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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夏校早鸟优惠明天结束🎈🎈

友情提示：瑞华夏校早鸟优惠明天（5月1日）结束。今天之前注
册夏校的每位学生将得到$20 credit，请计划注册夏校的同学们尽快注
册，不要错过“早鸟优惠”！

请继续了解瑞华夏校的老师。本期介绍的老师是：数学老师
Rachel Jiang老师和舞蹈老师徐梅老师。

请继续欣赏三、四年级学生们的古诗绘画：

中文四年级：林佑稼 中文老师：程咏梅

四年级：黄恺毅 中文老师：程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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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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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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早鸟”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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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注册瑞华
夏校及夏令营

请继续欣赏古诗绘画：

三年级：颖恩 中文老师：程咏梅

四年级：李长泽 中文老师：程咏梅

三年级：赵禄阳 中文老师：程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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