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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告栏  
  2013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大赛启动。大赛举办时

间4月底。详情请点击 http://www.greatwall.org/ 

  上海侨办2013年“中国寻根之旅”海外华裔青少年夏令

营–“主题营”开始报名.报名须知及详情请点击长城中文

学校网站:http://www.greatwall.org/ 

   《彩虹》简讯:我校学生被大费城地区各界邀请

参加欢庆蛇年春节联欢演出活动. 

    浓浓的中国年味飘飘洒洒的从初一持续到十五。长城中文学

校的孩子们从大年初一到十五以来的每个周末都活跃在大费城地

区的各种欢度中国新年的舞台上。他们精彩的演出给中外观众带

来了喜洋洋的中国年味儿。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和喜庆的年味儿

感染着每一位中国人和美国人。 

    2月15日我校学生Steven Zhang and Eric Yang 以及纪老师

舞蹈大班的6位同学受邀参加了费城 International House 

Philadelphia 庆祝中国新年的联欢活动。在晚会上舞蹈大班的6

位同学演出了《俏花旦》，《秀色》和《姹紫嫣红》三个舞蹈. 

尽管演出的舞台很小，6位同学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排练组

合，但是她们以饱满的热情，发挥了最高的水平，赢得了观众一

次又一次的热烈掌声。节目主持人同时用中英文高度赞扬了小木

兰舞蹈团。两位小男生表演的大提琴和小提琴也珠联璧合，赢得

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2月17日应Local 著名的SUSANNA FOO中国餐馆 的邀请，我校

舞蹈小班，中班和大班的部分同学参加了“2013 SUSANNA FOO 

CHINESE LUNAR NEW YEAR PARTY”。同时我校4位演出三句半的

同学也参加了演出活动。 

       因为演出是在星期日，同学们都是上完课赶到演出现场的，但是

无论大同学小同学个个热情高涨，小舞台发挥大作用，孩子们把中国

各个民族的舞蹈呈现给美国人，她们艳丽的民族服装，优美的舞姿引

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很多美国人都频频举起相机或手机，把孩子们

表演的美丽瞬间拍下来。餐馆的主人和员工也非常喜欢孩子们的演

出，他们已经计划和期待明年的演出。 

    2月23日我校舞蹈大班的同学受邀参加了亚都华人协会主办的庆

祝中国新年联欢晚会。这是一场高水平演出活动，节目丰富多彩，有

京剧，杂技，中国民乐，钢琴，多数演员都是毕业于中国名牌艺术学

院，有的是中国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长城中文学校小木兰舞蹈班演出

的《姹紫嫣红》是整台节目唯一的一个舞蹈节目。小木兰是作为舞蹈

界的新星被邀请的。组委会还把《姹紫嫣红》的剧照印在出售的票

上。主办单位给小木兰很高的评价，节目主持人把小木兰比喻为巾帼

英雄花木兰，因为千古传奇的英雄花木兰形象已经被美国人熟知，所

以小木兰作为英雄花木兰的化身更加引起了观众的浓厚兴趣，小木兰

不负众望又一次以精湛的舞蹈技艺和高超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热烈的

掌声。 

   《编者按》大费城地区大田杯中文演讲比赛已经成功的举办了三

届。我校各年级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并在三届比赛的各个级别屡屡获

奖。虽然我们不能亲临现场目睹他们演讲的风采,可幸的是我们可以

通过《彩虹》这座桥梁传递信息。本期《彩虹》将刊登参赛同学的演

讲稿。也希望没有被选中参加比赛的同学把演讲稿寄到《彩虹》，让

大家有机会欣赏到你的作文。 

    很多读者期待着叶民家长的下一个旅游景点的精彩游记。本期

《彩虹》将继续登载英国游记的第三集。让我们和叶民家长一起分享

温馨的回忆和精彩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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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费城地区大田杯中文演讲比赛演讲稿选登 

我爱我的爸爸妈妈 

徐浩雯—8年级    指导老师：万山红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徐浩雯.谁是你最爱的人？我最爱的人是

我的父母。我亲爱的父母不但赋予我生命，而且还为我的健康成

长日夜操劳。 

    我的家庭和许多家庭不一样。我妈妈在纽约工作，不能天天

和我们在一起。但是，妈妈仍然时刻关心我。她每天都会定时给

我打电话，询问我的学习和生活。我每天都期待着跟妈妈通话，

告诉她学校发生的事情，我游泳的进展。妈妈总是耐心地听，谆

谆地教导。 

    繁忙的爸爸更是与众不同，他是我的超人爸爸。他工作繁

忙，还要照顾我和妹妹。从我上学前班起，爸爸又当爸，又当

妈。当别人的爸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休息时，我的爸爸却要一边

吃饭，一边为我看作业。爸爸总是马不停蹄地带着我和妹妹去上

小提琴课，游泳课和中文学校。有时，爸爸简直是太累了，就在

游泳池的看台上休息一会儿。看见爸爸妈妈忙碌的样子，我心

痛。我下定决心，做出好成绩，向他们汇报。 

   我的父母虽然和你的有些不一样。但是，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关

心我和妹妹，为我们付出心血和汗水。我爱我的父母，我爱我的

家! 

大熊猫的故事 

陈睿龙—8年级    指导老师：万山红 

    从前，地球上的动物种类很少。那时候的大熊猫是雪白雪白

的，就像现在的北极熊一样。大熊猫一家就住在一个绿色的湖

边。每天大熊猫和它的朋友们都到湖边玩儿，他们唱歌、跳舞、

做游戏，可高兴了。 

  可是有一年的夏天，地球变得越来越热，湖水变得越来越少，

后来湖水全干了，湖里的鱼都死了。大熊猫和它的朋友们都热得

直喘气。 

    有一天，大熊猫正和它的朋友们在干涸的湖边玩儿，忽然， 

天空中发出一阵巨响，一个大火球落在了森林中，森林着起了大 

火。 因为湖水干了，动物们没有水救火，只能看着整个森林燃烧。

这时，大熊猫突然想起来，它的好朋友小松鼠的腿几天前受伤了，

现在正在树上它的家里躺着呢。大熊猫拔腿就往小松鼠家里跑去。

边跑边喊：“着火了！大家快往河中间跑！我去叫小松鼠！”它的

话音刚落，旁边的一座山上就喷出了浓浓的黑烟，遮天蔽日，地球

陷入了黑暗之中。 

    过了很久，下了很多雨，湖里又积满了水。阳光又照到了地球

上。这一天，动物们像往常一样，来到河边玩游戏。突然，从森林

的最深处慢慢地走出来一个大大的影子。动物们都吓得躲到了树后

面。这时树后的小松鼠高兴地跑了出来，大喊：“大熊猫哥哥，是

你吗？”大家仔细一看，真的是大熊猫，可是他的眼眶，胳膊和腿

都烧黑了，怎么也洗不掉。从那以后，大熊猫的眼眶，胳膊和腿都

是黑色的了。但是动物都很爱他，因为他是一个英雄。这就是我编

的大熊猫的故事。 

  谢谢大家。 

《希腊神话故事》的感悟和理解 

张陆  指导老师：万一平，喻丽雅 

 

   大家好！我是张陆，今年9岁。但是明年我就要从“长城中文

学校”毕业了。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次演讲比赛，我想让大家听听

“我”对《希腊神话故事》的感悟和理解。 

  我从小是听着妈妈讲中文版的《希腊神话故事》长大的。小时候

的我很好奇，想知道人是从哪里来的？ 火又是从哪里来的？等

等。所有这些问题，后来我都从《希腊神话》中渐渐找到了有趣的

答案，并因此非常喜欢阅读有关希腊神话的中文连环画。妈妈为了

让我学好中文，在书架上放满了中文故事书。但我仍把令我如痴如

醉的《希腊神话故事》放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上。我就是一个《希

腊神话》的书迷，更是“普罗米修斯”的“粉丝”。 

   你知道吗？传说在人类诞生以前，希腊奥林匹斯山上住着许多

天神。流浪到了大地上的天神普罗米修斯，感到很孤独，便用泥土

和动物的血混合制造了人。当有了人类以后，普罗米修斯便开始教

人类学习各种知识，大地上开始兴旺起来。可是当寒冷的冬天来到

时，因为人间没有火，人类只能在寒冷的黑暗中哭泣。普罗米修斯

想：“我一定要把火偷出来！给人间温暖！”到了清晨，当太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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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蓝色的火花, 散落到已经变干的小河时, 一条条清澈的小河出

现了. 而那些绿色的火花, 则伴随着一片绿色的森林, 又出现在小

动物们的面前.  

   这时, 小动物们都来到了兔子身边, 高兴地对它说: “谢谢你, 

勇敢的小兔子! 没有了长尾巴, 你会跑得更快的!” 

   谢谢大家! 

(注：此稿曾获“第二届大田豆腐演讲比赛”荣誉奖)。 

英国游记 (三) 

叶民 

   伦敦 第三天 牛津大学(继续) 巴斯城(Baths) 巨石阵   

（Stonehenge）(开场) 

    第二天我们参观牛津另一部分景点。没敢试探停在high street

上, 车趴在外围。一大早四个人一队纵列漫无目的地跨过

high  street。看到一条小街merton st顺藤摸瓜就进入了另一个牛

津区。这条街转过弧线弯之后全程都是鹅卵石路。按照文学城里有

名的侠客顾剑说法是古老的中世纪的鹅卵石。保存的很好。这条小

路可以看到几个 college，其中有牛津最早的学院，merton学院。

所谓看到也只是看到它的牌子和楼，Visitors只能进入对游人开放

的Building里去。牛津也和剑桥一样，是又学院组成的，每个学院

又相对独立和封闭。但教授是可以share的。这条走到尽头就是

Picture Gallery 的出口。而我们的目的地是要参观Christ 

Church。通过询问，我们意识到 christi church 入口离我们很

远。时间又紧。Gallery工作人员告诉了我们merton st上一个不起

眼的小门，就可以顺小路走到那个Christ Church。否则要绕上一个

大圈。这就是自驾游的弊端。随旅行团就不会有这样的意想不到。

当然也可以说是它吸引人的地方。我们还意外地在这条街一个学院

门口碰到我女儿同校同届的同学。好不惊喜。当我们小路包超找到

church时，大队人马从真正的入口处蜂拥而来。来牛津不能错过

Christ Church。 

    曾有13位英国首相毕业于此。用咱们的话说，就是政治家的摇

篮。我们宾州的建主者 William Penn 也曾就学与此。它是世界上

唯一同时兼为主教座堂的学院。宗教的意义我不懂但确实教堂和其

他建筑都很有气派。着实的建筑就象里面有丰厚的内容。电影哈利

·波特在这里拍摄。首先进入的是那个吸引人的电影里的食堂

（DINING HALL)。里面餐桌餐具摆得整齐，英国首相的大肖像画一

个个摆在墙上，好像让吃饭的人也要牢记牛津的业绩之类的感受。

游人可以近距离接触拍照很过瘾。Christ Church景点的最后一站就

是那个刚才企图进去的gallery。 我们没有进去就出来了。牛津游

览到此应该画句号了。 

驾着火光熊熊的太阳车出发时，普罗米修斯把树枝伸到火焰里引

着。普罗米修斯得到了火种，回到了大地上，人们欢呼起来。当

宙斯得知普罗米修斯偷走了他珍贵的火种时，宙斯发怒了。便把

普罗米修斯锁在了高加索山顶，每天都有神鹰飞来，啄食他的身

体。这就是宙斯对他的惩罚。三百年后的一天，希腊英雄力大无

比的赫拉克列斯来到这里，砍断了锁链。普罗米修斯从此获得了

自由。 

    普罗米修斯就是我心中的“偶像”。他用智慧和勇敢，拯救

了人类，为人类创造了幸福美好的生活。我发誓长大以后，要像

他那样的勇敢和坚毅，为自己的理想，从不放弃努力。做个“普

罗米修斯”式的英雄，真正的男子汉。 

   谢谢大家! 

(注：此稿写于2012年，曾被所在年级推荐参加我校组织的“第三

届大田豆腐演讲比赛”的选拔赛)。 

<<兔子射太阳>>的故事. 

张陆  指导老师：万一平，喻丽雅 

 

    大家好! 我是长城中文学校演讲班的张陆. 今天我给大家讲

一个<<兔子射太阳>>的故事. 

   在一片绿色的大森林里, 生活着一群可爱的动物: 有兔子, 狮

子, 豹子…… 

    一天, 太阳把大地晒得象着了火一样热. 绿色的森林一下子

就变黄了,动物们常去玩水的小河, 也一下子变干了. 小动物们一

整天都在找水喝. 可是全部的河水都被太阳晒干了. 哪里还有水

喝呢! 可怜的小动物们也都被晒晕了.它们用十分微弱的声音在

喊:“水, 水, 我要喝水”. 

    这时, 兔子突然发现今天天上多了一个绿色的太阳. 它大声

喊起来: “太阳, 别晒了, 我们都没水喝了.” 可是, 那个绿色

的太阳, 好象在故意跟它开玩笑. 继续晒着大地. 兔子站了起来, 

对着那个绿色的太阳高声喊道: “走着瞧吧, 太阳, 我一定要把

你射下来!” 

    兔子的喊声惊动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们. 狮子说: “射太阳? 

兔子一定是在说梦话吧!” 老虎说: “兔子那么胆小, 怎么敢射

太阳?” 

    这一天, 兔子背上弓箭来到了一座高山上. 当那个绿色的太

阳出现在兔子头顶上时. 兔子用力拉开弓箭,瞄准太阳. 只听 

“嗖” 的一声, 一箭便射中了太阳.太阳立刻变成了五颜六色的

火花, 飞快地从高空中落下来. 其中一个红色的火花,落到了兔子

长长的尾巴上, 烧坏了它的尾巴. 从此兔子就变成了短尾巴. 当

http://mail.yahoo.co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BB%E6%95%99%E5%BA%A7%E5%A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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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袁树林  本期编辑：袁树林 本期校对: 凌菲  本期植字：喻丽雅  叶民   本期摄影：叶民  

    感觉牛津挺'牛'。旅行中总是伴随着期盼，满足，惊喜当

然还有失望和遗憾。我们遗憾没有时间登上carfax tower鸟瞰

整个牛津。凑巧的是2012年女儿海外学习就在牛津。她不仅弥

补了我们的遗憾，还'游遍'了牛津特别是去了一些游客不能驻

足的地方。叫人真羡慕。而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她说那的网络很

慢，好象才到2000年的水平。这么说，牛津也不太'牛'。不过

接触到的那里的学生都读了很多书。两所古老名牌大学算是浮

光掠影地参观完了。感叹他们怎么那么一步到位就建立了领先

世界而且至今还在领先的大学呢!？大概没有时间去搞明白了。

相关网站可看精美图片http://bbs.wenxuecity.com/

travel/358933.html 

       从牛津出来到一个有名的古镇或叫村Castle Combe。 宁静

得不得了，只见游人，不见当地人。真想走进谁家看个究竟。 

   不知不觉自驾已马不停蹄地走了一多半。一切还算顺利。毕

竟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公路是很发达的。好象到哪都

有路。而且也很干净。沿路赏心悦目不觉枯燥。  

  下一站是巴斯(Bath)。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怎么还有洗

澡这个地名呢？这真是一个十分陌生也令人好奇的地方。这里

就是与洗澡有关。原来2000多年前罗马帝国统治时，它的势力

到达了英国。得了不治之症的王子被流放在这里，却意外地治

好了病。罗马人发现了这里奇特的水而创建了颇具规模的浴场

bath就是温泉浴。有冷，热，温不同温度，不同大小的浴池。

但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撤离，不喜欢这种公共浴池的北欧人，

不善于使用和管理，结果浴池就废掉了。 

它是罗马帝国繁盛和奢侈的见证,也是全欧洲保存最为完好的

古罗马时代建筑群。从地下候车场上来就到了小城的中心,罗

马古浴场遗址（Roman Baths)。如果你去过罗马, 你可能有

一种错觉，这里好象意大利。从建筑风格和颜色都跟罗马很

像。不断的扩建中留下许多杰出的乔治時期巴斯石制建築。厚

重的石头，米黄的颜色非常古典别具风格。Bath 是个很有趣

的景点。整个参观要至少花一二个小时的时间。非常欣赏和推

荐audio解说。它用场景复原的方法，让你仿佛置身于热气腾腾

的浴池里人们在打闹逗笑的场景里。它把已经废弃沉寂的浴池

渲染得热热闹闹的。我真希望它能复活! 无限的想象中不得不 

惊叹那古老的时代竟有那么科学巧妙的设计,人有那么高级的享受。

Bath是整个英国之行独具特色的景点，很值得一看。当然我们还匆匆

去了小镇的圆形广场。边上教堂(Bath Abbey)气派。但来不及登顶

了。在欧洲由于太多的教堂，你反而对它熟视无睹，没有印象了。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th,_Somerset 可看到更多。 

    按照行程计划，下一站就是伦敦郊外著名的史前遗迹巨石阵

（stonehenge)。黄昏时节赶到那里，心想还可以看日落，但万万没有

想到的是，这个景点7点钟关。巨石阵用栏杆围起来，看得见就是进不

得。出来之前查了许多博物馆的关闭时间，绝没想到参观野外的石

头，野会吃闭门羹。其实我们也是就晚了那么五分钟，难道这5分钟就

能造成一个终生遗憾? 孩子们坚持明天一定要来。这就意味着今晚要

开到住地温莎(Windsor), 明天还要再回来。怎么这么不运气呢，没想

到这只是这一晚上不运气的开始，接下来就是那场难以忘却的的’温

莎奇遇’。篇幅关系，就简略了。反正是在温莎城整整转了三个多小

时，12点了才住进旅馆。疲惫不堪的我们进屋就闷头睡了。这是伦敦

之行的第三个夜晚。（未完待续）。 

 

 

 

叶民女儿摄于牛津大学 Main Library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th,_Somers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