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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十二日，大辛辛那
提中文学校又一次成功
举办了春节晚会，文艺节目精
彩纷呈，儿童游艺活动内容丰
富，礼券、礼物奖项无
数……。晚会获得了整个辛城
华人社区的积极支持，更凝聚
了许多志愿者的辛勤劳动。如

果没有他们台前幕后的默默付
出，我们的新春晚会不可能如
此精彩如此温馨。
晚会组织者——学校管理
人员的奉献自不必说，其他志
愿者们都做了哪些工作？今年
的晚会和往年有什么不同？明
年的晚会怎样可以做得更好？
带着这些问题，我在春晚现场
采访了几位忙碌的志愿者叔叔
和阿姨。
老师“练摊”是今年春晚
的一大景观。为了给学生活动

筹集经费，学校教务会组织部
分老师献艺义卖。胡艳老师是
折纸（origami）义卖的负责
人，为了这次义卖，她已连续
在家开了好几个夜车，叠纸
盒、折花朵，还有各种可爱的
小动物。胡老师说折纸是她的
爱好，能用自己的爱好帮助学
校募捐是她最大的快乐，她希
望明年可以准备得更充分，叠
出更多花样的折纸。整个晚
上，不时有小朋友围绕在折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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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采访志愿者》）
角，或看着老师折，或干脆向老师要
张纸自己叠，还有一个小朋友用晚会
发的压岁钱买了自己喜欢的折纸。在
折纸角帮忙的还有林荫夏老师、梁爽
老师和杨斯逸姐姐。
组织画展的金菡老师说她最大的
收获是能把自己指导的孩子们的画作
展示出来。平常在中文学校大家来去
匆匆，交流和展示的机会很少。通过
春晚画展能和大家交流使她非常高
兴。明年若能早点准备就更好了。

在晚会的几个义卖点中最活跃的
莫过于罗义梅阿姨的cookie摊了。罗
阿姨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和几个高中生
志愿者早早就到了晚会现场，孩子们
手捧托盘，穿梭于人群，很快，原先
准备好的cookie一售而罄。而供不应
求的解决方案是用义卖所得紧急到商
店购买cookie再到会场销售。让罗阿
姨感到欣慰的是她的孩子通过参与这
一 活 动 得 到 了 很 好 的 锻炼 。 从 做
cookie、饼干包装、发动其他志愿者

参与，到宣传、义卖、
记账、清理，都是孩子
们独立完成的，为此她
感到非常自豪。明年怎
样可以做得更好呢？罗
阿姨觉得应该发动更多
的孩子帮忙，更多的家
庭捐献cookie。罗阿姨
热情邀请我明年也加入
cookie义卖，听起来很
有趣哦，我一定认真考
虑！
杨红老师在晚会义卖的是有中国
特色的小礼品，比
如中国的小旗袍、
包装精美的茶叶礼
盒等。礼品义卖很
成功。她的最大收
获是今年的来宾非
常多，包括很多其
他族群的。明年杨
老师希望更多的家
庭能够参与义卖，
捐献更多的中国小礼品茶叶、中国画
义卖给需要的人，帮助学校筹款把学
生活动搞得更加丰富多彩。杨老师还
特别希望明年有更多的高年级同学加
入义卖活动，既能为学校做贡献，又
能通过了解礼品艺术品增进对中国文
化的理解。
家长会的陆纲叔叔也是晚会上的
大忙人。从展示书法作品，家长会工
作的展板设立、会场布置，到采购食
品招待来宾，晚会的方方面面都能见

到他付出的努力。他认为学校成立20
年来给社区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叔叔
最大的收获是看到那么多的人在一起
庆祝中国新年，感到十分快乐。虽然
他觉得搞这么大型的活动人手还是不
足，但是他们会克服困难，明年还要
继续帮助学校做好春晚工作。这是一
个积极向上的志愿者团队，他们会不
断总结经验和不足，在晚会安排上、
组织协调方面，把工作做得更完美。
同学们，你们也被这些志愿者们
为咱们学校的付出感动了吗？明年，
让我们一起来加入志愿者行列吧！
2月22日我们迎来
了大辛辛那提学校
2015年春节联欢晚
会。晚会有舞蹈、民
乐演奏、独唱、合 汪
雨
唱，还有健美操表
涵
演。老少同台，欢乐
祥和。我参与了其中
两个舞蹈的演出。在
穿梭于化妆间和后场
过程中，我采访了本
场春晚节目主持人之一金松叔叔。
今年的春晚增加了主持人和现场
观众互动的环节，节目之间穿插有奖
竞答，极大地调动了现场观众的参与
热情，加之金松叔叔的节目主持生动

我
的
春
晚
见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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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邂逅老华侨
古时捷 张远霖

在

中文学校春节联欢会学生书
法展览现场，一位精神矍铄
的古稀老人尤其引人注目，只见他
兴味盎然地品评着同学们的书法作
品，还绕有兴致地驻足高年级学生
书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前，
高声朗诵起：“大江东去，浪淘
尽……”。至情至性中洋溢着对中
国文化的挚爱。他就是辛辛那提大
学电子工程系的黄成联（William
Wee）教授。
黄教授是来自菲律宾的华侨，
六十年代初来美求学，1967年获普
渡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1971年
开始在辛辛那提大学电子工程系任
教，迄今已44年。在辛城生活的几
十年中，黄教授热心为华人服务，
他曾出资出力，多次组织资助中国
贫困中小学生，为国内各种灾难捐
款、募捐。1998年印尼发生暴力排
华事件时，黄教授率领辛辛那提大
学的部分留学生，在华盛顿举行示
威抗议，并亲赴印尼大使馆递交抗
议书，此举曾被美国的一些主流媒
体报道并得到东部许多大学的响
应，共同加入了在华盛顿的抗议示
威活动。黄教授曾担任UC学生学者
会的导师10多年，期间为UC学生学
者会的各种活动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和指导。目睹生活在辛城的老年华
人缺乏社交活动，黄教授发起成立
了辛辛那提华人老年会并一直担任
老年会长，迄今已21年。二十多年
来，他每月定期组织上百位老人参
加活动，为辛城老年华人提供社交
机会,深受华人老年朋友的喜欢。
借着春节晚会偶遇的机会，我
们和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聊起了大
家关心的话题。
请您谈谈您对在美国办中文教
育，特别是给华人的孩子提供中
文教育的看法或者意见。
双语教育对孩子的智力开发、
思考方式多样性的培养和文化的学
习都有帮助。学好中文，有助于继
承优秀文化传统，继承中国历史和
文化上的好的东西，明白自己的根
基。（我觉得）在美国长大的（中
国）孩子，起码要到能够做到流利
地说中文和读中文。现在从大陆过
来的新一代移民，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如果需要（进一步提高中文教
育），可以把孩子送到中国，进一
步提高中文水平。
40年前，您曾参与创办中文学
校，请您谈谈您对办好中文学校
的建议或者想法。
我从去年开始，连续两年看了
你们办的文艺晚会，我和我太太都
非常喜欢，真的办得非常好。整台

（上接第二版《春晚见闻》）
有趣，让观众倍感亲切,现场抢答异常
踊跃。金叔叔个子很高，态度和蔼，
在后场接受我采访时他很自然地坐下
来和我对话。金松叔叔的女儿也是台
上的一名小演员，作为家长他评价演
员们练功很刻苦，舞台上表演很精
彩。对下一年的演出他也寄予厚望，
鼓励小演员们继续努力，力求尽善尽

美，水平更高，表演更美，动作更
齐，一年比一年好！

晚会组织有序，（节目表演）也很
专业，有水平。你们这个中文学校
办得非常成功，在国外，能够把中
文学校办得这么成功，很不容易，
非常难得。办好这样一个中文学
校，不仅可以帮助下一代学好中
文，而且可以加强本地华人（之间
的）联系和增加凝聚力。有你们这
样一批热心人为我们华人的下一代
考虑，肯付出，齐心合力，多贡
献，创造好气氛，一定能把学校办
好。

您已经在美国生活了50多年，您
自己在孩子教育和培养，学术和
投资理财等方面都很成功，能不
能分享一下您的经验？
我一辈子就是华侨，跟你们不
一样，我们从小长大，是没有祖国
保护的，所以从小就有危机感或者
说不安全感。华侨一定要勤奋，靠
自己。你们新一代移民，也有危机
感。这点其实和我们也一样。华人
有很多的优秀品质，比如勤奋和努
力。在美国，希望大家眼光都放远
一些，增强凝聚力，更加合作和团
结，积极出来做公共服务和社区服
务，承担更多的责任，以身作则，
给孩子做好榜样，让他们在美国社
会里更加优秀，培养他们的
leadership(领导才能)，充分展示
华人的优良品质和在这个国家的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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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悦自己

惠及社区

——中文学校龙星艺术团侧记
龙腾星灿
每个星期天，你都会在中文
学校看到一些特殊的家长，他们
身边没有背着书包蹦蹦跳跳的孩
子，却常常手提各种道具，成双
成对地按时到校。下午的三个小
时，学生们上三节中文课，他们
唱两小时的歌，跳一小时的舞。
放学时分又见他们三五成群，谈
笑风生地走出学校，仿佛每个周
日都是那么充实而愉快。他们就
是学校龙星艺术中心的主要成
员。
龙星艺术中心的许多骨干成
员作为中文学校的家长大都与学
校同龄，滕聿华、李建军、张
昕、王泉、诸初……他们都是学
校最早的一批家长，其中不乏学
校曾经的校长、董事长等管理人
员和老师，有的至今仍然是学校
董事会成员。过去二十年，他们
随着孩子在中文学校毕业，也从
当初在学校日常管理事务中挥斥
方遒，开始了“华丽转身”，把
业余时间投向以健身养性、愉悦
自我、奉献社区为主要目的的家
长活动，挑起学校乃至社区文化
建设的重担。
团长滕聿华，被大家亲切地
称为滕姐，是龙星艺术团的发起
人之一，更是团员们的主心骨。
龙星的前身是中文学校家长太极
队。2003年，太极队师从UC的王
教授——辛城太极拳协会的创办

人练太极拳，把学习太极拳作为
修身养性强身健体、领悟中华文
明的基础。为了更好地诠释太极
精神, 滕姐和王泉专门购置了太
极扇、太极剑的录像，一章一节
地跟着录像先自学，再教会其他
家长，家长太极队的成员也因为
活动内容的丰富逐渐增加。渐渐
地，他们不仅掌握了太极拳的基
本招式，还把太极扇、太极剑练
得得心应手。想必大家在早年间
的中文学校春节联欢会早已领略
过他们的“太极系列”风采。
身有武艺气自雄。平时太极
队的家长一起练太极健身，一到
辛城亚洲节和每年四月的世界太
极日，他们就去参加集体太极表
演，和其他族裔的太极爱好者互
相学习、共同切磋，弘扬中华文
化、宣传中文学校。
随着太极队人数的增加和队
员各自爱好、潜能的发掘，组建
合唱团、健身舞队、锣鼓打击乐
队的设想逐渐成熟，于是，2007
年在太极队的基础上中文学校龙
星艺术中心应运而生。龙星的成
立，为家长活动全方位的展开提
供了平台。爱唱歌的参加合唱
团，在引吭高歌中愉悦身心、锻
炼肺活量；想健身的可以坚持练
太极，也可以进健身舞队，踩着
音乐的节拍翩翩起舞；而对鼓乐
爱好者来说，加入锣鼓打击乐队

一定是不错的选择。滕姐还有更
美好的愿景：开书画班，让喜欢
书法绘画的家长一起练书法学绘
画。
龙星艺术中心活动的蓬勃开
展，为辛城华人社区建设带来了
福音。每年春节前后，龙星的团
员参加咱们中文学校的春晚演出
自不必说，他们还活跃于辛城、
哥城的各种春节欢庆聚会，传播
中华文化。2008年四川地震后，
龙星的团员不辞辛劳，白天工
作，晚上在爱莉老师的指导下紧
急排练节目，参加演出，常常忙
到深夜。他们和来自国内的歌舞
团同台献技进行赈灾义演，仅在
辛城的各种舞台上就义演了近二
十场次，向国内的四川同胞传递
了辛城华人血浓于水的真情与关
爱。
在龙星，能者为师，团员们
尽情地发挥着各自的特长，互相
学习、切磋。健身舞跳得好的，
教健身舞，会瑜伽的教瑜伽……
活动项目的增加，原来每周日的
集体活动已不能满足大家的需
求，李建军便负责租借了西切斯
特的老年活动中心，把周六上午
也作为固定的活动时间。健身舞
队最初的老师是国内来美探亲的
专业演员，老师回国了，滕姐便
率先垂范和宋新蓓、王楠一起，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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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从网上找动作优美、舞曲悦
耳的舞蹈，先自学，学会了教大
家。每次教新舞时，许多队员都
会边学边用手机拍下教练的动
作，以备在家练习。而每次有新
舞曲的增加，刘在有先生就又有
了新任务——重新编辑舞曲，压
缩老的增加新的，这令人不胜其
烦的工作老刘却不厌其烦地做
着，一丝不苟、一次又一次。这
样，队员们边学新舞边练旧舞，
会跳的舞越来越多，锻炼的兴趣
也越来越浓。
同样，在合唱团，团员们也
是劲往一处使。录音录像、选歌
选曲是老魏和张昕的任务，一旦
曲目确定，张昕就把相关资料分
发下去，大家便开始认真地学、
刻苦地练。来自CCM的在读博士
生杨梦春在合唱团教了近两年

了。她从教气息发声开始，让团
员通过视唱练耳，帮助他们塑造
和声概念。杨老师对她的学生给
予了这样的评价：他们大都有良
好的天然嗓音条件，学得认真，
加之对音乐的热爱，进步很快。
原来他们唱一个声部都需要伴奏
带的，现在唱两个声部以上都不
需要伴奏带了。八零后的杨老师
说起她的学员丝毫没有什么代沟
的感觉，她常常被学员们的热情
好学感染、感动。
热爱生活、酷爱音乐、关心
集体是龙星团员的共同特点。每
逢滕姐因事不能带领大家锻炼、
歌唱时，李建军、宋新蓓、张昕
就会主动承担起领导职责，各司
其职。为了让中文学校春晚的节
目丰富多样，韩玉屏自编小品，
召集大家排练、演出。因为参加
中文学校春晚的健身舞节目需要

更多的男士代表，原本只参加合
唱团活动的魏世清成了健身舞队
的新成员，老魏虽自称从未跳过
舞，也不是跳舞的料，可居然在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学会了老刘
编在舞曲中的35个舞蹈，让其他
队员刮目相看、赞叹不已……
这就是龙星的团员们。
时光会改变年龄，但永远不
会改变他们曾经追逐梦想的那颗
心。弹指一挥间中文学校二十年
了，时光改变了滕姐和她的团员
们的年龄，却没能改变他们那颗
追梦的心，他们因共同的梦想、
爱好相聚、相知、互敬、互勉，
歌唱着、舞蹈着、快乐着，他们
就这样真情不变、激情澎湃地边
走边唱边舞，给辛城华人社区带
去了勃勃生机，给中文学校带来
了最炫民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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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华人少年作文比赛结果揭晓
我校参赛学生成绩瞩目
【本报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侨办、国家教委
主办的“第十五届华人少年作文比赛”结果日前揭
晓。在这次题为《我的老师》、《我的小秘密》的作
文比赛中，我校十八位同学分别获得一、二、三等
奖。下面是我校获奖同学的名单及他们获奖的等级。
恭喜同学们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获奖名单
班级

姓名

指导
老师

题目

等
级

801班

吴中豪

林荫夏

我的中文老师

1

MLP7年级

陆卓然

杨

我的老师，
麦克利先生

1

801班

葛行健

林荫夏

任克先生——我
最喜欢的老师

2

801班

黄沐蓉

我的良师益友
——罗伯茨先生

2

提高班

彭安琪

我最敬爱的老师

2

四年级

张乐天

我的老师

3

五年级

汪雨涵

我的老师

3

五年级

王曼琪

我的秘密老师

3

六年级

罗潇昱

我的老师

3

七年级

刘歆禹

我的老师

3

七年级

姚洛钧

我的老师

3

七年级

周丹昱

我的老师

3

801班

尹环宇

我的老师

3

801班

张海同

我最喜欢的老师

3

MLP7年级

包 涵

厕所里的小秘密

3

MLP7年级

尹天逸

我的教练

3

MLP7年级

张安哲

我的老师

3

MLP7年级

张 媛

我的老师

3

查

红

为

此获奖名单由第十五届华人少年作文比赛组委会提供

校园动态
校书法比赛圆满结束
【本报讯】一年一度的GCCS全校性书法比赛日前结束。
今年的书法比赛以“二十年校庆书法比赛－2015”命
名。自今年一月以来，学校教务会以及PTO共征集到近
200幅硬笔书法以及书画作品，内容涉及《赤壁怀古》
《枫桥夜泊》《游子吟》《登鹳雀楼》等古代文学经典。
比赛分七个年级组进行评比，一至五年级各按年级
分组，六七年级和八九年级分别合为一组，最终共有40
名学生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及优胜奖。
另外，学前班以及CSL1、CSL2班的小朋友们也为大家
展示了他们精心
准备的书画作
品。共有5名学
生分别获得一、
二、三等奖及优
胜奖。

首届GCCS家长摄影比赛揭晓
【本报讯】由GCCS家长会主办的首届GCCS家长摄影比赛
日前揭晓。这次比赛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为主题，
收集并展出了近40件作品。这些作品在11月9日至11月
16日展出期间，受到了全校师生、家长的广泛关注。家
长们的作品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和精美的构图，记录了他
们自己、孩子或家人所经历的最难忘、最感人、最有
趣、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充分体现了家长们对自然、对
生活的热爱和精湛的摄影技巧。经过投票评比，于智全
（音译）的《与大熊猫亲密接触》荣获一等奖（501班
于泓博同学的家长）；获二等奖的是CSL2班学生张椰香
家长张春明的作品《透视图》；三等奖获得者为201班
程安柱同学家长程字君，他的参赛作品是《彩虹》。

高年级认字识词比赛
【本报讯】高年级认字识词比赛初赛于3月8日结束，近40
位六年级以上的同学参加了比赛。比赛共听抄词语96个，其
中60%的学生获得85分以上的成绩，最高得分为95分。平均
而言年级高的同学成绩优于年级低的。参加初赛的80%同学
将进入4月12日举行的认字识词比赛半决赛、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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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探讨

胡艳老师给201班家长的信

亲爱的家长：
你们好！
首先感谢你们昨天(3/8)能来参加
我们班的家长会。从一年级到二年
级，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进步，
我感到非常的欣慰，我从心底里为我
们的孩子感到骄傲！他们的进步与他
们能在家里受到良好的中文熏陶，与
家长们在家里的付出密不可分。你们
为孩子能学好中文在家里花费了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我也为我们的家长感
到自豪！就整体（整个班）而言你们
是我从教九年来，遇到的最认真、对
中文学习最重视的家长！谢谢你们！
下面把家长会上老师向大家通报
的本学期开学以来的教学情况简述一
下：
1、学生上课听讲认真，课堂练习
准确率较高。生字听写全对率在60%左
右；
2、90%学生能按时交作业，作业
90分以上的学生在90%左右；
3、课堂纪律老师基本满意；
4、学生出勤率为100%。没有学生
无故不来上学。
存在的问题有：个别学生上课迟
到；个别学生上课随意走动；还有个
别学生作业不做或少做；没有养成交
《一览表》的习惯。
另外，希望家长们一如既往地在
家里督促孩子努力学习中文，尽量做
到：
多读多说，持之以恒。有人说
“目标有多远，你就能走多远”。这
句话放在我们孩子的中文学习上，也
一样适用。孩子的中文水平会达到什
么程度，取决于我们家长的目标。我
们的孩子在国外学习中文，本来就是
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所以家长一定要
跟孩子在家里多说中文，每天都要督
促孩子抽出一定的时间学习中文，如

15分钟的朗读。我不希望孩子的作业
在一天或两天内赶时间完成，包括写
和读，养成习惯每天学一点，那样即
使孩子到了高年级，也会一直以这种
方式坚持学习。学校里的时间是有限
的，家里才是他们学习中文的大环
境。
抓住孩子对中文的一切兴趣点，
紧追不放。比如，他（她）喜欢看中
文电视，就让他们看，甚至要陪他们
一起看，边讲解边讨论。
对孩子们提出的问题你们要用中
文解释，尽可能用他们听得懂的词
汇、言语。有些家长很辛苦很忙碌，
没有时间细细地解答孩子所问，简单
给个英语单词应付了事，这就减少了
你和孩子用中文交流的机会，长此以
往小孩就失去了学习中文最基本的环
境。
鼓励孩子把想说的写下来。不用
很多话，一两句都可以。不会写的字
用拼音。可以尝试给学校的校报投
稿。
及时纠正孩子平时说话时的语病
及不当用词。比如量词，他们会用
“个”来表示许多东西，告诉他正确
的量词，虽然他们不一定马上记住，
但是反复几次，他们会在脑海里深刻
留下印象。还有象“穿”和“戴”在
英文里都是wear,孩子往往会说，妈妈
我要穿帽子、手套，你们要告诉他，
穿和戴在中文里是不同的。
我觉得只要“从小开始”并“坚
持不懈”，这两点做好了，我们的孩
子一定能学好中文。
昨天到会的家长踊跃发言，提出
好多中肯又实际的意见和建议，如
“利用三周两课，第三周复习课时间
学习阅读课文及生字，让孩子们在第
三周里有适量的作业”；“教材里的

【编者按】这原本是201班胡艳老师
向家长汇报教学情况的一封普通电
邮，它的标题是“家长会纪要及本
周家庭作业”。是201班的家长从这
封普通的邮件中读出了老师对教学
工作的殚精竭虑，读出了家庭教育
对孩子，尤其是低龄段孩子中文学
习的决定性作用。认真负责的老师
遇上高标准严要求的家长，何愁孩
子学不好中文？！应家长提议，校
报全文刊登这封邮件，与全校家长
一起分享、探讨胡老师信中的建
议，一起为孩子们学好中文助威呐
喊。相信定有更多孩子不会辜负老
师和家长的殷殷之情。
作业比较刻板，多为拷贝类题型，要
有适合孩子兴趣的作业，如看图写句
子，写些小型的短文，让孩子运用并
巩固学过的词汇”之类。这些建议我
会结合课堂实际，进行适当的调整。
没有参加会议的家长如有问题，
欢迎随时跟老师沟通。
冰雪消融，大地回春。盼望着，
盼望着，春天的脚步近了……连续两
天和煦的阳光，终于让我们走出了暴
风雪的严寒！各位家长，本周家庭作
业：写一篇不少于五个句子的短文，
题目可以是，找春天、春天来了、春
天的气息、春天的味道……不管用什
么题目，目的是让孩子们走进大自
然，通过稚嫩的眼睛，纤细的感触去
发现春天，感受春天和冬天的不同，
并用简单的文字记录下来，描述他们
眼中的心里的春天。
祝
春安！
胡艳
2015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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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来啦
夏子尧
你可发现，几天前的冰
雪开始悄悄融开，化成细细
涓流。冰封的小溪也开始潺
潺流动了，清凌凌的溪水带
着碎冰渣儿欢乐地流淌着，
弹起了美妙的琴声。小草们
穿着绿衣从泥土里钻了出
来，紧紧挨着，好似分别了
一个冬天的好朋友欣喜重
逢，亲热地说着话，大口大
口地呼吸着春天的空气，它
们是那样富有生机，相信很
快，你家门前的草坪就会一
下子冒出一片新绿。树枝也
偷偷冒出了绿色的小嫩头。
窗外偶尔有陌生的小雏鸟，
细声细气叫着飞过……

是啊，春天来啦！阳光
明媚了起来，蔚蓝的天空
中，飘着几朵白云，如同几
只毛茸茸的白色小绵羊，在
空中顽皮地玩着。鸟儿们叽
叽喳喳地叫着，放声歌唱迎
接春天的喜悦。小松鼠在树
丛中蹦跳穿梭，与春天愉快
地打着招呼。鸭妈妈带着鸭
宝宝们在水里游玩戏耍……
人们脱去了厚厚的冬
衣，换上了轻便的春装，在
公园散步，感受着春天的气
息。我和伙伴们欢呼雀跃，
尽情地跳着、笑着、叫着，
荡秋千，滑滑梯，做喜欢的
游戏。

小鸭子的春夏秋冬

春天来啦，给人们带来
了无限生机和新的希望！我
爱春天！
第六期校报有奖猜谜谜底为：
一、一无所有 二、无中生有
三、一成不变 四、始终如一
五、不相上下 六、一分为二
七、不三不四 八、三三两两
谜语谜面：
一、0000； 二、0＋0＝1；
三、1×1＝1；四、1的N次方；
五、1∶1； 六、1／2；
七、3.4；
八、33.22。

常雪薇
小鸭子出生在炎热的夏天。
树林绿油油的，知了没完没了地
叫，草地上长满了草莓。日子长

配图：常雪薇

长的，小鸭子学会了游泳，每天
在河里捉鱼吃。妈妈说：“多吃
一点，长得壮实些，凉爽的秋天
就要到了。”
慢慢地，林子里树叶变黄
了，草莓没有了，地上长满了蘑
菇。风儿吹呀吹，盖过了知了的
歌声，把鱼儿吹得沉到了凉凉的
水底。小鸭子想：“一定是秋天
来了。”妈妈说：“去找些蘑
菇，小虫，还有树叶，好度过漫
长的冬天。”
天气更加冷了，树叶都落光
啦。太阳懒懒的打不起精神，夜
晚越来越长。小鸭子的羽毛变深

了。有那么一天，雪花盖住了大
地，河面结了冰。小鸭子只能呆
在家里数夜空中的星星。妈妈
说：“好孩子，睡吧。冬天洁白
安静。等树枝长出绿芽的时候，
春天就来啦，你就又能去小河游
泳了。”
一天又一天。终于，小鸟唱
起了歌儿，空气越来越温暖湿
润，五颜六色的野花在草地上点
点绽放，小河又开始潺潺流动。
小鸭子跳进碧绿的河水里：“好
暖和呀！妈妈说的总是对的！春
天到啦！”这时他看见自已在河
水中的倒影——他已经长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