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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通知

忠诚
七年级：马克

今天我看了电影Hachiko，它是关于感恩和忠诚的
故事。这条狗Hachiko从日本飞到美国。在火车站
Hachiko 从它的笼子里掉出来,被Parker教授给捡起来了。
Hachiko非常高兴它找到了新主人。

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感动。Parker教授心脏病突发
去世时，Hachiko并不知道。因此，不管是白天还是黑

夜，天冷还是天热它都会去火车站等着，等了很多很
多年，直到它死了。让我最感动的部分就是Hachiko临

死前在冬天的大雪里安安静静地等着，希望可以再见
Parker一面。看完这一段我就想这只狗多么感恩
Parker把它给救了，它又是多么忠实于它的主人。

我也希望有一条这样狗，我也会好好对它。我觉
得做人也应该忠诚。

推荐老师：史力红

（👈接左下）

帕克去上班。帕克觉得有点反常。等他到了火车站，却发现八公跟着他，嘴里还咬着
一个球。八公把球递给帕克，然后他就扔了出去。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八公竟
然把球取回来了！帕克要去上班了，八公也回了家。不幸，帕克在上班的时候心脏病
发作，当场去世了。八公等啊等啊，没有见到帕克，一直不肯回家。就这样，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八公还是每天5点钟去火车站等待主人。十年过去了，在一个寒冷的
夜晚，八公没有等到他的主人，郁闷地离开了世界。看到这儿，我热泪盈眶。八公对
主人的爱是无法描述的。正如影片最后所说：“我们不该忘记我们爱过的每一个
人。”

推荐老师：史力红

忠犬八公
七年级：庄悦佳

看完“忠犬八公”(Hachiko), 我很感动。最被感动的是狗和主人之间的爱。虽然主
人和八公相处不久但他俩已经非常有感情了。Hachiko跟主人特别亲，有一天晚上，
狂风暴雨打雷了，狗狗就跑到主人的房间挨着他，跟他一起睡。Hachiko的行为也很
可爱，让人感觉非常温暖！

当主人突发心脏病去世后，无论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在冰冷的冬天，Hachiko一
直在车站等着，等着主人回家。一等就等了十年，从没有放弃，直到死去。

我很感动，也很难过。虽然我没有那么喜欢狗，但狗真的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推荐老师：史力红

取消注册截止日及学费截止日， 09/17/2021，已过

Last day to drop classes without penalty, as well as 
tui tion due date to avoid 10% late payment fee: 09/17/2021.

如尚未注课，但有意向在瑞华上课的同学，仍可抓紧时间
注课。瑞华将提供 prorated 学费。

尚未缴完所有费用的家长，请尽快缴纳学费，逾期罚款
10%。请先登录进您的账户检查您的账户余额，并用以

下两种方式之一付款：
• Zel le Quickpay 支付。Pay 

to: payment@raychineseschool.org; 收款人：Ray 
Chinese School。请务必注明Login ID！

• 支票支付：在支票上注明您的登录账号及您的电话号
码，然后付支票给“Ray Chinese School”。您可邮寄您

的学费到如下地址：
Ray Chinese School P.O. Box 4018, Naperville, IL 60567 -
4018。

~~谢谢您的支持！

游览黄石国家公园
四年级：钱正洋

今年暑假，爸爸开车带我去了黄石国家公园。路上用了二十多个小时，我看到
了许多的平原和很多的牛。

（接下页左👇）

义犬八公观后感
七年级：刘梓杰

“义犬八公”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感人故事。教授帕克
在火车站遇见了一条可怜的狗。他决定收养这条狗。
因为狗的脖子上挂着一根项链，上面写着“八”，帕克
为这条狗取名为“八公”。一天一天过去了，帕克和八

公越来越亲密，一起玩耍，一起吃爆米花，还一起洗
澡。但是，八公却从来都不会去取回帕克扔的球。八
公每天早上都会去火车站送帕克上班，下午5点钟则会
在火车站外面接他回家。有一天，八公怎么也不肯跟

（接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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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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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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页右）

公园里有 10000多大大小小色彩艳丽的温泉。最著名的是大棱镜
温泉。这个温泉像一面镜子。颜色从中间到外边由深变浅，中心是深
蓝色的，接着是浅蓝色，边上是鲜艳的黄色和桔黄色。还一个有名的
喷泉是“老忠实泉”，它每隔一小时就喷发一次，所以叫“老忠实”。它
喷发得很高，像一座高塔。我得仰着头看水柱的顶端，很壮观。除了
温泉，黄石公园里还有很多的山和树，我还看到了许多野生动物，像
野牛、鹿、蛇、鼠等等。

这次旅行让我感受到大自然真奇妙！它对我们很重要，所以我们
一定要好好保护大自然。

推荐老师：程咏梅

（👈接左下）

起，然后木马就开始一圈圈地旋转起来，而且一边旋转一边不停地上
下移动。离开旋转木马往前走，有一个卖饮料的商店，商店里有各种
饮料：像雪碧、可乐、芬达、柠檬汁等等......。

继续往前走，看到我最喜欢的“过山车”。虽然我很害怕但是很想
玩，就叫爸爸陪着我一起坐。我们上去后系好安全带，等着它开始出
发。开始动啦，先转圈上向冲，我们被不停地向左右两边甩。来到了
坡顶，车子突然猛地往下冲！“啊哈哈哈哈哈哈……”我忍不住大声尖叫，

闭上眼睛，害怕极了！等车子完全停下来的时候，我又一点都不怕了，
还想再做一次。

坐完过山车，我们又一起体验了很多别的游乐项目。一天的时间
太短了，还有很多的项目我们都没有来得及玩，真的希望每周都能来
六旗乐园。

推荐老师：程咏梅“六旗”游乐
四年级：邹梓熙

六旗乐园是个好玩的地方。有过山车、旋转木马，还有碰碰车
……一天，爸爸妈妈决定带我和妹妹去六旗游乐场。我和妹妹听了

都高兴得跳了起来。

我们吃完早饭，爸爸开车一个多小时才来到六旗乐园。快到的
时候，在高速公路上就可以看见大大的过山车，我很激动！到了
那里，只见等待入园的车子已经排起了长龙。等呀等呀，终于等

到了。我们向工作人员出示了会员卡，得到确认后来到停车场，
然后下了车，步行到了检票口。工作人员检查了我们的会员卡后，
让我们进入了乐园。

一进门，我就看见了旋转木马。旋转木马有两层，顶层像一把
巨大的伞。每一层都有很多木马。我和妹妹坐上去，只听音乐响

（接右上👉）

精彩预告

第二届太古.瑞华杯绘画大赛海报设计征集活动已圆满结束。最终，

有六件作品入围。这六件作品的作者，最小的年龄5岁半，最大的11岁。
他们的精彩画作已在瑞华微信群中分享。并请关注下周瑞华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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