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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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伦布市中文学校逸飞班上的作文展

  《最后一片藤叶》读后感
                                    王稼轩

最近我读了《最后一片藤叶》的故事。
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两位画家，她们叫Sue和
Joanna。一年秋天，Joanna得了肺炎。Sue去
看Joanna的时候，Joanna告诉Sue，窗外墙上
的藤叶都掉了后，她就会死去。Sue把Joanna
的话讲给了隔壁画家Behrman。那天晚上刮
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可是，第二天，最
后一片藤叶还没掉。Joanna看见叶子那么坚
强，她也变得更坚强了，她终于脱离了危
险。Sue告诉Joanna，藤叶没掉的原因是，在
那个暴风雨之夜，Behrman在墙上画了那片
藤叶。

《最后一片藤叶》讲的是，希望对于每
一个人都很重要，有了希望我们才有战胜困
难的动力和勇气。Joanna想到自己的生命就
像那些藤叶，如果藤叶掉光了，那她就会死
去。当看见最后一片藤叶怎么都掉不下来
时，她受到了很大的鼓励。如果叶子那么坚
强，她也可以那么坚强。

我觉得Behrman做为画家也获得了成
功，因为他终于画了一幅真正的杰作。一
幅杰作应该能够鼓励别人。Behrman的杰作
给了Joanna活下去的希望，帮助她战胜了疾
病。

我们在生活中不要轻易放弃希望。如果
我们的朋友失去了希望，我们应该积极地鼓
励他们。

《最后一片藤叶》读后感
                                       龚燊怡

这个星期的故事是《最后一片藤叶》。
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两个穷画家，一个叫玛丽
另外一个叫苏爱。有一年玛丽得了肺炎。
医生说她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可以活下来。 
玛丽在她的窗户外看见了好几片藤叶。她说
等最后一片藤叶掉下来的时候她就会死了。
有一天晚上，风和雨把最后一片藤叶刮了下
来。楼下的一位老画家看见了,他不想玛丽
死。所以他自己在刮风下雨的晚上到墙上画
了一片藤叶。可是那一天晚上他因为淋雨得
了肺炎最后去世了。因为他玛丽相信自己可
以活下来。

我读完这个故事很感动。那一位老画家

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救了另外一个人。这让
我想起了发生在纽约的9/11事件。很多消防
员去那里救人,但很多人最后死了。他们牺
牲了自己给了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给自己多点信心,不
要那么容易放弃自己的生命。如果玛丽没有
画家的帮助, 她就以为等最后一片藤叶掉下
来她就会死了。 人只有一次生命, 我们应该
珍惜自己的生命。

 《与众不同》读后感
                              张立言

《与众不同》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这个
故事是说有一个人他努力工作。可是过了几
年，别的同事都被升职了他却没有。 他觉得
命运不公。有一天晚上这个人做了一个梦。 
他 梦见了上帝。 那个人向上帝抱怨了这件
事。 于是上帝扔了一块石头到乱石堆里 让
他找。可是石堆里的石子看上去都差不多，
那个人当然找不到。 上帝又扔了一个金戒指
到石堆里， 让他把戒指找出来。这次他一下
子就把金光闪闪的戒指找到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被别人看到
你的能力，得到更多的机会，你自己得是块
金子而不是一颗普通不起眼的石头。 你要
有与众不同的素质， 除了勤奋工作还要多
动脑筋，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如果你
做出来的工作和别人一样， 那你就是一块
普通的石头而已。但如果你具有更加高超的
能力，你就会象金子一样， 发出不一样的
光芒，被大家看到。

《与众不同》读后感
                                        宋雨轩

怎样才能做一个起眼的人呢？在“与众
不同”这个故事里，一个年轻人发现自己没
有什么特点，活的很没意思。他天天都很努
力地工作，但是从来得不到提升。我们可不
能做这样的人！光努力但没有显示出自己与
众不同的地方是没用的。没有人会注意到你
花的功夫，因为你太不显眼了。我们读的
故事里的年轻人就是通过一个奇怪的梦，学
到了这个重要的道理。他梦见上帝在更他讲
话。上帝把一块很普通的石头扔进了一堆乱
石中，然后又叫年轻人去吧石头找回来。但
是，乱石堆里的石头都没特点，看起来都一
模一样的。年轻人只好承认他找不到那块石
头。接着，上帝有把一个金戒指扔到乱石堆
里，然后叫年轻人去找它。因为金戒指的样
子跟石头的样子有非常大的差异，年轻人很
容易找到了戒指。

这个梦比较让年轻人发现平庸的人永远
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而跟其他人有区别的
反而回脱颖而出。“与众不同”是一个非常
有意义的故事，因为它让我们学到了一个怎

样生活的道理：不管你在做什么事，都不要
忘记要有自己的特点，否则你永远都会落在
别人后面。

《小和尚卖石头》读后感   
                                        张立文

“小和尚卖石头”是一个很有趣的故
事。在这个故事里面一个小和尚想要他的师
傅告诉他怎样才能充分体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他的师傅就让他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卖这
块石头。小和尚先去了菜市场卖石头，别人
觉得这是一块石头，愿出二十块钱买。第二
天小和尚又去玉器市场卖石头，有人觉得
那是一块特殊的玉，要用两千块买那块石
头。第三天小和尚去古董店卖，有人认为那
是古代的一块特别的石头，愿出二十万块钱
买。 

同样一块石头，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卖的
价钱完全不一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的价
值不是固定的。在不同的地方，你实现的人
生价值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选择了一个好
的环境，你的人生价值也许会变的更高。

   《小和尚卖石头》读后感                                                                                                                       
                                      肖燕飞

从前有一个好学而又好奇的小和尚。有
一天，他想到了一个自己想不清的问题，就
去请教老师傅。他问老师傅：“怎么才能找
到人生价值？”老师傅非常有智慧，知道怎
么讲也不会讲清，因为这个问题必须是要亲
眼亲手地体验才能更有效果，于是就把他绝
妙的好主意告诉了小和尚。

老师傅的目标就是让小和尚懂得每个人
都有他的价值。在不同的地方

他的价值会是不一样的。老师傅先让小
和尚在后院里去挖个石头，明天把它

抱到菜市场去卖，后天去玉器店卖，大
后天再去古董店卖。老师傅的条件就

是小和尚不能说话也不能卖，有人问价
格的时候他只能伸出两个手指头。

小和尚遵照了老师傅的吩咐，结果，在
菜市场石头能卖二十块钱，在玉器店能卖两
千块钱，在古董店能卖二十万块钱。他的石
头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价值。小和尚认识
到，只有清楚的认识自己的位置，你才可以
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觉得这个小和尚很会思考，问了一个
很不同寻常的问题。理解了这

个道理，会帮助他取得成功。这个师傅
也真了不起，给他的主意也真棒！二

十块钱和二十万有个巨大的差异。每个
人肯定都会想拿二十万块钱，但是不

是每个人都能这么聪明的认清楚自己的
位置。找到属于自已的位置将帮助你

找到自己的价值。

《小和尚卖石头》读后感
                                        马子蒙

这个故事是讲有一个小和尚问师傅怎样
才能充分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师傅让他从
后院儿挖出一块石头去卖。但无论出什么价
都不要卖。第二天他先去了菜市场卖石头，
有人出二十块要用它压酸菜。第三天在玉器
市场卖，有人出价两千。他第四天去了古董
店卖，居然有人出价二十万！同样一块石头

在不同的地方价值差别如此大!这使小和尚
受到启发：要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必须选
好地方而且，要遇上识货的人。

师傅教他的方式不是简简单单地告诉
他，而让小和尚通过这件事自己去体验。我
觉得师傅这样子教非常棒，太有智慧了。 它
会让小和尚自己体会理解到怎么充分体现自
己的人生价值。我希望我周围有这种老师来
启发我们。这样我们会受到更深刻地启发。

我认为要充分体现人生价值需要先知道
自己价值观是什么：是挣更多钱，是可以帮
更多人？还是名声？还是给大家带来欢乐? 
然后找自己喜欢而又适合自己的行业。更要
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像Michael Jorda，
他在篮球行业无人能比，换到了一个别的行
业，他有这个可能像在篮球界那么成功吗？
他会给大家带来那么多的快乐和兴奋吗？他
懂得要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而改善自己的短

处。

  《点金术》读后感
                              陈子丹

《点金术》是一个能教你很多东西的故
事。

它首先告诉你不要贪心。
从前有一个希腊的国王。他特别喜欢金

子，而且觉得他还要。所以，一天晚上他向
上帝请求更多的金子。上帝把他的手指变
成“金”手指，他摸什么，那个东西就会变
成金子。他起来后，摸了床，杯子，面包，
把它们变成金子了。然后他摸了他的女儿，
把她也变成金子了。上帝让他的女儿复活
了，可是他摸得东西就不再变成金子了。

这个故事很深刻。它叫我们不要贪心，
要不然你会伤害你的亲人。国王就是太贪心
了，结果把自己的女儿变成金子了。

第二个教训是如果你有能力，你就有更
多的责任。国王有能力（他的金手指），他
就有很多责任。可是，他没有用好他的能
力，烂用了自己的权利，结果把他的女儿变
成金子了。

我学的最重要的是不要问上帝给你好东
西:他会证明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东
西有时候会伤害你。

《最后一片藤叶》读后感
                                     张子澄

从前，有两个穷画家，一个叫玛丽，一
个叫苏爱。一年冬天，玛丽得了肺炎，医生
看完玛丽的病后，告诉苏爱要治好她的病，
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了，关健是看她有没有
活下去的勇气。不一会儿，苏爱走进玛丽的
屋子，一边画，一边看着玛丽，突然，苏爱
听玛丽在数着数。原来她在看着窗外一些常
春藤。苏爱问玛丽怎么了，玛丽说等最后一
片叶子掉下来，她也会死了。那天晚上，刮
风，又下了雨。第二天，玛丽让苏爱替她打
开窗子。苏爱同意了。最后的那片叶子竟然
经得住了风雨，一直没有掉下来。这片叶子
实际上是玛丽和苏爱的领居贝尔门先生画上
去的! 是他的杰作。也是那天晚上，他得了
肺炎死去了。玛丽听了苏爱说的这个事后，
感动地流了眼泪。

我觉得只要有信心，就能战胜困难，才
有好日子过。虽然贝尔门先生自己死了，他
却把信心和希望留给了玛丽和苏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