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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 Eric Zhang在数学袋鼠
四年级比赛中获得满分🎈🎈

恭喜 Eric Zhang 在最近的数学袋鼠四年级比赛中获得满分！

Eric Zhang 已经参加了我们几个学期的数学袋鼠强化班，并且一直在
课堂上非常活跃地进行讨论。

Eric Zhang 今年 10岁，是欣斯代尔麦迪逊小学的四年级学生。他喜
欢 YouTube、Minecraft、Chipotle和旅行。

“Mathematical Kangaroo（也称为 Kangaroo Challenge，或法语中的
jeu-concours Kangourou）是一项在超过 77个国家/地区举办的国际
数学竞赛。共有六个级别的参与，从 1年级到 12年级。比赛每年在
三月的第三个星期四。挑战包括多项选择题，不是标准的笔记本问
题，并且来自各种主题。除了基本的计算技能外，它们还需要启发
性的想法、毅力、创造力和想象力、逻辑思维等解决问题的策略。
经常有小故事、有趣的问题和令人惊讶的结果，鼓励与朋友和家人
讨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在校学生竞赛，2019年有来自 77个国家
的超过 600万参与者。

瑞华中文学校开设Kangaroo 数学课以来，已经有多位学员取得优异

成绩，陆老师的课生动有趣，并能抓住竞赛重点，难点，让学生体
会数学的魅力、暑期我们继续提供1-5年级Kangaroo 竞赛班，感兴趣

的同学请查看课表并在瑞华网站报名。
https ://raychineseschool.org/Schedule.aspx?program=0

另外，陆老师将在下周五5/20举行线上免费Kangaroo 竞赛讲座，感
兴趣的家长请扫码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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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公益故事会

瑞华公益故事会，本学期最后一次，周六5/14 下午1-2PM 在瑞华104
，除了听故事，老师还给小朋友们精心准备了小礼物，欢迎小朋友参
加。

公益大学申请文书讲座

又快要到大学申请季了，大学申请文书写作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事，
很多学生为此大伤脑筋，为了帮助高中生提高写作文书质量，我们
请来了Stuart教授为即将申请的学生做一个暑期一对一指导！

Stuart教授是中北大学的Shimer great books系主任，曾经指导过很

多学生申请大学，其中不乏各种藤校学生。最近这几年，他一对一
的辅导了很多毕业生的大学申请Essay，受到广泛好评。

我们将于5/16周一晚6:00请Stuart 教授为高中生及家长在申请季做一
个公益essay wri tingseminar, Stuart会讲大学申请Essay写作的要点，
家里有要申请的同学或者高中生都欢迎来听。

暑期辅导分为workshop(限8人）和一对一辅导两种， Stuart教授平

时也比较忙，为保证质量，每季能辅导的学生数量很有限，有需要
帮助提高大学申请文书写作的学生要抓紧时间到瑞华网站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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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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TA获奖名单

2022春季学期已经结束。感谢所有任课老师的辛苦付出！也感谢各位
优秀TA们，在课堂上下对同学们的帮助。

优秀 TA Teacher

Jeremy Zhao 赵嘉睿 屠知伟老师

Jessica Pei 屠知伟老师

Tiffany Chu 楚婷婷 陆艺老师 (学前小班)

Claire Chen 陈雨枫 陆艺老师 (学前小班)

Frank Chen 陈守钺 周晓惠老师 ( 学前大班 )

Brooke Pang 庞婧 张静老师 (一年级)

Carol Yin 殷若涵 韩晶老师 (二年级)

Amy Wang 王钰晴 韩晶老师 (二年级)

Victoria Li 李桃瑞 彭薇老师 (三年级)

Amy Pang 庞妍 杨学军老师 (四年级)

Brooke Zhang 张安琪 程咏梅老师 (三年级)

Wei Jiang 江巍 程咏梅老师 (四年级A班)

Ethan Liu 刘卓恺 程咏梅老师 (四年级B班)

Cynthia Jing 景若涵 程咏梅老师 (四年级Q班)

Annie Qu 曲彦如 史力红老师 (七年级)

Melody Xu 许笑维 田毓青老师 (八年级)

Michael Yang 杨瑞明 田毓青老师 (八年级)

Lily Du 杜世露 田毓青老师 (八年级)

Andrew Wan 万兆京 田毓青老师 (八年级)

Yutong He 何雨桐 田毓青老师 (九年级)

Amanda Li 李盈盈 刘鑫老师 (九年级)

Claire Liu 刘一嘉 刘鑫老师 (二年级)

Shuting Bai 白舒婷 田毓青老师 (AP)

Kristen Chen 田毓青老师 (AP)

Irene Zeng 曾海欣 潘老师 (APC3)

Christine Chen 陈欣宜 林津老师

Nathan Yuan 袁熠明 刘珍邑老师

Brian Li 李子康 刘珍邑老师

Sophia Xi 奚稼妮 John Ziegler

Justin Wu 吴皓云 朱老师 (PYT2)

Aiden Xie 谢翔天 杨菲老师

Jerry Luo 罗睿杰 吴伟卿老师

Qinyue Zhang 张秦月 马冰老师

春季学期结束

瑞华中文学校2021-2022学年将于本周末5/15日结束。祝贺所有圆满
完成学业的学子们。

在过去的这个学年，家长和同学们克服重重困难，疫情期间，通过
实体课和网课的形式，坚持中文和其他学科的学习。

学期结束之际，衷心感谢各位任课老师过去一个学年来加倍辛勤的
付出。正是有了家长的信任和支持，同学们的坚持和努力，老师们
孜孜不倦的悉心教导，我们才能在这一特殊的学年里留下深刻的足
印。我们一起将这份力量传递下去，传播开来。

祝同学们有一个丰富多彩的暑假！下学年秋季瑞华见！

2021-2022 瑞华董事会，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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