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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老师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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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ipal@xilinnschinese.org
副校长：陈菲
passociate@xilinnschinese.org

在教有所学，学有所成中我校这学年即将落下帷幕。本学
年，学生们写的上百篇文章，分别发表在海外中文报纸和我校
校刊上。在学中文不只是掌握一门语言，更是为了深化华人文
化之根的思想指导下，我校积极参与并组织了“海外华裔青少
年文化知识竞赛”，“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并参加了国侨
办、上海侨办联合举办的“寻根中国—相约上海”夏令营活
动，学生们从中受益非浅。
过去的一年中，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工作在不断完善中再求发
展，副课教学愈趋成熟，学生注册总数突破 300 人次。多数家
长对学校开设的课程深表满意。
一年中学校在组织大型活动上得到了一些公司和个人的慷慨
捐款，捐款总额为历年最高。同时，在未增加学费的情况下，
学校财务运作良好。
我很荣幸地能在过去的六年中为大家服务，在即将卸任之
际，感谢校委会成员无私贡献，全心全意，不厌其烦的工作。
感谢所有老师和家长对学校工作的配合，及对学生们精心的培
养。在此，我很高兴地向大家介绍下一任新校长---郭新明老
师，他办事认真踏实，对学校的进一步发展非常地热心。我相
信在郭老师的领导下，我校的各项工作将更上一层楼。
下学年秋季学期将于 8 月 26 日(星期日)开学，在线注册现
已开通，敬请大家报名。另外，学校将在 8 月 19 日（星期日）
举办一年一度的夏季野餐会，欢迎大家届时光临。
最后，再次由衷地感谢各位老师，校理事会成员和家长们的
支持。祝大家暑假平安、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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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belle Ham 听见了叫喊声，问坏树：“你的叶
子呢？”
房建高（MLP5 郭老师）

坏树回答道：“我所有宝贵的叶子都被人偷走了！
气死我了！”

放寒假的时候，我们家帮朋友看狗。狗的名字叫
Koko。它是一只小白狗。早上，我们给它肉吃。它
很喜欢，吃得很快。然后，我和我的妹妹带着 Koko
出去走一会儿。它喜欢出去，可是一看到别的狗，它
就叫。白天，它在它的垫子上躺着睡觉。有时候，我
拿一个球跟 Koko 玩儿。我把球扔出去，它就跑去把
球拿回来给我。晚上，我们把它放进它的小屋子里，
因为它老在房子里解手，很臭很脏。可是，我们要睡
觉的时候，它就会叫。所以，我们睡不好。我很喜欢
帮别人看 Koko，但是我必须把它送回去，所以我很
伤心。希望有一天，我也有一只自己的狗。

Annabelle Ham 问道：“你要不要我给你一些叶子
啊？”
坏树感到特别惊讶，因为从来没人问过他这样的
问题。每棵树都很爱惜自己的叶子，冬天叶落时都很
伤心。没有人愿意把自己漂亮的叶子送给别人。坏树
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他情不自禁地说了出来:“谢谢！
你真的可以给我一些你的叶子？”
公主回答：“当然可以！”
坏树很感动，而且很惭愧。从此以后，坏树再不
像以前那样坏了，再也不小看别人了。他变得对人好
起来，成了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这棵小树最好的朋
友。

佘雯晖（MLP3 陈捷老师）
我是一棵小树。我一个人在树林里寂寞地生活了
很多年。

因为公主把问题解决了，所以全树林的树选公主
当他们的女王。女王非常高兴，把那天定成了他们的
节日。

有一天，一个很强壮的人走了过来。他想要在这
里种更多的树来陪伴我。我是这么猜的。当那个人在
种树的时候，我仔细看着他怎样种。他每种一棵，我
总是激动地等待着下一棵。当他把树种上了，我又迫
不及待地等着他们长大，心想：我希望他们会是我的
好朋友，而不是坏朋友。

多少年后，有一天，女王生了很重的病。所有的
树都很伤心。大家天天照顾女王，给她喂水、做好吃
的，特别是那棵“坏树”，样样跑在前面。
就这样，女王一天天地好了起来。等到女王的病
完全好了的那一天，她又把那天定成了一个节日。我
们高高兴兴地庆祝了这个节日。

这些树长大了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唯独有一棵树
不是。他会欺负人，是棵有名的坏树，真不好，很让
人失望。那棵会欺负人的树总是说坏话，做坏事。我
们都很怕他。他非常地骄傲。所有的树都有很漂亮的
叶子，翠嫩得像苹果一样。他们的叶子有许许多多漂
亮的颜色：红色的，黄色的，桔黄色的，棕色的，和
绿色的。那些是秋天的颜色。可是那棵坏树觉得他的
叶子是最漂亮的，所以他看不起别的树。

从此之后，树林里的小树们幸福地生活着！

刘乔宁（MLP5 郭老师）
我的十岁生日将是我最快乐的生日，我每天都在
倒数日子看还有几天到。虽然那天离现在还很远，但
是我还是多么盼望那天的到来！

一天晚上，一棵很好看的树刚刚被种下去。她是
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树。我们刚想要张开嘴问她是谁，
这棵新树看见了我们。新树看见我们把嘴巴张得那么
大，就请我们把嘴闭上，然后她才会讲所有的事。

为什么我的十岁生日对我这么重要呢？因为我的
爸爸曾经答应过我：在我的十岁生日时，他会给我买
一只黄金猎犬当我的生日礼物。为什么我要一只黄金
猎犬当我的生日礼物呢？因为我非常喜欢狗，而且黄
金猎犬又特别可爱，它那又长又顺的金毛就非常讨人
喜爱！我希望我的黄金猎犬会是一只幼犬，我想从小
养到大。

我忍不住地问：“你是谁?”那棵树很有礼貌地回
答：“我是 Annabelle Ham，Cam 王国的公主，去过很
多很多的地方。“她笑得那么甜，我马上就知道会和
公主成为好朋友。我知道自己必须对公主好才能和她
做好朋友。

啊！我真是迫不急待我的生日的来临啊！等我有
了一只自己的黄金猎犬，我将会是它一辈子的主人！

有一天晚上，那棵坏树的叶子突然掉光了。第二
天早上，坏树大声喊道：“我的叶子，我的叶子怎么
不见了？我漂亮的叶子都到哪里去了？”
所有的树都过来问他：“出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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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泓慧（MLP5 郭老师）
刘子健（MLP5 郭老师）

2012-1-16 我和爸爸，妈妈，妹妹还有几个朋友
去 Alpine Valley, Wisconsin 滑雪。我穿粉红色的滑雪
衣服，白色的头盔，戴粉红色的滑雪眼镜。爸爸的车
可以坐七个人，所以我们带了两三个好朋友一起去。
一路上我们在车上看小电视。一到那里，我们开始先
练习一下，然后就开始玩了。我和另外的朋友最喜欢
的是可以跳的雪道，因为我可以上上下下地滑。我跟
两个朋友坐缆车的时候，看到五个手套，三个小杯子
和一个小垃圾，一共看见九样东西在雪地上。我们在
Alpine Valley，Wisconsin 滑雪从上午九点滑到下午三
点，很好玩。你们也去那里吧！

我最高兴的事儿是我的出生。如果我没有出生，
我一年级时的好朋友就没有人跟他玩儿。如果我没有
出生，我的足球队就不会赢那场足球比赛。如果我没
有出生，那次钢琴比赛的一等奖就不是我。如果我没
有出生，我的家里就没有人在迪斯尼坐那个可怕的过
山车。如果我没有出生，我的家里就没有人能从高山
上滑雪滑下一英里。如果我没有出生，我的表弟就不
会那么快乐。如果我没有出生，我学校的乐队就缺一

2011-11-20 到 2011-11-27，我，妈妈，爸爸，妹
妹和另 外的朋友去 Winter Park， Colorado 。Winter
Park 很高，海拔一万多尺。有好几个上山的缆车，因
为山很高，所以一个缆车要七分种到达顶端。我滑的
速度基本很快，但也有慢的时候。从山顶到山脚有很
多主要的雪道，有些小的雪道将它们连起来。我喜欢
小雪道，因为主雪道很多人，看不清楚；小雪道没有
那么多人，可以看清楚。我们就住在山脚的酒店里，
晚上在露天水池里泡热水，很舒服。在 Winter Park 滑
雪很好玩，我希望每年都去那里一次。

个小提琴手。如果我没有出生，我的家里一半的碗和
杯子就没有打碎。如果我没有出生，就没有一个十岁
的小孩儿在我学校第一个读《愤怒的葡萄》。如果我
没有出生，我家里就没有一个专业搭积木的人。如果
我没有出生，我的父母就没有人跟他们聊天儿。如果
我没有出生，我的篮球队就会少进一些球。如果我没
有出生，我的家里就没有一个诗人。你看，这就是为
什么我很高兴我的出生!

余佳仪（MLP4 李老师）
Tyler Shimada（MLP5 郭老师）

小朋友，你们去过北京吗？去年暑假我们全家一
起到北京游玩。北京有许多名胜古迹和许多好吃的东
西，现在我就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喜欢假期。假期间，我天天在玩。我家也外出
度假。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去年春假，我们去了堪萨
斯州的一个牧场，在那里，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
光。这个牧场是一个打猎牧场。在这个打猎牧场，我
们可以打野鸡。我们在这个牧场里找化石，钓鱼，打
BB 枪。我的爸爸在那里找到许多化石，但是我和我
的妹妹找到不多。我们用锤子打开石头。在石头里面
有化石贝壳。我的爸爸也找到几个鲨鱼牙齿的化石。
在堪萨斯州我们也去露营。我非常喜欢露营。如
果你去露营，你可以点燃露营火去烤棉花糖。很好吃！
我也喜欢把松果抛进火里。三十秒钟后， 那个松果会
炸起来。很好玩！然后，我们去钓鱼。我们一共钓到
了四十条鱼 - 鲈鱼和太阳鱼。我们钓到的鱼有大有小。
我们把二十条鱼带回家吃。这些鱼很好吃。直到今天，
我们还没有吃完这些鱼。
最后，我和我的妹妹在牧场玩 BB 枪。用 BB 枪，
你可以射东西。我射得很准确，我可以从很远的地方
射到一个靶子。射 BB 枪太好玩了！
我喜欢去堪萨斯州玩因为那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再回到堪萨斯州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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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我们首先去的是长城。
它就像一条巨龙卧在崇山云岭之上，非常壮观。爸爸
告诉我长城是世界上最宏伟的军事防御工程，从月球
上都能看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帝处理朝政和居住
的地方，里面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房间。我们爬上万
寿亭，从上往下能看到整个紫禁城。在夕阳的照耀下，
紫禁城显得分外美丽。我们还去了天坛，那是古代皇
帝祭天的地方。颐和园是古代皇帝的皇家花园，里面
绿树成荫，有山有湖。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天安门广场是北京的中心，
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它的周围有人民大
会堂、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等，所以每
天有很多游客到那里参观游玩。
2008 年在北京召开了奥运会，北京又建造了许多
新的场馆，如鸟巢、水立方和国家大剧院。到了晚上
在灯光的照射下，每个场馆都格外漂亮。
如果你还没有去过北京的话,记得下次一定要去啊！

（MLP1 汤老师）

黄兰亭(MLP5 郭老师)
我至少有四个快乐成长的美好回忆。
第一个是我的小妹妹 GRACE 出生的时候。那时
候我特别想要一个小妹妹。有了妹妹就可以有人跟我
玩。我的妹妹出生时特别可爱。她的名字是黄兰若。
我特别喜欢她，她就象一个能吃饭会睡觉的娃娃。没
有弟弟妹妹是孤单的，没有人和你打架；有了弟弟妹
妹就可以带着她玩。我相信我们长大以后会成为好朋
友。我 有了妹妹很快乐和感激。
我的第二个是爸爸妈妈送给我金丝熊 GOLDIE 的
时候。 我特别喜欢 GOLDIE，因为它是我第一个除了
鱼或乌龟之外的宠物。当然它也是非常可爱。它的牙
一长一短，它张嘴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它胖胖的，生
起气来会哆嗦着咬牙。GOLDIE 死的时候我特别伤心。
因为我会很想它，想它的可爱。我永远都会记得它。
我的第三个是我妈妈和妹妹从中国回来的时候。
她们去年３月份就走了，去年１２月份才回来。我特
别想她们，因为没有她们家里就特别安静。妹妹回来
的时候我觉得她长大了很多。妈妈和妹妹回去是因为
我姥姥生病需要人照顾。
我的第四个是我考上我的新学校的时候。我考上
EDISON 以后，很兴奋地要去发现一个新学校。在那
里我交了很多新朋友。那里的老师和学生都很友好。
那里有童子军的活动，几乎全班的女生都参加。还有
很多别的活动，比如篮球，乒乓球和乐队等。那里还
教法语，大多数时间我觉得法语很有趣。法语很象英
语，但是连铅笔都分男女。

朱文迪（MLP6 吕老师）
云把天变成了一个灰色的海。风开始吹了。突然，
小小的白点从灰色的海空轻轻的飞到黄色的草和如骨
骼的树上。如果你这时吸入空气就像含着一颗薄荷似
的。要是外面发生这些事情，你就知道是冬天了。

这些都是我成长中的最美好的回忆。
梅福林（MLP6 吕老师）
水是地球上最有用处和最重要的东西。水无处不
在，在江河，湖，海，和池塘里，也在人体里，地球
上有四分之三是水。人体有百分之七十是由水组成的。
在自然界里水有几种存在的形式：雨，雪，雾，
冰。水给我们营养，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水在大自
然里有循环周期，包括三个步骤：蒸发，凝固，溶解。
当气温超过一百度，水分就蒸发形成雾气,当气温降
至零度以下,水就结成冰,雾气就变成雪花。当气温达
零度以上，就溶解成水。所以春，夏，秋，冬，一年
四季我们都不断地有水用。
水的用处很大，且很重要，生命不可缺少水。当
我们口渴时，喝上一杯水，马上就能解渴精神爽快。
当我们很热的时候，喝上一杯冰水或吃上一根冰棒马
上就解暑全身凉快。如果不喝水，人体就会缺水生病，
花草树木动植物如果缺水就不能生长，而且会干枯以
至死亡，所以水是最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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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时侯芝加哥肯定要下雪。下雪的时候，雪
花好像一起用它们的小手花很长时间编织一个特别大
的被子，被子织完的时候特别漂亮，像闪闪发光的一
层厚棉花，铺到草上面让草很暖和地睡到春天。小雪
花也给树枝盖了一层被子，看起来像用亮珠子串成的。
雪真的太漂亮了！
冬天的时候，风每天要给树教舞蹈，让树枝往不
同方向摇晃。风一吹到皮肤上就像寒虫咬你的身上。
要是你不穿防寒衣，风好像就会把你吃掉了！冬天的
风好厉害呀！
冬天的时候，天空很多时候是浅灰色的，把太阳
遮着。但是有的时候，天空没有一点云彩，太阳就像
个大白盘子，从哪儿都可以看到它的光亮。冬天的天
空也有其他很多颜色，但是不管天是蓝色的或者是灰
色的，天气都特别冷，给人的感觉就像在一个冻结的
河里游泳呢。
我觉得冬天是很漂亮的季节。冰、雪、风和天空
是构成冬天的漂亮的重要东西。

容易的。后来，当我进入学校的时候，发现我的猜想
是对的。我爸爸经常说他高中时候比我现在还难，但
是对我来说进这个学校是我至今为止最大的成就，同
时也是我最大的挑战。我要更努力地做功课，还要结
交新的朋友，适应新的高中生活-------

（MLP1 汤老师）

虽然这个学校很不简单，但是，她却给我带来了
许多欢乐。我进入学校后，很快就找到了一些好朋友。
去年底，我参加了学校的学生霹雳舞队，还加入了菲
律宾舞的俱乐部，成为了其中的一员。此外，我还参
加了学校的足球队。每次参加这些活动我都感到特别
的快乐。其中，我最喜爱的是菲律宾舞。我们的菲律
宾舞小组叫 “Isang Hakbang”，中文翻译叫“一步”。
Isang Hakbang 每年在我们学校的 International Night
Show（国际学生演出）中演出。 International Night
是学校的国际跳舞演出，每年最少有十个小组表演。
我们今年表演一种舞叫 “Tinikling”，用竹片跳。我们
的第二个 International Night 跳舞叫 “Pandanggo”。
Pandanggo 没有 Tinikling 难，但还是需要极强的体力，
因为需要在头上顶东西。
除了 International Night，我们这个月还参加了一
个大学的大学生跳舞比赛，叫 Battle of the Bamboo。
这个比赛每年都有很多大学中的菲律宾舞小组参加，
平时只有两三个高中小组。今年只有我们是高中小组。
前一年我们赢了第二名，在比赛历史上是第一个获得
名次的高中小组。
但是，跳舞不是这个小组最重要的部分，最重要
的是在这个小组里找到了我的朋友，找到了属于我的
地方，找到了我们的小组成员都说的“一个家庭”。我
们的小组很大，大约有二十五名成员。我们二十五人
彼此都是朋友。新成员只要跟我们一起参加小组比赛，
就会有一个大家庭的感觉。比如一上舞台的时候，我
突然觉得自己特别紧张。后来，我才发现了，我是很
紧张，但我的朋友跟我一样紧张。我们彼此交换了眼
神后，就变得轻松了很多，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大家
都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了。

苏浩（MLP7 叶老师）
学校一直是我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地方。从幼儿
园到现在的高中，我在芝加哥上了四所学校，而去年
进的高中是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小我就经常听别
人说芝加哥有一所高中叫“Northside College Prep”（北
方预备学院高中）。在小学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高中会这么有名，更不明白为什么许多人会经常
谈论这所学校。等到六年级的时候我才明
白,“Northside College Prep” 是全芝加哥高中考试成绩
排名第一的学校。这个高中也是伊利诺州最强的高中
学校。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一定要去上 Northside
College Prep。
其实，我也没想到去年我真的会考进了这所学校。
我的小学成绩虽然非常好，但升初中时我没考上芝加
哥最好的学校。可能是因为我在初中努力加油了，我
最后在高中升学考试中考了满分，果然我真的上了
Northside College Prep 。这对于我和我们全家来说都
是一件很开心的大事。
在去年的高中考试之前，我就在想：全芝加哥最
强的高中肯定不简单。我真的考进去的话，那我每天
晚上会要做很多个小时的作业，而且功课肯定是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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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学习虽然十分紧张,但在 Isang Hakbang 里
跳舞、练习、跟朋友玩、演出、比赛等，这些都是我
在课堂之外最高兴的事情，同时也是我在成长过程中
最快乐的时刻。我想这段时间将会是我人生中最快乐、
最难忘的时光。

Amy（MLP7 叶老师）
我分别有五位好朋友 ， 贝贝、萌萌、松松、
Hannah 和 Daisy。他们当中的贝贝、萌萌、松松是在
中国认识的；Hannah 和 Daisy 是在美国认识的。贝贝
是我最好的朋友；萌萌是我在中国一年级的同学；松
松的妈妈和我的妈妈都是同事，所以我们也就成了最
最要好的朋友了。

成心（MLP4 李老师）
春假期间，我和我的两个朋友还有我们的爸爸妈
妈一起去了芝加哥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贝贝的眼睛很大，黑头发、黑眼睛，个子比我
稍高一点点、长得也比我胖一点点；萌萌也是黑头发、
黑眼睛的，个子比我矮半个头。小鼻子上架着一付
100 度的红色边框的近视眼镜。松松的头发尖尖的，
眼睛还是很黑的。Hannah 的头发是黄色的，眼睛是蓝
绿色的，个子比我高一个头。Daisy 头发和眼睛都是
黑的。
贝贝和萌萌互相都认识，而且我们的关系非常
的密切，所以我们就互相称为亲姐妹。我们经常在一
起玩。萌萌虽然有时候会生我们的气，但一会儿她就
会把生气的事情给忘掉了的。贝贝嘛，就别说了，我
们俩至今还没吵过架哩。还有，贝贝的妈妈是我妈妈
最好的朋友，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俩是最要好的朋
友的缘故吧（请不要告诉萌萌）。贝贝还是一个下棋
的好手，她已经达到了棋手一段的技术了，可她还比
我小二十天呢！我和萌萌都喜欢游泳和跳舞。我们有
很多的共同爱好。我喜欢萌萌，是因为她上幼儿园小
班的时候，老师说她太聪明了，并且可以直接跳到一
年级。到了新学校以后，大家都嘲笑她因为她小，很
多东西都不知道，她什么朋友都没有。后来我到了这
个学校。因为我是插班生，谁也不认识，所以我就跟
萌萌好起来了。

那天一进博物馆，我就看到了一辆火车，看起来
跟我们现在的很不一样。它是黑色的，上面高低不平，
而且还有一个又高又粗的烟囱。我忽然想到曾经在一
本书里读到过有两个人去博物馆，他们在里面坐了火
车。这时我也很想坐上去。结果一上去发现那只是个
火车头。我在上面看到了很多黑石头，妈妈告诉我这
是煤炭，早期的火车就是用燃烧煤炭来带动电机的。
虽然没坐成火车，可我还是学到了一些知识。
离开博物馆之前，我们去了“童话城堡”。那个城
堡看起来很精致，有很多细节非常真实，城堡里有很
多房间，还有漂亮的花园。客厅里有小沙发，小桌子，
小台灯。厨房里的小餐具个个维妙维肖，非常好看。
书房里的每一本小书都写着真实的故事。还有餐厅和
许多卧房，而且很多东西是用金子和宝石或钻石做成
的。
在博物馆里，我们还看到了许多有趣的东西，比
如：小鸡的孵化，一个 1 加仑可以跑 300 迈的未来汽
车；在一个儿童创作室，我跟朋友进去玩了一会儿；
我们还弹了光感琴。
那一天我很开心。我不但学了很多知识，而且还
跟朋友们一起玩了。
杨杰欣（MLP4 李老师）
今年的春假我们没有外出旅行。每天我八点半起
床。吃完早饭，我就开始练钢琴。练完钢琴以后，我
就做爸爸给我布置的数学题目。我也要做中文作业。
每天下午我会读书和运动。一个星期下来，我已经读
完了一本四百四十页的科幻小說。我最喜欢的运动是
蓝球。我和哥哥每天去公园的球场。星期五，爸爸妈
妈 特 别 请 假 陪 我 和 哥 哥 去 看 电 影 。 我 看 了 “The
Hunger Games”。我觉得这个电影很好看。因为我以
前读过这本书，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熟悉电影
里的人物和故事。这个春假过得很快乐。

松松认识贝贝，她们两个要么就会把我当拉绳
拉我、争着要抢我，要么就联盟起来将我打败。如果
我说松松或贝贝是我最好的朋友，另外一方要么就不
跟我说话，要么就打我。咳，你看我的位置是很重要
呢，还是-----Hannah 和 Daisy 是 我 在 美 国 最 好 的 朋 友 。
Hannah 是我在二年级就认识的。Daisy 是插班生，父
母也是中国人。她非常聪明，还非常爱读书。她在
Spelling Bee 里拿了第二名。不过不是每次课间她都
跟我和 Hannah 玩。在她眼里，我们只是她暂时没有
朋友时最好的朋友。Hannah 非常忠诚，每次我或
Daisy 不小心摔一跤时，她都会陪我们到校医那里看
医生。

Bradley Cui（MLP4 李老师）
今年春假的天气比往年都好，让人们忍不住想去
外面走走。春假期间，我们全家去了密苏里的圣路易
斯。汽车快到密西西比河的时候，我远远看见一个巨
大的拱形耸立在天空中。妈妈告诉我那就是圣路易斯
最著名的地标建筑——西部之门。西部之门有 200 米
高，它是为了纪念西部开发而建造的。

这些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他们的长相、性
格、爱好都不一样，而且我们认识的背景也不同，但
我们却谁也离不开谁，成为了一个一起学习，一同玩
耍，同甘共苦、形影不离的好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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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圣路易斯的第二天，我们来到了西部之门。
我们决定乘电梯到顶端看看。电梯往上升的时候，有
些地方稳稳当当，有些地方却摇摇晃晃，我心里一阵
一阵地紧张。4 分钟过去了，5 分钟过去了，我感觉
我们坐了个很长很长的电梯。到了最高处，我透过窗
户往下看，看到了在地面上看不到的高楼楼顶，很多
很小的汽车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小船。站在拱门之顶，
我又高兴又害怕。我怕这个拱形的窗户不结实，一不
小心会掉下去。

哈啰吉蒂 ( Hello Kitty )是我最喜爱的东西之一。
哈啰吉蒂她的模样和神态长得特别可爱，圆圆的眼睛，
胖胖的脸旦，洁白的皮肤，还有她的前额头发上永远

西部之门真的很好玩，也很美丽。我喜欢到这里
玩，我相信你也喜欢去。

是从小就喜欢收集哈啰吉蒂的玩具，我们常常俩人一

刘安妮（MLP6 吕老师）

戴着一朵特大的彩花结，活像一个可爱的小姑娘，人
见人爱。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哈啰吉蒂。我姐姐也
起看哈啰吉蒂的动画片，涂画或剪接哈啰吉蒂的图片。
哈啰吉蒂的样子看上去很简单，我总以为很容易就可

王天雅（MLP4 李老师）
春假的一个星期，很多人都会去别的地方。可
是，有些人会呆在家里。一星期的时间说长不长，说
短不短。如果我呆在家里，每天干什么呢？因为爸爸
妈妈要上班，我就不能呆在家里了。所以，妹妹和我
去了“春令营”。在那儿，每天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活动。
我最喜欢的一天是去 Enchanted Castle。在那里，
我们可以玩很多游戏。玩游戏前，我们每人拿到二十
个筹码。我最喜欢的游戏就是 Fruit Ninja。在 Fruit
Ninja，很多水果会出现在屏幕上，然后我要在它们落
下屏幕之前把它们切开。我从这个游戏拿到了很多兑
换券。用完 20 个筹码以后我拿到了 88 个兑换券。加
上妹妹的 69 个，我们总共有了 157 个兑换券！我们
用它们换了许多小奖品。还有一天我们去看了一场戏
剧——白雪公主。这个剧跟我们以前知道的很不一样。
戏里面只有两个真人扮演的小矮人。其它五个小矮人
都是套在手指上的小布偶。
春假眨眼之间就过去了，我过得很开心。

庞秋秋（MLP4 李老师）
去年暑假，爸爸妈妈带我去中国。我们去北京的
时候，他们带我登上了万里长城。我非常高兴，因为
这是我第一次游长城。

以把她画出来。但是，当我要画她的时候，还真的画
不出她那天真又可爱的神态。
说起哈啰吉蒂，我还真的收集了不少，包括文
具，手表，项链，发夹，书包，衣服，钱包，书签，
玩具等等。我的房间到处都可以看到哈啰吉蒂。床头
的墙上贴着哈啰吉蒂的大幅照片，梳妆台上摆满了各
式各样的哈啰吉蒂，它们当中，有的会动会跳，有的
会唱会笑，连我床上的枕头和被套都印有哈啰吉蒂的
图像，看上去我的房间就像是一个小型的哈啰吉蒂博
物馆一样。
另外，我发现，不仅是我的同学和朋友们喜欢
哈啰吉蒂，就连世界著名的麦当劳快餐店也同样钟爱
哈啰吉蒂。为了吸引更多的小朋友来麦当劳就餐，他
们专门配制了“快乐的套餐”，而且每年都会举办赠送
造型精美的哈啰吉蒂的玩具促销活动。通常每次有五
到六种不同的款式。每到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我爸爸
妈妈带我去吃麦当劳。不过经常会因为太多人抢着要
买而短缺赠品。为了收集所有的款式，我们不得不跑
好几家麦当劳快餐店，结果呢，常常连我爸爸妈妈也
要跟着我吃麦当劳的“快乐的套餐”。
今年，麦当劳快餐店选择在感恩节和圣诞节之
间推出“快乐的套餐”附送哈啰吉蒂赠品的活动。到现
在差不多半个月了，我已经收集了其中的一半。再过
一两个星期，我就可以收齐全部六种款式的哈啰吉蒂
了。

长城上人山人海热闹极了。连长城上的砖头都被
踩平了。我跟着人群爬上了长城。当我爬到了第一个
烽火台时我都不敢往下看，太陡了！望着远方，我看
见了无数的烽火台。长城是多么长啊！它就好像一条
在空中飞舞的金龙。我沿着长城看过去，它就好像是
一条很陡的山路，一直通到天边。

哈啰吉蒂真是一个人人都喜爱的吉祥物。怪不
得，连麦当劳叔叔也选择哈啰吉蒂来促销他们的全球

长城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它也让我了解了一些中
国历史。当年造长城的中国人千辛万苦地，一块砖一
块砖地，筑起了万里长城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但是
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为造长城而丢了性命是多么地悲惨。
这就是长城向我们诉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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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我喜欢收集哈啰吉蒂，我希望她永远陪伴着我。

中国有一个词语叫 “立如松” 这个词语是说我们应该
学习松树立的直直的。

王晨（MLP6 吕老师）
有一天，我正做着作业，突然听见妈妈大喊一声，

很多中国人都喜欢松树。把松树当做是‘严寒三

“开花了！总算开出来了！” 我抬起头来一看，就看见

友’ 中的一友：松树，梅花和竹子。这三个植物是不

妈妈像小孩子一样，都快跳到天上去了！我跑过去一

怕寒冷的好朋友。松树这个‘朋友’在受苦的时候（像

看，果然花开得像一个彩色的大圆盘似的。

在冬天）, 它不会让自己被打倒，也不会让自己的叶
子 “被偷了” ，而且在冬天，松树还是绿绿葱葱的，
要不圣诞节就没有“有叶子的绿树”了。

我想起以前妈妈刚刚把这些花买回来的时候,只有
几个花苞。我记得看它的照片，花应该是红色或粉红

松树是勇敢的树，是我最喜欢的植物。我要学

色的，可是那些花苞还是透明的白色呢。从此，我每
天看着妈妈浇花，一开始几天，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
可是大概过了两个礼拜，花才张开了一点点，露出几

习松树的精神：勇敢，不怕苦，坚强和充满生命力。
童宇虹（MLP6 吕老师）

片粉红色的小花瓣儿，看起来很嫩，很鲜艳。我碰了

今年，我的爸爸给我买了一个新的 iPhone 手机。
哥哥也有一个，只是他的是黑色的，而我的是白色的。
我很喜欢我的手机。

一下下，刚开出来一点点的花就好像要快掉下来了。
如果真掉下来的话，妈妈就要气死了，所以我打算不

我的新手机很漂亮，而且很好用。虽然它是白色
的，但是上面也有黑的颜色。它的声音比我以前的手
机声音更清晰，屏幕也比以前的手机更清楚。我的手
机前后面都有一个相机，像数有五个百万像数。

摸了。于是我轻轻的闻了一下，挺好的味道，里面透
出大自然的清香。
又过了几天，我走过这盆花去弹钢琴。突然，眼
角里看见了个在发光的东西。我转过来一看，哇！花
全都开出来啦！那美丽的粉红色的花，像在黑暗里的
亮光，真好看！我又碰了一下，这次好像更结实了，
闻起来更香了。我后来弹完钢琴的时候，又听见了妈
妈在喊，“哇！真的开出来了！有一朵，两朵，三朵，
四朵，五朵，六朵，七朵，八朵，有八朵啊！那个时
候，妈妈真开心。

我的 iPhone 很好玩。每天我都会用它来和朋友
交谈。我的 iPhone 有很多功能，可以打电话，发送短
信，玩游戏，发送邮件，拍照片，也可以录制视频，
你也可以听音乐，观看视频和上网，我下载的游戏很
好玩。你还可以在 iPhone 上使用地图呢。有时，我把
我的手机当作闹钟，可是我还是不能按时起床。
我很喜欢我的新手机，它非常有用，我会好好珍
惜它。
高天洋（MLP6 吕老师）

又过了几个礼拜，花也就快谢了。花朵的颜色已
经没有那么亮了，闻起来的味道已经不香了,也不太好
看了。可是我知道我不会忘掉它们刚开的时候是什么

我读过很多书，可是我最喜欢的书叫 The Sorrow
of Empires (帝国的悲哀)。这本书讲的是关于美国强
大的军事力量，涉及到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样的。花有花开花落的时候，人的生命也有高低的时
候。

The Sorrow of Empires 的作者叫 Chalmers
Johnson. 他曾经在 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所
以知道很多美国政府内部的秘密。Chalmers Johnson
想告诉人们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如何广泛。而为了
维持这种影响力，美国得耗费数额巨大的军费开支。
他担心美国会重蹈罗马帝国的悲剧。因此他建议美国
政府要减少军费开支和更侧重内政。

汤忠沛（MLP6 吕老师）
我妈妈的名字里有松树的松字，所以我妈妈喜
欢松树，我也很喜欢松树，因为我妈妈，还因为松树
很坚强。

我喜欢这本书因为我对政治很感兴趣。很多人不
懂美国的腐败。这本书告诉你美国是如何成为一个帝
国的转折点。这本书有点极端，可是我觉得它是非常
现实。The Sorrow of Empires 非常有说服力。

冬天的时候，其它树的叶子都掉光了，但是松
树的针叶子不掉。我觉得松树非常坚强，也很勇敢。
它在狂风中和有雪压在身上的时候，叶子也不会掉下

我花了几个小时读完这本书。以后我再想读一读。
我建议你也来读一读 The Sorrow of Empires!

来，而且松树的树干总是立得很直，大风也吹不歪。

8

申作民（CSL1 夏老师 ）

李魁林（MLP6 吕老师）
月亮是我的好朋友。站在屋外，一看见月亮的笑
脸，你心里每一个遗憾都被月亮的清光冲走了。不管
你走到哪儿，不管你什么时候需要他，他总是紧跟在
你的后面，总是能像个好朋友一样，仔细听你的遗憾
和分享你的快乐。
月亮有的时候不出现，夜晚的天空就没有了它美
丽的笑脸。但是，像个好朋友一样，他总是会回来的。
他高兴的时候，连白天都能露出笑脸。他有的时候害
羞了，躲到云彩的后面。但是，你需要他的时候，他
总会在天上的一个位置出现。
如果你不仔细看，月亮就像个圆盘子一样。但是，
你要是仔细观察，月亮就不只是个光溜溜的小馒头了。
小馒头的脸上有的地方有很多黑的麻点，有的地方光
溜溜的，有的地方还一片灰色。有的时候他是圆的，
有的时候他是半圆，有的时候半圆朝上，有的时候半
圆朝下，像个人一样，每天都不一样，每天都想做不
一样的事情。
有个好朋友的感觉真好，不管你的好朋友是在天
上或者在地上，好朋友总是跟着你。尽管好朋友有的
时候有别的事情得做，要离开一会，就像月亮有的时
候藏在云彩后面，但是他总是要回来的，总是会听你
的遗憾和快乐的。我爱我的好朋友。
杨杰诚（MLP6 吕老师）
去年暑假，我们全家去了日本，其中给我印象最
深的是箱根国家公园。我们乘坐新干线，先到达箱根
国家公园附近的小田原站。火车快到站时，我等不及
了，很想知道公园到底怎么样。
在小田原站，我们换乘登山火车。一路上风景很
美。山太陡峭的时候，我们又换乘一辆缆车。在缆车
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周围的树木和山脉。坐了半
个小时的缆车，我们又换上了公园的索道车，让我们
更好地观察这个美丽的国家公园。越往上走我们离地
面越远，加上外面都是雾，我不免有点害怕。手册上
说，天晴的日子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可以看到富士山，
可惜今天雾实在是太大了，什么都看不见。真遗憾！
下了索道车我们到了著名的景点“大涌谷”，在那
里我看到很多冒烟的温泉。有许多商店在卖温泉煮熟
的黑鸡蛋。我们买了几个鸡蛋，虽然壳是黑色的，里
面却像正常的鸡蛋一样，尝一口，味道很香！晚上，
我们住在国家公园附近的一个公寓。我们全家一起洗
了一个日本式的温泉澡，很新奇！
旅行结束了，但是“日本箱根国家公园”却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爱这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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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x Bean, LLC
5438 N. Broadway Ave, Chicago
Tel: 773-784-2503, 773-784-2504

郭晓迎 医师 Dr. Ying (Xiaoying) Hensel, M.D.
Board Certified, Internal Medicine Adult Primary Care
主治：急性病 慢性病 如高血压 糖尿病 肺气肿等
接受各种体检，包括移民体检、年检等
接受各种保险 自费可以打折
310 Happ Road, Suite 207
Northfield, IL 60093-3457
Tel: (847) 784-5200
Fax: (847) 784-5201

Silver Circle Sponsors

Hong Kong Auto Service
3500 Lake Ave, Wilmette
Tel: 847-251-0300

钢琴教师

博士学位钢琴教师，丰富的演奏和教学经
验，其学生荣获芝加哥地区钢琴比赛大奖。注重对演奏
理论视唱练耳等综合音乐素质地培养。在培养学生比赛
考级方面，颇有经验。
Doctorate Performance and Pedagogy Degree Pianist.
Experienced and Professional Piano Teacher.
All Ages and Levels are Welcome!
Vivian (赵老师)：(312) 545-1369
chicagopianostudio@hotmail.com
www.chicagopianostudio.com

Jing O'Brien, MBA & CPA
Jade Financial and Tax Service
2135 City Gate Ln, St. 300, Naperville
Tel: 630-882-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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