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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进校长的话 
 

亲爱的 RACL 成员们， 

大家好！我是童进，今年 RACL 的校长。我将在这一年里代表你

们管理洛丽汉语学校。我愿意以爱心，诚实，谦卑来尽职尽责。 

首先，我要诚心地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把这个责任交给我；我

一定会尽我所能把学校管理好。因为看到我个人的有限，所以我诚心

地 请求全体教师、员工和所有家长们的大力协助和支持，盼望你们

多关心学校的教育和发展，运用你们的能力和特长支持和帮助学校，

使洛丽汉语学校更正规，教学质量更高。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将学校办得更正规，我深感良好的沟通尤其

重要。良好的沟通可以让家长，教师和校方彼此了解，发现的问题可

以及时地表达并解决。为了开通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透明学校的管

理，我想和大家分享以下几点： 

1. 敬请大家重视校方所发的通知和经常浏览我校的网站(www.racl.org)以便及时了解学校的发展、教

学动向、学校新闻、和课程改变等等。为了和其它由个人使用 RACL email 地址所发出的邮件区分

开来，请大家注意校方正式所发的邮件将由 racl.org 发出。例如：principal@racl.org (校长)；

academics@racl.org (教务长)；pta@racl.org (家长会)；activities@racl.org (课外活动班)；

newsletter@racl.org (校刊) 等等。  

 

2. 和校方的沟通方式： 

A. 如果您对洛丽汉语学校的管理、学校发展、对学校有任何建议，有任何意见要求，欢迎您通

过我的邮箱 principal@racl.org 和我及副校长石锐联系。 

B. 如果您对学校的教学、教师管理、课程安排有见解和疑问，在孩子学习中遇见的各样问题上

有需求，欢迎您直接和教务处联系，邮箱：academics@racl.org。 

C. 如果您和您的孩子在课外活动班有任何需求，请通过 activities@arcl.org 和我们的课外活动课

主管刘炎生联系。 

D. 热切盼望和欢迎您加入洛丽汉语学校 PTA。如果您有心服务于学校，无论是作家长代表、参

加执勤摇铃、帮忙维护停车场的秩序、或在家中利用您的电脑操作帮助学校等等，请您现在

就和我们的家长会长张榕榕联系。她的电邮是 pta@racl.org。 
 

3. 您知道吗？您的参与和介入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我校是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每一位家长都是学校

的拥有者和主人。盼望洛丽汉语学校的每一位成员都积极活泼地加入学校的管理和教学活动，不

仅支持我们下一代的中文语言和文化学习，也能服务于整体社区。谢谢你们！ 

http://www.racl.org/
mailto:principal@racl.org
mailto:academics@racl.org
mailto:pta@racl.org
mailto:activities@racl.org
mailto:newsletter@racl.org
mailto:principal@racl.org
mailto:academics@racl.org
mailto:activities@arcl.org
mailto:pta@rac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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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讯 

RACL 8 月 28 日开学！ 

报名：上学期已经在 RACL 的学生大部分已在

上学期末报名过了。8 月 28 日在南楼图书馆

我们看到很多人排队报名，有报语言班的，也

有报课外活动班的。负责报名的志愿人员忙得

不可开交。给开学第一天增添了暖融融的气氛。 

秩序：开学当天教堂刚好有葬礼，家长会会长

张榕榕提前电邮大家要注意停车位置、保持室

内安全。负责安全的志愿人员更是兢兢业业为

家长指挥交通。 

教室：童进校长在开学前多次电邮大家，提醒

家长们到 http://apps.racl.org/查看学生们的教

室情况。因教室不够用，RACL 在教堂对面的

小学租用了教室。 

课本：还没开学，很多 RACL 的家长、老师和

志愿人员就忙着整理、分配各语言班要用的课

本、作业本。张榕榕会长在开学第一天拉了一

车的课本，组织各班家长代表将书发到班上。 

作业：开学前一天，RACL 教务处电邮各位家

长，让学生们将完成的暑假作业在开学第一天

带到班上，交给老师。 

从一联串的电邮和开学第一天忙碌、热闹而有

序的景象，我们看到 RACL 领导班子充满生机

和活力，感到 RACL 新的一年充满希望！ 

RACL 秋季校历和网站 

8 月 17 日童进校长电邮全校，公布 2010-2011

学年的秋季校历，请见网页：

http://racl.org/calendar.html 

在 RACL 的 IT 成员的努力下，RACL 的网站：

http://www.racl.org 很多内容都得到更新。希

望大家多去看看，多了解学校的情况、多为学

校出力、献策。 

RACL 换届选举结果 

5 月 22 日 RACL 成功地举行了换届选举。此次

选举委员会共收到 105 张有效选票，是 RACL

有史以来参加选举人数最多的一次！ 

此次届选选举包括以下职位：校长、副校长、

PTA 主席、教师董事会员、普通董事会员 3 名。

选举结果如下： 

  支持 反对 弃权 结果 

RACL 法规修改 92 1 12 通过 

  

候选人 职位 支持票 

Tong, Jin 童进 校长 104 

Shi, Rui 石锐 副校长 96 

Zhang, Rongrong 张榕榕 家长会 99 

Gua, Jia 郭嘉 教师理事 93 

Fang, Xin  方馨 理事 51 

Li, Bing  李 冰 理事 51 

Tai, Xiaorong  泰晓榕 理事 74 

齐金根在 5 月 23 日向全校发出的电邮中，代

表 RACL 选举委员会对大家的支持表示感谢。

热烈祝贺各位的当选。感谢你们将为 RACL 所

做的一切努力，预祝你们成功！ 

请到 http://www.racl.org 流览教职员工、董事

会、新修法规及其它有关 RACL 的资料。 

 

 

RACL 2009-2010 校刊奖 

为了鼓励全体 RACL 学生多写中文，RACL 校刊

从 2009-2010 开始试行了新的征稿办法。《征

http://apps.racl.org/
http://racl.org/calendar.html
http://racl.org/staff.html
http://www.racl.org/
http://www.racl.org/
http://www.racl.org/staff.html
http://www.racl.org/board.html
http://www.racl.org/board.html
http://www.racl.org/pdf/raclByLaw20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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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办法》四条设定‘本年学生作者奖’、‘本

年教师编辑奖’等给予更多鼓励。 

在过去的这一学年，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很多

同学的投稿。我们在此感谢家长和老师们对学

生的鼓励和支持，并忠心祝贺 2009-2010 学年

的获奖者： 

教师编辑奖：7C 班老师 鹿英萍 

学生一等奖：9A 班 周安杰 

学生二等奖：7C 班 周安文、 8A 班 龚晓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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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ee Warren with Martin Rueter) 

A Student’s Success and Some Good Advice by Renee Warren1 

Summer break is always a bittersweet time for me as a teacher. 
My students look forward to the time off from school and 
their kung fu training. And I use the downtime to re-evaluate 
how I can become a better teacher. Interestingly enough, I 
was given some advice from one of my top senior students 
and his mother this summer. 

Martin Rueter started his traditional kung fu training with my 
late husband Brad and me over 15 years ago while he was in 
high school. He learned some hard lessons, stayed focused 
and before we knew it, he graduated and went off to college 
at Appalachian State University. It was there that he enrolled 
into a different martial arts class and learned Capoeira. He 
continued practicing his Hung Gar and would learn more as he 
returned home to train with us and his fellow classmates. But 
he fell in love with Capoeira and later moved to Philadelphia 
where he later became a teacher in his own right.  

Several years ago when my husband died, one of our newest 
students drove by herself to Philadelphia to pick up her older 

kung fu brother so that Martin could attend the memorial service. Brad’s death was hard on our students 
but they all banned together for the following week just to be with me and give me support. Since my 
husband and I taught as a team, I took a few years off from teaching. Later, I decided to return to teach 
younger children.  

After I returned to teaching younger children, I would talk with Martin on the phone about his newfound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being a Capoeira teacher. I would laugh because of his confession to me of 
gratitude for putting up with him as a student. While my husband was alive, Brad always told our students 
that it was a teacher’s secret wish to see a student succeed in their studies in hopes of surpassing their 
mentor and to continue passing down the knowledge to others. 

We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right because this young man called me last year and informed me that he 
was chosen as a walk-on extra for a martial arts movie being filmed there in Philadelphia. Many hundreds 
of martial artists answered the casting call and Martin made the cut after several auditions. He couldn’t 
give me a whole lot of details due to the secrecy of the production but eventually he informed me he was 
making his film debut as one of the Fire Nation Warriors in M. Night Shymalan’s movie ‘The Last Airbender.’ 
I asked him how his auditions went and he replied that it was his traditional Hung Gar kung fu training that 
caught the martial arts coordinators’ attention. He demonstrated his Yang Tai Chi but once they saw his 
Hung Gar, they told him without a doubt he embodied the Fire Element.  

                                                           
1
 【编注】Renee 是 RACL 课外活动武术班的老师。她的学生 Martin Rueter 日后成为一名武术教师，并因多年

习武被电影“The Last Airbender”选为演员。通过学生的成功，Renee 更确定自己的生活目标之一是传授传统

武术。我们祝愿 Renee 会有更多成功的学生和成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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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from ‘The Last Airbender’) 

I received a few phone calls from my senior student during the filming process and loved hearing about his 
new and wonderful experiences on the set, 
meeting other martial artists. He also told 
me that it was the most grueling process he 
had ever been through and how they were 
trained and drilled long hours each day. He 
mentioned how hard it was to act with all 
that wardrobe gear on as a Fire Nation bad 
guy, how some scenes they would use 
lightweight weapons and other scenes they 
would have actual weapons that were very 
heavy and dangerous. He appreciated all the 
times we yelled at him to be mindful of his 
surroundings and apparently it paid off for 
him while filming with real weaponry. 

In the middle of July, Martin and his new 
wife flew home to be with his family. And we 
all went to the matinee to see his film debut. 
A few other senior students joined us and we sat enthralled in front of the big screen. Some critics had 
harsh words, many die-hard fans of the original cartoon were not very impressed with Shymalan’s film but I 
absolutely loved every minute of it. Martin’s beautiful wife (who also is a Capoeira martial artist) was kind 
enough to point out the different scenes where her husband was featured. All I can say is that I am so very 
thankful there was no one sitting directly in front of me in the theater since I was a bit animated during 
certain scenes. It’s hard to keep one’s feet still while there’s so much action taking place on the big screen. 

I marveled at the fact that Shymalan crafted a movie based upon a child’s cartoon that featured a very 
important theme…one of peace and the need for balance. It is not a message aimed at one particular 
segment of people or age group. It is a message that people of all ages should take to heart.  

As I drove home afterwards in a pounding thunderstorm, I thought about the advice that I got from Martin 
and his mother just before leaving for my long drive home. In so many words, they told me to continue 
teaching and passing down my knowledge.  

My student’s film debut is a wonderful success story but what really makes me proud is the fact that he 
took the lessons he learned from my husband and me and has developed into a fine young man and a 
teacher in his own right. Just like one of the supporting actor’s scenes in the movie, the words ring true that 
‘there are reasons each of us are born, we have to find those reasons.’ Apparently one of my reasons is to 
continue teaching others the traditional arts and how to find balance between being a warrior and a 
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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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L 学生投稿选登 
 

 

 

 

【编辑的话】 

：

RACL

 

RACL 校刊试行的学生征稿办法 

 

 

 

 

 

  

mailto:gongqin@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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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夏天 5B 班 陈中美 

 

夏天可好玩儿了！小孩子们都不用上学了。 

有一天，我们去山上玩儿。开车就开了四个多小时。我们到了租房子的办公室，他们就告诉我

们租的房子在哪儿。开始我们迷路了，但是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个房子。 

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我们就开车上山了。我们上的山是那边最高的山。开了一个多小才到

山上，还得走很远的路才能到山顶。山上的景色可美了！我们在山顶照了很多照片儿。有很多树和

山。山上还挺冷的呢。下山了，妈妈爸爸领我们去看古老的小房子。那儿还有一头猪呢。回到房间，

吃了晚饭，就在房子里玩儿。玩了很久才去睡觉。 

第三天，我们去漂流去

了。妈妈和我的小妹妹跟着

几个人上了一个皮划艇。她

们的船上有一个专门教漂流

的人。我和爸爸上的皮划艇

是没有人帮我们的。我们的

船总被石头卡住。而且，在

一个水流急的地方，还有两

个小孩儿从我们的船上掉到

水里！有一个大人急忙跳进水里去救她们。有的人觉得好玩，又去划了一次。但是，我没再去划。

漂流真好玩。 

最后一天，我们去山上玩水了。我们坐在一个小圈里，从上流漂到下流。我和一个朋友漂到前

面，我妹妹还在后面。有个地方很惊险，每一个人都从圈里掉了出来。虽然有一点吓人，但还是很

好玩。我们玩了很久才上车会北卡。 

夏天的山里好玩。你也应该去山上玩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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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公 5C 班 泰旖晨 指导老师：刘翠 

 

我的外公是一位很慈祥的老人。他的头

发都白了，戴着一副大眼镜，有的时候头上

戴一顶帽子。他一笑，眼睛就变得弯弯的。 

我的外公非常有耐心。我从来没有见过

他发脾气。要是我和妹妹吵架，他会等到我

高兴一点，再和我慢慢地讲为什么我做得不

对。 

我的外公很愿意帮助我们。他常常会帮

着我的爸爸妈妈做饭。我的中文作业要是有

不懂的地方，他会给我讲清楚。不久前，他

还教了我怎么正确地用各种各样的标点符号。

他坐在电脑前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写了十几课，然后一课一课地讲给我听。还有一次，他用

一个小“实验”给我讲了一个道理：要是拿一根针，用尖的那一边一下就可以在一张纸上扎一

个洞。就像一个人，要是专心做一件事，就可以很快地就做完。但是，要是用圆的那一头去

扎同一张纸，就得用好大的力气才能穿过去。这就像一个不专心的人做事，好半天才能做完。 

我的外公最喜欢根我和妹妹玩。我喜欢他带我们在家后面的湖边骑车，有的时候冲坡。

有一次，我们还玩了一个游戏！他拿两块石头放在地上，看谁能不停也不碰石头从中间骑过

去。他还发明了好多不同的有趣的游戏。还有一个是在家里玩的：一个人把一样东西给藏起

来。另外一个来找的时候，藏东西的人就拍手。找东西的人离得越近就拍得越快，离的越远

就拍得越慢。 

我还特别喜欢外公做的奶油菜花汤。但他住在旧金山，可惜不能每天见到他。他每次来，

至少会给我做一次。他每一次来，我都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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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里的蓝房间) 

游华盛顿 8C 班 周安文 

我今天早上三点钟就起来了。我们五年级去华盛顿的那一天终于到了！我真高兴！ 

我早饭吃得很简单，就是一点奶酪。一吃完，我们马上就开车到学校。平时，学校外面

挤满了车，可是现在空荡荡的，只有两辆车。学校里面大部分是黑的，只有几个亮灯。我去

了教室，里面已经有几个我的朋友。我们四点半出发。在路上没有什么做的，有很多同学把

收音机拿出来听音乐。我们在车上呆了六个小时才到首都。 

我们一到首都就下车去白宫。我们

都特高兴。这次我们可以进白宫，是因

为北卡的参议员让我们进去的！白宫里

面很大，有些地方是很古老的，总统都

不用了。我们看到的房间是：蓝房间、

绿房间、红房间、旧图书官和一个中国

房间。这个中国房间是用很多从中国来

的东西装饰的。每个房间都有个故事。

比如美国第三界总统，Thomas 

Jefferson，就在蓝房间里面欢迎客人。 

我们参观完了白宫就吃饭了。我们在一片草地上吃饭。这片草地离国会大厦开车只有五

分钟。可是我们没有车，只好走到国会大厦。我们来这里是见Richard Burr。他就是让我们

进白宫的参议员。可是我们在国会大厦后面等了一个小时才能见到他。他终于来的时候只呆

了一分钟就走了。我心想：“真没意思，等了半天，他就来了一分钟就走了。这大概就是进

白宫的价钱。” 

我们回旅馆的时候在一个大博物馆停了一个小时。这个博物馆是著名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里面有真的恐龙骨头，还有世界上最大的金刚石！ 

看完了博物馆，我们在一个小餐厅里吃饭。 吃完了饭我们就回到旅馆睡觉。到华盛顿的

第一天真是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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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晚点 9A 班 龚晓哲 

 

今年，爸爸在成都有一个同学聚会。我

们一家人到西安没多久，时差还没倒过来就去

成都。一大早我们坐上大巴，按时到了机场。

紧张的安排还算顺利。 

我们排队办理登机手续，排了好久，终

于到我们了。服务员问，“你们是 10:40 去成都

的飞机？“ 爸爸连连点头。服务员说：“您的航

班被推迟了。目前不知道什么时间才能办手续，

但是至少得等四个小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领

你们去对面的航空酒店。如果有问题，请问我

们。我们会尽量帮助你。下一位！” 

这下可糟了！因为我们准备到达成都后

马上去峨眉山的。爸爸妈妈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被推迟了？服务员说是大连的天气不好。

我们想换一个航空公司。但是别的公司票都卖

完了。我们只好先去航空酒店。他们说如果有

消息，就会在电话里通知我们。 

我们在房间里一边想办法，一边看电视。

但是爸爸的同学还在成都着急。他们每半个小

时打电话过来，问情况变了没有，每一次爸爸

都只好说 ‘没有’。妈妈、爸爸和我轮流打到柜

台去问情况，但总是没有消息。就这样四个小

时过去了。如果我们按时到成都，应该开始爬

峨眉了。 

＊～＊～＊～＊ 

中午，我们屋子里的电话终于响了！我

们三个人都向电话扑去。爸爸先接到了。我和

妈妈都屏着气听着。爸爸听完说了一声‘好，谢

谢。’就转过来对我们俩说：“你们别高兴太早。

他们叫我们下楼吃午饭呢！” 

午饭绝大部分都是辣的，所以我吃得很

少。我们吃完饭，就去柜台问飞机的情况。柜

台的答案象没说一样。我们就让服务员用计算

机给查看了大连的天气，果然是很大的雨。 

这时，爸爸的同学已经又打了好几次电

话，说他们在山下等我们的消息。如果我们再

晚的话，他们就得先爬山了。爸爸知道一时半

会儿不会有消息，只好让他们先去了。 

放下电话，继续跟服务员谈。她说今天

早上有一些人就换了航空公司，现在那飞机上

还有几个头等舱的座位。妈妈说要不然爸爸一

个人去，我们俩留在西安。爸爸说他不想把我

们俩丢下来。我们决定继续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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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了，已经晚点九个小时，电话又响

了。这一次，只有爸爸一个人去接，我和妈妈

都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果然，他们是叫我们

去吃晚饭。晚饭和午饭的菜差不多。快吃完的

时候，另外一个桌子的人走过来说，“不能这

样拖下去了。我们全都一起去飞机场催催他

们。” 

到了飞机场，去成都的四十多个乘客堵

住了门口，说要老板出来，要不然就不走。服

务员让我们去问服务台。我们一群人又都围着

服务台，有几个人急得开始骂了，说 ‘你们把

我们软禁了一天！’，‘我们现在就得走，一个

不能少，要不然就去告你们！’，等等。服务员

也没办法，就叫了一个小经理出来，让他给我

们想办法。 

经理给我们想了一个很不象话的方法：

从西安飞到北京，再从北京到成都！有些人又

闹起来了。所以经理只好继续查看，然后又找

到了一个方案：从西安飞青岛，青岛转成都。

更多的人来嚷嚷起来了，连我们都快闹起来了。

青岛？青岛飞到哪儿去了呀？！经理再次寻找

一个有四十多个空座位的航班。又过了半个小

时，经理终于说出了一句我们十一个小时前就

该听到的话：“找到了。用从青岛来的飞机给

你们加飞到成都。” 

我和爸爸急忙跑回航空酒店取行李，妈

妈在飞机场办好手续，准备登机。我们通过安

全检查，到了登机口，屏幕上显示着：‘飞机晚

点，22:20 登机‘。 

终于能在当天到成都了，这是我们四十

多个乘客共同争取来的结果――这是团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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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北京 10A 班 周安杰 

 

2009 年夏天，我们游了北京。北京是中

国的首都。它也是中国的历史首都。很多朝的

历史，都在北京市里。 

 
 

我们第一天参观了中国最有名的地方，

天安门。天安门是鲜红色的。墙的中间挂着一

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这真是一个雄伟的景色。 

天安门是在天安门广场里。天安门广场

还有很多别的东西。里面有毛主席纪念堂。纪

念堂里面有毛泽东的尸体。广场的中间还有一

个高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故宫是像一条龙的

样子。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像一个剑一样，压着

那条龙。 

 

天安门的后面就是故宫。故宫是明朝和清

朝皇帝住的地方。只有皇上和他手下的官能进

故宫，普通人都不能进。故宫里有许多门和殿。

这些门和殿都是用木造的，墙上有很多不同的

模式，屋顶是一个闪闪的金颜色。 

故宫最大的殿就是太和殿。太和殿是中国

最大的木房子。皇上就在太和殿里结婚和登基。

太和殿的前面是太和门。我走进太和门时，看

到了太和殿闪闪的金屋顶，和五颜六色的墙。

我想：“哎哟，皇帝有这么多又大又漂亮殿，

真是太幸福了。”太和殿的后面是皇帝住的地

方。 

 

晚上，我们去了奥林匹克公园。我们看到

了有名的鸟巢和水立方。鸟巢的墙上发出了红

色的灯光。水立方的墙发出来浅蓝色的灯光。

泠隆寺发的灯光五颜六色的，一直在变。这片

风景真是太美了。 

我们进了水立方。在里面我看着奥运会的

游泳池里浅蓝色的水。我想：“这就是美国游

泳手 Michael Phelps 游泳的地方，得了八个金

牌，真了不起！”水立方里还有跳水的地方。

在那里，中国队的了七个金牌。水立方是一个

伟大的游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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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我们游了长城的八达岭。我和弟

弟爬上了好汉坡，八达岭最高的地方。我们走

了差不多 20 分钟才到达了好汉坡。长城的路

上有很多斜坡，它们难上去的。我往长城的墙

外看，从哪里可以看到无限的城墙，像一条很

长的蛇，身子弯来弯去。我想：“长城这么长，

不知道秦朝和明朝的建筑工人用了多少时间，

多少功夫来造它。”长城真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我们还参观了颐和园。颐和园是清朝的慈

禧太后造的。圆明园被八国联军烧了，慈禧就

没有地方可以玩了。所以，她就从北洋水师拿

了钱去造颐和园。北洋水师因为没钱，就大败

给日本。 

夏天时，故宫里很热。所以，皇上和太后

都逃到凉快的颐和园去。颐和园是一个很大的

公园。它里面有一座小山和一个小湖。这座山

是万寿山。这个湖是昆明湖。 

我们在昆明湖上划了船。天气非常舒服。

风轻轻地吹着，太阳也不厉害。在湖上，我们

看到了美丽的万寿山，长长的十七孔桥，高高

的于封塔，和有趣的石舫。我们还爬上了万寿

山，看到了太后拜佛的地方。从万寿山往下一

看，我看到了颐和园整一个公园。看到了山水，

漂亮的宝塔，和雪白的桥，真是一片好风景。

颐和园是我去过最好玩的公园。慈禧太后和光

绪皇帝肯定在颐和园里很舒服。可是为了舒服，

他们就把他们的水师给砸了。 

 

外婆以前告诉我，她在北京时喜欢在天坛

底下看蓝天。她说那里的蓝天最美丽。我们来

到了天坛，举头一看。哎哟！多蓝的天呀！天

坛是唯一剩下明朝造的塔。皇上是到天坛去拜

天气，希望天气会带来很多收获，大家可以吃

得好。天坛公园里还有一个好玩的回音壁2。

如果我在回音壁的一头说话，弟弟可以在回音

壁的另一个头听到我。我觉得这个又旧又难看

的小墙很有趣！ 

                                                           
2
 【编注】回音壁是皇穹宇的围墙，高 3.72m、厚

0.9m、直径 61.5m、周长 193.2m。如果一个人站在

东配殿的墙下面朝北墙轻声说话，而另一个人站在

西配殿，两个人把耳朵靠近墙，即可清楚地听见远

在另一端的人的声音，而且说话的声音回音悠长。

引自：http://d.lotour.com/bjtiantangy/j/20080428/n5472.shtml  

http://d.lotour.com/bjtiantangy/j/20080428/n54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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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北京最后玩的地方是北海公园。北

海是一个小的湖。我们又在北海上划了船。北

海公园没有颐和园好看，可是它还是一个很美

丽的地方。北海公园最好看的东西就是白塔。

白塔从远处来看，是雪白雪白的。顶上有一根

黄金色的针。我们爬上了山，到了白塔前面。

在眼前，白塔很像一个很破很旧的塔。白塔是

很旧。它是在 1000 年前造的。可是它是一个

很壮的塔，几个巨大地震都不能把它塌下来。

在北海公园的山顶上往下看，可以看到美丽的

故宫。我看到了很多金色的屋顶，好像一个大

金矿。北海公园真是个好地方！ 

这次去了北京，我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

文化和历史。我现在知道了以前的皇上是怎样

生活。我也看到了中国的公园是怎么样。我在

奥林匹克公园也看到了漂亮的大操场。北京是

一个很好玩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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