乖。。。。之后之后之后之后，，，，我们去了我们去了我们去了我们去了

SedonaSedonaSedonaSedona，，，，看见了钟石和城堡石看见了钟石和城堡石看见了钟石和城堡石看见了钟石和城堡石。。。。它们都是红色的石头它们都是红色的石头它们都是红色的石头它们都是红色的石头。。。。我们拍我们拍我们拍我们拍

了照片了照片了照片了照片。。。。SedonaSedonaSedonaSedona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我很喜欢那里我很喜欢那里我很喜欢那里我很喜欢那里。。。。之后之后之后之后，，，，我们就去了我们就去了我们就去了我们就去了Las Las Las Las 

LegasLegasLegasLegas。。。。路上一共用了六个半小时路上一共用了六个半小时路上一共用了六个半小时路上一共用了六个半小时。。。。我们在我们在我们在我们在SonicSonicSonicSonic吃的晚饭吃的晚饭吃的晚饭吃的晚饭。。。。到到到到

旅馆后旅馆后旅馆后旅馆后，，，，我们洗了澡我们洗了澡我们洗了澡我们洗了澡，，，，刷了牙就睡觉了刷了牙就睡觉了刷了牙就睡觉了刷了牙就睡觉了。。。。    

    

12121212月月月月26262626日 日 日 日 ----    

    今天我们去了    今天我们去了    今天我们去了    今天我们去了HooverDamHooverDamHooverDamHooverDam。。。。我们先上了像个蚂蚁山的走道我们先上了像个蚂蚁山的走道我们先上了像个蚂蚁山的走道我们先上了像个蚂蚁山的走道。。。。

一直走到一座大桥一直走到一座大桥一直走到一座大桥一直走到一座大桥。。。。那桥是新的那桥是新的那桥是新的那桥是新的。。。。桥的中间是桥的中间是桥的中间是桥的中间是NevadaNevadaNevadaNevada和和和和ArizonaArizonaArizonaArizona

的交界的地方的交界的地方的交界的地方的交界的地方。。。。因因因因为为为为NevadaNevadaNevadaNevada和和和和ArizonaArizonaArizonaArizona在不同在不同在不同在不同时区时区时区时区。。。。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当当当当我站我站我站我站

在那里半在那里半在那里半在那里半个个个个身体比另外一半早一身体比另外一半早一身体比另外一半早一身体比另外一半早一个个个个小小小小时时时时。。。。HooverDamHooverDamHooverDamHooverDam很大也很很大也很很大也很很大也很
 

(Continued on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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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老老。。。。它建造于它建造于它建造于它建造于1930193019301930年年年年。。。。一共用了一共用了一共用了一共用了5555年的时间才建完年的时间才建完年的时间才建完年的时间才建完。。。。它叫它叫它叫它叫

HooverHooverHooverHoover是因为是因为是因为是因为HerbertHooverHerbertHooverHerbertHooverHerbertHoover设计的设计的设计的设计的。。。。他们建造水坝有三个他们建造水坝有三个他们建造水坝有三个他们建造水坝有三个

原因原因原因原因，，，，防止洪水防止洪水防止洪水防止洪水，，，，提供饮用水和发电提供饮用水和发电提供饮用水和发电提供饮用水和发电。。。。我们还参观了水电我们还参观了水电我们还参观了水电我们还参观了水电

站站站站，，，，看见大的管子和很多很大的涡轮看见大的管子和很多很大的涡轮看见大的管子和很多很大的涡轮看见大的管子和很多很大的涡轮。。。。有有有有17171717个涡轮个涡轮个涡轮个涡轮，，，，每一每一每一每一

个都有个都有个都有个都有500500500500吨重吨重吨重吨重。。。。我很喜欢我很喜欢我很喜欢我很喜欢Hoover DamHoover DamHoover DamHoover Dam。。。。    

    我们开车在    我们开车在    我们开车在    我们开车在Las VegasLas VegasLas VegasLas Vegas大道上逛大道上逛大道上逛大道上逛。。。。我们看见很多又大又我们看见很多又大又我们看见很多又大又我们看见很多又大又

好看的酒店好看的酒店好看的酒店好看的酒店。。。。我们住在一个叫我们住在一个叫我们住在一个叫我们住在一个叫Bally’s Bally’s Bally’s Bally’s 的酒店的酒店的酒店的酒店。。。。我们去了我们去了我们去了我们去了

牛排馆牛排馆牛排馆牛排馆。。。。我吃了鱼和土豆条我吃了鱼和土豆条我吃了鱼和土豆条我吃了鱼和土豆条，，，，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我们吃完饭就去了我们吃完饭就去了我们吃完饭就去了我们吃完饭就去了

Bellagio Bellagio Bellagio Bellagio 看音乐喷泉看音乐喷泉看音乐喷泉看音乐喷泉。。。。水跟着音乐跳舞水跟着音乐跳舞水跟着音乐跳舞水跟着音乐跳舞，，，，风吹的时候水雾风吹的时候水雾风吹的时候水雾风吹的时候水雾

会飘到我脸上会飘到我脸上会飘到我脸上会飘到我脸上。。。。有一点儿冷但是很好玩有一点儿冷但是很好玩有一点儿冷但是很好玩有一点儿冷但是很好玩。。。。    

                我真喜我真喜我真喜我真喜欢欢欢欢Las VegasLas VegasLas VegasLas Vegas！！！！    

    

12121212月月月月27272727日 日 日 日 ----    

    早上我们去了很多酒店    早上我们去了很多酒店    早上我们去了很多酒店    早上我们去了很多酒店。。。。第一个酒店叫第一个酒店叫第一个酒店叫第一个酒店叫FlamingoFlamingoFlamingoFlamingo。。。。我我我我

们在外面花园里看见了火烈鸟们在外面花园里看见了火烈鸟们在外面花园里看见了火烈鸟们在外面花园里看见了火烈鸟，，，，鸭鸭和天鹅鸭鸭和天鹅鸭鸭和天鹅鸭鸭和天鹅。。。。有一只鸭鸭有一只鸭鸭有一只鸭鸭有一只鸭鸭

有一个毛绒绒的头有一个毛绒绒的头有一个毛绒绒的头有一个毛绒绒的头。。。。第二个酒店是第二个酒店是第二个酒店是第二个酒店是MirageMirageMirageMirage。 。 。 。 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去了去了去了去了

Secret Garden. Secret Garden. Secret Garden. Secret Garden.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和我去看了海豚和我去看了海豚和我去看了海豚和我去看了海豚，，，，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豹子豹子豹子豹子

和和和和狮狮狮狮子子子子。。。。海豚在水池里游泳海豚在水池里游泳海豚在水池里游泳海豚在水池里游泳，，，，跳上跳下水跳上跳下水跳上跳下水跳上跳下水溅溅溅溅到我到我到我到我脸脸脸脸上上上上。。。。白白白白

老虎和白老虎和白老虎和白老虎和白狮狮狮狮子很累子很累子很累子很累，，，，它它它它们们们们在睡在睡在睡在睡觉觉觉觉。。。。哥哥和爸爸去了哥哥和爸爸去了哥哥和爸爸去了哥哥和爸爸去了

Treasure IslandTreasure IslandTreasure IslandTreasure Island。。。。    

    吃完中饭我们去了    吃完中饭我们去了    吃完中饭我们去了    吃完中饭我们去了Valley of Fire. Valley of Fire. Valley of Fire. Valley of Fire. 那儿有红石头做那儿有红石头做那儿有红石头做那儿有红石头做

的山的山的山的山。。。。我们用石头山里面的洞当玩具房钻来钻去我们用石头山里面的洞当玩具房钻来钻去我们用石头山里面的洞当玩具房钻来钻去我们用石头山里面的洞当玩具房钻来钻去。。。。雨舟姐雨舟姐雨舟姐雨舟姐

姐爬到一个大石头上姐爬到一个大石头上姐爬到一个大石头上姐爬到一个大石头上。。。。我们照了很多像我们照了很多像我们照了很多像我们照了很多像。。。。    

                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去去去去Golden NuggetGolden NuggetGolden NuggetGolden Nugget看看看看见见见见了最大的金了最大的金了最大的金了最大的金砖砖砖砖。。。。金金金金砖砖砖砖有有有有61616161

磅磅磅磅。。。。我我我我们还们还们还们还去去去去Treasure IslandTreasure IslandTreasure IslandTreasure Island看了海看了海看了海看了海盗盗盗盗表演表演表演表演。。。。女孩儿唱歌女孩儿唱歌女孩儿唱歌女孩儿唱歌

和跳舞和跳舞和跳舞和跳舞。。。。海海海海盗盗盗盗打炮了打炮了打炮了打炮了。。。。他他他他们们们们拿拿拿拿剑剑剑剑打架打架打架打架。。。。他他他他们们们们最后和好了最后和好了最后和好了最后和好了。。。。

我很喜欢在这里玩我很喜欢在这里玩我很喜欢在这里玩我很喜欢在这里玩！！！！    

    

12121212月月月月28282828日 日 日 日 ----    

    我们今天去了很多酒店    我们今天去了很多酒店    我们今天去了很多酒店    我们今天去了很多酒店。。。。第一个是第一个是第一个是第一个是Mandalay Bay Mandalay Bay Mandalay Bay Mandalay Bay 。。。。我我我我

们看见了瀑布和桥们看见了瀑布和桥们看见了瀑布和桥们看见了瀑布和桥。。。。最好看的东西是大鱼缸最好看的东西是大鱼缸最好看的东西是大鱼缸最好看的东西是大鱼缸。。。。里面有漂亮里面有漂亮里面有漂亮里面有漂亮

的小鱼和小鲨鱼的小鱼和小鲨鱼的小鱼和小鲨鱼的小鱼和小鲨鱼。。。。然后我们上了一个小火车去然后我们上了一个小火车去然后我们上了一个小火车去然后我们上了一个小火车去ExcaliburExcaliburExcaliburExcalibur。。。。

ExcaliburExcaliburExcaliburExcalibur像个城堡像个城堡像个城堡像个城堡。。。。我们去了我们去了我们去了我们去了ExcaliburExcaliburExcaliburExcalibur的儿童乐园玩的儿童乐园玩的儿童乐园玩的儿童乐园玩。。。。

我玩了一个丢球的游戏我玩了一个丢球的游戏我玩了一个丢球的游戏我玩了一个丢球的游戏，，，，赢了一个小熊赢了一个小熊赢了一个小熊赢了一个小熊。。。。我还玩了一个丢我还玩了一个丢我还玩了一个丢我还玩了一个丢

飞镖游戏飞镖游戏飞镖游戏飞镖游戏，，，，我没有赢但是得了一个草莓绒球我没有赢但是得了一个草莓绒球我没有赢但是得了一个草莓绒球我没有赢但是得了一个草莓绒球。。。。姐姐赢了姐姐赢了姐姐赢了姐姐赢了2222个个个个

玩具玩具玩具玩具。。。。哥哥没赢哥哥没赢哥哥没赢哥哥没赢。。。。爸爸也赢了丢球的游戏爸爸也赢了丢球的游戏爸爸也赢了丢球的游戏爸爸也赢了丢球的游戏，，，，他把小熊给了他把小熊给了他把小熊给了他把小熊给了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我们去了    我们去了    我们去了    我们去了Luxor Luxor Luxor Luxor 。。。。它像个金字塔 它像个金字塔 它像个金字塔 它像个金字塔 。。。。前面有一个狮身人前面有一个狮身人前面有一个狮身人前面有一个狮身人

面像面像面像面像，，，，还有羊的雕像还有羊的雕像还有羊的雕像还有羊的雕像。。。。我们在羊雕像上面坐了我们在羊雕像上面坐了我们在羊雕像上面坐了我们在羊雕像上面坐了。。。。在在在在LuxorLuxorLuxorLuxor里里里里

面有个庙面有个庙面有个庙面有个庙。。。。我们又去了牛排馆吃中饭我们又去了牛排馆吃中饭我们又去了牛排馆吃中饭我们又去了牛排馆吃中饭。。。。然后我们去了然后我们去了然后我们去了然后我们去了

MGM MGM MGM MGM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2222个母狮子个母狮子个母狮子个母狮子。。。。她们在睡觉她们在睡觉她们在睡觉她们在睡觉。。。。我们还去了我们还去了我们还去了我们还去了

Bellagio Bellagio Bellagio Bellagio 花园花园花园花园。。。。那里有很多节日的装饰那里有很多节日的装饰那里有很多节日的装饰那里有很多节日的装饰。。。。有一个水喷泉蹦有一个水喷泉蹦有一个水喷泉蹦有一个水喷泉蹦

来蹦去来蹦去来蹦去来蹦去，，，，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还有一棵大圣诞树还有一棵大圣诞树还有一棵大圣诞树还有一棵大圣诞树，，，，后面有雪橇和驯后面有雪橇和驯后面有雪橇和驯后面有雪橇和驯

鹿鹿鹿鹿，，，，还有企鹅和北极熊还有企鹅和北极熊还有企鹅和北极熊还有企鹅和北极熊。。。。    

然后我们去了然后我们去了然后我们去了然后我们去了MirageMirageMirageMirage看火山表演看火山表演看火山表演看火山表演。。。。火山爆发的时候有火和火山爆发的时候有火和火山爆发的时候有火和火山爆发的时候有火和

很烫的水很烫的水很烫的水很烫的水。。。。完后我们去了凯撒宫完后我们去了凯撒宫完后我们去了凯撒宫完后我们去了凯撒宫。。。。我们在里面走丢了因为我们在里面走丢了因为我们在里面走丢了因为我们在里面走丢了因为

它很大它很大它很大它很大。。。。    

    

(Continued from page 2) 12121212月月月月29292929日 日 日 日 ----    

    今天我们去了    今天我们去了    今天我们去了    今天我们去了

Studio B Studio B Studio B Studio B 吃早中吃早中吃早中吃早中

饭饭饭饭。。。。菜菜菜菜，，，，点心和冰点心和冰点心和冰点心和冰

激凌很好吃激凌很好吃激凌很好吃激凌很好吃。。。。吃完吃完吃完吃完

了我们就去了了我们就去了了我们就去了了我们就去了

Circus Circus Circus Circus Circus Circus Circus Circus 看看看看

杂技 表演杂技 表演杂技 表演杂技 表演。。。。有有有有6666个个个个

杂技演员 杂技演员 杂技演员 杂技演员 。。。。他们他们他们他们

会一边跳绳一边做会一边跳绳一边做会一边跳绳一边做会一边跳绳一边做

俯卧撑俯卧撑俯卧撑俯卧撑。。。。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有一个人

表演了钻竹竿表演了钻竹竿表演了钻竹竿表演了钻竹竿，，，，竹竹竹竹

竿越降越低竿越降越低竿越降越低竿越降越低，，，，最后最后最后最后

降到一尺高他也钻降到一尺高他也钻降到一尺高他也钻降到一尺高他也钻

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    

    然后我们就去看了    然后我们就去看了    然后我们就去看了    然后我们就去看了Nathan BurtonNathan BurtonNathan BurtonNathan Burton的魔术表演的魔术表演的魔术表演的魔术表演。。。。他有他有他有他有3333个跳舞女个跳舞女个跳舞女个跳舞女

孩帮他变魔术.她们很漂亮孩帮他变魔术.她们很漂亮孩帮他变魔术.她们很漂亮孩帮他变魔术.她们很漂亮。。。。他有一个节目叫他有一个节目叫他有一个节目叫他有一个节目叫““““死亡微波炉死亡微波炉死亡微波炉死亡微波炉””””。。。。他他他他

走进一个大的微波炉走进一个大的微波炉走进一个大的微波炉走进一个大的微波炉，，，，女孩们把微波炉开起来女孩们把微波炉开起来女孩们把微波炉开起来女孩们把微波炉开起来。。。。一会儿就冒烟了一会儿就冒烟了一会儿就冒烟了一会儿就冒烟了，，，，

一个黑人从微波炉里走出来一个黑人从微波炉里走出来一个黑人从微波炉里走出来一个黑人从微波炉里走出来。。。。女孩把黑人塞回去女孩把黑人塞回去女孩把黑人塞回去女孩把黑人塞回去，，，，又把微波炉开起又把微波炉开起又把微波炉开起又把微波炉开起

来来来来。。。。最后最后最后最后Nathan BurtonNathan BurtonNathan BurtonNathan Burton出出出出来来来来了了了了。。。。还还还还有一有一有一有一个个个个魔魔魔魔术术术术Nathan BurtonNathan BurtonNathan BurtonNathan Burton把一把一把一把一

个个个个女孩放到一女孩放到一女孩放到一女孩放到一个个个个盒子里盒子里盒子里盒子里，，，，切成好多切成好多切成好多切成好多块块块块，，，，然后再拼回去然后再拼回去然后再拼回去然后再拼回去，，，，女孩好好地女孩好好地女孩好好地女孩好好地

走出走出走出走出来来来来。。。。在另外一在另外一在另外一在另外一个个个个魔魔魔魔术术术术里里里里，，，，女孩儿女孩儿女孩儿女孩儿们们们们把把把把Nathan BurtonNathan BurtonNathan BurtonNathan Burton塞在炮塞在炮塞在炮塞在炮

里里里里，，，，完后她完后她完后她完后她们们们们就就就就点点点点炮炮炮炮，，，，轰轰轰轰的一的一的一的一声声声声，，，，他就不他就不他就不他就不见见见见了了了了，，，，可是可是可是可是马马马马上他又出上他又出上他又出上他又出现现现现

在舞台另一在舞台另一在舞台另一在舞台另一边边边边。。。。中间爸爸上台和另外中间爸爸上台和另外中间爸爸上台和另外中间爸爸上台和另外3333个人去参加一个比赛个人去参加一个比赛个人去参加一个比赛个人去参加一个比赛。。。。他们他们他们他们

要先吹气球要先吹气球要先吹气球要先吹气球。。。。完后要坐到气球上面完后要坐到气球上面完后要坐到气球上面完后要坐到气球上面，，，，把它压破把它压破把它压破把它压破。。。。爸爸没有赢但是得爸爸没有赢但是得爸爸没有赢但是得爸爸没有赢但是得

了一个了一个了一个了一个DVDDVDDVDDVD。。。。表演结束后表演结束后表演结束后表演结束后，，，，我们和我们和我们和我们和NathanNathanNathanNathan照相照相照相照相。。。。爸爸和妈妈给我们爸爸和妈妈给我们爸爸和妈妈给我们爸爸和妈妈给我们

买了魔术道具买了魔术道具买了魔术道具买了魔术道具NathanNathanNathanNathan还给我们在还给我们在还给我们在还给我们在DVDDVDDVDDVD上签了名上签了名上签了名上签了名。。。。    

    

12121212月月月月30303030日 日 日 日 ----    

    我们去了    我们去了    我们去了    我们去了M&MM&MM&MM&M世界 世界 世界 世界 。。。。我们看了一个电影我们看了一个电影我们看了一个电影我们看了一个电影。。。。电影讲的是红巧克力电影讲的是红巧克力电影讲的是红巧克力电影讲的是红巧克力

豆在赌场输了他的 豆在赌场输了他的 豆在赌场输了他的 豆在赌场输了他的 MMMM。。。。红和黄巧克力豆摁了几个摁钮去找他的红和黄巧克力豆摁了几个摁钮去找他的红和黄巧克力豆摁了几个摁钮去找他的红和黄巧克力豆摁了几个摁钮去找他的MMMM。。。。

他们去了失物招领处他们去了失物招领处他们去了失物招领处他们去了失物招领处。。。。他们碰到了很多臭袜子他们碰到了很多臭袜子他们碰到了很多臭袜子他们碰到了很多臭袜子，，，，一只黄袜子帮了他一只黄袜子帮了他一只黄袜子帮了他一只黄袜子帮了他

们们们们。。。。Yellow Yellow Yellow Yellow 去拿去拿去拿去拿RedRedRedRed的的的的MMMM。。。。但是摔倒了但是摔倒了但是摔倒了但是摔倒了。。。。Red Red Red Red 用了他的小用了他的小用了他的小用了他的小M&MM&MM&MM&M变成直变成直变成直变成直

升飞机把升飞机把升飞机把升飞机把Yellow Yellow Yellow Yellow 救起来了救起来了救起来了救起来了。。。。他们从吃失物的金属妖怪他们从妖怪他们从吃失物的金属妖怪他们从妖怪他们从吃失物的金属妖怪他们从妖怪他们从吃失物的金属妖怪他们从妖怪

嘴边上救了嘴边上救了嘴边上救了嘴边上救了RedRedRedRed的的的的M M M M 。。。。我们跟我们跟我们跟我们跟M&MsM&MsM&MsM&Ms照相照相照相照相。。。。完后我们要回完后我们要回完后我们要回完后我们要回ArizonaArizonaArizonaArizona去了 去了 去了 去了 

。。。。Las Vegas Las Vegas Las Vegas Las Vegas 很好玩但是很好玩但是很好玩但是很好玩但是现现现现在我在我在我在我们们们们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    

    我们路上的时候很无聊    我们路上的时候很无聊    我们路上的时候很无聊    我们路上的时候很无聊。。。。我们玩了我们的游戏机我们玩了我们的游戏机我们玩了我们的游戏机我们玩了我们的游戏机，，，，玩具和书玩具和书玩具和书玩具和书。。。。

我们看见了草原我们看见了草原我们看见了草原我们看见了草原，，，，仙人掌仙人掌仙人掌仙人掌，，，，小房子和日落小房子和日落小房子和日落小房子和日落。。。。日落很好看日落很好看日落很好看日落很好看，，，，太阳是红太阳是红太阳是红太阳是红

的的的的。。。。我们在车上走我们在车上走我们在车上走我们在车上走5555----6666个小时到了个小时到了个小时到了个小时到了Phoenix.Phoenix.Phoenix.Phoenix.    

    

12121212月月月月31313131日 日 日 日 ----    

    最后一天我们和施雯姐姐一起去参观沙漠植物园    最后一天我们和施雯姐姐一起去参观沙漠植物园    最后一天我们和施雯姐姐一起去参观沙漠植物园    最后一天我们和施雯姐姐一起去参观沙漠植物园。。。。有很多仙人有很多仙人有很多仙人有很多仙人

掌掌掌掌。。。。我们看见了我们看见了我们看见了我们看见了Palo Verde Palo Verde Palo Verde Palo Verde 。。。。它的意思是绿树干它的意思是绿树干它的意思是绿树干它的意思是绿树干，，，，因为它的树干因为它的树干因为它的树干因为它的树干

有叶绿树素有叶绿树素有叶绿树素有叶绿树素。。。。它的叶子可以吃它的叶子可以吃它的叶子可以吃它的叶子可以吃。。。。它是它是它是它是ArizonaArizonaArizonaArizona的州的州的州的州树树树树。。。。另外一种有另外一种有另外一种有另外一种有

趣的植物是趣的植物是趣的植物是趣的植物是Queen of the nightQueen of the nightQueen of the nightQueen of the night。。。。在在在在6666月的一天晚上月的一天晚上月的一天晚上月的一天晚上。。。。它它它它会开会开会开会开花花花花。。。。

可是花只可是花只可是花只可是花只开开开开一一一一个个个个晚上晚上晚上晚上。。。。它的花很好看它的花很好看它的花很好看它的花很好看，，，，也很好也很好也很好也很好闻闻闻闻。。。。我们可以把它的我们可以把它的我们可以把它的我们可以把它的

根挖起来根挖起来根挖起来根挖起来，，，，然后喝根里的水然后喝根里的水然后喝根里的水然后喝根里的水。。。。Saguaro Saguaro Saguaro Saguaro 是最大的仙人掌是最大的仙人掌是最大的仙人掌是最大的仙人掌。。。。它可以吸它可以吸它可以吸它可以吸

1500150015001500磅水磅水磅水磅水。。。。它最多可以长到它最多可以长到它最多可以长到它最多可以长到80808080尺高尺高尺高尺高。。。。有一些鸟会在仙人掌里面做有一些鸟会在仙人掌里面做有一些鸟会在仙人掌里面做有一些鸟会在仙人掌里面做

窝窝窝窝，，，，但是对仙人掌没影响但是对仙人掌没影响但是对仙人掌没影响但是对仙人掌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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