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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语：本期彩虹刊登的学生作文由中文班

九年级齐红伟老师同学们供稿：主题为《假

如我是…….》，文中充分体现了他们丰富的

想像力，同时也展示了他们的中文水平的进

步。 

本期内容：2018 年 12 月 1 号长城中文学校

小木兰舞蹈团，圆满完成了美国首席马戏团

UniverSoul Circus 25 周年全球巡演费城站

的开场表演。 

小木兰舞蹈团参加美国环球马戏团世界巡

演的开场表演 

2018 年 12 月 1 号长城中文学校小木

兰舞蹈团在纪兰慰老师的亲临指导和校领导

Laura 的亲自带队下，顺利地完成了美国首

席马戏团 UniverSoul Circus 25 周年全球巡

演费城站的开场表演。 

半个月前接到了这个演出任务，小木

兰的成员兴奋不已，对于小演员们来说每一

个演出机会都非常的宝贵。纪老师决定小

班、提高班和大班各表演一个舞蹈。除了周

日的正常课堂排练，老师、演员和家长们还

牺牲了感恩节长周末的半天时间进行彩排。

主办方只给小木兰舞蹈团 12 分钟时间，必

须要安排的井然有序才能顺利完成演出任

务。在这里非常感谢校领导 Laura 出色的外

联工作；三个班的班长有效的协调和指挥；

所有小演员的家长，在家里给孩子们穿好演

出服、化好妆，并且按时地把孩子们送到了

演出现场；还有音乐播放助理和录像、摄影

师的辛苦工作。 

 

第一个节目是提高班表演的“锦上三

月”。一群手拿绣绷的绿衣少女，编织着春天

的画卷。芬芳的古典元素，翩翩的云梦霓裳。

让观众感受曼妙舞姿和悠扬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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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节目是小班的“红灯笼”。这个

节目是小班今年秋季开始编排的、准备冲刺

明年舞蹈比赛的新舞。身着绿色秧歌服，头

戴红花，一群娇憨可爱的小姑娘，举着喜庆

的红灯笼，跳着俏皮的秧歌舞步，整个舞蹈

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气息！ 

 

 

 

 

第三个舞蹈是大班的“小城雨巷”。姑

娘们手撑油纸伞，行走在独具特色的“民居”

之间，透着江南姑娘的灵秀之气，宁静飘逸，

犹如一首用肢体语言演绎的意境深邃的散文

诗， 让观众身临其境、流连忘返！ 



彩虹校刊                                                                                                   

第 280 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本期责编辑: 张家林    主编: 崔秀敏                                   彩虹投稿邮箱：gwcscaihong@gmail.com 
 

 

 

 

开场表演结束后，大部分演员和家长

观看了精彩纷呈的马戏表演。此马戏团由来

自非洲、俄罗斯、墨西哥、蒙古和中国等国

家和地区的表演团队。有踩高跷、走钢丝、

摩托飞车、驯兽、杂技等表演，中间穿插了

演员和观众的互动。 

     长城中文学校 九年级学生作文 

                    假如我是一道彩虹 

                            方佳颖 

雨停的时候，当太阳再次出现在空中 ，

天上往往会挂着一道非常明亮绚丽的彩虹。

我特别喜欢彩虹，每次天上出现彩虹，我都

会来到窗边，望着彩虹，我一直在想，“成为

彩虹到底是什么感觉呢？一定很有趣吧！” 

假如我是一道彩虹，我可以想象我会

拥有许多独特的，一般人不会有机会拥有的

东西。 彩虹不仅在外面漂亮，它的内在更美。

假如我是彩虹，我就会完美无缺。 

彩虹在天空中如此之高，有许多不同

颜色：红色、橙色、黄色、绿色、蓝色和紫

色。如果我是彩虹，我就能看到我下面的人，

人们也可以抬头仰望着我。如果他们度过了

糟糕的一天，我就能让人们开心，因为即使

在暴风雨后，彩虹也会闪耀。如果我是彩虹，

我就能看到所有幸福以及不幸福的人抬头看

着我，微笑着，我的光明会让他们开怀大笑。 

假如我是彩虹，我会在天空中有许多

朋友。在那一天，我可以看到我的朋友太阳

照耀着，在夜晚，我可以看到我的朋友，月

亮闪闪发光。我的朋友也有很多类型的云。

有大的、小的、蓬松的、瘦的、白色的、灰

色的、等等。鸟儿也会经过并向我致意。即

便彩虹在天空中并不总是可见，我知道我的

朋友们仍然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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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和地上的好朋友一起来建造美好

家园。彩虹提醒我们每个人因该共同努力，

一起成功，一起欢笑，一起分享。彩虹，是

许多年幼孩子的幻想。他们会全神贯注地看

着我做白日梦。他们的 

幻想充满了王子与公主和国王。我能

够激励许多年幼的孩子想象力。彩虹是缤纷 

多彩的， 就像孩子们的梦想。如果我是彩虹，

我可以激励孩子们变得非常有创造力，这会

让他们的世界变得多姿多彩。 

我想，成为彩虹很有趣。你可以成为

各种颜色，并在天空中与你有很多朋友。彩

虹不仅可以改变天空的样子，还可以帮助改

变世界。如果我是彩虹，我将能够在看到我

的人中引发一些变化。我可以让人变得更美

好，或激发人们的梦想。我可以看到整个世

界。如果我是彩虹，我会觉得我拥有友谊和

希望。    

～～～～～～～～～～～～～～～～～～～ 

              假如我是 

              9D 李贝贝 

假如我是一块石头，一块在河里的卵

石。每天我在水里，自由自在的存在的。我

随着水流，跟着鱼儿们到无数的地方。我可

以跟河流到海里，然后去各种地方。我会见

到世界尽头，因为不像人类，石头的生命是

没有结尾的。就算我被雷劈，我只会变成沙，

继续往前，不停的跟时间赛跑。 

如果我是一块石头，我会鸟儿更自由。

因为就算我不能飞，我不会间感到时间的压

力。我永远不会疲劳，不会老，不会生病。

但是，但当石头也不全是完美地。 

其实，当一块石头应该会很孤独地。

因为做为一块石头，我只有我自己。我不会

有家人来陪我，朋友来跟我一起来探险，或

爱人跟我白头到老。这样子一直自己陪自己

一辈子，有可能最终也有没意义吧。因为跟

别人一起困在监狱里有可能比一个人孤零零

一个人自由的好。 

也许比当一块石头好。因为就算比石

头的存在短一万倍，当人比石头跟值得。就

算我会长老，有一天我不能动了,我身边的人

会让我的生命比石头的跟有价值。所以，假

如我是一块石头，我回恨这寂寞的永生，恨

我没有机会来活一个有意义的生命。       

～～～～～～～～～～～～～～～～～～～ 

              假如我是一名医生 

                     孙露西   九年级     

从小我就想当一名医生。我的爸爸妈

妈曾经都是医生，我哥哥现在也是一名医生，

他们都是我的榜样。在家里他们也常常谈论

与医学有关的话题，很多话题我都感兴趣。

我也喜欢看有关医院工作的电视剧, 像中国的

《急诊科医生》和美国的《急诊室的故事》,

充满紧张、悬念和刺激，我也更多地看到了

医生们怎样地忘我工作和他们对工作的认真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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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是一名医生，我会当一名内科

医生，当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给病人诊病

治病。病人来看病时，我就会热情的请他坐

下，耐心地询问他们，并取出各种各样的工

具检查病人。 我会用我熟练的双手和专业的

医疗术语让病人充分信任我,并带给他们希望。

我还会用我的笑容鼓励、温暖病人。在紧急

情况下我也会用最快的速度给病人做出正确

诊断。 

当然，做医生也很辛苦，每天都要给

很多病人看病，有的时候晚上还要值班。但

是如果能为病人解除病痛和得到病人的尊敬，

再苦再累我也不怕。    

     假如我是一名医生，如果病人经济上

有困难，我愿意为他们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如果某些地方发生了自然灾害，我愿意做一

名志愿者前往灾区救助需要帮助的人。 

      为尽可能多的病人服务是我的愿望，

所以我要努力学习，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医

生。 

～～～～～～～～～～～～～～～～～～～  

           假如我是一名记者 

                        高云琪 

假如我是一名记者，我要去采访报道

各地发生的事情，介绍不同国家的文化，和

参观世界上各地的风景名胜。 

作为一个记者， 我会访问许多地方，

迅速报道每天发生的事情。事情一发生， 我

就会立即赶到现场， 用最快的时间报道给别

人。比如，一个地方发生了地震， 我会很快

的把这个消息传播到世界各地，让人们知道

发生的事情。这会让遭遇地震的人们得到他

们需要的帮助和让关心他们的人知道他们的

情况。再比如，一个新药出来， 我会立刻报

道， 让需要它的人尽快的知道。  

作为一名记者， 我不仅会报到新发生

的事情， 而且会给全世界介绍各个国家的文

化。比如，通过采访和观察， 我会把那些人

们不知道的饮食和风俗，和正在发生的变化

介绍给想知道的人们。 

当我去不同地方采访的时候， 我会有

机会参观许多美丽的风景。我会去一些很多

人没听过也没机会去过却非常漂亮的地方。

我喜欢画画， 所以我会同时用画笔把我看到

的景色画下来，并传播出去， 让更多人有机

会了解这些地方。 

总之，作为一名记者，我会让人们快

速的知道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会帮助不同

地方的人们互相理解，互相学习，让人们了

解他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同时，做一名记者，

我会尝到各个地方的美食，交到更多的新朋

友。 

～～～～～～～～～～～～～～～～～～～ 

                     假如我是火                           

                        葛安吉-9D 

冬天来了，窗外飘着雪花，大地已经

被茫茫的白雪覆盖。假如我是火，这时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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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壁炉点燃，让一家人坐在我前面读读书，

听听音乐，享受这温暖美好的时光。 

秋天到了，树叶落满一地，人们捡来

干枝，松果，堆了起来。假如我是火，这时

我会去点燃篝火，大人和孩子们都来围着我

唱歌，跳舞，讲故事。 

当人们过生日的时候，蛋糕，鲜花，

礼物摆满一桌。假如我是火，这时我会点燃

生日蜡烛，倾听人们的心愿，送去我的祝福。 

每天晚上，人们忙碌了一天，回到家

里又累又饿。假如我是火，这时我会帮人们

做出美味可口的晚餐，让一家人坐在一起一

边享受美食一边分享当天的故事。 

假如我是火，我希望为人们带来温暖，

快乐，和美好的回忆。                  

～～～～～～～～～～～～～～～～～～～ 

              假如我是…… 

           钟美婕                                                                                                                                             

假如我是一位成年人。假如，我现在

长大了。虽然，我还有实力去保持住一个年

轻人的精神和决心，但我有更多的责任和压

力了。也许，我找到了一份好工作，有了我

自己的家庭，买了一间小房子，和一辆小汽

车。 每逢清晨，我开车上班。趴下车，走到

办公室。坐在我的办公桌前，我整天盯着电

脑。我眼睛很困，但我没有时间休息。 

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今天的日程安排 , 

这是我的职业，这就是我一生中所做的一切。

时间过得很快，而无论我多么匆忙，还是感

觉就好像我永远无法追上。人们会对我说，

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段。然而，我曾经

清清楚楚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和愿望，变得有

些模糊了。每一天，会像在一个咖啡池里游

泳, 试图到达一个眼睛看不到的目的地。不管

做什么，我总觉得没有时间。 

  曾经，我对我自己说，我长大想当一

位宇航员。我想留下让我不快乐的一切，飞

向星空。曾经，我对我自己说，我长大想成

为一位著名的发明者或者政治家。我想在世

界上有所作为。帮助每一位我能帮的人, 帮助

他们每天过开心的日子。曾经，我对我自己

说，我长大想当一位画家·。如果我寂寞了，

如果有一天我身边没有亲人朋友了，我还有

整个彩虹上的颜色陪伴我。我想创造某一个

东西，去感动某一个人， 因为我想，我的未

来是我的机会，去争取到自由，过我梦寐以

求的生活。但慢慢地，我会长大的。这些梦

想将会被成年人的责任和压力慢慢推开。我

会再次被困住，但这次我并没有被我的能力

所束缚，而是受到现实生活的阻碍。我真的

能实现这些愿望吗？我真的有这个能力吗？

我有这个勇气吗？我有这个时间吗？ 

也许，我永远不会知道我是否有那个

能力或勇气。因为，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

也许我会首先意识到，我那个时间是肯定没

有的。有的时候，我连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也

找不到。我没有时间去画画儿，或者锻炼身

体。我没有时间出去跟朋友吃个饭，去看看

父母，或带上孩子出国旅游。因为，我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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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作，挣钱。曾经，我有一个梦想，去帮

助每一个人过跟我一样开心的生活；  

但现在，我甚至不能对一个走在街上

的小孩儿笑一笑，挥个手。我哪儿有时间向

慈善机构捐款? 我怎么能浪费我幸幸苦苦挣

来的金钱哪？我没有时间跟老年人散散步，

也没有时间去帮同事搬个家。我没有时间坐

下想一想，假如，我明天变老了，我终于累

了，腿走不动了，眼睛看不清了。 

我学会欣赏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情了。

我终于有太多时间了，但我年轻的精神慢慢

消退了。我只能坐在我的小椅子上，对自己

说，我忙了一辈子了，为了什么？我真正干

了点什么，为谁做了点什么？我对这个世界

贡献了点什么？假如我明天不在了，我今天

活的满意吗？ 

  我知道，我现在不是成年人。我有很

多东西现在不了解。过一种实际的生活并不

意味着你不会幸福。这是很多人的现实，也

很有可能会变成我的现实。但这也并不意味

着我不能努力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过我最完

美的生活。人们说，如果你追求一份自己喜

欢的工作，不管你有多幸苦，你也不会放弃。

因为你的梦想变成了你的职业，变成了你生

活中所做的一切。 

～～～～～～～～～～～～～～～～～～～ 

                       假如我是一条鱼 

                            汤文清 

 我一直有一个奢望，假如我是一条鱼

那该多好啊！ 

如果我是一条鱼，我就可以自己去探

索既美丽又神奇的大海。人类花了很长时间

探索海洋，但是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海洋对人

类是个未知数。鱼可以在水里自由地呼吸，

所以我很容易就可以去寻找海里没被人发现

过的宝藏；我也可以去世界上最深的地方—

—马里亚纳海沟，看看哪些鱼生活在那么深，

那么暗的地方。 

 如果我是一条鱼，我的生活会精彩多

了。我从小就喜欢钓鱼，不过我只会钓到又

小又普通的鱼。如果我是鱼的话，我不仅可

以抓到小的鱼当食物，我也要学会保护自己

不让大鱼抓到我；如果别的鱼想吃我的话，

我就会躲在一个珊瑚丛里，或者混在一大批

鱼中间。这些就像我们平时玩的“躲猫猫”，

多有意思啊！ 

如果我是一条鱼，谁也不能管住我。

我可以不上学，我也不用做功课。我想做什

么就能做什么；我要几点钟睡我就可以几点

钟睡；我想玩儿多长就能玩多长。最重要的

是，没有人可以管我，我想住在哪里就能住

在哪里，多自由啊！ 

我真地很想当一条鱼，那样的话，我的生活

会变得更惊险！更丰富！更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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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袁树林女士 

前长城中文学校校刊彩虹杂志主编袁

树林女士 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因病猝然离

世，享年 62 岁。树林女士的追悼和安葬仪式

于星期六上午 11 月 17 日，2018 年在 D’

Anjolell Memorial Home of Malvern-

Frazer 举行， 她生前的好友，同事都前来参

加对她的纪念和 回顾她一路走过来 留给家人，

朋友和社区，及她对长城中文学校的热心付

出， 长城中文学校全体师生和家长在此衷心

感谢她多年来做为热心家长义工， 彩虹校刊

主编和小木兰舞蹈团主力家长为长城中文学

校的发展和壮大的无私奉献。  

袁树林女士一生多才多艺， 无论在绘

画， 书法及写作方面造诣颇深，她博古知今，

口才出众，待人真诚豁达，乐于助人，曾经

在至善中文学校担任老师，任职彩虹校刊主

编多年， 积极主动不辞辛劳为长城中文学校

的学生义务服务， 身受老师家长和学生们的 

爱戴。 我校名望颇深的小木兰舞蹈队就是由

树林为之命名。 小木兰舞蹈队所取得的成绩

是和树林女士的无私付出息息相关。 

袁女士做为女儿， 她替父母分担家庭

责任， 对她的两个兄弟照顾有加；为人妻， 

她和丈夫凌春楠先生相濡以沫， 风雨同行 36

个春秋冬夏， 一生恩爱；为人母， 她身教大

于言教培养出两个善良， 成熟自立， 出类拔

萃的女儿。生前做为一名职业女性， 她兢兢

业业， 恪守职业道德，受人尊敬。 做为朋友， 

她待人善良宽厚， 乐于无私助人， 深受朋友

们的爱戴。 

 天嫉英才， 树林在她的有生之年， 

无时无刻地用她的无私和大爱感染着她周围

的每一个人。她将永远活在她的亲人，朋友

和周围华人社区之中。  

 她对长城中文学校的奉献精神激励着

每一个长城人，大家齐心协力为长城中文学

校填砖加瓦。 

 长城中文学校现任理事长庄兰，校长

徐永江及理事会成员王文金， 现任彩虹主编

崔秀敏等人代表长城这一大家庭参加了袁树

林女士的追悼会和安葬仪式。 

 在她的追悼会上， 长城中文学校创办

人名誉理事长依慧女士对树林的一生进行了

回顾， 舞蹈老师纪兰慰讲述了树林生前对小

木兰舞蹈队成长的扶持和帮助， 刘伟志先生

演奏了树林女士生前想听而没有来得及听到

的小提琴演奏曲：鸿雁 以表达每位参加追悼

会的来宾对袁树林女士的怀念和哀思！愿袁

树林女士一路走好， 安息于天国之中！  

～～～～～～～～～～～～～～～～～～～ 

彩虹征稿通知：彩虹期刊主要以发表刊登学

生的作文为宗旨，记录每位同学的成长为目

的，欢迎长城中文学校的同学们积极踊跃向

彩虹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