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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uition refund check can be 
picked up this Sunday, 2/21 at 
room 215.    

    

• School is looking for parents’ in-
volvment in new school site search 
action committee. The preliminary 
meeting will be held on Sunday, 
1pm, 2/21 at room 215. Sign up 
sheet is posted at room 215. 

 

• If you are expecting a tuition re-
fund,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name, home address and email ad-
dress are correctly entered in the 
system online. This will help to ex-
pedite the refund process. Thank 
you for your corporations.  

 

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    

国侨办主任李海峰致海外侨胞国侨办主任李海峰致海外侨胞国侨办主任李海峰致海外侨胞国侨办主任李海峰致海外侨胞、、、、归侨侨眷新年贺卡 归侨侨眷新年贺卡 归侨侨眷新年贺卡 归侨侨眷新年贺卡     

学校管理人员和民族舞蹈班的小演员们合影学校管理人员和民族舞蹈班的小演员们合影学校管理人员和民族舞蹈班的小演员们合影学校管理人员和民族舞蹈班的小演员们合影    ←↑←↑←↑←↑天真可爱的儿天真可爱的儿天真可爱的儿天真可爱的儿

童们喜庆中国新年童们喜庆中国新年童们喜庆中国新年童们喜庆中国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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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爱好我的爱好我的爱好我的爱好                 刘雨桐                 刘雨桐                 刘雨桐                 刘雨桐    

                我的爱好是练空手道我的爱好是练空手道我的爱好是练空手道我的爱好是练空手道。。。。    

                我是前年开始练习空手道的我是前年开始练习空手道的我是前年开始练习空手道的我是前年开始练习空手道的。。。。我已经练了两年多了我已经练了两年多了我已经练了两年多了我已经练了两年多了。。。。我我我我

的空手道学校就在我家附近的空手道学校就在我家附近的空手道学校就在我家附近的空手道学校就在我家附近。。。。所以去那里很方便所以去那里很方便所以去那里很方便所以去那里很方便。。。。我每星期我每星期我每星期我每星期

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六都去练六都去练六都去练六都去练。。。。每次一个半小时每次一个半小时每次一个半小时每次一个半小时。。。。我的老师是个很严格我的老师是个很严格我的老师是个很严格我的老师是个很严格

的人的人的人的人。。。。要是你犯了错要是你犯了错要是你犯了错要是你犯了错，，，，他就罚你做俯卧撑他就罚你做俯卧撑他就罚你做俯卧撑他就罚你做俯卧撑。。。。我也被罚过的我也被罚过的我也被罚过的我也被罚过的。。。。

我们的成绩是用带子来分的我们的成绩是用带子来分的我们的成绩是用带子来分的我们的成绩是用带子来分的。。。。从白色从白色从白色从白色，，，，黄色黄色黄色黄色，，，，橘色橘色橘色橘色，，，，绿色绿色绿色绿色。。。。

紫色紫色紫色紫色1111，，，，紫色紫色紫色紫色2222，，，，咖啡色咖啡色咖啡色咖啡色1111，，，，2222，，，，3333， ， ， ， 到黑色到黑色到黑色到黑色1111，，，，2222，，，，3333，，，，4444，，，，5555，，，，6666，，，，

7777，，，，8888，，，，9999，，，，10101010。。。。我已我已我已我已从从从从一一一一个个个个白白白白带带带带升到了紫升到了紫升到了紫升到了紫带带带带2.2.2.2.。。。。    

                今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我我我我参参参参加了一次美加了一次美加了一次美加了一次美国东国东国东国东北部的空手道比北部的空手道比北部的空手道比北部的空手道比赛赛赛赛，，，，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katakatakatakata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昨天昨天昨天昨天，，，，我又我又我又我又参参参参加了全加了全加了全加了全国国国国的空手道比的空手道比的空手道比的空手道比赛赛赛赛。。。。我又得了我又得了我又得了我又得了kata kata kata kata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领奖领奖领奖领奖牌的牌的牌的牌的时时时时候候候候，，，，我高我高我高我高兴兴兴兴极了极了极了极了。 。 。 。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对对对对打比打比打比打比赛赛赛赛我我我我没没没没有得有得有得有得奖奖奖奖

牌牌牌牌。。。。今后我要努力今后我要努力今后我要努力今后我要努力。。。。    

                             我在 我在 我在 我在学学学学校交 了很多朋友校交 了很多朋友校交 了很多朋友校交 了很多朋友。。。。有一有一有一有一个个个个叫 叫 叫 叫 Curtis WilliamsCurtis WilliamsCurtis WilliamsCurtis Williams。。。。他 是他 是他 是他 是个个个个

咖啡色咖啡色咖啡色咖啡色带带带带子的子的子的子的。。。。我我我我还还还还有一有一有一有一个个个个朋友朋友朋友朋友。。。。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从从从从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来来来来的的的的。。。。我我我我们们们们也在同一也在同一也在同一也在同一

个学个学个学个学校校校校读书读书读书读书。。。。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天天一起上天天一起上天天一起上天天一起上学学学学。。。。他他他他还还还还是一是一是一是一个绿带个绿带个绿带个绿带。。。。    

                练练练练空手道可以空手道可以空手道可以空手道可以帮帮帮帮助我助我助我助我锻炼锻炼锻炼锻炼身体身体身体身体。。。。保保保保护护护护自 己自 己自 己自 己。。。。我我我我们们们们也也也也学习学习学习学习要要要要礼礼礼礼貌貌貌貌

待人待人待人待人，，，，互相尊重互相尊重互相尊重互相尊重，，，，不能打人不能打人不能打人不能打人，，，，伤伤伤伤人人人人。。。。我很喜我很喜我很喜我很喜欢练欢练欢练欢练空手道空手道空手道空手道。。。。    

                                                    

                                                                    我的爱好我的爱好我的爱好我的爱好                   吴佳毅                   吴佳毅                   吴佳毅                   吴佳毅    

             每个人的性格和爱好都不同 每个人的性格和爱好都不同 每个人的性格和爱好都不同 每个人的性格和爱好都不同。。。。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性格可能影响到性格可能影响到性格可能影响到性格可能影响到

那个人的爱好那个人的爱好那个人的爱好那个人的爱好。。。。我的性格比较外向我的性格比较外向我的性格比较外向我的性格比较外向，，，，但是我的爱好却是喜欢但是我的爱好却是喜欢但是我的爱好却是喜欢但是我的爱好却是喜欢

弹钢琴弹钢琴弹钢琴弹钢琴。。。。我还没到四岁时就开始弹钢琴了我还没到四岁时就开始弹钢琴了我还没到四岁时就开始弹钢琴了我还没到四岁时就开始弹钢琴了。。。。刚开始刚开始刚开始刚开始，，，，只是觉只是觉只是觉只是觉

得好玩得好玩得好玩得好玩，，，，也觉得钢琴的声音很好听也觉得钢琴的声音很好听也觉得钢琴的声音很好听也觉得钢琴的声音很好听。。。。后来后来后来后来，，，，不管老师教的课不管老师教的课不管老师教的课不管老师教的课

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有多难。。。。我每次学新曲子是既高兴又新鲜我每次学新曲子是既高兴又新鲜我每次学新曲子是既高兴又新鲜我每次学新曲子是既高兴又新鲜。。。。时间久我才知道时间久我才知道时间久我才知道时间久我才知道

原来我已经爱上它了原来我已经爱上它了原来我已经爱上它了原来我已经爱上它了。。。。那美妙动听的声音让我百听不厌那美妙动听的声音让我百听不厌那美妙动听的声音让我百听不厌那美妙动听的声音让我百听不厌。。。。听听听听

着它让我感觉世界充满了希望着它让我感觉世界充满了希望着它让我感觉世界充满了希望着它让我感觉世界充满了希望。。。。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美丽美丽美丽美丽

的神话的神话的神话的神话””””这首歌听起来既美丽又宁静只是有时就觉得有一点这首歌听起来既美丽又宁静只是有时就觉得有一点这首歌听起来既美丽又宁静只是有时就觉得有一点这首歌听起来既美丽又宁静只是有时就觉得有一点

伤心伤心伤心伤心。。。。还有一首是还有一首是还有一首是还有一首是““““月光月光月光月光””””。。。。这首歌可以让我感觉很轻松所这首歌可以让我感觉很轻松所这首歌可以让我感觉很轻松所这首歌可以让我感觉很轻松所

以我如果想要轻松的话我就会弹月光以我如果想要轻松的话我就会弹月光以我如果想要轻松的话我就会弹月光以我如果想要轻松的话我就会弹月光。。。。如果我心情不好时如果我心情不好时如果我心情不好时如果我心情不好时，，，，

我就弹我就弹我就弹我就弹““““命运交响曲命运交响曲命运交响曲命运交响曲””””。。。。当我高兴的时候当我高兴的时候当我高兴的时候当我高兴的时候，，，，我就会弹我就会弹我就会弹我就会弹““““献给献给献给献给

爱丽丝爱丽丝爱丽丝爱丽丝””””。。。。因为这首歌听起来非常快乐因为这首歌听起来非常快乐因为这首歌听起来非常快乐因为这首歌听起来非常快乐。。。。所以弹琴不只是我所以弹琴不只是我所以弹琴不只是我所以弹琴不只是我

的爱好的爱好的爱好的爱好，，，，也是我怕生命中的一部分也是我怕生命中的一部分也是我怕生命中的一部分也是我怕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爱它我爱它我爱它我爱它！ ！ ！ ！     

    

                                                                    我的爱好我的爱好我的爱好我的爱好                                                                                    盖杨盖杨盖杨盖杨    

    我有很多爱好    我有很多爱好    我有很多爱好    我有很多爱好，，，，像是爬山像是爬山像是爬山像是爬山，，，，读书读书读书读书，，，，打篮球打篮球打篮球打篮球，，，，钓鱼钓鱼钓鱼钓鱼，，，，打游打游打游打游

戏机戏机戏机戏机，，，，还有漂流还有漂流还有漂流还有漂流。。。。但是我最喜欢打篮球但是我最喜欢打篮球但是我最喜欢打篮球但是我最喜欢打篮球，，，，钓鱼钓鱼钓鱼钓鱼，，，，还有打游戏还有打游戏还有打游戏还有打游戏

机机机机。。。。    

    我爱打篮球因为很好玩    我爱打篮球因为很好玩    我爱打篮球因为很好玩    我爱打篮球因为很好玩。。。。球进蓝的声音很好听球进蓝的声音很好听球进蓝的声音很好听球进蓝的声音很好听。。。。还有还有还有还有，，，，

赢球也很让人兴奋赢球也很让人兴奋赢球也很让人兴奋赢球也很让人兴奋。。。。打篮球也会教你顽强拼博的精神打篮球也会教你顽强拼博的精神打篮球也会教你顽强拼博的精神打篮球也会教你顽强拼博的精神。。。。传球传球传球传球        

运球运球运球运球，，，，还有投蓝都要费很大工夫才能做好还有投蓝都要费很大工夫才能做好还有投蓝都要费很大工夫才能做好还有投蓝都要费很大工夫才能做好。。。。传球,传球,传球,传球,    助攻,助攻,助攻,助攻,    看看看看

着队友得分和进球一样让人高兴着队友得分和进球一样让人高兴着队友得分和进球一样让人高兴着队友得分和进球一样让人高兴。。。。篮球是一样适合跟几个朋篮球是一样适合跟几个朋篮球是一样适合跟几个朋篮球是一样适合跟几个朋

友一块儿玩的运动友一块儿玩的运动友一块儿玩的运动友一块儿玩的运动。。。。    

                钓鱼反过来只要一个人钓鱼反过来只要一个人钓鱼反过来只要一个人钓鱼反过来只要一个人。。。。钓鱼好玩因为鱼咬钩是很刺激钓鱼好玩因为鱼咬钩是很刺激钓鱼好玩因为鱼咬钩是很刺激钓鱼好玩因为鱼咬钩是很刺激

的时刻的时刻的时刻的时刻。。。。很多时候鱼不会乖乖就范很多时候鱼不会乖乖就范很多时候鱼不会乖乖就范很多时候鱼不会乖乖就范。。。。它总会拼命地挣扎它总会拼命地挣扎它总会拼命地挣扎它总会拼命地挣扎。 。 。 。 

大多时候是我胜大多时候是我胜大多时候是我胜大多时候是我胜。。。。我也喜欢看着鱼跳出水面我也喜欢看着鱼跳出水面我也喜欢看着鱼跳出水面我也喜欢看着鱼跳出水面，，，，打得水花四打得水花四打得水花四打得水花四

溅溅溅溅。。。。但是我不喜欢上鱼饵或者是把鱼从鱼钩上弄下来, 这但是我不喜欢上鱼饵或者是把鱼从鱼钩上弄下来, 这但是我不喜欢上鱼饵或者是把鱼从鱼钩上弄下来, 这但是我不喜欢上鱼饵或者是把鱼从鱼钩上弄下来, 这

些事都是爸爸替我做, 所以妈妈总是笑话我钓老爷鱼些事都是爸爸替我做, 所以妈妈总是笑话我钓老爷鱼些事都是爸爸替我做, 所以妈妈总是笑话我钓老爷鱼些事都是爸爸替我做, 所以妈妈总是笑话我钓老爷鱼。。。。    

我没有事情干的时候我没有事情干的时候我没有事情干的时候我没有事情干的时候，，，，喜欢打游戏机喜欢打游戏机喜欢打游戏机喜欢打游戏机。。。。我有我有我有我有Nintendo Wii, Nintendo Wii, Nintendo Wii, Nintendo Wii, 

Playstation 2,Playstation 2,Playstation 2,Playstation 2,    还还还还有有有有    PSPPSPPSPPSP。。。。我喜我喜我喜我喜欢篮欢篮欢篮欢篮球球球球还还还还有有有有赛车赛车赛车赛车的游的游的游的游戏戏戏戏。。。。有有有有时时时时

间间间间去朋友家的去朋友家的去朋友家的去朋友家的时时时时候候候候，，，，我我我我会会会会和他和他和他和他们们们们一 一 一 一 块块块块儿玩儿玩儿玩儿玩Halo 3Halo 3Halo 3Halo 3。。。。玩游玩游玩游玩游戏戏戏戏很上很上很上很上

瘾瘾瘾瘾，，，，但是我有自制力但是我有自制力但是我有自制力但是我有自制力，，，，不不不不会会会会玩太久玩太久玩太久玩太久。。。。    

    有这么多爱好    有这么多爱好    有这么多爱好    有这么多爱好，，，，我很少会觉得无聊我很少会觉得无聊我很少会觉得无聊我很少会觉得无聊。。。。也许我的爱好会也许我的爱好会也许我的爱好会也许我的爱好会

变变变变，，，，但是我 总是会有很多爱好但是我 总是会有很多爱好但是我 总是会有很多爱好但是我 总是会有很多爱好。。。。    

    

                 我的爱好                             我的爱好                             我的爱好                             我的爱好            郭郭郭郭     

                    爱爱爱爱 多多多多。。。。 别别别别 欢欢欢欢 运动运动运动运动。。。。 从从从从 岁岁岁岁 开开开开

学学学学 。。。。 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参参参参加加加加 队队队队叫叫叫叫UMLYUMLYUMLYUMLY---- 年年年年黄黄黄黄 队队队队。。。。

蓝蓝蓝蓝球球球球。。。。蓝蓝蓝蓝球球球球 个团队运动个团队运动个团队运动个团队运动, 今年, 今年, 今年, 今年 参参参参加加加加 个蓝个蓝个蓝个蓝球球球球队队队队

叫叫叫叫T/E TORNADOEST/E TORNADOEST/E TORNADOEST/E TORNADOES。。。。 蓝蓝蓝蓝球球球球运动对运动对运动对运动对 处处处处。。。。

运动运动运动运动 都都都都 开开开开 。。。。 从从从从 爱爱爱爱 歌歌歌歌，，，， 参参参参加加加加 学学学学

校校校校 合合合合 团团团团。。。。 多 都去多 都去多 都去多 都去 。。。。 们们们们都都都都 练习练习练习练习。。。。

，，，， 们还们还们还们还 个书个书个书个书 歌歌歌歌 。。。。 欢读欢读欢读欢读

书书书书。。。。    欢欢欢欢 个个个个 静静静静静静静静 读读读读。。。。 欢欢欢欢到到到到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 为为为为那那那那

多多多多书书书书可可可可 读读读读。。。。 欢欢欢欢 系系系系 图书图书图书图书 HARRY POT-HARRY POT-HARRY POT-HARRY POT-

TERTERTERTER。。。。书书书书 故 都故 都故 都故 都 险险险险 ，，，， 。。。。 兴兴兴兴

棋棋棋棋。。。。 国国国国 棋棋棋棋，，，，国际国际国际国际 棋都棋都棋都棋都会会会会。。。。 棋可棋可棋可棋可 让让让让 动脑动脑动脑动脑筋筋筋筋。。。。

还还还还 欢欢欢欢 去去去去 。。。。 邻邻邻邻居居居居 。。。。 们们们们 学学学学 都都都都

去去去去 。。。。 会儿会儿会儿会儿，，，， 业业业业，，，，头脑清头脑清头脑清头脑清 ，，，， 高高高高。。。。    

    

                                                                我的爱好我的爱好我的爱好我的爱好                                                             

       欢欢欢欢 Lego.  从从从从6岁开岁开岁开岁开 Lego.  乐乐乐乐 。。。。    

          看到看到看到看到Lego，，，， 个个个个 家家家家。。。。 家家家家 多多多多Lego

杂杂杂杂 ，，，， 问问问问 。。。。 到家到家到家到家 ，，，， 订订订订 这种杂这种杂这种杂这种杂 。。。。

期都期都期都期都 东东东东 。。。。两两两两年年年年 ，，，， 订订订订 种种种种更更更更 Lego杂杂杂杂 。。。。

Lego 网网网网 多多多多 戏戏戏戏，，，， 看看看看 动画动画动画动画 视视视视。。。。随随随随 时时时时

间间间间 过过过过去去去去，，，， 来来来来 欢欢欢欢Lego. 开开开开 Lego 戏戏戏戏。。。。    

，，，， 可可可可 个个个个 大 大大 大大 大大 大红红红红 Lego 给给给给 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告告告告诉诉诉诉 们们们们 多多多多么么么么 爱爱爱爱 们们们们，，，，让让让让 们开们开们开们开 惊惊惊惊 。 

        去年去年去年去年 ，，，， 去去去去Lego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    从从从从 Lego 学学学学到到到到

识识识识，，，， 道 空道 空道 空道 空气动气动气动气动 学学学学：：：：    汽汽汽汽车发动车发动车发动车发动机机机机，，，，枪枪枪枪 机械机械机械机械

建建建建 ，，，，楼楼楼楼 建 等 基建 等 基建 等 基建 等 基 识识识识。。。。我曾去我曾去我曾去我曾去Legoland. Legoland. Legoland. Legoland. 那那那那

样东样东样东样东 都都都都 LegoLegoLegoLego建建建建 。。。。 都都都都 像像像像真真真真 多多多多。。。。 们们们们

LegoLegoLegoLego建建建建 个个个个 真真真真 样样样样 。。。。 与与与与 闻闻闻闻 建建建建

，，，， ，，，，动动动动 ，，，，动画动画动画动画 能能能能动动动动能能能能 声声声声。。。。    还还还还 LegoLegoLegoLego

摄摄摄摄 电电电电 。。。。    

                我就是这样喜欢玩我就是这样喜欢玩我就是这样喜欢玩我就是这样喜欢玩LegoLegoLegoLego，，，，从从从从 奇奇奇奇 戏戏戏戏 断断断断 实实实实

己己己己，，，，学学学学到更多到更多到更多到更多 识识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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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高同学们学习中文的兴趣为了提高同学们学习中文的兴趣为了提高同学们学习中文的兴趣为了提高同学们学习中文的兴趣，，，，开拓同学们的想象力, 在开拓同学们的想象力, 在开拓同学们的想象力, 在开拓同学们的想象力, 在

我们学完我们学完我们学完我们学完《《《《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狼和小羊》》》》课文课文课文课文，，，，在课堂上练习完情景对话后在课堂上练习完情景对话后在课堂上练习完情景对话后在课堂上练习完情景对话后，，，，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求同学们充分发挥想象力求同学们充分发挥想象力求同学们充分发挥想象力求同学们充分发挥想象力，，，，编一个编一个编一个编一个《《《《狼和小羊的后续故事狼和小羊的后续故事狼和小羊的后续故事狼和小羊的后续故事》。》。》。》。下下下下

面是部分同学的作品面是部分同学的作品面是部分同学的作品面是部分同学的作品，，，，请大家欣赏请大家欣赏请大家欣赏请大家欣赏。。。。                                            

                                                                                                                                                                                                        ----    孟育孟育孟育孟育    

                                                                    

老狼和小羊后传老狼和小羊后传老狼和小羊后传老狼和小羊后传                                                                                                                 
                                     Jiang Lin 

        老狼老狼老狼老狼挟挟挟挟持持持持着着着着小羊走在回家的路上小羊走在回家的路上小羊走在回家的路上小羊走在回家的路上。。。。想象想象想象想象着着着着即即即即将将将将到嘴的到嘴的到嘴的到嘴的

美餐美餐美餐美餐，，，，老狼的口水都要流到下巴了老狼的口水都要流到下巴了老狼的口水都要流到下巴了老狼的口水都要流到下巴了。。。。    

        身不由己的小羊一身不由己的小羊一身不由己的小羊一身不由己的小羊一边边边边表面上表面上表面上表面上温驯温驯温驯温驯地跟地跟地跟地跟随着随着随着随着老狼老狼老狼老狼，，，，一一一一边边边边

小小小小脑脑脑脑子不停地子不停地子不停地子不停地盘盘盘盘算算算算着着着着各种逃各种逃各种逃各种逃脱脱脱脱的的的的办办办办法法法法。。。。    

        突然突然突然突然，，，，小羊看到了一棵苹果小羊看到了一棵苹果小羊看到了一棵苹果小羊看到了一棵苹果树树树树。。。。小羊非常熟悉那棵苹小羊非常熟悉那棵苹小羊非常熟悉那棵苹小羊非常熟悉那棵苹

果果果果树树树树。。。。因因因因为为为为羊羊羊羊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曾曾曾曾经无数经无数经无数经无数次地叮次地叮次地叮次地叮嘱过嘱过嘱过嘱过小羊小羊小羊小羊，，，，千万不能吃千万不能吃千万不能吃千万不能吃

上面的苹果上面的苹果上面的苹果上面的苹果。。。。    

        那是一棵有毒的苹果那是一棵有毒的苹果那是一棵有毒的苹果那是一棵有毒的苹果树树树树！！！！    

        小羊有了主意小羊有了主意小羊有了主意小羊有了主意。。。。它用乖乖的它用乖乖的它用乖乖的它用乖乖的声声声声音音音音问问问问老狼老狼老狼老狼：：：：狼伯伯狼伯伯狼伯伯狼伯伯，，，，走走走走

了了了了这这这这么么么么长长长长的路的路的路的路，，，，你一定又渴又你一定又渴又你一定又渴又你一定又渴又饿饿饿饿了吧了吧了吧了吧。。。。我去我去我去我去给给给给你摘你摘你摘你摘个个个个又大又大又大又大

又甜的苹果吃吧又甜的苹果吃吧又甜的苹果吃吧又甜的苹果吃吧。。。。    

        老狼听小羊老狼听小羊老狼听小羊老狼听小羊这这这这么一么一么一么一问问问问，，，，真真真真觉觉觉觉得肚子里是又渴又得肚子里是又渴又得肚子里是又渴又得肚子里是又渴又饿饿饿饿，，，，就就就就

粗粗粗粗声声声声粗气地粗气地粗气地粗气地说说说说，，，，那你快去那你快去那你快去那你快去给给给给我摘吧我摘吧我摘吧我摘吧。。。。小羊听了小羊听了小羊听了小羊听了，，，，很快就摘很快就摘很快就摘很快就摘

回回回回来来来来了一了一了一了一个红红个红红个红红个红红的大苹果送到老狼嘴前的大苹果送到老狼嘴前的大苹果送到老狼嘴前的大苹果送到老狼嘴前。。。。    

        慢慢慢慢。。。。狡猾的老狼命令小羊狡猾的老狼命令小羊狡猾的老狼命令小羊狡猾的老狼命令小羊，，，，你先你先你先你先尝尝尝尝一口看看一口看看一口看看一口看看。。。。小羊小羊小羊小羊没没没没

有慌有慌有慌有慌。。。。它它它它镇静镇静镇静镇静地地地地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小嘴小嘴小嘴小嘴，，，，咬了一口毒苹果咬了一口毒苹果咬了一口毒苹果咬了一口毒苹果。。。。Yummy ！！！！小小小小

羊一羊一羊一羊一边边边边蹦蹦跳跳蹦蹦跳跳蹦蹦跳跳蹦蹦跳跳，，，，一一一一边边边边趁老狼不注意趁老狼不注意趁老狼不注意趁老狼不注意，，，，把嘴里的苹果吐了把嘴里的苹果吐了把嘴里的苹果吐了把嘴里的苹果吐了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不再怀疑的老狼三口不再怀疑的老狼三口不再怀疑的老狼三口不再怀疑的老狼三口两两两两口就把一口就把一口就把一口就把一个个个个苹果吞到了肚子苹果吞到了肚子苹果吞到了肚子苹果吞到了肚子

里里里里。。。。没过没过没过没过一分一分一分一分钟钟钟钟，，，，它就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毒死了它就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毒死了它就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毒死了它就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毒死了。。。。    

        小羊真高小羊真高小羊真高小羊真高兴兴兴兴。。。。它一它一它一它一点没点没点没点没耽隔耽隔耽隔耽隔，，，，快快的向回家的方向跑快快的向回家的方向跑快快的向回家的方向跑快快的向回家的方向跑

去去去去。。。。    

 

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续续续续)  )  )  )      

罗志祥罗志祥罗志祥罗志祥    

        小羊说:小羊说:小羊说:小羊说:””””等一下! 我有八十六个哥哥, 五十二个姐等一下! 我有八十六个哥哥, 五十二个姐等一下! 我有八十六个哥哥, 五十二个姐等一下! 我有八十六个哥哥, 五十二个姐

姐, 三十三个弟弟, 和二十四个妹妹!, 我请你到我们家吃姐, 三十三个弟弟, 和二十四个妹妹!, 我请你到我们家吃姐, 三十三个弟弟, 和二十四个妹妹!, 我请你到我们家吃姐, 三十三个弟弟, 和二十四个妹妹!, 我请你到我们家吃

饭!饭!饭!饭!” “ ” “ ” “ ” “ 哈哈! 太好了! 有...儿...十一...十五...进哈哈! 太好了! 有...儿...十一...十五...进哈哈! 太好了! 有...儿...十一...十五...进哈哈! 太好了! 有...儿...十一...十五...进

位...十三...十六...十八...十九...一百九十五...不位...十三...十六...十八...十九...一百九十五...不位...十三...十六...十八...十九...一百九十五...不位...十三...十六...十八...十九...一百九十五...不

是...一百九十六个小羊! 今晚可以和我的朋友庆祝了! 快是...一百九十六个小羊! 今晚可以和我的朋友庆祝了! 快是...一百九十六个小羊! 今晚可以和我的朋友庆祝了! 快是...一百九十六个小羊! 今晚可以和我的朋友庆祝了! 快

带路!带路!带路!带路!” ” ” ” 狼说.  狼说.  狼说.  狼说.      

        小羊带狼来到他的家. 小羊带狼来到他的家. 小羊带狼来到他的家. 小羊带狼来到他的家. ““““您等一下! 我去叫我的全家您等一下! 我去叫我的全家您等一下! 我去叫我的全家您等一下! 我去叫我的全家

集合在客厅里!集合在客厅里!集合在客厅里!集合在客厅里!” ” ” ” 小羊正好想问妈妈怎么办. 他看见妈妈小羊正好想问妈妈怎么办. 他看见妈妈小羊正好想问妈妈怎么办. 他看见妈妈小羊正好想问妈妈怎么办. 他看见妈妈

和狮子先生在谈话! 他高兴极了! 和狮子先生在谈话! 他高兴极了! 和狮子先生在谈话! 他高兴极了! 和狮子先生在谈话! 他高兴极了! ““““妈妈外边有只狼在追妈妈外边有只狼在追妈妈外边有只狼在追妈妈外边有只狼在追

我!我!我!我!” ” ” ” 他说. 他说. 他说. 他说. ““““狮子先生, 您愿意帮我们把那只狼赶走狮子先生, 您愿意帮我们把那只狼赶走狮子先生, 您愿意帮我们把那只狼赶走狮子先生, 您愿意帮我们把那只狼赶走

吗?吗?吗?吗?” ” ” ” 羊妈妈问. 羊妈妈问. 羊妈妈问. 羊妈妈问. ““““当然了! 那只该死的狼!当然了! 那只该死的狼!当然了! 那只该死的狼!当然了! 那只该死的狼!””””狮子先生说. 狮子先生说. 狮子先生说. 狮子先生说. 

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羊妈妈告诉了她的所有的孩子. 狮子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羊妈妈告诉了她的所有的孩子. 狮子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羊妈妈告诉了她的所有的孩子. 狮子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羊妈妈告诉了她的所有的孩子. 狮子

先生躲在门后面. 一百九十六个小羊都坐在客厅里. 羊妈妈先生躲在门后面. 一百九十六个小羊都坐在客厅里. 羊妈妈先生躲在门后面. 一百九十六个小羊都坐在客厅里. 羊妈妈先生躲在门后面. 一百九十六个小羊都坐在客厅里. 羊妈妈

躲在厨房里. 小羊开了门给狼进来. 狼一看到一百九十六个躲在厨房里. 小羊开了门给狼进来. 狼一看到一百九十六个躲在厨房里. 小羊开了门给狼进来. 狼一看到一百九十六个躲在厨房里. 小羊开了门给狼进来. 狼一看到一百九十六个

小羊就太高兴了. 他刚想吃掉一只小羊. 可是这回羊妈妈从小羊就太高兴了. 他刚想吃掉一只小羊. 可是这回羊妈妈从小羊就太高兴了. 他刚想吃掉一只小羊. 可是这回羊妈妈从小羊就太高兴了. 他刚想吃掉一只小羊. 可是这回羊妈妈从

厨房里走出来说: 厨房里走出来说: 厨房里走出来说: 厨房里走出来说: ““““喂! 你想干嘛?喂! 你想干嘛?喂! 你想干嘛?喂! 你想干嘛?” ” ” ” 刚说完, 狮子先生就刚说完, 狮子先生就刚说完, 狮子先生就刚说完, 狮子先生就

向狼扑过去了. 他们打了一会. 狮子先生的太极拳比狼的空向狼扑过去了. 他们打了一会. 狮子先生的太极拳比狼的空向狼扑过去了. 他们打了一会. 狮子先生的太极拳比狼的空向狼扑过去了. 他们打了一会. 狮子先生的太极拳比狼的空

手拳还厉害. 狼逃到山洞里就从此以后再也不出来了.手拳还厉害. 狼逃到山洞里就从此以后再也不出来了.手拳还厉害. 狼逃到山洞里就从此以后再也不出来了.手拳还厉害. 狼逃到山洞里就从此以后再也不出来了.    

    

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续续续续)  )  )  )      

王逸辰王逸辰王逸辰王逸辰    

        羊的爸爸在一棵羊的爸爸在一棵羊的爸爸在一棵羊的爸爸在一棵树树树树后面吃草后面吃草后面吃草后面吃草。。。。他听他听他听他听见见见见了狼和小羊的了狼和小羊的了狼和小羊的了狼和小羊的对对对对

话话话话。。。。当当当当狼狼狼狼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嘴的嘴的嘴的嘴的时时时时候候候候，，，，羊爸爸突然羊爸爸突然羊爸爸突然羊爸爸突然从树从树从树从树后跳出后跳出后跳出后跳出来来来来，，，，用他的用他的用他的用他的

角把狼扔到河里角把狼扔到河里角把狼扔到河里角把狼扔到河里。。。。不一不一不一不一会会会会儿狼就淹死了儿狼就淹死了儿狼就淹死了儿狼就淹死了。。。。小羊和爸爸回家小羊和爸爸回家小羊和爸爸回家小羊和爸爸回家

了了了了。。。。    

 

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续续续续)  )  )  )      

 Jason Tu    

       ，，，， 个个个个 叫叫叫叫鲍鲍鲍鲍 大 狼大 狼大 狼大 狼，，，，它它它它 饿饿饿饿。。。。    

它它它它 到到到到 个个个个 乐场乐场乐场乐场，，，，看看看看见见见见 。。。。 吉吉吉吉它它它它

戏戏戏戏，，，， 击败击败击败击败 对对对对 。。。。鲍鲍鲍鲍 挑挑挑挑战战战战 。。。。赢赢赢赢 可可可可

掉掉掉掉 败败败败 。。。。鲍鲍鲍鲍 选选选选 个个个个 难难难难 歌歌歌歌。。。。 戏戏戏戏 ，，，，    

鲍鲍鲍鲍 绊绊绊绊倒倒倒倒 。。。。 落落落落 个节个节个节个节 。。。。 ，，，， 对对对对

999个节个节个节个节 ，，，， 鲍鲍鲍鲍 错错错错 。。。。 掉掉掉掉鲍鲍鲍鲍 ，，，，鲍鲍鲍鲍

逃逃逃逃跑跑跑跑，，，，可 却可 却可 却可 却 戏戏戏戏机机机机绊绊绊绊倒倒倒倒 ，，，，鲍鲍鲍鲍 条条条条 断断断断 。。。。它它它它

杀杀杀杀 。。。。    从从从从 过过过过 ....    

    

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续续续续)  )  )  )      

羿羿羿羿  

        狼狼狼狼 ，，，， 现现现现 掉掉掉掉 ，，，，到 冬到 冬到 冬到 冬 没没没没 东东东东

。。。。 ，，，， 它带它带它带它带 家家家家，，，， ，，，，    

。。。。 ，，，，    狼狼狼狼带带带带 家家家家。。。。 到到到到 ，，，， 看到看到看到看到 边边边边

条条条条 。。。。 对对对对狼狼狼狼说说说说：：：：    ““““ 喝喝喝喝 。。。。””””    狼狼狼狼 ，，，，说说说说：：：：

““““ 吧吧吧吧。。。。””””    飞飞飞飞 跳跳跳跳 ，，，，    逃逃逃逃 。。。。    
 

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续续续续)  )  )  )      

桐桐桐桐 

        ，，，，    狼 家狼 家狼 家狼 家 样样样样 。。。。

果 到家果 到家果 到家果 到家 。。。。    看到看到看到看到 样样样样 同同同同 ，，，，    问问问问：：：：””””

，，，，    你怎么你怎么你怎么你怎么 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大大大大 朵朵朵朵？？？？””””        ““““ ””””说说说说：：：：““““ 到到到到你说你说你说你说

话话话话 ””””。。。。        问问问问：：：：““““ ，，，，    你你你你 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大大大大 ？？？？”“”“”“”“ ””””

说说说说：：：：““““ 闻闻你闻闻你闻闻你闻闻你 。。。。”””” 问问问问：：：：““““ ，，，，    你你你你 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大大大大

？？？？””””        ““““ ””””说说说说：：：：““““ 掉掉掉掉你你你你 ””””。。。。    说说说说 ，，，，    去去去去。。。。    

5C/5D5C/5D5C/5D5C/5D班学生作文班学生作文班学生作文班学生作文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        孟育孟育孟育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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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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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编辑本期编辑本期编辑本期编辑：：：：吴梦丹吴梦丹吴梦丹吴梦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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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达路达路达路达    

本期植字本期植字本期植字本期植字：：：：刘雨桐刘雨桐刘雨桐刘雨桐    吴佳毅吴佳毅吴佳毅吴佳毅    盖杨盖杨盖杨盖杨    吴梦丹吴梦丹吴梦丹吴梦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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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画作品 油画作品 油画作品 油画作品   Alicia Song  Alicia Song  Alicia Song  Alicia Song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 ： ： ： 陆文浩陆文浩陆文浩陆文浩    

                由中国侨联由中国侨联由中国侨联由中国侨联、、、、全国台联全国台联全国台联全国台联、、、、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国际中国国际中国国际中国国际

广播电台广播电台广播电台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快乐作文快乐作文快乐作文快乐作文》》》》杂志社共同主办杂志社共同主办杂志社共同主办杂志社共同主办，，，，

河北省侨联协办的河北省侨联协办的河北省侨联协办的河北省侨联协办的““““第十一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第十一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第十一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第十一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

于于于于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1111开始征稿开始征稿开始征稿开始征稿。。。。本届大赛旨在加强海内外中华儿本届大赛旨在加强海内外中华儿本届大赛旨在加强海内外中华儿本届大赛旨在加强海内外中华儿

女在学习女在学习女在学习女在学习、、、、生活方面的交流与沟通生活方面的交流与沟通生活方面的交流与沟通生活方面的交流与沟通，，，，增进友谊增进友谊增进友谊增进友谊，，，，促进团促进团促进团促进团

结结结结，，，，活跃学生课外学习生活活跃学生课外学习生活活跃学生课外学习生活活跃学生课外学习生活，，，，弘扬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展示华人学展示华人学展示华人学展示华人学

生的精神 风貌生的精神 风貌生的精神 风貌生的精神 风貌。。。。本次大赛为非命题作文本次大赛为非命题作文本次大赛为非命题作文本次大赛为非命题作文，，，，可以参考以下三可以参考以下三可以参考以下三可以参考以下三

个主题个主题个主题个主题。。。。用中文写作用中文写作用中文写作用中文写作，，，，题材及体裁均不限题材及体裁均不限题材及体裁均不限题材及体裁均不限，，，，题目自拟题目自拟题目自拟题目自拟。。。。    

        

• 快乐作文快乐作文快乐作文快乐作文，，，，快乐成长快乐成长快乐成长快乐成长。。。。记述生活中的喜怒哀记述生活中的喜怒哀记述生活中的喜怒哀记述生活中的喜怒哀

乐乐乐乐，，，，关注成长的点点滴滴关注成长的点点滴滴关注成长的点点滴滴关注成长的点点滴滴。。。。你经历的每一件事你经历的每一件事你经历的每一件事你经历的每一件事

情情情情、、、、心中每一个记忆心中每一个记忆心中每一个记忆心中每一个记忆，，，，都可以成为最好的素都可以成为最好的素都可以成为最好的素都可以成为最好的素

材材材材。。。。    

• 想象作文想象作文想象作文想象作文。。。。充分展示自己的想象能力充分展示自己的想象能力充分展示自己的想象能力充分展示自己的想象能力，，，，抒写心抒写心抒写心抒写心

中梦想中梦想中梦想中梦想，，，，记录科学幻想记录科学幻想记录科学幻想记录科学幻想。 。 。 。             

• 课堂作文课堂作文课堂作文课堂作文。。。。提倡说真话提倡说真话提倡说真话提倡说真话，，，，抒真情抒真情抒真情抒真情，，，，张扬个性张扬个性张扬个性张扬个性，，，，

自由表达自由表达自由表达自由表达。 。 。 。     

    

                大赛截稿日期是大赛截稿日期是大赛截稿日期是大赛截稿日期是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30303030日日日日。。。。长城中文学校鼓励我长城中文学校鼓励我长城中文学校鼓励我长城中文学校鼓励我

校一至十二年级的学生蛹跃参赛校一至十二年级的学生蛹跃参赛校一至十二年级的学生蛹跃参赛校一至十二年级的学生蛹跃参赛。。。。请各中文班老师推荐参请各中文班老师推荐参请各中文班老师推荐参请各中文班老师推荐参

赛作文赛作文赛作文赛作文，，，，尽快电邮给尽快电邮给尽快电邮给尽快电邮给《《《《彩虹彩虹彩虹彩虹》》》》编辑部编辑部编辑部编辑部，，，，邮箱地址邮箱地址邮箱地址邮箱地址：：：：

caihong@greatwall.org. caihong@greatwall.org. caihong@greatwall.org. caihong@greatwall.org.     

““““第十一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第十一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第十一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第十一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    

征文启事征文启事征文启事征文启事    

                向天潇向天潇向天潇向天潇，，，，向天宜兄妹表演抖空竹向天宜兄妹表演抖空竹向天宜兄妹表演抖空竹向天宜兄妹表演抖空竹    

                舞蹈大班表演藏族舞蹈舞蹈大班表演藏族舞蹈舞蹈大班表演藏族舞蹈舞蹈大班表演藏族舞蹈《《《《康定欢歌康定欢歌康定欢歌康定欢歌》》》》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        纪兰蔚纪兰蔚纪兰蔚纪兰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