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 7月 27日

R id d l e s 谜语

Hello, I爷m L! I have twenty -five sisters.
We live in a big castle called Letter Castle.
There are seven large rooms in the castle. Look!
A, H, J and K live in one room. E, B, C, D, G,
P, T and V live in one room. I and Y live in
one room. O lives in one room. U, Q and W live
in one room. R lives in one room. I live with F,
M, N, S, X, Z. Every day we get together and
make lots of words. We make the world colorful.
We are proud of ourselves.

我的姐妹们

1. This animal (动物) is black
and white. It likes bamboos渊竹子冤.
It爷s a __________.
2. This fruit (水果) is green and big. We can eat it
in summer渊夏天冤.
It爷s a __________.
3. There爷s a word of ball in it, but it爷s a school thing渊学习
用品冤.
It爷s a __________.
4. It flies渊飞冤 in the sky. We can go to Beijing by it.
It爷s a __________.
5. It can keep things fresh渊新鲜的冤.
It爷s a __________.
6. It爷s very long. People always wear it in summer. Girls
can wear it, but boys can爷t.
It爷s a __________.
渊江苏 周 周冤

大家好浴我是 L遥我有 25 个姐妹遥
我们住在一个字母城堡里遥 在这个城
堡里有 7 个房间 遥 A袁H袁J 和 K 住在一起 曰E袁
B袁C袁D袁G袁P袁T 和 V 住一起袁I 和 Y 住一起曰O 一个人住曰
U袁Q 和 W 住在一起曰R 一个人住曰 我和 F袁M袁N袁S袁X袁Z 一
起住遥 每天我们都聚在一起组合成许多单词袁使世界变得
多姿多彩遥 我们为自己感到自豪遥
江苏丹阳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王 霞
指导教师 周晓霞

大家好袁 你们看过日
本卡通片叶花仙子曳吗钥 里
面的主人公小蓓是一个漂
亮尧善良尧充满毅力与智慧
的女孩遥 她最终找到了七
色花袁 完成了国王交给的
任务袁 也找到了自己的幸
福遥 我的创作灵感来自于
这部卡通片 袁 我画的这位
百花仙子和蝴蝶形象融合
在一起袁她漂亮吗钥
Do you like travelling? Please travel with
me around the world.
你喜欢旅游吗钥 请随我一起周游世界吧浴
江苏丹阳市云阳第二中心小学 韦 怡
指导教师 黎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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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叶 喜羊羊智斗灰太狼曳
参考答案

一尧 1. bag
2. sharpener
3. pencil
4. pencil-case
5. pen
6. book
7. crayons
8. school
9. eraser
10. ruler
二尧 1~5 CBAAA
三尧 1~5 BBBAC
6~10 ABCAB
四尧 1~5 TFFTF
五尧 1~5 CCBBA
六尧 132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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