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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告栏    《好消息》长城中文学校Lego班的同学在First Lego League 

(FLL) 2012年Downingtown地区比赛中取得了令人骄傲的优异成

绩，组队不到两个月又是第一次参赛的他们，面对平均年龄高于

他们两岁的对手，赢得了机器人设计(Robotic Design)和机器人

对决(Robotic Performance)两个第三名奖杯，是所有参赛队伍中

唯一获得两个奖项的。 

    此次比赛于十二月八日在Downingtown 中学举行，共有来自

Montgomery 和Chester 郡的二十二所中学的队伍参赛，一起竞争

四个项目的十二座奖杯。长城中文学校代表队——The Great 

Wall Warrior ，是所有参赛队伍中唯一获得两座奖杯的。 

   FLL是一个国际性的儿童机器人设计与实现的比赛，参赛队要

求使用Lego Mindstorm 机器人组件设计并演示一个机器人完成制

定的任务。从1999年首次比赛以来，FLL现在每年吸引了来自七十

多个国家和地区9－14岁儿童组成的两万多个团队参加比赛。长城

中文学校的The Great Wall Warrior 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 

     长城中文学校2012年代表队的四名同学是：Steven Zhang，

Kevin Zhang，Richard Chen和Nathan Wang。学校将在每年秋季

学期开设FLL的Lego机器人设计课程，寓教娱乐，希望能有更多的

同学加入这个有益有趣的比赛。 

     

   《编者按》孩子们有着丰富的想象力，想象力可以激发创

造力。父母和老师可以激发和培养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魏东飞老师用写作文的形式激发孩子们大胆想象20年后的自

己，作文题材新颖别致。孩子们在作文中尽情发挥天真的想象

力，展示着自己20年后的远大人生志向和丰富多彩的幸福生

活。童心妙语，读来十分有趣。 

 

   读者们不要错过这期叶民家长的英国游记续集。游记对旅

游景点的描绘真实生动，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期待更多的家

长与我们分享精彩的世界和旅行的经历。 

葛安吉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我已经工作了。我是一名医生，明天给很

多人看病。我还开了一家饭店和一家理发店。我的家人都可以免费

来看病，吃饭和理发。我有了自己的家。我老公是一个动物科学

家。我们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女儿，还养了一只小狗和一只小花猫。

我的女儿们像我一样喜欢弹钢琴，滑冰，唱歌，跳舞和画画儿。我

的家离我爸爸妈妈的家很近，只隔几条街。每个周末，我和我老公

都会带我们的女儿去看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女儿们会给我的爸爸妈

妈弹琴，唱歌，跳舞和画画儿，还会跟他们说中文。多么温暖的家

庭啊！ 

杨明明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我是一个工程师。我修桥，建马路，做房

子。我可以用锤子和钉子。一个星期以前，我和其他人用金属块，

金属片，锁链，砖头，电路和钢筋混凝土在长江上修了一个很大很

大的桥。我想以后三年做一个会飞的车，一个极高速的火车，和太

阳能汽车。我还想帮妈妈做一个会做家务的机器人。如果有时间，

我还会给大家做个不要钱的污水净化器。我很喜欢我的工作。 

     长城中文学校将于2013年2月10日下午二时举行全校联欢

会。每个班级和许多学生家长都将展示他们的才艺，望大家出

席同庆。  

  Location: Upper Merion Area High School Audito-

rium, 435 Crossfield Road King of Prussia, PA 

19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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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章翔 

 

   二十年后，我就二十七了。我是一个汽车设计工程师。我有两

辆车，两个孩子和一个妻子。我有一个大房子。我设计电车，电

车用电。我设计的车可以在水里游泳，还可以飞得很高。我的家

有一个游泳池和一个阳台。我的家还有一个大房间，大房间里有

八个座椅。我喜欢我的工作，我喜欢我的家。 

 

马任远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我二十七岁了。我已经读完了书，我是

一名律师，有了自己的公司，自己的房子和家，还是两个小孩子

的父亲。我的姐姐三十九岁了，她是一位医生。我妈妈已经六十

四岁，我爸爸六十七岁，他们都很健康。跟我住在同一个小区

里。今天我要回爸爸妈妈家，看看他们都好不好，还要跟爸爸下

把国际象棋，当然要先帮妈妈烧饭。晚上就睡在我的爸爸妈妈

家，我的孩子们也睡在他们的爷爷奶奶家。今天我姐姐一家也要

回爸爸妈妈家。我们很开心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朱羿灵 

 

    二十年后的今天是我二十八岁的生日。那时我早就大学毕业

了。我会在这里做什么呢？我喜欢数学，我喜欢读书，我更喜欢

画画儿和写作。我也喜欢吹长笛和跳舞。所以我想我有可能成为

一个画家，我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像Dr. Seuss 那样的儿童作家。

我能做的事情太多啦，现在我想不清楚我到底会做什么。最好有

一个工作需要我所有会做的事，那我肯定会做得很好很好的。 

 

赵麓涵 

 

    二十年后我想成为一个研究动物的科学家。我最喜欢小蝙蝠

了，因为它是人类的朋友。它们喜欢吃人们讨厌的蚊子。它们还

是唯一的一种会飞的哺乳动物。它们会得一种病，叫白鼻子病。

假如它们得了这种病，它们的鼻子会变成白色，然后烂掉，最后

它们会死去。我长大以后要好好保护它们，不让他们得这种病。 

 

翟椿馨 

 

    二零三二年，我二十八岁。我是一个三年级的老师。我教小

朋友做数学题，读书，写字和画画儿。今天是星期三，是画画儿

课。我给了小朋友们蜡笔和纸，教他们画一个彩虹。我看小朋友

们画的画儿，都很好看。我好开心。我很喜欢我的老师工作。 

 

刘家华 

 

    二十年后我想当一个医生。我想当一个医生是因为人生病的

时候，他们就可以去我的医院。病人去我医院的时候，我就可以

给他们做各种各样的检查，治好他们的病。 

三年级作文选登 指导老师：魏东飞 

二十年后的我 

何睿佳 

 

    二十年后我想当一个美国作家。我想给小朋友们写故事。我想写

儿童书，长书，短书，还写小鸟书。我还想画一本有图片的书，这样

不认字的小孩儿也能看。 

胡雨辰 

 

   今年是二零三二年，我长大了，真高兴。我毕业了，可以工作

了。我要当医生。我可以开车，可以买东西，还可以去玩。我会跟爸

爸妈妈在一起。我还要爬山。我喜欢长大。 

朱思捷 

 

   二十年后我长大了，我会跟一只狗住。我是牙医。我早上八点去

上班，一天看八个病人，早上四个，下午四个，中午一个小时吃中

饭。今天我看了三个大人，五个小孩。其中有一个小孩五岁，她的牙

齿都黑了。她每天吃一百粒巧克力，不漱口，不好好刷牙，一天只刷

一次牙，她的爸爸妈妈都不管她，所以牙齿坏得很厉害。小朋友不要

吃太多糖，要勤刷牙，好好保护牙齿。每天下午三点我就可以下班回

家了。我会和我的狗玩。玩完了，吃完了饭，我就刷牙洗脸睡觉了。 

 

聂彬 

 

   二十年以后我是个电脑工程师。我坐在我的椅子上思考怎么做新

电脑。新电脑不用键盘人机对话，它会各种语言，人说什么语言，它

就说什么语言，它是人们生活中最好的朋友。 

 

杨安琪 

 

   二十年后我二十八岁。我想做画家。我也会弹琴。我喜欢我的妈

妈和爸爸。我会长得很高。 

 
  王同赫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我已经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小伙子了。我是一

个棒球运动员。我在Philly’s 棒球队。幸运的是，我的教练是Ryan 

Howard，我童年时代最喜欢的球星。我非常喜欢棒球。 

杨欣桐 

 

   二零三二年，我已经是一个医生了，我会看病。一天，我的邻居

跟我说：“我的小弟弟感冒了。”我说不用担心，我给他看看吧。邻

居说：“谢谢。”我给小弟弟做了检查。还给小弟弟吃一点儿药。小

弟弟吃了药好多了。小弟弟说：“谢谢医生。”我说：“不用谢。” 

 

缪卓雅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我正在家里画我的狗，我的狗是一只金毛猎

犬，它很漂亮。我是一个有名的画家，我的画可以卖很多钱。我刚刚

结婚，我的先生是一名作家，我们计划有两个孩子，我们的生活很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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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瑞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我二十七岁了。我是一位牙医，在一个很大

的医院里上班。我们那儿有很多好看的花，还有一个大鱼缸，里面

有很多鱼。在病人等候区，有电视和很多好玩的游戏。今天我有很

多病人。我教病人怎么刷牙最好。我也给病人检查牙齿，还帮病人

拔牙。我最喜欢的是给病人做假的牙。我们那儿有很多小玩具，小

病人看完牙医后可以拿三个小玩具。 

李小可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我二十八岁了。我从哈佛大学毕业，当了一

名内科医生。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我一到医院，就去了急诊室。

里边一个人都没有。我看见没有人我就去办公室工作了。到了中

午，我吃饭的时候有个病人到了。我给病人看了病。我对病人说：

“你感冒了，吃点药，打一针，休息几天就好了。”病人说：“谢

谢。”就走了。每天我六点就起来。日子会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

好多年后，我会退休。我喜欢这样的的一生。 

魏廉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的冬天，我已经二十七岁了。早上起来往窗外

一看，下雪了！很美！这是我新买的房子，邻居就是爸爸妈妈。我

现在是一个著名的画家。我的画很值钱，我只卖了一幅画就买了这

个房子。 

席卡卡 

 

   现在是二零三二年，我已经成为一名小学老师。我每天和小朋友

们在一起，教他们数学，语文和科学。我带他们去公园，图书馆，

博物馆上课，还去郊外春游。我们用电脑和各国小朋友们通话，写

信，学习外语，小朋友们很喜欢我。看着小朋友们一天天健康成

长，我非常高兴。 

 

商业嘉 

 

   二十年以后我有一个浅蓝色的甲壳虫的车。我是一个电影导演。

我的第一个电影叫Mixie the pixie。我二十九岁有了个女儿。我的

孩子叫Gwendolyn。我喜欢的颜色是天蓝色。我喜欢看电视。我们会

住在夏威夷。我喜欢吃芒果和鸭子，也喜欢龙虾和木瓜。 

 

李铭佳 

 

   二十年后的我已经是个儿科医生了。每天给小朋友们看病。当小

朋友们感冒、发烧、咳嗽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不要害怕。我会准

备一些可爱的小玩具送给他们。我会轻轻地检查他们的小耳朵，小

眼睛，小嘴巴，量体温，并且开一些不苦的药。最后在他们离开时

送一些小粘纸，并祝他们健康活泼。 

梁晶晶 

 

   二十年后，我会成为一名建筑师。我会用很多的马赛克去装修

我设计的大厦。我也希望在纽约曼哈顿，离帝国大厦只有两条街

的地方设计一幢大厦。我可能会和我的好朋友结婚，生小孩。有

空的时候我会画画儿，跳舞。周末我一定要睡到中午才起床。 

 

周心漪 

 

   二十年后，我三十岁。我已经工作了很多年。我也许是一个医

生，也许是一个科学家。我也许是画画老师，也许有匹马。我会

有一个狗和一个猫。这就是二十年后的我。 

英国游记—(续集)  

叶民 

伦敦 第二天 (莎士比亚故居 - 丘吉尔故居 - 牛津大学) 

 

    位于伦敦以西180公里外的斯特拉特福是个很小也很’普通’

的小镇。但莎士比亚这位文学泰斗的故居注定让这里一年四季不

会宁静。游客从世界各地怀着朝圣的心情纷纷涌来。交通方便，

不用自驾，完全可以达到。早上醒来，我立刻出门，深深地吸了

吸那里的新鲜的空气。全家人一路迎着朝阳走到了莎翁故居，沿

途睁大眼睛试图寻找这仙地的不同寻常之处。房屋筑都很简单，

风格也不陌生, 我看跟咱们MAIN LINE的有些房子风格有点相像。 

莎士比亚我们不必介绍了。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 世

界戏剧史的传奇。不仅仅是数量上的惊人，38部剧作，两篇长

诗，154首十四行诗。而且他的作品直到今天仍然是歌剧话剧导演

和演员们永远的最爱，无数次地在舞台上上演着。他使英国人在

世界的人文地位提升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程度。丘吉尔说，我宁

可不要一个印度，也不能不要莎士比亚。此时只觉自己才疏学

浅，没有完整读过他的作品，只知道有名的作品简介。要写这片

游记才有所了解。也惊奇地知道他的神秘经历引发无数人遐想。

关于莎翁的疑团有很多。 一是他的长相，始终没有一张千真万确

的画像可以确定他的真实长相，那个肥胖，胡腮，秃顶的相有人

说像屠夫。二是他的婚姻。爱情是沙剧永恒的主题, 而她的爱情

和婚姻却让人说不清楚。他18岁时与比他大八岁的妻子结婚。这

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婚后他又离开家乡长期呆在伦敦。71届奥斯

卡最佳影片《莎翁情史》就是呈现人们疑惑中想象的他在婚姻之

外的爱情。三是他的性去向，我认为这是现代人的活腻了的思

维。最大的疑团还是关于他的作品是不是由他一个人写的。52岁

(1564-1616)的一生那么多经典之作，是不是有个团队？一生那么

多作品，却没有留下多少关于他个人的记录。电影《匿名者》更

是大胆设想了另一个人莎翁著作的真正作者, 令莎翁FANS大为伤

心。总之很遗憾莎士比亚的身世有太多的神秘和猜想，这些也许

永远不会有清晰的结论。但不管怎样。莎士比亚确有其人，他生

于此死与此的房子确实存在。当然那些疑团在他的故居里是找不

到答案的。由于事先对故居没做研究，自然也没有什么期待。  

只是惊奇15几几年的房子就是那样上下两层颇具规模的小楼。  

http://mail.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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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还好好地保留着很多当时的包括织物和墙布皮手套之类的原

物。也没有比较，猜想富人家就是那样吧。后来修建的花园有许

多莎翁作品中的植物。2010年开始DIG FOR SHAKSPEARE 是为了从

一处拆除房子的废墟里找到莎士比亚最后岁月的蛛丝马迹。我们

看到了那个牌子，当时没明白怎么回事儿。故居出来，只见一群

远道而来的中国同胞，吵吵嚷嚷把平静的小街立刻变成了'CHINA 

TOWN'。幸亏我们已照好相了。之后去了莎翁大女儿苏珊娜的故居 

(联合票在一起的）。他有三个孩子（两个是双胞胎），唯一的儿

子在十一时不幸夭折。名字就叫HAMNET。与莎士比亚名著HAMLET 

仅差一个字母。作品也许是表达丧子之痛，也是想通过作品使其

永生。莎为比较亲近的大女儿置办了房产。里面有一些原物和一

些和作品有关的展览。后面的花园现在偶尔还有莎剧演出。然后

就去了镇上的圣三一教堂，莎士比亚连同他留给后人无数的迷就

葬在这里。当时正有活动，没有进去。没有去他的塑像处。就在

河边转了转。感受一下哪里的环境。 可谓短崭逗留。 

有介绍详细的文章 http://www.tuniu.com/guide/v-

shashibiyaguju-34078/ 

 

   下一站是另一个百年小镇—Broadnog。本着突出重点的原则，

就简略了。只想说如果不告诉我那是古镇，我会以为郊区的房子

就是那样的。说是几百年的古镇了。房子看上去依然很结实，尽

是些精致的各种小店，最让人忘不了的是那些古式的老爷车。不

时地出来兜风，让这个宁静的街道有了极为时尚的动感。 

 

    在餐馆吃一顿正宗午饭，又要赶路了，下一站又是一所故

居。这次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Churchill)的故居。丘吉尔在英国

的影响太大了。丘吉尔是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

年）期间的英国首相。他鼓励安慰英国人民度过战争的难关，是

一个伟大的战时领袖。还是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生'无所不

能'。 2002年，BBC举行了一个名为“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的

调查，结果丘吉尔获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而他那打着

手势刁着雪茄独特的风度和形象也是格外有魅力无人能效仿。他

祖上是贵族。在对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争中作为军队总司令取得胜

利从而破灭了当时统治法国的野心勃勃的路易十四登陆英国的企

图, 于1702年被安妮(Anne)女王封为公爵（DUKE)。这座宫殿就是

安妮赠予建造的叫做Blenheim(布伦海姆宫)。宫殿就象个皇宫。

金碧辉煌雕塑绘画各种装饰又多了些文化的内涵。非常多的家庭

成员画像显示这个贵族大家族何其兴旺。但所有这一切都是陪衬, 

真正让这座MANSION发光的是丘吉尔。丘吉尔1874年就出生于此。

丘吉尔的屋子里陈列着他出生时的小衣服小袜子和很多’活生

生’的实物,实实在在让人知道一代伟人是在这里诞生的。虽然只

是宫殿的一个角，但它却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丘吉尔曾风趣地

说，在这座房子里我做了两个决定to be born和to marry。他显

然作出了两个伟大而正确的决定。里面不准拍照。除了陈列之外, 

另一个参观的内容是用模拟人物和场景的方式还有电影之类的东

西，重现这个大家族的历史。十几个房间，完了一个再进一个。

对于我们这些掐算时间赶路的旅游的人来说略有些繁琐。但充分

体会到这个这个大家族和它不可分割的英国历史。这应该是我们

见到的最豪华的名人故居了。两天下来，未见皇宫，却已初步尝

到了皇宫的味道。出来之后坐小火车去看故居花园。我们只坐车

没看花园。    

    车上又是一片古典英语，又恍惚是在电影里。已是四点多

了，夏天延长的黄昏给了我们时间赶往今天的最后一站，也是英

国的另一所世界知名的学府——牛津大学。 

       按照GPS的指引，车顺利停在High street,也就是分割牛津的

商业街。在与high  street垂直的牛津最繁华最嘈杂的步行街上

麦当劳里解决了晚饭，也’观赏了’'形形色色'的年轻而有活力的

牛津学生。(顺便提一下，欧洲的麦当劳，不像美国那么张扬， 

一个大'M'高高挂起，这里都是谦虚的不起眼的小'M'。但也一样

诱惑年轻人)。牛津是英语世界中最古老的大学(1167年建)。 无

论多么古老，只要它有年轻的学生在走动, 那份古老就不显沧

桑，而是深奥，让年轻人永远探询不完。从这个意义上说。牛津

永远年轻。饱餐后，开始游逛。在一串参观的单子里，在有限的

时间里，先看哪一个，完全茫然。但我们总是带着印好的要参观

的图片，问路非常方便。我歪打正着地先问了圆楼, 就是那个牛

津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图书馆。在一个学生的指点下，一眼望得到

High street上有一棵很明显的树，从这里就进入牛津的一个精华

区。旅游LIST也一举解决了一半。首先看到的是那个拉德克利夫

圆楼(Radcliffe Camera)。它是博德莱安图(Bodleian library) 

的医学和科学书籍馆。Bodleian library是藏书量仅次于大英图

书馆的世界最古老图书馆之一(1602建)。而且无任何例外从不外

借。由于傍晚人员稀少，圆楼像是封闭的陈旧建筑有点沉闷而没

有生机。但这的确是牛津不可错过的地标。再往下走就能看到

sheldonian Theater。这是牛津每年举行毕业典礼的地方，当时

正看到很多衣冠楚楚的人们站在外面，好像是演出的break时间。 

在这一带，接连看到几个标志性建筑，其中就有叹息桥。难道牛

津学生也需要找地方叹息吗？1914年照着威尼斯的叹息桥建立了

这座牛津城的叹息桥。据网上说是备学子们考试不佳心情不爽时

到桥上叹息用的，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大发雷霆发泄不满，免得

想不开憋出病来。如此说来，哪所学校都需要一所叹息桥了。但

必须要有两个靠的不远不近的楼能搭在一起。唯有牛津学生得天

独厚。我们也满足地看着了世界上两个同样名字的景点。天完全

黑了，我们牛津第一天就到此为止。旅馆就在大学边上。(相关网

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9967e20100m9e2.html) 

莎士比亚故居小镇的旅馆街  

http://www.tuniu.com/guide/v-shashibiyaguju-34078/
http://www.tuniu.com/guide/v-shashibiyaguju-340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