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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之语 
 

 
亲爱的同学们, 家长们和老师们： 
 

一转眼， 新学期已开学一个多月了。 我门的新班子也已正

式运行了二个多月了。在我向大家汇报我们的现状和展望将来

之前，让我们一起向上任校长郑建国博士致以忠心的感谢，感

谢他两年来为中文学校的服务。在他任期内，我们的中文学校

正式改名为 Xilin NU Chinese School，并向州政府递交了非营利

教育组织的申请，经过一年多来的材料准备和信件来回，近三

十多页的补充材料已于九月底寄出。希望能早日批下来，届时

学费可属于免税项目之一。 
在九月底，前校长郑建国和新财务长严华女士将去年的财务

整理了，并第一次正式递交了联邦税表。鉴于学校的财务状况

良好，下学期的中文课学费将有所降低。同时，一个家庭选修

多门课将有优惠，具体方案将在校董会决定后在网上公布。关

于网站，大家已经知道我们有了正式的 Domain Name: 
XilinNUchinese.org 。希望大家经常访问网站。网站是查询学校

简介，老师履历，课程介绍，特别是最新消息的最佳途径。 
另外，为使学校多元化和更好地满足大家的不同要求，这学

期开设了多种业余课，如 SAT 英文，数学课，舞蹈和武术课。

我和副校长章时将在十月底至十一月中听取老师和家长们的意

见和建议。希望大家能踊跃参与并提议，使下学期能够更好地

满足大家的要求。        
最后，我代表大家欢迎我们的新老师们，感谢所有老师们对

学生的关心和一丝不苟的教学精神。 同时，我要感谢张志刚领

事对学校的大力支持，感谢王惠云家长义务为学生家长开设舞

蹈班，感谢刘智良家长在中文报上大力介绍我们的学校并提供

免费中文报纸。一个学校的好坏取决于好的师资队伍和家长们

的积极参与。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帮助和支持下， 学校一定会

办得越来越好。  
 

                    校长     曹简 
 

校长：曹简 
(847) 251- 4368 
principal@xilinNUchinese.org 
副校长：章时 

(847)853-0672 
passociate@xilinNUchinese.org 
会计：严华 
treasurer@xilinNUchinese.org 
网站：叶文奇 
webmaster@xilinNUchinese.org 
编辑：曹景波 
comm@xilinNUchinese.org 
 
School Yahoo Group: 
http://groups.yahoo.com/group/xilin 
School Wed Site: 
http://www.xilinnuchine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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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非常忙，一点时间都不能浪费。 
星期一到星期五，我都要 6:30 起来,骑自行车

去学校。从那儿，一辆校车会把我和其他五个人

送到一个高中学校去上数学课。上完数学课，我

们回到自己的学校已是九点多钟了。然后我就上

其他的课--科学，语文，法语等。我其中最喜欢

的就是科学，因为我对物理很感兴趣，所以这堂

课感觉过得很快。可是, 别的课好像两个小时都

不止 (不过语文课还可以)。 
下午学校结束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去

年，我参加了篮球队和数学俱乐部。今年我还想

参加科学奥林匹克竞赛队。遗憾的是，篮球和科

学只能选一样，不能两全其美。没有活动的时

候，我飞快的骑车，只想早点回家休息。 
到家以后，我先做作业。这至少要花两个小

时。吃完晚饭候，我要练一个小时的钢琴。当我

刚开始学一首曲子的时候，我不是很有耐心，因

为没那么好听。一旦练熟了，我就喜欢弹了。有

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就超过了一个小时。可是，

时间有限，因为我还要练小提琴。小提琴要比钢

琴难多了。我拉了一会儿就脖子疼了，或者手累

了。但是我知道如果真要拉好小提琴，非下苦功

不可。 
虽然我很累，我每天睡觉前还是要读一会儿

书。我一开始读就不能停了，尤其是那种探险的

故事。只有眼睛睁不开了我才会睡觉。 
                                                                 (邱凯斯) 

      
每星期六清早，我六点一醒来就去打网球。

虽然我累，但打网球是很好玩和很好的运动。今

天，我有一个比赛，我精神很紧张，一早就到达

网球场了。我的教练立即要我们做热身运动。后

来，我的教练走过来告诉我当选出赛，我更紧张

了。 
我开始发球，我的对手又高又强壮。我还欠

五个分数才能够胜出。第一和第二次我打不中她

发过来的球，因为她的发球实在太快了，我看不

清。后来我很生气，但当我明白到打网球是一种

兴趣和运动，我马上平静下来，改变我的做法，

不但不再生气，反而增强我的体育精神来完成这

场比赛。 
结果在这场比赛中，我们大家都是平手。 
                                                          （梁志慧）                                                                                                           

  
 

这个暑假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我中

暑了。 
那天下午我、我弟弟和表姐去游泳了。我游

了一会就上岸去晒太阳了。以前我也晒过太阳，

而且我也非常的喜欢晒太阳。因为那天我打算把

自己晒得很黑，所以，我晒太阳的时间比以前晒

的时间要长的多。后来，我们就回家了。开始我

并没有感觉不舒服或者什么的。因为那天正好是

我爸爸回美国的日子，所以我们全家都去飞机场

送他。在路上的时候，我感觉不太舒服而且越来

越难过。我们送完爸爸后，我妈妈马上带我回家

去休息。那天晚上，我只好呆呆地睡在我的床

上，随时准备着冲进厕所拉肚子。 
更糟糕的是第二天。当我早上睁开眼的时

候，我感觉还不错。但是我一坐起来，我的头就

变得很晕。我一吃东西就想上厕所，就连水都不

能喝。所以我一整天只能躺在床上上课。 
从那次起，我再也不要晒那么久的太阳了。

因为那两天实在是让我太难受了！我知道了：晒

太阳虽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晒的太久的话，好事

也会变成坏事的。                                  (杰杰)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 Scott。他是我一年级的同

学。我们都在 Sierrz Ezhgon School 上学。后

来，我家搬到了芝加哥。 
分别以后，我们彼此想念。有时候，我们会

写 e-mail，有时会互通电话。在我三年级春假

时，他来到我家看我。那天，他说 6:00 会到我

家。但是，他妈妈迷路了，7:30  才到我家。我

等得急死了。见了面，我们高兴地玩了两天。 
我们都盼望更快再见面。       （孙捷睿） 

 

  
今年六月二十一日，是我十一岁生日。我办

了一个生日聚会。我邀请我的朋友到我家来参加

Sleepover 聚会。一共来了七个朋友。 
聚会是从下午六点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她们

都准时来了，我非常高兴。我们先吃了 Pizza，
然后，打了 Pinata。每一个人都捡了很多糖。接

着吃了蛋糕。后来，我们看了一个电影，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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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School Musical。最后，我们做了一个手

工。大约十一点我们就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得很早，吃了 Omlettes 和

Pancakes 后期，我们换上游泳衣去玩水气球。大

约十点钟她们就先后回家了。 
我的生日过得很开心。                 （孙婕莹） 

 

     
            

中文有很多有趣的字。非常有意思的字。 
怒：是指生气的意思。奴是由女和又组成

的，表示不停操劳做事的奴婢，下面的心字，是

指奴婢的心情很不好，因为主人天天都骂她。 
努：奴是指奴婢，力是指用力。奴婢天天用

力做工，比如洗衣服，擦地板等等。她们从早到

晚都努力地工作。 
皇字的意思是王者头上戴着皇冠，严肃地坐

着。王字就像一个王者端坐着。皇的上面是表示

皇冠。 
嘻：喜 字是指一件好事，也有喜欢一个东西

的意思。喜加上口字旁也就是当遇到  这些事

情，脸上会自然露出笑容，笑嘻嘻的。 
我问你，你觉得这些字有趣吗？ 
                                                     （杜闻聪） 

 

  
          

有一天，我和爸爸妈妈去 TARGET 看见一辆我

很喜欢的自行车。它有很多功能，而且有十五个

不同的速度，是一辆很棒的爬山车。我非常喜

欢。我自己本来已经有一辆旧的自行车，已经用

了很多年，但我想换一辆新的。当我爸爸妈妈给

我买下这辆自行车时，这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刘安琪) 

                         

                  
 
“乌鸦又含着一块肉，又被狐狸看见了。乌

鸦说，“我这一次一定不会上它的当”。狐狸非常

想吃那块肉，所以它又想骗乌鸦了。“乌鸦小

姐！你可以帮助我吗？我非常想学唱歌，可是我

的歌声不好。请您帮我，好吗？”乌鸦就放下那

块肉，就说，“狐狸先生，你真坏，见我含着一

块肉你就想骗我。上次你骗了我，可是这一次我

一定不会上你的当！”说完，乌鸦一口就吃了那

块很好吃的肉。狐狸看见乌鸦这样对它，很生气

地走了。                                                    (刘安琪) 
 
(这是学生家长刘智良发表在<辰報>和<神州時報>上的报道) 

学好中文﹐迎接未来 
—希林西北大学中文学校致力发展中文教育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国际 影响力的提

高，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广泛和深入﹐

汉语作为一种重要的商业语言，它的使用价值和

潜在的价值正在提升。面对全球的中文热, 我们

中国人对自己子女学中文的要求，那就不言而喻

了。对此，希林西北大学中文学校倍感责任的重

大。 
 坐落在密西根湖畔的西北大学校园內的希林

西北大学中学校创办于 1995 年，是芝加哥北郊

第一所由中国大陆学人开办的教授汉语拼音﹑简

化字的周末学校。 学校立足现在﹐面向未来，

提供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和环境；尤

其是为华人子女提供专业的教育和辅导；让学生

通过听、说、读、写、译的基础训练，掌握还有

知识。整个教学过程渗透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和行

为规范教育，培养孩子良好的心理素质，为下一

代的健康成长，为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辛勤地

耕耘 。 
十几年来，学校稳定发展﹐ 逐步形成了注重

教学质量，培养双汉语人材的办学特色。学校是

非盈利的教育机构﹐  历届的行政领导班子都是

由无私奉献﹑通晓中西方文化的专业人士组成。

历届校长宁清、顾利成、郑建国等以及校委们为

学校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现任校长曹简女士﹐是

西北大学教授﹐有著出色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工作

热情﹐而且与西北大学的渊源深厚。学校始終保

持着一支以陈捷为代表的敬业加专业的师资队

伍。教师们非常地有爱愛心﹑耐心和责任心﹐不

断地探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既吸取美国的教

育制度的长处也采用中国最新的教学研究成果。  
学校的每位学生都能受到充份的照顾和个别的辅

导。保证教学质量，让学生每节课都有所获，是

学校不变的工作重心。 
针对多数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中文和动力

不大的实际情况，学校充分地利用西北大学提供

的先尽的电教设备，把传统的中文课堂教学与动

画、图像和音响结合起来，让儿童在看动画的过

程中学习汉字，学中文。电视多媒体的优势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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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激发学生们对中文的兴趣，调动他们学习的

积极性。让孩子们学得轻松 、学有成效 。为配

合中文教学，学校还购置了大量的中文儿童读

物、录影帶、CD、卡通片，鼓励学生和家长借

阅。让学生们在上高中之前，达到一定的中文实

用水平，是希林西北大学中文学校对学生的承

诺。 
多年来，学校依靠家长们的协助和支持，经

常搞一些小型的课外比賽活动，锻炼提高学生的

中文能力。展示他们学习的成果。不少学生在各

种竞赛中取得可喜的成绩。如杰杰﹑吴中易和杜

文聪等同学曾两次获得由国务院侨办等组织的世

界海外小学生作文競赛一等﹑二等奖。希林西北

大学中文学校为西北大学、以及周边的著名中学

输送了大量的﹑奠定了坚实中文基础的学生。目

前希林西北大学中文学校正在著手争取与附近的

主要的中学达成协议，让学生在修完本校的中文

课程﹑通过中文程度鉴定后，成绩積可被接纳并

转换成中学的学分。 
为满足众多家长的要求， 学校新开设了英文

写作课，SAT 高级班和初级班辅导课，  聘请英

文学校的在职教师，确保质量， 吸引了大量的

新老学生。每周日 9：30 am- 4：00 pm,除了常

规的从幼儿到 9 年级的中文课以外，还设有趣味

数学、美术、舞蹈和武术等才艺課。请上网查寻

了 解 更 多 的 信 息 ﹐  网 址 是 : 
www.xilinnuchinese.org 。 

 
(绘画班学生和部分作品) 

 

 
                                                             (By Helen) 
 

 
                                                       (By Caroline) 
 

 
                                                         (曹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