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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第十二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通知 

RACL 内部截稿日期：2011 年 1 月 29 日。具体投稿要求如下： 

1. 请提供完整的学生资料，包括姓名、年龄、所在班级，以及指导教师。 

2. 作文题目 12 号宋体。 

3. 文章及学生资料请用 12 号宋体。 

4. 每段开始时空一个 Tab 的空间，行与行之间，段与段之间不空行。标点符号后面不留空格。 

5. 字数至少在二至六百字之间。 

6. 稿件请寄韩天奇 919-465-2239/Academics RACL academics@racl.org 

此次学生作文大赛的主题为： 

一. 快乐作文，快乐成长。记述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关注成长的点点滴滴。你经历的每一件事情、

心中每一个记忆，都可以成为最好的素材。参赛文章要体现积极健康的审美情趣，展现当代

学生的精神风貌。 

二. 低碳成为习惯，科学走进生活。 

三. 校园的故事，我身边的友谊。 

投稿要求为： 

一. 小学生题材及体裁均不限；初中生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均可；题目自拟。 

二. 参赛作文一律用稿纸誊写或用电脑打印，书写工整、规范，打印美观大方。 

三. 提倡写短文：小学一、二年级字数不限，三至六年级一般不超过 600 字，初中生一般不超过

1000 字。为使同学们能够自由表达，充分展示才华，除文字稿件外，还可写图画与文字相配

合的图画作文。 

四. 根据课本各单元习作练习要求写作的课堂作文注明教材版本。 

YCT 考试 

RACL 将于 3 月 13 日举行 YCT 考试（中小学生汉语考试）。关于新 YCT 考试的介绍，请见：

http://web.chineseeducationservices.org/cesroot/Resources/YCT-Resources.aspx  

对于想转学分到 Wake 郡的同学们，参加此次考试尤为重要。能够通过 YCT 四级是向 Wake 郡转学分

要求之一。 

RACL 报名时间是 1 月 29 日和 2 月 12 日，10 点到中午。 

报名前请添好报名表带到 RACL：http://www.racl.org/pdf/2010Fall/YCTRegistrationForm.pdf  

报名费的支票请写给 RACL，报名费如下： 

RACL 学生：一级（$10）、二级（$15）、三级（$20）、四级（$25） 

非 RACL 学生：在 RACL 学生的报名费上相应加$2。 

mailto:academics@racl.org
http://web.chineseeducationservices.org/cesroot/Resources/YCT-Resources.aspx
http://www.racl.org/pdf/2010Fall/YCTRegistrationFor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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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会的通知 

家长会今年年初提醒家长以下几点： 

1) 学校上课时，家长会在 E-260 房间为家长们提供热茶。 

2) 最近更新的值班家长守则：http://racl.org/pta.html 

3) 家长会网站上新增加了两个表格： 

RACL Volunteer Form 和 RACL Volunteering Community Service Hours Log 

家长会网站上的其它表格可见：http://racl.org/forms.html  

诚聘中文教师 

目前，我们仍然需要壮大和加强我们的教师队伍。如果您或您的朋友符合以下条件的话，我们欢迎

您或您的朋友加入我们的教师队伍，为培育我们的孩子而尽力。洛丽汉语学校诚聘中文教师，要求

申请者具有以下条件：  

1）有合法工作身份 

2）热爱教学工作, 热衷社区服务, 有强烈的责任心, 具备团队精神 

3）普通话发音标准, 熟悉简体字和拼音  

4）文科毕业或有相应的中文教学经验  

5）能任教一年以上  

有意者请填写《教师申请表》和《教师应聘问答题》(http://racl.org/teaching.html)并电至 
academics@racl.org  

洛丽汉语学校 教务处 

春韵健身俱乐部 

2011 春季课已经开始。这学期有新增加的拉丁舞、韵律操、瑜伽等。上课时间是周六上午 11:30-

12:30，地点是 RACL E-260 房间。有问题或感兴趣的家长请联系高丽琼、 方馨或张榕榕。 

歌唱舞蹈队参加春节庆祝活动 

RACL 歌唱舞蹈队参加的两个春节庆祝活动是： 

1) RACL 迎春聚会：2 月 12 日下午 5:30、在 RACL，参加的班级是歌唱班和舞蹈 1、2、3、4 班。 

2) CAFA 新年晚会：2 月 20 日下午 2:30、在 Duke Page Auditorium，参加的班级是舞蹈 2、3、4 班。 

学生的红包 

家长会的方馨、向永莱、雷拥军和张榕榕通知大家，RACL 家长会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红包：

每家得到一枚可收藏的一圆金币。希望大家兔年好运！ 

RACL 学生参加 2010 年 SAT 考试报出喜讯 

石青老师的 SAT II 班有 7 位同学参加了去年 11 月的中文 SAT 考试，取得了 RACL 有史以来的最高平

均分，767 分，比全美高中毕业生的平均分高出 6 分。祝贺同学们取得的优秀成绩，感谢老师们的辛

勤培育！这 7 位同学是：赵京晶、 韩 乐、 张 欣、 刘珂珂、 丘文耀、 陈 诤和 区沛怡。  

http://racl.org/pta.html
http://racl.org/pdf/2010Fall/RACLVolForm.pdf
http://racl.org/pdf/2010Fall/RACLVHlog.pdf
http://racl.org/forms.html
http://racl.org/teaching.html
mailto:academics@rac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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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L 学生投稿选登 

 

 

 

 

【编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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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数学竞赛 3B 班 赵嘉乐 

2010年，我的英文学校老师告诉我，今年有一个数学竞赛叫“数学馆三项赛”

（Mathnasium Triathlon Contest）。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想参加这次竞赛。爸爸给我

报了名。十月二日星期六，我在凯瑞（Cary）参加了地区预赛。比赛前，很多小同学在吃桌

子上的饼干。爸爸不让我吃，因为如果我吃了，大脑可能会不清醒。爸爸还告诉我不要粗心。

比赛分三项，每一项要用十五分钟做完，我大约用了七分钟完成了每一项。第一项叫“数数

游戏”，就是填完算术数列。第二项叫“魔术方块”，要从二十五个不同的数字中选出一些数

（有几个分数，小数，和负数）组成加减乘除的等式。第三项是心算题，用整数，小数，分

数算加减乘除。我们中间休息了两次，每一次五分钟，老师和我们做游戏，我得到了两个小

奖品。考试完了，我就大吃饼干！这时几个老师叫我和一个印度女孩去做附加题，在两分钟

内用几个数字算出一个最小的数，我给的答案是-1236/10。我在想：这是在决定第一名吗？

等结果的时间很长，我告诉爸爸我很紧张。老师最后宣布三年级的第一名是赵嘉乐！我高兴

地做鬼脸。我得到了金牌和奖状，老师给我们前三名照相，我们可以去参加北卡州的决赛了。 

十月十七日星期日我去北卡大学参加决赛，我们全家都去了。北卡州决赛的题型和用的

时间跟地区赛是一样的，可是题更难，我们也不能休息，参加决赛的同学更多，有三到七年

级的同学。这次有两个六年级和四个三年级的同学去做附加题。但是这次我得了第二名。第

一名会得到$250，第二名会得到$100，第三名得到$50。在等成绩的时候，我非常紧张。最

后我不太高兴，因为我特别想得到第一名。我的英文学校老师也会得到$100。第二天，我

的英文学校老师就把我的名字报告到了县教育局的网站上，后来我的名字又上了报纸。我觉

得很奇怪：第一名为什么没上报纸呢？我猜想可能他的老师不太关心吧。 

我最喜爱的中国节日 9A 班 龚晓哲 

中国农历的一月一号是春节，也就是农历的第一天。这天，大家从早到晚都在忙着包饺

子、请客等等。这是因为大家在迎接春天，盼望着冬天快点过去。我最喜欢这个节日，因为

我很喜欢春天，也喜欢看到电视上各种各样的节目：优美的演唱、欢乐的舞蹈、幽默的相声

和小品、可爱的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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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过春节通常会打扫房子，买新衣服和理头发。很多家庭在门框、窗子上贴对联。有

时候，在大街上有人放鞭炮、烟火、点香。家家户户都在屋外挂红灯笼。家里也能常常看到

一个倒挂着的“福“字，表示着“福到”。大家都互相拜访，长辈把小红包送给小朋友，表示祝

福。晚上，一家人坐在饭桌上聊天，吃年糕和五颜六色的小吃。农民会在春节的时候放假，

享受一下空闲的时间。 

中国好多的节日都有团圆的意思，春节也不例外。大家一起坐在屋里，一家老小和好不

容易来访的亲戚都见个面也蛮好的。海外的亲戚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是为了团圆和了解了

解家里的情况。春节，对他们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啊！ 

春节虽然没有象中秋节那么优美；没有清明节那么悲痛；没有元宵节那么神秘、色彩缤

纷；但我还是最喜欢它，因为它表示了亲人的祝福，家庭的依靠和大家的快乐和勤劳。虽然

春节这么好，但我从来都没有在中国过过春节。我听到了这么多关于春节的事情，很想在春

节的时候去中国。春节是个快乐节日。我希望每天都能象过春节。 

我最喜爱的中国节日 9A 班 李岳 

对我来说，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儿童节。儿童节是每年六月一日的一个中国节日。为什么

我喜欢那个节日呢？因为在我十岁时----儿童节那天我去美国的迪斯尼乐园玩了。那是我过

生日时收到的最好礼物。我是跟着爸爸、妈妈、小姨、表弟、姥爷和 姥姥一起去的。我们

在那里坐了小火车，过山车，看表演，买东西，吃好吃的，还玩了很多好玩的，渡过了难忘

的三天。 

爸爸妈妈带我坐飞机去了洛杉矶，然后我的小姨, 表弟和姥爷，姥姥也来了。我们就住

在我奶奶家。第二天，我们就去了迪斯尼乐园。我们先玩了开小车，我的表弟开得挺快的，

可是我比他还快，超过了他。接着，我们去坐小火车。小火车绕着公园走了一圈，我们看到

了许多好玩的景点。见到了米老鼠, 米尼, 唐老鸭, 和雏菊。我们就下车跟他们玩，爸爸给我

们照了相。我们又坐了一条船，看到了很多金子和宝藏。午饭后我们坐着一个小车进到了一

个暗道，里面有很多怪物。我们用枪打怪物，看谁打得多。表弟和我还坐了小飞机。天晚了，

一天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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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又来到了迪斯尼。我和表弟挺热的，满脸都是汗。爸爸给我们俩买了两个

小风扇，在风扇上有米老鼠，我们还买了帽子，腰包和一些好玩的东西。我们走到一座山前，

上面有人坐过山车，看起来非常好玩，我们就排队。等我们上到车上，车就往山上走。在山

洞里，我们看到了可怕的怪物和闪闪发亮的水晶。等我们的车下山时，车就更快了。我怕得

几乎要哭了，我在心里不断鼓励自己，终于坚持了下来。我打算以后再不去坐过山车了。我

们跑到一个电子游乐场来玩一会儿，然后我爸爸又看到一个过山车。爸爸和表弟还想坐，可

是我不要。他们做了一次，告诉我非常慢，所以我再试了一次。这次我觉得没有上次可怕。

天太晚了，我们就回到了旅馆。 

最后一天，我们在门口照了照相。又做了一个恐龙的车，我一点都不害怕。吃完午饭，

做了一个阿拉丁的车。然后，我们坐在一个茶杯的车子，车转的特快，我们都转晕了。晚上

又去看了一个米老鼠的表演。一开始我们看了一些卡通鸭子吹号。然后有很多烟花在天上，

突然，米老鼠从船里跳了出来，给大家跳舞。过一会儿，一只大怪物从水里跳了出来。他说

要打败米老鼠。可是，这只大怪物被米老鼠打了两三下就跑了。我们给米老鼠鼓掌，米老鼠

笑了笑，就走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的儿童节过得非常愉快。可惜我以后不能再过儿童节了，因为爸爸说我长大了，要当

大人了。所以儿童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 

我最喜爱的中国节日 9A 班 廖迪文 

我最喜欢的中国节日是什么呢？我最喜欢的中国节日是中国新年。中国新年是中国人最

热闹的节日。每到过年的时候，小孩子们都会放假， 像美国孩子过圣诞节或者感恩节一样。 

不仅是中国过中国新年，中国附近的国家和其它有中国人的地方都过中国新年。在美国、加

拿大和奥大利亚的唐人街中国人也有过新年的传统。  

每年快要到新年时，人们会打扫除、挂春联、贴红纸。大年三十的晚上，家人会团聚在

一起吃好吃的，像西方的感恩节一样。传统的中国新年，人们会吃饺子和汤圆。天黑了以后，

小孩子会提着灯笼出去，放焰火，非常令人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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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年这一天，人们会忘记不愉快的事情，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大人还会给小

孩子们红包。 红包里是压岁钱，据说是祝愿小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新年。 家人、朋友们也会

送给小朋友们红包。 

中国新年是怎么来的呢? 传统故事讲，以前， “年”是一个特别让人害怕的野兽， 每年新

年快要到了的时候，它都会到村子里吃人。人们害怕得都不敢睡觉。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位

老人。 他叫人们敲锅，产生很大的响声，又叫人们在窗户上贴红纸做装饰，点亮家里的蜡

烛。原来，“年”兽怕红光、火光，和爆炸声。从此，“年”再也没来了。这是为什么现在人们

会帖春联，放焰火。后来，人们知道这位老人是天上派下来的神。 

我也收到过红包，是过年的时候爷爷奶奶给我的。每次过年的时侯我都很愉快。中国新

年是我最喜欢的中国节日。 

我最喜爱的中国节日 9A 班 郑师维 

中国有很多传统节日，但我最喜欢的节日却是春节. 因为春节就象美国的感恩节，是全

家团圆的日子。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家特别热闹. 我爸爸妈妈会请许多朋友来我们家。我们

一起吃饺子，唱卡拉OK, 看春节联欢晚会，别提有多热闹了。 

我很喜欢看春节联欢晚会。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节目是相声和小品。他们总是把我逗得

哈哈大笑。我很小的时候就笑得肚子疼，爸爸妈妈觉得有点奇怪。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听得

懂。去年春节我还学会了包饺子。我帮妈妈包了很多饺子。我包的饺子不是很好看但是我觉

得特别好吃。 

爸爸妈妈给压岁钱的时候我最兴奋了！我把压岁钱藏在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想着可以

用它来买很多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不由得偷偷地笑了。 

又好吃、又好玩、又可以拿到很多压岁钱，过春节真是太幸福了！但是妈妈说过了春节

我又长了一岁，我应该更懂事了。我真希望我不要这么快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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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 RACL 获奖作文 

第十一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是 2010 年举行的。本刊将在这期和下期陆续刊登获奖作文。 

攀岩 方佳宁（9 岁） 

5B 班 指导教师：郑晓洁 

去年的圣诞节，我们全家坐了 7 天游轮去加勒比海度假。 

在游轮上的第一天，我觉得什么都很新鲜。可以玩儿的太多啦！你可以去游泳，去高级餐厅吃饭，

去客房休息，还可以去儿童俱乐部，去游戏房„„有很多好玩儿的事情可以做。我选择了去攀岩。 

我选择攀岩是因为我看见我的一个朋友在那里爬。他像一只猴子，没费一点儿力气，很快就爬到上

面去了。我看着他，心想，我也可以轻松地爬上去。于是我穿上登山鞋，绑上宽皮带。这套装备好

重，我只好慢慢地走去排队。等待攀岩的人好多啊！终于轮到我了。我看着前面的人在爬，突然感

到很担心。我问自己：“我能爬上去吗？”这时教练走过来了，他问我：“你是要爬容易的，中等

的，还是难的？”我已经确信自己想试一试了，就很快地说：“容易的。”教练把一条绳子系在我

的宽皮带上，告诉我，有红色的和绿色的两块石头，只要把脚轮流放在两块颜色不同的石头上往上

爬就行了。我一听，顿时觉得很开心，心想：这一点也不难。于是我就把右脚踩在绿石头上，接着

把左脚放在红石头上，用绳子把身子拉上。右脚红，左脚绿„„我就这样爬着。不一会儿，我已经

爬到了四分之一的高度。我抬头看了看顶端的那只铃铛，心里告诉自己：不要往下看，不要往下看。

我继续慢慢往上爬，爬得越来越高。这时候我突然往右边看了一下，看到了窗外的大海，很可怕。

但是我还是暗暗鼓励自己接着往上爬。超过一半高度的时候，我又低头往下看了一眼，感觉要掉下

去一样，很害怕，但是我知道自己有绳子绑着是掉不下去的。右脚这儿,左脚那儿„„四分之三高度

的时候我又忍不住低头往下看了看。地上的人看上去都很小，像小虫子。我突然觉得身子一晃，头

很晕，再往上看看那只铃铛，觉得坚持不下去了。我只好顺着绳子慢慢地下来。就这样，我最终没

有爬上去…… 

我现在知道，有一些事情看着很容易，但是做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简单。有些时候，只要再坚持一下

就会成功了。 

我为上海世博会做贡献 严又华（17 岁） 

9A 班 指导老师：王西宁 

每次夏天我回中国，除了探望奶奶和姑姑，就只是吃和玩。但今年夏天回国多了一样事情：为我的

毕业课题找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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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辅导中国小朋友的英语听说能力。可是以什么为什么题材呢？找到题材是我的首要任务。我顾

不上玩，忙着出去找题材。记得我一出机场就看到：“迎接上海世博会的到来，为明年的上海世博

会作贡献”的横幅大字。走上街，也到处可见有关世博会的标语。于是我上网查找了有关世博会的

信息。本来我以为世博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我完全错了。世博会是件很大的事情。我越读越感

兴趣，了解了它的意义之后，我想，这不是很好的题材吗？世博会期间肯定会有很多的外国朋友来

上海，教小朋友们有关上海世博会的口语句子，不是很好吗？于是我用了半天的时间准备了“迎上

海世博会口语 30 句”的上课内容，并拿给当地的组织者看，然后定下了上课的日期。 

终于可以做老师了。第一次上课，我很紧张，因为我的中文不是很好，担心会出丑。我记得走进教

室时学生们都已经坐好了。我心想：“哇！这些学生比我来得还要早！”看到他们都比我小，紧张

的心情才稍为缓和了一些。我首先用英语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让他们用中文翻译一遍，一是让他们

了解我的情况，二是让我了解他们的英语程度。刚开始的口吃和尴尬的沉默被相互了解的欢声笑语

所打破，我紧张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有了自信心。我想，我一定会当一个好老师，顺利地完成这

个课题。 

几个星期的课转眼就要结束了。回美国的日期越来越接近，我和小朋友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最后

一堂课我是这样安排的：先给学生一个小测试，然后为了表扬他们学习用功，我准备了甜面包圈。

看了测试，让我惊讶的是，他们的成绩个个都很好。当我告诉他们接下来要吃甜圈圈时，他们都特

别高兴。看着他们一蹦一跳地来到我的面前拿甜圈圈，我真是又高兴又伤心。高兴的是我觉得自己

完成了一件大事，感觉棒极了。伤心的是我要离开这些活泼的小朋友们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

次当老师的情景。 

今年回中国，不但吃了玩了，还做了两件大事：既完成了我的毕业课题，又为上海世博会作了贡献。

这段经历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和交响乐队协奏 周安杰（14 岁） 

9A 班 指导老师：王西宁 

二零零九年二月份，我在教堂山协奏曲比赛中得了第一名。我弹了难度高的《格里格钢琴协奏曲》。

比赛的评判员都觉得我弹得很棒。我高兴极了，这次比赛我不但获得了奖金，而且还将和教堂山交

响乐队协奏表演。 

一年前我就盼望自己能和交响乐队协奏。我想：“我弹琴时老是自己弹，这太平常了。如果和五十几

人的交响乐队协奏，那就有点儿特殊了！”我觉得一人弹曲子的时候像一种颜色，和交响乐队合奏的

时候就像一幅五颜六色的画，各种各样的乐器在一幅画上画各种颜色。现在得到了好机会，我非常

高兴。 

第一次排练时，因为不习惯和交响乐队协奏，我有时比他们弹得快，有时又根本跟不上。后来，我

意识到协奏时一定要看着乐队指挥，按照他的节拍弹。排练几次后，我慢慢就习惯了。我觉得和交

响乐队协奏很有意思，有时候像钢琴和其他乐器在对话，我刚弹完一节，笛子马上就用音乐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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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又像钢琴在和交响乐队一起画格里格故乡的威武的山峰、美丽的峡湾。我用钢琴画出高高的

山峰，笛子和黑管帮我加一些云和雪。我画了一条奔流的大河，小提琴和小号像流进大河里的支流。

曲子中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独奏前的合奏。我和乐队一起响起来，到了一个高潮，然后我就悄悄地开

始独奏。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惊喜。 

表演那天，我在台后面的小屋里等着，感到又开心又紧张。乐队指挥下来请我上台。我深吸了一口

气，上了台，鞠了一躬，在九英尺的施坦威钢琴前坐下来。我看着指挥，开始跟着他的指挥演奏。

我弹的时候把感情都放在音乐里了。在二十分钟的时间里，我和交响乐队一起给观众们画了一幅挪

威峡湾的画。我在一个雄伟的和音处和交响乐队一起结束了曲子。观众立刻鼓起掌来。我向观众鞠

了一躬，表示了感谢。 

那天是我最难忘的一天。和交响乐队协奏真有趣！ 

我的妹妹 王嘉莹（14 岁） 

8B 班 指导教师：陈仕平 

我的妹妹王洁宁长得像妈妈，有一张圆圆的脸，一双发亮的眼睛和两个甜甜的酒窝儿。她脸上常常

挂着微笑，非常讨人喜欢。 

你第一次见她，肯定会觉得她很害羞，因为她跟不熟悉的人几乎不讲话。她的学习成绩优秀，老师

上课提问时她却很少举手发言。但是，当朋友需要时，她总会想办法安慰和帮助她们。因为她的友

好和乐于助人，在美国学校、中文学校和中文课外班，她都有很多朋友。她第一次参加“All-girls”足球

队训练时，所有的小朋友都高兴地跑过来，抢着拥抱她。因为队员们是来自好几所不同学校的中国

孩子，两位教练惊奇地问：“这是谁家的女儿，这么有人缘，这么受欢迎？”妈妈和我听了，相视而笑。

妹妹经常被朋友邀请去参加生日聚会和外宿晚会，我们都习惯了。 

她做事很认真，甚至有些固执。她念中文阅读材料时，只要读错了一个字，她就从头读起，一篇新

课文有时要花好长时间才能读完。我有一次不耐烦地问她：“如果你念错了最后一个字，你还会全部

重读吗？”妹妹回答“是”的时候，我真服了她。正是这样，她的中文读得比我标准多了，认得的中文

字也快超过我这个上八年级的姐姐了。 

妹妹洁宁给家里带来很多欢乐和笑声，我们都记得她小时候的很多笑话。洁宁很小的时候，喜欢喝

可口可乐。不管她在哪间屋子玩儿，只要听见爸爸拉开可乐罐的声音，她都会飞快地出现，问爸爸：

“你在喝什么？”每次爸爸都“严肃”地告诉她：“我喝的是中药。”终于有一次，洁宁歪着头说：“我怎

么觉得是可口可乐呢？”她先抓住爸爸的手说：“我就闻一闻。”接着说：“我就舔一舔。”然后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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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尝一尝。”最后，她把着爸爸手里的瓶子，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把一瓶子都喝光了才松手。见

此情景，爸爸和妈妈都乐坏了。 

妹妹今年十岁了，她真是一个执着、友好、可亲可爱又可笑的女孩儿。 

接弟弟 李承安（14 岁） 

8B 班 指导教师：陈仕平 

今天爸爸和妈妈工作都很忙，不能准时回家。妈妈早上吩咐我，让我放学后去车站接从学校回来的

弟弟。我高兴地答应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可以帮爸爸妈妈的忙了。 

为了接弟弟，我把所有的课外活动都取消了。我还告诉我的朋友，我今天没时间和他们玩了。当我

走出校门时，外面已下起了小雨，我加快了脚步，赶快跑回家。到家后我穿上了雨衣、雨靴，拿了

一把雨伞，匆匆忙忙赶到了 32 路车站。 

这时，雨下得越来越大，风吹得我几乎站不稳，而我却顾不了这些了，就怕错过了弟弟回家那趟车。

我眼睛紧紧地盯着每一辆过来的车，看着每一个下车的人。15 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看到弟弟。他

应该在这个时候到的呀！我心里特别着急，难道我走错了车站？我回头看了看站牌，没有错啊，是

32 路汽车站，怎么弟弟还没回来呢？正在这时，我的眼睛被一双手从后面蒙住了，我回头一看，是

弟弟！我高兴地拉着弟弟的手跳了起来。我问弟弟为什么那么久才到，弟弟说因为下大雨，路上塞

车，车走得很慢。 

我现在终于明白当我晚回家时爸爸妈妈为什么那么着急了。 

旧金山的“怪”车 泰旖晨（9 岁） 

4C 班 指导教师：刘翠 

我最喜欢的城市是旧金山。那里不仅有著名的金门

桥、监狱岛、渔人马头、花街和连在一起的维多利

亚式的房子,还有各种各样的“怪”车。我最喜欢的

车是缆车。 

缆车是靠路底下的又粗又长的缆绳拉着在轨道上行

走的。这是一种非常老式的车，车里面都是木头椅

子。人可以坐在这些木椅上，也可以扶着栏杆站在

车外的踏板上。现在，只有旧金山还在用缆车。缆

车司机的三个主要的任务是：让车和缆绳分开、让

车拴在缆绳上、摇铃。我坐过一次缆车，站在了车尾。车在下大坡的时候走得很快，风呼呼地吹在

脸上,我很喜欢。但是我不喜欢上大坡，因为我觉得只要我稍往前倾,就会一头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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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还有一种跟缆车差不多一样老的车，我叫它

“铛铛车”。车要走或者要停的时候，司机要拉一下

铃，发出“铛铛”的声音。这种车是走在轨道上的电

车，车顶上有一根电绳连在空中的电缆上。电车就是

靠由电绳传导来的电开动的。 

新式的有轨电车的车顶上也有一根电绳传电。这种车

可以在地下走，也可以在地上走。车的两头都可以做

车头。有的时候两辆电车连在一起走，看上去就像一

个短短的火车。 

我觉得旧金山最怪的车要算鸭子车。它们看上去

就像是有轮子的船。这种车在马路上开着开着,穿

过沙滩,然后直接开到大海里!到水里以后，它们就

像船一样漂浮在水面上了。 

旧金山还有好多有趣的车。比如马车、可以一家

人一起骑的自行车、上下两层的大旅游汽车、小

小的带定位系统(GPS)的三轮汽车、站着骑的

SEGWAY 和人力三轮车……要想看到这些车,你只能

去旧金山!没准儿，你还会看到我没见过的车呢！ 

白色圣诞节 金楚凡（9 岁） 

4M 班 指导教师：龚建群 

今年圣诞节，我们去芝加哥看舅舅。 

我喜欢雪，但是在北卡没有那么多雪，我从来没过过下雪的圣诞节。妈妈告诉我芝加哥会下雪，所

以我一直盼望着去芝加哥。 

第一天到了芝加哥却没有那么多雪，只有几天前下的一点，我有点儿失望。圣诞节早晨，妈妈叫醒

我。她说：“啊，外面下雪啦！”我一听，非常高兴，匆匆忙忙地吃完早饭，就赶快出去玩儿。我

来到外面，摸了摸雪，那雪是又轻又软。我抬头望了望周围，满地的雪像一个巨大的白地毯。我还

看见一堆雪，那堆雪像两个埋着的人。我最喜欢玩儿的游戏是滑雪。我们去附近的一个大坡上玩雪

橇。我一看到那个坡就很想滑，但是我第一次滑下去时却在坡上的一个鼓包上颠了一下，雪橇停了

下来。我很兴奋，想接着再滑，所以我滑了一次又一次。 

我看见一些小朋友把他们的雪橇接在一起，做了一个大雪橇，我也把雪橇接上去了。我们像一列长

长的火车向坡下滑去，结果大家撞在了一起，哈哈大笑。然后我又借了一个滑雪板。滑雪板不是那

么容易玩儿的。第一件事是要把你的脚绑在板上，第二件事是你要扭动双腿，然后你在下坡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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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蹲着，既要保持身体平衡，又要把身体的重心放在前面。我练了很多次，终于学会了玩儿雪板。

临回家前，我还滚了一个大雪球。 

我很喜欢芝加哥的冬天，那里下很多的雪。这是我过的第一个白色的圣诞节。 

转变 罗佳（9 岁） 

5A 班指导教师：袁聆 

我有一个表姐去年夏天从中国来到美国读研究生。来之前，她说她要在美国学习。来了之后，她不

断地逛商场，买名牌衣服，一点也没心思学习。她对人也很冷淡，经常捏我的脸。我很讨厌她，很

想让她离我远一点。 

 去年圣诞节时，当我听到我另外一位在中国的表姐也要来美国时，心里就很是担心，怕来的又是一

位不懂事的姐姐。我这位表姐的名字叫鸶鸶。她刚到的那天，我对她很冷淡，不愿意跟她多讲话。

但是，她一看到我，就很热情地对我笑了笑。那个笑让我消除了对她的戒心，但我总是和她保持一

定的距离。她来到我们家没几天，每次都主动地帮我妈妈洗碗、倒垃圾，还跟我一起玩儿。当我遇

到难题时，她很耐心地跟我解释，直到我搞懂为止。 

一天，我的小狗跑丢了，我很伤心，很想让我的狗回来。鸶鸶姐姐对我说：“你别失掉信心，我们

再努力找找，一定能把你的小狗找回来。”她先陪我在小区里来回找了两圈，仍然没找到小狗。虽

然鸶鸶姐姐只懂一点儿英文，但她还是很认真地帮我用电脑打印出“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狗？”的告

示。几天之后我放学回家，看到小狗蹦蹦跳跳地朝我跑来。原来，一个邻居看到了告示，把小狗送

了回来。我真是太感谢鸶鸶姐姐了。 

这件事使我认识到，对一个不认识的人不应该先有偏见，不要把你看到的不好的先例用在你还不了

解的人身上。 

去餐馆 徐首瑞（11 岁） 

5A 班 指导教师：袁聆 

中文学校终于放学了!我正等着跟妈妈去我最喜欢的一个中餐馆吃中饭呢!妈妈把我从教室接出来后,

我们就直奔那个餐馆。 

到了餐馆的停车场,一下车我就闻到餐馆里炒菜的香味。我使劲地吸了一口气,大声叫:“真香啊!”我还

没有进餐馆就开始流口水了。 

进了餐馆,我们先排上队等点菜。我们一边等,一边讨论应该点哪些菜。餐馆的菜可多了，有甜酸鸡、

鸡蛋炒饭、湖南牛肉、四川牛肉……最后,我们点了干烧牛肉和家常炒面这两个菜,白饭和酸辣汤是配

搭的。点好了菜,我们就坐下来专心等菜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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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我们点的菜上来了。家常炒面是金黄色的，油亮亮的,里面还放有深酱色的牛肉丝、橙色

的虾仁、粉红色的叉烧肉丝,再加上绿色的葱花,好看好极了!吃起来又干爽,又有咬劲。另一个菜是干

烧牛肉，它的风味完全不同。它是把牛肉切成两英寸长的细丝，再放进配好的又辣又咸的汁里干烧。

咸辣汁的味道全部进到了肉里面了，肉非常好吃,也有咬劲,让你回味无穷。吃完饭菜,我就开始喝酸辣

汤,这时汤的温度正好可以喝。酸辣汤又酸又辣，汤里有一丝一丝的蛋花,一片一片的嫩白菇,金黄色的

笋丝和黄花菜,还有白白嫩嫩的豆腐丁。喝了它,你就是在冬天也会满头冒汗！我和妈妈不知不觉地就

把中饭吃完了。味道美极了!算一算这顿饭才花了十二块钱! 

我和妈妈高高兴兴地上了车,离开了中餐馆。我盼望下一次再来! 

童年的记忆 张莞婷（13 岁） 

7A 班 指导老师：杨晨敏 

我的幼儿时期是在中国跟姥姥、姥爷一起度过的，妈妈那时候在美国上学、上班，没精力好好地带

我，只好把一岁的我送到遥远的中国。 

那时我不记得妈妈长得什么样，也没有我跟她在一起的记忆。我最早的记忆是在哈尔滨姥姥家的一

间小屋里。 我记得姥姥帮我扶住门，光着脚的我扑通扑通地跑进屋里。那个屋子对我来说就像一个

天堂：白白的墙，古朴的家具，素雅的窗帘，给了我一种幸福的感觉。姥姥天天都会跟我到这间屋

来，拿出好几本相册，然后一页一页地给我看，那些相册里装满了妈妈的照片。姥姥不想让我忘记

妈妈，就天天给我看相片。那时我虽然没有感觉到妈妈的爱，但是姥姥、姥爷对我的爱比妈妈给的

还多，我还是很幸福的。 

在姥姥的照顾下，我慢慢地长成一个快乐的三岁小孩儿。有一天在幼儿园，我把别的小男孩儿的玩

具抢走了。老师批评我说：“这样不对。”可是我却说：“这些玩具是学校的，又不是他的。为什么他

能玩儿我不能呢？”老师听了之后，没话说了，我就高高兴兴地继续玩儿起来。那时的我自信、开朗

又聪明，其实我不知道姥姥就要把我送回美国了。 

到达美国机场的那一天，第一眼就看到了姥姥家照片上的人，我就叫了她一声“妈妈”，并且给了她一

个大大的拥抱。看来姥姥没有白费时间教我。姥姥很快就回中国了，妈妈也得上班，只好把我送到

美国的幼儿园。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我害怕看到和我长得不一样的陌生人，而且我又不会说

他们的语言，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想法，我变得很内向。我思念着我的天堂——中国的家和我亲爱

的姥姥、姥爷。那时候的我才三岁半，但是我慢慢地克服了这些困难，性格也变得开朗起来了。 

可能这就是命运吧：一个一岁“失去”妈妈、三岁“失去家”的天真小女孩儿，一个十岁才有弟弟、

十一岁父母就离婚的孤单小女孩儿，一个十三岁就要学会独立的少女……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我成

长的经验，我不会觉得自己可怜，我会坚强地面对生活，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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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的乐趣 沈佳（12 岁） 

7A 班 指导老师：杨晨敏 

今年寒假，我和一些朋友去西弗吉尼亚州一个滑雪胜地滑雪，这是我第二次滑雪了。在车上，我和

弟弟都非常兴奋, 盼着早点赶到滑雪场。 

终于到了滑雪场, 我们急忙拿上滑雪板就在很缓的坡道上滑了起来。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渐渐

地找到了上次学滑雪的感觉。第二天, 面下起了冰雨，我们只能呆在房间里看电视、玩游戏了。 

第三天，太阳终于出来了, 我们又可以出去滑雪了。我们准备滑遍雪场所有的绿道、蓝道和黑道。绿

道是最容易滑的雪道，我们一开始在绿道上滑，慢慢地感到没意思了。我和朋友们决定到比绿道要

难一点儿的蓝道去滑，于是我们坐缆车上了更高的山顶。这个山的坡很陡，看上去很吓人，很多初

学滑雪的人都不敢在那滑。下了缆车，我的朋友们都勇敢地滑下山去了，而我实在不敢滑下去。在

坡上再往下看去时，发现山坡太陡，但是已经太晚了！在雪道上，往回走是不可能的。最后，我只

好拿出勇气，决定冒险尝试一下。我小心翼翼地往坡下滑。起初，坡还比较平缓，一切都没有问题。

我用斜坡滑雪的方式，成功地控制住滑雪的速度。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山坡变得很陡，滑雪速度几

乎无法控制。这时，我想起第一次滑雪时教练曾告诉我们：滑雪的时候，速度太快时，你的本能就

想往后靠，可是一旦你往后靠，就很容易摔倒。这时你的身体应该往前倾，弯腿向下蹲，让滑雪板

尖靠在一起。这样做会帮助你减慢速度或者停下来。终于，我克服了恐惧，一边想着教练的话，一

边努力地往前倾，减慢了速度，滑到了坡下，我成功了。不知道是由于害怕还是激动，我的心在猛

烈地跳着，我不得不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再回头看看我刚滑过的陡峭的山坡，我感到很自豪，觉

得自己已经征服了这座山。尽管前面有很多人在这个坡道上滑雪，我还是感觉自己像一个先驱者。

更多的人沿着我们滑过的雪道滑了下来，他们从我们的成功里找到了勇气。 

后来，我又滑了一条更困难的蓝道和更恐惧的黑道。虽然我摔了两次，但是第一次冒险给我带来的

勇气让我不再害怕。在这白茫茫的雪山上滑雪，让我同时体验恐惧和兴奋；在这冰雪世界里，的确

没有什么比滑雪更刺激的！  

滑雪 齐欣欣（11 岁） 

6A 班 指导教师：郑金华 

滑雪是我非常喜爱的运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和哥哥去滑雪。我高兴极了。 

我们滑雪的地方叫“冬场”。那天，虽然天气晴朗，但是风很大，气温很低。我穿了很厚的衣服。当

我看到好多人滑得很自如的时候，我很羡慕,同时也跃跃欲试。然而，当我穿上长长的滑雪板想站起

来的时候，我的双腿失去了平衡，一下子就摔倒在雪地上。我努力着快要站起来的时候，又摔倒了。

多亏了爸爸站在旁边帮助我，一次又一次把我扶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我能站稳了，并在平坦的地

方慢慢地滑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掌握方向，所以还是会滑到旁边的小沟里，有几次还几乎要撞上

其他人。我想，我需要仔细地观察其他人怎么滑。我发现，转弯的时候不但要转身而且要转脚。李

叔叔还告诉我，要把双腿分开，并且脚尖朝内，这样就可以减慢速度。我就按照这些转弯和减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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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来练习。我慢慢地觉得自己可以在比较平坦的地方滑了，而且摔倒的次数也少了。我在比较平

坦的地方练习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然后就去比较陡的地方滑。在那儿又练了一会儿后，我有了更多

的自信，就跟李叔叔上了揽车。当缆车带着我们慢慢地向高处去时，我向下一看，看到正在滑雪的

人们显得小了。我觉得心跳很快，有点害怕，希望快点到达终点。最后，缆车终于把我们带到了山

坡的最高处。从缆车上下来，站在那儿朝下看，我觉得我已经站在了非常高的山顶，我非常激动，

也有点害怕。但是这时我没有选择了，只能朝下滑。虽然我希望慢慢地滑，但是山坡很陡，我滑的

速度还是很快。我摔了很多次。有一次摔倒后,由于速度很快,我躺在地上还往前冲了几十英尺。我的

衣裤被雪弄湿了，我也不觉得冷。最后，我终于滑到了底部。就这样，揽车一次次把我带到山坡的

最高处，我一次次从最高处向下滑。有时我和朋友一起滑，有时我自己单独滑。经过好多次练习，

我终于从最高处顺利地滑到山下，一次也没摔倒！我高兴极了!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天就黑了下

来。大约晚上九点的时侯，我们回到了住处。 

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滑雪。尽管以前我也去过滑雪场，但是摔了几跤后我就放弃了。这一次我的

进步很大，我完全可以独立地滑了，我很愉快。明年我还要去那里滑雪。 

第二天,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起妈妈经常对我说的那句话：“一个人，无论做任何事，只要有坚强

的意志和不懈地努力，就一定能够成功。”我想滑雪是这样，学习也是这样。 

改病句 

gongqin@yahoo.com。

1. 举办这一系列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展示近年来中国海军建设的成果。 

2. 随葬的器物主要是以石器、陶器为主。 

3. 让他担任这一职务是因为他曾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 

4. 科考队决定留下十名队员以备作后援。 

5. 经过了漫长的两个月的艰难航行之后，他们终于看到了陆地。 

  

mailto:gongqin@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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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须知 

Welcome to Raleigh Academy of Chinese Language!  RACL is the largest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in RTP area 

and its goal is to offer the best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al education to students and to provide a warm and 

friendly community for RACL families.  Here are several important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after enrollment: 

1.  Get to know RACL program and take full advantage of it.  

Gear up with updated information of RACL by frequently visiting our website www.racl.org. The important 

announcement and class cancellation will be posted on the website timely. 

2.  Set up and manage your RACL account 

All RACL families have their own accounts at http://apps.racl.org/. Your child(ren)'s class information, scores, 

progress, registration status will be updated accordingly. You can monitor your child(ren)'s score in your family 

account and update your family contact informat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register your child(ren) every 

semester online.  After your first registration, you will get a login name and password.  You can then change the 

password into something that’s easy for you to remember. It's very important for you to remember your 

account login and password. 

3.  Subscribe to RACL group e-mail 

RACL communicates to its members and parents through the group email.  Sign up and know what’s going in 

RACL.  To sign up, send email to MajorDomo@statgen.ncsu.edu with the following command in the body of 

your email message: subscribe racl <your e-mail address>     For example: If your email address is me@racl.org, 

the command should be: subscribe racl me@racl.org 

4.  Join the PTA 

RACL’s success depends thoroughly on your support.  Please join the PTA by filling out the volunteer 

opportunities form attached with this letter. 

5.  Communicate to school via emails 

If you have any suggestion, opinion or question, please contact school staffs through: 

principal@racl.org for principals; academics@racl.org for language classes and academic department; 

activity@racl.org for activity classes and activity director; PTA@racl.org for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council; 

newsletter@racl.org for school news letter; register@racl.org for registration and enrollment. 

6. Check out RACL Newsletter 

Published quarterly on line at http://racl.org/newsletter.html, RACL Newsletter is normally displayed on 

campus when it comes out.  All parents, teachers and staff are welcome to contribute to the newsletter by 

contacting the newsletter editors at newsletter@racl.org.  RACL students are especially encouraged to 

submit their Chinese writing to the Newsletter - they are rewarded once their writing is published! 

 

(本刊编辑：龚青 gongqin@yahoo.com，王慧芳 hfw88@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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