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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中文学校2022夏校Session 
1&2 (06/06 - 08/14) 开始注册

各位家长好，最近一直陆续收到了很多家长询问瑞华夏校

课程安排的问题，瑞华工作人员经过紧张而仔细的准备，我
们的夏校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年夏天，我们将按照往年惯例，
继续开设两期课程，第一期 Session 1（06/06-7/10）,第二期
Session 2（7/11-8/14）。共80门课，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课程的
特点：

1. 大部分课程采取线上课程，但围棋，绘画竞赛, Mathcounts
辅导为实体课，国画课程采取实体和在线结合授课方式。

2. 课程分为三大类： (课表：2022 夏校课表）
A. 英语——包括1-10年级的英语强化课程；小学，

初中和高中英语写作课程；英语编剧，SAT英语

考试准备；名著赏析，阅读技巧，大学申请辅导，
小学，初中及高中演讲课；

B. 数学及计算机课程包括 1-5年级袋鼠数学；小学
快乐心算；代数 1，代数 2，Mathcounts新题练
习及讲解，和SAT数学辅导班。计算机课程包括
计算机编程-Python、Java语言、

C. 其它：包括绘画，今年除了国画及绘画学习班，
还增加了Scholastic Art & Writing Awards绘画大赛

辅导班、既可以学习绘画，也可以在老师指导下
创作并参加比赛,过去三年里，瑞华美术老师指

导的很多学生在上述大赛中获得金奖及银奖。此
外，还有国画，卡通设计、舞蹈、国际象棋和围
棋。

3. 关于报名费，今年瑞华中文学校暑期学校和夏令营不再单
独收取报名费。无论您是注册夏令营还是暑期学校，都只
收取一笔注册费。4月15日前注册夏校将免除注册费，新
生费。

4. 暑期学校保留了春秋季学期最受欢迎的教师任教，并聘请
了新教师。讲座内容不会与春秋季学期的课程重叠。为保
证质量，暑期学校课程采用小班制（每班不超过12名学
生）。

这个是所有课表的链接
(https ://raychineseschool.org/Schedule.aspx?program=0)，为了
方便大家了解课程，我们把课程描述也放在网上，点击课表里
的课程代码，可以看到课程描述，点击老师的名字可以查看老
师介绍，Session 2 的课即使课程名字一样，内容也会和Session
1不同。

作为一所非盈利、非私立学校，瑞华中文学校一直在为社
区提供优质、实惠的课程。感谢您的支持！

2022年瑞华暑期学校主任
张冰
电子邮件：vp@raychineseschool.org
电话： 7088345387

两个Session的具体课程安排，请见本页右及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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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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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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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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兵马俑
七年级：庄佳悦 指导教师：史力红老师

考古学家在1974年挖掘出秦始皇兵马俑，现在它被称为世界的
第八大奇迹。传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开始建很多陵墓。他把七十
万囚犯和农民赶去修建墓。他还请了大臣李斯从民间征集数千名童
男童女为他殉葬。李斯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问秦王
能不能用泥塑代替真人。最后，秦王同意了。最初的工人没有烧过
制陶人和马，所以他们经常失败。因此，许多人被杀死。后来，有
一位老人在死之前告诉他的儿子去尝试分段地烧制陶人和马。这个
方法最后成功了。很多时候，游客会问为什么所有的兵马俑的手都
是空的或半握着的。人们有很多猜测：有的人说盗墓者偷走了士兵
曾经握的武器，有的人说一个叫项羽的人偷了这些武器，因为他的
很多家人被秦兵杀死了。我觉得这些猜测不太合理，也许只有秦始
皇才知道真正的原因。

为了不破坏秦始皇兵马俑，一些专家预测我们还需要五百多年

才能完全把秦始皇兵马俑挖出来。虽然我们现在只能看到秦陵的一
部分，但它的壮观和魅力已经征服世界！

秦兵马俑
七年级：符以恒 指导教师：史力红老师

秦始皇帝的兵马俑是中国和世界上一个壮观的景象。这些兵马

居于西安的临潼区。兵马俑是一个收藏描绘秦始皇帝的军队。秦始
皇帝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他派人把他的军队塑造起来。就像真的
一样，每个都不一样。在兵马俑里面，有八千兵，一百三十辆战车，

（接右上👉）

（👈接左下）

五百二十匹马和一百五十个骑兵马。之后其它的兵马俑也陆续被发现
了，他们包括舞者，官员，强人等。兵马俑的历史大约可追溯到秦始
皇（当时 13岁）即位后不久，陵墓的建设工作于公元前 246年开始，
最终由 700,000名工人修筑而成。1974年由中国陕西省西安市郊外的

临潼县的当地农民发现。这些人物的身高也因角色而异，最高的是将
军，依次排列。陵墓的建造被历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 145-90年）描
述，是中国 24个朝代历史中的第一个，它是在陵墓建成一个世纪后
写成的。地理学家李道元在秦始皇死后六个世纪写道：“骊山因地利

而得天独厚：以玉为名，北盛金，南盛美。玉；始皇觊觎其美誉故选
择安葬于此”。这就是秦始皇帝兵马俑的故事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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