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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优秀作文
上周评选出的优秀作文是：
•

人人中文一年级康天芮同学的《我的好朋友》，指导老师：屠知
伟。入选评语：一年级同学写出《我的好朋友》这样质量的作文，
很不简单；叙述完整，用词准确；语句通顺，使用了一些连词句
式，对一年级的小朋友很好。

•

四年级张妞妞同学的《难忘的旅行》，推荐老师：程咏梅老师。
入选评语：对景色描写准确，叙述有条理； 比喻形象， 联想丰富，
所以笔下生辉。

•

中文8年级林旖晴同学的《流浪地球》，指导老师：田园老师。
入选评语：文章结尾从电影的 制作特点， 内涵， 对现今的意义
做了多角度的总结， 是真正的观而有感；故事叙述清晰，结尾点
出电影的寓意，结构非常完整。

•

中文9年级董逸龙同学的《灵灵，你好吗？》，指导教师：田园
老师。入选评语：文章有真情实感，结构完整，用词准确；描写
栩栩如生， 情感真挚；小作者描写细致入微，情真意切；作者通
过描写爸爸妈妈为鹦鹉“灵灵”的辛苦付出，表达了一家人的爱心，
以及“灵灵”带给一家人的快乐。话锋的转折提到“灵灵”的丢失以
及对它美好的祝愿，紧紧地抓住了读者的心！。

我家有一位“公主”，她是 一只宠物狗，名字叫cooki e, 是“甜饼干”的
意思，是波美拉尼亚（Pomera nian）品种，今年3岁了。
她小巧可爱，风度翩翩，她的皮毛是棕色和黑色双色的，眼睛圆圆
的，像两颗黑棕色，透明的晶莹的玻璃球。白天的时候，两只大眼睛滴
溜溜的转个不停，好像正在想一个问题。它的鼻子是黑的，鼻子的其它
部分长着棕色的毛，它的嗅觉十分灵敏，因此 总是把鼻子贴在地上，
嗅来嗅去，我很想知道它在嗅什么？是找好朋友？还是找骨头？那可爱
的样子总是令人哈哈大笑。它的尖尖的小耳朵永远竖着，好像一直在警
觉着什么。一有小小的动静，她就喜欢“开叫”，“汪汪”得叫个不停。

祝贺上期“优秀作文”获奖的同学和老师们！
第二届联丰（太古）-瑞华杯到目前为止所有入围优秀作文已在瑞华
网站登出，接下来每期的入围作文也将陆续刊登。欢迎大家赏读。

董事会欢迎家长会员积极参选董
事及招募选举小组成员的通知
瑞华中文学校将于2021年12月11日和12月12日进行线上瑞华董
事选举，并产生四名新董事。新董事任期将从1/1/2022起，任期三
年。
根据学校校章相关规定，董事候选人应为瑞华会员，须有孩子
注册中文课程。请有意参加选举成为候选人的瑞华会员在12月3日晚
8:00pm前把您的参选意愿、简历、和照片EMAIL给
boa rd@raychineseschool.org。
董事行为规范参见：
https ://www.raychineseschool.org/BylawsAndRegulations/RayChineseS
chool BoardCodeofConduct.pdf

我记得当我们第一次把“甜饼干”抱回家的时候，她对陌生的环境很
害怕，一不小心，从我们身边“出走”了。。。我和哥哥既伤心又担心，
到处去找她，爸爸还打电话报告了警察。过了几小时，终于，她被安全
送回来了，我们全家都很高兴。从此，我们给她戴了一个项圈，并且刻
上了她的名字和我们家的电话号码。后来，慢慢地熟悉起来了，她一天
到晚总是想着和我们玩耍，并且充满活力，尤其是当我从学校回来时，
她围着我蹦蹦跳跳，对着我不停地摇尾巴。我一坐下来，她会扑上来，
用那湿漉漉的舌头拼命地舔我，真是有趣极了！我每天都会带她散步，
妈妈还会带她去狗公园玩，因为我家有2位大男生，所以我妈妈特别宠
着这一位“公主”。虽然她也有缺点，就是到处便便和尿尿，但是这一点
也不影响我们对她的宠爱。
不仅是我们一家人，还有我的朋友们都非常喜欢她，“甜饼干”看起
来毛茸茸的超可爱，摸起来软绵绵的也很乖。cooki e是我最喜欢的宠物
狗，她是我们家的一员，我会永远爱她。

《李时珍》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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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8年级：樊艾辰 指导老师：田园老师

董事会同时招募两位非参选会员参与组建董事选举小组，确保
选举顺利进行。谢谢！

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名叫《李时珍》。虽然这是一部黑白电影，
但李时珍的形象非常光辉，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家的“公主”
中文 9年级 ：Tyler Tang 指导老师：田园老师

电影描写了李时珍的一生。他是明朝时一位著名的医学家，被人们
称为 “药圣”。李时珍从小就跟父亲学医治病，还经常帮助穷苦的人，看
病不收一分钱。在他努力学习的过程中，发现旧的药书里有很多危险的
错误，就下定决心重修一部新的本草，订正古人的错误。为了写这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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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请求了无数官方的支持，却一次次被拒绝，最后只好带着徒弟
自己去完成。不管山有多高，天有多冷，他坚持不懈地研究各种中草
药。他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品尝新采来的草药。他路上遇到了很多
困难，有很多人反对他的意见。有一次，他翻山越岭地寻找一种“曼陀
罗花”，费了很大的功夫，拜访了很多人。当他终于找到这种花时，附
近的道士不让他们采，说是神花。但为了记录花的用法，李时珍仍然
上山去采了曼陀罗花。道士发现后，恼羞成怒，把李时珍抓了起来，
不仅杀了他的朋友，还烧掉了他的札记本。 好几年劳累的心血，就那
样子消失了。但李时珍没有放弃，又重新搜集草药，补写笔记，为了
帮助老百姓，他花了整整二十七年的时间，克服了一切困难，完成了
一部伟大的药书 —《本草纲目》。虽然李时珍去世三年后它才出版，
《本草纲目》广泛流传，推动了医药的发展。到今天，这部著名的本
草著作还被世界各地的医生使用。

我非常喜欢听音乐，在音乐里，我仿佛能听到小动物在森林里唱歌、
追逐，叶子在 树上跳舞，也能听到小溪在石头缝隙中缓缓流过的声音
……我从三年前开始学习弹钢琴， 坚持每天弹半个小时以上，莫扎特是
我最喜欢的作曲家，因为他的曲子都很热情活泼，我 弹也得也很开
心。

我看完电影后，非常感动。虽然李时珍经历了许多困难和失败，
但是他从没放弃写本草纲目的理想。李时珍的不畏千辛万苦，爬高山
尝百草，凭着坚定的决心为百姓做了这么重要的贡献，救了这么多生
命。我非常佩服李时珍，我们大家都应该向他学习。每个人都会遇到
困难的，但只有努力坚持下去的人才能克服这些困难，获得成就。如
果李时珍一开始就听了那些官员的话，听信权威，放弃本草，我们现
在就不会有这么一部伟大的著作了。综上所述，我们做什么事都需要
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工作，克服困难，坚持不懈，才能获得成功。

有空的时候，我就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我的大椅子里看书。我最喜欢
的一套书是《神 奇的树屋》，每一本我都看了很多遍。杰克和安妮兄
妹俩带着我穿越了千山万水，见了很 多历史上的名人，感受到了他们
的生活和他们的经历。我希望将来我也能像作者玛丽一样 写出这么引
入入胜的书。
长大以后，我想像我妈妈一样当老师，因为这样我不仅能掌握一项
专业知识，还可 以把这些知识和智慧带给更多的人。

我喜欢读书
AP中文：梁悦文

指导教师：田园老师

你们去过书里面的神秘世界吗？每本书都有自己的不同世界。正
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爱读书。我喜欢读很多各种各样的书。我先会谈
谈我为什么喜欢书，再介绍我喜欢读什么样的书。
当我读一本书时，就像被时间，空间等转移到书里了，让我享受
书里的一切。你读一本好看的书的时候，它用的词语和说法也是很有
趣的。我可以从书上学会许多新的词语和句法的用处，比如学习新的
成语，认识人物的性格，或者描述风景的方法。田老师说书中优美的
词语、生动的描述使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她鼓励我们要记下书中
的好词好句，还要我们背诵经典的段落，这对我们写作文有很大的帮
助。对于我，我读书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它的情节。每本书的情节都是
独特的，有自己的不同人物和布景。每次读一本书，你都可以读到不
同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很吸引人，不像打游戏玩了几次就简单重复操
作了。每本书都有自己的独特世界，自己的人物和情节，感受到了许
多的情感。
我最喜欢读的书是小说。小说里有很多不同的人物和布景。里面
的人物性格也各有不同，你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引人入胜。
小说里的人物都有不同的故事，我最喜欢的部分是了解书里人物的追
求。虽然他们并不总是成功，这给了我一种神秘感，让读书变得更有
趣，让我更享受那本书。有一本我特别喜欢的书叫做《天龙八部》，
作者金庸，是讲说古老中国的小说，里面的人物用的武功我觉得特别
有趣，比如乔峰的降龙十八掌和段誉的六脉神剑，北冥神功，凌波微
步等等。他们每一个人的性格都很鲜明，乔峰的义气方刚、恩怨分
明；段誉的智慧过人、孝顺、还有点浪子的感觉；阿紫的聪明伶俐、
既反叛又可爱；慕容复的野心、匡复大燕国的志向。。。每次读《天
龙八部》，我心里总是感触万千。
我有很多爱好，但我最享受的当然就是读书了。读书让我拥有快
乐，读书让我增了学问，读书让我长了见识，读书给了我许许多多的
好处。希望你也会跟我一起去探索一下书中的有趣和神秘的世界。

自我介绍
四年级：刘梓琪 推荐教师：程咏梅
我叫刘梓琪，今年 8 岁了, 属蛇。我家有爸爸、妈妈和我三口人。
我爱画画、读书、 听音乐、弹琴、滑冰，还有做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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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 versi ty Dental School DDS, 执业30年。 Pri va te
pra cti ce, famil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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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 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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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ra ces 。
Ema i l: info@capdentalcare.com http://www.capdentalcare.com
Rocket Ice Arena - @ Bolingbrook, IL 60440 www.rocketice.com
Your premier i ce s kating des tina tion! Rocket Ice offers the bes t
Ice Skati ng and Lea rn to Pla y Hockey classes in the Southwes t
Suburbs . Our highl y qualified ska ting ins tructors a re dedica ted to make
sure your child ma xi mizes thei r ska ting potential. We offer classes
throughout
the
yea r.
For
more
i nformation, Email:events@rocketice.com; Tel:630-679-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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