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校刊

◆ 新闻 ◆
2014 甲午马年已至，长城中文学校又迎来了新
学期。一年之计在于春，祝愿同学们在欢度春
节之后，以饱满的心情投入新的学习中，取得
丰硕成果。
-----

主编：万应杰

*
2014 年 1 月 26 日下午长城中文学校在
Upper Merion High School 礼堂举行了 2014
春节晚会，随后还进行了游园活动， 同学
们、家长们积极参与，热情洋溢，自娱自
乐，晚会和游园取得了圆满成功。

编辑语：长城中文学校六年级任课老师孟育提供了同学们根据《成语故事》为主题创作的作文，现由《彩
虹》发表供同学们、家长们学习点评。孟育老师还继续提供了多篇同学们记述暑期活动的作文，再此一并
发表。感谢六年级任课老师和同学们的支持和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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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中文第6册第一单元的几篇课文，就
文章的体裁来说都属于记叙文。通过这些文
章的学习。在写作文方面要求学生能掌握记
叙文的一般写作方法，记叙文的几个要素：
时间，地点，人物，事情。按一定的顺序把
事情的经过，结果写淸楚。要求学生把自己
经历过的事情写出来。以达到加强训练的目
的。孟育 (6C)

坐过山车
徐浩雪 6C

指导老师：

孟育

三年以前， 我们一家人去迪斯 尼乐园的
Epcot 游玩， 园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景点。我
最喜欢的是过山车。它的惊险刺激挑战人们
的勇气和胆量。
当过山车缓缓启动向高高的顶端爬行时，看
到四周的景物渐渐变得矮小了， 我的心情
也随之激动起来，期待着惊险的来临。在顶
端，过山车短暂地停了一下，然后飞快地沿
着陡峭的轨道向下俯冲去。 听到人们的尖
叫声和过山车摩擦轨道的刺耳声，我感觉到
心脏快要跳出我的胸膛了。当过山车极快的
转弯时， 我的头都要飞走了。当过山车终
于完成旅程慢慢停下了， 我很自豪, 因为
我成功地完成了惊险之旅。通过这项活动觉
得我自己更加勇敢了，我很喜欢像坐过山车
这样的挑战。

大烟山
李昕遥 6C

指导老师：

孟育

North Carolina 的大烟山旅游。大烟山
是个很奇怪的名字；山顶和山腰总漂浮
着很多白色的云雾，像烟。”大烟山＂
这个奇怪的名字就是由此得来的。 更令
人向往的是，大烟山有许多可爱 的 动
物。
整个旅途我有三个最喜欢的经历。 一个
是见到大烟山上很多很特别的动物。那
天， 爸爸在很窄的一条山路上开车，我
和妈妈负责找动物。突然，我看到远处
非常多的车停在路边。我们赶过去。汽
车一停，我就赶快地把我的照相机从车
上拿下来，去看大家在看什么。有一个
大胡子叔叔跟爸爸说前面的树上有一只
小的黑熊。妈妈和爸爸很快就发现了。
我找半天也没找到，就去问爸爸。爸爸
指给我看。突然，我看见一个树枝晃动
了一下，原来那个小黑熊在往上爬。他
好可爱啊！爸爸拍了好多照片。 那 一
天，我们看到了两只黑熊，两只鹿，一
只火鸡，还有一只猫头鹰。
第二个有趣的经历是看瀑布。 大烟山有
很多瀑布， 我们选了一个最大的，叫劳
拉瀑布。我们停车后沿着山路走了 45 分
钟才到。劳拉瀑布非常漂亮。走到瀑布
的时候，爸爸拍了几张照片，我们就往
原路走回去。等走回原地是，我感到好
累啊。
第三个有趣的经历是在大烟山下一个很
小的城市玩。我们进到一个镜子迷宫。
我边上除了爸爸妈妈全是镜子。我们绕
半天，绕出来感觉很开心。过了几分
钟，我在爸爸妈妈前面进了一个小卖
店，那个店里面有一个艺术家在用喷漆
做各种各样有图案的 T 恤， 爸爸让我买
一件。我挑了一个 minion。 我觉得那
个艺术家画得很好！

今年夏天，爸爸妈妈带我去 Tennessee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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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喜欢这次旅行。大烟山的美景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桂林旅游
魏彩依 6C 指导老师：

孟育

去年夏天是我的记忆中最美好的夏天。在短
短的 14 天里，我们走过了好几个城市。它们
个个有自己独特的风情。

这个夏天我们去桂林旅游。我们从深圳
出发。晚上九点钟上火车，第二天早上
七点下火车。我睡在中铺。我喜欢坐火
车.因为很好玩。我和妈妈打扑克还有玩
别的游戏。火车上有很多人。妈妈睡在
上铺。 爸爸睡在下铺。火车有很多好吃
的，还有热水泡方便面。

我们先到了阿姆斯特丹。这是世界著名的水
上城市。从市中心看去，每个方向都布满了
漂亮的水道和五颜六色的小船，让我想起迪
斯尼的美妙小世界。人们从他们的房子里一
出来，不需要开车，一上船就可以到达商店
和餐馆，非常方便。

我们到桂林看见了很多山。那些山都长
得很可爱。有一座山长得像一只象，还
有一座山长得像一个手。我们在漓江坐
船。我坐在船上面把我的脚伸到水里面
去好舒服。水很清，很凉。这里真是山
青水秀啊!

几天后我们在苏格兰见到了完全不同的景
观。这边的海岸又清静又壮观，充满了大自
然的特有景色。上千年的古堡拍成一拍，虽
然已经没落，仍然骄傲地挺立，注视着蓝色
的地平线。世界著名的圣安朱大学就在两条
街以外。英国皇家的查理王子，威廉王子都
曾经在这里就读。威廉王子和他的公主凯瑟
琳就是在这里相识的。大学的博物馆里挂满
了他们满脸微笑的相片。他们都是这个小城
的骄傲。

我们还去了龙胜。那里也很漂亮。有很
多梯田。我住在山上的旅馆。我们爬了
一个多小时才到了旅馆。妈妈和爸爸照
了很多相。我们去桂林吃了很多美食
的。到最后一天，我们坐橡皮艇去漂
流。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英国伦敦。伦敦不愧是世
界一流的城市。现代的壮观大楼，几千年的
圣保罗教堂，家喻户晓的伦敦塔桥，骄傲无
比的伦敦眼，个个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同时
又巧妙地搭配成一个美妙的画面。

参观弗罗里达的海洋世界

游记
李天元， Ethan Lee 6C

指导老师：

孟育

这块欧洲大陆上还有很多充满悠久历史的地
方。我希望将来会有机会再到这边游览和参
观。

桂林山水甲天下真是名不虚啊。我很喜
欢桂林。

David Lu 6C 指导老师：

孟育

去年二月我去了弗罗里达的海洋
世界。我玩得很开心。海洋世界有各种
各样的漂亮的鱼。海洋世界里还有海
象，海狮，海豚，鲨鱼，海豹等。海洋
世界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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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参观了鲨鱼馆。沿着玻璃隧道
往前走，透过玻璃墙可以看见好多鲨鱼游来
游去。牠们都游得很快。这些鲨鱼。我看到
大小不等鲨鱼和大鲨鱼，形状各异,颜色多
样。它们都有很多很尖的牙，大大地嘴，看
起来都很可怕。这么多种鲨鱼, 我是从末见
过.
海洋世界还有海洋动物表演。有海豚
表演，鲸鱼表演，还有海豹和海狮表演。这
些表演都很好看。我最喜欢的是 鲸鱼和海豚
的表演。它们游得飞快。他们还在水上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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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跳去的，一点都不嫌累。海豚还会跳
舞和唱歌！还可以让人站在它们背上一
起表演，真是令人惊奇。我非常喜欢这
个表演。海豹和海狮可以在岸上跟着人
一起走，还会模仿人的样子做运动。它
们的表演又滑稽又可爱。
我在海洋世界玩得很开心。我非
常喜欢海洋世界里各种各样的海洋动
物。海洋世界是我最喜欢的公园。如果
我能每天去海洋世界玩儿，那该多好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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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我们 6 年级 C 班学生最近在中文课上学习了"
亡羊补牢＂，＂抜苗助长＂等成语故事。同
学们不仅掌握了故事的内容。更从中懂得
了＂受到损失之后要及时想办法补救，否则
会受到更大的损失＂和"做事违反事物的发展
规律，急于求成，反而会坏事＂的道理。为
了启发同学联系实际，谈谈自己的体会，并
把阅读和写作相结合，加强写作训练，特要
求同学写了＂读后感＂，请见下文。
--- 6C 老师孟育

后老师要求我们改正考试卷上的错误，
以便下次不会再错。但是我没有听老师
的话，没有改正考卷上的错误。结果，
第二次考试我又犯了和前一次一模一样
的错误。
那时我才知道老师说的话有道理，这一
次我赶快改正了考卷上的错误，牢牢记
住了这些生字，然后考了一百分加五！
这是一个跟“亡羊补牢”类似的故事，
帮我记住“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句
成语！

成语故事读后感
王逸翔(Jasmine Wang) 6C

指导老师：

孟育

☆☆☆☆☆☆☆☆☆

有一次中文考试，我得了九十二分加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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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故事读后感
翟开文 6C

指导老师：

李天元 6C
孟育

中文课第六课本讲了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养
着一群羊。有一天，他发现一只羊逃走了。
他的邻居告诫他快把那个洞补起来吧。可是
他没有。第二天，他发现又丢了一只羊。他
这才明白了; 昨天把洞补好了，今天就不会
再丢羊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亡
羊补牢为吋未晚。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会发生
类似的事。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有问题，我们
应该及时改正, 否则就造成更大的损失。

Hilary Liu 6C

指导老师： 孟育

“亡羊补牢”这个成语故事告诉我们要及时
改正存在的问题，否则会造成更大的问题。
有一次我黙写字词,有的不会写或写错了，老
师叫我们看看我们错在那里。当时我想，考
都考了，错都错了，加上其它活动,作业也
多，还管它什么，以后再说。结果下一次黙
写时仍有以前写错的字。
孟老师改完期中考试试卷以后，要我们以成
语故事”亡羊补牢”中的牧羊人为诫例。要
求我们将写错或不会写的全部用其它颜色的
笔重新写一遍，再交给她批改。虽然我花了
时间更正错误但从中我也确实巩固和学到了
知识，尽量少犯以前的错误。
我很喜欢孟老师这样教我们学中文，既学习
了中文字词，成语，更让我们学到怎样在生
活中运用这些知识。

❃❃❃❃❃❃❃❃

指导老师：

孟育

“亡羊补牢”这个成语故事告诉我们有
事有问题要及时解决，否则问题会越来
越多，越来越严重造成更大损失。比如
说，担误的作业要及时做完，否则会越
积越多，最后要么不做，要么草草做完
并没有达到做作业的目的。这样有可能
失去了对学习的兴趣对自己失去 了 信
心。
经过孟老师用实例讲解这成语故事，我
对这故事有了较好的理解。我以后不要
做那个放羊人.

成语故事读后感
Aimee Lin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我学了”亡羊补牢”和”拔苗助长” 这
两个成语故事。”亡羊补牢”的故事告
诉我发现了问题要及是改正。早改比晚
改好，晚改比不改好，否则会造成严重
的结果.
“拔苗助长”的告诉我做事情要有耐
心，有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做,不要
老想走捷经。如果你没有耐心，可能你
不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成语故事读后感
栾力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我听了”亡羊补牢”这个成语故事， 我
想出来了一点儿想法。在日常生活中，
我也有过那个农民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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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不是很注意整洁。我把书，笔，本子
丢到这里，哪里，我不收拾东西。
有一次，我把学校的书丢了，不知道我把书
放在那里。随手一丢，就没了。时间长了，
我没有一点儿记忆也没了。书到期了，我还
没找到。学校快要放假，我还没有找到书。
我跟我的老师说：“我不知道我的书去哪里
了。我可以在假期里找书么?”我的老师很
好，她同意给我时间找到书。
后来，我找到了书。我的书在我的玩具房间
里的桌子下.我把老师的书还给她. 从此我就
吸取了教训,注意争取保持整洁.尽量把东西
放到固定的位子. 再在不犯同样的错误.

拔苗助长读后感
陈宁昊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我学了拔苗助长这个成语故事,我觉得这
个成语故事说得很有道理。
我在学习数学运算的时候，先学加法再学
乘法，先学一位数的，再学二位数的，然后
再三位数和更多的。从 1 十 1 等于 2 开始，
再到 10 十 10 等于 20，从学 1x1 到 9x9 的乘
法表再到牢记 15x15 等于 225，25x25 等于
625。这样一步一步才能真正学会了数学运
算。如果老师从一年级就让我做 99x99 这道
题目的话，我一定会失败的。

养羊的人特别傻,他的邻居才聪
明。但是他们还是告诉我:知道错误就要
及时改正，要不然这个错误会再发生。
如果考试的时候你错了一个字,你
不去改正并学会的话，下一次考试还会
把这个字写错。要是你改的话，你就会
把这个字记下来，下一次考试就不会写
错了。
这就是我学了“亡羊补牢为时未
晚”的感受。

亡羊补牢读后感
程冠捷 6C 指导老师： 孟育

刚学了”亡羊补牢”这个故事，故
事里说放羊的人发现羊圈破了一个洞，
就做了修补，保住了剩余的羊。
由这个故事我想到了自己在一次考
试中，由于混淆了概念，没有考好。现
在我搞懂了这些概念，再也不会犯一样
的错误了。我想这就是”亡羊补牢，为
时未晚”。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犯了
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知错不改，一
错再错，最终，造成不能挽回的损失。

懂得了一个道理做什么事情， 要打好基
础，不能偷懒，着急, 不要急于求成。
亡羊补牢读后感

亡羊补牢的感受

魏彩依 6C 指导老师： 孟育

王杉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我觉得亡羊补牢是一个很可笑的故事。

“亡羊补牢”故事里面说，有一个农民
发现他一只羊丢了。他看见关羊的屋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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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洞。羊肯定是从这个洞钻出去的。他
的邻居劝他把洞修好了。但是他想，反正羊
已经丢了。它也找不回来了，就没有把洞给
修好。
第二天早上，农民发现一只羊丢了。它也是
从这个洞钻出去的。现在，农民才明白邻居
说的很有道理。

跑掉的。邻居劝他把洞补好，但是他没
有听邻居的话。过了一天又有一只羊跑
掉了。这时养羊的人才明白邻居说的话
有道理。他赶快把洞补好了。从此他再
也没有丢掉一只羊。
这个成语故事告诉我们当你发现了
错误就要赶快改正，要不然会有更大的
损失。

“亡羊补牢”告诉我们发现问题，就得及时
尽快修改。要不, 问题就会更严重。
拔苗助长
“亡羊补牢”读后感
胡嫣然 6C 指导老师： 孟育

“亡羊补牢”是个很有意义的故事。它告诉
我们，如果犯了错误一定要及时改正，才能
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以前有一次做数学题，那些题都很难，我
错了很多，但是妈妈告诉我：“没关系，我
们好好看看这些题怎么做把它改正了。”她
把每一道我不会的题都耐心地讲给我听，我
也很认真地听，学会了很多新东西。后来，
我又做了一套题，比第一次好了很多，我和
妈妈都很高兴！

王筱菁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拔苗助长是一个成语故事。它告诉我们
做事要有耐心，不能着急，不然事情反
而做不好。
小时候我养了一盆花，我想让它长得更
快，可以早一点儿开花。于是，我每天
给它浇三次水，甚至有一天我给它浇了
半瓶水。过了几天，花不但没开反而死
了。这就是我小时候“浇花助长”的经
历。
这个经历证明了，做事不能急，要按照
它的规律来做才能成功. 这个道理是千
真万确的。

我想，这就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的意
思吧。
成语故事的读后感
学完成语故事的读后感
David Lu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我学了一个很好的成语故事叫”亡羊
补牢”。”亡羊补牢”讲的是一个养羊的人
有一天早上发现关羊的屋子破了一个洞少了
一只羊。他没有及时修补。第二天早上养羊
的人发现又少了一只羊。原来羊是从那个洞

杨天和 （Orion Jusuf）6C
指导老师： 孟育

读完亡羊补牢和拔苗助长以后我学到了
做事情不能太着急。我也学到了知道错
了就得改否则会有不好的后果。在亡羊
补牢的故事里面有个人。他的羊圈破了
一个洞丢了一只羊，但是他没有及时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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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所以又丢了一只羊。这就告诉我们,有的人
知道错了,不及时改正错误。他们的错会变得
更大。
在”拔苗助长”故事说里有个人太着急了。
他要他的苗长得又高又快，有就天天去把苗
往上拔一下,结果反而死。但是她太着急了所
以把秧苗拔坏了。这就告诉我们做事不能太
着急。不能违背事物本事的发展规律。

《拔苗助长》读后感
陈查理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拔苗助长》讲的是一个农民着急想让他的
秧苗长得又快又高，就把那些秧苗全都拔高
了。结果过了几天秧苗全死了。
学习生活中我也过有这种行为，比如我弹钢
琴的时候总想很快把歌弹完，有时候就不注
意细节了。我写中文作业的时候也想很快地
做完，结果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很难看。

我对“拔苗助长”和“亡羊补牢”的感受
李昕遥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我听到过很多成语故事。知道成语对我
们很有启发。下面就是我对“亡羊补
牢”和“拔苗助长”的感受。
我觉得拔苗助长成语故事很奇怪。这个
人，认为把他的秧苗拔高一点儿就会让
他们长得快。感觉这个人很笨。如果我
是他，我就会让秧苗自己长。因为秧苗
不连在根上面就会死。
亡羊补牢是一个很好笑的故事。我一听
见这个成语，就在想；如果我是关羊屋
子的人，我会干什么。我会听邻居的
话，去快快地把洞补好，让羊不能跑
掉。这个成语告诉我们，犯了错误要及
时改正。
这就是我对这两个成语的感受。

读过”拔苗助长”以后，我知道了做任何事
情都应该按客观规律办。不能急于求成，不
能老想着一下子把事情干完，我学到了不要
“拔苗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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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风光： 游记精选

英国伦敦游记
------ Min Ye 叶民 ------伦敦 第六天

白金汉宫(Buckham Palace) (内部)

杜莎腊像馆(Madame Tussauds)

多亏 BigBus 车站提前买到了白金汉宫今
天的票。到那之后先换票（凡是提前买
的票都要到了之后先换票）。指定参观
时间是 4:30。走到老远山西找到了厕
所，（大概王宫附近不装有厕所）。回
来之后正好赶上入场。白金汉宫之所以
夏天开放是因为娇气的女王从 7 月到 9
月到苏格兰王避暑(伦敦哪里有暑?）。
做为一个开明的举动，把现在用着的王
宫向民众开放。所以只能夏天看到白金
汉宫的内部。 英国的王位世袭是从封建
社会时期遗留下来的。1644 年的英国革
命将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结束了英国
的封建历史，但王室却被全方位地保留
下来了。有人说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留下来的一个尾巴。但保留下来的王室
已不像过去那样统治民众，在政治中扮
演主角。但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他们
的影响在我看来更取决于他们的个人魅
力。他们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无不影
响着举国民众心情。威廉王子的婚礼，
女王六十隆重庆典全球转播。英国王室
已是一份珍贵的活着的历史文化遗产为
世人欣赏。女王就是那活着的历史人
物。如果女王继续执政到 2015 年 9 月，
她将成为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超过执政
了接近 64 年维多利亚女王。 如果她象
她母亲一样活到 102 岁, 那我们今世可
能等不到看王位继承的盛典了。白金汉

伦敦市区第二天，总天数第六天星期四。这
一天是以极大的失望开始。前一天晚上，孩
子们非要去杜莎腊像馆。这本不在计划之
中，既没做研究，也没有提前买票，一大早
顶着此次旅行的第一场雨，在外面 1 号入口
缓慢地行进着(2 号 3 号是提前买好票的就快
多了）,几个不同类型的队伍紧紧挨着。不
断看到提醒，不要排错队。好不容易不用顶
伞进到屋里，哪想到更长的煎熬在后面。一
路虽有类似与小丑表演之类的。但还是很让
人心烦。排队的空间很小很闷，行进很慢。
没想到这里这么 popular。过去对蜡像馆的
印象都是从别人的照片中得到的以为那里是
静的都喘不上来。结果是喧闹的一塌糊涂。
终于排进取之后第一个混乱的区域是美国明
星区。女儿跟那一个个假明星照了不少相。
接下来的参观都很拥挤，有些小房间根本不
适合接待如些热情的游客。还时常弄些鬼怪
的东西来刺激人，蜡像馆有点热闹搞笑的
Disney 的味道。年轻人居多。不适合我。不
过蜡像水准是很高的。后来了解到杜莎夫人
的传奇经历和这两百多年经久不衰的蜡像
馆，觉得来得还值。蜡像馆里最像的就是玛
丽莲梦露。真出神入化有呼之欲出的感受。
Diana 蜡像叫人难过，但还是凑上去照了一
张’合影’。从早上 9 点排队到最后精疲力
竭出来 3 点 30。街头小吃暂时充饥叫上出租
车直奔就要关闭的白金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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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是王室现在的住所。里面当然金碧辉煌就
象历史书里形容的那样封建帝王豪华奢侈之
类的。 现在阶级色彩已经全无。里面有说
不完的故事。人们都 Wow 地共同惊叹自己眼
前所看到的一切。白金汉宫和所有皇宫最大
的不同之处是它有人气。进去就看到 王室
全家大照片, 让人感觉你就在她们身边。伊
丽沙白二世也挺与时俱进有些地方引进了大
玻璃窗。一改多年的神秘幽暗给人印象深
刻。 宫里还设有新婚的王妃礼服，婚礼蛋
糕展览。一切都渗透着英式贵族的那份高贵
典雅和精细。循环播放的 william 和 kate
这对幸福新人婚礼的精彩片段令人欣喜。为
他们祝福。如今小王子的降生无疑又让伦敦
乃至世界欣喜若狂。
伦敦眼 (London Eye) 中国城 英国议会大厦
(Houses of Parliament) 晚上

白金汉宫出来之后大部分景点都关门了。就
去了 The London eye。这个为千禧年而建造
的巨大摩天轮已成伦敦最年轻的很受欢迎的
地标性建筑。它像是窥视伦敦的窗口，又像
是为伦敦欢迎八方来客。它的位置也很科
学，是在泰晤士河南岸，这样可以看到比较
繁荣的北岸。6 点到达不用排队(也要票) 。
密封的乘坐舱宽敞得很。随着坐舱缓缓上升
夕阳中的伦敦渐渐清晰。高处远眺伦敦不难
看出悠久历史变迁给伦敦的的建筑风格留下
的印记。那就是时空交错，风格混杂。古代
与现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个个迥然
不同的建筑仿佛都有它的来历和故事。这也
是公认伦敦的一大特点。这和几天后去的巴
黎形成鲜明的对比。

London Eye 下来天色已晚。就是找不着
餐馆。要么关门，要么排长队。我们已
经得出结论。老牌英帝已没有美国人能
吃’苦‘了。好在伦敦观光有一个让人
舒服的地方就是景点都相隔不远。一个
的士很快到了中国城。

出来这些天，还没见得一点油腥，该犒
劳自己了。伦敦中国城是一条步行街，
干净而安全。没经挑选进了一个四川餐
馆，那叫一个香。由于米饭是要钱的,
所以抿掉盘中最后一粒饭粒。又匆忙打
的回到离伦敦 eye 不远的英国议会大
厦。本来要看黄昏景色照最佳照片的。
现在成了照夜景了。灯火通明的大厦在
完全的黑夜中很不好照，屡照屡败，屡
败屡照。这样脑子里对这坐'美男子'反
倒留下深刻印象。 London Eye 和议会
大厦一桥东一桥西，一南岸一北岸，一
个古代一个现代。色彩斑斓，交相呼
映，耀眼辉煌, 赏心悦目,叫人流连忘
返。以失望开始的一天最终以圆满而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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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塔

船快到终点时摄下的标志性景象

夜晚的伦敦 eye 十分耀眼

伦敦塔桥

在伦敦 EYE 上俯视大厦

白金汉宫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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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e commercial purpose classified notes can
be published on Cai Hong for free, the privilege
is for The Great Wall Chinese school
community members only. (typical notes
include sell your own used car, hire baby sitter,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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