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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任编辑李魁林 (Kuilin Li)： 现为 New Trier Township High School 四年级学生，在希林芝北中文学校做了八年的志
愿者工作。鉴于多年来对华裔社区和中文学校的杰出贡献，李魁林于 2016 年荣获芝加哥华裔青年领袖才能大奖。

Chief Editor of this issue: Kuilin Li. Kuilin Li, currently a senior at New Trier Township High School, has volunteered
at the Xilin NS Chinese School for 8 years. For hi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the local
Chinese Schools, Kuilin was granted the Chicago Chinese Youth Leadership Award in 2016.

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自 2000 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17 届。自从得知大赛消息，我校没有一次落
下比赛。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赛组织水平与影响力与日俱增。这项大赛是由中国侨联、全国台联、人民
日报海外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快乐作文》杂志等单位联合主办。这项大赛已成为传承弘扬中华
文化，推动华文教育在海外兴盛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
一如既往，我校参加了此次大赛。我校一共有 12 名同学获得一二三等奖。Sophia Wang 同学的《“孝”
是学会感恩》和 GRACE YU 同学《我的社会科学老师——Mr.Korinek》荣获第一名。她们的指导教师是我
校的教 MLP 教材 6 年和 8 年的吕永巧老师。其他学生获奖的老师是 Ashley Liu，Sandy Chang， Stephanie
He , 张棣和陈婕。值得表扬的是 Sandy Chang 老师，她是教 CSL （CHINESE AS SECOND LANUAGE）， 她教
的学生一共有三人获奖。
其他获奖的同学是：
名次

获奖人

题目

指导老师

二

Yu, Ethan

下雪了

Ashley Liu

三

Chan Cate

My Teacher

Sandy Chang

三

Yam, Justine

Panda

Sandy Chang

二

Chung, Dixon

游泳赛

Sandy Chang

二

James Chen

我的老师

三

KEVIN HU

孝的故事在我家 吕永巧

二

Annabel Ma

我的老师--Mrs. Weil 吕永巧

二

Jesse Yang

我的田径老师

吕永巧

二

Elan Hao

刻南瓜灯

张棣

三

Sun, Jadyn

我爱骑马

陈婕

Stephanie He

请让我们祝贺他们。

Your Ad Here!

Fall 2016 Important Dates

Become a sponsor and support the non-profit
Xilin NS Chinese School.

11/06 Daylight Saving Time Ends

请考虑赞助希林芝北中文学校！

12/11 Last Day of Fall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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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 Thanksgiving Holiday (No School)

我们的暑假生活

我们的暑假生活

CSL5

CSL6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教室里，CSL5
班的同学们正争先恐后地分享着他们丰富
的暑假生活点滴。

三个月的暑假很快过去了，让我们来
看看 CSL6 班的同学们是怎样度过他们的
暑假的。

Lila 写道：我去加利福尼亚参加了爸
爸朋友的 50 岁生日，并且在生日会上交
了许多新朋友，我们一起吃、一起玩、一
起笑。爸爸的朋友有一个七岁的男孩，他
是我最好的朋友。

Leif： 暑假里我去加拿大看望了爷爷
奶奶，还去看了我的堂哥，我和我的堂哥
一起踢足球，我们玩的特别开心。
Alison：我去了加拿大多伦多，那里
的中国城真好，我们全家一起去逛街，还
吃了许多中国饭。我们还去看了尼加拉瓜
瀑布，真美！

Dixon 说：虽然我没有去外地旅游，
但暑假里我经常去游泳，还在家看了很多
油管里的电影，除了这些还常常去朋友家
玩。

Sean：我去了加拿大看望爷爷奶奶。
还有机会和舅舅一起练习了说中文。

Mason 说：除了弟弟上面说的，我
们还去看了 Secret Life of Pets 和 Star
Trek。

Justin：我也去了加拿大，那里的中
国城很大，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Hannah：我去了阿拉斯加。我们在
那里爬山，钓鱼。天气没有我们想象的那
么冷，我们看到了很多熊和驼鹿。那里的
风景十分美丽。

Granita 也抢着告诉大家说：我们全
家人一起去了纽约，并在那里坐了船。我
还去了夏令营，也去滑冰了。我的暑假过
得很丰富。

Lya：我和妈妈及朋友去了威斯康星
的水公园。我喜欢去那里玩。

Grant 说， 我参加了一个很棒的自行
车夏令营。

Michelle：我也去了阿拉斯加，去看
了大熊抓三文鱼，很好玩。我还去了夏令
营。

大家都度过了一个快乐而又丰富的暑
假。

最后，同学们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都去了加拿大，Lya 问：“你们是不是约
好的呀？”大家说：“是。” 说完后都
哈哈笑了起来。我们的暑期生活分享就这
样在同学们欢乐的笑声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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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心
Lauren Lam (CSL2)

人，我建议您访问明轩火锅海鲜酒
家。这两个餐厅都是我最喜欢去吃
美味点心的地方。
我爱点心，因为它们味道好极
了 ！

吃点心是我开始一早最喜欢的
方式！点心是一种中国食品的风
格。点心餐是由小托盘和小盘子装
的小口食物组成。
点心餐是以它们提供食物的方
式之一而闻名的。这些小蒸笼托盘
和盘子是放置在推车里的。食客们
无需离开自己的座位，就可以从众
多品种中做出选择。
我们最初开始尝试点心是与热
茶和水一起的。我妈妈只允许我喝
稀释后的茶。当茶水端上后，服务
员给我们一张纸菜单和一张带照片
的菜单，以及一支笔，用来标记我
们想点的菜。订点心餐的另一种方
式就是选择你从推着的餐车里看到
的品种。
当蒸笼盖子被揭开时，点心很
烫并且冒着热气。我最喜欢的是烧
麦和鸡脚！我想美国人是害怕吃
的，甚至不敢尝试鸡脚点心。但我
和我的弟兄们爱这些点心！烧麦是
用方形薄薄的面团纸裹成的传统中
国饺子。里面有猪肉、 碎虾肉、
葱和香菇。每个烧麦最后都用一小
块方形胡萝卜或鱼籽盖在上面。
现在我们要继续去看看甜点！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蛋挞。"蛋挞"是
烤成的甜食。它外面是油酥皮，里
面充满了蛋奶糊。这是甜食点心菜
单上最常见的一种。
如果你住在芝加哥北边，我推
荐您去百老汇和阿盖尔街上的富丽
华。对于那些离芝加哥南边近的

我最喜欢的中国菜
吴柏毅 MLP5
我最喜欢的中国菜是北京烤
鸭。
我每次去中国都要去北京，每次到
北京我都要去吃北京烤鸭。我在北
京去过全聚德，便宜坊，和大董烤
鸭店。三个店的烤鸭不一样，但是
我都很喜欢。我在网上看到北京烤
鸭都是用特殊的方法养殖的。
在店里吃烤鸭的时候，大厨们
会把整个鸭子端到你的前面，然后
用刀一片一片的把鸭子切下来。烤
鸭最好吃的地方是鸭皮，因为皮很
脆. 北京烤鸭都是裹在面饼里面
的。我也喜欢面饼因为很松也很
软。饼里面也涂甜面酱。肉也很好
吃因为很嫩。还有别的你能加的东
西，像洋葱，黄瓜，密瓜，等等。
有一次我吃了十二个烤鸭饼。我还
可以吃更多但是我妈妈和我姐姐都
不让我再吃了。
北京烤鸭是我最喜欢的中国
菜。你最喜欢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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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中国菜
Ethan Yu
MLP 中文二年级

我的弟弟和蛋炒饭
Heidi Zhang
MLP 中文二年级

尽管我出生在美国，但是我最
喜欢吃的是中国菜。为什么呢？
我有三个理由：
第一，我的爸爸和妈妈会做很
好吃的中国菜。 我最爱吃妈妈包
的饺子。 它两头尖尖的，中间胖
胖的，身子长长的，就象一只小船
儿一样滑进我的嘴里边儿。我一次
可以吃十多个呢！
还有，在我九个月大时，我开
始对牛奶过敏。你们都知道，很多
美国吃的，比如 cheese，pizza 都
有奶, 我全不能碰。 好在大多数
中国菜没有这个问题。我就有越来
越多的机会去吃多种多样的中国
菜。
最后，就是因为我找到了一家
非常棒的中国饭店，名字叫绿园。
我每次去，老板叔叔给我做特别的
辣豆腐，又香又甜，有很多种味道
在里面。另外，脆脆的鸡肉肉，滑
溜溜的鱼片，和亮晶晶的粉条儿都
是我的最爱。每次一定要的。
这些就是我喜欢中国菜的主要
原因。我想，以后我长大了，不过
敏了，不管我在哪儿，我的胃是不
会变的，还是一直会爱中国菜。

我的弟弟叫张无敌, 他非常喜
欢吃蛋炒饭。每次妈妈做蛋炒饭，
他可以吃三到四碗饭，要是晚上没
有蛋炒饭，他就不吃或只吃一点，
然后告诉妈妈他不饿。他一看见蛋
炒饭就眼睛发亮，用手指着自己的
嘴巴叫到：“蛋炒饭！蛋炒饭！我
要吃！我要吃！” 我觉得好有
趣。
我们每次出去吃中餐馆他都要
点两盘蛋炒饭, 一盘他吃不饱。最
有趣的一次是他三岁的时侯爸爸带
我和他回中国，一个叔叔请我们吃
午饭，他先点了一盘蛋炒饭，吃完
后他对爸爸说：“还要。”叔叔就
又点了一盘。他很快又吃完了，然
后对爸爸说：“还要。” 叔叔又
点了一盘。他很快又吃完了，对爸
爸说：“还要。”爸爸说：“不
行，吃多了会肚子痛。晚上回家要
奶奶给你做。” 他一回到奶奶家
就喊：“奶奶， 奶奶，我要吃蛋
炒饭。” 奶奶说：“好，好，我
给你做。” 结果他又吃了一大盘
蛋炒饭。后来他抱着肚子说：“肚
子痛，肚子痛。” 奶奶说：“哎
哟，你今天吃了太多的蛋炒饭。以
后不能这样吃了！” 他一天吃了
四盘蛋炒饭，太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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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
范凌波
MLP 中文五年级

我想成为旅行摄影家和作家，
我喜欢去世界各地用镜头和文字记
下不同的风景和故事。Eleanor
Roosevelt 说过, “未来属于那些
相信他们美好梦想的人们。” 我
会为实现这些梦想而努力加油的！

你可能会问：“你长大想干什
么？”
我会回答：“我很想成为一名
旅行摄影家和作家。” 为什么
呢？因为我热爱旅游和摄影，也喜
欢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写出
各种各样的故事。
我喜欢去各地旅行。每次游行
我都会把不同的景色和人文用照相
机记录下来。看着那些照片，我都
会回忆起旅途里的趣事和美丽风
光。如果有机会，我会拍摄西班牙
的当地美食和瑞士迷人的山山水
水；我也会用镜头记录下中国雄伟
的万里长城和印度华丽的泰姬陵；
我更会去拍摄南极可爱的企鹅宝宝
和夏威夷的五彩热带鱼。去不同的
国家和地区旅行不仅让我看到不一
样的风景，也可以让我了解各种文
化和生活习惯，丰富了我的知识。
我想成为作家是因为我愿意用
我的文字来表达我的内心感情。这
样一来，我就不会被自己的情感所
束缚。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也许
会写一个悲伤的故事来宣泄我的心
情。在快乐的时候，我或许会写一
个盛大的六月游行。在困惑的时
候，围绕着一场激烈的游泳比赛的
故事大概更能表达我心情。文字是
打开心灵的窗户，我愿意和读者分
享我的故事和感受。

我的梦想
Luke Chiu
MLP 中文五年级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伟大的冰
球运动员。
冰球是一项紧张刺激的体育项
目。它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非常
流行。我从小就喜欢打冰球。我四
岁的时候，妈妈就教会了我滑冰。
后来我在冰场看见别的小朋友打冰
球，觉得很有意思。我就参加了冰
球队。
冰球是一个速度很快，对抗激
烈的活动，所以冰球运动员需要很
多保护设备，穿上这些保护设备之
后，运动员显得很高大。
我想成为一个冰球球员，我认
为打冰球很好玩。打冰球可以锻炼
身体。也可以和小朋友建立友谊，
我有很多打冰球的好朋友。我现在
在球队里是岁数最小的，但我打的
非常好，我的速度很快，常常进球，
帮助球队取得胜利。我很开心我常
常可以帮助球队起胜。
我成了冰球运动员以后，会很
有钱，可以帮助穷人。我希望将来
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冰球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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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
郝一兰
MLP 中文五年级

我的梦想
孙婕天
MLP 中文五年级

每个人都有梦想，有的想当医生，
有的想当警察， 有的想当画家。 我
的梦想是当一个游泳高手。
我记得五岁第一次去游泳池玩水
的时候， 一不小心滑到池子里面呛
了水，幸亏被旁边一位救生员叔叔
很快捞上来了，我才没有被淹到。
那时候我就决心一定学好游泳，做
个游泳高手。 要是我学好游泳，我
就不怕被水淹到， 如果有人落到水
中， 我也能去救他们上来。 要是我
学好游泳， 我就能像一条鱼那样自
由地在大海和大湖里游泳，说不定
还能看到大海里面的美丽的珊瑚和
热带鱼呢。要是我学好游泳， 我还
能和许多会游泳的朋友们一起比赛，
既能锻炼身体，又会有很多乐趣。
为了学习游泳，夏天的时候我
经常去游泳池练习，有好几次都呛
到水我也不害怕， 不放弃。开始的
时候我还穿着救生衣下水 ，浮在水
面上，练习了几次之后， 渐渐地我
就可以甩掉救生衣， 自己漂在水面
上了。
我现在已经学会了一点游泳，
但是还很不熟练。将来我一定努力
练习，争取当一个游泳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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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是跟妈妈一起住在一
个糖的世界里。
有一天夜里，我睡觉的时候，
从梦中醒来，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
糖做的，我咬了一口枕头，好甜呀！
我下床去刷牙，不小心把牙刷吃掉
了，好甜呀！我用水洗脸时，发现
水也是甜的。我拿毛巾擦脸，却觉
得脸上粘糊糊的。我换衣服的时候，
觉得衣服重重的、粘粘的，我用舌
头舔了舔，也是甜的。我觉得我住
在糖的世界里。我下楼去吃饭，妈
妈叫我吃绿色的菜花，我不爱吃菜
花，但是突然一想，菜花一定也是
甜 的， 立刻 就吃了 。 妈 妈问 我 ：
“你知道咱们住在糖的世界里吗？”
突然我真的睡醒了，才知道我刚才
是在做梦。
糖对人们很重要，我们的生活
离不开糖，比如做菜、做点心都需
要糖。糖也可以作为礼品送人，可
以把甜蜜带给人们。可是，妈妈告
诉我，糖虽然好吃，吃多了很不健
康。我梦想着，等我长大以后，要
发明一种健康的糖，和真的糖一样
好吃，而且对身体有好处，这样，
我就真的可以梦想成真了，住在糖
的世界里。

我的梦想
陆明月
MLP 中文五年级

我的梦想
侯科敏
MLP 中文五年级

等我长大以后，我想当发明家。
我当发明家的时候，我要发明许多
东西帮助老百姓生活得更方便。我
要发明一个东西，叫“修手表机”。
这“修手表机”能修手表。这有什
么好处呢？因为你旧的手表坏的时
候，这“修手表机”能帮你把它修
好，你就不用去买一个新手表。修
手表的时候，还有传感器，能感应
手表坏的地方的样子。感应出坏的
地方的样子以后，它能想出为什么
这坏的地方坏了，就能修对了，还
不 用你 改它 做的工 作。 你要 买 这
“修手表机”，可以和别的手表一
起买，或者可以单独买。
我还要发明一个东西，叫“找
东西机”。这“找东西机”能很快
找到你丢掉的东西。这有什么好处
呢？如果你丢掉一个东西，可是你
喜欢这丢掉的东西，或者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这“找东西机”能
很快把这个你喜欢的或者重要的东
西安全地还给你。找东西的时候，
也有传感器，也能感应你要它找的
东西，就能把你丢掉的东西找到。
感应这丢掉的东西的时候，它能想
出怎么把它安全地拿出来，也能从
又窄又小的地方拿出来。
你看，这两个东西就是一点点
我现在想要发明的东西。当发明家
是我现在的梦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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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熊猫,可是它
们是濒危动物。我非常不想它们绝
迹。所以我的梦想是帮助熊猫快乐
地生活。
帮助熊猫首先要了解它们。我
知道很多熊猫宝宝被它们的妈妈压
死。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但这是真的。想像一下， 一个熊猫
妈妈正在好好地跟它的孩子玩。突
然熊猫妈妈听见了一个声音，它站
起来，小熊猫掉下去了。熊猫妈妈
又坐下去。但它不知道小熊猫去哪
儿了，其实小熊猫已经被妈妈压死
了。我觉得可以这样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在熊猫宝宝刚出生以后，把熊
猫宝宝和妈妈分开几天。这样的话
熊猫妈妈可以更习惯动物园的声音。
第二个帮助熊猫的办法就是多
种竹子。因为熊描只吃竹子， 几乎
不吃别的东西。人们也不要在能猫
住的地方砍竹子。
我很幸运去中国亲眼看到了能
猫。如果我们继续保护好它们，以
后的小朋友就一直能看到可爱的大
熊猫了！

饺子
刘薇安
MLP 中文五年级

西红柿炒鸡蛋
Yanchen Liu
MLP 中文五年级

我喜欢很多中国菜，酱油鸡，
北京烤鸭，炒面，馒头。但是， 所
有的食物中，我最喜欢吃的是饺子。
感谢东汉末年的医学家张仲
景 (约 公 元 150～154 年 －约公 元
215～219 年）， 我们有饺子吃。 那
时候，人们 耳朵上生冻疮，没有一
个好的办法治疗。张仲景用羊肉和
中药包成饺子煮汤，治好了人们的
冻疮。从此以后，饺子变成了人们
的传统食物。现在的饺子有多种多
样，锅贴，蒸饺，和水饺。
我喜欢吃水饺，就是说，把饺
子放在水里煮的。我的妈妈来自中
国北方，所以，我们通常吃水饺。
我去中国的时候，我和外婆，舅舅，
舅妈，妈妈，表哥一起包饺子。 我
喜欢我的饺子有多汁的馅儿和厚厚
的皮。有的时候，我们包韭菜猪肉
馅儿的，有的时候，我们包白菜猪
肉馅儿的。在芝加哥，我和妈妈也
包饺子。但是，妈妈从来不擀饺子
皮。不要告诉我妈妈，舅舅的饺子
比妈妈的好吃。
饺子，不仅仅好吃，它已经变
成了节假日中必须有的食物。我们
庆祝新年的时候，吃饺子。我们去
朋友家里聚会的时候，吃饺子。家
里来客人了，我们也吃饺子。新年
的第一天，人们吃饺子，我听说它
会给你带来好运气。你过年的时候
吃饺子了吗？

我的面前摆着一盘颜色鲜艳的
菜，金色加红色，好诱人啊！你知
道这是什么菜吗？这就是我最喜欢
吃的西红柿炒鸡蛋！
我要和妈妈做饭了！ 我想做一
盘西红柿炒鸡蛋 。首先准备好材料。
我从冰箱里拿出一个鸡蛋和两个西
红柿。打开炉火，我一边用筷子打
鸡蛋，一边等锅热起来。当锅非常
热以后，我把一勺油倒进锅里，再
等油热起来， 然后把鸡蛋全部倒进
去炒。鸡蛋慢慢地从液体变成固体，
漂亮的金黄色出现了，这就炒好鸡
蛋了，我把鸡蛋盛到碗里。下一部
是炒西红柿。我把西红柿切成大块，
再向锅里倒一点油，然后把西红柿
倒进锅里炒，当西红柿变软了，皮
要掉了，西红柿就炒好了。最后把
鸡蛋倒回锅里，和西红柿一起翻炒
几下，西红柿炒鸡蛋就做好了。
我把西红柿炒鸡蛋盛到一个盘
子里，放到桌子上，准备吃饭啦。
真香呀！吃完了，我还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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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的菜是地三鲜
方文青
MLP 中文五年级

我梦想中的职业
佩群
MLP 中文五年级

我从小时候起最喜欢吃的一道
菜就是地三鲜。你一定好奇这是什
么菜？这道菜是北方菜，三鲜指的
是茄子，土豆和青椒。这道菜味道
很浓郁，很适合配着白米饭一起吃。
茄子很软，土豆很面，青椒多汁。
最重要的是酱味很香。爸爸妈妈说
酱是做这道菜的关键。三种原料里，
我最喜欢的是土豆，妹妹最喜欢的
是茄子。妹妹不知道茄子，总是管
茄子教 purple.
妈妈的家乡在东北。暑假时候
我们全家回妈妈的家乡。每次出去
吃饭，我都要点地三鲜。东北的地
三鲜做得最地道，最好吃。每次我
都能配着地三鲜吃满满一碗饭。爸
爸学会做这道菜，现在在美国我也
可以经常吃到地三鲜了。爸爸是这
样做地三鲜的。爸爸先把茄子，土
豆，和青椒切成块，依次放油锅炸
成金黄色。然后爸爸把它们入锅和
豆酱一起烧十分钟，等豆酱的味道
完全进入土豆，茄子和青椒里，就
好了。最后盛盘前放入葱花。这道
菜颜色多样鲜艳，味道诱人。每次
家里有客人来，爸爸也会做这道菜，
人人都很喜欢，一抢而光。
每次吃到这道菜，我都会想起
中国。写着这
篇作文，我真
想眼前有份地
三鲜和米饭。
Yummy!

为什么我要帮狗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需要一个朋友还有他们也需要
家人照顾他们！
我梦想中的工作是狗看守因为
我喜欢狗，我想帮助人们使他们快
乐。我想借此无家可归，受伤，生
病的狗，也再次使他们因为我觉得，
即使狗总是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如何爱一只狗。
我会确保他们是健康的, 和他们一起
玩并确保他们保持健康，给他们食
物，最重要的是，要确保他们得到
爱和关怀，从一个家庭永远。他们
会来看我的健康咨询，我还要照看
他们的业主，在买什么食物的意见,
什么玩具将是最适合他们的狗如果
他们正在整体不错业主。我也会帮
助他们训练他们的狗或者我会帮助
他们找到一个好教练。但最重要的，
我会确保他们是从动物庇护所采纳
不是宠物商店因为动物在收容所需
要一个家不是在宠物商店的动物多。
外面我想有一个游乐园为他们在玩。
这将有玩具和游戏的房屋。我也有
所有的狗，大与小。人们将来自老
远就看到我和我的狗。这是我梦寐
以求的工作，因为我喜欢狗这么多
它伤害了我，看到他们得到由人受
伤。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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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职业选择
Liquan Han
MLP 中文五年级
我想当一名工程师，每天去设
计和制造交通 工具。我想设计更好
的交通工具。让人们的出行更方便，
生活会更容易。我想设计一种可以
飞行的汽车，这样的车可以在空中
飞行，因此会减少地面交通流量。
同时，这种车可以像直升飞机一样
降落，因此人们可以容易地降落在
他们的目的地。
我要当工程师是因为我小时候
喜欢玩乐高玩具，喜欢用乐高玩具
做车，飞机，以及其它的东西。作
为一个工程师，我们需要学好数学
和物理，需要有创造力，需要有不
怕困难和失败的精神。现在我努力
学习数学和物理，让自己在知识上
准备好。同时，我参加机器人俱乐
部，让自己更有创造力。我也积极
参加体育运动，培养自己不怕困难
的精神。希望这些努力能对我将来
的职业生涯有所帮助。

Tina Tsai

Rachel Wang

Alice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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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in Sun

Brian Yao

Emily Hu

Ethan Ding

Woody Zhang

Daniel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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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 Magill

Charlotte Che

Jerry Wang

June Wang

Shinyi Ding

Olivia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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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Wang

Heidi Zhang

Rongyi Chen

Sheryl Chao

Ronghe Chen

Liquan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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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ler Wang

Mary Gao

Tiffney Chao

Sophia Wang

Lele Zhao

Shumei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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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le Yao

Sabrina Cao

Amy Wang

Chloe Cao

Rachel Wang

Amy Wang

~ 17 ~

Sabrina Cao

Caleb Tsai

Tina Tsai

Chloe Cao

Shumei Gong

Caleb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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