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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让我过把瘾
王一梁（前瑞华副校长、董事）

2019年秋季的时候， 当时的瑞华校长赵际勇找到我：“一梁， 瑞华
需要一些讲座来提升人气吸引生源。目前瑞华的讲座大多是商业或者子
女教育相关的。知道你是历史大牛， 能不能搞一两次历史讲座？我们
也需要一些诗和远方嘛， 哈哈......” 听了赵校长这一番话，我顿有受宠
若惊的感觉。一直以来，我确实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
和一点心得， 但被称为“历史大牛”还真是愧不敢当。更何况瑞华家长
卧虎藏龙， 博古通今的比比皆是。我讲座中要是出个什么纰漏错误，
岂不是贻笑大方？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赵校长还是很精准的挠到了我的痒痒肉。
从小时候起我就喜欢给别人讲故事， 在人前人后显摆。根据父母回忆，
去幼儿园接我回家时不止一次的看着见小伙伴们坐成一圈，把我围在中
间给他们讲故事。现在既然校长已经派下了任务， 我也就接下了军令
状。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 讲啥呢？我觉得吧，雄唐盛汉这些历史都
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汉武帝， 武则天，杨贵妃的掌故也是大家耳熟能
详的。炒这些冷饭， 以我业余票友的水准是很难再玩出什么能新花样。
比较而言， 两晋南北朝这段历史是大部分人相对比较陌生的。只要是
取材得当，内容有趣，讲述风与幽默，做到知识性和趣味性兼顾，应
该还是能吸引一些眼球的。

拿定了主意后我就开始了紧张的准备。两晋南北朝三百年是中国历
史上少有的乱世。王朝更替， 人物繁多， 头绪纷杂。我也只能是避繁
就简去粗存精， 尽量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把这段历史给大家理出一
个大致清晰的脉络。等做好了PPT， 才发现要表述成语言文字才是更大
的困难。以往在《百家讲坛》里看见袁腾飞， 王立群等老师口若悬河
侃侃而谈，觉得似乎也不是一件多困难的事。可 待到自己上阵时， 才
发现真是看人挑担不吃力。讲座和平时朋友间侃大山不同， 要尽可能
做到思路连贯一致， 表达流利顺畅，前后衔接自然，还得避免一些过
于口语化的用词。更不要说我这平时没少被老婆笑话， 前鼻音后鼻音
不分， l和n不分的“福兰”塑料普通话。哎， 要是从小就能在瑞华老师
那儿打好拼音的基础就好了！

当天来了二三十位听众捧场， 真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发挥的
也很不错，还即兴结合讲座内容在场的陆文全董事开了小玩笑。讲座后
大家还兴趣盎然的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讨论。我可真是实实在在的过足
了一把瘾！

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说：“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
灭其文化”。在当今的时代大环境下， 中华民族应该是还不至于有亡国
灭种的危险。但就我们海外华人而言， 能不能把中华文化传承下去给
华二代甚至华三代， 还真是一个值得每个人深思的问题。我们家长在
送孩子去中文学校的同时如果能自己也具备一些中国历史文化的常识和
修养，不仅可以让自己腹有诗书气自华， 对孩子也是言传身教的效果。
希望瑞华中文学校继往开来， 继续承担华人孩子中文教育和华人社区
文化平台的双重职责，让中华文化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

瑞华执教18年感言
彭薇老师

重洋远渡赴芝城，
瑞华中文启新程。
适应教材凭妙法，
暨南标准不空轮。
网课实体同兼顾，
寓教于乐学业丰。
十八年景飞速过，
桃李才俊已生萌！

感恩瑞华
Tommy Tang 推荐老师：田园老师

记得刚来瑞华中文学校学习中文时，那一年我快八岁了。 我
是Tommy Tang（唐骏成），现在是UCLA大二的学生，至今我还清
晰地记得四年前从孙金爱校长手中接过首届全美“华瑞杯”中文朗
诵大赛决赛总冠军以及17岁以上青少年组一等奖和最佳人气奖时，
难以置信和无比激动的心情。每一座奖杯都凝聚着所有瑞华中文
学校老师们辛勤的耕耘。

我们家住在芝加哥的北面， 为了让我更有兴趣地学习中文，
父母慕名而来瑞华学校，爸爸妈妈长年累月每周末来回开车二小
时，风雪无阻地送我到瑞华中文学校学习，非常幸运地在瑞华遇
到许多优秀的老师，特别是在田毓青老师孜孜不倦教诲和指导下，
我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全方面地得到了提高，田老师还鼓励
我们参加了寻根之旅夏令营，让我们体会到沉浸式学中文的快乐！
经过瑞华AP 中文辅导班的学习，我终于考到了中文AP5分，然后
我继续留在田老师的AP班级做TA, 为学弟学妹们学中文提供自己
的一点帮助，也非常荣幸地被评为优秀TA。 现在我自己的弟弟像
当初的我一样，满怀信心地走进瑞华这所中文学习的优秀学校。

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瑞华中文学校老师的启蒙和教育，
对瑞华中文学校充满感激之情，祝老师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希望瑞华中文学校越办越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值此金秋丰收的季节，送上最真挚的祝福，祝瑞华中文学校
桃李芬芳，未来灿烂辉煌。祝瑞华中文学校成立30周年生日快乐！

董事会通知

10/15/22 董事会决议：同意徐茹松加入瑞华董事会，接替前
董事熊琳空出的席位。徐茹松的任期为2022年10月至2022年底。
该董事席将于2022年底并入董事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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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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中文带给我乐趣
十年级 Addison

大家好，我叫Addison。我上Wheaton academy 高中二年级. 今年
我十五岁了。我在瑞华中文学校学了三年的中文。我现在还在我的
高中里继续学习中文。

我在中文学校的三年里最难忘的事，就是我代表了人人中文班
的学生去了芝加哥市中心的州长办公室和州长一起庆祝中国的新年。
我们唱歌我们跳舞。欢迎中国的鸡年。我还和其他同学们在老师的
指导下，参加了学校的春节联欢晚会，用中文表演节目。老外也会
说中文！

我很喜欢学中文，谢谢我人人中文班的老师给我带来学习中文
的兴趣，让我轻松快乐地学会中文。我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来瑞
华中文学校学习中文。

最后，祝瑞华中文学校三十年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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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info@capdentalcare.com http://www.capdentalcare.com

美好的周末
五年级 王琪妙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我在瑞华中文学校学习中文已达五年之
久。每个周六下午都是我和妹妹去上课的时间，今天也不例外。

吃过午饭我们就来到了肯尼迪中学，当我们背着书包走进那熟
悉的大门，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自己熟悉的小伙伴，兴奋之情溢
于言表。和同伴穿过挂满奖项和各类照片的走廊，瞬间感觉自己仿
佛置身其中，高年级的哥哥姐姐充满青春活力的笑容感染了我们，
不禁更加期待自己能够早日进入中学阶段的学习生活。

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了教室，看着干净又整洁的教室，让人不
自觉地就放松下来，选好课桌拿出书本，期待着上课的铃声……

因为热爱，我才执着，几年的中文学习让我受益匪浅，中国文
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中我学到了许多有趣的风俗习惯、神话
故事，了解了中国的节日文化，还掌握了各种有趣的文字游戏，最
重要的是我可以和远在中国的长辈们沟通交流。

因为努力，我才收获，去年虎年春节之际，我有幸被学校老师
选为代表，通过学校广播用中文向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表达了
新春祝福！这一刻我无比激动和感恩，老师和同学们的肯定不仅激
发了我对中文的学习热情，更增强了信心。

伴随着一阵清脆的下课铃声，紧张而又愉快的两节中文课结束
了！我们收拾好书包再次穿过人流，开心地挥手和自己的老师、小
伙伴们告别，多么美好而又快乐的时光啊！

下周中文课再见！大家周末愉快！

我爱学中文
七年级 Sasha

大家好!我叫 Sasha。我今年十二岁，我上七年级。我曾经是瑞
华中文学校人人中文班的学生。是人人中文小班的老师培养了我学
习中文的兴趣。从一个中文字都不认识到现在可以流利地朗读中文，
自己打出这篇文章，这都离不开我的中文老师对我的帮助和鼓励！
让我爱上学中文。

让我最喜欢的活动是参加瑞华中文学校的演讲比赛！我代表了
人人中文一年级班的学生，得了学校的第二名！我还和中国领事馆
领事一起拍了合照呢！我还在2018年代表瑞华中文学校去了伊利诺
伊州长办公室和州长共度中国新年！这还上了当地的新闻！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学习中文。中文很有用也很有趣。学会了中
文，你可以去中国的各个地方旅游。吃很多好吃的中国菜。

瑞华中文学校的生日快要到了，最后我祝瑞华三十年生日快乐！

我和瑞华中文学校
中文九年级 詹美 指导老师：刘鑫

上周中文课时，老师告诉我们，今年是瑞华中文学校成立三十
周年。我一听，感到好惊讶。看上去如此年轻的中文学校竟然有三
十岁了！但我转念一想，我从小学二年级搬到Naperville开始上瑞华
中文学校，一晃都已经六年了。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在这六
年里，我从一个只认识自己名字的小丫头成长为一位毫不费力就能
阅读大量中文文章和热爱中国文化的大姑娘，瑞华中文学校功不可
没。

瑞华中文学校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这儿教课的老师们。他
们工作热情负责，对学生充满爱心，让学生们不由自主地爱上了中
文。记得刚上瑞华中文学校时，我的中文基础不是很好，也不太敢
开口说中文。几节课后，老师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她上课经常鼓励
我回答问题。不管回答得对不对，她都会给我微笑的肯定。在老师
的帮助下，我对我的中文口语越来越有信心。到了五年级，由于我
的中文不断进步，老师就推荐我去报名当瑞华春晚主持人。我刚开
始很紧张，担心自己记不住台词，说不好。老师抽出自己的课余时
间，一遍一遍地陪我练，一句一句地对台词。终于，我成功地走上
了春晚的舞台，圆满地完成了主持人的工作。每当想起这些往事，
我心里充满了对老师们的感谢。

中文学校不但提供了各年级的中文课程和其它学科的课程，而
且还组织了各种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每到夏天，我都很期待中文
学校的夏令营。在那里我们不仅可以学中文，而且可以下棋，画画，
踢球，做机器人，看西游记，还有可口的饭菜！每次夏令营结束，
我都会胖一圈。每年秋天，中文学校还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有
朗诵比赛、绘画比赛、写作比赛和棋类比赛等。我和弟弟妹妹都会
选择一些自己擅长的项目去参加比赛。每到颁奖典礼，就是我们最
开心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努力都得到了回报。有其他家长开玩笑地
说，我们家都拿奖拿到手软了。

瑞华中文学校不仅是大家学习的地方，而且也成了我们华人相
互交流的好去处。每到周末，我来到中文学校，都能看到平日见不
到的华裔孩子们。我们一起分享过去一周遇到的趣事，还经常相约
一同游玩。大人们也趁着孩子们上课的空闲，聚在中文学校大厅里
谈天说地，很开心的样子。爸爸告诉我，这叫侃大山。在Naperville，
几乎所有的华人家庭都会在周末把孩子送到瑞华中文学校学习。在
这里，简直会让人忘记了这是在美国。

这就是我所喜爱的瑞华中文学校，一个帮助我成长，让我充满
难忘回忆的地方。如果你是刚搬到Naperville的华人孩子，我一定向
你推荐来上瑞华中文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