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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的话                                榕 树 

校长助理 王泽鸣 

我生长在北京，小时候回过祖籍广东。那里的村头巷尾

多种有参天盖地的榕树。树下是人们借荫休闲， 集聚交

流的好去处。我常想，我们中文学校就象那大榕树，我

们都是种树的人。 

 

艾克顿中文学校建校近两年，大家培土浇水付出不少。

我们亦乘凉树下得益非浅。不仅是孩子们的中文和文化

課在数量和质量上不断地提高，更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借

以中文学校这个平台发展起来，沿伸出去。象每周各种

的讲座，成人球类俱乐部，艾克顿专业人士俱乐部

(Acton Chinese Professional Club) 和读书会，等等。星期

日一次的聚会不过瘾，许多家长们又自发地在一周里的

其它时间再聚。 

 

非常可喜的另一件事是我们的孩子们也来参加培土浇水

的行列。这学期我负责管理志愿来为我们中文学校服务

的高中生，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优秀的孩子们。无论是在

中文或文化课班里协助教学，还是帮助看门打铃或做复

印，他们都做得认认真真。同时他们也从中得到了宝贵

的社会经验。 

 

我还可以从另外一个很特殊的角度来看我们中文学校， 

它伴随着汗水和音乐——那就是我自充大头任教近两年

的成人健美操班。我的初衷在于强迫自己动起来。我想

试过锻练的人都知道靠自己一个人的毅力很难持之以

恒。要有一帮人一起相互影响。当了老师就更懒不成

了。这学期我们这个班已发展到有二十多人。星期天下

午两点到三点我们占满了半个小体育馆。真高兴那么多

人在百忙之中振奋起精神追求健康和快乐！每当出过一

身大汗，音乐渐渐退去，我希望朋友们都还象我一样感

到意犹未尽…… 

 

就象在榕树下乘凉聊天儿，我借校刊一方宝地东拉西

扯。仰天望去，愿艾克顿中文学校这棵大树得以众手浇

灌，枝繁叶茂，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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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二月的校园讲座 

虽然天气越来越冷，由家长会主持的中文学校讲座却越

办越红火。自十月底以来，讲座共举办了七期。这些讲

座内容涵盖广泛，又都涉及广大家长们关心的议题，因

此吸引了很多听众。 
 
十月三十一日，学校通过 Acton Professional Club 请来

了企业界巨子，Acopia Networks Inc. 创建人和董事会

主席吴锦城先生。 吴先生来自台湾，二〇〇〇年，他

创建的 ArrowPoint Communications 被 Cisco 公司买

下。他曾在 Cisco 公司担任多个重要职务。同年，他被

Interactive Week Magazine 提名为“Top25 Unsung Heros 
of the Internet”。吴先生来我校主要介绍了他的新书

《The Soul of a New Company》，以及他在美国的生活

和工作的经验。大约有七十人参加了这次讲座。 
 
十一月七日的讲座是由 Stonehill College 的于学建教授

主持。他讲的主题是关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 对我们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沟通很有帮

助。 
 
十一月十四日的讲座的题目是关于重庆火锅和四川菜。

讲座中，重庆来的廖顺莲不仅向大家介绍了如何用 A. 
W. International Trading 公司进口的四川风味调料做川

菜，还带来了川菜样品让大家品尝，加深听众对川菜调

料的印象。 
 
在本地的华人家庭中，很少有孩子不学钢琴的。家长如

何督促孩子学钢琴，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因此，

十一月二十一日钢琴教师路露的讲座很受大家欢迎，甚

至吸引了一些人头一次来听讲座。这次讲座共有约七十

人参加。 
 
十二月五日的讲座，是由波士顿京剧俱乐部的刘玮珊、

陈英平来示范讲解如何欣赏京剧艺术。京剧是具有两百

多年历史的中国文化艺术瑰宝。讲座中主讲人向大家介

绍了京剧的历史及变迁，主要的京剧学校和著名的京剧

演员，京剧的四种角色：生旦净丑，京剧的四大表演方

式：唱念做打，以及京剧音乐配器、乐器、服装和化

装。这次讲座吸引了大约三十位对中国京剧及传统文化

感兴趣的人士。十二月十五日的第二个讲座，则是有关

Acton 居民关心的本镇发展情况，由学生家长暨 Acton 
居民周颖和安宏向大家介绍 The Woodlands at Laurel 
Hill 居民区建筑工程及其对本镇的影响。 
 
对于重视教育的华人来说，高等教育是对孩子教育的长

远计划中的重要一环。虽然来中文学校上学的孩子多数

还是在上小学、初中，许多家长已是未雨绸缪，积极为

孩子们将来上大学做准备。因此，十二月十二日由

Acton 高中学生姚瑶主讲的如何帮助孩子申请大学的讲

座吸引了七十多人参加。 
John Cai 提供 

校园内外 

十二月十九日是今年圣诞假期之前最

后一个上课日。下午 4：45 至 5：45，

AC Bridge, 学校的 CSL 家长，和 FCC 

Nashoba 将在学校的大餐厅举办节日庆

祝活动。欢迎大家参加。 

圣诞节暨新年期间，中文学校将停课两次

（十二月二十六日、一月二日）。学校全

体教职员工在这里预祝大家度过一个愉

快、安全的假期。 
 
In observance of the Christmas and New 
Year holidays, there will be no classes at 
ACLS for the next two sundays (12/26 and 
1/2/05). ACLS wishes everyone a happy 
and safe holiday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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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Pronounce Chinese Names  
 

I see Chinese names like 'qin', 'xu', 'zhu', and I am not sure how to read 
them. 
What you see is pinyin, literally 'spell out the sound'.  It's a system for romanizing 
Chinese ideograms, used in mainland China for Mandarin, a.k.a. putonghua. 
Different systems are used in Hong Kong,Taiwan, and Singapore, where the following is 
not applicable. 

So can you tell me how to read pinyin? 
Sure, you can learn it in 5 minutes. 

• the good news: pinyin has fixed rules.  E.g. 'g' always sounds like 'game', no 
confusion to 'germ'.  

• the bad news: the notation is not entirely designed with English speakers in 
mind. 

Um, how does pinyin differ from English? 
The ones you should know first (assuming American English): 

 if you see say underlined 

a ah, the sound when a doctor wants to see your throat
c cats 

ch train 

e again, but make it longer 
i he 

o or, without the 'r' sound 

q chin 

u too 

x show 

z seeds 

zh d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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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bout other pinyin? 

Relax, most others are the same as in English.  Let me list them: b, d, f, g(game), h, 
j(john), k, l, m, n, ng(song), p, r, s, t, w(want), y(young).  The vowels may pile together: 
ao, ai, iu, ou..., just read them one by one. 
(At this point you will be able to pronounce names like Xiaojin Zhu.  It's Shiaojin Drew, not 
K.zyo.jin Zoo.  Yeah!)  

Did you say most?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There are a few exceptions.  Beware  

• zi, ci, si, zhi, chi, shi, ri: the 'i' here is not like he.    

o For zi, ci, si, try the sound of a flying bee zzz (or the word 'buzz').  zi = 
dszzz, ci = tszzz, si = szzz.  

o For zhi, chi, shi, ri, when making the bee sound zzz, curve the tongue up a 
little bit.  

• yan, ian: a is almost always ah, e.g. 'pan' is pahn not pan; Except in the 
combination 'ian' (or 'yan') when it's indeed like indian.  But if the combination is 
'iang' or 'yang' it goes back to ah.   

• ie, ue, ye: here e sounds like yes.  

• ju, qu, xu, yu: here u is a rounded front vowel. To make this sound, say he, 
keep everything fixed but round your lips.  it helps if you know French. The 
rounded front vowel may appear elsewhere in pinyin, and may be informally 
written as 'v'. Formally it is represented by umlauted u, i.e. a 'u' with two dots 
above.  

Also keep in mind some English sounds in the above table are only 
approximations.  But at this point you are already a master of pinyin, congratulations! 

Wait, doesn't Chinese have tones? 
Yes, there are 4 or 5 tones depending on how you count them.  The proper form for 
tones is as diacritics (-, /, v, \, .) above the first vowel (in most cases).   Obviously it's not 
easy to type tones with an English keyboard!  So sometimes tones are written as a 
number after pinyin, like xiao3 jin3 zhu1.  But most people just omit tones when writing 
pinyin.   
 
Reference: 
http://www-2.cs.cmu.edu/~zhuxj/readpiny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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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歌 
 

丹心 
 
从小学到初中，我都是上的教会学校。 

 

我的祖母是虔诚的佛教徒。但是为了让我们受到良好的

教育，她把我们统统送进了教会学校。她认为教会学校

的教育，除了“教书”，在“育人”方面更胜于一般学

校。每当她举行佛事，需要人“叩头”时，我们东躲西

藏，她老是抓不到人，但她也不以为杵。她知道我们是

她所希望的“好学生”，听老师话，听上帝话，坚持上

“主日学”，不拜“偶像”。 

 

在教会学校，我们受到严格的训练，不仅仅是学业上，

在对人对己，待人接物等处处都必须注意，即使在服

装、举止上都有严格要求。我记得一位同学曾因二只袜

筒没有拉齐（一高一低）而受到老师的训斥。这种严格

看起来过分，但却使我们“一日受教，终身受益”。 

 

我们每个学校都有校歌。这些校歌代表学校的宗旨，甚

至讲述了学校的历史。 

 

如修德小学校歌： 

 

今日我怀着满腔热情，真心地求学；他日装满着我需要

的学问，为我祖国同胞，热心地服务。显扬少年精神，

修德学校努力前进，修德学校努力前进，修德学校努力

前进，显扬少年精神！ 

 

清心女中校歌： 

 

咸丰辛酉之年，清心肇建沪江边。风雨数椽校舍，师生

砥砺耐辛艰。汆磅礴广远川，看无疆校史绵延。今朝追

溯从前，更应该夕阳朝谦。 

 

树人即建国，更应奋志高迁。崇实黜华兮，不偏不倚，

敦品厉行兮，鹄正志坚，清我心兮长我识，力自强兮兢

先鞭！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曾经天天背诵的“国父遗嘱”如今

已忘得只剩下第一句。而这些校歌却那么清晰地留在记

忆中。每当唱起这两首校歌，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歌

中的词句也督促陪伴了我半个多世纪。当时激励着我，

之后也一直指导着我的言行，使我历经考验，又不遗

忘。 

 

 

 

 

【教学简讯】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中文教学培训会” 于二〇〇四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在 Woburn 的亚洲文化交流中心举行。

会议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历时一天。该协会每年

一次在美国举办中文教学免费培训会，由国内名校的资

深教授和高级教师授课。这次授课的讲员主要介绍了有

关组织课堂教学和教授外国学生的经验。我校有八位老

师积极参加。他们是：李日新、彭卓瑞、谢良玉、陈海

虹、汤爽, 谢翔英、谢宁和刘小江. 这次会议对我们中

文学校的中文教学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谢宁 提供 

教师之角 

征稿 
艾克顿中文学校欢迎您为校刊投稿，形式不拘，中英文不限。来稿请寄： 

sj@acls-m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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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童年 
 

三铃儿 
 

圣诞节快到了，往年的此时，家里早已有一棵撒

发着松油香的圣诞树，树上挂着各色各样的小球

和饰物，闪着星星点点的彩灯。今年由于有别的

计划，不买圣诞树了。两个儿子都在纳闷。 小儿

问：“为什么我们家没有 Christmas Tree？”，

大儿子也问：“没有圣诞树，

那礼物放什么地方？” 噢，礼

物！ 

 

那些礼物，无非是给儿子们买

的一些玩具，其实他们的玩具

已经多得让我们这些大人不知

再买什么好啦。新玩具，很快

就会加入到每个屋、每个角落

里的玩具队伍中。那些大大小

小、五颜六色的 Lego，各式

各样各型各号的车辆，有名无

名 的 Characters ， 红 、黄 、

篮 、 绿 、 金 、 银 版 本 的

Gameboy Color 和 SP 的

game cards ， 各 种 play 

station 2 的 CD，数不清的花

花绿绿的游戏王卡片，各样奇

名怪姓的 Bionics 和 Bayblades，还有什么都能藏

进去玩出来的计算机软件，等等。每年看他们打

开的新玩具、不再感兴趣的旧玩具，我会想到我

童年的玩具。 

 

我的思绪常常象断了线的风筝，飞到了遥远的我

的童年，落在了我那几乎不能算数的几样玩具

上。 

 

除了可以拼成四种不同图形的六个小方木块和一

盒积木外，我不记的我还有什么买来的玩具，大

人的钱和心思还没有多到拿来给我这个老三买玩

具的地步。我也没有一样玩具是大人做的，父母

没那个手艺。军人爸爸和工人妈妈从来没有时间

和闲心管理我们的学习，更何况是玩耍了，因

此，我的玩具少的可怜。 

 

大概是因为玩具太少了，每每想到那些玩具，我

如数家珍。布娃娃、铁盒子、鸡毛毽子、皮筋，

猪羊拐，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就连它们的玩

法，我都记忆犹新，回味无穷。那些看似单调的

玩具，我却觉得它们一点也不逊色于现在孩子们

的玩具。它们以纯朴的方式让我们锻练了手脚、

活动了头脑、用尽了童心、结交了要好。有那几

样玩具，我们乐在了其中，健健康康、充充实实

地度过了属于我们那一代的童年。 

 

象所有女孩一样，我喜欢布娃娃。我

的布娃娃是我自己做的，因为没有那

么大的和那么多的布让我做得玩，我

的布娃娃都很小，小到可以装到火柴

盒里。她们是用碎布和棉花做成的。

剪一块小园布，包上棉花，缝起来，

用毛笔画上眼睛、鼻子和嘴，娃娃的

头就有了，再分别做好衣服和裤子，

缝在一起，她们就成了我的布娃娃

了，娃娃是否漂亮，全看我是否可以

找到一块漂亮的布头。在六、七十年

代批封资修的时期，大人小人，男人

女人都穿青一色衣裤，要找到一块亮

色的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大概都

没有去想是否还有蓝绿以外的亮色可

以打扮我的布娃娃。等我八十年代上

大学到北京，看到了工艺品店卖的绢

质洋娃娃时，我才知道，什么才是美丽可爱的布

娃娃，我的那些童年布娃娃只能算是青布尼姑。

所以我结婚的时候，就在王府井工艺美术店给自

己买了一个穿着粉色礼服，水晶高跟鞋，戴着白

色珍珠项链，挎着玲珑的坤包，金色的长发卷成

大波浪的洋娃娃。我还常羡慕那些有女儿的女士

们，要是我有个女儿多好，我可以从她那里重温

一下女孩美丽的娃娃梦。 

 

童年时跳房子用的盒子是自己找的。把姑姑们用

过的“万紫千红”擦脸油的大小盒子装上土既

成。至少还记得两种玩跳房子的种类，有 9X9 划

回音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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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方形格，我们得按格子里数的顺序跳，有近

有远，有易有难。另一种 1X10 的长形格，很好玩

的，现在想来，完全有培养演员的意思。我们在

大院里画上长方形格，每格上写上该做的动作，

从第一格开始，用单脚跳着把小盒子一格一格往

上踢，踢跳到最顶上的一格停下，用脚将盒子往

回一踢，盒子踢到哪一格，我们就按那格的要求

做着走回来。常常是要学某种动物叫，谁叫得像

而不笑，谁升级，谁升的最高谁赢。踢的好的小

朋友，能不轻不重地把盒子踢到她想踢的格子

里。 

 

踢毽子是一样接近体育项目的活动。我们要自己

做毽子跳。那时没有现成的鸡肉卖，逢年过节会

杀鸡，找鸡毛不是问题。用一块小布把一个铜钱

包好缝上，将约一厘米长，粗细适当的空塑料管

的一头竖着剪三道，把剪开的三道塑料弯成 90

度，坐在包铜钱的布上，缝好，将几根公鸡的彩

色软毛平衡地插到塑料管另一头。毽子的好坏，

就看铜钱的轻重和鸡毛是否漂亮了。 

 

最怀念的还数跳皮筋。最差的皮筋是用松紧带做

的，好一点的是自行车轮胎剪下，一个个套起来

的，最好的是用手术手套剪成套起来的，那种有

好的弹性。所以那时，爸爸是医生或补自行车轮

胎的小朋友最吃香，拥有一幅皮筋，就能成“女

皇”，会围上一群想玩的小女孩，她若看谁不顺

眼，完全有权把她打入“冷宫”孤立起来。我们

那时跳单根的，小朋友分成两队，一队架皮筋，

一队跳。高度从

胯、腰、肩、耳

朵、头部、到胳膊

能直直举起来后最

长的中子达到的地

方。唱着小皮球和

红色娘子军的向前

进，脚或勾、或

卷、或踩、或跳。

哪队跳的对，哪队

就升高，哪队升的

最高最快，哪队就

赢。我们也跳双股

的和三股的。我最

喜欢跳三股的，虽

然没有伴曲，但它的跳法复杂得只能行示，不易

言传。我们当时的跳法怕是要失传了，可惜！可

惜！那真是小女孩练跳舞的好活动。 

 

玩“拐”，拐是猪和羊脚脖子上的一块骨头，有

四个面。差的是猪拐，大而笨，玩起来容易，没

什么意思。好的是羊拐，秀气小巧，玩起来难度

大，有意思。五个拐做一幅，一只手玩，先把它

们都放在这只手里，第一次抛一拐往上的同时，

把其他四个拐随机地撒在地上，第二次再抛那一

个拐时，这只手要在拐掉下来之前把其他四个在

地上的拐摆成各种组合，放得好坏要看是否符合

规定，不同的组合得分不同。那真是在练我们的

心灵手巧呢。 

 

小时候见到的最“高级”的玩具还是两位小学男

同学的，一位小朋友有玩具火车，是带电动轨

道，火车能转圈跑的那种，召来多少人的羡慕。

另一位小朋友有个小小的跳芭蕾的姑娘和一面小

镜子，放在课桌上，镜子照到哪里，姑娘就旋转

跳舞到那里。大了，我才明白，那只是两个磁铁

在里面操纵。 

 

自己的土玩具也好，别人的洋玩具也罢，这些童

年的游戏让我想的痒痒的，恨不能找些材料，再

做一套，玩上几召，可惜人已到了再跳再蹦都不

可爱的年龄。我那些童年的玩具和玩法只能成为

我的回忆，而儿子们的这些玩具常常成了我回到

童年的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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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小窍门 

煎鱼不沾锅的简单方法 

锅烧热倒进油，油热到差不多的时候放入少量白糖。等

白糖色成微黄时，将鱼放进锅里，煎第二条鱼时就不必

再放白糖。这样煎出的鱼既不沾锅又色香味美。 

 

用老蒜培植蒜黄 
 

将老蒜剥皮，芽朝上一瓣挨一瓣栽到盛有培植土的花盆

里，另找一个同样口径的花盆严实地覆盖在栽有大蒜的

花盆上，注意需将盆底的孔封死。之后，将花盆放在室

内温暖的地方，每四五天浇一次水，约半个月就可以割

一茬蒜黄。 

 

醋可除去葡萄汁 
 

如果不小心将葡萄汁滴在棉布或棉的确良布衣服上，千

万不要用肥皂（碱性）洗。因为用碱性物质洗不但不能

退色，反而使汁渍颜色加重。应立即用食醋（白醋、米

醋均可）少许，浸泡在渍处数分钟，然后用清水洗净，

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护发素洗毛巾可使其柔软 

 
洗头时，顺便用护发素洗一下毛巾，干后毛巾变得又香

又软，焕然一新。 

 

热毛巾可治疗老花眼 
 

每天清晨洗脸时，用半干不湿的热毛巾敷于前额和双眼

处，眼睛轻闭，头稍仰，持续一分钟，毛巾凉后重新更

换。长期坚持，定有功效。 

 

葱姜粥预防风寒感冒 
 

200 克大米洗净放入 2000 克清水锅中，锅烧开后改微

火，待米熬至六成熟时加入洗净切成碎末的葱白 100

克、姜粒 25 克；九成熟时再加入 100 克红糖，熬熟即

可。 

生活园地 

RONNIE DU, D.M.D. 
Family Dentistry 

323 Boston Post Road, Sudbury. MA 01776 
Phone# 978-443-0801 

Website: www.ronniedmd.com 
 
 

• More than 10 years clinical experience 
• High quality dental care 
• Accept many insurances 
• Nights and weekends appointment available 
• Only 10 to 20 min. away from Acton 
• Speak English and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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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 A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李日新 
 

我学中文的经历 
 

缪忱安 

我小的时候光会说中文。我开始上小学时，只能讲一小

点英语。在家，爸爸妈妈只和我说中文。我姐姐才跟我

说英语。我学的英语越多，我的中文忘记得也越多。现

在，我跟我在中国的表妹表哥沟通很困难。我要用很多

的力气学中文，还要经常回中国，这样我的中文才会进

步。 

 

赵敏 

我学中文的经历从一岁半开始。我的爸爸妈妈是台湾来

的中国人。我们在家里是讲中文的。我会说的第一种语

言是中文。我以前知道很多字，但是现在我忘记了很

多。 

 

我五岁的时候报名参加了中文学校幼稚班的课程，一直

到今天，我每年都上中文学校。现在我是中文学校五年

级的学生。我觉得中文是一种难学的语言。 

 

学中文也有有趣的一面。让我举个例子，有一位妈妈对

她六岁的女儿说：“宝贝，渴不渴？要不要喝口水？”

女儿一脸疑惑地问妈妈：“好恶心，口水怎么喝呢？”

所以，我觉得学中文很有意思。会说会读中文很有用

处。 

 

张珊思 

学中文的第一步是拼音。我的拼音老师是我的妈妈，那

时我住在日本。中文第二步是学汉字。我在日本的小学

一年级老师是日本人，她的名字叫奥田洋子。 

 

后来我搬家了，我住在波士顿。我参加了学校的课后中

文班。我的老师叫陈老师。我们一个星期上三次课。上

了一年我就搬到了艾克顿。 

 
刚搬到艾克顿，ACLS 没成立，也没找到中文学校。过

了一年 ACLS 成立了，我就上了 4A 班。 

 
我学了几年的中文，我觉得中文说得还可以。 

 

张陶然 

三年前，我上了全是福中文学校。老师教我读拼音，写

汉字，还给我们讲中文故事。课堂上，我们有时听写生

字，有时读课文。最有趣的时候是课间休息。我喜欢找

我的朋友一起去体育馆做游戏，打篮球。上课铃一响，

我们大家都跑回教室上课。 

 

上学期，我转到艾客屯中文学校四年级 B 班继续学中

文。 

 

李家辉 

我第一次学中文的时候，是在中国跟我爷爷练习写字。

我也跟爷爷学唐诗。我三岁的时候就已经能记住二十首

诗和六十个字。我五岁来美国后就去中文学校了。我上

的第一个中文学校是牛顿中文学校，我在那儿学了三

年。去年，我家搬到这里来了，我就在这里学了一年。

这是我第二年在这里学中文。 

 

秋天 
 

马汝佳 

秋天是一个色彩迷人的季节，尤其在纽英格兰地区它更

是如诗如画。走在秋游的山路上，路边的树叶五彩缤

纷，杏黄的、橙黄的、火红的树叶或在空中闪动，或静

静地躺在地面上。踏在厚软的树叶上，总忍不住在上面

打几个滚，捧一把叶子抛向空中，看着它们在风中飞

舞，我的心也随之飞翔。 

 

秋天不仅是景色美丽，它还有我很喜欢的万圣节。每家

门前万圣节的装饰又是一道特殊的秋景。每年我都会刻

南瓜，还有穿着古怪的服装和小朋友们去要糖。每年我

要的糖，吃一年都吃不完。 

 

我喜欢秋天，它又美丽，又好玩。 

 
李阳 

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人们很少到外面去玩了。树叶纷

纷地落下来。有一些树的叶子开始变成红色的，黄色

的，或者浅黄色的。一片树林远远地看去，非常美丽。

小鸟仍旧在树间飞来飞去。 

 

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爸在后院种的番茄、冬瓜、豆

子都成熟了。我们吃着这些新鲜的瓜菜，好高兴啊！果

园的苹果都长大了。我们全家去果园摘苹果。我们边摘

边吃，好甜啊！我们买了一篮就回家了。 

 

秋天过后，冬天就要来了，天气会变得更冷。秋天是一

个美好的季节。 

小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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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课学生习作欣赏 
指导老师：张善继 
 

几何体：赵心意 

静物：Barry Huang 

静物：王乔怡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