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编辑：申 屠

2022 年 1 月 7 日·星期五

华夏园地

B 13

华夏中文学校 华 夏 园 地
Huaxia Chinese School
第9期
2022 年 1 月 7 日

New Jersey New York Pennsylvania Connecticut

投稿信箱：hxcsnews@gmail.com

华夏中文学校网站：http://www.hxcs.org/

主编：卫亚利

●

●

●

小语世界
我最喜欢的圣诞节

假如我只有三天光明

标准中文六年级 侯怡宁 指导老师 朱艳萍

马立平中文八年级 王睿莹 指导老师 方彩罗

圣诞节是美国最重要的节日。在圣
诞节期间，街道上会装饰着五颜六色的
灯光。家家户户也会竖起圣诞树，并在
上面悬挂美丽的装饰品。
我最喜爱的节日就是圣诞节。爸爸
会早早地把圣诞树摆好，我和妈妈从地
下室拖出装饰品，在圣诞树上挂上彩球
和彩带。妈妈还收集了很多卡通人物饰
品，我们一起挂在圣诞树上。在圣诞节
的前一天晚上，妈妈会把全家的礼物提
前用彩色包装纸包好，放在圣诞树下。
圣诞礼物总是我一年中最想要的东西，
我通常会收到一个大拼图或乐高套装。
圣诞节的晚上，妈妈也会准备一顿丰盛
的晚餐。食物不是固定的，但是都是我
特别喜欢吃的。有时爸爸妈妈也会带我
去装饰豪华的餐厅吃好多好吃的。有时
我们会在旅途中度过圣诞节。这个季节，
酒店和游轮也会装饰得十分漂亮。虽然
我很喜欢去度假，什么都不想，只是享
受大自然，但是遗憾的是我就不能收到
圣诞礼物了。
其实我喜欢所有节日，但是从圣诞
节到新年的假期是最长的。我可以和爸
爸妈妈一起度假。他们不工作，我也没
有作业。所以我还是最喜欢圣诞节。

忙碌有趣的暑假
标准中文七年级 刘威廉 指导老师 武国珍
今年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全家带着
小狗去了 Cleveland 看望爷爷奶奶。
Cleveland 的天气和新泽西很像，
夏天很热，冬天很冷。在独立纪念日
那天，我的姑姑和叔叔全家都来奶奶
家做客。我们全家在后院看到了烟火，
烟火的声音很响，小狗感到很害怕，
而我的爷爷还在繁忙中做了很多好吃
的汉堡包和热狗。
我们每年去奶奶家的时候都会玩一
个游戏，名字叫“左右中”。在这个游
戏的开始，每一个人有三块钱，桌子上
有三个骰子，每一个骰子上写着左右中
和一个点。你掷出骰子后，如果得到左
右中的话，你就要拿一块钱给你左边和
右边的人，或者放到中间。最后，谁剩
下的钱最多，就赢得中间所有积累的钱。
我的姑姑，堂妹，和妹妹都赢了。而我
和我的堂兄妹在后院里玩了橄榄球，我
们还去了小区里的游泳池一起游泳。
我的爷爷奶奶和堂兄妹平时一直住
在 Cleveland，所以我们很少见到他们。
我们以前都是在冬天去的。今年我们去
的时候天气很好，我跟我的爸爸在姑姑
家附近还打了网球。一开始天气很热，
爸爸打败了我很多次。但是后来当我渐
渐开始赢了几局后，天就开始下雨了，
所以我们只好回家了。我的爷爷奶奶喜
欢给我的狗很多零食，所以我的狗很喜
欢我的爷爷奶奶。我的姑姑也有一条
狗，她的狗和我的狗很喜欢一起玩。它
们每一次在一起都很开心。我很喜欢去
Cleveland 和我的爷爷奶奶堂兄堂妹玩。
今年暑假，我们全家还去了 Virginia
一个很大的游乐场。我和我的妈妈喜欢
去玩最高最快的过山车，而我的弟弟妹
妹和爸爸喜欢上又矮又慢的过山车。我
们在游乐场呆了整整 3 天，我很喜欢去
游乐场玩很刺激的游戏。
我们也去了一个水上公园，呆了一
天。我和我的弟弟妹妹都很喜欢上很高
的滑水道。那天，突然开始下雷阵雨了，
工作人员把滑水道都关掉了，我们就只
能等雨停了后再继续玩滑水道。
在 Virginia 我们还去了海滩，在海
里开心地游泳。我们看到了很多海鸥
和冲浪的人们，海边风景很美丽。我
们在海边呆了整整两天，然后就回 New
Jersey 了。
暑假里，我还参加了网球夏令营，
我觉得进步了很多，也交了一些新朋友。
我很喜欢打网球，而且我觉得我打得很
好，因为我练习了很多年。
我同时也参加了两个星期的童子
军 夏 令 营。 夏 令 营 在 Pennsylvania 叫
Ockanickon Scout Reserve。那里有很多
好玩的东西，比如游泳，划船，爬山，开枪，
和急救课。我觉得每个活动都很好玩也
很有意义。
这个暑假我做了那么多很好玩的事
情，我觉得非常开心。

假如我只有三天的光明，那该是多
么悲哀的事情啊！但是我不会把时间用
来哭泣，我要把这三天安排得满满的，
尽情享受光明带来的快乐。
首先，我要把这三天的时间尽量多
地留给我的父母和家人。在我的成长过
程中，爸爸、妈妈、姐姐和外婆给了我
很多很多的爱。我要感谢他们让我在幸
福和快乐的氛围中长大，并且希望他们
不要为我担心，因为有了他们的爱，即
使失去光明，我也会坚强地生活下去。
我要向爸爸学做饭，向妈妈学打扫卫生，
向外婆学洗菜洗碗，向姐姐学数学和打
游戏。我会在我还能看见光明的时候，
熟悉我房间的家具摆设，练习闭着眼睛
上楼梯、去厕所，习惯我周围的环境。
我会花很多时间去记住家人的容貌和表
情，让他们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要
欣赏我周围所有的美，例如前院盛开的
樱桃花和鱼塘里自由追逐的小金鱼，侧
院茂密的小树林，后院令人惊叹的各色
百合和郁金香。
其次，在这三天里，我一定要约上
我最要好的朋友们一起去贡茶店买我们
最喜欢喝的珍珠奶茶。我们会一边聊天
一边享受又甜又香的奶茶。我们在一起
总有聊不完的话，还有很多我们的秘密。
我要记住他们的模样和笑容，那是青春
的颜色。我还会和她们一起去看我们很
想看的电影，去买我们喜爱的新款衣服
和鞋子。我要穿上每一条我喜欢的裙子，
各种颜色的都要试试。相信我会记住她
们最美的样子，她们也会记住我此时此
刻的模样。
最后，我要用这三天时间多做我最
喜欢的事情。例如，阅读我每天读的漫画，
练习我玩过的所有电子游戏。我要穿上
我心爱的芭蕾鞋，闭上眼睛试试是否还
能自如地旋转，我要去尚武的练功房练
习学过的每一套拳术，还要在油管上看
遍 Blackpink 和 KPop 的所有演出视频。
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失去光
明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是不是人
们只有在失去后才会珍惜自己曾经的拥
有？但愿我有超能力可以把这三天的时
间无限延长，更愿我们珍惜拥有光明的
每一天，用真心去发现和对待世界的美。

《论语》的感悟
马立平中文八年级 刘梓宸 指导老师 李剑
今年我在中文学校
学了一些《论语》的句
子，让我感触很深。
我一直对学习充
满热情，从小就自学
了很多东西，我喜欢
学习新技能并向人们
展示它们。我的兴趣
范围很广，例如：乒
乓球、数学、折纸等等。我总是乐于学
习新的技能，无论它目前对我来说是否
能用上。同时，我也总在扩大兴趣范围
和提升自己的技能。例如：我一直在寻
找提高乒乓球水平的技巧，另外，我也
很热衷于做数学练习。我认为这正是《论
语》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体现。
体现我学习热情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是我的数学学习。最近，我加入了学校
的数学俱乐部。这是一个非常棒和有趣
的俱乐部，我们在那里学习了不少新的
数学概念和公式，如概率、代数、几何
和数论，这些都是数学竞赛中经常出现
的题目，在此过程中我获得了很多乐趣！
在俱乐部时我们不仅会做一些旧的数学
竞赛题，还会玩很多有趣的数学游戏，
例如 24 点、数学拼图等等。在数学竞赛
前，我打印了很多以前的竞赛题来做，
在不断地做练习过程中收获了更多的新
知识，并发现这是一种令人兴奋且具有
教育意义的体验。最终在竞赛中我取得
了很好的成绩。这表明我所有的努力和
自学都得到了回报，也表明了我对学习
新事物和掌握新技能的热情。我认为这
是《论语》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的道理。
通过学习
《孔子学琴》
、
《齐白石画虾》
和《三种成长》这三篇课文和《论语》，
我深刻地领悟到课文里的道理。它们对
我学习和生活有巨大的帮助，教育我该
如何做一个品学兼优的人。

《中华文化巡礼》读后感
马立平中文九年级 麦芮安 指导老师 游毅敏
这个学期，我学到了很多中国文化，
包括中国人的祖先，中国的地理气候，
历史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也
学到代表中华文化传统精神的四个基本
观念——“天人合一”，“以人为本”，
“自强不息”和“以和为贵”。今天，
我给大家讲一些我的想法。
我先讲“中国人的祖先”。我最喜
欢的一个故事是“女娲造人”的故事。
“女
娲造人”的故事对我来说很神奇，我觉
得这个故事显示了中国人对女性的尊重，
因为他们将人类的创造归因于女性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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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春 秀厨艺

ぁ 李文斯顿分校
在故事里，女娲是用泥土来做最早的人
类。泥土是自然的一个原料，而“天”
代表自然，所以这个故事和“天人合一”
的概念有关。
这个学期，我也学到了很多中华大
地和人口的知识。我了解到，中国的可
耕地和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中国西边是
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还有大沙漠，
中国的北方很冷，大部分的可耕地都在
东边和南边。大城市像上海，香港，深
圳都在东边和南边，这些地方的人口密
度很高，而西边的人口密度比较低。西
部没有那么多发展和工作的机会，所以
人们想要提高他们的知识和技术，他们
就要迁徙到东边和南方的大城市去学习
生活和工作。这也显示了中国人民追求
美好生活“自强不息”的精神。
这个学期，我还学习了中国人的传
统节日，像中秋节、端午节、清明节，等等。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春节，因为春节的气
氛很热闹。在家里，我的妈妈会准备鱼，
饺子，和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我们也和
朋友在外面放烟火和鞭炮。在中国，我
们的庆祝活动更多，更热闹，因为大多
数的亲戚都住在中国。疫情之前我和我
的家人每三年回一次中国，所以热闹的
感觉还是留存在我的记忆里。春节要所
有家人一起庆祝新年， 春 节 的 时 候 也
不能吵架，要和和气
气，“以和为贵”。
总之，在中国丰
富的文化传统里，显
示了“天人合一，自
强不息，以人为本，
以 和 为 贵” 的 基 本
观念。

我家的后院
标准中文九年级 李安儿 指导老师 李剑
我喜欢我家的后院。后院虽然不大，
但是周围全是树，很有隐私，很安静。
春天的时候，院子里开满了各种各
样的花，有红的、黄的、白的，色彩斑斓，
引来了很多蜜蜂，蝴蝶，蜂鸟。我家的
小猫就会兴奋地追赶着小鸟、蝴蝶、虫子、
松鼠，欢快地玩起来。我喜欢悠闲地躺
在草坪上，享受着围绕身边散发着的春
天气息。记得有一次，爸爸在后院发现
了一个很大的乌龟，爸爸猜测了可能是
从公园的池塘爬过来的。我开玩笑地说：
“难道乌龟也喜欢我们家后院，所以来
做客”？后来爸爸把它装进袋子里，放
回到公园的池塘旁边。
到了夏天，虽然天气很热，但是因
为我家院子边上有很多树，自然感觉很
阴凉。周末的时候，约上一些朋友来我
们家烧烤，打羽毛球，扔飞碟，整个院
子充满了欢声笑语。我的妈妈很喜欢种
植，在院子里种了很多蔬菜，包括韭菜、
西红柿、豆角、黄瓜、丝瓜等等，这样
我们基本不怎么需要从中国超市买很多
的蔬菜，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因为在美
国这些蔬菜比肉还贵。但是，植物多的
一个不好的方面是夏天会有很多蚊子，
我们还需要买驱蚊的药。我们家院子里
经常有小鹿来“拜访”，肆无忌惮地吃
妈妈辛苦种的蔬菜，害得妈妈只好把蔬
菜用铁丝圈了起来。有天早上，妈妈发
现有一只鹿躺在后院，妈妈以为它在后
院休息，没多管。可到了下午，那只鹿
仍然躺在那里。妈妈过去看看能不能赶
它离开，但是它居然一动不动懒洋洋的。
我当时想：动物们都和我一样这么喜欢
我家后院吗？实在没办法，妈妈只好给
警察打电话来帮忙。警察来后，说可以
帮忙试试赶赶，没想到小鹿还真害怕了，
站了起来，跑走了。看来连小鹿也怕美
国的警察，真厉害。
等到秋天时，院子里金黄的叶子会
在空中随风飘荡着，在阳光的照射下金
闪闪的，像油画一样。两棵苹果树结满
了苹果，但不是每年的苹果都好吃，有
时有些苹果有点酸，味道不太好。苹果
经常会掉地上，就全成了小鹿的美餐了。
秋天也是收获的季节，我们家每年都会
收获很多扁豆，妈妈每天晚上炒扁豆菜
吃，我们都要吃腻了，还分了不少给邻
居和朋友吃。
冬天到来时，院子经常被大雪覆盖
着，树枝经常被压得弯弯的。午后偶尔
会看到松鼠从洞里跑出来在雪树上跳来
跳去。因为太冷小猫也不敢出去，只在
院子门前趴着，隔着玻璃看着外面的景
色。妈妈、爸爸、姐姐和我经常要花几
个小时才能把院子边上车道的雪清理干
净。虽然天气很冷，我们都忙活得全身
出汗了，都当作是冬天里一项很好的锻
炼活动。
为了让家人拥有一个满意的后院，
爸爸一年四季都在后院不亦乐乎地忙着，
割草、施肥、扫树叶、拔野草、修整树丛、
浇水等等，每次都忙到饭点喊他：“爸爸，
吃饭了！”他才大汗淋漓带着笑容地进
屋来向我们汇报他都在后院干了什么。
我喜欢我家的后院，它给我的生活
带来了很多乐趣和难忘的回忆。

2022 恒顺 - 华夏厨艺大赛

继“华夏杯”绘画大赛之后，华夏
中文学校外联公关部又将推出一个加强
华人社区文化的比赛。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了丰富华夏
家庭的节日生活，本着推广中华美食文
化的宗旨，华夏中文学校、中国恒顺集
团及恒顺在美国的代理商和乐食品公司
共同推出迎新春 2022“恒顺 - 华夏厨
艺大赛”。本次大赛将于 2022 年 2 月 1
日正式拉开帷幕。
本次厨艺大赛是华夏中文学校庆祝
新春的活动之一，祝愿大家在阖家团聚，
喜迎新春的时候，一展身手，美食共赏，
为新年带来喜悦与好运！
同时，通过这次厨艺大赛活动，希
望学生们能认识中国传统调味品的制作
工艺和运用，了解中国饮食文化的渊源
流长与博大精深；也希望锻炼学生们的
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培养对厨艺、对

生活的热爱。
本次大赛投稿日期为 2022 年 2 月
1 日至 15 日，专家评选及投票日期为
2 月 16 日至 25 日。设由专家评选特等
奖两名，网络人气奖 54 名及幸运奖 12
名，总奖金高达 1300 余美元。奖项多
多，惊喜连连！快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参
赛，一起投票，一起赢大奖！请访问大
赛官网获取详情：
https://hxcs.org/
cooking2022.aspx
预祝参赛的
华夏家庭取得佳
绩！ 时 值 新 春 佳
节， 也 祝 大 家 新
春 快 乐， 阖 家 欢
乐，好运恒顺！
华夏中文学校外联公关部
2022 年 1 月 3 日

分校消息

李文斯顿分校

不惧艰难 勇毅前行

伴 随
李 茗、 刘
着 2021悉悦等一
2022 圣 诞
批优秀成
新年晚会
熟、 值 得
的圆满落
信赖的学
幕， 李 文
生志愿者。
李文斯顿分校 校长 葛亮
斯顿华夏
今年的家
中文学校（以下称“李庄华夏”）的上半
长义工表现也非常出色。他们在家长会会
学年的工作终于打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长韦斯林的带领下，令人难以置信地完成
这短短半学年的时间凝聚了很多期待、担
了系列任务。一言蔽之，学校董事会的大
忧、欢喜和无尽的感动。
力支持和战略决策，以及校委会所有老师
经过一年多的等待，2021 年 9 月 11
的付出投入使得这个艰难时期不再不可克
日我们李庄华夏的广大师生终于回到了阔
服。大家齐心协力，共同为学校，为属于
别已久的校园。开学前一天，刘宏杰、叶
我们华人的这个精神家园汇聚了每一位成
剑、李三国、韦斯林等学校骨干带着孩子
员的时间、力量和热情。困难面前，我们
们来为第二天的课程预备书本。那一刻，
身为李校人同心合一、同舟共济。
大家的喜悦和激动难以言表，一个期待已
疫情虽然给了我们很多压力，但我们
久的目标终于实现了！ 9 月 11 日，教室
想方设法为孩子创造了很多快乐和难忘的
里响起朗朗的读书声，廊道中回荡着友善
共聚时光。万圣节游行是其中之一，它得
的问候声，绿茵地上传来三三两两的家长
到了全校人的期待和欢迎。孩子们都积极
们的久别闲叙，我心中不禁有一种灾后重
热情地投入到活动中，他们身着各自钟爱
归美好生活的感动。往日稀疏平常的琐碎， 的戏服，笑靥如花，在镜头前尽情摆酷。
现在回想起都是美好的馈赠。这片刻的安
更有小朋友幸福感爆棚，感动得热泪盈眶。
宁真的需要小心翼翼的珍惜与守护。
小朋友们抓起第一把糖，就是他们对“甜
受疫情及网络课程等影响，这两年
美的日子终于回来了”的第一印象吧！刚
中文学校的入学人数比疫情前有所减少。
刚结束的圣诞新年晚会更是堪称小朋友们
为了鼓励同学们在疫情期间仍能够坚持中
的回归开心大餐。同学们一起排练、嬉闹、
文学习，学校从一开始就做了充分的准备
表演，充分享受相聚的快乐。他们的精彩
工作。学校早在上学期末就开始规划新学
表演也打动了在场的家长们。他们的欢快
年的教学计划和活动，以吸引更多的学
笑容和甜美歌声冲淡并驱散了我们积压已
生。为初步判断疫情期开实体课的风险，
久的烦恼不快、压力和困难。这一刻我们
同时也解决广大家长的实际需要，我们暑
都沉浸在欢乐忘我的节日氛围中。作为李
期就大胆尝试同时举办暑期实体夏令营和
庄华夏的校长，我得到的最值得骄傲的夸
体育夏令营。根据学生的报名情况和实际
奖就是，你们学校的孩子中文真好！是的，
运行中的安全情况，我们了解到家长们对
我们的任务就是让孩子们在一个身心愉快
恢复实体课程的心理预备过程和具体配合
的环境中，通过多元的方式，学好中文，
程度。保护师生安全和保障教学质量是我
稳健成长。
们的两个根本目标。当疫情向长期化方向
虽然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依
发展时，如何通过有效手段来防护才是一
然不折不扣地完成了上半学年的各项教学
个更切实的做法。我校暑期夏令营取得了
任务。教务长唐晓铨老师和副教务长方彩
零感染、令人满意和瞩目的结果。这也为
罗老师把各项教学任务安排得井井有条，
我们正式筹备实体课作了信心铺垫。在暑
保质保量地完成教师培训、课程预备、作
期各项工作紧锣密鼓的协调准备过程中，
业测验、考试竞赛等。老师们也以兢兢业
我们完成了招生海报的准备、招生宣传、
业、倾心付出的行动使得实体课堂既有友
教室的租赁、教材的预定、教师的安排、
善的师生沟通，又有良好的教学效果。现
防疫措施的确定、防疫物资的购买等各项
在我们正积极筹备总校中区演讲比赛。我
工作，终于迎来了顺利返回实体课堂的第
们可以很自豪地说：置身于疫情之下的李
一天。
校仍然到处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
回到实体课，也得到了家长们的全方
我们李校人共同陪伴每一位李校学子
位支持。家长们自觉遵守学校的规定，放
成长，其间有苦有乐，但更多的是收获喜
手把孩子交给学校，课前课后都有序地等
悦。孩子们在中文学习过程中的每一点滴
在教学楼外。 由于房租、防疫物资等费
进步都感染着我们，让我们充满着收获的
用的增加，李庄华夏的财务也面临非常大
喜悦。这半年过得既漫长又紧张，一步接
的压力。我校诸多员工主动承担额外工作， 一步没有停歇。疫情的发展我们无法预测，
并发动家长义工来确保学校的顺畅运作。
但我们战胜困难的决心无比坚定！我们前
此举为学校节省了三名校务人员的开支。
面的道路还很长，李庄华夏仍将继续以“教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们的高中志愿者们
授中文，推动中华文化，促进多元文化交
在主席李萱的组织安排下，承担了很多的
流，展现开放自信的中华文化社区”的使
学校协助工作，并涌现出马翰思、汪皓宁、 命为己任，不惧艰难、勇毅前行！

——2021-2022 学年上半学年回顾

华夏教坛

李文斯顿分校

学习中文，我们怎样帮助孩子？
李文斯顿分校 马立平五年级教师 何宁
在为学校圣诞新年晚会彩排准备时，
我偶然经过学校里的走廊去为道具做准
备。路上看到一位华裔家长拉着一个小
女孩儿的手停在走廊一侧的一排学生储
藏柜前。他们的谈话吸引了我，这位爸
爸指着一个储藏柜的柜门说，这是当年
他当 6 年级的学生时用过的一个储藏柜，
他的手在柜门上轻轻地触摸着，仿佛是
在回忆几十年前的往昔。我也不禁感动
了，多年前一个华裔少年的身影跃然眼
前。可是，这位感慨的家长一直用英文
跟孩子述说往昔时，我突然很想走上前，
希望他能用中文告诉小女孩儿这里发生
过的故事。中文学校的圣诞新年晚会时，
我们的师生都是在表演中文节目，用中
文交流。学校希望同学们能展现自己中
文学习的成果，享受一个中文晚会里的
节日气氛。海外异乡，我们无法避免主
流社会的英文交流需求，可是家长们也
可以尽量给孩子们创造更多生活中的中
文交流机会。
我们的家长们不要把说中文的时间
只是留给中文学校的课堂。在家里，在生
活中你有给孩子提供较多的中文听说机
会吗？彩排时我一直用中文跟同学们沟
通怎样说好台词，做好动作，表现人物
特点。可是，当我看到有些家长们还是
不停地跟孩子用英文沟通时，心里就觉
得很别扭，因为我自己从来都是在家在

外尽量和孩子说中文的。海外孩子的中
文学习不应该只是课堂的中文课文学习，
还应该是父母和他们在生活中的中文交
流，这对于第一代移民家庭的孩子是多
么重要。华裔家庭里的父母和孩子们的
中文交流是有情感的，是更生活化的中
文语言环境，这种交流能更有效地传承
第一代移民父母成长背景里的中国传统
和文化。我们的孩子不能只是外表上的
华裔美国人，而应该是了解自己宗族语
言和文化传统的华裔美国人，并努力把
这种语言和传统文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脱离了家庭的中文环境，学习中文
就真是虚有其表，失去了它的本质和精
华——家庭中国文化的沿袭和继承。我
们社区不少家庭都来自中国五湖四海，有
不同地域的饮食习惯、节日习俗，这些
都是父母们可以激发孩子们在家说中文、
练习中文的好素材。参加社区中文活动，
中文学校每年的各种节日庆祝活动固然
重要，但是没有父母跟孩子说中文的榜样
效应，华裔家庭的孩子们还能在中文语
言的学习上有多少热情？孩子们的中文
学习，老师们是引导者，家长们是推动者。
不然，学习中文必将是一场父母逼迫的、
不得不为之的苦旅，或更有可能最终导
致家长疲惫、孩子放弃的局面。
怎样帮助孩子学习中文？家长们，
行动起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