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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结束了，您是怎样感谢母亲的？ 

 

 

 
编程 

【母亲节】孩子对母亲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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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班朱飞儿 Sophia White 

 

Sophia 与她的母亲 

Sophia 的母亲节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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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Sophia 的母亲写的： 

“母亲节的感恩-培同孩子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大家共同修炼-爱是恒久

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

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

盼望．凡事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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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 8 年级 瓷姑 Katrina Wong 给母亲的礼物 

 

我校应邀组织参加华盛顿地区阵亡将士纪念游行 

【纪念日】我校应邀组织参加华盛顿地区阵亡将士纪念游行 

 

5月 29日，我们邀请中初中和高中的青年志愿者参加 Spirit of '45 "March of 

Heroes"。 

这个游行是全国最大规模的国庆纪念日游行中。游行纪念着在二战期间献上了生命的美国

人。他们在国家二战纪念馆由“Wall of Gold Stars”代表。 

今年提供的的照片中有飞虎队，Doolittle Raiders 和其他在二战期间为维护中国人免受

外来压迫而因此失去生命的人。 

照片中还包括为中国服务的中国美国人，如 Lt.B.R.金勞少尉和李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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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在 Newseum（550 宾夕法尼亚大道）前面的中午 12点聚会，在那里他们将收到他们

的照片，并被通报为一天的活动。之后他们将排队游行。 

游行路线在 Constitution Avenue，从第七街到十七街。队伍会继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纪

念馆。他们会在大花圈里放置红色，白色和蓝色的花朵，同时“Taps”在大约下午 4:30

进行。 

学校，Girl and Boy Scouts 和其他团体可以参加这一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 

有兴趣的青年和他们的父母可以在“45阵亡将士纪念日”网页上注册。 

网站：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Be6MARj0XWEGunLmFIklmlxvWaD6zCHlnSg

iNZeNNBsIFAA/viewform#inbox/_blank 

这个计划是为了提高公众对二战期间中美特殊关系的认识，特别是两国青年和教育工作者

之间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感谢义工 Xiwei Peng 的翻译】 

 

【课程照片】 

 

 
武术         芭蕾 

 

 
武术         英语之角 

 

【每周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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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黄灵儿, 英文名字 Amelia Bielski. 我今年六岁，是 Mother of God 小学一年级学生。

我和姐姐黄心儿一起在美中启明星学校学中文。 

 

我非常喜欢我的中文学校和学习中文！因为我喜欢去中国。中国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和好吃的东

西。我学了中文就能看懂很多中国字。我的理想是做 Hotel Owner。我要在美国和中国盖 400 个

酒店, 让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和我的朋友们都住进去。 

 

我还喜欢拉小提琴和画画。提琴老师总告诉我“Love the beauty of every note!" 所以拉琴和画画让

我学会看到很多美丽的东西，也让我快乐！我也很喜欢中文学校的画画老师。他叫我们画一些日

常用品，教我们在很平常的东西里发现美丽！ 

 

妈妈和爸爸有时候问我我最爱谁？我总是说最爱上帝！宗教是我在学校最喜欢的课。我每天回家

都要跪在家门前的天使雕塑前祈祷，我还每周和姐姐一起去教堂唱诗班唱歌。 

 

这一年我在中文学校很开心。盼望下个学期继续回来学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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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看采访请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5IcXE-Rp8s【小记者 Xiwei Peng】 

 

 

Summary of Interview: 
This week’s Weekly Star interview is with Amelia Bielski. She is 6 years old, and goes to Mother 
of God School. Her favorite subject there is Religion. She is a first grader at Venus Chinese 
School. She has an 8 year old sister named Claire, who also goes to this school. Her favorite 
food is pizza. She dreams of being a hotel owner, so she can make sure that her entire family 
and all of her friends have a place to stay. How thoughtful! 
【Selena 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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