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虹校刊                                                                                                   

第 273期 2017 年 2月 15日 

本期编辑： 万亦平，孟玉   主编：崔秀敏 

 

本期简讯：长城中文学校于 2017 年一月二十

九日在 Upper Merion 高中举行了一年一度的 

辞旧岁庆新年春节联欢及游园盛会。 

本期内容：由九年级万亦平和六年级孟玉老

师班同学们提供稿件。 

春节联欢会节目主持人评选规则与结果：由

李军，周磊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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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中文学校 2017 春节联欢游园盛会 

长城中文学校学校于 1 月 29 日星期

日 12：00-5：00 点在位于费城西郊的 Upper 

Merion High School 举办了一年一度的辞旧

岁庆新春的春节联欢盛会。 

经过节目评审委员会的申核：24 个节

目被选做为舞台表演， 其中包括各班级同学

的集体表演， 民族舞，独唱， 音乐读奏，跆

拳道展示等等特色节目，演出准被充分，台

上台下和各各年龄段的演员密切合作，演出

非常成功，让我们每一位海外游子从心底里

有一种回家过年的感觉，  深受各位来宾的高

度赞赏。  

在节目表演过程中穿插了徐永江的校

长的讲话和传统抽奖活节目。演出结束后的

游园活动非常丰丰富多彩，每位小朋都玩的

非常开心尽兴。此次活动得到多家赞助商的

支持和帮助。 

此次活动的成功离不开各位家长， 老

师和学校员工和学校领导的支持， 特别是每

位义工的无私奉献。 

在此忠心感谢所有为长城各项活动热

心服务的义工，组织者， 各位老师 家长 和

各位来宾给予长城中文学校多年来的支持和

陪伴。 

                                         谢谢大家! 

节目评审和主持人评审委员会：赵华青 张淑

新 甄慧玲 Xiaobin Wang 魏 东飞 杨珍 周景

翠 于燕华 李军 李宜珍 万亦平 崔秀敏 

节目主持人：王安迪 康宁馨 多点点 孙露西 

田浩 田璐 何睿 徐浩雪 

报幕词撰稿人：万亦平 崔秀敏 

节目单编辑排版人： 张华龙 

义务服务人员名单：晓虎 路文浩 赵波 车雨 

杨晓 杨芮嘉 王宇琳 姚海蓉 王晔 李晖 崔春

华 何睿 周园 林莉 刘伟志庞军 张红丁陈志敏 

周景翠夏琳陈培云柴静华 聂满满孙露西 于燕

华 徐浩文 周虹 许旻 关欣万英杰 赵亦卉 赵

亦至 徐浩雪谢辉 聂婷婷 王姿涵 李爱辉 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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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李刚 练远芬 何可欣杨珍 万明昱 何佳 张

淑欣 师丽华 崔传欣 张勤 潘勤 汤鸣 何绪斌 

王文金 张瑞峰 傅晓颖 郑建平 达丽 陆平 宋

晓明 庄岚 徐永江 伊慧 周磊。 

 

徐校长讲话 

 

ＩＣＣ班同学的表演唱       藏族舞蹈 卓玛 

表演结束后的幸运抽奖， 游戏游园，和学生

画展很受学生和家长的喜爱。 

 

春晚节目主持人 

 

一年级小朋友：上学歌 

 



彩虹校刊                                                                                                   

第 273期 2017 年 2月 15日 

本期编辑： 万亦平，孟玉   主编：崔秀敏 

 

幼儿班小朋友的表演 

一年级小朋友表演： 上学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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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小朋友表演牵手歌 

六年级同学的三字经 

 

 



彩虹校刊                                                                                                   

第 273期 2017 年 2月 15日 

本期编辑： 万亦平，孟玉   主编：崔秀敏 

 

空手道班同学的精彩武术表演 

舞蹈班同学表演藏族群舞：卓玛 

 

幸运抽奖票在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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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奖进行中 

 

幸运的获奖者 

 

 

学生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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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刊登的是九年级万亦平老师班学生的作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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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 

9C 王逸菲 

我们所读的故事的寓意是：当朋友或

有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有怨），我们不应该总

是反复提及,我们应该学会能够原谅和忘记。

但当有人对我们做好事的时候（有恩），我

们不应该忘记，所以应该被铭刻在石头上而

不是写在沙土中。 

我既同意又不同意这种观点。 

 当有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能

够让它过去。但是那取决于他们的伤害有多

么严重。小的错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但有

时不能原谅也是有道理的。或者可以原谅但

是不一定要忘记。 

 但是我理解这种想法的用意。我们应

该努力忘掉不好的事情而记住好的事情。这

一点是对的。但是不好的事情也是有限度的，

因为有些事不是可以原谅的。 

 我认为这个故事总体上传达的是好的

用意并采用了好的类比，讲到不好的事情应

该如何写在沙中，以便时光和原谅会把它抹

去，而好的事情应该铭刻在石头上，使得时

间和风都不会把它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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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 

                                   9C 陈查理 

 我读了一个故事叫 Sand and Stone。

在这个故事里，两个好朋友在沙漠里面吵了

一架，一个朋友打了另外一个。挨打的那个

人在沙子上写 “我的朋友打了我” 。后来，他

们在沙漠的绿洲里，被打的朋友快淹死了，

他的朋友救了他。被救的这个人在石头上刻

下了“我的朋友救了我，否则我就淹死了。”

这是因为朋友做的好事情比他们做的坏事更

需要记住。 

我从这个故事里学到，朋友之间相处，要记

住朋友对你的帮助，忘记对你的伤害。没有

一个人是完美的，如果你只记住朋友干的错

事，每一次你的朋友对你生气，你就不当他

是你的朋友了，你就没办法跟朋友好好相处，

到头来你就没有朋友了。可是要是朋友做了

错事，你还能继续跟他做朋友，过一段儿时

间，你就会忘了他干的坏事。要是朋友帮助

了你，你要记住他对你的好----心存感激，你

就会生活的快乐，也会把快乐带给别人。 

所以，我同意这个故事说出的道理，你不能

只记住人们干的坏事，记住他们的好处更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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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子和石头”的故事读后感 

                                    缪睿雅 

这个故事讲的是: 两个好朋友在沙漠

里走路。走着走着他们吵起架来，其中一个

打了另一个人的脸，被打的那个人就在沙子

里写下：今天我的朋友打了我。后来这个人

又被他的好朋友救了，他也把这件事写下来，

但这次他写在了石头上。他的好朋友问他：

“为什么我打过你后你写在沙子里，但我救了

你你就写在石头上呢？” 他的朋友回答：“如

果人们伤害了我们，我们应该写在沙子里，

所以时间和原谅可以把它冲走，但如果人们

帮助了我们，我们就应该写在石头上，所以

什么都不能把它洗掉。” 

这个故事教育我们的是：在生活中我们应该

记住人们对我们的好，但要忘记和原谅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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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的伤害，因为如果我们老在想别人的

不好或者老生别人的气我们就不会快乐，反

而如果我们学会宽容的对待别人，别人也会

懂得感谢我们，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多交一些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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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子和石头 

                                    9C 吕乐佳 

“当有人伤害我们，我们应该把它写在

沙子里，在那儿时间和宽恕的 风可以抹去它。

但当有人为我们做好事，我们必须把它雕刻

在石头上 ，没有风可以抹去它。”这是一个故

事中，当一个人先被朋友伤害， 然后被朋友

救了命之后说的话。 

我完全同意这一发言。这个地球上没

有什么比真正的友谊更值得珍惜 。真正的友

谊是要救助一个溺水的人时，把他的生命当

成你自己的。 现实是，在和别人交往中，我

们都会犯错。这不一定总是一件坏事， 它只

是意味着你在尝试。不完美比伪造完美无疑

更好。 

在我看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从抱怨

中获得。抱怨的意义是什么？没 有人会对所

有事情都满意。有一句有名的话说“黑暗不能

驱赶黑暗; 只有光能做到。仇恨不能驱逐仇恨;

只有爱才能做到这一点。” 抱怨的那种人是没

有爱的力量的人，而宽恕是爱的最终形式。

这是你 可以给自己最大的礼物之一。我真的

认为生活不给我们太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必

须充分利用我们有的，去笑，去爱，去过活，

不要后悔。 你总是可以得到第二次机会，翻

开新的一页，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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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这个故事的感想 

                                    9C 伍宇超 

 我觉得这个短篇故事很有意思。我觉

得那个朋友说的很对。好的事情应该记着，

不好的事情应该忘记。 

 人家做错事情，我们虽然很生气，但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要慢慢忘记那件事，

就像写在砂里的字随着时间推移会被风吹走

一样。 

 我们应该牢记别人对我们的好，就像

刻在石头上的字一样不会消失。因为石头很

重，风不会把石头吹走。 

 我觉得这个故事告诉我，即使我最好

的朋友也会做错事情，我应该把它忘记，并

且我应该牢牢记住朋友对我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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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却与感恩 

                                   徐浩雪    9C 

 两个朋友穿越沙漠。他们为了一件事

争吵。 一个朋友打了另一个人的脸。那个人

悄悄地在沙子里写了一句话， “今天我的好朋

友打了我一下。” 后来，他们到达一个绿洲，

开始游泳。被打过的人突然在湖底卡住了，

这时候他的朋友及时救了他。后来，这个人

把 “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 刻在一块石头上。

那个打过人的朋友问为什么他先写在沙里，

然后再写在石头上。这个人说：“有人伤害你

后，写在沙里，风可以吹走；可是有人救了

你后，写在石头上， 这样风就不能吹走了。” 

 这个故事令我思考，“什么事情该记住，

什么事情该忘却？” 我们都有要好的朋友，但

即使是朋友也可能伤害我们。有些人不能忘

却过去的伤害，让它毁灭了友谊。真正的朋

友应该忘却这些不愉快的事情，让它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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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牢记在心里，才能更专注于朋友的好品

质。 

 那么什么能够帮助我们忘却过去的伤

害呢？当有人帮助过你的时候，记住它， 就

像深深的刻在石头上的字。时间再长，也不

会被磨平。记住在困难的时候，这个人帮了

你。只有在心中永存感恩的想法，才会忘却

仇恨和伤害。忘却伤害才会远离痛苦，心存

感恩才能得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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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 

                                   9C 魏美林 

这个故事很有意义，他告诉我们应该

原谅别人伤害我们的事， 而要记住别人帮助

我们的事。即使别人对我不好， 我也不要对

她不好。 

这个故事也让我想起自己的朋友。有

时候我们会吵架、生气， 可是我们仍然是朋

友。第二天我们见面还会说笑， 因为我们已

经原谅了对方。 

同样的，我的朋友帮助我，我也帮助

他们。 当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一直会

记得。如果你想要别人对你好， 你就要先对

他们好。因为我们不记着坏的事情， 所以我

们的友谊很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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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子与石头》后感 

                         9D  黄秋晨             

读了《沙子与石头》的故事以后，我

觉得这个故事讲得道理很深刻。它告诉了我，

在生活中，不要把身边发生的坏事一直记在

心里,要多把美好的事情记在心里。 

  这个短文用风来比喻时间。因为沙子

很容易被风吹走，短文里被打过的朋友把这

个坏事写在沙子里，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流

逝，就会把这不好的记忆像风吹走沙子一样，

慢慢地就消失了。而相反，他被救了的时候，

把这个好事情刻在石头上，意味着，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美好的记忆永远不会被忘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类似

的事情，如果你的朋友犯了个错误，你应该

学会宽恕他，谅解他，因为每个人都是会犯

错误的。你应该学会把他给你做过的好事情

记住，把坏事情忘掉。我觉得这个道理是很

有用的，不然的话，任何事情你只记得坏事

情，不记着好事情，就会让生活变得很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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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和石》读后感 

                                     9C 蒋伊莎 

"Sand and Stone" 是选自《英语沙龙》

2004 年第 12 期的一个短故事。这个故事讲的

是两个好朋友走在沙漠里。他们吵了一架，

然后其中一个人打了另个人一巴掌。那个人

很伤心，所以他就在沙里写“今天我的朋友打

了我。”他们继续赶路，到了一个绿州。觉得

特别的热，他们就去水里游泳。 

那个被打了一巴掌的人开始溺水了，

打他的那位朋友又不惜丢掉自己性命地救了

他。他被救出来之后，又在石头上刻下了 “今

天我的朋友救了我”第一句话。他朋友看了之

后，就问 “我打你之后，你在沙子里记了下来。

可是我刚刚救了你，你却刻在石头上。这是

为什么呢？”他的朋友一边想一边说，“当有

人伤了你，我们就该写在沙子里让时间与宽

恕之风帮我们把那不好的记忆磨掉。可是当

有人对你做了好事时，我们就应该刻在石头

上，因为那样，什么风都不能吹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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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个故事一点儿奇怪，但却教了读者

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这个故事让我懂了朋友

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有多么重要。我们都应该

这样对待好朋友因为这样才能叫好朋友。即

使你们性格相反，也要这样对待对方。在美

国，我们有句话叫“opposites attract。”这话的

意思就是就算是相反的，也可能特别亲密。 

这个故事里面的道理很深，所以我觉

得故事跟道理特别相配。这篇文章的作者把

读者早已知道的事实（沙子可以被风吹走和

在石头上刻的字要很长时间才会被磨掉），

利用那个例子让读者更深地了解这个道理。 

我觉得这个故事已经把一个很重要的

道理变成/放在一个短文章里。我不特别喜欢

这个故事可是我也不是特别讨厌这个故事，

有点像中间可更偏重喜欢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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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我们 6 年级 C 班学生在中文课上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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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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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语故事“亡羊补牢”读后感  

                       周子祥 (6C 班) 

              成语《亡羊补牢》讲的是有一个人养

了十几只羊。有一天他发现少了一只羊。原

来这只羊是从关着羊群屋子的一个洞里跑掉

了。他的邻居告诉他得赶快把洞补上。那个

养羊的人没有听从邻居的话。第二天又一只

羊从洞里跑掉了。养羊的人这时才明白了邻

居说的话很有道理，所以他赶快把洞修补好。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丢失过羊了。这个成语故

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如果发现问题应该赶快

改正。不然的话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

重。损失也就越来越大。  

            《亡羊补牢》这个故事让我想起发生

在学校的一件事。学校每周五有一个生词考

试，老师规定如果学生的考试分数八十分以

下,该学生就必须把考试卷子拿回家给妈妈或

者爸爸签字，然后带回学校。我第一次考试

只考了八十分，因为我没有好好复习。爸爸

妈妈说以后我每次考试前得认真复习。从此

以后每周四晚上，我会花半个小时复习。第

二天我总能考满分。就象“亡羊补牢”故事一

样，我及时改正了我的错误，取得了好成绩。

自己的亲身体会也让我明白，今后我无论遇

到大的或者小的问题，我应该及时改正。这

样我就会成为老师眼里的好学生，爸爸妈妈

眼里的乖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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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羊补牢》读后感 

                                 郝婧彤 (6C 班) 

在 6c 班的课堂上学习了二个成语故

事. 其中一个成语叫《亡羊补牢》。《亡羊补

牢》的故事是关于一个人有十几只羊，一

天，他发现他的羊圈有个洞，他没有及时把

洞修补好，有只羊就从这洞跑掉了。他的邻

居告诉他，要他快把洞补好，他还是没有

做，结果他又丢了一只羊。这时他才觉得要

快点把洞补好，于是他补好了洞，他的羊再

也没丢。《亡羊补牢》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有

错就要及时改过，为时未晚。我记得在我滑

冰考试的时候，第一次考试我没有考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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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放弃，我仔细看了考官给我写的评语，

看出来我的不足的地方。例如：滑的圈不够

大，缺少力量和速度，腿部的伸展不够。我

知道了这些不好的地方，就去试着改正，每

天都坚持在冰上练习。当我觉得自己已经练

好了，就又去参加考试。这次我考过了，我

好开心，因为我知道只有改掉不足，那样才

能有进步。我更加理解了这个成语故事的意

思，当你发现问题时，及时改正，这样是不

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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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语故事” 

                           黄隆飞   (6C 班) 

   我最近学了两个成语故事。一个成语

故事是“亡羊补牢”，另外一个是“拔苗助长”。 

   “亡羊补牢”是讲一个养羊的人发现了

他少了一只羊。原来关羊的屋子破了一个洞，

羊从那个洞跑出去了。邻居劝他赶快把洞补

起来。养羊的人不听所以没补洞。第二天早

上，养羊的人又发现少了一只羊，羊又从那

个洞跑出去。这时，他明白了邻居的话。他

赶快把洞补好了。从此他的羊再也没有丢掉

了。我觉得“亡羊补牢”的意思是不要等到最

后才改正错误。比如，如果我发现我有一个

错误我要赶快改正错误。 

   “拔苗助长”是讲一个农民种秧苗，他

想要秧苗长的又高又快。因此，他天天在田

里看，觉得秧苗长的太慢。有一天，他又来

到了田里，忽然想出了一个办法：“我为什么

不把秧苗拔高了一些，帮助它长得快一点儿

呢？”于是，他下到田里把每一棵秧苗拔高了。

他看拔高的秧苗，心里很得意，就回家了。

结构，过了几天，拔高的秧苗全死了。我觉

得“拔苗助长”的意思是干仼何事情不要太着

急，一定要根据事情的发展规律来处理。 

这就是我最近听的成语故事和我觉得

它们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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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羊补牢读后感 

                                 杨婕雯(6C 班) 

我读完“亡羊补牢”，学到了一个道理，

那个道理就是你得快点儿把事情做完，不要

拖拖拉拉，如果你不赶快做完，那样问题就

变得更糟糕。在故事里有个养羊的人，有一

只羊跑掉了，他发现羊的屋子里有个洞，原

来羊是从那个洞钻出去跑掉的。  

邻居劝他说：“赶快把洞补一补吧。” 

养羊的人说：“反正羊已经跑掉了，修补羊的

屋子有什么用呢？”第二天早上，他发现又少

了一只羊，那只羊还是从那个洞钻出去跑掉

的。养羊的人赶快动手修补了羊的屋子。因

为他没有及时修补屋子里的洞，他就少了两

只羊。他终于明白邻居讲的话有道理。从此，

他的羊再也没有丢了。 

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我游完泳，我

得赶快把我的游泳衣拿出来烘干，如果我太

懒或是忘记把游泳衣拿出来洗干净，就会穿

游泳衣的时候很不舒服. 因为游泳衣潮潮的时

间久了游泳衣还会发霉烂掉。我明白了，如

果有个事情必须要做，就得赶快动手把它做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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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羊补牢 

                             王小玉(6C 班) 

“亡羊补牢”这个成语故事很有趣，我

从中学到了一个道理：人们要及时改正错误。 

首先，人们总是会犯错误，人不是完

美的。在故事中，因为关羊的屋子破了一个

洞，但是这个养羊的人没有及时修补，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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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洞钻出去跑掉了。所以他就丢了一只

羊。我在新东西的时候，也会经常做错一些

题目。 

我们犯了错误一定要及时改正。如果

我们不及时改正我们的错误，我们很可能会

犯更多更严重的错误。在这个故事中，养羊

人的邻居很热心，劝他尽快把洞补好，这样

羊就不会再跑掉了。可是他没有听邻居的话，

他认为羊已经跑掉了，补洞也没有什么用。

结果，第二天，这个人又发现一只羊还是从

同一个洞跑走了。 

如果我们不及时改正错误，就会反复

犯同样的错误，最后连犯错误的机会都没有

了。这个养羊的人因为明白了邻居讲的话有

道理，所以他马上把洞补好了，从此以后他

就再也没有丢一只羊。如果这个人还不补好

洞，那么他的所有的羊都会跑掉了。例如，

在生活中有些人尽管知道吸烟对身体不好，

但是还不停止，就会死了！！！ 

亡羊补牢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

理就是--我们犯了错误要及时改正，否则，我

们就会遭受更大的损失。这就是我从“亡羊补

牢，为时未晚”学到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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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语故事 

                         王耀文(6C 班) 

在 6c班我们学习了“亡羊补牢”和“拔苗

助长”两个新成语。通过老师讲解,我从中学到

了很多东西和很深奥的道理。 

 “亡羊补牢”就是说，如果出现问题，

你需要及时补好，不要等到出现大问题的时

候补救。在故事里，养羊的人少了一只羊因

为养羊的屋子破了一个洞。他没有赶快修补

这个洞，所以第二只羊又跑掉了。就像有时

候我作业等到最后一天做，没有很及时做完，

然后没时间做。我读完这个故事，我就知道

我要注意改进，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做。 

 “拔苗助长”就是说，凡事不要很急，

应该按照规律做事情，不然就会越做越坏。

例如, 我打球的时侯，我不想练习打球就想玩

真正的篮球比赛。在这种情况，往往我就会

输。这个农民拔苗因为他等不及秧苗慢慢地

长出来，最后苗都死了。我读完这个故事，

我知道我不能“拔苗助长”，做事要从小事做

起，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做大事. 

 我读完这个故事，我就学了这些道理，

很深奥。我想将这两个故事介绍给别的孩子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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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于海月(6C 班)  

 我上个星期在中文学校里学了一个叫

“亡羊补牢”的成语故事。在“亡羊补牢”的故事

里，有一个人犯了一个错误，他一开始没有

改, 所以这个错误就变大了。可是，他改了以

后，这个错误就再也没有发生了。 

这个故事教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

理: 第一次犯错没有关系，只要肯听劝，及时

改正错误，就不会出大问题。 这种事情在平

常生活里经常发生。比如说，在数学课上，

老师批改考试卷子以后，我们要重新做一遍

做错了的题。 一开始我觉得：“为什么要改呢？

反正已经错了，改错对我没帮助，也不会加

分儿。” 所以我在改错的时候很匆忙地就把题

改了。 

可是，我下次考试的时候又犯了这种

错。我这才明白改错是有用的。 这次，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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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地把做错的题改了， 还看了看我为什么

错了。 

这样，我以后就再也没有做错过这种

题了。这个“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的故事告

诉了我们犯了错以后，一定要及时改正，防

止再犯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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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羊补牢读后感 

                            张育恺(6C 班) 

最近我们在学“亡羊补牢”这个成语故

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跑了一只羊不可怕，

只要把洞补好，羊就跑不掉了。我在平时也

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我现在在学习国际象棋，国际象棋是

一个 32 个子在 64 格棋盘上博弈的游戏，黑

白双方各有 16 个子。这个游戏看上去很简单，

其实不仅要学习开局、中局和残局的知识，

平时要做题，在比赛中还非常锻炼人的意志。 

我家刚搬到这里时，妈妈给我找了一

个很多大人的俱乐部，他们水平都很高。我

和他们下了一两次全都输了，非常害怕，就

和妈妈说：“我不想去了，就在家做题和学习

吧。”妈妈同意了。我在家里就这样学了两三

个月后，认识到不出去比赛，还是克服不了

害怕大人的心理，然后我又回到了那个俱乐

部。在几个星期的比赛里，我慢慢地开始学

会不看对手，只看棋盘，和平时做题一样，

然后就开始赢棋了，现在我每个周二都去那

个俱乐部下棋，认识了很多棋友，非常开心。 

这个经历是不是和“亡羊补牢”这个成

语故事很象呢？现在我的比分已经又上升了

几百分，如果我不克服我心理上的害怕，就

只能放弃下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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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错就改 

                               沈方睿 (6c 班) 

读过＂亡羊补牢“，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知错就改。如果一个小的错误不马上

改正，它就会变成一个大错误。 

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前，一家船厂正

在建造一条大船。有个造船人发现一块木头

上有一个很小的虫眼儿。他先是想把有虫眼

儿的木头丢掉。但是他又觉得这么小的一个

虫眼儿，不会有什么问题。最后他还是用这

块木头来造船。大船造好后，一开始没有问

题。可是后来木头上的虫眼越来越大。有一

次，船上装满了物品，刚刚出发，海上就刮

起了大风。被虫咬过的那块木头被海浪打穿

了。海水涌进了船里，船就渐渐沉没了。如

果那个造船的人一开始就纠正错误，把有虫

眼的木头丢掉，大船就不会沉没了。 

还有一个故事是在我的中学里。我们

老师规定作业晚交就要扣分。我有一个同学

被扣了三次分。虽然他的其他方面都很优秀，

但是他没有拿到最好的成绩，十分可惜。如

果他在第一次被扣分后就改正错误，他就不

会被扣另外两次分。最后这个同学在老师和

家长的帮助下改正了错误，他的成绩有了非

常大的提高。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就是要知错

就改，改得越早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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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郑丽淇 (6C 班) 

从前有个人养了十几只羊．有一天，

他发现一只羊不见了，一个邻居劝他说赶快

把洞补好，但是他不着急，不管这洞。第二

天，他又发现又一只羊不见了。这时他在想,

邻居的话有道理，如果我不修的话，明天我

的羊可能又不见了，还有后天，这样的话，

我就完了! 然后他赶快把洞给补好，之后他也

没有再丢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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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里的道理很好。因为我小的

时候表面上看上去也在认真听课，但是我思

想很不集中，有时在画画儿，有时在玩我的

笔或者我的手，不听老师的话，成绩不好，

功课也不会做，常常被老师说，妈妈非常担

心我。后来，我就听妈妈的话，上课专心地

听老师讲课。后来我的成绩变好了。功课我

也会做了，老师也说我做得很好，老师还发

给我一张奖状，妈妈一高兴就买了礼物给我，

我也非常高兴。我想我好像那个人亡羊补牢，

为时未晚。 

还有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妈妈每天要

我带钥匙去学校，我都答应了，可是我不用

心，然后就忘记了。有一次妈妈跟哥哥去看

牙医，我放学了一个人回家。我到达家时，

才记得自己没有电话也没有钥匙，当时天气

挺冷的，我也饿了，我就一个人坐在门囗等

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妈妈问我有没有带钥

匙，我都会查一下有没有。我也没有再关在

门口了。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个道理真很

对，只要我们及时发现自己的错，改正就好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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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田浩(6C 班)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这个成语的意

思是，人犯了错误以后，只要及时的纠正，

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不会晚。去年

年初，我们搬家到滨州，我转学到新学校。 

我的考试成绩都很好，但是我的第一阶段的

总成绩却不理想。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有

几次我忘记交作业而影响了成绩。 

爸爸对我说，‘放学以后，第一件事先

完成家庭作业，然后早上上学第一件事情是

把作业交给老师。我按照爸爸的话做了，第

二阶段的总成绩果然提高了。这件事情然让

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亡羊补牢未为晚的道理。 

成语故事“亡羊补牢”读后感 

                            郑宁钢 (6C 班) 

二个月前孟老师教了我们两个新的成

语故事。第一个成语就是“亡羊补牢”。故事

是说有个人养了十几只羊。一天他发现屋子

破了一个洞. 邻居跟他说赶快把洞补一补,但

他不肯不及时修补。第二天这个人发现少了

一只羊。 

这时，他才明白邻居讲的话，于是赶

快把洞补好。从此，他的羊再也没有丢了。

这个故事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要听听一听别

人的建议, 还要修改做错的事情。因为做错的

事你不改过就能变成更大的事了。 

第二个成语就是“拔苗助长”。在这个

成语有一个农民种的秧苗长的又快又高。他

觉的秧苗长得太慢，忽然他想出了办法。那

个办法就是把秧苗拔高些。过了几天秧苗就

死了。这个成语的主题就是不要着急做东西。

因为你着急的时候不经过思考,你就会做到很

多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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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中文学校春节联欢会主持人选拔

赛在今天下午圆满进行了。这次选拔赛家长

和学生们报名踊跃，参与的人数远远超越了

学校的预期。其中，K 到二年级的学生 10 人，

三年级到六年级 20 人，七年级以上及中文 AP

班 10 人。为了不辜负学生和家长的热忱，校

领导和评委小组的成员们对评选规则和评委

评分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虽然大家是众说纷

纭，但是最后一致同意给予我们各个年级段

的学生们公平竞争机会，选拔出优良，自信，

阳光，代表我们长城中文学校学生形象的孩

子。 

在今天下午的选拔赛中，学生们和评

委们通力合作，安排得非常紧凑有条。不管

是低年级的小孩子，还是高年级的大孩子，

都表现得勇敢，自然，落落大方。而且让人

欣喜的是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流畅地背诵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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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的台词。我们相信孩子们和很多低年级

的家长们为了这次的出色表现，付出了很多

心血。面对这么多优秀的孩子们，评委们严

肃，认真地在语言，表达，声音，仪表和综

合其他一共五个方面进行了筛选。这一次，

语言能力不再是唯一衡量一个主持人的标准。

语言有瑕疵，但表达生动，自信大气，声音

洪亮的孩子照样可以闪亮。为了保证这次选

拔的公平，公正，评委们严格地执行了回避

政策。在小组有学生参选的老师不参加该小

组的评审打分，在小组有孩子参选的家长也

不参加该组的评选。评选的分数去最高分，

最低分，然后求取平均分。因名额有限，K

到二年级选出 2 人，三到六年级选出 4 人，

七年级以上及中文 AP 班选出 2 人。所有的评

委们一致认为这次竞争激烈，很多没有被选

上的孩子们也很出色，如果加以雕琢，也可

以璀璨耀眼。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学校领导的大力

支持，感谢各位评委老师和家长的通力合

作，感谢参选学生的认真准备和家长们的付

出。 

评选结果： 

1. A 组 (K ～2 年级)： 第一名-王安迪，第二

名: 唐宁馨。 

2. B 组 (3～6 年级)：第一名-多点点，第二名-

孙露西，第三名-田浩，第四名-田璐。 

3. C 组 (7 年级以上及 AP 班)： 第一名-何睿，

第二名:徐浩雪。 

同时，鉴于本次参赛的孩子们都表现

优秀，出色。学校将邀请未胜出主持人的孩

子们参加诗朗诵 - 红蜻蜓，作为春节联欢节

目之一。资深中文老师周老师和魏老师将亲

自指导，于下周日 Lawrence Hall 下午两点统

一练习。 

评申委员会小组全体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