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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学，家长，老师： 

    你们好！自从我们这届校委会接手学校的日常事务，我们需要做好的一件事就

是提高学校管理的透明度。我们学校是所有家庭，学生共同拥有的非盈利组织，

所有财务信息都是要报税，网上公开的。这里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学校在2016 

-2017学年，以及2017秋季学期的财务运作情况。 

 2016-2017 学年32周 2017 秋季14周（预计） 

收入 202,268  95,889 
  学杂费，书费 193,098  93,144 
  捐款 4,545  1,003 
  其他收入 4,625  1,741 
  寻根团注册 1,620  0 
支出 203,319  88,381 
  校委会工资 28,335  7,746 
  老师工资 96,540  42,277 
  网站开发维护 5,950  750 
  课本 21,268  18,247 
  课室租金 29,179  15,960 
  学校活动 3,862  1,502 
  寻根团费用 1,909  0 
  教学材料 2,095  480 
  其他支出 14,181  1,419 

 

从这个学年开始，Oakton 把我们的课室租金提高了25%，我们必须认真控制学

校的各项支出才能尽量持平。我们负责财务管理的副校长缪菁花了学多时间才把之

前留下的财务数据理顺，使我们能了解到相对准确的信息。前任校长郭新民也在这方面

给了我们许多指导。                                    郑 海 峰 

Executive Committee/校委会 
Principal/校长: 
  Haifeng Zheng  郑海峰 
  principal@xilinnschinese.org 
  224-408-0133 
 
Associate Principal/副校长:  
  Kehang Wu  吴柯航 
  kehang.wu@xilinnschinese.org 
  847-448-0374 
 
  Jing Miao  缪菁 
  jing.miao@xilinnschinese.org 
  224-408-0109 
 
Board of Directors/理事会 
Chairperson/主席: 
  Ms. Lili Zhang 
  chairpersonbod@xilinnschinese.org 
 
Directors/理事: 
  Ms. Sabrina Zhu 
  sabrina.zhu@xilinnschinese.org 
 
  Ms. Juan Hu 
  juan.hu@xilinnschinese.org 
 
  Mr. Jimmy Yuan 
  jimmy.yuan@xilinnschinese.org 
 
  Ms. Jenny Li 
  jenny.li@xilinnschinese.org 
 
Editor/编辑 
  Amy Pang 庞秋秋 
  amy.pang@xilinnschinese.org 
 
 
About the Editor/编辑介绍 

庞秋秋(Amy Pang) 目前在Northside 
College Prep 上高中二年级，曾多次参

加中文作文比赛，包括在侨报第五届青

少年作文大赛总决赛获得优胜奖，现担

任侨报芝加哥地区小记者。庞秋秋喜欢

画画和写小说，热爱中华武术，武侠小

说，等等。“希林芝北中文学校对我学习

中文和保持对中华文化的兴趣非常有帮

助，我很高兴能为中文学校做出一点贡

献。” 



 

MLP7 陈莉老师班  

学中文的那些事  

姚睿和 

。。我还不会说话时，我就认识好多字了。妈妈

给我写了些字卡，在我玩的时候，饭后休息的时

候，她就拿出字卡给我讲。比如“丽”字，妈妈就

说：你看，这就是丽丽姐姐的眉毛和大眼睛呀。

还有 “放”字，妈妈让我把它放在口袋里，结果我

们都忘了，字卡在洗衣机里面洗了一遍。邹邹巴

巴的“放”字，我怎么也忘不了。 

。。除了认中国字，我们在家也只能说中文，这

更发生了很多有趣味的事情。比如我两岁的时候

，我们一家要出门，妈妈让我去催一下爸爸。我

飞快地跑到房里对着爸爸使劲地大口吹气。爸爸

一脸迷惑，不知我要干什么。妈妈看我们半天还

没来，就过来问：“你怎么还没有把爸爸催来？”

我又冲着爸爸吹了一口气，然后说：“你看，我

正在“吹”爸爸呢！”妈妈爸爸听了，笑的前仰后合

的！ 

。。还有一次妈妈带着四岁的我练滑冰，妈妈为

了鼓励我从冰场的一头滑到另一头，就让我想象

我们在海里遨游。妈妈一边带着我滑，一边说：

“快看！那儿有一条鲸！那有好多鱼，那里有一

个海蛰…”我们滑了一圈又一圈，停下来休息时，

我假装拿了个棍子使劲搅和。妈妈好奇地问：

“你在干什么呀？”我高兴地回答说：“我在熬油

呀！”妈妈当时都要笑趴在冰上了。 

。。四年级时，爸爸妈妈开始送我去中文学校，

上马立平的课，一直上到现在的七年级。我原来

一直都不喜欢写中国字，但是去中文学校后，因

为老师的严格要求，我必须写中国字，写着写着

，每个字好像都活了，我看见了它们的结构和故

事。我越来越喜欢写字了！我特别喜欢五年级学

的《西游记》。它是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在一

年的学习中，老师还帮了我们排演了《西游记》

的一部分，我演沙和尚，大家都特别开心。班里

还有男生和女生比赛认字！是唯一的男生， 

 

但是我次次都赢。中文学校帮助我了很多，我很

喜欢！今年，我在中文学校的春节晚会里当了主

持 

人， 还朗诵了七八首我很喜欢的古诗。爸爸妈妈

也经常带我们回中国，感受中国的风土人情。 

。。中国文化有很长的历史，也非常丰富精彩。

我只有好好学习中文才能在里面自由自在的遨游

和享受。 

 

 

 

伦敦眼  

夏岩 

。。二零一六年夏天，我去了伦敦。伦敦有很多

好玩的东西，很多好吃的食物。但是时间已经过

去很久，很多细节都忘记了。我记得最清楚的东

西是伦敦的伦敦眼。伦敦眼是在伦敦的一个特别

大的摩天轮，比芝加哥的摩天轮大得多。为什么

 



 

它叫伦敦眼呢？这是因为在伦敦眼的顶上，人们

可以看得特别远，它就像伦敦城的一只大眼睛。 
。。那一天，我记得我和我爸妈排了很长的队，
等了一个多小时，因为特别多的人都想去坐一坐

伦敦眼。现在就要上伦敦眼了。伦敦眼的座舱篮

子看起来像一个个大鸡蛋。抬头看去，那些玻璃

外壳在蓝色的天空里发光发亮，好高啊！伦敦眼

不停地慢慢地转着。 
。。我们走进伦敦眼的座舱篮子。坐下来了以后

，我一看，我们在最低点。伦敦眼需要半个小时

才能旋转一次。所以，我们要等十五分钟才能到

顶端。 
。。渐渐地，我们可以看见附近的房顶了。我看

到伦敦河里面有好多飘来飘去的船。威斯敏斯特

修道院的塔尖，河对岸的大本钟，也都看得清清

楚楚。很快我们就到了伦敦眼的最顶端了，好多

新的旧的高楼变矮了。我从地上看伦敦眼觉得挺

高的，在顶上看起来感觉更高了。太阳亮亮地在

天上发着光。我们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我发现

我们的座舱要转下去了。虽然我想要在顶上再多

待一会儿，我们的篮子还是开始向下慢慢地转动

着。过了一会儿，我和我爸妈下了伦敦眼。 
。。虽然伦敦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虽然我只玩了

半个小时，但我还是清清楚楚地记住了伦敦眼

------伦敦城的大眼睛。  

 
秋天的美容  

Emily Xu  

。。放学后，我像通常一样平静地回家，可是今

天的气氛不同。前几天是阴天，一切都好像是冷

灰色。可现在，当我走在街上时，金色落日的温

暖包围着我。余晖从微笑的太阳溢出，与地球的

光线一起跳动。秋天终于抬起了优雅的脸。 

。。树木，之前看起来像冷爪，现在散发着光与

自豪。它们很高兴能从昨天的阴影中释放。树干

散发着温暖的琥珀色色调，榛树，指甲花和桃花

心木，厚厚的树叶在柔软的微风中轻轻摇摆，在

树枝上跳舞。摇摆的树枝在闪烁的绿草上投下了

一个个有趣的阴影。我抬头看着水晶般的天空，

也看到了闪亮的叶子。 

。。我尽量去理解通过每片叶茎和叶脉折射出的

神圣美丽。厚厚的树叶结合了各种色调的优雅树

干。我看到深红色，猩红色，棕褐色，金色，藏

红花色，棕褐色，绿色和玉叶的颜色。所有这些

颜色重叠和融合在温暖的阳光下，创造出一个美

妙的调色板般温暖的色彩。有些叶子在阳光下漂

浮，蜿蜒向绿草。 

。。把所有这些元素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是暖风吹

起。它与摇摆的树支跳舞，拥抱俏皮的叶子。它

在我耳边耳语，“注意自然的歌”。我点头同意并

享受着这辉煌的大自然。没人注意到自然展示的

魅力，他们不知道他们错过了多少美景。 

。。天空现在变成黑墨。月亮升起了，苍白的光

，不像白天的火热神殿，反映在平静的树木。即

使在月光下，叶子是美丽的。强烈的色调已经冷

却成平静的银色调。  

 



 

。。一阵轻快的风吹过，冷却了空气。我希望我

明天可以继续享受这样的宁静。 

怎么反而长矮了？ 

陈胤初 
 

。。史蒂夫是一个一年级的小孩，整天玩游戏。

他的爸爸很着急，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一天，

爸爸告诉史蒂夫，“如果小朋友整天玩游戏、不

运动就会长矮。”史蒂夫说，“爸爸骗人。”爸爸告

诉史蒂夫这是最新的科学发现，不会错的。看到

史蒂夫一点也不相信，爸爸就和史蒂夫打了一个

赌。如果史蒂夫真的长矮了，他就再也不玩游戏

了。 
。。爸爸和史蒂夫来到后院的一棵树下，他们在

树干上钉入钉子记下了史蒂夫的身高。从春天到

冬天，史蒂夫还是每天玩游戏。除了他喜欢的堆

雪人，他从不去户外活动。 
。。很快，春天又来了。一天爸爸告诉史蒂夫，

是时候看看史蒂夫是不是长矮了。于是他们又来

到后院树下。史蒂夫上去一量。奇怪，他竟然碰

不着钉子了？！看来他真地长矮了。 
。。从那以后，史蒂夫每天回家都在户外运动，

再也不玩游戏了 。 
。。明年，史蒂夫会长高吗？ 

亮亮长矮了？ 

夏岩 

。。亮亮明天就要过七岁生日了。吃完晚饭，亮

亮在床上躺着，一直想他明天要做些什么事情。

很快地，他睡着了。 

。。第二天下午，亮亮的爸爸带亮亮去后院玩。

现在是春天，四周环境特别舒服。爸爸带了一把

锤子和一枚钉子，和亮亮来到后院的一棵树前

面。爸爸说：“亮亮，站到树下来！我们今天量

一下你有多高。然后我们在树上钉一枚钉子作为

标记，好不好？” 
。。亮亮背靠着树。他爸爸量着亮亮的身高到了

哪里。量好以后，爸爸在亮亮头顶的地方用锤子

在树上敲进钉子。爸爸对亮亮解释说：“好啦！

钉子所在的地方就是你的身高啦！明年这时候，

我们再到这儿来量一下，就能看到你一年下来会

长高多少。” 
。。时间过的很快。夏天，亮亮总是在外面玩。

秋天，叶子掉了。冬天下了很多雪，亮亮在外面

堆了雪人。一年下来亮亮看起来长高了很多呢。 
。。今天就是亮亮的第八个生日了。他和他的爸

爸又来到后院，亮亮很兴奋。爸爸叫亮亮靠在树

上，要看他长高多少。可是当亮亮靠在树上的时

候，爸爸发现钉子比亮亮还高？！亮亮一边向上

看着，一边说：“怎么会呢？难道我越长越矮

了？” 
。。亲爱的读者，亮亮真的长矮了吗？ 

 

乌鸦和狐狸  

姚睿和 

。。有一天，老乌鸦在垃圾里翻来翻去，找到了

一块肉骨头。 乌鸦叼上肉骨头， 就向窝飞去。

因为知道狐狸会来，他就赶快把肉藏了起来。果

然，狐狸远远地闻到了肉香味，就急忙朝着乌鸦

的窝跑去。狐狸一来，就问：“乌鸦先生，您在

不在家？”乌鸦假装睡觉，没有回答。狐狸急了

说：“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您要是不出来，

我可就不给你了！”乌鸦听完这一句话，就跳出

窝看狐狸有什么礼物。它看来看去，什么也没有

呀！狐狸是要骗他呢，乌鸦就又缩回窝去了。狐

狸再怎么问也没用，只好饿着肚子跑了回家。 

。。估计着狐狸还要再来，第二天天亮之前，乌

鸦就忙着给狐狸设陷阱。它向松鼠借来了几百个

大松果，又从垃圾里面翻出了一根绳子，还找到

了一片很薄很薄的木板和一个树洞。乌鸦把绳子

 



 

的一头栓到肉上，把另一头栓到薄木板上，挂在

树洞里面。最后，它又把松果都摞在木板上面。 

。。设完陷阱后，乌鸦就去睡觉了。很快，狡猾

的狐狸又来了。他看到肉骨头在树洞里挂着，流

着口水扑了上去。没想到，肉骨头被绳子吊着拽

不下来！狐狸又撕又扯，终于把它拽下来了。狐

狸刚要啃骨头，砰！砰！砰！绳子另一端木板上

所有的松果都砸下来，把狐狸砸的疼死了！它急

忙放下肉骨头，“哎呦！哎呦……”一声声惨叫着

， 飞快地逃跑了。 

。。从此，狐狸再也不敢去骗乌鸦的东西了。 

冬冬被外星人带走了！ 

王泽睿、佘浩暐 
 

。。从前，有个孩子叫冬冬。这一天，就像平常

一样，他刷了牙，换衣服，吃了饭，上了课，又

回了家。他刚要写作业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道

淡绿色的光线 ,他以为是幻觉，就不理它，拿出

了笔开始做科学作业。过了几分钟，他又看到了

一道绿色的光线，像一条丝似的。他慌了，为什

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冬冬默默地站了起来，再瞧了一下。现在冬

冬知道那束光线是从外面来的。他决定了------必
须要亲自检查这奇怪的光线是从哪里来的，要不

然他做作业没到半小时就无法集中注意力了。他

走到大门前，穿了鞋子，就跑到外面去找那束奇

怪的光源。 
。。冬冬刚走到外面，就看到了那闪光体。他首

先慢慢地朝那闪光处走了几步，然后步履轻快，

又转身跑到一棵树下。但是他发现，那闪灯正在

慢慢地向他靠近。 
   “喂！那是个飞碟吧! 真酷!” 冬冬说。 
   “嗯。就是。”一个跟外星人声音一模一样的人

说。冬冬的眼睛被挡住了，有人打了他的头。他

晕倒了。 
。。冬冬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牢

房里，但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突然，冬冬记起

来了，他刚才看的是个飞碟！可是他为什么会被

关在牢房里呢？突然，他身旁传来了一个外星人

说话的声音。 

   “这是GALVANAX的飞船。你现在来了，我们就

不能让你回到地球了。” 
    冬冬大吃了一惊，”啊？我不能回家了？！” 
   “是的，我的名字叫BOB。如果你真想要回家的

话，我可以帮你，但你要先帮我！” 
    “咦？我怎样才能帮助你？” 
    “我要一只笔！我的星球的人最喜欢的就是你们

人的笔。要是你有一只笔，现在给了我，我就会

用我的魔力瞬间把你转移回家！”冬冬突然想起

他出门以前在干什么，他在做作业！ 
   “YEAH！我有只铅笔，等一下。” 冬冬从口袋里

拿出了两只铅笔。 
   “有...有...有两个！！!” BOB说。“一个给我，一

个给奶奶，一个给嫂嫂！好！” 突然，BOB又搔

了搔他的头。“咦，只有两只笔。不过也还可

以。”  
。。然后，他就开始用魔力把冬冬送回家了。冬

冬回到家，一下子就睡着了。 

 

 

MLP6 张迪雅老师班  
环绕我的爱  

Allison Lucchesi 

    世界上有很多人。只有少数人幸福和喜爱。幸

运的是，我是其中之一。 我有很多我喜欢和支持

的事情，我也有很多人爱和支持我。我所爱的一

 



 

件事是我的家人和朋友。没有人能改变这个。 我
的父母总是在我身边，永远在我身边。他们通过

我想尝试和实现的任何方式来支持我，如跳舞和

表演。  我的朋友也是我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我的朋友和家人，我会迷失在世界，试图找

到我的目的。我也爱动物！我一直喜欢去动物庇

护所，我也喜欢捐赠给他们！我爱的另一件事是

我的宠物我有3只猫叫Shimmer，BooBoo和

JoJo。我也有一个兔子名叫Mika。我爱我的动

物，还有谁能和我分享我的秘密？世界上有很多

人也很佩服，有名的还有普通的人。虽然，我会

有一个人，总是比任何人都更佩服。这是我最好

的朋友Jasmine。 我从小就认识她，老实说，她

是我见过的最有趣和最好的朋友！我们在同一个

舞蹈团队，我们一起度过每一个空闲时刻！当我

说实话的时候，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是

在笑！当我出生的时候，生活对我来说并没有好

转。我是一个孤儿，所以我住在孤儿院。当我转

过身后，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就发生了。我有

一个家庭！感谢我父母寻找一个小孩的地方，我

有一个家庭和很多朋友！没有他们，我现在仍然

在孤儿院，不写这篇文章供你阅读。我有一个世

界上许多人想要的生活。充满爱，欢乐和家庭的

生活。欣赏你在生活中体验到的生活和幸福是一

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世界上有些人不会有这

样的生活。 

我的姥姥和姥爷 

范凌波  

。。我的姥姥和姥爷是我在世界上最爱的人们之

一。他们在我刚出生两个月的时候不远万里从中

国来美国照顾我，前前后后快有三年， 那段时间

里有很多难忘的故事。 

。。我小时候不象现在这么会吃饭。按我妈的说

法，她对我小时候的记忆大多是喂我吃饭。我爸

一提起我吃饭，就把他当年怎么花了半天时间才

喂完我一小碗饭， 同时他累得腰酸背痛的“光荣

事迹”又重复一遍。其实喂我吃饭最多还是我的

姥姥。姥姥是个急性子，风风火火的人。可为了

让我吃得好，吃得多，她把十八般武艺全使了出

来。我从小就会唱一首中国的歌曲 – “小燕子”，

那是因为每次吃饭姥姥都会唱给我听。先开始是

为了逗我多吃饭唱，后来变成她不唱我就不好好

吃，慢慢的我也学会了，你可以想像我听了有多

少遍。姥姥有时还边喂饭边讲故事。现在有点记

忆的是：小米粒们是要去我的肚子里看电影，而

电影快开始了，所以我必须要快点把它们吃进

去。 

。。说了和姥姥的故事，自然也不能忘了姥爷。

有些记忆的就是我快三岁时上幼儿园的事情。姥

爷每天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接送我。那时天气还比

较冷，我不愿意自己走，每天一出门，就张开手

等着姥爷抱。他一边嘴里会说：“这么大了，怎

么还要抱？” 一边伸出手来。哎，没办法，我的

小伎俩总能成功。然后他一路走，一路就说一首

唐诗给我听。姥爷说话是有点方言的，我自然学

的也是怪腔怪调，即使这样，他的教学还是初有

成果，我三岁时已经学会了20

多首唐诗。 

。。随着我慢慢地长大，有些

记忆已经模糊了，有些也变得

断断续续，但每次回想起来还

是觉得心里暖暖的。他们是那

么的爱我，我也永远爱他们。

 

 



 

刘彦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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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教外國朋友中文  

 Evan Shu 

。。在学校里，我有一个外国朋友，他的英文名

字是Brady Theide，他的中文名字是李泰迪。我

的学校里有一个中文班，我的朋友正在上这个

课。目前他只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就

教他说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他有一个朋

友，也想学中文，但是他的学校里沒有中文班。 

。。記得有一次，李泰迪的朋友试着说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他第一次挑战说这些简单的字，

結果他说得乱七八糟的，把七说成cheese，把八

说成bath。我和李泰迪都觉的满好笑的，我们一

直努力的教他正確的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天已经过了，他还不会说这些字。我心里想说

他学得太慢了吧，这也算厉害了！ 

。。过了几天, 我和李泰迪正笑着说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李泰迪的朋友终于有勇气大声说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和李泰迪都不敢相信

，到底發生了什么事了？我和李泰迪一起对他说

：“你很棒！” , 李泰迪都不知道他的朋友是怎么

学会说这些字, 我和李泰迪都很大声的拍手叫

好。 

。。我觉得我的中文進步很多, 因为我可以教李

泰迪和他的朋友说一些簡單的中文。你第一次教

你的朋友中文，也是外国人嗎？你觉得他们可以

正確的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ƀŏŲƂŢ     学中文探讨园地

ŢƂŲŏƀŢƂŲŏƀŢ 

 

    首先应解决的基本问题:听说。在北美的论坛也

有如此讨论,倒是几乎成了共识。即家长应坚持用

自己的母语和孩子对话。即母语中文的家长用中

文,母语西文的家长用西文。能保证足够的中文输

入,自然会有顺利输出的一天。孩子所接触的西方

社会中(包括幼儿园丶学校丶社交等)有足够的西

文熏陶,家庭中的小中文环境尤其可贵。纯中国家

庭也好,中西组合家庭也好,都应如此做而大可不

必担心孩子西文。须知儿童接受多种语言和广泛

信息的能力是强大的,只有大人的注意力和能力才

会限制在某一方面。孩子都是语言天才,只要给他

们机会。只有大人会在这种情况下会晕头转向,孩

子可不会。认为孩子无法同时学多种语言,我们实

在是小看我们的孩子。如今别说双语宝宝,多语宝

宝都不少见。而在过去失败的例子中,只见不会中

文的华裔子弟,不会西文的华裔子弟则罕见。 

    维持语言的纯粹性尤为重要。即不把中文西文

混杂表达给孩子。家长应给孩子创造尽可能多的

中文环境(比如播放录音),请相信孩子的头脑自然

会运化这些语言信息,请相信生命的神奇。小孩子

可能一时表达上还有糊涂的地方,并不表示心里也

糊涂。他心里清楚得很呢!他一时未习得两种语

言所有相应的词汇,会偶尔彼此借用一下,我们只

要及时告诉他相应的表达,他一定会学习到。但如

果家长习惯了混杂中文西文的表达,孩子也自然会

习得这个坏毛病。 

    语言就是通过反复重复习得的。这里“习”字用

得很到位。因爲“习”的本意就是小鸟反复学习飞

翔的过程,就是反复练习,这在语言上就包括反复

听,反复讲。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大量反复诵读,培

养语感。所有重要的人类文化都重视诵读的传

统。 

反复诵读的内容可以是故事书,语文课本或笔者所

提倡的比如《大学》丶《论语》丶《老子》丶

《周易》等中华传统经典。 

    能从孩子说话伊始就如此自然会很有效,而孩子

已习惯听说西文的家长却和不必放弃,只要付出更

多努力,坚持讲中文,给孩子输入足够多,鼓励孩子

用中文回答,坚持了也会有效。有些华裔孩子往往

以西文回答,家长可尝试坚持不回答孩子的西文对

话,而只回答中文对话。听多了,模仿多了,孩子“自

然”就会说话了。这个“自然”,还不是在父母坚持

不懈地“对牛弹琴”的结果么?如果你的孩子已经不

习惯说中文了,不要以为他就是不乐意说中文,或

者根本不会。能听懂,只是不习惯表达,要让他说

中文,就要从今天做起,多和孩子说中文,再鼓励孩

子表达出来。 

MLP1 汤老师供稿/摘自 www.yes_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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