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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寄语 

校长 杨建平 

亲爱的洛丽汉语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家长们:  

又是一年金秋黄，又是一季收获忙。在这丹桂飘香，秋高气爽的大好时

节里，洛丽汉语学校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学年。我代表学校执行委员会向我们

的新老同学、老师和家长们表示热烈地欢迎。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我校创办十二年来，经过前任

十二位校长及全体教师和义工的努力工作、辛勤耕耘，在广大家长和社会各

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累累硕果。无论是在学校的常规管理方面，还

是在师资培训、聘任制度及教学管理方面，都逐步形成了洛丽汉语学校自己

的特色。现在，我校从学前班到九年级，每周六都有近 500 名学生在这里学

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我们的师生在各类竞赛活动中屡次获奖，取得了骄人的

成绩，这些都标志着我们学校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达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  

我们共同见证创业的艰辛，我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忆往昔，创业艰辛；看今朝，我们更知守业不

易。回顾过去，看看现在，想想未来，我们又到了一个奋斗的新起点。新的学年，新的学期，寄寓着新的希

望。十二年，不是收获的终点，而是奋斗的起点。新的起点，意味着新的希望、新的收获、新的机会；新的

起点意味着新的竞争、新的挑战、新的拼搏！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去迎接挑战带给我们的大好机遇。 

作为洛丽汉语学校的新任校长，我深感肩上责任重大，但我相信，有我们全体教职员工的无私奉献，有

我们广大家长和社会力量的鼎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团结创新、积极向上、无私奉献的团队精神，洛丽汉语学

校将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源远流长,一脉相传,从未中断。中国的崛起，美中关系的深入发展，美中贸易的进一

步扩大，激发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民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华民族的方方面面。我们有责任

也有义务在中美文化交流中，搭建一座彩虹桥。在新的学年里，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校的汉语第二语

言 (CSL-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教学，以满足越来越多的喜欢汉语的外国朋友学习汉语的需

求。我们还将继续开发更多的文化活动课。除了参加华人社区的文化活动外,我们还将大力支持并鼓励我校

的文艺团体参加主流社会的各种活动, 积极参与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播工作, 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应有的贡

献。 

为了丰富师生和家长们的文化生活，我们将继续加大对图书资料及各种文化活动的投资，进一步完善图

书资料的管理，使我们的图书馆真正成为大家的中华文化信息中心。 

洛丽汉语学校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帮助，离不开每一个人孜孜不倦的努力。所有的一切，都

需要充足的资金。在新的学年里，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我们集资公关部门的功能，充分利用外界资源，特别是

利用我们有相当多的家长在 CISCO，SAS，GSK 等国际性大公司供职的有利条件，充分调动这些家长为我们学

校做义工的积极性，让他们加入到我们的义务服务的队伍里来。这样既解决了我们学校人手不足的问题，又

为我们带来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公司捐助。同时也会鼓励更多的热心中文教育，关心社区的商家、企业以及个

人在洛丽汉语学校的《学生通讯录》刊登广告及赞助我们的各种活动。 

当前困扰我校发展 严重的问题就是校舍的短缺，我们将密切与我们的董事会及相关单位合作，争取找

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为我们学校的长远发展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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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行政人员都是由一群热心的义工组成的，我们会尽心尽力把我们的工作做到 好, 但在具体的执

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过失和错误。我殷切地希望我们的家长和同学们能够及时提出批评

和建设性的意见，同时也希望少一些责备，多一些鼓励，多一份关爱，多一份投入，把洛丽汉语学校当作自

己事业的一部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义工队伍中来，一起为学校的发展奉献自己的爱心和智

慧。只要我们共同努力, 团结拼搏，只要我们求真务实，脚踏实地，我相信我们的中文学校一定会有更加美

好的明天。 

后祝愿大家在洛丽汉语学校度过一个美好而愉快的新学年! 

学校动态 

2007 年《第八届世界华人小学生作文比赛》RACL 获奖名单 

奖项 
学生 班

级 

作文 指导教师

二等 李亿桐 3A 我在中国当翻译 金琦 

三等 周安杰 4M 我的外公 于丽红 

二等 王欣瑞 5A 跳动的鸡蛋 郭嘉 

二等 邢清阳 5C 学画画 袁聆 

二等 张一娜 6A 可怜的小松鼠 钟鹏 

二等 骆守韬 6A 我喜欢的中国菜—锅贴 郑金华 

二等 曾楚蒙 7A 学做彩色玻璃窗 杨晨敏 

一等 柏洋 7A 学中文的乐趣 杨晨敏 

三等 杨海 7B 一个难忘的地方 黄静 

三等 梁泽西 8A 海边的一天 张坤 

首届“语文报杯”世界中小学生作文大赛获奖学生名单 

 

学生 奖项 作文 指导教师

徐晛 三等奖 我的圣诞礼物 许 媛 

谢铠楠 三等奖 白龙马与小白兔 吴天舒 

王欣瑞 三等奖 我的小仓鼠 吴天舒 

袁雨晖 三等奖 坚持才能成功 石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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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韵莹 三等奖 我 喜欢的动物 石 青 

景熠 三等奖 我 喜欢的动物 石 青 

孙捷 三等奖 送上一份特殊的礼物 石 青 

王嘉莹 三等奖 一次难忘的旅行 袁 聆 

魏玮娜 三等奖 愉快的寒假 袁 聆 

周安杰 三等奖 张家界 于丽红 

李洋 三等奖 小弟涛涛 于丽红 

刘忻泽 三等奖 我的新年 苗 容 

 三等奖 难忘的北京之行 苗 容 

曹晓华 三等奖 打好乒乓球 钟 鹏 

刘怡泽 三等奖 记一件有趣的事 钟 鹏 

 三等奖 游 Myrtle Beach 杨晨敏 

石禹明 三等奖 纽约 郑金华 

曾楚蒙 三等奖 给好朋友的一封信 杨晨敏 

 三等奖 水上乐园 杨晨敏 

郑丽莎 三等奖 我们的新船 杨晨敏 

张艾咪 三等奖 我喜欢的小动物 杨晨敏 

 

RACL 教务组 2007 学年秋季简讯 

教务长 石青 

• RACL 本学期约有学生四百八十多名，共开设了三十五个语言班，其中包括以<<中文>>为教材的二十三个

班级，以<<马立平中文教材》为课本的六个班级，以及一个中文 SAT II 班，二个儿童 CSL 初级班，二个

成人 CSL 初级班和一个成人 CSL 中级班。 

• 为了搞好教学工作，教务组今年由四十八位成员组成，包括三十五位语言课教师、五位语言课助理教

师、一位史地课教师、一位中国文化课教师、一位录像课教师及一位代课老师等。 

• 今年共有九位新教师加入我们的教师队伍。她们是： 

KC 班老师--吴 茜 

2A 班老师--高秀芹 

3B 班老师--陈红实 

9A 班老师--滕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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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 班老师--王兆君 

PreK-A 班助理教师--殷 俊 

PreK-B 班助理教师--许怡清 

M2 班助理教师--袁 萍 

M3 班助理教师--陈改平 

让我们大家一起热烈欢迎新老师加入我们的教师队伍，为我们的教学带来新的意识和活力！ 

• 欢迎沈慧老师和邹悦老师克服许多困难，重新加入我们的教师队伍，继续为普及中文、弘扬中国文化作

贡献。 

• 欢迎教务助理陈箐、王志岩加入教务组，和我们一起分担教务组繁琐的日常事务。 

 让我们一起努力，在学校、教师、家长三方大力配合的前提下，把我们的教学工作办得更好，使我们的

教学水平能够满足不断升温的“中文热”的需要！ 

四名 RACL 学生在首次 AP 中文考试中获得满分 

RACL 有四名学生参加了首次 AP 中华语言和文化考试，他们都获得了满分（５分）的好成绩。这些学生

是： 

Kristy Chong(荘愷澄)，Hayson Tsang(曾舜熙)，Squeenie Tsang(曾舜君)，和 Eunice Yim(严海

欣)。 

２００７洛丽中文学校期末野餐会 

本刊特约稿件 龚晓哲 八岁 

六月二日我和妈妈爸爸到 APEX 的 Laura Duncan 公园去参加洛丽中文学校期末野餐会。我们去得很早。

我看见的第一个游戏是小蓝球。我从那儿得了两张奖票。我后来也玩了呼啦圈，小高尔夫，摸福，读中文猜

谜语和跳绳。 

洛丽中文学校请来了一个小丑。我帮她搬了收音机，和她照了相。她给我了一个长气球做成的兔子。她

骑着一个单轮车，小朋友们都排着队让她给吹气球。中午时她表演了魔术。我觉得她会骑单轮车挺不简单

的。 

过了一会儿，我和妈妈一起去了湖边。在那儿，我看见了两只鸭子。我还找到了两片羽毛，拿着很高

兴。后来，妈妈要看看中饭到了没有，我们就离开了。我们发现有盒饭和西瓜，但 pizza 还没到呢。我们等

了好长时间，pizza 终于来了。我们都吃得很香。 

我玩各种游戏得了八张奖票，拿到了一把水枪。我得了水枪以后发现林子里有人，就冲进去看。原来，

有些男孩用水枪滋他们的‘敌人’。我是个女孩，所以我一进去，枪都冲着我。他们问我是自已人还是敌人。

我说是自己人。我们又开始‘打’了起来。 后，我们的头儿，Kevin，要走了，大家也就散了。 

今天聚会我 喜欢的是玩水枪。到夏天我还可以在游泳池接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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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春季野餐会照片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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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世界华人小学生作文大赛 (RACL)参赛作文集（二） 

〔注：上期校刊刊载了部分参赛作文，这期继续刊载其余的参赛作品。〕 

我的寒假生活 

学生：徐晛   班级：4M / 年龄：11 岁 指导教师：于丽红 

今年的圣诞节，我们一家和姥爷姥姥坐船去巴哈马旅游。 

12/23/06 

今天，我们吃完早饭以后，就上车从北卡出发。一路上经过了 South Carolina 和 Georgia 。 我坐在

车里一会儿和妹妹看 DVD ，一会儿看看外面的景色。晚上九点钟 ， 我们到了 Florida 的一家旅馆。这里

的屋子好大啊！有电视，饭桌，两个床，厕所，计算机桌 和两个沙发。 

明天，我们会从附近的 Port Canaveral 上船，开始四天的海上旅行。 

12/24/06 

中午，吃完饭以后，我们开车到 Canaveral 港。在那里，我们把大行李放在一个大箱子里，过一会儿，

会有人把大行李送到船上的。 小的行李我们自己拉着走。大家进了一座大楼，把我们手里的行李放在了一

个传送带上检查。然后，我们顺着走廊上了船。这条船的名字叫 Sensation 。它有一个象鱼尾的烟囱，一

共有十二层，能住两千五百人。爸 爸，妈妈，我和妹妹住在房间 R44，姥爷和姥姥住在 R48。吃完饭以后，

我和妈妈去看我们的一家朋友，叔叔，阿 姨，和两个小弟弟。他们住在 R46 房间里。船内的电梯都标着字

母。我发现了这些字母都代表着什么。它们是每层甲板的名字。E 是 Empress, M 是 Middle, S 是 Sports, 

L 是 Lido, A 是 Atlantic, P 是 Panorama, 和 R 是 Rivera。 

12/25/06 

现在啊，大家正在吃早饭呢。我们在 Seaveiw Bar and Grill (船上的一处餐厅) 里吃饭。它在 Lido 

层上。 这一层里有 Grand Spectrum, Patio Pool, Camp Carnival, 和 Seaveiw Bar and Grill。 可是

啊， 今天，我们要上一个巴哈马小岛。这个岛叫 Freeport Island。 中午的时候，大家一起去了海边。我

和妹妹想用沙子和海水做一个游泳池，可是，每次都会被海水冲坏。后来我们一起回到了船上，把游泳衣穿

上，把衣服套在外面， 

一起吃饭去了。吃完以后，我们小孩子们都去游泳了。我去了深水池游泳，有 4 英尺深。妹妹和弟弟们

都去了 Spa。 

12/26/06 

七点种，我起来，刚看见我们的船靠近陆地。这个岛叫 Nassau。九点，我们下了船，交了一百二十块

钱，上了旅游车，离开了船港。大家看见了很多好看的地方呢! “Pink House”是个粉色的大楼，相当于美

国的 White House。我们也看见了纪念王后(Queen Victoria) 的楼梯。Queen Victoria 做了好多帮助奴隶

的事。 因为她在位六十四年，六十四个台阶没有到山底，所以又加了两个台阶。我们看见了一个人工造的 

Atlantis 。那里好大，好漂亮啊!  我听说，要是你想在那里的 好房间住一夜，那需要交两万五千多! 

12/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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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会一整天在海上的。早晨七点中，我就把妈妈叫醒了。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去吃饭了。我和妈

妈回房间的时候，爸爸和妹妹已经起来了。今天早上，大家都在屋里玩儿，看电视和睡觉。中午的时候，叔

叔，阿姨，两个小弟弟，妹妹，妈妈，爸爸，姥爷，姥姥，和我一起去吃饭了。吃完饭以后，我和妹妹去了 

Camp Carnival 。两个小弟弟，都去打 Golf 球去了。我在 Camp Carnival 涂了一个短袖 T 恤。过一会 

儿，妈妈就来接我们了。 

今天真好玩儿，可是明天就会下船的。 

 12/28/06 

今天，我们要下船了。 

大家八点钟就准备好了。一层一层的离船，好慢啊! 下船以后，爸爸把车开到了那座楼前面。 我们把

行李装在了车上。 开车去了一家旅馆。 

12/29/06 

太好了! 今天，我们要去 Disney World 。早上十点，我们就到了梦幻世界(Magic Kingdom) 公园。我

们去了 It’s Small World ， Aladdin’s Magic Carpet Ride ，Space Orbiter ，Jungle Safari ， Peter 

Pan’s Flight ， Snow White ，和 Winnie the Pooh 。其 中啊，我 喜欢的是 Space Orbiter 。 它是象 

Aladdin’s Magic Carpet Ride。 可是，你必须坐电梯上第二层，进模拟飞机。真高啊! 从飞机里面可以看

好远! Disney 的夜景很美。  

我们玩儿得很高兴，一直玩儿到了早上两点，我们才离开 Disney, 回到旅馆。 

12/30/06 

今天，我们要回家了。爸爸和妈妈轮流开车，姥姥和姥爷坐在中间，我和妹妹坐在后面看 DVD 。  

这个寒假真好玩儿! 我希望下个寒假会一样好玩儿! 

我的滑雪之行 

学生：李洋  班级：4M / 年龄：10 岁  指导教师：于丽红 

 “哇! 下雪了! 下雪了!”我一边喊一边扛着我的雪橇往外走，我现在在位于西弗吉尼亚(West 

Virginia) 的 Snowshoe Mountain 滑雪。Snowshoe Mountain 有三种不同难度的雪道， 容易的是绿道，然

后是蓝道， 陡的是黑道。 

这几天，我一直都是在绿道上滑。 今天， 我和我的爸爸会去滑蓝道。 Yay! 我到了蓝道的第一个陡坡

上，只见这个坡比绿道陡得多，长得多， 我心里直发慌。 这下，我心里没有底儿了。但是，我知道我不能

放弃。所以，我把恐惧抛到脑后，开始从陡坡上往下滑。我轻声对自己说：“小心，慢点儿！小心， 慢点

儿！你可以做到。”终于，我到了坡底下，一跤也没摔。 我突然意识到是我的决心和我的信心把我顺利地

带到了陡坡底下。 我又轻松地滑了好几个蓝道， 玩儿得很开心。从这次经历，我学到了只要有信心，力量

和决心，就可以完成看似很难的事。 

五天很快就过去了，在离开 Snowshoe Mountain 的路上，我对她默默地说：“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

时光。我会想你的，我还会再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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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公 

学生：周安杰 班级：4M / 年龄：11 岁  指导教师：于丽红 

我的外公是一九二六年在上海出生的。他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外公是老大。他属老虎，比我妈妈

爸爸大三个老虎。 

我外公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在 1948 年，他去了美国的 Michigan State 大学学习。当时，他要坐

大船从中国到美国。这艘船有七到八层楼高，很大。他的旅程要经过一望无际的海洋，还会碰到凶猛的波

浪，非常不方便。我们现在回中国，坐飞机大概要二十四小时。我已经觉得太长太累。要是坐船二十多天，

怎么办呢？可是，船上有床，游泳池和体育馆等，这些帮助他们渡过这漫长的二十多天。外公的船经过了香

港，菲律宾，Hawaii 和旧金山。到美国后，他还要坐火车到 Michigan。 

我外公在 Michigan State 学了农业和植物生理。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芝加哥大学做

研究工作。虽然他在芝加哥有工作，但是为了提高中国的植物研究，两年后，他就坐船回中国去了。 

我外公虽然是上海人，但是为了帮助广州建立华南植物研究所和植物园，他放弃了在上海舒适的生活来

到广州。他用学到的知识来帮助建立这个植物园。这个研究所从小小的几个人变成了一个两百多人的大研究

所。这个植物研究所主要研究植物生理，植物应种起源和植物分类。我外公在那里研究植物生理，他当了多

年的副所长和所长。他去了很多国家开会，如日本，苏联，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哥伦比亚，菲律宾，马

来西亚，加拿大，和印度尼西亚等等。他还发表了五十多篇文章。他经常跟外国学者交流研究结果。 

我外公在一九五五年结婚的。他那时候二十九岁。他有两个孩子，我的舅舅和我的妈妈。外公是一个很

忙的人，可是，他也很喜欢陪我们玩。外公在去世界各国开会时，总是抽出时间来美国看望我们。我很喜欢

和我的外公打牌，玩飞行棋，和斗兽棋。他也给我们讲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每次回中国的时候，他带我们

去参观。外公带我们去看美丽的珠江，黄浦江，高高的东方明珠，好玩的动物园和海洋馆。外公有一些很可

笑的毛病。他喜欢吃西瓜，可是他怕里面的籽。在他小的时候，他的弟弟还用西瓜籽吓他。外公也不吃鱼。

这不好，鱼对身体很好！ 

 虽然我和我的外公相离千山万水，但是，由于今天的新技术，我天天都能通过网路和外公见面谈话。 

当叔叔 

学生：郭鑫  班级：5C / 年龄：11岁   指导教师：袁聆 

去年暑假里，我们一家和大伯父一家，相约在 OUTERBANKS 的海边度假。我们租了一个独立的大房子，

这个大房子有四个卧室和一个大客厅，还有一个很大的阳台。 

大伯父一家比我们早到那里，所以当我们打开门时，我听到了“叔叔”“叔叔”的叫声，原来是大伯父

的孙子和孙女也来了，他们这是在叫我呢。说我是叔叔，其实我比他们也大不了几岁，所以我们很快就能玩

在一起，而我当然是“领导”了！他们很听我的话，我也很让着他们。每天我们一起去钓鱼和游泳，回来后

我们还一道在电子游戏机上玩游戏。特别是国庆节那天的晚上，当我们一起放焰火的时候，他们都吓得躲到

我的身后。我就告诉他们：不要害怕，然后我就把他们搂在一起，大家一块儿看完了所有的焰火。 

一个星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当了一个星期的“叔叔”，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临别时，大家相

约明年还要再相见，我又可以当一回“叔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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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评语：小作者有板有眼，像模像样地当了一次小“叔叔”，不仅写出了真情实感，也不失童稚童
趣。 

老鹰的故事 

学生：王露雨 班级：5C / 年龄：11 岁   指导教师：袁聆 

几年前，在离我家后院不远处一棵大树上筑起了一个很大的鸟巢。由于这个鸟巢巨大，自然引起了我的

兴趣。我每天可以隔窗相望，有时好奇地问自己：这个鸟窝里到底是住着什么“邻居”呢？终于有一天这个

秘密揭开了。清早起床以后，我向窗外望去，发现一只很大的鸟落在搭有鸟巢的那个树枝上，便赶快叫爸爸

来看。爸爸告诉我那是一只鹰，学名叫“鹞”。 

在我家后院爸爸挖了一个养鱼池，并放入了六条日本鲤鱼。听爸爸说每条鱼他花了约四十美元，他几乎

每天都去池边观看他的“宝贝”。有一天他突然发现池里的鱼少了两条。开始怀疑是不是被人偷走了，第二

天去看的时候又少了一条。爸爸很不高兴，心想抓住这个小偷一定要理论一番。又过了几天，清晨大家围坐

在桌前吃早饭，我看见一只鹰落在池边的一棵大树上，头歪着观看着池塘，突然间，只见那只鹰闪电般地扑

向池塘，用它的利爪抓起一条鱼飞起来，随后落在邻居家的围墙上，一口一口地撕咬着鱼肉。爸爸也看到了

这瞬间发生的一幕，他很生气地跑到车库里抓起了他的弹弓跑到后院，可这只机敏的鹞听到声音，用双爪抓

起鱼飞走了。 

以后的几天里，这只鹰又偷吃了爸爸池塘里所有剩下的鱼。而且还吃掉了自然生长在池塘里的两只牛

蛙，杀死了松树上的一窝松鼠。当它出现的时候，所有的鸟儿都惊慌失措地飞离现场。我心里在想，这只鹰

太残酷了，我虽然从小喜欢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但这只鹰我从心里总也喜欢不起来。 

几年过去了，随着我一天天长大，这只鹰也伴随着我度过了春夏秋冬，我似乎把它渐渐地忘记了。直到

有一天，妈妈去后院，看见一只大鸟躺在地上，便跑来告诉爸爸。我们一起跑到后院才发现是那只鹰，它眼

睛半闭着，行将死去。爸爸似乎忘记了与这只鸟的“仇恨”，用手轻轻地把它拎起来放入一只大纸箱子，并

切了一些鸡肉打算喂它。可它只睁眼看了一下食物又将眼闭上了。爸爸打了很多电话给动物保护部门要求他

们能赶来救治，有一个部门 终同意要尽快赶来。我跟爸爸等待了很长时间，眼看着这只鹰一动不动地死去

了。我很悲伤流着眼泪恳求爸爸为这只鹰做了一个小 木盒子，把它埋在了后院。 

再以后，我从书本上知道了鹞在美国是受保护的动物。它之所以要吃掉鱼，青蛙或捕杀其它动物完全是

为了生存的需要。我也懂得了什么叫“生物链”。 

现在我每天早晨起来，有时还会呆呆地望着窗外不远处架在树枝上的那个巨大的鸟窝…… 

教师评语：选材独特，结构严谨，层层递进的描述扣人心弦。通篇描述情真意切，生动感人。 

我五年级的华盛顿之游 

学生：卢筱璇 班级：5C / 年龄：11 岁 指导教师：袁聆 

在二００六年五月一日，我的学校组织五年级去华盛顿一游。 我们从开学那一天就盼望着这一天快点

到来。五月一日那天，我五点钟就起床了。爸爸把我送到学校时，几辆校车已经 在那里等着我们，我高高

兴兴地上了校车。一路上，我的朋友中，有看电影的，有玩扑克牌的，有玩游戏的。不知不觉我们就到了华

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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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我们就参观了很多博物馆。我 喜欢的是自然历史博物馆。那里 有一面很大很大的美国国旗,还有 

来自 Wizard of Oz 的 Ruby Slippers 以及 Kermit the Frog。 我还看到很多漂亮的裙子，它们来自不同

的非洲国家。那一天，我们住在旅馆里面，大家都高兴极了。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很多地方，我 喜欢的是白宫。除了我们参观的总统的房子以外，那里漂亮的房间

还有很多，Grand Dining room 是 好的，房子里面有长长的桌子，漂亮的椅子，一个 glass chandelier 

和 marble 地板。 

第三天是我们回家的日子。我们把行李包放在校车上，然后很舍不得地上了车。五个小时后，我们就回

到了学校，爸爸，妈妈已经在那里等着我呢。 

教师评语：文字通顺，层次清楚，结构合理完整，中心明确。 

一场难忘的室内足球赛 

学生：潮隆镐 班级：6A / 年龄：11 岁   指导教师：钟鹏 

室内足球是一种较新的体育项目，它节奏快，很有挑战性，也很好玩。不久前，我们在室内足球赛季

中，同一支叫“核聚变”的球队进行了一场比赛。那真是一场令人难忘的比赛。 

  核聚变队是一只速度快、作风顽强的球队。为此我们已经做了心理准备。没想到的是，比赛即将开

始，可我们队的球员还没有到齐。这样，我们在只有两名替换队员的情况下匆忙上场了。 

  前五分钟，我们在努力防守的同时组织了两次有效的进攻。但是，核聚变队很快就中场断球，并且快

速地向我们发起了进攻。我和另外两个队员立刻转攻为守。室内足球的规则之一是球不会出界，球被踢到墙

上后弹回来大家可以继续踢。正是因为对方有效地利用了围墙，球弹到了我们的球门附近,“嘭!” 他们射

进了第一球......“嘭!”又进了一个球。前半场结束时，比分是零比二，我们落后。 

  下半场进行到第 15 分钟时，我们队断球成功，第一次把球踢进了对方的球门。之后，双方比分交替

上升。可是，核聚变队因为有足够的替换队员，每个人都有机会下场充分休息，所以他们一直处于攻势。而

我们队因为替换队员不够，每个球员都要踢很长时间，在十分疲劳的情况下，球很容易地从我们脚下一次次

溜走...... 

  看来我们只能打防守了。对方踢过来的球不是碰到门柱上弹回去就是被我们的防守队员踢回去。每次

险情发生后我们都希望比赛就此结束...... 就在又一个球滚进我方的球门时，终场哨吹响了。核聚变队

终以 6 比 3 赢了这场比赛。 

   虽然我们在少了几名队员的情况下输了这场比赛，但是我们并不难过，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尽了力，

并且组织了很多次进攻。这种不畏强队的精神才是更重要的！ 

地球, 我们的星球 

学生：陈崎远 班级：6A / 年龄：13岁   指导教师：钟鹏 

在很久很久以前，宇宙只是一个巨大的气体和尘埃的混合体。渐渐地，星系和行星形成了。 初的行星

表面温度非常高，岩石处于液体状态。许多行星互相碰撞, 形成了更大的行星。在地球和一颗较小的行星对

撞时，爆炸产生的物质冲出地球引力，形成了月亮。在以后的几百万年里，地球逐渐冷却，由一个火球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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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能产生生物的行星。35 亿年前，单细胞生命产生了，而复杂的生命结构直到六亿年前才出现。地球拥有

理想的温度、气压和大气层，人类和数以百万计的其它生命形式得以产生并延存下来。 

  地球上的环境并不是完美的，生命经常遇到各种挑战，包括自然灾害。当外星球相互碰撞时，大量的

尘埃充满大气层，挡住了阳光，气温因此下降，造成了冰川现象，结果，植物和动物大量死亡。今天的南北

极冰层就是在冰川时代形生的。 

  人类在地球上只居住了几十万年，而人类的生活已经破坏了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在太阳系衰亡期间, 

太阳会逐渐变大，接近地球；而地球上的海洋将逐渐蒸发，大气层会消失， 终，人类和地球上的其他生物

将死亡——当然，如果人类那时还存在的话。 

我 喜欢的节日 

学生：严又华 班级：6A / 年龄：14 岁   指导教师：钟鹏 

 我 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因为这个节日能给我带来快乐、幸福和许许多多的礼物。 

  平时，妈妈爸爸天天上班，没有时间陪我和姐姐，只有节日和周末他们才能呆在家里。而到了圣诞节

放长假的时候，妈妈爸爸可以一连好几天都陪着我和姐姐。多好啊！圣诞节期间，我们或者一起出去看电

影，或者一起在家聊天说笑。真幸福呀！圣诞节还给我带来许多礼物。有妈妈爸爸的，有姐姐的，有朋友

的，还有同学的。哇！好多好多的礼物啊！那些礼物盒包装得那么漂亮，大大小小，堆在圣诞树下。每到打

开礼物的时刻，我都十分兴奋：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礼物？有一次，妈妈爸爸送给我一件衣服。那件衣服好美

啊！我高兴得都说不出话来...... 

  圣诞节是美国的盛大节日。一家老小快快乐乐地聚在一起，就和中国的春节一样热闹。我常常想，如

果天天都是圣诞节该多好啊！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更珍惜每一个圣诞节。 

啦啦队给我的启示 

学生：张欣  班级：6A / 年龄：11 岁   指导教师：钟鹏 

两个星期前，我所在的校啦啦队结束了训练和比赛。我们队一共参加了两次中学生啦啦队比赛，分别取

得了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好成绩。通过半年在啦啦队的训练，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有很多感想。 

  啦啦队是美国中学的一种流行活动。但是，作啦啦队队员并不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样就是酷，穿好看的

裙子，让男孩子喜欢......实际上，啦啦队是对人的体能和心里素质的严格训练。艰苦的训练使我认识到坚

持就是胜利。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如果遇到困难，我就会想起在啦啦队训练的那些难忘的日子。 

  啦啦队是一项集体活动，团结友爱是啦啦队的精神。在我们队的训练期间，一位队友因急病做了手

术。出院后她本应该按照医生的要求在家休息一段时间。但是她不愿意因为个人影响集体，就带病回到啦啦

队，并且参加了啦啦队的比赛。优秀的团队精神使我们队取得了好的成绩，也让我体会到团队精神的重要

性。我觉得，每个人除了要自己努力外，还要学会怎样和别人沟通，怎样理解、宽容和忍让别人。 

我爱啦啦队，希望更多人去尝适一下这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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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圣诞礼物 

学生：刘忻泽 班级：6A / 年龄：10 岁   指导教师：郑金华 

今年圣诞节我收到了很多圣诞礼物，但我 喜欢的礼物是一个 20 英寸的 LCD 电视机。 

这个电视机是圣诞老人送给我和哥哥的圣诞礼物，但因为哥哥不喜欢看电视和玩游戏，所以这个电视机

基本上就是我的礼物。 

我很早就希望有一个 LCD 电视机了。我知道只要我好好学习，在英文学校和中文学校都取得好成绩，

做个好学生，并且在家里完成家务活，做个好孩子，就有可能在圣诞节时收到这个礼物。 

自从把给圣诞老人的信寄出去以后，我就一直在想，我会不会收到一个 LCD 电视机呢？我知道我今年

的表现很好，但是，LCD 电视机好像太大了一点，而且，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小孩等着圣诞礼物呢！ 

 圣诞节的早上，我一醒来，就跑到了楼下。圣诞树下果然有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其中还有一个大盒

子呢！不过，盒子的样子看上去不太像电视机，好像太窄了一点。 

终于到了拆礼物的时候了，我等别人都拆完礼物以后，才慢慢地打开我和哥哥的大盒子。我一边拆，一

边想，要是电视机就好了，要是电视机就好了……当我打开盒子，发现它是一个 20 英寸 LCD 电视机时，我

高兴得跳了起来了！我得到我盼望的礼物了！！！这是对我在这一年里努力学习，做好学生、好孩子的 高

奖赏！ 

我立即和我的爸爸一起把电视机搬到楼上的游戏房间里，迫不及待地把它装了起来。然后，我就马上开

始玩我的游戏了。 

这个电视机外面是银灰色的，屏幕周围还有一个黑边，看上去很摩登。这个 20 英寸的 LCD 电视机只有

大约 3 英寸厚，可以放在桌子上，也可以挂在墙上。它不仅可以看电视，玩游戏，还可以放 DVD 和 CD 呢！

这个电视机不但图像清楚，而且颜色也很好看。我真喜欢这个新的电视机！ 

我一直希望我玩游戏的电视机是 LCD 电视机。因为 LCD 电视机的图像更逼真，效果更好。现在，我终

于有了我盼望了很久的礼物！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礼物，在新的一年里好好学习，做个好孩子，希望明年

圣诞节时还可以收到我盼望的礼物！ 

我 快乐的一天 

学生：石禹明 班级：6A / 年龄：10 岁   指导教师：郑金华 

在这个假期里，我 快乐的一天是我去亚特兰大的时候。在亚特兰大我去到了很多著名的地方: 象可口

可乐中心、CNN 电视塔和佐治亚水族馆。 

那天早上，我们七点钟就起来吃早饭。一吃完，我们就开车到亚特兰大的城区，停好车，我们就赶快往

水族馆走，虽然还没有到开门的时间，可是已经有很多人排队了。在水族馆里，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鱼：世

界上 大的鱼--鲸鲨、吃大动物的鱼，还有海中五颜六色的鱼。但是在水族馆里我不是只看到鱼，我还看到

了海豚、很漂亮的水母和小企鹅。那些海豚正在吃饭，饲养员把他们的食品如小鱼小虾加水冻在水桶里，形

成一大块儿冰，海豚就不停地上下翻这个桶，慢慢地冰化了，海豚就吃到了食物，它真聪明。在那儿里我还

亲手摸了虾，鲨鱼和红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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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我们去了 CNN 电视塔，在两点钟我们和其他人一起上了一个很长很长的电梯。一上去，导游就领

我们走进一个房间里。在房间里有一个很大的电视，但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电视。那个电视有很多镜头，可

以看到播音员怎么做 CNN 的新闻节目，甚至我们还看到在播广告时导播问男播音员要不要球票，这可是在电

视上看不到的。看完这个节目导游带着我们去播音室参观，如 CNN 西班牙语台 ，CNN 广播等等。 

我们出来时，已经下午三点多了，我们赶快跑到可口可乐中心。在可口可乐中心, 游客也有很多，所以

我们等了一下才能进去。在可口可乐中心里，我们看到所有可口可乐的广告，有些很有趣。我们也看到了很

久以前的做可口可乐的机器。 后我们还喝到了各种口味的可乐，有一些还是从世界各地来的，有好几十

种。其中我 喜欢的是中国的苹果可乐，我 不喜欢的是德国的姜汁可乐。我在那喝了很多很多的可乐，我

高兴得都不想走了。 

这一天我去了这么多好玩儿的地方，我很快乐！ 

我喜欢中国菜-锅贴 

学生：骆守韬 班级：6A / 年龄：11 岁 指导教师：郑金华 

我喜欢吃中国饭，但我 喜欢的是妈妈做的锅贴。我觉得锅贴是所有中国饭中 好吃的。所以每次妈妈

做锅贴时，我都会很有兴趣地看妈妈怎样做。每次妈妈都是先和面，然后做馅。和面时，妈妈在盆里倒面粉

和温水搅拌在一起，一直到水和面粉溶合在一起。面不能太稀也不能太硬。和完面，等待使用，大约需要两

个小时。在这期间就能做馅了。妈妈用冬菜，猪肉馅和很多调料，搅拌在一起。然后，就开始包了。先把面

分成许多小面团，然后把面团擀成面皮，妈妈告诉我，擀面皮时，面皮不能粘在擀面仗上。擀完皮后就可以

包了。先把做好的馅放在面皮上，然后把面皮一点一点地收叠，把馅包在里面，包成饺子。包完后，把水放

在大锅里，烧开水。水烧开后，把刚包完的饺子放在水里大火煮大约五分钟，别让水漫出来。煮完的饺子捞

出来，放在盘子里待用。饺子煮完后，用一个平底锅，倒一勺油，把饺子一个一个放在平底锅里，中火两分

中，加点水，再两分钟后，锅贴就做好了。 

我喜欢锅贴，因为它很好吃，它的脆皮和它的馅好吃极了。我每次都能吃好多，每吃完一次锅贴，我都

盼望妈妈再给我做下一次。 

学做彩色玻璃窗 

学生：曾楚蒙 班级：7A / 年龄：13 岁  指导教师：杨晨敏 

今年我选了许多选修课，其中“制造彩色花玻璃”这门课是我 喜欢的选修课。因为我学到了一个很独

特的技能——怎么做彩色花玻璃。 

在第一个学期里，我每天上这门课。开始我们用纸做了一幅彩色拼图，可以用各种颜色的纸代表彩色花

玻璃，用黑色纸代表彩色花玻璃的焊锡。我用了很多红色、橘黄色和黄色的纸做我的拼图，一共花了一星期

才做完了这幅拼图。 

一星期后，我们开始用玻璃做艺术品了。我们先用各种各样的玻璃做了一个小的玻璃窗。这时，老师开

始教我们怎么做彩色花玻璃。首先在纸上作一个样品，计划要做什么样的玻璃。每一块玻璃至少要与一块别

的玻璃相接。玻璃可以有矩形、正方形、三角形和圆形等。画完后，我们要选择玻璃，教室里的玻璃有两百

多种，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和各种各样的花纹，有的玻璃像水，有的玻璃像纸；有平的玻璃也有毛糙的玻璃；

有的玻璃上有图案，有的没有；有的玻璃透明有的不透明，有很多玻璃两面甚至是不一样的图案。我选了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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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和紫色的玻璃做第一个玻璃窗，选玻璃后，我们把纸形样品贴在玻璃的表面。然后，我们学会用三种工

具：玻璃刀，小玻璃剪刀和大玻璃剪刀，沿着样品的边界把玻璃一块块地切下来。这个过程有一定的危险，

因为切下来的玻璃有很锋利的边，会割破手，所以我们切玻璃是不可以分散精力的。切完了玻璃以后，我们

要用一种机器把锋利的玻璃边一点点磨光滑，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磨完玻璃以后，我们要用铜磁带把

每一块玻璃的边包起来，包完以后，我们还要焊接液体刷在玻璃上，然后用焊锡把玻璃按设计的样品相连成

一个玻璃窗。 后，等到玻璃窗冷却后，胶上附加的玻璃珠和金属线等装饰，自己的玻璃窗就做好了。 

我们一共花了两个多星期才做好了一个小玻璃窗。接着，我们开始做一个大玻璃窗。这次我用了很多粉

红色和蓝色的透明玻璃做了一个我 喜欢的玻璃窗。我觉得做彩色花玻璃窗真的很有趣，我一定会记住这门

课！ 

我游览了万里长城 

学生：谢丽  班级：7A / 年龄：12 岁 指导教师：杨晨敏 

长城是中国 重要的风景之一。谁也不知道长城是什么时候开始修的，但大家认为长城是用作军事防卫

的。它至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长城非常壮观，而且吸引了许多游人。根据传奇，长城由秦朝的第一个皇

帝开始修筑的。现在的北京长城主要是明朝修的。在这个期间使用了砖和花岗岩。城墙设计复杂，有战略重

要性。 

有一年我和妈妈一起去了长城。这是我一生中 难忘的一天。我记得长城非常高大秀丽。人们常说万里

长城，就是说长城非常长。相当于五千公里。我和妈妈爬了很长的时间，想走到长城的末端，但那是不可能

的。长城好像没有尽头。 

长城是一个特别好的游览地方。我带了一个望远镜。我们可以看到长城周围美丽的风景，有很多树木和

花草。我还可以看见许多人，商店，汽车，还有很多马。 

在长城脚下的商店里有很多五颜六色的纪念品，我也看见了许多好吃的东西。我和妈妈在那儿吃了午

饭，然后我们买了许多纪念品，回到美国送给我的姐姐和朋友。 

那天 有意义的事情是我和妈妈从长城周围捡了许多石头。这些石头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和颜色。这个石

头是从长城掉下来的，所以有特别的价值。我很高兴我从长城带回来有历史意义的石头。 

我在美国幸福地成长 

学生：李岳 班级：7A / 年龄：10 岁   指导教师：杨晨敏 

我出生在中国，一年半以前我爸爸把我接到了美国。这一年半以来我长大了许多。在成长的过程中学到

了许多知识，增长了许多见闻，同时也得到了无限的欢乐。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基本上一句英文都不会说，所以每次我就仔细地听着别人说的每一个单词，然后把我

听到的记录到一个本子里。这样我经常看一看就可以记住了。等我的英文变得好一些了，我的爸爸妈妈就带

我到图书馆去借一些简单有趣的书籍给我看。爸爸每天逐字逐句地给我讲解，我则认真地复习，并把不会的

地方努力地记下来。就这样，我的英文进步很快。 

我还清楚地记得来美国后上学的第一天，我什么都听不懂。站在同学们的面前，我很害羞，因为我都不

知道自我介绍要说什么。但同学们并没有笑我，反而主动地跟我讲话。后来我的英文慢慢进步了，也交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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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新朋友。课余时，我们经常一起玩 ，一起去骑车，一起打篮球，也经常参加一些聚会。在这个过程中，

我的英文进步更快了。现在我已经不用再去英语第二语言班了，我甚至还进入了语言提高班。 

放假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了很多有趣的地方，像纽约，好莱坞，拉斯维加斯，海洋公园等等。我去

年 好的生日礼物是去迪斯尼乐园玩了三天。我在那里跑呀，跳呀，玩得高兴极了。我看到了许多从来没有

见过的东西，开阔了眼界。 

在这一年半里，我长大了许多。在爸爸妈妈的爱护下，在同学朋友的友谊中，我的生活充满了欢乐。我

正在幸福中一天天成长。 

给爷爷的一封信 

学生：韩乐  班级：7A / 年龄：12 岁   指导教师：杨晨敏 

亲爱的爷爷： 

您好！ 

我想不到从中国回来已经有两个多月了。您一切都好吧。开学以后，我的老师让每一位同学讲他们暑假

里 有意义的一件事。您猜我讲什么了？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咱们去西安看兵马俑的故事了。 

我给他们详细地讲咱们在西安的全部经过，特别是参观秦始皇兵马俑。我是这样讲的：这次回中国，我

终于游览了西安，看了兵马俑。在西安，我们先后去了古城墙、骊山、华清池、兵马俑、钟楼、鼓楼和大雁

塔等地方。每一个地方我都非常喜欢，但是给我印象 深的还是兵马俑。参观兵马俑的那一天，天气非常

热，气温高达四十多度，不到两个小时的旅程显得和几年一样长。等到我们终于进了兵马俑一号展厅时，我

已经顾不上听导游小姐的讲解了。我拼命伸长脖子往里看，只见一排接一排的兵士和战马就和真的一样，它

们好像现在就要打仗，很难想象的是这些都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我很幸运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亲眼看到这个

世界奇迹。 

不过当时我一边看着，一边在想：如果秦始皇把钱花在更有用的事情上，那该有多好啊！但是如果他没

有这样做的话，我们今天也就看不到这个奇迹了。 

 因为我们以前学过兵马俑的故事，所以大家都很感兴趣。同学们问这问那，还让我给他们看咱们买的

纪念品和明信片。大家都很羡慕我有机会可以亲眼看到这个世界奇迹，这使我更为我是中国人而骄傲。 

我真想更详细地讲给您听，但是我的中文实在太差劲了，以后得更努力学好中文。爷爷，请您一定要帮

助我。 

祝您和奶奶身体健康！ 

您的孙子： 

乐乐 

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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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L Financial Report of the Academy Year 2006 - 2007 

Income   

Tuition, textbook sales $137,735.61

Donations $14,987.47

Investment (Bank interest) $1,849.97

Others (PTA, Book sales, soccer  
registration) $1,995.00

Income (sub total) $156,568.05

  
Expenses   
Language class teacher compensation $59,328.95

Activity class teacher compensation $12,632.48

School supplies (teaching materials, school 
activity supplies, school directory, computer, 
staff, teacher, parents appreciation, etc.) $24,563.40
Textbook purchase $16,104.83

Donation to church (rent, furniture, carpet, etc.) $4,961.00

School maintenance (insurance, copier service, 
library, safety team, cleanup, etc.) $9,373.44

Others (soccer team, donations to others, PTA 
activities, meetings, travel, etc.) $13,197.73

Expense (Sub total) $140,161.83
  
Balance $16,406.22

 

 (责任编辑：何 纬 amycheng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