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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是生意盎然的颜色，是代表春天活力的颜色，更是代表健康、
活力的颜色。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词被大家提及的频率越来越
高，就像绿色食品、绿色活动、绿色软件、绿色设计，已融入日常生活的
大街小巷，丰富着我们的美好生活。中国古代在清明时节就有插柳植树的
传统，但清明的习俗不止是植树一个，清明也并不是法定的植树节。近代
法定的植树节起源于美国。1872年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决定自1885年起，每
年4月22日为州植树节，以后美国各州以至世界各国根据其地理位置和气候
条件确定各自的植树节。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环保和植树。

我们为什么要植树，为什么要环保，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我们要如何保护环境。第一，我们在地上或其他地方看到垃圾可以捡起来，
但是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第二，我们可以帮助环卫工人，比如看到有纸掉在
地上我们可以帮Ta捡起来。第三，垃圾分类，为什么要垃圾分类？你们知道
吗？全国每年有10亿多吨垃圾，其中生活垃圾约4亿吨，建设垃圾5亿吨左右，
此外，还有餐厨垃圾1000万吨左右，中国的垃圾总量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
你们应该不知道10亿吨有多少，换句话就是一只大象（亚州象）有2~7.5吨
≈5吨，10亿吨等于200000000多头大象，是不是很多，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

垃圾分类的重要不只有这么一点。

垃圾分类还可以帮助我们的环卫工人减少工作量，比如，如果我们把所
有的垃圾都放在一起，那环卫工人要一个一个的把所有垃圾挑出来再分类再
用不同的方法处理。再想一想如果环卫工人不分类，全部焚烧，那有害垃圾
呢，有毒物质出来了，怎么办？可回收垃圾怎么办？那些可以回收再用的垃
圾怎么办？或是那些可以做肥料的厨余垃圾怎么办？所以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大家都知道了吗？

为什么要植树？植树节大家知道是几月几号吗？

没错，就是3月12日，植树节顾名思义就是在3月12日这一天做一些和植
树有关的事件，不一定只有植树，可以做一些保护的事件。我们为什么要植
树？树，是一个又美观、又有作用的植物。枝繁叶茂、郁郁葱葱……都是形
容树的成语。树，它可以在夏天时帮我们遮挡阳光，乘凉，它也可以产生光
合作用。什么是光合作用？光合作用是将自然环境中的水、二氧化碳和无机
物，生成有机物葡萄糖和氧气，将光能储存为生物能的过程，简
单地说就是：你呼出去的空气吸到了植物体内，植物呼出去的，
你就吸到了自己的体内，这个循环的过程，这就是光合作用。

植树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绿化。现在因为环境污染让我们
的空气，土地都有污染，而且现在沙漠化太严重，所以需要
绿化。第二，因为“白色污染”就是塑料，现在使用塑料的
地方越来越多，所以需要绿化。还有一个小补充城市的污染
比乡村的污染要厉害的多,所以更要保护环境。

504 唐语桐

603 李晨瑞
地球是我们人类的家园，也是人类的母亲。我们依赖它，探索它。这

个浅蓝色的星球多么美丽，但我们要知道：地球只有一个!社会想要不断向
前发展，就需要消耗更多的地球资源。社会的发展虽然给我们带来了许多
方便，可是，继续发展的前提是自然资源的消耗殆尽。人们为了一己私欲
而去无节制的滥砍滥伐，导致森林资源大面积的迅速减少，造成了严重的
环境问题。科技不断的向前发展，人们家里几乎都有了小轿车，轿车的出
现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但问题也随之出现，汽车排放的尾气
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事，要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而且要坚持在时时刻刻随时随地。只有每个人都行动起来，环境才会更好。
否则，你对环境的破坏越重，它就会加倍的报复你。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
沙尘暴，洪水，泥石流那样。环境的好坏是我们能否在地球上继续生存的
关键。我为周围环境的恶化而感到心痛，人行道上的绿化树木，花草本来
可以给人们遮荫挡雨，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可就有些人不爱护它们，经常
要置它们于死地自己心里才舒服。所以我想：作为未来接班人—青少年，
如果不了解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无视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去增强
环境保护意识，我们能赖以生存的地球将会越来越糟糕。

“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春天是万物复苏，万物生长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
怎么能错过一场美妙的春天赏游呢？

“植树节”是一些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以宣

传森林效益，并动员群众参加造林为活动内容的节日。按时间长短可分为
植树日、植树周或植树月，总称植树节。通过这种活动，激发人们爱林、
造林的感情，提高人们对森林功用的认识，促进国土绿化，达到爱林护林
和扩大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植树节是为了动员全民植树而规
定的节日。1979年2月23日，我国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
定，仍以 为中国的植树节，以鼓励全国各族人民植树造林，绿化祖国，
改善环境，造福子孙后代。

我们离不开赖以生存的地球，共同的命运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大自然
多么盼望它能回到家园，地球母亲把重任托付在人类的身上，因为只有我
们才能挽回地球和人类的幸福。让绿色不再叹想，大自然不再哭泣，让地
球母亲的伤痕消失，让明天的地球更加美丽、坚强、可爱！

502 马世烜

在4月11日上午，我们来到了学校旁边的杜陵遗址公园，那里的风
景可真美啊！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茸茸的草毯上，到处都是小孩在嬉戏，
正应了那句诗，“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一个个纸鸢像
一只只小鸟一样，把孩子的愿望告诉所有人。春天放风筝，可是一件美
事，仰望天空，看到一只纸鸢在空中随风飘扬，又看到自己的风筝飞得
那么高，真是有一点小激动呢？我和朋友买了两只风筝，把它们放飞到
天空中，看到我们的风筝飞得比别人的还高，我们的心里很是雀跃。

映着夕阳和美景，风筝在天空飞了一回又一回，我转头往低处撇了
一眼，一丛丛小草长出了新芽，脚踩上去很有弹性。“野火烧不尽，春
风吹又生”，我的内心被小草的顽强精神震撼到了，即使遇到失败了，
我们也要顽强地再次爬起来，展露出最有韧性的优美姿态。即使现在我
们的身躯特别弱小，也要尽到自己的那份小小的责任，努力学习本领，
在未来才可以为祖国奉献一份力量。我要学习小草的韧性，每天都有一
点点收获，每天都有一点点进步！就在这时，我的思绪被飘来的一阵香
味拽了回来。就在不远处有人已经开始了烧烤。我们也帮忙大人铺好了
桌子、垫子，搭好了帐篷，将新鲜的食材拿上来，看到一盘盘新鲜的食
材，我都想开动了，我们把简易的烤肉盘拿出，将新鲜的食材放在烤盘
上，那香气，实在让我忍不住赶紧尝上一口呢。我们边聊边吃，每个人
都特别开心，这就是天地之间，春天带给每个人的快乐。

看到在这里的每一个大人小孩都特别的开心，春天为万物带来生机，

让我们茁壮成长，越来越优秀，我心中也燃起了斗志，努力学习，要像
春天的每一个事物一样，有天天向上的力量。

吃了不同于家常菜的野餐，我们坐在垫子上欣赏夕阳西下的美景，
夕阳即将落下，夜幕降临，那风声，那鸟鸣，听起来也愈发叫人心旷神
怡。家长们拿出了新鲜的茶叶，泡了一壶很好喝的茶，我们也学着一块
儿品茗，那滋味、汤色、淡淡香甜的味道，都让我们感到无比满足，希
望来年春天我们还可以来到这里，和三五知己、好友家人一起来踏春、
放纸鸢，寻找每一年的不同欣喜之处。

古人说：“会心处，不必在远，道，就在当下。”



Kang Chiao Xi’an Primary 

English Education  ELC PD
Our mission at Kang Chiao Xi’an:
Kang Chiao Xi’an endeavors to promote English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by providing our students with a positive English
environment which can help prepare them for future life and study.

At Kang Chiao we know that practicing writing skills are just as important
as reading and speaking in education. For this reason, we incorporate
writing assignments into our curriculum. We feel that through writing,
the students learn to express themselves creatively and can practice key
vocabulary and grammar to form their thoughts into interesting writings.
In addition to improving penmanship; through writing practice,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is encouraged
and fostered. Working through journals and personal story writing,
students can discover their identities and work through real-life
problems.
The primary aim of writing is for students to grasp the ideas and
concepts presented in the course in a more personal, creative way. As
teachers we also have a chance to reflect on individual growth by seeing
how the students develop in their writing ability over time. Through the
writing assignment we can also establish where the students need more
help and support. Lastly, we hope to cultivate a love for writing that
students can nurture throughout their lives. At Kang Chiao we believe
that writing is the vehicle that brings other important skills together.

Writing Assignments at Kang Chiao

Upcoming events
Our teachers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re hard at work promoting
Festivals and an English Environment for our students to enjoy.
Our first event for the semester was Saint Patrick's Day. Saint Patrick’s
Day was celebrated on the 17th of March. Although the holiday
originally started as a Christian feast day celebrating the life of St.
Patrick and the spreading of Christianity to Ireland, today, it is a day of
revelry and a celebration of all things Irish. Don’t forget to wear green!
This year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Festivals and English Environment
Committee,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s hosting an optional world book
day writing competition. The writing competition will be allowing the
children to showcase their writ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to their peers
while competing for some great first prizes. Any student from Grade 1
to Grade 6 can participate in this competition. World Book Day, also
known as 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 or 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Book, is an annual event organiz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to promote reading,
publishing, and copyright. The first World Book Day was celebrated on
23 April in 1995, and continues to be recognized on that day.
We feel that through writing, the students can learn to express
themselves creatively and can improve upon practice key vocabulary
and grammar learned in class.
We hope everyone who decid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book day
activities has a great time!
Furthermore, we will be celebrating the following events this semester;

Interclass competition
To enrich students’ school life and to help students to show their
confidence in English, the English learning center planned to host the
interclass competition, designing and preparing posters to publicize the
competition.
At the preparation stage, Head teachers prepared the competition
invitation and encouraged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petition.
The second semesters interclass competition was better combined with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like:
•Grade 1- Spelling Bee
•Grade 2- Sing Along
•Grade 3- Invention Exhibit
•Grade 4- Talent Show
•Grade 5- Share a Book
•Grade 6- Young Voice
Our Interclass competition will take place in May this yea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will send out a reminder before the
May holiday to make sure everyone is ready and prepared.

Afterschool club’s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Performing Art Centre (PAC)
has created an after school
Debate Club, Baking class as
well as a Reading Club for
students to enjoy. The clubs
were created for students that
would like to improve their
reading, bak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The
classes will be hosted by both
Foreign and Chinese teachers.

Midterm reviews
Last semester we had to end our first
semester on a very unfortunate note
due to Covid19. We had to postpone
our Midterm exams to the start of the
second semester. However, despite
the break our student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ir exams with diligence
and enthusiasm.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pecial conditions
we all were in, our students did really
well. We believe that this semester
the teaching and examinations will
continue smoothly and student’s
learning and examinations will not be
disrupted as much.

Jan:1A1  2A1  3A5 
4M1 5A2  6A1

Feb:1A1  2A2 3A5  
4A1  5A1  6A1

Congratulations to the
following classes

We will continue to award great reading
progress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Winning
classes get to keep their trophy in their
English classrooms.

MyOn
MyOn is an online library containing 1000’s of great age appropriate
books for our students. Our English teachers will regularly assign reading
assignments via the MyOn system but we also hope our students invest
some of their own time and read via the app. Reading paper books is also
a great way, but we’re aware that many of our students and parents don’t
have access to English books at home.
Students should aim to read 20 minutes / day of books at a suitable level!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read more frequently and in turn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ir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 the English Department has 
started the KCIS MyOn King & Queen initiative. 
We had our first two award ceremonies for our top reading classes during 
this semester so far. 

★April Fool's Day
★Easter
★Earth Day
★Children's Day
★Dragon Boat Festival



“世界读书日”全称“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又称“世界图
书日”，最初的创意来自于国际出版商协会。1995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宣布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同时这一天也是西班
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和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

世界读书日的主旨宣言为：“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
无论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是患病还
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作出
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
每年，在“世界读书日”的这一天，世界100多个国家都会举办
各种各样的庆祝和图书宣传活动。

★《洋葱头历险记》

★《小猪唏哩呼噜》

★《窗边的小豆豆》

★《鼹鼠的月亮河》

★《汤姆·索亚历险记》

★《苦儿流浪记》

★《昆虫记》

★《快乐王子集》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

★《科学改变人类生活的100个瞬间》

★《青鸟》

★《智慧背囊》

★《爱的教育》

★《城南旧事》

★《海底两万里》

★《女生贾梅》

★《男生贾里》

★

最后，我给大家分享几句关于书的名言:
1.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2.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
3.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4.书籍并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与作

者同样地活跃。不但如此，它还像一个宝瓶，把作者生机勃勃的智慧
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

现在，听了许多名言和书的好处后，你不应该去读书吗？

知识，就是书 501朱颢轩

今天，我要讲一个名人的名言，来结合所有的书。这个名人叫做

高尔基，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他有一句名言，是“书是人类进
步的阶梯”，相信这句名言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是鼓励我们好好学
习的。

我在读书时，总是点一灯昏黄，沏一杯清香，披一身朦胧的书意，
品一份宁静的书香，我沉醉在那幽香的书页中，遨游于古今的长廊里。
读语文书时，能深刻理解作者的情感，语文书是我们进步的源泉，有
一篇课文让我印象深刻，这篇课文叫《桂花雨》，它的作者是琦君，
这篇课文体现出了作者怀念故乡和思念故乡的情感。读漫画书时，很
少能够得到知识，但是，如果我们经常看漫画书，画起画会很漂亮，
还会促进我们的想象力。读战争历史书时，能够得知中华儿女的爱国
之情，有的人可能会想去当兵，报答祖国；还能够了解历史故事、历
史文化。

我们在课外资料书中也可以得到各种知识，有历史故事的，有百
科全书的，还有民间故事。要知道，所有知识都是我们学来的，而书
就是我们学习的宝典。

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多看各式各样的书，读书可以
使人类的生活更充实、更丰富；可以使思想升华，境界提升；可以改
变人类的举止，读书还可以开阔视野。在读书的过程中，可以阅读跟
你不同的人，比如来自不同文化或视野的人，重新审视原有的偏见；
读书可以陶治情操，当我们生活失意或者需要帮助的时候，读书可以
使我们感受到快乐；读书还可以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在读书中，我
们能够欣赏到许多优美的词句，写作时就可以学习和借鉴，取长补短。读书名人名言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不去读书就没有真正的教养，同时也不可能有什么鉴别力。——赫尔岑

评价一座城市，要看它拥有多少书店。——鲁宾斯坦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朱熹

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冰心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

好书是伟大心灵的宝贵血脉。——弥尔顿



创 办 人：李万吉

发 行 人：吴榕峯、张素莲

发行单位：西安曲江康桥学校小学部

编 委：RYAN CLARK、蔡辉昱

责 编：刘润慈

美 编：辅导组

校 址：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雁翔路2288号

电 话：029-6827-5000

校长寄语
小学部副校长——张素莲

母亲是伟大的，是神圣的，像是一棵大树，为我们撑起一片天地，雨天为我遮风挡雨，晴天让

我纳凉消暑，累时给我依靠，无助时给我强有力的支持，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我们要对母亲时
时刻刻保持一颗尊敬之心，敬爱之心。

我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负面情绪和不开心的时候，我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母亲。当我讲述
这些状况时，她总能用我能理解和接受的语言，让我感受到母亲深深的爱，母亲是最理解我，最懂
我情绪的人，让我内心感到很温暖，很安稳，很踏实，很感动。

我因为有这么温暖的母亲而感到骄傲，她是最爱我的人，最让我感动的人，她给了我生命，给
了我健康体魄，给了我聪明的大脑，给了我温暖又幸福的家。因为母亲，我才有了一切。感谢她陪
我度过人生中独一无二的生命经历，我无比珍视。

最后，祝福全天下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感谢有您感恩母亲

502 陆梓濠

母亲节（Mother‘s Day）是一个为感谢母亲而庆祝的节日，世界各地的母亲节的日期有所不

同。中国的母亲花是萱草花，又叫忘忧草。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首先要感谢自己的母亲，因
为是她给了我们生命！日落日升，母爱陪伴我一生；风风雨雨，母爱渗进我心底；岁岁年年，母爱
常流我心田。母亲节即将来临，我要送上一份真挚的祝福，祝母亲安康长寿，欢欣无比！

502 马思妍

感恩母亲赐予了我顽强的生命，感恩母亲细心地照顾我；感恩母亲赐予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

感恩母亲陪我成长，感恩母亲给我自信。妈妈就像月亮，而我就像星星，月亮拥抱着星星，让星
星不仅感受到了温暖，还感受到了月亮对星星的爱，这种爱称为母爱。

在世界上，是妈妈给了我生命，母亲是谁也替代不了的人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母亲总是那
么亲切。我在一年级时很粗心，所以妈妈教育我，有时会说不该这样，有时会说“哎呀，怎么能这
样呢！来来来，我教你......”。在我的记忆中，妈妈不仅在一次次帮我，还在默默地爱着我，有
一次，我生气，和妈妈大吵了一架，可当我们吵完后，我发现妈妈头上有几根白头发。当我看到后，
突然眼泪涌到了眼睛里，妈妈我爱你。 305 王悦晗

503 付梓卓

中国是礼仪之邦。从古至今不管是家庭或是学校，都会希望小朋友要有礼貌，因为有礼貌是个
人品质的表现，更是影响着你在团体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有次，副校长分别询问了不同年级许多的小朋友，问他们喜欢和怎样的小朋友在一起玩?有同
学回答说喜欢和爱学习的同学玩；有同学说喜欢和借东西时，会先询问别人的同学一起玩；有同学
说喜欢和自己兴趣一致的同学玩；更多的同学说喜欢和不说脏话、不随便打闹别人的同学一起玩。
小朋友们的答案虽然五花八门，但分析答案就会发现，在学校里守秩序、有礼貌的孩子，其实是最
受同学欢迎的。

康桥学校以德为本，五育全面发展的目标，就是希望小朋友日后成为社会菁英，为祖国做贡献。
品德的体现，在内是正确的三观，在外的具体行为表现之一就是有礼貌。早上看见师长同学会问好，
放学会说再见；上课时遵守课堂秩序，尊重老师的教学，尊重自己和同学的学习，会按时把自己的
作业做好；下课和同学一起玩，能遵守游戏规则，不说脏话，不做让人不舒服的行为；回到家里也
能和颜悦色地听长辈的指导。这都是小朋友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做到的。

尤其需要把“请、谢谢、对不起”等最基本的礼貌用语挂在嘴边，需要他人帮忙一定要说请；
对帮助你的人发自内心地说声谢谢；当有冒犯到别人时，真诚地说对不起。礼貌需要从生活细微处
着手，才最能让和你相处的人感到舒服，友善和谐的气氛就能充满整个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