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 园 简 讯
RACL Newsletter

04/21/2012
2011-2012 学年第三期
洛丽汉语学校校刊编辑组

2011-2012 年第三期
简讯
ＹＣＴ考试
RACL 春节联欢晚会
RACL 中文模 AP 考试
RACL 学生投稿选登
【编辑的话】
我眼中的中国 10A 班 龚晓哲 乐娅娣指导
上海，一个充满人气的城市 10A 班 王明轩
乐娅娣指导

2011 年的新年祝愿 梁佩莹 4A 班教师：吕亮
胖兔子的故事 汪紫曦 4B 班教师：张文利
我和姐姐去滑雪 刘广智 5A 班教师：袁聆
童年趣事 赵安娜 5B 班教师：郑晓洁
我给妈妈写封信 王冰冰 5C 班教师：王兆君
学中文的心得 李哲林 6A 班教师：钟鹏
动脑筋真有趣 罗佳 6A 班教师：钟鹏
我的《犯罪现场调查》 金雨淇 6Ｂ班教师：
郭蔚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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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Red Slipper Club 的精彩演出。摄影：张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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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ＹＣＴ考试
2012年中小学汉语水平考试3月25日下午在洛丽汉语学校如期举行。今年有52名学生报名参加考试。
其中47名学生报考4级，1人报考3级，4人报考2级。此考试是由中国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办公室
（汉办）主办，由北美代理华文教育服务中心负责联络，各学校申请承办。每年举办4次考试。考生
的考卷寄到汉办阅卷，考试成绩于3周后公布。据悉，维克郡（Wake County）公立高中承认洛丽汉
语学校考过4级的学生的汉语成绩，予以转学分。（华星报）

RACL 春节联欢晚会
Dear RACL families,
Our New Year party was a success and we all had good time together. We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chance to pass our great appreciation to all of you who showed up for the party and spent the
evening with us, and thank all the school staff, volunteers, parents and sponsors who helped and
supported the party. Thank all performers for your wonderful performance.
RACL Executive Committee.

RACL 中文模 AP 考试
Dear RACL Parents and Students:
The 2012 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Exam will be held on May 9, 2012. To help all students who plan
on taking the exam this year or who would like to take the exam in the future get ready for the exam, RACL
will offer a Mock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Exam to all our school’s students. The content and format
of this exam is very similar to the official AP exam scheduled for May 9. This is not only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practice before taking the exam but also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get a feel for
the exam.
The MOCK exam is administered at a computer as the official exam. If you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you will
need to bring your own computer with Microsoft Pinyin and that can also allow recording, as well as ear
phones. Recording is needed for the speaking portion of the exam. The MOCK exam details are as
followings:





Date and Time: April 22, 2012, 1:30pm -4:30pm
Location: Library (S308) at RACL, Forest Hills Baptist Church, 201 Dixie Trail, Raleigh, NC 27607,
Fee: $5 for AP class students, $15 for rest currently registered RACL students. Please make your check
payable to: “RACL”
Registration: NO on-sit registration.
Location: RACL library (the registration form in attachment)
Time: April 14th, 9:30am-11:30am.

Chenmin Yang
On behalf of RACL academics
RACL 校园通讯：http://www.racl.org/newslet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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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L 学生投稿选登

【编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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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L Newsletter
我眼中的中国

10A 班

龚晓哲

乐娅娣指导

我虽然生于美国，住在美国，也在美国上学，我心中还有另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有五千年的历
史，有960万平方公里。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能符合这些要求，那就是中国。
我去过中国五次。我见过上海的高楼大厦，北京的公园和成都的火锅；见过长城、故宫、大雁
塔。这些既美丽又雄伟壮观的景点都比不上我最热爱的地方：西安。因为我的亲戚都住在那里，那
也是爸爸妈妈的老家。那里有很多的亲情和牵挂。每次我们千里迢迢从美国去西安的时候都有好多
人在家里等候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表姐、小姨、大姑。。。
中国的手工食品特别便宜。有一次我们早上去一个职工食堂，看到了好多早点。我们排上队之
后，一些工作人员会问：“要不要饼？要不要芝麻包？要不要稀饭？”如果你说要，他们会问你要多少
份，然后就会给你打在盘子里。如果你不要的话，他们就会喊，“下一位！”买完饭菜之后便是收银处。
为我们服务的售货员敲数字敲得蛮快的，大概几十秒就算出来了我们买的所有东西的价钱。整整三
个盘子，装得满满的，才十八元人民币！如果在美国吃这一顿，肯定得超过三十美元！
中国的学生非常努力。我的表姐为了做完作业
每天都很晚才能睡觉。她告诉我，中国学生很小就
开始上奥数课了。在美国，好多人一辈子都不会做
奥数的。当然，这也让人觉得中国的教育有点拔苗
助长。中国学校还要求学生穿校服，每天上8个小
时的课，每周有6天都在学校呆着。老师一进教室，
学生就得起立敬礼然后开始上课。在英文课上，老
师要求学生写得非常整齐。老师严格到什么种程度
呢？给大家举个例子把：字母“a”如果没写好少拉
了那个小尾巴的话，作业就会被扣分。表姐还说，如果上课不守纪律，老师也会惩罚。
中国有很多仿造名牌的电器：有的（名牌）产品是空壳儿的，连电器都没有。比如苹果公司的
产品吧；你在中国随便去一个商店就可以看到仿造或空的iPod，iShuffle，iNano。。。连iPad都有！
其实如果这些电器不是空壳子，不用原价卖也罢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这种方式的买卖让消费者觉
得上当受骗，愤愤不平！当然，中国也有很多好的电器，这些电器的批量生产做得很成功。
总之，中国虽然有我不喜欢的方面，但我的祖先是中国人，我很自豪地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

RACL 校园通讯：http://www.racl.org/newslet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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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L Newsletter
上海，一个充满人气的城市

10A 班

王明轩

乐娅娣指导

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文化丰富，历史悠久。那里共有56个民族，个个都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还有许多世界知名的城市，如北京，成都，杭州等地方。但是，在我的眼里，繁华的上海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海人的生活真方便！想出去的时候，不但
可以搭车，还可以坐地铁。那样行走速度快，又
方便，还不会堵车。当我坐在上海地铁里的时候，
都会盼望着什么时候能在北卡坐上地铁。大部分
的时候，连车都不用坐就可以到达你想要去的地
方。去年回国的时候，我住的小区周围有一个菜
市场，我和外公每天一大早就去，先买了早点，
再买当天要吃的菜。旁边还有许许多多的饭馆，
各有各的风味，味道都不错。如果想随便在什么
地儿点补点补，去买碗馄饨也行。
中国的黄浦江把上海割成了两伴，一边是浦东，另一边是浦西，而江边的南京路是世界闻名
的。那条街上什么东西都有买的：书店，小吃店，百货商场，应有尽有。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小
吃店。一走进去人山人海，还可以听见客户们讨价还价。我看见玻璃柜台后面摆着奇形怪状的咸菜，
另一个柜台上摆着的装在盒子里的酥，还有一袋袋我最爱吃的橄榄和散装的牛扎糖。。。。我当时
眼睛都花了，口水也慢慢地流了下来。
南京路走到底就到了黄浦江边。那里风景非常
美，尤其时到了晚上。岸边的东方明珠和它旁边的高楼
也都亮了起来，仿佛想它们终于从一天的睡梦中醒了过
来，睁开了明亮的眼睛。江上的油轮仿佛想一盏盏灯笼
慢慢悠悠地飘来飘去。通明的灯火倒映在江面上，如同
银河下了凡，造成了一个灿烂和浪漫的情景。
上海是一个神气的城市。那里非常开放，但许
多古老的中国传统依然存在。它不愧是中国最著名的城
市之一。以后去中国一定要去上海开开眼界！

RACL 校园通讯：http://www.racl.org/newslet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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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参赛作文选登一
2011 年的新年祝愿

梁佩莹

4A 班教师：吕亮

在“嘉年华自由号”邮轮上，我和爸爸、妈妈、弟弟一起度过了愉快的 2011 年新年。
早在几天前，我就知道在新年之夜有大型的庆祝晚会。这是我第一次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过新年，
我们兴奋极了。妈妈告诉我，晚会的高潮是 900 个各色各样的气球从邮轮的九楼降落到三楼的晚会
大厅。31 日早上，我来到了船上九楼大厅，买了个粉红色的气球。收钱的阿姨告诉我，卖气球的钱
会捐献给圣约翰儿童医院，用于救助重病儿童。听了她的话后，我默默地祝愿这些得病的小朋友能
早日恢复健康。阿姨给了我一支彩笔，让我在气球上写个愿望，并说，如果我能在晚会上找回这个
气球，我的愿望就能实现。
“写什么愿望好呢？”我想，不如写“希望爸爸妈妈能买个最新的游戏机给我”吧。可正当我
准备把这个愿望写上去时，我忽然想起昨天在牙买加港口看到不少与我年龄相仿的小朋友，穿着又
脏又旧的衣裳向船上的游客推销小礼品——他们住的房子非常破旧，而且很多都是在山坡上用铁皮
搭的。于是我改变了我的想法，我希望全世界的小朋友都能在新的一年里过上像我一样的幸福快乐
的生活。于是，我郑重地在气球上写下了这个愿望。
晚上十点，我们一家换上节日的盛装，来到邮轮三楼的大厅参加新年晚会。大厅中央是一棵两
层楼高的圣诞树，缠绕在树枝上的串串彩灯闪烁着五彩的灯光，仿佛提醒人们这是个欢快的节日。
大厅里早已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尽管大家肤色不同，但脸上都写满了笑容。大厅前部是个
圆形的舞台，载歌载舞的演员们在台上恭祝大家有个幸福吉祥的新年。舞台下，人们围坐在各自的
桌旁，边喝饮料边欣赏台上的表演。孩子们则在桌子之间跑动玩耍。这真是一派欢快祥和的景象啊！
我感到人们都对新的一年充满了美妙的憧憬。
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功夫，2010 年就到了最后的半分钟了。随着台上女歌手的倒数，人们用
不同口音的英语齐声呼叫着：“3、2、1，新年快乐！！！”在激动的欢呼声中，我们告别了旧的一
年，进入了 2011 年。
此时，900 个彩色气球从天而降，刹那间，大厅成了气球的海洋。我和其他的小朋友们跳跃着，
拍打着漫天落下的气球。突然，弟弟拿着一个气球跑了过来，说：“姐，这就是你的气球。”我一
看，果然！顿时，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晚会结束后，我拿着写有我愿望的气球回到房间，心里想着那个卖气球的阿姨说的话：“„„
如果你能在人群中找回你的气球，你的愿望就能实现„„”我是多么希望全世界的孩子们都能拥有
跟我们一样的幸福快乐的 2011 年啊!
RACL 校园通讯：http://www.racl.org/newslet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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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班教师：张文利

有一天晚上，一只很胖的兔子在跟他的朋友们玩。他们玩饿了，就到别的地方去找吃的，只有
那只胖兔子没有同他的朋友一起去。他心想，让他们去找吃的吧，我还是更喜欢在这里睡觉。这时，
一只很大的狼突然跳了出来。他问胖兔子：“你饿了么?”“我不饿。”胖兔子回答说。“但是，”
狼说，“我可饿了，饿得能吃掉一整只胖胖的兔子，所以我要吃了你。”胖兔子吓得想赶快逃走，
但是他太胖了，跑得很慢，最后，还是被狼吃掉了。
过了不久，胖兔子的朋友们回来了。他们找不到胖兔子，就问：“胖兔子去哪了？”“他被我
吃掉了。”狼跳出来洋洋自得地说。兔子们看到狼，都吓得飞快地跑掉了。后来，兔子们找到了猎
人，把狼赶走了。
猎人告诉兔子们说：“不要做懒惰的胖兔子，要锻炼身体，才会跑得快，才不会被狼吃掉。”
祝大家兔年吉祥！新春快乐

我和姐姐去滑雪

刘广智 5A 班教师：袁聆

十二月二十二日，爸爸妈妈告诉我，明天他们要带我去滑雪。我高兴极了。更让我高兴的是，
姐姐这次也和我们一起去。通常姐姐都是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去。
第二天，我早早地就把爸爸妈妈和姐姐叫起来，我们一家人开车去了滑雪场。这天天气特别好，
滑雪场一片白色，漂亮极了。
我和姐姐开始滑雪了。因为一年没有滑雪了，一开始我就摔了个大跟头。姐姐鼓励我坚持滑，
我一直没停下来，慢慢地我不再摔跟头了，而且越滑越快。后来，姐姐带我到了更陡的滑雪道，我
和姐姐有说有笑，一会儿慢慢地滑，一会儿又比赛看谁滑得快，玩儿得特别开心。
下午，突然变天了，刮起了大风，雪花到处飞，天气变得非常寒冷。姐姐马上把最暖和的手套
给我戴，她自己戴薄点的手套。过了一会儿，我也把厚手套摘下来给姐姐戴。就这样，每过几分钟，
我和姐姐就交换一次手套。虽然天气很冷，我们的心却是热的，心情还是一样地好，我们依然快乐
地滑雪。如果不是爸爸必须在天黑之前开车下山，我真的不愿离开这儿。
这一天，我玩儿得很高兴，心里也感到非常地亲切和温暖：我滑雪滑得越来越好，和姐姐互相
关爱体贴，我们之间的情谊也越来越深。爸爸妈妈答应我，明年一定还带我来这里滑雪。我盼望着
明年的冬天快快到来，盼望着还和姐姐一起滑雪。

RACL 校园通讯：http://www.racl.org/newslet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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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班教师：郑晓洁

每个人都有自己难忘的童年。伴随着我们的成长，童年里的一些人或者一些事一直留在我们的
记忆中。现在我要说的是一件令我至今都难忘的事。
那件事发生在我四岁的时候，当时我还在中国与奶奶住在一起。一天午休后，一对双胞胎姐妹
小钗和小青到家里找我一起去玩。在奶奶的允许下我们手牵手高高兴兴地出去玩了。
我们走过了大街，上了一层层的台阶，来到一座很古老的房子前。那房子很大很空，好奇的我
们走进去，在里面玩起了捉迷藏、过家家，玩得可开心了。不知不觉一个下午过去了，我们都觉得
有些累，便坐在椅子上休息。这时，小钗和小青告诉我她们要去一下卫生间，我便坐在旁边的椅子
上等她们。
可是，我左等右等，很长时间过去了，还不见她们走出卫生间。天渐渐黑下来，我有些不安，
便想走进卫生间看个究竟。我边走边叫：“小钗！小青！”可是没有人应我，推开门一看，卫生间
里一个人都没有。我顿时傻了眼，心想，她们可能已经悄悄地从另一扇门出去了。
我走出卫生间，看了看周围，没有其他人。天已经黑了，我突然心里一阵害怕。我大叫：“小
钗，小青，你们在哪里？不要再玩捉迷藏了！我们一起回家！”可是仍然没有人应我，只有我自己
的叫喊声在空落落的房子里回荡。她们真的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黑暗里的我又伤心又害怕，
不禁大声喊着：“奶奶，奶奶！”泪水哗地一下子涌了出来。我一直哭一直哭，心里充满了恐惧。
突然，我想起爸爸妈妈经常在电话的另一边告诉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要做一个独立坚强的孩
子。”于是，我擦干了眼泪，仔细看了看四处，找到了进来的那扇大门，就勇敢地往大门走去。出
了大门我看见了那一层层熟悉的台阶，我好高兴，因为我找到了来时的路。下了那一层层的台阶，
我又找到了回家的路。
一到家门口我就看见了奶奶，我一下子扑到奶奶的怀里。奶奶摸了摸我的头说：“奶奶正想去
上面找你，你自己回来了，真是好孩子。”我告诉她事情的经过，奶奶抱着我说：“你真是一个坚
强的孩子！”
这件并不有趣的童年“趣”事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遇到困难时要冷静，要坚强，然后去战胜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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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L Newsletter
我给妈妈写封信

王冰冰 5C 班教师：王兆君

亲爱的妈妈：您好！
我有许多心里话要对您说。您每天下班后回到家，还要为我、弟弟和爸爸做饭、洗衣服。我要
对您说：“您辛苦了！”
有一次，我发烧了，您很着急，开车带我去看病，心疼地掉下了眼泪。直到医生给我打了针，
又说：“没事，很快就会好的。”听了这些话，您才放心了。
最近，您工作太忙，没好好休息，头疼得厉害。爸爸劝您去医院检查，您却笑着说：“没事，
休息几天就好了。”然后，还是像平常那样做饭、洗衣服、做家务。
妈妈，您真的太累了，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多帮您做事，好让您多休息一下。您为我、弟弟和
我们的家操这么多的心，我要对您说：“妈妈，谢谢您！”
祝您身体健康，开心快乐！
您的女儿：王冰冰

学中文的心得

李哲林

6A 班教师：钟鹏

我叫李哲林，今年十二岁，现在念七年级。我的爸爸来自台湾，妈妈是越南华侨，所以他们要
求我和姐姐在家讲中文。从小我们就听中文儿歌，看中文儿童书。我们家没有美国的有线电视，只
有中文台的小耳朵，所以我和姐姐在看中文节目时，可以听中文，而且也认识了许多汉字。
我们在三岁时，就开始去北卡洛丽中文学校上课，这所学校是洛丽市的第一所中文学校，已有
三十四年的校史了，在那儿是用注音符号ㄅㄆㄇ标音，而且以正体字书写„„直到二零零六年，我
们才去上北卡洛丽汉语学校，开始学汉语拼音。因为拼音用的是拉丁字母，所以比较容易学，而且
我觉得简体字也比较容易写，但爸爸说，正体字比较漂亮。这两所中文学校借用同一所教堂上课，
所以，我和姐姐在有中文课的周六得从上午九点半上课，一直上到下午三点半。虽然很辛苦，但我
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因为我们虽然是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但我们是中国人，一定要会中文。
除了要学会中文外，我们也要了解中华文化。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华人，所以家里一直有中
国的风俗习惯，例如，前门外有“五福临门”的字联，门内有“出入平安”的字联，楼梯上有“上
下平安”的字联，家里还有许多别的中国式的摆设和装饰。在过中国新年时，家里要贴春联，全家
人围炉坐下，吃年夜饭，还要拜年。祖父祖母和爸爸妈妈都会给我们压岁钱，还有去庙里拜拜。爸
爸妈妈也会讲有关其它中国节日的故事，如十二生肖、划龙船、赛龙舟、牛郎织女、嫦娥奔月„„
中国有许多很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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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为了让我和姐姐多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曾带我们去过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另外，
每隔一两年，一定会带我们回台湾和越南。在那里，除了可以看到许多美国看不到的景色和好玩的
东西外，我们最高兴的是能看祖父祖母，还有许多亲戚„„我们和他们能用中文来交流，他们都说
我们的中文讲得好。
妈妈常告诉我们，我们是中国人，如果不会讲中文，不认识中国字，就好像没有翅膀的小鸟；
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化，就好像失去根的树。我们很高兴能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华文化。在此，我们要
感谢爸爸妈妈，因为他们除了辛苦抚养我和姐姐外，还特别关心和注重我们的中文学习；我们也要
感谢中文学校的许多老师，他们辛勤地工作着，让我们学到许多中文和中华文化。

动脑筋真有趣

罗佳

6A 班教师：钟鹏

我家有个大花瓶，有三尺高。我家还有一个哥哥，他很喜欢扔球。因为我们家是双层楼，在房
子里，哥哥可以把球扔到两层楼高。有一次，哥哥不小心把球扔进了大花瓶。他把手伸进花瓶里去
拿球，可是够不着。他又站到凳子上伸手去够，还是够不着。哥哥有点儿着急了。这时，我在旁边
突然想出一个好主意。我对哥哥说：“我们家不是有一根三尺长的尺子吗？我们试试用它把球挑出
来吧。”哥哥挑呀挑，挑了五分钟，累得满头大汗，还是挑不出球来。我拿起尺子，也学着哥哥的
样子挑，同样挑不出来。我心想：“这球圆圆的，滚来滚去，肯定挑不出来。最好能想什么办法把
球固定住。”啊！想出来了！为什么不用胶带来粘球呢？我赶紧把胶带粘到尺子上，对准球，一下
子就把球从花瓶里粘上来了。我对哥哥说：“你放心扔，以后球掉到花瓶里，来找我就行了。”
几天以后，哥哥换了一个大一点儿的球扔，不小心又扔到了花瓶里。我拍着胸脯说：“没问题，
我来把球粘出来。”我仍然用上次的办法，可是，这次的球太重了，刚粘上就又掉下去了。这下我
傻眼了。哥哥说：“算了，我们把叉子绑到尺子上，把球叉上来。”“不好不好，这样会把球叉坏
的。我们得另外想一个办法。”我赶紧说。这时，我灵机一动，想起老师讲过的中国人吊井水的方
法。我可不可以把球吊上来呢？我赶紧去车库拿来一个小桶，绑上我平时跳绳用的绳，慢慢地把小
桶吊进了花瓶里。我先把小桶侧过来，然后用尺子把球推进小桶里，再慢慢把小桶吊上来。成功了！
我兴奋地跳起来。
现在，无论是什么样的球，我都能从花瓶里拿出来。以后我要常动脑筋，把学校里学到的东西
用在生活当中。谁说动脑筋不好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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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Ｂ班教师：郭蔚雯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底，我们全家飞到拉斯维加斯去玩儿。在去拉斯维加斯之前，就听说那里有
一种游戏叫《犯罪现场调查》。它是根据一个电视节目改编的，是一个应用法医学破案的游戏。我
正好上完一门叫“法医科学”的课，所以我对这个游戏非常感兴趣。
《犯罪现场调查》游戏设在有名的 MGM 酒店里，布景的主调是黑色和绿色，还有警察现场用的
黄色胶带，仿佛展览馆本身就是一个犯罪现场。有一个穿安全背心的人站在那里，他告诉我们要从
三个谋杀案中选择一个，他还给每人发了一个工作表。然后，我们被领进一个房间里，看了一段关
于《犯罪现场调查》制作人的视频，制作人制作这个游戏的目的是要大家都切身体会到法医们的真
实工作情况。接着，我们进入了犯罪现场。屋子里有很多线索让你找。我选择的案件是调查一个男
子的死因：他是因为喝醉酒从外面开车撞到客厅里而死，还是被人谋杀呢？犯罪现场到处都是血，
他的窗口还印了一个手印。我们去了不同的实验室，用计算机和法医科学实验室的设备分析血液溅
出的痕迹；测量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鉴定实际型号的鞋；最后还进行尸体解剖。通过这些我就能分
析出这个男子死亡的真正原因。
经过分析，我的结论是：这个男子实际上是被他的孪生兄弟谋杀的。在对这个案件作出了判断
后，我又回答了一些问题，进一步证明了我的结论是正确的。最后，我们还看到了这个假想谋杀案
是如何发生的视频。我很高兴得到了《犯罪现场调查》颁发的法医资格证书。说不定，将来我还真
可以当个法医抓坏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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