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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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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简讯 

ＲＡＣＬ通讯录封面比赛揭晓 

在二月六日晚举办的ＲＡＣＬ春节联欢晚会上，家长会会长付加荣宣布本学年学校通讯录封面比赛的

第一名获奖者是邢怡（Christina Brown）。付加荣为她颁发了奖品 iPod，并鼓励全校学生踊跃参加明年的

比赛。 

会后本报从付加荣先生那儿得知，邢怡获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她的作品充分显示了她的绘画技巧，

二是她的设计的图案机构非常合理。本报在此祝贺邢怡同学！ 

中文标准考试和ＲＡＣＬ中文学习学分 

零九年十二月五日，教务长石青为学校全体家长做了题为《中文标准考试和ＲＡＣＬ中文学习学分》

的讲座。当天到场听讲座的家长很多，E300 座无虚席。原本是一小时的讲座延续到二个小时，还有家长在

认真地问、石青在耐心地答。 

石青教务长主要讲了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文标准考试的种类和准备 

二、ＲＡＣＬ的考试规则 

三、考试成绩单 

四、在ＲＡＣＬ拿中文学习学分的一些细节 

成年人太级拳班 

课外活动处长刘炎生本学年计划为ＲＡＣＬ的家长们又添一课：太级拳。刘炎生先生以通过电邮向家

长们调查。目前看来，感兴趣的人不少。本班将于三月十三日第一次上课。届时刘炎生先生还会电邮提醒

大家。其他有兴趣的家长请注意查看电邮。 

刘炎生处长说，ＲＡＣＬ的人气很旺，学校有条件、大家有兴趣，这样的课会越办越好。 

ＲＡＣＬ网上注册系统 

在ＲＡＣＬ志愿人员的不段努力下，学校终于可以在网上报名了。零九年十二月底，在校学生以通过

网上系统成功注册。目前虽然学费还需面交，但大家无需在报名现场长时间停留、等待，注册速度大为提

高。负责此次网上注册系统的泰晓榕先生在在报名现场不厌其烦地回答了家长诸多问题。 

本报代表学生家长向为此辛勤工作的志愿人员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感谢。祝贺网上注册的初步成功，感

谢志愿人员为此付出的劳动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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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ＣＬ迎春晚会 本报编辑 摄影沈兵 

刚刚下过少见的大雪，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RACL春节联欢晚会。这次晚会格外热闹。500

多位老师、家长和孩子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参加了这场盛会。下面我们以图片来回故这场晚会。在

此特别感谢沈兵辛勤摄影。 

晚会由肖伦女士做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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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巨龙环绕会场三周拉开了序幕。 

 

刚刚完成了“龙头”的任务，呼吸还有些急促的校长李冰首先向全体来宾祝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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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精彩的节目一个接着一个展现在大家面前。有舞蹈、朗诵、唱歌等。表演风格各异：优

美、活泼、可爱、热闹。台下掌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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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韵俱乐部的妈妈们给大家表演了健美操。 

 

长青俱乐部爷爷奶奶们为大家演出了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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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中间还有几次抽奖活动。幸运的观众得到了惊喜的礼物。 

 演出结束后，RACL的志愿者们在厨房忙了好几个小时为大家准备了荤素搭配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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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孩子们的有奖游戏活动。几乎所有的孩子们都得到了一些有趣、有用的奖品。 

 

 

 

在此我们向全体为晚会圆满成功付出时间和精力的志愿者们再次表示感谢！ 

更多此次晚会照片，请看http://picasaweb.google.com/BingPh/RACL02062010# 

http://picasaweb.google.com/BingPh/RACL020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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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L 学生投稿选登 

 

 

【编辑的话】 

 

我们很高兴李怡涟、周安文、龚晓哲和周安杰同学向本刊投搞。 他们的

文章从滑雪、学中文、奇遇小猫到过春节，题材多样、很是用心。 

按规定，每篇被选用的文章的作者都会得到一个 Target 购物卡作为奖

励。同时，我们将到教室对他们踊跃投稿给予表扬。希望下期能有更多的同

学踊跃投稿，最好能图文并茂。 

以下是对学生的征稿规定。 

 

 

 

RACL 校刊新增试行征稿办法 

 

为鼓励更多的学生用中文、写中文，参与 RACL 校刊的投搞，从下学年开始，RACL 校刊编辑部将试

行一个新的征稿办法。细节如下： 

一. 所有 RACL 的学生可向 RACL 校刊投稿。 

二. 稿件形式应为中文文字(新闻报道,记叙文,评论,散文,诗歌等),摄影,美术等。投稿必须是创作、不得与

已发表作品重复。 

三. 投稿应以 RACL 学校，学中文，中国及其它生活等为主题。投稿应以学生主写，欢迎老师给以指导。 

四. 如投稿被采用,(根据内容的长短)作者可得到$5 或更多的奖励。根据学生投搞情况，学期末本刊还可

设‘本年学生作者奖’、‘本年教师编辑奖’等给予更多鼓励。 

五. 请将投稿寄往: gongqin@yahoo.com  稿件请用 Microsoft Word。 

 

 

mailto:gongqin@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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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 4C班 李怡涟 指导老师 刘翠 

 

我 2009 年的圣诞节有很多好玩

儿的事，像滑雪、开礼物、看电视、开

party、跟朋友们玩儿、和大家聊天，还

有帮妈妈做饭。这些事我都觉得非常有

趣。其中， 我最喜欢的就是滑雪。 

我们一家人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去

Wintergreen 度假村。我们第一天滑了

一天的雪；第二天下了大雨。 于是，大

家那天就不能滑雪了。可是， 度假村那

儿有游泳池， 还有健身房，我们在那玩了很久。一起玩打水仗，泡热水浴。 第三天我玩得最高兴，

我们一早就去滑雪。那天我去了蓝钻石滑道。我以前只去绿钻石滑道，可是那天爸爸带我朋友和

我去了蓝道。 一开始我们两个吓坏了，后来在我们下坡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好玩儿了。蓝道的缆

车快得很呢！我和我的朋友不知道，我们刚上缆车，缆车就往前上坡，我们差点儿掉下去。我们

到最上边的时候，转弯儿从右边滑下去。我开始滑的时候，觉得有点儿害怕，但是后来我觉得好玩

极了。我们滑完蓝道，就又回到绿道玩。那个晚上我们又回去滑了晚场。雪场的雪看上去非常像

白白的糖，滑在上面软软的，好舒服。我们滑到了 9:15 才回去。第四天，我们一直滑到 4:30 才

离开了 Wintergreen 度假村。半路上大家一起去饭店吃了晚餐。之后，我就在车上睡觉了。这就

是我今年滑雪的故事。 

我今年上了更难的滑道，我想今后可以滑再难些的。因为我感觉我滑得挺好的。滑雪让我

度过了特别美好的时光，我盼望明年再去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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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文的好帮手 7C班 周安文 

 

记得那天是2006年的圣诞节。“今年圣诞老公公给我什么礼物？” 我一

起床心里就在想。我叫醒了哥哥，说：“圣诞节来咯！咱们快下去看看我们

的礼物！”哥哥同意了，跳下床，跑到圣诞节树前。看见我和哥哥都有一个

不大不小的礼物。这时，妈妈爸爸起来了，也来到了圣诞树下，说：“打开

吧。” 我和哥哥打开了。我一看， 就很失望。 原来是一个录音机！ 录音机

有什么好玩？真觉得很沮丧。 

 过了几天，寒假完了。中文学校开学了。礼拜五我在复习时，去找

妈妈爸爸给我听写。 他们都说有事。我正为难着，突然想起圣诞节礼物录

音机！用它把听写的字录下，就不用妈妈爸爸帮我听写了。从那以后，我

每次要听写时，我就用我的录音机。 

 我和哥哥都在礼拜四上钢琴课。哥哥上琴的时候，我就复习中文。

这个录音机很小，很容易把它带到别的地方。而且用耳机就不会影响哥哥的课。所以我就每次上

钢琴课时把录音机带去。 

 我在学马立平教材的时候，我们每周都要把朗读课文录下来，交给老师。录影机就变成了

我学中文的好帮手。今年的暑假作业上有一个部分是把朗读课文录音下来。我心里想：“这还不容

易？只要找我的宝贝录音机。” 

 最近，我那个录音机坏了。我有点伤心。它帮我学中文快三年了。现在我只能用我哥哥的

录音机来帮我听写复习中文。 没想到这以前没有趣的圣诞礼物现在变成了帮我学中文的工具！希

望我能再得到一个录音机。  



 

 

校 园 简 讯 
RACL Newsletter 

 

2/17/2010 

2009-2010 学年第二期 

洛丽汉语学校校刊编辑组 

14 

南瓜和老虎 8A 班 龚晓哲 

 

我过暑假的时候，经常都在小区里走路，走过很多

人家。其中两家有猫。我把４０１号的猫叫‘老虎’，２

３８号的猫叫‘南瓜'。南瓜和老虎长得很象，都有桔黄

白色相间的毛。它们俩一样大，可是南瓜的背上有一块

毛不见了。我更喜南瓜，因为它不咬人也不伤人。老虎

也可以。可是如果它不喜欢你，它可以咬或抓你。我被

抓伤过好几次！ 

 它们俩都没有玲子，可是法律规定超过四个月的猫

和狗都得有铃子。我们从来没见过它们的主人。我希望

它们没有主人就好了，这样我有可能可以领养它们。可

是过路的人告诉我它们有主人。 

我有时给它们带吃的。后来，我给它们买了一个猫碗。我每次都拿着这个

碗，走到猫那里给它们吃的。我试过很多东西，比如生鱼、鱼皮、火腿肠等，最后发现猫很喜欢

吃空心面。每次走完路，我回来就洗碗，准备下次再用。 

后来，我拿了一个玩具给它们。有时候我什么都不带就摸一摸它们，它们可喜欢了！有时候

它们用头从我腿上蹭过去，我很喜欢。它们经常躺在地上，四脚朝天，懒洋洋地滚。它们这样做

的时候属于比较脆弱的状态，不能摸它们，要不然它们会抓你的。有时候它们也会半趴半坐，这

时更不能碰它们，因为它们准备要袭击猎物。 

它们一般在家，可是星期六和星期天经常不在。只有一次在星期六我看到南瓜，它躲在一个

小树下面。当时我的朋友也在，我们摸了它几下，南瓜很喜欢。爸爸妈妈都觉得它很可爱，可是

我们不能养猫，因为妈妈对猫过敏。 

开学了，我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它们了。我希望它们都记得我的样子和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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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 9A 班 周安杰 

 

 春节是我最喜欢的中国节日。它也是中国文化里最重要的节日，

因为它是中国农历上的新年。春节带来一个愉快的气氛。大家都团圆

起来，在一起玩，吃饭，看电视。春节真是一个好节日。 

 我最爱春节因为我很喜欢吃团圆饭。我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跟

我的亲戚说说笑笑。我妈妈每个春节都烧很多菜。她做了又嫩又鲜的

炒年糕。大家吃年糕因为我们希望今年会有高才。年糕变成了“年高”。

我虽然不爱吃鱼，但是我每个团圆饭都吃很多鱼。这是因为我希望

“年年有余” 。今年不会饿着肚子没有饭吃。我也吃很多米饭，所以我

们一家会“年年有饭” 。我们吃了肉丝炒面，希望大家会有长寿。妈妈

也做了又香又脆的上海春卷，和很多别的中国菜。春节是有好多东西吃啊！ 

 到了春节，孩子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压岁钱。我和弟弟特别高兴得到红包里面的压岁钱。一

到春节，我们就马上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拜年。一拜完年，就可以得到很多压岁钱

了。我的亲戚都对我特别好，他们都给我很多钱。有一些想花掉买游戏，有的想收起来，上大学

时用。压岁钱真是一个好礼物！ 

 春节的晚会里有很多中国文艺表演。这文艺表演里有好看的小品。这些小品特别好笑。它

们都点出中国人生活的有趣事。看小品时候，我也可以学中文。我可以一边笑，一边记住演员们

用的词。小品里面有很多有名的中国演员，比如赵本山。我 觉 得 赵 本

山演的小品最好笑。中国人都不睡觉，要等到新年来。 看

了这些小品，他们就不会觉得自己很困。 

 春节带来一个新年，全家团圆，很多好吃

的，很多压岁钱，和很多好笑的小品。春节是最

好的中国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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