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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很多好朋友。我最好的朋友叫Sam，他是美国人，他说英语，
他跟我一样六岁了。他家有三只狗，两只猫。他开玩笑地说，“他家像
是个动物园”。我也很喜欢小动物，但有时候我会有点害怕动物，所以
我觉得Sam很勇敢。我们俩都喜欢拼乐高，Sam拼得又快又好，我觉得

他很棒。他今年上学前班，我上一年级。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学校了，但
是我们常常在一起玩，我会告诉他我的小秘密，他也会告诉我他的小秘
密，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

《花木兰》影评
中文8年级：顾凯然 指导老师：田园老师

大概六七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看了《花木兰》这部动画电影。当时

我还小，没有完全领悟电影的真正意义，只是觉得情节吸引人。最近我
在老师的鼓励下又看了一遍最新出的《花木兰》电影，懂得了它表达的
深刻意义，难怪这么多人喜欢这部电影。

花木兰是一名女英雄，她为了保护的自己爸爸，他年纪很老了，身

体又不好，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替父从军。在那个时代，女人是
不应该出现在军队里的，但是木兰凭着对父亲和国家的热爱，加上一颗
顽强的心，一往无前。她的行为很让我感动，因为她很孝顺，并且做了
她认为正确的事。当时的性别歧视不让女人当兵，我很佩服她的勇气。
木兰假扮成男人去打仗，就像在自讨苦吃，她应该知道一旦被发现后果
很严重。战役开始了，木兰用她的聪明才智救了很多士兵，还包括她的
将军。但是后来，她的真实身份暴露了。将军虽然饶了她一命但把她赶
出了军队。尽管如此，她依然没有放弃，经历了千辛万苦回到部队，最
后用她的智慧打败敌人，挽救了国家。

这部电影让我意识到，一个人的性别和年龄并不代表她的能力。女
子和男子一样能干！只要你相信你可以，坚持努力，你就做得到。相信
你自己、做对的事情，就像木兰常说：“我对我的心负责！

电影《流浪地球》
中文8年级：林旖晴 指导老师：田园老师

我看了电影《流浪地球》。它有一个未来主义的科幻背景，讲的
是在几个世纪内，2075年左右，太阳将变得不稳定并将吞噬地球和太

阳系的其他部分。地球上的国家联合起来以逃避即将到来的厄运，提
出了在地球建设 10,000架巨大喷气引擎的解决方案，以产生足够的推
力以逃离地球轨道，到达 4.2光年外的新太阳系。不幸的是，发动机系
统的故障导致地球陷入木星的引力，并将与木星发生碰撞。

刘启和韩朵朵两个主角离家出走。韩朵朵想看看这颗星球的表面，
因为喷气引擎的安装，大部分人类都生活在地下；刘启是为了对抗他
常驻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父亲。在这过程中他们意外加入了救援队伍。
在灾难面前，一路带着妹妹脱离险境，这时候的他才明白了父亲当年
的苦心，最终也原谅了自己的父亲。

《流浪地球》非常关注全球集体行动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在修

复引擎的过程中，主角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合作解决问题。最后地球在
各方努力下脱离了木星的引力，阻止了地球坠入木星，继续流浪。

《流浪地球》这部电影不仅意义非凡，还拥有非凡的计算机合成
图像技术。例如，主角抬头仰望天空时，观众可以看到旋转的星星和
木星鲜艳的色彩，真是神奇！

（接下页👇）

捉蝇记
三年级：杨浩然 推荐老师：李雅

一天下午，我和爸爸妈妈来到一家中餐馆。妈妈点了鸡肉和
海鲜，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菜。不一会，我们点的菜就上来了，好
香啊！就在这时，我看见一只苍蝇正朝我们这边飞来，在我们的餐
桌上面飞来飞去。它刚要落到我最爱吃的海鲜上，我立即举起手中
的筷子，大喊道：“这不是你的菜！走开”。苍蝇看到我手里的筷子，
迅速改变了飞行方向。就这样，苍蝇在前面飞，我就在后面追，我
拿着筷子在餐馆里不停的跑着。终于，这只苍蝇飞不动了，我抓到
了这只飞进餐馆觅食的苍蝇。后来，我回到座位上，和家人高高兴
兴地一起吃饭了。

上周优秀作文

上周评选出的优秀作文是：

• 四年级郑艾琳同学的《种向日葵》，推荐老师：程咏梅老师。入
选评语：描写形象生动、人物心理描写细腻；语句通顺，结构完
整；描写详细具体， 生动有趣；小作者们观察仔细，描述细致；结
构完整，叙述事情层次较清楚。。

• 七年级秦蕤同学的《保护动物》，推荐老师：史力红老师。入选
评语：章短小却充满爱心；小作者体现出的爱心让人称道；这篇
文章的立意和引申有独到之处。。

• 四年级刘梓琪同学的《大雾山的小猫》，推荐老师：程咏梅老师
。入选评语：描写形象生动、人物心理描写细腻；结尾非常暖心，
很赞！小作者观察仔细，语言生动；对小猫观察仔细，辅以小
作者的心理活动，童趣十足；题目引人遐想；小作者们观察仔
细，描述细致。

• 九年级胡佳丽Hu, Emily同学的《屠呦呦-中国女子的骄傲》，指

导老师：田园老师。入选评语：文章对女科学家屠呦呦的介绍，
资料翔实，层层递进，相信小作者一定看过很多关于屠呦呦的资料
； 作文非常详实； 叙事语言流畅， 重点突出总结有力。

祝贺上期“优秀作文”获奖的同学和老师们！

我的好朋友
人人中文一年级：康天芮（Emma Kang） 指导老师：屠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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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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公园有专门的船带我们到水中看岸边 的景色。我们坐在船上来回
用了两个半小时，行驶了 30 多英里。我看到岸边各种各样漂亮的悬 崖、
岩石。它们有的像龙，有的像花瓶 ，有的像一幅画儿，所以这儿里叫
画岩。从船上下来，我 们走了约两英里，来到了教堂瀑布。 瀑布很高、
很漂亮，但是声音也很大。水从高处落到下面的 石头上，溅起很大的
水花，还有很多泡泡，非常壮观。然后，我们又走了一两英里到湖边。
湖边 最著名的景点就是教堂岩石，教堂岩石是一块直立的岩石，上面
长着一棵树。岩石上没有土壤， 这棵树的根要伸到旁边的有土壤的岩
石上去吸取水分和养料。我真担心这个独立的岩石有一天会 被风吹倒，

那这棵树就会死掉了。湖边是大大的沙滩，湖水很清。我和哥哥尽情地
玩水，我们还 捡了很多漂亮的石头。虽然水很凉，但我们一点都不觉
得冷。

画岩公园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瀑布，有的我们还没有去看。这里的
景色实在太美了，我以后还要再来这里游玩。

（接上页👆）

妈妈说，在当今分裂的政治气氛中，大家可以从灾难片《流浪地
球》中领会到合作的重要性和生存的重大意义。

灵灵，你好吗？
9G中文：董逸龙BenjaminDong 指导教师：田园老师

多年前，我爸妈养了一只鹦鹉叫灵灵。那时候我还小。灵灵是世
界上一种最小的鹦鹉品种。但别看它们体形很小，却有很强的个性。
它们一般很活泼，任性，和好斗。我家的鹦鹉灵灵，聪明机灵，灵活
小巧，所以我们给他起了 “灵灵”这个名字。灵灵是一只雌鸟，她全身
长着翠绿的羽毛，腹部的绒毛淡淡的样子十分可爱。它的眼睛大大的，
总是机灵地打探着四周，一双灵活的翅膀不时地扑着，她很好奇，爱
在屋子里飞来飞去找新的东西玩。

我爸妈花了不少时间照顾灵灵。妈妈每天都亲手给它做吃的，把
蔬菜和水果切的又细又小，亲手喂她。爸爸还每周给他打扫卫生。虽
然爸爸不喜欢这份 “工作”，但是为了灵灵有一个干净的 “家”，他还是

每周要把灵灵笼子底下的报纸换掉，再清理笼子里面的脏东西，再给
灵灵洗一个干净的小澡。说起洗澡，这还是灵灵最喜欢的一种活动。
爸爸先把一个小碟子放点水，再把小碟子放到灵灵面前，灵灵会自己
跳到碟子中，用翅膀沾点儿水，自己仔仔细细地洗澡打扮。看着它洗
澡很好玩，可有意思了！

因为灵灵是鹦鹉的一种，应该会学说人话。于是，爸爸花了好多
时间教她说话。最后，灵灵学会了一句中文：“你好”。我爸爸还花了
不少时间教灵灵怎么认家。她认家后，我们可以放心地把灵灵放在前
院的树上，然后走回车库伸出手指叫一声灵灵，灵灵会灵活地飞回到
我们的手指上。虽然我们在灵灵身上花了不少时间，但是灵灵每天早
上的动听的鸟叫声和 “你好你好”的打招呼，加上周末跟我们一起在后

花园玩耍，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还有，我小的时候，每当我开始
哭闹起来，灵灵就会飞到我面前，摆动一下尾巴，还拍打羽毛，她头
上的羽冠像扇子形状竖立起来了，一瞬间，我就会立即停止哭闹并开
始大笑起来。

可惜的是，这些都是快乐的回忆了。灵灵现在已经不再和我们一
起了。有一天，像往常一样，我爸爸把灵灵放出去，让它在外面玩一
会儿。没过多久，我爸爸和妈妈一起去买菜了。他们忘了把灵灵叫回
家来了。当他们想起来以后，马上出去找。他们心慌意乱地围绕小区
边走边叫：“灵灵，灵灵！”还动员了外婆和朋友们一起帮忙找。一直
到天黑，他们才空手回家。这天晚上全家都很伤心。

灵灵是我们的好朋友，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灵灵这种鹦鹉

应该可以活二十多年，她有可能今天还活着呢。如果灵灵还活着，我
们祝她活得快乐！我们会一直都想着她的！

难忘的旅行
四年级：张妞妞 推荐老师：程咏梅

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哥哥

去画岩国家公园度假啦。这
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旅行，因
为我们没有像 以前一样住旅
馆，而是住在露营车里。车子
很大，里面有厨房、厕所，还
有上下床，像家一样。 我们
白天出去玩儿，晚上回来烧
篝火， 做我最喜欢吃的棉花
糖巧克力夹心饼。

画岩国家公园在世界最
大的淡水湖----苏必利尔湖岸

（接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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