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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教坛 李文斯顿分校

2021 年圣诞新年联欢晚会
标准中文五年级 单斯瑜 指导老师 原晓红

我爱羽毛球
标准中文五年级 王奕轩 指导老师 原晓红

滑 雪
马立平七年二班 高奕恺 指导老师 程悦

如果我是超级英雄
标准中文八年级 熊圣源 指导老师 金琼

2021 年总结  2022 新年计划
标准中文九年级 严心悦 指导老师 李剑

《包子》观后感
马立平八年级 田霈然 指导老师 李剑

假如我只有三天的光明
马立平中文八年级 罗熠喾 指导老师 方彩罗

我的故乡——上海
AP 中文班 王雅萱 指导老师 唐晓铨

我的“小章鱼”
马立平六年级 张若溪 指导老师 窦泽和

玻璃鸟
马立平六年级 郭璟瑞 指导老师 窦泽和

快乐的春节
标准中文六年级 乐云 指导老师 朱艳萍

ぁ 李文斯顿分校 风雪连三月 情谊抵万金
-- 记纽约总领馆与美国华夏中文学校座谈会

华夏中文学校 副总校长 游 牧

2022 年 3 月 12 日下午，纽约总领
馆吴晓明副总领事、领侨处陈军超副主
任、孙潜领事不顾春雪突袭新州，造访
了位于 Montgomery 的华夏中部分校，与
美国华夏中文学校的总校团队及部分分
校校长举行了座谈。

华夏中文学校总校长张凉、副总校
长游牧、总校长助理兼外联公关部部长
薄英戡、赵霞，及华夏大纽约分校校长
袁晓川、樱桃山分校校长姬亦工、东部
分校校长宋薇和中部分校校长雷志军参
加了此次座谈会。

吴副总领事开门见山地表明了此次
座谈会的目的是听取中文学校一线教学
管理人员在后疫情时代对美国华文教育
发展情况的意见与建议，表明了领馆将一
如既往地支持海外华文教育的鲜明态度，
并充分肯定了华夏中文学校在疫情中及
时借助民间力量向国内和海外同胞捐赠
抗疫物资的奉献精神以及在海外华裔社
区中承担的重大社会作用。

各位华夏分校校长分别介绍了自疫
情以来，各分校如何在华夏总校的带领
下团结一致，努力维持教学秩序。不仅
保持了一贯的教学水准，还积极参与总
校组织的各项培训和校际间赛事。在受
疫情影响，生源明显下降，财务支出捉
襟见肘的困难情况下，各分校逆流而上，
借助网络提升课堂教学水平并极大增强
了凝聚力。值得一提的是，华夏总校近两
年来利用总校团队组织的专业力量，因势
利导，大胆创新，先后推出“网络知识

竞赛”、“文创大赛”等一系列成功的
网络赛事，成功地凝聚人心，留住了生源，
同时推动了各分校教师对提升教学业务
能力的热情。

据校长们的介绍，各分校近年来也
开始积极深入当地社区，利用人才高地的
优势，各方寻找有利于中文学校发展的有
效资源。座谈会讨论气氛十分热烈轻松，
大家用一个个鲜活的事例娓娓道出了海
外华人与祖国亲人间不可分割的浓浓情
谊。华夏义工们的探索与无私奉献精神
受到了总领馆领导们的赞扬与充分肯定。

张凉总校长代表各分校诚挚感谢总领
馆在疫情中为海外华校提供了大量教具，
希望领馆能继续大力支持华夏的各项工
作，她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希望领馆可
以提供认证华夏教师资质的资源和便利；
二是希望领馆可以整合资源，宣传并帮助
华夏提高知名度，“梧桐引得凤凰来”，
让美国本土的商家与社团能够共同参与、
支持华夏的进一步发展。副总校长游牧则
提出把华夏作为中美两国青少年民间交流
活动的基地，由领馆牵头组织国内有关机
构扶持中美两国青少年的交流互动，为中
美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提供积极的助力。
总领馆的领导们十分认真地记录了会上提
出的意见和建议，并表示回去一定认真论
证其可行性。

座谈会结束后，中部分校雷志军校
长带领全体与会者参观了校舍，吴副总
领事还走进了中文课堂，亲切地与师生
们见面交谈。

新形势下中文学校教育转型的几点思考
李文斯顿华夏中文学校家长会会长 韦斯林

近年来，我有幸参与了中文学校的教
学、管理和服务等工作，特别是从去年来，
我担任了家长会会长，较为全面地参与学
校各项工作，期间也参加了总校活动，与
多所分校的同行们深入地交流互动，对中
文学校有了更深的了解和体会。我想跟大
家简单谈一些新形势下中文学校教育的现
状及思考，以此求教于各位同仁。
一 . 调整学校的办学定位

随着形势不断变化，包括小课堂、私
教、在线教学等不同形式的中文教育对传
统中文学校带来巨大挑战。招生空间被压
缩，办学形式和教学质量遭遇质疑。许多
中文学校招生人数明显下降，办学陷入困
境甚至被迫关门。有人开始怀疑中文学校
存在的必要性。但我认为，虽然出现各种
新的挑战，但中文学校仍是广大海外华裔
儿童成长的摇篮，不仅仅体现在中文语言
学习，更是体现在中华历史文化的传承和
弘扬，进而培养华裔身份认同，树立自信心。
因此中文学校应勇于承担起这个光荣使命。
中文教学仍是学校的主要抓手，但应该赋
予新的意义，不断拓展其内涵和外延，以
适应时代发展和人们的需要。

孩子们是中文学校所有教育教学活动
的中心，也是海外华人的未来。中文学校
在定位上，应当超越语言学习的局限，树
立世界性的未来格局，置身于多元文化、
全球化、一体化的世界格局中，着眼于培
养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合格的华裔公民和
世界公民。因此，学校在培养目标上不仅
注重孩子的语言学习和智力发展，更要注
重身心、创造力、领导力等未来素质。

为唤起大家对孩子身心健康的重视，
我们自去年 8 月份以来，先后举行了 7 次
系列讲座，听众总人数超过 2500 人，平
均每场 350 人。大家反映热烈，效果显著。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代，作为华
裔儿童的成长摇篮，中文学校更应大有作
为。
二 . 发挥家长的主观能动作用

鉴于绝大部分中文学校是基于志愿者
奉献的非盈利机构，家长在其中扮演的角

色显得尤为重要。他们是学校建设和发展
的主要参与者和决策者。广大家长是极具
潜力的丰富宝藏，我们需要将其充分开发
和利用。激发家长的热情，使其积极参与
到学校事务中，这是学校运转和发展的关
键。经过一番调研、思考和实践，我总结
了如下几条：

1. 完善家长会组织架构；
2. 建立家长会值班制度；
3.将家长义工和高中生志愿者相结合；
4. 及时总结经验，对相关义工的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和激励。
上述措施自去年 9 月份执行以来，学

校没有收取任何押金，家长们却反而非常
积极自觉，各周六轮流由两个班级 14 名家
长义工负责值班，准时到岗，认真值班，
有些家长反复多次当义工，还有几位家长
自愿报名做 1 学期和 1 年义工。除了参与
每周六常规的义工活动，家长们还积极参
与消防演练、万圣节狂欢、新年晚会等活动。
大家的深刻体会是：在学校的建设发展上，
激发家长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中文学校要
能走得准、稳、快、远。
三 . 建设稳定、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组织的转型和革新背后常常首先是人
的改变和观念的更新。教师是中文学校发
展的强大引擎，因而需要建立一个稳定、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在思想观念层面，学
校需要具有新时代使命感、热爱中文教育、
乐于奉献的教师。在知识能力上，教师不
仅具备良好的中文知识和教学能力，还应
具备适应时代和未来需求的综合素质，比
如心理辅导、跨学科能力、沟通能力、文
化理解和融合等等。因此，中文学校在教
师的招聘和教学评估上，这些均可作为重
要的考核指标，教师的继续教育和培训也
十分必要。

总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
中文学校承载着更远大的使命和期待，因
此需要积极转型、与时俱进，才能在日益
发展、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以一股无可
替代的力量，传承中华文化历史，培养未
来优质公民和领袖，让他们汇入时代洪流。

我很高兴在中文学校的圣诞新年晚会
上做主持人。这次是我第一次做主持人，
我有些紧张。想到还要参加街舞和武术表
演，我就更紧张了。

虽然当主持人令我很紧张，但有它的
好处，我可以练习中文，还可以拿话筒说话。
同时也有它的坏处，如果我说错了，很多
人都能听到。另外，如果我的搭档出错了，
我还需要帮忙，会有压力。

我的街舞表演也还好，我和哥哥妹妹
不断地练习，最后都记得了所有的舞蹈动
作，所以我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就不那么
紧张了。

我最喜欢的是武术表演，因为我站在
后面，所以一点不紧张。我在后台的经历
真的很棒，因为我可以近距离地看到表演，
还可以帮忙。让我很高兴的另一件事是，
学校给演出的同学比萨饼吃。

我觉得我的主持还不错，除了一个地
方我忘记说了，但是观众不知道呀！当主
持人真有趣！下一次，我还想做主持人。
跳舞我就不一定参加了，但武术表演我一
定要参加的！

在今年的疫情期间，我的很多课外活
动都暂停了，于是妈妈给我报了羽毛球课。
羽毛球是隔网训练，比较安全。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很兴奋。教练
一点一点地教我们怎么挥拍，怎么打球。我
发现羽毛球并不是很容易的，经常使劲挥拍，
却怎么也打不到球。教练用了很多方法教我
们，我慢慢地开始能打到球了。我越来越有
信心，也越来越喜欢这个运动了。

我每周参加两次训练，学会了很多动
作：比如扣球，高远球和吊球。我最喜欢
练的动作是扣球，就是用手腕的力量，重
重地把球扣杀在对方的场地上，让我感觉
酷酷的。虽然很多羽毛球的动作挺难的，
需要反复地练习，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放弃。
我打球的时候总是很快乐，觉得羽毛球不
仅锻炼身体，而且还能锻炼我的意志，让
我学会坚持就会胜利。

我的妈妈说，中国运动员打羽毛球的
水平很高。2020 年东京
奥运会的时候我还看了
很多中国队的羽毛球比
赛，他们的每一场比赛
都很精彩激烈。我希望
我也能跟他们一样努力
训练，把羽毛球打得越
来越好。

我有一只小章鱼，它是我自己用橡皮
泥做成的。这个橡皮泥是我妈妈给我的一
个生日礼物，所以“小章鱼”也可以算我
妈妈给我的礼物。我非常喜爱它。

“小章鱼”有一个大大的脑袋，一双
大大的眼睛。它全身是粉红色的。圆圆的
脑袋上，有一个黄色的头花，显得非常可爱。
虽然真的章鱼有八个触手，但我做的小章
鱼只有七个触手。这个小特性让它看起来
很特别。

“小章鱼”经常在我的卧室里休息。
我还特地用一个鸡蛋壳为它做了一个小床。
“小章鱼”的床在我的桌子上。它晚上也
会在那里睡。我睡觉的时候都可以感觉到
它在看着我。这让我感到安全，因为“小
章鱼”可以防止我做噩梦。

当我自己的手工
作品盯着我看的时候，
我感到非常自豪。我
从来也不知道我有能
力制作这么有趣、又
令人害怕的东西。

我有一只小鸟。它是玻璃做的。有一
个夏天，我们全家一起开车去了纽约州的
康宁玻璃博物馆。在那里，我自愿地帮一
位工作人员表演怎么切碎玻璃。因为我帮
了她，所以那位工作人员就送给我一只她
做的玻璃鸟。

那只鸟有一个又尖又长的嘴巴。它的
嘴尖是红通通的，嘴巴上其他的地方是棕
色的。小鸟有一个透明的头和身体。它的
头上有两只又黑又圆的小眼睛。小鸟有一
双漂亮的白色翅膀。小鸟也有一个圆圆的
透明肚子，像球那么圆。我估计它吃得非
常饱。在小鸟的肚子下，有两条小腿儿，
也都是透明的，像小树枝一样。小鸟身体
的后面，是一个非常大的尾巴。它的尾巴
是白色的，长得像一把大
扇子。

我很喜欢这只小鸟，
我盼望哪天这只美丽的玻
璃鸟可以飞到天空中自由
翱翔。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中国人
庆祝春节是从农历一月一日开始，到一月
十五日结束。农历是中国古代用的一种历
法。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可怕的怪兽
叫年。每年除夕，它会出来吃人和他们的
家畜。人们发现年害怕红色和响声，所以
大家穿红衣服，挂红灯笼，贴红春联，和
放鞭炮来吓走年。年害怕极了，于是逃走了。
至今人们仍保留了这些传统来庆祝春节。

为了迎接春节的到来，我和我的家人
每年都早早地打扫房间。打扫房间代表驱
除坏运。我们也会装饰房间，把福字倒过
来贴在墙上，意思是福到了。我们还把五
颜六色的灯笼挂在门框上。在除夕晚上，
我们全家一起吃年夜饭。年夜饭有各种各
样好吃的菜，比如饺子，春卷，和鱼。其
中鱼代表年年有余。经过热闹的一天，我
上床很快就睡着了。等我睡着后，妈妈爸
爸轻轻地走进我的房间，小心翼翼地把红
包放在我的枕头下。在年初一早晨，我起
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红包，兴奋地打开
看一看里面有多少钱。接着，我就会给远
在中国的外公外婆打电话给他们拜年，祝
他们新年快乐。过春节的时候，我们还会
邀请朋友过来玩，一边吃着美味的饭菜，
一边开心的聊着天，大家都非常开心。年
初十五是元宵节，这是春节的最后一天，
我们会吃香喷喷的元宵。

我特别喜欢春节的美食和装饰。春节
预示着春天的到来，这让我想到一副春联
“冬去山明水秀，春来鸟语花香。”春节
给我和许许多多的人带来了很多快乐！

有一次，我跟
爸爸去了犹他州一
个叫雪鸟的滑雪场
玩。通常我们会和
其他的朋友们一起
去，但是这次他们
都不去，所以只有
我和爸爸去滑了。

我们这次要挑战的道是一个“黑”道，
差不多是最陡的道。但是我们今天滑的这
个道容易，因为这个特别宽也没什么障碍
物。而且在它快要结束的时候会变成一个
绿道，更安全，所以我和爸爸充满了信心。

我们一开始滑得挺好的。我们滑得又
快又顺。到了一个交叉路口，按照要求我
们减速了。但是到第二个交叉路口时我们
没看到人，就没有慢下来，而且我早知道
下一个道是一个绿道，特别容易，所以我
们快速滑过了那个交叉路口。忽然我双脚
腾空，就好像在空气上滑雪一样。然后很
快身体开始下坠。这时我开始害怕了，因
为我滑雪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高。很快我
摔到地上，还撞到了我的背后。我以为会
很痛很痛，但是还好雪很厚，没有受伤，
能就站起来走路，然后我很快滑到爸爸那
边。果然爸爸也摔了，幸亏他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滑雪板摔得后面分叉了。

我现在知道滑雪之前，一定要看清楚
地形再出发。永远不要凭自己的判断，而
不观察周围环境，不遵守活动要求，那样
很容易出问题。

如果我是超级英雄，我会做一个外表
平凡的英雄，不穿紧身衣和斗篷，不戴眼
罩。我会时时刻刻关心平常人的疾苦，为
他们排忧解难。我会让人类变得更加强大，
让科技、医疗等各个领域发展得更快。

首先，我会用我的超能力发明一种可
以预防各种癌症和病毒的疫苗。它不会给
人们带来任何后遗症和副作用。除了让人
们身体健康，这种疫苗还能让人们保持心
理健康，活得开心。

然后，我会制止所有的自然灾害，并
让它们再也不会发生。美国加州和澳大利
亚几乎每年都会有山火，日本经常发生地
震和海啸，今年中国郑州发了洪水，印度
遇上热带气旋……我会用我的超能力阻止
这些自然灾害，让人们不再受苦。

下一步，我会用高科技让人们在生活
中广泛应用再生能源。再生能源包括太阳
能、风能、地热能等。它们成本低，不会
污染环境，还能够改变全球变暖的现象，
让南北极冰川不继续融化，物种不会消失。

最后，我会用我的超能力给所有人一
次穿越时空的机会 , 去纠正他们过去犯的错
误，或者弥补遗憾，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
美好。

《包子》这部短片
是讲一位老妈妈把她包
的包子当成她的儿子。
小包子每天都陪着老妈
妈去买菜，坐公交车和
打太极。老妈妈也每天
照顾小包子，给他吃饭，
补身体，量身高。小包子长大以后他就越
来越要独立。有一天包子带回来他的未婚
妻，准备要离开他的家，跟他的未婚妻搬
到一起。但老妈妈不想让他走，因为她不
想被儿子抛弃。她一生气就把包子吞了下
去。之后她立马后悔，被吓醒了。原来是
一个梦。她从梦中醒来后，发现她真正的
儿子终于回家了。儿子来跟老妈妈道歉。

这部短片描绘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母
亲的爱和儿子的独立。老妈妈很爱她的儿
子，但是因为她的爱，她不愿意放开他，
也不想被儿子抛弃。妈妈不愿意让儿子出
去交新的朋友和踢足球，因为担心他会受
伤。可是儿子总是想独立。在短片的结尾
母亲和儿子彼此理解，儿子了解妈妈的爱，
妈妈也了解儿子的独立，终于成了一个幸
福的家庭。

我觉得这部短片拍得很好，短片的信
息很清楚也很有影响力。我们可以看出妈
妈和儿子的关系，以及他们不同的愿望。
妈妈想儿子永远陪着她，而儿子想有自己

如果我能看得见光明的时间真的只剩
下三天，我不会再把时间浪费在写作文、
做作业上，我会用这仅有的 72 小时去做对
于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

第一天，我不会再睡懒觉，我会早早
地起来吃妈妈做的早餐，然后在网上下单，
买一些盲人需要用的物品。接着，我会写
一封信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和老师，告诉
他们我只剩下这三天的光明了，并邀请他
们能在我失去光明的前一天都来参加我的
聚会。我希望能最后一次好好地看看曾经
出现在我生命里的这些人。另外，我还得请
妈妈带我去报一个盲人学校，我不希望因为
自己失明而不能再学习更多有趣的知识。

第二天，我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到处逛
一逛，看看美景、吃吃美食，好好地再看
看我生活的这个世界到底有多美、多色彩
斑斓，我让这些美好的东西都记在我的脑
海里。

第三天，早上起来，我会和爸爸妈妈
一起准备当天聚会所需的东西，比如：大
家曾经送我的礼物、一起拍的照片等等。
我要和所有人再次回顾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并记住他们最后一面的样子。我可能还会
回学校逛逛，因为我很喜欢我的学校，我
在那里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而且还结识
了很多朋友。可能的话，我会和同学们再
去每一间我上过课的课室走一走，聊聊曾
经发生的一些趣事或糗事。最后，我会回
家去看看、抱抱我养的小动物。剩下的时间，
我会和爸爸妈妈一直呆在一起，好好地看
看他们、抱抱他们。我不希望看到他们为
我难过，为我担心太多，我要告诉他们我
一定会慢慢适应新的生活，照顾好自己。
我还要请父母把我失明后用不上的东西，
比如书和电脑去卖给有需要的人，换些钱
用来交我的盲人学校的学费。

虽然第四天早上起来，我可能真的什
么都看不见了，我多半会很伤心，可能也
会感到恐惧，但我会像《姐姐的小药瓶》
里的姐姐一样自强不息，勇敢地面对困难，
并且克服困难。同时，我相信随着科技的
发展，将来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科学家们
发明出一种可以安装在失明人眼里的机器
眼睛，它能让所有盲人重见光明。

2021 年已经过去了。有苦、有乐、有
悲伤、有幸福。冠状病毒第二季也结束了。
2021 年是丰富多彩的一年，一些快乐的时
刻，也变成了伤心的时光，我也长大了一岁。
2021 一月到六月，我还在七年级。一月到
三月份中旬冠状病毒还是很严重，我还在
家里网上上学。我还记得有这么两天，我
的闹钟没有响，我就睡过了。妈妈跟姐姐
都叫了我好几次，还是起晚了。到了今天，
我家人都忘不了这件事。三四月份，我家
人也得到了一个坏消息：我妈妈不知道是
因为工作上的压力，还是因为没有好好保
护身体，病倒了。不过呢，妈妈是虔诚的
基督徒，除了配合医生治疗外，她每天还
和上帝祷告。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
十二月底，妈妈的病也治好了。 

到了四五月份，学校终于开放，我跟
我的朋友们都回去上学了。我们可以面对
面开心地交流，不用像妈妈说的“在网上
溜达”了。这以后，我还结交了一个新的
朋友。我们一群人都去Harrison小学玩耍。
我还打了不少次羽毛球。就这样，半年就
又过去了，我的生日也飞快地过去了。

还有一天，我跟我的朋友们骑着自行
车到处跑。我们要骑回家的时候，我却被
一辆SUV撞倒了。幸亏，伤得不是很厉害，
我只不过多了几个伤疤，胳膊腿疼痛了几
天。我记得那天我哭得稀里哗啦，连话都
说不清楚。不过我还是很快就好了。 

那个夏天我又开始打网球。我跟一些
男同学一起打。打得很轻松，又很好玩。
男孩子嘛，比较笨，所以也没有什么八卦。
我觉得我打得也挺好的，整个夏天进步很
多。我跟这几个男孩一起玩到十一月份。
后来，由于忙也就没有再多联系了。

2021 一年过去了，这一年发生了很多
有趣的事。我交了不少的朋友，也失去不
少朋友。可是这就是生活。我跟朋友们也
有很多忘不掉的美好时刻。

2022 年我希望我继续快乐地活下去，
把中文学得更好，在学校拿到更好的成绩，
交更多的朋友。这些都要我自己努力。我
相信 2022 年会有很多新的机会。希望我可
以好好把握！

远在海外，每当有人问起我的故乡
时，我都会骄傲地说：我来自赫赫有名的
大城市——中国上海。黄浦江由西南向东
北贯穿上海，把城市分成了浦东和浦西。
浦东是新时代的上海，高楼林立、繁花似
锦，那里屹立着全世界第三高的摩天大
楼——上海中心大厦。而浦西与浦东恰恰
相反，浦西流淌着年代感，那里是我奶奶
长大的地方。这里保留了很多旧时代的建
筑，狭窄的街道，街两边是梧桐树，多少

还能见到些老上海的模样。
令我记忆最深的是我四五岁的时候，

奶奶总会带我坐地铁。她牵着我的手逛商
场、走马路，经常给我买冰激淋。那时候，
经常会有阿婆手边放着一只小竹篮，坐在
路边卖新鲜采摘的白兰花。每次经过，我
都会蹲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她细心地用铁
丝穿过花柄做成一个个小胸针。每次我都
会为了那一个芳香四溢的小胸针而向奶奶
撒娇。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美好的回忆。

上海不仅有着大都市的繁华和小弄
堂的安宁，还有我许多童年的回忆。还记
得小时候，家人们经常去浦西游玩，我喜
欢站在黄浦江边的外滩，一边吹着江风，
一边看着江上来往的船只。身后是老城市
的回忆，眼前是新时代的故乡。

稍稍长大后，因为父母的工作，我
先去了欧洲，现又定居在美国。我见识
过罗马和巴黎，也了解了纽约和华盛顿。
但上海永远是我的家。即便再是沧海桑
田，世道变迁，时光也甭想抹去我心中
对她的眷恋。

家乡的表哥
AP 中文班 张子扬 指导老师 唐晓铨

我的父母都出生在中国湖南省。我
每次去中国，都要回湖南。我小时候还
在那儿住了一阵子。两边的亲戚都生活

在那里，湖南就是我的故乡。
在湖南，我最熟悉的地方是一个叫

东安的小城市，那是我妈妈生长的地方。
我们以前每次会中国，都要去东安拜访
妈妈的家人和老朋友。在我的记忆中，
最早是跟我表哥在小雨里玩。那时候，
大人不允许我们自己出去，所以大半天
时间就在屋子或者后院里，看电视、打
游戏，追外婆养的鸡。大人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也会在餐厅外玩和追逐。我的表哥
一直都是一个挺逗乐的人，跟他在一起，
我也觉得时光飞快。

过了几年，我们长大一些了，就可
以自己去外面了。表哥对东安的小路非
常熟悉，常带着我去比较远的地方。我
们去了游泳池，一块儿聊了很多事情。
我们也去了城市另外一边的市场，看了
好多人摆出来的摊子。我们一块儿走在
街上吃着冰棒，有时候也会跟他的朋友
一起。有一次，我们还去了新修的大城市，
进了地铁看了一看。表哥对东安的熟悉
程度远超过我那时候对我所在的美国小
镇的了解。我觉得虽然我们的年纪差得
不多，但他比我成熟。

因为最近的疫情，我好几年没有回
中国了，我很想念表哥。我很盼望明年
夏天，或许可以再回去，跟他一起无忧
无虑地玩。

的生活。这部短片告诉我们：父母应该让
他们的孩子有自己的独立性，但是孩子们
也不要忘记父母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