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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学校义工发现男厕所里经常有不关水龙头的现象发生，这里希望引起家长和老师们重视，
请家长向学生强调节约用水，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同时也要提醒同学们也要遵守学校的规章
制度，注意课堂卫生，不乱扔垃圾，不在墙上桌椅上乱写乱画，注意课堂纪律以及课间纪律。

❖ Recently, school volunteers found that the faucets are often not turned off in the men's toilets. I 
hope that parents and teachers will pay attention to this. Parents please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saving water and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to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s should also 
be reminded to abide by the school's rules and regulations, pay attention to classroom hygiene, do 
not litter, do not scribble on the walls, tables and chairs, and pay attention to classroom discipline 
and inter-class discipline.

❖ 本周六2/18华联将于9：30-11：30期间在学校代办签证。有需要的家长注意时间安排。
❖ This Saturday, 2/18 CAFA will handle visa applications at the school during 9:30-11:30am. 

注意事项 Reminders



更多照片
Scan for more 
photos!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y6yhiK0xXYB
WHRKmuYetz9PSge7cgf5?usp=sharing

更多影片
Scan for more videos!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y6yhiK0xXYBWHRKmuYetz9PSge7cgf5?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y6yhiK0xXYBWHRKmuYetz9PSge7cgf5?usp=sharing


蓝岭游记
熊博安

在美国北卡罗来纳西部，有一座雄伟的山脉——蓝岭。“蓝
岭风景冠北美”，就是人们对蓝岭山水的赞誉。

蓝岭山阔、云密、水缓，真是山清水秀，令人心旷神怡。俗
话说，眼见为实。我们到达蓝岭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地乘车去观赏蓝岭
的山景。

我见过大海，也游过五湖，却从没见过 罗河 这样的水。罗河
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听不到它的声音；罗河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
见河里的乌龟；罗河的水真蓝啊，蓝似大海天空。只有丛林里的风吹草
动，才让你感觉到自己在
一个森林里。

我登过 伯山 ，也爬过 惠山 ，却从没见过蓝岭这样的山。蓝
岭的山真奇啊，一座座层峦耸翠，延绵不绝，像帐篷，像棕熊，像飞鸟，
像豹子，形态各异，令人思绪万千；蓝岭的山真美啊，像一串串珠子，
像一棵棵树，美不胜收，令人赞叹不已；蓝岭的山真险啊，像刀割，像
斧劈，巧夺天工，令人惊心动魄。

蓝岭因地理环境，常年云雾缭绕。大雾山国家公园就是蓝岭
云雾最密的地方。山顶的白云有的像人脸，有的像鱼，还有的像飞机，
像银子⋯⋯在山中湖泊的倒影下，如同天边蓬莱，如梦似幻，令人恋恋
不舍。

这样的水倒映着这样的云，这样的云围绕着这样的山，再加
上山中草木密布，路上小车悠悠，山间青树素花，让你感觉像是误入人
间仙境里。真是：“人在林中游，意在仙境中；一去不复返，此生无憾
终。”
老师点评：文章文笔流畅,中文功底深厚,有对比,比喻,排比修辞手法的运
用,仿写好!

中文九年级李老师班学生作文 Student Essay

波士顿游记
朱韬

去年暑假，我们全家去波士顿游玩。波士顿位于Massachusetts
州的东面，紧靠大西洋。

波士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楼房和河流。波士顿的楼房一座座
拔地而起，有的很新，高高得像要伸到云里去了，有的很老，像是石头
堆起来的。马路两边的楼房有高有低，有老有新，很独特。查尔斯河从
波士顿的中间流过。它的水流得真快啊，快得差一点把我的船冲走。它
的水真清呀，清得可以看得见河边高楼的倒影。查尔斯河上的桥真多呀，
沿着河走几分钟就会看到一座桥。这些桥有的弯弯的，有的直直的，各
不相同。

波士顿还有很多大学，爸爸说这里的大学比我们凯瑞所有的
学校还要多。我们在查尔斯河上划船的时候，两边经过了好几所大学。

波士顿这个城市很热闹，路上总是能看到有人在跑步。街上
有很多饭店和商店，还能听到音乐的声音，看到跳舞的人群。但是，波
士顿的路很窄，又高低不平，找停车的位置也很困难。还好地铁和公共
交通很方便。

如果你喜欢热闹，一定要去波士顿玩。
老师点评：文章描述清晰, 有自己的体会,有排比修辞手法的运用,有仿写,
棒!



波士顿游记
时洁

这次作文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关于去一个地方的游记，我一下子
就想到半年前去波士顿的那个旅行，因为去波士顿的旅游特别有意思！

我全家和四家朋友一起去的，有了朋友就更高兴了。我们在飞
机上有说有笑。大家都很激动，因为听说波士顿历史悠久，美丽富饶，令
人向往。

俗话说，眼见为实。我们一下飞机，就迫不及待地取了租的车
从机场开到市中心。我们先去参观城市中心的查尔斯湖。湖水很清，四周
的风景很迷人。我去看过东边的大海，也游过北卡的河湖，却从没见过查
尔斯湖这样的水。查尔斯湖的水真奇啊，处在热闹的市中心，不受影响，
犹如世外桃源；查尔斯湖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到水中的鱼儿和小草；
查尔斯湖的水真美啊，两岸绿树环绕，红花朵朵，分外迷人。我们在湖上
划皮划艇，我跟我的一个朋友坐在一个船上划，和别的船比赛。虽然有些
累，但很开心。晚上到了订好的酒店住下，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去了很多历史名胜古迹，比如国会图书馆、波士
顿倾茶事件发生的地方、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坟墓，以及汤姆故居。下午
去了几个大学，像MIT，Harvard和 Berkley。 这些大学都很大很美，并且非
常有声望。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去其中的一个学校。我还在一个大学的书店
逛了逛，买了几本书。

第三天我们去了很多商店。我们买了一些帽子，衣服，玩具，
吃的等。我买的一个帽子上面写着 “波士顿” 三个字，作为一个纪念。我
戴上了就能让大家知道我去过波士顿了。

这次旅游真好呀！我们看了很多东西，吃了很多东西，去了
很多有名的地方，学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做了很多以前没做过的事
儿。我推荐你们也去那儿!
老师点评：文章描述有序,用词优美,有对比,比喻,排比修辞手法的运用,仿写
好!

中文九年级李老师班学生作文 Student Essay
武夷山游记

林瑷妮

我的爸爸妈妈是福建人。在2016年，我们回福建探亲的时候，
妈妈带我们去了武夷山游玩。

武夷山位于福建南平， 我们从福州坐动车去武夷山，动车的
速度非常快，而且很平稳，只花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到达武夷山后，
我看到各种各样我从来没见过的山，武夷山有三十六峰，九十九岩，它
们形态各异，鬼斧神功，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像巨大的城墙，有的像
仙女,有的像可爱的动物。武夷山的山有很多动人美丽的传说，像大王峰
和仙女峰。大王峰和仙女的传说讲了一对恋人被人破坏，变成了两座山
隔江相望的故事，很多诗人和文人在武夷山的岩石峭壁上题了很多诗来
赞美武夷山优美的风景，奇特壮观的山峰，蜿蜒曲折的溪流。

导游带我们去爬了天游峰。天游峰又高又陡，我和妹妹那个
时候才五六岁，都爬不动这么陡的山。快到山顶的时候我们要趴在地上，
扶着石阶往上爬，根本不敢向下看。

导游也带我们坐了竹排游览九曲溪，九曲溪有九曲十八弯，
九曲溪的水很干净，干净的可以看见水底下的石子和小鱼，当我们投喂
一些饲料给小鱼吃的时候，鱼儿游在竹排周围，很好玩。九曲溪的水很
清澈，清澈的像一面镜子，山峰倒映在水里，格外秀丽。

武夷山真是个美丽的地方，我希望下次去中国的时候，可以
再去欣赏一下武夷山的风光。人们需要保护我们的地球和环境，这样人
类才能拥有那么美丽的大自然！
老师点评：文章描述清楚,词汇丰富, 有比喻,排比修辞手法的运用,仿写好!



家长值勤 Parent’s Duty

高中志愿者
High School Volunteering

CHL MLP 4A Class Parents

马立平4A李霞老师班家长

Sign in @8:20am near main 
building entrance under the 
flag pole

当日高中生义工注册链接：
https://forms.gle/MWCKgu1uit8E
NswLA

High school students 
volunteering sign up here:
https://forms.gle/MWCKgu1uit8E
NswLA

https://forms.gle/MWCKgu1uit8ENswLA
https://forms.gle/MWCKgu1uit8ENswLA
https://forms.gle/MWCKgu1uit8ENswLA
https://forms.gle/MWCKgu1uit8ENswLA


赞助商
Our Sponsors

谢谢！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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