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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素描 人物素描 人物素描 人物素描     林怡欣林怡欣林怡欣林怡欣    （（（（16161616岁岁岁岁））））        

                指导教师 王宗周指导教师 王宗周指导教师 王宗周指导教师 王宗周    

• 今天依照惯例召开今天依照惯例召开今天依照惯例召开今天依照惯例召开全校家长会全校家长会全校家长会全校家长会。。。。请家长们首先去孩子所在中文班开会请家长们首先去孩子所在中文班开会请家长们首先去孩子所在中文班开会请家长们首先去孩子所在中文班开会，，，，由老由老由老由老

师们介绍本学期教学大纲师们介绍本学期教学大纲师们介绍本学期教学大纲师们介绍本学期教学大纲；；；；然后再去然后再去然后再去然后再去215室参加全校会议室参加全校会议室参加全校会议室参加全校会议，，，，会上将由会上将由会上将由会上将由学校管学校管学校管学校管

理理理理人员全面介绍学校最新运行状况人员全面介绍学校最新运行状况人员全面介绍学校最新运行状况人员全面介绍学校最新运行状况，，，，教学新动向教学新动向教学新动向教学新动向，，，，经济收入和支出表经济收入和支出表经济收入和支出表经济收入和支出表，，，，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各类文化活动和各类文化活动和各类文化活动和各类文化活动和PTA消息等等消息等等消息等等消息等等。。。。这是家长了解学校教学情况这是家长了解学校教学情况这是家长了解学校教学情况这是家长了解学校教学情况，，，，向学校反馈意向学校反馈意向学校反馈意向学校反馈意

见的好机会见的好机会见的好机会见的好机会，，，，切勿错过切勿错过切勿错过切勿错过。。。。    

    

• 为了庆祝中国新年为了庆祝中国新年为了庆祝中国新年为了庆祝中国新年，，，，长城中文学校将于长城中文学校将于长城中文学校将于长城中文学校将于2月月月月13日和位于日和位于日和位于日和位于Berwyn的的的的YMCA联联联联

合举办合举办合举办合举办中国文化展览中国文化展览中国文化展览中国文化展览((((2至至至至4pm在在在在TE中学中学中学中学)和和和和中国文娱活动中国文娱活动中国文娱活动中国文娱活动((((5:30至至至至7:30pm在在在在

YMCA)，，，，有打中国结有打中国结有打中国结有打中国结，，，，算盘算盘算盘算盘，，，，舞狮和民族舞蹈等各种活动舞狮和民族舞蹈等各种活动舞狮和民族舞蹈等各种活动舞狮和民族舞蹈等各种活动，，，，入场免费入场免费入场免费入场免费。。。。另另另另

外有售预定的中国盒饭外有售预定的中国盒饭外有售预定的中国盒饭外有售预定的中国盒饭，，，，每份每份每份每份5美元美元美元美元，，，，预定电话是预定电话是预定电话是预定电话是 ((((610) 647-9622。。。。    

    TE中学地址中学地址中学地址中学地址：：：：801 West Conestoga Road, Berwyn, PA 19312；；；；

    YMCA地址地址地址地址：：：：1416 Berwyn-Paoli Road, Berwyn, PA 19312。。。。    

    

• 2010年春节联欢会年春节联欢会年春节联欢会年春节联欢会正在积极筹备中正在积极筹备中正在积极筹备中正在积极筹备中。。。。请愿意做义务工作人员的家长请愿意做义务工作人员的家长请愿意做义务工作人员的家长请愿意做义务工作人员的家长，，，，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愿意做赞助的商家尽快与文化部长周磊愿意做赞助的商家尽快与文化部长周磊愿意做赞助的商家尽快与文化部长周磊愿意做赞助的商家尽快与文化部长周磊leizhou2005 @gmail. com联系联系联系联系。。。。    

    

• 校理事会决定校理事会决定校理事会决定校理事会决定5月月月月9日日日日定为补课日定为补课日定为补课日定为补课日，，，，补回补回补回补回2009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20日由于风雪过大学校未日由于风雪过大学校未日由于风雪过大学校未日由于风雪过大学校未

开门而失去的一天课程开门而失去的一天课程开门而失去的一天课程开门而失去的一天课程。。。。    

    

• 爱好爱好爱好爱好篮球运动篮球运动篮球运动篮球运动的家长们请注意的家长们请注意的家长们请注意的家长们请注意，，，，Villanova已经同意本学期将已经同意本学期将已经同意本学期将已经同意本学期将Alumni Hall的的的的

Gym租给长城中文学校租给长城中文学校租给长城中文学校租给长城中文学校，，，，时间限制在每星期天的时间限制在每星期天的时间限制在每星期天的时间限制在每星期天的2点到点到点到点到3点之间点之间点之间点之间，，，，5月月月月2号和号和号和号和9

号除外号除外号除外号除外。。。。请上网注册请上网注册请上网注册请上网注册，，，，交费交费交费交费$79。。。。另外另外另外另外，，，，每位注册家长在上课前须来每位注册家长在上课前须来每位注册家长在上课前须来每位注册家长在上课前须来215室室室室

添写添写添写添写Liability Waiver并签字并签字并签字并签字。。。。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of GWCS (PTA) 
 

What is the PTA? 
 
The PTA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not only supports the School's philosophy,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for 
the benefit of ALL students but also enriches social life of the GWCS community. As parents and teachers of 
GWCS, you are entitled to the free membership of the PTA. Being a member does not automatically sign you up 
to volunteer, it just means you support PTA and believe in what we're doing.  

                                                （        （        （        （continued on p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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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级的孩子们正值七三年级的孩子们正值七三年级的孩子们正值七三年级的孩子们正值七、、、、八岁八岁八岁八岁，，，，天真浪漫天真浪漫天真浪漫天真浪漫，，，，稚气十足稚气十足稚气十足稚气十足。。。。

他们想像力丰富他们想像力丰富他们想像力丰富他们想像力丰富，，，，还尤其好奇还尤其好奇还尤其好奇还尤其好奇。。。。魏老师利用学习第五课魏老师利用学习第五课魏老师利用学习第五课魏老师利用学习第五课《《《《我我我我

是谁是谁是谁是谁》》》》的机会的机会的机会的机会，，，，让每个学生自己写一篇让每个学生自己写一篇让每个学生自己写一篇让每个学生自己写一篇““““你们知道我是谁你们知道我是谁你们知道我是谁你们知道我是谁

吗吗吗吗？？？？””””的作文的作文的作文的作文，，，，主题不限主题不限主题不限主题不限，，，，随意发挥随意发挥随意发挥随意发挥。。。。对很多孩子来讲对很多孩子来讲对很多孩子来讲对很多孩子来讲，，，，这这这这

是他们的第一篇中文作文呢是他们的第一篇中文作文呢是他们的第一篇中文作文呢是他们的第一篇中文作文呢，，，，请大家欣赏请大家欣赏请大家欣赏请大家欣赏。。。。    

                                                                                                                                                                        ----    编者记编者记编者记编者记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小朋友一拿起我小朋友一拿起我小朋友一拿起我小朋友一拿起我，，，，我就高兴我就高兴我就高兴我就高兴。。。。小朋小朋小朋小朋

友们一边读着友们一边读着友们一边读着友们一边读着，，，，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哈哈大笑。。。。有时候小朋友们把我搞脏有时候小朋友们把我搞脏有时候小朋友们把我搞脏有时候小朋友们把我搞脏，，，，

有时候他们把我撕开有时候他们把我撕开有时候他们把我撕开有时候他们把我撕开，，，，我就很生气我就很生气我就很生气我就很生气。。。。小朋友们念完小朋友们念完小朋友们念完小朋友们念完，，，，就又唱就又唱就又唱就又唱

又跳又跳又跳又跳。。。。如果故事的结尾不好如果故事的结尾不好如果故事的结尾不好如果故事的结尾不好，，，，小朋友们都很难受小朋友们都很难受小朋友们都很难受小朋友们都很难受。。。。我来到小我来到小我来到小我来到小

朋友家里朋友家里朋友家里朋友家里，，，，就不想回去了就不想回去了就不想回去了就不想回去了。。。。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  ？  ？      

                                                                                                                                                                                ----    任旭雷任旭雷任旭雷任旭雷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一打开我你们一打开我你们一打开我你们一打开我，，，，我就开始说话我就开始说话我就开始说话我就开始说话。。。。我我我我

又能讲中文又能讲中文又能讲中文又能讲中文，，，，又能讲英文又能讲英文又能讲英文又能讲英文。。。。我一边说话我一边说话我一边说话我一边说话，，，，一边表演一边表演一边表演一边表演。。。。大人和大人和大人和大人和

小孩都喜欢我小孩都喜欢我小孩都喜欢我小孩都喜欢我。。。。没有电没有电没有电没有电，，，，人们就不看我了人们就不看我了人们就不看我了人们就不看我了。。。。大家知道我是谁大家知道我是谁大家知道我是谁大家知道我是谁

吗吗吗吗？？？？    

                                                                                                                                                                                ----    赵亦至赵亦至赵亦至赵亦至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 ？ ？ 天一黑天一黑天一黑天一黑，，，，我就出来我就出来我就出来我就出来。。。。我一边飞我一边飞我一边飞我一边飞，，，，

一边听回声一边听回声一边听回声一边听回声。。。。我有时候在山洞里睡觉我有时候在山洞里睡觉我有时候在山洞里睡觉我有时候在山洞里睡觉，，，，有时候在天上吃虫有时候在天上吃虫有时候在天上吃虫有时候在天上吃虫

子子子子。。。。好多人都怕我好多人都怕我好多人都怕我好多人都怕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             ？             ？                 

                                                                                                                                                                                ----    张致远张致远张致远张致远    

    

                我一生我一生我一生我一生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就就就就长长长长在在在在树树树树上上上上，，，，有有有有时时时时候候候候红红红红色色色色，，，，有有有有时时时时候候候候绿绿绿绿色色色色，，，，孩子孩子孩子孩子们们们们

都喜都喜都喜都喜欢欢欢欢吃吃吃吃。。。。人人人人们们们们可以一可以一可以一可以一边边边边走一走一走一走一边边边边吃吃吃吃，，，，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带来给带来给带来给带来给朋友吃朋友吃朋友吃朋友吃。。。。吃完可吃完可吃完可吃完可

用种子再用种子再用种子再用种子再长长长长出出出出来来来来，，，，大家知道我是大家知道我是大家知道我是大家知道我是谁吗谁吗谁吗谁吗？？？？        

                                                                                                                                                                                                ----    Luke AuLuke AuLuke AuLuke Au    

    

                            你你你你们们们们知道我是知道我是知道我是知道我是谁吗谁吗谁吗谁吗？？？？我一有空就去玩我一有空就去玩我一有空就去玩我一有空就去玩。。。。我每天跑我每天跑我每天跑我每天跑来来来来跑去跑去跑去跑去。。。。我我我我

有有有有时时时时候在架子上睡候在架子上睡候在架子上睡候在架子上睡觉觉觉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时时时时候在床上眯候在床上眯候在床上眯候在床上眯着着着着眼眼眼眼。。。。我有尾巴又有胡我有尾巴又有胡我有尾巴又有胡我有尾巴又有胡

子子子子，，，，很像小老虎很像小老虎很像小老虎很像小老虎。。。。你你你你们们们们知道我是知道我是知道我是知道我是谁吗谁吗谁吗谁吗？？？？        

                                                                                                                                                                                    ---- William Lee William Lee William Lee William Lee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的头发是黑黑的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的头发是黑黑的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的头发是黑黑的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的头发是黑黑的。。。。我的脸是圆圆我的脸是圆圆我的脸是圆圆我的脸是圆圆

的的的的。。。。我的耳朵是扁扁的我的耳朵是扁扁的我的耳朵是扁扁的我的耳朵是扁扁的。。。。我的鼻子是小小的我的鼻子是小小的我的鼻子是小小的我的鼻子是小小的。。。。我喜欢蓝色我喜欢蓝色我喜欢蓝色我喜欢蓝色。。。。

我家有妈妈我家有妈妈我家有妈妈我家有妈妈、、、、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外公外公外公外公、、、、外婆和两只鸟外婆和两只鸟外婆和两只鸟外婆和两只鸟。。。。我一上我一上我一上我一上

学学学学，，，，就很高兴就很高兴就很高兴就很高兴。。。。我喜欢跳来跳去我喜欢跳来跳去我喜欢跳来跳去我喜欢跳来跳去。。。。我爱跟小朋友说话我爱跟小朋友说话我爱跟小朋友说话我爱跟小朋友说话。。。。我有我有我有我有

时候唱歌时候唱歌时候唱歌时候唱歌，，，，有时候读书有时候读书有时候读书有时候读书。。。。我有时候又唱又读书我有时候又唱又读书我有时候又唱又读书我有时候又唱又读书。。。。我的爸爸和我的爸爸和我的爸爸和我的爸爸和

妈妈都爱我!我喜欢小朋友妈妈都爱我!我喜欢小朋友妈妈都爱我!我喜欢小朋友妈妈都爱我!我喜欢小朋友。。。。我有我有我有我有18181818个个个个朋友! 我也喜朋友! 我也喜朋友! 我也喜朋友! 我也喜欢画画欢画画欢画画欢画画。。。。我我我我

爱画爱画爱画爱画小女孩子小女孩子小女孩子小女孩子。。。。大家知道我是大家知道我是大家知道我是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谁吗?                                 谁吗?                                 谁吗?                                     

                                                                                                                                                                                                            ----    刘舒婷刘舒婷刘舒婷刘舒婷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有时候人们看见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有时候人们看见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有时候人们看见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有时候人们看见我，，，，有时候人们看有时候人们看有时候人们看有时候人们看

不见我不见我不见我不见我。。。。太阳一出来太阳一出来太阳一出来太阳一出来，，，，我就看不见了我就看不见了我就看不见了我就看不见了。。。。天一黑天一黑天一黑天一黑，，，，我又出来我又出来我又出来我又出来

了了了了。。。。我从东边来我从东边来我从东边来我从东边来，，，，我到西边去我到西边去我到西边去我到西边去。。。。我住在天上我住在天上我住在天上我住在天上。。。。大家知道我是大家知道我是大家知道我是大家知道我是

谁吗?   谁吗?   谁吗?   谁吗?       

                                                                                                                                                                                ----    王大宇王大宇王大宇王大宇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风一吹我就在天上飘来飘去风一吹我就在天上飘来飘去风一吹我就在天上飘来飘去风一吹我就在天上飘来飘去。。。。我有我有我有我有

时侯像棉花时侯像棉花时侯像棉花时侯像棉花，，，，有时侯像毯子有时侯像毯子有时侯像毯子有时侯像毯子。。。。白天黑夜都有我白天黑夜都有我白天黑夜都有我白天黑夜都有我。。。。大家知道我大家知道我大家知道我大家知道我

是谁吗是谁吗是谁吗是谁吗？？？？    

                                                                                                                                                                                        ----    悦悦悦悦悦悦悦悦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有时侯喜欢跑来跑去我有时侯喜欢跑来跑去我有时侯喜欢跑来跑去我有时侯喜欢跑来跑去，，，，有时侯爱有时侯爱有时侯爱有时侯爱

在太阳下睡觉在太阳下睡觉在太阳下睡觉在太阳下睡觉。。。。我有一个又长又细的尾巴我有一个又长又细的尾巴我有一个又长又细的尾巴我有一个又长又细的尾巴。。。。老鼠一看我就老鼠一看我就老鼠一看我就老鼠一看我就

怕怕怕怕。。。。人们都很喜欢我人们都很喜欢我人们都很喜欢我人们都很喜欢我。。。。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    Amy XiAmy XiAmy XiAmy Xi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穿黄衣服我穿黄衣服我穿黄衣服我穿黄衣服，，，，上边都有黑条条上边都有黑条条上边都有黑条条上边都有黑条条。。。。我我我我

一看见花就高兴一看见花就高兴一看见花就高兴一看见花就高兴。。。。我飞来飞去忙做工我飞来飞去忙做工我飞来飞去忙做工我飞来飞去忙做工。。。。我一边采蜜一边唱我一边采蜜一边唱我一边采蜜一边唱我一边采蜜一边唱

歌歌歌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  ？  ？      

                                                                                                                                                                ----    David LongDavid LongDavid LongDavid Long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太阳一落山太阳一落山太阳一落山太阳一落山，，，，我就出来了我就出来了我就出来了我就出来了。。。。我有时我有时我有时我有时

侯又圆又亮侯又圆又亮侯又圆又亮侯又圆又亮，，，，有时侯是个小弯牙有时侯是个小弯牙有时侯是个小弯牙有时侯是个小弯牙。。。。我的好朋友是天上的云我的好朋友是天上的云我的好朋友是天上的云我的好朋友是天上的云，，，，    

她在我面前飘来飘去她在我面前飘来飘去她在我面前飘来飘去她在我面前飘来飘去。。。。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    郑美梅郑美梅郑美梅郑美梅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太阳一出来太阳一出来太阳一出来太阳一出来，，，，我就化成水我就化成水我就化成水我就化成水。。。。冬天来冬天来冬天来冬天来

了了了了，，，，我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会从天上掉下来，，，，飘来飘去飘来飘去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小朋友们有时用我做雪小朋友们有时用我做雪小朋友们有时用我做雪小朋友们有时用我做雪

人人人人，，，，有时候用我打雪仗有时候用我打雪仗有时候用我打雪仗有时候用我打雪仗。。。。我又白又软我又白又软我又白又软我又白又软。。。。小朋友们都喜欢我小朋友们都喜欢我小朋友们都喜欢我小朋友们都喜欢我。。。。

我落在地上以后我落在地上以后我落在地上以后我落在地上以后，，，，小朋友们喜欢躺在我身上一边手舞足蹈一小朋友们喜欢躺在我身上一边手舞足蹈一小朋友们喜欢躺在我身上一边手舞足蹈一小朋友们喜欢躺在我身上一边手舞足蹈一

边大叫边大叫边大叫边大叫！！！！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  ？  ？      

                                                                                                                                                                                ----    朱明慧朱明慧朱明慧朱明慧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它有时候黑有时候白它有时候黑有时候白它有时候黑有时候白它有时候黑有时候白。。。。它又甜又好它又甜又好它又甜又好它又甜又好

吃吃吃吃。。。。我一看见它就高兴我一看见它就高兴我一看见它就高兴我一看见它就高兴。。。。我有时候一边学习一边吃我有时候一边学习一边吃我有时候一边学习一边吃我有时候一边学习一边吃。。。。大家都大家都大家都大家都

喜欢它喜欢它喜欢它喜欢它。。。。我一来到家就去吃它我一来到家就去吃它我一来到家就去吃它我一来到家就去吃它。。。。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    张华玮张华玮张华玮张华玮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一睁开眼睛你一睁开眼睛你一睁开眼睛你一睁开眼睛，，，，就看得见我就看得见我就看得见我就看得见我。。。。我飞我飞我飞我飞

来飞去来飞去来飞去来飞去。。。。我有时候亮我有时候亮我有时候亮我有时候亮，，，，有时候暗有时候暗有时候暗有时候暗。。。。人们每天都有我人们每天都有我人们每天都有我人们每天都有我。。。。大家知大家知大家知大家知

道我是谁吗道我是谁吗道我是谁吗道我是谁吗？？？？    

        

                                            (                                            (                                            (                                            (接下页接下页接下页接下页))))    

三年级学生作文三年级学生作文三年级学生作文三年级学生作文《《《《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        魏东飞魏东飞魏东飞魏东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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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 ？ ？ 太阳一出来太阳一出来太阳一出来太阳一出来，，，，我就在床上睡觉我就在床上睡觉我就在床上睡觉我就在床上睡觉。。。。

我不喜欢起来我不喜欢起来我不喜欢起来我不喜欢起来。。。。我喜欢走来走去我喜欢走来走去我喜欢走来走去我喜欢走来走去。。。。冬天来了冬天来了冬天来了冬天来了，，，，我就喜欢出我就喜欢出我就喜欢出我就喜欢出

去去去去。。。。我今年八岁我今年八岁我今年八岁我今年八岁，，，，明年我就变九岁了明年我就变九岁了明年我就变九岁了明年我就变九岁了。。。。有时候我爱看电有时候我爱看电有时候我爱看电有时候我爱看电

视视视视，，，，有时候我喜欢画画儿有时候我喜欢画画儿有时候我喜欢画画儿有时候我喜欢画画儿，，，，有时候我跟弟弟玩儿有时候我跟弟弟玩儿有时候我跟弟弟玩儿有时候我跟弟弟玩儿。。。。我上三我上三我上三我上三

年级年级年级年级，，，，我喜欢我的学校我喜欢我的学校我喜欢我的学校我喜欢我的学校。。。。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 ？ ？     

                                                                                                                                                                            ----    陈培芸陈培芸陈培芸陈培芸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一看电视就高兴我一看电视就高兴我一看电视就高兴我一看电视就高兴。。。。朋友一来我朋友一来我朋友一来我朋友一来我

们就去玩电脑们就去玩电脑们就去玩电脑们就去玩电脑。。。。我又喜欢棒球又喜欢足球我又喜欢棒球又喜欢足球我又喜欢棒球又喜欢足球我又喜欢棒球又喜欢足球。。。。在家里我有时在家里我有时在家里我有时在家里我有时

候讲中文候讲中文候讲中文候讲中文，，，，有时候讲英文有时候讲英文有时候讲英文有时候讲英文。。。。我和哥哥都爱吃糖我和哥哥都爱吃糖我和哥哥都爱吃糖我和哥哥都爱吃糖。。。。大家知道大家知道大家知道大家知道

我是谁吗我是谁吗我是谁吗我是谁吗？                            ？                            ？                            ？                            ----    Richard LiRichard LiRichard LiRichard Li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早上一出来我早上一出来我早上一出来我早上一出来，，，，天就亮了天就亮了天就亮了天就亮了。。。。我一我一我一我一

边往上爬一边发光边往上爬一边发光边往上爬一边发光边往上爬一边发光。 。 。 。 我有时候看起来很大我有时候看起来很大我有时候看起来很大我有时候看起来很大， ， ， ， 有时候看起有时候看起有时候看起有时候看起

来很小来很小来很小来很小。。。。我很早以前有九个兄弟姐妹我很早以前有九个兄弟姐妹我很早以前有九个兄弟姐妹我很早以前有九个兄弟姐妹。。。。我们都在天上我们都在天上我们都在天上我们都在天上。。。。大大大大

地又干又热地又干又热地又干又热地又干又热。 。 。 。 现在只有我一个现在只有我一个现在只有我一个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们一天都少不了我人们一天都少不了我人们一天都少不了我人们一天都少不了我。 。 。 。 

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                 ？                 ？                                                 ----    蒋伊笑蒋伊笑蒋伊笑蒋伊笑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风一吹风一吹风一吹风一吹，，，，就从树上掉下来就从树上掉下来就从树上掉下来就从树上掉下来。。。。我还我还我还我还

会随着风飘来飘去呢会随着风飘来飘去呢会随着风飘来飘去呢会随着风飘来飘去呢！！！！秋天来了秋天来了秋天来了秋天来了，，，，我会变颜色我会变颜色我会变颜色我会变颜色。。。。人们都觉人们都觉人们都觉人们都觉

得我很好看得我很好看得我很好看得我很好看。。。。我有时候变成红色我有时候变成红色我有时候变成红色我有时候变成红色，，，，我有时候变成黄色我有时候变成黄色我有时候变成黄色我有时候变成黄色，，，，我我我我

有时候变成桔黄色有时候变成桔黄色有时候变成桔黄色有时候变成桔黄色。 。 。 。 我又漂亮又轻巧我又漂亮又轻巧我又漂亮又轻巧我又漂亮又轻巧。 。 。 。 我从树上掉下来我从树上掉下来我从树上掉下来我从树上掉下来

以后以后以后以后，，，，小朋友们把我扫成一堆小朋友们把我扫成一堆小朋友们把我扫成一堆小朋友们把我扫成一堆，，，，然后在我身上一边跳一边然后在我身上一边跳一边然后在我身上一边跳一边然后在我身上一边跳一边

笑笑笑笑！！！！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          ？          ？                                          ----    秦笑笑秦笑笑秦笑笑秦笑笑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有漂亮的羽毛我有漂亮的羽毛我有漂亮的羽毛我有漂亮的羽毛。 。 。 。 平时我在农场一平时我在农场一平时我在农场一平时我在农场一

边吃一边玩边吃一边玩边吃一边玩边吃一边玩。。。。我有时和朋友说话我有时和朋友说话我有时和朋友说话我有时和朋友说话，，，，有时候自己跳舞有时候自己跳舞有时候自己跳舞有时候自己跳舞。。。。我和我我和我我和我我和我

的朋友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的朋友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的朋友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的朋友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感恩节一来可是感恩节一来可是感恩节一来可是感恩节一来，，，，我就要躲起我就要躲起我就要躲起我就要躲起

来来来来。。。。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    胡晓琳胡晓琳胡晓琳胡晓琳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秋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北风一吹我就一边唱北风一吹我就一边唱北风一吹我就一边唱北风一吹我就一边唱

歌一边就飘来又飘去掉在地上歌一边就飘来又飘去掉在地上歌一边就飘来又飘去掉在地上歌一边就飘来又飘去掉在地上。。。。我有时候是绿色我有时候是绿色我有时候是绿色我有时候是绿色。。。。我有时候我有时候我有时候我有时候

是红色是红色是红色是红色。。。。我有时候是黄色我有时候是黄色我有时候是黄色我有时候是黄色。。。。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 ？ ？     

                                                                                                                                                                                ----    聂婷婷聂婷婷聂婷婷聂婷婷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很热我很热我很热我很热，，，，我很亮我很亮我很亮我很亮。。。。我只在白天出我只在白天出我只在白天出我只在白天出

来来来来，，，，晚上睡觉晚上睡觉晚上睡觉晚上睡觉。。。。我有一个圆脸我有一个圆脸我有一个圆脸我有一个圆脸。。。。雪见了我就化雪见了我就化雪见了我就化雪见了我就化，，，，水见了我就水见了我就水见了我就水见了我就

跑跑跑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    郭涵郭涵郭涵郭涵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春天一来春天一来春天一来春天一来，，，，我就长高了我就长高了我就长高了我就长高了。。。。风一来风一来风一来风一来，，，，

我就动来动去我就动来动去我就动来动去我就动来动去。。。。我有时候是绿色的我有时候是绿色的我有时候是绿色的我有时候是绿色的，，，，有时候是黄色的有时候是黄色的有时候是黄色的有时候是黄色的。。。。下雨下雨下雨下雨

了了了了，，，，我一边喝水一边长高我一边喝水一边长高我一边喝水一边长高我一边喝水一边长高。。。。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    陈希亮陈希亮陈希亮陈希亮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有时候冷我有时候冷我有时候冷我有时候冷，，，，有时候热有时候热有时候热有时候热。。。。我在空中我在空中我在空中我在空中

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风一来风一来风一来风一来，，，，我就跑得快我就跑得快我就跑得快我就跑得快。。。。你们都看不见我你们都看不见我你们都看不见我你们都看不见我，，，，你们都你们都你们都你们都

离不开我离不开我离不开我离不开我。。。。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一长出来我一长出来我一长出来我一长出来，，，，人就摘我人就摘我人就摘我人就摘我。。。。人家一边人家一边人家一边人家一边

吃我吃我吃我吃我，，，，一边唱歌一边唱歌一边唱歌一边唱歌。。。。我又好吃我又好吃我又好吃我又好吃，，，，又不苦又不苦又不苦又不苦。。。。不用多久我都被吃不用多久我都被吃不用多久我都被吃不用多久我都被吃

了了了了！！！！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    夏一夏一夏一夏一    

    

春风细雨润幼苗春风细雨润幼苗春风细雨润幼苗春风细雨润幼苗                            ----    记三年级老师魏东飞记三年级老师魏东飞记三年级老师魏东飞记三年级老师魏东飞                                    胡亚胡亚胡亚胡亚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我真的好喜欢我们的新老师我真的好喜欢我们的新老师我真的好喜欢我们的新老师我真的好喜欢我们的新老师！＂！＂！＂！＂小女涵小女涵小女涵小女涵

涵第一天中文学校回家的路上涵第一天中文学校回家的路上涵第一天中文学校回家的路上涵第一天中文学校回家的路上，，，，兴奋不已地对我说兴奋不已地对我说兴奋不已地对我说兴奋不已地对我说。＂。＂。＂。＂她有她有她有她有

好漂亮的花拍子好漂亮的花拍子好漂亮的花拍子好漂亮的花拍子，，，，让我们上黑板拍字让我们上黑板拍字让我们上黑板拍字让我们上黑板拍字（（（（英文意译英文意译英文意译英文意译，，，，小女的中小女的中小女的中小女的中

文掺杂了英语文掺杂了英语文掺杂了英语文掺杂了英语）！＂）！＂）！＂）！＂    

                三年级新任的年轻漂亮的老师叫魏东飞三年级新任的年轻漂亮的老师叫魏东飞三年级新任的年轻漂亮的老师叫魏东飞三年级新任的年轻漂亮的老师叫魏东飞。。。。说新也不是说新也不是说新也不是说新也不是，，，，

因为数年前魏老师在长城就教过书因为数年前魏老师在长城就教过书因为数年前魏老师在长城就教过书因为数年前魏老师在长城就教过书，，，，有了孩子之后有了孩子之后有了孩子之后有了孩子之后，，，，就在家就在家就在家就在家

做了专职母亲做了专职母亲做了专职母亲做了专职母亲，，，，现在是重执教鞭现在是重执教鞭现在是重执教鞭现在是重执教鞭。。。。对花拍子的好奇心驱使我对花拍子的好奇心驱使我对花拍子的好奇心驱使我对花拍子的好奇心驱使我

旁听了魏老师的一堂课旁听了魏老师的一堂课旁听了魏老师的一堂课旁听了魏老师的一堂课。。。。印象深刻的是孩子们的专心和投印象深刻的是孩子们的专心和投印象深刻的是孩子们的专心和投印象深刻的是孩子们的专心和投

入入入入，，，，魏老师真的是很会启发孩子们的积极性魏老师真的是很会启发孩子们的积极性魏老师真的是很会启发孩子们的积极性魏老师真的是很会启发孩子们的积极性。。。。课堂上生动活课堂上生动活课堂上生动活课堂上生动活

泼泼泼泼，，，，十分符合这个年龄孩子的童稚心理十分符合这个年龄孩子的童稚心理十分符合这个年龄孩子的童稚心理十分符合这个年龄孩子的童稚心理。。。。花拍子只是魏老师花拍子只是魏老师花拍子只是魏老师花拍子只是魏老师

精心准备的教具中的一种精心准备的教具中的一种精心准备的教具中的一种精心准备的教具中的一种。。。。教桌上还有各种卡片教桌上还有各种卡片教桌上还有各种卡片教桌上还有各种卡片、、、、CD&DVDCD&DVDCD&DVDCD&DVD、、、、

BoomboxBoomboxBoomboxBoombox和各类图书等等和各类图书等等和各类图书等等和各类图书等等，，，，一大袋子都不知道她怎么搬上楼一大袋子都不知道她怎么搬上楼一大袋子都不知道她怎么搬上楼一大袋子都不知道她怎么搬上楼

来的来的来的来的。。。。黑板的右上侧写着当天的密码黑板的右上侧写着当天的密码黑板的右上侧写着当天的密码黑板的右上侧写着当天的密码，，，，去上厕所的孩子必须去上厕所的孩子必须去上厕所的孩子必须去上厕所的孩子必须

一字不落地背出密码才让出门一字不落地背出密码才让出门一字不落地背出密码才让出门一字不落地背出密码才让出门。。。。班上孩子们的中文程度不班上孩子们的中文程度不班上孩子们的中文程度不班上孩子们的中文程度不

齐齐齐齐，，，，魏老师对他们的要求也应他们的接受水平而有调整魏老师对他们的要求也应他们的接受水平而有调整魏老师对他们的要求也应他们的接受水平而有调整魏老师对他们的要求也应他们的接受水平而有调整，，，，绝绝绝绝

不千篇一律不千篇一律不千篇一律不千篇一律。。。。    

                魏老师备课认真仔细魏老师备课认真仔细魏老师备课认真仔细魏老师备课认真仔细，，，，想各种方法让课堂既能完成教学想各种方法让课堂既能完成教学想各种方法让课堂既能完成教学想各种方法让课堂既能完成教学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又能生动有趣又能生动有趣又能生动有趣又能生动有趣，，，，使孩子们容易吸收使孩子们容易吸收使孩子们容易吸收使孩子们容易吸收。。。。有一次她自己拷有一次她自己拷有一次她自己拷有一次她自己拷

贝制作了课文贝制作了课文贝制作了课文贝制作了课文CDCDCDCD试用在课堂的大屏幕上教孩子们逐句逐字地试用在课堂的大屏幕上教孩子们逐句逐字地试用在课堂的大屏幕上教孩子们逐句逐字地试用在课堂的大屏幕上教孩子们逐句逐字地

朗诵课文朗诵课文朗诵课文朗诵课文，，，，头一天晚上她为了备好课一直忙到凌晨四点钟头一天晚上她为了备好课一直忙到凌晨四点钟头一天晚上她为了备好课一直忙到凌晨四点钟头一天晚上她为了备好课一直忙到凌晨四点钟。。。。    

                为了孩子们的为了孩子们的为了孩子们的为了孩子们的YCTYCTYCTYCT考试能争取好成绩考试能争取好成绩考试能争取好成绩考试能争取好成绩，，，，魏老师仔细地研魏老师仔细地研魏老师仔细地研魏老师仔细地研

究预考题究预考题究预考题究预考题，，，，一丝不苛地给每一个参考学生讲解考试题要一丝不苛地给每一个参考学生讲解考试题要一丝不苛地给每一个参考学生讲解考试题要一丝不苛地给每一个参考学生讲解考试题要，，，，反反反反

反复复写反复复写反复复写反复复写EmailEmailEmailEmail交待家长辅导孩子交待家长辅导孩子交待家长辅导孩子交待家长辅导孩子。。。。摸拟考试的时候她认真摸拟考试的时候她认真摸拟考试的时候她认真摸拟考试的时候她认真

而又耐心地指导学生们做完两套考卷而又耐心地指导学生们做完两套考卷而又耐心地指导学生们做完两套考卷而又耐心地指导学生们做完两套考卷，，，，在走廊里等候的家长在走廊里等候的家长在走廊里等候的家长在走廊里等候的家长

们无不对魏老师的责任心交口称赞们无不对魏老师的责任心交口称赞们无不对魏老师的责任心交口称赞们无不对魏老师的责任心交口称赞。。。。    

                魏老师是北京人魏老师是北京人魏老师是北京人魏老师是北京人，，，，讲课用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讲课用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讲课用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讲课用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她说她说她说她说

话的声音清新悦耳话的声音清新悦耳话的声音清新悦耳话的声音清新悦耳，，，，感觉就像一阵阵的春风细雨感觉就像一阵阵的春风细雨感觉就像一阵阵的春风细雨感觉就像一阵阵的春风细雨。。。。台下的学台下的学台下的学台下的学

生们一张张天真幼嫩的小脸生们一张张天真幼嫩的小脸生们一张张天真幼嫩的小脸生们一张张天真幼嫩的小脸，，，，会随着魏老师的每一句话喜笑会随着魏老师的每一句话喜笑会随着魏老师的每一句话喜笑会随着魏老师的每一句话喜笑

颜开颜开颜开颜开，，，，充满生气充满生气充满生气充满生气。。。。    

                新学年又开学了新学年又开学了新学年又开学了新学年又开学了。。。。涵涵现在很乐意去上中文课涵涵现在很乐意去上中文课涵涵现在很乐意去上中文课涵涵现在很乐意去上中文课，，，，因为魏因为魏因为魏因为魏

老师总是笑容可拘老师总是笑容可拘老师总是笑容可拘老师总是笑容可拘，，，，因为魏老师上课有趣因为魏老师上课有趣因为魏老师上课有趣因为魏老师上课有趣，，，，因为魏老师跟孩因为魏老师跟孩因为魏老师跟孩因为魏老师跟孩

子们有缘子们有缘子们有缘子们有缘，，，，更因为魏老师有一颗很大的爱心更因为魏老师有一颗很大的爱心更因为魏老师有一颗很大的爱心更因为魏老师有一颗很大的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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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好我的爱好我的爱好我的爱好    

聂静雯聂静雯聂静雯聂静雯    

辅导教师辅导教师辅导教师辅导教师    管素英管素英管素英管素英    
 

    我有许多爱好我有许多爱好我有许多爱好我有许多爱好，，，，但是其中有两个是我最最喜爱的但是其中有两个是我最最喜爱的但是其中有两个是我最最喜爱的但是其中有两个是我最最喜爱的。。。。    

                第一个是集硬币第一个是集硬币第一个是集硬币第一个是集硬币。。。。我想收集五十个州的二十五分硬币我想收集五十个州的二十五分硬币我想收集五十个州的二十五分硬币我想收集五十个州的二十五分硬币。。。。

我虽然都看过每个州的我虽然都看过每个州的我虽然都看过每个州的我虽然都看过每个州的，，，，但是我只收集通过买东西经过我手但是我只收集通过买东西经过我手但是我只收集通过买东西经过我手但是我只收集通过买东西经过我手

中的硬币中的硬币中的硬币中的硬币。。。。到目前为止到目前为止到目前为止到目前为止，，，，我才集了三十八个州的我才集了三十八个州的我才集了三十八个州的我才集了三十八个州的。。。。从每个硬从每个硬从每个硬从每个硬

币中我了解了每个州的最著名的特色和风情币中我了解了每个州的最著名的特色和风情币中我了解了每个州的最著名的特色和风情币中我了解了每个州的最著名的特色和风情。。。。集硬币还使我集硬币还使我集硬币还使我集硬币还使我

养成了存钱的好习惯养成了存钱的好习惯养成了存钱的好习惯养成了存钱的好习惯。。。。    

                第二个爱好是读书第二个爱好是读书第二个爱好是读书第二个爱好是读书。。。。我喜欢读书因为它能使我学到新的我喜欢读书因为它能使我学到新的我喜欢读书因为它能使我学到新的我喜欢读书因为它能使我学到新的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也可以开阔眼界也可以开阔眼界也可以开阔眼界也可以开阔眼界，，，，增长见闻增长见闻增长见闻增长见闻。。。。读书还使我利用了许多读书还使我利用了许多读书还使我利用了许多读书还使我利用了许多

闲时闲时闲时闲时。。。。我最喜欢读幻想故事我最喜欢读幻想故事我最喜欢读幻想故事我最喜欢读幻想故事。。。。它给我许多想象和乐趣它给我许多想象和乐趣它给我许多想象和乐趣它给我许多想象和乐趣。。。。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两个爱好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两个爱好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两个爱好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两个爱好。。。。    

Become a PTA Volunteer. Why YOU should get involved! 
 
As you can see, we are a busy group. This is where you can come in! We need your help, and so do your chil-
dren. Over 500 independent studies on parent involvement show that when parents get involved in their chil-
dren's education grades go up, test scores improve, children are more likely to attend better schools after high 
school. Get involved TODAY! 
 
Please contact the PTA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Class Parents) or PTA officers to indicate what events/
activities interest you, and we'll contact you to discuss it further. Stop by to see all of our volunteer opportuni-
ties! Volunteering doesn't have to mean a huge time commitment. We understand it is increasingly more diffi-
cult to find time to give, but please, whatever your time schedule allows, we have need of you. 
 
We're about Chinese school families working together toward a common goal. That goal, simply stated, is cre-
ating a better school and a better educational experience for our children and better social experience for OUR-
SELVIES.  
 
We strive to create an atmosphere where teachers, administrators, and support staff can do their best work - 
and so can our children and ourselves. There is so much more that can be done and we need your help. We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You can send me an email (duanqiang.wang@gmail.com) if you have any sugges-
tions. 
 
On behalf of the PTA of GWCS we would once again like to extend a warm welcome and best wishes for a suc-
cessful school year! 
 
David Wang 
President of PTA 
 
PTA Officers 
Director and Co-Director (Parent on duty and volunteers): Laura Yao and Jihua Zhong 
Director and Co-Director (Parent/Student/School activities and community service, etc): Zheya Yu and Alex 
Wong 
Director (Academic activities): Ying Xiao 
Director and Co-Director (Fund raising): Alex Wong and Yuemei Corliss 
Secretary: Wei Gao and Jihua Zhong 

PTA  (Continued from page 1) 

    《《《《大卫大卫大卫大卫》 》 》 》     王嘉怡王嘉怡王嘉怡王嘉怡（（（（12121212岁岁岁岁））））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     王宗周王宗周王宗周王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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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中文学校学校联系地址长城中文学校学校联系地址长城中文学校学校联系地址长城中文学校学校联系地址：：：：    

P.O.Box 1472 P.O.Box 1472 P.O.Box 1472 P.O.Box 1472     

Southeastern, PA 19399Southeastern, PA 19399Southeastern, PA 19399Southeastern, PA 19399----1472         1472         1472         1472             

Phone: 610Phone: 610Phone: 610Phone: 610----715715715715----3568              3568              3568              3568                  

Email: school@greatwall.orgEmail: school@greatwall.orgEmail: school@greatwall.orgEmail: school@greatwall.org    

    

依慧依慧依慧依慧（（（（理事长理事长理事长理事长））））    

    

学校管理人员学校管理人员学校管理人员学校管理人员：：：：    

庄岚庄岚庄岚庄岚（（（（校长校长校长校长））））    

董星文董星文董星文董星文（（（（教务副校长教务副校长教务副校长教务副校长））））    

徐永江徐永江徐永江徐永江（（（（注册副校长注册副校长注册副校长注册副校长））））    

余晓明余晓明余晓明余晓明（（（（财务财务财务财务））））    

王文金王文金王文金王文金（（（（网站网站网站网站））））    

周磊周磊周磊周磊（（（（文化部长文化部长文化部长文化部长））））    

周红周红周红周红（（（（会计主管会计主管会计主管会计主管））））    

姚海蓉姚海蓉姚海蓉姚海蓉（（（（会计主管会计主管会计主管会计主管））））    

李宜珍 (理事)李宜珍 (理事)李宜珍 (理事)李宜珍 (理事)    

    

《《《《彩虹彩虹彩虹彩虹》》》》编辑部编辑部编辑部编辑部：：：：    

总编总编总编总编：：：：胡亚胡亚胡亚胡亚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沈鹿敏沈鹿敏沈鹿敏沈鹿敏    吴梦丹吴梦丹吴梦丹吴梦丹    路达路达路达路达    

本期校对本期校对本期校对本期校对：：：：陆再再陆再再陆再再陆再再    依慧依慧依慧依慧    路达路达路达路达    

本期植字本期植字本期植字本期植字：：：：杨晓帆杨晓帆杨晓帆杨晓帆    蒋建华 周红蒋建华 周红蒋建华 周红蒋建华 周红    

                                        黄师哲 聂静雯黄师哲 聂静雯黄师哲 聂静雯黄师哲 聂静雯    胡亚胡亚胡亚胡亚    

来稿请寄来稿请寄来稿请寄来稿请寄：：：：caihong@greatwall.orgcaihong@greatwall.orgcaihong@greatwall.orgcaihong@greatwall.org    

    

《《《《彩虹彩虹彩虹彩虹》》》》编辑部热忱欢迎继沈鹿敏之后编辑部热忱欢迎继沈鹿敏之后编辑部热忱欢迎继沈鹿敏之后编辑部热忱欢迎继沈鹿敏之后，，，，吴吴吴吴

梦丹和路达两位中学生义工加盟并担任责任梦丹和路达两位中学生义工加盟并担任责任梦丹和路达两位中学生义工加盟并担任责任梦丹和路达两位中学生义工加盟并担任责任

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编辑部的工作对她们来说编辑部的工作对她们来说编辑部的工作对她们来说编辑部的工作对她们来说，，，，是一个锻是一个锻是一个锻是一个锻

炼实习的好机会炼实习的好机会炼实习的好机会炼实习的好机会。。。。不仅巩固中文不仅巩固中文不仅巩固中文不仅巩固中文，，，，而且练习而且练习而且练习而且练习

运用各种编辑软件运用各种编辑软件运用各种编辑软件运用各种编辑软件，，，，蕴学于用蕴学于用蕴学于用蕴学于用，，，，积攒经验积攒经验积攒经验积攒经验。。。。

编辑部还感谢这些学生的家长对她们的支持编辑部还感谢这些学生的家长对她们的支持编辑部还感谢这些学生的家长对她们的支持编辑部还感谢这些学生的家长对她们的支持

和鼓励和鼓励和鼓励和鼓励。。。。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将学校的将学校的将学校的将学校的

《《《《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刊物越办越好刊物越办越好刊物越办越好刊物越办越好。。。。    

  

CHRISTIE HO PAINE 

Realtor
® 

 

 

 

 
 

 
336 Conshohocken State Road 
Gladwyne, PA 19035 
Bus 610 896-7400 
Cell 610 420-2227 (Preferred) 
 
Email:  PaineRealEstate@aol.com 
 
Service with integrity, knowledge and ex-
perience. 
 
Specializing in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properties on the Main Line and surround-
ing area (Wynnewood, Bala Cynwyd and 
Merion, etcJ) 

Mint condition Whitney by Kimball piano for Mint condition Whitney by Kimball piano for Mint condition Whitney by Kimball piano for Mint condition Whitney by Kimball piano for 

sale, ask for sale, ask for sale, ask for sale, ask for $200 or best offer$200 or best offer$200 or best offer$200 or best offer. The proceed . The proceed . The proceed . The proceed 

will be donated to Great Wall Chinese School. will be donated to Great Wall Chinese School. will be donated to Great Wall Chinese School. will be donated to Great Wall Chinese School. 

Please contact Lei Zhou (leizhou2005@gmail. Please contact Lei Zhou (leizhou2005@gmail. Please contact Lei Zhou (leizhou2005@gmail. Please contact Lei Zhou (leizhou2005@gmail. 

com) if you are interested.com) if you are interested.com) if you are interested.com) if you are interested.    

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彩虹彩虹彩虹彩虹》》》》上登发的商务广告并不代表长城中文学校的上登发的商务广告并不代表长城中文学校的上登发的商务广告并不代表长城中文学校的上登发的商务广告并不代表长城中文学校的

立场和观点立场和观点立场和观点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