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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Board of Directors
Position

Name

Email address

Chairperson

Ms. Lili Zhang

chairpersonbod@xilinnschinese.org

Director

Ms. Sharon Guan

xguan@depaul.edu

Director

Ms. Sabrina Zhu

sabrina_zhu@yahoo.com

Director

Mr. Jimmy Yuan

jyua44@hotmail.com

Director

Ms. Juan Hu

hujuan05@gmail.com

School Executive Committee

Position

Name

Email & Phone

Principal

Ms. Sujie Man (满素洁)

principal@xilinnschinese.org

Mr. Zeqiang Sun (孙泽强)

passociate@xilinnschinese.org

Ms. Wendy Mei (梅文姬)

accountant@xilinnschinese.org

Associate
Principal
Assistant
Principal +
Accountant

224-338-9567
847-924-1852
847-920-8212

封面题字：特别感谢书法班 万兆愚老师 提供的封面“学中文”题字

Editor Tony Xu (许唐) Tony is a junior at New Trier High School. He is a talented artist and his paintings have
won multiple awards. His poster design for Modern and Classic Language was permanently collected by New
Trier High School. His essay “Tomorrow’ World” won the 1st place in the 16th International Chinese Essay
Contest. Tony also enjoys studying math and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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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林芝北中文学校从 2012 年起一直举行作文竞赛，迄今为止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每年作文竞赛都举
办得非常成功，这与家长和老师的密切支持是分不开的。希林芝北中文学校第四届作文比赛在今年四月
落下帷幕，本次比赛我们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文。下面七位选手获得了本组作文比赛第一名，他们依次
是：Ellie Tran，Lila Portis，Dixon Chung，Anqi Yang，孙婕天，上官晓天和余佳仪。我们向他们表示祝
贺，我们相信这些未来的年轻作家们会撑起一片灿烂的文学天空。

除了这些作家们，我们还有年轻的数学家。今年三月，唯尔麦特（WILMETTE）初中数学代表队赢得了
伊犁诺州 MathCounts 比赛第二名。五名队员里，四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他们分别是 Adrian Calinescu,
Maggie Cao, Maggie Lin and Jesse Yang。Jesse Yang 还夺得了个人比赛第二名，代表了伊犁诺州参加了今
年 5 月 7 日到 9 日在华盛顿举办的全国大赛。中文学校丁老师是他的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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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丽女士。张丽
丽女士在搬到芝加哥之前原来在别的中文学校担任过理事，对学校运作有较深的理解。我校还增添了新
的理事 JIMMY YUAN 先生，我们欢迎他们。我们非常感谢卸任的理事主席吴克航先生和理事 Nello
Lucchesi 先生，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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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天，我们迎来
了一位新老师，叫张云惠，是个教课认真、活泼，课堂生动的老师。我们感谢她置身于中文学校的奉
献：她的时间、精力和才智。

School Important Dates
05/15/16 Last Day of School
08/20/16 School Annual Picnic
08/28/16 First Day of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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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博士对设计五年级教材的思路和用意：
张丹
在五年级安排学习《西游记》，是出于以下三个考虑：
一， 集中阅读——学生从一年级开始至今，以比较快的速度认了近 1500 个常用 汉字。为了进一步消化
和巩固所学的汉字，学生需要一个集中阅读的阶段，即在较短的时间里大密度地认读这些汉字。这是让
所学的汉字在学生头脑中最终整合起来 必不可少的一步。用农作物生长打一个比方。农作物生长发育
的各个时期，不仅要求在这时期内每天达到一定的温度水平，而且还需要一定的热量总和，即达到一定
的“积温”。海外儿童学习中文也是如此，不仅要求持续学习短篇的课文，也需要在一段比较集中的时间
内“读进”相当数量的文字。经验证明，这样的集中阅读， 对于海外儿童突破中文学习的瓶颈尤其必
要。为此我们选用了中国古典文学《西游记》作为集中阅读的素材，参照前十二册所学的字词进行改
写，使之既保留原文的 文化精髓，又符合学生的阅读能力。全书共有 65,000 字。
二， 体会成就感——改写《西游记》，让它以一本二十回的“Chapter Book”的 形式出现在中文教材中，
还有阅读训练之外的良苦用心。学生在英文学校的英语学习，届时都已进入读“Chapter Book”的阶段。
经过四年中文学习的学生，如能够读下一本中文的“Chapter Book”，无疑将大大地鼓舞学生中文学习的
成就感，同时也 加强了英文学习和中文学习之间的联系。这个成就感和联系，对于保持学生中文学习
的动力，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 接触中华文化的知识 ——《西游记》不是一本普通的“Chapter Book”，而 是经久不衰的中国经典
长篇小说之一。通过我们的改写本，学生不仅能初步感染到其艺术魅力，而且可以自然而然地接触到许
多中国文化方面的知识。比如唐朝、佛 教知识（如来、观音、西天等）、道教知识（玉皇大帝、太上
老君、炼丹、土地神等），中国的地理环境（五行山、通天河、火焰山等）、中国的民俗（龙王、农家
生活、等等）。而唐僧西去取经之路正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丝绸之路。我们的学生是生活在西方的华
裔，他们自己心灵的成长需要中国文化的滋养，而周遭社会也将 期望他们具有中国文化方面的背景知
识 。《西游记》正可以作为学生将来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铺垫。
《西游记》改写版的一些具体说明
经过改写的《西游记》共 20 回，包括了原著中适合于海外青少年阅读的主要故事。
课文和阅读材料的编排
和 之前的教材一样，《西游记》也是按照课文和阅读材料相互交织的形式编写的。具体安排是：每一
回的首页，作为课文教学用。首页以后的若干页，作为学生的阅读 材料，用较为简易的字词撰写，由
学生回家自行阅读后作阅读理解练习。每一回结束之后，课本上列出该回首页上的主要词汇 36 个，该
回的主要人物图像，以及阅 读部分的词汇提示。
生字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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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本《西游记》所用的生字卡片中，将包括一些以前课文中学过，但学生容易遗忘的字。

词汇的处理

出 于故事完整性的需要，课文中含有少量今后用处不大的词汇，对这类词汇的掌握程度的要求，请老
师视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阅读页中有下划线的词汇，对理解 故事内容是重要的。其中也有一些
今后用处不大的，请老师分别处理。作业中要求学生写出部分词汇的意义，可以鼓励学生尽可能用中文
写，但是碰到用中文解释比 较复杂的情况时，也应该允许他们用英文写。
“文化点”的处理
《西 游记》各回中都有让学生接触中国文化方面知识的机会，比如第一回就有不少文化点。仅就
“猴子”而言，这种动物在中国文化中有它特定的性格角色，是聪明、灵 活、忠诚的象征（由于中国文
化中“天人合一”的概念，动物和植物常常被赋予人的品格，这一点在高年级课文中还会讲到）。还有，
在中国人看来，猴子最 爱吃的是桃子，西方人则认为猴子最爱吃香蕉，这也是许多学生不曾了解的差
别。另外，还有“花果山”、“水帘洞”、“匾”、跪拜的礼仪、老者（老猴）在部落 中的作用和地位，“本
领”、“长生不老”、“神仙”、“道法”的概念，等等。这些“文化点”的处理要注意掌握好 “度”。这个
“度”的掌握，就是要让学生对这些概念有一个正面而鲜活的印象，但不能讲太多、太深，超过学生的认
识能力和兴趣。

张丹 (Diana Wobus, Ph.D.)
简介: 张丹是语言文化技能教育中心执行主任
Google Certified Educator, and Executive Director, DWC
Learning and DW Cloud Tech Consulting
本文选自这个网站
https://sites.google.com/site/mlpchineseinfo/Home/why-learn-xiyou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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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我的爸爸喜欢帆船。我的妈妈喜欢打乒乓球。
我的妹妹喜欢游泳。我喜欢打美式足球。

我的一家
CSL-3 Corina

一次非常有趣的足球课

我家有四个人，妈妈、爸爸、哥哥和我。我们是
美国人。我们住在 Brummel

姓名： 王智明 （Max Wang）

路。我的妈妈是中文老师。我的爸爸是老师。我的
哥哥上六年级，是中学生。我上二年级，是小学
生。我喜欢跳现代舞，我的爸爸喜欢骑车，我的哥
哥喜欢玩电脑游戏。

年龄

年级 2
班级老师

Ashley
足球课开始的时候，教练把我们分成几队比赛
踢足球，每个队有5个人。比赛开始了，我在我们
队的门前被对方队的几个人围起来，我想把球传给
我的队友，但他却站在我们队球门旁边。他没有接
住我的球，球反而进了我们队的门！我们失去了一
个球。

我的家有四个人，他们是爸爸、妈妈、哥哥和
我。我的爸爸是医生，我的妈妈是家庭主妇，我的
哥哥是中学生，我是小学生。我的爸爸喜欢象棋，
我的妈妈喜欢打网球，我的哥哥喜欢打篮球，我喜
欢滑冰。

后来，我带着球又往对方球门跑。他们有几个
人又来围着我，我想把球踢进他们的门，就踢了一
个高球，球从他们头顶飞过进了他们的球门！但很
快球又弹出来，打到了他们的腿上。紧接着，球又
从他们的腿上弹回球门，稳稳地进了对方的球门。
我得了一分！我高兴得跳起来！

我爱我的家
CSL-3

陈焯衡

我有爸爸和妈妈，他们每天工作。我的爸爸是工
程师，我的妈妈是会计师。我的爸爸每天去学校工
作，我的妈妈每天去上班。

这次足球课太有趣了，以为可以得分的反而失
分，以为跳出来的球没希望了，

星期天，我的爸爸教我做功课，做完功课后，他
会和我玩电脑游戏，下象棋。我的妈妈会做早饭给
我吃，还会买很多我喜欢吃的东西。

反而得了一分。太好玩了！

弟弟

我非常爱我的爸爸和妈妈。

姓名：

Brayden

年龄

我的一家
CSL-3

叶敏

上个星期天爸爸带我去上足球课，这是一次非
常有趣的足球课。

我的一家
CS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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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润泽

我的家有四个人，他们是爸爸、妈妈、妹妹和
我。我们是美国人。我的爸爸是商人。我的妈妈是
医生。我的妹妹是小学生，她上一年级。我是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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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2

班级老师

叶敏

我的弟弟个子小，
一天到晚都爱玩。
6

一口饭也不肯吃，

妹妹爱姐姐，姐姐爱妹妹。

一提飞机他就吃，
一个贪玩的小弟

登东方明珠塔
有趣的冬节

姓名： 马子润
年龄

姓名：

7

年级 2
班级老师

叶敏

Emily（胡晓露）

年龄

6

年级

2

班级老师 叶敏
我们家附近的 New Trier 高中每年冬天都会举
办冬节活动。我们参加了今年的冬节。因为我听老
师说，那里平时是高中大哥哥大姐姐上课的地方，
但到时候会变成有很多好玩的游戏的地方。

去年的暑假，我随奶奶回中国探亲、旅游，这次的
旅游、探亲快乐又有趣。
到了中国，姑姑带我去玩了很多地方，但我最喜欢
的还是在上海登东方明珠塔。听姑姑讲，东方明珠
塔是一个广播电视塔，还是亚洲第一高塔呢。当我
看到它时，感觉像一串巨大的糖葫芦。整座塔有十
一个大小不一的球组成，最大的两个球体就像两颗
大大的红宝石。我和姑姑先乘电梯去了最高层太空
舱。电梯速度很快，感觉像坐飞机一样，耳朵有点
不舒服。在太空舱我看到了美丽的上海全景。然
后，我们来到了中间的大圆球，那里有一个用玻璃
做成的平台，从玻璃往下看，地上的汽车就像蚂蚁
一样在爬行。姑姑看着我在玻璃平台上又蹦又跳，
一点也不害怕，直夸我真勇敢。

我们那天晚上一进门，妈妈先买了二十张票。
每个游戏活动都需要一到两张票。我们先来到一个
室内运动场，这里有很多充气的大滑梯和蹦蹦床。
我和弟弟玩了一个很长的蹦蹦床。后来又去了另外
一个蹦蹦床，那里很黑，我们用镭射枪在上面蹦蹦
跳跳。我们还玩了火车蹦蹦床。那里可好玩了，我
们在上面翻跟斗，我们还摔倒好多次呢。我的弟弟
玩得很高兴，不停地叫“妈妈！妈妈！”。
出了运动场，我们来到了高中教室区。我们玩
了扔沙包。我投进了三次，拿到了奖品。弟弟没有
投中，但也有个奖品。我们接着玩了挑鸭子游戏。
那里有一个大水盆，里面有水和很多玩具鸭子。每
只鸭子都有一个号码。我挑到的鸭子号码是 2，我
得到了荧光棒奖品。

我的妹妹
姓名： Danielle Chen
年龄

然后我们来到刮气球游戏的课室。这个游戏很
有趣，我们需要给气球“刮胡子”，比赛谁最快完
成。那里的高中大姐姐们先帮我们穿好了塑料外
套。我们每个人都要挑好一个颜色的气球。我拿了
一个黄色气球，弟弟拿了一个红色气球。我用我的
手在气球上涂满了像奶油的白色泡沫。我要用刮胡
刀在气球上不停地刮，直到把白色的泡沫全部刮下
来。我赢了，弟弟输了。但我们都拿到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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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2
班级老师

叶敏

我家有个三岁半的小妹妹，大大的眼睛，红红
的嘴巴，黑黑的头发，既可爱又淘气。
妹妹学习用剪刀，剪了自己的头发还咯咯地
笑。妹妹学画画，画个自己贴墙上，姐姐看了直夸
好。妹妹又画个姐姐贴墙上，妈妈见了哈哈笑。

我们玩的最后一个游戏是装饰曲奇饼。我
在曲奇饼上放了粉色的奶油和彩色的小糖果。
我做完了就在大孩子的凳子吃。我们用剩下的
7

票去买了水和爆米花。我们在这里碰见了弟弟
的老师和她的孩子们。我也碰见了我的同学。
New trier 高中的的冬节真好玩！

我在学校快乐的一天
我和网队

姓名：

Hannah Herz

姓名： Erik Li

年龄

6

年龄

9

年级

2

年级

2

班级老师

班级老师

叶敏

每天妈妈八点带我去学校，我一到学校就自己
看书。

今年我参加 Romona 四年级的篮球队，我们给
它起 NBA 球队的名字叫 Nets 网队。

我们每天都有体育课，上完体育课，11:20 是
我吃午饭的时间。吃完饭后，我们就出去玩。1:00
的课是：戏剧课、画画课、电脑课、科学课，还有
去图书馆借书。2:00 我们还有数学课------上完所有
课后，我们就回家了。

我内心可紧张和不自信了。每一周我们都跟不
同的队打一场比赛。开始的时候，上场的机会很
少，因为我的技术差，很不好意思给队拉后腿。可
是，我们的教练和队友总是鼓励我，给我机会。十
几场比赛和训练让我进步很快，我现在也能在比赛
中发挥一点作用了。在跟 Hornets 队比赛中的最后
一刻，我投进了一个三分球，全场立即给我加油，
我第一次尝到了进球的快乐。最后，我们战胜湖人
队获得了冠军。

在这一天里，我特别喜欢去图书馆，因为里面
有好多我喜欢看的书。我也还喜欢画画课，因为老
师会教我们怎么画动物和做手工。
这是我在学校里的一天，也是我快乐的一天

好妈妈

篮球让我有了更多的朋友和自信。我知道了：
做任何事情要有收获，必须要有自信，还要做到坚
持不放弃。

姓名： Hilary Guo
年龄

堆雪人

班级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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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敏

我家有位好妈妈，

年级 2
班级老师

6

年级 2

姓名： Evelyn Fang （可可）
年龄

叶敏

聪明又能干。
叶敏

天天上班又做饭，

今天下了一场大雪，我和妹妹、弟弟一起在院
子里堆雪人。

满头满脸都是汗。
我找妈妈和我玩，

我们堆了一个大雪球，把这大雪球当作雪人的
身子。又堆了一个小雪球，把这小雪球当作雪人的
头。然后，用葡萄做眼睛，用红萝卜做鼻子，用石
头做嘴巴。最后，给它围上红围巾。

妈妈总说：
“很忙，很忙。”
我拍拍脑袋皱眉毛，

雪人笑了， 我们大家也都开心的笑了。
8

年龄

爸爸看见哈哈笑。

8

年级 2
班级老师

割草

我家有个小妹妹，

姓名： Jacob Han
年龄

聪明可爱又调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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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走来又走去，

年级 2
班级老师

叶敏

满头满脸都是汗。

叶敏

妈妈帮她来洗脸，

我很喜欢割草，我喜欢看草飞。

她还不肯哇哇叫。

我有时候用剪刀剪草，或者用手拔草，因为有
些地方割草机割不到。一边割草，我会一边拿一个
很大的纸袋子，把草装到袋子里。有时候，因为很
热，我出很多汗，我会把外套脱掉。有时候，草很
容易割，我就会推着割草机在草地上跑，累了的时
候，我会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去割草。等我割完的
时候，爸爸会去检查。如果没有割干净，爸爸会把
没有割好的地方自己割了。我觉得刚割过的草很
香。

我给妹妹玩玩具，
妹抱玩具咯咯笑。
我帮妹妹涂香香，
妹妹干净又漂亮。
每天晚上睡觉前，
亲亲妹妹小脸蛋，

割草的时候很累，但是很好玩。

妹妹笑笑我笑笑，
两双小手紧紧抱。

滑雪

领养猫咪

姓名： Katelyn Fang（乐乐）
年龄

Frankin C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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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哥哥喜欢猫，所以我们向妈妈要求养只
猫。 正好圣诞节要到了，妈妈说我们可以把猫当作
圣诞礼物。

年级 2
班级老师

叶敏

星期六，我和妈妈、可可一起去滑雪。

本来我们只是要一只猫。我们先去了 Petco。在那
里我们看到了几只猫。其中有一只黑猫，爸爸妈妈
不喜欢全黑的猫，说它们看起来有点吓人。我们一
眼就喜欢上了一只白色的猫， 它的名字叫 Mr. C –
猫先生。但是 Mr. C 牙齿有病， 所以牙医把它的牙
都拔掉了。它只可以吃湿的猫粮。妈妈担心它不够
健康，所以我们又去了 Wilmette 宠物中心。

一到滑雪场，看见到处都是雪白雪白的雪，看
不见小草和路。滑雪前，我们先听老师讲怎样滑雪
和注意事项。接着，我们就开始滑。滑呀，滑呀，
我跌倒好几次都站起来继续滑。时间很快过去了，
天也很快就黑了，我们只好回家去了。
我很喜欢滑雪！

在宠物中心有三只猫，它们的名字叫 Juliet, Phineas,
和 Jinx。 Jinx 和 Juliet 是兄妹俩， 宠物中心说如果
我们要养 Juliet，就必须也收养 Jinx。所以我们想要
Phineas， 但是别人已经马上就要收养 Phineas 了。

小妹妹和我
姓名： Jessica
9

我们想了几天，养两只猫好么？后来因为哥哥很着
急，非要马上养猫，爸爸妈妈就说：“好吧，两只
就两只吧”。然后我们就带它们回家了。

我的小妹妹真的很可爱， 生气的时候
脸红红的， 傍晚还可以听到她的哭声。她真是
一个落地响， 她手抓脚踢的度过她的每一天。
我以为世界上所有的小宝宝都跟她一样， 只是
一个会哭的很可爱天天睡觉的小人， 但是我错
了。

纸杯蛋糕
Kaitlyn Jiang

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
如何发现小宝宝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有一天
晚上。 我下床来拿一杯水， 在楼梯上面看见
我的小妹妹钻进一个小洞，我赶紧跑下楼梯也
钻进那个洞， 在洞的另外一边我看到一个不同
的世界。所有的街上，商店里，房子里都是小
宝宝。有一个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买我们
的牛奶， 保证好喝”。 所有的小宝宝都看着
我，我还在看这些东西， 然后我看到了她，
我的小妹妹， 我就赶紧跑过去， 她就马上转
过身来。她说“你好， 姐姐， 你不应该在这
里”。 我说“ 你在这里干什么， 这是哪
里？”。 她就说这里是小宝宝世界， 她每天
晚上都来这里。她还说“你很小的时候也来过
这里”。 说着她带我去她的小房子看看， 在
路上她还跟很多宝宝说你好。我看到了有面包
房， 服装店， 牛奶店， 玩具店 (所有的玩具都
是 3 岁以下的小宝宝玩具)等等。她的小房子里
有一些椅子， 一个桌子， 很多牛奶， 一个小
床， 很多小宝宝玩具， 和一只小狗狗。突然
我们看见外面一道巨大的闪光， 我们赶紧跑出
去， 那里有一个大人， 他手里还有一个照相
机。 我的小妹妹就赶紧拉着我的手跑， 剩下
的小宝宝也在跑。 我问她为什么要跑， 她回
答“你不知道吗？哦对了，你是一个小朋友。
我来告诉你吧。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大人来到
我们的世界， 他看到了所有的东西， 他要告
诉世界关于我们的世界， 但是他担心没有人相
信他，所有他就照了很多照片。 那时候我们的
老大用了一个咒语让那个大人忘记我们的世
界。现在那个咒语失效了，他又回来了。” 我
问她那个咒语是什么， 她说她不知道， 但是
她的一个朋友知道。 这时候那个大人正在照很

我特别喜欢做杯蛋糕。我喜欢放蓝莓，草莓， 巧克
力， 黑莓， 椰蓉，和 肉桂。你也吃纸杯蛋糕吗？
我们可以一起做。我会做出非常好吃的纸杯蛋糕！

我的姐妹
Sabrina Huang
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 我的姐姐叫黄菲
娅，我喜欢叫她叮叮。 叮叮和我是双胞胎， 她比
我大一分钟。我的妹妹叫黄珊娅， 我叫她豆豆。
豆豆现在五个月大， 她非常可爱。我爱豆豆和叮
叮!
我还记得豆豆出生的时候。 我放学以后爸爸
带叮叮和我去医院看妈妈和豆豆。 我们到那里的时
候，豆豆在睡觉，妈妈在床上。我第一次看到豆豆
我就爱上了她。她非常非常可爱， 有一张很红的
脸， 象一个红桃子 。 她戴着一顶小帽子，就象一
个可爱的小天使甜甜的睡着。几个月过去了，豆豆
长的越来越可爱了， 她红红的脸越来越白了。她总
是朝我们笑。 她很喜欢吮手。虽然她不能说话，
但是她能发出一些非常可爱的声音。第五个月的时
候她能够翻身了， 我的妹妹真可爱。
我没有看见叮叮出生， 因为我比她晚出生，
而且也记不住那么小的样子。不过我可以看见很多
我们一起出生的照片。我和叮叮一起长大， 我们很
爱对方， 不过有时候也会吵架。我的爸爸妈妈不太
喜欢我们吵架的时候。我觉得所有姐妹都会有相
处的小问题。

小宝宝的世界
Sophia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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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 Wong-MLP 3

多照片， 所以我们赶紧到她的朋友那里去。她
就问她的朋友是否知道老大用的咒语，她的朋
友回答说她知道。老大是用宝宝们的可爱能力
让他忘记。 现在那个大人快照完照片了， 我
们说了谢谢就赶紧跑出去。我就爬到最高的楼
上面去。这时候那个大人快要走了， 我赶紧对
宝宝叫喊 ” 别跑了， 对着那个大人露出你们最
可爱的脸”。 就那样所有的宝宝都停下来 对着
那个大人露出最可爱的脸， 那个大人把相机扔
掉不见了。我的小妹妹说那个大人已经忘记他
看见的所有的东西。小宝宝的老大过来邀请我
每天都来他们这里， 我也答应了。我们开了一
个很大的庆祝派对， 然后我和我的妹妹就回去
了。等我到家的时候我看了一下钟， 发现和我
们走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时间， 我把小妹妹放
回床上，自己也爬回床上睡着了。

上一年的暑假我们一家人去了 MIAMI，
FLORIDA。这一次的旅行是我最难忘的假期。
我们是坐飞机去 MIAMI， 所以早上起的很
早， 大概是凌晨 3 点钟。 当我们到达 MIAMI 的时
候是中午。 虽然，我起床起得很早，但是我一点
都不累。我们住进了一间叫 RED ROOF 的旅馆。这
间旅馆靠近机场。 我在游泳的时候， 看到飞机在
我头上飞过。 飞机飞过的时候发出非常大的声
音。
第二天， 我们去坐 MIAMI BIG BUS。大巴
士总共有三条路线：DOWNTOWN，UPTOWN，和
BEACH。MIAMI 天气很热。 刚开始的时候，我都不
想坐在顶上的位置。后来，下了大雨，天气凉快很
多，我们才坐到顶上。我发现这里的树很高。导游
告诉我们， 在 FLORIDA， 人们不喜欢坎树。每当
经过大树的时候，我的爸爸 和妈妈都要把头低
下。这样树枝就不打到他们的脸。我很喜欢 UPTOWN
的涂鸦艺术。

这就是我的故事，关于小宝宝们自己
的世界。 所以千万别只凭外表评价人。

第三天，我们去坐游轮。游轮非常大。它总
共有十二层。两个大泳池，和五个热水池。 非常
雄伟的楼梯和玻璃的电梯。我和妹妹最喜欢船上的
儿童天地和西餐厅。船上的东西非常好吃。我很喜
欢那里的牛扒和火山冰淇淋。我们还到了一个漂亮
的岛上玩。岛上很多海鸥。我还买了一个小乌龟。
那里的水很清，我们看到了很多鱼在我们的脚边游
来游去。我们在船上度过了三个晚上。

第一次参加国际象棋比赛
MLP 4

郝一兰

8岁

陈捷老师

我学了半年国际象棋了，刚开始什么也不
懂， 现在知道怎么玩了。老师说我学得

最后，我们还去了 MIAMI 的儿童博物馆。它
里面有一块很大的攀爬墙。但是我很害怕去爬。我
的爸爸找到了一个很大的鱼缸。鱼缸里面有我最喜
欢的五颜六色的鱼。

快，鼓励我参加比赛。这一天，爸爸就带着我去参
加“2015 年国王和王后国际象棋锦标
赛”。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象棋比赛，我心里又兴奋
又紧张。一路上爸爸一直鼓励我，不要

我们回到芝加哥的时候，一家人都很开心。
我们下一年还想再去玩。

紧张，想好了再动棋子，尽自己的努力下，输赢都
没关系。
我们来到了比赛地点，哇，这么多人！叫到我
的名字时，我还真有点害怕。
我最喜欢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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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骑马

我生日的一天

孙婕天 8 岁

Emily Xu MLP 5

MLP4 陈婕老师

在我生日的那天, 我的爸爸妈妈带我去了伊利
诺州州立饥饿岩公园 (Starved Rock State Park) 。我
的两个好朋友也与我一起去了那里, 那里非常好
玩。我们沿着河边的小山坡去看岩洞峡谷, 每个岩
洞峡谷都很深, 构成也都不一样。当我们走在山坡
树林里的小路上, 我们看见了各种各样的鸟和其他
的小动物, 我们还看见了一只小花栗鼠, 它们都非常
飘亮。中午我们去了游客中心的咖啡厅吃了午饭,
妈妈还给我们买了冰淇淋。午饭后, 我们参观了公
园的游客中心和商店。稍作休息后, 我们接着去看
了在河边的饥饿岩峭壁。每到一处, 爸爸妈妈都为
我们照了很多照片, 我和我的朋友还留下了美丽的
合影。最后我们都走累了, 大家就坐在河边, 看着
静静的河水慢慢地向下游流去。随后爸爸开车让我
们踏上了回家的路, 一路上, 我和我的朋友聊着我
们一天在饥饿岩公园的所见所问。那一天, 我们所
有的人都玩得很开心很快乐。那是我至今过的最难
望最愉快的一个生日。同时我心里也非常感激爸爸
妈妈为我做的那次郊游安排, 让我过了一个非常有
意义的生日。

听妈妈说，我两岁的时候，她带哥哥姐姐到
一个国家公园去骑马，我觉得很新奇，也要骑。可
是，等我真的坐在了马背上，就吓得哭了起来，那
是我第一次骑马。后来我长大了，在书里读了一些
马的故事，开始对马有了兴趣。今年暑假我参加了
一个骑马夏令营。我们每天都有骑马课。教练让我
们首先要了解马，和马交朋友，然后学习骑马。教
练教我们学习怎么控制马，引导马。
每天早上，当我见到马儿时，就轻轻地叫它
的名字，向它问好，梳它的毛，跟它讲话，试着和
它交朋友。马儿见我对它很友好，它用鼻子闻闻我
，动动耳朵，眼光就不那么警惕了。在教练的帮助
下，我抬起左脚踏进马蹬，使劲一蹬，右腿一迈，
就跨上了马背，坐在马鞍上了。教练反反复复地教
我们怎样既要保证安全，又要让马儿听话。你想要
马儿走，就要用两腿夹马的肚子；要让马儿停，就
拉手中的缰绳；想让马儿往右走，要拉右边的缰绳
，往左就拉左边的缰绳。我们天天这样练习，我坐
在马背上，起初害怕的心情变得轻松了。我给马儿
吃苹果和胡萝卜，来奖励它，这样我们就成了好朋
友。

我的小弟弟

我发现马儿很聪明，当前面的路不好走时，
它会小心地绕过去，如果需要跨过去时，它知道要
做好准备，然后起跳。这时也在提醒你必须坐直，
下坡时，要把身子贴在马背上，用双手使劲拉住拴
在马脖子上的缰绳，要胆大。马儿是能懂得你的指
挥的，但是有时候也不听话。尤其是，当你碰到一
匹倔马时，那就是对你的挑战了。这时，你必须要
有勇气，想办法让它听话。马儿看到你不害怕，它
也就乖了。

Ivan Chueng
我有一个小弟弟，他的名字是张兆天。他的
别名叫天天。他今年快四岁了。他有一头柔软的头
发，棕色挟长的眼睛，和一个可爱的脸。
天天是一个既聪明又有点儿傻乎乎的小
孩。比如，他能独自完成三十块的拼图。还有，他
经常做一些傻傻的动作来逗我们开心。

夏令营结束了，学骑马的经历让我永远难
忘。马儿的聪明和厚道让我对它产生了深深的敬
意。骑马是具有挑战性的，你既要勇敢又要有智
慧。骑马让我觉得很有乐趣，我喜欢上了骑马。我
会继续练习，梦想成为一个著名的骑手。

我和天天的感情很好。我们经常一起玩耍，
一起睡， 一起洗澡。我也帮忙照顾他。从小我就
想有一个弟弟，现在我有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天天，
我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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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冰川里划船
Grouse Mountain

Olivia Zhao MLP5
赵伊欣

佘浩暐 MLP 5

去年夏天， 我们全家到阿拉斯加玩了两
周。有一天的日程是划皮划艇。我很高兴。
去年夏天，我们全家去西雅图小提琴夏令营
和 Alaska Cruise 之后，我们又到了加拿大的温
哥华。我爸爸说附近有一座山叫 Grouse
Mountain, 看看我们能不能去爬山。刚开始我
不要去，可是爸爸终于说服我们去看一看。我
们先到参观中心去问一问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爬
上山去。那个阿姨说一般人需要两三个 小时。

我们来到了集合地，有人叫我们去一个
大房间。里面有很多防水衣。我拿一件橙色的
外衣，一条橙色的裤子，一双黄色的雨靴和一
件红色的救生衣。我环顾四周，就笑了因为我
们全家人穿得像火警。
伊琳，我们的领队，告诉我们有四条皮
划艇。她自己的船比别的更小，所以我就跟她
坐一条。我和伊琳把别的皮划艇推进湖里然后
我们自己出发了。

爬山的那条小路叫做 "Grouse Grind"，一听
上去就觉得挺可怕的。幸好我们还有一包从阿
拉斯加带回来的巧克力。我们走到了山脚下，
看到了一些人在伸腰，压腿，喝水，准备好要
爬这座 大山。山脚还有一块路牌，上面写着：
“单程爬行”。这意味着我们一旦开始往上爬，
就不能再回来了。就这样，我们开始爬山，没
有什么准备，只有一包巧克力和 几壶水。

划了一会儿，我们就到了第一个冰川。
伊琳表扬我有力气划得好。等其他人都靠近
了，她指给我们看一个冰洞。我们一个一个的
慢慢划进去。冰水一滴一滴的落在头上。冰洞
里是漂亮的蓝色。我们去了一些那样子的冰
洞。

刚开始，我还很有力气。但过了十分钟，我
就走得慢一些了，像树獭一样。后来我再也走
不动了，就坐下来等我家人追上来。我很需要
一块巧克力。我们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大家
都吃了一块巧克力。休息好了以后，我们就又
开始爬山了。

我们去的最后的一个冰洞比前面的更
长，也更漂亮。因为洞顶很矮我们躺着一边
划，一边欣赏美妙的蓝紫色。
伊琳带我们停下船，爬上一个大冰川。
我们休息，喝了热可可。我们来到了一个悬崖
边，看到下面美丽的蓝湖。

我们休息了好多次，吃了好多巧克力，花了
三个多小时时间才爬上山去。等爬到山顶上，
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冰川划回岸边。
我们告别了伊琳，把这美景记在了脑海里。

滑雪！滑雪！
夏岩 八岁
五年级 何老师
我非常喜欢滑雪。八年前，我开始了滑雪。
每一年，我家去一次落基山滑雪场度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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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妹妹

是为什么我喜欢冬天。我为什么喜欢滑雪呀？这是
我的回答：

王泽睿 MLP 5 五年级 何老师

滑雪是我最喜欢的运动。要是滑雪，你会有
好的锻炼效果。你又会觉得滑雪很好玩。滑雪开始
的时候不是太容易，但是要是你再滑下去，你会觉
得滑雪很有意思。站在高高的山顶上，你会看到漂
亮的风景。我觉得我看见的最好看的风景是在滑雪
中看见的。

我的妹妹叫敏敏。敏敏现在两岁，她大概有我的腰那

么高，梳着两个小辫。长得白白的肉乎乎的，动起
来像个小熊猫一样。
我的妹妹是个非常可爱和好玩的人。敏敏不爱哭
闹，每天都笑嘻嘻地跑到每天都笑嘻嘻地跑到我的
面前来催我跟她玩，她最喜欢我和她一起做游戏。
我溜冰的时候敏敏总是往我方向挥手，看到我在她
面前停下来她就会咯咯咯地笑。我不高兴的时候她
还会陪我呢！因为这个，我觉得敏敏是个可爱和好

今年春假，我跟我爸爸妈妈去盐湖城。但
是，我们不是一家人去，而是和另外两家一起去。
我已经等着去盐湖城滑雪了。跟朋友们一起去滑雪
是我一直想要的。每一秒钟，你在山上跟你的朋友
们滑下来，怎么会不好玩呢？

玩的人。

八年中，滑雪的时候，我没有一分钟不快乐。

敏敏也很聪明。要是给她看合照，她知道哪
个人是她。我读书的时候她跟我读，我唱歌的时候
她也跟我唱，而且敏敏会唱好多好多的歌。她知道
怎么开平板电脑，怎么在电脑上放动画片！她知道
什么东西好吃，什么东西危险，什么东西好玩，也
知道家里每个人的称呼。现在你应该可以知道了为
什么我妹妹很聪明。

小猫猫的朋友
Yudora Petraitis MLP 5 五年级 何老师
小猫猫的家很有意思。小猫猫🐱，小狗狗🐶，和小
马马🐎住在一起。他们的左边邻居是小羊羊🐑和小
鼠鼠🐭。它们的右边邻居是小牛牛� ，小猪猪🐷，
和小兔兔🐰。它们都是好朋友。

虽然我妹妹是个很聪明，很可爱和关心别人
的人，她像每个人一样，有时候也会犯错误。敏敏
有时候把家里的一盒餐巾纸全部抽光，浪费好多
纸，也把家里弄得很乱。敏敏有时会摔东西，像
碗，书，玩具，和别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爸爸
妈妈会说她，我就觉得妹妹看着可怜。

有一次，小猫猫，小狗狗，和小马马让小羊羊，小
鼠鼠，小牛牛，小猪猪，和小兔兔睡觉在它们的家
里。小猫猫问，“你们要看什么电影？我们有：水
上公园，和孙悟空大闹天宫。我让你们选吧。”小
猪猪说，“好，好！可是，我要两个都看！”小马马
说，“没事，我们能看两个电影。”所以，它们看水
上公园。它们在吃披萨饼和蛋糕，喝橙汁，突然，
在一个黑暗处，有一个人的模样。它们都很害怕。

这就是我的妹妹，她是个很可爱，好玩，聪
明，有时淘气的小姑娘。我很爱她。

西红柿

小猫猫跑到门口，锁上门。可是，那个人很厉害，
把门打破了。原来，就是“Fred”，是个小丑。他住
在它们的地下室。“Fred”给朋友们吹气球，吹呀吹
呀，它们都很高兴。然后，它们都看孙悟空大闹天
宫，快快乐乐。小羊羊说，“小猫猫，我累了。我
要睡觉。”它们都很累。所以，它们关了灯，去睡
觉。小狗狗说，“晚安。”

MLP6:王点点 (Alan Wang) 指导老师：吕永巧
每天早上醒来,我会到楼下看会儿电视。透过玻璃
窗户，我看到种在外面的西红柿挂在大绿叶中，显
得非常漂亮。一阵微风吹来，西红柿摇来摇去的，
好像在对我说，快来摘我回家吧。
有时我看见三只花栗鼠和松鼠抱着西红柿吃，这真
是它们的美味啊。还有一次，当我去外面摘西红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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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现小松鼠们还在那里，我就把西红柿试着给
它们吃，

雪花
MLP6:王书飞指导老师：吕永巧
它们居然不跑开，还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真是太
有趣了。
昨天傍晚时分，天色已变黑，小小的白白
的雪花开始从天上轻轻地飘落到地上。第一朵雪花
落到了外面的绿草地上，接着一朵又一朵的雪
花， 缓缓地落到地面，一整夜都没有停。

每次我把西红柿摘回来给妈妈，妈妈都会把它们放
在有水的锅里。水开时，我看着西红柿皮由明亮的
红色变成粉红色。妈妈会把西红柿皮去掉，然后给
我们做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黄瓜炒鸡蛋，还有西
红柿鸡蛋汤，有时妈妈还做西红柿肉汤。吃着妈妈
做的西红柿，我觉得自己好开心，好幸福。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后园已被积雪盖
满了，外面的世界像被一个白色的被子盖住了。树
上的小冰块像珠宝一样亮晶晶的，在阳光里闪烁。
小鸟在地上寻找吃的，松鼠也在树枝上跑来跑去像
在玩捉迷藏。我在窗边一边看一边想，这是不是一
个仙境？

雪

因为积雪很多，所以今天学校放假了。一听
到这消息，我高兴坏了。于是快快地吃完早餐，穿
上大衣。我开门出去拿了一个铲子来帮爸爸铲雪，
爸爸把铲的雪堆放在一起。记得小时候的我会跳进
去，一跳进去雪就随风飘到四面八方。在我的心
中，下雪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因为随之而来的是美
丽的雪花。

MLP6: 姚楷予 指导老师：吕永巧

我在屋子里写作业，突然发现有一些白色的东
西从天上掉下来，吓得我一大跳。我往天上看，发
现有好多小雪花飘在了空中，天上的灰云把太阳也
给挡住了。
我一直看着外面，眼睛一动也不动。雪一直
下，不久就好像给大地盖上了一层白色的被子。窗
户上都铺满了雪，我都快看不到外面了。我跑到楼
下把门打开一条缝，哇，一阵冷风吹到我的脸上，
我打了个哆嗦，好冷啊！

杭州游
MLP8:余佳仪 指导老师：吕永巧

去年暑假我回到了家乡上海，舅舅决定顺道
带我去杭州游览。听说我们要去杭州，我可高兴
了，因为我知道那是一座天堂般的城市啊。

慢慢的，天空变成了一个雪的世界，我把门关
上跑进屋去。我爸爸说，他不喜欢下雪，因为他得
铲雪。可是，我的弟弟很开心，因为他可以出去玩
雪了。

我们到达杭州的第一天，看到街上熙熙攘攘的
都是人，古朴的杭州民宅悄悄地透着寻常百姓生活
的快乐。我们住的凯悦宾馆虽然里面的设施非常高
级，外面的房子却看起来古色古香，这些江南特色
的房子给我一种不同的感觉，好像每一棟都有自己
的故事，都在跟我说：“看看我吧！我可是这里老
居民！”我的遐想被舅舅打断了：“佳仪，趁

我喜欢下雪，因为我觉得下雪是个特别的日
子，我希望你也喜欢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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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休闲一下吧，后面几天会很累的。” 舅舅
并没有说错，可是他忽略了在以后的几天里，除了
累，我也会多么的幸福，多么的开心。

来我们又看了西湖上的音乐喷泉，五颜六色的水从
黑暗之中喷了出来，不停的变换着不同的形状和颜
色，观众看得都陶醉了。

去杭州是绝不可错过西湖的，早就听说 “上
有天堂，下有苏杭”，如果你真的到过杭州，那杭
州一定会成为你生命中永远忘不了的 “天堂”。
想想吧，盛夏，西湖边，一片一片的荷叶和一枝枝
亭亭玉立的荷花浮在西湖荷塘上，美丽如镜的西湖
白天黑夜都变换着不同的景色，更有成天围着西湖
边快乐飞翔的小鸟，还有远处隐隐映衬着的山，这
就是天堂的湖光山色啊！

热热闹闹的杭州行终于要结束了，我有些伤
感，都不想和她说再见了。我想我已经把这座天堂
般的城市装在心里了，希望不久的一天，我还会再
回来。

我最爱读的一本书
MLP8:郝一达

以前，我无法想象在西湖上坐船的感觉，可是
一旦坐在悠悠荡荡的船上，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
这是一艘很特殊的游船，造型模仿古代的船舫，在
太阳的照射之下，金匾闪闪发着光。我想象着自己
成了当时的皇帝，乘着微风，尽情地游览。在游船
上，我看到了出发前与妈妈一起聊过的著名景点
“雷锋夕照”，“三潭印月”。可惜，那时候雾非
常厉害，后面秀美的山峰只是隐隐绰绰，若隐若
现，其实这也像极了一位害羞的少女。下了船，
我们游览了“柳浪闻莺”和“曲院风荷”，这些美
景好像在欢迎我似的，我很开心地迎接它们，美美
地摆着各种姿势与它们合影。在公园里，我不仅欣
赏了“花港观鱼”里的大红鲤鱼，还拿着鹦鹉拍了
照，其他动物们也总是跟我急急忙忙地打招呼，多
有礼貌啊！

有时候看书是为了使自己能够享受和参与到一
个美好的故事里。但每一个故事在不同人眼里都会
有不同的印象。通常，最受人喜欢的故事情节会有
动、同、和感这三个部分。我觉得一个故事一旦有
了这三点撑着情节，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好故事了。
我最爱看的一本书叫 The Hunger Games。作者
是 Suzanne Collins。这本书里就拥有了动，同，
和感这三点重要的调料。这本书讲的是一个生活在
政府控制下的一个女孩。她被放入一个生存游戏
里。在二十四个人当中要互相厮杀，其中只有活下
来的最后一个人才算赢。她要靠自己的机智和体力
来生存到最后。这个故事的动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在这本书里，Collins 写的细节深如海。她描述的
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声每一个声音详细得可以使读
者感觉好像是自己在现场。让我们感觉到是我们为
了自己的生死劫在森林里奔跑。是我们在磷火里喘
不过气。这就是动的画面，能够让读者从现实穿越
到故事里去。
同，这个字代表的是感同身受。在 Hunger
Games 里，女主角需要靠自己的实力才能撑住自己
的生活和自己的家。虽然她付出的努力比我和很多
人要多得多，我们任何人都需要付出努力才能得到
想要和需要的东西。这种有辛苦和斗争才有收获的
道理与我们现实生活是相同的。
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感人的爱情部分。因为
Hunger Games 的情节是围绕着生和死这两点，从这
里冒出来的爱情故事就更加有声有色了。不论是在
这个故事的电影还是书里，当我们看到两个男女主
角为了爱情准备同生共死的时候，我们读者被深深
地感动了。Collins 高超的写作手法再次把我感动
到了。
因为我现在生活在一个美好的环境里，我从
来没有深切地想过外面或未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

第二天，我们进行的是“骑自行车环湖游”。
骑行的第一站就是“苏堤春晓“，我们经过一座又
一座起起伏伏的桥，沿途尽情享受西湖的美景。最
后我们到达了观看雷锋夕照最好位置的地方，看着
雷锋塔在夕阳的照耀下慢慢地变成一片五彩缤纷的
颜色，特别美。晚上舅舅请我吃饭。我想说，杭州
不但景美，还有很多美食呢！杭州的菜都做得很精
致，味道特别好，我吃得津津有味。其中有一道菜
是用猪肉片做的，搭成像雷锋塔一样的形状，跟饼
一起吃，美味极了！饭后舅舅给我买了一个有我头
那么大的棒棒糖，形状像只小鸟，又好玩又好吃。
晚上，舅舅还带我去看了不少的演出。其中让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张艺谋导演的“西湖印象”，他
讲的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以西湖的水面和夜景
做为背景。几百个演员扮成鬼在水中的船上演出，
演员们穿着美丽的服装，随着优美的音乐舞动着，
周围的树和布景都点燃着灯，场面即美又壮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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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The Hunger Games 这本书把所有的快乐，悲
伤，和痛苦的生活都编织在一起，把我们的现实生
活变成了一种童话。带着这样的一个文字优美，深
受感动的情节和动，同，感这三点，不能不说这是
一个出色，完美和精彩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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