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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PSAT ENGLISH ENHANCEMENT CLASS

Dr. Edgar Huang 
黄少华博士
SATEnglish@gmail.com
317-804-406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atenglish/

•	 学生在SAT英语阅读和写作两方面有100-550分的提高。自
2008年，Carmel高中每年约三分之一获得National	Merit	Semi-
finalists（基于PSAT成绩）荣誉的学生曾在SEEC受过培训。

•	 SEEC所教内容是美国高中和初中里不系统教授但SAT/PSAT/
ACT要考的。学生在SEEC所学的知识和技巧终身受益。	
SEEC学生来自印州、美国其他州，加拿大和亚洲国家。

•	 SEEC常年授课。学生可任意一周加入。请email或打电话联
系。SEEC免费试听课，免费评估英语能力。

•	 SEEC另有两项服务：	(1)	给高中生提供长达四年一对一的名校
升学指导，(2)	给毕业生的大学申请提供关键的个体化指导。

黄博士自2015年2月
开始教新SAT，具有
丰富的经验。欢迎6年
级以上的学生参加。

SAT/PSAT英语提高班

LK移民律师事务所

317-639-1210
www.lewis-kappes.com

代办各类移民个案

资深移民律师

THOMAS R. RUGE(TRuge@lewis-kappes.com)
STEVEN L. TUCHMAN(STuchman@lewis-kappes.com)

2500 One American Square
Indianapolis, Indiana 46282

FAX: 317-639-4882

Email: byl@lewis-kappes.com

绿卡;   工作准许证;    庇护;   递解出境;   H1B 签证;   受聘移民签证;     
劳工纸;   公民入籍;    亲属移民签证;   及其他类别签证. 

其他法律业务范畴：设立新公司;   房地产买卖;   遗嘱及遗产安排;   
民事诉讼;   劳工及雇佣法等.

我们有通晓广东话，普通话的职员提供语言协助
欢迎预约咨询面谈

We speak Spanish, Madarin/Putonghua/Cantonese, and Danish.

10% off for early birds (Before 1pm, Monday to Friday)

Castleton Square Mall
6020 E 82nd St, 
Indianapolis, IN 

(Inside Castleton Mall, near Macy’s entrance)

Phone: (888)DOT-BOBA 
          (888-368-2622)

Website: www.chatimeindy.com
Facebook: chatimeindy

代理多家保险公司,保证一步到位 

汽车保险，房屋保险，财产保险，健康保险， 
商业保险，人寿保险，投资理财，奥巴马计划 

Auto, Home, Rental, health, Commercial, Life, Investment, 
Obama care 

电话 (Phone)：（317）688-1684     
电邮：lilly_david168@yahoo.com 

Hanbridge Learning Academy 
汉桥课后学校 ：汉语教育从这里启航 。。。 

Tel: 919-208-4461 (Tracy) 
Wechat: hanbridge2016 
E-mail: hanbridgelearning@gmail.com 
Web: www.hanbridgelearning.com  

汉桥课后学校为孩子提供优质的课后服务：辅导完成作业、中文课，每周不同主题兴趣课一次。让孩子在兴趣中学习，
在学习中成长！免费为每位孩子（K班以上）提供中文课和特色课的试听服务各一次。同时提供school’s out camp，day 
camp 和春假、暑假camp。 

 为学生免费提供接车服务、提供健康有营养的
小食品 

 辅导学生完成美国学校的作业  
 生动有趣的中文课 
 注重学生特长培养：语言艺术、舞台表演、用

中文演讲、画画、face painting等课程。 
 

 Free pickup service and snacks provided  
 Mandarin learning and Chinese culture 
 Homework assistance 
 Language speaking art, stage performance,  

drawing, creative crafts, singing, face 
painting and more 

 Day camps, summer camps 
 

 
授课时间：Monday-Friday 3:00pm-6:00pm 
地址：530 W Carmel Dr., Carmel, IN 46032 

(Piano Solutions 对面) 
 

招聘：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中文老师、接车司机 

哥伦布市中文学校周凤敏班上的作文展

         我的好朋友
                                                     David Zhang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印度人叫Ranveer。他今年
十岁了。我们在同一个学校。

Ranveer从二年级就是我的朋友。他有一个弟弟，他的
名字是Rajveer.他的妈妈的名字是Priya。他的爸爸的名字是
Raj。他有一个很大的黄色狗，他的名字是Rusty。

Ranveer 和我喜欢读书，玩儿游戏。我和他也喜欢Harry  
Potter。去年万圣节他来我们的家，我们一起去要了很多
糖。他是Ronald Mcdonald。我是Messi。我也去了他的十岁
的生日聚会。我们在Bouncy House玩儿。我们吃了生日蛋
高。那天晚上我们还住在他家。我们看了Walking With the 
Dinosaurs电影。

在学校我和他在课间时 玩儿Tag。我很高兴他是我的好

朋友。            

                           秋天来了
                                                        郭雨安

秋天来了，我很高兴！我可以吃南瓜，板栗，和苹果
了！我和我家人去了苹果园，摘了许多好吃的苹果。到了秋
天，我就可以trick or treat,吃月饼，和庆祝万圣节！

        
 到了秋天，树叶变红，绿和黄。很多植物都不长了，有

些就死了！草变黄了，树叶落了下来，飘到地上。有些动物
都跑到南方去了。天开始冷起来了，大家都穿长袖衣服。白
天变短了，有些树的果子就看不见了。

        
 秋天也是丰收的季节，庄稼都成熟了。农民们整天都

忙着收割玉米，水稻，大豆和南瓜等农作物！他们用农业机
器收庄稼。

   
 秋天是个很美丽的季节！

                         秋天来了                                                                                                                      
                                                          杨博雅

 秋天到了，我的 好时光也回来了。我小的时候，在中
国，很喜欢秋天。我三岁的时候，我会追从树上掉下来的树
叶。我问妈妈为什么叶子从树上落下来。她说，“因为是秋
天。” 我问, “为什么必须是秋天的时候才能掉树叶呢？” 
她说，“春天和秋天是相反的，因为春天的树是在长叶子，
秋天的树是在掉叶子。夏天和冬天也是相反的，因为夏天很
热，冬天很冷。

 
今天是2015年10月24日，我问了妈妈，“为什么在秋天

的时候，树叶就会变成黄色呢？”妈妈说，“因为植物的叶
子里含有许多天然色素，如叶绿素，叶黄素，花青素和胡萝
卜素。春夏含量较大，而叶黄素，胡萝卜素的含量远远低于
叶绿素，因而它的颜色不能显现，叶片就显现叶绿素的绿
色。由于叶绿素的合成需要较强的光照和较高的温度，到了
秋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光照的变弱使叶绿素合成受阻，而
叶绿素又不稳定，见光易分解，所以，树叶中的叶绿素比例
降低，而叶黄素和胡萝卜素相对稳定，不易受外界的影响。
因而，叶子就变成了黄色。

 
大自然可真神奇啊！秋天是我最喜爱的季节!

                   开学了
                                                    王稼柠

开学了，不能像暑假里那样睡懒觉了。晚上要早早地上
床睡觉，早上按时起床。我先吃早饭，然后刷牙。刷完牙
后, 哥哥和我一起走着去上学。

   
 开学了，新学年开始了。我们有了新的老师和新的教

室。我要注意不要走错了教室。班里有了一些新的同学，我
要慢慢地和他们熟悉起来。 

     
开学了，又有游泳课了。我每星期游泳两次。游泳是很

好的锻炼。我游得越多就越快。
     
开学了，我变得忙起来了，要认识很多新朋友，学习很

多新东西，这将是一个有趣的学期。

          秋天来了
                                                  Vincent Zeng

秋天来了，树叶变红了，树叶也要掉下来了。苹果又大
又红了，草要变黄了。天也变冷了。

秋天来了，水果和南瓜都成熟了。红红的苹果，黄黄的
梨，桔黄色的南瓜等着我们摘。

秋天来了，菊花开了，在秋风中摇来摇去的。
秋天来了，小熊要去找食物，准备过冬。乌龟也爬回洞

里了。
秋天来了，秋天的天气已经变冷了，我们也穿上厚厚的

衣服了。
秋天是金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秋天是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