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第第第240240240240期期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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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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的贺信校长的贺信校长的贺信校长的贺信    

纪老师并舞蹈班全体同学和家长纪老师并舞蹈班全体同学和家长纪老师并舞蹈班全体同学和家长纪老师并舞蹈班全体同学和家长，，，，    

    

    首先我代表长城中文    首先我代表长城中文    首先我代表长城中文    首先我代表长城中文

学校祝贺你们在学校祝贺你们在学校祝贺你们在学校祝贺你们在IDC上取得上取得上取得上取得

的优异成绩的优异成绩的优异成绩的优异成绩。。。。同学们的刻同学们的刻同学们的刻同学们的刻

苦努力苦努力苦努力苦努力，，，，纪老师的精心指纪老师的精心指纪老师的精心指纪老师的精心指

导以及家长们的全力支导以及家长们的全力支导以及家长们的全力支导以及家长们的全力支

持持持持，，，，都在这一刻得到了体都在这一刻得到了体都在这一刻得到了体都在这一刻得到了体

现现现现。。。。这次比赛的结果不但这次比赛的结果不但这次比赛的结果不但这次比赛的结果不但

检验和肯定了我们学校舞检验和肯定了我们学校舞检验和肯定了我们学校舞检验和肯定了我们学校舞

蹈班近年来的教学成绩蹈班近年来的教学成绩蹈班近年来的教学成绩蹈班近年来的教学成绩，，，，

也同时证明了一个整齐的也同时证明了一个整齐的也同时证明了一个整齐的也同时证明了一个整齐的

团队对于实现理想中的目团队对于实现理想中的目团队对于实现理想中的目团队对于实现理想中的目

标是必不可少的标是必不可少的标是必不可少的标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个年龄段的同学    在这个年龄段的同学    在这个年龄段的同学    在这个年龄段的同学

们平时的学习都非常紧张们平时的学习都非常紧张们平时的学习都非常紧张们平时的学习都非常紧张

忙碌忙碌忙碌忙碌，，，，但是你们都能够持之以恒地参加排练但是你们都能够持之以恒地参加排练但是你们都能够持之以恒地参加排练但是你们都能够持之以恒地参加排练。。。。特别是当听到特别是当听到特别是当听到特别是当听到

有的同学放弃了其它舞蹈团的邀请而坚持参加我们的节目有的同学放弃了其它舞蹈团的邀请而坚持参加我们的节目有的同学放弃了其它舞蹈团的邀请而坚持参加我们的节目有的同学放弃了其它舞蹈团的邀请而坚持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深深地为这个团队的凝聚力而感到骄傲我深深地为这个团队的凝聚力而感到骄傲我深深地为这个团队的凝聚力而感到骄傲我深深地为这个团队的凝聚力而感到骄傲。。。。纪老师在长城执纪老师在长城执纪老师在长城执纪老师在长城执

教教教教近近近近十年十年十年十年，，，，为培养舞蹈班的学生作出了辛勤的努力为培养舞蹈班的学生作出了辛勤的努力为培养舞蹈班的学生作出了辛勤的努力为培养舞蹈班的学生作出了辛勤的努力。。。。在每年在每年在每年在每年

的学校活动中的学校活动中的学校活动中的学校活动中，，，，都展现着孩子们优美的舞姿都展现着孩子们优美的舞姿都展现着孩子们优美的舞姿都展现着孩子们优美的舞姿。。。。这次活动最使这次活动最使这次活动最使这次活动最使

我有感慨的是家长们的支持我有感慨的是家长们的支持我有感慨的是家长们的支持我有感慨的是家长们的支持。。。。你们一心为了孩子你们一心为了孩子你们一心为了孩子你们一心为了孩子，，，，一心为了一心为了一心为了一心为了

团队团队团队团队，，，，不计较个人的辛苦和得失不计较个人的辛苦和得失不计较个人的辛苦和得失不计较个人的辛苦和得失，，，，我从中看到了中国人团结我从中看到了中国人团结我从中看到了中国人团结我从中看到了中国人团结

在一起的力量在一起的力量在一起的力量在一起的力量。。。。我们中文学校乃至华人群体我们中文学校乃至华人群体我们中文学校乃至华人群体我们中文学校乃至华人群体，，，，都应该弘扬这都应该弘扬这都应该弘扬这都应该弘扬这

种精神种精神种精神种精神。。。。    

    

再次祝贺你们再次祝贺你们再次祝贺你们再次祝贺你们！！！！    

    

长城中文学校校长长城中文学校校长长城中文学校校长长城中文学校校长    

余晓明余晓明余晓明余晓明    

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        
    
 

• 为了更好地提高长城中文学校的教学质量为了更好地提高长城中文学校的教学质量为了更好地提高长城中文学校的教学质量为了更好地提高长城中文学校的教学质量，，，，PTAPTAPTAPTA今年将今年将今年将今年将

对教师进行评估对教师进行评估对教师进行评估对教师进行评估。。。。欢迎家长们与学校管理人员座谈欢迎家长们与学校管理人员座谈欢迎家长们与学校管理人员座谈欢迎家长们与学校管理人员座谈。。。。

时间为时间为时间为时间为11am11am11am11am 2pm,2pm,2pm,2pm, Lawrence Building Lawrence Building Lawrence Building Lawrence Building 楼楼楼楼

教师教师教师教师 。。。。感谢家长们的支持和建议感谢家长们的支持和建议感谢家长们的支持和建议感谢家长们的支持和建议，，，，希望我们共希望我们共希望我们共希望我们共

同努力提高同努力提高同努力提高同努力提高GWCSGWCSGWCSGWCS 教学质教学质教学质教学质 。。。。    
    

• 2012201220122012 季季季季预预预预 册册册册 开开开开 。。。。请家长们提前注册请家长们提前注册请家长们提前注册请家长们提前注册

以确保注册到最热门的课程并免注册费以确保注册到最热门的课程并免注册费以确保注册到最热门的课程并免注册费以确保注册到最热门的课程并免注册费。。。。请注意有些请注意有些请注意有些请注意有些

课程目前标为课程目前标为课程目前标为课程目前标为“TBD”“TBD”“TBD”“TBD”，，，，学学学学校校校校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册数册数册数册数据据据据来决来决来决来决

这这这这 课课课课 。。。。    
    

• Asia TravelAsia TravelAsia TravelAsia Travel的的的的Mandy HuMandy HuMandy HuMandy Hu将将将将 发发发发 她她她她

护护护护 ，，，，并并并并 收收收收 国签证国签证国签证国签证 请请请请。。。。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12:30pm12:30pm12:30pm12:30pm----

2:00pm2:00pm2:00pm2:00pm。。。。    
    

• 长城中文学校长城中文学校长城中文学校长城中文学校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毕业毕业毕业毕业典典典典礼礼礼礼暨全校大暨全校大暨全校大暨全校大会将会将会将会将于五月十于五月十于五月十于五月十

三日下午一三日下午一三日下午一三日下午一时举时举时举时举行行行行。。。。会会会会后后后后为为为为班班班班级级级级的野餐聚的野餐聚的野餐聚的野餐聚会会会会，，，，请请请请全体全体全体全体

学学学学生按生按生按生按时时时时到到到到场场场场，，，，并并并并欢欢欢欢迎家迎家迎家迎家长长长长一同一同一同一同参参参参加加加加。。。。 

       地       地       地       地点点点点：：：：Pennsylva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ennsylva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ennsylva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ennsylva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edia Campus         Media Campus         Media Campus         Media Campus 

               800 Manchester Avenue800 Manchester Avenue800 Manchester Avenue800 Manchester Avenue 

               Media, PA 19063Media, PA 19063Media, PA 19063Media, PA 19063    
    

• 从国侨办收到如下现在可以接受报名的夏令营信息从国侨办收到如下现在可以接受报名的夏令营信息从国侨办收到如下现在可以接受报名的夏令营信息从国侨办收到如下现在可以接受报名的夏令营信息，，，，

有意参加者请速向学校报名有意参加者请速向学校报名有意参加者请速向学校报名有意参加者请速向学校报名。 。 。 。         

    1) 2012    1) 2012    1) 2012    1) 2012齐鲁齐鲁齐鲁齐鲁文化行夏令文化行夏令文化行夏令文化行夏令营营营营————————山东山东山东山东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 : : 8888月月月月6666日日日日————8888月月月月17171717日日日日    

    2) 2012    2) 2012    2) 2012    2) 2012年年年年““““中中中中国寻国寻国寻国寻根之旅根之旅根之旅根之旅””””夏令夏令夏令夏令营营营营————————贵贵贵贵州州州州营营营营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 : : 7777月月月月18181818日日日日————7777月月月月28282828日日日日    

                                3) 20123) 20123) 20123) 2012年年年年““““中中中中国寻国寻国寻国寻根之旅根之旅根之旅根之旅””””夏令夏令夏令夏令营营营营————————陕陕陕陕西西安西西安西西安西西安营营营营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 : : 年年年年7777月月月月9999日日日日————7777月月月月18181818日日日日    

    报名截止日期    报名截止日期    报名截止日期    报名截止日期，，，，贵州夏令营为贵州夏令营为贵州夏令营为贵州夏令营为5月月月月6日日日日，，，，山山山山东东东东和西安夏和西安夏和西安夏和西安夏    

        令        令        令        令营为营为营为营为5月月月月16日 日 日 日     



 

 

决定参赛以后决定参赛以后决定参赛以后决定参赛以后，，，，纪老师制定了细致而严格的教学计划纪老师制定了细致而严格的教学计划纪老师制定了细致而严格的教学计划纪老师制定了细致而严格的教学计划。。。。她们每周日她们每周日她们每周日她们每周日

的舞蹈课加课一小时的舞蹈课加课一小时的舞蹈课加课一小时的舞蹈课加课一小时，，，，春假期间连续三天六小时强化训练春假期间连续三天六小时强化训练春假期间连续三天六小时强化训练春假期间连续三天六小时强化训练，，，，赛前两赛前两赛前两赛前两

天又做了最后的冲刺天又做了最后的冲刺天又做了最后的冲刺天又做了最后的冲刺。。。。这期间所有家长都齐心协力这期间所有家长都齐心协力这期间所有家长都齐心协力这期间所有家长都齐心协力、、、、无条件地配无条件地配无条件地配无条件地配

合合合合。。。。邓莉邓莉邓莉邓莉、、、、苏小红家长为两个舞蹈翻译令人满意的名字苏小红家长为两个舞蹈翻译令人满意的名字苏小红家长为两个舞蹈翻译令人满意的名字苏小红家长为两个舞蹈翻译令人满意的名字；；；；辜晓虎家辜晓虎家辜晓虎家辜晓虎家

长专程赶到中文学校为每个孩子修复长专程赶到中文学校为每个孩子修复长专程赶到中文学校为每个孩子修复长专程赶到中文学校为每个孩子修复<<<<<<<< 旦旦旦旦>>>>>>>> ；；；； 功 家功 家功 家功 家

长为长为长为长为 联络联络联络联络到到到到宽宽宽宽 、、、、 镜镜镜镜 练练练练功功功功 ，，，，家家家家长们长们长们长们可可可可谓谓谓谓““““ 过过过过

、、、、各各各各显显显显其能其能其能其能””””。。。。在比赛当天在比赛当天在比赛当天在比赛当天，，，，纪老师更是给家长们做了细致的分纪老师更是给家长们做了细致的分纪老师更是给家长们做了细致的分纪老师更是给家长们做了细致的分

工工工工，，，，大家各司其职大家各司其职大家各司其职大家各司其职，，，，有条不紊有条不紊有条不紊有条不紊，，，，就像是一个专业的服务团队就像是一个专业的服务团队就像是一个专业的服务团队就像是一个专业的服务团队::::    

    领队    领队    领队    领队：：：：纪兰慰纪兰慰纪兰慰纪兰慰、、、、刘春鸿刘春鸿刘春鸿刘春鸿（（（（兼外联兼外联兼外联兼外联））））    

    排练    排练    排练    排练：：：：纪兰慰纪兰慰纪兰慰纪兰慰    

    后勤    后勤    后勤    后勤：：：：王功翠王功翠王功翠王功翠、、、、赵艳赵艳赵艳赵艳（（（（兼录像兼录像兼录像兼录像）、）、）、）、董山董山董山董山    

    摄影    摄影    摄影    摄影：：：：辜晓虎辜晓虎辜晓虎辜晓虎（（（（兼道具修理兼道具修理兼道具修理兼道具修理））））    

    催场    催场    催场    催场：：：：邓莉邓莉邓莉邓莉、、、、谢瑾谢瑾谢瑾谢瑾    

    服装    服装    服装    服装：：：：袁树林袁树林袁树林袁树林、、、、李玉太李玉太李玉太李玉太（（（（特别要检查拉锁特别要检查拉锁特别要检查拉锁特别要检查拉锁、、、、带子带子带子带子））））    

    化妆    化妆    化妆    化妆：：：：孙佳音孙佳音孙佳音孙佳音（（（（特别要检查头饰翎子帽特别要检查头饰翎子帽特别要检查头饰翎子帽特别要检查头饰翎子帽    、、、、盘头盘头盘头盘头、、、、头头头头 ））））    

    赛场舞台    赛场舞台    赛场舞台    赛场舞台：：：：何薇何薇何薇何薇（（（（赛场舞台和后台换服装场地赛场舞台和后台换服装场地赛场舞台和后台换服装场地赛场舞台和后台换服装场地））））    

正像余晓明校长说的那样正像余晓明校长说的那样正像余晓明校长说的那样正像余晓明校长说的那样::::““““这次比赛的结果不但检验和肯定了我们这次比赛的结果不但检验和肯定了我们这次比赛的结果不但检验和肯定了我们这次比赛的结果不但检验和肯定了我们

学校舞蹈班近年来的教学成绩学校舞蹈班近年来的教学成绩学校舞蹈班近年来的教学成绩学校舞蹈班近年来的教学成绩，，，，也同时证明了一个整齐的团队对于也同时证明了一个整齐的团队对于也同时证明了一个整齐的团队对于也同时证明了一个整齐的团队对于

实现理想中的目标是必不可少的实现理想中的目标是必不可少的实现理想中的目标是必不可少的实现理想中的目标是必不可少的。。。。””””。。。。    

       比赛之后纪老师感慨地说:    比赛之后纪老师感慨地说:    比赛之后纪老师感慨地说:    比赛之后纪老师感慨地说: ““““掐指算来掐指算来掐指算来掐指算来，，，，我已经在长城任教我已经在长城任教我已经在长城任教我已经在长城任教10101010

年了年了年了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真是弹指一挥间真是弹指一挥间真是弹指一挥间！！！！当年那些小毛丫头当年那些小毛丫头当年那些小毛丫头当年那些小毛丫头，，，，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

花季姑娘了花季姑娘了花季姑娘了花季姑娘了！！！！当初我们从当初我们从当初我们从当初我们从““““小孔雀小孔雀小孔雀小孔雀””””起家起家起家起家，，，，跳到现在的跳到现在的跳到现在的跳到现在的““““俏花旦俏花旦俏花旦俏花旦””””

““““秀色秀色秀色秀色””””，，，，孩子们的舞蹈技艺真是天壤之别孩子们的舞蹈技艺真是天壤之别孩子们的舞蹈技艺真是天壤之别孩子们的舞蹈技艺真是天壤之别，，，，人说人说人说人说““““十年树木十年树木十年树木十年树木、、、、百百百百

年树人年树人年树人年树人””””，，，，从舞蹈角度讲从舞蹈角度讲从舞蹈角度讲从舞蹈角度讲，，，，现在正是孩子们开舞蹈之花现在正是孩子们开舞蹈之花现在正是孩子们开舞蹈之花现在正是孩子们开舞蹈之花，，，，结舞蹈之结舞蹈之结舞蹈之结舞蹈之

果的时候了果的时候了果的时候了果的时候了。。。。这次这次这次这次IDCIDCIDCIDC比赛比赛比赛比赛，，，，检验了我们的舞蹈实力检验了我们的舞蹈实力检验了我们的舞蹈实力检验了我们的舞蹈实力，，，，各位各位各位各位，，，，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

孩子不简单那孩子不简单那孩子不简单那孩子不简单那，，，，我们以每学期我们以每学期我们以每学期我们以每学期15151515次课次课次课次课，，，，每周每周每周每周2222小时的训练小时的训练小时的训练小时的训练，，，，和那些和那些和那些和那些

Dancing Studio, Dancing Academy Dancing Studio, Dancing Academy Dancing Studio, Dancing Academy Dancing Studio, Dancing Academy 每周起码是每周起码是每周起码是每周起码是3333----4444次专业训练的学次专业训练的学次专业训练的学次专业训练的学

生竞赛生竞赛生竞赛生竞赛，，，，我们竟然进入最高的白金奖组我们竟然进入最高的白金奖组我们竟然进入最高的白金奖组我们竟然进入最高的白金奖组，，，，入围娱乐挑战者展演入围娱乐挑战者展演入围娱乐挑战者展演入围娱乐挑战者展演，，，，当当当当

时我听到宣布我们的节目名字时时我听到宣布我们的节目名字时时我听到宣布我们的节目名字时时我听到宣布我们的节目名字时，，，，我都像年轻人一样吼叫着跳起来我都像年轻人一样吼叫着跳起来我都像年轻人一样吼叫着跳起来我都像年轻人一样吼叫着跳起来

了了了了！！！！美国人天下的比赛环境美国人天下的比赛环境美国人天下的比赛环境美国人天下的比赛环境，，，，我们华人我们华人我们华人我们华人ABCABCABCABC孩子的表演得到他们的认孩子的表演得到他们的认孩子的表演得到他们的认孩子的表演得到他们的认

可可可可，，，，这是给我们中国人争光这是给我们中国人争光这是给我们中国人争光这是给我们中国人争光，，，，给我们学校争光给我们学校争光给我们学校争光给我们学校争光，，，，是给我们家长和老是给我们家长和老是给我们家长和老是给我们家长和老

师最好的回报师最好的回报师最好的回报师最好的回报！！！！孩子们的辛苦排练孩子们的辛苦排练孩子们的辛苦排练孩子们的辛苦排练，，，，家长们的家长们的家长们的家长们的““““陪练陪练陪练陪练””””，，，，我的劳我的劳我的劳我的劳

累累累累，，，，这一切都值了这一切都值了这一切都值了这一切都值了！！！！这将给孩子们的人生经历这将给孩子们的人生经历这将给孩子们的人生经历这将给孩子们的人生经历，，，，留下拼搏留下拼搏留下拼搏留下拼搏、、、、美好的美好的美好的美好的

回忆回忆回忆回忆。。。。””””    

    让我们共同祝贺长城中文学校的小木兰舞蹈团的成功    让我们共同祝贺长城中文学校的小木兰舞蹈团的成功    让我们共同祝贺长城中文学校的小木兰舞蹈团的成功    让我们共同祝贺长城中文学校的小木兰舞蹈团的成功！！！！预祝她预祝她预祝她预祝她

们在决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们在决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们在决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们在决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祝愿她们继续活跃在传播祝愿她们继续活跃在传播祝愿她们继续活跃在传播祝愿她们继续活跃在传播、、、、弘扬中国弘扬中国弘扬中国弘扬中国

文化的舞台上文化的舞台上文化的舞台上文化的舞台上！！！！    

    纪兰慰老师率领长城中文学校小木兰舞蹈团于    纪兰慰老师率领长城中文学校小木兰舞蹈团于    纪兰慰老师率领长城中文学校小木兰舞蹈团于    纪兰慰老师率领长城中文学校小木兰舞蹈团于4/15/20124/15/20124/15/20124/15/2012参加参加参加参加

了新泽西分赛区的国际舞蹈挑战赛 (了新泽西分赛区的国际舞蹈挑战赛 (了新泽西分赛区的国际舞蹈挑战赛 (了新泽西分赛区的国际舞蹈挑战赛 (International Dance Chal-International Dance Chal-International Dance Chal-International Dance Chal-

lengelengelengelenge----以下简称以下简称以下简称以下简称IDC)IDC)IDC)IDC)初赛初赛初赛初赛。。。。本次参赛的两个节目都赢得了将于今年本次参赛的两个节目都赢得了将于今年本次参赛的两个节目都赢得了将于今年本次参赛的两个节目都赢得了将于今年

六月在六月在六月在六月在TampaTampaTampaTampa，，，，FLFLFLFL举行的决赛权举行的决赛权举行的决赛权举行的决赛权。<<。<<。<<。<<俏花旦>>(俏花旦>>(俏花旦>>(俏花旦>>(Playful Maidens)Playful Maidens)Playful Maidens)Playful Maidens)进进进进

入了最高的白金奖组(入了最高的白金奖组(入了最高的白金奖组(入了最高的白金奖组(Platinum Champion)Platinum Champion)Platinum Champion)Platinum Champion)，，，，并获得了最佳服装并获得了最佳服装并获得了最佳服装并获得了最佳服装

奖;<<秀色>>(奖;<<秀色>>(奖;<<秀色>>(奖;<<秀色>>(Beauty and Grace)Beauty and Grace)Beauty and Grace)Beauty and Grace)进入了第二等的高金奖组(进入了第二等的高金奖组(进入了第二等的高金奖组(进入了第二等的高金奖组(High High High High 

Gold Champion), Gold Champion), Gold Champion), Gold Champion), 并入围娱乐挑战者决赛(并入围娱乐挑战者决赛(并入围娱乐挑战者决赛(并入围娱乐挑战者决赛(Entertainment Chal-Entertainment Chal-Entertainment Chal-Entertainment Chal-

lenge Showdown contender)lenge Showdown contender)lenge Showdown contender)lenge Showdown contender)，，，，在比赛现场得到第二次表演机会在比赛现场得到第二次表演机会在比赛现场得到第二次表演机会在比赛现场得到第二次表演机会。。。。    

    长城中文学校的小木兰舞蹈团是由纪老师舞蹈大班的学生们组    长城中文学校的小木兰舞蹈团是由纪老师舞蹈大班的学生们组    长城中文学校的小木兰舞蹈团是由纪老师舞蹈大班的学生们组    长城中文学校的小木兰舞蹈团是由纪老师舞蹈大班的学生们组

成的一个舞蹈团成的一个舞蹈团成的一个舞蹈团成的一个舞蹈团。。。。其中最小的其中最小的其中最小的其中最小的12121212岁岁岁岁，，，，最大的最大的最大的最大的16161616岁岁岁岁。。。。她们不仅活跃在她们不仅活跃在她们不仅活跃在她们不仅活跃在

长城中文学校的舞台上长城中文学校的舞台上长城中文学校的舞台上长城中文学校的舞台上，，，，也活跃在费城地区各种文化活动和节日庆也活跃在费城地区各种文化活动和节日庆也活跃在费城地区各种文化活动和节日庆也活跃在费城地区各种文化活动和节日庆

祝活动中祝活动中祝活动中祝活动中。。。。她们演出的民族舞和古典舞为观众们带来了节日的欢乐她们演出的民族舞和古典舞为观众们带来了节日的欢乐她们演出的民族舞和古典舞为观众们带来了节日的欢乐她们演出的民族舞和古典舞为观众们带来了节日的欢乐

和美的享受和美的享受和美的享受和美的享受，，，，获得很高的评价获得很高的评价获得很高的评价获得很高的评价，，，，经常是唯一受邀的中文学校舞蹈经常是唯一受邀的中文学校舞蹈经常是唯一受邀的中文学校舞蹈经常是唯一受邀的中文学校舞蹈

团团团团。。。。本次参加本次参加本次参加本次参加IDCIDCIDCIDC的舞蹈大赛是她们第一次参加舞蹈比赛的舞蹈大赛是她们第一次参加舞蹈比赛的舞蹈大赛是她们第一次参加舞蹈比赛的舞蹈大赛是她们第一次参加舞蹈比赛。。。。看来她看来她看来她看来她

们的舞蹈不但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们的舞蹈不但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们的舞蹈不但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们的舞蹈不但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也得到了舞蹈专家们的认可也得到了舞蹈专家们的认可也得到了舞蹈专家们的认可也得到了舞蹈专家们的认可！！！！

在<<秀色>>演出后的几分钟里在<<秀色>>演出后的几分钟里在<<秀色>>演出后的几分钟里在<<秀色>>演出后的几分钟里，，，，IDCIDCIDCIDC在在在在FacebookFacebookFacebookFacebook发表了这样的评价:发表了这样的评价:发表了这样的评价:发表了这样的评价:

““““The dancing in LAKEWOOD, NJ this weekend has been the The dancing in LAKEWOOD, NJ this weekend has been the The dancing in LAKEWOOD, NJ this weekend has been the The dancing in LAKEWOOD, NJ this weekend has been the 

perfect example of "Beauty and Grace"!perfect example of "Beauty and Grace"!perfect example of "Beauty and Grace"!perfect example of "Beauty and Grace"!””””。。。。    

    IDC    IDC    IDC    IDC舞蹈比赛始于舞蹈比赛始于舞蹈比赛始于舞蹈比赛始于1998199819981998，，，，它的宗旨是它的宗旨是它的宗旨是它的宗旨是““““Setting the global Setting the global Setting the global Setting the global 

standard in dance competitionsstandard in dance competitionsstandard in dance competitionsstandard in dance competitions””””。。。。参赛的大多都是近专业水平参赛的大多都是近专业水平参赛的大多都是近专业水平参赛的大多都是近专业水平

的的的的Dance StudioDance StudioDance StudioDance Studio或个人,或个人,或个人,或个人,14141414年来参赛人数逐年增加年来参赛人数逐年增加年来参赛人数逐年增加年来参赛人数逐年增加，，，，在全美享有很在全美享有很在全美享有很在全美享有很

高的声誉高的声誉高的声誉高的声誉。。。。今年分布全美各州一共有今年分布全美各州一共有今年分布全美各州一共有今年分布全美各州一共有29292929个分赛区个分赛区个分赛区个分赛区。。。。本次参加新泽西本次参加新泽西本次参加新泽西本次参加新泽西

赛区的有赛区的有赛区的有赛区的有230230230230多个舞蹈多个舞蹈多个舞蹈多个舞蹈。。。。参赛的舞蹈有古典芭蕾参赛的舞蹈有古典芭蕾参赛的舞蹈有古典芭蕾参赛的舞蹈有古典芭蕾、、、、现代芭蕾现代芭蕾现代芭蕾现代芭蕾、、、、爵士爵士爵士爵士

舞舞舞舞、、、、踢踏舞踢踏舞踢踏舞踢踏舞、、、、现代舞和民族舞等现代舞和民族舞等现代舞和民族舞等现代舞和民族舞等。。。。每个舞蹈通过评分决定将进入的每个舞蹈通过评分决定将进入的每个舞蹈通过评分决定将进入的每个舞蹈通过评分决定将进入的

奖组奖组奖组奖组。。。。评委全部是美国人评委全部是美国人评委全部是美国人评委全部是美国人。。。。长城中文学校小木兰舞蹈团的参赛类别长城中文学校小木兰舞蹈团的参赛类别长城中文学校小木兰舞蹈团的参赛类别长城中文学校小木兰舞蹈团的参赛类别

是青年组的大型民族舞是青年组的大型民族舞是青年组的大型民族舞是青年组的大型民族舞, , , , 她们是参赛者中唯一的华人舞蹈团(更确她们是参赛者中唯一的华人舞蹈团(更确她们是参赛者中唯一的华人舞蹈团(更确她们是参赛者中唯一的华人舞蹈团(更确

切的地说只是一个周日舞蹈班), 她们对于美国评委能否看懂并欣切的地说只是一个周日舞蹈班), 她们对于美国评委能否看懂并欣切的地说只是一个周日舞蹈班), 她们对于美国评委能否看懂并欣切的地说只是一个周日舞蹈班), 她们对于美国评委能否看懂并欣

赏传统的中国舞蹈以及能否得到决赛资格没有一点把握赏传统的中国舞蹈以及能否得到决赛资格没有一点把握赏传统的中国舞蹈以及能否得到决赛资格没有一点把握赏传统的中国舞蹈以及能否得到决赛资格没有一点把握。。。。所以自从所以自从所以自从所以自从

长城中文学校小木兰舞蹈团在舞蹈长城中文学校小木兰舞蹈团在舞蹈长城中文学校小木兰舞蹈团在舞蹈长城中文学校小木兰舞蹈团在舞蹈比赛比赛比赛比赛中初赛告捷中初赛告捷中初赛告捷中初赛告捷、、、、成绩喜人成绩喜人成绩喜人成绩喜人！！！！刘春鸿报道  刘春鸿报道  刘春鸿报道  刘春鸿报道  辜辜辜辜晓晓晓晓  郑建平摄影郑建平摄影郑建平摄影郑建平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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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俏花旦>>表演者(左起):前排:<<俏花旦>>表演者(左起):前排:<<俏花旦>>表演者(左起):前排:<<俏花旦>>表演者(左起):前排:Janet Wu, Merry Gu, Annie Xu, Janet Wu, Merry Gu, Annie Xu, Janet Wu, Merry Gu, Annie Xu, Janet Wu, Merry Gu, Annie Xu, 

Sophia Ling Sophia Ling Sophia Ling Sophia Ling 中排: 中排: 中排: 中排: Helen Qi, Molly Wu, Melissa ZhengHelen Qi, Molly Wu, Melissa ZhengHelen Qi, Molly Wu, Melissa ZhengHelen Qi, Molly Wu, Melissa Zheng    

后排: 后排: 后排: 后排: Veronica Lu, Alice Wu, Kandra Fang, Anne Shen             Veronica Lu, Alice Wu, Kandra Fang, Anne Shen             Veronica Lu, Alice Wu, Kandra Fang, Anne Shen             Veronica Lu, Alice Wu, Kandra Fang, Anne 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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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on Yuan Aaron Yuan Aaron Yuan Aaron Yuan 鹏鹏鹏鹏    

                现现现现 ____ 年年年年，，，， 个乐个乐个乐个乐高高高高（（（（LegoLegoLegoLego））））设计师设计师设计师设计师。。。。

乐乐乐乐高 具高 具高 具高 具设计师设计师设计师设计师 为为为为 真真真真 欢乐欢乐欢乐欢乐高高高高。。。。 刚发刚发刚发刚发 种种种种 乐乐乐乐

高 具高 具高 具高 具。。。。这种这种这种这种 具可 己具可 己具可 己具可 己发发发发光光光光。。。。你你你你可可可可 它它它它 来乐来乐来乐来乐高高高高飞飞飞飞

机机机机，，，，乐乐乐乐高高高高 车车车车 乐乐乐乐高汽高汽高汽高汽车车车车。。。。    

    

Aaron Zhu Aaron Zhu Aaron Zhu Aaron Zhu 朱明钰朱明钰朱明钰朱明钰    

    二十多年后我要买一个很大的家    二十多年后我要买一个很大的家    二十多年后我要买一个很大的家    二十多年后我要买一个很大的家。。。。我还要买一个狗我还要买一个狗我还要买一个狗我还要买一个狗。。。。我我我我

要做个小提琴家要做个小提琴家要做个小提琴家要做个小提琴家。。。。我会画很多画儿我会画很多画儿我会画很多画儿我会画很多画儿。。。。我还要买一个很大的我还要买一个很大的我还要买一个很大的我还要买一个很大的

车车车车。。。。我的家里还有很多沙发我的家里还有很多沙发我的家里还有很多沙发我的家里还有很多沙发。。。。我会有很好的生活我会有很好的生活我会有很好的生活我会有很好的生活。。。。    

    

Justin Bi Justin Bi Justin Bi Justin Bi 毕其佳毕其佳毕其佳毕其佳    

    二十年之后我就二十七岁了    二十年之后我就二十七岁了    二十年之后我就二十七岁了    二十年之后我就二十七岁了。。。。我已经长得很大我已经长得很大我已经长得很大我已经长得很大，，，，也很也很也很也很

高高高高，，，，我有自己的家我有自己的家我有自己的家我有自己的家。。。。我是一个医生我是一个医生我是一个医生我是一个医生，，，，在医院里给人看病在医院里给人看病在医院里给人看病在医院里给人看病。。。。    

    

3D 3D 3D 3D     

    

Catherine  Catherine  Catherine  Catherine  万明昱万明昱万明昱万明昱    

    二十年以后我二十八岁了    二十年以后我二十八岁了    二十年以后我二十八岁了    二十年以后我二十八岁了，，，，我五年前从大学里毕业我五年前从大学里毕业我五年前从大学里毕业我五年前从大学里毕业。。。。我我我我

在一个中学里工作在一个中学里工作在一个中学里工作在一个中学里工作，，，，我是一个画画老师我是一个画画老师我是一个画画老师我是一个画画老师。。。。这里的孩子们正在这里的孩子们正在这里的孩子们正在这里的孩子们正在

青春期青春期青春期青春期，，，，都很自我都很自我都很自我都很自我。。。。但是他们对我都很好但是他们对我都很好但是他们对我都很好但是他们对我都很好。。。。    

    我现在养了两只猫    我现在养了两只猫    我现在养了两只猫    我现在养了两只猫。。。。我结婚五个月我结婚五个月我结婚五个月我结婚五个月，，，，肚子里的小宝宝很肚子里的小宝宝很肚子里的小宝宝很肚子里的小宝宝很

不高兴不高兴不高兴不高兴，，，，因为她很想要出来因为她很想要出来因为她很想要出来因为她很想要出来。。。。    

    我有空的时候    我有空的时候    我有空的时候    我有空的时候，，，，就和猫咪们读书就和猫咪们读书就和猫咪们读书就和猫咪们读书。。。。吃完饭吃完饭吃完饭吃完饭，，，，我们会出去我们会出去我们会出去我们会出去

散歩散歩散歩散歩。。。。周末时我们去买食物周末时我们去买食物周末时我们去买食物周末时我们去买食物，，，，和小宝宝的东西和小宝宝的东西和小宝宝的东西和小宝宝的东西。。。。小宝宝好像小宝宝好像小宝宝好像小宝宝好像

知道是给她买东西知道是给她买东西知道是给她买东西知道是给她买东西，，，，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在肚子里闹来闹去在肚子里闹来闹去在肚子里闹来闹去在肚子里闹来闹去。。。。然后我们然后我们然后我们然后我们

一起去公园玩一起去公园玩一起去公园玩一起去公园玩。。。。    

    这就是二十年后的我    这就是二十年后的我    这就是二十年后的我    这就是二十年后的我。。。。    

    

Charlie Chen Charlie Chen Charlie Chen Charlie Chen 陈查理陈查理陈查理陈查理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我二十七岁我二十七岁我二十七岁我二十七岁。。。。我是一个天文物理学我是一个天文物理学我是一个天文物理学我是一个天文物理学

家家家家。。。。我在一个大学里做研究工作我在一个大学里做研究工作我在一个大学里做研究工作我在一个大学里做研究工作，，，，就像就像就像就像《《《《生活大爆炸生活大爆炸生活大爆炸生活大爆炸》》》》里的里的里的里的

RajRajRajRaj一样一样一样一样。。。。但是我可以跟女孩儿说话但是我可以跟女孩儿说话但是我可以跟女孩儿说话但是我可以跟女孩儿说话，，，，而且我不是印度人而且我不是印度人而且我不是印度人而且我不是印度人，，，，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我已经结婚了    我已经结婚了    我已经结婚了    我已经结婚了。。。。我妻子在家里带孩子我妻子在家里带孩子我妻子在家里带孩子我妻子在家里带孩子，，，，她每天送孩子去她每天送孩子去她每天送孩子去她每天送孩子去

学校学校学校学校。。。。我的孩子叫陈超然我的孩子叫陈超然我的孩子叫陈超然我的孩子叫陈超然。。。。他会打冰球和弹钢琴他会打冰球和弹钢琴他会打冰球和弹钢琴他会打冰球和弹钢琴。。。。现在陈超现在陈超现在陈超现在陈超

然在弹钢琴然在弹钢琴然在弹钢琴然在弹钢琴。。。。我在看星星我在看星星我在看星星我在看星星。。。。我找到了一个新的星星我找到了一个新的星星我找到了一个新的星星我找到了一个新的星星。。。。我还没我还没我还没我还没

想好管这个新的星星叫什么名字想好管这个新的星星叫什么名字想好管这个新的星星叫什么名字想好管这个新的星星叫什么名字。。。。如果可以如果可以如果可以如果可以，，，，我想让这个新我想让这个新我想让这个新我想让这个新

星星以我的名字命名星星以我的名字命名星星以我的名字命名星星以我的名字命名：：：：陈查理星陈查理星陈查理星陈查理星。。。。    

    孩子睡觉以后    孩子睡觉以后    孩子睡觉以后    孩子睡觉以后，，，，我还要看一会儿星星我还要看一会儿星星我还要看一会儿星星我还要看一会儿星星。。。。我的生活很忙我的生活很忙我的生活很忙我的生活很忙，，，，

也很快乐也很快乐也很快乐也很快乐，，，，因为我是一个亿万富翁因为我是一个亿万富翁因为我是一个亿万富翁因为我是一个亿万富翁。。。。我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科我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科我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科我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科

学家学家学家学家。。。。    

    

                                            ((((转转转转 页页页页))))    

 

三年级学生习作  三年级学生习作  三年级学生习作  三年级学生习作  <<<<<<<<二十年后的我二十年后的我二十年后的我二十年后的我>>>>>>>>                                                                                    导教师导教师导教师导教师  东飞东飞东飞东飞    

3C 3C 3C 3C 班班班班    

    

刘良华刘良华刘良华刘良华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我在家里的计算机上写我的新我在家里的计算机上写我的新我在家里的计算机上写我的新我在家里的计算机上写我的新

书书书书。。。。休息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我走到院子里我走到院子里我走到院子里我走到院子里，，，，打开信箱打开信箱打开信箱打开信箱，，，，里面有三封里面有三封里面有三封里面有三封

出版社寄来的信出版社寄来的信出版社寄来的信出版社寄来的信。。。。他们都希望看到我最新写的书他们都希望看到我最新写的书他们都希望看到我最新写的书他们都希望看到我最新写的书。。。。我回绝我回绝我回绝我回绝

了了了了。。。。之后之后之后之后，，，，我切断电话线我切断电话线我切断电话线我切断电话线，，，，不希望外界打扰我不希望外界打扰我不希望外界打扰我不希望外界打扰我。。。。等我专心等我专心等我专心等我专心

地写完了我的新书地写完了我的新书地写完了我的新书地写完了我的新书，，，，连上电话线连上电话线连上电话线连上电话线，，，，发现已经有八条留言发现已经有八条留言发现已经有八条留言发现已经有八条留言。。。。

其中六个电话是我的书迷打来的其中六个电话是我的书迷打来的其中六个电话是我的书迷打来的其中六个电话是我的书迷打来的，，，，两个是出版社打来的两个是出版社打来的两个是出版社打来的两个是出版社打来的。。。。

我最后将新书寄给了一家我喜欢的出版社我最后将新书寄给了一家我喜欢的出版社我最后将新书寄给了一家我喜欢的出版社我最后将新书寄给了一家我喜欢的出版社。。。。这就是我作为这就是我作为这就是我作为这就是我作为

一名著名作家的生活一名著名作家的生活一名著名作家的生活一名著名作家的生活。。。。    

    

Emma Kang Emma Kang Emma Kang Emma Kang 亢梦梅亢梦梅亢梦梅亢梦梅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我二十八岁了我二十八岁了我二十八岁了我二十八岁了，，，，是一个大学老是一个大学老是一个大学老是一个大学老

师师师师。。。。我在哈佛大学教数学我在哈佛大学教数学我在哈佛大学教数学我在哈佛大学教数学。。。。我是一个亿万富婆我是一个亿万富婆我是一个亿万富婆我是一个亿万富婆。。。。我有两个我有两个我有两个我有两个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大的读一年级大的读一年级大的读一年级大的读一年级，，，，小的在幼儿园小的在幼儿园小的在幼儿园小的在幼儿园。。。。我每天开车带小的我每天开车带小的我每天开车带小的我每天开车带小的

去幼儿园去幼儿园去幼儿园去幼儿园。。。。我还有一个小狗我还有一个小狗我还有一个小狗我还有一个小狗。。。。我的生活很开心我的生活很开心我的生活很开心我的生活很开心。。。。    

    

Anran Liao  Anran Liao  Anran Liao  Anran Liao  廖安然廖安然廖安然廖安然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我二十八岁我二十八岁我二十八岁我二十八岁，，，，我是一名兽医我是一名兽医我是一名兽医我是一名兽医。。。。我我我我

每天给小动物们看病每天给小动物们看病每天给小动物们看病每天给小动物们看病。。。。我的病人有狗我的病人有狗我的病人有狗我的病人有狗，，，，猫猫猫猫，，，，仓鼠仓鼠仓鼠仓鼠， ， ， ， 鱼鱼鱼鱼，，，，鹦鹦鹦鹦

鹉鹉鹉鹉，，，，兔子和其他小动物兔子和其他小动物兔子和其他小动物兔子和其他小动物。 。 。 。 下班回家后下班回家后下班回家后下班回家后，，，，我先做饭我先做饭我先做饭我先做饭，，，，吃完饭吃完饭吃完饭吃完饭

后休息一会儿就去跑步后休息一会儿就去跑步后休息一会儿就去跑步后休息一会儿就去跑步， ， ， ， 溜我的狗溜我的狗溜我的狗溜我的狗，，，，然后回来给它洗个然后回来给它洗个然后回来给它洗个然后回来给它洗个

澡澡澡澡，，，，还给它吃骨头 还给它吃骨头 还给它吃骨头 还给它吃骨头 。。。。周末我有时去买东西周末我有时去买东西周末我有时去买东西周末我有时去买东西，，，，有时我到厨房有时我到厨房有时我到厨房有时我到厨房

做馒头做馒头做馒头做馒头。。。。    

    

Andrew Wu Andrew Wu Andrew Wu Andrew Wu 伍宇超伍宇超伍宇超伍宇超    

   现在是   现在是   现在是   现在是2032203220322032年年年年，，，，我是一个我是一个我是一个我是一个NBANBANBANBA篮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我跑得很我跑得很我跑得很我跑得很

快快快快。。。。当我的队友抢到篮板球当我的队友抢到篮板球当我的队友抢到篮板球当我的队友抢到篮板球，，，，我可以跑到对方篮下我可以跑到对方篮下我可以跑到对方篮下我可以跑到对方篮下，，，，然后然后然后然后

队友就可以传球给我队友就可以传球给我队友就可以传球给我队友就可以传球给我。。。。如果没有对方队员在我前面如果没有对方队员在我前面如果没有对方队员在我前面如果没有对方队员在我前面，，，，我就我就我就我就

可以上篮可以上篮可以上篮可以上篮；；；；如果有对方队员如果有对方队员如果有对方队员如果有对方队员，，，，我可以造他犯规我可以造他犯规我可以造他犯规我可以造他犯规，，，，然后我可然后我可然后我可然后我可

以罚球以罚球以罚球以罚球。。。。我是一个非常好的篮球运动员我是一个非常好的篮球运动员我是一个非常好的篮球运动员我是一个非常好的篮球运动员。。。。    

    

Amy Huang Amy Huang Amy Huang Amy Huang 黄秋晨黄秋晨黄秋晨黄秋晨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我是一名中学老师我是一名中学老师我是一名中学老师我是一名中学老师。。。。学生们刚刚学生们刚刚学生们刚刚学生们刚刚

完成一次考试完成一次考试完成一次考试完成一次考试，，，，我在给他们评分我在给他们评分我在给他们评分我在给他们评分。。。。我很高兴因为他们都取我很高兴因为他们都取我很高兴因为他们都取我很高兴因为他们都取

得了很好成绩得了很好成绩得了很好成绩得了很好成绩，，，，说明每一位学生都认真地听了我讲的的说明每一位学生都认真地听了我讲的的说明每一位学生都认真地听了我讲的的说明每一位学生都认真地听了我讲的的

课课课课，，，，并且付出了他们的努力并且付出了他们的努力并且付出了他们的努力并且付出了他们的努力。。。。    

    

Jasmine Li Jasmine Li Jasmine Li Jasmine Li 李丹丹李丹丹李丹丹李丹丹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我是一个动物医生我是一个动物医生我是一个动物医生我是一个动物医生。。。。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一一一一

个人给我打电话个人给我打电话个人给我打电话个人给我打电话，，，，她说她说她说她说：：：：““““我的猫病了我的猫病了我的猫病了我的猫病了，，，，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不喝不喝不喝不喝。。。。””””

我说我说我说我说““““它需要打针它需要打针它需要打针它需要打针。。。。打了针打了针打了针打了针，，，，回家给它吃一点儿药就会好回家给它吃一点儿药就会好回家给它吃一点儿药就会好回家给它吃一点儿药就会好

了了了了。。。。””””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很喜欢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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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yson Cliggett Bryson Cliggett Bryson Cliggett Bryson Cliggett 森林 森林 森林 森林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我三十我三十我三十我三十

了了了了。 。 。 。 我是一个儿科医生我是一个儿科医生我是一个儿科医生我是一个儿科医生。 。 。 。 我在宾我在宾我在宾我在宾

州大学付属儿科医院工作州大学付属儿科医院工作州大学付属儿科医院工作州大学付属儿科医院工作。 。 。 。 小孩小孩小孩小孩

子生病的话子生病的话子生病的话子生病的话，，，，我就帮助他们我就帮助他们我就帮助他们我就帮助他们。。。。小孩小孩小孩小孩

子都喜欢我子都喜欢我子都喜欢我子都喜欢我。 。 。 。 我喜欢我的工作因我喜欢我的工作因我喜欢我的工作因我喜欢我的工作因

为我喜欢帮助人为我喜欢帮助人为我喜欢帮助人为我喜欢帮助人。。。。我的工作也很有我的工作也很有我的工作也很有我的工作也很有

趣趣趣趣。。。。我有机会使用个种个样的仪器我有机会使用个种个样的仪器我有机会使用个种个样的仪器我有机会使用个种个样的仪器。 。 。 。 我是一个很好的医我是一个很好的医我是一个很好的医我是一个很好的医

生生生生！！！！    

    

YayaWang  王丫丫王丫丫王丫丫王丫丫    

    在二零三二年我二十八岁了    在二零三二年我二十八岁了    在二零三二年我二十八岁了    在二零三二年我二十八岁了。。。。我是一个外科医生我是一个外科医生我是一个外科医生我是一个外科医生。。。。现在现在现在现在

我在上班儿, 正在找治疗癌症和我在上班儿, 正在找治疗癌症和我在上班儿, 正在找治疗癌症和我在上班儿, 正在找治疗癌症和H1N1 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每天我在六每天我在六每天我在六每天我在六

点起床点起床点起床点起床，，，，七点到医院七点到医院七点到医院七点到医院。。。。然后我做手术到十一点然后我做手术到十一点然后我做手术到十一点然后我做手术到十一点。。。。下午我帮助下午我帮助下午我帮助下午我帮助

实习医生做手术实习医生做手术实习医生做手术实习医生做手术。。。。这是很忙很累的一天这是很忙很累的一天这是很忙很累的一天这是很忙很累的一天。。。。可是看到我的病人可是看到我的病人可是看到我的病人可是看到我的病人

治好了治好了治好了治好了，，，，我就很开心我就很开心我就很开心我就很开心。。。。    

    

Maria Karakousis 雅雅雅雅雅雅雅雅    

    到了二零三二年, 我将做为一名律师在纽约工作, 并且    到了二零三二年, 我将做为一名律师在纽约工作, 并且    到了二零三二年, 我将做为一名律师在纽约工作, 并且    到了二零三二年, 我将做为一名律师在纽约工作, 并且

享受着纽约众多的公园和博物馆享受着纽约众多的公园和博物馆享受着纽约众多的公园和博物馆享受着纽约众多的公园和博物馆。。。。但是我明白我现在必需努但是我明白我现在必需努但是我明白我现在必需努但是我明白我现在必需努

力学习, 将来才会过上我想要的生活.力学习, 将来才会过上我想要的生活.力学习, 将来才会过上我想要的生活.力学习, 将来才会过上我想要的生活.    

    

Connie Zhang  张佳妮张佳妮张佳妮张佳妮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我以经二十七岁了我以经二十七岁了我以经二十七岁了我以经二十七岁了。。。。我是一个兽我是一个兽我是一个兽我是一个兽

医医医医。。。。我有两条狗和一只猫我有两条狗和一只猫我有两条狗和一只猫我有两条狗和一只猫。。。。我仍然住在费城我仍然住在费城我仍然住在费城我仍然住在费城。。。。我会照顾生病我会照顾生病我会照顾生病我会照顾生病

的动物的动物的动物的动物，，，，给它们打针和吃药给它们打针和吃药给它们打针和吃药给它们打针和吃药。。。。我还给没有生病的动物检查身我还给没有生病的动物检查身我还给没有生病的动物检查身我还给没有生病的动物检查身

体体体体。。。。我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喜欢动物我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喜欢动物我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喜欢动物我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喜欢动物。。。。工作以后工作以后工作以后工作以后，，，，我又骑一我又骑一我又骑一我又骑一

会儿马会儿马会儿马会儿马。。。。最后最后最后最后，，，，我吃完饭再溜狗我吃完饭再溜狗我吃完饭再溜狗我吃完饭再溜狗。。。。    

    

Sofia Zheng 王宝宝王宝宝王宝宝王宝宝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我二十九岁了我二十九岁了我二十九岁了我二十九岁了，，，，是一名牙医是一名牙医是一名牙医是一名牙医。。。。我很我很我很我很

喜欢这个工作喜欢这个工作喜欢这个工作喜欢这个工作，，，，因为可以帮助病人消除他们的病痛因为可以帮助病人消除他们的病痛因为可以帮助病人消除他们的病痛因为可以帮助病人消除他们的病痛，，，，清洁牙清洁牙清洁牙清洁牙

齿齿齿齿，，，，去除虫牙去除虫牙去除虫牙去除虫牙。。。。同时我还是美容大使同时我还是美容大使同时我还是美容大使同时我还是美容大使。。。。    

    

Andrew Wang Andrew Wang Andrew Wang Andrew Wang 王海天王海天王海天王海天    

    今天是星期天    今天是星期天    今天是星期天    今天是星期天，，，，我不用去公司上班我不用去公司上班我不用去公司上班我不用去公司上班，，，，可以睡个懒觉可以睡个懒觉可以睡个懒觉可以睡个懒觉。。。。    

    我是一个编写游戏的工程师    我是一个编写游戏的工程师    我是一个编写游戏的工程师    我是一个编写游戏的工程师，，，，我的工作非常有趣我的工作非常有趣我的工作非常有趣我的工作非常有趣，，，，当我当我当我当我

完成一个项目完成一个项目完成一个项目完成一个项目，，，，我总是为我自己感到非常骄傲我总是为我自己感到非常骄傲我总是为我自己感到非常骄傲我总是为我自己感到非常骄傲。。。。    

    我的车出了点问题    我的车出了点问题    我的车出了点问题    我的车出了点问题，，，，我得去把它修好我得去把它修好我得去把它修好我得去把它修好。。。。我还要去买点我还要去买点我还要去买点我还要去买点

菜菜菜菜。。。。射击和射箭是我最喜欢的运动射击和射箭是我最喜欢的运动射击和射箭是我最喜欢的运动射击和射箭是我最喜欢的运动，，，，我打算去训练馆锻炼我打算去训练馆锻炼我打算去训练馆锻炼我打算去训练馆锻炼2222

个个个个小小小小时时时时。。。。    

       看       看       看       看来来来来我又要我又要我又要我又要过过过过一一一一个个个个忙碌的星期天了忙碌的星期天了忙碌的星期天了忙碌的星期天了。。。。    

    

 

Jade Zhu Jade Zhu Jade Zhu Jade Zhu 朱文钰朱文钰朱文钰朱文钰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我已经二十八岁了我已经二十八岁了我已经二十八岁了我已经二十八岁了！！！！我送我的三我送我的三我送我的三我送我的三

个孩子去中文学校个孩子去中文学校个孩子去中文学校个孩子去中文学校。。。。他们非常盼望新学期的开学他们非常盼望新学期的开学他们非常盼望新学期的开学他们非常盼望新学期的开学。。。。    

    我在实验室工作    我在实验室工作    我在实验室工作    我在实验室工作，，，，研究岩石研究岩石研究岩石研究岩石，，，，我是一位地质学家我是一位地质学家我是一位地质学家我是一位地质学家。。。。我我我我

的孩子们非常喜欢在实验室帮助我的孩子们非常喜欢在实验室帮助我的孩子们非常喜欢在实验室帮助我的孩子们非常喜欢在实验室帮助我，，，，也喜欢帮我找岩石也喜欢帮我找岩石也喜欢帮我找岩石也喜欢帮我找岩石。 。 。 。     

    我的先生是一位数学教授    我的先生是一位数学教授    我的先生是一位数学教授    我的先生是一位数学教授。。。。他很喜欢数学他很喜欢数学他很喜欢数学他很喜欢数学，，，，并且很擅并且很擅并且很擅并且很擅

长长长长。。。。他还是一位天才的厨师他还是一位天才的厨师他还是一位天才的厨师他还是一位天才的厨师，，，，给我们全家做饭给我们全家做饭给我们全家做饭给我们全家做饭。。。。    

    我妈妈是六十六岁的老妇人了    我妈妈是六十六岁的老妇人了    我妈妈是六十六岁的老妇人了    我妈妈是六十六岁的老妇人了，，，，她还很健康并且每天她还很健康并且每天她还很健康并且每天她还很健康并且每天

锻炼锻炼锻炼锻炼！！！！我的爸爸已经六十八岁了我的爸爸已经六十八岁了我的爸爸已经六十八岁了我的爸爸已经六十八岁了，，，，也很健康也很健康也很健康也很健康。。。。他和我妈妈他和我妈妈他和我妈妈他和我妈妈

住在一个非常大的房子里住在一个非常大的房子里住在一个非常大的房子里住在一个非常大的房子里。。。。    

我会永远享受我的生活我会永远享受我的生活我会永远享受我的生活我会永远享受我的生活！！！！    

    

Guanjie Cheng Guanjie Cheng Guanjie Cheng Guanjie Cheng 程冠捷程冠捷程冠捷程冠捷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我二十九岁我二十九岁我二十九岁我二十九岁，，，，是一名机器人工程是一名机器人工程是一名机器人工程是一名机器人工程

师师师师。。。。我正在制作一个新的机器人我正在制作一个新的机器人我正在制作一个新的机器人我正在制作一个新的机器人。。。。它能去火山和雪山探它能去火山和雪山探它能去火山和雪山探它能去火山和雪山探

险险险险，，，，还能带回来样品做研究还能带回来样品做研究还能带回来样品做研究还能带回来样品做研究。。。。我喜欢这个工作我喜欢这个工作我喜欢这个工作我喜欢这个工作。。。。    

    

Philip Gao Philip Gao Philip Gao Philip Gao 高杨俊仁高杨俊仁高杨俊仁高杨俊仁    

    二零三二年我将满二十八岁    二零三二年我将满二十八岁    二零三二年我将满二十八岁    二零三二年我将满二十八岁。。。。我将会长到六尺三寸我将会长到六尺三寸我将会长到六尺三寸我将会长到六尺三寸

高高高高。。。。我完成了我的大学教育我完成了我的大学教育我完成了我的大学教育我完成了我的大学教育，，，，成为了一名执照律师成为了一名执照律师成为了一名执照律师成为了一名执照律师。。。。同时同时同时同时

我还在大学里教书我还在大学里教书我还在大学里教书我还在大学里教书。。。。我将当选美国总统我将当选美国总统我将当选美国总统我将当选美国总统。。。。我会访问很多的我会访问很多的我会访问很多的我会访问很多的

国家国家国家国家，，，，还会使中国和美国成为最好朋友还会使中国和美国成为最好朋友还会使中国和美国成为最好朋友还会使中国和美国成为最好朋友。。。。我会致力于世界我会致力于世界我会致力于世界我会致力于世界

和平的事业和平的事业和平的事业和平的事业。。。。我要停止战争我要停止战争我要停止战争我要停止战争，，，，说服人们爱护和平说服人们爱护和平说服人们爱护和平说服人们爱护和平。。。。    

    我将有很多很多好朋友    我将有很多很多好朋友    我将有很多很多好朋友    我将有很多很多好朋友。。。。我会常常和他们一起打球或我会常常和他们一起打球或我会常常和他们一起打球或我会常常和他们一起打球或

进行其他体育活动进行其他体育活动进行其他体育活动进行其他体育活动。。。。比如高尔夫球比如高尔夫球比如高尔夫球比如高尔夫球，，，，网球网球网球网球，，，，羽毛球羽毛球羽毛球羽毛球，，，，棒棒棒棒

球球球球，，，，排球排球排球排球，，，，保龄球保龄球保龄球保龄球，，，，和游泳和游泳和游泳和游泳。。。。我会经常回家看望爸爸妈我会经常回家看望爸爸妈我会经常回家看望爸爸妈我会经常回家看望爸爸妈

妈妈妈妈。。。。我还会去看望我的哥哥高杨宇龙我还会去看望我的哥哥高杨宇龙我还会去看望我的哥哥高杨宇龙我还会去看望我的哥哥高杨宇龙。。。。他有一个太太他有一个太太他有一个太太他有一个太太，，，，和和和和

两个小孩两个小孩两个小孩两个小孩。。。。我的哥哥一家和我的爸爸妈妈住得很近我的哥哥一家和我的爸爸妈妈住得很近我的哥哥一家和我的爸爸妈妈住得很近我的哥哥一家和我的爸爸妈妈住得很近。。。。    

    我和我的朋友们有时候会一起看电视    我和我的朋友们有时候会一起看电视    我和我的朋友们有时候会一起看电视    我和我的朋友们有时候会一起看电视，，，，也会一起读书也会一起读书也会一起读书也会一起读书

和学习和学习和学习和学习。。。。我学了多年的钢琴我学了多年的钢琴我学了多年的钢琴我学了多年的钢琴。。。。我将会继续练习我的钢琴演我将会继续练习我的钢琴演我将会继续练习我的钢琴演我将会继续练习我的钢琴演

技技技技。。。。我还将会有一些宠物我还将会有一些宠物我还将会有一些宠物我还将会有一些宠物，，，，一只猫叫一只猫叫一只猫叫一只猫叫““““小辉小辉小辉小辉””””，，，，一只狗叫一只狗叫一只狗叫一只狗叫

““““小步小步小步小步””””。。。。    

    到时我将会买一辆很大的奔驰轿车    到时我将会买一辆很大的奔驰轿车    到时我将会买一辆很大的奔驰轿车    到时我将会买一辆很大的奔驰轿车，，，，我最喜欢黄绿色我最喜欢黄绿色我最喜欢黄绿色我最喜欢黄绿色

的车的车的车的车。。。。我还会将买一栋大的房子我还会将买一栋大的房子我还会将买一栋大的房子我还会将买一栋大的房子。。。。我会买一些漂亮的家具我会买一些漂亮的家具我会买一些漂亮的家具我会买一些漂亮的家具

来装饰我的家里来装饰我的家里来装饰我的家里来装饰我的家里。。。。    

    我将会买一架新的私人飞机    我将会买一架新的私人飞机    我将会买一架新的私人飞机    我将会买一架新的私人飞机。。。。我的飞机会飞得很快我的飞机会飞得很快我的飞机会飞得很快我的飞机会飞得很快。。。。

只要两个小时便从美国飞到中国只要两个小时便从美国飞到中国只要两个小时便从美国飞到中国只要两个小时便从美国飞到中国。。。。我的飞机上有电视机和我的飞机上有电视机和我的飞机上有电视机和我的飞机上有电视机和

糖果糖果糖果糖果。。。。我还会把我的宠物放在飞机上我还会把我的宠物放在飞机上我还会把我的宠物放在飞机上我还会把我的宠物放在飞机上。。。。我会开飞机带我的我会开飞机带我的我会开飞机带我的我会开飞机带我的

爸爸妈妈和我的哥哥一家去中国看望我的外公外婆和奶爸爸妈妈和我的哥哥一家去中国看望我的外公外婆和奶爸爸妈妈和我的哥哥一家去中国看望我的外公外婆和奶爸爸妈妈和我的哥哥一家去中国看望我的外公外婆和奶

奶奶奶奶。。。。我要给我的他们很多礼物我要给我的他们很多礼物我要给我的他们很多礼物我要给我的他们很多礼物，，，，送他们一栋房子和一辆送他们一栋房子和一辆送他们一栋房子和一辆送他们一栋房子和一辆

车车车车。。。。回到美国后回到美国后回到美国后回到美国后，，，，我会先送我的爸爸妈妈会回家我会先送我的爸爸妈妈会回家我会先送我的爸爸妈妈会回家我会先送我的爸爸妈妈会回家。。。。再送我再送我再送我再送我

的哥哥一家回去的哥哥一家回去的哥哥一家回去的哥哥一家回去。。。。我再把飞机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再把飞机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再把飞机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再把飞机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被人破坏被人破坏被人破坏被人破坏。。。。之后我再开我的奔驰车回家之后我再开我的奔驰车回家之后我再开我的奔驰车回家之后我再开我的奔驰车回家。。。。把我的宠物也带把我的宠物也带把我的宠物也带把我的宠物也带

回家里回家里回家里回家里。。。。之后我将回到我的工作之后我将回到我的工作之后我将回到我的工作之后我将回到我的工作。。。。    

三年级学生习作  三年级学生习作  三年级学生习作  三年级学生习作  <<<<<<<<二十年后的我二十年后的我二十年后的我二十年后的我>>>>>>>>    ((((续上页续上页续上页续上页) ) ) )                 导教师导教师导教师导教师  东飞东飞东飞东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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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老师我当老师我当老师我当老师--------李凯杰李凯杰李凯杰李凯杰    

    三月十三日我们    三月十三日我们    三月十三日我们    三月十三日我们5555年级孟老师组织一个班级活动, 这活年级孟老师组织一个班级活动, 这活年级孟老师组织一个班级活动, 这活年级孟老师组织一个班级活动, 这活

动叫动叫动叫动叫““““我做小小中文老师我做小小中文老师我做小小中文老师我做小小中文老师””””。。。。在这个活动中在这个活动中在这个活动中在这个活动中，，，，我们假装自己我们假装自己我们假装自己我们假装自己

是老师, 要教同学们一个字是老师, 要教同学们一个字是老师, 要教同学们一个字是老师, 要教同学们一个字。 。 。 。 这个活动非常有趣这个活动非常有趣这个活动非常有趣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教的我教的我教的我教的

字是字是字是字是““““题题题题””””， ， ， ， 我说了拼音我说了拼音我说了拼音我说了拼音， ， ， ， 说了一个句子说了一个句子说了一个句子说了一个句子，，，，说了一个词说了一个词说了一个词说了一个词

语语语语，，，，还写了一些像还写了一些像还写了一些像还写了一些像““““题题题题””””的字的字的字的字。 。 。 。 这个活动让我们学到一些这个活动让我们学到一些这个活动让我们学到一些这个活动让我们学到一些

平时课堂上学不到东西. 第一平时课堂上学不到东西. 第一平时课堂上学不到东西. 第一平时课堂上学不到东西. 第一，，，，当老师不简单当老师不简单当老师不简单当老师不简单。。。。第二第二第二第二，，，，要做要做要做要做

个好学生个好学生个好学生个好学生。。。。我不是太好的老师我不是太好的老师我不是太好的老师我不是太好的老师，，，，但我要做好学生但我要做好学生但我要做好学生但我要做好学生。。。。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活活活活动动动动

很好玩很好玩很好玩很好玩， ， ， ， 我希望我我希望我我希望我我希望我们们们们能再做一次能再做一次能再做一次能再做一次。。。。    

    

我做中文小老师我做中文小老师我做中文小老师我做中文小老师--------张陆张陆张陆张陆    

    我们自学完第十一课    我们自学完第十一课    我们自学完第十一课    我们自学完第十一课《《《《普林此顿的老人普林此顿的老人普林此顿的老人普林此顿的老人》》》》的生字后的生字后的生字后的生字后，，，，我我我我

在中文课上当了一次小老师在中文课上当了一次小老师在中文课上当了一次小老师在中文课上当了一次小老师。。。。按孟老师的要求按孟老师的要求按孟老师的要求按孟老师的要求，，，，每个当老师每个当老师每个当老师每个当老师

的同学的同学的同学的同学，，，，都要站在讲台上讲一个中文字都要站在讲台上讲一个中文字都要站在讲台上讲一个中文字都要站在讲台上讲一个中文字。。。。要讲的字包括它的要讲的字包括它的要讲的字包括它的要讲的字包括它的

读音读音读音读音，，，，偏旁偏旁偏旁偏旁，，，，部首部首部首部首；；；；如何组词如何组词如何组词如何组词，，，，造句造句造句造句；；；；还有与它同音的字还有与它同音的字还有与它同音的字还有与它同音的字，，，，

都要讲出来都要讲出来都要讲出来都要讲出来。。。。我讲的字是我讲的字是我讲的字是我讲的字是：：：：““““相相相相””””就是照相机的就是照相机的就是照相机的就是照相机的““““相相相相””””。。。。它它它它

的读音是的读音是的读音是的读音是““““xiang”xiang”xiang”xiang”；；；；为为为为““““左右结构左右结构左右结构左右结构””””；；；；偏旁是偏旁是偏旁是偏旁是““““木木木木””””字字字字

旁旁旁旁。。。。可组成可组成可组成可组成：：：：相遇相遇相遇相遇，，，，照相照相照相照相，，，，两个词两个词两个词两个词。。。。我是这样造句的我是这样造句的我是这样造句的我是这样造句的：：：：我给我给我给我给

动物园里的河马照相了动物园里的河马照相了动物园里的河马照相了动物园里的河马照相了。。。。用用用用““““木木木木””””字旁可组成新字字旁可组成新字字旁可组成新字字旁可组成新字““““林林林林，，，，

柯柯柯柯””””。。。。它的同音字是它的同音字是它的同音字是它的同音字是““““象象象象””””或或或或““““像像像像””””。。。。我在讲这个字的时候我在讲这个字的时候我在讲这个字的时候我在讲这个字的时候

有点紧张有点紧张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同学们反映不是太好同学们反映不是太好同学们反映不是太好同学们反映不是太好。。。。因为我准备得不是很充因为我准备得不是很充因为我准备得不是很充因为我准备得不是很充

分分分分。。。。通过做中文小老师通过做中文小老师通过做中文小老师通过做中文小老师，，，，我最大的感受是我最大的感受是我最大的感受是我最大的感受是：：：：当一位中文教师当一位中文教师当一位中文教师当一位中文教师

并不简单并不简单并不简单并不简单。。。。    

    

 当小老师 当小老师 当小老师 当小老师    刘舒婷 刘舒婷 刘舒婷 刘舒婷 5555----CCCC    

我觉得当小老师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觉得当小老师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觉得当小老师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觉得当小老师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在这个活在这个活在这个活在这个活

动中我们通过教课动中我们通过教课动中我们通过教课动中我们通过教课，，，，知道了当老师不容易知道了当老师不容易知道了当老师不容易知道了当老师不容易。。。。当老师时当老师时当老师时当老师时，，，，要说要说要说要说

话很响话很响话很响话很响，，，，知道怎么写知道怎么写知道怎么写知道怎么写，，，，说说说说，，，，读读读读，，，，还有造句子还有造句子还有造句子还有造句子。。。。老师还需要准老师还需要准老师还需要准老师还需要准

备课堂上要教什么备课堂上要教什么备课堂上要教什么备课堂上要教什么。。。。我去教课时我去教课时我去教课时我去教课时，，，，感到很紧张感到很紧张感到很紧张感到很紧张，，，，因为我怕我因为我怕我因为我怕我因为我怕我

会把重要的事拉掉会把重要的事拉掉会把重要的事拉掉会把重要的事拉掉。。。。因为我在长城中文学校从来没当过老因为我在长城中文学校从来没当过老因为我在长城中文学校从来没当过老因为我在长城中文学校从来没当过老

师师师师，，，，而且我说话的嗓音很轻而且我说话的嗓音很轻而且我说话的嗓音很轻而且我说话的嗓音很轻。。。。还有我当着别的同学们教语文还有我当着别的同学们教语文还有我当着别的同学们教语文还有我当着别的同学们教语文

时讲话没有平常大方时讲话没有平常大方时讲话没有平常大方时讲话没有平常大方。。。。    

当小老师也好很玩当小老师也好很玩当小老师也好很玩当小老师也好很玩。。。。因为平时同学们听老师的话而因为平时同学们听老师的话而因为平时同学们听老师的话而因为平时同学们听老师的话而

不我听的话不我听的话不我听的话不我听的话。。。。这次这次这次这次，，，，我当了老师所以他们就听我说的话了我当了老师所以他们就听我说的话了我当了老师所以他们就听我说的话了我当了老师所以他们就听我说的话了。。。。

听别的同学们怎么教中文也很有意思听别的同学们怎么教中文也很有意思听别的同学们怎么教中文也很有意思听别的同学们怎么教中文也很有意思。。。。这个当小老师的活动这个当小老师的活动这个当小老师的活动这个当小老师的活动

因该继续因该继续因该继续因该继续，，，，以后也因该做得多一点以后也因该做得多一点以后也因该做得多一点以后也因该做得多一点。。。。我觉得我们班上别的同我觉得我们班上别的同我觉得我们班上别的同我觉得我们班上别的同

学们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好活动学们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好活动学们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好活动学们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好活动。。。。    

    

    五年级学生习作  五年级学生习作  五年级学生习作  五年级学生习作  <<<<<<<<我做中文老师的体会我做中文老师的体会我做中文老师的体会我做中文老师的体会>>>>>>>>                                                                    导教师导教师导教师导教师      

我当老师的感觉 秦笑笑 我当老师的感觉 秦笑笑 我当老师的感觉 秦笑笑 我当老师的感觉 秦笑笑 5C5C5C5C    

    我觉得上个星期的活动是个很好的主意    我觉得上个星期的活动是个很好的主意    我觉得上个星期的活动是个很好的主意    我觉得上个星期的活动是个很好的主意。。。。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学生学生学生学生

做老师做老师做老师做老师””””的活动让我们发现老师要有多努力的活动让我们发现老师要有多努力的活动让我们发现老师要有多努力的活动让我们发现老师要有多努力，，，，多辛苦多辛苦多辛苦多辛苦。。。。我我我我

教同学们怎么写教同学们怎么写教同学们怎么写教同学们怎么写““““解解解解””””字的时候字的时候字的时候字的时候，，，，我发现了我的学生比平我发现了我的学生比平我发现了我的学生比平我发现了我的学生比平

常更安静常更安静常更安静常更安静。。。。有些时候有些时候有些时候有些时候，，，，学生们不那么注意老师说的话学生们不那么注意老师说的话学生们不那么注意老师说的话学生们不那么注意老师说的话。。。。可可可可

是这次是这次是这次是这次，，，，可能是因为他们更想要看老师可能是因为他们更想要看老师可能是因为他们更想要看老师可能是因为他们更想要看老师（（（（我我我我））））会干什么会干什么会干什么会干什么，，，，

他们都看了黑板他们都看了黑板他们都看了黑板他们都看了黑板。。。。    

    我不是很会当老师    我不是很会当老师    我不是很会当老师    我不是很会当老师，，，，所以我到最后有一点儿蹦蹦跳跳所以我到最后有一点儿蹦蹦跳跳所以我到最后有一点儿蹦蹦跳跳所以我到最后有一点儿蹦蹦跳跳

（（（（我肯定看起来很可笑我肯定看起来很可笑我肯定看起来很可笑我肯定看起来很可笑）。）。）。）。我觉得我还是从这个经验学了我觉得我还是从这个经验学了我觉得我还是从这个经验学了我觉得我还是从这个经验学了

一些东西一些东西一些东西一些东西。。。。我学了怎么做一个更好的老师我学了怎么做一个更好的老师我学了怎么做一个更好的老师我学了怎么做一个更好的老师。。。。我也体会到当我也体会到当我也体会到当我也体会到当

五年级老师不容易五年级老师不容易五年级老师不容易五年级老师不容易。。。。    

    做完这个活动    做完这个活动    做完这个活动    做完这个活动，，，，我决定了我以后会听孟老师讲的话我决定了我以后会听孟老师讲的话我决定了我以后会听孟老师讲的话我决定了我以后会听孟老师讲的话，，，，

看黑板和上课不说话看黑板和上课不说话看黑板和上课不说话看黑板和上课不说话。。。。这样老师才不用大声喊这样老师才不用大声喊这样老师才不用大声喊这样老师才不用大声喊，，，，学生也能学生也能学生也能学生也能

学到更多的知识学到更多的知识学到更多的知识学到更多的知识。。。。    

    

当当当当老老老老师师师师的的的的经历经历经历经历--------赵赵赵赵亦至亦至亦至亦至    

    这次当小老师的活动非常有趣    这次当小老师的活动非常有趣    这次当小老师的活动非常有趣    这次当小老师的活动非常有趣！ ！ ！ ！ 但是也很不容易但是也很不容易但是也很不容易但是也很不容易。。。。上上上上

课的前几天我就开始准备教学生生字课的前几天我就开始准备教学生生字课的前几天我就开始准备教学生生字课的前几天我就开始准备教学生生字。。。。我花了很多时间准我花了很多时间准我花了很多时间准我花了很多时间准

备生字卡片备生字卡片备生字卡片备生字卡片。。。。上课时很多孩子回答了我的问题上课时很多孩子回答了我的问题上课时很多孩子回答了我的问题上课时很多孩子回答了我的问题，，，，有的孩子有的孩子有的孩子有的孩子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些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的孩子让我感到有点失望那些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的孩子让我感到有点失望那些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的孩子让我感到有点失望那些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的孩子让我感到有点失望，，，，

但还是有很多孩子回答我的问题,这让我觉得很高兴但还是有很多孩子回答我的问题,这让我觉得很高兴但还是有很多孩子回答我的问题,这让我觉得很高兴但还是有很多孩子回答我的问题,这让我觉得很高兴。。。。我认我认我认我认

为为为为，，，，许多孩子们都尊重我许多孩子们都尊重我许多孩子们都尊重我许多孩子们都尊重我，，，，我也尊重他们我也尊重他们我也尊重他们我也尊重他们。。。。虽然有时我们虽然有时我们虽然有时我们虽然有时我们

合作的不那么好, 同学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知道我需合作的不那么好, 同学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知道我需合作的不那么好, 同学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知道我需合作的不那么好, 同学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知道我需

要给大家多一些解释要给大家多一些解释要给大家多一些解释要给大家多一些解释，，，，这样他们就会明白了这样他们就会明白了这样他们就会明白了这样他们就会明白了。。。。因为我准备因为我准备因为我准备因为我准备

了很多, 所以我认识到每天我的老师一定也准备了很多东了很多, 所以我认识到每天我的老师一定也准备了很多东了很多, 所以我认识到每天我的老师一定也准备了很多东了很多, 所以我认识到每天我的老师一定也准备了很多东

西来教我们西来教我们西来教我们西来教我们，，，，我也应该尊重我的老师我也应该尊重我的老师我也应该尊重我的老师我也应该尊重我的老师。。。。我也认识到我也认识到我也认识到我也认识到，，，，从现从现从现从现

在起在起在起在起，，，，我应该做一个更好的学生我应该做一个更好的学生我应该做一个更好的学生我应该做一个更好的学生，，，，这样我的老师才不会对这样我的老师才不会对这样我的老师才不会对这样我的老师才不会对

我失望我失望我失望我失望！！！！等我长大了等我长大了等我长大了等我长大了，，，，也许我也想成为一名老师也许我也想成为一名老师也许我也想成为一名老师也许我也想成为一名老师，，，，因为这因为这因为这因为这

次当老师的小经历真是太好玩了次当老师的小经历真是太好玩了次当老师的小经历真是太好玩了次当老师的小经历真是太好玩了！！！！    

    

我当小老师 席咪咪我当小老师 席咪咪我当小老师 席咪咪我当小老师 席咪咪5C 5C 5C 5C     

    我们    我们    我们    我们5C5C5C5C的孟老师要求我们班的同学自学第十一课的孟老师要求我们班的同学自学第十一课的孟老师要求我们班的同学自学第十一课的孟老师要求我们班的同学自学第十一课《《《《普普普普

林此顿的老人林此顿的老人林此顿的老人林此顿的老人》》》》的生字, 然后我们都要做小老师的生字, 然后我们都要做小老师的生字, 然后我们都要做小老师的生字, 然后我们都要做小老师--------每人教每人教每人教每人教

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我教了我教了我教了我教了““““愉愉愉愉””””。。。。我给同学们组了词我给同学们组了词我给同学们组了词我给同学们组了词，，，，造了句子造了句子造了句子造了句子，，，，

还讲解了字的结构还讲解了字的结构还讲解了字的结构还讲解了字的结构，，，，说了偏旁部首说了偏旁部首说了偏旁部首说了偏旁部首，，，，和它有相像的字和它有相像的字和它有相像的字和它有相像的字。。。。我我我我

还讲解了还讲解了还讲解了还讲解了““““愉愉愉愉””””的意思的意思的意思的意思。。。。有的同学问了问题有的同学问了问题有的同学问了问题有的同学问了问题：：：：““““我可以造我可以造我可以造我可以造

个句吗个句吗个句吗个句吗？？？？””””。 。 。 。 还有人问还有人问还有人问还有人问：：：：““““我可以组个词吗我可以组个词吗我可以组个词吗我可以组个词吗？？？？””””。。。。我很喜我很喜我很喜我很喜

欢这个活动欢这个活动欢这个活动欢这个活动， ， ， ， 我不仅学会了新字还教会了同学我不仅学会了新字还教会了同学我不仅学会了新字还教会了同学我不仅学会了新字还教会了同学。。。。同同同同时时时时，，，，这这这这

我们传统的教学方式是老师在课堂上讲我们传统的教学方式是老师在课堂上讲我们传统的教学方式是老师在课堂上讲我们传统的教学方式是老师在课堂上讲，，，，学生在下面听学生在下面听学生在下面听学生在下面听。。。。常常有些人听着听着常常有些人听着听着常常有些人听着听着常常有些人听着听着，，，，思绪就随着窗外小鸟飞走了思绪就随着窗外小鸟飞走了思绪就随着窗外小鸟飞走了思绪就随着窗外小鸟飞走了。。。。为为为为

了增强同学们学习的主动性了增强同学们学习的主动性了增强同学们学习的主动性了增强同学们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习中文兴趣提高学习中文兴趣提高学习中文兴趣提高学习中文兴趣。。。。5C/D 5C/D 5C/D 5C/D 班孟育老师要求同学们先自学班孟育老师要求同学们先自学班孟育老师要求同学们先自学班孟育老师要求同学们先自学第十一课第十一课第十一课第十一课《《《《普林此顿的老人普林此顿的老人普林此顿的老人普林此顿的老人》》》》的生的生的生的生

字, 然后每位同学选字, 然后每位同学选字, 然后每位同学选字, 然后每位同学选1111到到到到2222个生字讲解给同学们听.个生字讲解给同学们听.个生字讲解给同学们听.个生字讲解给同学们听. 该活动的名称为 该活动的名称为 该活动的名称为 该活动的名称为““““我做小小中文老师我做小小中文老师我做小小中文老师我做小小中文老师””””。。。。讲解的内容包括讲解的内容包括讲解的内容包括讲解的内容包括：：：：读音读音读音读音，，，，偏偏偏偏

旁旁旁旁，，，，部首部首部首部首，，，，如何组词如何组词如何组词如何组词，，，，造句造句造句造句；；；；还有与它同音的字还有与它同音的字还有与它同音的字还有与它同音的字。。。。小老师小老师小老师小老师可以提问同学可以提问同学可以提问同学可以提问同学，，，，同学也可以提问小老师同学也可以提问小老师同学也可以提问小老师同学也可以提问小老师。。。。最后小老师,同学最后小老师,同学最后小老师,同学最后小老师,同学们互们互们互们互

相相相相打分打分打分打分。。。。通过该活动通过该活动通过该活动通过该活动，，，，不仅让同学们体会到学习中文的乐趣不仅让同学们体会到学习中文的乐趣不仅让同学们体会到学习中文的乐趣不仅让同学们体会到学习中文的乐趣，，，，也让同学们了解了做老师的不易也让同学们了解了做老师的不易也让同学们了解了做老师的不易也让同学们了解了做老师的不易。。。。许多同学表示以后要认真许多同学表示以后要认真许多同学表示以后要认真许多同学表示以后要认真

听讲听讲听讲听讲，，，，尊重老师尊重老师尊重老师尊重老师。。。。还有些同学还有些同学还有些同学还有些同学表示以后有可能想成为一名老师表示以后有可能想成为一名老师表示以后有可能想成为一名老师表示以后有可能想成为一名老师。。。。下面是同学们的一些感想下面是同学们的一些感想下面是同学们的一些感想下面是同学们的一些感想。。。。------------ 吴梦丹 吴梦丹 吴梦丹 吴梦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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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也是也是也是我第一次上台做小老我第一次上台做小老我第一次上台做小老我第一次上台做小老师师师师呢. 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呢. 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呢. 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呢. 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我我我我

会记住的.会记住的.会记住的.会记住的.    

    

我做中文老师的体会  张致远  我做中文老师的体会  张致远  我做中文老师的体会  张致远  我做中文老师的体会  张致远  5D5D5D5D    

    第一次做老师时    第一次做老师时    第一次做老师时    第一次做老师时，，，，因为我没有准备的很充分因为我没有准备的很充分因为我没有准备的很充分因为我没有准备的很充分，，，，我有点我有点我有点我有点

紧张紧张紧张紧张。 。 。 。 我感到紧张是因为我要站在大家面前说话我感到紧张是因为我要站在大家面前说话我感到紧张是因为我要站在大家面前说话我感到紧张是因为我要站在大家面前说话。。。。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

我没有做的太好我没有做的太好我没有做的太好我没有做的太好。 。 。 。 第二次我就觉得好多了第二次我就觉得好多了第二次我就觉得好多了第二次我就觉得好多了。 。 。 。 我感觉更自我感觉更自我感觉更自我感觉更自

信了信了信了信了，，，，这种感觉很棒这种感觉很棒这种感觉很棒这种感觉很棒。 。 。 。 我认为我做得挺好我认为我做得挺好我认为我做得挺好我认为我做得挺好。 。 。 。 我觉得这种我觉得这种我觉得这种我觉得这种

练习不仅很好玩儿练习不仅很好玩儿练习不仅很好玩儿练习不仅很好玩儿，，，，还会对我们将来做老师有帮助还会对我们将来做老师有帮助还会对我们将来做老师有帮助还会对我们将来做老师有帮助。 。 。 。 我还我还我还我还

想再做一次想再做一次想再做一次想再做一次。。。。    

        

我在中文学校当老师 我在中文学校当老师 我在中文学校当老师 我在中文学校当老师 -------- 林怡婷  林怡婷  林怡婷  林怡婷 5C5C5C5C        

    我在长城中文学校    我在长城中文学校    我在长城中文学校    我在长城中文学校5C5C5C5C班当了一回中文老师班当了一回中文老师班当了一回中文老师班当了一回中文老师。。。。我在班上我在班上我在班上我在班上

教了我的学生一个中文字教了我的学生一个中文字教了我的学生一个中文字教了我的学生一个中文字。。。。那个字是"讨"那个字是"讨"那个字是"讨"那个字是"讨"。。。。我讲解我讲解我讲解我讲解

了"讨"的意思和它的结构了"讨"的意思和它的结构了"讨"的意思和它的结构了"讨"的意思和它的结构。。。。我还给学生造了一个例句我还给学生造了一个例句我还给学生造了一个例句我还给学生造了一个例句。。。。我我我我

又要求我的学生用这个字组词又要求我的学生用这个字组词又要求我的学生用这个字组词又要求我的学生用这个字组词。。。。最后最后最后最后，，，，同学们都掌握了这同学们都掌握了这同学们都掌握了这同学们都掌握了这

个汉字个汉字个汉字个汉字。。。。他们拍手表示感谢他们拍手表示感谢他们拍手表示感谢他们拍手表示感谢。。。。我很高兴我有这个机会去尝我很高兴我有这个机会去尝我很高兴我有这个机会去尝我很高兴我有这个机会去尝

试当一个中文老师试当一个中文老师试当一个中文老师试当一个中文老师。。。。    

    

我做老师我做老师我做老师我做老师————LucasLucasLucasLucas    

                我先告诉学生我要讲的字是我先告诉学生我要讲的字是我先告诉学生我要讲的字是我先告诉学生我要讲的字是““““椅椅椅椅””””。。。。然后再讲解椅子然后再讲解椅子然后再讲解椅子然后再讲解椅子

左边是木左边是木左边是木左边是木，，，，因为椅子是木头做的因为椅子是木头做的因为椅子是木头做的因为椅子是木头做的。。。。右边是奇怪的怪右边是奇怪的怪右边是奇怪的怪右边是奇怪的怪。。。。把字把字把字把字

用结构讲给学生听, 这样可以很好地 帮助他们记这个字用结构讲给学生听, 这样可以很好地 帮助他们记这个字用结构讲给学生听, 这样可以很好地 帮助他们记这个字用结构讲给学生听, 这样可以很好地 帮助他们记这个字。。。。

这这这这对我来说是对我来说是对我来说是对我来说是一一一一个个个个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地地地地锻练锻练锻练锻练。。。。    

    

小老师小老师小老师小老师--------张叶子张叶子张叶子张叶子    

   我很喜欢当小老师   我很喜欢当小老师   我很喜欢当小老师   我很喜欢当小老师。。。。当我做小老师的时候当我做小老师的时候当我做小老师的时候当我做小老师的时候，，，，我的同学都我的同学都我的同学都我的同学都

很安静很安静很安静很安静。。。。他们听我讲课时他们听我讲课时他们听我讲课时他们听我讲课时，，，，很少会举手很少会举手很少会举手很少会举手。。。。我问他们问题的我问他们问题的我问他们问题的我问他们问题的

时候他们也很少举手时候他们也很少举手时候他们也很少举手时候他们也很少举手。。。。这让我觉得很奇怪这让我觉得很奇怪这让我觉得很奇怪这让我觉得很奇怪，，，，他们应该是复他们应该是复他们应该是复他们应该是复

习过字词的,可他们为什么就不举手说答案呢习过字词的,可他们为什么就不举手说答案呢习过字词的,可他们为什么就不举手说答案呢习过字词的,可他们为什么就不举手说答案呢？？？？我觉得问题我觉得问题我觉得问题我觉得问题

很简单啊.  不过无论怎样,我还很简单啊.  不过无论怎样,我还很简单啊.  不过无论怎样,我还很简单啊.  不过无论怎样,我还是很喜是很喜是很喜是很喜欢当欢当欢当欢当小老小老小老小老师师师师！！！！    

    

我做中文老师的体会 我做中文老师的体会 我做中文老师的体会 我做中文老师的体会 –––– 罗瑞婷 罗瑞婷 罗瑞婷 罗瑞婷        

    几个礼拜前,班上每个同学都有机会学做中文老师. 我    几个礼拜前,班上每个同学都有机会学做中文老师. 我    几个礼拜前,班上每个同学都有机会学做中文老师. 我    几个礼拜前,班上每个同学都有机会学做中文老师. 我

觉得做中文老师很好玩.我在课堂上讲解一个字, 这个字觉得做中文老师很好玩.我在课堂上讲解一个字, 这个字觉得做中文老师很好玩.我在课堂上讲解一个字, 这个字觉得做中文老师很好玩.我在课堂上讲解一个字, 这个字

是是是是””””题题题题””””字,我要讲这个字的偏旁部首, 它的结构, 然后用字,我要讲这个字的偏旁部首, 它的结构, 然后用字,我要讲这个字的偏旁部首, 它的结构, 然后用字,我要讲这个字的偏旁部首, 它的结构, 然后用

这个字组词和造句. 我还讲出跟这个字相象的字. 有同学这个字组词和造句. 我还讲出跟这个字相象的字. 有同学这个字组词和造句. 我还讲出跟这个字相象的字. 有同学这个字组词和造句. 我还讲出跟这个字相象的字. 有同学

问我问题, 我会讲不会写,孟老师就帮我写出来. 我在家用问我问题, 我会讲不会写,孟老师就帮我写出来. 我在家用问我问题, 我会讲不会写,孟老师就帮我写出来. 我在家用问我问题, 我会讲不会写,孟老师就帮我写出来. 我在家用

卡片做了准备, 所以我讲的时候就不紧张了. 我通过做中卡片做了准备, 所以我讲的时候就不紧张了. 我通过做中卡片做了准备, 所以我讲的时候就不紧张了. 我通过做中卡片做了准备, 所以我讲的时候就不紧张了. 我通过做中

文老师学了很多字. 我觉得做中文老师不简单,以后我上课文老师学了很多字. 我觉得做中文老师不简单,以后我上课文老师学了很多字. 我觉得做中文老师不简单,以后我上课文老师学了很多字. 我觉得做中文老师不简单,以后我上课

会认真听老师讲. 这就是我做中文老师的体会.会认真听老师讲. 这就是我做中文老师的体会.会认真听老师讲. 这就是我做中文老师的体会.会认真听老师讲. 这就是我做中文老师的体会.    

    

我做中文老师的体会我做中文老师的体会我做中文老师的体会我做中文老师的体会--------彭文瀚彭文瀚彭文瀚彭文瀚    

    我当中文老师的时候, 感觉很好    我当中文老师的时候, 感觉很好    我当中文老师的时候, 感觉很好    我当中文老师的时候, 感觉很好。。。。我教学生们我教学生们我教学生们我教学生们““““单单单单””””

 

总编总编总编总编：：：：胡亚胡亚胡亚胡亚        本期编辑本期编辑本期编辑本期编辑：：：：沈恩妮沈恩妮沈恩妮沈恩妮 刘春鸿 刘春鸿 刘春鸿 刘春鸿                本期校对本期校对本期校对本期校对: : : : 胡亚胡亚胡亚胡亚    魏东飞魏东飞魏东飞魏东飞        本期植字本期植字本期植字本期植字：：：：刘春鸿刘春鸿刘春鸿刘春鸿    沈恩妮 吴梦丹 魏东飞 周景翠沈恩妮 吴梦丹 魏东飞 周景翠沈恩妮 吴梦丹 魏东飞 周景翠沈恩妮 吴梦丹 魏东飞 周景翠    

字字字字。。。。““““单单单单””””字是个上下结构的字字是个上下结构的字字是个上下结构的字字是个上下结构的字。。。。同学们都专心听我讲同学们都专心听我讲同学们都专心听我讲同学们都专心听我讲。。。。

有些同学很闹,有些同学很闹,有些同学很闹,有些同学很闹,    大部分同学都表现很不错大部分同学都表现很不错大部分同学都表现很不错大部分同学都表现很不错。。。。我我我我对对对对中文已中文已中文已中文已经经经经

很熟了很熟了很熟了很熟了。。。。我喜我喜我喜我喜欢欢欢欢做中文老做中文老做中文老做中文老师师师师。 。 。 。     

    

    我当小小中文老师  我当小小中文老师  我当小小中文老师  我当小小中文老师  --------    5C 5C 5C 5C 陈煌桥陈煌桥陈煌桥陈煌桥    

    我几个星期前    我几个星期前    我几个星期前    我几个星期前，，，，在在在在5C5C5C5C孟老师班上当了一回老师孟老师班上当了一回老师孟老师班上当了一回老师孟老师班上当了一回老师。 。 。 。 我觉我觉我觉我觉

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我是上个学期才到长城中文学校学我是上个学期才到长城中文学校学我是上个学期才到长城中文学校学我是上个学期才到长城中文学校学

习中文的习中文的习中文的习中文的。。。。以前我从没有参加过这类活动以前我从没有参加过这类活动以前我从没有参加过这类活动以前我从没有参加过这类活动。 。 。 。 通过这个活动通过这个活动通过这个活动通过这个活动

让我了解到做一个好老师是一件不简单的事让我了解到做一个好老师是一件不简单的事让我了解到做一个好老师是一件不简单的事让我了解到做一个好老师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我很喜欢我很喜欢我很喜欢我很喜欢

““““我做小小中文老师我做小小中文老师我做小小中文老师我做小小中文老师””””是因为我当老师时候大家都很认真是因为我当老师时候大家都很认真是因为我当老师时候大家都很认真是因为我当老师时候大家都很认真

地听我说话地听我说话地听我说话地听我说话。 。 。 。 我觉得我们班的同学都很喜欢这个活动我觉得我们班的同学都很喜欢这个活动我觉得我们班的同学都很喜欢这个活动我觉得我们班的同学都很喜欢这个活动，，，，因因因因

为不仅自己可以学的知识为不仅自己可以学的知识为不仅自己可以学的知识为不仅自己可以学的知识，，，，可以教同学可以教同学可以教同学可以教同学，，，，还很好玩还很好玩还很好玩还很好玩。。。。我们我们我们我们

班的同学都希望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班的同学都希望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班的同学都希望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班的同学都希望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应博乐应博乐应博乐应博乐    

我家大门前有个小花园我家大门前有个小花园我家大门前有个小花园我家大门前有个小花园。。。。我家后门外有个大花园我家后门外有个大花园我家后门外有个大花园我家后门外有个大花园。。。。我家小花我家小花我家小花我家小花

园里有很多绿草和红色的花园里有很多绿草和红色的花园里有很多绿草和红色的花园里有很多绿草和红色的花，，，，还有一颗大树还有一颗大树还有一颗大树还有一颗大树。。。。大花园里开了大花园里开了大花园里开了大花园里开了

很多黄花很多黄花很多黄花很多黄花，，，，真好看呀真好看呀真好看呀真好看呀！！！！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纽心笙纽心笙纽心笙纽心笙    

我家门外面有个大花园我家门外面有个大花园我家门外面有个大花园我家门外面有个大花园。。。。花园里有玫瑰花园里有玫瑰花园里有玫瑰花园里有玫瑰，，，，菊花和水仙菊花和水仙菊花和水仙菊花和水仙。。。。花园花园花园花园

旁边还有一棵苹果树旁边还有一棵苹果树旁边还有一棵苹果树旁边还有一棵苹果树，，，，树上挂着一个小鸟的屋子树上挂着一个小鸟的屋子树上挂着一个小鸟的屋子树上挂着一个小鸟的屋子，，，，每天我都每天我都每天我都每天我都

能听到鸟叫的声音能听到鸟叫的声音能听到鸟叫的声音能听到鸟叫的声音。。。。我爱我的花园我爱我的花园我爱我的花园我爱我的花园。。。。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魏廉魏廉魏廉魏廉    

我家有四个小花园我家有四个小花园我家有四个小花园我家有四个小花园。。。。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爸爸种草我爸爸种草我爸爸种草我爸爸种草，，，，妈妈种花妈妈种花妈妈种花妈妈种花。。。。我我我我

和妹妹看和妹妹看和妹妹看和妹妹看。。。。小草绿绿的小草绿绿的小草绿绿的小草绿绿的，，，，花儿开了花儿开了花儿开了花儿开了，，，，有红的有红的有红的有红的，，，，绿的绿的绿的绿的，，，，黄黄黄黄

的的的的。。。。。。。。。。。。。。。。。。。。。。。。花园里的花真好看花园里的花真好看花园里的花真好看花园里的花真好看！！！！我爱我的小花园我爱我的小花园我爱我的小花园我爱我的小花园。。。。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我家有个大花园我家有个大花园我家有个大花园我家有个大花园。。。。花园里有很多美丽的花花园里有很多美丽的花花园里有很多美丽的花花园里有很多美丽的花，，，，还有一个喷泉和还有一个喷泉和还有一个喷泉和还有一个喷泉和

一个大雕像一个大雕像一个大雕像一个大雕像。。。。我和我的家人在这个花园里渡过了很多美好的我和我的家人在这个花园里渡过了很多美好的我和我的家人在这个花园里渡过了很多美好的我和我的家人在这个花园里渡过了很多美好的

时光时光时光时光。。。。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王小玉王小玉王小玉王小玉    

我家有个小花园我家有个小花园我家有个小花园我家有个小花园。。。。花园里面有红花花园里面有红花花园里面有红花花园里面有红花，，，，蓝花蓝花蓝花蓝花，，，，还有白花还有白花还有白花还有白花。。。。春天春天春天春天

的花园真好看的花园真好看的花园真好看的花园真好看，，，，美丽极了美丽极了美丽极了美丽极了。。。。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李可可李可可李可可李可可    

我家有两个花园我家有两个花园我家有两个花园我家有两个花园。。。。一个在房子前面一个在房子前面一个在房子前面一个在房子前面，，，，一个在房子后面一个在房子后面一个在房子后面一个在房子后面。。。。花园花园花园花园

里有红色的花里有红色的花里有红色的花里有红色的花，，，，白色的花白色的花白色的花白色的花，，，，黄色的花黄色的花黄色的花黄色的花。。。。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春天来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给花儿浇水给花儿浇水给花儿浇水给花儿浇水，，，，拔草拔草拔草拔草，，，，施肥施肥施肥施肥。。。。让花儿长得更加茁壮让花儿长得更加茁壮让花儿长得更加茁壮让花儿长得更加茁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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