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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学年终致词 
校长：史建英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你们好。 

今天是父亲节，首先我想对在座的父亲们说“Happy Father’
s Day”. 我们常说：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在中
文学校，我们不仅看到妈妈们帮助孩子们学中文，也看到许多爸
爸们勤勤恳恳地做司机，辛辛苦苦，风雨无阻为中文学校值班，
执勤。 

Acton 中文学校又度过了成长的一年。与去年相比，2011-
2012 学年，中文学校的中文课程增加了 2 个新的班级，中文课
程教材更加多样化，教学形式也更加丰富多彩。我们有暨南中文，
马力平中文，CSL 中文，还有中文阅读与会话，中文 AP 班。
我们的文化课也增加了两个班，击剑班与辩论班的学生们参加麻
州与美国全国比赛佳绩频传。今年我们教师俱乐部也正式成立了。
老师们在一起不但交流教学经验，还在一起切磋健康养生，美发
美容，穿衣打扮，老师们的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 

在中文学校这个军功章上，则是有我们许多人的一部分。
我想借此机会首先感谢站在讲台前所有中文学校的全体老师们，
是他们的辛勤耕耘，使我们中文学校得以持续发展。我要感谢我
们的行政团队，每一个校行政成员都尽心尽责，做好教师家长的
总后勤。 教务主任刘鸣，石红月，姚毓梅花了许多精力管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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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近 70 人的教师团队，组织教师交流，提高教学质量。文体主任陈挺一人主管着近 50 人的文
化课教师队伍以及我们中文学校各项文体俱乐部。她本人也多才多艺，唱歌，跳舞，健身，样
样都是行家。副校长李日新更是多面手，哪里需要哪里上。去年秋季，CSL 的教研组长突然因
病空缺，日新立即顶了上去，负责 CSL 教学的管理。同时，日新还带领开设了 AP 课程，并亲
自授课，指导其它 AP 老师，为我们中文学校的教学定了更高的一个目标。注册主任鲁贤丹总
是在下午一点钟第一个来到中文学校，摆好行政办公室的桌椅。鲁贤丹花了大量的时间核对每
一位同学注册情况，缴费情况，耐心的回答家长们的问题。我们的总务荣燕负责所有中文学校
物品采购，一次一次为我们去买教课书，为老师们的活动订购所需物品，为学校的大型活动订
购食物，饮料。采购是一份辛苦的工作，搬运则更是体力活。别看她瘦瘦的，力气可大呢。校
长助理邱敏负责管理着近 60 人的高中志愿者团队。这一群高中生们有很大的能量与热情，可
他们毕竟是孩子，需要大人的指导与监督。邱敏为管好这群孩子真是软硬兼施。这学期底，邱
敏还组织了高中志愿者们的波士顿港湾游艇游，孩子们都穿上正式礼服，享受精美午餐，跳舞，
以及游览波士顿海湾美景。王建国是我们上一任的校长，今年他做了我们网站主管以及中文学
校的数据库，为行政团队不同的人员建立了各自的数据查阅空间，便于我们查阅所需的学生，
家长，老师，课程等信息。校刊主编李伟为我们每月一刊的校刊征稿，输入，编辑，打印，也
是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阮静与王英姿负责我们的财务。我们中文学校现在有 600 多学生近
1000 注册人数，他们要花大量时间收录支票。同时她们还负责我们老师，行政团队的报销。阮
静总是一遍又一遍地为我做财务总结报告，帮助我掌控者我们学校的财务收支，确保我们年末
的财务收支平衡。英姿出了车祸，手术后刚刚恢复，就又回到中文学校为大家服务。我非常欣
慰我们拥有这样一支尽心尽责的管理团队。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过去一年来的积极合作与辛苦
付出。 

最后要感谢家长会的坚固后盾与董事会的大力支持。家长会负责的每周讲座丰富了中文学
校家长的信息与交流，家长会与董事会组织的新年晚会为我们中文学校学生和家长提供了才艺
展现的舞台，也为大家带来了值得回味的精彩的瞬间。在这里特别感谢董事会唐燕华负责带领
团队完成了教师中心的网站组建，为我们的老师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更好地交流的空间。 

我在中文学校服务了近 9 年，虽然下一年不做校长了，我想，我还是离不开中文学校的。
我对日新和刘鸣讲我会作为一名候补成员，哪里需要哪里就补上去，尽我最大的一份力量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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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我们的教学做努力。 

最后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暑期。 

 

2011-2012 学年 ACLS 获奖人员名单 
 

7 年服务奖，授予在中文学校服务满七年的志愿者 
谢良玉，徐静，石红月，李日新，勒宏 
 

4 年服务奖，授予在中文学校服务满四年的志愿者 
卢进梅，屠宁君，高维旭，马敏，周晓东，肖彦，Sue Chang，高宏伟，陆艳荣，孙向中，

Sharon Wu，王慧，阮静，李伟，王建国，鲁贤丹，张志莲，鲍韵，刘健，陈挺。 
 

高中生教师奖，授予在中文学校担任教师的高中生 
Yusi Gong，Siyang Li, Ashely Lin, Yin Lin, Kelly Liu, Martin Ma, Ileana Wu, Xiaozhou 

Jiang 
Richard Zhou, Steven Tang, Evan Wang, Lucy Xu 
 

高中生志愿者奖，授予在中文学校担任志愿者工作的高中生 
Jennifer Zhou, Doris Zhang, Ziyi Su, Kathy Lu, Alex Hu, Wendy Wang, Wenya Yang, Lily 

Zhao, Tiffany Shao, Lily Guo, Rachel Zhu, Sarah Ma, Emily Goodwin 
 

好学区(Good School Realty)奖，由 Good School Realty 提供的特别奖项。
获奖者均由学生家长投票选举产生。 

语言课老师：Christine Cao，Jinmei Lu, 李日新 
文化课老师：Qing Zhou 
管理团队：石红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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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的瞬间，永远的记忆 

--记 ACLS 低年级组学年末演出 

姚毓梅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日下午两点， ACTON 中文学校的 SMALL CAFÉ 里人头攒动， 热
闹非凡。 这里正在举行低年级组的学年末表演。你看那些支持自己孩子学中文的父母亲拿着各
种各样的照相机和录像机正做着准备，想要抢到最好的镜头；再看各班学生的作业展前人人驻
足，留连不已；一瞥间看见学生们穿着可爱的演出服装坐在指定地点等待着展示自己一年来学
到的中文；转头看见会场的组织者正忙得不亦乐乎，争取做到最好更好。 

好容易等到了演出开始，主持人副校长李日新首先感谢家长的大力支持，老师的辛勤耕
耘，学生的不懈努力，给 ACLS 的一学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教务主任刘鸣接着就低年级各班
的老师做了简要介绍，尤其感
谢原校长刘汉兰卸任后为了更
好地了解学校的老师和 TA 的
情况主动请缨做了不同班级的
TA 又担任了 CSL2 的老师，感
谢她为 ACLS 而作出的贡献。
希望有更多像刘汉兰这样的老
师能服务于 ACTON 这个中文
学习的社区。 

PRE-K 班的小朋友第一
个走上舞台。他们没有丝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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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怯，每人头戴自己手工制作
的小鸭子帽表演了“丑小鸭”。
他们的演出非常生动可爱，赢
得了阵阵的掌声。表演结束后
他们的老师张雪雁作了简短的
发言，赞扬了她的学生们学习
中文的劲头很足，并和大家分
享了班里发生的小故事。刘菁
代表家长也作了发言，感谢张
老师和她的 TA 对学生的付出。 

接下来表演的是 CLS1
班的小朋友。他们表演的节目是“我的好妈妈”。乐瑾老师别处心裁地请来了孩子们的妈妈和爸
爸，让他们一起参加了演出。当孩子们朗诵到“让我亲亲你吧，我的好妈妈，我的好爸爸”，孩
子们亲热地吻了他们的妈妈爸爸，在场的观众禁不住热烈地鼓掌，有的还流下了感动的热泪。
乐瑾老师说这个节目是献给父亲节和母亲节的礼物。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认为这是给父亲们和母

亲们的最好最难忘的节日礼
物了。 

K-A 的小朋友走上了
舞台。只见他们个个都戴着
小太阳帽和太阳镜，个个都
神气活现，一副跃跃欲试的
样子，简直就等不及听完曹
桂岚老师的讲话。他们演唱
的“乡间小路”声情并茂，载
歌载舞，好不漂亮！只听见
照相机不停的“咔嚓咔嚓”声。

大家都为 K-A 班的精彩演出留下了美丽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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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L2 班的学生们以他们在这个年龄少有的成熟展现在观众面前。他们以采访的形式表
演的“对话”把他们一年来所学的内容非常自然地串联起来，显示了他们的中文实力。他们的老
师刘汉兰用简洁的语言介绍了她的学生们这一年来对中文学习的努力，言语间不禁流露出对学
生们所取得的成就的自豪。 

最后轮到了 K-B 班的学生。他们一上舞台就迅速地各就各位。在老师王玲的带领下，随
着音乐的节奏唱起了儿歌，做起了体操 “世界真美好”。学生们都做得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整齐，
唱儿歌的声音既清晰又响亮，可见他们对自己的中文水平的自信。王玲老师的三言两语充分表
达了她对自己学生的喜爱和为自己的学生取得良好成绩而感到的骄傲。 

低年级组的这次单独的演出是一次新的尝试。在这次的演出中每个班的老师都获得了近
距离与家长交流的机会，每个班的家长代表也有了机会感谢一年来老师的无私奉献，更有校长
史建英的先生作为特邀摄影师给每个班的小朋友和老师还有 TA 照了像，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家长们大概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自己孩子的舞台表演，心里一定是美极了！表演结束后
孩子们和家长们一边享用学校为他们准备的点心和饮料，一边还在交流和回味刚才的演出。孩
子们不停地笑啊叫啊，低年级组的演出和聚会就伴随着这欢声笑语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
中…… 

 

Middle School Contest 
Math Class 

There are many reasons why kids 
participate in sports: to enhance 
skills, excel in something, build a 
strong body, have fun… All of 
these same reasons can be applied 
to why kids participate in math 
contests.  

In ACLS, a group of kids, mostly 
in grades 5 to 7, have been honing 
their problem solving skills in a 
middle school contest math class, developed and taught by Steven Tang since Fal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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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h is a subject nobody can avoid in school. Being good at math and being advanced in it 
not only builds a student’s confidence, but also gives him/her a lot of advantages in high 
school study.” Steven said. “The middle school years are best time for students to advance 
their math knowledge.” 

In this class, students are exposed to popular middle school math competitions including the 
AMC 8 and MathCounts, as well as advanced mathematical concepts such as Number Theory, 
Counting, Probability, Algebra, and Geometry that are essential for these competitions.  

For the past two years, the AMC 8 contest had been administered to the students of this class, 
and both times the school made the Merit Roll. It plans to offer the AMC 8 contest again this 
year.  

“A contest math class like this not only prepares students for math competitions, but also 
helps build general math skills and test-taking strategies. It strengthens their comprehension 
of many important math concepts, trains them to better read and understand word problems, 
and increases their speed and accuracy.” Steven says. “All these skills are transferrable. You 
wouldn’t need extra time to prepare for standardized tests.”  

Steven is a Junior at the Nashoba Regional High School. He has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math 
competitions since sixth grade. He is a two-time Massachusetts State Mathcounts top ten 
winner, and is an AMC 8 perfect scorer. He enjoys problem solving and hopes to instill the 
joy of math competitions to younger kids.  

With returning students and multiple levels, he strives to meet his students’ individual needs. 
Luckily, his brother David joined the past year to help with the class. Each week, they spend 
at least two hours to prepare for the class, which includes writing topics and making 
problems for worksheets.  

A typical class opens with 10 minutes of going over homework questions, proceeds with 30 
minutes of in-class practice problems/worksheets/topic introductions, and finishes with 20 
minutes of a short contest (this can be arithmetic speed tests, factoring, Countdown 
Problems…). 

“The students are very talented and extremely well behaved. I really enjoy working with 
them.” The young instructor 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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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School Realty, Inc. 
The true experts and professionals in real estate! 

没有卖不掉的房子, 只有不会卖的经纪! 

没有卖错的房子，只有买错的房子！ 

 
Kathleen Zhang, CPA 

Individual and Corporation Tax Specialist 
We specialize in Tax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Real estate 
taxes; Retirement & Financial planning; Accounting and 

bookkeeping service. 

Not all accountants are created the same! 
 

Our offices: 124 Main Street in Acton and  

844 Massachusetts Avenue in Lex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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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 Taxation  Services, Inc. 
CPA, EA, CFP, MST, QuickBook Pro Advisors 

Business & Financial Consultants, Advisors 
 

二十多年的报税实务经验 

每年做 1,000 份个人税表和 500 份公司税表 

价目清楚, ３６５天 天天营业。我们喜欢做复杂困难的税表。 

请电邮我们: kwny168@aol.com or kaitzev@ftsicpa.com 或  

电话 617-244-2965, 617-630-1602, 617-969-0439, 617-821-6471 (C ) 

免费索取 2011 年 Tax Organizer 和最新的报税相关资料。 

1930 Washington Street, Newton, MA 02466 

 

 

                 胡杏春  独立保险经纪 

XINGCHUN HU, An Independent Insurance Agency 

Address 地址: 144 Merrimack St # 320. Lowell, MA 01852 

Phone 电话: 978-452-7877, Fax 传真: 800-380-9608 

Email 电邮: xchu@verizon.net 

PROTECT YOUR AUTO & HOME  帮您保车保房 

SAVE YOU TIME & MONEY  为您省时省钱 

Serving MA community for more than a decade 

Providing you with better company, product, price & service 

竭诚服务麻州社区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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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四川 
Sichuan Gourmet 

正宗川菜 
www.Laosichuan.com 

继承传统 开拓创新 
一菜一格 百菜百味 

 

Billerica      Framingham 

          

            

http://www.laosich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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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学生习作 

指导老师：杨新新 

 

我的脸书 

季泽然 

我的脸书对我非常重要。我几乎每天都

要用它。在脸书上，我可以跟朋友说话聊天。

还可以跟朋友一起学习。比如，在脸书上，

我们建起了很多关于学校课程的团体。脸书

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我如果偶尔忘了作业，

就可以问在脸书上的朋友。脸书也给我一个

获得消息的工具。每一个朋友都有一个

“墙”。 在他们的“墙”上可以发表他们最

近的消息。在脸书上还可以玩游戏。我个人

觉得在脸书上玩游戏很不爽快，因为那里的

游戏很没劲，但是有很多人花大量的时间在

脸书上玩游戏。脸书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

对我来讲，脸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 

 

我的脸书 

张宝宝 

我觉得我的脸书很重要。用脸书，我可

以跟朋友一起谈论、讲话。这是一个方便的

方法联络朋友。脸书也可以帮助你结识新朋

友和广交朋友。而且，脸书可以让你了解朋

友的更多信息。这是因为脸书名单个人信息。

你可以发布你的利益和喜欢的活动。你可以

把照片放在脸书上。你可以发表你的生活的

更新。这让别人知道你是如何在任何特定时

间做。如果你不要每个人都能看到你的交谈

在线，你还可以发送私人讯息，发短信和即

时消息。脸书也是很安全的。在这里你还可

以调整隐私设置，所以只有你的朋友可以看

到你的网上个人资料。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消

息。脸书会帮助人留住与朋友的联系。 

 

互联网的好处与坏处 

单卓恒 

互联网有好处，也有一些坏处。它有

好多学习网站。如果我需要准备考试，互联

网就能给我找复习网站。如果我想 休息一小

会儿，互联网上也有游戏。它也能帮我跟着

其他的同学交流。能在“Gmail”或者

“Yahoo”跟着别的朋友聊天儿或发电子邮

件，非常流行。互联网也有很多新闻网站，

让人们了解世界上的情况。互联网也有许多

音乐或者录像网站，比如“Tudou”或者

“Youtube”，这样子，大家都能分享有趣的

录像。新闻上也说，一个人用了互联网发现

了她的生母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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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也有坏处。如果上互联网，被

游戏吸引了，眼睛就会坏了。学校的校长也

说：“好多小孩儿都用脸书和 gmail 太多了，

很难专心学习。”所以有些孩子玩儿游戏上

瘾，连作业都完成不了。有时互联网提供的

信息有错误的，如此，害了你。互联网上也

有骗人的网站，发现了你的信息，使用干坏

事情。新闻上说，以前在 Craigslist 上有许多

人发现信息，杀了别人。 

总之，如果用互联网，注意不要用太

长时间，同时也得记住，互联网也有错误和

假的信息。虽然互联网有好多用处，也有坏

处。 

 

互联网的好处与坏处 

马泓 

越来越多的人用互联网。很多小孩从五

岁就开始用。不过，互联网有好处，也有坏

处。 

互联网很有名，因为它又方便，又好玩。

许多学生都会在网上找到知识，给写作文和

做作业。他们的老师不但能在互联网上看学

生交的作业，而且能把每天学的东西放在网

上，让生病的孩子知道，他们没有做的事。

有的工程师用电脑帮他们发明机器，比在纸

上画得更仔细和清楚。小孩喜欢在互联网上

玩游戏和看电视。在网上也能互相发邮件和

在脸书上说话。 

但是互联网太多还是有坏处。总看电脑

太会使你的眼睛越来越差。玩电脑游戏有可

能很好玩，但是真的不会学到任何有用处的

东西。用互联网又对健康不利，因为看电脑

的时候根本不动，一点也不能锻炼身体。互

联网还用很多电，对环境也不好。 

虽然互联网对身体和环境不好，它还是

很方便和好玩。互联网对许多人很重要，但

是也要注意它有很多坏处。 

 

CSL-6 班学生习作 

老师: Perry Hu 

 

David Schottler 

我的名字是大卫。我不喜欢唱歌，也不

喜欢跳舞，我喜欢画画，这喜欢听音乐。我

常常一边听音乐一边画画。除了画画和听音

乐以外，我还喜欢上网和看书。我喜欢看故

事书和漫画。 

 

我的房间  

我的房间里到处是书，还有电脑。我的

电脑不但老，而且慢。 

房间里有很多衣服，有的是衬衫，有的

是袜子，还有裤子。 

 

约翰的生日 

今天是约翰的生日。他十三岁了。我们

为他开了一个生日会。爸爸送给他一个电脑。

妈妈送给他一件夹克。我送给他一个书包。

我们送给约翰一个生日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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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快乐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在家里开

了一个圣诞会。我爱圣诞因为拿到了礼物。 

表妹送给我一个海盗旗。妈妈送给我一

个 DVD。 爸爸送给我一本书。奶奶送给我

二十块钱。姨妈和叔叔送给我二十块钱。我

非常感谢。 

在节日后的时间做功课。我有很多的功

课。我不开心。 

 

中国的节日 

农历正月初一是春节，也叫农历新年。

过春节的时候，中国人也吃饺子和桔子。他

们认为桔子会带来好运气。中国人也认为红

色带来好运气，所以过春节的时候，大人给

孩子们红包。红包里面有压岁钱。 

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也叫灯节。

过元宵节的时候，中国人吃汤圆，赏花灯，

和猜灯谜。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过端午节的

时候，中国人吃粽子。中国人也参加龙舟竞

赛。 

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我最喜欢过

中秋节。过中秋节的时候，中国人吃月饼，

看舞蹈，跳舞，赏花灯，和看月亮。可是，

中国人最喜欢看望他们的家人和朋友。 

 

圣诞 

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和我的家人打开

礼物。我收到很多礼物：有一个杂志，两本

书，Just Dance 3，一套书用品，和一个白色

的兔子。我非常高兴！ 

 

我的生日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九日，是我的生日。

今天也是杰丁的生日，因为我们是双胞胎。

妈妈爸爸为我们开了一个生日会。他们请了

我们的好朋友。妈妈送给我一个手链。爸爸

送给我一条裙子。哥哥送给我一件夹克。我

的好朋友送给我一束花。妈妈，爸爸，哥哥，

和杰丁的朋友送给杰丁很多礼物。有一个篮

球，一本书，一件上衣，和一块手表。 妈妈

买了一个冰淇淋蛋糕。每人吃了一块蛋糕。 

妈妈，爸爸，哥哥，和我们的好朋友祝杰丁

和我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今天我们很高兴。 

 

请问妈妈在哪里？ 

请问妈妈在哪里？在超市里买水果。 

请问爸爸在哪里？在银行里做工作。 

请问杰丁在哪里？在学校里打篮球。 

请问忆申在哪里？在公园里打网球。 

 

暑假 

我叫魏杰玫，今年十二岁。我喜欢暑

假。今年暑假我打算去网球营。我也要去海

边。在那里，我要游泳、晒太阳，还要打球。

去年暑假，我参加了夏令营。我上午上课，

下午参加了各种活动。周末我去旅游参观。

我玩得很高兴。 

 我的好朋友和她的爸爸妈妈去年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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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法国度假了。他们在那里看铁塔、吃

crepes、拍照片。我的好朋友很喜欢旅游。他

打算今年还去中国过暑假。 

 

假期 

假期你想去哪里？想去电影院看电影。 

看完电影去哪里？想去参加夏令营。 

夏令营完了去哪里？想去亚洲看熊猫。 

看完熊猫去哪里？想去商店买手表。 

买完手表去哪里？想去银行数我钱。 

数完你钱去哪里？想去饭馆吃汤圆。 

吃完汤圆去哪里？想去德国拍照片。 

拍完照片去哪里？想去骑车去海边。 

去完海边去哪里？想去公园打网球。 

打完网球去哪里？想去中国看故宫。 

看完故宫去哪里？想去书店读漫画。 

读完漫画去哪里？读完漫画就回家。 

 

John Schottler 

 

我的社区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的作业，“我的

社区” 。 

约翰的字写得很好，还画了图，非常好！ 

我家在 Acton ，我在这里住十三年了。

 我的社区没有电影院，也没有医院。

社区里有五个餐馆，二十个快餐店，两个银

行，两个邮局，六个咖啡店，和三个书店。 

这是我住的社区。这些都是我的家人和

朋友。这里是银行，我的妈妈和爸爸在银行

寄信。银行的旁边是邮局。 

我和我的好朋友常常去咖啡店。我和好

朋友有时候去快餐吃汉堡。 

我喜欢我的社区！！！！ 

 

Lianna Patterson Ware                               

 

姐姐的生日 

上星期是姐姐的生日。我的妈妈为她开

了一个生日会。妈妈和我请了很多她的好朋

友。爸爸送给姐姐一本新书。妈妈送给她巧

克力。哥哥和我送给她一个生日卡。 卡上说：

祝她生日快乐！我们一家送给她一个新电脑。

她的好朋友送给她一个生日蛋糕。那是一个

香草蛋糕。 蜡烛在蛋糕上面。她很高兴！ 

 

我的社区 

我住的社区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社

区里有三个大超市，五个银行，四个商店，

两个邮局，八个咖啡店，一个医生办公室，

很多快餐店，还有一个玩具店。星期一到星

期五我去学校上课。星期六中午，我常常去

运动场打球。下午我喜欢看功夫片。爸爸妈

妈这时候会去公园。我喜欢我的社区。你的

社区怎么样？你喜欢你的社区吗？ 

 

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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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妈妈在那里？  商店里面买衣服。 

请问叔叔在那里？  办公室里看新书。 

请问弟弟在那里？  网球场里打网球。 

请问妹妹在那里？  房间里面听音乐。 

请问堂姐在那里？  剧院里面看演出。 

 

我的爱好 

我叫安娜。我的爱好很多。我喜欢跳舞，

参加了学校的跳舞队。我也喜欢弹钢琴。除

了弹钢琴和跳舞以外，我还喜欢运动：篮球、

网球、棒球、足球、游泳、长曲棍球、和冰

球。我一边听音乐一边跑步。 

 

我的寒假 

我叫安娜，今年十四岁。我喜欢寒假。

今年寒假我们一家人去纽约旅游了。我们在

那里玩了一个星期，参观了帝国大厦、洛克

菲勒中心、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还吃了

意大利菜和很多好吃的意大利菜，我们很喜

欢吃意大利菜。 

 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去了剧院看一个

表演。 

 

造句： 

我不但饿了，而且渴了。 

我的房间里到处是很多书。 

校车里有很多学生，有的学生在看书，

有的学生打电话，还有学生在睡觉。 

Acton Teamworks 一共有六个运动场：

足球场，曲棍球场，两个 lacrosse 场，篮球场，

还有棒球场。 

 

我的哥哥跑得最快。 

我的爷爷走得很慢。 

飞机飞得很高。 

我参加了篮球比赛。 

我的姐姐参加了跳舞比赛。 

因为她喜欢网球，所以天天和朋友打网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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