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程，你好！
你的生活怎么样？你新的工作有意思吗？你忙不忙？
你的身体好不好？你的太太也好吗？
目前我很忙。上个月我搬家。我新的房子在维也纳。搬
家前，我和我爸爸,妈妈,姐姐在一个很大的房子一起生
活。现在我一边学习电子，一边工作。每个星期四晚上
我上英语课。每个星期六下午我去见一个英国人。她是
我的辅导老师。她跟我学习语法和口语。每次我们一起
读一个文章。我先读一个句子，然后她跟我翻译。然后
我们洽谈刚读的句子。我的英语说的不太好，因为我还
需要练习很多英语。每天晚上睡觉以前，我预习一点儿
新的生词。
我新的工作很有意思。每个星期我工作十多小时。虽然
工作很意思，但是我觉得学习比工作方便。我的工作队
一共有三个工程师。我很喜欢我的老板，有时候他很认
真。
从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我上电子课。虽然我喜欢我读的
书，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学习电子有一点儿难。有一点儿
难没问题，因为我每天学习三个多小时。我是好学生。
上个周末我感冒了，所以我去医生那里看病。他给我葯
和告诉我 “你因该吃葯和休息几天” 。现在我的身体已经
好了。如果我有时间，我自己骑自行车。
祝你身体健康!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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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1 cheng2 ，ni3hao3 ！
ni3 de sheng1huo2 zen3meyang4 ？ ni3 xin1 de gong1zuo4 you3yi4si ma ？ ni3 mang2
bu4mang2 ？ni3 de shen1ti3 hao3 bu4hao3 ？ni3 de tai4tai ye3 hao3 ma ？
mu4qian2 wo3 hen3 mang2 。 shang4ge4yue4 wo3 ban1jia1 。 wo3 xin1 de fang2zi zai4
wei2ye3na4 。ban1jia1 qian2 ，wo3 he2 wo3 ba4ba ,ma1ma ,jie3jie zai4 yi1ge4 hen3da4 de
fang2zi yi4qi3 sheng1huo2 。xian4zai4 wo3 yi1bian1 xue2xi2 dian4zi3 ，yi1bian1 gong1zuo4
。 mei3 ge4 xing1qi1si4 wan3shang wo3 shang4 Ying1yu3 ke4 。 mei3 ge4 xing1qi1liu4
xia4wu3 wo3 qu4 jian4 yi1ge4 Ying1guo2ren2 。ta1 shi4 wo3de fu3dao3 lao3shi1 。ta1 gen1
wo3 xue2xi2 yu3fa3 he2 kou3yu3 。mei3 ci4 wo3men yi4qi3 du2 yi1ge4 wen2zhang1 。wo3
xian1 du2 yi1ge4 ju4zi ， ran2hou4 ta1 gen1 wo3 fan1yi4 。 ran2hou4 wo3men qia4tan2
gang1 du2 de ju4zi 。wo3de Ying1yu3 shuo1 de bu4 tai4 hao3 ，yin1wei wo3 hai2 xu1yao4
lian4xi2 hen3duo1 Ying1yu3 。 mei3tian1 wan3shang shui4jiao4 yi3qian2 ， wo3 yu4xi2
yi1dianr3 xin1 de sheng1ci2 。
wo3 xin1 de gong1zuo4 hen3 you3yi4si 。 mei3 ge4 xing1qi1 wo3 gong1zuo4 shi2duo1
xiao3shi2 。sui1ran2 gong1zuo4 hen3 yi4si1 ，dan4shi4 wo3 jue2de xue2xi2 bi3 gong1zuo4
fang1bian4 。wo3de gong1zuo4 dui4 yi2gong4 you3 san1 ge4 gong1cheng2shi1 。wo3 hen3
xi3huan wo3de lao3ban3 ，you3shi2hou ta1 hen3 ren4zhen1 。
cong2 xing1qi1yi1 dao4 xing1qi1san1 wan3shang wo3 shang4 dian4zi3 ke4 。sui1ran2 wo3
xi3huan wo3 du2 de shu1 ， dan4shi4 you3shi2hou wo3 jue2de xue2xi2 dian4zi3
you3yi1dianr3 nan2 。 you3yi1dianr3 nan2 mei2wen4ti2 ， yin1wei wo3 mei3tian1 xue2xi2
san1 ge4 duo1 xiao3shi2 。wo3 shi4 hao3 xue2sheng 。
shang4ge4 zhou1mo4 wo3 gan3mao4 le ，suo3yi3 wo3 qu4 yi1sheng1 na4li kan4bing4 。ta1
gei3 wo3 yao4 he2 gao4su wo3 “ni3 yin1 gai1 chi1 yao4 he2 xiu1xi ji3tian1 ” 。 xian4zai4
wo3de shen1ti3 yi3jing1 hao3 le 。ru2guo3 wo3 you3shi2jian1 ，wo3zi4ji3 qi2 zi4xing2che1
。
zhu4 ni3 shen1ti3 jian4kang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