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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联欢会里，有人唱歌
跳舞，有人弹吉他，吹
笛，演剧，也有人讲笑
话……有各种各样的表
演。小朋友们兴奋的登
台，热情的表演，加上中
间的抽奖活动，各个玩的
不亦乐乎。 

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
会不单单是一个给中国人
的节目，它也是一种文
化，它能让我们的孩子们
学习到，或见识到我们
中国伟大古老的文化。 这
两年，高剑华校长一直主
张老师要将学习中文的方
式做的贴近生活，要孩子
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加喜
欢来中文学校。所以，今
年的春节联欢会，老师的
很多节目都是从教材中选
取，再和学生们一起编成
小话剧，鼓励学生大胆的
用中文表达自己。

中文学校学生作文选

新年
施雨辰

指导老师：李晓宁

二月八日是中国新年。今年是猴年，因为我属猴，
爸爸和妈妈说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所以我打了一个红
绳子绑在我的腿上。爸爸妈妈说我要戴一年。 

因为中国新年是在星期一，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庆
祝。但是我们在二月七日除夕庆祝了。除夕的早饭我
吃了汤团。汤团象征团团圆圆。下午我们去电影院看
了<<功夫熊猫三>>。这部电影是中国公司帮美国公司
拍摄的。<<功夫熊猫三>>非常好看。晚饭吃了饺子以
后，爸爸和妈妈看中国新年节目，我看了超级碗。中
国新年很热闹。

给Taylor的信
四(2)班
胡熙然

指导老师：寿玲

亲爱的 Taylor，
你好！
我想说谢谢，因为你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你对我

很友好。我不高兴的时候你安慰我，谢谢！
我很高兴我们有共同的爱好，我们都喜欢写作，

一起写了一个小故事。名字叫《小鸡是如何学会数学
的》。这个故事是讲一个小鸡花了比别人多十倍的时
间学会了数学的。一开始这个小鸡不喜欢学习，当他
的朋友都上大学了，他还在学前班，小鸡明白自己错
了，就努力学习，终于学会了数学。这个故事告诉我
们努力学习永远也不晚。我们还准备写一个别的故
事，关于各个国家的食物，相信这也会是个有趣的故
事。除了写作，我们都喜欢读哈利波特小说和画画。
虽然明年我们就不在一个班了，但我希望我们一直都
是好朋友！

祝学习进步！
你的好朋友 胡熙然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七日

给奶奶的信
四(2)班
郑鑫土

指导老师：寿玲

亲爱的奶奶：
您好！您最近身体好吗? 
我们全家都非常想念您和爷爷，你们什么时候再来

我们家? 
我喜欢吃您做的菜，特别是生煎包，您记得吗? 

我上次一会儿吃了六个，好吃极了，下次我会吃得更
多。我希望你们早点来我家。

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

孙儿郑鑫土

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IUPUI教授的奥斯卡缘份
IUPUI Professor’s Music in Oscar Nominated Movie 

【本报消息】IUPUI工程与技术学院，
音乐与艺术技术系的音乐教授斯科特·迪尔
（Scott Deal）和他的妻子特别关注2月28日
在好莱坞举行的第88届奥斯卡颁奖典礼，
并且竭力为得到12项提名的电影《荒野猎
人》(The Revenant)鼓劲加油。这是因为《
荒野猎人》的音乐中有一段是迪尔教授在
2004年录制的鼓乐片段“Oilyaun”。

2 0 0 4年 迪 尔 在 阿 拉 斯 加 大 学 任
教，“Oilyaun”是受费尔班克斯交响乐团
（Fairbanks Symphony Orchestra）委
托，由阿拉斯加作曲家约翰·卢瑟·亚当斯
（John Luther Adams）谱写的。他们录制
的“Oilyaun”曾在2007年出版发行。

去年，《荒野猎人》的导演艾力谢路·
伊纳里图为电影搜寻音乐时曾问过亚当斯
是否可以从他的音乐中选出一些合适的，
最终选择了这首鼓乐和一些亚当斯的其他
作品。

当迪尔和他的妻子克拉拉在电影院看
《荒野猎人》时听到这首曲子时非常惊
讶。“我听出了电影中的一些曲子，但当
时我并没有多想。”迪尔说道，“我的妻
子总是喜欢看演职员表，当电影结束的时
候，她照旧习惯性的看演职员表，并且抓
住了我的胳膊说：‘看，是Oilyaun！’
。”

这段鼓乐出现在电影的第一次打斗场景
中，持续了大概5分钟。

 （消息来源 IUPUI网站，丁文妍编译）

Left to right Scott Deal, John Luther Adams, 
Stuart Gerber. Scott and Stuart recorded Qilyaun, 
composed by Ad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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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来自佛罗里达州奥卡拉的肖恩·坎宁安(Shaun Cunningham)，带着8
岁的儿子兰登(Landon)在奥兰多观看亚特兰大勇士对阵匹兹堡海盗的春季热
身赛。一个棒球棒迎面飞来，反应敏捷的坎宁安伸手为儿子挡住。

《匹茨堡论坛报》(The Pittsburgh Tribune-Review)的摄影师克里斯托
弗·霍纳(Christopher Horner)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摘自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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