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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创办三个多月来，学校各项工作井井有条，我们有各位家长的大

力支持，有各位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有一支高水平、全心致

力于教学的教师队伍。校长陈鸿祥有一次开玩笑地说：“学校可以没有校长，但

一天也不能没有老师。”他的话确实反映了老师在学校所起的关键作用。由于我

和语言课的老师们接触比较多，亲眼目睹了他们在课上课下所作的付出，深深为

他们的敬业和爱心所感动。 

 

作为学校的老师，首先要对孩子有爱心。这一点在我们很多老师身上表现得非常

突出。小小班的刘阳老师所教的是不满 5岁的孩子，其中还包括了部分美国家庭

领养的中国孩子，为了使每个孩子都能跟得上学习进度，从备课到讲课，她每次

都得准备中英文教案各一套，其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刘阳对她的工作非常

尽责，对班上的孩子充满了爱心。她说：“我愿意把这些孩子一直教下去！” 

这个班的家长们对刘阳老师的这番爱心也是有口皆碑，深受感动，大家纷纷报名

要帮助刘阳老师制作教具或做其它工作以减轻她的负担。谢翔英老师与领养中国

儿童的家庭接触很多，她深深地被这些家庭为领养一个中国儿童所付出的艰辛和

努力而感动，因此对每个儿童都充满了一份爱心。一年级的刘敏慧老师主动利用

了业余时间制作了一套与教材配套的家庭作业供大家选用，当听到感谢她所做的

努力时，刘老师说：“我就是对教小孩子感兴趣，想把事情办的更好.”幼儿班

的徐静老师注意到班上有几位同学在学习上有困难，多次向校方呼吁并寻求解决

问题的办法。葛建平老师在别的镇是教大孩子的，但从接手小小班通过几次课之

后，她感慨到：“这些小孩子太可爱了！” 四年级刘玉芬老师说：“当我看到

这些学生求知的面孔时，我就从心里喜欢他们，总舍不得下课。” 她原来的工

作是跟计算机有关的，通过这几个月的教学工作，她深深地喜欢上了孩子们，决

定放弃了在计算机行业寻找就业机会的想法，还定下了致力于小孩教育的计划。

像这样充满爱心的故事几乎在每位老师身上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我认为这是

我们这支教师队伍能够在中文学校起关键作用的基础。 

 

有了对孩子们的爱心，就激发了老师们对教学工作的热情和重视。教育是一门科

学，必须有科学性和系统性。为了制定出适合各个年级的教学计划，老师们多方

收集信息、寻找参考资料。小小班和幼儿班的老师们在没有现成的课本，更无教

学大纲可借鉴的情况下，几次专门开会，详细讨论本学年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

，尽量选择适合本年级孩子们的内容，以便做到教学有计划性和连续性。实践证

明她们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深受这一年龄段的孩子的喜爱，是非常成功的。一

年级三个班的老师，集中了她们人多的优势，很快拿出了一分高水平的教学计划

。冯郁老师中文打字是高手，她们修改几次，她就随即输入几次，直到满意为止

。二年级老师谢良玉，当知道提交教学计划的具体日期之后，远在上海探亲的她

还惦记着要参考材料以便按时完成教学计划的起草工作。 

 

有了教学计划，老师们心中就有了主线。但日常的每一节课，每位老师还得准备

非常具体的教案。每一节课的重点、难点，如何引入问题、如何安排内容和总结

这一节课，完全反映在教案中。刘敏慧老师有着几十年的小学教学经验，她非常

高兴地给大家写出一份示范教案。通过示范教案，老师们结合自己的教学特点，

充分发挥，每一节课都做到了心中有数，上起课来得心应手。当我翻看着乐群老

师从开学到现在每一节课的工整教案时， 我深深地被老师们这样的敬业精神所

感动。 

 

如何创造一个生动活泼的课堂环境，对小学生来说，可以说是教学成功的前提。

小学生天生好动，注意力集中不了几分钟，如何吸引他们来学习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实际上是一门艺术。刘敏慧老师不愧是具备多年教学经验的老师，她利用多

种不同的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小学生们个个争相举手回答问题。她把这些

在美国学校里自由自在惯了的孩子们安顿的服服贴贴。当我看见一只只小手整齐

地举起书本、大声跟读的时候，我自己也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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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方面，低年级的老师们做得格外突出，她们既要会唱歌，又要会跳舞，还要会和小

朋友们一起玩游戏，可谓多才多艺。徐静老师在教“交通工具”这一课的时候，把她家里所有与交通工具有关的玩具全

部搬到课堂里来了，让学生们在作游戏、玩玩具时认识有关的字和词。 

 

大家知道学习语言 主要的是要有一个语言环境。在美国，孩子一旦上了小学，用中文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即使进到中

文学校说英文的习惯也不容易改变。学校要求老师在课堂里尽量少用英文，鼓励学生用中文提问和回答问题，只有我们

坚持这样一种中文的学习环境，学习中文才能有收获。这点说起来不难，但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在高年级的学生

中。五年级老师王大慧在这方面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她不断提醒学生在课堂上用中文。颜越老师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在

一节课的四十五分钟内，我发现她竟然没用一句英文。各位家长，你不妨与你的孩子交谈十分钟，看看你不由自主地会

夹进多少英文？ 

 

一个人的知识和经验总是有限的，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是学校对各位老师提出的建议。二年级的陈晓红和谢良玉老师

在这方面堪称典范。每次下课后，总能看见她们二位在一起，交流上一节课的体会，讨论出现的问题，探讨教学中使用

的 佳方案。冯郁老师经常与刘敏慧老师交流，从中得到不少启发，把很多诀窍都用在教学中，活跃了课堂气氛。 

 

在课堂上，除了老师唱主角外，很多班还配备了助教。助教们都是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配合主讲老师，处理日常杂事

，必要时还能上讲台讲课，周麟就是这样一位代表。由于他平时注意主讲老师的教学方法，对班里的情况非常了解，也

积累了不少经验，当主讲老师由于搬迁不能继续任教时，周麟就非常顺利地把这个班的课接替下来了。小小班的助教谢

宁当知道部分领养中国儿童的家长需要辅导拼音时，便主动担负起了组织和实施课外辅导的任务。 

 

每当看到孩子们高高兴兴地来到中文学校上课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些老师们。感谢你们 ――艾克顿辛勤的园丁！

我爱我屯 
孟阳 

 
刚搬来屯里住那会儿， 明显的感觉就是一个“静”字： 夏日一入夜，虫儿便从各处鸣唱

起来，树叶在微风的抚摸下也加入了这一合奏，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芬芳，万物在夜幕中

进入梦乡 …… 

 

时间一长， 渐渐从这个“静”字中悟出些许不同的层次来。 

  

静是田园，是回归自然。屯里小溪无数，农场数座，民宅大多掩映在树林之中；公路两旁

，叫不上名儿的农作物一望无际，风过后，很容易就能猎取一幅“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

色。更绝的是，夏日的黄昏漫步时偶有远处牧场飘来的牛粪味儿，我竟也象瘾君子般不要命地猛猛吸入，好象那味儿比 

CHANEL 的香水还性感 …… 

  

静是富足，是内敛。屯里居民教育水平高，收入也高。但在这儿你很少见到充斥于L市与那几个W市的“豪宅”，街上跑

的车中也难得有“大奔”和“宝马”。相反，屯里的图书馆倒是 豪华耀眼的一处建筑了。寂静之中，望着三三两两的

孩子们不是和家长一起轻声念书，便是聚精会神地独自阅读，你就会真切地感受到屯里人的眼界、志趣和寂静之声 

(sound of silence) 的魅力。 

 

静是秩序，是祥和。屯里的生活在井井有条中展开，人们之间友好和睦，相敬有加。就是在网上如火如荼争得不可开交

的 override， 在实际操作之中也是彬彬有礼：你在院子里竖一块 “Vote No to Override”， 我就在路边插上 “Yes”。决

战过后，胜者不骄，败者不馁。那些牌牌则在一夜之间消失无踪。 

 

静是深度，是智慧。中国有许多关于静的说法：沉默是金，以静制动，静如处子，宁静致远等等。老祖宗的文化似乎偏

爱“静”字。事实亦如此，大凡智者多寡言，话少了，思想就会丰富些，思路就会密实一些；想得深了，看得也就远。在

极具挑战性的关口，当许多家庭不得不面对收入下降的现实时，屯里的大多数人仍义无反顾地对Override投了赞成票，

宁愿自己多付出，也不能亏了学校的老师，自己孩子的教育，屯里其他的公共服务等。这是一种怎样的胸怀、勇气和智

慧啊！ 

 

搬来屯里不久的一天清晨，雾朦朦、雨朦朦，后院草地上惊现两只梅花鹿，它们静静地徜徉、觅食、嘻戏。听人说鹿预

示着吉祥。真诚地祝愿它们也能出现在您的后院，亦或在您的梦中 …… 

 

ACTON是个吉祥之地，是爱她的ACTON人给了她宁静与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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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四日下午，中文学校 Cafeteria 门口的走廊里“刀

光剑影”、人头簇动。来自 Boston Fencing Club 的教

练张通善、原上海击剑队队员邢健及中文学校学生家长

陈礼浩正在为中文学校的家长们做击剑表演。这次表演

是为咱中文学校下学期将开设的击剑课所做的现场演

示。 

 

简讯二则 

刘相海 
 

日前，我校校长陈鸿祥、校筹委会主席王泽养、文体

主任刘相海一起前往 ACTON Junior High School，与

ACTON 公立学校教育委员会学校指导总监 Johnathan  
Landman 就 ACTON 中文学校与 ACTON 公立学校合作进

行中国文化特色节目展示的有关事宜进行了交流，并对

双方长远和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达成了意向。 

首先，张通善先生向大家介绍了击剑的种类、击剑运动

在美国的发展、现状及孩子学习击剑所带来的益处。随

后，邢健、陈礼浩全副武装，真刀实枪地使用电子计分

器做击剑表演。现场观众们听得全神贯注，看得惊心动

魄，掌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表演结束后，三位表演

者分别回答了大家的问题，张通善先生还现身说法，介

绍了怎样培养自己的三个孩子通过练习击剑，走进了 

Harvard 大学、Stanford 大学、和 Wellesley 女子学

院。许多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当即表示要给孩子报名。目

前，有关下学期 Culture Class 的课程设置已基本安排就

绪，详细事宜请查询中文学校网址。 

 

王泽养主席表示 ACTON 中文学校愿意对本屯各小学、初

中、高中举行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提供帮助，由 ACTON

中文学校组织一系列中国文化特色节目到各学校巡回展

示。随着 ACTON 亚裔学生，特别是中国学生数量的不断

增加，中国文化已经从多方面渗透进了学校，学生和老

师对中国文化越来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些学校想组

织一些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活动，苦于资源有限，只有奢

望之心，却无承办之力。不久前，在 Junior High 
School 举办的国际日活动中，由王泽养带领临时凑成的

小规模队伍小试牛刀即反响不凡。ACTON 中文学校的老

师和家长之中人才济济，组织一些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

展示节目不是难事。通过这些展示节目既能支持学校的

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又能展现多彩的中国文化，也可以

帮助解除许多家长有心参与孩子的学校活动，但苦于势

单力薄不能实现的苦恼，还能扩大我们中文学校的影

响。 

 

 
北美体协杯-2003第一届乒乓球赛 

刘成 王泽养 

北美体协杯第一届乒乓球赛于 4月 19 日在 MIT 的
DuPond Athletic Center 举行。本届比赛设有男子 A 组

，男子 B 组，男子 C 组，女子组，少年组和老年组六

个比赛项目，共有四十九支球队参加了比赛。 

 Acton 中文学校乒乓俱乐部成立才两个多月，人数不

多，练球条件有限，大家之间还不十分了解。本来今年

不准备参加比赛，但大家报着试试看的态度，组建了一

支球队，参加了男子 C 组的比赛。Acton 中文学校乒乓

球队教练由王静担任，队长刘成，队员：崔振乾，董群

明，杨继进，赵永。比赛的前夜，大家花了几个小时磋

商球艺，讨论战术，算是临阵磨枪。 

Mr. Landman 非常欢迎这个提议，并提出中国孩子在学

校的学习成绩普遍较高，学校老师对中国家庭对孩子的

教育方式非常好奇。他提议由 ACTON 中文学校组织一些

学生家长与 ACTON 各学校的老师在年底前进行一次对话

交流，家长们可以介绍一些督促孩子学习的方法、对孩

子课余活动的安排等，老师也可以对中国孩子在学校的

表现提出他们的看法，指出不足。同时，Mr.Landman
还表达了希望将来由中文学校牵线，让 ACTON 公立学校

与中国的学校建立姐妹学校的愿望，希望姐妹学校之间

可以进行教师交流、学生互访，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男子 C 组共有九支球队，分成三个小组，每组三支球

队。经过循环赛，每个小组前两名出线。然后通过抽

签，小组第一名同另一支小组第二名进行淘汰赛，决出

三名球队进入决赛。决赛是由这三支球队之间的循环赛

成绩定出 终胜负。 

 

陈鸿祥校长还专门提到 ACTON 中文学校所在的 JH 悬挂

的各国国旗中没有中国国旗，对此，Mr. Landman 表示

了歉意，并说会尽快购买中国国旗悬挂。 
 

第一阶段比赛，Acton 中文学校和剑桥中文学校，GSU
联队分在一个小组。除赵永外，大家都是第一次参加比

赛，比赛刚开始，大家还有些紧张，打得有些拘谨。但

在赵永的带动下，Acton 中文学校终于以三比一的比分

战胜了 GSU 联队。剑桥中文学校虽然不是弱队，但我

们对他们的打法有一定的了解，对出场队员作了适当地

调整，结果以三比零的比分大胜剑桥队，以小组第一名

的成绩出线。 

 

通过这次交流，我们更强烈地感觉到中文学校不应该仅

仅是孩子们周末学习中文的临时性学校，更应该是一座

沟通中美文化的桥梁，让在美国生长的孩子们通过这个

桥梁更接近中国，了解中国，也让我们所在的社区了解

中国文化，增强中国人在社区的影响。 

 
 

 

校园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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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的比赛对手是 SYCAMORE。这是一场淘汰

赛，胜的一方进入决赛。在比赛之前，我们已对

SYCAMORE 队进行了详细观察，认为他们不是我们的

对手。但我们不敢轻敌，认真对待，结果以三比零的比

分轻松地进入了决赛。 

【读书会成立启事】在家长会民意调查中

，不少同胞表示有兴趣参加读书会。另外，Acton 
Memorial Library 目前正在申请 Community Languages 
Grant，如果获得基金，将在明年春季举办和资助中国

文化读书小组。小组将选择若干介绍中国文化的英文作

品（包括小说和非小说类），进行讨论。在这两个事件

的促成下，读书会于2003年4月成立。读书会成员于4月

29日在图书馆进行了读书会的第一次活动，讨论和制定

了读书会的名称，定期活动内容，和长期活动目标等。 

决赛是在同世纪中文学校一队和二队之间进行的。世纪

中文学校位于 Framingham，乒乓球运动很普及，队伍

比较整齐，所以两支球队都进入了决赛。我们首先与世

纪二队相遇。由于对他们的打法缺乏了解，战术选择不

甚配套，Acton 中文学校遗憾地以二比三输给了世纪二

队。这也是我们在这次比赛中输掉的唯一一场球。在接

下来的比赛中，Acton 中文学校以三比一战胜世纪一

队，夺得了男子 C 组亚军，为 Acton 中文学校捧回了

第一枚奖杯。 

 

读书会取名为 Acton Chinese Book Club，本会将面向

爱好阅读有关中国文化书籍(中文或者英文)的书迷。是

SIG 而不是 PIG （PIG=Public Interest Group, 
SIG=Special Interest Group)，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参加。 

 

读书会定期活动目标包括：支持明年春季公共图书馆的

读书小组，讨论并挑选书籍，本小组成员积极参加，为

书籍的选择提供导向和促进沟通，好书推荐（每月推荐

书单），由组员推荐自己喜爱的书籍，交流和讨论读书

心得。长远活动目标包括：筹办社区书展和图书交换，

联系国内外作家来社区和读者见面，协助和促成与FCC

家庭结伴的中国文化旅游。读书会初步预定每月在图书

馆聚会一次，并利用yahoogroup的功能加强互相的联系

。 

比赛过后，虽然感到有点美中不足，但大家仍十分高

兴。比赛过程中，大家相互帮助，相互鼓励，充分体现

了团队精神。赵永是我们这次比赛的球星。他的弧旋球

无一能敌，为我们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王静教练担

任着这次比赛的总指挥，但她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

间，观看我们打球，给大家指导，鼓励。  

牛刀小试，我们的乒乓球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听说我

们的比赛消息后，曾经是中国科技大女单和女双冠军的

廖红梅女士已报名加盟我校的乒乓俱乐部。明年的乒乓

球赛场上，也许会看到来自艾克顿中文学校的男队，女

队，少年队，甚至老年队。除乒乓球外，北美华人协会

每年还举办足球，排球，篮球，羽毛球等比赛。艾克顿

中文学校的健儿们，厉兵秣马，让我们与其他学校的朋

友们在赛场上相会！ 

 

愿意参加读书会的朋友请发 email 到:acton-chinese-
book-subscribe@yahoogroups.com，保证来者不拒，只想

来看看我们读书会活动记录的朋友，我们也欢迎，请访

问： 
http://groups.yahoo.com/group/acton-chinese-
book/ ，希望您多提建议。 

  

  
PLAYGROUP ANNOUNCEMENT 饮水思源 回馈社区 
 

 On June 7th, a Summer Playgroup is starting for kids of all 
ages at the NARA Park Playground, on Saturday's from 3 
to 5 PM.  This is a 'drop in' program, no need to sign up. 
Join us whenever you can! 
 
This playgroup is not sponsored by ACLS but they think 
it's a great idea!  We are inviting all members of the school 
to participate. We feel this will be a nice opportunity for the 
school parents and kids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over the quieter summer months. 
 
NARA Park is located on Ledgerock Way off of Rte. 27 in 
Acton.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all, Jill Lu (978) 897-
6660 or Claudia Blass (978) 369-1587. 

近，本地著名川菜馆老四川的老板李中和刘立军向艾

克顿中文学校提出出资设立“老四川中文奖学金”，以

奖励中文学校学生，激发他们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热

情。这一想法得到学校方面的大力支持。 

 

开业仅一年的老四川，位于波士顿北的 Billerica 镇。该

店以正宗川菜为号召，以热情服务华人社区为宗旨，吸

引了附近许多华人顾客。尤其是到了周末，小小的店堂

里总是高朋满座，生意兴隆。店主人李中和妻子刘翠

渝，也是本屯居民，而且已有近五年的“屯龄”。 夫

妻俩人在屯里屯外人脉甚广。李中本行是个医生，在经

营老四川之前，他曾在波士顿的多个医学院工作过，曾

经是艾克顿到波士顿的郊区通勤火车上的常客。刘翠渝

则在附近的 Lucent 工作多年，在屯里有许多同事、朋

友。他们的儿子李承璞现在是我们中文学校四年级的学

生。为了感谢大家对老四川的惠顾与支持，李中和刘立

军有意出资支持艾克顿中文学校，以行动回报社区。 

 
Hope to see you there!  Enjoy the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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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 To Guys 

For your real estate needs – 

Good School Realty, 
Inc. 

978-287-4435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Young Colonial in Bedford. 
9 rooms, 4 bedrooms, 2.5 baths, 2-car garage on a level 1-Acre lot in a quiet 
neighborhood in Bedford center. 10 Highland Ave. $695,000. 

5 



No.4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三年五月 

教师讲坛  

看 The Third Man 和关于《简爱》讨论的一点联想  

  

偶然的机会，我从 ACTON 的公共图书馆借来 1949 年

经典老片 DVD 《The Third Man》（不知有没有译制片

），导演 Carol Reed, 由 Joseph Cotton （饰 Holly 
Martin）, Alida Valli, Trevor Howard 和 Orson Wells 
(饰 Harry Lime) 主演。故事背景是二战后的维也纳，

是一部被后人称誉极高的惊险和爱情片，外景摄影和故

事俱佳，全片用一把齐特拉琴（zither,一种古代乐器）

配乐，颇为奇特。原版或译制都值得一看。 

 

 

听配音，学中文 

周麟 

 

作为中文学校的家长和教师，学期开始时提交给张总的

自我介绍中曾提倡“听评书，学中文”。学期过半，除

了同龄人中的一些评书迷曾索要评书录音外，并没有学

生来吵着说要听评书，看来我对“市场”估计不足。张

总盛情约稿，无奈我中学语文作文常常得 70 分，大学

索性没修语文课，真是汗颜。盛情难

却，只好再来贩卖另一个怀旧的主题

，并美其名曰“听配音，学中文”。

 

更有意思的是这部 DVD 里介绍了本片的修复工作，全片

有 22000 多处通过技术处理，DVD 花絮里有一段 3分多

钟的演示，对比修复前后的区别，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它所采用的是位于美国罗德岛州的

Mathematical Technologies Inc. 公司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http://www.mathtech.com/>) 的电影修复

专用软件产品。它在介绍修复中，也提

到原片因过度使用，加上年久 “失修”

，质量岌岌可危，故有修复之说。 

 

音主要是指外语片的配音，这一形

国配音的黄金时期，一般认为是上

出“听配音，学中文”，其实是抛砖引玉，希望能有

上一篇几个月前在配音艺术论坛上写的小评论，作为

麟，5/2/03, Acton 

――――――――――――――――――――――― 

配

式在中国和外国都适用。例如， 近

上市的英文版 DVD《千与千寻》

(Spirited Away)中的一段花絮，就介

绍了从日文到英文的译制过程和译制

人员，给人的印象是专业化，现代化

和年轻化。 

 

由此想到大家（包括我）所钟爱的邱岳

峰、李梓配音的《简爱》（和其他经典

译制片），它们的拷贝在译制厂状态如

何，记得我读到过这么一条消息，说某

译制厂（也许是中央台）人士为大家解

释为何对一些经典老片重新配音，其主

要理由就是拷贝质量。那么上译厂的《

简爱》是不是已到了不能修复的状态了

？ 要是技术上还可行的话，今天要是再

不修，十年以后也许真正成为遗憾了。配音网友中有没

有能量特大的人能够说服上译厂对《简爱》进行《The 
Third Man》式的全面修复呢？ 如果综合民间捐款，厂

方投资（修复后出白金版上译《简爱》，收回投资），

和政府资助（修复代表新中国译制片历史典范的优秀影

片），我们全面重温《简爱》的梦想是否可以实现呢？ 

中

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我的同龄人

中应该能记得《简爱》《尼罗河上的

惨案》《佐罗》《追捕》《悲惨世界

》等大片和邱岳峰、毕克、李梓等如

雷灌耳的大名。虽然同是长在红旗下的夫人对那个时代

配音的一丝不苟和拿腔作调已经不屑一顾，我仍旧小心

翼翼地珍惜和珍藏那一段美好的回忆。曾经在一夜之间

，我汽车里小老头 Phil Collins, Elton John, 刘欢，郭峰

和那英的 CD, 尽数换成了以上那些电影的录音剪辑。 

 

提

人写出“听相声，学中文”，“听朗诵，学中文”的文

章，让我们用共同的努力，为下一代提供一个健康、高

尚，寓教于乐的环境，学习博大精深的汉语。 

 

扯远一点，有谁知道国内是不是有类似 Mathematical 
Technologies Inc. 公司的产品，如果没有，有没有人愿

意创业，来做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类似产品？ 

附
后，说说一个有商业眼光的人。此人就是用齐特拉琴

为《The Third Man》配乐的乐师，他名叫 Anton 
Karas。《The Third Man》打红后，他四处用齐特拉琴

巡回演出，还跑到维也纳，开了一家咖啡店，名为

“The Third Man”. 

引子。 

 

周

 

―

以下原文 初发表于中国配音网配音艺术论坛
会不会有人在邱氏故居瑞金大楼下，开一家简爱咖啡馆

。到那一天，（或者修复后的《简爱》在大光明首映）

，不管我在天涯海角，都会去的。 

1/11/2003 (www.peiyin.com) 
5/2/03 订正错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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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的。比如，他数到几百，奶奶一和他说话,他 学中文小笑话 
 就忘了。 

老师: 回答得太好了! 一分  提供 
 

妈妈和儿子一起看中国录像带，妈妈想知道儿子是否

真的看懂了。妈妈问: “你知道 ‘你是风儿，我是

沙’是什么意思吗?” 儿子答: “你疯了，我傻了。” 

四年级学生默写生字词，要求写十六个字。默写完

后，一位学生自己在考卷上写上 “四个错了”。 

 
 

妈妈和女儿在一起看《走遍中国》节目。 

妈妈：下期介绍古都洛阳。 

女儿：It’s about animals. 
妈妈：为什么和动物有关？ 

女儿：骆驼和羊，就是“骆羊”。 

 

老师讲解课文。 

老师：“‘于是’是什么意思？” 

学生：“就是鱼在水里，‘鱼湿’。”  
 

《数星星的孩子》快学完了, 老师想知道大家怎么理

解张衡。 

老师: 谁想说说张衡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学生: 张衡实际上很不聪明。他想数星星，肯定会数 

Instant Term Ins

www.gw-insu

•24/7免费上

•拥有最大最

•比较500多

•了解华人的

电话： (978)244-0277      inf
6 Boston Road Suite 201, C

7 
更正启示 
 
在本刊第一期（二〇〇二年二月）的中文学校老师介绍
中，遗漏了一年级 C 班老师冯郁的自我介绍。现刊登如
下，并向冯老师表示歉意。 
 
毕业于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我，对于"传道，授业，解惑"

这一古老，平凡又崇高的职业一直心怀崇敬，兴趣甚浓

。曾在另一所中文学校任教。在教学过程中，自认为

开心的事莫过于听到孩子们准确流畅的琅琅读书声,通顺

合理的中文遣词造句，以及看到陶醉于祖国灿烂文化中

的一张张可爱的笑脸。 
urance Quote 

rance.com 

网查询定期人寿保险 

强的保险公司数据库 

家保险公司的好坏规模

特殊需要和要求 

o@gw-insurance.com 
helmsford, MA 01824 

mailto:info@gw-insur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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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lt Culture vs. Shame Culture: 
The Unique Challenge Facing Our 

Children 
 

Eric Liu © 
 
PRELUDE 
 
During the “How to Raise Children” seminar last Sunday at 
ACLS, education expert Dr. Shen told us how surprised he 
was that his son did not feel ashamed after disappointing in 
a competition. It reminded me of many similar exchanges I 
had with my son, in which I found “shame” meant different 
things to the two of us. It puzzled me at first but after some 
thinking, I realized that we were touching on a very 
fundamental issue.  
 
TWO WAYS TO SOCIAL CONFORMITY  
 
The Chinese culture i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West, 
with some differences more substantial than others. Few 
differences could be more fundamental than the way in 
which the society enforces its conformity. In all cultures, 
two primary mechanisms have been employed to insure 
social conformity of the individual to the society. They are 
guilt and shame. Consequently, cultures a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shame cultures” and “guilt cultures”. The 
Chinese culture belongs to the former, while the Western 
cultures the latter.     
 
GUILT VS. SHAME  
 
Guilt and shame are related but quite distinct. Guilt refers 
to the painful tension felt whenever an internal moral 
boundary set up the conscience is violated. For example, 
we all know stealing is something that isn’t “right” (the 
boundary). A thief would probably feel guilty even if he 
managed to escape legal punishment.  
 
On the other hand, shame is the painful feeling that occurs 
when a goal is not being 
reached. Shame gives the urge 
to hide one’s face, and often 
indicates an existence of a real 
shortcoming.  
 
SOCIETAL 
DIFFERENCES 
 
Societies built on guilt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built on 
shame. In guilt cultures, social 
conformity is achieved through 

“submission” to a higher authority. Absolute moral 
standards, usually defined by religion, are required to create 
the moral boundary of guilt.  

群言堂 
 
Shame cultures usually put the individual in the process of 
comparing and competing with one’s peers, such as 
siblings and classmates. The process is “identification 
(to peers)”. Each individual constantly tries to identify with 
a group though mimicking behaviors, clothes, drinking 
patterns, etc. 
 
Shame cultures aren’t constrained by absolute moral 
standards, which can sometimes mean more flexibility. The 
phenomenal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is a testimonial to 
this flexibility. On the negative side, however, shame 
cultures are often dominated by “crowd mentality”. We are 
all familiar wit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出国潮”, 全

民炒股, 包二奶 etc. 
 
SHAME HAS ITS MERITS TOO 
 
The West had believed the guilt system was superior.  
Admittedly, there are many merits of a guilt system. For 
example, it focuses on the fault of doing rather than the 
fault of being. But the shame system has its merits too. In 
addition to increased adaptability at the societal level, 
another advantage is its motivating power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when applied in the right way. When people feel 
ashamed, they will either give up or try to improve, 
depending on their self-confidence level. For example, an 
obese person may very well be motivated into entering a 
rigorous diet plan; a smoker pressured into quitting. The 
much higher success rate of reforming prison inmates in 
China is convincing evidence for the motivating power of 
shame.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a large number of accomplished 
thinkers, scholars, and leaders were clearly the products of 
the shame culture. They achieved their success by first 
setting ambitious and inspiring goals, and then striving to 
reach them by constant self improvement.  
 
DON’T FALL THROUGH THE CRACKS 
 
Observing the growth of my own children, I realized that 
there is a danger that our children – the offspring of shame 
culture parents growing up in a guilt culture society - may 
fall through the cracks. They may turn out to be bound by 

neither guilt nor shame. That 
will be an uncharted territory 
and the challenges and pitfalls 
it presents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My belief is 
either to bring our children to 
church to create the moral 
boundary through religion, or 
to instill in them the right 
elements of our shame 
culture. Doing neither is not a 
viable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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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乡的水虽然

不至于贵如油，但绝对是靠不上的，刚刚满足村里的人

日常用，但那是井水，甜甜的清泉。家乡的山不是什么

富山，但那些非耕地的土坡、土埂上却能孕育出一些特

产来。枸杞子是 典型的，小小的植物硬硬的茎，垂吊

在土块砌的院墙上，红红的果子成了墙上好看的装饰品

。甜草根，就是中药说的甘草，将根茎挖回后，晒干了

，泡水喝，去暑润喉，就是天然的防暑饮料。还有地木

耳，经山羊卧过，得雨水润后的土窑洞顶上，会长出象

黑木耳一样的菌来，采回洗净与肉炒在一起，是我非常

爱吃的。 让我想念的是当地一种特有的野花，叫“鲜

沐花”，这是我以老家话的音给的字，不知道它应该是

哪些字，或许它从来没有被人书写过。它长得象北方的

韭菜， 但要纤细，象南方的青蒜，但只能吃花。奶奶

常常是做好一大锅汤面，将大铁勺擦干净，倒上油，在

火上烧，等油烧热了，投进几朵鲜沐花，花一变色，将

这烫油勺往汤面锅里一插

，“刺拉！”一声，满屋

飘香。 

想念家乡 
 

鲜沐花 
 
不论家乡在哪里，不管什么样的理由，每个人都会对家

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就象是一种血缘关系，无论离它

远近，永远和它有亲情。 

 

我在北京十年，上学、工作、成家，那里是我对洋人讲

的家乡；我在省城十年，度过童年、少年，那里是我对

中国朋友说的家乡；省城以南 200 里是古城平遥，因为

有至今保存 完整的明代城墙、全国第一家票号发源地

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我出生于那里， 那里是我对

同省老乡讲的家乡；离县城 30 里有个以我们姓氏为名

的小村庄，那里才是我真正的家乡，是我对自己说的家

乡，是常常引起我思念和回味的地方。 

 

家乡是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小

时候过寒暑假的地方，它离

县城虽然不远，但已是黄土

高坡，乡村景象了，是土山

、土沟的世界。在村子的南

端，背靠村庄，面向梯田，

有爷爷奶奶的老屋，三间土

窑洞，它曾被日本鬼子烧过

三次，因为爷爷当时是有名

的抗日八路。这老屋也是奶

奶坚持不随爷爷将户口移到

城里而给我们这些子孙们保

留下的一处乐园。 

 

七十年代爷爷奶奶在世时，我们一放假就要回老家，那

时需要坐上两个多小时的火车，然后从城里大姑家骑上

自行车，三个小时后才能到村里。奶奶总是盼星星盼月

亮似地迎着我们，满脸灿烂：“我知道你们今天要回来

，喜鹊刚刚叫过。”  接下来的就是一段玩耍、悠闲的

日子了。奶奶的院子在暑假里就是花园，二十米见方的

院子被各种花草镶嵌成双边的“T”字型，横边与窑洞

平行，竖边通向院门。我还记得有开粉红花的夹竹桃、

各种颜色的西藩莲、每年只结够我们这些孙子一人一个

的石榴、成熟后变成黑紫色的无花果、仅供观赏的盆栽

红蛋蛋、还有三簇一人多高能开上百朵的玫瑰，个个争

奇斗艳。 窑洞到院门一米多宽的小路两边是密密的两

排小喇叭花，将院子分成两块。左面是两株葡萄架和几

棵桃树，右面是几棵苹果和梨树，三株花椒树分布于左

右，散发着芳香。院外是宽宽的平台向着对面的山野，

种着杏和枣树。我喜欢放把躺椅在枣树下，翻看着不记

得什么时候出版的旧人民文学，却记得《我们村里的年

轻人》就是从那上读的。如果天太热了，就呆在窑洞里

，这种土窑洞就象安了空调，冬暖夏凉。窑里常常挂着

些小篮子，里面装满了当兵的小姑孝敬爷爷奶奶的奶糖

、甚至巧克力，这些好吃的都让爷爷奶奶留给了我们这

些小吃家。有甜的吃，谁还想离开家乡呢？ 

 

 

九十年代中父母退休后，

家乡又成了我们大小家庭

休闲的好去处，现在回去

，从省城开车只需一个小

时就到院门口。爸爸已将

老屋翻修成六间新砖窑，

水磨石地板、大玻璃窗户

、电视、电话、自来水接

到了院子里，院外的平台

。站在道上，周围是那么安

静，空气格外新鲜，眺望远近的山峦，顿时会忘掉许多

烦恼，那里的确是养老和度假的好地方。家里人常常集

中起来开车回家乡，看望长眠在那里的爷爷奶奶、欣赏

三四月盛开的杏花和桃花、采那六七月满坡的鲜沐花、

收获八九月各种成熟的果子、过那一二月传统的春节、

放上几串喜庆的鞭炮。我虽然身在美国，但却能想象和

体会他们在那里悠然自得的日子，那里就是我想念的家

乡。 

和小道被加固得象段小城墙

 

 

名诗欣赏  
山中问答 
李白 

 
问余何意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落花流水杳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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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 笨人王三 自觉 • 义务 
 

小雪 马力 

 写在前面： 
女儿去的托儿所里，有一位“绿拇指”老师。每年春天

，他都会把自己种的花草拿到学校的院子里来卖。只见

他把十几盆花草摆在学校门口，每个盆里插上竹签，上

面写着花草的名称和价钱，旁边再摆个钱箱。然后，除

了不定期的来收钱外，其它时间就不去管它了。谁要来

买，自己拔下竹签，与零钱一起放在钱箱里就行了。若

当时手头没钱，还可以打借条。没有人监督，全凭自觉

。不禁感慨，这真是一个“HonorSystem”。其实，美

国有许多公共场所都是靠这种HonorSystem。 常见的

是在电影院，通常是在门口验过票后，进去后十几个剧

场几乎都可以随便去，要想溜进去一张票看几个电影是

件很容易的事。但一般来说，很少看到有人这样做。大

概，这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素质，和每个人的教养吧。

在这社会里生活，不自觉地受到影响，也就“从善如流

”地遵守着这样的行为准则。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赶着写一篇故事给孩子们。这是小时
候我舅舅讲给我听的。舅舅年轻时，是一位小学教师，多年在
云南阿瓦山区从事教育工作。舅舅阅历非常广。记得小时候每
次舅舅来家里，我和弟弟妹妹都要缠着他讲故事。舅舅于去年
不幸去世。   
 
从前，一个人叫王三。他从小就笨手笨脚，不管学什么

，总是学不会。快二十岁的人了，还是什么也不会，连

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王三的妈妈看着儿子这样子，非

常着急。有一天，王三的妈妈对他说：“孩子，看来你

得出去闯荡，在生活中学习。” 
 
妈妈把王三送上路，临行时叮嘱他遇事要向别人学习，

先看别人怎么做，自己再学着做。 
 

 第一天，王三正小心翼翼地走在马路上。只见迎面吹吹

打打来了一队送葬的队伍。吹鼓手们走在前面，后面是

八人大轿抬着棺材。装点棺材的白色绸缎迎风飘舞。队

伍里不断传来阵阵哭声。路上的行人都停下来观看。王

三也停了下来。他看见旁边一位长者走上前问队伍里领

头的人：“请问是男的死了还是女的死了？是老的死了

还是小的死了？”王三把这一切都牢记在心里。 

除了自觉地遵守社会准则，维护社会秩序外，更有许多

人自愿的为社会提供无偿服务，做义工。义工工作，也

可以说是一个“HonorSystem”，全凭自愿，尽力而为

。在美国社会里，无论是在慈善机构，医院，还是在社

区里，学校中，义工随处可见，是社会里不可或缺的一

个部分。我们做父母的，想必都有过到孩子学校里Volu
nteer，包括在中文学校做义工的经验。一方面，这是对

孩子教育重视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校工作的极

大支持。不仅如此，做义工还有利于我们做家长的与学

校接触，有机会熟悉孩子的环境，了解孩子的状况，是

于公于私都有利的事。众所周知，家长义务值班可以说

是许多中文学校的一大特色。由于中文学校多是民办学

校，经费有限，所以每逢上课时间，学校里的保安、秩

序就全依赖着热心的家长们共同维护。对此，大多数家

长都是心甘情愿的。因为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对学校所作

的贡献，仅仅是尽义务而已。 

 
第二天，王三正走在马路上。只见迎面吹吹打打来了一

队出嫁的队伍。吹鼓手们走在前面，后面是八个人抬着

花轿。装点花轿的红色绸缎迎风飘舞。队伍里不断传来

阵阵哭声。王三迎上前去，问队伍里领头的人：“请问

是男的死了还是女的死了？是老的死了还是小的死了？

”话音刚落，队伍里走出几名大汉把王三狠狠揍了一顿

。可怜的王三被打得鼻青脸肿。再一看，路边的人都纷

纷上前对队伍里的长者鞠躬说：“恭喜！恭喜！”王三

把这一切都牢记在心里。 
  

第三天傍晚，王三来到一个小村庄。村里一栋房子着火

了。人们敲着盆儿呼喊“救火！”红色的火苗从屋顶升

起，象红绸缎似的在风中摇烨。这让王三想到了昨天的

花轿。于是，王三迎上前去，向正在

指挥救火的人鞠躬说：“恭喜！恭喜

！”话音刚落，王三被救火的人们狠

狠揍了一顿，轰出村外。 

父母到学校做义工，会让孩子在同学中间感到骄傲，也

是为他们树立了一个榜样。教育孩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

过程。如果说社会是一个大染缸，那么家庭可以说就是

一个小染缸，父母是孩子们 亲近， 直接的“Role 
Model”，大人的为人处世，一言一行，都会给自己的

孩子带来深远的影响。每个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

凤，花费许多心血在孩子身上。一个现实的目标，就是

能让自己的孩子将来进大学，并且进一个好学校。而美

国许多大学里录取学生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就是社区

服务(CommunityService)。如果两个学生考试成绩相当

，各方面条件相近，通常，社区服务的多寡就可能成为

学校决定取舍的关键。所以我们做家长的，除了关心孩

子的念书考试，校内及课外活动外，也应该言传身教，

教育自己的孩子去服务社会。试想，若我们自己对像在

中文学校里值班这样的义工工作都百般推托逃避，又拿

什么来影响教育下一代呢？ 

 
王三哭着跑回家来，妈妈正在油灯下

缝衣服。听了儿子的哭诉，妈妈耐心

地告诉他，那红色的绸缎似的是火苗

，火是很危险的，看到房子着火应当

立刻用水扑灭。王三恍然大悟，他冲

出门去，从井里打了满满一桶水回来

，把妈妈的油灯浇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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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习作选 
 

我的堂弟 

 
我的堂弟叫熊思达，他喜欢喝牛奶。熊思达是七岁。他

喜欢玩游戏。他住在剑桥，他是二年级的学生。他是我

们的弟弟，我们喜欢他。 

 

三年级 熊笛 

 

 

鲨鱼 

 
鲨鱼是我 喜欢的动物。他的牙齿很尖。鲨鱼有三万多

个牙齿。我喜欢鲨鱼是因为鲨鱼是海里 历害的动物，

其中灰白色的鲨鱼 凶猛。鲨鱼 喜欢吃小鱼。有一些

很大的鲨鱼喜欢吃小虾。每一条鲨鱼有五个鳃，鲨鱼用

鳃呼吸。鲨鱼的嘴巴很大，有的鲨鱼的嘴巴还比人大。

鲨鱼有不同的种类，共有二百五十二种。我很喜欢鲨鱼

。 

四年级 熊枭 

 

 

海豚 

 
海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它们有两个胃，一个是帮助消

化，另一个储藏食物。有的海豚可以在三十分钟内不换

气。与别的动物不一样，海豚的孩子是尾巴先出来的。

很多海豚可以跳水并潜入到１０００米深处！海豚和人

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第一，是哺乳动物。二，我们游泳

的时候，需要上来换气，海豚也是这样。第三，我们和

海豚的皮肤都很软，很容易受伤。我为什么喜欢海豚？

因为它们可爱聪明，它们的皮肤是蓝色的，这是我 喜

欢的颜色。海豚很友好，小朋友们能快活地和它们游泳

。我很喜欢海豚。我希望大家为他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不要乱扔垃圾，弄脏水，还要阻止那些捕鱼人不要去

伤害它们。让它们生活得舒服和快乐！ 

 

四年级 张珊思 

 

 

我喜欢狗 

 
我 喜欢的一种动物是狗。特别是小狗更是非常可爱。

它们都是胖胖的，圆圆的，像玩具狗。狗的品种很多。

有大的也有小的。有的狗毛很短，绒绒的。也有的狗毛

很长，像披了一件大衣。狗的毛色也很不同，有白色的

，棕色的，还有花斑的。我家邻居养了两只小狗。他们

每天都要去溜一圈，我们总喜欢跑过去跟它们玩。我的

大姨给我借来一只小狗玩，它可爱极了。它的毛是棕色

的，它很小。像一只小狐狸。我天天抱着它玩。我真喜

欢狗。 
小禾集 

四年级 李燕 

 

 

中国 

 
我 喜欢的地方是中国。中国是我爸爸妈妈的故乡，也

是我的故乡。中国的首都是北京。北京有万里长城，故

宫，天坛，北海，景山和颐和园。这些地方我都去过。

爬长城很累，可是当我爬过顶上，就能看到祖国的大好

河山。我还去过我爸爸的故乡浙江海宁。那是一个江南

小城。我看到了小桥流水，人家。海宁有天下奇观的海

宁潮。我喜欢中国。 

四年级 赵心意 

 

 

我 喜欢的动物 

 
我喜欢狗，猫，还有鲸鱼，但是我 喜欢的动物是鲸鱼

。我 喜欢的鲸鱼是 Killer Whale。我喜欢 Killer 

Whale 因为 Killer Whale 在鲸鱼馆里表演。人们叫它

们 Killer Whale，因为它们会吃别的鲸鱼。 大的鲸

鱼是 Big Blue Whale。Big Blue Whale 体重８０到 

１３０吨。 

四年级 马汝佳 

 

 

可爱的豚鼠 

 
我很喜欢豚鼠。姐姐生日的时候她买了一只小豚鼠。第

一只养了五天就没有了。后来我们又买了一只小豚鼠，

现在她在我们家生活了一个多月，我放学第一件事便去

看她。她白天总是在睡觉，到了晚上，她便醒了，吃东

西，还喜欢爬进一个轮子里跑着，轮子也跟着转动着，

好玩极了。现在我可以抱她，她不咬人了。她的样子可

爱极了。 

四年级 李阳 

 

 

我们应该学中文吗? 
 

我们应该学中文。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我们都应该会

读、说和写中文。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经济很差，

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我们长大以后，也可能回中国工

作和生活。在中国工作和生活，要会说、写和读中文。

我们学会中文后，可以回中国看姥姥，姥爷，奶奶和爷

爷。跟他们说话方便多了。在中国旅游也变得方便多了

。学好中文后，也可以看有趣的中文书和电影，比如说

《英雄》。中国人应该都会中文。中文是一个美丽的语

言，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四年级 吴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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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喜欢的一个地方 什么是朋友 

  
两年前，我和我的爸爸妈妈去了尼亚加拉大瀑布。我一

到那里，就被它吸引住了。尼亚加拉大瀑布，世界著名

。人们从各个国家来看这个美丽的瀑布。尼亚加拉大瀑

布横穿美国和加拿大。人们可以从这两个国家来欣赏它

。我们到哪儿的时候，我们去坐一艘船。漂呀，漂呀，

我们靠近了大瀑布。再看这个大瀑布，好多水泼到我身

上。冰凉冰凉的！到家了，我还可以感觉那时水。 

我认为好朋友能听你诉说，和你交谈。作为一个好朋友

，在你 困难时，他或她能帮助你。当你伤心时，他或

她能安慰你。好朋友能和你合作，朋友之间可以互相争

论问题，但是不打架。所以真正的好朋友应该相互关心

，相互帮助。 

五年级 任爱 

 

  

四年级 张一帆 什么是朋友 
  
 朋友就是我喜欢和他在一起的人。朋友也是能给我帮助

的人。朋友还是让我觉得高兴的人。我有很多好朋友。 电脑 

  

我 喜欢的东西是电脑。你可以在上面写东西，在上面

玩，还有好多别的事。在电脑上也有好多网址可以看，

你可以找自己 喜欢的网址。你也可以在电脑上写作业

。你都可以打中文！你可以在电脑上查中文字，这样很

方便。电脑是全家的工具。这就是我为什么 喜欢电脑

。 

五年级 张竑远 

 

 

朋友 

 
我觉得作为朋友就是要对你好。朋友应该互相帮助，还

要跟你一起玩。或者跟你喜欢一样东西。不仅要互相学

习，还要互相关心。我的看法大体是这样的。 

四年级 金天植 

 

 

我 喜欢的玩具 

 
从三、四岁起我就喜欢玩 legos。开始我玩大型的、简

单的 legos。六、七岁以后我有了很多套小型块、复杂

的 legos。这些 legos 是我的宝贝和财富，因为它们启

发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用 legos 做了许多次学校的

项目（projects)。记得 清楚的是四年级时我用

legos 建筑了一个古代城市。里面有人物、车、马、道

路、河流，还包括了一座人们朝圣的庙宇和一座砖厂。

我用了很多时间在上面，我为我的杰作感到高兴。 

 

四年级 李凯闻 

 
 

朋友是什么 

 
你有朋友吗？要是你没有，你会缺少很多快乐。朋友就

是那些关心你的人。当你有困难时，朋友会帮你。一辈

子，人会有很多好朋友。但是，做一辈子的好朋友没有

那么多。 

 

上个月，美国有 National Friendship Week 来庆祝友谊

。我自己有很多朋友。我知道他们一直会是我的朋友，

因为我们会互相帮助。我希望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

很多好朋友。 

 

五年级 孙特 

 

 

 

五年级 张文多 

 

 

什么是朋友 

 
我认为朋友就是可以给你帮助的人。他也会跟你玩。有

时候他会跟你有同样的兴趣。一个朋友必须是我喜欢的

人。我认为朋友就应该是这样的。 

 

五年级 徐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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