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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Events This Spring:

3/29/15 No School – Spring Recess
4/15/15 Writing Contest Deadline
4/26/15 School-Wide Parent Meeting
5/24/15 Last Day of the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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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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3389567 

Associate Principal Mr. Zeqiang Sun (孙泽强)        passociate@xilinnschinese.org  8479241852 

Asst. Principal/Accountant Ms. Wendy Mei (梅⽂文姬)accountant@xilinnschinese.org 8479208212

封⾯面题字：特别感谢书法班  万兆愚⽼老师   提供的封⾯面“学中⽂文”题字 

编辑朱⽂文迪 (Wendy Zhu)：Freshman in Glenbrook North High 
School，在中⽂文学校上了⼋八年中⽂文课。能说流利的中⽂文。喜欢摄影，
画画，读书和看电影。

学校⺴⽹网站： 

xilinnschine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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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我校⽺羊年春节联欢会顺利拉下帷幕。⾝身为校⻓长，我对所有为此次晚会的筹办作
出⽆无私奉献的家⻓长、⽼老师和赞助商家表⽰示发⾃自肺腑的感谢。没有⼤大家的⼤大⼒力⽀支
持，就没有此次晚会的成功。这次晚会节⺫⽬目缤纷精彩，有跳舞、唱歌、⼩小品，
简直就是⼀一台⼤大晚会的浓缩和精华。演出现场挤满了观众，⼤大家都为精彩的节
⺫⽬目献上了热烈的掌声。 
 
希林芝北中⽂文学校成⽴立于1995年，⾄至今已经有20年历史。原来租⽤用⻄西北⼤大学教
室，现今⽤用OAKTON社区学院的教学设备，其中租⽤用教室的艰⾟辛只有当事⼈人才
知道，原校⻓长章时打了⽆无数个电话、跑了⽆无数个地点，终于找到现在的教学场
地，希望家⻓长、学⽣生和⽼老师们都珍惜来之不易的成果。每次上完课，请同学们
捡起掉到地上的纸屑、⾷食物残渣，把课桌打扫干净， 把眼⺫⽬目范围内看到的垃圾
捡起来丢进垃圾桶。 
 
今年秋天，我们学校将开办⻢马⽴立平⼗十年级。这是我们启⽤用MLP教材后第⼀一次有
了⼗十年级的班。根据MLP⾃自我介绍，⻢马⽴立平中⽂文是⼀一套为海外华裔⻘青少年“量
⾝身打造”的中⽂文教材。这套教材有简体和繁体两种版本. 其实⽤用对象为来⾃自华语
家庭的⼉儿童。⺫⽬目前，教材共有简体课本1到10年级，每年学三册（3个单元），
并配有相应的单双周练习本。这套教材的教学理念是：1.直接认字，后学拼⾳音
；2.先认后写，多认少写；3.课⽂文和阅读材料并重；4.先读后写，⽔水到渠成；5.
常⽤用字先⾏行和⾼高频率出现；6.重视中华⽂文化；7.强调汉字结构的教学。我们今
年春季要举办全校家⻓长⼤大会，我们会专⻔门邀请过来的家⻓长谈督促孩⼦子⽤用MLP教
材的经验。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举办作⽂文竞赛，请家⻓长和⽼老师督促孩⼦子们踊跃参加。

满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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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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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Ad Here!  
Become a sponsor and support Xilin 

NS Chinese School. 

请考虑赞助希林芝北中⽂文学校！ 

Contact: sponsors@xilinnschinese.org

MLP2《看图写话》

笔者：Henry Deng，邓⼦子嘉 

⽼老师：叶敏 

兔⼦子种⽩白菜 
1.  从前，有⼀一只爱劳动的兔⼦子。有⼀一天，它要把院⼦子⾥里的泥⼟土翻松。 
2. 从⽩白天干到晚上，兔⼦子终于把泥⼟土全部翻松了⼀一遍。然后，种上了菜⼦子。 
3. ⼏几天之后，菜⼦子⻓长出⼩小苗了。兔⼦子每天都给菜⼦子浇⽔水，捉⾍虫，拔草。 
4. ⼜又过了⼏几天，⼩小苗终于⻓长成了⼤大⽩白菜。兔⼦子把⼤大⽩白菜从地⾥里收起来，⾼高⾼高兴兴地回家
了。

笔者：Tracey 
⽼老师：叶敏 

兔⼦子种菜 
    ⼀一个兔⼦子想种菜，它把⼟土翻松。晚上，它把菜籽种上。过了⼀一些⽇日⼦子，⻓长出了⼀一些⼩小苗苗。
⼜又过了⼀一些⽇日⼦子，菜⻓长出来了。⼩小兔⼦子把⼀一些菜拿回去吃了。

mailto:sponsors@xilinnschinese.org
mailto:sponsors@xilinnschine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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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王书⻜飞 

⽼老师：潘⽼老师 

⽼老师：你好! 

我九岁了，现在 Roycemore 读四年级,我还在中⽂文学校读五年级,我已经学习中⽂文四年多了。
中⽂文很有趣, 写字像画画⼀一样，但是也很难,总是学了新的的忘了旧的。幸运的是,有爷爷可以
帮我认字，写字，和发⾳音。 

今年署假我陪爷爷，奶奶，妈妈，和爸爸去墨⻄西哥玩，参覌了玛亚⽂文化遗址⾦金字塔，我听到
了许多古代的故事,可惜我记不清了。那⼏几天下了好⼤大的⾬雨，但是我还是坚持游泳，我去海边
捡⾒見壳，很愉快就蚊⼦子太多了。 

祝⽼老师⾝身体健康! 

⺩王书⻜飞  

2014年9⽉月18⽇日  

MLP5《给⽼老师⼀一封信》

笔者：全卉 

⽼老师：潘⽼老师 

亲爱的⽼老师,  

我很喜欢中⽂文学校。上个星期,我们玩那个游
戏,我很喜欢。 

敬礼,  

全卉  

笔者：上官晓天 

⽼老师：潘⽼老师 

潘⽼老师，您好!  

我们什么时候学⻄西游记?因为我特别想学⻄西游
记。我看过⻄西游记电影,也读过了⼀一点点⻄西游
记的书,所以我想学更多。 

谢谢,  

上官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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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Lisa Duan 

⽼老师：潘⽼老师 

⽼老师，您好!  

我的名字叫 Lisa Duan。我家有四个⼈人，
⼀一只兔⼦子和两只⻦鸟。 我妈妈在图书馆⼯工
作。我爸爸 是个科学家。我哥哥⼗十五岁,
我⼗十⼀一岁。我的兔⼦子叫 Crystal，它⼜又⽩白
⼜又胖。我们的两只⻦鸟⽼老打 架。  
Lisa 

笔者：⺩王宜静  
⽼老师：潘⽼老师 

⽼老师你好,  

谢谢你这学期教我中⽂文。你教得很好。我
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尤其喜欢你在课堂上
让我们玩游戏，⼀一边玩⼀一边学。我以后会
更加努⼒力的。争取学到更多的东⻄西。 

 谢谢你!!!  
 ⺩王宜静 

笔者：李思 
⽼老师：潘⽼老师 

    亲爱的潘⽼老师, 
    您好: 
    今年夏天我去了⻩黄⽯石公园。我跟爸爸妈妈在
树林⾥里散步。在树林⾥里头我们看⻅见⼀一串⼤大熊的
脚印,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在那⼉儿,我们还看⻅见
了很多其它动物。我认为最有趣的是野⽜牛。虽
然那⾥里的天⽓气很冷,有时下⾬雨,有时下雪,但是我
还是蛮喜欢那⼉儿的。明年暑假我还想去那⼉儿玩。

李思  
11/13/2014 

笔者：舒宥綸  

⽼老师：潘⽼老师 

潘⽼老师您好,  

我的名字是舒宥綸，今年⼋八岁。我因为提早上
中⽂文学校，所以⽐比同班同学⼩小。我可能不是最
好的学⽣生，但我很努⼒力，我会尽量把中⽂文学好。
有不会的，⼀一定会问⽼老师。谢谢⽼老师。 

舒宥綸 

笔者：⺩王睿明  

⽼老师：潘⽼老师 

⽼老师好，我的名字是⺩王睿明。我在给你写信告
诉你我今年上课想干什么。今年，我想⽤用纸做
道具 服装，然后装成⻄西游记 VCD 中的⼈人。然
后，给爸爸妈妈表演。  

⺩王睿明

笔者：姚楷予  

⽼老师：潘⽼老师 

你好，我的名字是姚楷予。今天我要跟⼩小朋友
去玩。我们要踢⾜足求。你今天要跟吗？我的妈
妈跟我说你要⾛走了，可是我只跟你上了⼀一堂课。
我学到了很多。谢谢⽼老师。我希望再⻅见你! 

姚楷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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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中中 
⽼老师：潘⽼老师 

亲爱的潘⽼老师, 

今天我去了⼀一个地⽅方叫做 Action Territory。
那个地⽅方是个玩游戏机地⽅方。你有 tokens。
然后呢，你就玩那些游戏机。玩完了那个, 你
会得到 tickets。等你拿到 tickets 以后你就去 
front desk 买很多好玩的玩具。那个的⽅方很好
玩! 

Sincerely,  
中中 

笔者：⻢马⼦子⽉月 

⽼老师：潘⽼老师 

⽼老师您好,  

我的名字叫⻢马⼦子⽉月。我喜欢读书，画画，游泳
和在外⾯面玩。Harry Potter 是我的最喜欢的书, 
我也喜欢 Magic Tree House 和 Percy 
Jackson。我有⼀一个妹妹，她现在五岁了。我
还有⼀一个乌⻳龟, 他的名字是Carrot。  

   我很⾼高兴今年我们要学⻄西游记啦。⻄西游记是
⼀一本我最喜欢的书，我觉得⾥里⾯面的猪⼋八戒很好 
 玩,孙悟空⾮非常有趣。我最喜欢的⼈人物是孙悟
空,因为猴⼦子是我的⽣生肖。 

⻢马⼦子⽉月 

笔者：⺩王伊达  

⽼老师：潘⽼老师 

潘⽼老师, 
  你好！去年暑假,我去了中国。我不只⻅见到
爷爷，奶奶，外公，和外婆，也去了北京爬
⻓长城。 
⻓长城真的跟我的课⽂文说的⼀一模⼀一样: “好像仙
⼥女抛下来的丝带”。你去过⻓长城吗? 在美国学
校⾥里,我喜欢学科学和历史(美国和中国)。等
我学美国的历史，我很多时候都想，“好没意
思啊！” 中国的历史有春秋时期，曹操，诸
葛亮，好多很有意思的故事。⽽而且，不是 故
事，是很久很久以前真的发神的!  

我家⾥里有两个弟弟；Jonathan(鑫鑫)刚⼋八
岁，和 James(清清)三岁。Jonathan也学中
⽂文学 校,三年级。我的本⼦子330⻚页跟他的⼀一模
⼀一样,都是讲拼⾳音的。我们觉得挺好玩⼉儿的。
James, 呢，只能说英⽂文。我们三个孩⼦子，都
是英⽂文⽐比中⽂文说得好。我们⼀一家⼈人都想把这个
改⼀一改，把它 变成英⽂文和中⽂文写的都很好。
你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王伊达 

笔者：吕宇博  

⽼老师：潘⽼老师 

⽼老师你好,  

周末,我买了两个真棒的玩具!跟它们⼀一起玩很
多的乐趣!它们是LEGO的玩具,名字叫 'Furno' 
和 'Rocka'。我⾃自⼰己把它们做起来,才和它们玩!
我想得到这些玩具,因为我的朋友也有这些玩 
具。我的朋友和我⼀一样,他也喜欢LEGO的玩
具。  

     —吕宇博



笔者：陈成功 

⽼老师：杨⽼老师 

户外⽣生存教育 
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去
参加了⼀一次户外⽣生存教育。
这次活动由学校举办，整
个⾏行程为期三天两晚。我
在当中学到很多东⻄西-像庇
护所、洁净的⽔水和积极⼼心
态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在
正常课堂环境⾥里学不到的
东⻄西。 

⽔水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它，
⼈人就会脱⽔水⽽而死。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保持我们的
⽔水源清洁。如果它被污染
了，那么，我们将⽆无法饮
⽤用。此外，我们还要花费
⼤大量的⾦金钱来净化⽔水。 
 
遮蔽和覆盖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房⼦子和⾐衣服。如果你
没有庇护所，就没有挡⻛风
和遮⾬雨的地⽅方。在炎热的
天⽓气，若没有这些措施，
⼈人就会热死；⽽而在寒冷的
冬天，⼈人⼜又会被冻死。此
外，⼈人类还容易收到野⽣生
动物的攻击。这些都表明
了住房的重要性。 
 
积极⼼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失败的时候，你学会
不放弃。没有它，你可能
⽆无法在户外⽣生存。在户外
教育的期间，我和我的同
学尝试⽤用树枝和树叶⼀一起
搭造⼀一个⼩小房⼦子，我们尝
试了很多⽅方法，但失败了
多次。我们⼜又尝试新的⽅方

式，最后我们成功做到
了。⾮非常好玩。 
 
这种户外教育很有趣，我
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学不
到的东⻄西。 
 

笔者：许爱玲 
⽼老师：杨⽼老师 

⻋车的钥匙不⻅见了！ 
我的妈妈、爸爸曾经带我
和妹妹去密⻄西根州玩。这
次旅⾏行的经历想起来还有
点冒险呢。当时与我们同
⾏行的还有爸爸的朋友和他
们的家⼈人。到⺫⽬目的地以
后，我们就搭建帐篷，并
做点东⻄西吃。吃饱以后，
我们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都很兴
奋，因为我们要第⼀一次去
参加划艇运动。在抵达划
艇的那条河以后，我们就
穿上救⽣生⾐衣，租了划艇，
然后，我们把划艇放在湖
⽔水⾥里。因为我们都想看看
⽐比赛划艇谁是最快的，所
以都尽⼒力快快划。在划了
半个⼩小时以后，我们都看
不⻅见后⾯面的⼈人了，因为我
们家⼀一直保持着第⼀一名。 

我们就停下来，因为⼤大家
都很累了。停下了以后，
爸爸就跳进⽔水⾥里去游泳。
过了⼏几分钟，我们就看⻅见
另外⼏几家⼈人很快追上来
了。爸爸就赶快往划艇上
爬。可是，他不⼩小⼼心把划
艇倾覆了。我们都被抛下
⽔水⾥里。在我们终于爬上划

艇以后，爸爸摸摸他的泳
裤说发现掉了钥匙。妈妈
也发现平时挂在书包上钥
匙不⻅见了。那么，没有钥
匙，我们可怎么开⻋车回家
呢？我们就赶快划回河
边。 

结果我们输了，但是更令
⼈人泄⽓气的是⻋车钥匙丢了。
幸好爸妈有⻋车保险。保险
公司派⼈人来把⻋车打开并重
新配了钥匙。这样，我们
就可以开⻋车回家了！ 

笔者：Kevin，胡凯⽂文 

⽼老师：杨⽼老师 

记我的新朋友 Mocha  
和  Bailey 

星期六，我的叔叔把两只
狗送到了我们的家⾥里。它
们⼀一只是⿊黑⾊色的，另外的
⼀一只是⽩白⾊色的。⿊黑狗叫 
Mocha，今年4岁，⽩白狗叫 
Bailey，今年5岁。叔叔告
诉我怎么照顾它们。 

狗狗很可爱。我们可以把
它们抱起来。我和姐姐跟
狗玩了⼀一会⼉儿，然后给他
们喂⾷食物吃。我拿了狗狗
的专⽤用碗，把鸡腿、地⽠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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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饼干，按照⽐比列混合起
来，分别放在它们的碗⾥里。
狗狗吃饭特别⾹香，他们⽤用
⾆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
还喝了⽔水。 

狗狗很聪明。我们去外⾯面
遛狗的时候，两只狗狗跑
得⻜飞快，我们追不上，差
⼀一点⼉儿松了⼿手。它们⼀一边
⾛走⼀一边撒尿，姐姐说它们
是在占地，防⽌止迷路。快
到湖边的时候，突然，狗
狗看到了正在树上的松⿏鼠，
它们冲过去并试着往树上
爬，冲着松⿏鼠汪汪叫，把
⼩小松⿏鼠们都吓跑了。我们
还和他们玩球。我准备着
把球扔给Bailey，它的脚
像在原地踏步，时刻等待
着球的到来。它们特别喜
欢玩球，总是⽤用嘴把球⼀一
遍遍叼回到我的脚下，希
望我继续陪它们玩。我和
姐姐做作业的时候，狗狗
就安静地趴在桌⼦子上看我
们学习。晚上，我们给它
们洗脸洗脚，把 Bailey 送
到了姐姐的房间，然后我
跟 Mocha ⼀一起睡觉。 

星期天我们和狗狗⼜又玩了
⼀一天，好快乐的⼀一天啊！
晚上，叔叔来把狗带回他
的家，我们跟狗狗说再⻅见。
回到我们屋⼦子⾥里，回忆和
享受跟狗狗玩的时光，很
想念它们。下个⽉月，它们
还会来的。 

笔者：Maryann 
⽼老师：杨⽼老师 

外州旅⾏行

我们最近前往⻢马萨诸塞州
和缅因州旅⾏行。在我所有

的旅⾏行经历中，这可能是
我最喜欢的⼀一次旅游。我
和姐姐、爸爸，以及爸爸
的朋友们和他们的家⼈人同
⾏行。我们⼀一起开⻋车出去。 

第⼀一天在波⼠士顿的时候，
我们去了哈佛⼤大学和⿇麻省
理⼯工学院。第⼆二天，我们
⼤大家⼀一起参加了⼀一个⾃自由
之路团。然后，我们去了
宪法号，并参观了第⼆二次
世界⼤大战军舰。之后，我
们参观了波⼠士顿。参观完
波⼠士顿，我们就开⻋车去科
德⾓角。在去的路上，⼤大家
⼀一起讨论要玩什么和吃什
么。我们在科德⾓角时，前
去深海捕⻥鱼，捞了⼀一些牡
蛎，吃了很多海鲜。 

在科德⾓角休息的时候，我
们还参观了玛莎葡萄园
岛。这次参观⾮非常⽆无聊，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也许
是欣赏不了这些，我们所
有的⼩小朋友都在旅游⼤大巴
⼠士上睡着觉了。 

当我们要离开⻢马萨诸塞州
时，天开始下⾬雨，我们来
到缅因州时地⾯面都湿透
了。在缅因州，我们参观
了沙滩，但是沙滩没有多
少沙⼦子。因⽉月⾷食造成了涨
潮，所以没有多少沙滩。
在阿卡迪亚国家公园露营
时天⽓气⾮非常寒冷，玩的兴
趣减少，到最后⼀一天，我
们买了蓝莓派和蓝莓苏打
⽔水，准备把这些带回伊利
诺州吃。 

笔者：Angelica 
⽼老师：杨⽼老师 

⼤大烟⼭山之⾏行 
这个夏天，我们全家和舅
舅⼀一家⼈人开⻋车去⼤大烟⼭山
玩。我们开了整整两天的
路程。⼀一路上，跟三个特
别会讲话的调⽪皮⼩小男孩⼉儿
挤在⼀一辆⻋车⾥里并不是那么
好玩。但是到了⼤大烟⼭山以
后，我⽴立刻被⼭山⾥里那美丽
的⻛风景迷住了。树林⾥里有
各种各样的颜⾊色：绿⾊色的，
咖啡⾊色的，橘⻩黄⾊色的…既
使是从春天变迁到夏天，
⼤大烟⼭山也仍然是那么绚烂
多彩！ 

我们参加了少年护林员计
划以后就去爬⼭山。我们的
任务是找到书上所画的所
有叶⼦子。 

“你的本⼦子上有这种树叶
吗？”妈妈问我。她指着树
枝上的⼀一⽚片叶⼦子，看起来
像个圆三⾓角形，边上还有
象剃⼑刀⼀一样的锯齿。 

“嗯，是的！” 我⾼高兴地叫
了起来。我已经找了好久
了，总算找到了！ 

后来我的弟弟⼜又帮我找到
了另外⼀一种叶⼦子。我们就
这样边⾛走边找。我特别喜
欢树，因为我很热爱⼤大⾃自
然。姥爷⼀一路上讲了很多
有趣的故事。我们找到了
很多种苔藓、蘑菇，还有
平时在城市⾥里⻅见不到的⽊木
⽿耳（真像是⽊木头上⻓长的⽿耳
朵）！我们⾛走啊⾛走啊，⼀一
路上有说有笑，不知不觉
地，我们终于到达了⼩小路
的尽头。抬头⼀一望，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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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里藏着⼀一个那么美
丽的⼤大瀑布！ 

“真是太棒了！”弟弟情不⾃自
禁地⼤大喊了出来，忘记了
⼀一路的疲劳。 

我们终于找到了所有问题
的答案。回到⼭山下以后，
我们来到访客中⼼心宣誓加
⼊入少年护林员。我们决⼼心
⻓长⼤大以后为保护⼤大⾃自然作
出贡献。 

这趟旅⾏行⾮非常难忘。我们
不仅和家⼈人度过了⼀一个愉
快的假期，⽽而且学到了很
多新知识。如果有机会，
明年我还想再去！ 

笔者：Angela，赵伊宁 
⽼老师：杨⽼老师 

骑⻢马 
我激动地上⻋车，⼼心⾥里想：
“我⻢马上就要骑⻢马了！我要
是能骑着⻢马到处跑就更好
了！”特别地兴奋！ 

我每⼀一次上骑⻢马课，或者
骑在路径上，都忍不住激
动。⼀一般情况下，我开始
会有点害怕⻢马突然奔跑，
因为有⼀一次⻢马真的跑起来
了。可是，我真有⼀一点盼
望⻢马会奔跑起来。这是因
为对我来说，最好玩的时
候是⻢马不特别听话，⾛走得
⽐比平时快⼀一点，但是⼜又不
⾄至于蹿到树林⼦子⾥里的时候。

到现在我已经有四次骑⻢马
在路径上散步，还上过四
次骑⻢马课。但是我想还会
去继续上课。 

⻢马跑起来的时候我特别开
⼼心。因为⻢马跑起来的时候
需要⽤用技巧控制它，速度
快得像在⻜飞翔⼀一样。骑⾏行
的⼈人会因此特别振奋和提
神，⽽而且连⻢马散发出的难
闻⽓气味都闻不到了。 
  
你要是没骑过⻢马的话，最
好试⼀一试，也许它可以让
你把烦恼抛在脑后。这是
⼀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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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杨杰欣 
⽼老师：杨⽼老师 

我的朋友 

亨利和理昂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每到冬天，我们都⼀一起出去玩
雪。 

我们⼀一起搭雪⼈人。搭好雪⼈人，就
去滑雪⼭山，⽤用滑雪板滑下⼭山坡，
看看谁能最快到达⼭山下。理昂家
的后院有个⾃自⼰己做的溜冰场。我
们常常去那⾥里溜冰。不溜冰的时
候就打曲棍球。最开⼼心的时间就
是玩完后进屋⼦子⾥里，每⼈人喝⼀一杯
热可可。那时，我们的脸都通红
的，冷得不想再出去了。但是喝
完热可可，我们⼜又活过来了，⼜又
想出去玩了。 

万圣节来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去
讨糖。每年，我们都会⽐比⽐比谁穿
的服装最好。我们喜欢在夜⾥里讨
糖，因为这样我们会觉得⽓气氛更
加恐怖，更有意思。讨糖的时
候，我们也要看看哪家有最好的
装饰，还有最好的糖。到了下⼀一
个万圣节，我们⼜又会回到那家再
去讨。每次讨完糖，我们会回到
我们中的⼀一家去交换讨来的糖。
这样，到最后我们都可以拿到⾃自
⼰己喜欢的糖。 

亨利和理昂是我的好朋友，他们
会帮我，也会安慰我。有⼀一次，
我们⼀一起参加跑步⽐比赛。虽然我
们跑在最后⼀一名，他们还说我跑
得好，跑得快。我希望亨利和理
昂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笔者：Michelle 
⽼老师：杨⽼老师 

我的好朋友 
⼤大家都希望有朋友。在美国，很
多⼈人都说： “狗是⼈人类的好朋
友。”我觉得虽然听起来不错，
但是我没有狗，所以我没办法这
样说。不过，我要是有狗的话，
我希望⾃自⼰己会这样说。⼈人们有时
候也会说他们的好朋友是书，或
他们的电脑。⽽而我的好朋友（除
了我⼈人类的朋友）却是我的⼩小提
琴。 
 
我从六岁起就开始学⼩小提琴。那
是快七年前的事情了。我从
Suzuki课程的第⼀一本开始，到现
在快要学完第六本了。我学了很
多古典曲⺫⽬目，但是也可以⽤用⼩小提
琴拉流⾏行歌曲。 

我的⼩小提琴就像是我的朋友。在
我伤⼼心的时候，演奏⼀一些快乐的
曲⺫⽬目就会让⼼心情好⼀一点！在我⽆无
聊的时候，练习⼩小提琴就可以让
⽣生活充实⼀一些。我有很多朋友都
拉⼩小提琴，所以我也和朋友聚在
⼀一起演奏⼩小提琴曲⺫⽬目，相互交流
技术。 
 
据说学⾳音乐和玩乐器能帮助脑部
的发展。拉⼩小提琴可以帮助增强
头脑，发展想象⼒力和记忆⼒力。虽
然我的⼩小提琴不会说话，但是我

可以借着它来表达⾃自⼰己，在⾳音乐
的海洋⾥里⾏行驶。 

笔者：Rick， 廖翰林
⽼老师：杨⽼老师

⼀一次快乐的聚会 

今年夏天我回国去北京，到那⾥里
⻅见了我的朋友Kevin。Kevin年龄
跟我⼀一样⼤大，个⼦子跟我差不多，
他以前来过我美国的家。那天，
Kevin的同学要离开学校了，邀
请班上的同学们去她家玩。因为
我是Kevin的朋友，我也去参加
了他们的聚会。 

在Kevin的同学的家⾥里⾯面有好⼏几
个⼩小朋友。他们的玩具有⼏几个
Nerf枪和⼀一个PS3。我跟Kevin
玩星球⼤大战和⼀一个打架的的游
戏，在那个打架的的游戏⾥里，我
赢了别⼈人，只输给聚会的主⼈人。
到了午餐的时候，他们家提供了
批萨，意⼤大利⾯面和鸡翅膀，味道
⾮非常不错。吃完了，我们出去踢
⾜足球。在踢⾜足球之前，有⼀一个胖
⼦子播放了⼀一⾸首他下载的⾮非常流⾏行
的歌曲，是⼀一⾸首新的电影歌曲，
我很熟悉并且喜欢那⾸首歌。他关
掉⾳音乐以后，我们踢了⼀一会⼉儿⾜足
球。忽然，那胖⼦子把⾜足球踢到了
⼀一个⼀一层楼⾼高的房顶上了。我们
⼼心想，糟了！⼀一个同学沿着窗框
爬到房顶上，他拿到了球把球扔
下来，但是太害怕，不敢爬下来
了。哎呀，⼜又⿇麻烦了！三个同学
爬上去帮助他，然⽽而他们也害怕
了下不来。这下⼦子⿇麻烦更⼤大了！
Kevin说他们很疯狂，解决了⼀一
个问题却⼜又制造了更多的问题。
后来，可能在⼤大⼈人的帮助下他们
都下来了。踢完⾜足球以后，我们
回到了公寓，再玩⼀一下PS3。 

~ !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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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结束以后，我和Kevin在⻋车
⾥里⾯面吃冰淇淋，看漫画书。他帮
助我翻译，有趣的地⽅方我们两⼈人
⼀一起笑。这次聚会很难忘！ 

笔者：Teresa， 潘灵珊

⽼老师：杨⽼老师

我的好朋友Tricia Liu 

我的好朋友是 Tricia 
Liu。她跟我⼀一样，今年⼗十⼀一
岁。她的⽣生⽇日是12 ⽉月21 号，只
⽐比我⼤大两个⽉月。我们六年前第⼀一
天上学就认识了。因为我们俩⼩小
的时候⻓长得很像，都扎着⼀一个⻢马
尾辫，两⼈人还都是亚裔美国⼈人，
英⽂文名字听上去也有点⼉儿像，所
以⽼老师和同学们经常会把我们两
个搞混起来。我们也因此成为了
好朋友。 

Tricia 的爸爸是台湾⼈人，
妈妈是泰国⼈人，所以她会说英
语，中⽂文，也能听得懂泰语。我
们俩还在学校⾥里学⻄西班⽛牙语。
Tricia 每年都会和她家⼈人去台湾
探亲，每次回来都会送我礼物。
有⼀一次她送给我台湾的糖果和零
⾷食，有⼀一次送我绒⽑毛玩具，还送
过我⽂文具。每次她有⽣生⽇日
party，都会邀请我去参加。我
开⽣生⽇日party 也会邀请她。我每
次从中国⼤大陆回来，也会送给她
⼀一些⼩小礼物。 

Tricia 在学校⾥里是⼀一个很
安静和害羞的⼈人，⽼老师要她发
⾔言，她总是不肯。可是跟朋友在
⼀一起的时候，她会有说不完的
话。Tricia 从6岁开始拉⼩小提

琴。她还学体操。Tricia 很聪
明，学习也好，她在学校从来都
没有拿到⽐比B 低的成绩。  

Tricia 喜欢⼩小动物。她养
了两只⼩小兔⼦子。她告诉我她⻓长⼤大
想当兽医。Tricia 喜欢从图书馆
借有关动物的书来读。她也喜欢
玩养动物的游戏，⽐比如 Hay 
Day。她还喜欢画可爱的卡通动
物，像那种⼤大眼睛的动物。她最
喜欢的动物是⻢马和熊猫。 

这就是我的好朋友，
Tricia Liu。 

笔者：Grace Yu，余佳仪
⽼老师：杨⽼老师

万圣节的⼀一夜 
每年我的学校都有个万圣节晚
会，叫 Freaky Friday，或恐怖
星期五。去年是我第⼀一次去，我
和我的朋友Sloane⼀一起去的。我
打扮成⻉贝尔公主，Sloane打扮成
Wizard of Oz电影⾥里的多萝⻄西。
我们排了很⻓长的队，也看到了很
多同学打扮成各种各样。终于我
们进了学校，我想，他们怎么可
以把⼀一个学校改变成⼀一个恐怖的
万圣节晚会那？进去看看再说！ 
     学校果然不同了！刚进⻔门就
看到⼀一些很吓⼈人的⿁鬼和⾻骨架，有
些会动，有些会说话，还有的眼
睛会发红。我有点害怕，就拉着
Sloane的⼿手⾛走进学校了。进了学
校，我们先到了饭厅，看到很多
好吃的！我们吃了爆⽶米花，棉花
糖，冰激凌，和薯⽚片。享受东⻄西
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其他的同学
和我另⼀一个好朋友，Amanda。
Amanda很爱熊猫，所以我们都

叫她Amanda Panda。她果然穿
了⼀一个熊猫服装！在学校，我们
看到有些⼈人化妆成⼩小⻩黄⼈人，⿁鬼，
婴⼉儿，糖，和奇怪的⼀一些东⻄西。
有个⼩小朋友叫David当了个⾹香
蕉！很好笑！ 
    吃完了以后，我，Sloane，
和Amanda去到了学校的健⾝身
房，然后⼤大吃⼀一惊-那⾥里看上去
好玩极了！我们先玩了游戏⽐比如
说扔球，还拿到了票⼦子。家⻓长说
可以到前⻔门去⽤用票⼦子换奖品。玩
好以后，我们⽴立即看到了⼀一个巨
⼤大的蹦蹦床，就很快的脱掉鞋
⼦子，然后到那⾥里排了队，⾼高兴地
跳了起来。 
    我和Sloane想到我们的同学
Russell说会穿⼀一件⾦金属的⻄西
装，这是我们班级⾥里的⼀一个⼩小笑
话。我们就告别了Amanda，去
找Russell。可是，找来找去都
没有找到他。我们看到了其他同
学，Russell却失踪了！我们问
了好多同学，终于在健⾝身房⾥里找
到他，原来他在玩游戏呢。我们
看了看他，啊！Russell居然没
有穿⾦金属的⻄西装，却打扮成了⼀一
个⽩白⾊色的⿁鬼。我和Sloane问了⼀一
下他，他说在讨糖的那天会穿那
套服装，我们才不相信他那！ 
    晚会快要结束了，我和
Sloane跑到⼀一个可以有刺⻘青的地
⽅方。我们选了两个海豚的刺⻘青，
再选了两个颜⾊色，家⻓长就给我们
⽤用胶⽔水和很多亮晶晶的东⻄西画出
两个海豚，漂亮极了！我们再到
⻔门⼝口的奖品地⽅方。虽然我只得到
了三张票⼦子，我还是拿到了六只
⼩小橡⽪皮⻘青蛙。 
    去年的万圣节真是⼜又有趣⼜又开
⼼心，真是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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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周厚睿 
⽼老师：吕⽼老师 

朋友 

我有很多朋友，每个朋友都不⼀一样，喜欢的东⻄西也都不同。 

我的⼀一个朋友叫Ryan，他很喜欢⾜足球，是我们⾼高中校队的⼀一员。Ryan很喜欢Liverpool， 
Liverpool是英国的⼀一个球赛。 

我还有⼀一个朋友叫Peter，Peter很喜欢打⺴⽹网球。他的⺴⽹网球打得很好，他还会去很远的地⽅方参加⺴⽹网
球⽐比赛。 

Stephen也是我的朋友。他喜欢数学和科学，他也喜欢踢⾜足球和玩电脑。Stephen喜欢Michigan
⼤大学和Georgetown⼤大学，Stephen不喜欢英⽂文课和功课。 

Spencer也是我朋友中的⼀一个，他喜欢打棒球和橄蓝球，不喜欢功课，但是他喜欢玩电脑。 

我觉得不喜欢功课，并不⼀一定是不好的学⽣生，但是玩电脑如果成了迷，却不是⼀一件好事情，它会
让我们忘了功课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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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L 4 《寒假》
笔者：Hannah Shimada 

⽼老师：Sandy Chang 

我的冬季假期过得很好。我们全家去坐了游轮。 

游轮真⼤大，上⾯面有碰碰⻋车、攀岩、乒乓球、室内
跳伞和滑旱冰。我最喜欢室内跳伞，因为我喜欢
那种⻜飞 的感觉。我也喜欢看妈妈玩室内跳伞。
游轮上的⾷食物也是特别丰富，应有尽有。我最喜
欢吃⼤大⻰龙虾，这次我在游轮上吃了个够。 

坐游轮旅⾏行⾮非常好玩，我还想再去。

笔者：Derrick Ho 

⽼老师：Sandy Chang 

这个寒假我和妈妈，还有我的朋友⼀一起去了 
Wisconsin Dell.  我们游泳、滑雪，很开⼼心，
很好玩。

笔者：Mason Chung 

⽼老师：Sandy Chang 

我最喜欢放寒假。今年的圣诞节，爸爸妈妈送给
我⼀一份我最喜欢的电脑游戏礼物。那天也是弟弟
的⽣生⽇日。我们为他开了⼀一个⽣生⽇日会。我们给了他
很多的礼物，有玩具书，有⾐衣服，还有⼀一个很⼤大
的芒果蛋糕。妈妈还做了很多好吃的菜。我们祝
弟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他很⾼高兴。 

我和我的家⼈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寒假。

笔者：Lya Kurn 

⽼老师：Sandy Chang 

我的冬假，这个星期⼜又开始了 。虽然天⽓气很
冷，但是我喜欢冬天。 

我计划和我的家⼈人⼀一起去我表兄弟家⾥里玩。我
们会⼀一起去看电影和购物。

笔者：Cate Chan 

⽼老师：Sandy Chang 

今年的冬季假期，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台湾看望
我外公。我最喜欢的地⽅方是那⾥里的书店。书店很
⼤大，⼀一共有四层楼，所有的楼层都充满了各种不
同的书。我也去了台湾第⼀一间line的商店。买了
很多很酷的东⻄西。我们还去了夜市，吃了很多各
式各样的⾷食物。我还买了⼀一双⼿手绘的鞋⼦子。 

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我喜欢台湾，希望很快能
够再回来。

笔者：Lily Woo 

⽼老师：Sandy Chang 

我的寒假过得很丰富。我常常和爸爸、妹妹在
外⾯面玩。还和我的两个表弟⼀一起玩。新年是在
朋友家过的。很热闹。新年的时候⼀一直到午夜
才睡觉。我的朋友到早上四点才睡觉。圣诞的
时候我还得到了很多礼物。有玩具，糖和⾐衣
服。 

我的寒假过得很开⼼心。

笔者：Dixon Chung 

⽼老师：Sandy Chang 

我最喜欢放寒假。因为每年的圣诞节也是我的
⽣生⽇日。今年爸爸妈妈⼜又为我开了⼀一个⽣生⽇日会，
我们请了很多亲⼈人和朋友。他们送给我很多礼
物。爸爸和妈妈送给我⼀一个很漂亮的芒果蛋糕，
还做了很多我最喜欢吃的菜。饭后，我们⼀一⾯面
吃⽣生⽇日蛋糕，⼀一⾯面玩电脑游戏，特别⾼高兴。 

我过了⼀一个愉快的寒假。

笔者：Alison Yam 

⽼老师：Sandy Chang 

寒假结束了。寒假期间我有很多时间和家⼈人在
⼀一起。我们⼀一起庆祝圣诞节和新年。我们吃了
炸鸡，⽜牛排，猪⾁肉和⽶米饭。我们有很多乐趣。



 

~ !  ~ 16

笔者：Justine Yam 

⽼老师：Sandy Chang 

寒假时，我们全家去了中国饭馆吃饭，我还
和⼤大姑奶奶⼀一起出去买礼物。妈妈送给我两
本书，我也读了很多书。最⾼高兴的事是我不
⽤用去学校，我有很多时间做我喜欢做的事。
我的寒假过得很有意思。

笔者：Andy Shen，申作正 

⽼老师：Sandy Chang 

因为我的⼩小阿姨要结婚，所以12⽉月10⽇日我和妈
妈，哥哥去了韩国。我是第⼀一次去韩国，对所
有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婚礼那天，我的⼩小阿姨
特别漂亮。我穿上了⿊黑⾊色的⻄西装，也很帅哦！
我们⼤大家都很快乐。

笔者：Kevin Shen，申作民 

⽼老师：Sandy Chang 

2014年12⽉月10⽇日我和妈妈、弟弟、⼤大阿姨⼀一
起去了韩国。这是我第⼆二次去韩国。我是去参
加⼩小阿姨的婚礼的。 

到了韩国我们住在⼤大阿姨家。我有⼀一个表弟和
⼀一个表妹。因为我的韩语说得不好，我就和我
的表弟妹说英语。他们只会说⼀一点点英语，我
就和他们慢慢地说。就这样，我们在⼀一起玩得
也很开⼼心。 

星期天，我们坐⽕火⻋车去了⼀一个雪⼭山滑雪。从⼭山
上坐电⻋车下⼭山时很好玩。 

在韩国的⽇日⼦子⾥里，虽然玩得很开⼼心，但是到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是很想我的爷爷、奶奶、
爸爸，还有我的朋友们，我很想快回美国⻅见他
们。



朱⽼老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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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老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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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 Magill

Darren Song

David Wang

Angelina Yang

Olivia Zhao

Jason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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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mei Gong

Sammy Wen

Ronghe Chen

Angelina 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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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Chen

Michael Zhao

Helena Yang

Grace Sun

Irene X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