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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委会之语
亲爱的老师们，家长们，同学们：
你们好！

希
林
芝
北
中
文
学
校
学校网站：
http://www.xilinnschinese.org
校长：章时 (847) 853-0672
principal@xilinnschinese.org

新一届校委会于七月成立至今，有幸为大家服务已有三个
月。在新学年开始之际，我们真诚地向信任和支持我们工作的
校董事会、全体师生及家长们表示谢意。
在过去的一个学年中，学校顺利地从西北大学迁移到新校
舍。在全体家长帮助下，学校制定了Bylaw，选出了第一届校董
事会，使办学进一步正规化。学校注册学生稳步增长。在此对
陈卫教授及前任校委会为希林芝北中文学校的健康发展所做的
大量工作致以衷心的感谢。
学校今年增设了中文马力平六年级和CSL二年级。基于家长
和老师的意见，学校改进了数学和英文课程，同时开设了舞
蹈、国画、书法和素描等才艺课。新学年学校有幸迎来了七位
新老师：宣义沈（马力平K），王瑞萍（马力平二年级），刘晓
华（马力平五年级，CSL K），夏少慧（CSL 1 & 2），王勇
（Mad Math），万兆愚（书法）和 Besty Ceschin（舞蹈）。
在此欢迎他们成为学校的一员。
由于个人原因，曹志芳老师和荆翔鸿老师在新学年无法继续
为学校教学。她们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好评。感谢她们多年来对
学校作出的贡献。

副校长：吴柯航 (847) 448-0374
passociate@xilinnschinese.org

新学年我们继续实行家长值班制。学校尝试家长值班制一年
语人材的办学特色。这次新年联欢，除了传统的游
以来效果显著。维持学校秩序和整洁，不仅有利于保持与
戏和文艺表演之外，学校还组织了板报设计大赛。
助理校长：张建华
----希林芝北师生迎新春同
Oakton Community College良好的关系，而且提供了一个让家
treasurer@xilinnschinese.org
看吧，那琳琅满目的内容和形式追求较完美的统
欢乐
长们放心的安全环境。
一的板报尽是出自于 10 岁左右孩子之手。板报 内容
IT 主管：李树有
洁 webmaster@xilinnschinese.org

家长：满素

丰富，主题鲜明：中国的名胜古迹、中国的名人伟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全体教师工作愉快，同学们学有所成、
人、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的习俗，我的故乡，小
健康快乐！
希林芝北中文学校 (www.xilinNSchinese.org)一月
2009 秋季学期日程：

二十五日下午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师生、家长穿
8 月 30 日：开学
着节日的盛装，参加学校举办的一年一度迎新年庆
9 月 6 日 ：劳工节，停课
祝活动。
11 月 1 日：夏时制结束
希林芝北中文学校创办于
11
月 29 日：感恩节，停课 1995 年 。十几年来，
12 月 13 日：学期最后一天
学校稳定发展，逐步形成其注重教学质量，培养双

吃….., 个个版面不离中国；再看那板报的画面，孩
子们已经懂得了排版布局，色彩搭配和图案装饰。
希林芝北中文学校校委会
无论你是谁，都会被他所们的作品震撼、感动。这
2009年10月9日

拳爱国之心和不 惜余力想弘扬中华文化，不忘
祖宗与根，大家在缺教材、师资、场所的情况下
愣是几个人凑在一起把中文学校给办了起来，如
今很具规模。他还说中文学校是一个平 台，把
家长、学生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良性互动
的社区。

亲爱的老师们, 家长们, 同学们:
您们好！
自今年五月担任中文学校董事会主席以来，
才深深体会办理中文学校校务是一件多么不容易
的事。举几个例子：没有校长和校委会班子的辛
勤劳动，注册网站不会自动更新，200 份课本不
会从加州跑来学生手里；没有老师们的苦心教
学，学生们不会有高昂的学习意愿；没有值班家
长们的认真负责， 就难有干净整齐的校舍环
境。在此，感谢校长， 两位副校长，IT 主任
的奉献，老师们的付出，校董事会会员的参与和
家长们的配合。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在新的学年
有丰硕的学习成果。
校董事会主席

汤伟丽老师和陈婕老师教学经验丰富，两个
人都曾获得过优秀教师奖。她们共同的一个特点
就是爱孩子、爱中国文化。当问及成功的秘诀，
陈婕老师说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本事，但是我爱班
里每一个学中文的小朋友。
这次野餐会中文的小朋友们玩得非常开心，
他们在草地上追逐嬉笑、打闹，由于公园是在湖
边，很多小朋友跑到湖里去玩，有个小朋友还抓
到了一只小龙虾。
下周八月三十日中文学校就要开学了，小朋
友和教师们都充满了期待。

钟琪

-- 校董事满素洁
- 杨杰诚

为迎接新学年的开始，希林芝北中文学校
(http://www.xilinnschinese.org)八月二十三号上午
11：30 到下午 3：00 在美丽吉尔森公园举行了
烧烤野餐会。

今年芝加哥夏天非常舒服。很舒服是因为下
了很多雨.下完雨会出现美丽的彩虹。彩虹五颜
六色很美。雨水也会帮助花草树木生长。所以今
年的草地绿油油的，树木非常茂盛，花儿非常
美。可是有的菜长得不很壮.比如我外婆种的蕃
茄长得很慢也很难看。我觉得今年夏天最明显的
特点是气温不高, 令人感到凉爽清新。

虽然这次活动主题是烧烤，但是学校工作人
员竭尽脑汁想出了很多游戏活动供孩子参加，在
这些游戏活动中，老师们还不忘时时教育孩子用
中文思考，提供了很多猜字游戏，有的游戏比较
难，连家长也难猜出。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武德民领事应邀到会，
家长把武领事团团围住，咨询各种问题。很多人
多年没有回国，对中国情况不是非常了解，所以
对国内的印象还是十多年前的看法。

- 叶之超

今年芝加哥的夏天有点奇怪。有时炎热，有
时很冷。有一天，我往 学校走去，已经六月
了，还是觉得很冷。现在是七月了，照理应该是
很热的，但天气却很舒服凉爽，空气也清新。真
好！没过几天，天气又变了，不过，总的来说没
有往年热。

希林芝北中文学校成立于 1995 年，有着雄厚
的教师队伍。利用这次野餐聚会，校长章时组织
了学校董事会成员与工作人员及教师见面会。虽
然学校成立比较早， 但一直没有成立董事会，
2009 年还是学校第一次成立董事会。自从成立
以来，校董事会成员还没有正式与学校工作人员
和教师见过面，大家利用这次机会聚在一 起，
互相进行自我介绍，增进了了解、理解与友谊。
特别是武德民领事还做了肺腑之言的讲话，他说
在海外办中文学校很难，但是由于中华赤子的拳

芝加哥的夏天，有很多好看和好听的东西。
在我家房子的后面，有一颗树，
它的叶子是很茂盛。各家门前都有整齐的草
地和五彩艳丽的花，非常漂亮，有的味道还很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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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你和你的朋友有空的时候在夏天来芝
城一游，享受「格兰公园」的露天演唱会和「密
芝根湖」的水上活动，那真是令人流连忘返！
- 章然

祝你生活偷快！

组织单位： 美中营养家协会

友梁志慧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教师： 赢得北京第一届“中国菜大赛”特等奖
的张娅
教授内容： 学做有又好吃又有营养的十道中国
菜，包括：烧茄子，菏叶粉肉卷，白扒鱼翅，铁
扒小牛肉，西红柿炒鸡蛋，金钩吊玉牌，叫花子
鸡，葱烧海参，宫保鸡丁，闷里脊。

- 徐强

笔友，

上课时间： 7 月 12 日― 9 月 26 日，每周六早上
10:00―10:50
11:00―11:50

你好！
中国有很多好玩儿的地方。我觉得内蒙古的
呼和浩特最好玩儿。呼和浩特有很多好玩儿的地
方。 早上醒来，可以去街上吃油条，喝豆浆，
都是刚刚做好的，很新鲜，都特别好吃。 吃完
了早点儿，你可以去旧城看一看哪儿的建筑。
下午还可以去内蒙古大学踢一踢足球，游一会儿
泳。然后，再去看一看内蒙古大学的巨大的图书
馆，在那儿休息一会儿。 如果你有冒险精神的
话，你可以开车到内蒙古的大草原去看看哪儿的
山谷，爬一爬大青山，玩儿完之后，可以在一个
蒙古包住一晚上。 早上吃完了饭，就可以回城
市了。 可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新城南街的教育
厅大院儿，和它附近的满都海公园。总的来说，
呼和浩特市一个非常好玩儿的地方，我觉得你要
是想去中国玩儿，你一定要去内蒙古的呼和浩
特。

学费： $200
上课地点：

芝加哥市的和美区 26 街 26 号

招生名额：

20/班

网上报名： www.zhangcooking.com
报名截止日期：6 月 27 日
咨询电话：

800-284-1282

- 梁志慧

亲爱的笔友：
我很高兴可以跟你通信！我住在「风城」叫
芝加哥。现在是夏天，即使芝加哥的风也很大，
这里也非常热！这时，我和朋友们就穿短袖的 T
恤，穿运动鞋或凉鞋。总之穿舒适的棉布衣裤。

祝好！
强强

芝城冬天的天气很冷，在严寒的冬季里，人
们甚少在街上来来往往，一般都留在户内工作。
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我们头上便要戴帽子、耳
套、围巾；身穿一层又一层的毛衣、棉衣、卫生
衣和厚厚的外套或皮衣；脚上还要穿上羊毛袜子
和皮靴才能在雪中行走。
由于身上穿着这么多衣服，行动很不方便，
身手不是太敏捷和灵活，所以我不喜欢芝城的冬
季，而我夏天的衣着很随便，不讲究任何款式，
主要是有休闲的风 格，穿起来有轻松和舒适的
感觉就足够了！

- 朱文迪 （9 岁，书法课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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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的附近也有很多餐厅。 85 度 C 是我最欣赏的小餐
厅。 他们卖面包，蛋糕，咖啡， 珍珠奶茶等等。有
一家店在茂民路和威海路。我去上海那时常常到那
里吃早餐，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很新鲜。如果你到上
海的话，一定去尝尝。 城隍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他们卖笔，手表，书包，玩具，手机带，项
链，、、、什么都有。城隍庙有三层，非常好玩，
我能花一天的时间在那里兜来兜去，买很多送朋友
的小礼物。城隍庙附近有一个卖小笼包的店。他们
烧得小笼包真好吃， 每天那家店都很忙， 如果你不
早到的话， 就要排队。 莱夫斯也是一个很好玩的大
商场。 去那里很方便，因为你可以乘地铁，坐到大
世界就到了，不用开车。那里有一家剪头发的店叫
Tiffany， 他们会帮你按摩也会帮你剪头发。Tiffany
的北边有一家 Cold Stone， 冰淇淋店，他们一边唱
歌一边做工。那里也卖小吃和各种各样的饮料。 在
上海这是我最喜欢去四个的地方。 如果你去上海的
话，你就可以去这些地方。我希望你在中国玩得很
愉快！

童宇虹 （11 岁，书法课作品）

- 丁海伦

丽丽你好！
我住在芝加哥。芝加哥有很多学校。我的学校叫
WJHS。有些学校要求制服。我的学校不要求制服。
在 WJHS，学生喜欢穿 T 恤杉，牛仔裤，和运动鞋。
我们的衣服是从棉布做的，很舒服。女孩特别爱穿
名牌衣。很多男孩不太关心穿什么样的衣服。秋天
的时候，很多人穿运动衫和长裤子。春天的时候，
很多人喜欢穿短袖的衣服和裤子。冬天的时候，女
孩子喜欢穿雪鞋。男孩子穿大外套。有一些人在很
冷的天的时候还穿 T 恤杉。夏天的时候，我和我朋
友穿凉鞋，短裤，和短袖的衣服。我很不喜欢冬天
的衣服因为我每天穿一个很重很厚的冬天外套。我
还要穿一双很大很重的雪鞋。我走到学校以后，就
很疲乏。同学们很喜欢春天的衣服因为能选牛仔裤
或是短裤。春天的衣服还有很多颜色，很漂亮。女
孩 T 恤杉是五颜六色，很好看。

祝好！
凯莉

- 陈嘉佳

笔友，
你好！
我最爱听这个问题了！ 我曾经去过中国很多
次…数都数不清楚了！ 我去过很多地方：看了很多
好看的，吃了很多好吃的，玩得特别开心！ 虽然我
去了很多地方，但是我真正喜欢只有一、两个的地
方。成都的峨眉山肯定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了。
峨眉山--郁郁葱葱树覆盖着漂亮的山，到处都有的
调皮可爱猴子。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佛教名山？ 当你
在山上时，你必须要穿着厚厚的衣服。你还要带上
花生去喂那些凶猛的，贪吃的猴子。峨眉山的猴子
太聪明，太可爱了。我真想再去看它们。猴子会打
开袋子，旋开瓶盖、、、还会抢你的包。有的人，
胆子小的，就怕的要死。另外，成都的火锅会辣得
你满脸通红。吃了还想吃，我现在想一想，都流口
水。 我建议你去成都玩一玩！ 你会觉得好玩，真
正的好玩！

你和你的同学平时穿什么样的衣服？
丁海伦
2009，7，14

- 凯莉 Cole

玛丽，
你好！
我两年前访问过上海， 那里有许多很好玩儿的地
方。其中有东方明珠，85 度 C，城隍庙，和莱夫
斯。 东方明珠是上海的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如果你
到东方明珠里去你能看到上海优美的风景。晚上有
五颜六色的灯， 那里也离黄埔江不太远。在东方明

祝好！
你的朋友，
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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