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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新课注册通知🎈🎈

瑞华2021 春季学期开始注册了！感谢瑞华学生家长对瑞华一如既
往的支持。只注册了一学期的家长请抓紧注册春季学期。

另外，春季增开如下新课，请大家抽时间计划一下明年的选课，
抓紧时间注册！

Week Day 数学强化班：

瑞华中文学校决定在2021春季学期周一，二，三，五晚上加开一
小时小学数学强化班。时间为：

周一晚 7:00 - 7:50pm：小学二年级数学强化班（16学时 $125）
周二晚 7:00 - 7:50pm：小学三年级数学强化班（16学时 $125）
周三晚 7:00 - 7:50pm：小学四年级数学强化班（16学时 $125）
周五晚 7:00 - 7:50pm：小学五年及数学强化班（16学时 $125）

以上数学课将采用Math Kangaroo 系列教材，由老师从中精选讲
义发给学生，Math Kangaroo 数学问题包括分别为二至五年级学生设
计的问题及解决策略。逻辑数学解决问题的技能将由渐进的Math 
Kangaroo 数学问题引入，这将帮助学生进步到数学最高水平。为今后

中学数学进一步学习和数学竞赛打下基础。课程将有授课经验丰富的
陆嘤老师执教，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每班限制不超过10人。请感兴
趣的家长抓紧在瑞华网站报名。

Saturday Classes 周六课程：

1. Cogat 及 TTCT 考试准备-COGAT and Creative Thinking Test 
Preparation @1:00P -2:45P Sat 01/09-03/13 这个课是为了迎接明

年四月份203学区的PI+ 考试而准备的，对204 学区的学生准备PA
考试也非常有帮助。授课老师是203学区董事 Paul  Leung ，他已
经在瑞华连续5年教授这门课程，经验丰富。

2. 阅读与写作备考 SAT-Reading and Writing Preparation 1:00P -

2:45P Sat这门课是由Peter Murray老师教授。为一学期的强化课，
但春季内容会于秋季不同。Murray老师有近10年SAT考试准备的
教学经验，他的课在瑞华深受欢迎。

3. 国际时事研讨-World Affairs 2:55P -4:40P Sat这门课由John老师教

授。John毕业于约翰霍夫金斯大学，从事过战略及智库工作，对
国际政策有深入了解，这门课将和学生探讨热点国际事件。这门
课针对高中生，采用小组讨论，旨在拓展学生眼界，并为写作，
演讲，辩论等活动打下良好基础。本周末John将通过Zoom介绍
课程。

4. 青少年油画专修班-Pa inting 1:55P-2:45P Sat;马冰老师，马老师在
瑞华教授两年了，一直受到家长学生的好评。他组织的武汉赈灾
画展，瑞华云端画廊深受欢迎。目前马老师正在组织太古-瑞华
绘画大赛，并将在寒假提供公开课辅导。

Sunday Classes 周日课程：

1. （1）高中阅读分析-Great Books-High School Literature Analysis，
1:55P -2:45P 03/06 - 05/09 Sun (2)大学申请文书-Crafting a 
Personal Essay Workshop 1:00P -1:50P 03/06 - 05/09 Sun. 这两门课
程将由中北大学Professor Stuart Patterson教授. Stuart 教授是中北
大学的great books 系主任，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这两门课训练高
中生学生分析阅读的能力，并辅导学生Essay特别是大学Essay的

（接右下👉）

瑞华中文学校董事选举投票结果

经过2020年12月1日至13日的在线选举和独立选举委员会的监票计票，
汪明舒、苏洁、吕世勇当选2021-2023瑞华董事。让我们一起向三位女士
表示祝贺！2021年董事会将由蔡雁宁、郭蕙兰、李永华、陆文全、吕世
勇、苏洁、汪明舒，袁醒尘和庄赟九位董事组成。

瑞华中文学校董事会将于12/19/2020上午11点以ZOOM Meeting的形
式举行2021年度董事长公开选举（zoom ID 3549044390；密码123450）。
选举会议将由校长奚建主持，并欢迎广大家长、教师参与和提问。新一
届董事长和秘书长将由九位董事以实名制投票方式产生并当场宣布。选
举结果将公布在2021年第一期校报上。

瑞华董事会、选举委员会

（👈接左下）

写作。授课内容和秋季课不重复。Patterson教授关于大学申请文书准
备讲座的录像可在瑞华网站观看。www.raychineseschool.org

2. 水彩及绘画-Water Coloring and Drawing 2:55P -3:45P Sun；马冰老

师，马老师在瑞华教授两年了，一直受到家长学生的好评。他组织的武
汉赈灾画展，瑞华云端画廊深受欢迎。目前马老师正在组织太古-瑞华
绘画大赛，并将在寒假提供公开课辅导。

瑞华春季学期注册已经开放，瑞华学校注册网址：
raychineseschool.org

春季学期：1/09/2021-5/09/2021

付款方式： Zel le quick pay to: payment@raychineseschool.org; 收款
人： Ray Chinese School; memo上要写明你的login ID。

也可以使用支票付款，请在支票上写好你的ID，支票请寄给下面地
址：Ray Chinese School p.o. Box 4018 Napervi lle IL 60567-4018

我的朋友
人人中文二年级：Kaliki, Ananya 推荐老师：杨学军

我的朋友叫 Sera ina ,她是美国人,她十岁,她的生日是五月十一日。她
上五年级。她有长长的头发,她的眼睛是咖啡色的。她喜欢蓝色、紫色

和粉红色。她家有五口人,有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和她。她家有三
只可爱的小鸟,她的小鸟叫 Lemonade, Rainbow和Kiwi。她也喜欢游泳。
她是我的好朋友。

自我介绍
人人中文二年级：熊南泰 推荐老师：杨学军

我叫熊南泰 ,我今年六岁。我喜欢骑车、游泳和打篮球。我也喜欢
读书和吃冰淇淋。我上Kendall小学,我喜欢数学。我家有五口人,爸爸、

妈妈、两个姐姐、和我。我们住在Naperville,但是大姐姐住在 Chicago。
我喜欢吃中国饭,也喜欢吃汉堡和薯条。我最喜欢和朋友过生日。谢谢!

我的小鸟
人人中文二年级：Kaliki, Ananya 推荐老师：杨学军

我的小鸟叫 Sparkie 。他有绿色、黄色、蓝色和黑色的羽毛。他最
喜欢吃小米,也喜欢吃水果。Sparkie 还喜欢唱歌,他天天叫我起床。我爱
我的小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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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优秀作文

上周评选出的优秀作文是：

• 三年级颖恩同学的《自我介绍》，推荐老师：程咏梅老师。入选
评语：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叙述清晰，语句表达准确，作为跨
族裔家庭的孩子，小作者用简单直白贴近生活的语言准确的表达
了自己希望叙述的内容，语言通畅简洁，读来令人倍感亲切，结

尾提到自己学中文的意义，由自己的跨族裔家庭升华到促进中西
文化交流与沟通。在没有任何中文母语环境中的孩子能写出这样
的文章已实属不易。

• 五年级周翔远同学的《篮球》，指导老师：郭志宏老师。入选评
语：本文已设问句开头，激发读者兴趣深思，然后自问自答把要
写的主要内容开篇摆在读者面前。中段按序说明了打篮球的各种
好处，语言准确鲜明，表述清晰自然，层层递进。结尾令人饱含
期待与热情，言已尽，意犹未了。同时表达出自己的理想。从不
同角度阐述了自己喜爱篮球的理由，感情真切。

• 五年级符以恒同学的《我的MINECRAFT 世界》，指导老师：郭志
宏老师。入选评语：小作者首先介绍了什么是MINECRAFT，然后
举例介绍，结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的描
绘，绘声绘色的描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电脑游戏，让读者有身临
其境的感觉。这篇文章作者基本清楚的介绍了Minecraft,文章的
分段，遣词造句都很规范，虽然对MINECRAFT整体介绍还可以进
一步提高，但做为五年级的学生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可圈可点了。

• 八年级袁熠辉同学的《我家的“路霸”》，指导老师：傅晓芬老师。

入选评语：文章题目吸引强，语言童言有趣，开头与结尾的呼应
巧妙，本文篇幅虽短，但内容生动具体，语言朴实生动易懂。这
篇文张虽然不长，但对小猫动作神态描述很传神，比如“飞奔过
来坐在冰箱前“此外还准确使用了拟人手法，比如“眼睛里面都是
好奇“。文章也做到了首尾呼应，开头说除了小猫名字的来例，
结尾呼应它是一只可爱的小猫。

• 中文八年级褚陶陶同学的《我爱看<西游记>》，指导老师：田毓
青老师。入选评语：对西游记主要情节，主题思想，角色个性的
把握基本准确。全文语言生动形象准确,情节精彩曲折,仿佛将读

者带进了西游记故事中，令人身如其境。趣味性强。这篇问文章
详细的描述了唐僧三个徒弟和他们各自的特点，还点出了这部书

的主题，作者能很好理解《西游记》的故事情节，并用自己的话
较为准确的总结出来。

• 八年级艾珍同学的《从“李时珍”看中医中药》，推荐老师：田毓
青老师。入选评语：从电影观感过渡到小作者对中医中药的理解

和感悟，衔接自然流畅，提高了文章的思想性。通过电影小作
者认识了了不起的药圣-李时珍，了解了《本草纲目》，从而了解
中医和中药。非常棒的范文。

• 九年级梁恺然同学的《我的暑假》，指导老师：郭文君老师。入
选评语：记述了暑假一次旅游的经历，记述细腻，栩栩如生、
维妙维肖。把看到的听到的玩到的感受到的一切关于夏天的美好
的东西写到习作里去，使习作和这个别样的夏天一样生动而美好!

• APC4周悠悠同学的《我们的乌龟》，推荐老师：潘为群老师。入

选评语：小作者想象力丰富，描写细致生动形象。全文满满的童
言童趣童真，一切都变得有趣。这篇文章对乌龟的样子，特点和
动作把握及描写的都比较生动。我和妹妹对乌龟的担心也很清楚
的表述出来。分段清晰，结构完整。

祝贺上期“优秀作文”获奖的同学和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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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珍邑老师讲述如何规划中学数学的学习(Zoom)🎈🎈

美国数学课程种类繁多： Geometry, Algebra I, Algebra II, Pre 
Calculus, Calculus AB, Calculus BC, Multivariable….再加上honor, AP，

每一个课都是什么内容？偏文科的学生需要学哪些课，理工科需
要学哪些课？什么时间开始学什么内容？什么时候准备SAT，ACT

标化考试？想竞赛又该怎么安排？这些问题常常让没在美国上过
小学，中学的家长们焦虑。

12/20日周日下午1:00PM-2:00PM瑞华中文学校刘珍邑博士将
为家长们答疑解惑美国中学（1-12年级）的数学体系。
另外，为了保证瑞华小班课（最多8人）Gifted Immediate Algebra

的质量，刘老师也会给有兴趣春季报名这门课的同学发一套水平
测试题来检验是否适合这门课。

刘老师在美国取得数学博士，在瑞华已经有多年的教学经历，
深受瑞华家长，学生们的喜爱。 本次讲座也是瑞华2020年秋季学
期的收关讲座，希望感兴趣的学生，家长请用下面链接注册。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MGB4I-
aJSQXufCbysaX1PBRfxG9Oqm6PQDTWVgpD3Aw/edit?usp=sharing

本周讲座通知

精彩讲座预告

瑞华本学期还有如下讲座：

1. 如何规划中学数学的学习 -刘珍邑博士， 12月20日，

1 - 2pm
2. 课程介绍及太古-瑞华杯绘画大赛指导（西洋画）马冰老
师， 1/2/2021 1:00-2:00pm
3. 课程介绍及太古-瑞华杯绘画大赛指导（国画）杨菲老
师， 1/2/2021 1:00-2:00pm

敬请关注我们的报名通知。

我的兔子
学前大班：李东婷 推荐老师：周晓惠

我家有一只小兔子，它是灰色的。每天我去喂它草和胡萝卜，它更喜
欢吃草。它身上有很多毛毛。它很喜欢我，每次看见我它都会站起来。
它站起来的时候很可爱。

周末的一天
三年级：郑飞扬 推荐老师：周晓惠

今天是星期六，我非常开心可以睡懒觉。虽然是周末，但我也便可以
偷懒。

我们八点起床，妈妈在做早饭，我和姐姐去跳绳。跳完之后，我们去

吃早饭。在早饭的时候，我和姐姐们说：“我们要把时间安排好，这样
我们可以玩一会儿。” 吃完之后，我们就开始阅读和弹钢琴。

到了下午一点的时间，我们准备好中文课本，开始要上中文课。上完
之后，我们就去门口骑车，蹦床。

这样一天很快就结束了，我们觉得这样安排挺不错，既可以学习又可
以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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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家务
三年级：郑佳怡 推荐老师：周晓惠

今天是周日，我想帮妈妈做家务。以为我已经长大了，我要学新东
西，这样妈妈会轻松一些。

我先从洗碗开始，大家吃完饭后。我就把桌子的盘子拿到洗碗池。

我先把它们冲了水，然后我在上面放了洗洁精，再一个一个刷过去，
最后用清水冲洗一下，把它们摆整齐。

洗完碗后我就去打扫房间，我先准备一盆清水，然后把房间的东西
擦了一遍。把桌子，门，窗户也擦了一遍。

今天我把家里的事情做完了。做家务可真累呀，妈妈每天要做那么
多事情一定也很累。以后我要帮妈妈多做家务。

开学第一天
三年级：郑艾琳 推荐老师：周晓惠

今天开学了，今年是很特别的一年。因为今年有病毒，所以我们都
在家里上网课。

我们先吃完早餐，就打开电脑，等老师上课。过一会儿，老师和同

学们在电脑上了。看见老师和同学们我心里太高兴了！老师对我们说
了关于网课的规则，然后我们就开始上课。第一天上课，没有学很多，
只有数学，科学，和一点写作就下课了。

然后，午餐时间到了。我等妈妈炒完面，我坐下来一边吃面一边跟
姐姐弟弟说：“开学第一天怎么样？”他们都说很好。吃完午餐，我
再一次打开电脑，又看到了老师和同学们。

下午我们学了美术和音乐，然后做了一些练习题。在2:10，老师读
一本书给我们听，然后在2:30下课。我和老师同学们说：“再见”。我
想：“2020年秋季第一天在网课上上课真了不起！明天可能没有很多
变化，应该有功课了吧！”

在这特别的一年，我们要努力学习，让每一天都变得很有趣！

自我介绍
三年级：董安迪 推荐老师：程咏梅

我叫董安迪，我今年9岁了，我上四年级。我家有四口人，有爸爸、
妈妈、姐姐和我。我们家还有一只灰色的猫和一条金鱼。

我喜欢下国级象棋。从一年级就开始学国际象棋了，还参加比赛，

得过伊利诺伊州年级第二名。现在有病毒，不能去面对面的下棋，只好
在家里参加网上比赛。节日期间都有很多的比赛，比赛的时候我们要打
开ZOOM的屏幕。这样可以防止比赛作弊。通过网赛，我认识了很多朋
友。有时候我们会约了在网上一起下棋。

我也喜欢打网球，已经学习两年了。有时间我会和的朋友一起去公
园里打球。我喜欢运动，喜欢体育课和科学课。

长大后，我希望可以当医生。

自我介绍
三年级：任柔依 推荐老师：程咏梅

我叫柔依，今年七岁了。我家里有四口人，有爸爸、妈妈、哥哥和
我。在我们家爸爸最大，我最小。我的哥哥叫安迪。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猫。我喜欢弹钢琴和读

书。我在瑞华中文学校三年级学习中文。我的中文老师是程老师。我的
好朋友是苗苗，我们喜欢一起玩玩具。

我
三年级：张妞妞 推荐老师：程咏梅

我叫张妞妞，今年七岁，上三年级。

妈妈说我是在爱德华医院出生的，出生时体重是八磅七盎司，是
一个大宝宝。我家里有爸爸、妈妈、哥哥和我四口人。我们还有一只
可爱的猫叫Luci fer，我喜欢叫它咪咪。

我最喜欢玩儿的游戏叫Minecraft和Roblox。玩儿这个游戏要有很快
的手指，我会弹钢琴，所以我的手指会动很快。

除了玩游戏，我还喜欢滑冰和游泳。我从小就喜欢玩儿水和滑冰，
在水里，我像一条鱼。

长大以后我要做一名兽医，去帮助动物。如果小动物生病了，我可
以给它们看病。

这就是我——张妞妞。欢迎和我做朋友。

爬华山
三年级：冯雨知 推荐老师：周晓惠

去年我和妈妈去爬华山。

一大早我们先坐了缆车到山上。

“妈妈，我们在一个好高的地方啊！云到了我们脚下了”，我说。

我们爬上光光的山峰。妈妈带了我在一个像乌龟的大石头照相。山上

还有一些旧旧的老房子。我爬了一个大坡。下午我和妈妈坐了缆车回到了
车站，坐车走了。

爬华山很好玩，明年我还要去爬华山！

我喜欢
三年级：刘铱菀 推荐老师：程咏梅

大家好！我叫刘铱菀。我喜欢画画，读书，还有弹钢琴。

我喜欢在安静的地方思考和画画，最喜欢画卡通人物。我感到它让
我想像丰富，非常有热情。

我喜欢读有关鬼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些恐怖的故事也让
我懂得：在黑暗中也有需要公平的声音，那些鬼怪也有在世上没有完成
的事情。为了公平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目标…… 我还喜欢读侦探故事，特
别喜欢故事中的大侦探。他们勇敢、聪明、有智慧。他们解决了一个又
一个复杂的问题，最终找到坏人，为人民除害，帮人们找回公平。

我喜欢弹钢琴。每次弹琴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喜

欢钢琴的声音，因为它的旋律非常的优美和有力量。我喜欢弹贝多芬和
肖邦的曲子，在我弹琴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想起他们的故事，于是我
会坚持下去。我还要感谢我的爸爸。没有他的严格要求，我就不会弹出
这么好听的钢琴曲。在每一次的钢琴比赛中，我都获得了奖杯。

我最喜欢的电影是Spies In Disguise。电影中的鸽子非常可爱。他们都
很勇敢也很有智慧。他们团结起来打败了他们的敌人。

我喜欢吃中国的三鲜饺子。喜欢穿黑色，红色，和紫色的衣服，因
为我喜欢色彩鲜明。

我喜欢做的这些事，你也喜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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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鱼
三年级：刘铱菀 推荐老师：程咏梅

今年九月，我和爸爸、妈妈、妹妹，还有心心、月月一家人去了
威斯康星州的格林贝游玩。

自我介绍
四年级：徐佩瑾 推荐老师：程咏梅

你好！我叫徐佩瑾。我的生日是三月二号，现在我九岁。

我现在在Meadow Glens上四年级。虽然我在Meadow Glens上学，但
是我还没有去过学校。因为新冠病毒，我只能在家里上网课了。我会弹
钢琴和古筝，因为我想参加学校的乐队，我还在学习拉中提琴。我最喜
欢的颜色是紫色。我很喜欢吃烤鸭、月饼、巧克力和香草味的冰淇淋，
以及各种各样的水果。

我家里有六口人。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妹妹和我。我和妹

妹都喜欢猫，同时我们也爱狗，但是我们家里一个宠物都没有。我很喜
欢跟妹妹一起画画和玩。我们一起画了很多张画，有一些挂在了我们的
房间里。

我放假常去中国游玩，下次想去看中国的长城，还想再去一次上海

的迪士尼乐园。我的妹妹现在也长大了，我俩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玩更
多的游戏和过山车了，但是，今年不能出去玩。没关系，明年也许可以
去了。

我和我家
四年级：陈溢凡 推荐老师：程咏梅

我叫陈溢凡，家里有四口人。有我的妈妈、妈妈的朋友，还有我的
弟弟和我。我的妈妈叫臧婧；妈妈的朋友我们都叫她茶老师，因为她很
会泡茶；我的弟弟叫臧子骄。我们家还有一只可爱的的狗狗叫Candy。这
就是我的家人们。

说完了家人，那现在来介绍我自己吧。我今年10岁了，在Madison学
校上五年级。因为有新冠肺炎，我就在家里通过网络上课和学习。上网
课跟平时不一样，要使用电脑或手机等电子产品。

我很喜欢读书，最喜欢看的书是《哈利波特》。为什么我喜欢哈利

波特呢？因为哈利波特很吸引我，我想知道哈利波特有没有打败伏地魔。
哈利波特的故事很新颖，这是我看的第一部魔幻类的小说。故事里有魔
棒，魔法等，还可以坐着扫把在天上飞……我觉得哈利波特很有趣。除了
读书以外，我还喜欢编程，我在学习用Scratch和Python编程。

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是桃子，最喜欢的菜是西红柿炒鸡蛋。我还跟妈
妈学会了如何做西红柿炒鸡蛋。如果你来我家做客，我可以给你做一盘
西红柿炒鸡蛋，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我五岁开始学习钢琴，今年我报名了管弦乐队，参加了里面的竖琴
演奏。所有的颜色我都喜欢，我还特别喜欢数字零。

最近，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了睡觉，因为妈妈让我早上提前一个小时
起床，自己做早饭，中午还要我和弟弟一起跑步，所以晚上就睡得特别
香。

自我介绍
四年级：林君泽 推荐老师：程咏梅

大家好！我叫林君泽，今年我九岁了，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我
的爷爷奶奶住在芝加哥，我的姥姥姥爷住在中国。因为新冠疫情我现在
不能去中国看他们，我很想念他们，平时我会跟他们视频。

我在学好多东西，有羽毛球，魔方，国际象棋，中文和钢琴。今年
暑假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魔方的玩法，我现在会8种魔方的玩法，我希望

我会玩得越来越快。我喜欢吃面条，因为我喜欢喝那个汤；我也喜欢吃
煎饼果子，特别喜欢里面的香肠和土豆丝。我最喜欢去迪士尼乐园游玩，
因为那里有好多过山车项目可以玩。我喜欢跟我的朋友一起骑车和玩游
戏，因为我们可以聊天。

我很喜欢数学，也喜欢地理和历史，我经常看一些有关历史的纪录

片。我也有很多缺点，我不能控制我自己玩游戏的时间，经常让妈妈很
生气。今后我要少玩游戏，多读书，变成一个喜欢学习的孩子，不惹妈
妈生气。

在离开那儿的前一天晚上，
我们两家一起，去了一个叫Fish 

Boi l的地方吃鱼餐。他们做鱼的方
法很特别。先用木头生起大火，
然后在架子上放一口大铁锅，再
将切好的鱼放进大锅里，接着加
入盐，就开始煮了。几分钟后，锅

上面冒的热气突然由白变绿了。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
变绿呢？”我们问。餐馆的人回
答：他们也不知道原因。正在这
时， 火越烧越大，大家都吓了一

跳…… 一会儿功夫，鱼在大火中被煮熟了，绿色也消失了，我们便一起
开始吃起来。

鱼的味道非常香，大家都说这是“火烧鱼”的效果，吃得非常开
心！希望有机会我们再去这个地方吃鱼。

我爱我
中文三年级：赵禄阳（阳阳） 推荐老师：程咏梅

我大名叫赵禄阳，小名儿叫阳阳。现在七岁半，上中文三年级。
我家里有爸爸，妈妈和我三口人。

我很喜欢吃煎饼果子，这是我爸爸妈妈老家有名的小吃。我还和
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喜欢吃冰淇凌。

我爱画画，现在我能画出很好看的画。我喜欢做手工，因为手
工很有意思。我能缝很小的东西，我还做了小衣服给我的玩具娃娃
穿。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好看的衣服，尤其是花裙子。

我喜欢打球，可是今年有病毒，不能去球场，只好在家里后院练
习传球。我也很喜欢学校，爱学习，爱写小故事，爱和同学们玩。

但是因为疫情，今年只好在家里上网课。我和好朋友有时会约好在网
上一起玩。

我也很喜欢我自己，这就是我——阳阳，我爱我。

不一样的万圣节
三年级：潘越 推荐老师：程咏梅

前年万圣节，我是和我的好朋友杜小满和杜小福一起去讨糖。我
们穿着各自喜欢的节日服装，跑了很多家，得到很多糖。大家都非常
高兴！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装饰物：有大大的黑猫，很吓人的骷髅
☠️，恐怖的蜘蛛️和戴着尖尖帽子的巫婆️等。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只大
黑猫，它在风里摇呀摇，好像是在和我打招呼！

去年的万圣节下大雪️了，真扫兴！妈妈担心地滑不安全，对我
说：我不可以去要糖，但可以在家发糖。我给每个人的糖都很多，觉
得大家都喜欢我们的糖。看他们很开心，我也挺高兴。万圣节没有出
去就没关系啦。

今年万圣节有新冠病毒，太恐怖了！虽然天气很好，我很想出去
讨糖，但还是没有去。我看到邻居家弄了很多万圣节的装饰，他们在
门前的草坪上放了很多墓碑，还有一个骷髅人☠️牵着一只骷髅狗。

希望明年的万圣节也是一个好天气，没有新冠病毒，这样我就可
以和好朋友一起出去要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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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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Orthodo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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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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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左下）

爪子和嘴抓在笼子顶上，倒挂着挪来挪去，像演杂技一样。Blue喜欢

用嘴巴把吃饭的盆翘起弄出声音来，还喜欢用嘴摇玩具下面的小铃
铛。

我们都很喜欢Kiwi和Blue，妈妈还想教它们学说话呢！

自我介绍
四年级：黄恺毅 推荐老师：程咏梅

我叫黄恺毅。我今年九岁了，上小学四年级。我家里一共有五口人，
有姥爷、爸爸、妈妈、妹妹和我。

我很喜欢小动物，养了一只小鸟。它有时候下个蛋，高兴了还会叫

几声，叫得很好听。我们家以前养过四只乌龟。两只养在水里，另外两
只是陆地龟，养了好多年，但是后来它们都死了。

我喜欢的颜色是蓝色。我喜欢听节奏快的音乐，有时候我会在钢琴
上练习作曲子。我经常画画和做手工，我的画有两次被学校的老师选中
参加展览。我喜欢吃中餐，比如饺子和面条，也喜欢吃西餐，比如披萨
和热狗。

我喜欢做各种各样的运动，像跑步、骑车、轮滑和各种球类。我学
习中国功夫有五年多了。练功夫很累很辛苦，但是它能帮我保持身体健
康。我参加过很多次功夫表演，包括芝加哥公牛队的中场表演和瑞华的
春节晚会。

我一直在努力学习中文，希望我的中文会学得越来越好。长大以后，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自我介绍
四年级：李长泽 推荐老师：程咏梅

你好！我叫李长泽。听到这个名字，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个男孩子呢？
其实我是一个喜欢粉色，喜欢狐狸的小女孩。爸爸妈妈给我起这个名字
是因为我出生在中国农历的水龙年。我的名字意喻为“福寿绵长，温润
而泽”。

我家里有爸爸、妈妈、我和狗狗四个成员，我的其他家人都在中国。
我们每年都会回中国去探望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和姥姥。我今年八岁，
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所有家人都很爱我，我也爱他们。

我最喜欢中国的饮食，其中面条是我的最爱。我非常爱吃肉，但是

不喜欢吃绿叶菜。妈妈告诉我绿叶菜对身体好，所以，我决心以后要多
吃蔬菜。我最爱的人就是我的妈妈和爸爸。妈妈做饭很好吃，而且会讲
很多有趣的故事。爸爸每天除了辛苦工作，还会陪我玩游戏。

我觉得我最擅长的是数学和钢琴。我现在已经可以解一元一次方程

了。如果你真的投入进去，数学是很有趣的。我从五岁半开始学钢琴，
刚开始我觉得练琴很痛苦，也很无聊。但是现在我能弹很多曲子了，觉
得越来越有意思。

我很喜欢交朋友，也喜欢跟大家一起玩儿。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
够认识更多的小朋友。你愿意成为我的朋友吗？

可爱的虎皮鹦鹉
四年级：刘卓蕾 推荐老师：程咏梅

我家有两只可爱的虎皮鹦鹉，一只叫Kiwi , 一只叫Blue。Kiwi的头有
点儿黄色，翅膀是黑色和绿色相间的，其它地方的羽毛是绿色的。Blue
的头是白色的，翅膀是黑色和白色相间的，其它地方的羽毛是蓝色的。

Kiwi  和Blue 吃各种种子，最爱吃谷穗了。它们会把皮吐出来，只吃
里面的粒儿，我和哥哥都喜欢喂它们。Kiwi是一个小吃货，每次吃的都
比Blue多，吃的时间也长，所以它比Blue长得大一些。Kiwi每次见到吃的，

就会马上飞过来，还会站在我们的手指上吃，可好玩儿啦！

它们的叫声非常好听。有时候还会因为不想让对方靠近自己，或者
不想让对方抢吃的打架。打架的时候，它们就会发出快速的“咕咕咕咕”
的声音。大多数时间它们都能和平相处。

它们的嘴和爪子都很厉害，经常抓着笼子爬来爬去。有时侯还会用

（接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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