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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几个重要日期：

夏校开始注册日期： 3/17/2021
取消注册日期： session 1: 6/11/2021; session 2: 7/16/2021
学费截止日期：session 1: 6/12/2021; session 2: 7/17/2021

开学日期：session 1: 6/12/2021; session 2: 7/17/2021
结束日期： session 1: 7/16/2021; session 2: 8/20/2021

瑞华董事会关于招聘 2021-2023学年校长的通告

根据学校校章相关规定，瑞华董事会现公开招聘下一任瑞华中文学
校校长。下届校长任期为2021年6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招聘要求
应聘者为当前注册中文课程学生之家长，并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和突出
的奉献精神。学校对校长按每小时$38，每周6-7小时，春秋两学期累计
约31周的标准予以补助；暑期工作量和补贴则根据开课情况另外决定。
在此范围以外的工作时间属于志愿奉献。校长的任免、报酬及奖金由董
事会决定。诚盼有意愿、有能力、有时间为瑞华服务的瑞华会员，于4
月10日晚上10 点之前把简历和应聘意愿发到
board@raychineseschool.org，并同董事会联系详细了解校长工作职责
。瑞华董事会保留对此次招聘通告的最终解释权。

大家好！时光飞逝，这个学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为了让孩子们的中文
学习能有持续性和连贯性，选择最合适自己的中文老师， 瑞华决定在
接下来三周教学（03/20, 21; 04/10, 11.; 04/17, 18) 开放中文课程供大
家试听。请大家通过以下google form提交试听申请，并在申请时请遵
守以下规则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2t5bnxFvv3MFM_-

dtIwoyajdREY3EOE3bgamJMj-Z3Rr-Rw/viewform?usp=sf_link

1. 只能试听比现在就读高一个年级的课程
2. 每个年级可以试听多位老师，需要分别提交申请，但是每个老师

只能试听一次。

3. 一个家庭有多个孩子的话，也请分别提交申请。
4. 学校需要和老师协调沟通。申请试听周末的课程请于周四晚上前填
表提交，否则可能要等到下周。

5. 非瑞华学生也可以申请试听，学校会根据申请人数及课堂内容尽
量安排，瑞华在校生优先。

请在校报第四、五页的课表里查看并选择适合您的试听课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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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注课通知🎈🎈

为了方便家长及早安排夏天计划，瑞华夏校工作人员经过紧张的准
备工作，终于排好了夏季的课程。今年瑞华夏校准备开设两个
Sessions网络课程， Session 1 (6/12-7/16) 和Session 2 (7/17-8/20) 。
为了使夏天课程更丰富多彩, session 1 和 session 2 相同的课程设计
会有所不同。下面大致介绍一下今年夏校的几个特点:

1．今年夏校设有三大类：
A. 英语类包括2-10年级英语强化班; Honor Egnlish, AP 英
语；初，高中英语写作课程；AP及 SAT英文考试准
备；

B. 数学类包括2-5年级Kangaroo数学；小学快乐心算；排
列组合初中Algebra 1 及 SAT 数学辅导班。

C. 其它类：包括计算机Python, Java语言，编程game设
计；公共演讲，公共辩论，高中国际时事，绘画，卡通
设计，舞蹈，棋类（围棋/象棋）。种类齐全，每个
session 均开设近40门课供大家选择。

2．英语数学课程细分，每一个年级均单独开设一门课，保证上课的
学生程度类似；

3．在保留以往受欢迎的夏季课程外，还增填了许多新课，如
Kangaroo小学数学系列，大数据分析，计算机游戏设计，水粉画
，卡通设计及用英语精度学古典文学；

4．可以在任何时间换到summer其它课程. 未上的课程学费作为
credit算入Summer 其它课程。报名时如不能上满全部课程，可向夏
校主任申请prorated （申请须在开课前提交）。

5． 关于注册费用，今年夏校和夏令营不再分别收取注册费，无论您
是注册夏令营，还是夏校，只收取一次费用。如果您需要注册另一个
活动，瑞华将不另收注册费。注册上会显示收取两份费用，瑞华以
credit的形式返回给家长。

6．瑞华夏校聘请了瑞华春秋两季最受欢迎的老师前来授课，并增加
了新老师，教授课内容不会和春秋两季授课重复。为了保证质量，夏
校课程采取小班制（不超过１２个人）， 4/15 日前注册夏校的学生，
会给$20 credit。

7．我们会在2022年初，举办第二届 “瑞华杯 Chess Tournament”，
参加夏校的同学会免比赛Entry Fee. 届时会产生第二位瑞华棋王。

8．参加Summer School Speech和Debate课程的学生，将免费进入
将于2022年初举办的第二届瑞华杯Speech & Debate Tournaments.

具体课程介绍以及老师的资历，请见2021夏校session 1简介。夏校
session 2 注册也已经开放，但部分课还在紧张的准备当中，敬请广
大家长关注！

疫情以来，瑞华如履薄冰，幸好得到大家的支持，夏校注册之际，
再看写好的教学安排，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有你们大家, 咱们一路
走，一起完善。最后要感谢所有参加Summer School 的老师们的积
极参与与付出，感谢校委同仁们的努力，特别要感谢大家的耐心和你
们将要给予的支持! 谢谢!!!

2021 瑞华夏校主任

张冰敬上
Email: vp@raychineseschool.org

校长招聘通告

试课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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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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i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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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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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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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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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acia Family Dentistry  Family 

Den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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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Page Orthodontics  

Orthodo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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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ore information， Email:events@rocketice.com; Tel:630-679-1700

我的爸爸
中文9年级：薛j佳瑞 指导老师：田园

我的爸爸长得瘦瘦高高，他不仅是个学识丰富的理工男，而且风
趣幽默，常常把大家逗得很开心。

记得在我小时候，我们俩就发明了一个游戏，叫“哈呦”。我和
他会一起滚在床上、沙发上、地毯上，一边大喊“哈呦”，一边抓起身
边的枕头、毛绒玩具，手脚并用，打闹嬉戏，玩得特别开心。现在
尽管我长大了，每当我不高兴的时候，爸爸还会用这个方式逗我开
心，让我的烦恼烟消云散。

爸爸从不打骂我，相反他给我很多鼓励。每当我遇到什么问题，
他都会鼓励我自己琢磨，让我自己看书，网上查找，然后不懂再问
他。记得有一次，我不知道怎么做一道数学难题，又想快点做好可
以和小伙伴们出去玩。于是，我就撒娇问爸爸：“老爸，这个题目太
难了，你帮我做吧，好不好嘛？”爸爸十分严肃地说：“要是我这次帮
你做，那你还是没搞明白，以后还是不会做，你一定不能轻易放弃，
要先自己钻研，实在不明白，爸爸再帮你。”于是，我集中精力，仔
细读题分析，折腾了好一会儿，我终于做出来了。爸爸看到很高兴，
说：”小宝你记住：做任何事情如果认认真真，坚持努力，那么成功
非你莫属！”

我的爸爸是一个热心的人。每当别人有什么事情，他都会热心
地帮助他们。记得今年有一个大雪天，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起来，
我听到爸爸拿起电话说：“你们不要着急，我马上就开车过来接你
们。”原来，爸爸的一个朋友，车子突然坏了，打电话来找爸爸帮忙。
只见爸爸马上拿起外套，急急忙忙地往外赶。那天雪大风急，天气
也十分冷，冰天雪地的。因为路上的积雪太大，爸爸花了好几个小
时才回到家。

我的爸爸是一名电脑工程师，但业余时间爱写诗，常常把生活
中的点点滴滴以诗的形式记录下来。他还在美国获得过诗歌大赛的
大奖呢！有一次他过生日，我和姐姐一大清早就推开他的卧室，一
边唱生日歌，一边把一起制作的生日卡片送给他。爸爸很感到，居
然以此为创意，写了下面这首名为《预测》的诗：

清晨
当我打开
卧室的门外
姐姐和弟弟

像猫狗在蹲守
随即响起
用五种语言
祝福生日快乐
还有水迹未干的画作

年复一年
我总能准确地预测
这一天
这一幕

我享受着
伪装着
迎接惊喜的到来

当他们预告

明年的礼物
会是真正的惊喜
我要用一年的时间
从他们成长的
蛛丝马迹中

寻找线索

我从诗人老爸那里，学到各种专业知识，很多做人的道理，也
在他的潜移默化中，经历生活的诗和远方。我希望，我会是父亲笔
下的最优秀的诗章。

请学生和家长们认真查看瑞华夏季课程的安排和时间，早日
注课。

期待通过zoom课程，师生们一起度过一个轻松，充实，且不断
进步的愉快假期。

欢迎注册夏课

mailto:Newsletter@raychineseschool.org
mailto:info@capdentalcare.com
http://www.capdentalcar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