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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的重要日期提示” 

四月份 

二十一号：本校有校内运动会. 

二十五号：澳纽军人的追悼日- 公众假日。 

 

五月份： 

三号：本校的教师有课程讨论日- 学生休假一天. 

十二号：有些学生得去参加本区小学的田径赛跑运动会。 

十六号--- 十九号：三年级与四年级的学生有宿营活动。 

十七号：预备班的学生有去切斯特菲尔德 "Chesterfield" 农场的课外活动。 

二十三号：下午七点直至八点半---本校有开放夜的活动。 

二十七号：上午十点直至十二点--- 本校有开放日。 

 

 

校长的专栏： 

朱利亚·马丁老师 

朱莉娅的家人和白马小学的工作人员，与我很衷心的感谢大家对于朱莉娅的逝世所表示

的关爱，同情和支持。她的逝世对我们和大家来说是一个很悲伤的时刻。朱莉娅的家人

对在朱莉娅病重的最后那几天，以及她逝世后所收到大家送给他们的关爱之回应尤其感

动。他们要求学校向大家转达他们的由衷和很真诚的谢意。而本校的职员们，同样的很

感激本校社区人员的支持，谢谢大家。 

为了纪念朱莉娅，本校的艺术课室将以她的名字命名。无论现在和将来，这间课室将永

远是朱莉娅的艺术课室。当她的名字雕板完成时，咱们将会选个吉日和时间来举行一个

悼念仪式，到时咱们会邀请各界人士都来参加。所有的有关细节容我们日后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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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校服供应商 - 萨里-SURREY服装店 

正如上周通过手机“Compass”公布予大家的信息那样，由于学校有一些家长提出了投 

诉，所以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行动并将我们的制服供应权转交给萨里服装公司。现在，

所有的学校制服都可以在网上或在该商店里购买。在网上订购的订单将会在指定的星期

四送来学校，然后由家属们来学校取拿。 

 

校内田径赛跑运动会 - 本周五！ 

请不要忘记，在这个周五的上午九时二十分，星期五上午，本校将会举办有校内田径赛

跑运动会。我们鼓励孩子们能够在当天穿着自己的队伍的颜色衣服来参赛。如果您的孩

子无法找到他们的队伍颜色之衣服的话，那么，您们可以在我们的新制服供应商处选 

购。 

 

遮阳帆布 

我相信你们已经注意到了，最近在游乐场里有几处新安装的遮阳帆布！咱们还有一个地

方还待批准和安装。这些遮阳帆布将供给孩子们有更多阴凉的地方玩耍，而供应遮阳帆

布的资金都是来自学校多年来举办的筹款活动之积蓄而得。因为遮阳帆布的供应商可以

给咱们一个很好的价格，所以我们就立即接受这项工程了。现在，咱们可以认真地考虑

在所有的教室里安装空调的事情，和改善椭圆形草地周围的问题。由此您们可以意识到

学校举办的募捐活动是何等的重要，因此我恳请大家一定要继续热心的支持学校的筹款

工作，包括我们即将来临的黄昏游园会活动，以便我们可以继续改进学校的环境和教育

工作。 

                                  祝安 

校长：嘉里伍德敬辞 

------------------------------------------------------------------------ 

副校长的专栏： 

 

教师课程讨论日 

只是想提醒大家，我们下一个的教师课程讨论日将于五月三日的星期三举行。咱们的职

员们都非常期待着与戴安妮 史奴泊合作，戴安妮 史奴泊(Dianne Snowball)是世界领 

先研究阅读教学和学习阅读的专家。 

 

竞技运动会 

恭喜上次有份参加我们的校内田径运动会的所有学生们。该日，每个学生的表现良好，

个个都有很好的体育精神，每个人也都很努力的去为自己的队伍争取分数。当日的总冠

军队伍是Hollows，恭喜他们！ 

在个人竞赛中表现得非常好的学生现在已被选为学校代表，他们将开始接受训练以做好



在第三学期去参加田径比赛的准备。我在此要特地感谢所有来协助教师和来为孩子打气

的家长们，谢谢您们的支持。 

 

工蜂队 

我欲在此感谢那些于三月二十六日星期日，能够抽空来协助我们的工蜂队的家长们。我

们能够在学校和幼儿园里大量清理通道和花园，是由于有了您们的参与和辛勤的工作，

对此，咱们校里的每个人都非常感激。亦因为如此，现在学校的校园和幼儿园的周围都

很整洁，谢谢您们。 

 祝安 

副校长：保罗·特兰姆敬辞  

 

仁字成语----- rén zì chéng yǔ---- Benevolent Idiom ----- 

假仁假义【jiǎ rén jiǎ yì】 pretended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hypocrisy. 

麻木不仁【má mù bù rén】 apathetic; insensitive; unfeeling. 

杀身成仁【shā shēn chéng rén】 die to achieve virtue - die for a just cause. 

为富不仁【wéi fù bù rén】 be rich and cruel; be one of the heartless rich. 

一视同仁【yī shì tóng rén】 treat equally without discrimination. 

志士仁人【zhì shì rén rén】 persons with same ideals. 

 

心字成语--- xīn zì chéng yǔ--- Mind/Heart Idiom --- 

贫贱立品  富贵立心  【 Pín jiàn lì pǐn fù guì lì xīn】 Be a poor man with dignity.  Be 

a wealthy man with a kind heart. 

 心安理得【xīn'ān lǐ dé】 feel at ease and justified; have an easy conscience. 

心驰神往【xīn chí shén wǎng】 feel excited. 

心慈手软【xīn cí shǒu ruǎn】 soft-hearted. 

心存良知【xīn cún liáng zhī】 with heart and conscience. 

心胆俱裂【xīn dǎn jù liě】 be frightened out of one's wits; be terror-stricken.       

 心腹之患【xīn fù zhī huàn】 disease in one's vital organs-serious hidden trouble 

or danger. 

心甘情愿【xīn gān qíng yuàn】 be most willing to; be perfectly happy to. 

心高气傲【xīn gāo qì' ào】 proud and arrogant . 

心广体胖【guǎngtǐpàng】 carefree and contented; fit and happy. 

心狠手毒【xīn hěn shǒu dú】 be extremely cruel and merciless. 

心狠手辣【xīn hěn shǒu là】 be extremely cruel and merciless. 

心花怒放【xīn huā nù fàng】 burst with joy; be wild with joy; be elated. 

心怀叵测【xīn huái pǒ cè】 have evil intentions. 

心慌意乱【xīn huāng yì luàn】 lose one's ner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