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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    

• 长城中文学校长城中文学校长城中文学校长城中文学校2011201120112011年春季学期今天开始上课年春季学期今天开始上课年春季学期今天开始上课年春季学期今天开始上课。。。。请家长们注请家长们注请家长们注请家长们注

意以下课程变动意以下课程变动意以下课程变动意以下课程变动：。：。：。：。    

⇒ 黄兰老师舞蹈黄兰老师舞蹈黄兰老师舞蹈黄兰老师舞蹈CCCC班时间改在班时间改在班时间改在班时间改在10am, 10am, 10am, 10am, 地点改在地点改在地点改在地点改在L302L302L302L302

室室室室；；；；舞蹈舞蹈舞蹈舞蹈EEEE班和班和班和班和AAAA班时间分别改在班时间分别改在班时间分别改在班时间分别改在12pm12pm12pm12pm和和和和2pm2pm2pm2pm，，，，地地地地

点改在三楼走廊点改在三楼走廊点改在三楼走廊点改在三楼走廊。。。。    

⇒ 新设跆拳道班新设跆拳道班新设跆拳道班新设跆拳道班，，，，由由由由Mr. Scott NeihMr. Scott NeihMr. Scott NeihMr. Scott Neih执教执教执教执教。。。。时间: 时间: 时间: 时间: 

12pm12pm12pm12pm和和和和2pm2pm2pm2pm，，，，地点在地点在地点在地点在AuditoriumAuditoriumAuditoriumAuditorium。。。。    

⇒ SAT IISAT IISAT IISAT II中文中文中文中文。。。。由万亦平老师担任本课程教师由万亦平老师担任本课程教师由万亦平老师担任本课程教师由万亦平老师担任本课程教师。。。。时时时时

间间间间:4:4:4:4----5:45pm5:45pm5:45pm5:45pm。。。。地点地点地点地点:L227:L227:L227:L227室室室室。。。。    

⇒ 太极太极太极太极24242424式式式式。。。。孙老师将于孙老师将于孙老师将于孙老师将于1pm1pm1pm1pm和和和和2pm2pm2pm2pm授课授课授课授课，，，，地点更改地点更改地点更改地点更改

在在在在ScienceScienceScienceScience楼三楼走廊楼三楼走廊楼三楼走廊楼三楼走廊。。。。    

⇒ 缪秀华老师绘画课新增缪秀华老师绘画课新增缪秀华老师绘画课新增缪秀华老师绘画课新增2pm2pm2pm2pm课课课课，，，，地点地点地点地点:L209:L209:L209:L209室室室室。。。。    

⇒ 新设成人篮球班新设成人篮球班新设成人篮球班新设成人篮球班。。。。时间时间时间时间:2:2:2:2----4pm4pm4pm4pm。。。。地点地点地点地点: Baldwin : Baldwin : Baldwin : Baldwin 

School GymSchool GymSchool GymSchool Gym。。。。学费$学费$学费$学费$100100100100。。。。    

⇒ 成人绘画课本学期暂停成人绘画课本学期暂停成人绘画课本学期暂停成人绘画课本学期暂停。。。。    

• 长城中文学校热烈欢迎现长城中文学校热烈欢迎现长城中文学校热烈欢迎现长城中文学校热烈欢迎现West Chester UniversityWest Chester UniversityWest Chester UniversityWest Chester University数数数数

学系教授学系教授学系教授学系教授、、、、本地享有盛名的本地享有盛名的本地享有盛名的本地享有盛名的Dr.Lin TanDr.Lin TanDr.Lin TanDr.Lin Tan来我校任教来我校任教来我校任教来我校任教。。。。

Dr.Lin TanDr.Lin TanDr.Lin TanDr.Lin Tan拥有丰富的辅导中学生拥有丰富的辅导中学生拥有丰富的辅导中学生拥有丰富的辅导中学生MathcountsMathcountsMathcountsMathcounts和和和和SAT SAT SAT SAT 

PrepPrepPrepPrep的经验的经验的经验的经验，，，，他将从新年一月底开始教他将从新年一月底开始教他将从新年一月底开始教他将从新年一月底开始教SAT Math Adv SAT Math Adv SAT Math Adv SAT Math Adv 

I I I I 和和和和Adv IIAdv IIAdv IIAdv II。。。。原任教师原任教师原任教师原任教师Mrs. SchaefferMrs. SchaefferMrs. SchaefferMrs. Schaeffer将继续执教将继续执教将继续执教将继续执教SAT SAT SAT SAT 

BeginnerBeginnerBeginnerBeginner和和和和SAT IntermediateSAT IntermediateSAT IntermediateSAT Intermediate。。。。    

• 2011201120112011年春季学期注册仍然在进行当中年春季学期注册仍然在进行当中年春季学期注册仍然在进行当中年春季学期注册仍然在进行当中，，，，请家长尽快上请家长尽快上请家长尽快上请家长尽快上

网填报网填报网填报网填报，，，，学校将在校内设置注册点以便利家长注册以学校将在校内设置注册点以便利家长注册以学校将在校内设置注册点以便利家长注册以学校将在校内设置注册点以便利家长注册以

及交纳学费及交纳学费及交纳学费及交纳学费。。。。    

四年级学生作文           四年级学生作文           四年级学生作文           四年级学生作文           辅导教师     许兰薇辅导教师     许兰薇辅导教师     许兰薇辅导教师     许兰薇    
亲爱的彩虹编辑亲爱的彩虹编辑亲爱的彩虹编辑亲爱的彩虹编辑：：：：    

    我们班这学期开始学习写记叙文    我们班这学期开始学习写记叙文    我们班这学期开始学习写记叙文    我们班这学期开始学习写记叙文。。。。要求记述一个节日要求记述一个节日要求记述一个节日要求记述一个节日。。。。

要写明时间要写明时间要写明时间要写明时间，，，，地点地点地点地点，，，，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下面是同学们的习作下面是同学们的习作下面是同学们的习作下面是同学们的习作。。。。望望望望

予刊登予刊登予刊登予刊登，，，，以资鼓励以资鼓励以资鼓励以资鼓励。。。。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    许兰薇许兰薇许兰薇许兰薇    

    

我家的圣诞节我家的圣诞节我家的圣诞节我家的圣诞节     张华玮 张华玮 张华玮 张华玮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我可以有好多天不上学我可以有好多天不上学我可以有好多天不上学我可以有好多天不上学！！！！我我我我

喜欢圣诞节外面地上的雪喜欢圣诞节外面地上的雪喜欢圣诞节外面地上的雪喜欢圣诞节外面地上的雪。。。。我可以做雪人我可以做雪人我可以做雪人我可以做雪人，，，，雪天使雪天使雪天使雪天使，，，，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滑雪滑雪滑雪滑雪。 。 。 。 圣诞节期间房间里很暖和圣诞节期间房间里很暖和圣诞节期间房间里很暖和圣诞节期间房间里很暖和，，，，可是我还是愿意穿很多可是我还是愿意穿很多可是我还是愿意穿很多可是我还是愿意穿很多

的衣服在外边玩的衣服在外边玩的衣服在外边玩的衣服在外边玩。。。。我们会给邻居准备一些礼物我们会给邻居准备一些礼物我们会给邻居准备一些礼物我们会给邻居准备一些礼物，，，，有时候还会有时候还会有时候还会有时候还会

买一些卡片送给他们买一些卡片送给他们买一些卡片送给他们买一些卡片送给他们。 。 。 。 我会给在中国的爷爷我会给在中国的爷爷我会给在中国的爷爷我会给在中国的爷爷，，，，姥爷和姥姥姥爷和姥姥姥爷和姥姥姥爷和姥姥

及其他的亲戚打电话问候圣诞节快乐及其他的亲戚打电话问候圣诞节快乐及其他的亲戚打电话问候圣诞节快乐及其他的亲戚打电话问候圣诞节快乐。。。。我会和家人一起去我会和家人一起去我会和家人一起去我会和家人一起去

超市买好多东西超市买好多东西超市买好多东西超市买好多东西，，，，并去见圣诞老人并去见圣诞老人并去见圣诞老人并去见圣诞老人，，，，和他照相和他照相和他照相和他照相，，，，那可是我那可是我那可是我那可是我

最高兴做的事最高兴做的事最高兴做的事最高兴做的事！ ！ ！ ！ 我会一直忙到圣诞夜我会一直忙到圣诞夜我会一直忙到圣诞夜我会一直忙到圣诞夜。。。。前天圣诞老人还给前天圣诞老人还给前天圣诞老人还给前天圣诞老人还给

我来了一封信我来了一封信我来了一封信我来了一封信，，，，在信里说他在忙着给孩子们准备礼物在信里说他在忙着给孩子们准备礼物在信里说他在忙着给孩子们准备礼物在信里说他在忙着给孩子们准备礼物。。。。看看看看

样子我和圣诞老人都很忙啊样子我和圣诞老人都很忙啊样子我和圣诞老人都很忙啊样子我和圣诞老人都很忙啊！ ！ ！ ！ 我现在还没写我的圣诞礼物我现在还没写我的圣诞礼物我现在还没写我的圣诞礼物我现在还没写我的圣诞礼物

清单清单清单清单。。。。我这几天要准备在客厅里立起圣诞树我这几天要准备在客厅里立起圣诞树我这几天要准备在客厅里立起圣诞树我这几天要准备在客厅里立起圣诞树，，，，并用圣诞彩并用圣诞彩并用圣诞彩并用圣诞彩

灯灯灯灯，，，，鹿鹿鹿鹿，，，，雪人等去装饰圣诞树雪人等去装饰圣诞树雪人等去装饰圣诞树雪人等去装饰圣诞树。。。。我还会跟妈妈课妹妹一起我还会跟妈妈课妹妹一起我还会跟妈妈课妹妹一起我还会跟妈妈课妹妹一起

做圣诞饼干做圣诞饼干做圣诞饼干做圣诞饼干，，，，自己亲手做的饼干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自己亲手做的饼干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自己亲手做的饼干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自己亲手做的饼干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圣圣圣圣

诞节的早上诞节的早上诞节的早上诞节的早上，，，，我会高兴地跑到圣诞树下我会高兴地跑到圣诞树下我会高兴地跑到圣诞树下我会高兴地跑到圣诞树下，，，，打开自己的礼打开自己的礼打开自己的礼打开自己的礼

物物物物。。。。    

    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    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    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    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祝大家圣诞快乐祝大家圣诞快乐祝大家圣诞快乐祝大家圣诞快乐！！！！    

((((转接下页转接下页转接下页转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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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节   感恩节   感恩节   感恩节     赵亦至 赵亦至 赵亦至 赵亦至    

    今年的感恩节是十一月二十五日    今年的感恩节是十一月二十五日    今年的感恩节是十一月二十五日    今年的感恩节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我们全家一起到姑姑我们全家一起到姑姑我们全家一起到姑姑我们全家一起到姑姑

家过节家过节家过节家过节。。。。伯伯一家也从华盛顿赶来伯伯一家也从华盛顿赶来伯伯一家也从华盛顿赶来伯伯一家也从华盛顿赶来，，，，姑姑还请了一些朋友姑姑还请了一些朋友姑姑还请了一些朋友姑姑还请了一些朋友，，，，

大大小小一共三十多人大大小小一共三十多人大大小小一共三十多人大大小小一共三十多人，，，，非常热闹非常热闹非常热闹非常热闹。。。。姑夫烤了一只巨大的火姑夫烤了一只巨大的火姑夫烤了一只巨大的火姑夫烤了一只巨大的火

鸡鸡鸡鸡，，，，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姑姑和伯母还做了很多好吃的中国菜姑姑和伯母还做了很多好吃的中国菜姑姑和伯母还做了很多好吃的中国菜姑姑和伯母还做了很多好吃的中国菜，，，，有鱼有有鱼有有鱼有有鱼有

肉肉肉肉。。。。我们带去了一个我最爱吃的南瓜饼我们带去了一个我最爱吃的南瓜饼我们带去了一个我最爱吃的南瓜饼我们带去了一个我最爱吃的南瓜饼，，，，伯伯家也带去了一伯伯家也带去了一伯伯家也带去了一伯伯家也带去了一

个南瓜饼个南瓜饼个南瓜饼个南瓜饼，，，，姑姑家还准备了两个南瓜饼姑姑家还准备了两个南瓜饼姑姑家还准备了两个南瓜饼姑姑家还准备了两个南瓜饼，，，，看来我们的南瓜饼看来我们的南瓜饼看来我们的南瓜饼看来我们的南瓜饼

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 ！！ ！！ ！！ 我和堂姐我和堂姐我和堂姐我和堂姐，，，，表哥一起玩的很开行心表哥一起玩的很开行心表哥一起玩的很开行心表哥一起玩的很开行心。。。。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

我们的感恩节家庭聚会我们的感恩节家庭聚会我们的感恩节家庭聚会我们的感恩节家庭聚会。。。。    

    

              我家的中秋节              我家的中秋节              我家的中秋节              我家的中秋节     张健聪 张健聪 张健聪 张健聪    

    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它是农历八月十五它是农历八月十五它是农历八月十五它是农历八月十五。。。。这时一这时一这时一这时一

年中月亮最大最圆的一天年中月亮最大最圆的一天年中月亮最大最圆的一天年中月亮最大最圆的一天。。。。去年的中秋节去年的中秋节去年的中秋节去年的中秋节，，，，我们请了妈妈的我们请了妈妈的我们请了妈妈的我们请了妈妈的

好朋友好朋友好朋友好朋友，，，，我们一边吃中秋大餐一边说笑话我们一边吃中秋大餐一边说笑话我们一边吃中秋大餐一边说笑话我们一边吃中秋大餐一边说笑话。。。。吃完饭我们去外吃完饭我们去外吃完饭我们去外吃完饭我们去外

边散步赏月边散步赏月边散步赏月边散步赏月，，，，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把晚上照得象白天一把晚上照得象白天一把晚上照得象白天一把晚上照得象白天一

样样样样。。。。散步后我们回家吃月饼和冰淇淋散步后我们回家吃月饼和冰淇淋散步后我们回家吃月饼和冰淇淋散步后我们回家吃月饼和冰淇淋，，，，接着给爷爷奶奶接着给爷爷奶奶接着给爷爷奶奶接着给爷爷奶奶，，，，外外外外

公外婆打电话公外婆打电话公外婆打电话公外婆打电话，，，，祝他们中秋快乐祝他们中秋快乐祝他们中秋快乐祝他们中秋快乐。。。。当我躺在床上当我躺在床上当我躺在床上当我躺在床上，，，，向窗子望向窗子望向窗子望向窗子望

去去去去，，，，窗外的月亮真美啊窗外的月亮真美啊窗外的月亮真美啊窗外的月亮真美啊！！！！    

    

                 春节                 春节                 春节                 春节             刘舒婷 刘舒婷 刘舒婷 刘舒婷    

    我要写一写我们家的春节    我要写一写我们家的春节    我要写一写我们家的春节    我要写一写我们家的春节。。。。那是两年前的春节那是两年前的春节那是两年前的春节那是两年前的春节，，，，我的钢我的钢我的钢我的钢

琴老师到我们家来过除夕琴老师到我们家来过除夕琴老师到我们家来过除夕琴老师到我们家来过除夕。。。。那天那天那天那天，，，，我们全家都穿上中国的传我们全家都穿上中国的传我们全家都穿上中国的传我们全家都穿上中国的传

统服装统服装统服装统服装，，，，一起吃年夜饭一起吃年夜饭一起吃年夜饭一起吃年夜饭。。。。我们吃了饺子我们吃了饺子我们吃了饺子我们吃了饺子，，，，年糕年糕年糕年糕，，，，鱼鱼鱼鱼，，，，还有还有还有还有

肉肉肉肉。 。 。 。 妈妈说鱼表示年年有余妈妈说鱼表示年年有余妈妈说鱼表示年年有余妈妈说鱼表示年年有余，，，，年糕表示年年高年糕表示年年高年糕表示年年高年糕表示年年高。。。。饺子象征着饺子象征着饺子象征着饺子象征着

金元宝金元宝金元宝金元宝，，，，表示招财进宝表示招财进宝表示招财进宝表示招财进宝。。。。我们边说边吃我们边说边吃我们边说边吃我们边说边吃，，，，吃了最少有一个小吃了最少有一个小吃了最少有一个小吃了最少有一个小

时时时时。。。。饭后饭后饭后饭后，，，，我们吃了点心我们吃了点心我们吃了点心我们吃了点心，，，，然后把桌子收拾干净然后把桌子收拾干净然后把桌子收拾干净然后把桌子收拾干净， ， ， ， 开始完麻开始完麻开始完麻开始完麻

将将将将。。。。我和妈妈坐在一起我和妈妈坐在一起我和妈妈坐在一起我和妈妈坐在一起，，，，哥哥开始就赢了三次哥哥开始就赢了三次哥哥开始就赢了三次哥哥开始就赢了三次， ， ， ， 后来妈妈也后来妈妈也后来妈妈也后来妈妈也

赢了赢了赢了赢了。。。。我们一直玩到了十二点我们一直玩到了十二点我们一直玩到了十二点我们一直玩到了十二点！！！！妈妈说这叫守岁妈妈说这叫守岁妈妈说这叫守岁妈妈说这叫守岁。 。 。 。 如果是在如果是在如果是在如果是在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一过十二点家家户户都会开始放鞭炮一过十二点家家户户都会开始放鞭炮一过十二点家家户户都会开始放鞭炮一过十二点家家户户都会开始放鞭炮， ， ， ， 辞旧迎新辞旧迎新辞旧迎新辞旧迎新。。。。    

过了十二点过了十二点过了十二点过了十二点，，，，我和哥哥给大家拜年我和哥哥给大家拜年我和哥哥给大家拜年我和哥哥给大家拜年，，，，我们收到了很多红包我们收到了很多红包我们收到了很多红包我们收到了很多红包。 。 。 。     

    那天我们很开心    那天我们很开心    那天我们很开心    那天我们很开心！！！！！！！！    

    

          弟弟的六岁生日          弟弟的六岁生日          弟弟的六岁生日          弟弟的六岁生日             任旭雷 任旭雷 任旭雷 任旭雷    

    我的弟弟叫任旭彤    我的弟弟叫任旭彤    我的弟弟叫任旭彤    我的弟弟叫任旭彤，，，，九月九日是他的六岁生日九月九日是他的六岁生日九月九日是他的六岁生日九月九日是他的六岁生日。。。。今年我今年我今年我今年我

们家决定给他办一个生日聚会们家决定给他办一个生日聚会们家决定给他办一个生日聚会们家决定给他办一个生日聚会，，，，请邻居小朋友们来玩儿请邻居小朋友们来玩儿请邻居小朋友们来玩儿请邻居小朋友们来玩儿。。。。    

这天早上这天早上这天早上这天早上，，，，我我我我，，，，弟弟和妈妈先去商店买不同颜色的气球弟弟和妈妈先去商店买不同颜色的气球弟弟和妈妈先去商店买不同颜色的气球弟弟和妈妈先去商店买不同颜色的气球，，，，接接接接

着我们去买了一个大蛋糕着我们去买了一个大蛋糕着我们去买了一个大蛋糕着我们去买了一个大蛋糕。。。。并在蛋糕上写上弟弟的名字及生并在蛋糕上写上弟弟的名字及生并在蛋糕上写上弟弟的名字及生并在蛋糕上写上弟弟的名字及生

日快乐日快乐日快乐日快乐。。。。然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然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然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然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爸爸妈妈把装饰品挂到墙上爸爸妈妈把装饰品挂到墙上爸爸妈妈把装饰品挂到墙上爸爸妈妈把装饰品挂到墙上，，，，又把气球系到又把气球系到又把气球系到又把气球系到

弟弟的座位上弟弟的座位上弟弟的座位上弟弟的座位上。 。 。 。 妈妈把蛋糕摆到桌子上妈妈把蛋糕摆到桌子上妈妈把蛋糕摆到桌子上妈妈把蛋糕摆到桌子上，，，，又插上蜡烛又插上蜡烛又插上蜡烛又插上蜡烛。。。。弟弟弟弟弟弟弟弟

很着急地等着小朋友的到来很着急地等着小朋友的到来很着急地等着小朋友的到来很着急地等着小朋友的到来，，，，他不停地往门外张望他不停地往门外张望他不停地往门外张望他不停地往门外张望。。。。““““叮叮叮叮

咚咚咚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 ， ， ， 有人在叫门有人在叫门有人在叫门有人在叫门。。。。弟弟大声地喊弟弟大声地喊弟弟大声地喊弟弟大声地喊：：：：““““我的朋友来我的朋友来我的朋友来我的朋友来

了了了了！！！！！！！！””””他跑过去他跑过去他跑过去他跑过去，，，，打开门打开门打开门打开门，，，，小朋友们跑了进来小朋友们跑了进来小朋友们跑了进来小朋友们跑了进来。。。。小朋友们小朋友们小朋友们小朋友们

围着桌子坐好围着桌子坐好围着桌子坐好围着桌子坐好，，，，妈妈点燃了蜡烛妈妈点燃了蜡烛妈妈点燃了蜡烛妈妈点燃了蜡烛，，，，大家一起唱大家一起唱大家一起唱大家一起唱““““祝你生日快祝你生日快祝你生日快祝你生日快

乐乐乐乐””””然后弟弟吹灭了蜡烛然后弟弟吹灭了蜡烛然后弟弟吹灭了蜡烛然后弟弟吹灭了蜡烛，，，，大家开始吃蛋糕大家开始吃蛋糕大家开始吃蛋糕大家开始吃蛋糕。。。。蛋糕又香又蛋糕又香又蛋糕又香又蛋糕又香又

((((承承承承接上页接上页接上页接上页) 甜甜甜甜，，，，真好吃真好吃真好吃真好吃！！！！    

       吃完蛋糕   吃完蛋糕   吃完蛋糕   吃完蛋糕，，，，妈妈分给每个小朋友一个礼物袋妈妈分给每个小朋友一个礼物袋妈妈分给每个小朋友一个礼物袋妈妈分给每个小朋友一个礼物袋，，，，大家开大家开大家开大家开

始玩游戏始玩游戏始玩游戏始玩游戏，，，，一直玩到天快黑的时候一直玩到天快黑的时候一直玩到天快黑的时候一直玩到天快黑的时候，，，，小朋友们才依依不舍小朋友们才依依不舍小朋友们才依依不舍小朋友们才依依不舍

地回家地回家地回家地回家。。。。弟弟告诉我他非常高兴弟弟告诉我他非常高兴弟弟告诉我他非常高兴弟弟告诉我他非常高兴，，，，希望明天再过一次生希望明天再过一次生希望明天再过一次生希望明天再过一次生

日日日日。。。。    

    

                                                    我的感恩节我的感恩节我的感恩节我的感恩节     蒋伊笑 蒋伊笑 蒋伊笑 蒋伊笑    

    我们是在纽约度过二零一零年的感恩节    我们是在纽约度过二零一零年的感恩节    我们是在纽约度过二零一零年的感恩节    我们是在纽约度过二零一零年的感恩节。。。。今年爸爸第今年爸爸第今年爸爸第今年爸爸第

一次带我去商店买火鸡一次带我去商店买火鸡一次带我去商店买火鸡一次带我去商店买火鸡，，，，我挑了一只胖胖的火鸡我挑了一只胖胖的火鸡我挑了一只胖胖的火鸡我挑了一只胖胖的火鸡，，，，回家烤回家烤回家烤回家烤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爸爸开车带着我们全家及烤好的火鸡来到纽约表妹 爸爸开车带着我们全家及烤好的火鸡来到纽约表妹 爸爸开车带着我们全家及烤好的火鸡来到纽约表妹 爸爸开车带着我们全家及烤好的火鸡来到纽约表妹 

家家家家。。。。感恩节那天感恩节那天感恩节那天感恩节那天，，，，我的另外两个表弟我的另外两个表弟我的另外两个表弟我的另外两个表弟。。。。表妹也来了表妹也来了表妹也来了表妹也来了，，，，我们我们我们我们

一起吃火鸡一起吃火鸡一起吃火鸡一起吃火鸡，，，，吃火锅吃火锅吃火锅吃火锅，，，，好热闹啊好热闹啊好热闹啊好热闹啊！！！！大人喝酒聊天大人喝酒聊天大人喝酒聊天大人喝酒聊天，，，，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

玩游戏玩游戏玩游戏玩游戏，，，，画画儿画画儿画画儿画画儿，，，，看动画片看动画片看动画片看动画片。。。。    

    第二天    第二天    第二天    第二天，，，，爸爸和姑父带我们去科学博物馆爸爸和姑父带我们去科学博物馆爸爸和姑父带我们去科学博物馆爸爸和姑父带我们去科学博物馆，，，，顺便也参顺便也参顺便也参顺便也参

观了中央公园观了中央公园观了中央公园观了中央公园，，，，还去了一个巨大的玩具店还去了一个巨大的玩具店还去了一个巨大的玩具店还去了一个巨大的玩具店。。。。在表妹家吃过在表妹家吃过在表妹家吃过在表妹家吃过

饺子后饺子后饺子后饺子后，，，，我们一家就回来了我们一家就回来了我们一家就回来了我们一家就回来了。。。。我过了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我过了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我过了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我过了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

感恩节感恩节感恩节感恩节。。。。    

    

                ----编者注编者注编者注编者注：《：《：《：《彩虹彩虹彩虹彩虹》》》》下期将继续刊登四年级学生作文下期将继续刊登四年级学生作文下期将继续刊登四年级学生作文下期将继续刊登四年级学生作文，，，，

请家长们耐心等待请家长们耐心等待请家长们耐心等待请家长们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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