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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中文学校校刊长城中文学校校刊长城中文学校校刊长城中文学校校刊(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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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    
• 今天凌晨今天凌晨今天凌晨今天凌晨2222点夏令时结束点夏令时结束点夏令时结束点夏令时结束。。。。请大家注意调整时间请大家注意调整时间请大家注意调整时间请大家注意调整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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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11111111月月月月14141414日在日在日在日在Lawrence HallLawrence HallLawrence HallLawrence Hall的中文教室举办中小学生汉语考试的中文教室举办中小学生汉语考试的中文教室举办中小学生汉语考试的中文教室举办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YCT)YCT)YCT)。。。。考试时间考试时间考试时间考试时间：：：：8:30AM8:30AM8:30AM8:30AM----

10AM10AM10AM10AM，，，，考试地点将按考级而定考试地点将按考级而定考试地点将按考级而定考试地点将按考级而定。。。。    

• 11111111月月月月14141414日日日日10:10AM10:10AM10:10AM10:10AM和和和和2:10PM2:10PM2:10PM2:10PM在在在在AuditoriumAuditoriumAuditoriumAuditorium有家长茶话会有家长茶话会有家长茶话会有家长茶话会，，，，邀请所有家长参加邀请所有家长参加邀请所有家长参加邀请所有家长参加。。。。    

• 第一届大费城地区中文学校辩论比赛将于第一届大费城地区中文学校辩论比赛将于第一届大费城地区中文学校辩论比赛将于第一届大费城地区中文学校辩论比赛将于12121212月月月月4444日星期六下午日星期六下午日星期六下午日星期六下午3:00PM3:00PM3:00PM3:00PM在新泽西的在新泽西的在新泽西的在新泽西的Cherry HillCherry HillCherry HillCherry Hill华夏中文学校举行华夏中文学校举行华夏中文学校举行华夏中文学校举行，，，，有意有意有意有意

参赛的同学可以通过各中文班老师报名参赛的同学可以通过各中文班老师报名参赛的同学可以通过各中文班老师报名参赛的同学可以通过各中文班老师报名。。。。    

• 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11111111月月月月28282828日长城中文学校感恩节放假休课日长城中文学校感恩节放假休课日长城中文学校感恩节放假休课日长城中文学校感恩节放假休课。。。。    

    为使更多的学生与家长参与长城中文学校的春节联欢    为使更多的学生与家长参与长城中文学校的春节联欢    为使更多的学生与家长参与长城中文学校的春节联欢    为使更多的学生与家长参与长城中文学校的春节联欢

文艺演出文艺演出文艺演出文艺演出，，，，学校现向家长和学生征集演出节目学校现向家长和学生征集演出节目学校现向家长和学生征集演出节目学校现向家长和学生征集演出节目。。。。具体要求具体要求具体要求具体要求

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节目形式节目形式节目形式节目形式：：：：    

• 语言类语言类语言类语言类：：：：小品小品小品小品、、、、相声相声相声相声、、、、朗诵等朗诵等朗诵等朗诵等；；；；    

• 演唱演唱演唱演唱：：：：合唱合唱合唱合唱，，，，重唱重唱重唱重唱，，，，联唱联唱联唱联唱，，，，表演唱表演唱表演唱表演唱。。。。中国歌曲或地方中国歌曲或地方中国歌曲或地方中国歌曲或地方

戏剧等均可戏剧等均可戏剧等均可戏剧等均可；；；；    

• 乐器乐器乐器乐器：：：：合奏等合奏等合奏等合奏等；；；；    

•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互动互动互动互动、、、、游戏等游戏等游戏等游戏等；；；；    

• 舞蹈等节目由中文学校文化课班的学生表演舞蹈等节目由中文学校文化课班的学生表演舞蹈等节目由中文学校文化课班的学生表演舞蹈等节目由中文学校文化课班的学生表演，，，，故不再故不再故不再故不再

征集征集征集征集。。。。    

    

节目内容节目内容节目内容节目内容：：：：    

• 所有语言类节目必须以说中文为主所有语言类节目必须以说中文为主所有语言类节目必须以说中文为主所有语言类节目必须以说中文为主，，，，报名时需提供具报名时需提供具报名时需提供具报名时需提供具

体的书面表演内容体的书面表演内容体的书面表演内容体的书面表演内容；；；；    

• 所有歌曲和/或音乐所有歌曲和/或音乐所有歌曲和/或音乐所有歌曲和/或音乐，，，，必须是中国歌曲和/或音乐必须是中国歌曲和/或音乐必须是中国歌曲和/或音乐必须是中国歌曲和/或音乐，，，，并并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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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长长 学学学学校校校校2011年年年年 节联欢节联欢节联欢节联欢 动动动动                                                                                 

艺艺艺艺 节节节节 报报报报                                 周磊周磊周磊周磊    

有原声有原声有原声有原声CDCDCDCD，，，，或等同于原声或等同于原声或等同于原声或等同于原声CDCDCDCD质量的音频或视频文件质量的音频或视频文件质量的音频或视频文件质量的音频或视频文件。。。。    

    

演员要求演员要求演员要求演员要求：：：：    

    每个节目至少要有    每个节目至少要有    每个节目至少要有    每个节目至少要有2222人或以上演员人或以上演员人或以上演员人或以上演员。。。。演员自行组合演员自行组合演员自行组合演员自行组合。。。。演员演员演员演员

组合不必拘泥于只有学生组合不必拘泥于只有学生组合不必拘泥于只有学生组合不必拘泥于只有学生，，，，或只有家长或只有家长或只有家长或只有家长。。。。学生和家长可以同学生和家长可以同学生和家长可以同学生和家长可以同

时时时时、、、、同台表演同台表演同台表演同台表演。。。。    

    

服装和道具服装和道具服装和道具服装和道具：：：：    

    由演员自行解决    由演员自行解决    由演员自行解决    由演员自行解决。。。。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中文学校积极鼓励家长和学生提供节目素材中文学校积极鼓励家长和学生提供节目素材中文学校积极鼓励家长和学生提供节目素材中文学校积极鼓励家长和学生提供节目素材，，，，

或节目内容及形式的建议或节目内容及形式的建议或节目内容及形式的建议或节目内容及形式的建议。。。。中文学校同时还招聘文艺演出导演中文学校同时还招聘文艺演出导演中文学校同时还招聘文艺演出导演中文学校同时还招聘文艺演出导演

组成员组成员组成员组成员，，，，请有兴趣请有兴趣请有兴趣请有兴趣、、、、有能力的家长积极报名有能力的家长积极报名有能力的家长积极报名有能力的家长积极报名。。。。    

    

    所有节目必须经过审查    所有节目必须经过审查    所有节目必须经过审查    所有节目必须经过审查，，，，形式相同的节目形式相同的节目形式相同的节目形式相同的节目，，，，原则上只选取原则上只选取原则上只选取原则上只选取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没能参加春节联欢的节目没能参加春节联欢的节目没能参加春节联欢的节目没能参加春节联欢的节目，，，，可在每年一度的学校结业典可在每年一度的学校结业典可在每年一度的学校结业典可在每年一度的学校结业典

礼上表演礼上表演礼上表演礼上表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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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彩虹尊敬的彩虹尊敬的彩虹尊敬的彩虹编辑:编辑:编辑:编辑: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    

                            这学这学这学这学期期期期，，，，我我我我们们们们4C/4D4C/4D4C/4D4C/4D班班班班学习学习学习学习了了了了课课课课文文文文““““给爷爷给爷爷给爷爷给爷爷的一封信的一封信的一封信的一封信””””。。。。课课课课文文文文讲讲讲讲

授了授了授了授了写写写写信的基本格式及要求信的基本格式及要求信的基本格式及要求信的基本格式及要求。。。。下面是我下面是我下面是我下面是我们们们们班同班同班同班同学学学学的的的的课课课课后后后后习习习习作作作作，，，，望彩望彩望彩望彩

虹予以刊登虹予以刊登虹予以刊登虹予以刊登，，，，以鼓以鼓以鼓以鼓励学励学励学励学生生生生们们们们的的的的学习热学习热学习热学习热情情情情。。。。    

       多       多       多       多谢!谢!谢!谢!    

                                                                                                                                                                                                                                                                                                                                                                                                                许兰许兰许兰许兰薇薇薇薇 

    

陈海天陈海天陈海天陈海天    

亲爱的奶奶亲爱的奶奶亲爱的奶奶亲爱的奶奶：：：：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听妈妈说您身体很好听妈妈说您身体很好听妈妈说您身体很好听妈妈说您身体很好，，，，我非常高兴我非常高兴我非常高兴我非常高兴。。。。去年夏天去年夏天去年夏天去年夏天，，，，我们全我们全我们全我们全

家到上海看望您家到上海看望您家到上海看望您家到上海看望您，，，，和您住在一起和您住在一起和您住在一起和您住在一起，，，，我们一起去了杭州我们一起去了杭州我们一起去了杭州我们一起去了杭州。。。。真开心真开心真开心真开心！！！！    

    亲爱的奶奶    亲爱的奶奶    亲爱的奶奶    亲爱的奶奶，，，，我的中文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我的中文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我的中文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我的中文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今后我还要好今后我还要好今后我还要好今后我还要好

好学习好学习好学习好学习，，，，争取更大的进步争取更大的进步争取更大的进步争取更大的进步！！！！    

    祝奶奶生活愉快    祝奶奶生活愉快    祝奶奶生活愉快    祝奶奶生活愉快！！！！    

                                                                                                                                                                                                        孙儿 天天孙儿 天天孙儿 天天孙儿 天天    

                                                                                                                                                                    二〇一〇年十月三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三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三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三日    

    

张华玮张华玮张华玮张华玮    

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您身体还好吗您身体还好吗您身体还好吗您身体还好吗？？？？我的暑假过完了我的暑假过完了我的暑假过完了我的暑假过完了。。。。暑假里我去了密执暑假里我去了密执暑假里我去了密执暑假里我去了密执

根. 那里我参观了许多博物馆根. 那里我参观了许多博物馆根. 那里我参观了许多博物馆根. 那里我参观了许多博物馆，，，，还去了还去了还去了还去了CYRASTLECARCYRASTLECARCYRASTLECARCYRASTLECAR。。。。在那里在那里在那里在那里，，，，我买我买我买我买

了许多漂亮的石头了许多漂亮的石头了许多漂亮的石头了许多漂亮的石头，，，，我还到海边骑自行车我还到海边骑自行车我还到海边骑自行车我还到海边骑自行车，，，，拣贝壳拣贝壳拣贝壳拣贝壳，，，，玩沙子玩沙子玩沙子玩沙子，，，，还游还游还游还游

了泳了泳了泳了泳。。。。这是开学的第三个星期这是开学的第三个星期这是开学的第三个星期这是开学的第三个星期。。。。班上有一个新同学班上有一个新同学班上有一个新同学班上有一个新同学。。。。我很喜欢兰州我很喜欢兰州我很喜欢兰州我很喜欢兰州

的牛肉拉面的牛肉拉面的牛肉拉面的牛肉拉面，，，，更喜欢兰州的羊肉串更喜欢兰州的羊肉串更喜欢兰州的羊肉串更喜欢兰州的羊肉串！！！！前几天前几天前几天前几天，，，，我去了费城的中国城我去了费城的中国城我去了费城的中国城我去了费城的中国城

并吃了那些东西并吃了那些东西并吃了那些东西并吃了那些东西。。。。我现在课后踢足球我现在课后踢足球我现在课后踢足球我现在课后踢足球，，，，弹琴和拉提琴弹琴和拉提琴弹琴和拉提琴弹琴和拉提琴。。。。我还准备写我还准备写我还准备写我还准备写

一个英文故事一个英文故事一个英文故事一个英文故事。 。 。 。     

    亲爱的爷爷    亲爱的爷爷    亲爱的爷爷    亲爱的爷爷，，，，我的中文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我的中文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我的中文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我的中文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今后我还要好今后我还要好今后我还要好今后我还要好

好学习好学习好学习好学习，，，，争取更大的进步争取更大的进步争取更大的进步争取更大的进步！！！！    

    祝爷爷生活愉快    祝爷爷生活愉快    祝爷爷生活愉快    祝爷爷生活愉快！！！！    

                                                                                                                                                                                                        孙儿 龙龙孙儿 龙龙孙儿 龙龙孙儿 龙龙    

                                                                                                                                                                    二〇一〇年十月一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一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一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一日    

    

刘舒婷刘舒婷刘舒婷刘舒婷    

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今天我非常高兴收到了您的信今天我非常高兴收到了您的信今天我非常高兴收到了您的信今天我非常高兴收到了您的信。。。。我们放假去了黄石公我们放假去了黄石公我们放假去了黄石公我们放假去了黄石公

园园园园。。。。园里有可爱的动物园里有可爱的动物园里有可爱的动物园里有可爱的动物，，，，漂亮的石头漂亮的石头漂亮的石头漂亮的石头。。。。真美丽真美丽真美丽真美丽！！！！明年放假明年放假明年放假明年放假，，，，我们一我们一我们一我们一

定去中国看望您和奶奶定去中国看望您和奶奶定去中国看望您和奶奶定去中国看望您和奶奶。。。。爷爷爷爷爷爷爷爷，，，，我的中文水平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我的中文水平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我的中文水平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我的中文水平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

高高高高？ ？ ？ ？ 我还要好好学习我还要好好学习我还要好好学习我还要好好学习，，，，还要提高还要提高还要提高还要提高！！！！    

    祝爷爷奶奶身体好    祝爷爷奶奶身体好    祝爷爷奶奶身体好    祝爷爷奶奶身体好！！！！    

                                                                                                                                                                                            孙女  刘舒婷孙女  刘舒婷孙女  刘舒婷孙女  刘舒婷    

                                                                                                                                                                    二〇一〇年十月三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三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三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三日    

    

陈培芸陈培芸陈培芸陈培芸    

亲爱的外婆亲爱的外婆亲爱的外婆亲爱的外婆：：：：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我去中文学校学习中文我去中文学校学习中文我去中文学校学习中文我去中文学校学习中文，，，，我会默生字我会默生字我会默生字我会默生字，，，，认卡片认卡片认卡片认卡片，，，，和读课和读课和读课和读课

文文文文。。。。这封信是我的作业这封信是我的作业这封信是我的作业这封信是我的作业，，，，我先要交给老师我先要交给老师我先要交给老师我先要交给老师，，，，然后妈妈会寄给您看然后妈妈会寄给您看然后妈妈会寄给您看然后妈妈会寄给您看。 。 。 。     

   祝外婆身体好   祝外婆身体好   祝外婆身体好   祝外婆身体好！！！！    

                                                                                                                                                                                                孙女 陈培芸孙女 陈培芸孙女 陈培芸孙女 陈培芸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    

张家林张家林张家林张家林    

亲爱的爷爷和奶奶亲爱的爷爷和奶奶亲爱的爷爷和奶奶亲爱的爷爷和奶奶：：：：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我已经快十岁了我已经快十岁了我已经快十岁了我已经快十岁了。。。。今年上四年级了今年上四年级了今年上四年级了今年上四年级了。。。。我很喜欢我的学我很喜欢我的学我很喜欢我的学我很喜欢我的学

校校校校，，，，考试得了考试得了考试得了考试得了““““AAAA””””，，，，还被选进了奥林匹克数学班还被选进了奥林匹克数学班还被选进了奥林匹克数学班还被选进了奥林匹克数学班。。。。除了上学除了上学除了上学除了上学

外外外外，，，，我每周日还去中文学校学习中文我每周日还去中文学校学习中文我每周日还去中文学校学习中文我每周日还去中文学校学习中文，，，，我还学弹钢琴我还学弹钢琴我还学弹钢琴我还学弹钢琴，，，，学滑冰学滑冰学滑冰学滑冰。 。 。 。     

    祝爷爷奶奶生活愉快    祝爷爷奶奶生活愉快    祝爷爷奶奶生活愉快    祝爷爷奶奶生活愉快！！！！    

                                                                                                                                                                                            孙女 大林孙女 大林孙女 大林孙女 大林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    

    

陈希亮陈希亮陈希亮陈希亮    

亲爱的姥姥亲爱的姥姥亲爱的姥姥亲爱的姥姥：：：：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我回到美国已经一个月了我回到美国已经一个月了我回到美国已经一个月了我回到美国已经一个月了。。。。我很想念您我很想念您我很想念您我很想念您。。。。谢谢您和我谢谢您和我谢谢您和我谢谢您和我

们度过一个快乐的夏天们度过一个快乐的夏天们度过一个快乐的夏天们度过一个快乐的夏天。。。。我们一起去看世博会我们一起去看世博会我们一起去看世博会我们一起去看世博会，，，，登东方明珠登东方明珠登东方明珠登东方明珠。。。。我我我我

们还去了美丽的西湖们还去了美丽的西湖们还去了美丽的西湖们还去了美丽的西湖。。。。我们一起买的小金鱼还好吗我们一起买的小金鱼还好吗我们一起买的小金鱼还好吗我们一起买的小金鱼还好吗？？？？明年夏天放明年夏天放明年夏天放明年夏天放

假假假假，，，，我还去中国看望您和姥爷还有小金鱼我还去中国看望您和姥爷还有小金鱼我还去中国看望您和姥爷还有小金鱼我还去中国看望您和姥爷还有小金鱼，，，，好吗好吗好吗好吗？               ？               ？               ？                   

    亲爱的姥姥    亲爱的姥姥    亲爱的姥姥    亲爱的姥姥，，，，我的中文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我的中文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我的中文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我的中文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今后我还要今后我还要今后我还要今后我还要

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好好学习，，，，争取更大的进步争取更大的进步争取更大的进步争取更大的进步！！！！    

    祝姥姥身体好    祝姥姥身体好    祝姥姥身体好    祝姥姥身体好！！！！    

                                                                                                                                                                                外孙  陈希亮外孙  陈希亮外孙  陈希亮外孙  陈希亮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    

    

孙樊博孙樊博孙樊博孙樊博    

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我很想您我很想您我很想您我很想您，，，，非常想去中国看望您非常想去中国看望您非常想去中国看望您非常想去中国看望您！！！！我在美国生活得很我在美国生活得很我在美国生活得很我在美国生活得很

好好好好，，，，今天我和朋友一起去骑自行车今天我和朋友一起去骑自行车今天我和朋友一起去骑自行车今天我和朋友一起去骑自行车，，，，然后我们一起踢球然后我们一起踢球然后我们一起踢球然后我们一起踢球。。。。二蛋也二蛋也二蛋也二蛋也

打预防针了打预防针了打预防针了打预防针了，，，，他很勇敢他很勇敢他很勇敢他很勇敢，，，，没有哭没有哭没有哭没有哭！            ！            ！            ！                

    亲爱的爷爷    亲爱的爷爷    亲爱的爷爷    亲爱的爷爷，，，，您听过我给您寄去的录音吗您听过我给您寄去的录音吗您听过我给您寄去的录音吗您听过我给您寄去的录音吗？？？？我的拉琴水平是我的拉琴水平是我的拉琴水平是我的拉琴水平是

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今后我还要好好拉琴今后我还要好好拉琴今后我还要好好拉琴今后我还要好好拉琴，，，，争取拉得更好听争取拉得更好听争取拉得更好听争取拉得更好听！！！！    

    祝爷爷身体好    祝爷爷身体好    祝爷爷身体好    祝爷爷身体好！！！！    

                                                                                                                                                                                            孙子 樊博孙子 樊博孙子 樊博孙子 樊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龙翔龙翔龙翔龙翔    

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现在是九月份了现在是九月份了现在是九月份了现在是九月份了，，，，天气不冷不热天气不冷不热天气不冷不热天气不冷不热。。。。中文学校开学了中文学校开学了中文学校开学了中文学校开学了，，，，

我们去了新的教室我们去了新的教室我们去了新的教室我们去了新的教室，，，，新教室又大又亮新教室又大又亮新教室又大又亮新教室又大又亮，，，，我很喜欢我很喜欢我很喜欢我很喜欢。。。。我又有了新老我又有了新老我又有了新老我又有了新老

师和新同学师和新同学师和新同学师和新同学。。。。我在我在我在我在CHATHAMPARKCHATHAMPARKCHATHAMPARKCHATHAMPARK学校上四年级了学校上四年级了学校上四年级了学校上四年级了，，，，我的语文和数我的语文和数我的语文和数我的语文和数

学老师是学老师是学老师是学老师是BOLGERBOLGERBOLGERBOLGER女士女士女士女士。。。。明天我有一个数学考试明天我有一个数学考试明天我有一个数学考试明天我有一个数学考试，，，，我想我会考好我想我会考好我想我会考好我想我会考好

的的的的，，，，这也意味着明天没有数学作业了这也意味着明天没有数学作业了这也意味着明天没有数学作业了这也意味着明天没有数学作业了！！！！    

                今天我就写到这里今天我就写到这里今天我就写到这里今天我就写到这里。。。。祝爷爷奶奶身体好祝爷爷奶奶身体好祝爷爷奶奶身体好祝爷爷奶奶身体好！！！！    

                                                                                                                                                                                            孙儿 龙翔孙儿 龙翔孙儿 龙翔孙儿 龙翔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蒋伊笑蒋伊笑蒋伊笑蒋伊笑    

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您在我们田里种的黄瓜和西红柿都很好吃您在我们田里种的黄瓜和西红柿都很好吃您在我们田里种的黄瓜和西红柿都很好吃您在我们田里种的黄瓜和西红柿都很好吃。。。。后天学校后天学校后天学校后天学校

放假放假放假放假，，，，听说您和奶奶要回中国了听说您和奶奶要回中国了听说您和奶奶要回中国了听说您和奶奶要回中国了，，，，我和妹妹要去看望您和奶奶我和妹妹要去看望您和奶奶我和妹妹要去看望您和奶奶我和妹妹要去看望您和奶奶。。。。    

    祝你们一路平安    祝你们一路平安    祝你们一路平安    祝你们一路平安！！！！    

                                                                                                                                                                                    孙儿 蒋伊笑孙儿 蒋伊笑孙儿 蒋伊笑孙儿 蒋伊笑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    

四年级学生习作                辅导教师四年级学生习作                辅导教师四年级学生习作                辅导教师四年级学生习作                辅导教师  许兰薇  许兰薇  许兰薇  许兰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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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慧朱明慧朱明慧朱明慧    

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今年我上五年级了今年我上五年级了今年我上五年级了今年我上五年级了，，，，我很喜欢我的老师我很喜欢我的老师我很喜欢我的老师我很喜欢我的老师。。。。今年夏天今年夏天今年夏天今年夏天，，，，我我我我

们去了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们去了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们去了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们去了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也去了也去了也去了也去了VERMONTVERMONTVERMONTVERMONT。。。。今年冬天今年冬天今年冬天今年冬天，，，，我想和妈妈我想和妈妈我想和妈妈我想和妈妈

一起去香港一起去香港一起去香港一起去香港，，，，然后去天津看望您然后去天津看望您然后去天津看望您然后去天津看望您。。。。    

    祝爷爷身体好    祝爷爷身体好    祝爷爷身体好    祝爷爷身体好！！！！    

                                                                                                                                                                                                        孙女 明慧孙女 明慧孙女 明慧孙女 明慧    

                                                                                                                                                                    二〇一〇年十月三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三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三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三日    

    

路璟路璟路璟路璟    

亲爱的奶奶亲爱的奶奶亲爱的奶奶亲爱的奶奶：：：：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您近来身体好吗您近来身体好吗您近来身体好吗您近来身体好吗？？？？这几天是中国的国庆节这几天是中国的国庆节这几天是中国的国庆节这几天是中国的国庆节，，，，不知道您有不知道您有不知道您有不知道您有

没有去旅游没有去旅游没有去旅游没有去旅游。。。。我现在还在长城中文学校学中文我现在还在长城中文学校学中文我现在还在长城中文学校学中文我现在还在长城中文学校学中文。。。。我已经是四年级的我已经是四年级的我已经是四年级的我已经是四年级的

学生了学生了学生了学生了。。。。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中文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中文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中文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中文，，，，争取能用中文和您交流争取能用中文和您交流争取能用中文和您交流争取能用中文和您交流。 。 。 。     

    祝您国庆节愉快    祝您国庆节愉快    祝您国庆节愉快    祝您国庆节愉快！！！！    

                                                                                                                                                                                                        孙儿 路璟孙儿 路璟孙儿 路璟孙儿 路璟    

                                                                                                                                                                    二〇一〇年十月三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三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三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三日    

    

林怡婷林怡婷林怡婷林怡婷    

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    

    您好吗    您好吗    您好吗    您好吗？ ？ ？ ？ 听爸爸说您上星期做手术了听爸爸说您上星期做手术了听爸爸说您上星期做手术了听爸爸说您上星期做手术了，，，，希望一切顺利希望一切顺利希望一切顺利希望一切顺利。。。。我很想我很想我很想我很想

您您您您，，，，希望您能很快康复希望您能很快康复希望您能很快康复希望您能很快康复。 。 。 。 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我会好好学习中文我会好好学习中文我会好好学习中文我会好好学习中文，，，，好好弹好好弹好好弹好好弹

琴琴琴琴，，，，争取多给您写信争取多给您写信争取多给您写信争取多给您写信。。。。明年暑假明年暑假明年暑假明年暑假，，，，我一定会南京看望您我一定会南京看望您我一定会南京看望您我一定会南京看望您。。。。    

    祝身体健康    祝身体健康    祝身体健康    祝身体健康！！！！    

                                                                                                                                                                                                        孙女 怡婷孙女 怡婷孙女 怡婷孙女 怡婷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秦笑笑秦笑笑秦笑笑秦笑笑    

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我十分想念您我十分想念您我十分想念您我十分想念您！！！！您怎么样了您怎么样了您怎么样了您怎么样了？？？？    

    我在美国生活得很好    我在美国生活得很好    我在美国生活得很好    我在美国生活得很好，，，，我很喜欢我的英文老师我很喜欢我的英文老师我很喜欢我的英文老师我很喜欢我的英文老师，，，，我的中文老师我的中文老师我的中文老师我的中文老师

也对我很好也对我很好也对我很好也对我很好。。。。在游泳队里在游泳队里在游泳队里在游泳队里，，，，我会游自由泳我会游自由泳我会游自由泳我会游自由泳，，，，仰泳仰泳仰泳仰泳，，，，蝶泳蝶泳蝶泳蝶泳，，，，和蛙泳和蛙泳和蛙泳和蛙泳。。。。

除了学习中文外除了学习中文外除了学习中文外除了学习中文外，，，，我还学习画画我还学习画画我还学习画画我还学习画画，，，，学习唱歌学习唱歌学习唱歌学习唱歌，，，，学习下棋学习下棋学习下棋学习下棋。。。。我会努力我会努力我会努力我会努力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争取更大的进步争取更大的进步争取更大的进步争取更大的进步！！！！    

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    

                                                                                                                                                                                                        孙女 笑笑孙女 笑笑孙女 笑笑孙女 笑笑    

                                                                                                                                                                    二〇一〇年十月一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一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一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一日    

    

席咪咪席咪咪席咪咪席咪咪    

亲爱的奶奶亲爱的奶奶亲爱的奶奶亲爱的奶奶：：：：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我开学了我开学了我开学了我开学了，，，，今年我上四年级了今年我上四年级了今年我上四年级了今年我上四年级了。。。。我有了一个新老师我有了一个新老师我有了一个新老师我有了一个新老师，，，，还还还还

认识了好多新同学认识了好多新同学认识了好多新同学认识了好多新同学。。。。我准备参加学校的乐队我准备参加学校的乐队我准备参加学校的乐队我准备参加学校的乐队，，，，学习中提琴学习中提琴学习中提琴学习中提琴。。。。每个星每个星每个星每个星

期天期天期天期天，，，，我和卡卡去中文学校我和卡卡去中文学校我和卡卡去中文学校我和卡卡去中文学校，，，，我学会写很多中国字了我学会写很多中国字了我学会写很多中国字了我学会写很多中国字了。。。。您的身体好您的身体好您的身体好您的身体好

吗吗吗吗？？？？我们都很想您我们都很想您我们都很想您我们都很想您。。。。明年夏天明年夏天明年夏天明年夏天，，，，我们一定去北京看望您我们一定去北京看望您我们一定去北京看望您我们一定去北京看望您！！！！我的中文我的中文我的中文我的中文

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今后我还要好好学习今后我还要好好学习今后我还要好好学习今后我还要好好学习，，，，争取更大的进步争取更大的进步争取更大的进步争取更大的进步！！！！    

    望您多多保重    望您多多保重    望您多多保重    望您多多保重！！！！    

                                                                                                                                                                                                孙女 席咪咪孙女 席咪咪孙女 席咪咪孙女 席咪咪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    

    

潘悦悦潘悦悦潘悦悦潘悦悦    

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    

((((承承承承接上页接上页接上页接上页)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今年的万圣节马上就到了今年的万圣节马上就到了今年的万圣节马上就到了今年的万圣节马上就到了。。。。我想打扮成一个吸血鬼我想打扮成一个吸血鬼我想打扮成一个吸血鬼我想打扮成一个吸血鬼。。。。

您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万圣节吗您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万圣节吗您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万圣节吗您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万圣节吗？？？？因为我最喜欢吃糖因为我最喜欢吃糖因为我最喜欢吃糖因为我最喜欢吃糖。。。。每每每每

年万圣节年万圣节年万圣节年万圣节，，，，我都能讨到一大篮的糖我都能讨到一大篮的糖我都能讨到一大篮的糖我都能讨到一大篮的糖。。。。    

                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我的信写得好吗我的信写得好吗我的信写得好吗我的信写得好吗？？？？请给我回信请给我回信请给我回信请给我回信！！！！    

    祝爷爷奶奶身体好    祝爷爷奶奶身体好    祝爷爷奶奶身体好    祝爷爷奶奶身体好！！！！    

                                                                                                                                                                                            孙女 悦悦孙女 悦悦孙女 悦悦孙女 悦悦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    

    

朱乐乐朱乐乐朱乐乐朱乐乐    

亲爱的姥姥亲爱的姥姥亲爱的姥姥亲爱的姥姥：：：：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我们从中国回到美国已经一个月了我们从中国回到美国已经一个月了我们从中国回到美国已经一个月了我们从中国回到美国已经一个月了，，，，一切都好一切都好一切都好一切都好！！！！我已我已我已我已

经开学了经开学了经开学了经开学了，，，，今年我上四年级今年我上四年级今年我上四年级今年我上四年级。。。。除了在英文学校学习除了在英文学校学习除了在英文学校学习除了在英文学校学习，，，，我也在学中我也在学中我也在学中我也在学中

文文文文，，，，还打棒球还打棒球还打棒球还打棒球。。。。这次在哈尔滨我玩得非常开心这次在哈尔滨我玩得非常开心这次在哈尔滨我玩得非常开心这次在哈尔滨我玩得非常开心。。。。我的中文水平是我的中文水平是我的中文水平是我的中文水平是

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明年我们全家还要去看望您明年我们全家还要去看望您明年我们全家还要去看望您明年我们全家还要去看望您！！！！    

    祝您身体好    祝您身体好    祝您身体好    祝您身体好！！！！    

                                                                                                                                                                                        孙儿  乐乐孙儿  乐乐孙儿  乐乐孙儿  乐乐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    

    

李昱霖李昱霖李昱霖李昱霖    

亲爱的悦悦姐姐亲爱的悦悦姐姐亲爱的悦悦姐姐亲爱的悦悦姐姐：：：：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谢谢你陪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暑假谢谢你陪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暑假谢谢你陪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暑假谢谢你陪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暑假。。。。我很想念我们在我很想念我们在我很想念我们在我很想念我们在

一起玩儿的时候一起玩儿的时候一起玩儿的时候一起玩儿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溜冰我们一起去溜冰我们一起去溜冰我们一起去溜冰，，，，一起去游泳一起去游泳一起去游泳一起去游泳。。。。时间过得真时间过得真时间过得真时间过得真

快快快快，，，，一晃我就回美国了一晃我就回美国了一晃我就回美国了一晃我就回美国了。。。。在美国劳动节期间在美国劳动节期间在美国劳动节期间在美国劳动节期间，，，，我们去了华盛顿我们去了华盛顿我们去了华盛顿我们去了华盛顿，，，，

参观了白宫参观了白宫参观了白宫参观了白宫。。。。    

                我很想念你我很想念你我很想念你我很想念你！！！！明年暑假再见明年暑假再见明年暑假再见明年暑假再见！！！！    

                                                                                                                                                                                                        李昱霖李昱霖李昱霖李昱霖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崔竟元崔竟元崔竟元崔竟元    

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我现在在长城中文学校学习中文我现在在长城中文学校学习中文我现在在长城中文学校学习中文我现在在长城中文学校学习中文，，，，我也喜欢学习画我也喜欢学习画我也喜欢学习画我也喜欢学习画

画画画画。。。。新的学期开始了新的学期开始了新的学期开始了新的学期开始了，，，，我要好好学习我要好好学习我要好好学习我要好好学习，，，，争取明年回中国时争取明年回中国时争取明年回中国时争取明年回中国时，，，，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中文说得更好中文说得更好中文说得更好中文说得更好，，，，我的中文水平更高我的中文水平更高我的中文水平更高我的中文水平更高。。。。    

    祝爷爷奶奶身体好    祝爷爷奶奶身体好    祝爷爷奶奶身体好    祝爷爷奶奶身体好！！！！    

                                                                                                                                                                                            孙女 元元孙女 元元孙女 元元孙女 元元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六日    

    

婷婷婷婷婷婷婷婷    

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您在中国身体好吗您在中国身体好吗您在中国身体好吗您在中国身体好吗？？？？您这次有没有去北京旅游您这次有没有去北京旅游您这次有没有去北京旅游您这次有没有去北京旅游？？？？去天去天去天去天

安门广场了吗安门广场了吗安门广场了吗安门广场了吗？？？？游览颐和园了吗游览颐和园了吗游览颐和园了吗游览颐和园了吗？？？？爬长城了没有爬长城了没有爬长城了没有爬长城了没有？？？？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我的中文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我的中文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我的中文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我的中文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今后我还要好好学今后我还要好好学今后我还要好好学今后我还要好好学

习 习 习 习 ！！！！    

                                                                                                                                                                                            孙女 婷婷孙女 婷婷孙女 婷婷孙女 婷婷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区钧棋区钧棋区钧棋区钧棋    

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今天我买了一件新玩具今天我买了一件新玩具今天我买了一件新玩具今天我买了一件新玩具。。。。我在学校表现得很好我在学校表现得很好我在学校表现得很好我在学校表现得很好。。。。我弟我弟我弟我弟

弟开始去弟开始去弟开始去弟开始去PREPREPREPRE----KKKK上学了上学了上学了上学了。。。。爸爸妈妈弟弟和我都很好爸爸妈妈弟弟和我都很好爸爸妈妈弟弟和我都很好爸爸妈妈弟弟和我都很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孙儿  区钧棋孙儿  区钧棋孙儿  区钧棋孙儿  区钧棋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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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致远张致远张致远张致远    

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我很喜欢看书我很喜欢看书我很喜欢看书我很喜欢看书。。。。我去了北京我去了北京我去了北京我去了北京。。。。我玩儿了我玩儿了我玩儿了我玩儿了POKEMONPOKEMONPOKEMONPOKEMON比赛比赛比赛比赛....    

    祝爷爷身体好    祝爷爷身体好    祝爷爷身体好    祝爷爷身体好！！！！    

                                                                                                                                                                                                孙儿 张致远孙儿 张致远孙儿 张致远孙儿 张致远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    

    

彭文瀚彭文瀚彭文瀚彭文瀚    

亲爱的奶奶:亲爱的奶奶:亲爱的奶奶:亲爱的奶奶: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您在中国的生活好吗您在中国的生活好吗您在中国的生活好吗您在中国的生活好吗？？？？我很想念您我很想念您我很想念您我很想念您。。。。等学校放假等学校放假等学校放假等学校放假，，，，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去北京看望您和大姑去北京看望您和大姑去北京看望您和大姑去北京看望您和大姑。。。。我会很高兴看到你们我会很高兴看到你们我会很高兴看到你们我会很高兴看到你们。。。。您可以领我去爬长城您可以领我去爬长城您可以领我去爬长城您可以领我去爬长城

吗吗吗吗？？？？    

    祝您身体健康    祝您身体健康    祝您身体健康    祝您身体健康！！！！    

                                               孙儿 彭文瀚                                               孙儿 彭文瀚                                               孙儿 彭文瀚                                               孙儿 彭文瀚    

                                                                                                                                                                二〇一〇年二〇一〇年二〇一〇年二〇一〇年十月一日十月一日十月一日十月一日    

    

赵亦至赵亦至赵亦至赵亦至    

亲爱的奶奶:亲爱的奶奶:亲爱的奶奶:亲爱的奶奶: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今天今天今天今天，，，，我要给您写封信我要给您写封信我要给您写封信我要给您写封信。。。。您的身体好不好您的身体好不好您的身体好不好您的身体好不好？？？？我很想您我很想您我很想您我很想您，，，，

您什么时候来我们家您什么时候来我们家您什么时候来我们家您什么时候来我们家？？？？亲爱的奶奶亲爱的奶奶亲爱的奶奶亲爱的奶奶，，，，我的中文水平是不是有了很大我的中文水平是不是有了很大我的中文水平是不是有了很大我的中文水平是不是有了很大

提高提高提高提高？？？？今后我还要好好学习今后我还要好好学习今后我还要好好学习今后我还要好好学习，，，，争取更大的进步争取更大的进步争取更大的进步争取更大的进步！！！！    

    祝奶奶身体好    祝奶奶身体好    祝奶奶身体好    祝奶奶身体好！！！！    

                                                孙女 赵亦至                                                孙女 赵亦至                                                孙女 赵亦至                                                孙女 赵亦至    

                                                                                                                                                                    二〇一〇年二〇一〇年二〇一〇年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十月二日十月二日十月二日    

    

任旭雷任旭雷任旭雷任旭雷    

亲爱的爷爷和奶奶:亲爱的爷爷和奶奶:亲爱的爷爷和奶奶:亲爱的爷爷和奶奶:    

    您们好    您们好    您们好    您们好！！！！我和爸爸已经回来了我和爸爸已经回来了我和爸爸已经回来了我和爸爸已经回来了。。。。我开始上学了我开始上学了我开始上学了我开始上学了。。。。可是我好想再可是我好想再可是我好想再可是我好想再

回中国啊回中国啊回中国啊回中国啊。。。。这次回去我终于见到了我的堂兄和堂弟这次回去我终于见到了我的堂兄和堂弟这次回去我终于见到了我的堂兄和堂弟这次回去我终于见到了我的堂兄和堂弟。。。。我天天和他们我天天和他们我天天和他们我天天和他们

一起玩儿一起玩儿一起玩儿一起玩儿，，，，我十分高兴我十分高兴我十分高兴我十分高兴。。。。我去了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我去了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我去了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我去了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我坐缆车上骊我坐缆车上骊我坐缆车上骊我坐缆车上骊

((((承承承承接上页接上页接上页接上页) 

   本期编辑   本期编辑   本期编辑   本期编辑：：：：胡亚                  胡亚                  胡亚                  胡亚                  本期校对: 本期校对: 本期校对: 本期校对: 刘春鸿刘春鸿刘春鸿刘春鸿                                                                                                                本期植字本期植字本期植字本期植字：：：：许兰薇 胡亚 许兰薇 胡亚 许兰薇 胡亚 许兰薇 胡亚  

山山山山。。。。山上有个庙山上有个庙山上有个庙山上有个庙，，，，我和表弟在庙里跑来跑去我和表弟在庙里跑来跑去我和表弟在庙里跑来跑去我和表弟在庙里跑来跑去。。。。我还上了大雁塔我还上了大雁塔我还上了大雁塔我还上了大雁塔。。。。

后来我们又去了音乐喷泉后来我们又去了音乐喷泉后来我们又去了音乐喷泉后来我们又去了音乐喷泉。。。。我们在水里跑来跑去我们在水里跑来跑去我们在水里跑来跑去我们在水里跑来跑去，，，，衣服全湿了衣服全湿了衣服全湿了衣服全湿了。。。。

这一次回去我还吃了好多好吃的东西这一次回去我还吃了好多好吃的东西这一次回去我还吃了好多好吃的东西这一次回去我还吃了好多好吃的东西。。。。我吃了奶奶给我做的包子我吃了奶奶给我做的包子我吃了奶奶给我做的包子我吃了奶奶给我做的包子

和饺子和饺子和饺子和饺子。。。。我在伯伯家吃了面条我在伯伯家吃了面条我在伯伯家吃了面条我在伯伯家吃了面条，，，，里面有好多肉丝里面有好多肉丝里面有好多肉丝里面有好多肉丝。。。。我明年放暑假我明年放暑假我明年放暑假我明年放暑假

还想回中国去玩儿还想回中国去玩儿还想回中国去玩儿还想回中国去玩儿。。。。那时候我又可以见到您们了那时候我又可以见到您们了那时候我又可以见到您们了那时候我又可以见到您们了。。。。    

                                               孙儿 雷雷                                               孙儿 雷雷                                               孙儿 雷雷                                               孙儿 雷雷    

                                                                                                                                                        二〇一〇年二〇一〇年二〇一〇年二〇一〇年十月九日十月九日十月九日十月九日    
 

Richard Li 

亲爱的外公:亲爱的外公:亲爱的外公:亲爱的外公: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自从您去加州自从您去加州自从您去加州自从您去加州，，，，我很想念您我很想念您我很想念您我很想念您。。。。您在那里过得怎样您在那里过得怎样您在那里过得怎样您在那里过得怎样？？？？我我我我

在这里很好在这里很好在这里很好在这里很好。。。。上个星期六上个星期六上个星期六上个星期六，，，，我在足球比赛中踢进了两个球我在足球比赛中踢进了两个球我在足球比赛中踢进了两个球我在足球比赛中踢进了两个球。。。。另另另另

外外外外，，，，五月份我因为在钢琴比赛得了奖五月份我因为在钢琴比赛得了奖五月份我因为在钢琴比赛得了奖五月份我因为在钢琴比赛得了奖，，，，去了卡乐基大厅进行表去了卡乐基大厅进行表去了卡乐基大厅进行表去了卡乐基大厅进行表

演演演演。。。。 

    祝外公身体健康祝外公身体健康祝外公身体健康祝外公身体健康！！！！    

                                               孙儿 杰杰                                               孙儿 杰杰                                               孙儿 杰杰                                               孙儿 杰杰    

                                                                                                                                                        二〇一〇年二〇一〇年二〇一〇年二〇一〇年十月一日十月一日十月一日十月一日    

    

王大宇王大宇王大宇王大宇    

亲爱的奶奶:亲爱的奶奶:亲爱的奶奶:亲爱的奶奶: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今天我去中文学校今天我去中文学校今天我去中文学校今天我去中文学校，，，，我学习中文我学习中文我学习中文我学习中文，，，，还学画画儿还学画画儿还学画画儿还学画画儿。。。。昨天昨天昨天昨天

我们的足球比赛被取消了我们的足球比赛被取消了我们的足球比赛被取消了我们的足球比赛被取消了，，，，爸爸开车带我和妹妹去苹果园爸爸开车带我和妹妹去苹果园爸爸开车带我和妹妹去苹果园爸爸开车带我和妹妹去苹果园。。。。我们我们我们我们

摘了很多个苹果摘了很多个苹果摘了很多个苹果摘了很多个苹果。。。。我吃了四个我吃了四个我吃了四个我吃了四个，，，，苹果真是好吃极了苹果真是好吃极了苹果真是好吃极了苹果真是好吃极了。。。。    

    祝奶奶身体好    祝奶奶身体好    祝奶奶身体好    祝奶奶身体好！！！！    

                                             孙儿 王大宇                                             孙儿 王大宇                                             孙儿 王大宇                                             孙儿 王大宇    

                                                                                                                                                        二〇一〇年二〇一〇年二〇一〇年二〇一〇年十月三日十月三日十月三日十月三日    

    

安东尼安东尼安东尼安东尼    

亲爱的姥爷亲爱的姥爷亲爱的姥爷亲爱的姥爷：：：：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我很想念您我很想念您我很想念您我很想念您。。。。谢谢您的滑板和您做的好吃的中国饭谢谢您的滑板和您做的好吃的中国饭谢谢您的滑板和您做的好吃的中国饭谢谢您的滑板和您做的好吃的中国饭。。。。

我希望您能来这里看看我和我们全家我希望您能来这里看看我和我们全家我希望您能来这里看看我和我们全家我希望您能来这里看看我和我们全家。。。。我也想让您尝一尝美国的我也想让您尝一尝美国的我也想让您尝一尝美国的我也想让您尝一尝美国的

食物食物食物食物。。。。    

                                                                         外孙 安东尼     外孙 安东尼     外孙 安东尼     外孙 安东尼    

                                    二〇一〇年二〇一〇年二〇一〇年二〇一〇年十月三日十月三日十月三日十月三日    

    

张天赐张天赐张天赐张天赐    

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亲爱的爷爷:    

    您好    您好    您好    您好！！！！    

    今天我去中文学校了    今天我去中文学校了    今天我去中文学校了    今天我去中文学校了。。。。我我我我

看到我的妈妈在画画儿看到我的妈妈在画画儿看到我的妈妈在画画儿看到我的妈妈在画画儿。。。。我和我和我和我和

同学在中文学校玩同学在中文学校玩同学在中文学校玩同学在中文学校玩。。。。妈妈给我妈妈给我妈妈给我妈妈给我

听写生字听写生字听写生字听写生字，，，，我得了一百分我得了一百分我得了一百分我得了一百分。。。。今今今今

天我的妈妈在学校开会天我的妈妈在学校开会天我的妈妈在学校开会天我的妈妈在学校开会。。。。    

               孙儿 张天赐               孙儿 张天赐               孙儿 张天赐               孙儿 张天赐    

                                二〇一〇年二〇一〇年二〇一〇年二〇一〇年十月三日十月三日十月三日十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