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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摘要 Summary
● 2022 北加州成語及常用詞語比賽結果 Chinese Idiom Competition Results
● 2022-2023 學年註冊事宜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 2022-2023 文化班 Cultural Classes
● 畢業生爸媽的祝福與叮嚀 Words from the Parents of Graduates
●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會訊 ANCCS News
BUSD Corner
The Berryessa Union School District fully reopened our campuses for in-person instruction on
Monday, August 16, 2021. All campuses will operate using traditional bell schedules with additional
safety measures in place.
Please refer to BUSD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on BUSD Reopening Hub for information,
updates &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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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CS 2022 北加州成語及常用詞語比賽結果 Chinese Idiom Competition Results
成語在中華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於成語在歷經了千百年的流
傳和使用下，已經成為漢語中穩定的辭彙。不管時代如何遞嬗，它都有著
豐富活潑的生命力，因為成語有其精彩的典故且寓有深意，即使在科技
昌明的今日，成語仍是生活常用的語彙。本會期盼各校老師能夠注重成
語教學，使學生能靈活運用，相信不僅能在學生的日常生活上表情達意
的交流，更能在學生的寫作能力上如虎添翼，在文章中達到畫龍點睛的
作用。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於5月15日舉辦了個人組的成語/常用詞語線上比
賽, 成語比賽分為12歲以下的初級組及15歲以下的中級組。
恭喜 我校 M8 魏璦玉 Serena Wei 同學 贏得 中級組 第二名。
得獎同學將會被推薦至全美中文學校總會，參加7月份全美中文學校總
會成語比賽。
Idioms have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culture. Idioms have been circulated and us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y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vocabulary in Chinese. No matter how the times change,
it has a rich and lively vitality, because idioms have wonderful allusions and deep meanings. Even in
today's prospero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dioms are still commonly used in life. ANCCS hopes that
teachers in Chinese schools can teach idioms to their students, so that students not only can use idioms
to communicate in students' daily life, but can
also improve students' writing ability.
On May 15th, the ANCCS held an online
competition of idioms/commonly used words for
individual groups.
Congratulations to our M8 student, Serena
Wei, who won second place in the intermediate
group.
The winning students will be nomina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Associations
of Chinese Schools Idiom Competition in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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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學年註冊事宜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新生註冊 (註冊表格連接)
開放新生註冊的班級有:
● 國語學前班(MP) 入學年齡必須於12/2/2018或之前出生
● 國語幼稚園班(MK) 入學年齡必須於12/2/2017或之前出生
● 中文外語幼稚園班(CFL0) 入學年齡必須於12/2/2017或之前出生
● 粵語學前班(CP) 入學年齡必須於12/2/2018或之前出生
● 粵語幼稚園班(CK) 入學年齡必須於12/2/2017或之前出生
● 高中學分班 (HSIC) 就讀日校七年級以上的學生
學費:$495/$700

Open Enrollment (registration link)
Classes open for registration:
● Mandarin Preschool (MP) – Applicant must be born on or before 12/2/2018
● Mandarin Kindergarten (MK) – Applicant must be born on or before 12/2/2017
●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Kindergarten (CFL0) – Applicant must be born on or before
12/2/2017
● Cantonese Preschool (CP) – Applicant must be born on or before 12/2/2018
● Cantonese Kindergarten (CK) – Applicant must be born on or before 12/2/2017
● High School Integrated Chinese (HSIC) – Applicant must be in 7th grade or above in day school
Tuition: $495/$700

文化班公告 Cultural Department
文化班(除羽毛球班外)仍有名額，歡迎各界人士報讀文化班。
請到以下網頁查詢詳情。

兒童：$225 / 成人 : $265

文化班學費早鳥優惠延長至5月底。
http://www.bcs-usa.org/culture-dept/

We are still accepting applications for our kid cultural classes except badminton.
Please sign up for your kid/s. Please check out the link below. We also offer adult
cultural classes. Parents and off-campus friends are welcome to register early.

Early bird tuition discount is extended to the end of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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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文化班 Cultural Classes
為了促進親子關係，博愛推動一家大小一起學習，來年提供插花和中國文化介紹課程。 每位報讀成人
，買一送一：可帶一名兒童一同上課。
To promote parents and child bonding, kids can learn together with their parents. In the
coming year, BCS will offer two cultural classes (Floral arrangement and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allowing parents to register along with a kid. One kid is free to attend
with the parent paying the adult culture class tuition.
文化班註冊表格 Cultural Class Registration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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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班 Kids Cultural Classes
MORRILL CAMPUS
珠心算 Mental Arithmetic

11:45 AM - 12:45 PM

創意繪畫 Creative Drawing

11:45 AM - 12:45 PM

漫畫 Cartoon Drawing

11:45 AM - 12:45 PM

現代功夫 Modern Kungfu

11:45 AM - 12:45 PM

粵語會話 Cantonese Conversation

11:45 AM - 12:45 PM
SIERRAMONT CAMPUS

漫畫 Cartoon Drawing

11:45 AM - 12:45 PM

毛球班 Badminton (full)

11:45 AM - 12:45 PM

國語會話班 Mandarin Conversation

11:45 AM - 12:45 PM

中國文化特別班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11:45 AM - 12:45 PM

AP 中文必勝班 Introduction to AP Chinese

11:45 AM - 12:45 PM

書法 Chinese Calligraphy

11:45 AM - 12:45 PM

!!! NEW !!!

11:45 AM - 12:45 PM

中國樂器演奏 Chinese Instruments
(自備樂器 Bring your own instrument)

成人文化班 Adult Cultural Classes
MORRILL CAMPUS
10:00 AM - 11:00 AM

太極拳 Tai-Chi Chuan

SIERRAMONT CAMPUS
舞動瑜珈 Yoga and Dance

9:30 AM - 10:30 AM

成人羽毛球班 Adult Badminton

9:15 AM - 10:15 AM (session I)
10:20 AM - 11:20 AM (session II)

中國樂器演奏 Chinese Instruments

11:45 AM - 12:45 PM

(自備樂器 Bring your own instrument)

成人插花 Adult Floral Arrangements
(酌收材料費 Additional materials fees apply)

10:00 AM - 11:00 AM (adults only)
11:45 AM - 12:45 PM **

中國文化特別班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11:45 AM - 12:45 PM **

** 親子教育特別優惠 ( 成人插花 或 中國文化特別班)

歡迎家長和您的小孩一同參與, 支付成人學費（一個孩子免費參加）！
但校區巡邏仍是一項必須履行的義務.
** Parent-child education special (Adult Floral Arrangements or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Parent and one child: pay adult tuition (one child is free to attend the same class)!
Parents are still obligated to campus patrol d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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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爸媽的祝福與叮嚀 Words from the Parents of Graduates
親愛的峻仁:

詠喜:

今天你就要從博愛中文學校畢業了， 爸爸媽媽心裡感到驕傲
與欣慰，因為你二三個月大開始就陪著二個姊姊去上中文學
校，從你四歲時上MP班轉眼已十四年了。隨著年齡的增長，原
來一起上課的同學一個個轉班、轉學或不願再上中文課時，但
是你沒有放棄! 尤其是這二年多來，因為疫情無法到校上課與
同學相聚，而線上的課程也使學習的難度增加了，你依然還繼
續堅持直到完成學業，實在難能可貴!
從現在起你將要進入另一個學習的階段，希望你也能一如既
往保持追求新知的熱情，去吧! 展翅高飛去尋找你未來的夢
想。不論發生什麼困難，爸爸媽媽永遠會在你的身邊陪伴你為
你加油!
愛你的爸爸媽媽
於2022年 5 月

妳做到了!因為家中說廣東話，要完成國語部的中文教育真的
很不容易!而妳即將離開家進入妳理想的大學，希望妳持續學
習中文的堅毅精神，追求妳的理想!

孝儀:

慕溪:
轉眼之間你將從中文學校畢業，我們為你感恩，也以你為榮！
學習中文，不僅是掌握一種語言，更是文化的薰陶，以及耐力
的訓練，在這十二年當中，你經歷了許多困難，但仍堅持學習
，這種鍥而不捨的態度，將成為日後成功的基石！盼望畢業之
後，你能把握每一個學習的機會，充實自己，運用上帝所賦予
你的特長，發揮影響力，成為這個世代的祝福！
爸爸媽媽同賀

看著妳在十二年中從天真無邪的小女孩逐年蛻變成現在的青
春少女。在博愛，妳經歷了許多人生的第一次，如第一次接觸
珠心算，第一次參加學術比賽，第一次代表博愛參加北加州學
術比賽，第一次學習古箏等；感謝博愛提供了許多機會，讓這
些經歷豐富了妳的人生，也幫助妳奠定堅實的中文基礎。畢業
後，希望妳能有機會回饋學校，也希望妳能將這些年累積的學
習經驗，將中文和中華文化傳播到更多地方。謝謝妳這些年的
堅持，也恭喜妳，完成人生之一的重要里程碑。
孝儀的媽媽

親愛的女兒_心如

親愛的興文:

我們最親愛的兒子，謝謝你來到我們的生命中，成為我們家庭
的一員，陪伴著你一路長大，看到你如今成長為能獨立思考、
獨立自主，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年輕人，我們深感榮幸與驕
傲。如今你羽翼漸豐，即將展翅高飛，我們衷心地祝福你心想
事成，並且在完成自己理想的道路上，擁有足夠的勇氣與韌性
，不管面對的是和風暖陽或是疾風暴雨，都能坦然地面對。同
時，一路上也別忘了要懂得愛自己，珍惜自己與周邊的生命。

當我收到老師的邀請要寫爸爸媽媽的祝福與叮嚀時，我的內
心感觸良多。
媽媽的叮嚀與祝福，豈是短短的三言兩語可以形容得盡。前幾
天在整理照片時看到你小時候在中文學校的每一個特殊時刻
，彷彿歷歷在目。看著你的成長，我們感動到無以復加。尤其
是你在這麼艱困的環境下堅持著學習中文而且還幾次參加比
賽獲得好成績時，我都忍不住想大聲昭告全世界「他是我兒子
，是我們的驕傲」。
感謝你來到這世界成為我們生命中的羈絆，因為有你我們的
人生才能圓滿。要叮嚀的話太多，我想你早就聽膩。只有深深
的祝福你幸福。願你在新的階段開始之際能「展翅高飛勇往直
前」爸媽永遠會是你最堅強的堡壘，盡其所能守護著你。
畢業快樂！
興文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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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欣慰妳聽了並繼續學習中文。我知道這對妳來說很難，但
是妳做到了! 現在即將畢業，成功只屬於有準備的人。當事情
變得艱難時不要放棄，希望妳繼續努力學習，達到自己的目
標。我知道妳想找一份讓妳感到快樂的工作。我只想告訴妳，
做妳自己，跟隨妳的心，妳所有的夢想都會實現。我們永遠都
會支持和愛妳的!
爸爸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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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爸媽的祝福與叮嚀 Words from the Parents of Graduates
倚恩:

琇伃:

我們寶貝的女兒，我們喜悅妳、享受妳，也以妳為榮。我們相
我親愛的梁琇伃從小就跟着姐姐在星期六、日，很自然的上兩
信妳、支持妳，也深信妳可以勝任新的環境和新的生活。
個中文學校。星期六學粵語，星期天學普通話。兩姐妹都喜歡
倚恩在妳年幼的時候就能認識神，這是極大的恩典。在妳人生 拿到好成績，很認真上課和寫功課。感謝媽媽幫孩子們練習注
將要面對一個新的階段，妳將要離開家，進入大學新的環境，
音和漢語拼音參加了學術比賽。感謝僑委會支持注音和繁體
一個自我成長的好機會。面對生活、學習和交友要凡事倚靠
字的課本，我們比較熟習，才可以幫助孩子們的功課。當爸爸
神。如經文所記《舊約·箴言》三章六節，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的我，覺得在灣區有機會學廣東話是非常幸福。很感恩梁琇伃
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妳的路。神的應許永不改變，當妳面對 二十幾位的中文老師，讓琇伃從此以後能用到中文，寄中文簡
生活，每天花時間親近 神、依靠我們的神。在凡事上都來認定 訊和電郵，這些都是老師們的功勞。
祂，祂必信實的指引妳當走蒙福的路。
願 神祝福我們的寶貝倚恩，也與妳同在，妳出妳入 耶和華都
親愛的立根（Kevin ):
保護妳，祂使妳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保守妳免受試探脫 恭喜你完成了博愛中文學校13年的課業。記得寒假因為疫情，
離兇惡，保守妳身心靈都健康榮耀祂。
食物倉庫非常缺乏人力，我們去分發食物，一群金髮高中生用
— 父親俊宇，母親淑鳯 中文和我交談，還要求我教他們＂台語＂,真是驚人的學習能
力,至今仍用中文發簡訊連絡。
薇葦:
在這個競爭激烈的時代，連美國人都會中文，中文是你必需的
首先恭喜你在中文學校畢業了! 雖然你出生在美國，但是能夠 語言能力，也是你和中華文化的僑樑。我想你已經具備了優秀
學好並説一口流利的中文對你而言絕對是有益處的。中文不 的文化基礎，希望你未來能繼續努力學習中文，常常用中文和
僅僅是交流的工具，還能幫助你瞭解中國博大精深的歷史文
華人朋友交談。 「機會是永遠留給準備好的人」， 爸媽相信你
化。2012年我們第一次送你去中文學校的場景仍在腦中回蕩
是如此優秀，將來一定能夠面對並且戰勝所有困難，希望你：
，轉瞬間10年中文學習的時光即將結束。在各位老師們孜孜不 生活幸福、永保安康 ！
倦的教導以及你自己堅持不懈的努力下，你的中文程度得到
爸爸和媽媽 賀
很大的提高。 不但在中文AP考試中獲得很好的成績，而且在
博愛和北加州中文聯合會舉辦的學術比賽中都取得了優異的
親愛的敬琳：
成績。除此以外，最讓爸爸媽媽以你爲傲的是：你可以把你在
一轉眼，妳也要從博愛中文學校畢業啦！媽媽竟然有點措手
學校裡學到的中文知識用來輔導學弟學妹們。 最後，爸爸媽
媽祝你前行的道路上能夠一帆風順，前程似錦！一定要深信" 不及的感覺…。 妳是家裡3兄妹從MP就開始就讀；也是唯一
跳級考試、提前畢業的孩子！一直很乖巧、用功、認真獨立的
天道酬勤"的道理, 爸爸媽媽永遠支持你! 愛你! 加油！
妳，不需要常常叮嚀功課，讓爸媽最感欣慰、也最放鬆！
回想一起上國畫、西畫課；一起培訓參加成語比賽的訓練日子
志榮:
是媽媽珍惜和懷念的時光！在疫情期間因為需要線上教學，
時間過得很快，一轉眼你已經要十七歲了。從小到大你都是一
這2年謝謝妳在百忙中還願意成為媽媽創意繪畫文化班的助
個暖心的小孩。每天過得開開心心的。不過隨著年齡的增長，
教老師，讓上課更順暢活潑！
煩惱也多了起來。學習壓力大，讓你的笑容也躲起來了。你是
恭喜今年2022十一年級的妳將和十二年級同讀的同學們一起
一個聰明的小孩，什麼都懂。可是缺乏自信和對未來的迷茫讓
從博愛大家庭畢業了！看見妳蛻變的成長路徑，爸媽感到欣
你變得不知所措。要知道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道路。不知道長大
慰也以妳為榮！祝福妳能繼續喜歡中文，勇敢有智慧地面對
以後要做什麼沒有關係。沒有人天生就知道要怎麼走。不要怕
挑戰，凡事謝恩，迎接美好未來！
選擇，不要覺得做不到怎麼辦。想做什麼就去試試看。爸爸媽
爸媽祝語于2022年5月14日
媽不要求你要做到最好，只要你盡心盡力就可以。我們永遠都
支持你。我們希望你身體健康和開開心心的過每一天。家永遠
都是你的避風港。
展和:
Shelly 志榮的媽媽
中文學校畢業之後是真正中文生活化的開始。
未來在工作上有機會應用中文時，要感恩老師們的愛心關懷
與耐心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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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爸媽的祝福與叮嚀 Words from the Parents of Graduates
親愛的婉瑩：

親愛的孝良，

恭喜妳中文學校畢業了！
整整十一年，這期間有所有老師們耐心的教導，妳自己的不斷
努力，還有家裡人的支持（不小心也自誇一下下 ）。我真的
好為你感到驕傲！
四歲半，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小小的身軀，背著書包滿心歡喜的
走進教室，對老師的所教所講還一知半解，甚至是迷迷餬餬。
作業不會寫會不開心，會哭哭，但是發完脾氣，擦乾眼淚之後
還是會認認真真的繼續完成。我知道學習中文對妳來講是多
麼的難，多麼的辛苦，最近這一年為了準備AP考試，經常復習
到淩晨。我欣慰的看到你成長了，不再是那個哭哭啼啼的小女
孩，妳堅持下來了，你的努力你的付出在今天收穫了。
寶貝，妳的未來一定會更好！我們堅信這一點！

兒，持續11年的中文課，無論是聽說讀寫，一切從零開始，真
不容易！現在總算熬到畢業了，恭喜你！
付出努力，是有收獲的。覺得你除了學會一門語文外，更重要
的是你從博愛老師們的身上學到做人的道理和處事的態度。
我們期望你珍惜機會，凡事盡力而為做到最好，這便足夠。
願平安快樂！

😛

永遠愛妳，支持妳的 爸爸媽媽

❤️

親愛的乙庭，
從牽著你四歲的小手上MP1、ㄅㄆㄇ的第一天到今天從博愛
HSIC4畢業，整整十二個年頭。
博愛中文課未必是你這輩子時數最多，但却是延續時間最長
的一門課，我們肯定妳這麼多年來對中文學習的熱情和堅持
不懈，使妳在中文聽說讀寫各方面建立穩固熟練的基礎，為你
的人生開啟一扇門。
感謝所有百年樹人的博愛老師和義工家長們的付出，製造一
個良好的中文學習環境！
恭喜你即將從博愛中文學校畢業，畢業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個
開始，希望在未來的旅程還是能繼續學習中文、使用中文。
~愛你的爸爸媽媽

大家好，我們是李慧聆的家長
首先，我要衷心感謝博愛學校各位老師多年來循循善
诱的教導，和各屆委員理事鞠躬盡瘁地服務，把我們
牙牙學語的小朋友，變成了能言善道的炎黄子孫。謝
謝您們。同時也恭喜同學們大功告成，希望大家飲水
思源。不要忘掉博愛的栽培，也記得家長十年如一日
的接送。把老師的話放在心上：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
樓。恭喜同學們。
李維聲，羅家英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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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 seen the growth in Vince since taking Chinese
classes. First, from Milpitas Chinese School and then
later Berryessa Chinese School. He's been taking these
classes since he was about 8 years old. He started with
the Cantonese class and then moved to the HSIC class.
The change was made to assist his Mandarin classes in
high school and it's been great. He has no problem in his
high school class and we attribute it to these classes from
BCS. We owe sincere appreciation to all of the Chinese
teachers as they have made this possible.
Our family is proud of what he's accomplished and we
know it will help him in his future career as well.
With great thanks to all of the BCS teachers and staff,
The Seto Family

亲爱的宇欣，
孩子，恭喜妳从周末的中文学校毕业了！这十年，一路走来，
真的辛苦妳了。
从小到大，妳都是非常用功和负责任的孩子。不管美国学校的
课业和课外活动有多忙，妳都会盡全力的把中文学校的作业
按时写完。我们为妳的坚持，努力和负责任的表现感到骄傲。
未来的学习路途还很长，爸爸妈妈对妳只有满满的祝福，希望
妳继续坚持，努力，开心的学习。我们会陪妳一起成长。
爱妳的爸爸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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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爸媽的祝福與叮嚀 Words from the Parents of Graduates
亲爱的珈瑜：

親愛的景暘 ：

恭喜你中文学校毕业了！八年的坚持不容易，每次见你在中
文上的进步都让我们感到安慰，爸爸妈妈为你感到骄傲，继
续加油！祝福你继续为你的人生目标努力，勇敢迈向下一个
阶段的考验，为自己的人生开拓更宽广的道路，愿上帝赐福
你！
感恩博爱中文学校的老师们的爱心和辛劳！愿博爱中文学校
日益兴旺！
爱你的爸爸妈妈

恭喜你中文學校畢業！多年來的堅持很不容易，我們為你感
到驕傲！感謝老師們為你打好中文基礎，學習我們的文化，將
來能夠學以至用。我們也認識了一群爸爸媽媽好朋友！
希望你未來繼續不斷的學習，真誠交更多好朋友！快樂成
長！加油！
~愛你的爸媽...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completion of HSIC 3 and AP
Mandarin test! I am very proud of your hard work and
determination and have seen a lot of progress and your
growing interest in speaking Mandarin. I hope you will
continue to learn it in college and throughout your life to a
point where you can speak it fluently.
Regards,
Melvin

親愛的蕊，
恭喜妳即將成為博愛中文學校畢業生！從2015年開始一路走
來 ，每個周六爸媽載著妳、姐姐和弟弟一起去上中文課，從不
間斷。即使 Covid-19 疫情持續下， 妳也繼續堅持不斷努力缐
上學習中文，並且於5月11號完成 AP中文檢測。爸媽以你為
榮為傲，擁有你這麼一位聰明伶俐優秀的女兒，更感謝這些年
來所有教過你的老師們，幫你打下穩固的中文基礎。
希望你繼續努力追求自己的目標，不怕艱難、不怕挫敗，勇敢
面對人生種種事情。但是別忘了，在你的身後，爸爸媽媽一定
會全力支援呵護你，相信你是世界上最棒的！
深深地祝福妳，我們的寶貝女兒。

亲爱的悦雯：

愛你的爸爸 & 媽媽 05.21.2022

親愛的卓然(Nicholas):
轉眼之間你就很快於博愛中文學校畢業了！起初你是一個不
喜歡做中文功課的男孩，每次都要我去操心！漸漸當你長大
之後，發覺你自己主動去學習中文，知道有機會學習一個新語
言的重要性！你現在由中學進入大學的里程，希望你能夠將
自己所學習到能夠一直承傳下去！也感謝各位老師的教導和
勉勵，得以學有所成。
愛你的爸爸 &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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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Jason,

谢谢你的坚持！时间看似一晃而过，你参加中文学校的第一
天好像就在昨天，但我们都知道，每一节课都不容易。谢谢你
那么多年的坚持和努力！你从学习广东话开始，虽然很难，但
你很认真。从广东话转到普通话，仅仅三年，你越学越好！我
们真为你感动骄傲！我们一直鼓励你学中文，但从不强迫，反
而是你自己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学习、进步，直到可以参加
AP 考试！每次我和你复习中文，你听说能力的进步都让我惊
讶！而且感觉到你越来越喜欢学中文，喜欢中国文化了！
我们特别感谢龙老师！她不但传授中文知识，还那么理解学
生，感觉像似他们的朋友一样。感谢您！悦雯，继续加油！
爱你的爸爸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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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11, 2022 第44屆雙週刊第十八期

會員學校通訊-雙週刊
第十八期: ANCCS 44th eNewsletter #18
本會近期重要活動
日期

事項

5/22

學藝競賽頒獎典禮

6/12

第四次理事會（正副會長選舉）

6/13- 6/17

兒童文化夏令營

7/15- 7/17

教師營

7/17

年會

\

ANCCS Bi-weekly Newsletter Lin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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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S Contacts
博愛中文學校務求運作盡善盡美，歡迎閣下電郵至各部門的
主管表達寶貴意見，感謝一直支持！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concerning BCS, please feel free to reach out to our leadership
listed below.

Department

Email

BCS Board

bcs_board@yahoo.com

Secretary

secretary@bcs-usa.org

Admin / Operations

vp-admin@bcs-usa.org

IT / Website Support

it@bcs-usa.org

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bcs-usa.org

Curriculum

vp-curriculum@bcs-usa.org

Mandarin

mandarin@bcs-usa.org

Cantonese

cantonese@bcs-usa.org

CFL

cfl@bcs-usa.org

HSIC

hsic@bcs-usa.org

Academic Competition

ac@bcs-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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