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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向日葵
四年级：郑艾琳 推荐老师：程咏梅

周六早上起来,我从窗户看到外面爷爷种的蔬菜长得绿油油的,一下
想到老师发给我的向日葵种子还放在书桌上。于是,我决定学着种向日
葵。

吃完早饭后,我先去找一个底部有洞的小花盆,去爷爷的菜地里挖了
一些土放在盆中,然后把向日葵种子埋在土的中间,浇了一点水后把它
放在了有太阳光的地方。每天吃完早饭和晚饭后,我都会去给它浇一点
水。

日葵,看它长得那么高大,我非常地开心!

Fibo
七年级：王异恩 推荐老师：史力红

我们家以前有过一只宠物兔。我的姐姐给他起了一个数学家的
名字，叫 Fibonacci,昵称 Fibo。我们把它从农场买来的时候，它还是

一只小兔子。他喜欢吃一种干草。因为他还是一只小婴儿兔，它需
要补充营养，但我总觉得他吃的没有拉得多，因为它随时都在大小
便。我们给它围出来一块地方，它可以自由自在地跑。一天我从学
校回来，妈妈告诉我 Fibo 死了，因为他跳了然后它摔在地上把脊柱
摔断了，医生也没有办法抢救它。我们都很难过。

（👈接左下）

我以前很喜欢狗,但是现在更喜欢猫。可是因为养狗和猫都很花精
力,我现在还没法养。等我长大的以后,我肯定会养一只属于自己喜爱的
宠物。

保护动物
七年级：秦蕤 推荐老师：史力红

当你走进大自然时，你就会遇到各种各样地动物。有些会很可爱，
可有些会很可怕。但是，他们都是野生动物。家养的小狗，小猫，看到
人是不是不会害怕啊？那是因为它们是人们家养的宠物。野生动物如果
人们不伤害它，它也很少会主动来伤害人的。有一次我差一点压倒马蜂，
马蜂才出来蜇人，它们为了自保就有可能会伤害到人类。因为野生动物
也跟我们人类一样想活下来。人比许多野生动物大，如果你跟那些动物
一样弱小，估计你也会害怕的。动物就像人一样，也会害怕，也会开心，
也会伤心，它们也会保护自己。如果你不伤害大自然，不伤害大自然里
的动物，它们也不会伤害你！

大雾山的小猫
四年级：刘梓琪 指导老师：程咏梅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爸爸妈妈开车带我去了大雾山游玩。

我们的车子刚开到预订好的小木屋前,我就发现有一只小黄猫坐在
门廊下面。小猫样子很可爱,它身上有黄白相间的条纹,圆圆的脸上长着
一个粉色的小鼻子。见到我们它好像很害怕,睁大了浅绿色的眼睛,躲得
远远的。到了晚上它还是呆在那儿。我们担心它会饿,于是去买了猫粮,
还给它盛了一碗水。一开始小猫还是不敢过来,我们就进了屋子,从里面
偷偷地看着它。

过了一会儿,它小心翼翼地走过来,先闻了闻,然后就大口吃了起来。
它吃得很快,吃得很开心。我们也放心地睡觉啦。

早上起来,我们又给它喂了食才出去玩,晚上回来再给它一些食和水。
这样过了两天,它就不怕我们了,每次看见我们回来就很高兴地凑过来,像
欢迎老朋友一样。

我们在大雾山玩了一周, 很快就要回家了。离开前,妈妈给动物收容
所打电话汇报了情况,希望小猫能很快找到一个温暖舒服的家!

过了一个星期后,向

日葵长出了两片椭圆形
的长叶子;又过了几天中
间长出了心形的叶子;三
个星期之后,它就长到我
膝盖那么高啦。爷爷看
到之后,跟我说:“这个向
日葵已经很大了,它还会
长高很多,不能种在盆子
里啦,要把它移栽到地里
去。” 然后,爷爷帮我把

“苗”从盆子里轻轻地拿
出来,种到了门前的地里,

还给它加了些肥料。我
还是坚持每天去给它浇
水。每个星期还会给它
施点肥。它长得很快,一
天比一天高。没多久,它
就和我一样高啦,最后长
得比我爸妈还高!

这是我第一次种向

杨过
七年级：朱奕恺 推荐老师：史力红

我的妈妈养了一只乌龟,叫杨过。它的耳朵是红颜色的,跟它的身
上的绿颜色形成鲜明的对比。杨过今年14岁,比我大1岁半。我们觉
得它是男孩,不过也不能肯定。它虽然平时吃饲料,但它也很喜欢吃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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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左下）

我平时爱吃妈妈做的中国饭，最喜欢的是饺子；我还爱吃月饼。放
假的时候，我喜欢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旅游。

长大后，我想成为宇航科学家，乘坐航天飞船到月球上进行科学

研究。这是我梦想中开着宇航飞船去探月。我酷吗？

屠呦呦-中国的女子的骄傲
9G中文：胡佳丽Hu, Emily 指导教师：田园老师

屠呦呦是中国一位有名的化学家和药学家，2015年得到了诺贝尔
医学奖。她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是中国的女子的
骄傲。

1930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从小，她的父母都支持她努力的学
习。屠呦呦认真学习，取到了优秀成绩。可是，她十六岁的时候，得
到了肺结核，一种威胁生命的病。经过艰苦的医治，屠呦呦终于康复
了，又回到了学校，那场病在她身上有了很大的影响。屠呦呦决定自
己想学习医药研究、帮助别的有类似的病的人、找到把那些病治好的
药方。后来，经过努力，屠呦呦考上了北京医学院和中医学院，学到
了许多中药、西药、和中药西药和配在一起的方法。这种中西医结合
的方法经常在屠呦呦的一项项重要的任务里出现，帮助她完成艰巨的
任务。

1969年，三十九岁的屠呦呦被分派一件非常重要和紧急的任务：
找出一种能治疟疾的药。疟疾是一种威胁生命的病，是从蚊子传出去
的。那时，中国医生常常用来治疟疾的药开始不管用了，因为传疟疾
的蚊子开始变得对药有抵抗力，屠呦呦带着她的团队，阅读了很多中
国古代医书，他们发现书中都提到一种叫做青蒿的植物对治疗疟疾里
有一定的作用。屠呦呦就翻山越岭地去了很多地方，辛辛苦苦地采了
无数不同地方长的青蒿，带回实验室去做实验，可是她发现效果很不
一致。尽管这样，屠呦呦坚持了几年，又重新阅读医书，利用现代医
学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不断改进提取方法，终于发现自己用来提取
的方法不大对，破坏了青蒿的主要成分。所以，屠呦呦和她的团队试
了一个新方法，成功地用更低的温度把成分给提取出来，也把青蒿素
做成药粒或者药片。后来，她把这种药草叫青蒿素。屠呦呦先在有疟
疾的老鼠和猴子上做实验，发现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然后就和两个
同事亲自服用了并测试青蒿素，结果他们都康复了。屠呦呦成功了！
他们终于发现了能成功的治疟疾的药！

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消息传到了全世界。青蒿素是一个很有价值
的药，不仅能够治好疟疾，而且也可以治好许多其它的病。因为她的
发现，屠呦呦得到了无数的奖，最后拿到了诺贝尔医学奖。她是中国
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这件事情说明女人不比男人差，巾
帼不让须眉，女子和男子能够在科学或者其它领域里取得很大的成就。
屠呦呦是中国的女子的骄傲，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灵童的自我介绍
四年级：灵童 推荐老师：程咏梅

灵童是我的中文名字。妈妈希望我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给我
取名叫灵童。

我今年在瑞华中文学校上四年级，我喜欢上中文学校，喜欢学

中文，还喜欢读中文故事书，像《安徒生童话》和《成语故事》等。
我爱好读书，除了中文书还读了很多的英文书，像《神奇树屋》和
《日历之谜》我都读过。我还喜欢弹钢琴，我会弹贝多芬的《小夜
曲》和莫扎特的《G大調小步舞曲》。看我弹琴的样子是不是很有
范儿？

（接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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