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LETTER 每周简报
2021年 01月16日 庚子(鼠)年农历十二月初五 ➢ ➢ ➢➢第 743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问题/建议: info@raychineseschool.org 讲座: vplogistics@raychineseschool.org 广告：Newsletter@raychineseschool.org 网站：www.raychineseschool.org

🎈🎈联丰（太古）-瑞华杯系列迎春文化活动🎈🎈

闭幕式暨春节庆祝活动

联丰（太古）- 瑞华杯系列迎春文化活动闭幕式暨春节庆祝活动
定于2/13/2021（周六，大年初二）下午4-6点举行。周六下午第四节
课将取消。届时，将揭晓各项大赛的获奖名单。欢迎大家，特别是参
加比赛的同学和家长们，预留时间，拨冗参加，为获奖的学生们加油，
并共庆新年！

迎春文化活动各项比赛截止日期

请大家注意各项比赛的截止日期，勿要错失参赛机会。

➢ 作文大赛 - 1/24

➢ 绘画大赛 - 1/24

➢ 演讲比赛：
❖ 注册截止日期：1/23
❖ 录像上传截止日期：1/31

➢ 辩论比赛：
❖ 注册截止日期：1/30
❖ 比赛日期：2/7

➢ 国际象棋比赛：
❖ 注册截止日期：1/23
❖ 比赛日期：1/30

我爱我的家
人人中文 (一级)： Kaya Chen 推荐老师：屠知伟

我的一家人
人人中文 (一级)：Wang, Haode 推荐老师：屠知伟

我的家有四个人，妈妈，爸爸，妹妹，和我。我们住在Naperville。

我的爸爸是中国人。他三十六岁。我的妈妈也是中国人。她三十六
岁。我妹妹五岁。她上Meadow Glens小学。我八岁。我上小学三年级了。

我喜欢玩游戏。我喜欢玩的游戏叫“Among us”。我也喜欢和妹妹一
起看电视。我家没有小狗。我家有一条鱼。它没有名字。我喜欢蓝色。
我喜欢吃苹果和香蕉。我喜欢穿绿色的衣服。

我爱我的妹妹，我爱我的爸爸，我爱我的妈妈，我爱我的家。

我的一家人
人人中文 (一级)：Riggins, Nolan 推荐老师：屠知伟

我叫Kaya。我家有三个人。
爸爸妈妈和我。

我们住在Oak Park.我的爸
爸是美国人。爸爸五十二岁。
我的妈妈也是美国人。妈妈四
十六岁。我的爸爸和妈妈都是
大学老师。我六岁。我也是美

国人。我上小学一年级，我也
上中文学校一年级。我的生日
是五月二十一日。我很喜欢小
动物。小动物们很可爱。我爱
吃的水果是葡萄和香蕉。我喜
欢的颜色是蓝色。我很爱唱中
文歌。我最爱唱的中文歌是
“头和肩膀”。

我爱我的爸爸和妈妈，爸

爸妈妈也爱我。我爱我的家。

我家有六个人，爸爸，妈妈，

大哥哥，二哥哥，姐姐，和我。
我们家住在Lions。

我的爸爸是美国人。他五十
岁。我的妈妈是美国人。她四十

岁。我的大哥哥十七岁。我的二
哥哥十四岁。我的姐姐十六岁。
我七岁。我们都在家里上学。

我很喜欢学中文。星期六我

上中文学校学中文。我喜欢吃苹
果。我喜欢玩游戏。我家有三条
鱼。有两条鱼是蓝色和黄色的，
还有一条是橙色和白色的。它们
都是小丑鱼。我们家还有三只蜥
蜴。一只蜥蜴叫Ginger，另外两
只叫Popcorn和Cheerio。

我爱我家的小动物们。我也爱我的的爸爸，妈妈，大哥哥，二哥哥，
姐姐，和我。我爱我的家。

我的一家人
人人中文 (一级)： Xu, Changjian-徐昌健 推荐老师：屠知伟

我家有三个人。有爸爸，妈妈，妹妹，和我。我们住在Naperville。

我八岁。我的妈妈是中国人。她三十五岁。我的爸爸三十五岁。他
是中国人。我的妹妹一岁。她不上学。我八岁。我上Ranchview小学。我
爱我的爸爸。

我喜欢学中文。星期六我上中文学校。我喜欢玩游戏。我喜欢玩的
游戏叫“Roblox”。我也喜欢看电视。我喜欢的颜色是金色。我喜欢吃的

水果是香蕉。我喜欢的小动物是螳螂。我家没有小动物。我常常和妹妹
一起玩。

我爱我的妈妈，爸爸和我的妹妹。我爱我的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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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优秀作文

上期评选出的优秀作文是：

• 七年级：樊艾宸同学的《原汁原味的一道汤》，推荐老师：史力
红老师。入选评语：小作者为大家介绍了乌鸡和竹荪，简单却细
腻地描述了乌鸡竹荪汤的美味。读完文章不由得让人垂涎欲滴；
文章以设为开头，以吸引读者兴趣，然后小作者介绍了两样食材
的独特之处、外形特点及口味，结尾与开头相呼应。外形描述用
词准确，形象。

• 七年级：叶澄志同学的《俺最喜欢的菜》，推荐老师：史力红老
师。入选评语：小朋友真情实感写出对红烧肉的热爱；通过描述
红烧肉的好吃来体现自己的喜欢，大量采用生活中的口语，使文
章更显自然亲切。。

• 七年级：戴熙宸同学的《土豆丝》，推荐老师：史力红老师。入
选评语：把简单方便又好吃又便宜的土豆丝描写的跃然纸上；通
过小作者对炒土豆丝制作过程的详细描述，条理清晰，用词精准
，对土豆丝的烹饪步骤描写详细，用词准确。对土豆丝的味道，

口感描写也十分生动。还介绍了这个菜的吃法，看着都流口水了
。

• 七年级：张蕾蕾同学的《凉拌黄瓜》，推荐老师：史力红老师。
入选评语：文章短小精悍，教会大家做一道简单又好吃又好看的
凉菜。

• 七年级：林旖晴同学的《藏家烤羊排》，推荐老师：史力红老师。
入选评语：文章虽然短小但用词准确，描写生动；小作者文章开
头言简意赅点出文章题目的由来，第二第三自然段介绍了羊排的

色相香味及制作方式口味。叙述条例清晰，能正确地使用动词，
运用比喻贴切，生动。

• 七年级：张一林同学的《神奇而好吃的番茄炒蛋》，推荐老师：
史力红老师。入选评语：。小作者将以道家常的番茄炒蛋写出了
“故事”，题目就吸引读者，描述了每一种食材的特点和作用及运
用，描写细腻，语言生动鲜明，内容丰富具体。对番茄炒蛋做法，
吃法，和味道的描写都很到位。

• 七年级：袁语芝同学的《当感恩节遇上烤鸭》，推荐老师：史力
红老师。入选评语：小作者观察细致，把妈妈做烤鸭的点点滴滴
都记录下来。文字通顺，结构完整；从文章题目就可以看出小作
者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孩子，文章将整个烤鸭的制作过程写的细致
入微，重点突出，把饮食提升到文化高度，详略得当，内容具体，
用词准确生动。

• 七年级：詹美同学的《有故事的红烧肉》，推荐老师：史力红老
师。入选评语：小作者文章开头先介绍了各种美食引导到文章的
中心红烧肉，不仅介绍了详细介绍了红烧肉的制作过程，还在后
半段记叙了这道菜的历史，把饮食融汇到历史层面，介绍了东坡

肉的历史故事，看出作者有一定的中文底子，并且下了功夫去考
证。小作者观察仔细，叙述时井然有序，一些精妙词语的使用，
无形中为文章增添了不少情趣。

• 七年级：程安蓓同学的《令人流口水的牛腩炖土豆》，推荐老
师：史力红老师。入选评语：全文叙事集中，不枝不曼，语言朴
实流畅；结构严谨，开篇点题，中间细致描写做法，接下来描述
‘真好吃’，结尾升华；对制作过程描写及其详细，对口感的描写
也很生动。非常好的范文。

祝贺上期“优秀作文”获奖的同学和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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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个小精灵
三年级：俞安馨 指导老师：陈一雯

果然，来到我家后，小精灵们就开始行动了，他们每天都会出现在不

同的地方。有时候他们跟我的娃娃们一起坐着，有时候他们在我的床下躺
着，有时候他们穿着娃娃的鞋子，在圣诞树上趴着……每天早晨，找寻他
们俩也成了我整个十二月最有趣的事情。

谢谢你们，两个小精灵，给我带来这么多的欢乐。我们十二月再见！

我爱秋天
三年级：梁雪辰 推荐老师：程咏梅

去年圣诞节前，我家来
了两个小精灵！

穿着一套红色的衣裤，

戴着红色帽子的女孩，我叫
她“爱心妞”。身穿一套红绿

相间衣裤，戴着绿色帽子的
男孩，叫“精灵仔”。

传说小精灵是为圣诞老
爷爷工作的。每年十二月，
小精灵就开始收集小朋友们
这一年里的成长故事，然后
会在平安夜告诉圣诞老爷爷。
之后，他们就会回到盒子里，
等待下一个十二月。

秋天多么可爱！

绿叶变成了红叶，一片片像小鸟一
样在空中飞舞。

大雁带领着宝宝们在空中排成一个

优美的人字，向南方飞去。太阳懒
洋洋地下山了，金色的阳光洒满了
平坦的草丛。小松鼠蹦蹦跳跳地在
树阴下寻找掉落在地上的松果。

我可以闻到小草的香味，欣赏它们
随着西风起舞。

我可以听到小鸟正在唱着美妙动听
的歌曲。

我可以感觉到凉凉的风吹在我的脸
上，我觉得很舒服。

我和外婆一起打扫掉在绿草上的红叶。我们还有小小的帮手，就是小
蚂蚁！我看着小蚂蚁们把叶子搬回它们的家，是要为冬天准备暖暖的
床吗？

秋天真是个忙碌的季节！我喜欢这个季节。
我爱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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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
二年级：吴皓月 推荐老师：韩晶

今年圣诞节早上起来，我很高兴，因为我很想拆礼物和看圣诞老人
来过没有。大家都起来了就开始拆礼物。我收到了一件很好看的衣服，
一套书，还有一个做橡皮筋手环的玩具。我和妈妈做了各种各样的饼
干，有雪花形状的，有圆形的，有星星形状的，有圣诞树形状的。我
给圣诞老人的驯鹿一个小胡萝卜。圣诞老人吃了饼干，胡萝卜吃掉了。
我很喜欢这个圣诞节，因为我们都在一起。

我的好朋友Jay
四年级：杨凯文 推荐老师：杨学军

Jay是我的好朋友。但是,他不是一个人,是一只可爱的鹦鹉。2019年
的夏天,我的爸爸答应给我买一只鸟。于是,我和姐姐就在网上查找资料。
我们找了很多不同的鸟。终于找到了一只cockatiel。这种鸟的头上有一
个非常漂亮的黄色的头冠。他有两只圆圆的黑眼睛。他的脸颊两
边有两块圆圆的红斑。他的身上是灰色的,翅膀还有一点白色的斑点,打
开非常漂亮。他的嘴巴是弯弯的,也挺尖锐。他可爱而且聪明。

Jay是一只非常聪明的鹦鹉。刚到我们家时,他很怕生,整天呆在自己
的笼子里,我们开着门他都不会出来。过了几天,我们和他慢慢熟悉了,他
小心翼翼地走出了笼子,但很快又一摇一摆地走回去。很好玩儿。又过
了一段时间,我们跟他越来越熟了。他在我们家里飞来飞去,不愿意回到
自己的笼子里了。他还特别想吃我们人吃的东西。有一次,我的妈妈在
吃方便面。他站在门框上看妈妈吃得很香,终于忍不住,飞到妈妈的碗边
上站着,用嘴去叼碗里的面条,吃得可高兴了。我感觉他自己都忘记了他
自己是一只鸟。还有一次我正在喝水,Jay渴了,直接飞到我的杯子上,把
头伸进我的杯子里就喝。

他能说一些简单的话,喜欢让人陪着。他会说 “Come here! Me too!”
他还认识人。我的爸爸每次下班回来的时候,他一听到开车库门,就兴奋
得叫了起来。爸爸进家,Jay就会飞到他的肩上上站着,用嘴巴轻轻地啄爸
爸的耳朵。

有一次,我的爸爸给他剪了指甲,Jay很不喜欢,非常生气。所以他就从
鸟笼走出来,在地板上拉了一坨屎,然后就回到鸟笼去了。我们看到他这
样,也拿他没有办法,哭笑不得。

一天,我的爸爸让Jay站在肩上带他出去。Jay很听话地在爸爸肩上挪

来挪去。第二天,我和爸爸又带他出去了。Jay也没飞走。可是,第三天他
飞走了。那天,我哭了很长时间。我们找了很多天都没找到,我的心里很
难受。可是,我也觉得他现在自由了,一定很开心吧。我总在想他飞到哪
儿去了,会不会找不到吃的。如果有一天他能飞回来看我,我该会多么激
动啊!

圣诞假期
五年级：王嘉涵 推荐老师：高晓钟

我觉得这几年过的圣诞节，只有2020年的圣诞假期是最棒的,因为
我和我的家人今年什么地方都没有去。

如果你问我在家里过圣诞节为什么是最好的?我会告诉你家里很舒

适，很温暖，你不用一直在外面奔波。今年的圣诞节很特别，我们
是真正的在庆祝这个节日。

圣诞前我的哥哥提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建议每个人送大家一份礼物。
所以,圣诞前夜在圣诞树下总共有二十多份礼物。我们全家每个人都兴

奋地购买并包装了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这些礼物不仅有衣服、练习
本、五颜六色的彩笔,而且还有圣诞杯子,小机器人、铅笔盒和 Lego等。

圣诞节之前,我们的圣诞树下已经有许多的礼物了。爸爸看到这么

（接右上👉）

（👈接左下）

多礼物笑着说: “你们买的东西太多了!”;。在圣诞前夕,我们就打开了全部
的礼物。我们非常兴奋，每个人拿到礼物都很开心。爸爸、妈妈、哥哥、
弟弟和我都非常快乐，我们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虽然我们是在家里
庆祝圣诞，但是在家里做的饭菜是最健康的。

我希望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个幸福的圣诞节!

拼图
五年级：陈可儿 推荐老师：高晓钟

新年前，我和妈妈上街，来到一个文具店，看到一幅很好看的拼图，
是我最喜欢的“狐狸”的卡通形象。我一见，便爱不释手，妈妈见我喜欢，
便帮我买下了。

我拿着拼图，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迫不及待地打开盒子，里面都
是正正反反的拼图块，足足有一千块，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我首先看了说明书，见说明书上写的是先按拼图块后面的号码分类，

再一组一组地拼。我想这还不简单，看我分分钟搞定他！我立即动手进
行分类，一组、两组、三组……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兴趣盎然，可是还没

分到一半，我就渐渐失去耐心了，开始抓耳挠腮，东张西望。妈妈见了，
说“要把心静下来，不管外面有多吵，也要坚持下去。”可我听着电视里
的说笑声，怎么也静不下来，好想去看电视哦！我好不容易把分类的任
务完成了，下面就是开始拼了！唉……真是自找苦吃呀，拼了半天，也才
拼出了一小块，连小狐狸的脸部也没拼全。真没想到拼图这么枯燥，这
么多，乱七八糟的，太难啦！这还要拼到什么时候才能拼完啊！我再也
没有耐心了，起身跑去看电视了。

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直到过了圣诞节，我都还没有完成。

圣诞节下午，妈妈终于忍无可忍，愿意和我一起玩。我很高兴，心
里暗暗下定决心，今天一定要尽早把它拼完给你们大家看看！想到这里，
我便来到桌前，专心致志地和妈妈一起埋头苦拼，再也不受电视声的干
扰……工夫不负有心人，我和妈妈终于把拼图完成啦！妈妈很高兴，夸我
真棒！看着拼好的小狐狸栩栩如生的笑容，我也开心地笑了！

通过这次拼图，我认识到：做事不能三心二意，要有耐心，不能今
天的事推到明天来做，明天的事又推到后天，而且只要有决心，有毅力，
想做的事情一定可以办到。

没有雪的圣诞节
五年级：张凯丽 推荐老师：高晓钟

寒假刚过了几天，圣诞节就到了。今年因为新冠病毒我们没有出去

旅游，就在家过圣诞节。

早上起来，看到天阴沉沉的，爸爸说：“往年每次圣诞节都下雪，看
样子今年又是个有雪的圣诞节。”即使要下雪了，也挡不住我参加圣诞活
动的热情。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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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已经落满了雪，到了活动场地雪还在下。我们先堆了一个雪人，

然后把它打扮起来。当我把它的眼睛做好后，它就活了起来。然后我
就让它参加比赛。赛场上已经有很多人，舞台上的雪人在做着各种舞
蹈动作。轮到我的雪人上场了，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在五彩的灯光下，
我的雪人做出各种造型，台下的观众热烈鼓掌。表演结束后，我的雪
人以优美的舞姿和精彩的表演获得了第二名。

下一个活动是滑雪比赛。我穿上雪橇来到起点，当发号令一响，我
就冲上滑雪道，速度越来越快，前面一个转弯，又一个转弯。前面有
个大石头，跳！又出现一棵大树，绕！不好！前面有个小动物在雪地
上慢跑，马上要撞上了，怎么办？跳！前面有一棵大树的树枝横在雪
道上，快蹲下！看到终点了，离终点越来越近了。哎呀，不好！旁边
的队员摔倒了，他的雪橇把我也绊倒了。

天色已晚，我的兴致依然很高。我又参加了“打雪怪”的活动。我装
备好雪枪和手电筒在树林了里走着，前面的雪堆看着不正常，我朝它
开了一枪，打中了第一个雪怪。我用手电筒照亮前面的路，前面的树
丛中好像有一双眼睛在发光，我又开了一枪，发现又有一个雪怪，我
悄悄地向前走着，突然旁边的大树后边跳出一个雪怪，手里拿着雪刀，
向我砍来，我向另外一边一跳，回头一枪，又打中了。

“‘圣诞大餐’已经做好了，把游戏关掉来吃饭吧。”妈妈喊道。我只
好关掉游戏，看了一眼窗外雪地上的草还是绿的，我说：“下过雪吗?”
“一点也没下。现在天上一丝云也没有，看来这次是个没有雪的圣诞
节。”爸爸失望地说。

可是我一点也不失望，因为我刚在游戏里过了一个有雪的圣诞节。

我想养一只狗
五年级：赵家傲 推荐老师：郭志宏

我从小就想养一只狗。这篇作文我来说说为什么我应该养一只狗。
狗可以帮你变得更健康，可以陪你玩儿，还可以保护你。更重要的是
可以让你变得负责任。

狗可以帮你变得更健康。研究表明，如果你养了一只狗，那你不太
可能生病。你每天都得按时出去遛狗，这样能帮你锻炼身体。如果你
长期坚持下来，你的身体会变得越来越健康。狗也可以让你的心情变
得更高兴。他们可以陪你玩儿。他们可以跟你跑步，跟你踢足球，等
等。有了小狗陪你，你会感觉更高兴和快乐。

养一条狗也可以保护你。如果陌生人来了，狗会大声的叫，你听到

了那你就知道有陌生人。如果坏人闯进来了，狗会扑上去把坏人赶走。
家里有异常的声音和气味，狗会叫，提醒你有危险。

狗肚子饿了，我就得给他准备不同味道的狗粮，有肉有菜他会很喜
欢。狗生病了，我会安慰他和带他去看医生。他每天要方便的时候，
我就得带他出去方便方便。我每天都会陪他玩儿飞盘，足球，网球，
等等。养狗可以让我变得负责任。

养一只狗可以让我更健康，可以保护我，还可以让我变得更有责任。
所以我应该养一只狗，如果是哈巴狗就最好了！

我爱小狗
五年级：姜安琪 推荐老师：郭志宏

人们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我从小就特别地喜欢小狗。我之所

以喜欢小狗是因为它们既可爱，又忠诚，还很聪明，也可以陪我玩！
每当我和妈妈、姐姐散步的时候常常看见邻居家的狗。我总是想去摸
它，可是妈妈说不可以摸，我只能远远地看着它。对我来说，我最爱
的小狗是博美犬茶杯小狗。它毛茸茸的，又特别可爱，像球一样。每
次散步的时候，有的狗还会对我汪汪叫。它们有长毛的，有短毛的；
有漂亮的，有不好看的；有黑色的，有白色的。听说，在日本有一只

（接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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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天天去火车站去接他的主人。有一天，他的主人没有回来。谁知道，

它的主人已经在工作时去世了。可是，那只狗还是天天在那个点的时候
去火车站去接主人一直等，等到十年后，它自己也死亡。所以我才觉得
狗特别忠诚。狗的鼻子很灵。它的鼻子是人类的鼻子的四十倍以上。狗
狗的大脑专门处理气味的部分要比人类多40%。狗正常能
活 10-13年。世界上活的最长时间的狗是一只二十九岁的狗。那只狗是
澳洲牧牛犬。总之，不论怎样，我长大了要养一只狗。

我的圣诞节
五年级：王异恩 推荐老师：郭志宏

上个星期，我的寒假开始了。自从寒假开始以来，我就盼着圣诞节
了。

圣诞节的前一天晚上，我给我的爸爸妈妈画了个画做礼物。圣诞节

终于来了，那天早晨我比平常早醒了。好不容易等到家里所有的人都起
床了，我们就开始拆礼物。

我的大姐姐给我织了一个 Among Us 字符玩具做礼物；我给爸爸妈妈
看了我的画。画上是我们一家，我的两个姐姐和我，还有爸爸妈妈，我
们都戴着圣诞老人帽子。

我的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双鞋，一些衣服，还有一个大乐高机器人。

圣诞节期间，我们在 Disney+上看了一个电影叫 Soul，讲的是一个人

死了之后到了新的灵魂产生的地方，他的灵魂想跟他的身体复合。在这
个过程中，他经历了很多。在电影最后，他懂得了生命和灵魂的意义是
什么。

圣诞节的周末，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搭我的乐高机器人了。

这就是我的圣诞节假期。

小雪人馒头
五年级：熊威仑 推荐老师：郭志宏

妈妈找到一个做圣诞小雪人馒头食谱。爸爸买来了食物染料。我高
兴地答应和妈妈一起在圣诞节那天做。

这个食谱有很多配料，分好几个步骤。第一步，我把180毫升清水，
20克糖，4克酵母放在一个碗里。搅拌一下。第二步，在一个不同的碗里，
我放了250克面粉和20毫升油。我搅拌面粉和油，慢慢地把第一碗的酵母

水倒进面粉中。第三步，现在，生面团做好了。揉这个面团一到两分钟，
然后放在盆里，盖上，让酵母发酵。等一个小时左右，面团变成了两倍
大。第四步，揉发起的面团十到十五分钟，然后把面团切成50克的好几
个小面团，越多越好。揉所有的小球直到都圆圆的，然后盖上。第五步，
我选了一个粉色染料，染成一个粉色小面团，我还要染了一个橙色的，
棕色的，绿色的，和蓝色的小面团。第六步，我选了我喜欢的彩色面团
揉成了椭圆型。做成了小雪人的帽子。然后我用一个没有颜色的小面团，
揉成圆球，刷水在上面，固定住帽子。我又搓了一个长面条，把它包在
帽子的边缘。我加了一个小球在帽子的底端。用两个蔓越莓干做眼睛，
橙色小面团做鼻子。蒸了12分钟就做成了小雪人馒头。

我还自己做了好几样圣诞，新年为主题的小馒头，我做了圣诞树，
新冠病毒，疫苗，口罩，新年落球，还有2021年横幅，妈妈的同事说今
后我可以参加烘培展示表演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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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圣诞树
五年级：左欣怡 推荐老师：郭志宏

我家以前有过一棵小圣诞树。它是一棵真树，是我妈妈四年前的生
日礼物。它特别小，老掉叶子，我不是特别喜欢。我们以前每年圣诞
节都出去玩儿，不在家，家里一直没有好的圣诞树。因为今年圣诞节
在家过，正好有时间，我们终于可以买一棵好的圣诞树了。那天，爸
爸去了两个商店，终于发现一些好看的圣诞树，然后跟我，妈妈，和
姐姐Facetime看哪一棵树最好。我们看了很多，最后选择了一棵又大
又漂亮的圣诞树。

爸爸买回来以后，我和爸爸两个人一起把树安装起来。我们买的
是一棵假树，但是长得很像真树。这棵树一共有三层，每层装上以后，
再把枝叶一根一根慢慢地打开。我们的树还带着几百个小灯，看着好
漂亮！我们还给这棵圣诞树买了一个红色的圆形裙子，裙子上有一圈
Reindeer，很漂亮。我们开始打扮这棵圣诞树，我从家里找一些能挂的
东西挂在上面。爸爸还把假的眼镜也放到上面，让树看着很高兴！

有了圣诞树，我们就可以把礼物放在下面了。在这之前，爸爸妈妈
已经买了一些圣诞礼物，朋友也送了礼物。我又从家里找一些东西来

作成一盒盒的礼物，送给每一个人。我做的礼物都是不同的，这些礼
物都是大家肯定会喜欢的。在圣诞节当天，我们树底下有我们买的，
做的，还有朋友给的，好多礼物，都是我们喜欢的。我们坐在圣诞树
前面打开礼物的时候，可高兴了！

圣诞夜的奶茶
六年级：周恋 推荐老师：郭志宏

在这个寒冷的圣诞夜的下午,我和我的两个姐姐决定去吃冰淇淋。
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因为现在是冬天,但是我们觉得会很有趣,而且姐姐
知道一家墨西哥风味的冰淇淋店,这让我很期待,二话不说,我们就出发了。

我的大姐莎拉开车,一路上,她不停地转换汽车收音机中的电台,寻找
她喜欢的音乐。

听着歌,我们很快到了冰淇淋店的停车场。我的二姐伊莎贝拉突然

说:“我觉得冰淇淋店关门了!” “真的吗?”莎拉惊讶地说道,因为来之前,她
在网上查过这个店的营业时间。她把车停好,说:“我去看一下,你们待在
车里。”我叹了口气,看起来好像是关了,可能是因为平安夜的缘故。

不久,莎拉回来宣布,店已经关门了。我们很失望,坐在车里考虑,是应

该回家还是去别的地方,最后莎拉决定带我们去附近的奶茶店。

到了奶茶店,因为机器坏了,店员正在修理。我们等了好一会儿,才买
到各自喜欢的奶茶。天色暗了,我们赶紧开车回家。

我们的晚餐是热腾腾的火锅,配着凉爽香甜的奶茶,真是一个很棒的
圣诞夜!

我的寒假
六年级：符以恒 推荐老师：郭志宏

今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有一个很危险的病毒在传播。很多人
感染了这种病毒。

我今年的寒假是一个很快乐的寒假。因为我今年乘飞机不安全。我
没有去热带的海边。但是，我在家里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每一次
外面下了很多雪，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去滑雪。我们的公园里有一个很

陡的山坡。我们是在那里滑雪。我们都有自己的滑雪板，一起玩。每
天十点，我的朋友按我家的门铃。我们就一起到外面去玩雪。

我滑雪的时候，都会穿上雪裤和羽绒服。不穿雪裤的时候会把你的
皮肤划破。因为山坡很陡，我们都小心摔倒。很多次，我们会站起来
滑雪。但是一动就回倒下来。我们每天玩到下午三点才吃中饭。吃完

（接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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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饭以后，我们一起去砸冰。我家前面有两个大池塘。两个池塘当中有
一个小瀑布。瀑布旁边有很多冰。我们用石头和棍子砸冰。有一次，池
塘结了很多冰。我的朋友可以站在上面走。我也搭了一个冰雪城堡。我
可以站在城堡的中间看很远。我的朋友一起帮了我搭这座冰雪城堡。

我的寒假真的是很快乐。

我的寒假
六年级：余笑笑 推荐老师：郭志宏

因为新冠病毒，今年的寒假不如前几年的寒假那么开心。但是我们
全家还是做了一些好玩儿的事，比如去当地的公园，去 Starved Rock公园，
在家烘培，和很多其他的活动。

圣诞节当天我们哪儿都没去，爸爸妈妈做了很多好吃的。第二天姐
姐要逛街，妈妈就带她去买了些东西。十二月二十七号，我们全家去
Starved Rock 公园一日游。在那里我们走了大约五英里的山路。我们还在

两个小峡谷里看到了冰瀑布。天气很好，阳光灿烂，温度不低，在公园
里玩儿很舒服。

有一天，我爸爸的同事来Naperville玩儿。我和爸爸妈妈去市中心跟

他们见面。我们沿着河边散步，那位妈妈还让我推儿童车，我还挺喜欢
推车的。Naperville 市中心有很多圣诞装饰，有圣诞树，礼物和精灵，非
常漂亮。我还参加了教会三天的 winter retreat 。我们听牧师讲道，还参
加了小组活动，玩儿了很多游戏。一切都是在网上，因为见面不安全。

我和妈妈烘培了很多好吃的食品和点心。我们做了奶油蛋糕卷，香
草蛋糕，圣诞饼干，提拉米苏，葱蒜面包，和香蕉面包。我们还做了蛋
挞，但失败了。妈妈说下回再做。

晚上，我们全家玩儿纸牌游戏和看电影。我们玩儿了扑克和 UNO。

我最近学了怎么玩儿扑克，但打的不太好，可是很好玩儿。我和妈妈都
喜欢烹饪和烘培，我们常常一起阅读食谱。

今年的寒假我们虽然没有出去旅游，但还是过得挺充实的。希望疫
情尽快结束，大家可以回学校上课，出门旅游。

新冠期间的远程学习
六年级：庄佳悦 推荐老师：郭志宏

随着新冠病毒的继续，我已经适应了远程学习。尽管远程学习比较
累，但仍然很有趣。

我在Gregory Middle School上学。学校一周内有三种不同的时间表。
星期二和星期四的时间表相同；周三和周五有一样的时间表；星期一的
时间表比其他几天都短。

星期一有9个时段，每个阶段为25分钟，除了10分钟的公告时间和50
分钟的英语语言艺术课程。从12:00到12:30我有30分钟的午餐休息。星
期一我最喜欢的课程是英语和科学，因为两位老师的讲课都很风趣。

星期二和星期四有四个时段。8:00开始上课，每个时段为1小时10分
钟。从11:40到12:40我有1个小时的午餐休息时间。第一节课还有10分钟

的广播时间。我的第一堂课是英语，第二堂课是数学，第三堂课是西班
牙语，第四堂课是体育课。学西班牙语和学中文有点像，我觉得中文的
发音对我学西班牙语有很大的帮助。

星期三和星期五的课程更轻松。和星期二和星期四一样，这两天共

有4个1小时10分钟的时段，中间有1小时的午餐时间。课程包括电脑技术，
社会研究，科学和咨询。我最喜欢的课程是科学，因为老师问的问题和
布置的作业很有趣，也有挑战性。我喜欢每天的unlunch时段，因为我可
以在这个时间段完成作业，也可以跟我的好朋友们聊天。

总的来说，远程学习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糟糕。现在疫苗已经出来
了，我希望我能在学年末回到学校。我要感谢所有的医务工作人员，他
们长期工作，坚持不懈地救治病人。我希望2021年我们能够战胜病毒，
恢复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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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果汁公司
五年级：JamesBednarz 推荐老师：郭志宏

这个疫情过后,我想开个果汁公司。

我想卖给别人既健康又好喝的果汁。果汁有很多维生素,对身体很
好。我也很想练习我的社交能力。开公司需要与很多人打交道,会让我
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提高。还有,我已经读了几本投资的书,学了一些理财
知识,我希望能运用这些知识来发展我的果汁公司。

我的计划是:第一,我想先借妈妈的钱去买各种水果和材料。第二,我
要把水果榨汁,然后加蜂蜜,水,和冰块,做成美味的果汁。第三,我要把果
汁带去学校门口,让别的同学都能看到和购买。

如果我这个公司生意好,我就找几个同学,和我一起做更多的果汁,去
更多的学校或者公园卖。这样,公司变得越来越大,越好。挣的钱多的时
候,我会给学校捐款,因为我从学校学到了很多知识。

如果公司生意不好,我会想各种办法,像开发新产品,多做广告,促销活
动等。希望这些方法能让公司的生意好起来。

这只是我初步的想法,过几个月,我能想得更具体,更周到。我希望这
个果汁公司能够成功!

我的后院
六年级：田俊俊 推荐老师：许毓婷

我家的后院特漂亮。早上醒来的时候，后院就可以看到红的、黄的

和绿的树。树像火一样金光闪闪的。红树像强火，黄树像太阳一样，
然后绿树就像秋天的本质。

像火样的树自己已经很美丽。但是我的后院还有一个更美丽的很大
的蓝蓝的池塘。夏天，池塘会有很多优雅的鹅在水上漂来漂去。快冬
天的时候，有的时候能看见雪白的天鹅在池塘上面游泳。鹅在上面漂
游的时候，就会在水上产生波纹。池塘非常安静美丽。

我的后院不仅可以看到很多美丽的东西，还可以听到很多有趣的声
音。每天一醒来就可以听到鸟在叫，有猫头鹰的嚎叫，清脆的鸟鸣声
和蟋蟀的动听的鸣奏。“.

秋天
六年级：周佳君 推荐老师：许毓婷

我很喜欢秋天。秋天的时候，天气不太热，也不太冷。秋天的叶子
五颜六色的，有红的、黄的和橘黄色。秋天我也回学校了，可以跟朋
友玩。

今年秋天，我和我的朋友去威斯康星州看枫叶。我们去了一个教堂

叫Holy Hi ll.这个教堂很大很大，也很酷。我们去的时候，正好这个教
堂里在做弥撒，有很多人在祷告，还有人在唱歌和弹钢琴。这个教堂
有片小森林，我们就去那里散步。森林里有很多雕像组。每一组雕像
都是一个关于圣经的故事。我们走了一会儿，就去吃中饭。吃了中饭，
因为还有时间，就想再去附近的一个苹果园，但是到了后发现苹果园
关掉了，所以我们只好开车回家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路过了一个植物园。我的爸爸和妈妈就跑去看

了一下，但是我太累了，就呆在车里。爸爸妈妈说他们看到了很多各
种各样的花。然后我们就回家了。我希望这个疫情可以早点过去，我

可以经常跟朋友在一起出去玩。

秋天
六年级：翁小薇 推荐老师：许毓婷

我们去年秋天去了Sleeping Bear Dunes旅游。那时候天气已经开始变
冷了。我们穿了很厚的棉袄，还带上了手套。我们一路上看到了很多小
动物，比如鹿、松鼠、麻雀和兔子。外面的树都长了五颜六色的头发，
有黄色、红色、橘色、紫色和棕色。

到了目的地，我们下车走到了一个湖边。外面的风很用力地刮来刮
去。那个大风吹得我头都疼！它好像想把我们都吹倒。大风把树叶都吹
光了！它们在空中飘来飘去。蓝蓝的湖水十分清澈。你都可以看到你自
己的倒影。里面还有游来游去的小鱼。突然我们在天空里看到了一只老
鹰飞来飞去。它把自己的翅膀伸展得很长，优美极了！我们都没想到今
天能看到一只老鹰。我们一边惊叹一边给它照了无数张照片。

秋天的景色很值得享受！天气不冷也不热。到外面能看到很多小动
物。秋天的树也五彩缤纷，十分美。

难忘的秋游
——沙滩公园游玩记
六年级：刘梓杰 推荐老师：许毓婷

今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我们无法出远门旅行。但是只要一有时
间，爸爸妈妈就带我和弟弟去附近的公园玩耍。

我们前几天去了密西根湖边的一个沙滩公园。

那天一大早还有点儿秋风瑟瑟的，沙滩上面没几个人。天是灰蒙蒙
的，湖水也是灰蒙蒙的。我和弟弟花了好长的时间才搭好了一个巨大的

沙子城堡。结果，湖水一下子就涌进了城堡。我们几个小时的努力都功
亏一篑了。接着，我们又找了另外一块沙地，开始挖洞。我们一直挖呀
挖，越挖越深。我们挖得太深了，湖水又从下面破坏了我们辛辛苦苦挖
的洞。

这时候，藏在云里的太阳一点一点地露出了它的笑脸。湖水也越变
越蓝，就像溶进了一块天空。那天空又像这蓝蓝的湖水，雪白的云朵漂
浮在上面，就像湖水上的帆船，随风而动。湖边还有很多五彩缤纷的大
树，有红的，有绿的，还有黄的。真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虽然我去过很多沙滩，但这一次秋游，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美丽的秋天
六年级：曾凯鑫 推荐老师：许毓婷

秋天太美丽了，有各种各样的叶子飘落在地上，像鸟一样，飞来飞

出。秋天的天气很会变化，一会晴，一会雨。秋天的树叶每天慢慢地，
从绿色变到黄红色，多么美丽啊！

秋天还有一个节日叫感恩节。感恩节是一个很快乐的节日，那一天
家人，朋友，都来一起吃饭和聊天。在家里也很舒服，在软软的被子里，
软软的睡衣里，真舒服啊！

星期天，天气很好，我和弟弟去公园绿色的地毯上打篮球，那天公
园里很热闹，有人跑步，有人滑滑梯，有人荡秋千。突然飞来一群白鹭，
公园的人都被吸引住了，多么漂亮的白鹭啊！

秋天还有很多有趣的小动物。有时候，有一些松鼠会来跑来找东西

吃，我常常就在家里看着松鼠们一起拉果子；有时候，会有一群鹅落在
我们的后院，坐在草地上休息，到池塘里喝水、吃鱼和游泳。

好美的秋天啊！

mailto:Newsletter@raychineseschool.org


投稿／广告：Newsletter@raychineseschool.org 本期编辑：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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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ile Dental Center 张慧莹牙医师 电话： (630)810-9333 地址：
411N. Cass Ave. Westmont, Il 60559
周二至周六 9am to 5pm, 周二有晚间门诊; 专治：一般成人和儿童牙
科， 洗牙，深洗，补牙，拔牙，种植牙，镶牙，牙冠 ，牙桥，活动
假牙，牙齿美容，牙齿漂白 INVISALIGN (牙矫正成人，teenage都可以
;接受多种PPO保险;在西郊执业20多年; Al l Lab made in the US

劉慧如牙醫博士地址：3060 Ogden Ave. Suite 210, Lisle IL. 60532

劉文翰 牙醫博士
Dr.  Tony W. Liu, DDS

A ca ci a  F a mi ly  D enti st ry  
F a mi l y D e nt i s t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

劉文翰牙醫師與劉慧如牙醫師

提供免費牙齒矯正咨詢Free Orthodontic Consultation

★牙醫博士★牙齒美容★最新儀器

★消毒設備★多年牙醫★經驗豐富

請電:630-357-0002

劉慧如 牙醫博士
Dr.  Laura  Liu,  DMD, MS

D uPa g e  Orthodontics  
Orthodonti c Specialist  (美
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 )

代理多家保险公司
帮您找到性价比好的产品

-车，房 &商业保险
-健康保险 (个人 &团体)
- 65岁以上老人免费健康保险
-理财型人寿保险
-生前理赔＆长期护理
-年金&退休金

Jasmine Feng 资深保险经纪人
Work: (312) 868-6688

Email: jingfeng03@gmail.com

微信: jingfeng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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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剧音乐委婉柔和, 唱腔优美动听。用爸爸妈妈的话来说就是“糯”

和“嗲”。沪剧以戏曲的形式保存了上海方言和上海风情，被喻为
“上海的声音”。来，看一出《鸡毛飞上天》或者《秋海棠》,怎么
样?

这一天下来,玩也玩儿了,吃也吃了,看也看了,对上海有了进一步的
了解。虽然累,但是心里充满了兴奋和满足。上海不愧是东方明珠, 我
们还会再来的。

秋游◑﹏◑
六年级：孙婷雯 推荐老师：许毓婷

今年秋天爸爸妈妈开车带我去美东新英格兰地区玩。我们先去了
Quechee大峡谷看了网红的瀑布，也看了Quechee 水坝。水库有时候水

很多，有时候却一滴都没有。大坝上面水流平静，大坝下面水流湍急。
看完大坝我们沿着峡谷一直往下走到了瀑布的下游。我踩着石头走到水
的中间，玩得很开心。

小憩片刻之后，我们开车去看Vermont的几个网红农庄。漫山遍野

的红叶特别好看。我们去的一个农场非常有名，据说阿甘正传就在那儿
拍的。秋天的阳光温暖，奶牛们悠闲地在草地上晒太阳、吃草，时不时
抬头看一看来访的游客。我们还见到农场的主人，跟他聊了一会儿天，
他还给我们讲解了怎么做枫浆。真有意思！

第二天我们开车到新罕什州的Mount. Monadnock去爬山。这座山是
美国最热门的景点，每年有12500个人去那儿爬山。它有3165英尺高。

整个山由巨大的花岗石组成，山势十分险峻。我们一共花了两个小时，
爬到山顶，看到了很多老鹰在山顶徘徊，也看见远处被浓郁的秋色包围
着的村庄和小河。

虽然有疫情的影响，但我们这次美东行还是玩得非常尽兴。

东方明珠--上海
AP中文：徐邦亮 指导老师：田毓青

上海是中国最大最先进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也是我爸爸的家乡。

如果你到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是一个你一定要去参观的地方。它
是上海的标志性文化景观之一, 它位于浦东新区。塔里的展示项目多姿
多彩：有太空舱、旋转餐厅、经常有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展示。作为
上海新十大地标建筑之一的“东方明珠”最抢眼，她头顶天，脚撑地，欲
与天公试比高。到了晚上，她全身都是五颜六色的灯光，而且，每个球
的颜色是不同的；球越小，球就越亮，并且灯光的颜色不断变化，从上
海外滩看霓虹灯下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显得更加美轮美奂。

观赏完风景,你饿了吗?上海有很多美食也不能错过。小笼包是上海
著名小吃之一。别看它个头小，但是馅大、汁多、最大的特点是皮薄,玲

珑剔透。咬一口上海小笼包真让人口齿留香，味美无比！每次我们去上
海必吃, 即使排队一个小时，也心甘情愿，吃了还想吃，真是念念不忘。
点心吃完了,向你推荐一道上海名菜。糖醋排骨是一道特色传统菜，也是
我的最爱。那嫩嫩的猪排又鲜又香, 它有上海菜的明显特点,用料既丰富,
做法又精细,浓浓的糖醋香味, 看上去油亮油亮, 酱红滋润, 甜酸可口，并

且还有葱蒜调味，美美地来上一大口，啊！入口即化, 真是色、香、味
俱全。

吃饱了肚子,晚上去看一场上海独有的戏剧--沪剧。沪剧是上海地方
传统戏剧,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沪剧最早来自田间地头 ,

用琵琶、扬琴、笛子等江南丝竹来配乐，她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接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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