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第第第220220220220期期期期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2222月月月月13131313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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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首页学校首页学校首页学校首页:  www.greatwall.org             学校电邮学校电邮学校电邮学校电邮:  school@greatwall.org                 校刊电邮校刊电邮校刊电邮校刊电邮:  caihong@greatwal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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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长长长长 学学学学校校校校2011年年年年 节联欢会节联欢会节联欢会节联欢会 Haverford School 举举举举 。。。。

佳佳佳佳节节节节 校校校校 来来来来 15 年校年校年校年校庆庆庆庆 大大大大 。。。。男女男女男女男女 欢欢欢欢 堂堂堂堂。。。。 纳纳纳纳700 礼礼礼礼堂堂堂堂

虚虚虚虚 。。。。 随随随随 锣锣锣锣鼓鼓鼓鼓，，，，欢腾飞欢腾飞欢腾飞欢腾飞 金金金金狮为联欢会狮为联欢会狮为联欢会狮为联欢会拉拉拉拉开开开开 。。。。 

                        岚岚岚岚校校校校长长长长 开开开开 词词词词，，，，预预预预 联欢会联欢会联欢会联欢会 功功功功并热并热并热并热 贺贺贺贺 校建校校建校校建校校建校15年 年年 年年 年年 年。。。。 校校校校长长长长与与与与

长长长长 学学学学校校校校创创创创 、、、、现现现现 长长长长 起起起起，，，，为为为为 校校校校 年 勤耕年 勤耕年 勤耕年 勤耕 教师颁教师颁教师颁教师颁

发发发发 教师教师教师教师 务奖务奖务奖务奖。。。。 感感感感谢谢谢谢 师们师们师们师们 勤勤勤勤劳动劳动劳动劳动 家家家家长们长们长们长们 大大大大 ，，，，并并并并强强强强调调调调本校本校本校本校15年来的年来的年来的年来的

发展壮大与所有义工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发展壮大与所有义工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发展壮大与所有义工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发展壮大与所有义工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当宣布当宣布当宣布当宣布15年义工服务特别奖颁发给正在在幕年义工服务特别奖颁发给正在在幕年义工服务特别奖颁发给正在在幕年义工服务特别奖颁发给正在在幕

后工作的余晓明时后工作的余晓明时后工作的余晓明时后工作的余晓明时，，，，台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台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台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台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余晓明一脸惊喜地接受了奖牌余晓明一脸惊喜地接受了奖牌余晓明一脸惊喜地接受了奖牌余晓明一脸惊喜地接受了奖牌。。。。 

                        来来来来 艺艺艺艺 。。。。学学学学 年年年年级级级级到 年到 年到 年到 年级级级级 同同同同学们为学们为学们为学们为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带来带来带来带来 真真真真

气气气气 儿儿儿儿歌歌歌歌、、、、 哲理哲理哲理哲理 景景景景剧剧剧剧<< 个个个个 尚尚尚尚>> 满气势满气势满气势满气势 大大大大 。。。。 蹈蹈蹈蹈

<< >> << 灵灵灵灵>> 泼泼泼泼可可可可爱爱爱爱、、、、 满满满满 。。。。 蹈大蹈大蹈大蹈大 风华风华风华风华 女女女女们们们们 鲜艳鲜艳鲜艳鲜艳

华华华华 ，，，， 古典韵味和现代气息的古典韵味和现代气息的古典韵味和现代气息的古典韵味和现代气息的<< >>。。。。她们她们她们她们那那那那 优优优优 动动动动

赢赢赢赢得得得得 阵阵阵阵阵阵阵阵 声声声声。。。。 树树树树 团团团团 曲曲曲曲 扬扬扬扬 << 树树树树>>，，，， 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带带带带 到那到那到那到那个个个个久久久久远远远远 浪浪浪浪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东东东东 蹈蹈蹈蹈团团团团 <<纤纤纤纤 爱爱爱爱>> 稽稽稽稽，，，， 观众观众观众观众逗 得逗 得逗 得逗 得 。。。。

场时场时场时场时，，，， 校校校校长长长长 刚为庆刚为庆刚为庆刚为庆 长长长长 学学学学校校校校 15 年年年年赞赞赞赞 并颁发并颁发并颁发并颁发 兔奖为晚会兔奖为晚会兔奖为晚会兔奖为晚会 起起起起

个个个个高高高高 。。。。 来来来来 刚刚开办两个刚刚开办两个刚刚开办两个刚刚开办两个 空 道空 道空 道空 道 25 同同同同学学学学 聂聂聂聂 师师师师 带领带领带领带领 为为为为大家大家大家大家

空 道空 道空 道空 道 ，，，， 惊惊惊惊 。。。。 蹈蹈蹈蹈 妈妈们妈妈们妈妈们妈妈们 口口口口语语语语 ““““ ””””们们们们 为为为为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带带带带

来来来来 。。。。这这这这 联欢会节联欢会节联欢会节联欢会节 多多多多 ，，，， 校校校校80% 师师师师 参参参参加加加加 。。。。

气气气气 ，，，， 声声声声、、、、 声声声声 断断断断。。。。虽虽虽虽 ，，，，礼礼礼礼堂堂堂堂内内内内却 其却 其却 其却 其乐乐乐乐 、、、、 。。。。 

                        结结结结 ，，，， 校校校校长长长长 大 豆 公 董大 豆 公 董大 豆 公 董大 豆 公 董 长长长长为为为为 奖奖奖奖 运观众发奖运观众发奖运观众发奖运观众发奖，，，，并对为联欢会筹备并对为联欢会筹备并对为联欢会筹备并对为联欢会筹备 务务务务 及及及及青青青青 年年年年学学学学

义义义义工工工工们们们们 谢谢谢谢。。。。联欢会联欢会联欢会联欢会 气气气气 气气气气 结结结结 。。。。        

上图为空手道班演示空手道上图为空手道班演示空手道上图为空手道班演示空手道上图为空手道班演示空手道，，，，右上为儿童民族舞蹈班表演的灯笼舞右上为儿童民族舞蹈班表演的灯笼舞右上为儿童民族舞蹈班表演的灯笼舞右上为儿童民族舞蹈班表演的灯笼舞<<<<<<<<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      >>      >>      >>      摄影摄影摄影摄影：：：：陆文浩陆文浩陆文浩陆文浩    辜晓虎辜晓虎辜晓虎辜晓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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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120112011长城中文学校春长城中文学校春长城中文学校春长城中文学校春

节联欢演出图片节联欢演出图片节联欢演出图片节联欢演出图片    
    

上图上图上图上图::::庄岚校长和依慧理事庄岚校长和依慧理事庄岚校长和依慧理事庄岚校长和依慧理事

长为服务长为服务长为服务长为服务10101010年以上的教师颁年以上的教师颁年以上的教师颁年以上的教师颁

发教师服务奖发教师服务奖发教师服务奖发教师服务奖、、、、为余小明颁为余小明颁为余小明颁为余小明颁

发发发发15151515年义工服务特别奖年义工服务特别奖年义工服务特别奖年义工服务特别奖。。。。获获获获

奖的五位教师是:万亦平奖的五位教师是:万亦平奖的五位教师是:万亦平奖的五位教师是:万亦平、、、、

万山红万山红万山红万山红、、、、李国富(缺席)李国富(缺席)李国富(缺席)李国富(缺席)、、、、管管管管

素英素英素英素英、、、、孟育孟育孟育孟育。 。 。 。     
    

中图中图中图中图::::纪兰慰老师舞蹈大班纪兰慰老师舞蹈大班纪兰慰老师舞蹈大班纪兰慰老师舞蹈大班

表演表演表演表演<<<<<<<<秀色秀色秀色秀色>> >> >> >>     
    

下图:中文班的小朋友们表下图:中文班的小朋友们表下图:中文班的小朋友们表下图:中文班的小朋友们表

演儿歌演儿歌演儿歌演儿歌    

    

摄影摄影摄影摄影：：：：陆文浩 辜晓虎陆文浩 辜晓虎陆文浩 辜晓虎陆文浩 辜晓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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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120112011春节联欢青年义工群体礼赞        春节联欢青年义工群体礼赞        春节联欢青年义工群体礼赞        春节联欢青年义工群体礼赞        路平路平路平路平    

上图上图上图上图::::橡树合唱团   左上橡树合唱团   左上橡树合唱团   左上橡树合唱团   左上::::前校长任刚颁发玉兔奖   右上前校长任刚颁发玉兔奖   右上前校长任刚颁发玉兔奖   右上前校长任刚颁发玉兔奖   右上::::庄校长和庄校长和庄校长和庄校长和大田豆腐公司文董事长大田豆腐公司文董事长大田豆腐公司文董事长大田豆腐公司文董事长为彩票中奖的幸运观众发奖为彩票中奖的幸运观众发奖为彩票中奖的幸运观众发奖为彩票中奖的幸运观众发奖    

左下左下左下左下::::一年级表演儿歌一年级表演儿歌一年级表演儿歌一年级表演儿歌<<<<<<<<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右下   右下   右下   右下::::舞蹈小班表演舞蹈小班表演舞蹈小班表演舞蹈小班表演<<<<<<<<小牧民小牧民小牧民小牧民>>      >>      >>      >>      摄影摄影摄影摄影：：：：陆文浩 辜晓虎 周磊陆文浩 辜晓虎 周磊陆文浩 辜晓虎 周磊陆文浩 辜晓虎 周磊    

    今年    今年    今年    今年2月月月月6日日日日，，，，在长城中文学校在长城中文学校在长城中文学校在长城中文学校2011春节联欢现场春节联欢现场春节联欢现场春节联欢现场，，，，有一有一有一有一

支生龙活虎的青年义工队伍支生龙活虎的青年义工队伍支生龙活虎的青年义工队伍支生龙活虎的青年义工队伍，，，，活跃在剧场内外活跃在剧场内外活跃在剧场内外活跃在剧场内外，，，，舞台上下舞台上下舞台上下舞台上下，，，，

演出前后演出前后演出前后演出前后。。。。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她们她们她们她们））））和学校的领导和学校的领导和学校的领导和学校的领导，，，，PTA组织组织组织组织，，，，和部分成和部分成和部分成和部分成

年志愿者们密切配合年志愿者们密切配合年志愿者们密切配合年志愿者们密切配合，，，，共同努力共同努力共同努力共同努力，，，，出色地完成了为这次春节出色地完成了为这次春节出色地完成了为这次春节出色地完成了为这次春节

联欢大会服务的任务联欢大会服务的任务联欢大会服务的任务联欢大会服务的任务。。。。    这支队伍中的成员绝大多数是来自长这支队伍中的成员绝大多数是来自长这支队伍中的成员绝大多数是来自长这支队伍中的成员绝大多数是来自长

城中文学校的毕业生城中文学校的毕业生城中文学校的毕业生城中文学校的毕业生，，，，毕业班毕业班毕业班毕业班，，，，或高年级的同学或高年级的同学或高年级的同学或高年级的同学，，，，他们是他们是他们是他们是：：：：        

路达路达路达路达    （（（（Emily Lu)  

美博美博美博美博    （（（（Mai Guo)  

汪聪汪聪汪聪汪聪    （（（（Jesse Wang））））        

付晓付晓付晓付晓    （（（（Michelle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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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豪付豪付豪付豪    （（（（Howard Fu)  

汪思远汪思远汪思远汪思远    （（（（Richard Wang)  

陈楚秀陈楚秀陈楚秀陈楚秀    （（（（Christina Chen)  

宋德明宋德明宋德明宋德明    （（（（Claire Song)  

吴孟丹吴孟丹吴孟丹吴孟丹    （（（（Julia Wu)  

Richard Wong  

虎子虎子虎子虎子    （（（（Michael Wu)  

鲍含娜鲍含娜鲍含娜鲍含娜    （（（（Hannah Bao)  

吕娃吕娃吕娃吕娃    （（（（Alicia Lu)  

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Jashaa Luo  

Valery Luo  

樊能和樊能和樊能和樊能和    （（（（Nina Fan））））        

    

    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尤其值得一提的尤其值得一提的尤其值得一提的

有有有有：：：：        

                路达路达路达路达    （（（（Emily Lu) ：：：：在在在在

经历了繁忙而辛劳的周六之后经历了繁忙而辛劳的周六之后经历了繁忙而辛劳的周六之后经历了繁忙而辛劳的周六之后，，，，她于周日早晨她于周日早晨她于周日早晨她于周日早晨8:30准时上岗准时上岗准时上岗准时上岗。。。。

她是第一位出现在演出现场的青年义工她是第一位出现在演出现场的青年义工她是第一位出现在演出现场的青年义工她是第一位出现在演出现场的青年义工，，，，比正式演出时间整整比正式演出时间整整比正式演出时间整整比正式演出时间整整

提前六个小时提前六个小时提前六个小时提前六个小时。。。。她的到位她的到位她的到位她的到位，，，，使校长庄岚使校长庄岚使校长庄岚使校长庄岚，，，，理事长依慧能抽出时理事长依慧能抽出时理事长依慧能抽出时理事长依慧能抽出时

间去做其他事情间去做其他事情间去做其他事情间去做其他事情。。。。从早晨开始一直到中午的义工主力到达以从早晨开始一直到中午的义工主力到达以从早晨开始一直到中午的义工主力到达以从早晨开始一直到中午的义工主力到达以

前前前前，，，，从卖入场票和从卖入场票和从卖入场票和从卖入场票和Raffle Tickets，，，，协助调整座位协助调整座位协助调整座位协助调整座位，，，，到散发到散发到散发到散发

节目单节目单节目单节目单，，，，传递信息等等传递信息等等传递信息等等传递信息等等，，，，几乎都是她一个人在大厅入口处顶几乎都是她一个人在大厅入口处顶几乎都是她一个人在大厅入口处顶几乎都是她一个人在大厅入口处顶

着着着着。。。。在经历了观众入场在经历了观众入场在经历了观众入场在经历了观众入场，，，，和分发节目单的高峰期之后和分发节目单的高峰期之后和分发节目单的高峰期之后和分发节目单的高峰期之后，，，，她又赶她又赶她又赶她又赶

到后台食品服务组帮忙到后台食品服务组帮忙到后台食品服务组帮忙到后台食品服务组帮忙。。。。演出开始后演出开始后演出开始后演出开始后，，，，仍奔波于剧场内外仍奔波于剧场内外仍奔波于剧场内外仍奔波于剧场内外，，，，前前前前

台后台台后台台后台台后台，，，，一直到下午一直到下午一直到下午一直到下午4:30以后才离开现场赶回家忙功课以后才离开现场赶回家忙功课以后才离开现场赶回家忙功课以后才离开现场赶回家忙功课。。。。那一那一那一那一

天天天天，，，，她也是服务时间最长的青年义工她也是服务时间最长的青年义工她也是服务时间最长的青年义工她也是服务时间最长的青年义工。。。。        

                陈楚秀陈楚秀陈楚秀陈楚秀    Christina Chen): 一到现场一到现场一到现场一到现场，，，，立即独立承担起立即独立承担起立即独立承担起立即独立承担起

卖卖卖卖    Pretzels 的任务的任务的任务的任务，，，，结束后又迅速投入到后台结束后又迅速投入到后台结束后又迅速投入到后台结束后又迅速投入到后台,承担起组织承担起组织承担起组织承担起组织

和维持舞台秩序的工作和维持舞台秩序的工作和维持舞台秩序的工作和维持舞台秩序的工作，，，，一直到演出结束一直到演出结束一直到演出结束一直到演出结束。。。。这是楚秀第二年执这是楚秀第二年执这是楚秀第二年执这是楚秀第二年执

行同样的任务行同样的任务行同样的任务行同样的任务.她的尽心尽责她的尽心尽责她的尽心尽责她的尽心尽责，，，，勤勤恳恳勤勤恳恳勤勤恳恳勤勤恳恳，，，，一直深受领导一直深受领导一直深受领导一直深受领导，，，，老老老老

师师师师，，，，家长家长家长家长，，，，和联欢会组委会的好评和联欢会组委会的好评和联欢会组委会的好评和联欢会组委会的好评。。。。        

                Richard Wong ：：：：这是一位在今年春晚中为数不多的既是这是一位在今年春晚中为数不多的既是这是一位在今年春晚中为数不多的既是这是一位在今年春晚中为数不多的既是

演员演员演员演员，，，，又是义工的青年人又是义工的青年人又是义工的青年人又是义工的青年人。。。。继早晨继早晨继早晨继早晨10:00赶来现场参加排练离赶来现场参加排练离赶来现场参加排练离赶来现场参加排练离

开后开后开后开后，，，，他于中午他于中午他于中午他于中午12:00点又第二次赶到现场点又第二次赶到现场点又第二次赶到现场点又第二次赶到现场，，，，主动帮助主动帮助主动帮助主动帮助Karate

班的老师班的老师班的老师班的老师，，，，准备该班级的集体表演准备该班级的集体表演准备该班级的集体表演准备该班级的集体表演。。。。无论是做演员无论是做演员无论是做演员无论是做演员，，，，还是当义还是当义还是当义还是当义

工工工工，，，，他都是积极参与他都是积极参与他都是积极参与他都是积极参与，，，，默默奉献默默奉献默默奉献默默奉献。。。。        

                另外一位既是演员另外一位既是演员另外一位既是演员另外一位既是演员，，，，又是义工的青年人是美博又是义工的青年人是美博又是义工的青年人是美博又是义工的青年人是美博    （（（（Mai 

Guo)。。。。        

                宋德明宋德明宋德明宋德明    （（（（Claire Song)：：：：在准时赶到现场后在准时赶到现场后在准时赶到现场后在准时赶到现场后，，，，立即投入立即投入立即投入立即投入

了食品服务组的紧张工作了食品服务组的紧张工作了食品服务组的紧张工作了食品服务组的紧张工作。。。。她和吴梦丹她和吴梦丹她和吴梦丹她和吴梦丹（（（（Julia Wu)一道一道一道一道，，，，配配配配

合董星文付校长和另一位母亲志愿者王芳合董星文付校长和另一位母亲志愿者王芳合董星文付校长和另一位母亲志愿者王芳合董星文付校长和另一位母亲志愿者王芳,迎来又送走了一批又迎来又送走了一批又迎来又送走了一批又迎来又送走了一批又

一批演员和顾客一批演员和顾客一批演员和顾客一批演员和顾客。。。。当两批当两批当两批当两批Pizzas 都供应完后都供应完后都供应完后都供应完后，，，，马不停蹄地赶马不停蹄地赶马不停蹄地赶马不停蹄地赶

制制制制Oat Meal快餐快餐快餐快餐；；；；当当当当Oat Meal供应完后供应完后供应完后供应完后，，，，又满上一杯杯的大又满上一杯杯的大又满上一杯杯的大又满上一杯杯的大

田豆浆田豆浆田豆浆田豆浆，，，，让演员们和顾客随到随用让演员们和顾客随到随用让演员们和顾客随到随用让演员们和顾客随到随用。。。。虽然由于功课忙虽然由于功课忙虽然由于功课忙虽然由于功课忙，，，，宋德明宋德明宋德明宋德明

在服务结束后在服务结束后在服务结束后在服务结束后，，，，演出开始不久就匆匆离开了演出开始不久就匆匆离开了演出开始不久就匆匆离开了演出开始不久就匆匆离开了,但是她那热情但是她那热情但是她那热情但是她那热情，，，，主主主主

动动动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和高效率给大伙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高效率给大伙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高效率给大伙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高效率给大伙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组的志同组的志同组的志同组的志

愿者还有愿者还有愿者还有愿者还有：：：：路达路达路达路达，，，，汪思远汪思远汪思远汪思远，，，，鲍含娜鲍含娜鲍含娜鲍含娜，，，，吕娃等吕娃等吕娃等吕娃等））））        

                汪聪汪聪汪聪汪聪    （（（（Jesse Wang): 他和付晓他和付晓他和付晓他和付晓（（（（Michelle Fu) 在在在在

上岗之后一直坚守在大厅前台上岗之后一直坚守在大厅前台上岗之后一直坚守在大厅前台上岗之后一直坚守在大厅前台，，，，一丝上苟一丝上苟一丝上苟一丝上苟。。。。在整个服务期间在整个服务期间在整个服务期间在整个服务期间，，，，

汪聪始终是积极热情汪聪始终是积极热情汪聪始终是积极热情汪聪始终是积极热情，，，，献计献策献计献策献计献策献计献策，，，，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效果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效果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效果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效果,对对对对

顾客和赞助商的需求想方设法让他们满意顾客和赞助商的需求想方设法让他们满意顾客和赞助商的需求想方设法让他们满意顾客和赞助商的需求想方设法让他们满意。。。。当演出中出现全场当演出中出现全场当演出中出现全场当演出中出现全场

欢声雷动的场面时欢声雷动的场面时欢声雷动的场面时欢声雷动的场面时，，，，仍不放松自己的岗位仍不放松自己的岗位仍不放松自己的岗位仍不放松自己的岗位。。。。此外此外此外此外,汪聪和付晓汪聪和付晓汪聪和付晓汪聪和付晓

也是善始善终的榜样也是善始善终的榜样也是善始善终的榜样也是善始善终的榜样。。。。他们一直坚持到演出结束他们一直坚持到演出结束他们一直坚持到演出结束他们一直坚持到演出结束。。。。特别是汪聪特别是汪聪特别是汪聪特别是汪聪,

是春晚当天最后一位离开现场的青年义工是春晚当天最后一位离开现场的青年义工是春晚当天最后一位离开现场的青年义工是春晚当天最后一位离开现场的青年义工。。。。他不仅妥善收存好他不仅妥善收存好他不仅妥善收存好他不仅妥善收存好

每一份资料每一份资料每一份资料每一份资料，，，，而且在如数地将卖入场票和而且在如数地将卖入场票和而且在如数地将卖入场票和而且在如数地将卖入场票和Raffle Tickets 

的现金交给校领导的现金交给校领导的现金交给校领导的现金交给校领导，，，，将青年义工签到名单交给家长联系人后才将青年义工签到名单交给家长联系人后才将青年义工签到名单交给家长联系人后才将青年义工签到名单交给家长联系人后才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汪聪和他的伙伴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汪聪和他的伙伴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汪聪和他的伙伴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汪聪和他的伙伴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我们的青年我们的青年我们的青年我们的青年

志愿者们是有素养志愿者们是有素养志愿者们是有素养志愿者们是有素养，，，，可信赖的可信赖的可信赖的可信赖的！！！！    （（（（同组的志愿者还有同组的志愿者还有同组的志愿者还有同组的志愿者还有：：：：路路路路

达达达达，，，，美博美博美博美博（（（（Mai Guo)等等等等））））        

                当当当当2011年春节联欢的帷幕落下的时候年春节联欢的帷幕落下的时候年春节联欢的帷幕落下的时候年春节联欢的帷幕落下的时候，，，，当我们回首那有当我们回首那有当我们回首那有当我们回首那有

声声声声，，，，有色有色有色有色，，，，有味有味有味有味，，，，有乐的一幕幕场景的时候有乐的一幕幕场景的时候有乐的一幕幕场景的时候有乐的一幕幕场景的时候，，，，我们不禁由衷地我们不禁由衷地我们不禁由衷地我们不禁由衷地

感激感激感激感激，，，，在那一天在那一天在那一天在那一天，，，，那个富有朝气那个富有朝气那个富有朝气那个富有朝气，，，，活力活力活力活力，，，，和奉献精神的青年义和奉献精神的青年义和奉献精神的青年义和奉献精神的青年义

工群体工群体工群体工群体。。。。。。。。。。。。        

                他们他们他们他们，，，，是我们长城中文学校的骄傲是我们长城中文学校的骄傲是我们长城中文学校的骄傲是我们长城中文学校的骄傲！！！！        

                特殊鸣谢特殊鸣谢特殊鸣谢特殊鸣谢：：：：以下为以下为以下为以下为2011春晚作出特殊奉献的部分家长义春晚作出特殊奉献的部分家长义春晚作出特殊奉献的部分家长义春晚作出特殊奉献的部分家长义

工和有关人员工和有关人员工和有关人员工和有关人员：：：：        

Sally Liao (售票售票售票售票））））        

Merry Li （（（（售票售票售票售票））））        

Roger Luo （（（（售票售票售票售票））））        

董星文董星文董星文董星文    （（（（食品服务食品服务食品服务食品服务））））        

王芳王芳王芳王芳    （（（（Fang Wang）（）（）（）（食品服务食品服务食品服务食品服务））））        

陈振声陈振声陈振声陈振声    （（（（Chen ZhenSheng））））(拉幕拉幕拉幕拉幕））））        

Zhu Reigang （（（（拉幕拉幕拉幕拉幕））））        

George, Guo Edwards （（（（舞台后台服务舞台后台服务舞台后台服务舞台后台服务））））        

Fang Hanming (灯光控制和翻译灯光控制和翻译灯光控制和翻译灯光控制和翻译)  

付晓付晓付晓付晓(Michelle Fu)的外婆的外婆的外婆的外婆 (在售票台对青年义工组的宝贵在售票台对青年义工组的宝贵在售票台对青年义工组的宝贵在售票台对青年义工组的宝贵

帮助帮助帮助帮助)  

邹明芳老师对她所在班级的同学所作的出色的鼓励邹明芳老师对她所在班级的同学所作的出色的鼓励邹明芳老师对她所在班级的同学所作的出色的鼓励邹明芳老师对她所在班级的同学所作的出色的鼓励，，，，策划和组策划和组策划和组策划和组

织工作织工作织工作织工作，，，，    

万亦平老师对她所在班级两位同学工作的大力支持万亦平老师对她所在班级两位同学工作的大力支持万亦平老师对她所在班级两位同学工作的大力支持万亦平老师对她所在班级两位同学工作的大力支持，，，，    

    还有许多默默作出贡献的家长志愿者    还有许多默默作出贡献的家长志愿者    还有许多默默作出贡献的家长志愿者    还有许多默默作出贡献的家长志愿者，，，，支持者支持者支持者支持者    。。。。。。。。。。。。        

部分青年义工在联欢会上的合影 摄影部分青年义工在联欢会上的合影 摄影部分青年义工在联欢会上的合影 摄影部分青年义工在联欢会上的合影 摄影：：：：陆文浩陆文浩陆文浩陆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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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逸翔王逸翔王逸翔王逸翔（（（（Jasmine Wang) Jasmine Wang) Jasmine Wang) Jasmine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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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长得像只小老虎    我长得像只小老虎    我长得像只小老虎    我长得像只小老虎，，，，但个子更小但个子更小但个子更小但个子更小。。。。我的头圆圆的我的头圆圆的我的头圆圆的我的头圆圆的，，，，耳朵尖尖耳朵尖尖耳朵尖尖耳朵尖尖

的的的的，，，，我的胡子长长的我的胡子长长的我的胡子长长的我的胡子长长的。。。。我的眼睛会随着光亮变 形状我的眼睛会随着光亮变 形状我的眼睛会随着光亮变 形状我的眼睛会随着光亮变 形状。。。。天一黑天一黑天一黑天一黑，，，，

我的眼睛就会变得又大又圆我的眼睛就会变得又大又圆我的眼睛就会变得又大又圆我的眼睛就会变得又大又圆，，，，所以我可以在黑夜里看东西所以我可以在黑夜里看东西所以我可以在黑夜里看东西所以我可以在黑夜里看东西。。。。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毛又软又光滑毛又软又光滑毛又软又光滑毛又软又光滑。。。。我的尾巴很长我的尾巴很长我的尾巴很长我的尾巴很长，，，，我喜欢一边走来走去一边甩尾我喜欢一边走来走去一边甩尾我喜欢一边走来走去一边甩尾我喜欢一边走来走去一边甩尾

巴巴巴巴。。。。我喜欢玩我喜欢玩我喜欢玩我喜欢玩，，，，我喜欢 追虫 和老鼠我喜欢 追虫 和老鼠我喜欢 追虫 和老鼠我喜欢 追虫 和老鼠。。。。我还喜欢玩毛线团和线我还喜欢玩毛线团和线我还喜欢玩毛线团和线我还喜欢玩毛线团和线。。。。

我 喜欢在舒服和暖和的地方睡觉我 喜欢在舒服和暖和的地方睡觉我 喜欢在舒服和暖和的地方睡觉我 喜欢在舒服和暖和的地方睡觉。。。。我不喜欢用水洗澡我不喜欢用水洗澡我不喜欢用水洗澡我不喜欢用水洗澡，，，，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

我用舌头把自己舔干净我用舌头把自己舔干净我用舌头把自己舔干净我用舌头把自己舔干净,,,,有时候我的主人会给我梳毛有时候我的主人会给我梳毛有时候我的主人会给我梳毛有时候我的主人会给我梳毛。。。。    

    大家都知道我是谁吗    大家都知道我是谁吗    大家都知道我是谁吗    大家都知道我是谁吗????    

    

付然昕 付然昕 付然昕 付然昕 （（（（Daniel FuDaniel FuDaniel FuDaniel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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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长长的上肢我有长长的上肢我有长长的上肢我有长长的上肢，，，，我有长长的尾巴我有长长的尾巴我有长长的尾巴我有长长的尾巴。。。。我我我我

经常一边走一边找香蕉经常一边走一边找香蕉经常一边走一边找香蕉经常一边走一边找香蕉。。。。我还经常在树上跳来跳去我还经常在树上跳来跳去我还经常在树上跳来跳去我还经常在树上跳来跳去。。。。我有时候在我有时候在我有时候在我有时候在

树上睡觉树上睡觉树上睡觉树上睡觉，，，，有时候在树上吃香蕉有时候在树上吃香蕉有时候在树上吃香蕉有时候在树上吃香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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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开文翟开文翟开文翟开文 (Kevin Zhai) (Kevin Zhai) (Kevin Zhai) (Kevin 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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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一来我就高兴了夏天一来我就高兴了夏天一来我就高兴了夏天一来我就高兴了。。。。我也跑来跑去我也跑来跑去我也跑来跑去我也跑来跑去。。。。

我又聪明又英俊我又聪明又英俊我又聪明又英俊我又聪明又英俊。。。。我一边听音乐一边玩游戏我一边听音乐一边玩游戏我一边听音乐一边玩游戏我一边听音乐一边玩游戏。。。。我有时候高兴我有时候高兴我有时候高兴我有时候高兴，，，，有有有有

时候不高兴时候不高兴时候不高兴时候不高兴。。。。我一来我一来我一来我一来，，，，大家都快乐了大家都快乐了大家都快乐了大家都快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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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宁昊陈宁昊陈宁昊陈宁昊（（（（Daniel Chen)Daniel Chen)Daniel Chen)Daniel Chen)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没有颜色我没有颜色我没有颜色我没有颜色，，，，没有形状没有形状没有形状没有形状，，，，没有味道没有味道没有味道没有味道。。。。我可我可我可我可

以上天以上天以上天以上天，，，，我可以入地我可以入地我可以入地我可以入地，，，，有我的地方才有人有我的地方才有人有我的地方才有人有我的地方才有人。。。。有了我有了我有了我有了我，，，，你可以游你可以游你可以游你可以游

泳泳泳泳。。。。有了我有了我有了我有了我，，，，你可以洗澡你可以洗澡你可以洗澡你可以洗澡。。。。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    

吕乐佳吕乐佳吕乐佳吕乐佳 (Teresa Lu (Teresa Lu (Teresa Lu (Teresa Lu----Romeo)Romeo)Romeo)Rom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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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边飞一边摇我一边飞一边摇我一边飞一边摇我一边飞一边摇，，，，我有时候大有时我有时候大有时我有时候大有时我有时候大有时

候小候小候小候小。。。。我飞得又高又远我飞得又高又远我飞得又高又远我飞得又高又远。。。。人们都喜欢拉着我人们都喜欢拉着我人们都喜欢拉着我人们都喜欢拉着我。。。。你一松手我就你一松手我就你一松手我就你一松手我就

会飞到天上会飞到天上会飞到天上会飞到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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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海天陈海天陈海天陈海天 （ （ （ （Henry ChenHenry ChenHenry ChenHenry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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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白天休息我白天休息我白天休息我白天休息，，，，黑天工作黑天工作黑天工作黑天工作。。。。我很安我很安我很安我很安

静静静静，，，，从来不生气发火从来不生气发火从来不生气发火从来不生气发火。。。。我爱工作我爱工作我爱工作我爱工作，，，，我能放火我能放火我能放火我能放火。。。。一到晚上一到晚上一到晚上一到晚上，，，，人人人人

们看书写字都少不了我们看书写字都少不了我们看书写字都少不了我们看书写字都少不了我。。。。小朋友们小朋友们小朋友们小朋友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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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嘉宜郭嘉宜郭嘉宜郭嘉宜（（（（Lily Guo)Lily Guo)Lily Guo)Lily 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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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下来就要经历奇特的变化我一生下来就要经历奇特的变化我一生下来就要经历奇特的变化我一生下来就要经历奇特的变化。。。。

我有时候在树叶上爬来爬去我有时候在树叶上爬来爬去我有时候在树叶上爬来爬去我有时候在树叶上爬来爬去，，，，有时候在花丛中飞来飞去有时候在花丛中飞来飞去有时候在花丛中飞来飞去有时候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到到到到

了冬天了冬天了冬天了冬天，，，，我有挂在了小树枝上我有挂在了小树枝上我有挂在了小树枝上我有挂在了小树枝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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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智扬陈智扬陈智扬陈智扬 （ （ （ （Allen Chen)Allen Chen)Allen Chen)Alle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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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一来我就把大地变成绿色春天一来我就把大地变成绿色春天一来我就把大地变成绿色春天一来我就把大地变成绿色，，，，夏夏夏夏

天一来我就赶跑热气天一来我就赶跑热气天一来我就赶跑热气天一来我就赶跑热气，，，，秋天一来我就吹跑叶子秋天一来我就吹跑叶子秋天一来我就吹跑叶子秋天一来我就吹跑叶子，，，，冬天一来我冬天一来我冬天一来我冬天一来我

又无影无踪了又无影无踪了又无影无踪了又无影无踪了。。。。人们有时候喜欢我人们有时候喜欢我人们有时候喜欢我人们有时候喜欢我，，，，有时候又不喜欢我有时候又不喜欢我有时候又不喜欢我有时候又不喜欢我。。。。大大大大

家知道我是谁吗家知道我是谁吗家知道我是谁吗家知道我是谁吗？？？？    

    

李天元李天元李天元李天元 (Ethan Lee) (Ethan Lee) (Ethan Lee) (Etha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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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很多种颜色我有很多种颜色我有很多种颜色我有很多种颜色。。。。我有很多种形我有很多种形我有很多种形我有很多种形

状状状状。。。。小孩子喜欢把我做成各种东西小孩子喜欢把我做成各种东西小孩子喜欢把我做成各种东西小孩子喜欢把我做成各种东西。。。。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 
 

三年级三年级三年级三年级DDDD班学生作文班学生作文班学生作文班学生作文《《《《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                  》                  》                  》                  辅导教师辅导教师辅导教师辅导教师: : : : 魏东飞魏东飞魏东飞魏东飞    

                长城中文学校五年级长城中文学校五年级长城中文学校五年级长城中文学校五年级CCCC班孟育老师的课堂总是充满着妙趣横班孟育老师的课堂总是充满着妙趣横班孟育老师的课堂总是充满着妙趣横班孟育老师的课堂总是充满着妙趣横

生的语言和独具匠心的教学方法生的语言和独具匠心的教学方法生的语言和独具匠心的教学方法生的语言和独具匠心的教学方法。。。。为了更好的激发同学们的中文为了更好的激发同学们的中文为了更好的激发同学们的中文为了更好的激发同学们的中文

写作兴趣写作兴趣写作兴趣写作兴趣，，，，开拓积极的思维开拓积极的思维开拓积极的思维开拓积极的思维，，，，扩展丰富的想象力扩展丰富的想象力扩展丰富的想象力扩展丰富的想象力，，，，学习完课文学习完课文学习完课文学习完课文

《《《《狼和小羊的狼和小羊的狼和小羊的狼和小羊的》》》》后后后后，，，，孟老师让同学们对孟老师让同学们对孟老师让同学们对孟老师让同学们对《《《《狼和小羊的狼和小羊的狼和小羊的狼和小羊的》》》》的故事展的故事展的故事展的故事展

开续写开续写开续写开续写。。。。    

    在这些天马行空般的发散思维写作中    在这些天马行空般的发散思维写作中    在这些天马行空般的发散思维写作中    在这些天马行空般的发散思维写作中，，，，可以读出同学们幽可以读出同学们幽可以读出同学们幽可以读出同学们幽

默默默默、、、、独特的写作风格独特的写作风格独特的写作风格独特的写作风格，，，，轻快而活泼的语言轻快而活泼的语言轻快而活泼的语言轻快而活泼的语言，，，，和充满趣味的创意以和充满趣味的创意以和充满趣味的创意以和充满趣味的创意以

及想象力及想象力及想象力及想象力。。。。    

    请大家带着愉悦的心情来欣赏吧    请大家带着愉悦的心情来欣赏吧    请大家带着愉悦的心情来欣赏吧    请大家带着愉悦的心情来欣赏吧。 。 。 。     

    

Katie LeeKatie LeeKatie LeeKatie Lee    

    小羊一转身    小羊一转身    小羊一转身    小羊一转身，，，，让狼扑了一个空让狼扑了一个空让狼扑了一个空让狼扑了一个空。。。。聪明的小羊立刻就想到一个聪明的小羊立刻就想到一个聪明的小羊立刻就想到一个聪明的小羊立刻就想到一个

办法办法办法办法。 。 。 。 小羊已经和老师学习武术有三个月了小羊已经和老师学习武术有三个月了小羊已经和老师学习武术有三个月了小羊已经和老师学习武术有三个月了。。。。它在这三个月中它在这三个月中它在这三个月中它在这三个月中

进步很快进步很快进步很快进步很快。。。。小羊想如果用心的话小羊想如果用心的话小羊想如果用心的话小羊想如果用心的话，，，，打败狼是很有可能的打败狼是很有可能的打败狼是很有可能的打败狼是很有可能的。。。。于是于是于是于是，，，，

当狼再转扑回到小羊面前时当狼再转扑回到小羊面前时当狼再转扑回到小羊面前时当狼再转扑回到小羊面前时，，，，小羊对它前踢小羊对它前踢小羊对它前踢小羊对它前踢，，，，后踢后踢后踢后踢，，，，左踢左踢左踢左踢，，，，右右右右

踢踢踢踢。。。。几下之后几下之后几下之后几下之后，，，，狼被踢到河里狼被踢到河里狼被踢到河里狼被踢到河里。。。。狼的头正巧撞到一块大石头上狼的头正巧撞到一块大石头上狼的头正巧撞到一块大石头上狼的头正巧撞到一块大石头上，，，，

出了很多血出了很多血出了很多血出了很多血。 。 。 。 狼一会就死掉了狼一会就死掉了狼一会就死掉了狼一会就死掉了。。。。小羊安全地回家了小羊安全地回家了小羊安全地回家了小羊安全地回家了。。。。    

    

EMILY CHENEMILY CHENEMILY CHENEMILY CHEN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 , , , 有一个狼指控小绵羊使水变脏有一个狼指控小绵羊使水变脏有一个狼指控小绵羊使水变脏有一个狼指控小绵羊使水变脏, , , , 但小绵羊她真的没但小绵羊她真的没但小绵羊她真的没但小绵羊她真的没

五年级五年级五年级五年级CCCC班班班班学生作文学生作文学生作文学生作文《《《《狼和小羊故事狼和小羊故事狼和小羊故事狼和小羊故事》》》》                        辅导教师辅导教师辅导教师辅导教师: : : : 孟育孟育孟育孟育    

有有有有。。。。小绵羊试图告诉狼小绵羊试图告诉狼小绵羊试图告诉狼小绵羊试图告诉狼, , , , 狼变得很疯狂狼变得很疯狂狼变得很疯狂狼变得很疯狂。。。。他追逐着小绵羊想把他追逐着小绵羊想把他追逐着小绵羊想把他追逐着小绵羊想把

她吃掉她吃掉她吃掉她吃掉。。。。最后他追到了自己的家门口最后他追到了自己的家门口最后他追到了自己的家门口最后他追到了自己的家门口。。。。    

                小绵羊害怕了小绵羊害怕了小绵羊害怕了小绵羊害怕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做她不知道该怎么做她不知道该怎么做她不知道该怎么做。。。。突然突然突然突然, , , , 一个念头出现一个念头出现一个念头出现一个念头出现

在她的脑海在她的脑海在她的脑海在她的脑海。。。。她假装饿了她假装饿了她假装饿了她假装饿了, , , , 说说说说：：：：““““噢噢噢噢, , , , 我的妈我的妈我的妈我的妈！！！！我太饿了我太饿了我太饿了我太饿了！！！！请请请请

狼煮点东西给我吃狼煮点东西给我吃狼煮点东西给我吃狼煮点东西给我吃！！！！””””狼说狼说狼说狼说：：：：““““好好好好！！！！因为我不想吃饿的羊羔因为我不想吃饿的羊羔因为我不想吃饿的羊羔因为我不想吃饿的羊羔, , , , 

我会煮一些食物给你我会煮一些食物给你我会煮一些食物给你我会煮一些食物给你！！！！””””小绵羊很喜欢那顿饭小绵羊很喜欢那顿饭小绵羊很喜欢那顿饭小绵羊很喜欢那顿饭。。。。但是当她吃完但是当她吃完但是当她吃完但是当她吃完

了了了了, , , , 她害怕了她害怕了她害怕了她害怕了,,,,    因为她成了狼正准备用烤箱烤的羔羊因为她成了狼正准备用烤箱烤的羔羊因为她成了狼正准备用烤箱烤的羔羊因为她成了狼正准备用烤箱烤的羔羊。。。。小绵羊小绵羊小绵羊小绵羊

假装有更多的问题假装有更多的问题假装有更多的问题假装有更多的问题。。。。这一次这一次这一次这一次, , , , 她说她说她说她说：：：：““““噢噢噢噢, , , , 我的妈我的妈我的妈我的妈！！！！我肚子我肚子我肚子我肚子

疼疼疼疼！！！！请狼让我休息一下请狼让我休息一下请狼让我休息一下请狼让我休息一下！！！！” ” ” ” 狼不想吃胃痛羔羊的肉狼不想吃胃痛羔羊的肉狼不想吃胃痛羔羊的肉狼不想吃胃痛羔羊的肉, , , , 因为他因为他因为他因为他

也可能会肚子痛了也可能会肚子痛了也可能会肚子痛了也可能会肚子痛了。。。。于是于是于是于是, , , , 他决定让小绵羊小睡一会儿他决定让小绵羊小睡一会儿他决定让小绵羊小睡一会儿他决定让小绵羊小睡一会儿。。。。小绵小绵小绵小绵

羊做了甜蜜的梦羊做了甜蜜的梦羊做了甜蜜的梦羊做了甜蜜的梦, , , , 但是当她听到狼准备盘子和叉子的声音但是当她听到狼准备盘子和叉子的声音但是当她听到狼准备盘子和叉子的声音但是当她听到狼准备盘子和叉子的声音, , , , 她她她她

开始做恶梦了开始做恶梦了开始做恶梦了开始做恶梦了。。。。突然突然突然突然, , , , 她醒了她醒了她醒了她醒了。。。。小绵羊开始发牢骚小绵羊开始发牢骚小绵羊开始发牢骚小绵羊开始发牢骚, , , , 埋怨她的埋怨她的埋怨她的埋怨她的

身体酸痛身体酸痛身体酸痛身体酸痛。。。。她说她说她说她说：：：：““““狼狼狼狼, , , , 如果你吃了我如果你吃了我如果你吃了我如果你吃了我, , , , 你的身体会酸痛你的身体会酸痛你的身体会酸痛你的身体会酸痛。。。。给给给给

我按摩我按摩我按摩我按摩, , , , 然后再烤我然后再烤我然后再烤我然后再烤我！！！！””””狼无法想象一顿美餐之后狼无法想象一顿美餐之后狼无法想象一顿美餐之后狼无法想象一顿美餐之后, , , , 身体会不身体会不身体会不身体会不

舒服舒服舒服舒服, , , , 所以他给小绵羊按摩所以他给小绵羊按摩所以他给小绵羊按摩所以他给小绵羊按摩。。。。小绵羊觉得按摩真舒服小绵羊觉得按摩真舒服小绵羊觉得按摩真舒服小绵羊觉得按摩真舒服。。。。    

                然后小绵羊看电视然后小绵羊看电视然后小绵羊看电视然后小绵羊看电视, , , , 狼变得非常疲惫狼变得非常疲惫狼变得非常疲惫狼变得非常疲惫, , , , 睡着了睡着了睡着了睡着了。。。。小绵羊没小绵羊没小绵羊没小绵羊没

有听到任何声音有听到任何声音有听到任何声音有听到任何声音, , , , 所以她转过身去所以她转过身去所以她转过身去所以她转过身去, , , , 发现是狼睡着了发现是狼睡着了发现是狼睡着了发现是狼睡着了。。。。小绵羊小绵羊小绵羊小绵羊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她跳起来她跳起来她跳起来她跳起来, , , , 打开门悄悄地跑回家打开门悄悄地跑回家打开门悄悄地跑回家打开门悄悄地跑回家。。。。    

    

(Continued on pa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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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泰王嘉泰王嘉泰王嘉泰    

    小羊跑进他的家    小羊跑进他的家    小羊跑进他的家    小羊跑进他的家，，，，锁上门了锁上门了锁上门了锁上门了。。。。狼跟不上狼跟不上狼跟不上狼跟不上，，，，他看见小羊的哥他看见小羊的哥他看见小羊的哥他看见小羊的哥

哥哥哥哥。。。。狼说狼说狼说狼说，，，，““““你把我的水弄脏了你把我的水弄脏了你把我的水弄脏了你把我的水弄脏了！！！！””””大羊说大羊说大羊说大羊说，，，，““““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你个你个你个你个

大笨蛋大笨蛋大笨蛋大笨蛋！！！！””””大羊用一个树根打狼大羊用一个树根打狼大羊用一个树根打狼大羊用一个树根打狼。。。。狼晕了狼晕了狼晕了狼晕了，，，，他掉进河里淹死他掉进河里淹死他掉进河里淹死他掉进河里淹死

了了了了。。。。    

                                                                                            王星兰王星兰王星兰王星兰    

    小羊跑啊跑    小羊跑啊跑    小羊跑啊跑    小羊跑啊跑，，，，小羊气都喘不过来小羊气都喘不过来小羊气都喘不过来小羊气都喘不过来，，，，只好停了下来只好停了下来只好停了下来只好停了下来。 。 。 。 然后然后然后然后， ， ， ， 

狼跑过来说狼跑过来说狼跑过来说狼跑过来说：：：：““““我抓到你了我抓到你了我抓到你了我抓到你了！！！！””””小羊跑到了狼的背后小羊跑到了狼的背后小羊跑到了狼的背后小羊跑到了狼的背后， ， ， ， 在又跑在又跑在又跑在又跑

到了灌木 丛中到了灌木 丛中到了灌木 丛中到了灌木 丛中。 。 。 。 狼说狼说狼说狼说：：：：““““你去哪了你去哪了你去哪了你去哪了？？？？” ” ” ” 小羊说小羊说小羊说小羊说：：：：““““没人在这没人在这没人在这没人在这

儿儿儿儿！！！！””””狼很笨狼很笨狼很笨狼很笨， ， ， ， 就走开去找小羊了就走开去找小羊了就走开去找小羊了就走开去找小羊了。。。。””””在路上在路上在路上在路上，，，，他看到了另一他看到了另一他看到了另一他看到了另一

只小羊只小羊只小羊只小羊，，，，他一把扑过去他一把扑过去他一把扑过去他一把扑过去， ， ， ， 把小羊吃下了把小羊吃下了把小羊吃下了把小羊吃下了。。。。    

    

Michael Michael Michael Michael 华华华华    

    狼抓住了小羊    狼抓住了小羊    狼抓住了小羊    狼抓住了小羊， ， ， ， 他要把小羊带回家吃掉他要把小羊带回家吃掉他要把小羊带回家吃掉他要把小羊带回家吃掉。。。。小羊大声喊叫救小羊大声喊叫救小羊大声喊叫救小羊大声喊叫救

命命命命。。。。这时一个猎人听到了这时一个猎人听到了这时一个猎人听到了这时一个猎人听到了。。。。他拿着枪跑了过来他拿着枪跑了过来他拿着枪跑了过来他拿着枪跑了过来。 。 。 。 狼看到猎人就狼看到猎人就狼看到猎人就狼看到猎人就

想赶快逃跑想赶快逃跑想赶快逃跑想赶快逃跑。。。。猎人一枪就把狼给打死了猎人一枪就把狼给打死了猎人一枪就把狼给打死了猎人一枪就把狼给打死了。。。。小羊谢了猎人小羊谢了猎人小羊谢了猎人小羊谢了猎人，，，，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兴兴地跑回家去了兴兴地跑回家去了兴兴地跑回家去了兴兴地跑回家去了。。。。    

    

Shangen lu Shangen lu Shangen lu Shangen lu     

    他们跑着就都跑着累了    他们跑着就都跑着累了    他们跑着就都跑着累了    他们跑着就都跑着累了。。。。狼还没有抓到小羊就先累垮了狼还没有抓到小羊就先累垮了狼还没有抓到小羊就先累垮了狼还没有抓到小羊就先累垮了。。。。

小羊快到家的时候小羊快到家的时候小羊快到家的时候小羊快到家的时候，，，，看到了他的好朋友看到了他的好朋友看到了他的好朋友看到了他的好朋友。。。。于是他们玩了起来于是他们玩了起来于是他们玩了起来于是他们玩了起来。。。。

这给了狼足够的时间休息这给了狼足够的时间休息这给了狼足够的时间休息这给了狼足够的时间休息。。。。等狼休息完了等狼休息完了等狼休息完了等狼休息完了，，，，看见两只小羊在那看见两只小羊在那看见两只小羊在那看见两只小羊在那

玩玩玩玩。。。。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他忽然看见了小羊的妈妈出现了他忽然看见了小羊的妈妈出现了他忽然看见了小羊的妈妈出现了他忽然看见了小羊的妈妈出现了。。。。““““小羊快回来小羊快回来小羊快回来小羊快回来。。。。

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小羊妈妈叫道小羊妈妈叫道小羊妈妈叫道小羊妈妈叫道。。。。““““坏羊妈妈坏羊妈妈坏羊妈妈坏羊妈妈，，，，我差点就快把小羊吃我差点就快把小羊吃我差点就快把小羊吃我差点就快把小羊吃

掉了掉了掉了掉了。。。。””””狼骂道狼骂道狼骂道狼骂道。。。。但是狼没有任何办法但是狼没有任何办法但是狼没有任何办法但是狼没有任何办法，，，，只好边走回家边想只好边走回家边想只好边走回家边想只好边走回家边想：：：：

““““我为什么没有抓到小羊们呢我为什么没有抓到小羊们呢我为什么没有抓到小羊们呢我为什么没有抓到小羊们呢？？？？””””    

    

方佳磊方佳磊方佳磊方佳磊    

    狼抓住了小羊    狼抓住了小羊    狼抓住了小羊    狼抓住了小羊。。。。小羊正在想怎么办小羊正在想怎么办小羊正在想怎么办小羊正在想怎么办，，，，正好大象走过来正好大象走过来正好大象走过来正好大象走过来。。。。小小小小

羊立刻说羊立刻说羊立刻说羊立刻说：：：：““““大象伯伯大象伯伯大象伯伯大象伯伯，，，，狼刚才和我说你是一个坏东西狼刚才和我说你是一个坏东西狼刚才和我说你是一个坏东西狼刚才和我说你是一个坏东西。。。。我说我说我说我说

你不坏你不坏你不坏你不坏，，，，他就要吃我他就要吃我他就要吃我他就要吃我。。。。””””大象听了非常生气大象听了非常生气大象听了非常生气大象听了非常生气，，，，说说说说：：：：““““你才是一你才是一你才是一你才是一

个大坏蛋呢个大坏蛋呢个大坏蛋呢个大坏蛋呢！！！！””””说完说完说完说完，，，，大象就用他的大鼻子把狼扔到河里面大象就用他的大鼻子把狼扔到河里面大象就用他的大鼻子把狼扔到河里面大象就用他的大鼻子把狼扔到河里面。。。。

小羊得救了小羊得救了小羊得救了小羊得救了，，，，小羊说小羊说小羊说小羊说：：：：““““谢谢你救了我谢谢你救了我谢谢你救了我谢谢你救了我，，，，大象伯伯大象伯伯大象伯伯大象伯伯。。。。””””    

    

    编者记    编者记    编者记    编者记：：：：五年级其他同学的作文将在下一期五年级其他同学的作文将在下一期五年级其他同学的作文将在下一期五年级其他同学的作文将在下一期《《《《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发发发发

表表表表，，，，谢谢大家的耐心谢谢大家的耐心谢谢大家的耐心谢谢大家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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