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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优秀作文

上周评选出的优秀作文是：

• 四年级晨晨同学的《快乐的劳动节》，推荐老师：程咏梅老师。
入选评语：文章开头简而得当，语言生动连贯流畅，叙事清晰细
腻完整，可读性强；结构完整，描写细致入微，正确运用了排比
句式。欢乐有趣；完整的记叙了劳动节出游的两个活动，文章分
段清楚，用词丰富，有内容、有细节。开头和结尾呼应；对于四
年级的学生能写出这样完整的文章是很不容易的。

• 六年级刘梓杰同学的《难忘的生日》，推荐老师：许毓婷老师。
入选评语：文章主题突出，作者抓住了难忘二字，描述了这个难
忘的生日之旅，引人入胜；结构完整，语言通顺，生动地描述了
保龄球生日聚会，让人身临其境；记述了生日会打保龄球，吃蛋
糕和打游戏几项活动，其中对打保龄球做了详细的描写，用词描
述准确；对于生日蛋糕和收到的礼物也做了细致的描写；能自然
而且熟练的运用"别出心裁“，”百步穿杨”等成语；可读性强。

祝贺上期“优秀作文”获奖的同学和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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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讲座预告

瑞华本学期还有如下讲座：

1.奥林匹克生物竞赛经验分享座谈会 --2020IBO金牌获得者，
Judson Lam 11月8号 1:00-2:00
2.小学生基础技能训练, Cogat准备及203 PI+介绍-Paul Leoung （11
月15日-2:00PM-3:00OM）
3. 王一梁读三国学地理 11月22日
4. 美国数学课程设置及学习规划-Dr.刘珍邑 12月6日

敬请关注我们的报名通知。

一个没有污染的世界
六年级：陈正国 推荐老师：郭志宏

坏境污染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污染对我们地球已经造成了
严重的后果,也对我们人类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如果能生活在一个
没有污染的世界,那该有多好啊!

想象一个没有空气污染的世界,天空会更蓝,空气会更新鲜。人们会少
得很多疾病,大气变暖也会减慢。

想象一个没有土壤污染的世界,树木会长得更高更大。老虎也会越来
越多。我们的食物也会更健康。

想象一个没有海洋污染的世界,我们就能看到更多的海洋生命。珊瑚
礁就不会死亡,就没有鱼类不能生存的死亡空间,海龟就能在海洋里畅游,塑
料瓶子就不会杀死鲸鱼。

所以,下一次当我们砍伐树木、乱扔垃圾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
行为有可能污染环境。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热爱环境、保护环境,我们才
能生活在一个更干净的地球上。

我的各种各样的梦
六年级：王思源 推荐老师：郭志宏

我以前做过很多梦。它们千奇百怪。其中有五个梦是我记得很清
楚的。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第一个梦是找厕所的梦。有时候我在睡觉前喝了很多水，在梦里
就会一直在找厕所。而且找来找去总是找不到。当我从梦中醒来就要
赶紧去上厕所。幸运的是我从来没有在梦里尿床。

第二个梦是一个让我恐惧的噩梦。有一次，我做梦梦见一个看过
的电视节目中的大怪物在不停的追赶我，想吃掉我。我在自己的梦里
一直跑啊跑，感到特别害怕。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一觉醒来还是心有余
悸。

第三个梦是好运气的美梦。在这个梦中，我要参加一个考试，可
是我忘记准备了。等到老师发下来分数的时候，我竟然得了100分。
这可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呀。我梦醒了还很开心呢。

我的第四个梦是“忙碌干活”的梦。有时候我第二天有很多事情要
做，前一天晚上睡觉前会设定好闹钟，在上床的时候就开始想第二天
忙碌的安排。如果想多了，我就会在梦里梦见我在干这些事情。一整

个晚上的梦都会是在干活。做完这些梦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就会觉得很
累。虽然我并没有真的在干活，那些只是梦。

我的第五个梦是吵架的梦。在梦里我会和别人吵架。这个人可能
是我的朋友，同学，老师，或者是不认识的人。我在梦里很生气。可
是梦醒了以后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这就是我做过的五个梦。你们有过相似的梦吗？

我的小猫，卡莉（Cali）
六年级：胡凯莉 推荐老师：郭志宏

我的小猫叫卡莉，它非常可爱和顽皮。卡莉是带有黄绿色眼睛的三
色狸花猫。我是从一个叫A.D.O.P.T的小动物收容所收养它的，你可以从

那里收养狗狗或猫猫。现在，即使我们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有一堆
新小猫和小狗。

（接下页👇）

瑞华董事提名和选举委员会（CNE）欢迎会员
积极参选瑞华中文学校董事的通知

瑞华中文学校将于12月1日至13日进行一年一度的瑞华董事选举，并产生
三名新董事。新董事任期将从1/1/2021起，任期三年。鉴于今年的特殊情况，
本次选举将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委员会感谢今年期满的三位董事对学
校的奉献，并欢迎她们和所有符合条件的瑞华会员报名参选。

根据学校校章相关规定，董事候选人应为瑞华投票会员。凡本人或孩子
已经注册中文课程者皆为瑞华投票会员。请有意参加选举成为候选人的会员
在11月21日晚8:00pm前把您的参选意愿、简历、和照片EMAIL给
board@raychineseschool.org。

董事行为规范参见：
https ://www.raychineseschool.org/BylawsAndRegulations/RayChineseSchoolBoar
dCodeofConduct.pdf

瑞华中文学校是中西部最大的中文学校，拥有教师学生近千人，真诚服
务芝加哥地区28年，在本地在华人社区拥有重大影响力。董事会热情欢迎和
期待各位关心瑞华的家长会员们报名参选，参与瑞华的发展建设，与我们一
起服务社区，共创未来。

瑞华董事提名和选举委员会
10/2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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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思军内科家庭医师诊所中文热线 630-312-0731.
办公电话630-759-0088. Email: napervilleclinic@gmail.com
地址 (1) 1260 Iroquois Ave, building 300, RM 302, Naperville, IL60563
(2) 454 W Boughton Rd, Suite C,Bolingbrook, IL60440. 杨思军医师具
有二十多年临床经验，竭诚为中文学校的学生和父母提供多方位的医
学 临床健康服务。包括多种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咨询， 全家体检，学
生学校体 检，学校运动检查sport exam，疫苗接种。并培养了许多中
学生进医学院。

CAP Dental Care -- 地 址 : 555 N Washington St, Naperville,
IL 60563(Naperville火车站附近).电话: (630)420-1212.
陈开云医生, 华西口腔正畸博 士, UIC Dental School DDS, 执业20年; 庞
若愚 医生 , 华西口腔牙周博士 , UIC Dental School DDS, 执业20年
; Stephen Fako, Loyola Universi ty Dental School DDS, 执业30年。 Private
practice, family dentis try (成人/儿童):口腔全科 (急诊,洁牙,补牙,拔牙,镶
牙 ); 口 腔牙周 (深洁牙 ,牙周手术 ,种植牙); 口腔正畸 (自锁/全
瓷 /Invisalign Clear Braces) 。 接受 PPO ; 为无 保 险 病 人 提 供
membership, 享 有 20-30%折扣 。 免费 咨询种植牙 、 braces。
Emai l: info@capdentalcare.com http://www.capdentalcare.com

Smile Dental Center 张慧莹牙医师 电话： (630)810-9333 地址：
411N. Cass Ave. Westmont, Il 60559
周二至周六 9am to 5pm, 周二有晚间门诊; 专治：一般成人和儿童牙
科， 洗牙，深洗，补牙，拔牙，种植牙，镶牙，牙冠 ，牙桥，活动
假牙，牙齿美容，牙齿漂白 INVISALIGN (牙矫正成人，teenage都可以
;接受多种PPO保险;在西郊执业20多年; Al l Lab made in the US

劉慧如牙醫博士地址：3060 Ogden Ave. Suite 210, Lisle IL. 60532

劉文翰 牙醫博士
Dr.  Tony W. Liu, DDS

A ca ci a  F a mi ly  D enti st ry  
F a mi l y D e nt i s t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

劉文翰牙醫師與劉慧如牙醫師

提供免費牙齒矯正咨詢Free Orthodontic Consultation

★牙醫博士★牙齒美容★最新儀器

★消毒設備★多年牙醫★經驗豐富

請電:630-357-0002

劉慧如 牙醫博士
Dr.  Laura  Liu,  DMD, MS

D uPa g e  Orthodontics  
Orthodonti c Specialist  (美
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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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1日，我从A.D.O.P.T把卡莉接回家了。6月1日也是2年前，
我买到两只仓鼠的日子。卡莉只有4个月大，所以它有很多小猫的能量。
我们把卡莉放在它的笼子里，我和我的家人就去了Petsmart买它的一些
必需品，比如床和食物。床是20美元，但卡莉从来没有睡过。卡莉通常

睡在我父母存放一些衣服的婴儿床里。在我家，它闻了每一个新奇而神
秘的角落。后来，卡莉发现我的弟弟会经常抓住它抱抱，所以每次见到
他就逃跑。除了新的地方，卡莉还找到了舒适的睡眠场所，比如在客房
的床上，我妈妈的办公椅上以及在有阳光的地板上。有一天卡莉没吃完
它的饭，通常它很快就吃完。原来它是生病了，一种叫做FIP的病毒。

兽医认为它是从它妈妈那里得到的。有一种药物，但尚未得到政府的批
准，因此，如果医生使用该药物，他们可能会被起诉。我爸爸从
Facebook上一个有关这种病的讨论小组那里买到了这种药。几个月后，
卡莉终于治好了。它是一只生命力顽强的小猫！

我隔离的故事
六年级：刘加华 推荐老师：郭志宏

我们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 “新冠病毒”。这个病毒最初是在中国
湖北省武汉市被发现的。这个病毒的症状类似有肺炎，人会发热、感

觉疲倦和干咳。中国人从一月底的春节开始进行隔离，到二月底疫情开
始好转，到四月份很多地方解除了隔离的限制。

虽然中国基本控制住了疫情，但是疫情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爆发

了，其中美国最厉害。从三月份开始，很多美国人在家里隔离，我们不
能出国或者回国。很多人的工作也做不了了，因为他们没工作，他们也
赚不了钱。想出去的话，我们需要离另一个人两米左右的距离，这是保
护我们自己也保护别人。我的爸爸现在也在家上班。我很感谢他，因为
他每天努力上班，做他的工作赚钱。很多美国人在呆在家里找有趣的事
情玩儿，像我的家挺一样。我们一起打曲棍球、玩桌游，和做蛋糕等
等。我还跟朋友们玩儿电子游戏和一起散步。

美国的很多学校也关了，他们换成电脑上的学习。我的学校也是把

作业放在网上。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九点开始上课。我觉得九点开始上
学很好，因为我能晚一点起床，这能让我好好睡也能好好用脑子想。

我觉得这个隔离最难的地方，是不能跟朋友见面或者跟他们一起玩

儿。我只能跟我的朋友玩电子游戏或者用手机跟他们说话。很多我的朋
友和我，去健身房健身。这是因为我们都是运动员，我们都需要好好运
动，好好记得怎么打我们的运动。

我的朋友都觉得这一个病毒很糟糕。虽然这个病毒让学校关门了，

但是我们都觉得呆在学校更好。这样我们还能看到我们的朋友、老师，
并且还能出去。我也觉得在学校，学习更容易因为你能听老师，问问题
和好好做作业。

我希望这个病毒尽快过去，大家都能恢复正常的生活。

代理多家保险公司
帮您找到性价比好的产品

-车，房 &商业保险
-健康保险 (个人 &团体)
- 65岁以上老人免费健康保险
-理财型人寿保险
-生前理赔＆长期护理
-年金&退休金

Jasmine Feng 资深保险经纪人
Work: (312) 868-6688

Email: jingfeng03@gmail.com

微信: jingfeng0804

Rocket Ice Arena - @ Bolingbrook, IL 60440 www.rocketice.com Your
premier ice skating destination! Rocket Ice offers the best Ice Skating and
Learn to Play Hockey classes in the Southwest Suburbs . Our highly
qualified skating instructors are dedicated to make sure your child

maximizes their skating potential. We offer classes throughout the year.
For more information, Email:events@rocketice.com; Tel:630-679-1700

新冠病毒
六年级：余笑笑 推荐老师：郭志宏

新冠病毒最早在中国武汉爆发，然后传播到全世界。很多人因此生

病了，不少人不幸去世了。新冠病毒症状是咳嗽，发烧，头疼，失去味
觉，不能呼吸，等等。最容易得到新冠病毒的人是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
人。人们为了防止传染给别人，还要做新冠病毒测试。

在新冠病毒还没到处传播之前，我们可以自由地出门上班，上课，
跟朋友一起玩。可是新冠病毒在美国流行以后我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
化。有些人失去了工作，那些还有工作的人要呆在家里做工。学生们也
要呆在家里上课，学习，和做功课。现在我们不能随便出门，只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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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买需要的食品，药品，和其他生活用品。我们出去还要戴口罩。
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有很小的可能感染新冠病毒。

孩子们和成人都不能去见朋友，但人们可以打电话，或者用视频
电话聊天。我跟老师和同学们用zoom和google hangouts上课。在
zoom上你可以视频电话，聊天儿，和分享画面。我喜欢用hangouts跟

同学和朋友们聊天。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高科技，我们在家隔离的
生活会有多么无聊。

新冠病毒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影响了很多人。大家要保护好自己，
希望病毒早日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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