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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学，家长，老师： 

    你们好！ 2017学年，学校理事会任命我们作为新的校委会成员来管理学校日

常工作。我们感谢理事会，家长和老师对我们的信任，会努力尽心为大家服务。 

    上学年5月前校长满素洁离开，学校理事会的Shannon Guan, Sabrina Zhu和

Juan Hu三位理事虽然已经服务2年，但为了学校新的管理班子的稳定过度，她

们都义务留任一段时间。十月理事会迎来了新的成员Jenny Li，代替孩子已经毕

业的Shannon Guan的工作。学校今年另外设立了“顾问委员会”，请以前熟悉学

校管理工作的前辈们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他们是前任理事会钟琪主席，Mike Xu

主席，还有前任校长章时，校长郭新民。他们对学校的人事，课程安排，财务操

作等方面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们非常感激他们一直以来给希林芝北的支

持。特别是前校长章时，离开学校后也一直在关心学校的工作。他今年从5月到7

月代理校长，从 Villa Park 大老远赶来主持事务，为学校校委会的顺利交接，和

新学期的开学准备尽心尽力，劳苦功高。 

    这几年，在全校老师，校委会，理事会，以及家长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学校

的规模，教育质量不断提高。这学期我们的注册学生人数增加到400人，选修课

程超过500人次。我们马立平中文虽然还是K-8年级，但高年级班人数有所增长。

CSL中文我们也增开了7年级的课程。我们热烈欢迎以前在本校任教过的郭新民

和万兆愚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围棋数学和书法课，还有新来的中文老师汪杉，华乃

斐，郁娅，功夫课老师秦国庆。学期开始时，我们多位老师参加了张丹老师提供

的马立平教学培训，同时还注册成为马立平网站认证的中文老师。通过使用马立

平提供的备课材料，网上作业和统一的考试题目，我们希望把马立平的教学理念

完整的贯穿到各个班级的教学中，进一步提高我们学校的中文课教育水平。 

    最后要提一提的是我们学校今年暑假的“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非常成功。特

别感谢四川团带队的家长安虹女士以及山东团带队的理事会主席张莉莉，她们除

了和当地侨办沟通细心照顾好各位团员外，还全程微信报道每日的精彩活动，家

长们反映热烈。希望明年我们会有更多的同学参与寻根夏令营，这些丰富多彩的

活动，除了给孩子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还能激发他们学好中文和深入了解中

华文化的热情。因为国内活动安排和美国的习惯不同，我们一般要到明年四月份

才能确定具体夏令营的信息。请大家到时留意学校的通知。  

                                                            郑 海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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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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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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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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P3 张棣老师班  

 

MLP4 陈捷老师班  

Anyi Kesler 

 

 

 

 

 



 

 

MLP5 何亮亮老师班 

一个老虎四个猫 

Max Lu 

    约三千年前，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老虎。那个

老虎，是一个妖怪，他住在一个洞里，他要吃

人。 

    人们住在他的附近要每月给他平均十六个人

吃，要不然把他们全部吃了，他们也不能走因为

一走就去到野蛮人的土地。有个少年住在妖怪的

附近叫热议。有一天热议被选择当一个牺牲给老

虎。走半路，他就想，“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又走了一点就到了妖怪的洞。有个人走进洞里

说”老虎呢?”然后大家听到痛叫一声，一块骨头

飞出来洞里。 

    热议吓到不出声音，他奔跑进森林。热议看

见一个老城堡。那个城堡上面有个横匾说“天人

城堡“是传说十万年前一个神仙建立的城堡给玉

黄大帝藏一个宝贝。难道这是真的么？热议进了

城堡，看了看，走一走，看见一个大门。热议推

开门看见很多很的黄金和白银。难道神仙藏银和

金。赞后他看见一个剑架。剑架上面说“四猫剑”
然后下面有个横匾，横匾说”只能真正的英雄才

能使用。热议看见上面有个很恐怖的剑。剑上面

有个猫头下面是猫身子。他那了剑心想“如果我

是英雄我就可以用这个剑杀妖怪”。他把刀鞘那

出来。那个刀是红的。他说”这剑有神气。肯定

是呢个神用的。 

    他回到家里，听到有人说“因为老虎没有吃十

六个人，他要下来把我们都吃了！”他要进村子

任何时刻！”然后很大一个声音。老虎来了！ 

    他又看一边，野蛮人也来了。热议看见野蛮

人，指他的剑在野蛮人然后一个力把所有的野蛮

人推走了。那开始了一个山坡把所有的野蛮人埋

死了。你全村子不会死！”热议说“我想不是。”热
议把剑提高然后四子猫从天上飞下来把老虎杀死

了。热议说“天地不佑你因为你害生命”“我也不佑

你。” 

心里有爱 

Nicole Yao 

     我的故事讲的是有很多的爱在我的身边。 

    二零一七年一月,弟弟突然生了很严重的病,白
血病。这让我们全家的生活完全发生了变化。妈

妈不可以上班,每天要陪弟弟住在医院。爸爸呢,
早上送我上学,然后去医院看妈妈和弟弟,然后去

上半天的班。下班以后,要赶紧来学校接我回家, 
给我做饭,照顾我睡觉。周末的时候,爸爸常常也

要去医院陪弟弟,给妈妈和弟弟送些有营养的饭

菜和干净的衣服。而我呢,周末要上滑冰课,还有

中文学校。这让爸爸妈妈很不知道该怎么办。  

    妈妈的好朋友丽莎,也就是我的最好的丽莎阿

姨,在弟弟病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

她每个周末都接我去跟她住,专门为我在她女儿

的房间安排了床, 我们两个女孩子可以睡在一个

房间,我就不会感觉害怕和难过。她还送我去上

滑冰课,中文课。她的女儿就像我的亲姐姐一

样。有一天我 嗓子疼,吃了药以后开始过敏, 就
出去给我买药。晚上睡觉以前,她还给我的脚按

摩,陪我一直到我睡着觉。她工作很忙,她是一位

助理律师。可是她每星期都会去两次医院看弟弟

和妈妈。在家的时候就给我们做好吃的。她知道

我爱吃寿司,就常常带我和他们全家去吃日本

菜。妈妈常说她在美国有个比姐姐还亲的姐姐,
我有一个比亲阿姨更亲的阿姨。 

  



 

    除了丽莎阿姨,我们全家在弟弟生病的时候还

收到了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关心和爱。很多阿姨

叔叔为我们买菜,做饭,然后送到我家或者医院。

邻居还帮我们铲雪清理房前的冰。很多我们都以

前都不认识的阿姨叔叔还为弟弟捐钱, 给他买玩

具,和好吃的。学校的老师也常常来找我,跟我聊

天,安慰我,帮助我。在医院,护士医生对弟弟的照

顾更是贴心温暖。 

    弟弟的白血病终于在全家和那么多人的照顾

下好了。爸爸妈妈常常说如果没有丽莎阿姨和那

么多有爱心的朋友的帮助,我们全家会很难度过

这个艰难的日子。 

    秋天弟弟开学再上一次学前班,还是跟他去年

的老师。他现在很有活力,一点也看不出刚刚病

好的样子, 甚至开始学空手道和钢琴。 我们全家

非常珍惜能在一起健康快乐的日子。每天我们都

会互相说:“我爱你!”爱像一个小种子,正在我们的

心里慢慢地长大。 

 

 

 

 

 



 

 

 

我爱我的双胞胎妹妹 

Sophia Huang  

    我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她叫黄小当，我非常

的爱她。 我们都因为自己是双胞胎而感到很自

豪。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她在我身边，我会怎么

样。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不需要想就会去关

心对方。当我们学到一样新的东西或者有趣的事

物，第一个想法就是要立刻告诉对方。有她在我

身边，我从不会感到孤单或者无聊。在学习过程

中，我们总会暗暗互相比较。当然我们也会在需

要的时候帮助对方。 

    我们总是会想到同样的东西。 比如说，妈妈

问我们中饭想吃什么，我们总是会给出同样或相

似的答案。 我们的兴趣爱好也非常的相似。 我
们都喜欢同一类型的玩具和电视。 

    我们也有少量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喜欢不同

的颜色和乐器。 而且和其他普通姐妹一样，我

们也会争吵甚至打架，但我们永远都爱对方。 

 

我的双胞胎姐姐是最棒的 

Sabrina  Huang 

    双胞胎就像番茄酱和芥末，两个豌豆在一个

荚里。有时在生活中，有人总跟你在一起是很好

的。我的孪生姐妹正是这样。索菲亚总是和我在

一起。有双胞胎姐姐真棒，因为我们总是可以一

起聊天和玩耍，她真的懂我，我从来没有过没有

跟索菲亚在一起的日子。 

    我的双胞胎姐姐是最棒的。一个原因，是因

为我们可以随时一起玩和聊天。当我们的爸爸妈

妈很忙的时候， 我们总是可以一起玩，从不会

觉得无聊。有一次，我的爸爸妈妈忙着做饭，我

很无聊。所以，我问我的双胞胎和我一起玩。索

菲亚也很无聊，所以她很高兴和我一起玩。我与

索菲亚有一个真棒的一天。此外，我们可以谈论

彼此的任何强烈的感情。有这个时候，索菲亚不

喜欢我们正在采取的活动。但她害怕我们的父母

要说什么。所以，她和我谈了这件事。我同意，

我们告诉妈妈和爸爸在一起。虽然他们有点失望

，他们是好的。这是我的双胞胎姐姐索菲亚真棒

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索菲亚真棒是因为她真的知道

我。首先，我们喜欢同样的事情，我们在同一个

环境中生长。所以，我通常知道我的双胞胎在想

什么。一次，我爸爸问我们我们想要什么小吃， 

  



 

所以他可以在商店买到。由于我们彼此认识，索

菲亚和我列出了我们想要的小吃。 “生日蛋糕，

奥利奥，彩虹金鱼，香草冰淇淋和一些薯片。另

外，我们确切知道其他人想要什么。另一次，我

们为另一个买秘密礼物。我知道我妹妹想要什么

，她知道我想要什么。所以，我们给了每个其他

真棒的礼物，我们喜欢。最后，我们有相同的朋

友，所以我们可以总是和他们谈论。这是另一个

原因我的双胞胎是真棒。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的双胞胎姐妹

是真棒，因为，我从来不孤单与她在我身边。首

先，我们总是采取同样的活动。我们会感到孤独

，如果另一个不在我们身边。一次，我们在游泳

集会上，我对比赛很紧张。我看着我妹妹，她也

很紧张。我感觉好多了解索菲亚和我在一起。另

一次，我们在中国。索菲亚和我走了一个疯狂的

车。我很放心，索菲亚做了高度限制。我抓住我

姐姐的手，我们到达了顶部的骑，这是真棒！我

很高兴我的双胞胎与我在一起。如果另一个在我

们身边，我们都感觉更好。没关系，如果它是一

个疯狂的骑，激烈的种族，甚至一个新的学校，

索菲亚总是与我在一起。这是最后的原因，我的

妹妹是真棒。 

    我意识到，我真的很幸运出生的双胞胎。索

菲亚是真棒，因为，如果我有一个问题，我可以

总是与索菲亚说话，或如果我无聊玩她。此外，

她知道我喜欢和不喜欢什么，有时我正在想什

么。虽然这些理由很强，索菲亚是美好的，因为

我从来不孤单与她在我身边。我觉得索菲亚，我

可以通过任何东西。我们可能有争论，但我们突

破他们并作为一个团队工作。索菲亚是任何人都

可以拥有的最好的姐妹。 
  

 

 

 

 

 

爱在我身边 

Eamonn Cassidy 

    我的小宠物是只小仓鼠，他的名宇叫“影子”， 
每次看到它，我都十分开心。尽管它很小，它却

在我心中是那么的重要。它是那么软，软的像毯

子。它的里面又是那么的硬，硬的像石头。什么

东西都无法取代它，不会让我感到一样的幸福。 

    有一次我把我的小仓鼠丢了，我很难过，我

到处找它，找了整整三天三夜，终于找到了它，

我是那么的高兴，我把它放在我的手里，它让我

感到十分的温暖和快乐。我学到了我需要懂得责

任，好好照顾它，不能再把它丢了，不然我会很

伤心。 

    每天放学回家后，我都会去我的房间看看

他。即使它不能够说话，我知道它非常爱我。它

睡觉的时候，是那么的平静，让我感觉很放松。

它醒来的时候，它用小小的黑眼睛看着我， 像
是在和我说话。我的仓鼠让我的生活变得很有趣

，很开心。它每天都把爱带到我身边，它是我生

活中最特别的礼物，最特别的朋友。 

MLP6 张迪雅老师班 

爱在我的身边 

Kieran Cassidy 

    我最亲密的爱是我的家，家里有我的妈妈，

爸爸，和弟弟。 

    妈妈爱我，是因为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想

退却 ，她总是鼓励我和挑战我，让我不停地努

力。她也教会我生活技能，让我学会·懂得节约

金钱，为将来做准备。她还会在家里做很多好吃

的中国菜给我吃。他希望我长成一个健康，聪明

，善良和有用的年轻人，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爸爸爱我，他教我运动和游戏的规则。他经

常和我一起玩球，还在我比赛的时候为我加油。

他也是我参加的很多球队的教练。他很努力的工

作，为我上大学积累资金，受更好的教育，我长

大后才有本领改变世界。 

    弟弟爱我，是因为他每天都和我一起上学，



 

一起玩耍。他让我感到不会孤独，不会寂寞。他

也会帮助我一起练习运动和玩游戏，他总是在那

里支持我，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是他的最好

的朋友。 

    爱在我的朋友中。朋友们喜欢我的性格，他

们和我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我难过的时候，他

们在我身边安慰我。在我获得成绩时，他们为我

高兴，为我祝福。 

    爱也在我的社区里。许多人都会自愿参加公

益活动，为需要帮助的人们送去他们真心的关怀

，金钱和物品，还有他们的爱。 

    爱更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上有暴

力，战火和灾难，只有人类的爱才是最大的力量

，才能改变一切，为世界带来和平和幸福。 

    我真心地希望爱在我身边，爱在每一个人的

身边，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学习中文的乐趣      
郝一兰 

 
    我叫郝一兰， 今年在中文学校读六年级。我

从四岁开始学习中文, 妈妈和老师教我许多中文

字和词句，比如大, 小, 来,去等许多常用的字。

我的美国同学觉得很难写的中国字，我却觉得很

容易。 

    我很高兴学习了中文，因为现在我可以看一

些中文的故事书,猜中文谜语,学习中文诗词和读

网上的中文的文章。去年和前年的夏天, 我都是

在中国度过的暑假。 那时我很喜欢去奶奶家附

近的新华书店去看.书里面有很多吸引人的故事, 
让我的暑假都过得很愉快。回到美国后， 我继

续在中文学校学习中文，认识更多的字就可以读

更多书了。   

    中文学校很有意思， 我现在六年级,尽管上课

经常有考试,还有课后作业和写作文，我还是喜

欢上中文学校。在这里， 我有很多的中国同学

，我们上课一起学习中文, 下课一起玩乐，除了

在美国的学校，我有了更多的朋友。 

    除了许学习中文字词， 我在家里还一直用中

文谈话。 包括我四岁的小妹妹，也都一直说中

文。 我们经常给都国内的奶奶， 姥姥和其他亲

人打电话。  有时候我们也会用微信来说话，我

也能读懂他们写的东西,我觉得这样非常好。 

    我感觉中文很有意思也很有用。我希望自己

能一直坚持学习中文， 变成一个无论中文和英

语都十分流利的人。 

 



 

 

 
MLP7 陈莉老师班 

 

爱在我身邊 
郑如慧 

 
    我觉得爱是一种感受。你，你的朋友，家人

，和全世界的人都遇到爱。你有时会感觉开心，

伤心，焦虑，它们是短暂的，可以互相交替，但

是爱的感觉会持久存在你身边，像一个好朋友。 

    我和我的朋友们是友谊的爱。我们天天在学

校见面，有时在学校教室里面，有时在食堂，或

者课间出去玩的时候在一起。放假时，我和我的

两个好朋友约在一起去游泳，滑冰，散步，看电

影，和做甜点。在我们的朋友圈，当有人的学习

需要帮忙，我们都会互相讨论，给她建议。如果

有一个朋友需要个拥抱，安慰，我们总会陪伴在

她身边。 

    我爱我的妈妈，爸爸，和姐姐。我们年年冬

天去滑雪，夏天的时候，我们会去世界不同的地

方旅游。在黄石，班芙国家公园我们去爬山，露

营，在欧洲，我们去博物馆和许多地方去看风

景。有几年，我们回去中国去看我们的外公，外

婆，奶奶，和爷爷。我和我的姐姐经常跟我们的

奶奶去逛街，有很多好吃的小吃，奶奶爷爷也和

我们去爬黄山。在婆婆公公的家里，他们带我们

去海洋公园和海边，表姐来了，一起玩水上运动

，还会在外面吃饭。在家的时候，爸爸带我们骑

单车去湖边，Chicago Botanic Garden，也会沿

着湖边去市中心。 

    我有一只猫，它的名字叫Pi。明天放学一进

门口，它都会跑过来找我，我做作业的时候，它

就在我身边凳子上睡觉，下午四点，它会来厨房

亲亲妈妈的脚，它肚子饿了。它的好朋友是我最

好的朋友家里的小狗，每次我们外出，Pi 就住

在那里。我们一家人都爱Pi. 

    我也爱看书，书里的故事有时让我觉得欢乐

，或者伤心，也有紧张，还让我开始思考。书带

我去不同的时间和地方，让我感受故事里的人和

经历，他们都好像是我的朋友。 

    我爱我的爸爸妈妈，姐姐，祖父母们和Pi，
也喜欢我的朋友们，与她们一起和看书时的快乐

，都使我感到爱常常就在我的身边。 

 
MLP8 张迪雅老师班 

 
学中文，看长城 

刘逸飞 
 

    从小学中文，爸爸妈妈就鼓励我而且带我多

次回国旅游，了解中国的地理文化。我记忆中最

深刻的一次就是看长城。 

    从北京到八达岭，大约有七十公里左右。车

特别多。在北京的表舅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送

我们到了长城。车一停下来，我下车向山上看，

千里一片云都没有。长城跟照片里很不一样。 
旁边游客说是很象一条龙。真的是呀!  这么长，

我都看不见它的头和尾。远远看去，这条龙在山

上象飞一样。而一块一块的砖石就象龙的鳞片，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看远处的车子，一辆一辆



 

都象停在公路上，没有动。我走了很长的时间终

于到了长城的脚下。起码有两三层楼高呢! 

    这么高的城墙，而且依着崇山峻岭，那么陡

峭的天险，怪不得好多人都爬不上去。如果是敌

人试图入侵，上面还有弓箭手等着呢。每隔几百

米还有碉楼。我还学到，碉楼里的军士用狼烟通

讯。知道狼烟是什么吗？士兵收集山上狼群的粪

便，晒干了，烧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烟。我问爸爸

，为什么他们不用山上的青草呢？爸爸说这些东

西你都可以试试。我们仔细想的话可能有很多原

因。一个原因是打起来的时候士兵可能没有时间

去收集青草。草放到那你会干，烧起来就没有那

么多烟了。而且北方不是一年四季都有草的，秋

天草就干了，冬天外面都是雪。也许还有一个原

因，狼烟也许会是很特别，这样守卫的军士就知

道是自己士兵的信号，也许他们可以用不同的形

状和时间间隔，来传送不同的意思。一座一座碉

楼传过去，在京城守卫的士兵都能看见狼烟。 

    爸爸还教我一首歌，《万里长城永不倒》。

长城和黄河是中国自古防卫的天险。从战国时期

长城就保卫了中华大地。帮助击退了匈奴，中华

民族的各代文明得以保持繁衍发展进步。四大文

明之中得以保存延续到现在的只有长城保护下的

中华民族。就连喜马拉雅山屏障下的古印度文明

也没有幸免。历朝也有数不清的长城的故事。从

周朝的烽火戏诸侯，孟姜女哭长城，汉朝的白登

之盟，雁门关的杨家将，抗日战争中的长城战役

，到众多的知名不知名的长城之战。我最喜欢的

是爸爸跟我讲的长城抗战。长城一城虽然没有胜

利，但是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也迫使日帝国

主义放慢了侵略的步伐，全面侵华被搁延到四年

之后的 1937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也可能

因此而不同。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中文不只是

学语言，也是学中国的文化历史地理。这是世界

文明的不可缺的一个部分。 

 

 

 

遇到困难要鼓励孩子发扬“不放弃”精神， 
家长的态度不要“过硬”或“过软” 

 
    有时候孩子的中文学习会遇到瓶颈，会产生

畏难情绪，这是正常的。因为对多数孩子来说，

中文学习的意义和“用处”要到若干年后才能体会

到，而眼下却常常有挫败的体验。在这样的情况

下，鼓励孩子挑战自己，发扬“不放弃”的精神，

往往能借助他们的好强心，坚持下去。为了减少

孩子的挫败感，可以联系老师，适当降低要求，

以“捱”过困难时期。许多孩子在经过一段时间后

又会振作起来。家长的态度如果“过硬”，毫无商

量的余地，非但于事无补，还会影响亲子关系。

而如果“过软”，轻易让孩子中断学习，不仅前功

尽弃，还失去了孩子培养性格的机会。“不放弃 
(not quit)”，是孩子们达到学有所成目标的保障

，而这个保障的建立，要靠家长的良苦用心。 

-- 节选自马立平网站 www.mlpchines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