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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寄语
校长 张勇
亲爱的洛丽汉语学校的家长们, 同学们:
你们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学校, 热烈欢迎你们来到洛丽汉语学校这个大家庭。
时光荏苒, 光阴如梭。不知不觉中, 洛丽汉语学校已跨过十个年头, 从十年前十几人
的“星星之火”发展到如今三百五十多名学生的“燎原之势”。今天的成就, 离不开
前十任校长和广大教职员工的辛勤工作和呕心付出; 更离不开所有关心和支持洛丽汉
语学校的家长，同学和友人的厚爱。在此，校委会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敬意!
在初秋的时日, 洛丽汉语学校开始了她的第二个十年。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作为洛丽汉语学校第十一任校长，我深感肩上责任重大，但是有信心把工作做
好。因为在我的身后有你们的信任，更有你们的热情支持。我深信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依靠洛丽汉语学校
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的努力，才能把学校办好，才能把燎原的火炬继续传递下去。
同学们，你们是十分特殊的一代，你们中的不少人或多或少与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或深或浅的联系。
或许你们当中有人抱怨父母让你们学习中文，或许你们为学习中文而苦恼过。然而，不是世界上每个人都有
幸与延绵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有渊源。如今，大洋彼岸的中国正以她高速的发展为世界瞩目。全球正在掀
起汉语热，在美国，汉语成为愈来愈多的大、中，甚至小学的外语热门。对于双语人才，今后会有越来越多
的机会。人生的成功，离不开机遇。可是，请记住，机遇只会降临到有准备的人身上。希望你们珍惜在校学
习的机会，日后你们的成功，就是对学校，老师，和家长最好的回报。
家长们，我们中的许多人身为第一代移民，中国文化里的“中国根”情节，让我们为下一代寻找中国
根，也让我们把孩子送到汉语学校来。洛丽汉语学校将尽最大努力，提供最优良的中文教学。但是，仅有学
校的努力是不够的。首先，学习语言需要一个环境，每周六学校的两个课时对于复杂深奥的汉语是远远不足
的。我们真切希望你们能在日常生活中为同学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汉语环境，帮助老师，督促和辅导同学们完
成功课，提高他们听说读写的能力。
洛丽汉语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都是出自家长志愿者队伍。学校大量的管理工作需要大量的志愿者参加。
我们衷心盼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加入我们的队伍。有意者请随时和我们联系。如果对学校的教学和管理有
建议或意见，也请随时和我们交换。
最后，祝大家在新的学年里身体健康! 学业进步! 工作顺心!

校长 张勇
二零零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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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星光灿烂”―― 2005 年结业会综合报道
表演，总是给人一种亮丽的感觉，尤其是自己孩子的表演；作品，总是为人们带来一种光彩，尤其是自
己孩子的作品。在 2005 年洛丽汉语学校结业会的这一天，是我们全体老师，家长，孩子们丰收的一天。家
长们在报版上寻找属于自己的那颗星儿划过的轨道。活泼多样的文体无疑使每位家长和老师眼前一亮。 在
各年级各班的汇报演出中，这些闪烁的星星发挥到了极至。表演会上，同学们一展风采，你方唱罢我登场。
炎黄子孙的根在这里得到发扬，中国厚重的文化在这里得以驾驭，得以守护。洛丽汉语学校以这种形式举办
的结业会，为同学们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大舞台。在这一天，每位同学都得了满分。这一天是星光灿烂的一
天，是汉语学校的父母们骄傲的一天，是老师采摘果实的一天，也是工作人员们得以回报的一天。这些小星
星将洛丽汉语学校点缀的五光十色，绚丽夺目。结业会在阵阵的掌声中结束，那掌声至今仍然回荡在空中。
洛丽汉语学校并不拥有很多的金钱，甚至没有自己的校舍，但是我们拥有最富有的财产――新的一代。
我们拥有最广阔的天空。我们用这片天空来孕育我们的星星，让星星来放飞梦想，我们用这片天空来承载憧
憬，让希望成为真实。 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家长用宽阔的双肩和温暖的双手支撑着布满星星的天空。辛苦
的育星人们，让我们继续努力，使属于你的那颗星星成为灿烂的恒星。不要再以“可怜天下父母心”来流露
我们“追星族”的苍白，让我们以今日“星光灿烂”来衬托我们璀灿的下一代所主宰的天空吧。

寻根之旅夏令营点滴
叶蓓
在暑假期间，我作为领队，与洛丽汉语学校的七位同学一起，参加了一年一度，为期十天的中国寻根之
旅夏令营。寻根之旅夏令营是由中国国务院院办和中
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联合组织、举办的。今年的夏令
营是第四届，也是四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第一届有
八十名，第二届有二百名，第三届有四百名，本届是
八百名。所有的经费由中国政府支出，平均每位营员
四万人民币为标准。经费包括食宿、生活日用品、旅
游活动、车马费、表演服装、聘请舞蹈老师和武术老
师，以及营服等等。营员来自全世界不同的国家。这
些从各个中文学校来的学生聚首在祖国的北京，互相
合作，互相交流，互相促进，互相学习和帮助。洛丽
中文学校 派出的七位同学是曾洁敏，黄思翔，黄佳丽
娅，李杰瑞，管宇平，赵烨博和赵恺忻。 我认为我很
幸运，因为这七位同学有礼貌，也很懂事，富有独立
性，拥有团结观念。 与这几位同学共度十天，我感到
非常荣幸和自豪。当听到有领队对我说：“你们学校的孩子真好！” 当时， 我的回答是：“说大声些。我
想让另外五位孩子的父母听见。 让我们学校的校长刘炎生听见”。 在这里，我想和营员的父母们，和洛丽
汉语学校，一起分享这份荣誉，再将这句话多听几遍。
这次夏令营的营址在北京汇佳学校。汇佳学校是当今中国规模最大的私立学校。学校内设有小学部，
中学部，高中部和大学部。学生一律住校。正是由于这种优势，才成为了夏令营的主办地点。本届夏令营的
主题是中国舞蹈和中华武术。 营员们凭自己的爱好选择学习舞蹈或是武术。舞蹈班又分为不同民族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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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武术班也由刀枪剑戟棍棒鞭拳分为各个小班。营员们每天上午八点半上课到十一点半，中间是午饭和休
息时间，下午是二点半上课，到下午四点半结束。课后，营员们可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包括游泳，打保龄
球，做陶器，打篮球，看电影，计算机上网。 领队可去打高尔夫球。另外， 除了武术和舞蹈讲座，还配有
京剧脸谱，中国山水画，中国扇面艺术讲座。同学们受益匪浅。
安全问题是第一。汇佳学校有东门和中门，两个门均有北京武装警
察守卫，校内有便衣警察。外人不许入校， 营员不许擅自外出。 出门
旅游时， 都是十八辆旅游大巴，车上有编号， 编号与乘坐本车营员的
臂章编号相同。大家对号入座， 井然有序。每位领队带十个营员，随时
点查， 随时报数汇总。 离开旅游地时， 人不到齐， 车不启动。 我们
游览了长城，颐和园，天安门和故宫。我们去王府井购物。 最让营员们
大开眼界的是观看了大型舞台剧<<梵界>>。此剧由少林武术队和北京芭
蕾舞团合作演出。 真实的硬功夫与柔美的舞姿相结合，刀光剑影，歌舞情怀，倾诉了少林和尚从少年离家
到打出山门胜利里程中艰辛的拼搏和情感的泪水。 台上的呐喊呼应着台下的掌声，每段剧情牵动着每个营
员的心。可惜的是不允许录像，否则，我会带回来和大家分享。我们每次外出的每顿饭都是包大酒店。十人
一桌， 大家还吃到了北京烤鸭。 无论是外出旅游还是在校上课，每天在熄灯前检查人数。学校有校医，外
出有随队医生。每位营员有一张紧急联络卡。工作人员和领队以手机联络。我们就是这样层层把守， 步步
为营地确保了每位营员的安全。
居住和饮食问题是第二。一共四栋楼，营员住三栋，另一栋是家
属楼， 由随队的父母住。在学生楼，每栋七层，每层十间， 四人一间
宿舍，每层楼设有两处洗浴室。共有八个洗漱池，八间厕所，八个喷
头。四间凉台可凉衣服。每层楼配有一名导育员，帮助打扫卫生。一日
三餐在食堂吃。餐厅有四层，第一层是韩国料理，第二层是小卖部，第
三层和第四层是自助餐。每餐有四五种主食，十几种菜，稀饭，豆浆，
牛奶，饮料，瓜果，样样齐全。饭菜以中国形式为主。大家都用筷子，
没有叉子。不会用筷子的营员也把饭吃进胃里了。饭后，营员们在校园
内散步或参加其他的课外活动。第二天，营员们就适应了环境。
语言问题是第三。我深深地被孩子们的适应能力而震惊了。他们不仅适
应环境的能力快，而且适应语言的能力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都有
意识地蹦出一些中文。 有些中文流利的孩子成了宠儿。很多孩子在和
父母打越洋电话时，居然没意识到自己在和爸爸、妈妈说中文。在这
里，我想告诉每一位中文学校的父母，请不要抱怨我们的孩子不会或不
肯说中文，先想一想我们有没有为他们处处创造一个说中文的环境。在
家里，我们和他们以英文对话，无形中为孩子们安排了一条逃避讲中文的捷径。
交友问题是第四个。如果说孩子们对环境和语言的适应能力征服了我，那么孩子们的社交能力使我的认
识又一次腾飞。我们洛丽汉语学校的七位同学临出发前在中文学校里开了一次会，相互知道面孔。到达夏令
营的第一天，大家比较拘谨，只和同屋的聊天。第二天，已经增加了十几位朋友。到了第三天，朋友已是遍
天下。不仅拥有从美国来的朋友，而且友谊的臂膀已经拥抱了从其它国家来的营员。沉浸在友谊中的孩子们
根本不在乎什么环境，什么语言。与朋友的心灵沟通胜过一切。 更何况，大家都会一个共同的语言，那就
是我们的中国话。在离别的最后一天，拥抱，泪水，赠言，统统留在了通讯录里。现在，他们在网上使他们
的友谊延续，他们企盼着再聚首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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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整个夏令营结束了，但是夏令营在孩子们心中点燃的那把火却会永远燃烧着。 这把火温暖着每一
个孩子心中的角落，传递着孩子们的心声，鼓舞着他们生活的脚步。希望中文学校的各位家长放开那只牵着
孩子的手。让他们去自由飞翔，为你们的孩子创造一个机会，走进寻根之旅夏令营，给孩子增加崭新的欢
乐，在他们生活的乐章里奏一曲新篇章。

洛丽中文学校 2004-2005 教师光荣榜

优秀教师奖
语言班
谭桢桢 Tan Zhengzheng (PKA)
常筱峥 Chang Xiaozheng (1A)
施红 Shi Hong (2A)
于丽红 Yu Lihong (2C)
金琦 Jin Qi (3A)
赵阳 Zhao Yang (7B)
课外活动班
刘波 Liu Bo (Drawing)
曾磊 Zeng Lei (Go)
刘瑶 Liu Yao (Dancing)
**********************************************

校长奖
曾宪灵 Zeng Xianling (KA)
石青 Shi Qing (4B)
沈慧 Shen Hui (5A)
周茗 Zhou Ming (8A)
吕冰 Lu Bing (8B)
温大岭 Wen Daling (SAT III)
**********************************************

荣誉题名
詹宏伟 Zhan Hongwei (3B)
许媛 Xu Yuan (3C)
杜汪蕾 Du Wanglei (Video Class)
许越 Xu Yue (Culture, History, Geography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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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丽汉语学校 2004-2005 学年班级优秀学生
班级

优秀学生

PK-A

全体学生

PK-B

全体学生

K-A

全体学生

K-B

全体学生

K-C

全体学生

1-A

Shi，Lyndee(施怡); Lin，Jiman; Li，Stephen(李亿桐); Zhang，James（张豪);
Zhou， Kevin(周安文); Chen，Lucy(陈皓月)

1-B

Sun，Michelle（孙彤茗）；Zhou，YangMei（周阳媚）；Hu，Sophia；
Yang，Chesea（杨巧诗）；Yin，Michelle（殷莲华）；Liu，Nina（刘娜）

2-A

Liang，Evan（梁殷捷）；Liu，William（刘义通）；Tse，Shiaomeng（谢晓萌）；
Li，Michelle（李洋）；Ding，Stephanie（丁圆睿）Liu，Jessica（刘婕西）

2-B

Li，Jennifer（李景琳）；Luo，Peter（罗冠雄）；Shen，Rebecca（沈佳）；
Xu，Eric（徐亦北）；Yan，Janet（颜亮妹）；Zhou，Celia（周文宁）

2-C

Zhang，Michael（张艺）；Leung，Wai Sum（梁慧心）；Cai，Catherine（蔡雪霏）

3-A

Chang，Daisy（张德佩）；Jonn，Sarah（姜莎）；Liao，Steven（廖迪文）；Wang，Briana
（王欣瑞）；Yin，Andrew（殷安迪）；Zheng，Erich（郑师唯）；Xie，Kenny（谢铠楠）

3-B

Zhou，Andrew（周安杰）；Jing，Gloria（景熠）；Li，Evan（李承安）；Xu，Emma（徐晛）；
Zhang，Sonya（张舒雅）；Zhao，Winston（赵可奇）；Feng，Emmy（冯云璐）

3-C

Lu，Boning（鲁博宁）；Wang，Judy（王露雨）；Wei，Vera（魏玮娜）；
Wang，Vickie（王嘉莹）；Xue，Jacqueline（薛璐璐）；Zhang，Ashley（张卉悦）

4-A

Guo，Amy（郭一诚）；Zhang，Julia（张安）；Tang，Stephen（唐兆烨）；
Shen，Julia（沈暖）；Yan，Wendy（严又华）

4-B

Duan，Peitong（段佩彤）；Li，Matthew（李思远）；Liu，Alan（刘忻泽）；Rong，Eric（戎
倬成）；Shi，Yuming（石禹明）；Yu，Jasmine（茹韵莹）；Yuan，Andrew（袁雨晖）

5-A

Zeng，Claire（曾楚蒙）；Han，Larry（韩乐）；Liu，Daniel（刘怡泽）；
Bai，Michael（柏洋）；Cheng，Karen（程思佳）；Li，Yicheng（李怡澄）

5-B

Ho，Brian（何杉）；Zheng，Kevin（郑师凯）Liu，Claire（刘珂珂）；Chen，D.Sarah（陈彤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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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Qi，Mei（齐眉）；Jin，Annie（金安妮）；Liang，Jason（梁殷瑜）；Zhang，Deze

6-A

Zhang，Jimmy（张一鸣）；Zhang，Amy（艾咪）；Guan，Matthew（管劭雄）；Liang，Jessica
（梁泽西）；Li，Anna（李嘉）

6-B

Tan，Hanson（谭汉琛）；Yin，Shengmei（尹盛美）；Li，Eric（李真泽）Liu，Nicholas（刘
力克）

6-C

Yao，Kimberly（姚远）；Zhong，Lucille（钟璞）；Ren，Haoyang（任昊洋）；Cheng，Kerry
（成竹）

7-A

Zhu，Ke Ning；Guo，Ashley（郭一诺）；Wu，YiLi（吴倚力）；Liang，Jason（梁青）；Fu，
Lily（傅莉莉）

7-B

Au，Kayee（区加怡）；Gao，Calvin（高毓晓）；Zhao，Cathy（赵恺忻）

8-A

Zhu，Juju（朱清煜）；Li，Brian（李以恒）；Lu，Mike（陆骁远）；Zhu，Peter（朱岩）

8-B

Liu，Andy（刘岸诚）；Ho，David（何楠）；Liao，Jenny（廖婕）；Tong，YiFeng（仝逸
峰）；Qi，Peter（齐浩浩）；Feng，Royce（冯云瀚）

C-SAT

全体学生

第六届世界华人小学生作文大赛获奖作品
RACL 获奖作品、学生及指导教师一览表
奖次

学生姓名

年级

文章题目

辅导教师

一

赵烨博

7A

雪夜

杨晨敏

二

赵恺忻

7B

吃亏

赵阳

二

刘力克

6B

我的妹妹

陈清华

二

刘忻泽

4B

我看 NBA 球赛的一点感想

石青

三

王欣瑞

3A

我学做巧克力小甜饼

金琦

三

付莉莉

7A

我爱跳芭蕾

杨晨敏

三

朱岩

8A

一条特殊的小被子

周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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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夜
班级：7A 指导教师：杨晨敏

半夜里，妈妈把我从睡梦里叫醒：“Susan，快起来看雪。”我惊喜地从床上一
跃而起。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跑下楼，在我把门打开的那一刹那，仿佛拉开了天幕，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浩大、洁白的舞台。整个舞台的地板上铺上了一层白色的毛毯，
我们房前的 cul-de-sac 像是一个银色池塘的道具。柳树枝挂上了晶莹透明的冰条，
在池塘上架起一座银色的小桥。梨树上也挂满了雪花，分不清哪些是梨花哪些是雪
花。路灯早已默默无言地为这个舞台架起了灯光，天空上的电线就好像我的小提琴
的银色琴弦。夜色中，茫茫的天空和宽阔的大地是雪姑娘旋转的舞台。雪在静静地
飘，如多情的女子，在风中翩翩地、自由自在地飞舞着、交织着，飘落着，缭绕在
我们整个邻居的周围。雪姑娘们一边跳着洁白的舞蹈，一边在等待着人们醒来的惊
喜。我伸出手来，让雪花飘落在我的手上，想邀请雪姑娘留下来，轻轻一握，顿时，雪花在我的手中融化
了，转眼间不见了。我的心也随着雪姑娘的舞步，编织着跳动的音符。这些仙女是谁家的？她们是从哪里
来，要到哪里去？是哪位诗人在独具匠心地构思？是谁创造了这个伟大而和谐的组合体？我被眼前的壮丽景
象惊呆了，陶醉了。我在这万籁俱寂的夜色里，领略着“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时刻。此时此刻，我真想拿出
我的小提琴，在风的伴奏下，为美丽的雪姑娘们配上一曲“雪夜”，留下这份珍贵的礼物，留下这个深刻的
印痕，留下这个具有活力的的休止符。

吃亏
学生：赵恺忻

班级：7B 指导教师：赵阳

在中国的小朋友们一定想象不到我们这些在美国生长的中国孩子的中文水平是
多么参差不齐；想象不到每周六两小时的中文课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大的挑战；想象
不到我们在学中文中闹出多少千古奇谈的笑话。
我学中文是被妈妈“逼上梁山”，在无可奈何之下才学的。所以，我不说上中
文学校，我说上“梁山”。我妈妈可真不愧是梁山寨的一条好汉。对我管教很严，
让我一次中文课也不许逃课。过去，我认为妈妈总是在我学中文的痛苦之中寻找乐
趣，搞的我很尴尬。妈妈却狡辩说，是我闹的笑话太离奇，太没谱。你看看，我又
不是在学音乐，我是在学中文，中文里怎么会有谱呢？可是，说来也怪，我就是在
这种“逆境”下，真就学了些中文。
第一次看到“朗读课文”，我不认识“朗”，妈妈说念“lang”。我没有做这道题，因为我有充分的理
由：书上要求狼读课文，我是人而不是狼。妈妈坚持要求我读，还说“朗读”就是由人来大声地读。我开始
模仿狼嚎的声音，大叫着刚读了第一句，妈妈就把我止住了。妈妈解释后，我才知道，原来“朗”和“狼”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中文老师在我的作文上写评语：“文章有些空洞。”我仔细地、一行一行地检查，怎么也找不到哪里空
着一个洞。只好去找妈妈，妈妈说“空洞”就是没有内容。可是，我写的满满的一篇，怎么会是没内容？难
道大家都看不到我写的字吗？这次可把妈妈难住了。妈妈只好用英语来解释，我才明白。这下我真希望地下
有个空洞，我可以马上就钻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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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妈妈、爸爸有个君子协议，那就是每次中文学校放学后，妈妈带我去逛商店，我可以选好吃的。爸
爸不喜欢逛商店，我就放他一码。有一次，妈妈的朋友来我们家，妈妈没时间给我买好吃的，匆匆忙忙开车
回家。一路上，我嘴里的馋虫们蠢蠢欲动，我觉得很委屈。回到家后，爸爸问我：“小谗猫吃什么了？”妈
妈抢先答话：“小谗猫今天可终于吃亏了。”我的委屈一下就爆发了，眼泪流个不停。我哭着向爸爸告状：
“妈妈骗人，她什么也没给我买，还说我吃亏了。她根本没给我买亏，我也没吃亏。”妈妈笑得岔了气；爸
爸笑得从椅子上跌倒到地毯上。我被他们的样子搞呆了，也忘了哭。直到他们喘过气来，解释“吃亏”的意
思。我知道我学不好中文，才是真正的吃亏。
现在，我仍然继续上“梁山”，学习中国文字，体味文字中的快乐，从一点一滴开始，建筑和中国小朋
友们沟通的桥梁。

我的妹妹
学生：刘力克

班级：6B 指导教师：陈清华

你觉得有一个小妹妹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不好的事呢？那可是很难说的。
我的妹妹比我小四岁，名叫刘婕西。从她一来到这个世界，我和她就老是吵架，
一点都不相配。我妈老跟我说：“ 你是哥哥，不应该跟小妹妹打架。”

可是我却

想：要是我有个小弟弟该多好啊！
有时，婕西会故意惹我生气。比如，有一天我正在认认真真地弹钢琴。突然婕西
从客厅蹦过来，问我她能看电视吗？我告诉她不可以看电视，她就开始大吵大闹。别人五公里之外都能听见
她的哭声！我急忙说她能看电视，她就转哭为笑了。
还有一次是去年十二月去中国时﹐ 一天我和婕西在一个小湖边散步﹐ 晒太阳。她问我那个湖有多深﹐ 我
就去了湖边往湖水里看。但是湖底还是看不见。突然婕西从后面推了我一下﹐ 我就掉进了湖里。我掉进湖之
前清清楚楚地看见婕西得意地笑。还好水只到我腰深。但那个水真的是冰涼的啊！旁边一些大学生在笑我﹐
那时我就決定要痛打婕西。婕西反而马上向妈妈告状！我告诉妈妈刚刚发生的事情。妈妈问婕西为什么要把
我推进湖?

婕西说她想看看湖有多深﹐ 所以把我推进湖里。你看真的是气死人吧?!

有时候婕西很听我的话。像前天我把婕西叫到面前，对她说：“ 亲爱的妹妹，麻烦你去客厅把我的书包
拿来，行吗？”

婕西就乖乖地把我的书包拿了来。 还有一次，我要婕西帮忙叠我刚洗好了的衣服。她就一

下子跑上楼开始叠衣服。你看，奇怪吧？
不管我去哪里婕西一定要跟着我，真象我的尾巴。我现在觉得有个小妹妹还是一件好事。有时候要是我
没有伴就跟她玩。说实话要是我没有一个小妹妹那生活就不会有这么有意思啊！

我看 NBA 球赛的一点感想
学生：刘忻泽
班级：4B 指导教师：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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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8 日，休斯顿火箭队(Houston Rockets)对夏洛特野猫队(Charlotte Bobcats)的
比赛，是一场让我们等待了很久的比赛。我和我的妈妈、爸爸、哥哥，还有我们的朋友
一起很早就到了夏洛特的大体育馆(Charlotte Coliseum)。我的朋友，哥哥，和我都希
望夏洛特野猫队能赢，因为野猫队是我们北卡莱罗纳州的队伍，而且我们都是野猫队的
球迷。但我的妈妈和爸爸希望火箭队能赢，因为火箭队有姚明。还有许多中文学校的人
也希望火箭队赢，因为他们都是姚明的球迷。我也是中国人，也喜欢姚明，但我也喜欢
野猫队，最好是姚明和野猫队都赢，这样的话，我们中文学校去的一百多人，就会人人
都高兴！当姚明在第四节比赛因犯规被罚下场时，我真的为他感到好遗憾！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一下子来了这
么多的中国人为他加油，他太紧张了，所有发挥失常，才被罚下场的！野猫队最后经过加时赛以一分之差
(101 比 100) 艰苦地赢了火箭队！这是一场非常紧张的比赛，也是一场让我难忘的比赛，因为这是我第一次
来到夏洛特的大体育馆，第一次在球场看 NBA 的比赛，第一次亲眼看见 Emeka Okafor 和姚明，第一次和一
百多认识的人一起看球赛，第一次……。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我没有能够和姚明一起拍照或拿到他的签名！但
不管怎么样，它都是一场会让我激动很久的比赛，我希望我们中文学校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大家一起
去看比赛。

我学做巧克力小甜饼
学生：王欣瑞
班级：3A 指导教师：金琦
过圣诞节了。我妈妈的朋友送给她一瓶可以做巧克力小甜饼的圣诞礼物。瓶子里
装有面粉，巧克力块，苏打粉，糖和燕麦片。
圣诞节晚上吃过晚饭后，爸爸、姐姐和我便开始做巧克力小甜饼。爸爸拿来一
个大碗，我抢着把面粉倒进碗里。爸爸打了一个鸡蛋在碗里。然后，我和姐姐便用勺
子搅拌碗里的面粉。搅匀后，我们把搅好的面粉做成一些园园的扁扁的小饼。爸爸把
这些饼放进烤炉里。半个小时后，小甜饼烘好了。爸爸带上手套把小甜饼从烤炉里拿
出来。
我坐在桌子旁边，看着放在桌子上的小甜饼，很想立刻就吃。但爸爸说现在饼太热了，要等冷一冷才能
吃。过了一会ㄦ，爸爸终于说可以吃了。我立即拿起一个咬了一口。刚烘好的巧克力小甜饼软软的，真好吃
啊！我连吃了三块小甜饼。我觉得自家现做的小甜饼比在商店里买的要好吃多了，特别是自己叁加了制作。

我爱跳芭蕾
学生：付莉莉
班级：7A 指导教师：杨晨敏
我今年十三岁。从五岁开始，我就爱上了跳舞。当时，妈妈送我去学跳芭蕾和爵士
舞，我喜欢爵士舞更胜于芭蕾舞，因为爵士舞似乎更活泼，而芭蕾舞似乎太慢太严
格。也许是因为芭蕾的慢和严格，我对它慢慢失去了兴趣。从七岁开始，我中断了跳
舞，而改学游泳和体操。到了九岁那年，我又开始学习花样滑冰，花样滑冰需要有芭
蕾舞的基础，才能在冰上滑出优美的舞姿。这样我又重新开始学芭蕾舞了。
每星期我上五堂芭蕾课，每天大约跳一个半小时。周末是芭蕾学校舞蹈团的活动时
间，大约跳两个半小时。为了按时参加芭蕾课，我只好放弃其他许多我喜欢的活动。
比如说我喜欢参加学校的女子排球队，但因为练习时间与芭蕾课有冲突，我只好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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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排球。还比如，放学后，我的一些好朋友常邀我去她们家玩或一起做作业，为了不影响学芭蕾，我只好对
她们说“不”了。
跳芭蕾要求舞步有节奏，柔中有刚，感情中孕育着激情。要跳好芭蕾，你不仅要有优美的体型，还要学
会用你的心去把握你的身体，这样才能跳到点子上。要跳好芭蕾，你必须让音乐引导你，让音乐贯穿你的全
身。要跳好芭蕾，还必须有坚定的意愿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我跳芭蕾是因为我热爱芭蕾，它的要求之严格和
它的优美而多样的舞姿能够培养我精益求精的品质，每当我练习的时候，它总使我感觉到我还可以把一些动
作跳得更好。只有我真正热爱芭蕾，我才能坚持每天练习而不管我的脚有多酸和多疼。为了跳好芭蕾，我花
了很多时间刻苦练习，经常脚趾上跳起了水疱。
为了成功，芭蕾舞演员要吃苦耐劳，我们甚至都不能畅快地吃上一顿饭。为了保持苗条的身材，我必须
控制饮食，比如说少吃糖少吃高脂肪的食物，多喝矿泉水。我曾经很喜欢喝可口可乐这一类含糖很高的饮
料，为了保持体型，我现在只喝矿泉水了。要成为一个芭蕾舞演员真的不容易，为了维持苗条的体型要付出
很多。有时候，这样的压力太大以致于让人产生厌食症。许多芭蕾舞演员都得了这种厌食症。为什么我能承
受这一切呢？因为我热爱芭蕾，否则无法坚持下去。
我跳芭蕾舞还因为我喜欢舞台和观众的掌声。当我表演完一个节目，站在舞台上意识到我的表演震撼了
观众，他们正在为我鼓掌，为我欢呼，我会为此感到由衷的欣慰和喜悦。这种感觉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
我就是喜欢这种感觉。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名为“胡桃夹子”的芭蕾舞剧的演出，我在其中跳群花华尔兹。
我非常喜欢穿带上那漂亮的舞裙和头饰。虽然我们只有四场演出，但我还是非常激动和兴奋。
尽管学跳芭蕾很不容易，为了上芭蕾课父母还要为我交很多学费，但是我的理想是做一名职业芭蕾舞演
员。我相信，当我的理想实现的时候，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我真的喜欢跳芭蕾。

一条特殊的小被子
学生：朱岩
班级：8A 指导教师：周茗
在我家的衣柜里一直保存着一条特殊的小被子。小被儿上有很多小方格，有些小
格里还有一只卡通狗，它一手握着网球拍。小被子的颜色已经陈旧了。
你也许会问：“这么破旧的东西有什么特殊的，值得保存吗？”
这条小被子是在我出生以前,妈妈亲手给我做的。妈妈买了最软的布料和丝棉，一
针针地精心地缝制，把她对我的爱都缝在了里边。她要我盖得又暖和又舒服。在我没
到一岁时,妈妈就和爸爸去了美国当留学生,留下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我小时候走
到哪里就把小被子带到哪里。上学校要带着;去外婆家要带着;晚上,一定要摸着被子的
一角儿才能睡着。躺在温暖的小被子里,让我觉得像在妈妈的怀抱。
五岁的时候，妈妈回国接我跟她一起去美国，这条小被子留在爷爷奶奶家。直到三年前我回中国时, 又
把它带到美国。
这条小被子不只是什么平常的被子,它是我的童年历史，就像一张照片，永远定在那儿。它总让我想起
妈妈对我的爱，也提醒我是在中国出生的，我的根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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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作文竞赛学生作文
关于暑假作文竞赛：教务长李捷
暑假期间教务组及教师写作小组一起组织了一次独特的暑假作文竞赛活动。其特点是：命题广泛、形式
多样、图文并茂。竞赛作品直接电邮给教务组，并同各班的暑假作业分开，以减轻教师的负担。在此感谢校
报，将作品刊登出来，使大家一睹为快。
通过作品，大家可看到丰富多彩的写作内容。可以看出同学们花了很多心思；显示出同学们的写作热情
及才能。更可贵的是同学们对中文学习的持之以恒：即使在暑期，也能坚持不懈地学习。
在此我代表教务组及教师写作小组向同学们致谢！获奖者奖品将在近期颁发。（2005 年 9 月 20 日）

我看哥哥钓小鱼
2B 丁翰涛
哥哥很喜欢钓鱼，这个星期天姥姥带我和哥哥去北京陶然亭公园钓小金鱼。小金鱼养在一个水池里面，
我和哥哥租了两个钓鱼竿，哥哥在钓鱼钩上放了一个小面团，然后放到鱼池里面，钓鱼竿动了，哥哥一拉起
来钓鱼竿就钓上了一条黑色的金鱼，哥哥就把它从钓鱼钩上拿下来，放在水盆里。哥哥对我说：“弟弟,钓
鱼要有耐心。”我听哥哥的话并按哥哥的办法去做，一会儿我也钓上了一条红色的金鱼。我也学会钓鱼啦！
钓鱼真好玩，哥哥说，回到美国后还要带我到小湖边去掉真正的大鱼。

看图写话
M2 周安文
1．天上有大雁，大雁飞得高，冬天快要来了，大雁飞到南方去了。
2．湖里有青蛙，青蛙是绿色的， 青蛙会跳, 它们跳来跳去找虫吃。
3．草地里有蚂蚁，蚂蚁会爬, 蚂蚁爬来爬去找东西吃。
4．河里有两条鱼，一条是大的，另一条是小的，鱼会游水，它们在游来游去吃水草。
5．草地上有马，马有四条腿，马会跑，马跑得很快。
6．路上有小朋友，他带着帽子，背着书包，走路去学校，他没有坐校车。

我最爱吃的水果
3C 魏玮娜
我爱吃梨，因为梨好吃又健康，里面有维生素 C 。还有，梨的颜色是我最喜欢的，有的绿，有的黄。
梨的样子胖呼呼的，很漂亮。梨的身子有的长，有的短，有的胖，有的瘦，有的还长着小斑点。我最喜欢的
那种梨叫巴梨，巴梨的上头小，下头大。巴梨熟的时候吃起来水很多，又软乎又甜，怎么那么好吃呀？！

鹦鹉丛林岛
M3 徐现
六月末，我们一家去了迈阿密旅行, 除了海滩之外，我们还去了好多公园。其中我最喜欢的是鹦鹉丛
林岛(Parrot Jungle Island)。Parrot Jungle 很好玩儿，我和我妹妹在 Parrot Jungle 里每人抱了一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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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照了相。那儿的鹦鹉很美丽也会说话。那儿也有狮虎(liger)，乌龟，也有猪和羊，还有穿 diaper 的小
猴子。
Jungle Theater, Parrot Bowl, 和 Serpentarium 是动物表演的地方。Jungle Theater 有一只爱看电
视的小猴子，白色的 baby 小老虎，非洲小臭猫和小刺猥。Serpentarium 里有蛇，大蜥蜴，和鳄鱼。我不喜
欢那个 Serpentarium。我最喜欢 Parrot Bowl 的表演。那里有一只鹦鹉会说话，还会唱歌，那里有五只小小
的鹦鹉，它们很可爱，身上是漂亮的黄色，绿色和红色。一只白色的大鹦鹉会骑小自行车，真有意思。那里
有一只很大的黑色的鸟，它一跳就可以把树上的桃子打下去，一口吞下去！我还看见了秃鹰，它是鸟中之
王，它光吃死动物，所以我们都不怕。最后离开公园之前，我看见了很多粉红色的火烈鸟，它们在湖边玩得
很高兴，有的在走路，有的在钓鱼，有的在睡觉，有的在飞。
Parrot Jungle 真好玩！我希望能再去看那些鹦鹉和小动物们！

我最喜欢吃的水果
M3 周安杰
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是西瓜。西瓜有好几种，有些很大，它们有十到二十磅。有些很小, 它们只有三到五
磅。有些西瓜皮是深绿的，另些是浅绿的，上面有黄花纹。有些西瓜是圆的，另些是长圆的。大多数西瓜里
面是红的，但也有些里面是黄的，很红和很黄的西瓜都比较甜。大和长圆的西瓜里面有许多黑色的西瓜子，
这种西瓜叫有子西瓜。无子西瓜比有子西瓜小，里面没有黑的西瓜子，但是，它有发育不好的小白子，这小
白子是可以吃的。人们常在夏天吃西瓜。我喜欢吃西瓜因为它很甜，也有很多汁。冰的西瓜最好吃。夏天，
我在外面骑自行车，踢足球，打篮球，常感觉很热，出很多汗，嘴巴也很干。回来后吃点冰西瓜就觉得很舒
服。我吃了一块，又一块。西瓜真好吃。

我跟妈妈学烧蕃茄鸡蛋汤
M3 周安杰
我最喜欢吃的汤是蕃茄鸡蛋汤。蕃茄鸡蛋汤里面有蕃茄，小豌豆，和鸡蛋。它很有营养，因为蕃茄和小
豌豆都有很多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A，鸡蛋和豌豆都有很多蛋白质。蕃茄鸡蛋汤的味道很好，甜甜酸酸的，它
的颜色也很漂亮，红，黄和绿的。我妈妈会做蕃茄鸡蛋汤。暑假里，我跟妈妈学烧蕃茄鸡蛋汤。
做蕃茄鸡蛋汤不难，先用开水把蕃茄烫一下，把皮剥掉，切成小块。将鸡蛋去壳，放在碗里搅匀。然后
用大蒜和油跟蕃茄煸一下，等蕃茄煸熟了，加水烧开五到十分钟。将鸡蛋加入搅匀，烧开后，再加入小豌豆
和一点大蒜盐。煮滚后，就可以吃了。

北京图书大厦
7B: 丁翰青
北京图书大厦有八层。图书部分有四层。图书大厦门外有一个很大的雕塑。这个雕塑是由很多用铜铸成
的大书摞起来的。一进门，就看见有很多人, 有走来走去的，有坐下休息的，读书的等各种各样的人。
第一层的图书有哲学，社会科学，历史，贸易管理，经济管理，旅游，和体育书。那些书有小的，大的，红
色的，紫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和咖啡色的。书架子是用木头做的。在门口的左边是一排收银台。中间是
中央大厅。这个大厅直通到四层的玻璃顶棚，从楼上往下挂着四个巨大的条幅。上面写着，“夏日读书，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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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全新生活航程。”条幅下面有几张桌子，桌子上有好多最新出版的新书。挨着桌子的墙上也有一幅画是用
铜箔做出来的。
第二层有文学书:世界文学，中国文学，青少年读物，和暑假经典文学书。在儿童图书部外面也有一张
很长的桌子。桌子上有卖各种各样手工模型:如房子模型，故事模型等。里面靠墙部分的书架上还有各种各
样的书。有折纸书，连环画书，和手工书。中间还有五个圆形平台。平台是由玻璃和木头做的。在平台上有
很多小孩子坐在那里读书。平台周围有一圈书架; 在儿童图书平台稍远一点的外面是一排一排的书架。平台
中间有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有一个动物雕塑。在房顶上挂着一个电视。
第三层大部分都是教学用的中文书和英文书。有英语工具书，考试题集，和初中，高中的语文和数学辅
导教材。三层的图书也是放在一排一排的书架上。这层中间是语文书和数学书。后面就是作文辅导书。在三
层西边是音像世界。那里有电视剧、娱乐休闲、外语教育、儿童娱乐教育、体育旅游、和计算机游戏等各种
不同的音像。还可买到游戏机。
地下室有英文原版图书。在一个角落正在卖最新出版的<<Harry Potter>>。

RACL 2004-2005 学年财政收支情况
刘炎生

RACL Financial Statement, 2004-2005 School Year
Income

Year total

Language Class Fees (tuition, PTA, books)
Activity Class Fees
Donations
Investment (Bank Interest)
Textbook sale (SAT Math, Textbooks for CSCH,)
Others (Yearbook sale, picnic lunch sale, Mock SAT Test registration, Ads)
Sub Total

$83,795.50
$26,172.00
$15,852.60
$791.63
$3,047.50
$4,009.41
$133,668.64

Expenses
Language Class Teacher Compensation
Activity Class Teacher Compensation
School Supplies (teaching materials, copier, printing, etc)
School Activities
Text Books Expenses (teacher's references, student textbooks)
Donation to Church
Others (Insurance, conference, library books, sharing donation, picnic etc)
Sub Total

$64,065.00
$14,698.00
$27,896.42
$4,553.92
$13,884.04
$6,503.93
$7,422.13
$139,023.44

2004-2005 Year Balance

-$5,354.80

(责任编辑：何 纬 amycheng2@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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