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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期 2007 年 6 月 

校长之语 

 

各位同学,老师和家长: 

 本学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同学们在这学期中学习进

步，更上一层楼， 同时祝愿同学们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在家长们的要求下， 我们在暑假期间将开设有限的几门

中文课。主要是一年级和三年级的马立平班，时间是七月八日

到八月十二日，一共六周， 每星期日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

有兴趣的家长们请尽早注册，以便预定优惠课本。详细情况可

在网上查到。 

 下学期，我们中文学校将于八月二十六日开学，十二月

九日结束。 其中Labor Day 和Thanksgiving 周末没课，一共十四

周。每门中文课学费为$120，另加书费$10或$50/$70（马立平课

本）。除了SAT的副课，其他副课学费均为$80。中文课学费这

次再降了5.5%左右，副课则下降了46%左右。下学期最主要的变

化是我们将所有的课都开设在午后。  这样课时比较集中，也有

利于增设副课，所以希望有更多的学生来选修副课。有关新课

介绍，请看内页。 

 下学期注册将在网上进行，这将免去重复输入和不必要

的错误。网上首页有详细注册步骤， 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尽早

上网注册。这样我们就可更合理地安排下学期的课程。 

 由于我们得到了一些捐款，所以我们将提供一些助学

金，同时对选多门课的家庭给与一定的优惠。这些资料在网上

(under Registration) 可以查到。 

 经过大家的评选，章然同学设计的图案将成为我们中文

学校的校徽。在此我要感谢所有参与这项活动的家长和学生，

同时祝贺章然同学的设计得到大家的喜欢。  

 我们中文学校将于八月十一日举行迎新野餐聚会，具体

地点初步定在Gilson Park，详细情况将通过email和在网上通知，

请大家留意。 

最后，再次感谢老师们和家长们对学校的大力支持，祝

大家渡过一个健康愉快的暑假。 

                     校长     曹简  

校长：曹简 

(847) 251- 4368 
{ HYPERLINK 
"mailto:principal@xilinNUchinese.
org" } 副校长：章时 (847)853-0672 
{ HYPERLINK 
"mailto:passociate@xilinNUchinese
.org" } 教务：陈捷 

{ HYPERLINK 
"mailto:passociate@xilinNUchinese
.org" } 会计：严华 
{ HYPERLINK 
"mailto:treasurer@xilinNUchinese.
org" } 网站：叶文奇 
{ HYPER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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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侨联、全国台联、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快乐作文》

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第八届世界华人小学生作文

大赛” 落下帷幕。本届大赛吸引了中国国内及海

外近 40 个国家的 7,000,000 多华人小学生参

赛，经过各地学校推荐、组织单位初评，最后大

赛评委会组织专家和教师复评、终评，共评出特

等奖 10名，一等奖 300名，二等奖 600名，三

等奖 2400名。我校学生共提交 11篇作文参赛。 

其中有 6 篇获奖。获奖作者，篇目及指导教师如

下： 一等奖 李诗颖 做义工收获大 陈捷 一等奖 章然 小罗宾鸟 陈捷 二等奖 邱凯斯 紧张而快乐的生活 陈捷 二等奖 杰杰 我的生活多么丰富多彩 陈捷 三等奖 杜闻聪  下雪天 陈捷 三等奖 坷 潼 我的好朋友——钢琴 郭晴慧 
   

 
1) 我们将继续开设一年级， 二年级，三年

级，四年级，六年级，九年级暨南中文班

和中文幼儿班。 

2) 在我们上学期成功引入马立平中文试验班

后，我们将开设更多的马立平中文班，现

在计划开的班有：一年级， 二年级 和 三

年级班。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马立平班

最适合于家里讲国语（普通话）的学生。

对于家里讲广东话等方言的学生，则需要

付出更大的努力。 

3) 我们将继续为非中文背景的孩子们开设两

个儿童中文外语班（ＣＳＬ）。此外，我

们还将为成人开出一个新的中文外语班。

尤其欢迎儿童中文外语班的父母和中英双

语家庭的说英文的家长参加。 

4) 我们将继续为准备考大学的高中生开设 

SAT/ACT 数学和英文班。去年参加这两

班的大多数学生取得了显著进步。其中有

些学生参加了 SAT 考试并取得了非常理

想的考试结果。 

5) 此外，我们还将为六，七年级的孩子开出

Pre-SAT数学和英文班，以加强他们的数

学和英文能力。 

6) 应许多家长要求，除我们原有的趣味数学

班外，我们还将为三，四，五年级的学生

开出数学强化班。 

7) 为了使我们的孩子全面发展，我们将继续

和新开一小时的各种才艺课程。下学期

有：美术，舞蹈，美术和手工，武术，国

际象棋等。 

8) 下学期，我们还将继续为家长们开设舞

蹈，太极，篮球和老年英语班。 

9) 提高英语交流水平对在美国的事业成功至

关重要。为此下学期我们将请英语交流专

家为家长们开设英语交流课以满足大家的

需求。 
Introductions to the 

curriculum of the fall 

semester in 2007 

 1 We will continue to offer the JiNan 

Chinese classes in the Grade 1, Grade 2, 

Grade 3, Grade 4, Grade 6 and Grade 9 as 

well as a Chinese Kindergarten class. 

 2 After successfully introduc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Ma Liping Chinese classes 

in the first grade last semester, we will 

offer more Ma liping classes in the Fall, 

including Grade 1, Grade 2 and Grade 3. 

Please note that the Ma Liping Chinese 

courses are intended for students from 

Mandarin spoken environment. Students from 

other background would need to invest much 

more effort to follow the class pace. 

3 We will continue to offer the two 

CSL (Chinese as the second language) 

classes for children from non-Chinese 

spoken families. There will be a new CSL 

class for adults.  This class is designed 

for adults to learn beginning Chinese.  

The parents of the students who attend CSL 

children class and the English speaking 

spouses in English/Chinese speaking 

families are especially welcome to attend. 

4 We will continue the SAT/ACT 

Mathematics and English classes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in the previous SAT classes have reported 

remarkable progress last year. Some of 

them have taken the SAT test and received 

higher scores than expected. 

5 There will be Pre-SAT Mathematics 

and English classes for students of Grades 

6 and 7. 

6 There will be a math enrichment 

class for Grades 3, 4 and 5, in addition 

to our original Mad Math class for 2nd 

and 3rd graders. 

7 With an aim at children’s all-round 

development, we will continue offering the 



 {PAGE  } 

current enrichment classes, i.e, drawing, 

dance, art and craft and martial arts 

(Kongfu), and open a new Chess class. All 

these classes are one-hour classes. 

8 In the fall semester, we will 

continue the classes of dance, shadow-

boxing (Tichi) and the basketball game for 

parents, and a free English class for 

grandparents. 

9 For parents longing for a successful 

career in the business or societal 

environment, there will be a new class o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 

environment taught by an expert in 

communications.  

 

--- 校委会 

一学年圆满地结束了。这一年里，我们学校

增加了教室，增设了新课，建立了网站，降低了

学费，开展了活动，吸引了学生和家长，满足了

不同的需求，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学校的每一步发展，学生的点滴进步，都凝

聚着教师及家长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尤其是

离不开家长的鼎立支持。在此，学校特向所有的

默默支持配合学校工作的家长们表示深深的感

谢！ 特别鸣谢以下几位热心的不计时间报酬的

家长： 

*  Mr. 叶文奇，Mr. 陈端品，Mrs. 朱丽旋和 

Mr. 郑建国等协助校委会完成了大量的申请

非营利组织的文件，终于 获得了政府的批

准。Mr. 叶文奇还为学校争取到了第一笔 

$2000 的捐款； 

*  Mrs.Yvette 为学校的发展献计献策，每年

协助学校组织春节联欢会，帮助班级搞活

动、排节目； 

*  Mr. 刘智良一直关注学校的发展，为学校

活动拍照、录像、写报道。通过努力他还

在<晨报>上开辟了一个学中文的学生习作

专栏； 

*  自从学校拿到政府的“非营利教育机构” 

正式批文后，Mrs. 刘若诗等不少家长便行

动起来，与他们所在的单位交涉，争取说

服并获得其资助； 

*  在学校的大型活动中，如春节、 野餐，我

们常常会看到家长自愿者们忙碌的身 影。

他们是： 

� 有十多人帮助准备老师的节日礼

物； 

� 有十多人为帮助学生的午饭忙乎； 

� 有二十多家长帮助老师搞好课堂教

学和课间走廊秩序；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奉献，也渴望更多的

家长重视孩子的中文学习，让我们通力合作把学

校办得更好！ 

 
-Board of Xilin NU Chinese School 

Our Chinese school has had a successful school 
year. During this year, we have made many 
wonderful achievements, including adding 
classrooms, adding new classes, establishing a 
school website, reducing tuition and organizing new 
activities.  We have attracted more students and 
parents to our school by meeting their diversified 
needs. 

We would like to tribute the current success of 
our school and the progresses made by students to 
those teachers and parents who have worked very 
hard to make this happen, in particular the support 
from parents. We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our deep gratitude to the 
parents. Special thanks go to the following parents 
who contributed on a voluntary basis: 

• To Mr. Vincent Ye, Mr. Duanpin Chen, 
Lixuan Zhu and Jianguo Zheng for help 
preparing the paper work for the petition of 
tax exempt not-for-profit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We have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approval from the government. 

• To Mr. Vincent Ye, who helped to secure 
the first donation ($2,000) to our school.   

• To Mr. Zhi Liang Liu, who has been giving 
a lot of attention to the growth of our school 
and who helped school activities by taking 
pictures, video, and writing news journals. 
Through his effort, a column is now 
established for the Chinese articles written 
by students in the China Star. 

• Since the tax exempt status was granted, 
Mrs. Cece Liu and many other parents have 
contacted their companies for securing 
donations to our school. 

• To parents who have volunteered to help 
with the major school activities.  This 
includes 

o more than 10 people who helped the 
collection of holiday gifts to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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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more than 10 people who helped 
with the lunch program; 

o more than 20 people who helped 
with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o many parents who have helped 
maintaining the classroom order and 
the break-time order in the hallway.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support and 
dedication.  We hope more parents will encourage 
and spend more time with our children in learning 
Chinese.  Let us work together to make our school 
better!  

  

--- 校委会                       

在征集学校 Logo 方案发出之后，经初审, 两

个图案供大家欣赏。看，这两个图案设计得多么

简洁明快！创意力求体现 NU Chinese School 的

特色。它们引人深思，给大家以启发；也激起了

同学们的创作为欲望。经大家投票决定,章然同

学(五年级)的独立设计得到了大家的喜欢。 

有些家长和学生虽然没有寄来稿件，不过也

在思考和议论此事。学校十分感激这些积极的响

应，并热忱地欢迎大家踊跃参与修改建议。 

 中文学校是我们大家的，我们学校藏龙卧

虎，充分地听取大家的建议和意见十分重要。而

更重要的是学校为家长与您的孩子一块儿工作，

提供了一个的机会和课题。让我们共同为孩子撑

起艺术的风帆，让孩子们操练他们学到的知识，

展示他们的才能。 

Since 1995Since 1995Since 1995Since 1995Since 1995Since 1995Since 1995Since 1995

 
(章然同学) 

 
(刘先生) 

 

 
你家有罗宾鸟窝吗？我家有！去年夏天，当

玫瑰花盛开的时候，两只罗宾鸟飞到我们家车库

的玫瑰架上,做了一个窝。我看到了心里真高

兴。 

  
每天回家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小鸟

窝和照相。没过几天，我惊喜地看见了四个鸟

蛋，而且全是浅蓝色的。我很喜欢蛋的颜色，太

好看了。 

   
从那以后，我就天天盼着小鸟出来。小鸟的

妈妈每天都孵在小鸟的蛋上，用自己的身体温暖

小鸟蛋。我不敢打扰，就等小鸟的妈妈不在时去

看。几天后， 终于有一个小鸟从蛋里出来了！

小鸟软软地趴在窝里。好可爱呀！ 第二天，第

二只小鸟也出来了！ 它们的身体是粉色的，毛

是白色的。又过了两天，所有的小鸟都出来了。

咦，蛋壳都哪去了。难道它们把蛋壳吃了吗？真

奇怪！ 

  
虽然它们的眼睛还睁不开，可它们听到一点

点声音，就把嘴张得大大的，脖子伸得长长的，

盼着妈妈爸爸给它们吃的东西。我真想喂它们，

可我不敢，因为我不知道它们能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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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它们的妈妈回来了，嘴里还叼着给它们吃的

虫子。看，它们的妈妈在喂它们！ 

 {{{{  SHAPE  \* 
MERGEFORMAT }}}} 

渐渐的，它们的羽毛变灰了!我觉得它们好可

爱！有一个还长出了点儿翅膀！可是它们的身体

变黑了，似乎又有点难看。 

两天后，它们都长出了翅膀了！它们长得真

快！它们快跟它们的妈妈一样大了！我觉得很奇

怪，因为它们长得太快了！而且，它们都睁开眼

睛了！ 

                                           {  SHAPE  \* 
MERGEFORMAT } 
 

小鸟们的妈妈爸爸轮流给它们找来吃的。它

们一天天长大。又过了两天，它们的羽毛变黑

了，翅膀也变得强壮了！我觉得小鸟有可能要飞

走了！ 

时间过的真快，小鸟们出生有十二天了。它

们长得几乎和它们的妈妈一样好看了！我发现，

两只小鸟自己飞到了草地上，然后，跑跑飞飞地

走了。  

{{{{  SHAPE  \* MERGEFORMAT }}}}  {{{{  SHAPE  \* 

MERGEFORMAT }}}} 

又过了两天，其他两只也离开了它们的窝！

它们飞走的时候，它们的爸爸妈妈站在高高的树

枝上看着它们。 我很想他们一家，希望它们每

年都回来生小鸟。                                      (章然) 

 

   
  

2006 年的暑假我过得特别不平凡。我从美国

回到上海奶奶家，两周后就收到了一封通知信，

我被录取了！上海特殊奥林匹克总部录用我为残

疾人奥运会做义工了。我高兴得好像中了大奖。

因为那么多大哥哥、大姐姐没录取，而我这个小

孩子倒被录取了，我真的喜出望外！  

上班第一天，我早早地起了床，穿上好看的

衣服，兴冲冲地出了门。一路上想象着我应该怎

样和残疾人说话，怎样鼓励他们……， 呀，到

了! 宛平路 29 号，"中国上海特殊奥林匹克”几

个大字跳进了我的眼睛。我又激动又害怕地走进

了大楼，哦，太早了！办公室还没开门呢。过了

一会儿，来了一个人，他好像根本没看到我似

的，一直进了办公室坐下了。过了一会儿，还是

没人理我，我就轻轻地走进办公室。这时那人才

抬起头来说“你就是来做义工的小李吧？”原

来，他就是总监。我连忙微笑着说：“是的。”  

“好，我有些文件请你翻译出来，” 他边说边

递给我一本词典和一叠文件，“那边是你的办公

桌，这些应该够你忙得了，别忘了十二点钟吃饭

哦！”  说完就忙他的去了。我呆呆地坐在桌

前，看着厚厚的一叠文件不知如何下手。心想：

上班，老板就是这样的？要是妈妈爸爸或者老

师，他们一定是鼓励我，反复嘱咐我，叫我这样

做，不要那样做等等。这倒好，两三句话就没事

了。再说了，坐在这里，是帮助残疾人吗？

“ 我越想越不明白。但有一点我是感觉到了。

那就是总监把我当大人了。 “好吧！我平时是

很独立的，每当妈妈唠叨我时，我总是说：“知

道了，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小孩！”。看来，今

天我真的不能当小孩子了，要靠自己了。咳！不

就是翻译吗？我能！”想着想着，我开始了工

作。 

读着一页页文件，我的脑袋开始发蒙了， 什

么“饮食招待啦、场地规则啦”一串串没趣的词

语，真没劲，我是似懂非懂，更别说用写出这些

汉字了。我一直以为自己在美国中文学得最好，

现在才知道我的中文差得太远了。天哪！终于熬

到了十二点。我没精打采地走出了办公室。几个

阿姨叔叔们微笑地围过来问长问短。我忍不住地

说：“这工作跟写作业似的，怎么能帮助残疾人

呢？” 阿姨们耐心地给我解释： 上海举办这么

大的一个世界性的运动会不容易，需要做很多的

工作。我翻译的文件是用来争取赞助者的。有了

足够的资金才能为大赛提供良好的竞赛条件，

让运动员充分地发挥，使他们感到跟正常人有平

等的机会。阿姨们说，别担心，能翻多少算多

少。你翻出第一稿，我们还要反复修改，定稿后

才能发出去。呀！ 我心里舒服多了。第一次觉

得我在做一件大事。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我查字

典，问同事，干得很来劲，不知疲倦。义工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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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就结束了。我得到了“明年继续录用”的结业

证。大家都夸我不简单。 

这真是一个难忘的假期！仅仅两个多月，我

好像长大了许多。不仅中文水平有了飞跃，而且

体会到了自己做的事能够得到肯定，能够帮助人

那是多么的快乐！回到美国后，我积极参加学校

的自愿者活动，帮助别人也锻炼自己。(李诗颖) 

 

 
一二三四五六七, 

哆来咪发嗦拉西, 

五十二只白兔兔, 

三十六条黑狗狗。 

白兔拉我的小小手， 

黑狗吻我的手指头。 

小兔小狗和小手, 

我们都是好朋友。 

                      弹支歌儿乐悠悠！    （坷 潼） 

 
                   

 

 
我的妹妹叫 Grace，她今年十月份会满六

岁。她表面上看起来很可爱，可是千万不要被她

的样子所骗。她虽然小，但是她有鲨鱼般的性

格。Grace 得不到她想要的东西就会吵，而且她

的吵声跟别的六岁小女孩不一样，连聋子都会被

她气疯。有一次，她实在是吵得太厉害了，我控

制不了自己，把我的调音器摔坏了。不过，

Grace 从来都不无故发脾气。她吵的时候多半是

因为她该要吃饭了，练钢琴了，或者电视被关掉

了。 

也许 Grace 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吃饭。她从来

都没有认认真真地吃一顿。她每次吃饭时都要找

借口。她用的最频繁的借口是"我的肚子疼"。有

的时候，她会去上厕所，可是去了以后就不回来

了。只有我们去 McDonald's 的时候，她才会好

好地吃。除了吃饭以外，Grace 还不喜欢练钢

琴。所以她练琴的时候总找些麻烦。每天都要费

很大的劲才能让她弹，更别说让她学小提琴了。

我要她看我是怎么弹琴时，Grace 就生气，不让

我。我真希望她能懂事一点，不要每次弹琴像打

仗一样。 

Grace 也有很喜欢干的事 ---看电视就是一

件。既使是看新闻她也乐意。 (邱凯斯） 

 

  
 

我们新加坡四季如春。来美国之前，我根本

不知道雪是什么。现在我家住的芝加哥一到冬天

总会下雪，我喜欢芝加哥的下雪天。 

下雪的时候， 雪花会从天上慢慢地飘下来。

空气会变成潮湿，天空一片灰暗。树上挂满棉花

似的花，草地上的雪像松软的蛋糕。下雪之后的

第二天铲雪车队就把道路上的雪打扫得干干净

净。家家户户都出来扫自己门前的人行道。爸爸

妈妈说，下雪天虽然给开车带来一点麻烦，但是

空气很清新，雪景真是太美了。 

我和妹妹喜欢下雪天，是因为冬天芝加哥外

面很冷， 放学后我们大部分时间在家里玩儿，

要是下雪天，我和妹妹就可以在外面痛痛快快地

玩儿一顿。和爸爸妈妈一起铲雪、做雪人；和小

朋友们坐滑雪板、打雪球战，不玩儿个满头大

汗， 不回家。学校也鼓励学生在风雪中锻炼。

芝加哥每个社区活动中心都有一座人造的小山，

是专门为附近居民滑雪建造的。 

每年，爸爸和妈妈都会带我们去山顶滑雪。 

今年也不例外，爸爸驾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终

于来到了山顶。  由于芝加哥的天气直到元旦还

是那么暖和。山顶也没什么雪， 只好靠人工制

造的雪。 我们一家人租了滑雪配佩，一身武装

打扮后朝雪山进攻。 稍为做了点热身运动，我

们就往山下冲。 到了山脚，我们又坐上电动梯

椅到山顶，再从山顶飞快地滑下去，真是刺激。 

就这样我们征服了一座又一座的山坡。 也不知

滑了多久，我们衣服全湿了，头上、嘴里冒着热

气，山上打起了大灯，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我相信很多小孩子都像我一样喜欢冬天的

雪，滑雪是我在冬季最喜欢做的活动之一。 

                                                             （杜文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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