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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y Hu from Asia Travel will come to Great 

Wall Chinese School for China Visa Services to 

meet the parents needs for Summer traveling to 

China. The time is 12:30pm-2:00pm on Sunday, 

April 15. She will bring all the passport back on 

Sunday, April 29, 2:00-3:00pm after the visa gets 

done. The service will be at front desk, Lawrence 

Hall, Rosemont College. Please refer GWCS Com-

munication 3/23/2012 for more details.  

        亚亚亚亚洲旅游的胡女士洲旅游的胡女士洲旅游的胡女士洲旅游的胡女士将将将将于本周日于本周日于本周日于本周日（（（（4／／／／15））））来来来来我校我校我校我校办办办办理中理中理中理中 

        国签证国签证国签证国签证和和和和护护护护照照照照。。。。亚亚亚亚洲旅游是我校的洲旅游是我校的洲旅游是我校的洲旅游是我校的长长长长期期期期赞赞赞赞助商助商助商助商，，，，每年每年每年每年 

        都向家都向家都向家都向家长长长长提供便捷可靠的服提供便捷可靠的服提供便捷可靠的服提供便捷可靠的服务务务务。。。。            

                       

• A Chinese grocery vendor will setup a sales booth 

at school this Sunday. You can purchase Chinese 

style product for your family without a trip to the 

Asian super market. They have provided similar 

service to other Chinese schools in this area and 

they will donate portion of the sale to our school. 
 

• The school store opened last Sunday. Many par-

ents and students voluntarily helped the event 

from 9am until 6pm. It was a great success, we 

sincerely thank for your time and effort. Special 

recognition is given to student volunteers: Luke 

Au, Charlie Chen, Richard Chen, Anne Shen, Al-

ice Wu and Christine Chen.  
 

• 江江江江苏苏苏苏省省省省侨办侨办侨办侨办今年受中今年受中今年受中今年受中国华国华国华国华文教育基金文教育基金文教育基金文教育基金会会会会委托委托委托委托，，，，举办举办举办举办中中中中

国华国华国华国华文教育基金文教育基金文教育基金文教育基金会会会会2012海外海外海外海外华华华华裔青少年南京文化行裔青少年南京文化行裔青少年南京文化行裔青少年南京文化行————

—金金金金辉辉辉辉夏令夏令夏令夏令营营营营。。。。全美中文全美中文全美中文全美中文学学学学校校校校协会协会协会协会（（（（CSAUS））））受江受江受江受江苏苏苏苏

侨办侨办侨办侨办委托委托委托委托，，，，在全美在全美在全美在全美组织这组织这组织这组织这次次次次““““江江江江苏苏苏苏夏令夏令夏令夏令营营营营””””活活活活动动动动。。。。各各各各

会员学会员学会员学会员学校校校校递递递递交交交交电电电电子子子子报报报报名表格的截止日期名表格的截止日期名表格的截止日期名表格的截止日期为为为为4月月月月30日日日日，，，，因因因因

名名名名额额额额有限有限有限有限，，，，协会将协会将协会将协会将采用采用采用采用““““先先先先报报报报名者优先名者优先名者优先名者优先””””的原的原的原的原则则则则。。。。我我我我

校的校的校的校的报报报报名截止名截止名截止名截止时间为时间为时间为时间为4月月月月25日日日日， ， ， ， 请请请请送送送送电邮电邮电邮电邮至 至 至 至 

school@greatwall.org  

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    

油油油油画习画习画习画习作  作  作  作      郭涵 郭涵 郭涵 郭涵 （（（（10101010岁岁岁岁））））    辅导辅导辅导辅导教教教教师  师  师  师  李李李李国国国国富富富富    

活活活活动时间动时间动时间动时间：：：：    

7月月月月29日日日日----------------8月月月月06日日日日（（（（7月月月月29日南京日南京日南京日南京报报报报到到到到，，，，8月月月月6日日日日闭闭闭闭幕式幕式幕式幕式））））    

 

相相相相关费关费关费关费用用用用：：：：    

营员营员营员营员需交$需交$需交$需交$120报报报报名名名名费费费费，，，，营员营员营员营员在夏令在夏令在夏令在夏令营营营营期期期期间间间间的食宿行的食宿行的食宿行的食宿行费费费费用由中用由中用由中用由中

国华国华国华国华文教育基金文教育基金文教育基金文教育基金会赞会赞会赞会赞助助助助, 从从从从居住居住居住居住国国国国至南京的往返旅至南京的往返旅至南京的往返旅至南京的往返旅费费费费自理自理自理自理。。。。    

领队领队领队领队在夏令在夏令在夏令在夏令营营营营期期期期间间间间的食宿行的食宿行的食宿行的食宿行费费费费用全免用全免用全免用全免,  从从从从居住居住居住居住国国国国至南京的往至南京的往至南京的往至南京的往

返旅返旅返旅返旅费费费费自理自理自理自理。。。。    

 

参参参参加人加人加人加人员员员员：：：：    

营员营员营员营员：：：：要求身体健康要求身体健康要求身体健康要求身体健康，，，，具有一定具有一定具有一定具有一定汉语汉语汉语汉语基基基基础础础础且有且有且有且有较强较强较强较强生活自理生活自理生活自理生活自理

能力的海外能力的海外能力的海外能力的海外12周周周周岁岁岁岁————18岁岁岁岁周周周周岁岁岁岁的的的的华华华华裔青少年裔青少年裔青少年裔青少年。。。。    

领队领队领队领队：：：：要求要求要求要求汉语汉语汉语汉语流利流利流利流利，，，，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责责责责任心任心任心任心强强强强，，，，有一定的有一定的有一定的有一定的组织组织组织组织

管理能力管理能力管理能力管理能力。。。。    

 

                                                                                (接第接第接第接第2页页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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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第接第接第接第1111页布告栏页布告栏页布告栏页布告栏））））    

••••    国国国国家家家家汉办 汉办 汉办 汉办 2012201220122012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汉语汉语汉语汉语考考考考试试试试夏令夏令夏令夏令营开营开营开营开始始始始报报报报名名名名。。。。为为为为

激激激激发发发发海外海外海外海外学学学学生生生生学习汉语学习汉语学习汉语学习汉语的的的的积积积积极性极性极性极性，，，，国国国国家家家家汉办汉办汉办汉办今年今年今年今年

将继续举办汉语将继续举办汉语将继续举办汉语将继续举办汉语考考考考试试试试夏令夏令夏令夏令营营营营，，，，向向向向2011201120112011年考生人年考生人年考生人年考生人数数数数

在在在在300300300300人以上的考人以上的考人以上的考人以上的考点点点点分配夏令分配夏令分配夏令分配夏令营营营营名名名名额额额额，，，，参参参参加人加人加人加人员员员员由由由由

各考各考各考各考点点点点初初初初选选选选，，，，国国国国家家家家汉办审汉办审汉办审汉办审定定定定。。。。北美北美北美北美华华华华文教育服文教育服文教育服文教育服务务务务

中心考中心考中心考中心考点从点从点从点从即日起接受即日起接受即日起接受即日起接受报报报报名名名名。。。。    

                现将现将现将现将有有有有关关关关事宜通知如下事宜通知如下事宜通知如下事宜通知如下：：：：    

1111、、、、    报报报报名方式名方式名方式名方式：：：：邀邀邀邀请请请请在在在在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参参参参加加加加过过过过北美北美北美北美华华华华文文文文

教育服教育服教育服教育服务务务务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举办举办举办举办的的的的YCTYCTYCTYCT和和和和HSKHSKHSKHSK考考考考试试试试的各分的各分的各分的各分

考考考考点组织报点组织报点组织报点组织报名申名申名申名申请请请请（（（（无无无无考生人考生人考生人考生人数数数数限制限制限制限制））））    

2222、 、 、 、 申申申申请条请条请条请条件: 年件: 年件: 年件: 年龄龄龄龄在在在在14141414----22222222岁岁岁岁之之之之间,间,间,间,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参参参参加加加加

过过过过YCTYCTYCTYCT或或或或HSKHSKHSKHSK考考考考试试试试的品的品的品的品学学学学兼优的非中兼优的非中兼优的非中兼优的非中国国国国籍在校籍在校籍在校籍在校学学学学

生生生生。。。。参参参参加夏令加夏令加夏令加夏令营营营营的的的的学学学学生生生生应没应没应没应没有在中有在中有在中有在中国长国长国长国长期生活期生活期生活期生活

过过过过的的的的经历经历经历经历（（（（在在在在华连续华连续华连续华连续居住居住居住居住时间时间时间时间不超不超不超不超过过过过1111年年年年），），），），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按按按按当当当当地法律地法律地法律地法律规规规规定的未成年定的未成年定的未成年定的未成年学学学学生生生生应应应应由由由由

其家其家其家其家长长长长或或或或监护监护监护监护人人人人签签签签字同意其字同意其字同意其字同意其参参参参加此加此加此加此项项项项目并目并目并目并签签签签署署署署

有有有有关关关关免免免免责协议责协议责协议责协议。。。。    

3333、 、 、 、 活活活活动时间动时间动时间动时间：：：：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7777月月月月15151515日日日日----7777月月月月26262626日日日日，，，，活活活活动动动动

时间为时间为时间为时间为12121212天天天天，，，，具体日程另行通知具体日程另行通知具体日程另行通知具体日程另行通知    

4444、 、 、 、 活活活活动动动动地地地地点点点点：：：：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5555、 、 、 、 活活活活动费动费动费动费用用用用：：：：国国国国家家家家汉办负责汉办负责汉办负责汉办负责在在在在华华华华食宿食宿食宿食宿、、、、交通交通交通交通、、、、集体活集体活集体活集体活动动动动、、、、游游游游览览览览及保及保及保及保险费险费险费险费用用用用。。。。国际国际国际国际旅旅旅旅费费费费及及及及国际国际国际国际旅行保旅行保旅行保旅行保险险险险由由由由学学学学生及生及生及生及带带带带

队队队队教教教教师师师师自行自行自行自行负担负担负担负担。。。。    

6666、 、 、 、 报报报报名截止日期名截止日期名截止日期名截止日期为为为为4444月月月月30303030日日日日。。。。名名名名额额额额有限有限有限有限，，，，报满为报满为报满为报满为止止止止。。。。有意有意有意有意参参参参加的加的加的加的学学学学生家生家生家生家长请长请长请长请与与与与学学学学校校校校联联联联系系系系报报报报名名名名。。。。    
    

……………………………………………………………………………………………………………………………………………………………………………………………………………………………………………………………………………………………………………………………………………………………………………………………………………………………………………………………………………………………………………………………………………………………………………………………………………………

                            记一次有意义的聚餐       记一次有意义的聚餐       记一次有意义的聚餐       记一次有意义的聚餐           

                                            报道 报道 报道 报道 叶叶叶叶民 民 民 民             植字植字植字植字    沈恩妮沈恩妮沈恩妮沈恩妮    

                3333月月月月24242424日星期六日星期六日星期六日星期六， ， ， ， 长长长长城中文城中文城中文城中文学学学学校邀校邀校邀校邀请请请请部分部分部分部分学学学学生家生家生家生家长举长举长举长举行了一行了一行了一行了一个简单个简单个简单个简单的聚餐的聚餐的聚餐的聚餐，，，，为为为为的是感的是感的是感的是感谢谢谢谢那些志愿者那些志愿者那些志愿者那些志愿者们们们们一年多一年多一年多一年多来为长来为长来为长来为长城城城城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学学学学校所做的服校所做的服校所做的服校所做的服务务务务和和和和贡献贡献贡献贡献。 。 。 。     

                冬去春冬去春冬去春冬去春来来来来，，，，风风风风雨兼程雨兼程雨兼程雨兼程，，，，长长长长城中文城中文城中文城中文学学学学校已走校已走校已走校已走过过过过了十六了十六了十六了十六个个个个年年年年头头头头。 。 。 。 作作作作为为为为一路伴一路伴一路伴一路伴随长随长随长随长城走城走城走城走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的老家的老家的老家的老家长长长长，，，，我深知我深知我深知我深知办办办办好一所中文好一所中文好一所中文好一所中文

学学学学校何等校何等校何等校何等艰难! 艰难! 艰难! 艰难! 但并不了解很多不但并不了解很多不但并不了解很多不但并不了解很多不为为为为人知的幕后工作是由人知的幕后工作是由人知的幕后工作是由人知的幕后工作是由众众众众多的家多的家多的家多的家长长长长自愿者完成的自愿者完成的自愿者完成的自愿者完成的。。。。这这这这次聚餐通次聚餐通次聚餐通次聚餐通过过过过一一自我介一一自我介一一自我介一一自我介绍绍绍绍的方式的方式的方式的方式，，，，

加上老校加上老校加上老校加上老校长长长长依慧的依慧的依慧的依慧的热热热热情情情情风风风风趣的趣的趣的趣的赞誉赞誉赞誉赞誉，，，，让让让让很多家很多家很多家很多家长长长长的秘密身份得以揭的秘密身份得以揭的秘密身份得以揭的秘密身份得以揭晓晓晓晓。。。。原原原原来来来来有那么多的工作和那么多的能人! 有那么多的工作和那么多的能人! 有那么多的工作和那么多的能人! 有那么多的工作和那么多的能人! 学学学学校的收入校的收入校的收入校的收入

支出支出支出支出总总总总要有要有要有要有头脑头脑头脑头脑清楚能掐清楚能掐清楚能掐清楚能掐会会会会算的人算的人算的人算的人来负责来负责来负责来负责，，，，这会计这会计这会计这会计和出和出和出和出纳纳纳纳就是有家就是有家就是有家就是有家长长长长自愿承自愿承自愿承自愿承担担担担的的的的。。。。学学学学校的校的校的校的对对对对外外外外联络联络联络联络，，，，争争争争取取取取赞赞赞赞助助助助，，，，举办讲举办讲举办讲举办讲座座座座

之之之之类类类类的事是由几位能的事是由几位能的事是由几位能的事是由几位能说会说会说会说会干的家干的家干的家干的家长长长长不不不不断断断断地地地地张罗张罗张罗张罗完成的完成的完成的完成的。。。。学学学学校的网站也是精通校的网站也是精通校的网站也是精通校的网站也是精通ITITITIT的人士的人士的人士的人士牺牺牺牺牲不知多少牲不知多少牲不知多少牲不知多少时间来时间来时间来时间来稿定和管理稿定和管理稿定和管理稿定和管理。。。。就就就就

是是是是这这这这份<<彩虹>>份<<彩虹>>份<<彩虹>>份<<彩虹>>，，，，除了有人投稿之外除了有人投稿之外除了有人投稿之外除了有人投稿之外，，，，有人有人有人有人验验验验稿稿稿稿，，，，有人打字有人打字有人打字有人打字，，，，有人有人有人有人编辑编辑编辑编辑，，，，还还还还真花功夫真花功夫真花功夫真花功夫。。。。春春春春节节节节演出演出演出演出，，，，从从从从台台台台词词词词到到到到灯灯灯灯光光光光、、、、音音音音响响响响，，，，

台前幕后真有一台前幕后真有一台前幕后真有一台前幕后真有一帮帮帮帮能人能人能人能人，，，，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们们们们家家家家长长长长。。。。还还还还有我有我有我有我们们们们的的的的学学学学生与生与生与生与标标标标准外准外准外准外语语语语考考考考试试试试接接接接轨轨轨轨，，，，也是也是也是也是热热热热心家心家心家心家长协调长协调长协调长协调的的的的结结结结果果果果。。。。更令人想不到更令人想不到更令人想不到更令人想不到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当当当当中文中文中文中文学学学学校被迫校被迫校被迫校被迫从从从从前一校址前一校址前一校址前一校址迁迁迁迁址址址址，，，，处处处处在在在在风风风风雨雨雨雨飘摇无处飘摇无处飘摇无处飘摇无处安身之安身之安身之安身之际际际际，，，，是我是我是我是我们们们们的一的一的一的一个学个学个学个学生家生家生家生家长长长长挺身而出挺身而出挺身而出挺身而出帮帮帮帮助找到了新的校助找到了新的校助找到了新的校助找到了新的校

址址址址。。。。长长长长城不倒靠的是城不倒靠的是城不倒靠的是城不倒靠的是众众众众志成城志成城志成城志成城，，，，齐齐齐齐心心心心协协协协力力力力。。。。这这这这些家些家些家些家长们无论长们无论长们无论长们无论是相是相是相是相识识识识十几年的老朋友十几年的老朋友十几年的老朋友十几年的老朋友，，，，还还还还是是是是从从从从未未未未谋谋谋谋面或似曾相面或似曾相面或似曾相面或似曾相识识识识的新朋友的新朋友的新朋友的新朋友，，，，

大家都有一大家都有一大家都有一大家都有一个个个个共同的特征共同的特征共同的特征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大家心中都有我那就是大家心中都有我那就是大家心中都有我那就是大家心中都有我们这个长们这个长们这个长们这个长城城城城。。。。我我我我们热爱长们热爱长们热爱长们热爱长城城城城，，，，关关关关心心心心长长长长城城城城，，，，帮帮帮帮助助助助长长长长城城城城。。。。当当当当前几年几所前几年几所前几年几所前几年几所学学学学校校校校

在在在在长长长长城外城外城外城外围纷纷兴围纷纷兴围纷纷兴围纷纷兴起起起起，，，，我我我我们们们们也不愿意离也不愿意离也不愿意离也不愿意离开长开长开长开长城城城城。。。。我我我我们庆们庆们庆们庆幸幸幸幸拥拥拥拥有有有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一所名字一所名字一所名字一所名字响响响响亮亮亮亮，，，，质质质质量上乘量上乘量上乘量上乘，，，，人气人气人气人气兴兴兴兴旺的自己的旺的自己的旺的自己的旺的自己的语语语语言言言言学学学学

校校校校。。。。感感感感谢谢谢谢建校的依慧以及以前曾建校的依慧以及以前曾建校的依慧以及以前曾建校的依慧以及以前曾为长为长为长为长城做城做城做城做过过过过努力的人努力的人努力的人努力的人们们们们，，，，也感也感也感也感谢现谢现谢现谢现任校任校任校任校长长长长和校委和校委和校委和校委对对对对大家的肯定与支持大家的肯定与支持大家的肯定与支持大家的肯定与支持。。。。    

                祝愿祝愿祝愿祝愿长长长长城越城越城越城越办办办办越好!越好!越好!越好!    

        

 

 

 

 

 

 

 

 

 

 

 

 

 

 

 

 

 

水彩画 水彩画 水彩画 水彩画 Koby Degenhardt 9999岁 辅导教师 缪秀华岁 辅导教师 缪秀华岁 辅导教师 缪秀华岁 辅导教师 缪秀华    

 

 



  

 

六年六年六年六年级学级学级学级学生生生生习习习习作作作作            辅导辅导辅导辅导教教教教师 师 师 师 管素英管素英管素英管素英    

奥兰奥兰奥兰奥兰多游多游多游多游记记记记    

潘莉潘莉潘莉潘莉悦悦悦悦    6D    6D    6D    6D        

    去年    去年    去年    去年11111111月月月月，，，，我我我我们们们们一家去美一家去美一家去美一家去美国国国国佛佛佛佛罗罗罗罗里里里里达达达达州州州州奥兰奥兰奥兰奥兰多旅游了多旅游了多旅游了多旅游了7777天天天天6666夜夜夜夜。。。。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在在在在费费费费城城城城国际国际国际国际机机机机场场场场起起起起飞飞飞飞。。。。我有我有我有我有点晕点晕点晕点晕机机机机。。。。我我我我们们们们的的的的飞飞飞飞机在机在机在机在

佐治佐治佐治佐治亚亚亚亚州州州州亚亚亚亚特特特特兰兰兰兰大市做了短大市做了短大市做了短大市做了短暂暂暂暂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终终终终于到于到于到于到达达达达了了了了奥兰奥兰奥兰奥兰多多多多。。。。我我我我认为奥兰认为奥兰认为奥兰认为奥兰多机多机多机多机场场场场真的很酷真的很酷真的很酷真的很酷。。。。我最喜我最喜我最喜我最喜欢欢欢欢的是在美食的是在美食的是在美食的是在美食广场广场广场广场的巨型的巨型的巨型的巨型

鱼鱼鱼鱼缸缸缸缸。。。。我我我我们当们当们当们当晚住在晚住在晚住在晚住在OmniOmniOmniOmni酒店及度假村酒店及度假村酒店及度假村酒店及度假村。。。。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去了魔去了魔去了魔去了魔术术术术王王王王国国国国。。。。我我我我们们们们玩遍了各种游玩遍了各种游玩遍了各种游玩遍了各种游乐设乐设乐设乐设施施施施，，，，但我最喜但我最喜但我最喜但我最喜欢欢欢欢是看是看是看是看烟烟烟烟花花花花。。。。各种各种各种各种颜颜颜颜色的色的色的色的烟烟烟烟花和花和花和花和图图图图片投影在灰姑娘片投影在灰姑娘片投影在灰姑娘片投影在灰姑娘

的城堡上的城堡上的城堡上的城堡上。。。。他他他他们们们们甚至有真人表演的小叮甚至有真人表演的小叮甚至有真人表演的小叮甚至有真人表演的小叮当飞当飞当飞当飞出城堡出城堡出城堡出城堡，，，，它真的很有趣它真的很有趣它真的很有趣它真的很有趣。。。。    

                第三天第三天第三天第三天，，，，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去去去去动动动动物王物王物王物王国国国国。。。。我并不太喜我并不太喜我并不太喜我并不太喜欢欢欢欢它展示的它展示的它展示的它展示的动动动动物物物物。。。。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它它它它还还还还有很多出色表演有很多出色表演有很多出色表演有很多出色表演。。。。我最喜我最喜我最喜我最喜欢欢欢欢的的的的节节节节目是目是目是目是狮狮狮狮子王的音子王的音子王的音子王的音

乐乐乐乐和舞蹈表演和舞蹈表演和舞蹈表演和舞蹈表演。。。。它有它有它有它有许许许许多人多人多人多人欢欢欢欢快地跳舞和唱歌快地跳舞和唱歌快地跳舞和唱歌快地跳舞和唱歌。。。。我最喜我最喜我最喜我最喜爱爱爱爱的的的的过过过过山山山山车车车车是是是是““““珠穆朗珠穆朗珠穆朗珠穆朗玛玛玛玛峰峰峰峰””””。。。。它看起它看起它看起它看起来来来来像一座山像一座山像一座山像一座山，，，，有很多的快速有很多的快速有很多的快速有很多的快速

上下和旋上下和旋上下和旋上下和旋转转转转的的的的动动动动作作作作。。。。这这这这是的很刺激是的很刺激是的很刺激是的很刺激。。。。    

                第四天第四天第四天第四天，，，，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去迪斯尼市中心去迪斯尼市中心去迪斯尼市中心去迪斯尼市中心，，，，并拍了并拍了并拍了并拍了许许许许多照片多照片多照片多照片。。。。那天下午那天下午那天下午那天下午，，，，我我我我们们们们酒店酒店酒店酒店还还还还在的泳池玩耍在的泳池玩耍在的泳池玩耍在的泳池玩耍。。。。    

                第五天第五天第五天第五天，，，，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去看望我去看望我去看望我去看望我们们们们的叔叔的叔叔的叔叔的叔叔。。。。我我我我们们们们一起渡一起渡一起渡一起渡过过过过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乐乐乐乐的一天的一天的一天的一天。。。。    

                第六天是我第六天是我第六天是我第六天是我这这这这次旅游的亮次旅游的亮次旅游的亮次旅游的亮点点点点。。。。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去了海洋世界去了海洋世界去了海洋世界去了海洋世界。。。。我我我我们们们们看到看到看到看到许许许许多精彩的多精彩的多精彩的多精彩的动动动动物物物物节节节节目目目目。。。。我的行程中的所有我的行程中的所有我的行程中的所有我的行程中的所有节节节节目中目中目中目中，，，，坐坐坐坐““““海海海海

妖妖妖妖””””是最令我是最令我是最令我是最令我兴奋兴奋兴奋兴奋的事情的事情的事情的事情。。。。““““海妖海妖海妖海妖””””是一是一是一是一个黄个黄个黄个黄色和色和色和色和绿绿绿绿色色色色，，，，有有有有许许许许多大循多大循多大循多大循环环环环和快速和快速和快速和快速坠坠坠坠落的落的落的落的过过过过山山山山车车车车。。。。第一第一第一第一个坠个坠个坠个坠落的跌幅最大的几落的跌幅最大的几落的跌幅最大的几落的跌幅最大的几

乎是垂直的乎是垂直的乎是垂直的乎是垂直的。。。。起初起初起初起初，，，，爸爸不爸爸不爸爸不爸爸不让让让让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去去去去，，，，因因因因为为为为它看起它看起它看起它看起来来来来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很可怕的。。。。我很高我很高我很高我很高兴兴兴兴我我我我们们们们最最最最终终终终能能能能说说说说服父服父服父服父亲亲亲亲，，，，让让让让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坐上它坐上它坐上它坐上它。。。。这这这这确确确确实实实实是是是是

可怕的可怕的可怕的可怕的，，，，我大我大我大我大声声声声尖叫尖叫尖叫尖叫，，，，把嗓子都叫把嗓子都叫把嗓子都叫把嗓子都叫哑哑哑哑了了了了。。。。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它也它也它也它也给给给给我我我我带来许带来许带来许带来许多的多的多的多的乐乐乐乐趣趣趣趣，，，，我一共坐了我一共坐了我一共坐了我一共坐了3333倍倍倍倍。。。。我可以一直我可以一直我可以一直我可以一直骑骑骑骑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如如如如

果我的爸爸果我的爸爸果我的爸爸果我的爸爸，，，，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允允允允许许许许的的的的话话话话，，，，我可以一直坐下去我可以一直坐下去我可以一直坐下去我可以一直坐下去。。。。    

                第七天第七天第七天第七天，，，，我我我我们们们们不得不收拾行不得不收拾行不得不收拾行不得不收拾行装装装装，，，，离离离离开奥兰开奥兰开奥兰开奥兰多多多多。。。。我很舍不得离我很舍不得离我很舍不得离我很舍不得离开这个开这个开这个开这个神奇和快神奇和快神奇和快神奇和快乐乐乐乐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    

                

可爱的弟弟可爱的弟弟可爱的弟弟可爱的弟弟    

陈陈陈陈安雯安雯安雯安雯        6C 6C 6C 6C     

                我的小弟弟只有几我的小弟弟只有几我的小弟弟只有几我的小弟弟只有几个个个个月大月大月大月大，，，，胖胖的很可胖胖的很可胖胖的很可胖胖的很可爱爱爱爱。。。。    

                我的弟弟很好我的弟弟很好我的弟弟很好我的弟弟很好动动动动，，，，最近 最近 最近 最近 ， ， ， ， 他他他他开开开开始始始始学习学习学习学习自己站起自己站起自己站起自己站起来来来来。。。。有一次我看有一次我看有一次我看有一次我看见见见见他站立的他站立的他站立的他站立的时时时时候候候候，，，，两条两条两条两条胖胖的腿不停地抖胖胖的腿不停地抖胖胖的腿不停地抖胖胖的腿不停地抖动动动动。。。。我正想我正想我正想我正想

走走走走过过过过去去去去帮帮帮帮他他他他，，，，可他自己慢慢的蹲下可他自己慢慢的蹲下可他自己慢慢的蹲下可他自己慢慢的蹲下，，，，然后坐下然后坐下然后坐下然后坐下来来来来。。。。休息了一休息了一休息了一休息了一会会会会儿儿儿儿，，，，他又扶他又扶他又扶他又扶着着着着玩具站了起玩具站了起玩具站了起玩具站了起来来来来。。。。我的弟弟也很喜我的弟弟也很喜我的弟弟也很喜我的弟弟也很喜欢欢欢欢吃他可以拿吃他可以拿吃他可以拿吃他可以拿

到的所有到的所有到的所有到的所有东东东东西西西西。。。。他有他有他有他有个乱个乱个乱个乱咬咬咬咬东东东东西的小毛病西的小毛病西的小毛病西的小毛病，，，，咬玩具咬玩具咬玩具咬玩具，，，，咬咬咬咬电视遥电视遥电视遥电视遥控器控器控器控器，，，，我抱我抱我抱我抱着着着着他的他的他的他的时时时时候候候候，，，，他他他他还会还会还会还会咬我的手臂咬我的手臂咬我的手臂咬我的手臂。。。。我的弟弟我的弟弟我的弟弟我的弟弟还还还还很很很很

喜喜喜喜欢欢欢欢交朋友交朋友交朋友交朋友，，，，看到人都叫看到人都叫看到人都叫看到人都叫““““dadajajadadajaja", dadajajadadajaja", dadajajadadajaja", dadajajadadajaja", 并拍手和哈哈大笑......并拍手和哈哈大笑......并拍手和哈哈大笑......并拍手和哈哈大笑......。。。。    

                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全家都非常喜全家都非常喜全家都非常喜全家都非常喜欢这个欢这个欢这个欢这个可可可可爱爱爱爱的小弟弟的小弟弟的小弟弟的小弟弟。。。。    

    

一件难忘的事一件难忘的事一件难忘的事一件难忘的事    

Emily Chen 6D Emily Chen 6D Emily Chen 6D Emily Chen 6D     

            

                春天春天春天春天终终终终于于于于来来来来了了了了。。。。树绿树绿树绿树绿了了了了，，，，花花花花开开开开了了了了。。。。小小小小鸟们鸟们鸟们鸟们都都都都从从从从南方回南方回南方回南方回来来来来了了了了。。。。我家窗前有一棵小我家窗前有一棵小我家窗前有一棵小我家窗前有一棵小树树树树。。。。经经经经常有小常有小常有小常有小鸟鸟鸟鸟站在上面唱歌站在上面唱歌站在上面唱歌站在上面唱歌。。。。    

                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我忽然看我忽然看我忽然看我忽然看见两见两见两见两只只只只鸟鸟鸟鸟在忙碌地在忙碌地在忙碌地在忙碌地飞来飞飞来飞飞来飞飞来飞去去去去。。。。嘴上嘴上嘴上嘴上还还还还刁刁刁刁着着着着干干干干树树树树枝枝枝枝。。。。我仔我仔我仔我仔细细细细地地地地观观观观察了一察了一察了一察了一会会会会儿儿儿儿，，，，发现发现发现发现它它它它们们们们在建在建在建在建鸟鸟鸟鸟巢巢巢巢。。。。一一一一

只只只只鸟飞来飞鸟飞来飞鸟飞来飞鸟飞来飞去地去地去地去地运树运树运树运树枝枝枝枝，，，，另一只另一只另一只另一只鸟鸟鸟鸟在精心地在精心地在精心地在精心地编织编织编织编织。。。。它它它它们们们们真地配合得很好真地配合得很好真地配合得很好真地配合得很好。。。。过过过过了几天了几天了几天了几天，，，，鸟鸟鸟鸟巢做好了巢做好了巢做好了巢做好了。。。。我又仔我又仔我又仔我又仔细细细细的看了一下的看了一下的看了一下的看了一下。。。。

这个鸟这个鸟这个鸟这个鸟巢真是非常精致巢真是非常精致巢真是非常精致巢真是非常精致，，，，看起看起看起看起来来来来很牢固很牢固很牢固很牢固，，，，里面里面里面里面还还还还有一有一有一有一层细细层细细层细细层细细的的的的，，，，软软软软软软软软的干草的干草的干草的干草。。。。过过过过了几天了几天了几天了几天，，，，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两两两两只只只只绿绿绿绿色的色的色的色的鸟鸟鸟鸟蛋蛋蛋蛋。。。。一只一只一只一只

鸟鸟鸟鸟扒在扒在扒在扒在鸟鸟鸟鸟蛋上蛋上蛋上蛋上，，，，另一只另一只另一只另一只鸟飞来飞鸟飞来飞鸟飞来飞鸟飞来飞去去去去运运运运吃的吃的吃的吃的。。。。一一一一个个个个星期星期星期星期过过过过去了去了去了去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两两两两只幼只幼只幼只幼鸟鸟鸟鸟。。。。它它它它们们们们的的的的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在喂它在喂它在喂它在喂它们们们们吃吃吃吃饭饭饭饭。。。。它它它它们们们们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

出去找吃的出去找吃的出去找吃的出去找吃的。。。。三三三三个个个个星期以后星期以后星期以后星期以后，，，，两两两两只幼只幼只幼只幼鸟鸟鸟鸟能能能能飞飞飞飞了了了了。。。。一天早上一天早上一天早上一天早上，，，，我起我起我起我起来来来来后后后后马马马马上跑到窗前看小上跑到窗前看小上跑到窗前看小上跑到窗前看小鸟鸟鸟鸟。。。。我我我我发现发现发现发现小小小小鸟鸟鸟鸟的一家都不的一家都不的一家都不的一家都不见见见见了了了了。。。。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告告告告诉诉诉诉我我我我，，，，小小小小鸟鸟鸟鸟的一家搬走了的一家搬走了的一家搬走了的一家搬走了，，，，小小小小鸟鸟鸟鸟以后要自己去以后要自己去以后要自己去以后要自己去独独独独立生活了立生活了立生活了立生活了。       。       。       。           

                这这这这是去年的事了是去年的事了是去年的事了是去年的事了。。。。这这这这件事件事件事件事让让让让我很我很我很我很难难难难忘忘忘忘。。。。我我我我经经经经常走到窗前常走到窗前常走到窗前常走到窗前，，，，看看看看着这着这着这着这空空的空空的空空的空空的，，，，但但但但还还还还依然完好的依然完好的依然完好的依然完好的鸟鸟鸟鸟巢巢巢巢。。。。我想起了我想起了我想起了我想起了这这这这几只小几只小几只小几只小

鸟鸟鸟鸟，，，，想到了它想到了它想到了它想到了它们们们们的辛勤的辛勤的辛勤的辛勤劳动劳动劳动劳动，，，，精心配合精心配合精心配合精心配合。。。。我想只有勤我想只有勤我想只有勤我想只有勤劳劳劳劳，，，，合作合作合作合作，，，，才能把事情做好才能把事情做好才能把事情做好才能把事情做好。。。。我真的希望我真的希望我真的希望我真的希望这这这这几只小几只小几只小几只小鸟鸟鸟鸟今年能回家看今年能回家看今年能回家看今年能回家看

看看看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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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趣事一件趣事一件趣事一件趣事 

方佳磊  ( 方佳磊  ( 方佳磊  ( 方佳磊  ( Jerry Fang ) 

         2009年年年年11月月月月，，，，我和我的同我和我的同我和我的同我和我的同学们学们学们学们一起去了一起去了一起去了一起去了费费费费城西城西城西城西边边边边的水晶洞的水晶洞的水晶洞的水晶洞。。。。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坐在坐在坐在坐在车车车车上看到前面有一上看到前面有一上看到前面有一上看到前面有一个个个个很大的洞口很大的洞口很大的洞口很大的洞口。。。。我我我我们们们们下了下了下了下了车车车车，，，，

随随随随人流人流人流人流进进进进了洞了洞了洞了洞，，，，往里面看看奇特的石往里面看看奇特的石往里面看看奇特的石往里面看看奇特的石头头头头和漂亮的水晶和漂亮的水晶和漂亮的水晶和漂亮的水晶。。。。 

         我抬我抬我抬我抬头头头头看看看看着着着着洞洞洞洞顶顶顶顶，，，，洞洞洞洞顶顶顶顶很高很高很高很高，，，，上面有很多水一滴一滴掉下上面有很多水一滴一滴掉下上面有很多水一滴一滴掉下上面有很多水一滴一滴掉下来来来来，，，，滴到下面的石滴到下面的石滴到下面的石滴到下面的石头头头头上上上上，，，，石石石石头头头头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长长长长大大大大。。。。时间长时间长时间长时间长了了了了，，，，这这这这些些些些

石石石石头头头头就就就就变变变变成了美成了美成了美成了美丽丽丽丽的水晶的水晶的水晶的水晶。。。。    

         洞里很冷洞里很冷洞里很冷洞里很冷，，，，而且有一而且有一而且有一而且有一点点点点黑黑黑黑。。。。但里面有暖气和但里面有暖气和但里面有暖气和但里面有暖气和电灯电灯电灯电灯。。。。在在在在灯灯灯灯光下光下光下光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见见见见有些石有些石有些石有些石头头头头像人像人像人像人，，，，还还还还看到有些石看到有些石看到有些石看到有些石头头头头像像像像鸟鸟鸟鸟。。。。水晶洞好水晶洞好水晶洞好水晶洞好

看极了看极了看极了看极了。。。。去水晶洞真是一件有趣的事去水晶洞真是一件有趣的事去水晶洞真是一件有趣的事去水晶洞真是一件有趣的事。。。。    

 

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件有趣的事情    

   易祥易祥易祥易祥辉辉辉辉   6C  

         上上上上个个个个月我做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我月我做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我月我做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我月我做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我写写写写了一本<<了一本<<了一本<<了一本<<热带热带热带热带雨林中的生命>>的雨林中的生命>>的雨林中的生命>>的雨林中的生命>>的书书书书。。。。下面是我下面是我下面是我下面是我写这写这写这写这本本本本书书书书的的的的过过过过程:程:程:程: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我在我在我在我在学学学学校上网找信息校上网找信息校上网找信息校上网找信息。。。。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我把找到的信息我把找到的信息我把找到的信息我把找到的信息写写写写在大白卡片上在大白卡片上在大白卡片上在大白卡片上，，，，并且列出了并且列出了并且列出了并且列出了参参参参考考考考书书书书目目目目。。。。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我把卡片上的信息更我把卡片上的信息更我把卡片上的信息更我把卡片上的信息更详细详细详细详细地地地地写写写写到分到分到分到分类类类类的的的的纸纸纸纸上上上上。。。。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我做了一我做了一我做了一我做了一个个个个目目目目录录录录，，，，详细详细详细详细地地地地写写写写了我要了我要了我要了我要写写写写的的的的这这这这本本本本书书书书的的的的顺顺顺顺序和每序和每序和每序和每节节节节的的的的内内内内容容容容。。。。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我我我我开开开开始始始始写写写写一一一一个个个个正文草稿正文草稿正文草稿正文草稿，，，，术语术语术语术语的草稿的草稿的草稿的草稿，，，，作者作者作者作者简简简简介的草稿介的草稿介的草稿介的草稿，，，，画画画画了一了一了一了一个个个个封面的草稿封面的草稿封面的草稿封面的草稿。。。。    

         第六第六第六第六，，，，我把所有草稿都修改好, 并且我把所有草稿都修改好, 并且我把所有草稿都修改好, 并且我把所有草稿都修改好, 并且写写写写在在在在计计计计算机中算机中算机中算机中。。。。    

         第七第七第七第七，，，，我把我把我把我把计计计计算机上算机上算机上算机上写写写写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东东东东西西西西给给给给老老老老师师师师。。。。老老老老师会师会师会师会看我看我看我看我写写写写的的的的内内内内容容容容，，，，然后做一些修改然后做一些修改然后做一些修改然后做一些修改。。。。    

         第八第八第八第八，，，，我修改封面我修改封面我修改封面我修改封面，，，，画画画画得更好一些得更好一些得更好一些得更好一些。。。。    

         第九第九第九第九，，，，我把封面我把封面我把封面我把封面画画画画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给给给给老老老老师师师师。。。。    

         第十, 老第十, 老第十, 老第十, 老师师师师把我的封面和其它的把我的封面和其它的把我的封面和其它的把我的封面和其它的东东东东西放在一起西放在一起西放在一起西放在一起，，，，做成一本做成一本做成一本做成一本书书书书。。。。    

         我很高我很高我很高我很高兴兴兴兴做了做了做了做了这这这这件有趣的事情件有趣的事情件有趣的事情件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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