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春季第七周

Spring Semester Week 7

2023.2.25
夏令营early bird价格截止日期3/31号，
CCS家庭有优先报名权，期待与大家度
过一个愉快的暑假！
Summer camp early bird price 

deadline is 3/31. CCS families have 

the priority to register. We look 

forward to spending a happy 

summer with you!



今年的春晚是疫情后第一次举办的大
型实体活动。为感谢春晚总导演徐继
东老师和主持人周薇老师的工作和贡
献，2月18日校长代表学校董事会向
两位老师颁发了鲜花和奖品。明年春
晚筹备组将继续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好
的作品和表演！

This year's Spring Festival Gala is the first 

large-scale in-person event held after the 

pandemic. In order to thank Ms. Xu Jidong, 

the director of the Spring Festival Gala, and 

Ms. Zhou Wei, the host, for their work and 

contributions, the principal presented flowers 

and presents to them on behalf of the school 

board on February 18th. Next year's Spring 

Festival Gala preparation team will continue 

to work hard to bring you better works and 

performances!

土耳其和叙利亚地区7.8级地震牵动亿万人的心。近期仍有新震令
灾情雪上加霜。南北卡17家华人团体组织联合发起人道主义捐款，
为土耳其和叙利亚灾区灾后救援和重建家园尽一份力。在不到一周
时间已有81项捐款，捐款总额已达23,577元。
这次捐款活动不仅充分展现了南北卡华人的大爱，也展现了南北卡
华人社团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捐款渠道仍然开放!

The 7.8-magnitude earthquake in Turkey and Syria affected the 

hearts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Recently, there are still 

new earthquakes that make the disaster worse. Seventeen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North and South Carolina jointly 

launched humanitarian donations to contribute to the post-

disaster relief and reconstruction of homes in Turkey and Syria. 

In less than a week, 81 donations have been made, and the total 

donation has reached $23,577. This donation activity not only 

fully demonstrates the great lov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North and South Carolina,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e cohes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North and South 

Carolina. Donation channels are still open!







我的爷爷

马立平7B班 崔歆然

我爷爷是一个又勤劳又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听说我的爷爷年轻时候还当过兵，在陆军里。爷爷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他还是很勤劳，在家

里做许多的事情。

奶奶现在七十六岁了，可是她还是每天去工作。她是一个医生，在安徽医科大学工作。由于这个原因，奶奶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里。爷爷

大部分时间会在家里，可是他也很忙。妈妈每一次给他打电话时，都会问：”你现在在干什么啊？”爷爷却每一次都来一句：”我在做饭呢，你还以

为我会干什么？”
我对爷爷最早的记忆就是我六岁时候第一次去他和奶奶的家。我一进去就感觉家里特别暗，把大灯打开，坐在沙发上把我的书拿出来，想

读书。没翻几页以后爷爷就从厨房里走进客厅里，惊讶地问：”你怎么把这么多灯打开了？”我不知道他为什这么说，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他。

”这些大灯太费电了，用那些桌子上的小灯。”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一个小台灯拿到我房间里的床头柜上。我那时候觉得很奇怪，问爷爷他为什么

要这么做。他笑着说：”这样就不会浪费电，减少污染。你看中国天上都是乌云，都是因为浪费东西。”爷爷的这句话永远记在我的心里，教了我一

个重要的道理。

爷爷还特别有决心，也勇敢，几乎到了危险的地步。我回中国时候，爷爷会经常带我去买菜。走到菜场的路上有一条很大的街，就在一个高速

桥的地下。头顶上的车都会嗖嗖地过去，特别吵闹。我小时候每次到哪儿都会觉得太吵了，可是爷爷一口气就冲到了街上去，也不看有没有车，往

菜场走去。还有一次有一辆小灰白的车就从爷爷的面前冲过去。可是，爷爷却不怕，轻松地溜过马路。我问爷爷为什么不停住。爷爷回答说：”那
车离我百丈远，也不会撞到我，我为什么还要停一下啊？”我只能站在那儿摇着头，跟着爷爷走到菜场去。

爷爷除了有决心，也勇敢，他还特别会做饭。爷爷经常会在他的小阳台上养黄鳝。我每次回中国时，爷爷都会有两桶水，里面装着十几个黄鳝

。每天晚上，我会帮他洗黄鳝，换水，养它们。过几天，爷爷会把黄鳝做成一锅好吃的红烧黄鳝。我小时候最害怕是黄鳝。我想，下次回中国，我

要尝一尝爷爷做的红烧黄鳝。



我的朋友

马立平7B班 孙凡琋

我有一个好朋友，名叫王思琪。她和我有很多共同点。我们都爱故事和画画。她的IPad上甚至都有一条长单子写着她所有

故事的主意。而我每周去图书馆借十来本书，飞速地看完。有一天在学校，我们坐在一起上“Health Class”。我突然想到了一

个主意。

我转过身来对她说：“嘿！我刚刚想到。既然你有那么多想法而我们都爱故事，我们应该写我们自己的故事！”
她的脸亮了起来，激动地答应了我。“好主意！”
自由时间时，我们在学校外散步。于是，我们立马开始构思我们的故事。

她跟我确定：“这个故事是一个魔幻的故事，对吧？”
“当然啦。”我们了解彼此，知道她和我都爱读魔幻。所以，我们肯定是要写一本魔幻的书。

她有许多许多好主意。比如，这个世界里有什么、人物的性格、等等。我听着她的想法，时不时地插入我自己的想法。时

不时我指出她的漏洞。当我和她回到教室，已经把故事的大纲想得差不多了。

我们还读过同样的书。有一个八本书长的系列，我们现在还一起在读。有时候，我们就把一段搞笑的对话说给对方听。这

样，我们就一起哈哈大笑。或者，我们问对方一个关于书的问题。真希望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答案。否则，这本书可能有漏洞！

我觉得王思琪是个非常好的朋友。我们有很多开心的时刻。:)



我的好朋友罗伯特

马立平7B班 张立成

我有个很好的朋友，名字叫罗伯特。罗伯特是我的邻居，总是到我家来找我玩。我和罗伯特都上七年级，但是他比我大几个月。罗伯特有点胖，个子也不高。他有褐色的头发，很

大的眼睛，和两只很大的手。我和罗伯特很像，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区别。

罗伯特很不怕冷，总是穿很少的衣服。有一次，在冬天的时候，外面只有二十度，我穿着一件很厚的外套上学。但是我一走到等校车的地方，看见罗伯特只穿着一件很薄的短袖。

我就问他：“你在这么冷的天为什么只穿这么少的衣服？”
“这是个挺暖和的天，我不需要穿厚衣服。” 罗伯特说。

“你不怕生病吗？”
“我每天只穿着短袖，从来没有生病。我小的时候，住在加拿大，我经过了比这天冷多了的情况。”
“你真勇敢！我要像你这样不怕冷那多好。”
罗伯特很爱吃东西，但有点挑，只爱吃甜的东西。我们每次在外面玩的时候，罗伯特总是一边玩，一边拿着零食吃。罗伯特在学校里，总是把午饭很快就吃完，然后问我：“你需

要帮忙吃午饭吗？”有一次，我问他：“我今天不想吃我的酸奶，你想吃吗?”
“你的酸奶是什么味道？”
“这个酸奶是原味的，非常好吃。”
“我爱酸奶，但是只爱甜的酸奶。”
“我的酸奶不是那么甜，但还是很好吃。”
罗伯特摇摇头，说：“我还是吃别的东西吧。”
罗伯特是个很善良的人，总是想着别人。有一次，我和罗伯特在小区里骑自行车。我突然从自行车上掉下来了，摔得很严重。

罗伯特跑到了我的身边，关心地问：“你怎么样？”
我回答说：“我的腿非常疼，我站不起来。”
“你要我叫你的爸爸妈妈吗？”
“我觉得不需要，但你可以把我扶起来吗？”
罗伯特把我扶起来以后，又对我说：“你等一会儿，我很快就回来。”罗伯特帮我把自行车拿回我的家，然后一步一步地扶我走回家去。

罗伯特是我的好朋友，总是跟我一起玩，一起做作业，一起上学，一起打篮球，我很幸运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高中志愿者

High School 
Volunteering

家长值勤

Parent’s Duty
马立平4B严莹老师班家长

CHL MLP 4B Class Parents
Sign in @8:20am near main 
building entrance

本周高中生义工注册链接：

https://forms.gle/MWCKgu1uit8
ENswLA

Sign up for this week: 
https://forms.gle/MWCKgu1uit8
ENsw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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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