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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期 2006年 6月 

校长之语校长之语校长之语校长之语 
 

 
尊敬的老师，同学和家长： 
 

本学期快接近尾声了。祝同学们取得好成绩, 大家过一个愉

快和有收获的暑假。 

 

下学期,我们中文学校将于 8 月 27 日举行迎新聚会,具体地

点初步定在 Gilson Park,详细情况将在校通讯网上公布,请大家

留意。学校将于 9 月 3 日正式开始上课, 12 月 17 日结束, 其中

11 月 26 日停课一次, 以便大家庆祝节日。下学期课程与本学期

相同,包括中文,绘画和数学。每门学杂费共计 160 元。太极拳

班照开,对家长免费。部分班级将进行调整, 具体情况由任课老

师通知学生。学校还准备开两个新生班,最低年龄为 5 岁,请大

家转告适龄学生家长。 

 

不知不觉,本人已经为中文学校服务两年,十分感谢众多家长

和老师的大力协助,祝大家健康,快乐,进步。 
 
 
 
     校长  郑建国 
 

 

 

 

 

 

 

 

 

 

 

 

 

 

 

校长：郑建国 
(847) 251-2689 
副校长：曹简 
(847) 251- 4368 
校长助理：邓建标 
(847) 676-5976 
会计：庞艳 
(847) 676-5976 
通讯联络：赵永昱 
perryzhao@yahoo.com 
编辑：曹景波 
jingbocao@yahoo.com 
 
School Yahoo Group: 
http://groups.yahoo.com/group/xi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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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3 月 19 日又是一个特殊的星期六。

今天是我第一次自己用录像机和同学录制老师布

置的课题。通过自己动手，我学到了很多新东

西。比如，我学会如何编辑和剪裁录像带。同

时，我跟同学合作，布置场景，反复排练，然后

把整个过程录下来。星期六我过得很有意义。   
                               (邓震林） 

 

 
      

在农历新年那天，我一早醒来就帮我妈妈烹

调。妈妈做了面条，炒饭和烤鸡。美味食品的香

味从厨房传出来，令人垂涎欲滴。爸爸在红包里

面放钱。我奶奶打电话邀请我们到她家中庆祝农

历新年。我说，“我们一定会赴宴！” 
当夜，我们很高兴地来到爷爷家里。我拱手

祝贺说，“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我也见到

我的表兄弟和表姐妹们，姑母，伯父和叔父。还

有一位叔公，他今年六十多岁，是第一次从香港

乘长途飞机到芝加哥探望我们的。他为人和蔼可

亲，也很健谈。我们一起吃新年晚饭，很热闹。 
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分发红包。我很高兴收

到很多红包！我希望新年能够实现我的愿望，身

体健康，学业进步，一切平安顺利。  (梁志慧） 
 

  
 

今年暑假我们全家去了日本。那里给我留下

了很深的印象。 
日本是一个靠海的地方。那里的人很喜欢海

鲜。所以，那里全部的饭店里都有许多海鲜卖。

我妈妈爸爸非常喜欢海鲜，所以他们每次都会点

很多。而我和弟弟不爱海鲜，所以我们只好吃日

本的面条。要是他们连面条都没有，那我们只能

买冰淇淋如果你爱海鲜，那你应该去日本。 
日本很小，但是它很美丽。日本里中国很

近，和它来比，如果说中国象一只公鸡，那么日

本就象一个鸡蛋。因为日本土地少，人又多，所

以它的房子又小又贵。日本大多数的地方都是山

和水。那里最漂亮的山是富士山。它是日本最高

的山。远远望去，他象一个倒过来放的香蕉皮。

他还是个旅游胜地。每天有许多人去那游览。 
日本看起来很现代化，但是他们还有很多很

古老的传统。比如说：他们吃饭的时候，不太用

椅子，大家都是跪在桌子的旁边吃饭。另外，日

本还保持他们很古老的礼节。如果你走进一家饭

店，有人会对你行礼；当你点菜的时候，又有人

会对你行礼；吃完饭，你付钱的时候，也有人对

你行礼；当你走的时候，还有人对你行礼。日本

一定是行礼最多的国家。 
虽然日本很小，但是可以让你玩得很尽兴。

我喜欢日本！                                            (杰杰)    

 
猫是一种很普通的动物。如果要养宠物一般

来说第一想到的不是猫就是狗。 
我朋友家养了只猫叫 Thumper。它有一对小

悠悠的耳朵和一双深绿的眼睛。Thumper 有一个

胖乎乎的身体，可它还是很喜欢玩耍。它很进

取。有一次和狗打架时把狗的脸都抓破了。猫是

种很干净的动物。只要教它怎样上卫生间，它就

马上学会。只要买点猫食它就会听话地吃完。它

每天都会把自己的毛舔干净。 
猫即干净又好养。所以你如果怕麻烦但还是

想养宠物的话，快去买只猫吧！           (李诗颖) 
 

  
 

我喜欢许多运动。例如跳舞，网球和足球。

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花样滑冰。我每天都有滑冰

课，我非常努力地练习。 
我觉得滑冰是有趣的事。我喜欢花样滑冰的

跳跃和旋转动作，姿势优美。花样滑冰有十个级

别。最近我通过了第五级的考试。我参加过很多

次不同级别的比赛，得了两个奖杯和好几个奖

牌。 
我会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 
                                                         （孙婕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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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许多体育运动。我学过网球，冰球，

足球，游泳和棒球。有时，也打羽毛球，乒乓球

和篮球。但是我最喜欢的是打网球。 
我学打网球已经一年半了。每星期有两次

课，一次小组课，一次个人课。网球和别的运动

都对身体好。网球有挑战性。我家附近就有网球

场。练习网球很方便，打网球也很安全。 
这是我喜欢打网球的理由。以后我会更加努

力，争取参加比赛。                          （孙捷睿） 
 

  
          

我们家里的宠物不是一只狗，也不是一只

猫。它是一只小小的乌龟。五年以前，我们在上

海的一个自由市场买吃的东西。在那，不但有肉

有菜，连活的虾，鱼，和青蛙都有！当我们正在

逛市场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了一位老太太在卖乌

龟，我马上叫妈妈过来给我买一只。从那天起，

我们家总算也有了一只宠物。 
我一直喜欢陪乌龟玩。所以，我经常把它从

它的屋子放出来。有时候，他会跑到我们的沙发

底下或其它地方躲起来因为它喜欢暗的地方。所

以，我们过好几天才能找到乌龟！我还发现他跑

的速度比别的乌龟快，因此，我给它取的英文名

字是 Speedy。Speedy也是一只非常厉害的乌

龟。记得有一次，我把它和一只活的小龙虾放在

一起，没想到，它和活的虾马上开始战斗了。不

久，Speedy把那只虾全部的腿都咬断了！最

后，慢慢地把小龙虾吃掉了。虽然它很快地把那

只虾打败了，可是到现在它的脖子上还有一条被

小龙虾留下的疤。虽然 Speedy是一只厉害的乌

龟，但它从来都不会咬人。它其实不太愿意和人

交往。它比较喜欢自己过日子。Speedy是一只

很特别的乌龟。我们在中国还有两只乌龟，但是

我们全家还是最喜爱 Speedy。 
我们的乌龟确实很棒，听说它活的时间很有

可能比我的还长！                                  （杰杰） 
              

 

 
 
 

 
 
 
 
 
 
 
 
 
 

 
 
 
 
 
 

 
 
 
 

  
 
“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这句俗话非常正

确；狗对人类有很大的帮助。狗能协助盲人独立

生活，能帮警察找犯罪的线索，还能营救陷于危

险中的人们，狗也会给孩子们带来各种各样的乐

趣。 
狗和人类的友谊开始于九千年以前。山洞的

图画显示狗和人们一起去打猎。埃及皇帝的坟墓

至今仍有不少完整的狗尸，还有一些狗头的神。

这表示狗和埃及人的友谊。今天这种友谊存在于

世界各地。 
狗可以代替盲人的“眼睛”。盲人有狗的帮

助，能够过一个独立和活跃的生活；盲人的自尊

心会增加。盲人不会觉得孤单，因为有狗一起玩

一起住。狗会帮助盲人安全地过马路、领盲人去

超级市场买东西或去图书馆借书。狗也可以代替

聋人的“耳朵”，提醒聋人门铃、电话铃或火警

响了。 
狗能帮警察寻找犯罪人的线索。狗的眼睛很

尖，耳朵能听到人们听不到的超声波，鼻子能闻

谜谜谜谜语语语语 
 
它可以扎你。可是，它是一种很美丽的

花。它可以没有味也可以很香。它可以是

红的也可以是粉的。通常， 它在七月份

开花。它可以当情人节礼物。它是什么？ 
                       (章然) 
 
这个东西很好看。它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你可以它种在地下，也可以种在盆子里。 

它要喝水和晒太阳。它有一个好的香味。

这是什么？                         (陈嘉佳) 
 
我可以是大，我也可以是小的。里面有很

多字。大人和小孩都看我。有的有像片，

有的没有。我常常是五颜六色，十分漂

亮。我有时在你的书架上，你每天都会看

到我。你们也可以在里面画画和写字。我

有时会在书店里，你可以买到和借到我。

每一个小孩子都应该和我交朋友。我是什

么？                     (丁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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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们闻不到的气味。如果狗闻到犯人的气味，

会把鼻子贴在地上，可以找到味道从哪个方向来

的，然后找出犯人逃走的路线。狗也会救出陷于

危险地方的人。他们用鼻子寻找人们的气味。它

身体小，可以钻进狭小的洞中救人。比如九月十

一日恐怖主义者攻击纽约，很多人压在世界贸易

塔的碎石下出不来。狗救出了几百个人，变成了

全国的英雄。 
很多家庭喜欢养狗作为宠物。尽管训练狗要

花很多时间，但狗会带来很多快乐的时光。狗喜

欢和小朋友玩。它用毛茸茸的身体和小孩在地上

打滚，为小孩取来树枝和球，也能做各种各样的

技巧像跳圈。狗很懂感情，如你给狗喂食，他会

用摆动尾巴来表示感谢。 
狗最优良的特点是他对主人非常忠实。它不

会因为主人穷或生病而离开。不管主人到哪里，

总是设法跟随着为主人服务。比如，有一只狗的

主人从科罗拉多州搬家到加利福尼亚。他们没带

走这只狗，而给它找了一个新家。当主人在加利

福尼亚定居了几个月后，他们听见狗踢门的声

音，惊奇地发现是他们原来的狗找上门来。这只

狗从科罗拉多州走了八百四十英里路到加利福尼

亚州！ 
狗是人们最好和最忠实的朋友。它给孩子们

带来了无数的快乐，为人们做了无数有益的事。  
                                            (吴中易) 

 
 

哥伦布是世界最著名的探险家。他在 1492发
现了新大陆：美洲。 从此开始了美洲和欧洲的

经济和文化交流。为了纪念哥伦布，美国把十月

的第二个星期一定为哥伦布日。但事实上哥伦布

并不是最早发现美洲，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海盗人

（Vikings）比哥伦布早四百或五百年发现美

洲。 
哥伦布于 1451在意大利出生。他住在离大海

不远的小镇。他小时在海边玩，羡慕海员的职

业，经常帮他们做事，情不自禁地深深爱上了大

海。他总是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梦想长大后能

带领自己的舰队去大海探险。后来，他的梦想终

于实现了。 
在十三世纪后期，马克·波罗从欧洲经过陆

地来到了中国，回到欧洲后告诉他们中国丰富的

财产和先进的技术。欧洲人非常想乘船去中国做

贸易。但从欧洲航行到东亚洲要绕过非洲。这条

海道路既长又危险，因为在路途上常受到非洲人

的抢劫。哥伦布想地球是圆的，如果从东边的航

线可以到达亚洲，那么从西边的航线也可以到达

亚洲。他决心找到一条新的海航线经过大西洋到

达亚洲。 
为了实现他的愿望，他需要有人能提供他

船、钱和海员。哥伦布到西班牙向国王和王后敬

呈了他的探险计划，并说如果他发现新的航线，

会对西班牙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帮助。但国王和王

后拒绝了哥伦布的建议，理由是寻找新的航线太

贵了。经过几年的努力，国王和王后终于同意

了。 
在 1492年八月，哥伦布带领海员从西班牙的

港口出发。在太平洋上往西航行。海上风浪很

大，航行很艰难，两个多月后，很多海员失去了

希望。但在十月十二日, 他们突然看到新大陆。

哥伦布认为他们已经到了亚洲的印度。他们就把

新大陆的人叫做印第安人“Indians”。但他不知

道在亚洲和欧洲的之间还有个新大陆——美洲。 
哥伦布只是偶然发现了美洲。如果他没发现

美洲，只是发现了一条从欧洲到亚洲的新航线，

他也许不会成为世界上如此著名的探险家。 
                                                           (吴中易)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运动。朋友，你最喜

欢的运动是什么？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打篮球。 
篮球是一项很多人喜欢的运动。它可以让人

强身健体。蓝球是我最爱的运动。我从七岁就开

始打，由于我技术熟练，教练让我加入了校队。

我在校队里打球一直打到小学毕业。期间，我们

与别的校队每年都有很多次比赛。我很喜欢打篮

球，因为它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如：团结，自

信，团队精神…… 
虽然我现在抽不出很多时间去打蓝球了，但

它仍然是我的最爱。                          （邓震林） 
 

编者的话： 
由于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学会使用中文

软件，所以，请把你的作文交给老师修改后，

把你的作文文件寄到我的电子邮箱： 
jingbocao@hotmail.com。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