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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之语

尊敬的老师，同学和家长：
12 月 18 日是本学期的最后一天。祝同学们取得好成绩，
大家过一个愉快健康的节日。
本学期以迎新户外烧烤拉开序幕，新增了一个学前班，
调整了原有班级和老师，全校中文班级为八个，外加数学和艺
术班，总学生人数超过九十，非中文背景的学生数有所增加。
学校的规模适中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更重要的目标是教学质
量。为此，我们不断完善学校管理体系，加强信息交流，重视
老师队伍的培养和待遇提高。为了使学校的运作符合各种规
定，我们还重新注册了学校(校名为 Xilin NU Chinese School)。
新入校委会的庞艳（会计）和邓建标（校长助理）做了很多这
方面的工作。学校财政开始进入良性循环。
学校工作离不开校委会其他成员和家长的支持。我特别
感谢离任的李秋玲（会计）和关涛（校长助理）。他们认真细
致的工作给我印象至深。 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成功的迎新户外
烧烤，对关涛的关心和对老师的支持礼遇等。我将在 春节联欢
会上一一细数。
说到春节联欢会，初步定在一月二十九日。请大家现在
就开始准备节目。我承诺给所有到场的同学发红包。
新学期为一月八日到六月四日。 其中四月十六日和五月
二十八日无课。学杂费每位每门$210。 每位家长需 为您的孩子
填新的登记表。
我将淡出中文学校。请提名新校长的人选。 欢迎提出宝
贵意见。
谢谢您的支持！

perryzhao@yahoo.com
冥戠᧶㦈㣾㽱

jingbocao@yahoo.com

郑建国

都很接近，但 White Sox 全险胜了这两场。第三
场比赛是最关键的，也是最精彩的。
如果 Astros 输第三场比赛，那他们赢冠军的
机会将等于零。所以在这场比赛中, Astros 用他
们最好的投球手。比赛前四局，Astros 连得了四
分，White Sox 零分，看起来 White Sox 没希望
赢这一场。但在第五局，White Sox 得了五分，
压力一下转到 Astros 这一边。在第八局，Astros
得了一分，双方平分。在第九局结束时，仍是平
分，接着打超额的局。两队拼命地打，但双方都
没得分。比赛变得更加激烈，更加紧张。到了第
十四局，一位 White Sox 的候补运动员击出了一
个本垒打，结果 White Sox 以七比五赢了这一
场。后来，White Sox 又赢了第四场比赛，取得
了棒球冠军。
White Sox 在一九一七年得到冠军后，努力了
88 年，盼望了 88 年，终于得到这次冠军。所以
这来之不易的冠军使整个芝加哥球迷都沉浸在一

我和家人回新加坡时买了好多本书。《受骗
的老虎》是其中的一本。
这个故事是讲山里有一种名字叫猱的猴子，
个子都很小。它们很机灵和最爱爬树。它们喜欢
和老虎交朋友。经常对老虎说一些甜言蜜语的
话。 渐渐的老虎和猱成了好朋友。老虎没有事
情做就会去找猱。老虎头上发痒时，就会叫猱帮
它搔痒，好像是它的侍人。猱不停地替老虎搔
痒，日子久了竟把老虎的头挖了一个小洞。过了
不久，小洞变得越来越大。猱的胆子也越来越
大，竟掏老虎的脑浆来吃。老虎只顾闭着眼贪舒
服，一点也不知道。有时猱把不好吃的脑给老虎
吃。老虎还觉得猱对它很好呢！过了几个月，老
虎的脑已经被掏空了。老虎也开始觉得头痛。猱
拼命爬到最高的树上藏起来。这时候老虎痛得大
叫一声，倒地死去了。
我觉得可怜的老虎真笨。这本书是一本有趣
的书。它也很特别，每两面都列出一个有提手旁
的字。除了有趣的故事和生动的图画，还能学到
很多生字。
(杜文聪）

片欢乐中。

( 吴中易）

我是一个男孩子，我和所有的男孩子一样，
我热爱体育。网 球、篮球、足球、棒球、游泳、
滑冰……没有一样是我不喜欢的。
每年的夏天，不管天气有多么的热，我都想
出去打打球，虽然那会让我满头大汗，但是我还
是觉得很有劲，一点儿都不累。
在美国，我每天都回在家里打篮球。有时
候，一打起球来，我会把吃饭都给忘记了。
我还喜欢在电视前看球赛。每次看到一个好
球，我都会想：“真厉害！”我很能够以后也能
像他们一样打得那么好。
除了体育，我还爱音乐。我爸爸热爱音乐，
所以从小我也热爱音乐。
我妈妈说我在她肚子里的时候，我爸爸只要
一开始弹钢琴，我就会踢她的肚子。
我六岁就开始学钢琴了。很多人说我的耳朵
非常“灵”，不管他们弹什么音，我都能分辨出
来。所以，他们说我很适合学音乐。另外，虽然
我学了很多年的钢琴，但是我觉得他一点也不无
聊。
这就是我，既喜欢体育又喜欢音乐! (杰杰)

在美国，棒球是最为大众所喜爱的体育。很
多人爱打棒球，也爱在电视上看棒球比赛。今年
的棒球决赛对芝加哥的球迷引起更大的兴趣，因
为芝加哥 White Sox 进了决赛，而且赢得了冠
军。
在今年棒球季节刚开始时，很多棒球专家预
计 White Sox 没希望进决赛，更不用说赢到冠
军。在季节开始时，White Sox 打得很好，赢到
很多比赛，吸引了许多人的主意。但他们在季节
将结束时却输到了不少比赛，差点儿不能进决
赛。
决赛开始时，棒球专家们认为 White Sox 几
乎没可能得冠军。但 White Sox 很轻易地赢了第
一轮和第二轮比赛，进了世界冠军比赛。他们有
一套很好的投球和防守决策，幸运的是他们击球
机率大大增高。在世界冠军比赛中，他们的对手
是实力很强的 Astros。第一场和第二场比赛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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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牧羊人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每个人，人人都兴
高采烈地欢庆。三个智者从远方到来送给他三件
礼物：圣药，金和香料。
圣诞节在 12 月 25 日庆祝。人们以为这是耶
稣的生日，但没有人能够证明这是事实。圣诞节
选择在这一天是因为以前罗马人在 12 月 17 日到
25 日庆祝人生自由的节日。过这个节日时，罗
马人把松树从森林里搬到家里，然后挂上五颜六
色的彩灯。常青树表示永远年轻。五颜六色的彩
灯表示快乐和光明。
圣诞老人也有个有趣的来历。很久以前土耳
其有个叫尼古拉斯的人。他出生在一个很富裕的
家庭。长大后他当了牧师。他看到很多孩子的家
庭贫穷，就想尽办法帮助他们。他买了很多礼物
送给贫穷的孩子。他把礼物从烟囱扔下或放在长
袜里，就像圣诞老人一样。传说尼古拉斯戴着大
红帽和穿着大红袍。现代化的圣诞老人就是模仿
尼古拉斯的。
圣诞节使每户家庭团聚在一起。互送礼物表
示对亲人的爱和关心。圣诞节是一个欢乐和愉快
的节日。
（吴中易）

从 8 月 17 日到 8 月 27 日，我们全家开车去
加拿大旅游。我的爸爸一口气开了三千多公里，
带我们去了多伦多，尼亚拉加大瀑布，千岛湖，
渥太华，蒙特利尔。我最喜欢的是多伦多，因为
那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最喜欢 CN 塔，因为
你可以站在上边看得很远。多伦多很干净，很漂
亮。我希望将来有一天再到加拿大去旅游。
(宋来春)

我们暑假去了加拿大旅游。我和我的哥哥，
姐姐和叔叔开了很久的车才到了多伦多。我们在
商场买了很多东西。哥哥买了中国茶，姐姐买了
很多中国衣服，妈妈买了不少药，这些中药是生
病时用的。我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书。
我们吃了很多好吃的食品：有锅贴，小笼
包，面条。我很喜欢吃拉面。
我们这次旅行很快乐。明年我们还会去加拿
大玩。
（梁志慧）

今年是我第二年在 Glenbrook North 上高
中。这个学校算起来满大，因此有很多各种各样
的课。我已经上过十多种不同的课，每一堂课都
由不同的老师教。我现在上七八堂课。有的课我
比较喜欢，有的我不喜欢。
我从小不喜欢科学。我总觉得科学需 要记住
很多小东西和名字。这对我没有太多意思。今年
我的科学课是化学。我一上这堂课就开始受感
动。在化学课上，我们总是在用手做试验。大部
分的时间我们都在走动。考试少，干活多。这就
是我喜欢化学的原因。
我喜欢的课有不少。当然我也有一堂最恨的
课。健康课人多的不得了，大部分人都很调皮，
给的作业又没有意思，但还需 要花很多时间。最
重要的是这个老师自己都应该学这些东西。在这
堂课上，学的东西一下就会忘记。当这个老师被
问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他需 要看一看他的书才能
把问题答对。有的时候他还答不对。我真想看要
是做他自己的题目，这老师会考得怎么样。他教
的没有用。有一天，一个同学在上课时带麦当劳

8 月 8 日我和爸爸，妈妈，妹妹，还有朋友
的一家去 Wisconsin Dells 作短途旅游。
8 日早上 6 点钟，我们两家人就启程了。一
路上的风景很吸引人。我们有说有笑，不知不觉
于 9 点多就到达了目的地 - Wisconsin Dells。 我
们买了全程游票。我们坐了 Roller Coaster, 碰碰
车，过山车，滑冰，游 …… 我们在欢快中度过
了兴奋的一天。
晚上 9 点多钟，也就是晚饭后我们踏上了归
途。
（邓震林）

圣诞节是美国最隆重的节日。每年孩子们很
早就在盼望圣诞老人送给他们礼物。大人们把家
里家外布置得漂漂亮亮，用五颜六色的彩灯装饰
圣诞树。人们互送礼物表示爱心。这个节日的传
统是怎么来的呢？
圣诞节是庆祝耶稣的生日。当他刚出生时，
天使突然出现，对他爸爸约翰和妈妈玛丽亚说：
“一个新的救世主今天出生了。” 他就是耶
3

吃。人的健康是很重要，但是这堂课就是这么
差，才会把我搞得这么恨健康课。
大部分的课在 GBN 还算不错的，都能学到
几样东西。我希望下学期我会有更多像化学课一
样的，更少像健康课一样的课。
（王 冠）

话，又画了一次。过了一个星期，老师天天要他
画蛋，Da Vinci 很烦了。他问老师，“我只画鸡
蛋，怎么能成个好画家呢？” 老师说，“世界
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鸡蛋，你每次画蛋要好好
观察。”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义，告诉了我两个很
深刻的道理。第一，很普通的东西，像鸡蛋，不
一定很容易画。世界上每个东西都不一样，都有
自己的特点。我们要像 Da Vinci 好好仔细地观
察才能发现这些；这个故事也告诉了我不管你要
干什么，都要从小做到大。Da Vinci 长大了画过
很大，很美丽的 The Last Super,可是开始也要先
画鸡蛋。多有名的人以前也是小孩，做多大的事
也要从开始，一步一步地走。
（李姗姗）

姚明的名字已是家喻户晓。他有巨猛的身体
（身高高达一米二十六），他有着惊人灿烂的前
途和无数个创造奇迹的机会。可我和无数的球迷
都一问三不知。几年以前，美国的火箭队注意到
了姚明。由于他惊人的身材，因此，他被选进了
美国蓝球队。
一开始，很多人都不认可他，甚至还说他不
配成为 NBA 的蓝球队员。这些人没想到的是姚
明不仅不生气，还把这些看作是比赛和练球的动
力。从这点人们逐渐看到了姚明宽阔的胸怀和他
幽默的性格。姚明没被这些讽刺打倒，反而渐渐
地提高了他的篮球技术。现在不管是麦当劳，还
是美国信用卡公司 VISA，各大公司都要找他做
广告。
姚明不仅是球打得一级棒，还有一颗善良纯
朴的心。二零零三年，他不怕 SARS，仍然登上
了回祖国的飞机，还为患者捐了不少钱。他的爱
国精神得到了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崇拜。今年，他
还为白血病患者捐献了宝贵的骨髓。试想，对一
个运动员来说，连每一滴血，别说是骨髓了，都
是那么的重要，姚明能够这么忘我地帮助别人真
让我难以置信，真令我佩服无比。
姚明不管是个性还是蓝球技术都让人敬佩。
他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李诗颖）

Leonardo Da Vinci 是 Italy 的很有名的画家。
他出生在一四五二年。他最有名的一幅画是他一
五零三年画的 Mona Lisa。可是这么有名的画家
刚开始画的时候是画鸡蛋。
Da Vinci 从小就很爱画画儿。他老师第一天
考他给他一个鸡蛋画。Da Vinci 觉得这很容易，
一会儿就画完了。第二天，他老师又带一个鸡蛋
给他画。Da Vinci 觉得有一点怪，可是听老师的

编者的话：
由于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学会使
用中文软件，所以，请把你的作文交给老
师修改后，把你的作文文件寄到我的电子
邮箱： jingbocao@hotmail.com。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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