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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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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踊跃为“优秀作文”投票

每一份努力，
都值得被鼓励；
每一份付出，
都应当被记住！

太古-瑞华杯系列文化活动《作文大赛》诚邀各位家长、朋友踊跃
为通过初赛，入围决赛的优秀作文投票，为这些华二代、非华裔的孩
子们加油、选出你心目中最优秀的文章！阅读全部入围决赛的优秀作
文请移步：
https ://raychineseschool.org/pub/Awards/2020StudentArticles/index.ht
l。

投票链接：
https ://docs.google.com/forms/d/1ZCq08M25EUdJe15yz7Mb7AaZmeaGj
XHFBK7H1QywwdA/edit?ts=60030db3&gxids=7628

⚠️请注意⚠️：每人只能投【一次】票。每次投票，各个年级只
能选【最多】一篇优秀作文！

⚠️投票截止日期⚠️：2/6/2021！

投票将占最后决赛评选总分15%！

认真写出每篇精彩作文的孩子们，期待你投出慎重的一票！谢谢
大家！[Worship][Worship][Rose][Rose]

上期评选出的优秀作文是：

• 一年级：马子杨同学的《搞笑的荷兰猪》，指导老师：张静
• 一年级：周业萱同学的《我喜欢玩马里奥游戏》，指导老师：周
晓惠

• 一年级：Ethan Liao（豆豆）同学的《纸箱狗》，指导老师：张立
群

• 一年级：詹赏同学的《我的毛绒狗》
• 二年级：李东泽同学的《我爱旅游》，指导老师：齐立新

• 二年级：周业潭同学的《迪斯尼》，指导老师：齐立新

• 二年级：Sean Li同学的《COVID-19对我的影响》，指导老师：齐立
新

• 三年级：詹洋同学的《我喜欢下雪》，指导老师：周晓惠
（接右上👉）

（👈接左下）

• 四年级：黄乐怡同学的《拔牙》，指导老师：程咏梅
• 四年级：徐浩同学的《旅游》，指导老师：程咏梅

• 四年级：徐佩瑾同学的《滑冰》，指导老师：程咏梅

• 四年级：刘卓蕾同学的《难忘的回忆》，指导老师：程咏梅

• 五年级：仙贝贝同学的《2021---希望》
• 六年级：刘梓杰同学的《雪落下的声音》，指导老师：许毓婷

• 六年级： Laura Wang同学的《怎么反而变矮了？》

• 六年级：钟宜卿同学的《美丽的夏威夷之旅》，指导老师：许毓婷
• 七年级：詹美同学的《我的妈妈》，指导老师：史力红

• 七年级：戴熙宸同学的《脆脆的土豆丝》，指导老师：史力红

• 八年级：Nina Zhan /娇娇同学的《贪》，指导老师：傅晓芬

• 八年级：Nina Zhan /娇娇同学的《魔鬼的天敌》，指导老师：傅晓
芬

• 八年级：孙思文同学的《家后院一棵生机盎然的圣诞树》

• 八年级：李欣悦同学的《中文课》，指导老师：田毓青

• 八年级：唐嘉成同学的《登泰山》，指导老师：田毓青

• 八年级：左欣然同学的《齐动手，来做饭》，指导老师：田毓青

• 八年级：官梓安同学的《我喜欢睡觉》，指导老师：田毓青
• 八年级：胡佳丽同学的《电影《白蛇传》》，指导老师：田毓青

• 八年级：董逸龙同学的《弹钢琴》，指导老师：田毓青

• 八年级：佘贝仑同学的《平面设计课》，指导老师：田毓青

• 八年级：韩露娜同学的《打羽毛球》，指导老师：田毓青

• 八年级：王雅诗同学的《综艺节目《王牌对王牌》》，指导老师：
田毓青

• 八年级：庞婧同学的《我学会了打八十分》，指导老师：田毓青
• 八年级：吴皓云同学的《有趣的编程》，指导老师：田毓青

• 八年级：何雨羲同学的《巾帼不让须眉》，指导老师：田毓青

• 九年级：张秦月同学的《习惯的力量》，指导老师：郭文君
• 九年级：梁恺然同学的《滑雪》，指导老师：郭文君

• 九年级：刘一嘉同学的《我的音乐老师》

• 九年级：Melody Xu同学的《上网课的日子》

• 九年级：赵家乐同学的《我学会了包饺子》，指导老师：田毓青
• 九年级：薛佳瑞同学的《我喜欢的猫咪》，指导老师：田毓青

• 九年级：姜安妮同学的《我和我的天体物理学》，指导老师：田毓
青

• 九年级：胡恺琳同学的《我爱游泳》，指导老师：田毓青

• 九年级：袁璐希同学的《学古筝》，指导老师：田毓青

• 九年级：刘子钰同学的《五彩炒饭》，指导老师：田毓青

• AP中文：王文颢同学的《北京故事》，指导老师：田毓青

• AP中文：Kailani Zhang同学的《麻婆豆腐》，指导老师：田毓青

• AP中文：杨瑞明同学的《上海》，指导老师：田毓青

• 人中文二级：Kaliki, Ananya同学的《我的家人》，指导老师：杨学
军

• 人人中文二级：Samantha Sipes同学的《自我介绍》，指导老师：杨
学军

• 人人中文二级：Anna Sipes同学的《自我介绍》，指导老师：杨学军

• 二外3年级：Ethan Tom同学的《我的小狗》，指导老师：郭文君
• 二外3年级 Justin Tom同学的《打冰球》，指导老师：郭文君

• 四年级：James Bednarz (晨晨)同学的《饺子》，指导老师：程咏梅

• 八年级：Jessica McLaughlin 杰西卡同学的《2020年纽约圣诞节》，
指导老师：Angela Schlicht

• 非华裔组：Heather Foote同学的《我喜欢做点心》，指导老师：田
毓青

祝贺上期“优秀作文”获奖的同学和老师们！

上期优秀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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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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 Dental School DDS, 执业30年。 Private
practice, family dent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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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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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n y  W.  L i u , DDS

A ca ci a  F a mi l y  D e nt is t ry   
F a mi l y D e nt 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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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Orthodo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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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t hodonti 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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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反而变矮了?
六年级：LauraWang

一个温暖的春天,鸟在外面吱吱地叫,花也开得非常鲜艳。那一天,一
个农夫和他的儿子,小高,从他们的小屋往农场里望。爸爸沉思着对儿子
说:“儿子呀,你已经要上三年级了,还这么矮。。。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呀。我们已经每天给你喝三杯牛奶了,还不够吗?”小高微笑着说:“别担心,
我一定会长高的!我们今年量一量我的身高,把高度记好,明年再量一次,看
看我到底每年会长少。”爸爸问:“那你要在哪里量呢?”小高抓了抓脑袋,
说:“在农场上不是有棵树吗?我就在那里量身高。”说着,小高就站了起来,
然后跑去跟妈妈说他们要去哪儿了。爸爸拾起了锤子,又拿了个钉子,然
后就走到外面去了。他到外面时,小高早就已经蹦蹦跳跳地跑到了那棵树
下。爸爸大声地喊:“儿子啊,等等我呀!我已经老了,跑不动了啊!”儿子又
大声地回答:“啥?我听不见!”爸爸自言自语地说:“哎呀这个傻孩子。真不
知道他是怎么变得这么傻的。”接着,爸爸半跑,半滚到了树下。终于,爸
爸用锤柄帮小高量了身高。

量完身高之后,爸爸在小高的头顶本来在的位置上钉了个钉子。他认
真地瞄准钉子要钉在哪儿,然后就用力地捶了下去。钉完之后,两个人就
吹着口哨,走回家了。到家后,妈妈问:“小高,你长得高吗?”小高回答:“对
啊,我长得。。。”爸爸插嘴说:“哎呀,小高确实跟上一年比起来有进步。
但是,他还是。。。哎,真的是太矮了。他如果能再长二十公分,那该多好
啊。”妈妈惊讶地问:“二十公分?!你要我给儿子煮多少饭呀?你要把我累
死是不是?”小高非常困惑。他想:“为什么他们在我的身高这么小的事情
上吵架呀?这个问题有那么有趣吗?”小高沉思的上楼去做功课了。

一眨眼就到冬天了。妈妈在厨房里准备晚餐。外面在下雪,但是家里
面暖呼呼的,好像整个是另外一个世界。爸爸对小高说:“你今天想要做什
么呢?”小高回答:“我今天想要出去搭雪人”爸爸想了一想,点点头。“赶
快去拿帽子、外套、厚裤子、和手套囖。”穿好了这些衣服之后,父子
俩就开始找适合盖雪人的地方。他们走着走着,走到了春天用来量身高的
树的附近。树旁边,有一块平平的地。小高说:“这里非常适合搭雪人!”然
后,他就扑到了地上,把雪慢慢地滚成越来越大的大雪球。爸爸也蹲了下
来。他们一起堆了一个比小高大一倍的大雪人。他头上戴了一顶小小的
帽子。手里拿着几根麦子。他的鼻子和肚子上的纽扣都是用找到的小石
头做的。小高满意的问:“这位伟大的雪人,您的名字是什么?”爸爸笑着
说:“那我们就叫他小麦好了。” 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回家喝妈妈精心准备
的热巧克力了。但谁也不知道,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小树一直在默默地,
慢慢地,悄悄地长。

又过了六个月,就变夏天了。每一棵树上都长满了叶子,有一些还开满
了鲜花。农场变得五颜六色的,非常美丽。有一天,爸爸对小高说:“都过
了十五个月了,现在总能在量身高了吧。” 小高嘴里面堆满了食物,说的
东西完全都听不懂。爸爸又说:“那就这么说定囖。你吃完早餐,我们马
上就出发。” 小高又说了一些别人听不清的话,然后又凶巴巴地继续吃
饭了。小高吃完后,爸爸和小高就开始往大树走。小高又急冲冲地跑到了
树下。接着,像去年春天一样,爸爸又把小高骂了一顿。小高似乎没听见
爸爸的说教,笑着对爸爸说:“那你什么时候要开始量我的身高呀?”爸爸
气汹汹地把锤子举了起来。小高靠到了树上,准备量身高。忽然,他感觉
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他抬头一看,大吃一惊。“欸,去年钉的钉子怎
么。。。没有在我的脖子附近,却在比我的头顶高一点的地方?”他想。
他的爸爸也看到了,开始流冷汗,也开始发抖。“我的儿子是不是开始变
矮啦!这么小,就开始变矮,怎么会变成这样呢?”爸爸开始抱头痛哭。小
高也很紧张。我们还是赶快回家,问一问妈妈有没有合理的解释,可以让
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会变矮。爸爸立马同意了。这次,小高开始跑的时候,
爸爸没有骂他。跑回家后,小高和爸爸匆匆忙忙地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
妈妈忽然插嘴说:“等一下,你们是说,你们在树上量身高吗?”小高和爸
爸呆呆地说:“对啊。”妈妈忽然笑了。他开始解释:“你们知道吗,小孩
子们会长高,树也会长高。当树长高时,那个钉子也会一起往上移。所以,
小高就好像变矮了。”爸爸和小高终于了解了。他们说:“哦哦哦哦哦
哦,原来如此。我们懂了。”但是爸爸还有一个问题。他问:“那,为什么
树比小高长得快呢?”妈妈摇了摇头,说:“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你们
俩要记得,不要再在树上量身高囖!”爸爸和小高点了点头,说:“是!我们
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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