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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年第四期

简讯 

第 13 界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结果揭晓 
六月九日野餐会和露营 
2011-2012 学年的最后一天 
RACL 2012 选举结果 
RACL 招生 
College Preparation Seminar May 5

th 

RACL 学生投稿选登 

【编辑的话】 
成都的熊猫基地 9A 班 周安文 王西宁指导 
我最难忘的一件事 9A 班 武毅飞 王西宁指导 
我最难忘的一天 9A 班 黄大卫 王西宁指导 
我的暑假生活 9A 班 陈晓敏 王西宁指导 
国际活动日 9A 班 周安文 王西宁指导 

第 12 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参赛作文选登之二 

惊喜 丘文惠 7A 班教师：杨晨敏 
争取参赛 李亿桐 7A 班教师：杨晨敏 
我做的手工飞机 李安 7B 班教师：龚建群 
一堂有趣的历史课 沈佳 8A 班教师：张坤 
我的作业 徐丹枫 8B 班教师：陈仕平 
白色的圣诞节 章豪 8C 班教师：刘玉洁 
我最难忘的一件事 王露雨 9A 班教师：王西宁 
我看见了妈妈的眼泪 薛璐璐 9A 班教师：王西宁 
我最难忘的一件事 龚乃维 9Ｂ班教师：吕冰 
我最难忘的一件事 李承安 9Ｂ班教师：吕冰 
我爱上海 严又华 11A 班教师：石青 
美国学生真的比中国学生轻松吗？ 刘怡泽 11A 班

教师：石青 
烹饪的幸福 区沛怡 11A 班教师：石青 
天下父母心 赵京晶 11A 班教师：石青 

 

【封面说明】九马画山：石壁顶端有一匹高头大马，好象在迎风长啸；下方有两匹银灰色小马，好象在低头吃草；左边

的枣红马正在扬鬃奔驰，右边的雪青马正在翘尾追逐，还有鱼尾峰上的“先锋马”和冷水滩上的“落后马”等，合共是九

匹。故称九马画山。摄影：杨建平摄于漓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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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第 13 界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结果揭晓 

第 13 界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结果已经出来，我们学校的学生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获奖名单见

下表。祝贺同学取得的优异成绩！由衷的感谢老师们的辛勤培育和指导。 

奖次 姓 名 题目 辅导教师 

一等奖 吴非如 走访“苹果”专卖店 刘翠 

一等奖 龚乃维 我读书，我快乐 乐亚娣 

二等奖 李云翰 我学中文，我快乐 钟鹏 

二等奖 李涛 在香港乘地铁 龚建群 

二等奖 徐通 一场篮球比赛 张坤 

二等奖 肖珍妮 回中国 陈仕平 

二等奖 许泽睿 钢琴和我 刘玉洁 

二等奖 朱雪琪 翻跟头的快乐 王西宁 

二等奖 薛璐璐 我爱跳舞 石青 

二等奖 蔡汶倪 天下父母心 石青 

三等奖 李萌萌 我的生日 吕亮 

三等奖 梁珮瑩 游桂林山水 郭嘉 

三等奖 陈奕杰 作业太多不好 杜汪蕾 

三等奖 刘广智 难忘的圣诞节 钟鹏 

三等奖 赵安娜 美味的叉烧包 郭蔚雯 

三等奖 倪岚曦 我和小白兔 郑金华 

三等奖 谢晓青 我最快乐的寒假 杨晨敏 

三等奖 王思月 我的弟弟 张英奎 

三等奖 陈梦婷 快乐的假期 张坤 

三等奖 陈晓敏 愈合的拥抱 王西宁 

三等奖 李若梦 我最喜欢的中国节日 吕冰 

三等奖 王欣瑞 我读时装书 乐亚娣 

三等奖 龚晓哲 读福尔摩斯 乐亚娣 

三等奖 刘忻泽 我梦见…… 石青 

三等奖 李岳 我爱打游戏 石青 

三等奖 梁殷捷 梦中的极乐世界 石青 

三等奖 孙宵莹 晚上请不要看鬼片 石青 

三等奖 邢怡真 沟通才能了解 石青 

三等奖 潘启元 我爱读小说  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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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九日野餐会和露营 

To celebrate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2011-2012, RACL will be having our Family Picnic/ Camping at Lake 
Jordan group camp sites on Saturday, June 9. 

When: Picnic game is from 2:00 PM to 5:00 PM, Saturday, June 9. Camping & entertainment start from 5:00 
PM. 

There will be no food for the picnic, you should either come after lunch, or come early and have your family 
picnic on the lake side. Please tell gate monitor that you are with RACL group camping, and don’t pay the 
admission fee!  

Where: Vista Point Group Camp Sites at Jordan Lake. The gate address is 3199 N Pea Ridge Rd, Pittsboro, 
NC.  It should take you to our camping site of Vista Point (35.703688, -79.051352). 

 

You can also find driving directions in the map from last year at 
http://www.racl.org/pdf/2011Spring/CampingMap.pdf and Vista Point map at 
http://www.racl.org/pdf/2011Spring/vistapt2.pdf.  

Game Admission: FREE 

Fruit & Drinks: FREE  

http://www.racl.org/pdf/2011Spring/CampingMap.pdf
http://www.racl.org/pdf/2011Spring/vistapt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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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s & prize for picnic: 
 Many wonderful games to win prizes.  
 Several hundred prizes to give away  
 Clown & Face Painting  
 And more…  

Camping & entertainment 
 Grilled foods, drinks  
 Campfire  
 Karaoke  
 Movies  
 Live Prize Drawings – sponsored by  Wayne Li and Dr. Sun  
 And more…  

Thank you and see you all at the picnic/camping on June 9. 

On behalf of RACL Executive Committee  

2011-2012 学年的最后一天 

各位家长同学们，大家好！ 

周六（5/19）是2011-2012学年的最后一天，有几件事情需要提醒大家： 

一. 学生补考：需要参加补考的学生请提前到校，补考时间9:30-10:30am,教室E350。 

二. 本周注册处继续进行新学期的新老学生招生注册，9:30am - 11:30 am 在S309图书馆。 

三. 请有参加YCT考试的孩子家长，9:30am - 11:30 am在复印机处领成绩报告单。 

四. 本周很多班级要开联欢会，希望大家玩得高兴！同时请家长和同学们临走前帮助老师清理教室。 

五. 本周没有课外活动课，请家长按时接您的小孩。 

六. 学校的野餐会和露营都安排在六月九日。野餐会在下午，不需要注册，具体安排稍候通知；露营

需要预定位置，请到复印机处找严定报名（每人$5）。野餐会和露营请同学们都穿上我们学校的

Ｔ恤衫（如果号码不合适，请明天9:45am - 11:00 am来S309图书馆换）。 

祝大家愉快地度过本学年的最后一天！ 

石锐 

RACL 2012 选举结果 

亲爱的 RACL 家长，老师和工作人员们， 

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在这里向大家宣布上周六（五月十二日）经过我们一百多位家长投票选出的RACL  

2012 学年的校长，副校长， 家长会主席以及增补选的校董事会董事，有效票数100票。  

校长：      付嘉荣   （99票） 

副校长： 雷拥军 （94票） 

家长会： 方 馨    （93  票） 

董事：      陈曦（95 票）， 林敏（92票）， 石锐（96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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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他们！谢谢他们以前和即将的未来对我们学校的奉献。这里我也希望在明年， 在每一天的学校

活动中， 能看到更多的参与者，我们的学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RACL 选举委员会 

2012年5月14日 

RACL 招生 

洛丽汉语学校本周六05/12和05/19进行了新学期的新老学生招生注册。 

特别欢迎Pre-Kindergarten（4岁）的新生和家长。洛丽汉语学校(RACL)Pre-Kindergarten继续招生。洛

丽汉语学校Pre-K的 教学宗旨并不在于教授孩子们多少中文知识，而是重点培养孩子们学习中文的兴

趣，让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学中文。我们教师根据学龄前儿童之特点和多年教学经 验，现采用使用

新幼儿汉语教材和专门编辑的辅助材料，教受性强，让小朋友们都盼望着星期六去上中文学校。小

朋友们在课堂里真快乐，听音乐，做游戏，读儿 歌，听故事。我们也注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小朋

友们有休息吃点心，同时也培养他们懂礼貌，守规矩。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教学内容，愿意您的孩子

接受早期教育， 请报名洛丽汉语学校Pre-Kindergarten。 

http://www.racl.org/pdf/2012Fall/RACL_Registration_Form%20Fall%202012.pdf 

洛丽汉语学校热情欢迎家长学生前来咨询和报名注册。 

College Preparation Seminar May 5th 

As a tradition of RACL, we will have a College Preparatory Seminar to help RACL families with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college admission process.  It starts from 10:00 to 11:30am this Saturday 
(5/5), in room E260. 

We have invited senior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high school in RTP area. These students have done excellent 
job in College Preparatory, and are enrolled in top Universities recently. They will answer your question as  

We also invite college students who will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in different way, including available 
recourse for helping college application, etc. 

Thanks all students who willing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with us and thanks all for your attention. 

RACL executive committee 

  

http://www.racl.org/pdf/2012Fall/RACL_Registration_Form%20Fall%2020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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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L 学生投稿选登 

 

 

 

 

【编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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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熊猫基地 9A 班 周安文 王西宁指导 

我今年去中国去了四川的成都。 我们在

成都的五天有一天去了成都很有名的熊猫基

地。  这熊猫基地里面有几十只熊猫。 有的

已经长大了，有的才一岁。 

 成都熊猫基地在1987年开始的。因为

有很多人在野地想打死熊猫，然后又用熊猫

的皮肤来换钱。熊猫基地的目的是保护熊猫

和让人们更了解熊猫。这些年基地有了很大

的进展。刚开始的时候，成都熊猫基地只有

六只熊猫，是从野外来的。后来这些熊猫在

熊猫基地生了一百一十多只小熊猫。现在熊

猫基地已经有八十三只熊猫了。他们曾经跟美国的熊猫基地有过合作。 

 我们八点钟坐车到了熊猫基地。 熊猫基地离成都城市中心有十里。熊猫馆在一个竹林里面。 

 从熊猫基地的大门到熊猫住的地方很远，所以我们坐车到了熊猫的家。以下车我们就看到了

两只小熊猫在外面玩。管理首员也跟着它们玩。后面有两个小熊猫在妈妈身上喝奶。小熊猫看起来

在吵架，抢谁能先喝妈妈的奶。 最后，一个小熊猫把另一个推到地上去了！真得很调皮、好玩！ 

  然后我们去看了小熊猫的屋。里面有好几个小熊猫在吃早饭（竹子）。看完了小熊猫，我们

又去看了大熊猫。这些熊猫已经长大了，没像小熊猫那么好玩。它们就坐在那里，有时候起来走走。

到这时候，天开始热起来了。熊猫都全部进去了。 

这次旅行让我记着这些熊猫有多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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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件事 9A 班 武毅飞 王西宁指导 

”妈妈， 我求求你了，” 我一边央求着妈妈， 一边收

拾着行李， “给我买个兔子吧。” 我有时间觉得很寂寞，

很长时间以来就想要一只兔子。 

“我们想想吧， 我们想想吧，”妈妈回答着， 匆忙地

把衣服扔到手提箱里。 那是2008年的夏天， 我们正在

打包， 准备着回美国。 “我们在飞机上再说吧，”  妈妈

加了一句。 十五小时后， 我迷迷糊糊地下了飞机，妈妈

说了一句话， 我很快就 一点也不累了。 她说，“武毅飞，

我和爸爸谈了很长时间， 终于决定了让你养一 个兔子。

我们一有空就去挑一个。” 

我欣喜若狂！ 

三天之内，爸爸开车把我带到 Pet Pad 。我决定在

这买兔子。爸爸把车一停下， 我就打开安全带，跑进了 

商店。哎呀！里面充满了臭气，可是 我根本不在 乎。我

立刻跑到兔子笼那儿看兔子。有三个兔子我比较喜欢，一个全白的，一个全棕的，还有一个是棕白

色的。一位员工帮助我选， 他把兔子放到一个小屋子里，让我和它们玩。 我发现那个棕白色的最 好

玩，因为它温 柔、好奇又有活力。我最后 选了棕白相间的 这一个。爸爸又买了一个笼子，把小兔子

放进去。我就和我的第一个宠物走出来。整个过程花了一个多小时。哎！ 

回家以后，我给兔子选了一个-名字叫Twitchy，因为它的鼻子不断地动。爸爸在房子外面给它做

了一个房子。白天的时候，它在外边的房子里玩。晚上的时候，它在家里面的笼子里过夜。 

兔子给我们 整个家庭带来了快乐和完美。如果我们觉得有压力，我们就和兔兔 玩一玩。

Twitchy到我们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它总是带给我们欢乐和惊喜。它已经成为我们家很重 要的一个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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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天 9A 班 黄大卫 王西宁指导 

我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去年圣诞节我和家人去了迪士尼 Magic Kingdom。 

那一天，我怀着兴奋与激动的心情踏入了Magic Kingdom的大门。我听朋友说这儿最好玩的是

过山车Space Mountain，我就直奔那里。通过两间黑糊糊的房间，我看到了一个小车厢，能坐两个

人。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给我系好安全带，然后车子就起动了，开始了一段太空旅程。车子一开始

的时候有点慢，所以我就乘机看看周围怎么样。哇，我看到了满天的星星和流星。有的地方还充满

了闪灯。突然，飞车速度加快，忽上忽下，而且经常来一个猛地急转弯。这个过山车很好玩，而且

很刺激。 

接着我们有去了Jungle Cruise门口排队等候。队排得很长很长，但我有足够的耐心去等。等到

我们坐到船上的时候，导游告诉我们，我们的森林探险旅程开始了。河两岸有很多猴子爬在树上。

我们还看到了高大的河马，凶猛的鳄鱼，还看到了会朝我们身上喷水的大象。虽然这些东西都是假

的，但是它们很逼真，像真的一样。 

当我们走在迪士尼大街上时，迪士尼卡通人物

游行开始了。我看到了许多动画片的人物，有米奇、

米尼、白雪公主、海绵宝宝，等等。我最喜欢的唐

老鸦还走到我们前面跟我握手。我高兴的一直拍手

大叫。天渐渐的黑下来，高大的城堡上亮晶晶的霓

红灯亮了起来，一会是蓝色的，一会是紫色的，让

城堡变的越来越漂亮了。随着音乐的响起，我们看

到了一个欢快的表演。等到十点钟时，城堡四周放

起了五颜六色的烟火，让迪士尼显得更加美丽，更

加迷人，更加神奇。 

我们全家在迪士尼度过了愉快的一天，这美好

的回忆令人永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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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暑假生活 9A 班 陈晓敏 王西宁指导 

这个暑假我去了中国。爸爸妈妈带我去了许多迷人的景区。其中有一个风景区是特别的美，美

的令我终生难忘，那就是三清山和龙虎山。 

那天，我 们全家一起满载欢笑，

兴高采烈地到了景德镇。然后坐了

三个小时旅游车到达了我神往已久

的三清山。坐在缆车上，映入眼帘

的是一幕幕翠峦叠彩的风景。那里

别致的景 色深深的吸引了我。。。 

下了缆车，我们一边赶路，一

边欣赏奇特的自然景。仰望天台，

峰上云雾缭绕，山径蜿蜒曲折，像

一条彩带从云间飘落下来。游人似

一个个 小白点，零零星星的散布在

彩带上，缓缓的向上移动，远远望

去我看见这里的山千奇百怪，形态万千。听着导游的介绍，看到司春女 神、巨蟒出山、猴王献宝、

仙姑晒鞋，和企鹅献桃。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我们终于登上了峰顶。站在山顶向下看，山下的风

景美极了，真是像画一样。我正在全神注的欣赏这千岩竞秀的景 色，这时导游的哨声响了，我只好

依依不舍的下了三清山，接着去虎山景区 

一进龙虎山景区，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扑鼻而来，使我们的精神为止一振。走在山间的小路上，

我们一边说笑，一边看着沿途的花花草草。我们经过了怪山嶙峋的象鼻山、福地门、神 斧开门和神

奇的无蚊村，终于来到坐竹排的码头。我们一家一起坐在竹排上，只见这里的溪水特别的清，清得

能照出人影来。这里的水是这样的绿，绿得仿佛是一块无瑕的 翡翠。我抬头向上看两岸的山。这里

的山真陡啊，好像刀劈斧削的一般，这里的山真是赏心悦目，座座山峰翠色欲滴，其间还有的像动

物，有的像人，真有意思。时 间悄悄的过去了，我们离船登岸，漫步在溪边的小路上。这里是山围

绕着水，水倒映着山，再加上翠绿的苍松，天边的白云，使你感到像是走进了画圈中。 

我陶醉在这山清水秀的风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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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活动日 9A 班 周安文 王西宁指导 

每年，我的学校都要组织一个国际活动日。今年定在十一月十号。这是为了让同学们多了解各

国的历史和文化。参加的同学们分成几个组。每个组都代表一个国家。活动日那天，每个国家都有

自己的展位，有介绍那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的海报和美味的食品。每个国家也都得有个表演。表演

和海报都要提前准备好。 

        我选择参加中国组。今年参加中国组的人特别多。所以，我们分成五个小组。每个小组有

它自己的目的。有的是搞装饰，有的做海报。我的小组是做介绍中国文化的海报。国际日的前两周，

我们就开始忙起来了。我跟小组的另外两个人合作，写了六张纸，打出来了十多张照片，贴在一个

海报上。国际日的前一晚上，我们都忙着做带去的食品。 

        十一月十号那天，我们提早三十分钟下课去准备。因为中国组特别大我们有三张台子。靠

右的台子全装满了吃的。有炒饭，白米饭，糖醋肉，锅贴，包子，大白菜，和几种面。中间放了我

们的海报。我们忙着接待来我们展位的同学，给他们介绍中国，让他们品尝中国食品。有空的时候，

我也去参观了别的国家的展位。别的国家也准备得很丰富。我一边吃意大利的披萨，一边看关于印

度文化的海报，还尝到了阿根廷的甜点和阿尔及利亚的干果。在饭厅外面还有人在跳各种各样的舞，

真好看！ 

        通过国际日，我不但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更了解，还学了很多国际历史和文化，也吃了很

多从来没吃过的食品。我开始了解世界有多不一样，也有多么一样。这真是一个难忘的国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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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参赛作文选登之二 

惊喜 丘文惠 7A 班教师：杨晨敏 

大清早，窗外风雪交加，寒风怒吼，我只好躺在床上读故事书。读着读着，不知不觉便睡着了。

我梦见了一个好像七八岁的王子在蹦蹦跳跳，我问他为什么跳个不停，他回答说：“我非常高兴能

看见一只很少见的白猪。如果让爸爸知道，他一定会非常高兴！” 

突然，妈妈把我叫醒了，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在呼呼大睡，快点起床！”我慢条斯里

地从床上爬起来，看见外面的雪已经停了，心想：如果能跟小爱一起玩该多好。这时，我看见妈妈

正在打电话，爸爸出去买东西。不一会儿，妈妈挂了电话，笑眯眯地对我说：“今天放你一天假，

去小爱家，跟小爱好好地玩吧！”我很奇怪，妈妈居然知道我想什么，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出门去了。 

小爱是我最好的朋友，她长得美极了。她的脸蛋是圆圆的，眼睛非常迷人，乌黑的长发披在肩

上，身材又高又瘦。她也是一个乐观热情的人，我们无所不谈。到了小爱家，我们一起玩洋娃娃和

电脑游戏，我告诉她我做的有趣的梦。吃过晚饭后，我该回家了，可是小爱坚持要和我一起去我家。

我们便向小爱的妈妈道别，一起离开了。我们嘻嘻哈哈地走了一段路才回到我家。 

一进家门，我听到小爱和很多人大声说：“生日快乐！”我站在那里，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事，我的家人和小爱却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真是的，我怎么把自己的生日给忘了！过了一会儿，我

才回过神来，满怀欣喜地向大家道谢。 

哥哥和妹妹把家里布置得非常美，有气球和许多漂亮的装饰。爸爸、妈妈、哥哥、妹妹和小爱

一起为我唱生日歌。我许了一个愿，然后才吹蜡烛，妈妈为我们拍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大家吃蛋

糕的时候，我开始打开礼物：爸爸妈妈送我一只非常漂亮的手表，小爱送我一个美丽的洋娃娃，哥

哥送我一个文具盒，妹妹送我一本故事书。我感动得快要流眼泪了。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生日，希望每年都有这样一个大惊喜。 

争取参赛 李亿桐 7A 班教师：杨晨敏 

我三年级的时候参加了校乐队，半年后我转学了。新的小学里没有乐队，我不能继续吹黑管了。

但我始终有一个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再次成为学校乐队的一员！今年，我进入初中的第一天就急忙

报名参加了校乐队，又拿起了心爱的黑管，每天都去乐队练习。有一天，我听说七、八年级的乐队

队员可以去参加北卡州乐队乐器比赛，我真的很羡慕高年级的同学能有这样的机会，可我又听说六

年级的学生不能参加。 

一个八年级的朋友告诉我，他去年参加了比赛。他说，比赛的乐谱有点难，而且有几千个学生

去比赛，只有六个学生能参加决赛，他去年得了第七名，差一点就进入决赛了。听他这么一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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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真想看一看曲子到底有多难，就去找老师,问我是不是可以参加比赛。老师看着我渴望的样子, 和

蔼地说：“以前学校没有送过六年级的学生参加比赛，因为六年级的同学刚刚参加乐队，只是初级

水平，而且我非常忙，不能辅导你练习比赛的曲子，只能靠你自己练习。要是你想参加比赛，比赛

的前两周我会测试一下你吹得怎么样。如果你能自己练好，并过了我这一关，就能批准你参加比

赛。”我看着老师，又看了看他给我的比赛乐谱，对老师说我想试一试。老师扬了扬眉毛说：“一

个月后见！” 

我那时候又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我有机会参加比赛了，担心的是自己吹不好，老师的关过不

了。回到家后，我急忙把黑管装起来就开始练习了。“哇！这曲子真难吹啊！怪不得老师跟我扬眉

毛呢！”我叫了出来。过了几天，爸爸妈妈给我找了一个黑管老师，她就是我原来的钢琴启蒙老师

——梅老师。她对我很有耐心，帮我纠正嘴形和声音。我每天都练习，每星期上课时老师都觉得我

有进步，我对自己也有信心了。不久，我已经是校乐队六年级里黑管吹得最好的学生了。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到了给音乐老师试吹的日子。那天，因为老师要给七、八年级的同学辅

导，让我等了很久。终于轮到我了，高年级的同学都在我们乐队的教室里，我真的很紧张，怕他们

笑话我：小小的六年级学生还想做高年级学生做的事。当我开始吹的时候，乐队的同学们都静了下

来，好多开始往外走的同学也转身回来了，老师当初扬起的眉毛也平了，脸上露出了笑容，我知道

老师这关我是通过了。当我吹完放下黑管后，同学们都围了过来，问我是怎么吹得这么好的。我自

己也很得意：我终于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 

我很高兴一月八号我能参加比赛了。更重要的是，这个机会是我自己争取来的。我每天都会对

自己说：加油！李亿桐! 

我做的手工飞机 李安 7B 班教师：龚建群 

在七年级时，我最喜欢的课是 Mr.Flora 的技术发展课。这门课要我们把学到的科学、工程技术

及数学知识综合起来设计自己的手工作业。 

Mr.Flora 要求我们参加制作手工飞机的比赛：用规定的两片轻质木片做出手动能飞的木飞机，

看谁的飞机飞得最远，而且最耐用。我不仅赢得了七年级的第一名，而且被允许参加八年级的比赛，

最后还打败了八年级参赛的学生。在这次比赛中，我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特别高

兴。 

Mr.Flora 先向我们介绍了基本的要求，还给我们准备了介绍设计飞机的方法和原理的录像，然

后帮助我们设计出飞机的模型。在准备这个作业时，我没有认识到这个过程要将动力、压力、运动、

地心吸力的原理和各种数学测量、三角、几何、代数的概念结合起来。在老师的帮助下，我学会了

如何运用各种知识做好 V 型的滑翔双翼，使飞机飞得更平稳。例如，我发现如果把尾翼向左偏点，

飞机就比较容易平衡；如果把尾翼向右偏，飞机就容易转圈。这项比赛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挑战，

我要将自己想象中的东西变为现实。我非常喜欢这项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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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Flora 指导我们做好飞机后，比赛就正式开始了。我们是一对一地进行比赛，看谁的飞机飞

得最远，最耐用。我的飞机是七年级的第一名，所以，我被允许参加八年级的比赛。在比赛进行到

第三回合时，突然风变大了，飞机不仅很难飞得直，而且很容易坠落。我对手的飞机就是因为风太

大而坠毁的，于是，我赢得了最后的比赛并得了 A。我们的下一个作业是设计 Mouse trap car ，我

真的非常期待下一个比赛。 

一堂有趣的历史课 沈佳 8A 班教师：张坤 

升入八年级第一天，三十一个学生挤在一间闷热的教室里。等到不耐烦的时候，老师才进来。

闲谈的学生们忽然静了下来，大家都坐直了，盯着我们的新历史老师。米勒老师不慌不忙地走到教

室中间，转过身来对着我们。他一只手提着一把米尺，一只手指着我们说：“历史，是世界上最好

的主题。可是，女士们、先生们：千万注意，历史中总是会有偏见的。事实总是在丢失。” 

我最初的反应是惊奇。历史只是一个谎言？怎么可能呢？我实在不理解。米勒老师肯定是一个

很聪明的人，可是我还是不信他的话。不过，听完这堂课，我就改变了我的想法。 

“你们都知道哥伦布是谁吧？”我们点了点头。“那……你们能告诉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回答这个问题，回答都差不多：哥伦布又聪明，又大胆，他是一个发现美洲大

陆的英雄！听完我们的回答后，米勒老师就在全班同学的面前笑。大家都觉得非常奇怪。老师笑完

后就开始讲述哥伦布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从小，学校的老师和教科书都教我们，在哥伦布生活

的时代里，只有他一个人相信地球是圆的。虽然别人都笑他会从地球的另一端掉下去，可他还是航

行到了美洲大陆。但是，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哥伦布来到美洲后，作恶多端，无数的当地土人被他

的部下杀害，最后连他的部下都恨他。 

哇！原来米勒老师开讲的第一句话是对的！我这时才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不能

什么东西都信。不管谁说了什么，或者历史书里印了什么，你都应该用自己的大脑来判断对不对。 

下课铃响了。老师笑了笑说：“祝你们过一个快乐的哥伦布日！” 

我的作业 徐丹枫 8B 班教师：陈仕平 

一天，我正在玩电脑，突然，妈妈叫道：“下雪了！下雪了！”我往外一看，真的呀！还真下

雪了！外面只能看到一片白色。我想；“明天肯定不用上学，就不用做作业了！太好了！”那天晚

上，我开心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妈妈把我叫醒了。“快起床！不要再睡了！”我一看钟，才六点呢！我说；“干

嘛！还早呢！让我再睡一会儿！今天又不用上学！”妈妈说：“谁说的！你看，外面的雪早就停

了！”我往外一看，外面的雪已经融化了，一点雪也没有了，地上的草能看得清清楚楚。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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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点儿起来，要不然你就晚了！” 

我很不高兴地起床了，穿上衣服，下楼去吃早餐了。 

吃完早餐后，我突然想起来，今天要交的作业没有做！我原以为今天不用上学，所以昨天晚上

没有做作业！糟糕了！如果我告诉妈妈爸爸，他们会批评我；如果我不做，我就完蛋了！怎么办？

突然，我想出一个办法：就在校车上做！想到这，校车就来了。我一上车就开始做作业，做到一半

的时候，学校到了。糟糕！作业还没做完呢！作业第六节课就要交了，第五节课是吃午饭的时间，

我就在这个时候做吧。吃午饭的时候，我没有拿吃的，而是在拼命做作业。最后两分钟的时候，我

终于把作业做完了，上课时，我按时把作业交了上去。 

我现在知道再也不能不做作业了。 

白色的圣诞节 章豪 8C 班教师：刘玉洁 

今年的圣诞夜下大雪了。 

我们坐在家里，正在打开圣诞礼物，从窗子往外看，就看到窗外飘着小小的、白白的雪花。大

地像一块白白的布，湖像一块大大的棉花糖。抬头望去，天空也像是一层灰色的棉花球。我打开电

视，天气预报员说，北卡州要下５到６英寸的雪。我们这个城市洛丽上一次圣诞节下雪还是在 1999

年。 

雪快停时，我就穿上外衣，拿出雪橇，出门去玩雪。我一从门口走出来,就踩进了厚厚的雪里。

哎呀！我的腿被雪“吃”掉了，看不见了。我想找我的朋友去玩，就向他家走去。他的家离我家很

近，平时只要一两分钟就可以走到，可是今天我吃力地走在路上，没见到几个人，过了好几分钟，

才来到朋友的家门口。刚要敲门时，就看见他出来了，原来，他也是想出来找我玩的。我们拿着雪

橇，走到树林里，这里有一个小丘。我们来到这里一看，就忍不住大笑起来。在小丘侧面，有三四

个雪人，看上去一模一样，都站在一条线上。看来，有人比我们来得还要早，都堆好了雪人。 

我们在这个小丘上滑雪橇，玩了一会儿以后，朋友就回家了。他走后，我就跳过栅栏，去看一

下湖。刚刚来到湖边，就看到一只兔子在湖面上跳来跳去。湖水已经结冰了，冰冻的湖面就像是硬

硬的地面！我正在想要不要在上面走一下，这时，一个小小的果子从树上掉了下来，在冰面上留下

一道白白的印子，这让我打消了在冰面上试验冰能不能承受我的体重的想法。 

今年的圣诞节比往年热闹多了。因为有个白色的圣诞节，让我感到很开心！往年圣诞节时，我

就在家里玩游戏，没有什么有趣的节目。今年的节日我永远不会忘记，永远会在心里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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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件事 王露雨 9A 班教师：王西宁 

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许多有趣又难忘的事情，但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去年发生的一件事。那件

事帮助我给自己的人生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那一天我感觉很不舒服，一测体温，发烧发到了 40度以上。妈妈赶忙给我服了中药，但丝毫没

有作用。于是爸爸妈妈带我去了一家儿科诊所，那时是傍晚六点多钟。医生草草诊断我得了一般性

感冒，要我们去药店买一种无处方的感冒药服用。我吃了药后体温很快恢复到了正常，便昏昏睡去

了。没想到，两个小时后我的体温又升到了 40 度,只能再次服药。体温虽然降了下来，可药力过后，

体温再次回升。几经反复后，爸爸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便带我到了一家大的急诊医院，打了退烧针，

吃了感冒药。医生这次的诊断结果仍然是流行性感冒，但打了针，心里好像踏实了一些。 

我们回到家里时已经是深夜两点多了。爸爸一直陪在我身边，根本没有睡觉。可没想到的是，

约两小时后，我的体温又烧到了 40度。爸爸见此情况，立即决定返回医院并与医生进行交涉。当时

不知道爸爸为什么发那么大脾气，他要求院方必须对我的病做全面检查，否则就不离开医院。最终

结果出来了：我得的是慢性肺炎，而且腹腔已经积水。病情很严重，如果不是爸爸坚持，还会有生

命之危。我住了院，打了抗生素，几天后终于康复出院。爸爸说，我的病是医生不负责任的诊断耽

误的，希望我长大后做医生一定要认真负责。 

现在我姐姐已经做了医生，而我的志向也是做一名医生。我牢牢记着爸爸的话，若我的愿望能

够实现，我一定会记住自己的经历，做一名对生命负责的好医生。 

我看见了妈妈的眼泪 薛璐璐 9A 班教师：王西宁 

有一件事我永远难以忘怀，那就是我第一次看见妈妈流眼泪。 

记得在我快八岁的一天，妈妈病了。她无法下床，几乎无法说话，一连两天都没吃东西。我非

常害怕，心想如果妈妈饿死了怎么办。我问自己怎么样做才能帮助妈妈感觉好些，可我想不出什么

好的办法来，因为我还不到八岁，不会做的事情太多。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让

她吃一点东西。 

我跑下楼，终于在冰箱里找到了一些冷冻馄饨，因为妈妈教过，所以我知道怎么煮。唯一的问

题是，我的妈妈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没有她在旁边，我不能动火。虽然她躺在床上，但我还是不敢

违抗她，只好学习用微波炉煮。 

一会儿，我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上了楼，叫醒了妈妈，告诉她我是用微波炉煮的。她看着

馄饨，以极大的怀疑，慢慢地拿起勺子，把一个馄饨放进嘴里。她嚼着，咽着，泪水开始顺着她的

脸往下流……我搞不懂她为什么哭，妈妈告诉我那是幸福的泪水。她还告诉我，这是她吃过的世界

上最美味的食物，她深深地体会到了女儿的爱心。我怎么也不明白，我只不过做了一件妈妈每天都

为我做的普普通通的事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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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过去了，我慢慢地长大了，也获得了很多的新知识，我才明白，妈妈的眼泪是一个女儿

对她的关心和真正幸福的开端。我为妈妈煮馄饨一直是妈妈非常自豪的事，而妈妈的眼泪也永远地

刻在了我的心中，让我时刻提醒自己，女儿的一点点关心，能给妈妈带来很大的幸福。 

我最难忘的一件事 龚乃维 9Ｂ班教师：吕冰 

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在我两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就离开了我们。记得那天晚上，爸爸把我和哥

哥叫起来，他要我们亲吻妈妈，和妈妈道别，妈妈好像在哭，想对我们说话，可是又说不出来。我

也跟着哭，后来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爸爸送我去幼儿园，等我回家以后，就再也看不到妈妈

了。 

过了几天，爸爸带我和哥哥去教堂。我们遇到好多叔叔阿姨，看见妈妈躺在那里，闭着眼睛。

我想和妈妈说话，可是她什么都不说，也不看我。爸爸说妈妈到天堂去了，所以不能说话。后来有

好个月，晚上我都睡不好，常常哭，爸爸只好抱着我睡，我才不害怕。 

等我上小学以后，我才知道妈妈得的是癌症，虽然爸爸带妈妈到好几家医院去治疗，吃了好多

药，打了好多针，可还是救不了妈妈。那两年妈妈生病的时候，爸爸要上班，还要照顾妈妈、哥哥

和我，很辛苦。后来爸爸把我送回台湾高雄，请外公外婆照顾我半年。因为妈妈很想我，爸爸又把

我接了回来。我们全家在一起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节，叔叔和姑姑也来了，妈妈给每一个人准备了

一份礼物。本来我们以为妈妈会好起来，可是她还是走了。 

十年过去了，我们还是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会生病，因为她的父母都很健康。我每天都想着妈妈，

不知道她有没有想我。有很多小时候的事，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知道妈妈很爱我。爸爸一直要我

和哥哥学习独立，学会照顾自己，妈妈在天上看到了才不会难过。妈妈的死，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

一件事，我仿佛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我最难忘的一件事 李承安 9Ｂ班教师：吕冰 

我 6岁开始学习小提琴。开始练的时候，我的手可疼了，眼泪都掉下来了。我问妈妈，为什么

不让我像哥哥那样学钢琴？妈妈说，学小提琴能有机会参加乐队，在乐队里可以交到很多朋友，而

且，参加乐队表演可以锻炼我的胆子。就这样，我一直坚持学习小提琴。 

在我学了四年多的小提琴后，老师让我去考北卡三角区青少年乐团。为了准备考试，我整个夏

天都在努力练琴，希望能考到一个好位置。在考试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准备的那个曲子拉得挺好

的，至少没有出错。可是，当主考老师让我按照她给的谱子当场拉一段时，我还没有拉完，她就叫

我停下。我猜想，可能是我拉错了。我很伤心，觉得自己肯定没有考好，很不高兴地走出了考场。

妈妈安慰我说，只要尽力就行了，别想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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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觉得没考好，我还是很想知道我的考试结果。我左盼右盼，一星期后，乐团的信终于寄到

了我家。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了信，心不住地跳：我被录取了吗？我从录取名单的最后一个名字看起，

连看了几行都没看到我的名字。我想，我肯定没有被录取。就在我很失望的时候，我随意看了一眼

前面的名字，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我的名字排在第二，我考上了第二小提琴！ 

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又喊又叫，马上打电话告诉了爸爸和妈妈。这件事让我明白，在任何时候

都要对自己有信心。这是我最难忘的一件事。 

我爱上海 严又华 11A 班教师：石青 

上海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每年夏天回上海是我最爱做的事。尽管天气很热，但这并不影响我回

去看奶奶和姑姑。每次回到上海，不但能逛街，还有吃不完的好吃的东西。虽然有时间的话，我也

去其它的城市玩，而且在夏令营里认识了从世界各地来的新朋友，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上海。 

我们在美国住的城市叫 RALEIGH，它是一个小城，简直没法和上海比。出了上海机场你就能看到

宽畅的高速公路，夜晚，到处都是灯光和车队，和美国的大城市没有什么两样。我最爱上海的小吃

店，因为有我喜欢吃的大饼、油条和糕点，每次在那儿我都会不知不觉地吃很多，总是感叹自己的

胃太小。在我看来，上海的菜场也非常吸引人，很热闹。别看菜场的地上到处都有烂菜叶和污水，

可是那里有许多我喜欢吃的新鲜蔬菜和活的海鲜。海鲜的品种很多，我恨不得每种都尝一尝。只要

有热闹的地方，就会让我感觉很兴奋，因为我喜欢跟很多人在一起。除了吃，我更爱逛街。上海有

几条大马路，许多大大小小的店连在一起，每家店都有它的特色，每条街好像都走不到尽头。每次

逛街时衣服都被汗浸湿了，我仍然不愿意停下来。走进店里我首先看衣服，其次看首饰，最后买吃

的，常常玩到天黑才出来。走出店门，看着满街的灯，满街的车，满街的人，我感觉非常快活，就

像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买够了，吃够了，走累了，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每次我回上海，日程都是安排得满满的。又是逛街，又是玩，又是吃，累得我直叫腿酸，胃饱

得走不动路，但到了第二天早上，想到好吃的、好玩的在等着我，又忍不住想出去了。我深深地体

会到，只有上海才能让我有这种感觉，所以每次回上海都让我很兴奋，我总是盼着可以回上海！我

爱上海! 

美国学生真的比中国学生轻松吗？ 刘怡泽 11A 班教师：石青 

在美国上学和在中国上学有许多差别，但如果简单地认为美国学生的学习生活比中国学生的学

习生活轻松，那是不完全正确的。 

我听说过中国的学生早上七点就要起床去上学，直到晚上六点才能回家吃晚饭。吃好晚饭后，

中国学生还要做很多很多的作业，并且要预习第二天的功课。他们除了平时要全天上课以外，周末

还要上补习班，很少有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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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学生也要做作业和复习功课，可是他们还是有时间上网、看电视、跟同学们玩等。在

周末，美国学生要休息两天，小学生一般一点作业都不做，中学生有时会有一点作业，高一的学生

一般会有一些作业，但不像中国的学生那样有那么多的作业。 

我上高二以前，每天早上七点半起来，八点三刻去上课。十二点一刻到一点吃中饭。吃饭的时

候可以做作业，也可以跟朋友聊天或到球场打球。吃饭后，要继续上课，一直上到下午三点三刻。

三点三刻以后，许多学生就回家了，但还有些人会留下来参加各种俱乐部活动或参加各种体育训练

和比赛。 

我的生活介于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之间。每天，我要像一个美国学生那样去上学，放学后我要

留在学校打美式橄榄球、曲棍球，或参加辩论俱乐部的活动。我感觉我的作业也不太难，可是我每

个晚上都要预习第二天的功课。另外，我也要像中国学生一样，每天做完学校的作业后还要弹钢琴、

做数学习题、学中文，在周末我还要去中文学校。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跟同学们一起玩，还是有

时间做一些我想做的事。 

但上了高二以后，我变得越来越忙，学校的功课也越来越重。如今已是高三的我，一点也不觉

得我的学习生活比中国学生的学习生活轻松。首先是功课，美国学生一般到了高二就陆续开始选修

一些大学的课程。我去年选修了三门，今年选修了四门，其中三门在学校上，一门在网络上上。所

以，每天除了完成学校的功课以外，我还要抽出一定的时间自己上网学习。由于这些课程是为大学

二年级的学生设计的，无论是工作量还是难度，都是高中课程所不能比的。因此，选修这些课程就

需要每天花许多时间，特别是一些文科的课程，像我去年上的《美国政府与政治》和今年上的《美

国历史》，都需要花大量的时间阅读原始档案，查找资料，写评论文章等。另外，这些大学课程都

要在每年的五月进行全国统考，准备考试也是一项大的工程。 

其次是参加大学的录取资格考试。在中国，一般到了高三就只是复习了，然后参加每年一次的

统一考试。虽说在美国你想考多少次试都可以，但考试是你自己的事情，学校不会帮助你安排，也

不会因为有人要考试就减慢教学进度，因此，你必须一边完成学校的功课，一边自己安排自己的大

学入学考试并自己进行复习准备。一边要完成学校的功课，一边还要复习准备大学录取资格的考试

——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另外，美国高中规定，学生必须完成一定小时的义务劳动才能毕业。在申请大学时，你除了要

有好成绩以外，还要向所申请的学校展示你的领导能力和其它方面的才能，这些都要通过参加各种

社团活动和社区义务劳动来体现。这些活动和义务劳动，不仅可以帮助你了解社会，还可以帮助你

确定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更可以显示你为社会服务的决心和行动。但在功课多的同时还要参加各

种社区义务劳动和社团活动，比起中国学生的只要提高学习成绩这一件事，压力要大许多。 

最后，我们从一进高中开始就有了年级排名，每学期考完试后，你的排名就在你的成绩单上。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成为第一名，所以竞争就变得非常激烈，有时候差 0.1分，排名就有可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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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我现在一般都要学习到半夜一点以后才能睡觉，和我的大多数朋友一样，我们一般每天只

能睡 5、6个小时的觉。如果遇到了大的考试，有些朋友还试过通宵学习呢！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觉得高二以前美国学生的生活更轻松快乐一些。但高二以后，美国学

生的学习生活比只拼学习成绩的中国学生更繁忙，压力也更大。而像我这样生长在中国家庭的学生，

由于我们学习得更努力，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希望也更大，因此，即使在高中以前，我们的学习生

活也不像一般的美国学生那么轻松，但我们的成绩都会更好一些，而且可以上比较好的大学。 

所以，笼统地认为美国学生的学习生活比中国学生的学习生活轻松是不全面的。事实上，高二

以后，美国学生的学习生活可能比中国学生的学习生活还要更辛苦一些呢！ 

烹饪的幸福 区沛怡 11A 班教师：石青 

这么多年以来，我的爱好并没有改变。的确，每年这种感觉不但没减少，反而越来越强烈----

这就是为别人做点心和其它可口开胃的菜。虽然我的课余活动很多，而且学校的功课也让我忙得常

常开通宵，但我还是尽量抽出时间为我的家人或朋友准备一点儿好吃的东西。对我来讲，烹饪是一

种享受，是一段可以忘了当天的压力和烦恼的时间，它可以让我的挫折随着油烟散去。 

我爱烹饪，首先是因为它让我能够表达创意，其次它还让我忘记烦恼。很多人说烹饪是一种一

步一步进行的过程，但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在我来看，不用食谱，自由发挥对我更有吸引力，因为

这样我就可以自己发明点心和食品。有时，这些试验会成功，那么我的杰作就会摆在餐桌上供我的

家人享受。可是，也常有失败的时候。这时，我的实验结果就会悄悄地进入我家小狗的肚子里。虽

然这些失败的确很让人失望，但成功带来的喜悦远远胜过这些暂时的伤心。我们家现在常常吃的一

道菜就是这样被我发明的。这道菜就是葱姜柠檬碎牛肉。有一天，我妈妈不在家，她留言让我帮她

煮晚餐。然而，我打开冰箱一看，只看见一包碎牛肉、几个柠檬，还有一些葱、姜等等。我想了想，

只想出一个办法。我首先把葱切碎，然后加入牛肉，再把一些姜和柠檬皮磨碎，洒在碎牛肉上，接

着把剩下的柠檬的汁挤在肉上面，再将全部的材料拌匀，这样，肉就会有一种很强的柠檬味道。最

后，我再用酱油、盐、花椒和蒜头调味。我把牛肉放进锅里炒的时候，就突然从锅里飘出一种柠檬

的香味。当我终于把肉炒好时，它的味道比我想象的还好。现在，如果我们在赶时间，而冰箱里又

没什么食品，我就会炒一盘葱姜柠檬碎牛肉。 

虽然烹饪让我有表达创意的机会，但这并不是我爱烹饪的最重要的原因。有人曾经跟我说：

“厨师的心意会由他所煮的菜里传达出一种幸福的滋味。”我非常欣赏这句话包含的道理。我爱烹

饪就是爱那种散漫的幸福而快乐的感觉，因为我相信这样的话：会享受食品的人就能体会到厨师的

心意。煮饭菜不只自己能吃，而且能带给家人和朋友喜乐。我相信总有一天，烹饪的幸福真的会不

知不觉地在人的心里成长，进而把快乐的滋味传给各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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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父母心 赵京晶 11A 班教师：石青 

天下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但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表达爱的方式。父母都希望孩子能成为优

秀的人，可是不同的人和民族也会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来达到这个目标。中国父母和美国父母在这

方面显然有很大的区别，但到底是哪种方式更好呢？ 

西方父母非常关心和重视孩子的感情和自尊，还经常会为了很一般的事情夸奖孩子。然而，中

国父母对自己的孩子要求严格一些，而且认为自己知道怎么做才是对孩子最好。我的父母从小就要

求我在班上是学习最好的，每门课的成绩都必须是“A”。美国同学里，有些得了“B”的人，看了

成绩单后，还高高兴兴地说他们的父母会给他们钱或者别的奖励。每天，我的父母都要求我弹一个

小时的钢琴，临比赛前甚至要弹一个半或两个小时。听美国同学说，他们要是某一天练了半个小时

就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最后，比赛后领奖时，大多数获奖者都是华人子女。可见，美国父母的教

育方式可以让孩子高兴、轻松，但是中国父母的方式能带来更好的成绩。不过，有一点是一样的：

无论是中国父母还是美国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上台领奖时都会感到无比地自豪，会为自己的孩子

高兴。最近热议的耶鲁法学院华裔教授蔡美儿的“虎妈”教育方式比大多数中国父母的要求还要高，

方法也要更强硬。其实，有些孩子被骂了“废物”后，就会对自己丧失信心。蔡美儿的女儿虽然经

过母亲的管教和责骂（加上自己的努力）能得到在卡内基音乐厅表演的机会，但也有千千万万个被

逼着练琴的孩子最后没有得到任何的成果。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中国父母和美国父母有很大的区别，但他们是同样地爱自己的孩子，

希望孩子好。中国父母的教育方式能训练出很多优秀的人才，美国父母的教育方式所注重的自由发

展会培养出很多一般的人，但也能鼓励孩子找到自己的才能所在。应该说，这两种教育方式各有所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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