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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学年我校选举 6 月 3 日顺利举行 
6 月 3 日我校 2012-2013 学年选举在木桥高中餐厅举行, 候选

人于下午 2：45 与家长们见面，各自做了自我介绍，谈到了

为中文学校服务的理念，以及把中文学校办得越来越好的决

心。之后家长们积极踊跃投票，是近几年来投票最多的一

次，选举结果将于本学期最后毕业典礼上宣布。 

 
2011-2012 学年理事会成员在选举当日合影。 

 
 2011-2012 学年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捐助名单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在 2011-2012 学年得到了很多个人,公司

和组织的慷慨捐助，我校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并希望今后会

有更多的热心家庭, 个人和公司企业支持我们的学校。 

团体:金门超市，Aston Solar，虹城餐馆，Worldwide Piano，

D&D International，Wells Fargo， Sovereign Bank，Realmart 

Realty LLC， LangLang Chinese，LILYTC。 

个人 : Jerry Shi ，  Qiaolin Deng， Guanghua Li ， Ling Hu 

Krammer, Wei Ding，Juding Dan，Yibin Kang，Qingli Wu, Hui 

Guo,  Lichun Zhang,，Zhiyu Hu，Shiying Chen,，Zhizhang 

Yin,，Wenyan Wang,，Ming Lei & Xiaohong Yang,，Siqing 

Song,，Keping Hu，Yan Fan，Dajin Wang，Sharon Bushman。 

 

学生短文节选 

可爱的小乌龟 
六年纪（1）班：冯冰洋，指导老师：谷代芳 

    我有一只小乌龟，它的身体从头到尾都是绿色的，它有

一双圆鼓鼓的眼睛。 

    我的小乌龟非常懒，平常它总是喜欢缩着脑袋闭着眼睛

在它的硬壳里睡大觉，只有在我喂它食物时，它才会探出头

来吃东西，吃完东西后，它冲我睁睁眼睛，好象还想吃， 见

我不再喂它, 它就又缩回脑袋去睡大觉。 

    我的小乌龟虽然很无聊，整天什么事情也不做，也没有

一个好听的名字, 但是它对我很重要，因为它是在我七岁生

日的时候爷爷送给我的礼物，现在我爷爷已经过世了，我每

次看到它我都会想起我的爷爷，我爱我的小乌龟。 

一场足球赛 
五年级(1)班：江欣然，指导老师：胡志斌 

        上星期六，我参加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足球赛。 

    那天，天蓝蓝的，阳光灿烂。大家早早就来到了足球

场，在碧绿的草地上跑起来很舒服。一些观众坐在场边，观

看我们比赛。 

    裁判的哨声响了，两个队的队员们开始跑起来拼抢。球

一会儿跑到我们这边，一会儿跑到他们那边。比赛一直在紧

张激烈地进行着。这时候，我们队的一个球员抢到了球，然

后把球传给了我。我拼命向着对方球门的方向跑去。他们的

三个防守队员追着我，越来越近。我突然停住了球，他们却

一下子没停下来。我想这是一个好机会，我用力一脚把球踢

向球门。他们的守门员快速冲过来，伸出手，想把球接住，

但是球从他的身边飞进了球门。我的队员们都很兴奋地跑来

向我祝贺。 

最后，这场比赛我们一比〇胜了。 

我为什么变得喜欢学中文了 

八年级（1）班, 毛亦伟，指导老师：商乐维 

       今年我的中文进步很多。回顾过去一年，我学了很多关于

中国的文化和传统。我理解了中国文字的起源，中国古代和

近代的文化和历史。其实今年，我特别喜爱不少的课文。八

年级的中文在课文选择上比七年级的有显著不同。我对每篇

课文都感兴趣，因为篇篇不仅讲述了故事还告诉我们很多寓

意，使我了解到许多中国古代人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以

及中国文字的起源。 

       今年八年级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商老师。除了仔细讲解

书本中的课文，还给我们许多课外与课文有关的文章，使我

们对课文有更深的理解。商老师还给我们学了许多网站，小

品，剧本。比如《您贵姓？》，《说说数字》和《Chinglish

与中式英文》，这些相声小品说的都是说的中文与英文对同

一件事情表达的不同。还有商老师把“披着狼皮的羊与披着

羊皮的狼”的故事编成了话剧，鼓励学生来演。除此之外，

商老师还让我们了解许多中国文字的特色。像对联，多字成

语，拗口令等等。 

       好的课文加上好老师，使我对中文越来越感兴趣，也越来

越喜欢学中文。 

骑车记 
五年级(1)班: 蒋沁颖    指导老师：胡志斌 

当我 5 岁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如何骑自行车，因为没有

小训练车轮。很多人说，一旦你得到它的窍门将会非常简单. 

但我仍然很害怕摔倒。几个月后，我觉得我需要学习如何骑

自行车,  因为大家都会骑车了。我需要尽快学习。我让爸爸

教我,他点了点头同意了。 

    首先, 我的爸爸帮我在自行车上安放好训练的车轮, 然

后我绑上我的头盔。我们来到车库，爸爸扶着我到车座上，

以便我平衡。我们开始慢慢地沿社区周围骑，我爸爸走在我

身后。当我们到达了第三圈时，爸爸突然叫我 “当心！”, 

这时，我看到他消失在我身后了，而我和车仍然滑在人行道

上。 “我能行！”我尖叫着跌倒了, 我的膝盖出了血…… 

这时,爸爸鼓励我,“起来, 不要害怕, 继续骑。” 我爬起来

继续骑, 我发现我不害怕了。 

    现在我知道如何骑自行车，并能做很多花样。我在骑车

比赛中可以超过我的朋友们啦。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很多年

前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并且我爸爸是如何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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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景山 
五年级(1)班：解陆陆   指导老师：胡志斌 

    去年夏天，我回中国过暑假了。我去了很多好玩的地

方，其中一个是北京景山。 

    刚到景山公园，看到高高的景山，我就想立刻跑上山

顶。可是爸爸紧紧抓住我的手，让我省点力气，因为山很

高，会很累。我们爬了很多台阶，看到了很多古树，终于到

达了山顶。 

    站在山顶，我能看到很多很远的地方。往南，我看到了

故宫，很大，像翻着黄色波浪的大海。往北，我看到了高楼

成片，雾朦朦的，像灰色的草原。 

    在往山下走的路上，有许多小庙和亭子。在庙里面，有

好多的大大小小的佛像，还有高高的柱子。墙上有五颜六色

的画，真是很漂亮啊。 

我很喜欢景山。下次去中国，我还要爬景山。 

我家的后院 
六年级（1）班：潘羽洁       指导老师：谷代芳      

    我住在爱迪生，我家的房子是一个很大的蓝色的房子，

房子后面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我家的后院非常好看，有

花、有菜、有树，一年四季景色不同。春天和夏天，五颜六

色的花竞相开放，有三色花、一串红、丁香花、茉莉花还有

大理花。 

    我姥姥和姥爷在后院里种了很多蔬菜。他们种丝瓜、黄

瓜、冬瓜、辣椒、西红柿、甜菜、豆角、扁豆、茄子和葱。

因为我家的后院靠近树林，秋天到来的时候，很多彩色的叶

子掉在草地上，有红色，黄色，橙色，绿色还有褐色。我和

我妹妹有时候会把树叶堆起来，玩游戏。 
    树林里也有许多兔子和梅花鹿。它们经常偷吃我们种的

花和菜。在冬天下雪的时候，我带我的两个妹妹到外面去打

雪仗和搭雪人。 

我家的后院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喜欢我家的后。 
第一次滑雪 

五年级(1)班：曹海鹏 指导老师：胡志斌 

      你喜欢滑雪吗? 我最喜欢冬天, 因为我很喜欢玩雪和滑

雪。我现在可以滑黑道，可是你知道吗，我的第一次滑雪是

多么难吗?  

        我记得那是三年前, 过圣诞节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和

两家朋友一起去宾夕法尼亚州滑雪。到了滑雪的地方, 我非

常兴奋。我们租好滑雪板后, 我和我的朋友先参加了了滑雪

训练班，学习各种不同的滑雪动作。然后, 我们就迫不及待

地坐缆车到了山顶。可是当我往山下一看时，我感到又紧张, 

又害怕, 两条腿一阵阵地发软，不敢往下滑。 这时, 我看见了

附近树林里有一只小松鼠。它很勇敢地在一棵高高的松树上

跳来跳去在找松果吃。它非常努力地试了好几次, 终于吃到

了一颗松果。小松鼠的勇敢表现深深感动了我。我想，小松

鼠有勇气和毅力得到那颗松果，我也可以勇敢地从雪道滑下

去。 

        我把我的滑雪板穿好,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身体向前一跃, 

就冲了下去. 第一次我摔倒了! 我想起刚才上课时教练=教我

们的技巧, 我又试了一次. 这回, 我顺利地滑下坡了! 寒风刮在

我红红的脸上, 我好象看到碧绿的树在旁边对我挥手, 我也听

到了小鸟动人的歌声. 我在滑雪道上转来转去, 也不知道摔了

多少次, 终于找到了滑雪的感觉，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练

习滑下去，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滑雪啦！在回家的路上, 我

体会到了成功的喜悦和滑雪的乐趣。 现在外面飘起了洁白的

雪花, 我非常地开心, 因为 我又可以去滑雪了!  
    

美丽的Acadia公园 
六年级（1）班 田荷韵   指导老师：谷代芳 

Acadia 国家公园是我游览过的最有趣的地方。Acadia 在

缅因州，它有很多好风景，大海，湖和山。我们除了爬山和游

泳，也看了渔民在海里捕捉龙虾。 

我们参加了出海去看渔民去捕捉龙虾的活动。先乘一条

渔船开到深海。那个渔民从海里捞上来一个笼子，笼子里面有

龙虾。渔民告诉我们，这个笼子里他先前放了鱼饵后放到海里

的。龙虾在海里一看见鱼，就会进到笼子里去吃。这个笼子只

能进，不能出，所以龙虾就被捉到了。渔民把笼子里的龙虾拿

出来，他用把尺子量了量它。如果一只龙虾不到一英尺的长

度，渔民就不要它了。第一只拿出来的龙虾只有七寸长，渔民

就把它扔到海里了。第二只龙虾正好一英尺。渔民看了看它的

肚子。如果龙虾的肚子上有两个交叉的须子，须子的地方也很

软，他就是一只母的，渔民就在它的尾巴上见一道口子，然后

把它扔到海里去。第三只龙虾的长度是一尺半，还是一只公

的，渔民就把这只龙虾送给我们带回去吃。 

看渔民捕捉龙虾是我们在 Acadia 公园做的最有意义的

一件事情。 

给外公、外婆的一封信 
六年级（1）班  田荷韵   指导老师: 谷代芳 

外公、外婆： 

    您们好！ 

去年暑假，我和妈妈、爸爸一起去了Acadia国家公园

玩，玩得很开心！舅舅、舅妈、表哥和表弟也一道去玩的。

我们每天去爬山，有一次，我们爬了一座又高又陡的山。一

开始比较容易爬，爬了半个小时后，山变得更陡了，我们也

更累了，爬山很费劲了。过了一会儿，我们遇到了一块又大

又陡的岩石，因为前一天刚下过雨，岩石很滑，我和表弟都

不敢爬，但是表哥一下子就爬过去了。爸爸和舅舅叫我们手

抓住岩石的凸出来的地方，脚踩着岩石凹进去的地方，一步

一步地往上爬。这样爬也很艰难，表弟都吓得哭起来了，把

大家逗得哈哈大笑。最终我们爬到了山顶，在山的最高峰，

我们看到了很多美丽的风景：有绿色的山，蓝色的海……，

心情既平静又愉悦。虽然我们很累，但是我们都感觉很值

得。 

随信我寄上两张照片，带去我的问候。 

 祝您们 

        身体健康！ 

            外孙女：田荷韵 

 2012 年 1 月 13 日 

我的弟弟 
六年级(1)班：朱博龙    指导老师：谷代芳 

    我的弟弟的名字叫朱博子，他三岁了。我弟弟非常喜欢吃

肉，他可以吃很多肉， 可是吃得很慢， 一顿饭他有时两个小

时才吃完。   

    我弟弟喜欢游泳，每天他都希望妈妈带他去 YMCA 游泳， 

虽然他才三岁，可他已经可以自己在水里游来游去，他还会跳

水和屏气。 

    我弟弟很爱我的妈妈，妈妈也很爱他，每天都要给他读

书、做饭，也和他一起做游戏。弟弟喜欢看电视，一看就停不

下来，有时他看得时间太长，妈妈就骂他。 

    我弟弟很聪明。 他已经会计算简单的算术题了，你要是

问他“一加一”和 “一加二”，他立刻就能回答出来，他还

会拼出自己的名字。 

    我很爱我的弟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