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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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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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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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summer
i ntern; 他的很多学生目前都是各个高正team 的骨干和Lea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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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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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及辩论大赛，冬季培训说明会
第二届太古-瑞华青少年（英文）演讲大奖赛将与明年一月份举行。
本届演讲比赛的Q&A说明会将于12月3日（星期五）下午5:30进行，请
感兴趣参加者（4到12年级学生）到时参加。应同学们要求，瑞华青
年演讲班，辩论班的Wi nter Ca mp将于12月23日至12月30日举办，瑞
华演讲班的La rry老师，和辩论班的Za ck 老师将于12月3日5:30 同一时
间介绍瑞华Speech Winter Camp，敬请参加。参加讲座的同学注册瑞
华冬季课程可获得$10 优惠。 Zoom ID：3549044390； 密码： 123450

Creative Writing 比赛及春季培训课
程说明会
第二届瑞华-太古杯文化大赛增加了Crea ti ve Writing 竞赛， 分为初中
组及高中组，评委之一Mi s s. Hale 将介绍什么是Creative Wri ting, 为什
么要学习Crea ti ve Wri ting, 及本次大赛的参赛流程，评选标准，探讨如
何围绕hero主题写作。她还将介绍瑞华春季周六两门新课，小学
Crea tive Wri ting 及初中Creative Writing； 参加讲座的同学注册瑞华春
季课程可获得$10 优惠。 讲座时间： 12/05（周日） 5：30PM；
ZOOM ID: 3549044390； 密码： 12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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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令营为网络课程，老师
将通过zoom与同学们见面并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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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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优秀作文
上周评选出的优秀作文是：
•

四年级李东泽Tyler Tang同学的《愉快的旅行》，指导老师：程咏梅
老师。入选评语：对旅行中的景色描写生动；四年级小作者把游览
这一条主线写得条理清晰，描写了爬山路上的景致，点到了爬山的
好处锻炼身体。最后结尾扣题！描写细致有趣， 透过文字能感受这
次旅行的愉快。

•

四年级陆翰林同学的《暑假的趣事》，指导老师：程咏梅老师。入
选评语：写的比较接地气，写出了童趣；暑假的趣事描写生动细腻，
确实很有趣；对Cha rcoal的描写很形象。段落结构清晰；。

•

中文九年级何雨羲 同学的《我的好朋友》，指导老师：田园老师。
入选评语：描写了自己和朋友之间友谊的发展， 感情真挚；何同学
对于人物外貌的描写、性格的描写非常生动！最后收尾在了解了墨
西哥文化成人礼后，想到带朋友感受中国文化！描写细微准确，感
情真挚，美好的友谊跃然纸上；对好朋友的描述很具体，形象。并
且还谈到了好朋友家乡的文化，使得文章内容很充实。

就可以了。
香蕉特别有营养。它含有钾、铜、镁、和维生素C，对身体很有好
处。香蕉还有色氨酸，吃了可以让人感到高兴。要是你心情不好，就
吃个香蕉吧！可别吃得太多了，不然你就会 go ba nanas！哈哈！

漫威的新超级英雄 - 尚气
中文八年级：程安蓓

指导教师：田园老师

最近，有个新的电影上映。 电影英文名字叫“Sha ng-Chi and the
Legend of the Ten Rings”, 中文叫《尚气与十环传奇》。这部电影非常
好看，老少皆宜。这部电影时而使人伤心流泪，时而又令人哈哈大
笑。
尚气住在纽约，他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的职业是在酒店
帮客人停车。可是，这只是他表面的生活。他实际上非常厉害。尚
气的父亲叫文武。他因为有十环的力量可以长生不老。他在十环的
帮助下不断的征服，获得了极大的权力。有一天，文武去寻找隐秘
的大罗睡龙谷，碰见了守护秘境的既漂亮又武功高强的映丽。她用
太极的力量打败了文武。后来他们俩结婚了生下尚气和他的妹妹夏
灵。文武也收起了十环，不再四处扩张。可是，映丽为了保护尚气
和夏灵这2个年幼的孩子而不幸被文武以前的仇人杀死了。文武为了
给妻子报仇，他又把十环戴上了，并且开始教尚气武功，甚至教他
去杀人。几年后，尚气精通各种武术招式了，但是他不愿意过这样
打打杀杀的生活，就离家出走了。他来到纽约，过着很普通人的生
活。
16年过去了。有一天，文武派人找到尚气，把他带回中国。尚
气终于跟父亲和妹妹团圆了。尚气和妹妹发现文武已经被远古恶灵
控制了，让他认为江丽还活着，被关在睡龙谷里，只有打进去才能
解救她。真相是远古恶灵在骗文武，他们要让文武用十环把他们放
出山洞，吞噬人类的灵魂。尚气必须要拦住文武，不能让他放出恶
灵来害人。尚气跟他爸爸的最后一战谁会赢呢？睡龙谷的底下到底
有什么样神奇的力量呢?
这部电影真的是引人入胜，因为在一个好莱坞的著名的套路化
的故事上，加入了大量东方色彩的奇观展示，比如：火凤凰、九尾
狐、麒麟、龙等很多中国古代神兽。如果有机会，我肯定会再看一
遍，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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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
六年级：晨晨

指导教师：许毓婷老师

你喜欢吃香蕉吗？你知道它怎么生长吗？你知道香蕉怎么种植
吗？你知道它对人有什么好处吗？让我来告诉你吧。
香蕉树长得又高又大。它的大叶子跟棕榈树很像。在香蕉树上，
挂着像王冠似的一串串的香蕉。有的香蕉是黄黄的，有的是绿绿的，
但都是弯弯的像月牙一样。其实，香蕉不是树，而是一颗巨大的草。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草可以活三十年呐！
香蕉吃着香甜可口，柔软细腻。其实，最早的野生香蕉有硬硬
的种子，并不好吃。人们通过杂交技术，培养出了今天的三倍体香
蕉，就没有种子了。没有种子的香蕉怎么繁殖呢？把香蕉的根茎拔
出来，切成小块，找个暖暖和和、30摄氏度以上、阳光充足的地方，
挖个30厘米x30 厘米的洞，然后把小块根茎种进去，每星期浇一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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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卷风
六年级：沈默熙

（👈接左下）

指导教师：许毓婷老师

今年暑假时，我家附近经历了一场龙卷风。我第一次近距离感受
到龙卷风的可怕。我看见妈妈去做义工时拍下的照片，受灾人的房子
被摧毁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是整个房子都被吹走了，只剩下地板。龙
卷风把一棵树吹进我的老师的房子里。还有很多房子的屋顶瓦片都吹
走了。到处都看到很多倒下来的树和破碎的砖头木板。还好没有听说
造成死亡人数。
我想知道龙卷风是怎么产生的，我上网查寻关于它的奥秘，看看
能否有什么预防的办法。
龙卷风是最强大的天气类型之一。它们由很快风转的空气柱组成，
通常形成漏斗形状。它们很危险，因为它们的高速风可以吹倒树木，
甚至将汽车吹向空中。真可怕！
龙卷风是怎么形成的:

龙卷风安全措施：

如果龙卷风来了你要做什么呢？如果你有一个地下室就躲在那里。
如果你没有地下室，请靠墙保护你的头部。始终听取龙卷风警告。龙卷
风是很危险的！你必须注意安全！

当温暖潮湿的空气与寒冷干燥的空气碰到时，就会形成龙卷风。
冷空气被推向暖空气，通常会产生雷暴。暖空气通过冷空气上升，引
起上升气流。如果风速或方向变化剧烈，上升气流将开始旋转，风的
旋转就是龙卷风，通常形成漏斗形状。
在美国，龙卷风每年造成 4 亿美元的损失，平均造成 70 人死亡。
极高的风将房屋撕裂。风还可以摧毁桥梁、翻转火车、让汽车和卡车
飞起来、吹断树，并从河床上吸走所有的水。

三州龙卷风：
美国有记录以来最致命的龙卷风发生在 1925 年 3 月 18 日，当时
“三州龙卷风”在中西部造成了破坏。
龙卷风一点钟在密苏里州开始。并在到达密西西比河时杀死了 11
个 人，然后穿越伊利诺伊州南部，龙卷风在下午 2 点 30 分左右摧毁
了戈勒姆镇。死亡人数总共 695 人。发生在 1 英里宽的龙卷风席卷墨
菲斯伯勒、德索托、赫斯特布什，和西法兰克福等城镇时。风暴后来
穿过沃巴什河进入印第安纳州，在那里又摧毁了几个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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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卷风的分类:
龙卷风是怎么分类的呢？龙卷风是用 EF 分类的。
EF0 的龙卷风的风速度是60mph到85mph。EF1 的风速度是86mph
到 110mph 。EF2 是 110-135 。EF3是 136-165。EF4 是 166-200。EF 5 是
200 MPH 以上。最快的龙卷风的风速度是302 MPH。
（接右上👉）
投 稿 ／ 广 告 ：Newsletter@raychinesescho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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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