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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告栏
•

我校承办的中国汉办YCT
我校承办的中国汉办YCT考试秋季考试将于
YCT考试秋季考试将于11
考试秋季考试将于11月
11月13日
13日
举行，
举行，具体事项如下：
具体事项如下：
地点：
地点：长城中文学校
时间：
时间：YCT4 8:30am开始
8:30am开始，
开始，YCT1YCT1-3 8:50am开始
8:50am开始
考试费：
考试费：YCT1YCT1-4分别是$10,
分别是$10, $15, $20, 和$25。
$25。
考试历时：
考试历时：YCT1YCT1-4分别是30
分别是30，
30，45，
45，55，
55，和80分钟
80分钟。
分钟。
生字量：
生字量：YCT1YCT1-4分别是80+
分别是80+，
80+，150+，
150+，300+，
300+，和600+。
600+。

三年级学生习作《
三年级学生习作《动物的故事》
动物的故事》
小狗和小猫

魏彩依 Sierra Wei

有一天，
有一天，小狗对小猫说：
小狗对小猫说：“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是
狗粮了。
。”小猫说：
狗粮了
小猫说：“不对！
不对！最好吃的东西应该是鱼。
最好吃的东西应该是鱼。”
小猫和小狗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小猫和小狗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于是就去找老牛。
于是就去找老牛。他们问
老牛：
老牛：“你说什么才是最好吃的东西呢？
你说什么才是最好吃的东西呢？”老牛笑着说：
老牛笑着说：
“我觉得世界上最好吃的的东西是草。
我觉得世界上最好吃的的东西是草。”小狗和小猫一起
说：“草有什么好吃的？
草有什么好吃的？”老牛笑着说：
老牛笑着说：“草又绿又嫩，
草又绿又嫩，
可好吃了。
可好吃了。每个动物爱吃的东西都不一样，
每个动物爱吃的东西都不一样，你们两个说的
都对。
都对。”

捉迷藏 胡嫣然 Helen Hu
小猫和小狗是好朋友。
小猫和小狗是好朋友。有一天，
有一天，他们去公园玩捉迷
藏。小猫对小狗说：
小猫对小狗说：“我先藏，
我先藏，你闭上眼睛数到二十，
你闭上眼睛数到二十，然
后就来找我。
后就来找我。”小狗说：
小狗说：“好吧。
好吧。”小狗闭上眼睛数到二
十，就睁开眼睛去找小猫。
就睁开眼睛去找小猫。他在公园里走了一圈又一圈，
他在公园里走了一圈又一圈，
怎么也找不到小猫。
怎么也找不到小猫。小狗觉得很奇怪，
小狗觉得很奇怪，就想：
就想：“小猫藏到
哪里去了呢？
哪里去了呢？”这时，
这时，他听见旁边的一颗大树上有哗啦哗
啦的声音。
啦的声音。小狗跑到树下，
小狗跑到树下，抬头一看，
抬头一看，树叶中间有一根黄
黄的东西。
黄的东西。啊，这不是小猫的尾巴吗？
这不是小猫的尾巴吗？小狗高兴地叫了起

•

请大家务必继续遵守
Rosemont College的交
的交
通和停车规定，
通和停车规定，不要在
Lawrence Hall楼前的出
楼前的出
口左拐。
口左拐。

•

绘画课的同学请不要用洗
手间的盥洗池洗刷画笔，
手间的盥洗池洗刷画笔，
以免将水管堵塞。
以免将水管堵塞。

指导教师 魏东飞
来：“小猫，
小猫，我找到你了！
我找到你了！”小猫从树上跳下来，
小猫从树上跳下来，得意地
说：“难道你不知道我会爬树吗？
难道你不知道我会爬树吗？”太阳落山了，
太阳落山了，小猫和小
狗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狗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鸡和狐狸

刘琦 Melodie Liu

有一个晚上，
有一个晚上，母鸡从商店刚出来，
母鸡从商店刚出来，就被狐狸看到了。
就被狐狸看到了。狐
狸想：
狸想：那只鸡真肥，
那只鸡真肥，要是我把他吃了，
要是我把他吃了，今晚我的肚子就会饱
饱的了。
饱的了。所以，
所以，那个晚上，
那个晚上，狐狸就穿上了衣服，
狐狸就穿上了衣服，去鸡的家
了。
母鸡刚做完饭，
母鸡刚做完饭，就听见“
就听见“砰砰砰”
砰砰砰”的敲门声。
的敲门声。他打开门
一看是只狐狸，
一看是只狐狸，就想跑。
就想跑。但是他没跑，
但是他没跑，他觉得这只狐狸看起
来像个小孩子。
来像个小孩子。狐狸说：
狐狸说：“你好！
你好！我是一个可怜的小孩儿，
我是一个可怜的小孩儿，
我的爸爸和妈妈把我扔在路上了。
我的爸爸和妈妈把我扔在路上了。我饿了，
我饿了，我能跟你吃饭
吗？”母鸡想了一会儿，
母鸡想了一会儿，说：“好吧！
好吧！”吃完饭，
吃完饭，狐狸又
说：“我能跟你睡觉吗？
我能跟你睡觉吗？”小鸡又想了一会儿，
小鸡又想了一会儿，说：“但是
你要用我给你的钱去买一个床，
你要用我给你的钱去买一个床，好吗？
好吗？”狐狸一点儿都没想
就说：
就说：“好。”狐狸去买床的时候，
狐狸去买床的时候，母鸡在家里做了一个木
头的鸡，
头的鸡，把他放在了床上。
把他放在了床上。狐狸回来后看见母鸡在睡觉，
狐狸回来后看见母鸡在睡觉，就
扑上去猛咬一口，
扑上去猛咬一口，结果疼得他哇哇大叫，
结果疼得他哇哇大叫，从母鸡的房子跑了
出去，
出去，再也不敢到母鸡家来了。
再也不敢到母鸡家来了。
（接下页）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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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的笨孔雀

(Continued from page 1)

小松鼠

杨晨怡 Sophie Yang

一个很冷的冬天，
一个很冷的冬天，小松鼠从冬眠中醒来，
小松鼠从冬眠中醒来，他很饿了。
他很饿了。小
松鼠去找那个他秋天挖的洞。
。那个洞里有很多很多坚果和其
松鼠去找那个他秋天挖的洞
他小果子。
他小果子。小松鼠到了洞口一看，
小松鼠到了洞口一看，里面怎么空了？
里面怎么空了？那些食物
到哪里去了？
到哪里去了？那一刻，
那一刻，他看见老猫头鹰坐在树上。
他看见老猫头鹰坐在树上。等一下，
等一下，
老猫头鹰边上都是小松鼠的食物。
老猫头鹰边上都是小松鼠的食物。小松鼠生气地爬上猫头鹰
的树枝，
的树枝，对猫头鹰说：
对猫头鹰说：“那些是我的食物！
那些是我的食物！”猫头鹰说：
猫头鹰说：
“真对不起，
真对不起，这些还给你。
这些还给你。”小松鼠分给了猫头鹰一些食
物，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吃了起来。
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吃了起来。

猫和狗 蒋伊莎 Isha Jiang
有一家人养了一只狗和一只猫。
有一家人养了一只狗和一只猫。有一天，
有一天，那家人说：
那家人说：
“你这只狗从今天开始要看门。
你这只狗从今天开始要看门。”又说：
又说：“你这只猫要捉老
鼠。”还说：
还说：“你们要好好地做自己的工作。
你们要好好地做自己的工作。”有一天狗在
看门的时候，
看门的时候，看见猫捉了很多老鼠，
看见猫捉了很多老鼠，他也想要尝一尝。
他也想要尝一尝。于是
他就去捉老鼠了，
他就去捉老鼠了，忘记了他要看门。
忘记了他要看门。可是猫看见狗去捉老
鼠，就跟他说：
就跟他说：“你是要看门的。
你是要看门的。”狗说：
狗说：“我不要看门
了，你看吧。
你看吧。”他们两个吵了起来。
他们两个吵了起来。他们吵架的时候，
他们吵架的时候，那些
老鼠都跑了。
老鼠都跑了。结果谁的工作都没做好。
结果谁的工作都没做好。他们的主人知道了，
他们的主人知道了，
就罚他们一天没吃饭。
就罚他们一天没吃饭。可怜的猫和狗！
可怜的猫和狗！

猴子和兔子

缪睿雅 Riya Kumar

森林里有一所动物学校，
森林里有一所动物学校，猴子和兔子是同学。
猴子和兔子是同学。学校要放
春假了，
春假了，老师给同学们留了一个星期的作业。
老师给同学们留了一个星期的作业。星期一到了，
星期一到了，
猴子想：
猴子想：“我有五天的时间呢，
我有五天的时间呢，今天我先玩吧。
今天我先玩吧。”可是兔子
把星期一的作业做完了。
把星期一的作业做完了。星期二又到了，
星期二又到了，猴子想，
猴子想，“我还有
四天的时间呢，
四天的时间呢，明天再做吧。
明天再做吧。”可是兔子又把星期二的作业
做完了。
做完了。就这样周末到了，
就这样周末到了，兔子的爸爸妈妈带他去公园玩，
兔子的爸爸妈妈带他去公园玩，
可是猴子却只能在家里做作业。
可是猴子却只能在家里做作业。他很后悔，
他很后悔，决心以后先做完
作业再玩。
作业再玩。

猫和狗

王筱菁 Jessie Wang

猫：你好！
你好！
狗：你想跟我玩儿吗？
你想跟我玩儿吗？
猫：我想跟我的朋友玩儿。
我想跟我的朋友玩儿。
狗：那我们一起玩吧。
那我们一起玩吧。
猫：你是男的，
你是男的，我是女的，
我是女的，我们玩得不一样。
我们玩得不一样。
狗：那我们玩一个我们都喜欢的。
那我们玩一个我们都喜欢的。
猫：好吧。
好吧。

《彩虹》
彩虹》总编：
总编：胡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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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翔 Jasmine Wang

从前一只孔雀看到一只乌鸦落在一棵树上，
从前一只孔雀看到一只乌鸦落在一棵树上，他说：
他说：
“你好丑。
你好丑。你看我多漂亮。
你看我多漂亮。”乌鸦说：
乌鸦说：“你虽然漂亮，
你虽然漂亮，但
是你飞不高 。”孔雀说“
孔雀说“我不用飞。
我不用飞。”驼鸟跑过来，
驼鸟跑过来，乌鸦
说：“你看驼鸟跑得多快。
你看驼鸟跑得多快。”孔雀说：
孔雀说：“我也不用跑。
我也不用跑。”
乌鸦说：
乌鸦说：“你看别的鸟他们很漂亮，
你看别的鸟他们很漂亮，也可以飞和跑。
也可以飞和跑。我可
以教你怎么飞。
以教你怎么飞。” 孔雀试了一下，
孔雀试了一下，但是他掉到水里了。
但是他掉到水里了。孔
雀看到水里自己的倒影说“
雀看到水里自己的倒影说“我不用飞。
我不用飞。”乌鸦说：
乌鸦说：“你看
小鸭在游泳。
小鸭在游泳。”孔雀说；
孔雀说；“我不用飞，
我不用飞，不用跑，
不用跑，也不用游
泳。”狐狸从树丛跳出来说：
狐狸从树丛跳出来说：“你们谁更好吃？
你们谁更好吃？”他先追
乌鸦，
乌鸦，但是乌鸦飞到树上面。
但是乌鸦飞到树上面。然后他追驼鸟，
然后他追驼鸟，但是驼鸟跑
掉了。
掉了。他看到了鸭就追小鸭但是小鸭游走了。
他看到了鸭就追小鸭但是小鸭游走了。最后他看到
了孔雀。
了孔雀。孔雀想飞，
孔雀想飞，但是他飞不高；
但是他飞不高；他想跑但是跑不快；
他想跑但是跑不快；
他想游泳但是他不会游泳。
他想游泳但是他不会游泳。狐狸把孔雀捉住了，
狐狸把孔雀捉住了，漂亮的笨
孔雀被狐狸吃掉了。
孔雀被狐狸吃掉了。

小猫和小狗

陈宁昊 Daniel Chen

一天，
一天，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都被关在自己的笼子里。
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都被关在自己的笼子里。
它们是非常好的朋友。
。当主人打开笼子门的时候，
它们是非常好的朋友
当主人打开笼子门的时候， 它们都
很高兴，
很高兴，飞快地跑出笼子。
飞快地跑出笼子。
小狗先追赶小猫，
小狗先追赶小猫，捉住小猫说：
捉住小猫说：“我捉住你了！
我捉住你了！”。
小猫也追赶小狗，
小猫也追赶小狗，捉住小狗说：
捉住小狗说：“我也捉住你了！
我也捉住你了！”。
很快，
很快，他们都玩累了，
他们都玩累了，都想看电视。
都想看电视。小猫要看“
小猫要看“猫和
老鼠”
老鼠”，小狗要看“
小狗要看“Goofy”
Goofy”。他们开始抢电视遥控器。
他们开始抢电视遥控器。主
人说：
人说：“好朋友要互相友爱”
好朋友要互相友爱”。于是小猫和小狗不再抢遥
控器，
控器，安安静静扒在主人身边一起看电视了。
安安静静扒在主人身边一起看电视了。
天黑了，
天黑了，小猫和小狗又回到了笼子里继续聊天。
小猫和小狗又回到了笼子里继续聊天。

小狗和小猫

翟开文 Kevin Zhai

小狗：
小狗：小猫，
小猫，你最喜欢的故事是什么呢？
你最喜欢的故事是什么呢？
小猫：
小猫：我最喜欢的故事是《
我最喜欢的故事是《诚实的孩子》。
诚实的孩子》。
小狗：
小狗：为什么？
为什么？
小猫：
小猫：因为一个诚实的人比一个撒谎的人更好。
因为一个诚实的人比一个撒谎的人更好。
小狗：
小狗：所以骗人不好，
所以骗人不好，对吗？
对吗？
小猫：
小猫：对。

猫狗对话

陈智扬 Allen Chen

大狗说：
大狗说：“小猫，
小猫，我们去麦当劳吃饭，
我们去麦当劳吃饭，好吗？
好吗？”
小猫说：
小猫说：“好的，
好的，我想吃培根汉堡。
我想吃培根汉堡。”大狗说：
大狗说：“这个很
好吃。
好吃。我也要吃。
我也要吃。我还想喝热巧克力。
我还想喝热巧克力。”小猫说：
小猫说：“我也
要喝。
要喝。”吃完饭，
吃完饭，小猫就去大狗的家玩了。
小猫就去大狗的家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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