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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林芝北中文学校虎年虎虎声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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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林芝北中文学校（www.xilinNSchinese.org）二月十四日
下午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人头攒动，师生、家长穿着节日的
盛装，参加学校举办的一年一度庆新年活动。
本校创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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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来，学校稳
定发展，逐步形成其注重教学质量,培养双语人材的办学特色。
这次新年联欢，学校也不忘办学传统，致力于中国语言和文化
的传播，教师们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各种有奖竞猜活动和游戏竟
达十五种之多。任课教师们在这次活动中的贡献可圈可点,虽有
家长帮忙，她们还是累得有些喘不过气来。校外虽然是芝加哥
的严冬，但是校内却是一派热闹非凡的节日气氛。
在大多数学生忙于有奖游戏的时候，少数身怀绝技的学生
们纷纷登台献艺，表演了丰富多彩的节目。第一个上台表演的
是威风凛凛的太祖鹰爪，钢琴演奏、小提琴、中提琴独奏、古
筝弹奏更是如泣如诉，独唱，芭蕾、舞蹈、呼拉圈和魔术表演
更让家长看到了孩子们的多才多艺。学生表演的节目个个精彩,
赢得了阵阵的掌声。
在中文学校这次新年庆祝活动中，我们还看到了义卖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张若曦 同学帮助中文学校卖零食，校董事会主席
钟琪、董事严华也在帮中文学校卖 H-Mart Certificate, 家长吴劲
松帮助中文学校卖书,还有很多人都在默默无闻地奉献着。

这次庆祝活动还得到了社区的大力支持，中文学校特此鸣
欢，除了传统的游戏和文艺表演之外，学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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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晨天 (MLP4 叶老师)

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虎年
吉祥！健康快乐！事事如意！

农历新年---春节，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是
一个最大、最重要、最热闹的节日。今年的春
节，对我来说，不仅热闹、开心，还是一个虎
年的开始，与我的年龄又有着一个很特别的联
系。

(MLP1, MLP4 汤老师)

我今年十二岁了，很多人会问我是不是属
虎？但你们猜错了，我并不属虎。妈妈告诉我,
这是因为她觉得老虎是一种很凶狠的动物，所
以她让我提前在牛年的农历 27 日出生。所以,
我虽然刚满 12 岁，但我却不属虎，我的本命
年已经结束了。
虎年的春节不是我的本命年了。我放心地
和家里人一起吃了很多饺子；还到了朋友家里
玩；而且，我还得到了很多大红包呢，真开心!
我盼望着明年的春节快点来到，到时我又
能收到很多的大红包了

答案：1)长江 2)上海 3)台湾岛 4) 甲骨文 5) 春节

段解东(MLP4 叶老师)

今年的中国新年又到来了，爸爸带我到高
叔叔家里吃饭和玩。

孙捷睿 Jerry Sun(MLP6 陈捷老师)

今天早上，我坐在餐桌吃饭，往窗外一
望，就看见雪慢慢地从灰蒙蒙的天空中落下
来。开始的时候，雪稀稀拉拉地下着。

吃饭的时候，高叔叔做了很多好吃的菜，
其中有很多人都喜欢的“牛肚子”，但我却不
喜欢。吃完了饭，我们小孩就到地下室玩。我
和 Abe 找到了一个打靶子的枪。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用，只好认真研究，我们研究了一
会儿，明白是怎样使用了，我们就找了一个纸
盒子，对这纸盒子猛击。最后，纸盒子给我们
打得穿了很多小洞洞，花斑斑的。

雪越来越大，在空中翩翩起舞，飘飘扬扬
地落在地上。起先雪落在地上还会融化。气温
越来越低，过了一阵，地就开始变白了。下了
几个小时，外面到处都是白的。这是上帝给地
球做的美丽的礼服。我们屋前的松树枝被雪压
弯了。绿色的枝叶从白白的雪底下往外瞧。她
也想观看美丽的雪景。

当天也刚好是我们当中一个小朋友的生
日，他带了一个墨西哥玩具，我们每个人都想
试试打烂它，可都打不烂。这时，Abe 使劲一
打，“啪”，烂了。一下子好多糖撒到地上，
我们都去抢糖，我最后抢到两大兜糖。

下午，雪终于停止了，我赶快穿上羽绒服,
跑到外面一看，就像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新
下的雪，又白又软，像绵白糖。我简直想捧一
把来吃，尝尝到底是什么味道。

到现在我捡到的糖还没吃完呢。今年的中
国新年真是快活极了。

过了一会儿，太阳又出来了，把云赶走了,
把阳光和温暖带给大地。雪后，空气也变得清
新了。我的心情也特别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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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唐 （MLP5 陈瑞老师）
今年的寒假我和爸爸妈妈去北边的
Wisconsin 滑雪了。我们不但可以滑雪，而且
住的宾馆还有水上乐园，好玩极了！那天的天
气很好，既没有那么冷，也没有很大的风，是
一个滑雪的好天。那里白茫茫的一片，人们都
坐缆车上到山顶上，然后又飞快地滑下来，我
们玩得高兴极了，我还试着登上了第二高的
山，向下看去美极了。
晚上我们回到宾馆又去玩水游泳，直到晚
上十一点才睡觉。

王晨 (MLP4 叶老师)

你有没有过过中国的新年？ 我现在就告
诉你我今年的新年是怎样过的。

我过了一个最快乐的假期！

年三十的晚上， 我爸爸的三位朋友和他
们的全家人都来到了我的家。我们一起包饺
子。大人们告诉我们，在包的所有饺子中，有
五个饺子里面放了核桃，谁能吃到有核桃的饺
子，谁在今年就会有好运行。

梁志慧 Judy Leong(MLP6 陈捷老师)

规定说好了，我们开始动手包饺子了。
阿姨们擀皮，叔叔们包馅，我们小孩帮忙。我
们一边包一边玩，叔叔们包得又快又多，一下
子就把要包的饺子皮包完了。包完了饺子，我
们开始煮饺子了。饺子很快就煮好了，我真希
望我能吃到有核桃馅的饺子。

芝加哥一年有四季，冬季长达五个月，人
们不大喜欢，而是我却偏爱芝加哥的冬天，尤
其是下雪天。
下雪前，天色灰暗，太阳静悄悄地躲在浅
灰云彩後。我向外抬头望去，看见一朵朵的雪
花潇洒地翩翩起舞从天而降。雪还不断地飘悠
下来，天空变得更深灰暗了。雪无声无息地下
着，越积越多，布满邻居的屋顶和车子上，铺
着一层厚厚的白地毡。

吃饺子开始了,“我吃到了!“爸爸的一位
朋友大声地喊道。“我也吃到了”------爸爸的
另一位朋友也高声地叫道。我拼命地吃，可是
我最终还是没有吃到。

大雪过后，我放眼四望，这个世界一片银
白，由于温度下降，屋檐下也结了一根根冰
柱，光秃秃的树枝上也盖满雪，周围都变成一
个童话故事中晶莹的冰雪王国。

尽管我没有吃到有核桃馅的饺子，但我却
在中国新年得到了我最想要的东西：那就是爸
爸妈妈亲手递给我的一份祝福---一个大红包。
谢谢爸爸妈妈的祝福，谢谢叔叔阿姨在
中国新年给我带来的欢乐。

我喜爱在雪地里行走，脚下就会发出吱吱
的声音，好像演奏着一首美妙动听的乐章。走
在洁白干净的雪上，好像我自己从里到外的干
净，听着这美妙独特的音乐，我忘掉了一切不
愉快的事情，尽情地体会着雪带给我的快乐。
白色的雪代表洁净，我想，如果我们以白雪一
般的纯洁心去待人接物，那一定会领略到真情
的存在和友谊的可贵。

猜一猜中国之最（陈瑞老师提供）
1)中国最长的河流- 2)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3)中国最大的海岛- 4)中国最早的文字5)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答案在本期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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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朋友们讲话等等。如果它不在我这个小天地
里，我真不知怎么活了！
紧挨着我的书桌是一个低柜。这个低柜差
不多是两个凳子那么大。上面放满了各种各样
的奖杯奖牌。这些都是我在溜冰，国际象棋，
钢琴，和小提琴等各种比赛中赢来的。换句话
来说，这些都是用我的汗水和辛苦换来的，很
有价值！它们使我的房间和其他的房间不同。

(中文 AP 郭老师)
我觉得在美国最大的新闻是失业的人多，
有 9.5%。现在很多人没有工作。这就是经济
衰退。
还有去年发生在 Texas 军事基地枪杀事
件。死了 13 个人。伤了 30 多个。这就是说明
美国没有安全，没有信心。

我在我的小天地里每天学习知识，度过了
快乐的时光。

最后，奥巴马访问亚州四个国家，包括中
国。 这就是说明美国要跟中国做好朋友。
-- 佳佳

黎宇培 Mickey (MLP6 陈捷老师)

在我的眼里美国国内去年最大的新闻是经
济问题。经济的不好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
现在，百分之九点五的人没有工作。很多公司
决定要裁员减薪，所以人家没有办法付租金。
虽然在我们附近没有被解雇的人，但是在全美
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真的要找办法
解决这个大问题。
-- 凯莉

孩子们都喜欢玩具.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
五花八门的玩具。我最喜欢的是 Lego®，中文
叫作乐高. Lego 是一种建筑玩具, 用它可以搭
建出任何你想象出的东西。我最喜欢这个玩具
是因为玩它需要用你的想像力，你怎么想就怎
么搭。

我觉得去年最重大的国际新闻是 Obama
被选做总统。 他是美国的第一个黑人总统。
他最后赢了。这件事对美国的黑人很重要，因
为这代表黑人现在跟白人是平等的。

Lego 是塑料砖, 可以把一块放在另一个
的上面, 下面, 左边, 右边，根据你的需要可
以任意编排它们。 Lego 有许多颜色, 根据你
的需要可以任意选择。

-- 杜文聪

因为 Lego 有这个特征, 我才觉得挺有玩
头.当你玩 Lego 时，不仅需要动手还要动脑。
可以充分地发挥你的想象力，搭建人物、动
物、高山河谷、桥梁高楼，你怎么想就怎么
搭。太有意思了！你一玩起来，就想把它搭出
个成品来。逼得你动脑筋。

。

- 强强 Eric Gan Steinhart（MLP6 陈捷老师）

一进家， 上楼拐个右弯，就是我的书房
和卧室，也是我的小天地。当你一打开门，一
片橘黄色就展现在你的面前。这是个很普通的
房间，虽不够宽敞，然而置身于这个小房间，
我的心情永远是轻松的。

有一次, 我和我朋友排个电影-“星球大
战”. 我带了好多塑料砖去他家, 我们一起塔
了背景. 然后, 我们拍了许多照片, 变成了静
止动作的电影. Lego 不仅搭出一个画面，而
且还可以编建一场战斗, 讲一个故事, 分享一
个想法, 就是把你想到的变成看到的。如果和
几个朋友一起玩，大家互相启发，互相补充，
那才有劲呢！

在窗户底下，有我的电脑台。台上有一
个陪我很多年的计算机。虽然它老了点有些时
候跑得很慢，有时候还会发脾气，我还是很喜
欢它。我每天在计算机上面玩游戏，做作业，

Lego 不是一般的玩具，是培养智力的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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