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系列为中美合作“汉
语风工程”，共分8级3
00词到4500词，每级
10本。由国内外有教
学经验老师以及十余

位中文职业作家共同

创作。特点是容易读

、有趣味、语言自然

、实用。

江河书架江河书架江河书架江河书架

老师推荐学生作文选 
(P6 ~8)

2013/02/17: 总统日假日

江河小人书 (P5)
学术竞赛获奖名单 (P9)

辞旧迎新，亲情至醇。衷心祝福黄河长江大家庭的每位成员阖家幸福，健康快乐！

手机功能的好与不好                    
-- 胡瑞茜 (P2)

中文Apps扫描                    
-- 蔡德磬 (P2)

总总总总    编编编编: 张  锐

             吴美惠  王  星

七年级七年级七年级七年级 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

会鼓励更多同学积极练

习中文写作。

Editors: Sebastien Cai, Greg Chi, 
Raquel Hu, Amy Shu, Claire Shu

会鼓励学生抓住机会积

极投稿。

一年级一年级一年级一年级 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

祝同学们新学期说得好

学得好写得好。

美国有人向白宫

中美蛇年邮票

  2012是充满感动的 
一年。黄河长江2012
年「寻根•义工」夏令
营的师生在各级侨办

的穿针引线下，到古

城西安参加为期一周

的义工活动。西安儿

童福利院是陕西省最

大的孤残儿童收养机

构，承担西安地区孤

儿的养育、教育、康

复、治疗工作。其中

婴幼儿，残疾及患有

各种先天性疾病的儿

童占98%以上。黄河
长江的学生用他们最

闪光的品质去关爱这

些儿童，和儿童们一

起做游戏，唱歌、画

画、和折纸。还参与

照顾儿童的生活，帮

助他们复健。正是这

一活动对黄河长江学

生和福利院孩子成长

带来了积极影响，学

校已与福利院达成长

期合作协议，每年都

会有黄河长江的同学

去福利院做义工，献

爱心。同学们还代表

学校向孩子们捐赠了

人民币10,000元。

早春透过霏霏雨雪扑面而来, 2013的崭新画卷催人神往. 也令人回顾2012的斑斓辉煌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 

向广大海外中文教师

开展征集优秀教学教

案，教学心得等内容

的征文活动。交稿截

止日期为2013年2月 
28日。

Andrakay 发明胰腺癌 
(Pancreatic cancer) 早 
期测试方法。他获得 
2012年Intel STS 大奖。

2012美好回放美好回放美好回放美好回放 --- 顾丽青顾丽青顾丽青顾丽青

邮箱: JiangHe2012@hotmail.com

★ ★ ★ ★  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  ★ ★ ★ ★
学校简讯学校简讯学校简讯学校简讯

江河视野江河视野江河视野江河视野

2013 年度学术竞赛 
结果揭晓。请看学术

竞赛获奖专页。

 2012是丰硕收获的 
一年。黄河长江第一

个AP高中学分班同学
，在历任老师的长期

栽培和家长们的支持

帮助下，经过自身努

力交出了漂亮成绩单

。全班同学在5月份全
国AP考试中都取得满
分五分的好成绩。这

个"全垒打"来之不易
。近200名黄河长江
考生，在去年三月我

校承办的国家汉办的

标准考试HSK和YCT
中表现出色, 优良率 
超过91%。《江河》
校刊在张锐老师带领

下，全体AP班同学的
分工合作，各位老师

大力支持下，期期精

彩，令人期待。由中

国海外交流协会支持

，长江文教基金会和

南海艺术中心主办的

「中华文化大乐园」

夏令营2012年6月在
弗利蒙市Gomes小学
圆满毕营。小营员们

的汇报演出更是获得

了满堂喝彩。

  2012是辛勤耕耘的 
一年。在每一个星期

天，华盛顿高中的一

间间教室里，回荡着

老师们传道授业解惑

的声音。他们治学严

谨，充分利用每周宝

贵的授课时间教导学

生；课后他们更是投

入了大量个人休息时

间，细致入微地准备

教案、批改作业。孩

子们也不轻松。每天

除了完成日间学校的

作业外，还要完成中

文老师布置的作业，

况且，中文和英文根

本没有交集，真的太

不容易。家长们的角

色就更丰富多彩了，

司机、保姆、室内外

值班，外加课后辅导

，以一当十，不逞多

让。校务人员的烦杂

琐事更是七七八八，

头绪众多。就是在这

平凡的一天天，一周

周里，黄河长江的老

师、家长和校务人员

，陪伴着孩子们一起

走过了2012！

第六届全美中文

大会将于2013年 
4月 7~9 日在波士 
顿召开。

请愿欲将农历新年定

为美国联邦法定假日

2013/03/24: 新学年注册
2013/03/17: 

2013/03/03:
2013/03/10: 夏令时开始

2013/02/24:    

双月校历双月校历双月校历双月校历 （（（（周日周日周日周日））））

  2012是值得骄傲 
的一年。章业佳同学

以有关用YD-3药 
物作抗癌和抗炎症研

究入围Intel科学 
奖准决赛。殷月蕾同

学以出色的学业和领

导才能，获得耶鲁大

学提前录取。校友林

欧文同学在竞争异常

激烈的一流商学院入

学申请中，同时获得

哈佛商学院和斯坦福

商学院的录取。以梅

永龙、周健涛和李博

思同学为主力的Wei
bel小学六年级国际
象棋队获得全美国际

象棋赛六年级组团体

冠军.。梅永龙同学
还获得全国六年级组

个人冠军。我们为黄

河长江的孩子倍感骄

傲! 黄河长江是一 
个温馨的大家庭。 
我们一起脚踏实地地

走过了2012，让我
们走向充满更多希望

的2013。

==  本期摘要本期摘要本期摘要本期摘要  ==

2013/02/10: 春节联欢

Quick Response 
Code. 一个QR码 
的例子，內容为校

刊的网址。

2013/03/31: 春假

欢迎全校师生及家长向本刊投稿,向全校及社区展示成果,表现才华, 
分享信息.请注明中文姓名班级并电邮至校刊邮箱 (见页首).

15岁高二学生, Jack 

发行人发行人发行人发行人: 顾丽青

网站 1：www.longriverec.com

镜像：http://sdrv.ms/QjpMg9

发行日期: 2013年02月10日

期刊号: 0003-13023

网站 2：www.yrcs.org/

顾顾顾顾    问问问问: 李秋丹  麦  琪  张  琼

AC-301 苗老师苗老师苗老师苗老师：：：：

进一步强化听力和写作

训练。寓教于游戏之中

。
六年级六年级六年级六年级 江老师江老师江老师江老师：：：：

年级动态年级动态年级动态年级动态

四年级四年级四年级四年级 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

教学好过去年。很满意

。新学期重点：字典，

生字，句子。

AC-401 欧阳老师欧阳老师欧阳老师欧阳老师：：：：

会进一步加强写作练习

阶段目标与终极目标         
--  路颖 (P3)

育儿经 (两篇)                          
-- 宫守凤   郭锫 (P4)

天南地北年夜饭                            
-- 池庭瑜 (P2)
“SAT" 点滴                           
-- 舒文琪 (P2)

大家都在哪里过圣诞节大家都在哪里过圣诞节大家都在哪里过圣诞节大家都在哪里过圣诞节？？？？

舒文钰 

 太浩湖 
10%

洛杉矶 
10%

拉斯维加

斯

12%

雷诺 26%
在家 38%

纽约 2%

大峡谷 2%



发行人发行人发行人发行人: 顾丽青

顾顾顾顾    问问问问: 李秋丹  麦  琪  张  琼  吴美惠  王  星

总总总总    编编编编: 张  锐

★ ★ ★ ★  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  ★ ★ ★ ★

星期日

星期日

4月13日
5月18日
6月22日
8月09日
9月21日

11月02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六

12 月01日

有A, B, C, D, E 五个硬币，面值各异。A 
是B的两倍，B是C的四倍，C的价值是D的 
一半，D是E的一半。问递减顺序是？

镜像：http://sdrv.ms/QjpMg9

山东的“年夜饭”是
将猪血、豆腐、猪

肉、白菜、粉条等

放进一口大锅，加

上各种家常调料起

炖，简单而美味。

与北方不同，南方

的年夜饭通常没有

饺子，但平时有火

锅和鱼。火锅沸煮

，热气腾腾，温馨

撩人，红红火火；“
鱼”和“余”谐音，象

征"吉庆有余"，也

喻示着生活幸福、“
年年有余”。南方还

有一些地方过春节

吃年糕，年年高糕

，象征收成一年更

比一年高。

6 月16日
7 月21日
9 月07日

10 月20日

3月24日. 星期日 2月23日
报名截止日期

 $7.99。

上期答案上期答案上期答案上期答案：1. 回  2. 观众

飞

飛If you are trapped in a room with no 
exits, only a mirror and a wood table. 
How do you get out?

广告栏目广告栏目广告栏目广告栏目

Chinese Learner 帮助记汉字， 
也没有音频。$3.99。

网站扫描： http://www.czxiu.com

Editors: Amy Shu, Greg Chi, Raquel Hu,                    
Sebastien Cai, Claire Shu

最北端在黑龙江省漠河县(53°N).
最南端在南海的曾母暗沙(4°N附近).
最东端在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相交处(135°E).
最西端在新疆帕米尔高原(''73°E).

至理名言至理名言至理名言至理名言: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近义词辨近义词辨近义词辨近义词辨:

中国点滴中国点滴中国点滴中国点滴 全全全全

uTalk Chinese 中文初学者。

动脑动手动脑动手动脑动手动脑动手

上期谜底上期谜底上期谜底上期谜底：仿生学 (师范    卷帘格)

考考家长考考家长考考家长考考家长

biān

邊

边兴

每行二十个8号汉字$20, 注册学生家长半价

网络牛词网络牛词网络牛词网络牛词

躺枪 (躺着中枪); 亮瞎 (承受不起的夸张) 

fēitǐ 学简识繁猜字画学简识繁猜字画学简识繁猜字画学简识繁猜字画

欢迎向本刊投稿,向全校及

社区展示成果,表现才华,分
享信息.请注明姓名班级并

电邮至校刊邮箱 (见页首).

《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大赛题库和复习要点》. 
本书二十多万字,共132页. $10+S&H

xìng

興

发行日期: 2013年02月10日

期刊号: 0003-13023

网站 1：www.longriverec.com

网站 2：www.yrcs.org/

邮箱: JiangHe2012@hotmail.com

Lost in China-$3.99- 
可用图像查字。比Pleco
便宜很多。

成语成语成语成语：饮水思源

zh/ch/sh可以省略作ẑ/ĉ/ŝ，ng可以省略作

ŋ。然而，这几个符号并不常用。

熟语连篇熟语连篇熟语连篇熟语连篇

歇后语歇后语歇后语歇后语：孔夫子搬家，尽输(书)。

拼音复习拼音复习拼音复习拼音复习

谚语谚语谚语谚语：喝水不忘挖井人

Pleco 中文字典。可用手机上的 
照相机查字，包括字的发音。

Chinese Flashcards 
汉字认字卡。不发声。免费。

•    SAT 考试一共有10个 分段，每个主题有3 
个分段。最后一个分段是不记分的。共三~四个

小时。多做模拟考试会提高耐力。

家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是家家户户

天天天天

SAT是一种标准考试。考试分三个部分：阅读

，数学，写作。每一个部分800分，满分2400
分。SAT通常是高中时期考。单科最好不要重

考超过两次。那该怎样复习才能考个高分呢？

•    SAT阅读部分上的词语比较难。增加阅读 
能力和掌握更多单词，每天背十个单词会有 
很大帮助。Barron’s SAT Vocabulary Flash 
Cards 的词语在 SAT上会出现。

•    学好语法对得写作高分会有很大帮助。例 
如，一句话里加入有“Not only”，这一句里也一 
定会要有“But also”。假如没有，就是错的。

度过度过度过度过与时间合用: 她度过了来美后那段 
艰难时期。                                                                                                    
渡过渡过渡过渡过指由此岸到彼岸: 没有船，他不知 
该怎样渡过湍急的河流。

考试日期

2013年 汉语水平考试2013年 汉语水平考试2013年 汉语水平考试2013年 汉语水平考试（（（（HSK））））

Apple 和 Android 是现在大家常用的手 

机品脾，两款手机都很受欢迎，可是它们 

都有它们的缺点和优点。比如说，Apple 

有一个 home button，无论如何只要点中 

间就可以回到你的 home screen，简单又 

方便。而Android呢，有不同的button，

有时候不下心碰到下面的哪一个button 

就会从你再看的地方跳到别的地方。现在

Apple 正在卖他们最新款手机iPhone 5。 

iPhone 5 的相机照得非常清楚，可是照 

得太清楚也不太好，像是把你脸上很多小

细纹显示出来而一般人用肉眼却看不出来

。而Android，虽然相机没有 iPhone 5 

更清晰，可是照出来的超片会让你很满意

。在来看下一个Apple 的缺点就是它的 

apps 没事就 crash，最新的update iOS 

6 也是给iPhone 5 专用的，早先的几代 

产品都会有 crash 和 lag 的现象。以 

上我所知Apple和Android的好与坏。

手机功能的好与不好手机功能的好与不好手机功能的好与不好手机功能的好与不好   -- 胡瑞茜

 (池庭瑜)

体

體

4月20日. 星期六 3月22日.

5月12日

地地地地

北北北北

云南的”长白菜“鸡汤、火腿、筒子骨煮一大

锅苦菜、白菜，从三十吃到初三。因为年节各

类美食油荤太重，大多是吃上两口就腻了。而

这道菜味香鲜而不腻，所以每每过年时最受欢

迎，不论是下饭就酒，吃面吃饺子都是上好菜

品。也有人说这道菜秒杀所有年菜。

年年年年    
夜夜夜夜    
饭饭饭饭

过去山西太原有一

段民谣：二十五磨

豆腐，二十六赶做

活，二十七去赶集

，二十八贴春联，

二十九去打酒，三

十日包饺子。渤海

湾天津民谣则是：

初一饺子初二面，

初三的合子满家赚

，初四烙饼炒鸡蛋

。这两段民谣，显

示出地域文化的多

样性。又比如，东

北的“杀猪菜”以冻

好的肥猪肉为主要

原料，加上酸菜、

血肠一起炖，大年

三十晚上热腾腾的

一上桌，又香又温

暖！

•    戴上手表。一道题上不要花太多时间。

SAT 点滴点滴点滴点滴    -- 舒文琪

除夕之夜，各家通宵不眠，其乐融融。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Apps扫描扫描扫描扫描   --  蔡德磬

用来在线阅读中文媒介，如新闻

，博客等。

是给不从中国来的学生来考的。

有很多不同难度的问题。

最热闹愉快的时候。北方年夜饭有吃饺子的传

统。饺子形似元宝，包饺子意味着包住福运。

过春节吃饺子被认为是大吉大利。在北方人的

新年里，“饺子”绝对是重头戏，没有饺子的春节

是难以想象的。每到腊月三十，从一大早开始

，北方家家户户都开始剁馅和面擀皮包饺子忙

活起来。

南南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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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Amy Shu, Greg Chi, Raquel Hu,                    
Sebastien Cai, Claire Shu

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同时在

公立学校做了十多年的心理学工作。

我和所有的父母一样，希望自己的孩

子成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人才。

我想借《《《《江河江河江河江河》》》》校刊与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子女教育的一些想法。很多家长

都有一个同样的目标，让孩子进入一

所理想的大学。只要孩子成绩好，再

加上一项才艺（例如钢琴，游泳，象

棋等），被好大学录取，家长的任务

就算完成了，以后便是孩子们自己去

打天下了。

进入理想大学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家长的目标应

该是培养孩子在大学毕业后

要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各种能

力。

作为从业十多年的学校专业心理辅导

师，作者向我们家长提出了一个必须

处理好的关系：孩子眼前的大学冲刺

和长久的人生幸福。如何在孩子走入

社会前培养他/她自立能力，或用作者
的语言“竞争力”，是每一个家长应该
认真思考的问题。本刊在此感谢作者

投稿与《江河》读者分享心得。

路颖路颖路颖路颖

《《《《编者按编者按编者按编者按》》》》

一个方法是做孩子的粉丝。对孩子来

说，没有比来自父母的肯定更大的肯

定。鼓励孩子尽自己最大努力，而不

是期望孩子取得最高分或比其他孩子

做得好。不要和邻居的孩子比，与同

事的孩子比，与朋友的孩子比。这种

盲目攀比会伤害孩子的自信，因为总

有做得更好的人，孩子得到的信息是

他永远做得不够好。有时家长会用贬

低的话来刺激孩子，希望以此来”激将
“孩子向上。这种做法往往会适得其反
而伤害孩子的自信。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谈谈子女

教育问题。为人父母是福气，也是责

任，要乐在其中，也要方法得当。希

望我的想法对读者有些帮助。我也期

待与其他父母多交流，互相学习。

培养孩子自信的另一个方法是多与孩

子交流，多听听孩子的想法。这种孩

子与父母之间互相沟通，互相信任的

关系会转化成孩子的自信，让孩子自

信地面对成长的烦恼。这一点在高中

阶段尤其重要。高中生不愿意与家长

交流，经常选择去问同学，或上网去

找答案。要想让高中生愿意与家长交

流，要从小培养父子母子之间的信任

关系。

期活动计划等，让孩子从小参与处理

日常生活。让孩子自己做决定有助于

培养孩子的内在动力，取代来自父母

的外在动力。如果孩子的人生目标是

自己想要的，而不是父母想要的，那

孩子会主动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

是父母在后面推着孩子走。

家长可以提供意见和信息，与孩子一

起思考，但不是代替孩子做决定。如

果孩自己行为的后果。承受失败和错

误对孩子来说是重要的成长经历。青

少年阶段是可以犯错误而没有失业，

破产，离婚等严重后果的

时候。犯错误的经历往往

也是最好的学习机会。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培养孩子的自信。

自信是孩子性格成熟的标

志之一。培养孩子自信的

家长参与是绝对有必要的，但家长应该给

孩子年龄相适合的自由空间，给孩子自己

做决定的机会。平时可以让孩子学习做简

单的饭菜，洗衣，理财，买东西，决定假

学生家长 / School Psychologist

孩子在进入成人社会后，能否找到既

适合自己能力又是兴趣所在的工作？

能否有一个良性的社交圈？能否找到

合适的终身伴侣组成小家庭？处理好

这些应该是比进入理想大学更重要的

目标。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我觉得家长应该重视社会交往

能力，包括演讲表达能力。学业好很

重要，但社会交往能力同样重要。美

国是一个十分重视交往能力的社会。

很多人与老美打交道都能感到老美很

会交际。我们的孩子在进入成人社会

后要知道如何与雇主打交道，如何与

同事共处，这些会决定升职加薪的机

会。高中阶段的GPA在申请大学时很
重要，但是社会交往能力在工作后很

重要。

我的这个想法来自于和学校老师的一

些交谈。在交谈中他们提到这样一个

现象，很多华裔学生在小学初中高中

学业非常出色，但这个优势在进入大

学后就逐渐消失，竞争力下降。这个

现象让我有很多感触。我知道我们作

父母的非常辛苦，为的是孩子有一个

成功的未来。如果孩子大学毕业后没

有竞争力，那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些

更重要的东西。我提出以下的三点看

法，供大家思考。

家长应该象重视孩子学业一样重视孩子社

会交往能力，平衡发展。怎样培养孩子的

社会交往能力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模式，

家长要根据孩子的特点去培养。鼓励孩子

多参加社区活动和义务活动是可行的方法

之一。  
参加这些活动会减少孩子学习和上才艺课

的时间。但这些活动给孩子发展社会交往

能力的机会，培养对社会现象和政治的兴

趣。家长还应该鼓励孩子与不同文化背景

的人交往。如果我们的孩子只与华裔孩子

交往，不利于培养孩子日后面对”花花世界
“时的交往能力和领导能力。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家长应该培养孩子的内在动力和独

立做决定的能力。父母满足孩子所有吃穿

用的要求，负责安排所有课后活动。这种

做法在孩子小的时候没有问题，但在孩子

渐渐长大时，仍然代替孩子做所有决定，

那孩子会不知道怎样决定自己的生活，也

会缺乏向上进取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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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组合回答，“妈妈”，“āi”；“妈妈”，“ái”；
“妈妈”，“ăi”；“妈妈”，“ài”；“妈妈”，“ēi”
；“妈妈”，“éi”……姐弟俩笑成一团，原来
学习枯燥的汉语拼音也可以如此快乐！儿

童教育真是任重而道远！

理解这些，但我认为慢慢的积累总比没有

的好。让我哭笑不得的是，我那花朵般娇

嫩的女儿最喜欢的竟然是雄才大略、残忍

多疑的秦 始皇和“人屠”白起！ 
女儿在黄河中文学校的第一年过得非常快

乐，kindergarten以听说为主，这对她来
说不是什么难题。因为马老师严格的要求

和很多的课堂练习，她掌握了差不多200
多个生字，并且可以很有表情的朗读。但

到了一年级，学汉语拼音，却把她难住了

。当別的小朋友，老师教了ā、á、ă、à，
就可以读出ō、ó、ǒ、ò、和ē、é、ĕ、è
，她却怎么也不明白其中规律，告诉我：

“妈妈，我不会呀!我不知道该怎么读!”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见缝插针的帮她练习， 
那段时间我们的故事暂停了，改成韵母的 
四声练习。有时候，我和她都非常沮丧， 
为什么我那么聪明的女儿就不懂这么简 
单的规律呢?每当这时，我就想：“再坚持 
一下，下一次也许她就懂了”。我们的坚
持终于得到了回报，练习多了，她终于明 
白了其中的奥妙，后面的问题就迎刃而 
解了。有一次，我帶姐弟俩出去玩，十八

个月的弟弟不停的在后面喊妈妈，一开始

我只是一遍遍的答应，后来我用四声和韵

【编后语】两位家长的育儿经表明儿童教育是

辛苦的和讲究技巧的，更是愉快的和值得的。

现实证明，家长越重视孩子学得越好家长越重视孩子学得越好家长越重视孩子学得越好家长越重视孩子学得越好。大家一

起努力，让孩子们开心学中文，一年又一年。

以后她看到蜗牛就会开心地指着说:"蜗牛
娃娃!"。有一天她在纸上乱画，爸爸问她
是不是在写字，她说：“不是，是在到处乱
画！” 我们也严格要求她在家里说汉 
语，弟弟一岁多开始说话后就更加严格，

因为我们见到许多家，老大汉语还不错，

老二却只听得懂根本不会说，我们不希望

弟弟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慢慢的，她的

汉语表达非常清楚。尽管她不到一岁就上

全日制英语幼儿园，在三岁时，我帶她短

暂回中国，没有人认为她的汉语表达有任

何问题，甚至有不认识的人说她这么小却

好会说。只是她的汉语非常有趣，会在日

常生活中用非常书面的语言，比如她会说

：

英语语音，西语学习，再加上沪语同普通话的

语系差别让王嘉浩的拼音学习多了一份挑战。

幸运的是，103班张秀珍老师生动的教学，有趣
的故事和易记的拼音规则与儿歌让王嘉浩在笑

声中轻轻松松地学会了拼音，并在期中和期末

考试中得了满分。无论今年学术比赛结果如何

，王嘉浩在黄河又开开心心学了一年中文。

了他的姓--
王，而且

是国王的

王。慢慢

地，在马

俊老师的

鼓励下，

嘉浩从开

始听不懂

老师的提

问到能够

积极地回

答老师的

问题，并

在去年春

节自豪地

捧回班级

朗诵比赛

的一等奖

奖杯。

   一年级 
开学后，

Editors: Amy Shu, Greg Chi, Raquel Hu,                    
Sebastien Cai, Claire Shu

宫宫宫宫 守守守守 凤凤凤凤  一年级学生家长 

6年前，我们有了第一个小宝宝，在欣喜
与激动之余，怎样教育这样一个小东西，

也成了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我和先生

无数次见到黑头发、黑眼睛的小家伙们满

嘴英文，汉语却说不清楚，在我们看来，

这是一个遗憾，所以我们下决心尽最大努

力让她能够掌握汉语。

我觉得这样好多了，她知道自

己的努力妈妈都可以看到，并

且给予肯定，所以她会很努力

的学习，并且考试的时候会很

放松，往往倒做得很不错。并

且奇妙的是我自己的心态也平

和了许多，不再象以前和她一

起担心。

日常表达，我也在想，华裔家庭的小孩也

可以接触一些中国的历史文化。其实我非

常不喜欢白雪公主、睡美人之类的故事，

好像女孩子幸福的前提就是要特 别、特 
别美丽，而幸福的归宿就是嫁给王子。 
但作为双职工家庭，我们实在是太忙了， 
尤其是在她快5岁时弟弟又出生了。

有一 天，我送她上学，她照例让我给她 
讲故事。我就开始给她讲刘关张桃园三 
结义、秦始皇统一中国、孟姜女哭倒长 
城……她倒是很喜欢，可理工科出身的 
我，自己也没什么底 蕴，很快就江郞才 
尽了。于是我在网上找一些有趣的中国历 
史文化的有声读物听，把故事性强的部分 
讲给她听。我最喜欢的有当年明月的《明 
朝的那些事》，章天亮博士的《笑谈风 
云》系列，不但根据 的是正史，还有我 
喜欢的历史观。通常我们都是见缝插针地 
讲，有时是上、下学的 路上，有时是在 
去某地的途中。我不知道6岁的她是否能    “谁”，《喜羊羊与灰太狼》中的一句简单的 

台词，是嘉浩进黄河中文学校K班之前会说的寥
寥无几的普通话之一。因为从小家人一直与他

用上海话交流，即使普通话会话对于五岁的嘉

浩来说也是一门新的外语。妈妈那时很担心小

嘉浩会由于中文太难而不愿学习。出乎意料，

第一天上完课，嘉浩高兴地告诉妈妈老师教

我和先生在家里本来就用汉语交流，基本

环境不是问题，但我们还是想给她创造一

个更纯的汉语环境。我们给她读的故事，

看的动画片都是中文的，即使是英文故事

也翻译成汉语讲给她听。快2岁的时候，
我们开始教她背古诗，很快我就发现这好

像没什么效果：她可以很快背下一首首古

诗，可根本不理解，也用不上，并且三、

五天不让她重复，就忘得干干净净得了。

于是我就改让她背一些有趣的儿歌和唱一

些简单的歌曲，我觉得这样效果好多了，

她更有兴趣，也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中。我

还记得一首儿歌是

东游西爬，不会写字，到处乱画。

郭郭郭郭 锫锫锫锫 -- 学生家长

：＂今天天气风和日丽＂、“妈妈煮的饭十
分美味”。
上学后，开始有各种考试，我一直认为做

得好是应该得到奖励的，就象我们在工作

中做得好也会得到奖励一样，是对工作的

肯定。一开始，我们规定根据结果给予奖

励，考100分会怎样，考试通过会怎样，
这让她很紧张，并且要是没做好、没得到

奖励就拼命的哭，很容易气馁，又不知道

该怎样才能取得好成绩；并且有一些课程

真得很难，她很难一下子就通过。我们就

改变规则为根据努力程度给予奖励，奖励

是在结果出来前就定下来的。

★ ★ ★ ★  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  ★ ★ ★ ★

有一级游泳，她学了四期才通过，但她一直很

努力，也很享受，我们都很开心。除了清楚的

蜗牛娃娃，溜溜哒哒，背着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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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她每次要我和 
我的弟弟做作业的时 
候好像是要我们离开

她，她肯定也是为我

们好。她是常常叫我

们“笨蛋”还是“缺氧”，

自本期起，将陆续登载各班老师推荐的学生作

文。希望学生能见贤思齐提高写作技能；希望

家长能读出孩子心中的爱；希望老师继续推荐

好文章给本刊读者。除排版需要，不做改动。

  我的妈妈虽然不是天下最伟大的，但是 
在我心里她是最棒的。每到天冷的时候， 
妈妈都会给我准备冒热气的午餐。从饺 
子，面条，粥，汤，炒饭，和馄钝，妈 
妈都会帮我做。每天上学我都很期待打开

妈妈为我精心挑选的保温饭盒，吃上妈妈

给我准备的冒热气的午饭。冬天的时候，

我最喜欢的午餐就是脆皮乳猪稀饭。没有

比乳猪稀饭更好吃的了；色香味俱全。

《《《《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

去年暑假，我们全家去香港看我爷爷。爷

爷非常疼爱我和姐姐，常常询问我们：“有
没有天天做功课？有没有天天学中文？”他
天天煮中国菜。他也买很多东西给我们，

尤其食品和零食。 
那天是我们在香港最后的一天。爷爷带我

李苏珊 
701 班

   一闻就可以闻到辣辣的白胡椒粉。一看 
就可以看到翠绿的葱花。一尝就可尝到又

鲜又可口的乳猪和稠稠的稀饭。很多同学

都特羡慕我。我有热腾腾的午饭，但他们

却只有冷冰冰的三文治。吃完饭，我还有

烫嘴的水，感觉真好。吃完我的饭，我整

个身体都已经暖暖的了，每顿饭都暖了我

的心，因为我有一个爱我的妈妈。

  我不是害怕我的妈妈。真的。我害怕的 

事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有的时候, 她很 

高兴，可是有的时候她不高兴。她不高兴

的时候，我的天肯定不怎么样；她高兴的

时候，我也高兴–就是这么样的简单。我

觉得让我最不喜欢的妈妈的事就是她的脾

气；她一会是高兴的，一会是发脾气的。 

很多的时候，我很怕我的妈妈。可是我不

对她生气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她这一个人

真的不错。虽然有的时候她看的很懒，她

确实一个勤奋的人。

【【【【编者的话编者的话编者的话编者的话】】】】

和姐姐上街。爷爷

要买菜，也要买零

食给我们吃。我们

去惠康，看到苹果

，梨子，龙眼，香

蕉，卷心菜，萝卜

，和很多零食。爷

爷带我们到超市里

的零食部。他说：

“挑选你们喜欢吃

的，我就买给你。

”我没有什么想要

吃，只是那一盒饼

干看看，爷爷觉得

我喜欢。当我把它

放回去，他说：“
你要吗？我就买给

你！”他把饼干放

在购物车里面。然

后，他问我们：“
你们要柠檬茶吗？

”姐姐说不要，可

是爷爷也把他放在

购物车里面。他不

停地问我们，最后

我和姐姐一起大喊

：“我们什么都不

要！”爷爷没有说

七   周    
〇   颖    
一   童      
班        

吴  澄
701 班《《《《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人。

   每天我从学校回来时，我最害怕的事 
情就是听我们家的车库门被打开的声音。

我每次听到这个声音我的心就会“扑通，扑

通”的响。这是因为我每次听到这个声音，

我都会想：“今天的情况会是什么 ...” 
我为什么会想这个事情呢?因为车库门打

开的声音每次都会告诉我一个事情：“我的

妈妈回来了。”

我要学好本领，向妈妈一样

为人们做更多的事情。

   又有一天，妈妈休息，在家里做了我爱 
吃的中国菜。她煮了土豆和鸡放上咖喱,南
瓜，和菠菜。妈妈看到我大口大口的吃，

她也笑了。

爸管理家务，妈妈为我和哥哥的学习做了

很多的事情。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上露出了笑容。我就说，“妈妈，你去洗澡 
把。我自己做功课。”

妈妈跟平常一样，坐在我身

边看我弹钢琴。她细心的听

，看着我的手，整整坐在我

旁边半个多小时。妈妈不停

地说，“弹得好！弹得好！”
妈妈的疲倦都没有了；我都

很开心。妈妈每天的工作很

认真，是一个好医生，受到

病人的尊重和欢迎。在家里

要和爸

黄琳殷

701 班

我知道妈妈希望我长好身体和学好功课。

   我很感谢我妈妈为我做很多的事。她每 
天送我上学。有时候我忘了带什么东西，

一通电话，妈妈立刻放下她的事，把我的

东西送来。每个周末还送我来学中文，然

后送我去学音乐。为了不让我在大雨天的

时候淋雨生病，妈妈会特地到学校来接我

。我的妈妈很能干。除了喜欢种花外，她

会修房子的水龙头，会缝衣服，会炒很好

吃的菜。还教我做功课！

   为了报答妈妈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把我 
养大，我要做一个好孩子，听妈妈的话，

努力用功读书。

《我我我我“能干能干能干能干”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            
陈彦钧   701 班

可是生气的时候，谁都会说着些她每天为

我们全家做早餐，中餐，和晚餐，每天为

我们洗衣服–我在看一遍，妈妈为我们的

家庭做的事真多。

   虽然我有的时候会"恨"我的妈妈或是怕 
她，我自己也要反省；我妈妈常常要我感

谢世界上的事情，现在回头看，我一定有

感谢我的妈妈。

欢迎全校师生以及家长向本刊投稿 (Word中文电子版)，向全校及社区展示成果，表现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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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爷爷   
爷爷爷爷   
要要要要  
我我我我   
吃吃吃吃

李振宇  701 班
   我喜欢短头发但不喜欢每个月都要剪头 
发! 每次帮我理发的人都是妈妈。因为我 
们家的理发剪旧了, 理发剪常会扯我的头 
发. 好痛啊! 每次妈妈剪我耳旁的头发时, 
我就怕耳朵被剪掉。几 乎每次理发我都 
会发脾气. 但是不管 我怎么吵闹,妈妈都 
会安慰我, 说：“我知 道你不喜欢理发但 
是快剪完了.”现在想想,我不应该发脾气。

我想她真的知道我的感受。那次理完发,跑
步时感觉风在梳我的头. 那天晚上睡觉 
时,我还听见妈妈对我说: “明天我们去买 
个新发剪吧！”我以后再也不发脾气了。

《《《《理发理发理发理发》》》》

我我我我很爱我的妈妈。她的工作很

忙，每天九点上搬，七点半才

回家。不久前的一天妈妈回家

很累。我就问她，“为什么你

这么累？”她就回答，“今天我

有一个病人，他的牙根很特别

，花了很多时间才给他拔了，

所以今天特别累。” 
我听完了妈妈的话，立刻去倒

了一杯温水给妈妈喝。妈妈脸

   她洗完澡后就下来吃饭。一坐下就问我，“你 
今天数学考试怎么样？”我就会答，“我得了96分
。”妈妈就说，“吃完饭就要给我看一看。”一会

儿，我就把卷子给她看。妈妈一看就说，“你比

上一次少了两分，就是耝心大意的错误，不应

该。以后一定要细心啊。”我的眼睛都有点红了

，我心想，“妈妈多关心我的学习啊。”后来,

话，只是去买购物车里面的东西。那时，我觉

得买那么多东西而又不吃有一点儿罪过。我偷

偷地想：“爷爷就算你什么东西，什么零食都不

买，我还是一样爱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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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澍茵   701 班

陈安然陈安然陈安然陈安然 
AC-401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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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永远是对的。每当我和她争辩，

她总是获胜。那是因为她知道什么是对我

好，什么是对我不好的。我有最好的妈妈

。 我爱你！

《《《《最好的妈妈最好的妈妈最好的妈妈最好的妈妈》》》》 701 班 

简毅闳

学生作文选学生作文选学生作文选学生作文选

我妈妈是最好的妈吗。每天，她要求我做很多额外功课。她总是让我做不喜欢做的事情。

比如我小时候不喜欢中文，妈妈强迫我上中文学校。现在我知道对我来说，做不喜欢的事

情对我是好的。妈妈给我买了代数，几何，和数学竞赛书。我本来不想做，但是我今年夏

天喜欢做了，我的数学好多了。为了帮助我提高我的英语水平，她给我买了一本语法书。

做了这么多功课，我可能会不喜欢，但现在我可以看到做额外功课的好处。今年我在Hopki
ns的分数是4.0!  
我的妈妈让我做很多的家务事。我的妈妈让我做家务，是因为让我知道上大学后如何照顾

《《《《妈妈让我弹钢琴妈妈让我弹钢琴妈妈让我弹钢琴妈妈让我弹钢琴》》》》

我和爸爸妈妈去旧金山的海边游玩。

  弹钢琴有很多好处。既能陶冶性情，又 

能让人手和脑聪敏。因为我经常弹钢琴，

我的手眼协调能力就提高了。因此，我在

学校可以更快做笔记，还能用脑多理解问

题。我做数学题比別人快。我学钢琴对我

的学习能力的确有好处。

  我妈妈爱我给我机会学钢琴和音乐，我 
对她很感激。如果她没让我弹钢琴，我不

开心的时候只能哭。没事做的时候只能数

绵羊。最可怕的是我的脑筋不会像我现在

转得快。我妈妈真的爱我，所以我希望我

弹钢琴会让她开心一点。

  可是，她也有很好的时候。有一次，她 
不小心弄坏了我的一个玩具。她没有告诉

我就自己想办法去把它修好。后来，我还

是发现了。但是，我没有很生气应为我看 
见她有试着去修。

 “蓄潮池就在海水涨潮的时候形成的。水退下 

去后，石头和石头之间的缝隙里还有低洼处会留

下一些水。这些小池子就是好多小动物的家。”

  不久以后，我们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室内活 
动：高空秋千。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是什

么，但是我勇敢地试了试。我觉得非常过瘾

，玩了一次又一次。爸爸看了看后，就跟着

我试。最后我们都玩得很开心。

《爸爸和我的假期爸爸和我的假期爸爸和我的假期爸爸和我的假期》    张卓翎  701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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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旧金山的夏日海边旧金山的夏日海边旧金山的夏日海边旧金山的夏日海边

年前一个暑假的星期天，

好自己。每星期我的妈妈让我打扫我的房

间，吸尘，清洁我的浴室，扫地。通常，

我帮我妈妈做米饭，收拾桌子。一次，一

个朋友的妈妈看到我在商店一个人购买开

学时需要的所有文具，对我的独立生活能

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说，“你

怎么这么独立呢？”我说，“因为我的妈

妈。”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一转眼太阳都快 

落山了。我们回到沙滩上去坐看夕阳。落日把周

围的云染得鲜红，远处的海水倒映着天空中灿烂

的云彩。海天一色，蔚为壮观。我们一边吃着带

来的三明治，一边欣赏着眼前美丽的海景。在说

说笑笑中，我们一家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一天。

  我蹲在那儿玩了很久，看够以后，爸爸妈妈和 

我一起走到海水边上。我和爸爸背对着海站着，

摆了好些姿势，妈妈则拿着照相机，抓拍了好些

照片。她每照几张我们就马上围过去看照得怎么

样。看到爸爸摆的各种怪动作，我们全家都开心

地笑了。

  我玩得这么快乐，都是因为爸爸。爸爸，

  虽然已是夏天，旧金山的海边仍然很冷。外面 

的风刮得呼呼地，我们只好躲在车里把外套穿上

后才敢出去。我刚把车门打开，一股清风吹过，

带着一点海水的咸腥味，好像在预告海的讯息。

 我们经常不由地问自己什么是幸福等等很抽象 

深奥的问题，现在回忆起这个难忘的日子我才忽

然明白，原来这就是家庭的幸福和温暖。幸福原  我好爱你！

  爸爸妈妈随着兴奋的我一起走向沙滩，极目望 

去：深蓝色的海水非常平静，温柔的海浪一次一

次地爬上海滩，又慢慢地退下去。海滩和海中间

东一块西一块地隔着些岩石。爸爸说：“你看，

现在海水是低潮，所以那些大石头才露在外面。

高潮的时候水漫上来就会把石头都盖住。”我们

三人趁低潮的时候爬到岩石上，打算从石头上面

走到海水边。走着走着，我忽然发现脚底下的石

头缝里储着些水，我蹲下来一看，惊奇地叫了起

来：“哇！这里面藏了好多小东西啊！”

  爸爸也把头凑上来，琢磨着我在那看什么。 

“啊，原来你在看蓄潮池里的东西。”

  妈妈走在最前面，看见我蹲在 

石头上，就转身回来看个究竟。

   有一天，爸爸妈妈和我到海滩上玩。爸爸 
和我打算用沙子建一个王国。很快，我们就

打造了一个又大又漂亮的王国。最上面是城

堡，三排房子在下面保护城堡，那样城堡就

不会被浪推倒了。这个好主意是爸爸想到的

。可惜的是，第二天下雨，城堡就不见了。

  那几天都下大 

雨，我们不知道

干啥好，反正找

个室内活动做就

行了。后来，我

们发现有几个乒

“蓄潮池？那是什么？”我抬起头问道。

来可以很简单。

   我妈妈用她自己的钱让我学钢琴。我的 
钢琴课一点都不便宜，可是为了我，她同

意付钱。与琴声为伴，我会活得很开心。

有时候我不乖，

所以我父母会骂

我。但是，我一

弹钢琴听到美丽

的音乐我就会十

分舒服。我没事

做时，我无拘无

束地随意弹首歌

，或者弹我最喜

欢的那首歌。     

  我的妹妹有她好的时候也有她不好的 

时候。不论怎么样她还是我的妹妹。

  我觉得我妹妹做的最烦的事是她还很小 
的时候。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手工。我刚做

完没多久她就跑进了我的房间一屁股坐在

我的手工上。她想要把手工拔出来。但是

，她把手工撕成一半了。气死我了！

  我的妹妹很烦。她做作业的时候，你一 
说她做错了她就会开始生气。一生气她就

开始哭。一哭就弄得我们心烦了。哭完以

后，她不但作业做得很好而且装着好像她

刚刚没有在哭一样。有一天晚上，我刚关

灯睡觉，她忽然跑进我的房间 … 吓我一 
大跳！还有一天晚上我很想睡觉了，但是

我的妹妹一直在我旁边讲话。讲了一大堆

话以后，她说她很无聊几分钟后就睡着了

。可是，我睡不着觉了。

《妹妹你好烦妹妹你好烦妹妹你好烦妹妹你好烦》  兰婷婷   701 班

乓球桌，我们就扑向那里。谁知到，那些球

桌放在一个只有三面墙的屋里。我的球打得

不好，老是打出界。爸爸总是冒雨为我到外

面捡球。

  夏天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到墨西哥的伊斯 
塔帕（Ixtapa）海滨度假村去玩。我和爸爸

一起用沙子造了个城堡，打乒乓球，还玩了

高空秋千。那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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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  嘉   603 班 去年七月初，我

和妈妈去了拉斯

维加斯。这是因

为我有个舞蹈比

赛。我们准备玩

4天，一天是舞

蹈比赛，一共在

拉斯维加斯5天
。我们跟我的朋

友们住在一个名

叫 MGM Grand 的旅馆。 
我在拉斯维加斯最喜欢的一件事

就是去看Cirque Du Soleil 团的 
表演，名字叫KA。

TI 表演。每个 
旅馆都有赌场。 
非常 可惜的就是 
小孩不可以玩它 
们的游戏。只有

一个旅馆有个地

方我可以去玩。 
这个旅馆叫 
Circus Circus。 
它有个拱廊有很

多有趣的游戏。你玩这些游戏要

付一点钱。当你赢了，你就会得

到拱廊票。等到你全部玩好了，

你可以用这些票“买” 些小的糖或 
玩的东西。要是你得到了很多票

瓢虫有时称 
ladybird

我们晚上逛了Las Vegas Strip. 
街上有很多商店。吃的、穿的、

玩的...... 有些体恤衫只有五块美 
元！我每天走的脚很酸。因为马

路上有很多车，有时候我们还要

从天桥过到另一边。旅馆都在街

上，有些晚上还有各种表演。一

个旅馆, 名字叫Bellagio, 有个喷 
泉表演。 另一个旅馆, 名字叫 
Treasure Island, 有个 Sirens of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正事。可是在更大的意义上，我们没法把这块

土地变得神圣。那些在这里战斗过的勇敢的人们，活着和死去的

，把这块土地变成神圣，远远超过我们微弱的力量所能增减。世

界不会注意或是记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可是它永远都不会忘记

他们所做的。应该是我们献身于他们豪迈推进的未竟事业。是我

们献身于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从这些光荣的死者我们加倍

忠于他们为此尽忠的事业。我们决心不让他们白白地死去，决心

让这个在上帝保佑下的国家得到自由新生,不让这个来自于人民，

由人民掌权，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从地球上消失。 (英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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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拉斯维加斯游拉斯维加斯游拉斯维加斯游拉斯维加斯》》》》

KA 表演很精彩。每个演员都穿着 
鲜艳。他们的衣服都有不同的样

子。这样，观众就可以知道演员

演的应该是什么。这个表演是关

于两个双胞胎回家。他们的家庭

在欢乐的时候，被一组弓箭手攻

击了。他们逃的时候被分开了。

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到最后，

他们又在一起。在他们的故事中

间，有场战争。这时候，那个舞

台会垂直、平行、或者斜着地移

动。这个表演有很多色彩的舞台

灯光、精美的舞台效果、和逼真

的声音效果。所以我觉得这个表

演非常精彩。

，你还可以换非常大的填充玩具

动物。我玩了一些， 就放弃了。 
有一个旅馆名字叫 Paris。它有 个 
Eiffel 铁塔非常吸引人. 你要买 
票才能进去。我们买了票以后, 
乘了 Eiffel 铁塔里面的电梯。到 
了最高端， 我们从电梯里面走了 
出来。风景可好啦！我可以看到 
全部的 Las Vegas Strip。这天 
是七月四日，晚一点的时候，远

处到处都是很小很小的烟火。有

瓢虫瓢虫瓢虫瓢虫

邱巧玲邱巧玲邱巧玲邱巧玲   701 班

ladybird。 
它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昆虫。

大多数瓢虫是红色的或黄色

的外壳含有小的黑色斑点。

美国加州瓢虫的壳是黄中带

小黑点。这种甲虫有一个小

头而且没有脖子。它的身体

是圆的，形状像半个豌豆。

它那双短短的脚能跑得非常

快。瓢虫的翅膀藏在它的外

壳里。它很会飞。

瓢虫在绿叶

子的底面产

卵。当幼虫

孵化时，它

们会很饿。

它们很快就

开始吃植物的虱子。果农喜欢

瓢虫，因为它们会吃有害的虱

子。虱子可以毁掉一个农夫的

作物。

美国加州的瓢虫是从澳大利亚

带来的。它可以保护橘子，柠

檬和葡萄柚树。(英翻中)
红的，绿旳，黄的，紫的......这些

烟火非常漂亮。另一个旅馆叫 
Mirage，它吸引 人的地方是它 
的模拟火山 表演。 
它是用水和火变的。它的水用灯

变橙色 的。火是从水里面出来 
的。 它还有很响的声音效果， 
像真 的火山一样。

整体来说，我觉得这次去拉斯维 
加斯，我度过了一个特别好的假

期。我的舞蹈比赛也得了总分第 
五名，小组第一名。要是可以再

去拉斯维加斯，我一定会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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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佳 一

汉斯和格里特汉斯和格里特汉斯和格里特汉斯和格里特

从前，有两个小朋友，汉斯和格里

特。他们的家很穷。他们的爸爸和

妈妈没有那么多钱买吃的。每天，

他们只能吃蔬菜和果子。所以他们

都很瘦弱。有一天，汉斯和格里特

故意藏起来，因为他

们不要他们的妈妈找到他们。他们

就在玩。“汉斯和格里特? 

你们在那里？” 妈妈叫。那个时 

候，爸爸来了。“我有不好的消息

。现在，所有的食品的价钱都上涨

了。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了，”爸爸

说。“我们怎么喂养汉斯和格里特

呢?” 妈妈问。“明天

女巫2说。两个女巫去走到两个小

孩的面前。“你好！我们不是坏人

。你们要吃的吗? 我们的房子 

有很多吃的” 女巫 1说。汉斯 

和格里特答应了。 

他们去女巫的家了。

“你们有好多吃的！！” 

八十七年前，我们的父辈在这

个大陆上创建了一个新国家，

孕育于自由，倡议人人平等。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大内战测试

这样孕育和倡议的国家能否长

久生存。我们聚集在这场战争

的一个重大战场上。我们来把

这个战场的一部分作为安息地

献给那些为这个国家的生存牺

牲了生命的人。

汉斯说。女巫说，“啊，你们吃饱

就行了。” 

汉斯和格里特很高兴。几天后，他

们吃饱了，长胖了一点。因为他们

胖了，女巫现在要吃他们了。要是

那两个女巫要吃他们，女巫需要骗

他们。“汉斯和格里特,

你们可以爬进去这个烤箱里面吗?" 汉斯和格里特很弧度。 “为什么 

？” 格里特问。 女巫说，“啊，没什么 … 就要。把你和烤箱里 

比一下。”那个时候，汉斯和格里特知道女巫在骗他们。“快跑！！！！

！！！！！”汉斯叫。他们很快跑出了女巫的家。汉斯和格里特又跑又叫

。但是他们太累了。“我跑不动了！！”汉斯说。“没关系！！我们到家

了！！！！” 

格里特开心的喊。爸爸和妈妈看见了他们。“汉斯和格里特！”妈妈叫起

来。汉斯和格里特很生气。“妈妈！爸爸！你们要道歉！为什么你们把我

们扔在森林里?！?！?！” 

汉斯生气的叫起来。“对不起！！！！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从此，他们全家就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   (英翻中)

欢迎全校师生以及家长向本刊投稿 (Word中文电子版)，向全校及社区展示成果，表现才华，

早上，我们带他们散步。然后，我

们走。我 不可以看他们在家里 

饿死。”

第二天早上，散步的时候，汉斯和

格里特悄悄地把面包渣撒在路边，

所以他们可以找到回家的路。但是

，一些鸟吃掉了面包渣。汉斯和格

里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妈妈和爸

爸已经走了。汉斯和格里特伤心地

哭了。“我们干什么呢????”汉斯

说。那候，两个女巫出来了。“我

好锇呀！”女巫1说。“对呀，但

是那里有两个小孩。我们可以吃他

们！” 

分享 信息。 投稿请注明中英文姓名及班级并电邮至:   JiangHe2012@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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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班级 组别 班级 组别 班级 组别 班级

1 D组一等 林圣洸 K2 3 一年级三等 鍾家傑 101 4 六年级优秀 田雨薇 601 1 三年级第一名 刘雅曦 301

2 D组二等 刘桐妤 K4 3 一年级三等 李安林 103 1 七年级一等 张卓翎 701 2 三年级第二名 钟美石 301

2 D组二等 陈璟瑄 103 3 一年级三等 罗佩倚 104 2 七年级二等 陈安妮 702 3 三年级第三名 刘嘉兰 301

3 D组三等 李孜渊 K3 3 一年级三等 李沐庭 102 3 七年级三等 吴澄 701 4 三年级优秀 严凯莹 301

3 D组三等 王嘉浩 103 3 一年级三等 陈曦 102 4 七年级优秀 周颖童 702 4 三年级优秀 杨斯琪 301

3 D组三等 罗安迪 K2 1 二年级一等 陈俊成 201 4 七年级优秀 郭嘉玲 701 4 三年级优秀 向尚 301

4 D组优秀 103 2 二年级二等 周天恩 202 1 八年级一等 黄健兴 802 4 三年级优秀 301

4 D组优秀 范思雨 104 3 二年级三等 张碧阳 201 2 八年级二等 何建龙 801 1 二年级第一名 郑晶 201

1 C组一等 周嘉晨 202 4 二年级优秀 肖安煦 201 3 八年级三等 王兰馨 802 2 二年级第二名 黄靖茜 201

2 C组二等 蔡岱峻 201 4 二年级优秀 陈雨轩 201 1 六年级一等 别林本 603 3 二年级第三名 张高琳娜 201

2 C组二等 唐逸明 302 4 二年级优秀 郑谷悦 203 1 六年级一等 张童彤 602 4 二年级优秀 陈乐怡 202

3 C组三等 404 4 二年级优秀 张毅忱 204 2 六年级二等 韩楚 601 1 三年级第一名 宋蕴章 301

3 C组三等 周珍妮 401 1 三年级一等 饶宇轩 302 3 六年级三等 吴嘉慧 601 2 三年级第二名 李晨 302

3 C组三等 唐慧欣 402 2 三年级二等 张牧远 304 3 六年级三等 沈依帆 602 3 三年级第三名 李西 302

4 C组优秀 冯承悦 103 3 三年级三等 陈澈 301 4 六年级优秀 吴安纳 602 4 三年级优秀 吴雨桐 301

4 C组优秀 402 3 三年级三等 庞依萌 302 4 六年级优秀 胡润诚 602 4 三年级优秀 林天睿 302

4 C组优秀 傅钜翔 302 4 三年级优秀 韩薇薇 302 1 七年级一等 李苏珊 701 4 三年级优秀 张允安 301

4 C组优秀 田雨茜 201 4 三年级优秀 陶冶 303 2 七年级二等 赵文海 702 4 三年级优秀 邝嘉琪 302

4 C组优秀 李贝贝 303 4 三年级优秀 刘丽娜 302 3 七年级三等 兰婷婷 701 1 四年级第一名 陆宏骏 401

1 B组一等 孙芝钰 603 4 三年级优秀 吴 涵 303 4 七年级优秀 黄琳殷 702 2 四年级第二名 雷欣 401

2 B组二等 殷月明 602 1 二年级一等 李子杰 203 4 七年级优秀 侯云耀 701 3 四年级第三名 吴卓凡 402

2 B组二等 陆立人 501 2 二年级二等 刘晓婷 204 1 八年级一等 周佳欣 802 4 四年级优秀 翟祎林 401

3 B组三等 王戴为 702 3 二年级三等 顾云天 202 2 八年级二等 周晟乐 801 4 四年级优秀 鄢瑞偲 402

3 B组三等 祝瑞凯 801 4 二年级优秀 曾皓元 204 3 八年级三等 刘婷婷 801 4 四年级优秀 范静 402

3 B组三等 401 4 二年级优秀 李天恩 202 1 五年级第一名 刘子欢 501

1 K班一等 K1 4 二年级优秀 何昕芸 201 2 五年级第二名 周健涛 502

1 K班一等 K2 4 二年级优秀 赵嘉美 202 1 B组第一名 李博思 701 3 五年级第三名 何天骏 501

1 K班一等 K3 1 三年级一等 赵安美 303 2 B组第二名 马通利 601 4 五年级优秀 黄佳 501

1 K班一等 K4 2 三年级二等 权懿 302 3 B组第三名 傅安卓 501 1 四年级第一名 汪嘉颐 401

2 K班二等 K1 3 三年级三等 黎慧嘉 303 1 C组第一名 冯宇致 301 2 四年级第二名 章杰睿 401

2 K班二等 K2 4 三年级优秀 彭俊 303 2 C组第二名 朱仕鸿 301 3 四年级第三名 潘怡然 401

2 K班二等 K3 4 三年级优秀 多唯嘉 301 3 C组第三名 许可 301 4 四年级优秀 梁嘉莹 402

2 K班二等 K4 4 三年级优秀 勾嘉源 301 4 C组优秀 黄浩源 401 4 四年级优秀 朱荟瑀 401

3 K班三等 K1 4 三年级优秀 曹悦羚 304 4 C组优秀 冯翠怡 302 4 四年级优秀 何威霖 402

3 K班三等 K2 1 四年级一等 邢心慧 401 4 C组优秀 吴子建 401 1 五年级第一名 傅安棣 501

3 K班三等 K3 2 四年级二等 叶伊娃 403 4 C组优秀 李方硕 301 2 五年级第二名 陈瑞琳 501

3 K班三等 K4 3 四年级三等 林詠萱 404 1 D组第一名 陈瑞琅 101 3 五年级第三名 梁孟超 502

1 D组一等 101 4 四年级优秀 于合洋 403 2 D组第二名 陈睿思 101 3 五年级第三名 陈露西 502

2 D组二等 刘嘉褀 101 4 四年级优秀 许洋 404 3 D组第三名 徐蕴裿 K 1 六年级第一名 汪芷瓅 601

3 D组三等 陶思羽 101 4 四年级优秀 邝淳林 403 1 K班第一名 顾俊涛 K 2 六年级第二名 蔡睿莲 601

4 D组优秀 梅幸芝 - 1 五年级一等 陈方敏 403 2 K班第二名 曾淑茵 K 3 六年级第三名 陈桂千 601

4 D组优秀 吴语捷 - 2 五年级二等 陈果 501 3 K班第三名 谢远涛 K 4 六年级优秀 陈瑞 601

1 C组一等 吕凯笛 302 3 五年级三等 何倩怡 502 1 B组第一名 何嘉灵 602 4 六年级优秀 刘雅笛 601

2 C组二等 黄语珂 201 4 五年级优秀 杨晓劢 503 2 B组第二名 危嘉欣 402 1 七年级第一名 李晓盈 701

3 C组三等 吴语欣 304 4 五年级优秀 余秀兰 501 3 B组第三名 祝子航 701 2 七年级第二名 郑怀远 701

4 C组优秀 王凯明 402 4 五年级优秀 林茵琪 501 4 B组优秀 李佩珊 602 3 七年级第三名 张嘉慧 701

4 C组优秀 罗颖恩 - 4 五年级优秀 祝瑞思 503 4 B组优秀 许立盛 701 3 七年级第三名 张澍茵 701

4 C组优秀 邓少薇 103 1 四年级一等 张馨允 404 4 B组优秀 倪嘉淇 601 4 七年级优秀 赖海伦 701

4 C组优秀 刁树亚 301 1 四年级一等 崔誉 402 4 B组优秀 左宜凡 501 1 八年级第一名 汪芷瑄 801

4 C组优秀 张碧筑 401 2 四年级二等 别林瑞 401 1 C组第一名 刘美萱 402 2 八年级第二名 黄蕊诗 801

1 B组一等 502 2 四年级二等 张永辰 402 2 C组第二名 陈逸涵 202 3 八年级第三名 李慧欣 801

2 B组二等 程睿思 401 2 四年级二等 方筱雯 401 3 C组第三名 阮佳丽 402 1 六年级第一名 平丰喆 601

3 B组三等 梁至晖 501 2 四年级二等 李嘉成 402 4 C组优秀 李嘉怡 301 2 六年级第二名 齐梓悦 601

4 B组优秀 罗得希 502 3 四年级三等 郑佑旻 403 4 C组优秀 伍清琳 401 3 六年级第三名 张玮欣 602

4 B组优秀 刘又畅 501 3 四年级三等 沈翔宇 403 4 C组优秀 陈婍颖 401 4 六年级优秀 彭博文 601

4 B组优秀 王安娜 401 1 五年级一等 秦誉畅 501 4 C组优秀 左大千 301 4 六年级优秀 徐凯 601

4 B组优秀 郑笑之 701 2 五年级二等 李雅琪 503 4 D组优秀 佘文璐 201 4 六年级优秀 翟爱林 601

4 B组优秀 熊文隆 502 3 五年级三等 赵唤遥 502 1 一年级一等 黄晓瑜 102 1 七年级第一名 苏晓晴 701

4 B组优秀 赵东晟 502 4 五年级优秀 杨美玲 502 1 一年级一等 伍睿森 102 2 七年级第二名 王亦菲 701

1 一年级一等 冼文祖 101 4 五年级优秀 朱俊源 503 2 一年级二等 王睿哲 101 2 七年级第二名 周阳 701

1 一年级一等 王家浩 102 4 五年级优秀 吴逢佳 501 2 一年级二等 李嘉瑶 101 3 七年级第三名 刘晓炜 701

1 一年级一等 管浩然 103 4 五年级优秀 林亦俊 502 3 一年级三等 尹霁昀 101 4 七年级优秀 黄玉琳 701

1 一年级一等 褚一诚 104 1 六年级一等 林易 602 3 一年级三等 周祎祺 101 1 八年级第一名 刘学深 801

2 一年级二等 林瑞奇 101 2 六年级二等 常予涵 602 1 二年级第一名吴丽丽 202 2 八年级第二名 朱砚砚 801

2 一年级二等 102 3 六年级三等 蒋安奇 602 2 二年级第二名陈真瑧 201 3 八年级第三名 顾怡然 801

2 一年级二等 刘捷欣 103 3 六年级三等 缪嘉 603 3 二年级第三名那建丰 201

2 一年级二等 徐昱靖 104 4 六年级优秀 赵佳颖 602 4 二年级优秀 谢骏明 201

袁纪美

欢迎全校师生以及家长向本刊投稿 (Word中文电子版)，向全校及社区展示成果，表现才华，分享 信息。 
投稿请注明中英文姓名中英文姓名中英文姓名中英文姓名及班级班级班级班级并电邮至:   JiangHe2012@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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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

郭晶晶

利仓琛

罗嘉豪

毛一诺

陈景春

道宇见

子华

毕明乐

徐俊皓

绘

画

拼

音

朗

读

认

字

组

词

查

字

典

葆琳

莎莎

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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