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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雪兆丰年”，一场瑞雪昭示着生机和即将迎
来的春意，拉开了2017年的帷幕，也揭开了希望中文
学校泰城校区又一页新的篇章。1月8日，泰城校区春
季课程在马歇尔高中热烈开始了，而寒冷的天气却丝
毫没有影响到同学们和老师们的对新学期的热情。家
长们来来往往进行报名注册，一些入学新生则由家长
或义工们引导到教室，一派热闹的景象。
  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是希望中文学校八个校区中
最“年轻”的一个，成立于2015年。但是两年的迅速
发展却已然让泰城校区成为了希望中文学校的第二大
校区。学校领导和工作人员一直不懈地提高教育水平
，完善管理制度。课程不断丰富，学校的注册学生人
数逐年增长，至今已有学生近六百人。

   泰城校区开设的课程具有极强的多样性，不仅包
括各水平层次的中文语言课程，学生们更有机会接触
、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学经典。其它的兴趣课程更
是为广大学生提供了充分挖掘潜能和天分的机会。篮
球、网球、儿童声乐、小提琴、绘画、武术、击剑、
国际象棋、以及各类舞蹈班等多样的课程，学生们能
在有趣的学习环境中拓宽思维，锻炼能力，相信一定
可以给家长和学生们一个有趣、难忘而又充实的周日可以给家长和学生们一个有趣、难忘而又充实的周日
。

   学校的学生助教活动也是一大特色，高年级的义工
们走进课堂，帮助老师营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进一
步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也锻炼了高年级同学的能力，回
馈社会，加强了学校与社区之间的联系。
 新的学期，新的开始，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一定会
取得更骄人的成绩，为孩子们的梦想插上翅膀，向更远
处起航！
      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 （Hope Chinese School 
at Tysons Corner，简称 HCS-TC) 的地址是：7731 
Leesburg Pike, Falls Church, VA 22043， 每周日下午
两点到六点上课， 报名可到
https://www.hopechineseschool.org/hcstc泰城校
区网页注册报名。



  希望泰城校区是希望中文学校八个校区中最“年轻”但规模较大的一个校区，现在共有注册学生近600百人。学校在致力于中文教育之外，还
开了很多大家喜爱的课程，包括数学、绘画、舞蹈、音乐、计算机、武术、辩论、围棋、象棋和魔方等。在提升教学质量的同时，学校还非常注

重丰富校区的学习生活，开展了涉及各个方面的活动来活跃校区的学习气氛，建立起一个团结、健康、积极向上的社区氛围。

  去年年底，为了庆祝过去一年大家取得的骄人成绩并且迎接即将到来的2017年，泰城校区动员了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家长们，集众人之力，

圆满的举办了一场辞旧迎新的贺岁表演，带来了一场充满中国情的视听盛宴。整场晚会洋溢着喜庆欢快的气氛。虽然很多表演这都是低年级的小

同学、甚至是学前班的小朋友们，但是他们表演时的认真程度不输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而他们的天真可爱更是博得所有观众的喜爱。

  幕布拉开了，八位主
持人身着各少数民族的传
统服饰，华丽优雅地走到
舞台中央：“亲爱的家长
们，老师们，同学们，下
午好！“ 台下的观众随即
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主持人们接着介绍了首先主持人们接着介绍了首先
开场的节目：“古筝，是
我们华夏最古老的弦乐之
一，让我们在古筝的悠扬
声中迎来我们第一个节目
：欢乐的日子！”
  第一个古筝节目是由
泰城校区的同学和家长们
联合表演的，由老师
Alice Kan指导。琴声悠
扬、曲调明快，跳跃欢乐
的节奏勾勒出了人们迎接
新年的喜悦。声声的筝鸣
仿佛是严寒中的缕缕春风仿佛是严寒中的缕缕春风
，拂面而来，分外怡人。
这传统的中国乐器仿佛把
观众带到了中国，在观众
眼前编织起一幅中国人民
喜迎新年的画面。就算是
在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孩子
也能从中感受到浓浓的中也能从中感受到浓浓的中
国味，家乡情。伴随着最
后一声清脆的扫弦，表演
结束了，可是阵阵琴音仿
佛还回荡在观众心里，台
下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经久不息。
  下一个节目是由梁红
老师指导的舞蹈——《春
晓》。幕帘拉开，一个个
活蹦乱跳的小姑娘们随着
欢快的音乐跑上了台。她
们穿着翠绿色的衣裙，带
来一种独属春天的生机。

令人佩服的是，这么小的
孩子们竟然出色地完成了
整个复杂的舞蹈表演，包
括前滚翻、后滚翻、劈叉
等等。虽然动作还需要雕
琢，但掩不住她们的可爱
和热情，宛如一朵朵初绽
的小花在寒冬里温暖着人的小花在寒冬里温暖着人
们的心！
  Liann Moreschi的节
目——《爱我中华》深受
观众喜爱，字正腔圆的中
文，标准的吐字，近乎完
美的表演怎能不让人佩服
？尤其是她开唱的那一瞬
间，大家立刻安静了。洪
亮清澈的嗓音，自信的舞亮清澈的嗓音，自信的舞
步，完完全全吸引了所有
观众的注意力！“爱~我~
中华！”在她唱完的时，
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
声。
  之后，朱安博小朋友
的脱口秀——《爱读中文
》也博得了满场喝彩。灯
光流转，一位十多岁的小
男孩上台了，旋即整个会
场就被观众的笑声充满。
他表演的主题是中文学习
，用风趣的语言流畅地讲，用风趣的语言流畅地讲
述了各种学中文时容易犯
的错误，比如中文里各种
复杂的量词等等。台下的
观众，无论是老人还是小
孩，都被逗得捧腹大笑。
而让人惊讶的是，朱安博
小朋友竟然还将中国时下小朋友竟然还将中国时下
流行的热词——“蓝瘦，
香菇”（难受、想哭）带
到了节目中。在欢笑声中
，脱口秀地结束了，但大
家都不停拍手叫好，意犹
未尽。

  压轴的最后一个节目
是由学生和家长共同表演
的大合唱：《时间都去哪
儿了》和《You Raise 
Me Up》。由张晨临以及
李航燕老师指导。歌曲《
时间都去哪儿了》表达了
对过去一年的总结和怀念对过去一年的总结和怀念
和对未来的憧憬和展望。
这首歌曲也完美地诠释了
观众们的意犹未尽的心情
。而一首歌曲《You 
Raise Me Up》则是把所
有人心中的感恩之情清晰
地表达了出来，对亲人，地表达了出来，对亲人，
对老师，也是对同学们的
感恩。成熟和幼稚的声音
交汇融合在一起，诉说着
对过去一年在中文学校学
习生活的回味与感激。
  就像歌曲中唱到的那
样，时间仿佛过得飞快，
晚会中二十一个汇集了表
演者辛勤努力，精彩万分
的节目结束了，虽然不能
每一个都详尽描述，但每
一个节目都在所有人的心
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晚会在欢笑声中谢幕
，收获颇丰的2016年也结
束了。冬日依旧寒冷，但
每个人的心却都被这温馨
欢快的气氛所温暖和感动
。这次晚会中，大多数同
学都直接参与到了各个节
目的准备、排练和表演。目的准备、排练和表演。
在这里，我们特别感激来
自学校领导们的大力支持
、来自老师和学生们的倾
情奉献和家长义工们的幕
后工作，正是因为汇集了
所有人的努力和期望，晚
会才得以圆满成功。会才得以圆满成功。

  2017年，新的一年，
祝福大家，也希望泰城校
区欣欣向荣，在新的一年
里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在过去两年多里，我从事了希望中文学校四、五两个年级的中文教学工作。在教学过程中，我了解到中文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来自华人
家庭，有一定的中文背景。而我所教的这两个年级的学生，经过几年中文学校的认真学习后，大部分学生都具备了良好的中文听说及阅读
能力，部分学生还具有了相当好的写作水平。他们的中文水平有了长足进步。
  这些学生们虽然小时候在家里有一定的中文交流环境，并具备一定的中文水平，但到了四、五年级时还是不可避免地偏爱英语交流，
有些学生甚至比较抵触中文学习、拒绝用中文交流。归结起来不外乎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在美国社会缺少应用中文的大环境。另一个是汉
字比较复杂：难懂、难记、难写；相对而言，英语则易懂、易记、易写。而学生们的这点感受部分是由于语言大环境导致的。

由于多数学生仅在家以中文交流，而在外都以英语交流为主，我感到中文
学校教学工作有如下困难： 
1．缺少中文语言环境：表现在同学间不知觉的英语交流；习惯性地以英
语回答中文问题及中文课文讨论。
2．极其有限的课堂教学与课后学习时间：多数学生们每周只在中文学校
有两节五十分钟的中文课；而回家后都有公立学校课后作业与繁忙的课外
活动，真正留给中文课业的时间非常有限。
3．参差不齐的学习目标与期望：一般学生们没有学习目标，因而也就不3．参差不齐的学习目标与期望：一般学生们没有学习目标，因而也就不
知学期末要获得什么学习成果，未来是否参加中文的AP考试，等等。
4．学生高低不平的中文水平及学习态度：部分学生具有较高中文水平，
学习态度非常认真，积极；少部分学生中文水平有限，课堂表现松散；中
间水平学生占多数，学习态度良好。
考虑到以上困难，我认为中文学校教师课堂上因采取如下措施应对挑战:
1．建立良好的课堂中文语言环境，这是课堂教学成果的保证！课上鼓励1．建立良好的课堂中文语言环境，这是课堂教学成果的保证！课上鼓励
与促使学生们更积极主动的以中文交流，维护中文的语言环境，以此培养
学生中文概括与表述能力。
2．充分有效的运用课上宝贵的两节五十分钟，尽可能的激发并调动学习
中文的热情与兴趣。做好这方面的努力，有助于学生课后主动的花费较多
时间学习中文、温习功课。 
3．课堂教学中，教师在面对多数中间中文水平学生的同时，要尽可能的3．课堂教学中，教师在面对多数中间中文水平学生的同时，要尽可能的
兼顾到两端中文水平的学生。既要提高低端学生继续学习中文的热情；同
时也要引导高端的学生更有效的全方面提高中文水平，诸如中文高度概括
与表达能力，高强阅读理解及写作能力。与此同步，教师应该尽可能的帮
助明确学习中文目标与用途，建立学习期望。 

  教学是个既教又学的过程。通过这两年的教的过程，认识到上述中文学校的特殊性与面临的挑战；而这个过程，同时也学与感受到，以下两个手段对管
理这两个年级的课堂比较有帮助：
  课堂提问：一个比较有效的集中课堂注意力的教学手段
  传统中文教学方式以讲解为主，提问为辅。这样的授课方式，学生很快就会感觉枯燥无味，认为课堂与己无关。很快随之而来的是丧失课堂注意力，同
学之间开始交流，开始画画等一系列小动作。传统中文教学手段比较拘谨，我认为不太适宜于生长在美国的学生。
  而课堂上的频繁问答，会很大程度上减少或避免了上面提到的现象。提问会促动学生跟随课堂内容，积极思考探索问题的答案，增强对课文及文字的理
解，同时非常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中文表述与总结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课堂上的问答，不应仅仅局限于教师本人的提问，更应该鼓励学生自己多思考、提出问题，学生自己探索答案。这个过程中，教师予以
辅助、引导，帮助完善问与答的表述能力。 
  课堂巡视：一个有效关注学习动态 维护课堂秩序的教学手段
  课堂上的一些普遍的现象，学生打开课本，或是在课本上做画，或是给课本内的插图添色；还有些学生把打开的课本被放置一边，或是自己在练习本上
画画，或是同学间交头接耳讲悄悄话。有些学生根本不打开课本、甚至不取出课本的学生等形形色色的课堂溜号想象。
    针对这些常见现象，如果教师以课堂巡视的方式，替代传统的站立于黑板前的喋喋不休，是非常有效的建立良好课堂秩序的手段。通过巡视课堂，教师
可及时发现上面提及的种种现象，有效地关注到每个学生的学习动态，给予及时安静的纠正与提示，或移走不相关的物品，或直接打开课本翻到相关教学内
容处等等。这些举措对掌控课堂秩序行之有效，一不会影响教学进度；二是不会分散课堂上其他同学注意力，同时传递教师关注信息，是比较有效的促使学
生集中学习注意力，维护课堂秩序的教学手段。
  这里需要提到的一点是，美国中小学课堂环境比较宽松愉快，因而中文学校的教师也需要营造相对匹配的轻松汉语课堂环境。我经过尝试感觉到，学生
们在的宽松愉快课堂环境下学习效果会更好。
    以上是过去两年我在泰城校区担任四、五年两个级中文教学工作中，对中文学校教学工作的粗浅认识及初步尝试与体验。通过两年教授不同班级的另一
点体会是，所有的教学手段不应该一成不变。教师需要根据不同班级、不同学生群体组合，进行具体和不断的调整，以到达预期的效果。
  我的这些体验非常粗浅有限，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有待进一步的提高与完善。



  《偷书贼》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作者
把每一件事——小的和大的——描述得很好
。我喜欢它的人物，布景，和作者怎么描述
他们的生活。我觉得别人也会喜欢《偷书贼
》，因为作者把它描述得很有趣。这本书让
我爱不释手。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小女孩在纳粹德国时
期的生活，她的名字叫莉塞尔。因为她的妈
妈是个共产党员，妈妈就把她的孩子，莉塞
尔和她的弟弟，交给养父养母。到他们家的
时候她的弟弟死了，莉塞尔很伤心。在这本
书中，她慢慢地学会爱她的养父养母——汉
斯·修伯曼和罗莎·修伯曼，成了他们的女
儿。她也在天趟街认识了鲁迪，她最好的朋儿。她也在天趟街认识了鲁迪，她最好的朋
友。莉塞尔偷了好几本书。有的甚至是非法
的。虽然刚到天堂街时她不会读书，但她很
快就发现了她对书的爱。最后，这条街道在
空袭中被摧毁，她在这里所知道的和所爱的
人都死了。
  我喜欢书里的很多东西，但是我最喜欢
的只有几个。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布景，因为
我爱看在发生纳粹德国时期的故事。作者把
莉塞尔的每一天都描述得很生动。每个小事
都描述得有形、有像、有趣。它有起有落，
像海浪一样。作者也给了人物很有趣的性格
，我爱观察他们怎么从小事情表达他们的相
互体贴。互体贴。
  我觉得别人会喜欢作者怎么叙述这个故
事的。故事是被死神叙述的，我觉得很有趣
。这本书会让你想得更深一些，并感受到人
物的心情。
  《偷书贼》是一本充满情感的书，尤其
是最后一部分。莉塞尔的养父养母、朋友和
同学都死了。作者让你了解莉塞尔的心情，
并把整个故事的过程描述得很好，很精彩。
我会把这书推荐给别人，他们肯定会喜欢它
的。

  对我来说，吹黑管是个非常重要的活动。我
已经跟一个私人老师学了两年了。我爱听黑管又柔
滑又明确的声音。我觉得进学校最好的交响乐队对
我来说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跟别的水平好些的学生
一起演奏，也是一个学习和锻炼的机会。我在面试
前后都很紧张，因此当我知道我进了这个乐队时，
我心里觉得很高兴。
    面试前的一个星期我很忙。从学校回到家就
急忙做作业。做完作业，吃完饭我就会赶紧吹黑管
。那个星期我拼命练习，我一旦有点时间就吹。我
每天练习至少两个小时，一共练习了八百多分钟。
到了面试的时候我已经累趴了。我的嘴唇被擦伤，
手指也痛极了。虽然面试完后我觉得那么多的练习
似乎都没用似的，但是后来我意识到我的努力还是
有意义的。有意义的。
  轮到我去面试了。我紧张极了，还在出汗。
中学乐队的老师带我到他的办公室，让我坐下来。
这时我的呼吸开始不正常了，觉得有点害怕。老师
让我先吹准备好的曲子，然后给我一个新曲子，当
场看然后吹。他还让我吹了一些其他的东西。面试
刚完后我心里很不安，觉得自己吹得不好因为我出
了些错误。我想能够进最好的乐队的希望基本上破
灭了。灭了。
  当小学的乐队老师告诉我我进的是那个最好
的乐队，我高兴极了。我又蹦又跳，开心地笑起来
。虽然我知道我会努力练习，但是我还是期待参加
明年的乐队。通过这件事情我学到了许多道理。我
知道如果你努力练习，你就会吹得更好。我当初以
为那么多的练习都没有用，回头看，我的练习时间
没被浪费。我学到的另一个道理是要有信心。虽然
我觉得我出了太多的错误，但是我其实上吹得还可我觉得我出了太多的错误，但是我其实上吹得还可
以。
  进学校最好的交响乐队给我很大的信心。以
前我以为我吹黑管吹得不好，现在我觉得我比以前
想象的好。这个乐队很有趣。虽然我需要花更多的
时间练习，我们在吹好听的曲子而且能够跟其他乐
器一起演奏。我学了有意义的道理。这个事情对我
有很大的影响。

  我和我的妈妈一进入动物园，就看
到一条长龙站在停车场入口，欢迎我们
的到来。旁边有一个拱形的门，上面有
各种各样的花纹和动物；两只大白象披
挂着印度风格的装饰，站在拱形门的两
边。
    进入灯展以后，里面的灯饰呈现出
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动物的形状。彩色
的灯笼拼成各式各样的图案，组成了一
盏盏精美绝伦的灯，每一盏都做得非常
精致。除了动物，还有树形，草状，仙
人掌和其他植物形状的灯。
    有一个长廊，走道两旁排满了许多
海豚形状的灯，好像海豚从海浪里跳出
来一样。灯中散发的光芒把整个过道映
照成了蓝色。在海豚灯展的前面还有一
片草地，草地上是一群小羊，它们站在
篱笆里，好像等着游客来喂它们。动物
十分可爱，但是它们的味道有点难闻，
所以我没有在这里停留太久。所以我没有在这里停留太久。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大熊猫，它们很
小却很可爱，憨态可掬。大公鸡也非常
好看，它的尾毛伸出来朝向天空，头也
抬得高高的，一派雄伟的样子。几只小
鸟围着它，小鸟也像公鸡一样，五颜六
色，十分好看。
  这个中国灯笼展美丽极了。直到很
晚，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虽然我去过
不少灯展，可是这个中国灯展绝对是我
最喜欢的。



  在我的生活中，我的妈妈是一个既特别
又重要的人。我饿了，伤心了，或者有问题
，我的妈妈都会教我怎么解决。我们还一起
渡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比如去其他国家旅
游。我对我妈妈给我做的事情十分感动，十
分欣赏。妈妈是我生活中的老师，她教我怎
么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的妈妈从工作回来已经非常累了，可
她还会辛辛苦苦地做饭给我们吃。如果我的
衣服都小了，她会去给我买新的。她非常舍
得在我身上花钱，比给自己买东西舍得。我
的妈妈给我需要的东西，我对她无私的精神
很佩服。
    如果我觉得伤心或者难过，我妈妈都会
安慰我。从我小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到我
大一点的时候感到害怕，我妈妈每次都会到
我身边来安慰我。她真是个有心的人。不管
是小事还是大事，我的妈妈都会确保我没事
。虽然她会照顾我，我的妈妈不会把我管得
太多，很多事情她都让我自己做。
    我学的很多知识都不是从学校里学的，
我的妈妈也教了我不少的东西。因为她知道
我在学校里面的，如果我有疑问，她可以启
发我。如果我有需要，她可以辅导我。我从
我妈妈那儿学到的东西不仅是和学校有关的
，她也叫教了我很多别的东西，比如煮饭，
做菜，叠衣服。我妈妈帮我变得更能干一点
了。了。
  我很爱我的妈妈，她对我非常好。不管
我高兴还是伤心，她都会照顾我。从小到大
我的妈妈都在我的身边，我需要她的时候她
每次都愿意帮助我。

  我有一把玩具枪。在我有这把枪之前，
我还有两把其他的枪，但每个都不一样。有一
天我在电脑上看玩具时，我看见了这把玩具枪
。圣诞节时，我让爸爸给我买了这把枪。
      这个玩具枪是用塑料做的，枪有两个扳
机。一个是开枪的，一个是把四个子弹夹换位
置的。每一个子弹夹里面都有六个泡沫和橡胶
做的子弹。我的枪还有一个枪栓，但它是一个
塑料的棍子，枪的前面跟我其它的枪不一样。
爸爸给我买的枪是淡绿色的，像青草的颜色一
样。它的把手是黑色的。而它的扳机和枪管是
亮亮的橘色的。我的玩具枪制造的很漂亮，还亮亮的橘色的。我的玩具枪制造的很漂亮，还
可以把子弹打得又快又远。
  当我刚开始打枪时，我的大部分时间都
在练习打树。但有时我的子弹差一点卡在树枝
上。当我一不小心把子弹卡在树上时，我拿一
根很长的木棍捣下子弹。慢慢地我练得百发百
中啦。后来我和我的朋友一起玩时，我拿着我
的枪去追打他。有时我假装我要拉枪栓，然后
“梆”的一声打得他撒腿就跑。后来我去打松
鼠了。我的枪可以打得很远。还可以一秒发一鼠了。我的枪可以打得很远。还可以一秒发一
个子弹让我可以打中松鼠。
  我最喜欢用我的枪打松鼠。但我为什么
打松鼠？那是因为松鼠笨笨傻傻的不像鸟，鸟
儿只要听见一点声音就飞走了，而松鼠就坐在
原地直到打我打中了它。有一次我正打松鼠时
，一只鸟飞过来被我一不小心打中啦，我特别
高兴！还有一次，有一只松鼠在树上，我跑到
树前，打了松鼠几枪。但它竟然一动也不动。
过了一会儿，二十四个子弹都打光了，松鼠还过了一会儿，二十四个子弹都打光了，松鼠还
是一动不动。
  我最喜欢爸爸买的这把枪。它给我带来
了很多快乐。有时我笑着看我的朋友被我“梆
”的一声打中。有时我看着松鼠听见枪声飞快
的逃到树上。我的枪陪伴着我，让我度过了许
多快乐的时光。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运动方法。运动帮我们
的身体保持健康。 一个人每天都应该锻炼六十分
钟。我最近钟爱的锻炼是游泳。
    游泳让我锻炼身体也让我心身放松，游泳还
给我了很多结交新朋友的机会。 我还试了很多其
他的运动，像今年夏天我去了一个排球的夏令营
，而且在我的学校的体育课还试了足球，篮球，
和其他种类的运动，可是我还是更喜欢游泳。
    游泳让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放松，忙完一天的
学习后，拿出两个小时去游泳，在游泳池里游上
十几个来回，暂时忘掉学习的紧张和烦恼。我去
游泳的时候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这些朋友 都不是
我学校的同学，我和他们谈话我可以知道学校外
的新鲜的事情。这些有趣的故事会让我哈哈大笑
，让我盼望这下次训练的时候，在和他们见面。
    昨天，我去参加游泳比赛，我五点就起来，
六点半以前就要到比赛地点。我参加了三个项目
，但我不是游得最快的，我的成绩比以前提高了
，虽然我成绩不是最好的，但是我知道只要我坚
持训练，不怕辛苦，我的成绩会慢慢的提高。
  游泳让我锻炼身体，放松心情，交朋友，还
让我学会了坚持。游泳是我最喜欢的运动。



《希望校报》是由希望中文学校的小记者们于2015年创办的报纸,报纸的宗

旨是报道希望中文学校的学习、生活及相关活动,探讨中文教学的方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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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本地公立学校的中文教学，近日，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创
建了中文对话辅导俱乐部。闫泳同学（左一）是负责人。 在俱乐部
成立的过程中FCPS的傅立老师（右三）及泰城校区陈学勤校长给予
了热情地指导。在每周两个小时的活动中，Fairfax County Public 
Schools (FCPS) 热爱中文的学生认真练习中文对话、学习中国文化
，负责同学的努力和学生的热情使俱乐部充满了乐趣。负责的同学们
特别感受到了传播中国文化的喜悦，他们表示会更加积极地投身于中
文对话辅导俱乐部的建设中，为传播中华文化作贡献。也欢迎喜欢学文对话辅导俱乐部的建设中，为传播中华文化作贡献。也欢迎喜欢学
习中文的同学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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