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中文学校校刊 Newsletter -（3）
2008 年 7 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ncoming events:
• Summer Semester party： July 26. 11:00-12:00pm. 夏季班结业庆祝：七月二十六日 11-12
• School operation open meeting：July 26, 2008 12:00-1:00pm. 学校校务月会七月二十六日 12-1.
• Fall semester is from Sempt 6 to Dec. 20. Registration starts now.秋季班 9/6-12/20，现开始注册。
• We are looking for an art teacher for children basic painting skill, computer drawing and handcraft.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312-823-9097 Nancy. 学校目前招聘美术老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长寄语 Wishes from Principal
我们的夏季班很快就要顺利结束了。感谢各位老师认真备课，努力教学。感谢各位家长，
各位同学，在假期中坚持学习。尤其是那些第一次来东方学习的学生和家长们，你们坚持下来，
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步。谢谢大家！
秋季班的招生已经开始。东方将会把提高教学质量放到第一。每个班级将有老师的详细介
绍。学校将筹办奖学金/助学金。我们将在八月陆续送出有关信息。也欢迎大家来电，来函索取，
问询。让我们一起，为下一代的中文学习，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而努力。
Our summer program will end on this Saturday. Thank all teachers’ hard work. Thank all parents
and students who are studying during the summer vacation. Especially for those new families, you made it
successfully.
The fall semester of 2008-2009 school year is opening for registration now. The quality of
Chinese program will be our top priority. Each class will have the detailed introduction of assigned
teacher. The school is working on The Dongfang Scholarship program.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will be
available in August. You may request them through the school phones or e-mail. Let us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Chinese study and culture exchange for young generation and our community.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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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专题***************
福娃是五个可爱的亲密小伙伴，他们的造型融入了鱼、大熊猫、藏羚羊、燕子
以及奥林匹克圣火的形象。
每个娃娃都有一个琅琅上口的名字:“贝贝”、“晶晶”、“欢欢”、“迎迎”
和“妮妮”，在中国，叠音名字是对孩子表达喜爱的一种传统方式。
当把五个娃娃的名字连在一起，你会读出北京对世界的盛情邀请“北京欢迎
您”。
################################################################################

德-顾拜旦于 1913 年构思设计的，它是
世界范围内最为人们广泛认知的奥林匹
克运动会标志。五个不同颜色的圆环代
表了参加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五大洲
棗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美洲。
每一个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国家都能
在自己的国旗上找到至少一种五环的颜
色.

奥林匹克五环标志是由皮埃尔-

-像不像个汉字？ 像哪几个？

*****这是鸟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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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明辉

### 学生习作####
张承桴

《我是谁？》--编谜语

二零零八年四月三日

我是在水里长大的。小时候，我有一条尾
巴，在水里生活，就像一条小鱼。长大一点
以后，我身上就长出四条小腿，我的尾巴就
不见了。我便从水里跳到地上去。我很喜欢
游泳。我有长长的舌头，我用它专捉害虫
吃。你说我是谁？

水的用处多
水的用处可多了。
哪里有水，哪里就有生命。人体里的
水分大约占体重的 65%。没有水，我们吃的
食物就不能被吸收，废物也不能排出体外。
没有食物，人可以活两个月；但是没有水，
人只能活一个礼拜左右。
绿色植物需要水。大树，小草，美丽
的鲜花，健康可口的蔬菜水果都需要水才能
成长。
有水的地方就有漂亮的风光。比如：
北京北海公园和什刹海；芝加哥的密西根
湖；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等等；都是著名
的风景名胜之地。
不管你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我们都
离不开水。没有水，我们就不能刷牙，洗
脸；无法解渴；餐桌上不会有鱼虾。我们的
生活就会非常不方便。

张筱煦
《狐狸和兔子》---编故事
有一天，狐狸在森林里走看见前面有两只兔
子。狐狸走过去看见那两只兔子找到了很多
好吃的东西。它们正在争论谁应该把东西拿
回家。狐狸对那两只兔子说：“我知道该怎
么办。”兔子问：“怎么解决？”狐狸回
答：“你们谁先跑到那棵树，这东西就归
谁。”狐狸一说完兔子就开始跑了。兔子跑
了狐狸就拿起吃得就走了。第二天兔子走到
狐狸家去请他吃饭。狐狸五点钟就到兔子家
了。另一只就跑到狐狸家把狐狸的吃得都拿
走了。他跑回去一开门就把狐狸推出去了。
狐狸回家了就看见它的吃的全都不见了
。

%%%%%%%%%%%%%%%%%%%
亲爱的张老师：
张承桴之所以能写好这篇文章"水的用
处多"，是因为他对这个标题感兴趣。他把以
前 Science 里学到的知识应用上了。加上我们
对他的启发：写出你生活中的体验。更是因
为您平时对他的鼓励，使他进步不小。
非常感谢。
Max' m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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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忘了是学中文。当你听他们主动和你
打招呼，说“你好”时，你会惊讶他们的中
文水平远远地超出他们的年龄！生动的图
画、快乐的游戏、好听的音乐……这些为幼
儿精心设计的场景，正是他们学得快的原
因。
除了老师的课堂教学创造了快乐的氛
围，在同一上课时间开设的家长中文班，也
是东方中文学校的另一特色。在这里，为了
满足有些的孩子的父母也希望学中文的需
要，方便一家人的上课时间，东方中文学校
开设了家长中文班，从日常用语到识字写
字，让家长们每天都有收获。能有这样“跟
孩子一起学“的家长，是海外中文教育的强
大基础。是所有中文学校值得欣慰的，！正
是有家长们的重视培养孩子们学中文，才会
有了海外中文教育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推
广。
少儿班是为年龄在 7—17 岁的学生开
设的。在开学初的两周内，学生们根据自己
的学习中文程度，选择班级。现在东方中文
学校设有 1—12 级中文班和 AP 高级中文班。
每个班人数不等，一般在 5—20 人之间。少
儿班，除了兴趣教学外，更强调对学生的
听、说、读、写的规范教育。东方中文学校
的老师都毕业于国内外师范学院，有着从教
的经验。老师们努力综合东西方教育理念和
方法的长处。让学生们学的有兴趣。 在这样
的教学模式培养下，四、五年级的学生们已
经能像模像样地写篇让你吃惊的作文和小故
事了。到了十级，学生们在参加各种中文比
赛，文化比赛中均有极佳表现。最重要是，
东方中文学校积极创造机会和鼓励学生们参
与各种中国文化活动，让他们在实践中感受
到学中文的乐趣和收益。当他们绽开笑颜，
享受收获的时候，家长们“苦心逼迫学中
文”的局面开始扭转了，变成了孩子们愿意
学中文了。
一切为了孩子们—这就是东方中文学
校的办学宗旨。为了孩子们取得全面发展，
学校不仅开设了中文课，还开设了图画、数
学，舞蹈、英文写作和演讲等才艺班，让孩
子们来到学校，不虚此行！

廖颖妍
《狐狸和狗》---编故事
有一天，狐狸正在散步，忽然看见路边有两
只狗为了一只死去的鸡在争吵。狐狸走上去
问道：“你们为什麽在争论不休呢？”一只
小狗抢着说：“鸡是我发现的，所以鸡应该
是我的。”另一只狗却说：“鸡是我杀死
的，鸡应该是我的”。狐狸想了想，狡猾地
说：“我有一个好办法，你们谁先爬上前面
那棵大树，鸡就给谁”。两只狗觉得这个主
意很好，便都同意了。于是，他们马上跑到
树边，准备爬树。可是狗是不会爬树的。它
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却爬不上去。但为了那
只鸡，它们仍不停地爬。天快黑了，两只狗
都累了，便坐在树下休息。他们这才发现，
狐狸和鸡都不见了。

东方中文学校：一切为了孩子
-----秋季班九月六日开学，现在开始注册-----当你走进位于芝加哥 Daley College 的
东方中文学校，无论你是家长，还是学生，
一定会为这里的学中文的氛围所感染。无论
你是否来学中文，你都会禁不住停下脚步，
跟着那抑扬顿挫的声音，说上几句普通话—
那感觉真好！
东方中文学校在这个夏季开设了幼儿
中文班、少儿中文班（三个级别）、才艺班
和家长中文班。秋季班将从九月六日开学到
十二月二十日结束。现在已经开始报名。
东方学前班的小小的学生最吸引人！
他们只有三到五岁，但是跟着音乐，拍着小
手，张着小嘴，有模有样地学得中文是字正
腔圆。课上快乐的氛围，让这些孩子忘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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