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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Board of Directors 

Position Name Email Address 

Chairperson Mr. Kehang Wu chairpersonBOD@xilinnschinese.org  

Director Mr. Xiaoguang Sun bbxgsun@hotmail.com 

Director Mr. Nello Lucchesi nello@octobergroup.com 

Director Ms. Qingqing Han qingqing258@yahoo.com 

Director Ms. Qian Chen qchen72@yahoo.com 

 School Executive Committee 

Position Name Email & Phone Number 

Principal Ms. Sujie Man (满素洁) 
principal@xilinnschinese.org  

224-338-9567 

Associate Principal Mr. Zeqiang Sun (孙泽强) 
passociate@xilinnschinese.org  

847-924-1852 

Assistant Principal + 
Accountant 

Ms. Wendy Mei (梅文姬) 
accountant@xilinnschinese.org 
847-920-8212 

 

 

 

学校网站： 

http://www.xilinnschinese.org 
 

编辑孙映溪(Editor Miranda Sun)：美国 CREATIVE KIDS 杂志理事，应邀写过多次书评，曾在州里和全国或地

区作文竞赛中多次获得一等奖， MIRANDA 在 SKOKIE PUBLIC LIBRARY 当过志愿者，也为南非地区筹集图

书，非常愿意为希林芝北中文学校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Miranda 目前是 NEW TRIER HIGH SCHOOL 的二年

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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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我校理事会进行了新一轮的选举和换届工作。理事会选出新的理事主席吴克航先生。

吴克航先生原来担任我校副校长，对学校运作有较深的理解，他的上任对加强校委会和理事会

的沟通有着非凡的意义。我校还增添了新的理事孙晓光先生，我们欢迎他们。我们非常感谢卸

任的理事主席许致远先生，他为中文学校校委会换届和理事会竞选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近年来，我校在学校规模、课程设计、教学质量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显著的成绩，已经

成为芝加哥地区让家长趋之若鹜的学校。 

我本人非常荣幸当选中文学校校长，今年是本届校委会开展工作的第一年。在接管学校工作中，

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在老校长章时、上届校长郭新明和理事主席吴克航的帮助下，终于理顺了

学校的各种头绪。原校长助理张建华更是在学校换届过程中给予的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新一届校

委会非常感谢上一届校委会遗传下来的优秀的运作传统，使我们的工作高效、简洁，我们会继续

保持过去学校的传统，积极参加社区举办的各种活动，包括 ”侨报作文竞赛”、“海外华裔青少

年文化知识竞赛”，“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 以及国侨办和上海侨办联合举办的“寻根中国—

相约上海”夏令营活动。2014 春季学期，我们还主办了第二届全校作文竞赛，有很多学生获奖，

2015 年春季我们还会继续举办这种竞赛。 

2014-2015 学年，我们迎来了新老师：张棣。张老师在芝加哥地区公立学校教汉语，她把丰富

的教学经验带给了我们。我校还有两位代课老师潘睿和马松桔也加入了我们的教学团队。 

最后祝同学们和老师们在新的学年里学有所成，更上一层楼。 

满素洁 

Fall 2014 Important Dates 

11/02 Daylight Saving Time Ends 
11/23 NO SCHOOL  
12/07 Last Day of School 

Sweet Home Kitchen is our 

Platinum Level Spo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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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立平中文五年级教师    潘睿 

 作为新接手《马立平中文》五年级教学的老

师，我于开学期间观摩了我校几位优秀教师的中

文课。在授课前我也向前辈们请教了不少好的中

文教学方法。于是现将前辈的方法结合自己已有

的教学经验，总结了教好《马立平中文》的两个

要点：一个是快乐，二是互动。之所以特别强调

要“快乐”地 教学，是因为如果学生仅仅迫于家长

或者作业的压力学习中文，久而久之就会丧失学

习兴趣，最终结出苦涩的果实，失去继续学习的

动力。只有快乐的学习过程才能 结出充满愉快回

忆的甜蜜的果实，促使孩子们孜孜不倦地将中文

学习进行到底。此外，为了让每个同学都充分地

参与，不管是主动举手的还是害羞不敢说的又或

是开 小差的，都要给机会让他们回答问题。也就

是时刻注意与每一个学生保持互动。只有让学生

自己动脑、动口和动笔，才不会让学生的课堂学

习变成被动地听相声，产 生笑完就忘的结果。 

     以 下就是第一节课小试快乐互动教学法的过

程。首先，按照学校要求，我花了几分钟时间介

绍近期举办的海外华人少年儿童中文写作大赛。

在供选择的两个写作题目 《根》和《我的好朋

友》中，我解释了《根》这个相对抽象的题材应

该如何把握。我先告诉大家海外华人的生存与发

展离不开古老中华文明的滋养，犹如参天大树离 

不开庞大的根系源源不断地提供营养一样。中华

文明就是我们文化上的根。随后我进行了一个夸

张的假设：“如果过了一个礼拜，一个同学跑过来

和我说，潘老师，我为了写这篇作文，一回家就

把花园里的大树给砍倒了。我看到树底下有好多

根。于是我就开始数：1、2、3……哇一共有 80

条根啊！潘老师就太为这棵树感到难过了。潘老

师可不是让你们这样去准备这篇作文哪。”虽然孩

子们听完笑得前仰后合，但我相信他们已经在笑

声中领会了“根”这个词的双重含义，对如何构思这

篇作文也应该有了一点基本的认识。 

     由于了解到这两个班学生的中文基础比较

好，我将课文字词的疏通和课文内容的讲解融合

到一起。同时注重词义的准确讲解，帮助孩子们

区别容易混淆的词汇。比如“纷纷摇头”中“纷纷”这

个词，有的同学觉得是“一起”的意思，有的则说是

“全部”，有的同学理解比较到位，认为是“有的先

有的后”。最后这个同学的答案点到了时间的先后

有别这个关键点，于是我顺着这个答案继续讲

解。“纷纷”的确指的是同一件事，有的（人或地

点）先发生有的（人或地点）后发生，而不是同

时发生。比如秋天到了，一阵秋风吹过，树叶纷

纷飘落到地面。如果“纷纷”是一起或者同时的意

思，那就“哗”的一声，整棵树的树叶一下全掉光

了！这时，同学们又哈哈大笑。因为这与实际情

况差别太大了，显然不对。如果有的叶子先落下

来，有的叶子后落下来，就可以使用“纷纷”这个词

了。此外，纷纷表示的时间间隔是很短的。如果

树叶每隔半年才落一片，那能用纷纷这个词形容

吗？（说着，我用手势比落叶的慢动作给大家

看）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不能”。所以“纷纷”是用

来形容同一件事一个接一个，接二连三地发生。

又如“裂开”这个词，有的同学说是“分开”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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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同学则认为是“爆炸”（explode）。于是我又

把“裂开”和“爆炸”详细比较了一番。有一天，一个

三百斤的胖子，穿了一件紧身衣，结果衣服太

紧，接口处裂开了。所以完整的衣服中间出现了

由一条小缝分开形成的大口子，就叫裂开。炸弹

突然爆炸，一瞬间飞出无数弹片，速度快，力度

大，这就叫 explode。如果把衣服“裂开”讲成衣服

“爆炸”，那这个胖子的衣服就一瞬间变成无数的碎

片，飞得到处都是（边说，边夸张地演示衣服爆

炸的情形），那岂不是太可怕了？听到我的解

释，学生们早就笑倒一大片了。相信这样的讲解

会让他们对词的准确意思和用法都印象深刻。 

     整个教学中，类似的讲解还有很多。有的词

大家理解到位了，我就会请大家逐一造句，学以

致用。有的词意思简单，但写法复杂，我就会让

大家速记 30 秒，然后请他们自告奋勇上黑板写，

比如“瞧一瞧”的“瞧”字。有的字是以前学过的，但

容易混淆，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理解并加深记忆，

比如“渴”和“喝”。有的字理解起来，说的效果比不

上做的效果直接明了，我就请同学自己表演。比

如“蹲”、“沿着”（墙角走路） 、“睁”（大眼睛）、

“惊讶”。学完了所有的生词和课文内容，我们就让

全体学生抢答认读大字卡。对于基础好的班级，

这个环节的气氛会非常热烈。因而这也是大家下

课前对新字词十分有效的复习和巩固。 

 可以说，在课堂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教室

里充满欢笑。同学们不仅开心地听，也积极地参

与，举手回答问题的、谈自己看法的、分享小故

事的、表演动作和上黑板写字的同学都非常多。

将快乐和互动结合，不失为《马立平中文》教学

的一个好方法。 

围棋数学的起源 

围棋教师郭新明 

作为一名在美国 K-12 的教育工作者和围棋普及的推广

者，我一开始也并没有意识到围棋和数学的内在联

系。 

2011 年春天的时候，我在美国芝加哥的北郊教两个华

裔小孩子下围棋。当时的这两个孩子，一个是一年级，

另外一个是三年级。在教学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的

数学基础还是很薄弱，虽然和同龄的其他美国孩子相

比已经有所超越。他们的弱点主要体现在数学中最最

基础的算术环节上：不能有效地应用学过的数学概念，

乘法加法的概念混淆；计算棋局结果时，阵列（Array）

地盘用一个一个数数的方法实现；不能利用数的特性

进行有效地数值比较，等等。 

这些在业余时间教围棋遭遇的情况，以及课堂教学中

看到的美国学生大面积数学薄弱的现况，都交织在一

起困扰着我。 

如何才能够让这些美国的孩子奠定良好的数学基础，

更好地学习数学呢？ 

美国各州的联邦体制决定了美国各地教育部门有各自

独立的教学大纲。这给美国教育界的教材编制、衔接、

评估考试等课题都带来了大量的麻烦。2009 年起，一

些美国教育机构开始制定数学和英语两个科目的教学

大纲，并且希望得到各州的加入和支持。2011 年，这

个全新的美国的公共核心教学大纲（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CCSS）逐渐得到各州教育部门认可。

我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的教学研究重点转到

了这个大纲上，却没想到就此开启了“围棋数学”这个全

新领域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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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 

我来帮忙。 

我来帮忙收衣服。 

晚上，我来帮忙收衣服。 

晚上，我来帮妈妈的忙收衣服。 

早上没时间，晚上我在家里来帮妈妈的忙收衣

服。 

我要学习，早上没时间，只好晚上在家里来帮妈

妈的忙收衣服，妈妈很高兴。 

 

跟着 

我跟着你。 

我跟着你跑。 

我跟着你在学校里跑。 

下午，我跟着你在学校里跑。 

下午天气很好， 我跟着你在学校里跑。 

 

看见 

我看见他。 

我看见他在玩。 

我看见他在玩秋千。 

我在公园里看见他在玩秋千。 

我在公园里看见他在玩秋千，就跑过去和他一起

玩。 

 

 

词语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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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我来帮忙。 

我来帮忙捉虫。 

妈妈天天让我来帮忙捉虫。 

 

看见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鱼。 

我看见了鱼尾巴。 

我看见鱼尾巴在摆动。 

我看见了很多鱼尾巴在水里摆动。 

 

跟着 

我跟着妈妈。 

我和 Brieanna 跟着妈妈。 

我和 Brieanna 跟着妈妈去玩。 

我和 Brieanna 跟着妈妈去公园玩。 

 

 

 

 

 

 帮 

我帮你。 

我帮你拔草。 

我专心地帮你拔草。 

我专心地帮你拔了很多草。 

星期一，我专心地帮你拔了很多草。 

星期一，尽管天气很热，我还是专心地帮你拔了很多草。 

 

跟着 

我跟着你走。 

我跟着你走去操场。 

我很高兴地跟着你走去操场。 

我带好我的东西，很高兴地跟着你走去操场。 

星期天，我带好我的东西，很高兴地跟着你走去操场。 

 

看见 

我看见你了。 

我看见你在做饭了。 

我看见你在认真地做饭了。 

我看见你在厨房里认真地做饭了。 

我看见你在厨房里认真地做我最爱吃的饭了。 

我特别高兴地看见你在厨房里认真地做我最爱吃的饭了。 

     

词语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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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 

我帮你。 

我马上帮你。 

我马上上车来帮你。 

你等一下， 我马上上车来帮你。 

 

跟着 

我跟着小铛。 

我跟着小铛玩。 

我跟着小铛玩球。 

我跟着小铛玩一个红色的球。 

放学以后，我跟着小铛玩一个红色的球。 

 

看见 

我看见一只鸟。 

我看见树上有一只鸟。 

中午的时候， 我看见树上有一只蓝色的鸟。 

 

 

 

 

帮 

我喜欢帮忙。 

我非常喜欢帮忙。 

我总是非常喜欢帮忙。 

妈妈做饭的时候， 我总是非常喜欢去帮忙。 

 

跟着 

我跟着妈妈。 

我喜欢跟着妈妈。 

周末的时候， 我喜欢跟着妈妈去买东西。 

 

看见 

我看见小虫。 

我不喜欢看见小虫。 

我不喜欢看见黑色的小虫。 

我不喜欢看见黑色的小虫，因为它很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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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 

我帮妈妈。 

我帮妈妈洗碗。 

暑假，我帮妈妈洗碗。 

暑假的时候，客人来了，我帮妈妈洗碗。 

暑假的时候，客人来了，因为妈妈很忙，我赶紧

帮妈妈洗碗。 

 

跟着 

妹妹跟着我。 

妹妹跟着我出去。 

妹妹跟着我出去骑自行车。 

天气好的时候，妹妹跟着我出去骑自行车。 

天气好的时候，妹妹高高兴兴地跟着我出去骑自

行车。 

 

看见 

妹妹看见飞机。 

妹妹看见一架飞机。 

妹妹看见一架非常大的飞机。 

昨天，妹妹看见一架非常大的飞机。 

昨天，妹妹在门口看见一架非常大的飞机。 

昨天，妹妹在门口看见一架非常大的飞机，她很

开心。 

 

 

 

 

 

 

 

 

 

 

 

 

 

 

 

 

 

 

 

 

 

 

 

 

 

 

 

 

帮 

 

我帮妈妈。 

我帮妈妈洗碗。 

我帮妈妈洗碗和做饭。 

我帮妈妈洗碗、做饭和打扫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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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MLP5 

老师：潘睿

地球是我们的根 

五年级 王书飞 

     我家后院门前有一

棵高大的橡树，据说已

有八十多岁了。树干粗

壮笔直，树冠浓密而膨

大，像一把绿色的大伞

为我们遮光挡雨。透过

我书桌前面的玻璃窗

户，总会看到它那魁梧

的身影。这不禁让我明

白“树大根深”和“根深叶

茂”的道理。大树的茁

壮成长，一定离不开埋

在地下我们看不到的

根，它伸展开无数条手

臂，顽强地扒着泥土，

四处寻找大树需要的水

分和营养，并且固定大

树，保证它在狂风中不

东摇西摆。 

     爷爷告诉我： “世间万物都有

根，因为根是赖以生存的基础”。我

的根在哪里？爷爷说“你的根在中国

东北的黑土地上，因为那里是你祖

辈们生活的故土”。那里的冬季冰天

雪地，春天万物复苏，夏天满山遍

野的青纱帐，秋天是一片片红彤彤

的高粱。难怪每当爷爷讲起他的童

年故事，总是那么津津乐道，难以

忘怀。我们班上有十八位小朋友，

他们的祖辈们分布在世界四个大洲

十多个国家，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

的根。那岂不是我们班同学共同的

根就是地球吗！爷爷说：“你说的很

好！你们要永远爱护地球，保护好

你们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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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 9年级：杨杰诚 

指导老师：吕永巧 

以前，我的暑假都是很轻松的度过的，我们全

家会一起去国外或者远一些的地方旅游，大概每两年

我还会回中国呆几个礼拜。暑假期间，我们去过的地

方有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太平洋海岸。之前的暑假

我如果呆在家里也没有很多功课，什么也不用担心。

但是今年的暑假却很不一样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充

实的。 

今年暑假，我在学校里修了一门化学课。每天

我都必须八点一刻去上学，一直到下午一点钟才结

束。你可能在想，一天只花四个小时上课怎么会幸苦

呢？是这样的：我每天骑自行车上学，来回要半个小

时，放学以后我还要坚持每天跑步，因为要为新学期

开始前的长跑做好准备。除此之外，我还要每天吹喇

叭和弹钢琴，还得做化学功课 2小时，这些是每天必

做的。另外，每个礼拜我还要去图书馆做几次义工。

你们说，我的暑假是不是很忙碌？ 

我在图书馆都做些什么事情呢？我的主要工作

是帮助小朋友的暑期读书活动，我记录他们读的书，

问他们一些和故事题目有关的问题。当小朋友读完四

本书的时候，我就让他们转一下领奖品的轮子。完成

了八本书的小孩就可以选一本免费的书。除了这以

外，我还帮图书馆洗瓶子，放电影，和在不同的讲座

中帮忙。 

我就这样过了七个礼拜的暑假学校，早上上化

学，下午跑步或去图书馆，晚上做功课。长跑训练在

学校正式开学前两个礼拜就开始了，这样十个礼拜的

暑假我只剩下一个礼拜可以去旅行。我们一家抓紧时

间去了黄石公园。这是我暑假唯一的不用做功课，不

用一直慌忙地跑来跑去的一个礼拜。黄石公园真是很

好玩，我看到了美妙的石头和各种各样的间歇泉。 

回来以后，我每天早晨还是练习跑步，下午去

两个半小时的 Gilson Park 夏令营，帮助看管小朋

友，小朋友们有些不听话，这个工作比我想像的要累

多了。 

现
在新的学年又开始了，中文学校也上课了，各种功课

也更多了。可是我还得每天练跑步到晚饭时间才能回

家。这只是我高中生活的第二年，但是感觉比去年要

忙很多。 

马立平 9 年级：Blair Wang 

指导老师：吕永巧 

暑假我和妈妈去了中国, 去看我的姥姥，姥爷，奶

奶，爷爷，和舅舅一家。我住在姥姥姥爷清华大学的

家。我们在中国虽然只待了两个多星期，但是我和妈

妈也游玩了很多地方，我们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是 7 月 17 日离开芝家哥的. 爸爸开车去送我

们。我们在机场待了好几个小时才上飞机。飞了十三

个小时就到了北京。到北京机场的时候, 我妈妈的两朋

友从机场把我们接到清华大学校园。到家时已经晚上

十二点多了, 可是姥姥和姥爷还在等我们。 

我在中国做了很多事情，玩了很多地方，也吃了

很多东西。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去了长城，故宫，天

安门, 颐和园, 国家博物馆等。我每天都会在外面玩和

吃, 我觉得很有趣。 

我在中国看到两年没看到的家人，非常有意义。

我觉得最好玩的一次是我的舅舅和舅妈带我和我妈，

姥姥、姥爷一起去唱卡拉 ok 的时候。我们在唱卡拉 ok

的地方待了很长时间，从早上九点一直到吃完晚饭的

时候才走呢。 

当要离开北京，飞回芝加哥的时候, 我跟所有的家

人都拥抱了下。我一定会想念他们的。中国真是

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明年我还要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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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作民 

可可和乐乐  

我家有一只白色的狗，它的名字叫可可，可可有长长

的耳朵。我家还有一只黑色的猫，它的名字叫乐乐。

乐乐有蓝蓝的眼睛。可可和乐乐很喜欢球。我打乒乓

球的时候它们会叫，因为它 们也想打。 

我的朋友王小文 

这是我的同学王小文，她是加拿大人，今年十五岁，

她的生日是八月九日。 

她 来中国五年了。她的中文很好。她有长长的黄头

发；大大的蓝眼；红红的小嘴巴，她还喜欢吃冰淇

淋。 

她喜欢红色和白色，她常常穿白上衣和红短裤上学。 

她家有三个人，爸爸，妈妈和她。她们住在公园路，

她每天骑车上学。 

她很喜欢运动，她最喜欢打乒乓球。她是我的好朋

友，我很喜欢她。 

吃饭 

我们一家人都爱吃饭。星期天晚上，我们一起到一家

中国饭馆吃饭，因为那天是爸爸的生日，所以他点

菜。 

爸爸点了北京烤鸭，古老肉，宫爆鸡丁，西兰花和水

饺。他还点了一杯苹果汁和一杯橙汁。妈妈只喝冰

水。 

每样菜都很好吃，我们都吃得很高兴。 

申作正 

我 

我叫申作正。我八岁。我住在 Linden 路二百二十六

号。我喜欢绿色。我上 Westmoor 小学三年级。我家有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和我。我们很快乐。 

狗狗可可 

我家的小狗叫可可，它今年四岁。它是一只小花狗，

有白色和咖啡色的毛。它的眼睛很大很亮。我放学回

家的时候，它喜欢用鼻子闻我，还喜欢用脚拍我，要

我给它东西吃。我给它一块木头，它先用鼻子闻一

闻，再用牙齿咬一咬，可是它不吃。我一拍手，可可

的耳朵就会竖起来，它的一双大眼睛看着我，可爱极

了。我爱我的可可。 

班级： CSL 4
老师：Sandy Chang 

Your Ad Here!
Become a sponsor and support the 

non-profit Xilin NS Chinese School. 

请考虑赞助希林芝北中文学校！ 

Contact: principal@xilinnschinese.org 



班级：Drawing 
老师：许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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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Chinese Painting 
老师：Lydia Hwang(朱培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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