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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告栏  
 时光文艺沙龙系列摄影讲座第三讲《花卉微距摄影以及摄影

构图技巧》 主讲人: 陈立琼  时间: 11月4日下午2:30—5时. 

地点: Lawrence Hall一楼的礼堂。 

 秋季汉语水平考试（HSK）将于12月2日在我校举行，报名

截止日期是11月2日。详情请咨询本班老师。参加者请尽早

报名。 

 亚都好声音 我唱我开心 (The Voice of China Comes to 

UDCA). Registration deadline:  Nov. 3 , 2012 (详情见第四

版）。 

      第一讲由专业摄影师萧燕主讲。他用大量精美、生动的图片和

幽默诙谐的语言告诫大家摄影需要练就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要机

不离手，随时随地练习，所谓“得个窝就下蛋，给点水就撑船”。 

第二讲首先由摄影沙龙理事辜晓虎介绍不同档次的相机和镜头，然

后化学博士李从军主讲，主要介绍摄影的基本的知识和ISO、光圈和

快门速度等基本参数指标的运用。参加讲座的大部分学员都带来了

相机和笔记本，边听、边实习、边记录。虽然大家带来的都是千元

以上的单反数码相机，但当李老师问道谁知道相机的sensor在哪里

时，居然只有一个人举手。当讲到调节光圈、快门，很多人不知道

怎么调，他们都一直是用全自动档，把单反机都当傻瓜机用了。看

来这个摄影讲座太必要了。李老师用软件显示了调节ISO、光圈和快

门速度对画面曝光的影响。讲解了图像RAW格式和JPEG的区别，他

把RAW和JPEG生动地比喻为生菜生肉和炒成可口的菜肴的关系。课

堂上学员们频频提问，对技术问题进行热烈讨论。最后李老师分

析、讲评了学员发给他的习作，学员们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课

后，辜晓虎老师和李从军老师带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学员们来

到校园，进行实地拍摄、练习。有几位学员没有带照相机，在一旁

急得直手痒，忍不住时时给带相机的学员“支

招”。辜晓虎老师请大家把校园实习拍摄的照

片发到他的邮箱:chester8photos@gmail.com。 

他会负责把图片上载到摄影沙龙网站的“交流

园地”，供老师和学员们一起讲评。 

      摄影讲座还有六讲，初步定为隔周一次，

请注意学校通知和学校网页“What's New”。 

讲座将涉及摄影用光、家庭摄影、风景摄影、

艺术摄影等广泛内容，欢迎更多的摄 

影爱好者加入。感恩节、圣诞节和新年快到

了，拥有高级相机却只当“傻瓜”用的 

朋友们正好借此机会，让你的相机物有所值，

让你的家人赞叹你记录下的如诗如画、 

生动活泼的美好瞬间，也给你自己留下一份美

好难忘的记忆。 

摄影讲座第二讲后校园实习 (摄影:李从军) 

摄影课热烈互动、 发烧友校园练兵 

——《摄影系列讲座》专题报道:  

为了增进摄影爱好者之间的交流，以及各位家长在家庭生活中

希望能够捕捉到美好瞬间的需求，更为了各位拥有不同照相机

的朋友能够好好使用、多多使用相机，本学期我校与“时光文

艺沙龙”联合举办了《摄影系列讲座》。 

http://www.greatwall.org/?page_id=1742
http://timelightart.smugmug.com/Groups/CG/14175631_cX8hxZ#!i=1908261372&k=h9FkV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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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假期 

万明昱（8岁）  

    放假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坐飞机去泰国玩儿

了。过了几天又坐飞机去了普吉岛。我们在普吉岛的

时候打算到皮皮岛去玩儿一天，所以我们就坐船去那

里。 

 

    在船上我和爸爸妈妈都晕船了。我们在皮皮岛上

休息了一会儿，觉得好多了。我们又坐上了船到另外

一个岛上去看猴子。猴子们在沙滩上到处乱跑，一个

小男孩儿在吃暑片，一只猴子突然跳到他身上要 抢

他的暑片，那个小男孩儿吓了一跳，我也很惊讶，同

时又觉得很好玩儿。 

 

离开猴子岛以后，导游带我们去浮潜，在路上

她给我们介绍了燕窝，燕窝是一种鸟用它的口水织

成的鸟巢。浮潜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 多鱼儿，导游

说我们可以用来之前买的面包来喂鱼儿，当我把面

包放 在水面上的时候，一群一群的鱼儿都来吃面

包，它们的身体滑溜溜的。 

 

吃过午饭以后，导游让我们在岛上休息。我

在沙滩上捡了很多完整的小贝壳，我还捡了一些珊

瑚。我觉得那里的沙滩都很干净，沙子是黄色的，

海水是深蓝色的。 

 

我觉得皮皮岛真有趣。 
 

我的署假生活 
 

方佳颖（7岁） 
 

    今年夏天，我们全家一起去中国旅游。我们首先飞

到上海。我在爸爸妈妈以前读大学的校园里看见了很多

可爱的小野猫。 

 

  我的署假生活 

    方佳磊 (12岁) 

 

    今年夏天，学校一结束，我和妈妈，妹妹一起去

中国旅游。我们从费城经过多伦多飞到上海。爸爸已

经在上海等着我们了，我们去看了爸爸妈妈以前读大 

学的校园，我的妹妹最喜欢校园里面的小野猫。 

 

    第二天，于叔叔开车接我们从上海去舟山。舟山

是一个群岛，我们坐的车要经过长长的跨海大桥。跨

海大桥非常壮观，我觉得车好像开在海水里面。舟山

的海和山都非常美。我在舟山见到了我的爷爷和奶

奶，姑姑和表哥。我特别吃喜欢舟山的海鲜和爷爷种

的青菜。 

 

    过了几天，于叔叔开车送我们到上海火车站，我

们要乘火车到福建三明。等我们火车经过嘉兴的时

候，小舅舅全家也上了这列火车。我们正好在一个车

厢里。小表妹抱着我的妹妹高兴极了。到了三明，我

见到外公和外婆还有大舅舅和全家。 

 

    有一天早上，舅舅带我们去三明公园。我们先坐

电缆车到山顶，从山顶上可以看到整个三明市。我特

别喜欢开碰碰车，所以我玩了好几次。我还喜欢从山

顶滑草到山下。三明的天气真是热极了，可是我们玩

得真开心啊! 

 

    在三明过了几天，我们带着外婆一起坐飞机去了

西安。西安市一个有名的古都。这里有秦始皇的兵马

俑。我还喜欢大雁塔前面的音乐喷泉。西安的特色小

吃是羊肉泡馍。 

 

    最后，我们又坐飞机回到上海。我跟妈妈和妹妹

去了苏州。苏州的假山和园林很特别。我还喜欢在船

上看河两岸的人家。 

 

    我在中国的夏天过得很开心，因为我见到了我

们在中国的亲人，也去了很多地方，尝了很多不同

的东西。我希望下一个暑假还去中国。 

 

美东地区第一届少儿中文写作大赛 - 费城长城中文学校参赛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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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凤凰古城时，很多人都拉肚子，我们和姑

姑家一共八个人吃了一整瓶黄连素。在张家界，我去

了电影阿凡达拍照的地方，景色很好看，可是我有点

儿害怕，因为那些地方太高了，如果我不小心掉下去

就回不来了。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天门山的天门洞。那

里总共有九百九十九个台阶。妈妈和哥哥一看有那么

多的台阶就坐在地上不肯起来，最后我和爸爸爬上了

天门洞。往上爬时还好，可是这么多台阶走下来时，

我的腿都软了，我也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到了北京再

爬长城，我觉得长城真不长，在好汉坡上我还拿了我

登上长城的证明。舅舅、妈妈和哥哥坐缆车上的长

城，他们说爬长城好累。 

 

    这个暑假是我最喜欢的暑假，我去了中国的很多地

方，看到了很多世界有名的景色，见到了很多亲戚，还

吃了小肥羊和北京烤鸭。明年暑假我还想回中国。 

 

我的暑假 
 

张华龙 
 

       今年暑假我参加了两个夏令营：一个是中国寻根夏

令营，另一个是汉办夏令营。这两个夏令营都是在上海

举办的。 

 

        在夏令营期间，我参观了许多有趣的地方。可是我

觉得最特殊的地方是上海气味图书馆，从外表上看它一

点也不起眼，有点破旧。有些人会一眼不看就走过去

了，错过了这次体验；有些人呢，就会停下来，转过头

看一看；这些人中又会有些人希望继续满足他们的好奇

心；这些人就会进去看一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 
 

         一进门就看到一间不怎么大的白屋子，墙上挂着几

行架子，架子上摆着一个个小玻璃瓶子，玻璃瓶子里有

一个小棉花球。瓶子外面贴着一个长方形的标签。当你

拔开瓶塞时，里面的气味立即充满你的鼻孔。有些是香

的，有些是臭的，各种各样的异味都有。气味的种类真

是数不胜数：有桃味的，梨味的，荔枝味，土味，烧焦

味，豆腐味，巧克力饼干味，香草味等等。 

    然后，我们从上海坐车去舟山。舟山是由很多

岛组成，我们坐的车要经过长长的跨海大桥。舟山

的海边真美啊！我们看到海边爬着很多螃蟹，有一

只螃蟹还走到了我们的脚边，我小心地抓住它，它

想咬我，可是咬不到。 

 

       再后来，我们乘火车到三明。有一天，我的舅

舅带我们去游乐场玩儿。我们先坐电缆车到山顶，

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河，还有城市。我们在

山顶上坐了过山车，还有碰碰车。我的小表妹只有

两岁，她只可以骑木马。天气很热，可我玩得真开

心! 
 

       最后，我们去了西安。我很喜欢西安。我喜欢

我们住的酒店，因为酒店有一个池塘和花园，里面

有天鹅、孔雀、鸭子、鸟和鱼。我在西安看了一个

很好的表演，有很美的灯光和舞蹈。西安还有很多

好吃的，我最喜欢吃的是宽宽的棒棒面。 

 

     我们回到美国了，在家里呆了几天，我们又去了

纽约。我们在纽约看了自由女神像，还去了博物

馆。 

 

     我觉得还是家里舒服一点。 

 

    我的暑假生活 

      陈查理 (7岁)  

 

    今年暑假我去中国了。中国很热，走到哪里都有

很多人。可是我喜欢中国。 
 

       在上海，我去了东方明珠电视塔，在塔的第二个

明珠球上，我买了明信片寄给美国的同学，他们很喜

欢。我在南京看到了爷爷。爷爷送给我一套毛笔和能

用水写毛笔字的布，爷爷叫我多学习中国的传统文

化。虽然我不懂爷爷的话，但我想他 是叫我多练习写

毛笔字。 

        在桂林，我参加了奶奶的葬礼。奶奶的墓地在一

个山坡上，葬礼上放了很多鞭炮，我给奶奶烧了三根

香，希望奶奶在天堂身体健康。我在桂林见到了很多

亲戚，有一次吃饭来了三十多个人，他们给我和哥哥

好多红包，可是妈妈把红包都收走了，一点儿钱也没

留给我和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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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气味图书馆之旅让我对气味有了一个全新的尝

试。 

    夏令营另一处亮点就是跟朋友打牌。一共有来自世

界各地的七百多位学生。我的小组里有二十名同学，

其中十位来自美国费城地区，另外十位来自德国汉堡

地区。一天活动一旦完毕，我们就堆进一间宿舍里，

拉进一张桌子，准备好食物，锁上门，一晚就不出去

了。打赢的人热情洋溢，有些人在他们后面给他们加

威助阵，打输的人躺在地上垂头丧气，一片热闹景

象。通过打牌，我不光提高了我现有的技术，还学会

了许多新的打法。 

    这两件事仅仅是我夏令营中的冰山一角。夏令营也

只是我整个暑假生活中一小部分。在这短短的文章里

不能一一叙述，只能概括我认为最有意思的地方。 

我的暑假生活 
张华玮 - 六年级  

 

    今年暑假，我和我全家去了好多好玩的地方，但是

我最喜欢的还是宾州北部的Pocono。  

 

    Pocono 是一个山区。我在那里玩儿了飞索。当

时，我真有一点害怕，工作人员把我绑在一条绳索

上，还说我得跳下山沟里，很安全，我吓坏了，但是

我还是跳了，我感觉我在飞。我很快就飞到了山的另

一头，我很兴奋，我爸还给我买了一张我在飞索上的

照片。在山里，我们爬了好多山，看到了许多瀑布。

在瀑布旁边，我看到有一些人在跳瀑布，他们先爬到

瀑布上面, 然后纵身跳到冰冷的瀑布水里。他们胆子

可真很大啊！在Pocono山里我们还去了有名的“石头地

（Boulder Field）”，那是一个国家公园，一片石头

地。听说很早以前，这里的石山由于气候的变化而变

成了这些石头。我边爬石头边看石头上的蜘蛛，不一

会，就爬了很远。当我回到车上，我出了好多汗，真

累啊。 

 

   Pocono山里有好多好玩的景点，这可是我最愉快的

一个暑假！ 

      (李从军老师指导学员)  

      亚都华协现在开始接受参赛选手报名。歌曲比赛方式不限，可

以独唱，也可以组合。亚都华协将邀请专业评审团和观众评审团共

同点评和评判。评选会结合专业性，娱乐性，和观赏性，评出大奖

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获奖选手将获得亚都华协颁发的

奖品和证书，并可免费参加亚都华协明年的Memorial Day Picnic。

有兴趣报名者，可发email 给: xinkaik@yahoo.com activ-

ity@udchinese.org 

报名截止时间:  11月 3日 , 2012年 

Event place: 1581 Fort Washington Avenue, Maple Glen, PA 

19002. 

欢迎大家转告这个消息给爱好唱歌的朋友. 

UDCA 亚都好声音筹备组 

总编：袁树林本期编辑：袁树林 本期校对:袁树林 凌菲 本期植字：刘春鸿 魏东飞 本期摄影：刘春鸿，修片:萧燕(老枪)   

(辜晓虎老师指导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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