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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学生园地
编者的话:时光如流水，岁月如穿梭。如果您一直在关注我们的校刊，每一期都看的
话；如果您再细心一点，记住了几个我们小作者的名字的话，那么，从字里行间您一
定能看出他们的成长。他们的作文也由用稚嫩的话语写《堆雪人》，
《包饺子》，
《圣诞
礼物》等等，到用流利幽默的词语写身边的人与事。他们学会了关爱自己的长辈；热
爱祖国古老的亭台楼阁，摩登建筑；欣赏祖国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不仅如
此，他们真正做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除了有优良的学业外，他们还是其他项目的冠
军。看到这些，您一定也会为他们感到自豪吧。

烟袋斜街
熊昊
指导老师：汤晓

今年暑假，我跟着爸爸妈妈回国探亲，
游览了好几个地方，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
条有着大约 700 年历史的小胡同—北京有名
的烟袋斜街。
烟袋斜街？这会是怎样的一条街啊？我
就是冲着这个奇特的名字，拉着奶奶，一同
去看个究竟。
这是一条大约二˛ 三百米长的步行街，
靠着后海，空气特别清爽。在微风的陪伴下，
我和奶奶乘上了三轮车，开始了胡同游。满
面笑容的任师傅，一边骑车，一边当导游。
他一口纯正的北京腔，十分幽默，自称这条
街上的人全都是他的亲朋好友呢！
一上车，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听“烟袋斜
街”这个奇特的名字的来历。任师傅告诉我，
烟袋斜街始建于元代，是北京最古老的一条
商业胡同。烟袋斜街的名字来历很有趣，有

种说法：一说是胡同的形状像一只大烟袋，
街的东口是烟袋嘴，西口为烟袋锅。另一说
是胡同里以前卖烟的店铺特别多，其中一家
是卖烟袋的，门前挂着一个 1.5 米长，以玉
石翡翠、乌木和铜做的大烟袋，特别令人注
目。北京人就称这条街为“鼓楼前的大烟袋
街”，后来又被减缩成了今天的“烟袋斜街”。
一路上，我觉得烟袋斜街最有特色的就
是古色古香的四合院，高高的红漆大门，十
分气派，充满了浓厚的中国传统的特色。听
任师傅说，连这儿每一块砖都有几百年历
史，是用 13 种原料，如鸡蛋壳、杂米、石
子等混合做成的，到今天都依然牢固、结实。
据说，万里长城用的就是这种砖。我情不自
禁的抚摸着饱经岁月侵蚀的砖块，仿佛还能
闻到那挥之不去的古香呢！
我们不时地在四合院门口停下来。那一
座座四合院，仿佛是一页页的历史，在静静
地等待着后人的翻阅。任师傅告诉我，站在
大门口，你就能判断出这房子主人的社会地
位。
“为什么？”任师傅看着我疑惑的神情,
就笑着告诉我其中的奥妙。任师傅教我们围
绕着“门”来判断。首先要看的就是门前的
两块石头，可不能小瞧这两块石头哦！如果
这两块石头是圆形的，说明这里的主人是带
兵打仗的武官。如果这两块石头是正方形
的，说明这个房子的主人是文官，文官在老
北京是非常荣耀的。第二要看门上的“钉
子”。这些“钉子”可不是我们日常用的钉
子，而是大门上部凸出来的横圆柱子，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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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上都刻有祝福的字，如果四个“钉
“house”竟变成了烟袋斜街上的一座四合
子”通常会刻上“吉祥如意”
，一个“钉子” 院了。。。。。。
便会刻上“福”字。“钉子”的多少象征着
主人的权力和财富。
“钉子”越多地位越高，
游黄山
最多的“钉子”为五个。普通的人家只有两
何群
个“钉子”，四个“钉子”以上的，说明这
指导老师：汤晓
家是有权见皇帝的。任师傅还告诉我，以前
今年暑假，我跟爸爸妈妈一起去黄山旅
两个人结婚时，也是要看“钉子”的，如果
游了。去黄山之前，人人都告诉我们黄山有
多么美丽，有多么令人惊奇，可是我还是没
想到黄山的景色会那么新鲜，那么有趣。
我爬过好几次 New Hampshire 的 White
Mountains。这里的山又大又宽，山峰都一
样高，山坡一点都不陡。因为山上的树很多，
云彩少，所以从山顶上向远处望去，看见的
不是蓝就是绿。在这种山上，感觉到山非常
雄伟，非常伟大。我以为黄山的风景和形状
也都是这样的。

男女双方家庭的“钉子”相等，别人认为这
是“门当户对”，都会来祝福新郎新娘。我
发现几乎所有大门全漆成大红色的，而且门
都有个门坎儿。任师傅告诉我，红色是为了
避邪，这门坎儿的作用也是避邪的。古时候，
人都认为鬼是只能在地上慢慢滑行，抬不起
脚来的，所以走到了门坎儿，鬼是过不去的。
听到这儿，我不由得想起了美国的
Halloween，鬼可都是飞来飞去的，还可以
上台阶去要糖呢！中西文化不同，对鬼的诠
释也是大不相同啊！
任师傅每走一处，都能说出一些有趣的
故事，对我这个出生在美国的“小老外”来
说，真是又新鲜又亲切，使我对北京的胡同
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最后，任师傅带我们
回到了银锭桥，又告诉有关银锭桥的故事。
说着，说着，突然，他冲我笑了笑，用重重
的口音怪怪地冒出了一句英文：“Do you
understand？”我愣了一下，立马回了一声：
“Yes, thank you!”我真纳闷，任师傅怎
么知道我是个“小老外”？一路上，我可说
的是地道的中文啊！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家的

可是，一到黄山，坐着缆车上到半山腰
时，我却看见一座完全不同的山。黄山有好
多好多又窄又高的山峰，山坡都非常陡，所
以如果爬山时往下看，就有一点惊险。在黄
山上，主要看的风景跟 White Mountains 的
主要风景完全不一样。在“白山” 看的是
山的大小或峡谷的深度，可是在黄山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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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较精细的特点，像怪石或有名的松树。
黄山有一块有名的石头，名叫飞来石。
飞来石是一个峰顶上独立的一块石头。它的
形状跟和它下面连接的石头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看起来像是一块石头从天上掉下来得！
欣赏了这块石头以后，我想，这里不但是石
头的形状很特别，而且人们给它取的名字使
它更有意思了！亲眼看到这些奇石名松时，
听见导游介绍它们的名字时，我感觉到对中
国人民想象力的佩服。
走到了一棵有名的松树前，导游给我们
介绍，这棵松树叫老虎松。我看见了她说的
那“老虎”，找到了它那四条腿、头、尾巴。
可是，我觉得，那棵松树更像一把雨伞，也
像一个蘑菇。。。想到这儿我才发现，黄山的
各个景点都像一幅好的抽象艺术品；谁都能
用自己的想法去不同地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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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一位特殊的中文“老师”，那就是陪伴
我长大的中国电视连续剧。
从小，我就喜欢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看电
视连续剧。那时候，我根本弄不清楚剧情，
却唯独对字幕上的一个个方块字感兴趣。在
我眼里，那一个个方块字就像一幅幅画那样
吸引我，那些方块字在我脑海里出现了一遍
又一遍，不知不觉中，我认识了好多好多汉
字“朋友”。
我一天天长大，渐渐地能看懂剧情
了。这位特殊的中文“老师”，让我了解了
不少中国历史，也学到了不少中国文化知
识，我越来越喜欢她。
就拿最近我看的《武林外传》来说吧。
它讲述的是发生在明朝的一个小镇客栈里
的故事。每一集的故事都扣人心弦，再加上
演员戏剧性的夸张表演和幽默的对话，让我
看了至少三遍。
通过看《武林外传》，使我的中文水
平又有了很大提高。电视剧里的人物大都讲
的是各种方言。开始我有很多话都听不懂，
只能靠读字幕。遇到不认识的字，就听电视
里的对话来学读音。如果还搞不明白，就问
爸爸、妈妈或者查字典。这样我又多认识了
不少汉字。到了后来，不论电视剧里的人物
说的是陕西话、东北话、山东话、天津话、
还是广东普通话，我都能听懂八九不离十。
这可真是一举两得啊。
以前，一提起“江湖”这个词，我总
黄山的雾也增加黄山里的神秘感觉。有
以为只不过是像武打片里描述的那样打打
时一朵一朵的雾会从山边飘过，像一张毛毯
杀杀。可是看过《武林外传》之后，我了解
一样，盖住山的一半。这么多片雾，有的厚
到，真正的江湖，应该是江湖道义，是人世
有的薄，有的大有的小，每一朵都很独特， 间的友谊、互助与宽容。《武林外传》还让
每一朵都有意思。
我了解到了很多以前根本不懂的中国文化
啊，美丽的黄山，多么壮观，多么奇异！ 知识，特别是中国古代人的许多生活细节，
知道了那时人们用的是铜钱，警察叫捕快，
吃水要从井里提，读书人读书是为了科考中
我的特殊的中文“老师”
举等等。
张乐陶
当然，我喜欢《武林外传》，还因为
指导老师：汤晓
它里面有无数逗笑的情节和对话。类似“老
虽然我出生在美国，又在美国长大，但
虎不发威，你还把我当成 Hello Kitty 了！”
是我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这种把古今中外的事情混在一起的逗笑，让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原来，我比别人
我想起来就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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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电视连续剧这位特殊的中文
“老师”，让我在快乐中学习了中国文化，
真是我的一位好老师！

“你真是个很棒的中国女孩儿”！
田妤倩
我从六岁开始练跆拳道。当别人问妈妈
为什么让瘦弱的我学这种运动， 妈妈总是
说：“就因为她太弱小，才想让她练跆拳道
自卫防身”。

刚开始我一点也不懂什么是防身，更不懂为
什么要练这个又厉害又不像女孩的运动。不
过，我喜欢穿那白色的跆拳道制服。当然更
吸引我的是每参加一次练习就能得一颗星
星贴在衣服上。等到衣服上贴到五十颗星星
时，制服胸前的标志就可以升级到银色。如
果再有一百颗星星就能升到金色。那时我的
目标就是去一百五十次，拿到那个金色标
志。
当我穿上带金色标志的跆拳道服时，我
发现自己己经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跆拳道。
我不但喜欢每天练它，懂了自卫防身，而且
参加了地区和全美的比赛。不满七岁的时
候，我已经是麻州少女冠军和全美第三名
了。我的目标也从那个金色标志变成跆拳道
黑带。这目标可不是去一百五十次就能达到
的。它需要几十个一百五十次才能实现。我
充满信心也更加努力了。
08 年夏天，我参加了有三十多个国家参
赛的佛州美国国际公开赛。比赛时正逢北京

奥运。我天天看奥运，看到中国的大哥哥姐
姐们拿了那么多金牌，我高兴极了，也暗暗
下决心一定要在比赛中拿第一。我参赛的所
有组都是男女孩混合比赛和排名。第一天我
拿了第二名，虽然大家都夸我做得好，我还
是输给一个比我高大的美国男孩。我和妈妈
的朋友们吃晚饭时，一个叫小青的女孩对我
说：“别怕那些男孩! 你吃多一点，明天能
拿第一”！结果第二天我真的赢了男孩们，
拿了第一！看着比我高两头的国际冠军杯，
在场的叔叔阿姨们都热情地向我祝贺。有一
个叔叔竖起大拇指夸我“你真是个很棒的中
国女孩儿”！是的，我是个很棒的中国女孩。
虽然我生长在美国，但我希望自己永远作一
个很棒的中国女孩，因为我更喜欢中国！
09 年夏天，我再次在佛州的美国国际公
开赛上夺得了一个冠军两个亚军。在此期
间，我还在美国跆拳道协会的世界杯比赛中
拿了五个冠军和一个亚军。当你们看到照片
上我这些奖杯和金牌时也许会问：“你拿到
跆拳道黑带了吗？”回答是肯定的－在我十
岁之前，我已经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黑带。更
令人高兴的是，最近的全美比赛中，我以黑
带身份已经击败了两个同龄组的世界冠军
从而获得两个全美冠军了！你觉得我是个很
棒的中国女孩儿吗？

快乐的冬假
周润晓
指导老师：汤禹模
十二月的二十四日那天，我的中文老师
和英文老师都对学生宣布明天就是该放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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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日子了。放学铃一响，我一下子从凳子
上蹦了下来，跑出了教室门，上了爸爸的车，
很快就回到了家。
圣诞节前夜的早上，我特别快速地起床，
刷牙，洗脸，梳头发，等等，然后，我跑下
楼去看一看爷爷或奶奶准备好早饭了没有。
我看到早饭已经做好了！桌子上有煮鸡蛋，
馒头和豆浆。我那时突然感到爷爷和奶奶多
辛苦，每天早晨那么早起床给我和妹妹做早
饭。想完这些后，我才开始自己一个人吃饭。
吃完饭，我就赶快给妈妈画了一幅画，因为
昨天我问了妈妈她圣诞节要什么，她想了想
说：
“我要一副你自己画的画儿。”。画完了，
我把我自己用线做的手镯跟画儿包起来了。
同时也把给妹妹的手镯和袜子一块儿包了
起来。然后，偷偷摸摸地把给妈妈和妹妹的
礼物跟给爸爸的礼物一起放在了圣诞树底
下。
圣诞节那一天，我全家都很早就起来了。
我穿了一条漂亮的裙子，下了楼就看到了圣
诞树底下有很多很多的礼物。吃完饭，我们
一家都照了好多照片。最后，才打开了圣诞
礼物。
我的最好的朋友的妈妈和我妈妈本来想
星期一带妹妹和我去滑雪。但是，我们谁也
没有想到到星期一时，雪都化了。所以我妈
妈决定星期二带我们去更远处的新汉普顿
州滑雪。到了新汉普顿州，我的朋友告诉我
她的妈妈爸爸经常带她们来新汉普顿滑雪。
她还告诉我她们有自己的滑雪用具。但是，
我告诉她我和妹妹没有滑雪用具，所以，我
妈妈得带我和妹妹去租滑雪用具。当我站到
雪上时突然感到忘记了怎么滑雪。我的朋友
就帮我滑到一个滑动缆车，上面有能移动的
凳子，那个凳子可以带你上高高的雪山。我
们到了山上就能很快地滑下到山下。但是，
我还是最慢的。我们上上下下玩儿了好几
次，都累了，所以妈妈让我们去等候大厅吃
点饭。吃完中午饭后，我们又跑到外边去玩
儿了。第一次下山的时候，我就摔倒了。但
是因为谁也没有看见，我只能试一试自己起
来，但是还是站不起来。我正在着急的时候，
两位滑雪老师突然停在我的面前，把我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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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扶了起来。我特别感谢那两位老师，跟他
们说了好几声谢谢后，就快快乐乐的滑下了
雪山。
这就是我冬假做的最好玩儿的事情中的
两件。我在冬假中还有很多很多有趣的事
情，例如：跟奶奶玩自己想出来的魔术，那
个姿势游得最快，怎样做数学做的最快，等
等。我的冬假很快乐！

姥爷和姥姥
李松江
指导老师：汤禹模
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人就是我的姥爷和我
的姥姥。我从来没长期离开过姥姥和姥爷。
我小的时候，姥爷和姥姥在石家庄的时候，
就照顾姐姐和我。那时候姥姥的腿坏了，不
能走路。但是她还和姥爷一起照顾我们。去
哪儿都得拄着拐棍儿。姥姥和姥爷坚持着帮
助我，我当然喜欢他们！
每个星期五都去看我的姥姥和姥爷。姥
姥有一个小院子，每年夏天在院子里面种着
小西红柿和黄瓜。我去的时候常帮他们浇
水。姥姥教我学做饭，做疙瘩汤，做面汤，
炒米饭，和别的好吃的。姥姥也帮我学中文。
开始，我写 100 字或者 200 字左右的文章，
我都觉得太难了。在姥姥耐心地帮助下，我
的中文也慢慢地进步了。也能写 400 到 600
多字的文章了！
姥爷会下中国象棋和围棋。他说：
“松江
我教你下棋吧。下棋可以帮你学会想问题。”
我说：
“好吧。”姥爷就教我怎么下棋。开始，
教我下象棋和“五子连”。过了不久，我就
慢慢地可以赢他了。后来，姥爷就教我下围
棋。姥爷以前下围棋下得很好。可是，他老
了，脑子不够用了，慢慢地我也学会下了，
我也可以赢他了。我真高兴！在我小的时候，
姥爷就买了下围棋的书，名叫“围棋入门”。
这本书里面就有棋谱，我和姥爷老研究棋
谱。我现在围棋水平已经达到 8k 了。今年
五月份参加了一次波士顿围棋比赛，我还得
了一个奖杯。还上了报纸！
到了暑假，我去姥姥姥爷家呆几天，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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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干活儿。有些重东西他们搬不动，我就
帮助他们搬。他们有一个沙发床，到了晚上，
我就在他们那儿睡觉。
在姥姥家还可以玩儿。他们好久以前就
买了一个电脑和一个电视。电脑上有一些可
玩儿的东西，也可以在网上下围棋。有一个
网址叫“gokgs.com” 我可以在那里下棋。
电视可以看中文台。有 CCTV4, 凤凰台，和
台北台。我喜欢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是动
画片柯南。
世界上最好的人真的是我的姥姥和姥
爷。我真喜欢他们！

我的糊涂妈妈
赵睿琳
辅导老师：汤晓
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妈妈，因为她有时
很糊涂。她做出的一些糊涂事情，常逗得全
家人哈哈大笑。
“Amy，你看到我的钱包了吗？” “没
有。”那天，我们要去买菜，妈妈却找不着
钱包了。我帮着“翻箱倒柜”找了好半天，
一无所获。抬头一看，咦？钱包不就在妈妈
的手里么！我疑惑地问妈妈：“你不是拿着
钱包了吗？”妈妈低头一看，钱包果真被自
己抓在手里。她不好意思地说：“瞧我这记
性。”妈妈经常在要出门时，着急忙慌地请
大家帮忙找钥匙。在大家一阵手忙脚乱之
后，妈妈才发现自己正拿着钥匙，只好红着
脸，连忙向大家说抱歉。
有一次更好笑，妈妈开车把我送去上学。
没过多久，她又出现在我的教室里。当我看
见妈妈的时候，心里全是疑问：妈妈为什么
又来了？难道我忘了带什么了吗？我想着
各种各样的理由，可我万万没想到妈妈居然
是把自己锁在了家门外，来向我借钥匙的。
原来妈妈拉上家门准备上班，发现自己没拿
车钥匙，想开门拿车钥匙才惊觉门钥匙也忘
带了，而备用钥匙居然锁在车里。妈妈只好
拎着包， 提着电脑， 顶着火辣辣的太阳狼
狈地走到我的学校向我借钥匙。 看着同学
们好奇的眼光，妈妈真恨不得有个地洞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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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进去。 巧的是，在回家的路上，妈妈的
窘态还让姨夫给撞见了。姨夫看着满头大汗
的妈妈，知道又是出了“糊涂”状况，就故
意跟她开玩笑：“你是去上班，还是下班
了？”妈妈的糊涂本来就小有名气，这下更
是 “家喻户晓”了。
妈妈的“糊涂事”还有呢！妈妈出门老
是忘记拿手机。为了提醒妈妈，我在我家大
门背后特意贴了一张温馨提示。提示上写着
几个醒目的大字：“请拿手机！” 我还专门
为此配了一幅幽默插图，涂上一只大手捧着
一只公鸡。尽管如此，妈妈似乎对门上的提
示视而不见，仍然经常忘带手机。说来也怪，
每次只要她忘带手机，准会有她没接到的重
要电话。我的糊涂妈妈还有随手放手机的习
惯，结果都需要靠拨打她的手机号才能找到
她的手机位置。
有这样的糊涂妈妈的遗传，我偶尔忘记
带作业去学校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妈妈有
点糊涂，可我还是非常爱她，因为她非常善
良，给了我一个温暖又快乐的家。

我的鱼
周润晓
指导老师：汤禹模
我有六条鱼。我的鱼是很可爱的。因为
大家都觉得鱼不好玩儿，所以很多人都不喜
欢鱼，只爱看鱼，因为它们很美丽。但是，
我的鱼与众不同。他们又可爱，又很讨人喜
欢，又很好玩儿。我的鱼特别爱吃食，当你
假装喂它们食时，它们的嘴就会露出水面，
试一试嘬你的手。我一走近鱼缸，鱼儿们就
抢着游到水面把嘴伸出水面抢食。我一离
开，鱼儿们就伤心的饿着肚子游开了。我不
可怜它们，因为我好多朋友们都养着鱼，她
们每天只喂一次鱼，但是我每天需要喂两到
三次鱼。我的鱼儿们像一头头胖胖的小猪。
我觉着它们需要减肥，所以一点儿也不可怜
它们。前几次，我可怜它们了，喂了它们一
点儿食，但是我把食撒进鱼缸里的时候，鱼
就不吃了。我很奇怪，为什么我过来的时候
它们很饿，但是给它们食的时候它们却不饿
呢？哦，现在我懂了，它们是假装呢！！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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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才知道鱼是很聪明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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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池观看“天鹅湖”水上表演，由俄国的芭

水立方
娄萌
指导老师：汤禹摸
在中国的北京市里有一座天蓝色的建
筑，每一面墙由大泡泡组成。它仿佛是一块

蕾舞剧团演出。他们在比赛池上搭了一个跳
舞台，演出了美丽的芭蕾舞“天鹅湖”。同
时，中国花样游泳的运动员在水里表演。有
时候一些中国的跳水团从跳水台上跳到水
里。中俄演员一起演出一场精彩的表演。
水立方的一天给我留下了难忘的映像。
水泡泡，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显得金光闪闪，
它是 2008 年奥运会的著名建筑之一、现代
北京城的标志——国家游泳馆水立方。
水立方在北京的正中轴上，从天安门往
北走就到了。水立方在国家体育馆（鸟巢）
和国家体育院之间。水立方共有三个游泳
池：比赛池，热身池，和水球池。热身池和
比赛池都有十个游泳道，非常壮观。水立方
可以坐 1700 个观众，一共有八万平方米。
从 2008 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就特别希望去
水立方游泳。今年夏天我回北京的时候，我
跟着我表姑去水立方游泳。进水立方的热身
池门票是 50 元一人游两个小时。换完衣服
以后我们俩走进了热身池。游泳池大约 15
米宽和 25 米长，有一边有一些小椅子，供
大家休息。楼上有个玻璃看台，人们可以从
这儿从上往下看，参观游泳池。因为救身员
不让跳水，我就轻轻的跳进水里。我觉得水
特别特别冰凉，冻得我全身发抖，比我们这
儿游泳池里的水冷多了。我游了几个来回后
就感到暖和了。虽然我只游了半个小时的自
由泳，但也亲身感受了在奥运场馆游泳的奇
妙。我感到十分开心。我终于在水立方游过
泳啦！我去水立方游泳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晚上我又跟我表姑和表姐去水立方的比

节日菜谱
台式红烧肉 (摘自黄淑慧菜谱):
材料:
五花肉或前腿肉: 12 两
蒜(拍破): 4 粒
调料 1: 料酒: 3 大勺
酱油: 4 大勺
水: 5 大勺
味精: 少许.
葱(切 3 公分长段): 3 根.
做法:
-五花肉洗净切块放入锅内,再加蒜及 1
料,盖锅以小火焖煮约 30 分钟.(煮时需翻拌
以免烧焦)直至将收干时撒入葱段即成.
-若喜甜味可酌量加入少许的糖.
-将肉整块煮熟切块后,在红烧则形状比
较方正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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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小画家
编者的话:本期刊登的绘画作品几乎都出自程源安老师的两个绘画班：儿童绘画班和
素描班。也许儿童绘画班的孩子们的绘画比例还不是很准确，线条还不是很流畅，色
彩搭配还不是很协调。但一笔一划都透露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向往。而素
描班同学的作品着实显示出他们的绘画功底。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能画
出如此水平的作品，固然与老师的耐心施教有关，但更得益于他们的勤奋苦练。也许
他们将来会成长为著名的艺术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儿童绘画班

刘海山 5 岁

夏檀 7 岁

李赞仪

7岁

曾凯闻

7岁

沈安宜 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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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锦 6 岁

迟彦云 7 岁

曾佳怡 8 岁

马思玲 6 岁
朱梵霏 12 岁

高思谨 8 岁
王瀚思 1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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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波 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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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智雄 10 岁

素描班

熊昊 14 岁

杨文立 7 岁

周孟康 8 岁
曾剑川 12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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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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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岁

徐望达 12 岁

白亦雷

鞠儒东, 10 岁

徐浩 13 岁
熊昊 14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