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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中文协会协办的华语朗读大
赛开始报名

我校史力红老师应邀担任大芝加哥赛区评委。

请需要辅导的同学和老师联系，学校根据情况可统一安排辅导，对
于通过全美中文学校协会报名，代表瑞华参赛，获奖的同学，学校
将给予额外奖励。

Vladimir的学生包括：
• GM Jefferey Xiong- 2016 年世界冠军及2019年世界公开赛冠军；
• Carrisaa Yup-2019 年美国女子世界冠军，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象
棋大师。

• Antoanta Stefaniva- 2004 及2012 年女子世界冠军；

瑞华将邀请大师暑期每个session两个班，为保证大师能指导每一个
学生，每个班限制6人；为保证课程水平，要求如下：1. 和大师学
棋班要求最低积分700；2.象棋提高班要求至少三年棋龄并有积
分；

机会难得，如果你觉得孩子有天分，想让大师发现他/她，这个暑假，
给他/她一个机会，来瑞华小班学棋。感兴趣的家长可扫码入群答
疑；

2022瑞华暑期特色象棋课

🎈🎈🎈和Vladimir Georgieve学棋

Vladimir 世界国际象棋顶尖级高手。

1992年欧洲青少年锦标赛获得亚军；
1995年和2007年保加利亚冠军和马其顿冠军，
2015 年U12 世界冠军！
2017 年执教美国青年队并获得世界青年大赛冠军；
1995年被授予国际象棋大师，并于2000年被授予特级大师。

马老师绘画大赛继续招生

参加绘画大赛，不仅能够让学画多年的孩子得到认可，如果取得好
成绩，还会对申请大学有很大帮助；Scholastic Art & Writing Awards
（全美初高中艺术与写作大奖赛）是北美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艺术
及写作比赛。比赛创立于1923年，每年举办一届，主办方和美国
100多个视觉艺术和文学艺术组织合作，用于表彰艺术与写作领域

杰出的年轻人。它也是为高校输送青少年作家、并提供奖学金的几
大著名赛事之一。

马冰老师的学生在2019年至2021年间，在全美绘画大赛中共获得一
枚全国金奖，6个金钥匙，8个银钥匙和6个荣誉佳作奖。感兴趣的
家长同学请扫码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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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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隆.马斯克(Elon Musk)
九年级：胡凯Hu, Kyle 指导教师：刘鑫老师

埃隆.马斯克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企业家和创新者之一，他
创立了特斯拉和 SpaceX。

马斯克于 1971 年 6 月 28 日出生在南非的首都比勒陀利亚。他
长大的比勒陀利亚市是南非共和国的行政首都，位于豪登省。1855 
年，该镇建立，1910 年成为南非的行政首都，1931 年获得正式城
市的地位。比勒陀利亚有漫长多雨的夏季和短暂温和的冬季，天气
类似于美国佛罗里达州。

马斯克是一位普通却神奇的人。他的母亲是加拿大人；父亲是

南非人、工程师。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马斯克在他青少年的
时候就全神贯注于发明的白日梦，以至于他的父母要求医生对他进
行身体检查。他小时候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但他认为发
明东西很酷。他不但梦想有一天人类可以去火星, 而且他想去发明、
创新有助于人类环境进步的科技，比如发明新科技，研发出像魔法
一样的先进技术。他始终保持着最初的梦想，一直没有改变, 继续
努力，并越来越近了。

马斯克在他 10 岁时对电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89 年他为了
躲避在南非服兵役，17 岁的马斯克前往加拿大就读女王大学，在同
一年申请并获得了加拿大公民身份。马斯克于 1992 年离开加拿大
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商业和物理, 他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
位，然后继续攻读并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1995 年马斯克前往加利
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于 2002 年成为美国公民。
1995 年，他在加入斯坦福大学仅仅两天后就离开了斯坦福。那时恰
逢互联网大爆发，他创立了 Zip2 软件公司，后来又成立了 x.com网
络银行，这个公司最终变成了大家都熟悉并且广泛应用的电子支付
公司PayPal。

绘画大赛佳作欣赏
2002 年，他同时又创立了 SpaceX公司，主营制造发射火箭的技术，

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不论是中间经历的数次失败，还是花费巨大
濒临破产，他都坚持了下来，最终发射火箭成功。这一壮举彻底改变
了美国航空航天业只有囯家发射火箭升空的现实，并让太空飞行变得
更加经济实惠，让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走进平民，也离他“去火星”
的梦想更接进了。在成立Tes la ——美国一家电动汽车及能源公司后，
他非常努力地工作，每周都工作 80 到 120 小时，最终实现了他的 “制
造最节能的电动汽车”特斯拉的目标。

我喜欢马斯克，不仅他有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并且有一种百折
不饶、锲而不舍、失败了也不放弃的毅力。SpaceX和特斯拉这两个伟
大的公司对当今社会产生了的具大影响。SpaceX公司发射火箭，不但
帮助降低了探索太空的成本，而且实现了火箭技术的重大创新和进步。
特斯拉公司不仅制造了廉价、易于使用的电动汽车、电动无人驾驶汽
车技术，而且还对气候变化和更新环保技术有着深刻的影响。

马斯克敢想敢做、锲而不舍、失败了也不放弃的精神深深地影响
了我，我要以他为榜样长大后做一个创新者，为人类社会服务。

幼儿组（4-7岁）

一等奖：《地球-我们的家园》（马克笔）作者：吴意萱

mailto:Newsletter@raychineseschool.org
mailto:info@capdentalcare.com
http://www.capdentalcare.com
http://www.rocketice.com
mailto:Email:events@rocketice.com
tel:630-679-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