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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瑞华冬令营正式招生
瑞华中文学校去年的演讲，辩论冬令营，很多学生反映水平高，
收获多。因此，今年瑞华将继续在12月份举办为期一周的
Congressional Debate 和 Public Speech冬令营，12月1日前注册免新生
费及注册费，信息如下：
•

国会初级辩论营(Gr.4-Gr.6);
Dec 23 & 26-30 1 – 3 PM (No Cl ass on 24/25) Jr. Congressional Debate
Tra i ning Ca mp
Tota l： 12 hrs 学费$180

•

辩论训练营(7 年级以上) Congressional Debate Training Ca mp
(Gr.7+);
Dec 23， Dec26-30 3:15 – 5:15 PM; Tota l: 12 hours; 学费：180

主讲老师：Za ck Xi ； 是深受瑞华学生欢迎的讲师，目前是斯坦福
二年级学生，多次获得高中debate全国比赛冠军。斯坦福大学
Debate Team; 凭借出色的表达和组织能力，作为新生就成功加入
斯坦福大学Student Consulting Group; 并提前一年锁定麦肯锡
2022s ummer intern; 他的很多学生目前都是各个高正team 的骨干
和Lea der.
•

公共演讲训练营（7年级以上）Dec 23, Dec 26-30; 1:00PM-3:00PM
Publ ic Speech Training Ca mp (Gr.7& above); Total: 12 hours; 学费220
公共演讲初级训练营(4-6年级)Jr. public speech camp Dec 23, Dec
26-30 3:15 – 5:15 PM; Tota l: 12 hours; 学费$220
主讲老师：La rry Ba lfe; 拥有三十年经验的专业speech教师，许多
学生都在全国演讲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培养出了很多在Na tional
比赛中夺冠的选手。目前在Na perville North Central speech team
的骨干学生都曾经是他在瑞华的学员。

12月5日前注册的学生免除注册费，新生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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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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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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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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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优秀作文
上周评选出的优秀作文是：
•

•

•

中文9年级Tyler Tang同学的《我家的“公主”》，指导老师：田园老
师。入选评语：很真实的描绘出狗狗的优缺点，把狗狗喜欢黏人以
及喜欢随地大小便的特点都真实的写出来，用词生动，描写细腻！
作者把可爱小狗的形象描写得栩栩如生，犹如一只小狗站在眼前；
文章感情真挚， 对小狗的描写细致入微；对“公主”的描写细腻，能
抓住爱犬的主要特点和性格。
AP中文梁悦文同学的《我喜欢读书》，指导老师：田园老师。入选
评语：小作者记述了阅读带给自己的乐趣，既有提纲挈领， 又有具
体例子。文笔流畅， 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喜欢从文章中看到热爱读
书的情感。细腻入微描写；结构完整，文字的掌握运用很成熟。 另
外能读金庸的小说了， 中文真的很棒。
四年级刘梓琪 同学的《自我介绍》，推荐老师：程咏梅老师。入选
评语：8岁的小朋友写的自我介绍，内容很充实， 还运用了拟人句，
很棒；文章结构清晰，对自己的两个爱好描写内容充实。

我们去了雷尼尔国家公园爬山，去了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漫步，
还去了华盛顿州立奥林匹亚公园的沙滩挖贝壳。我和我的朋友一起
共挖了一百五十多个贝壳，有白色的、黄色的、灰色的，还有的亮
亮的。它们的形状也是各种各样，有圆的、扇形的、椭圆形的，还
有长形的，看着像大象的鼻子。

我最喜欢的是爬雷尼尔雪山。爬山路上我看见了许多五颜六色
的花，还有可爱的土拨鼠。土拨鼠不怎么怕人，有的游人还用手去
摸他们的头。山上有白白的积雪，湖水看着蓝蓝的，景色很美。我
们爬山一共走了约有四英里，用了四个多小时。我热得满身是汗，
感觉也很累，但是很开心。我看到了许多以前没有看到过的花和可
爱的土拨鼠，还欣赏到了美丽的雪山风景，同时也锻炼了身体，增
长了知识。
离开前，我们吃了一顿很丰盛的海鲜大餐。有螃蟹、扇贝，还
有大龙虾…… 味道非常的鲜美。我们都吃得很痛快！
这次旅游真是太开心啦！

祝贺上期“优秀作文”获奖的同学和老师们！

暑假的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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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陆翰林

推荐教师：程咏梅老师

杰西卡姐姐又带着她心爱的宠物狗 Cha rcoal 来到我们家,我好开
心。

万圣节
三年级：翟美琪

推荐老师：李雅老师

万圣节终于到了！今天，我和弟弟还有我的好朋友一起去要糖。
一路上，我们经过了许多座房子，每一座房子外面都精心布置了万
圣节的装饰，非常有创意。要完糖，我们一起去参加了邻居家办的
万圣节派对，大家一起讲鬼故事、做游戏，因为我故事讲得好，赢
得了一把用红色气球做的剑。今天我太开心了，我喜欢万圣节。

愉快的旅行
四年级：李东泽

推荐老师：程咏梅老师

今年暑假，我们全家一起去了西雅图旅游。

Cha rcoal 两岁啦，有二三十磅。它的背部、耳朵和嘴巴是黑色的，
四肢是浅褐色的，短短的 毛亮亮的。它的两个尖尖的大耳朵直立在
头上，看着很精神。我非常喜欢和它一起玩。

杰西卡姐姐每次来都会教我和她一起做饭，这次我们做了一个
披萨。她从 whole foods 店买 来了披萨酱、马苏里拉奶酪和披萨面团。
在姐姐帮助下，我亲手把面团擀成饼，把披萨酱涂到饼 上， 然后撒
上了奶酪。姐姐把披萨放到 450 度的烤箱里，过了差不多二十分钟
就烤好啦。披萨非 常好吃，我们一下子就全吃光了。
饭后，我们会到小区里遛狗。一次在路上，Cha rcoal 看见了一只
兔子，非常兴奋，边叫边要 去追。杰西卡姐姐使劲地拉住绳子，我
也跟着帮忙，但它的力气太大啦，挣脱了绳子，飞快地奔 向那只兔
子，跟着兔子跑远啦。我们担心它会迷路，赶快朝它跑去的方向去
找，终于在不远处看 到了它。 ，它正在前后左右地找兔子呢。
谢谢杰西卡姐姐和 Cha rcoal 带给我那么多有趣的回忆。

（接右上👉）

（👈接左下）

通讯方式
九年级：吴睿治

也是我妈妈最喜欢的，每一次我都会问她是怎么做的，想学会了表演给
我妈妈看。

指导教师：刘鑫老师

从很久以前到现在，人们互相联系的通讯方式有了巨大的变化。
古时候，人们飞鸽传信和驿站传讯。汽车发明以后，人们用汽车来收
发信件，后来，飞机担任了国际间的信使。
以前，人们邮寄书写的信件，后来用电报机发信。越来越数字化
的今天，大部分的通讯在手机上就能完成的。人们每天不仅可以给认
识的和不认识的打电话，而且可以发短讯；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甚
至视频交流。看到通讯从纸质到数字的进步，我觉得未来的通讯非常
有可能会只需要人们的大脑就可以交流了。直接通过脑电波跟别人交
流极为方便。你不需要带着手机到处走，也不需要提高音量大声讲话。
用大脑跟别人联系也会既省时又省力，并且非常环保，因为你不需要
笔和纸；也不需要在手机上一个字一个字的打，更不需要坐下来写字。
用大脑跟别人交流，可以是即时的，特别是在你赶时间的时候，比如
说，如果你上班快迟到了，你可以通过你大脑的想法告诉你的老板你
会晚一点儿到。这样不但帮助你省了时间，又能让你专心赶路而不是
花时间去解释原因；但是，用大脑交流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容
易打扰到其他的人或是知道别人的秘密，所以有些人会说用大脑跟别
人联系是很危险的。

我们六年级时，疫情开始了。我们的学校不得不关闭了，学生们都
进行了线上学习，我和她每一天都会在手机上聊天。我知道她许多的秘
密，她也知道我许多的秘密。记得她与我一起聊天和谈心, 我们打电话
最长的一次连续打了二，三个小时；真的她仿佛就像自己的亲姐姐一样,
如果我有什么心事, 只要找她, 她就会和你聊上一会儿, 就不会再有不开
心的事了! 也就是她给解决得干干脆脆,就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样.
她就像我的开心果！
在墨西哥，女孩们会有一个成人礼， 成人礼是女孩一生中最重要的
节日, 是标志着她从女孩演变成女人的一个重要仪式。这一天她的家庭
要为她大操大办, 听人说就像中国女儿出嫁那么隆重。我特别想去参加，
正在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我也已经下了决心，我要带她去中国一次，
让她也感受一下中国文化的魅力！

我认为用大脑联系这个方法需要很长时间才可实现，所以现在没
有担心的必要。我也相信，在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会找到解决
这个难题的办法。

通讯方式的变化
九年级：庞靖

指导教师：刘鑫老师

从地球上有了人类以来，通讯方式就一直在进步和发展着。从驿
站传讯到现代的智能手机，通讯方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是在商代时期发明的。甲骨文是刻在乌
龟贝壳和哺乳动物骨头上的。这些雕饰是被用作记录古时候祭祀活动
的，成为了与祖先交流的记载方式。图画和象征性的图案担当了当时
人们相互交流工具。经过长时间的变化，随着人文文化的进步，甲骨
文变成了简化的文字。人们开始在竹卷上写字，并且通过马匹传递这
些竹卷用以相互交流。
现在的世界已经被数字化了，并且网络覆盖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所以大部分人都用手机或者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去交流。现在的通讯
方式更加方便和快捷, 只需要一两秒钟就可以跟住在其它国家的人交
流。现代的电子产品有更高级的功能，例如：视频交流，网络课程，
视频成为了新冠疫情期间人们生后中必不可少的交流方式。

现在的通讯方式已经非常便利了，但我相信将来的通讯方式一定
会更先进简便。

我的好朋友
中文九年级：何雨羲

指导教师：田园老师

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一年班里来了一个新同学，她的名字
是卡罗尔。 那时候是寒假刚过，我一进学校就看见了一位不认识的女
孩，第一眼见到她我就脱口而出：“真漂亮！”她眼睛是棕色的，睫毛
又黑又长，脸蛋通红通红的, 加上她那甜甜的笑容、微微鬈的长发,就
像洋娃娃一样可爱精致。那时候我还是班里个字最高的学生，她的个
字也很高。不久，我成了她的好朋友。
那时候她很害羞，现在在我面前已经是眉花眼笑的了。她的数学
有一点落后，但她写作文的能力很好。她特别喜欢自己国家的文化，
提到墨西哥时就能说会道，眉飞色舞的，我也很喜欢听。我的朋友也
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我在她面前很喜欢说话。说着天南地北地可以
说好几个小时，她一直都听。妈妈很喜欢她的发型。每一天来到学校
都会梳着很漂亮的发型，她最亮丽的发型就是她的双丸子头。那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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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