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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同学们，春天到了。伴随着春天的有很多事

情。最近，博城又在一年一度的大华府地区中文学校联谊

会举办的演讲比赛中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参加比赛的六位

同学有三位荣获优胜奖：高中组的李玉杰同学，小学三组

的刘林森同学和小学一组的傅方方同学。另外，我校学生

还参加了大华府地区中文学校联谊会举办的运动会，成绩

优秀。 

 这一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学到了许多知识，

增长了智慧。我们在一起成长了很多。一年之计在于春，

每一个同学都要更努力的学习，增加自己的知识。 

 下学期，咱们博城再见！ 

2014年5月 

总第11期 

写在前面的话 

刘泽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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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大华府地区运动会拮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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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运动场 – 种族歧视 NBA实施史上最重处分  

编辑：刘泽霖 

 美国职篮NBA今天宣布涉及

种族歧视言论的洛杉矶快船队老板

史特林，终生不得参与快船队事

务，并罚款250万美元； 

媒体日前揭露，快船队老板史

特林（Donald Sterling）与女朋

友之间的一段电话录音，引发轩然

大波。在录音中，斯特林不满女友

和黑人交往，他警告女友不允许带

黑人来自己的场地，包括魔术师约

翰森在内也不允许。这段录音一经

曝光，便立即招来各种批评。正在

国外访问的奥巴马总统在公开讲话

中将斯特林的言论斥为“无知”。

“魔术师”约翰逊也十分愤怒，这

位湖人队名人堂球员当即表示，

只要斯特林还是快船队老板一

天，他就不会去看快船队的比

赛。 

    NBA在经过调查之后，NBA执

行长Adam Silver今天宣布，史特

林终生不得参与快艇队事务，同

时也处以NBA最高的250万美元罚

款。NBA也指出，这是NBA史

上，对球队老板做出的最严

重的处分。 

    他同时提到，他将与其

他NBA球队老板以及联盟董

事，一同向史特林施压，要

求史特林将球队转卖出去。 

 律师出身的史特林，靠

着房地产收入，在1981年成为

快船队老板，在洛杉矶湖人队

大老板巴斯（Jerry Buss）过

世之后，拥有快船队长达33年

的史特林，已是NBA拥有球队时

间最久的老板。 

星光运动场– NBA年度新人 76人卡特.威廉斯   

 美国职篮NBA费城76人控球后卫卡

特.威廉斯（Michael Carter-Williams）

得分、篮板和助攻领先所有菜鸟，今天获

选NBA年度新人。 

    卡特.威

廉斯本季单场

平均16.7分、

6.3助攻、6.2

篮板，是1951

年以来，3项

数据同时居冠

的NBA新生。 

    他也成为

继1961年“大

O”罗伯森（Oscar Robertson）和

1976年亚当斯（Alvan Adams）

后，第一位同时在得分、助攻和篮

板居冠的新星。 

卡特.威廉斯拿下北美媒体人

104张第一名选票，总分569分。奥

兰多魔术欧拉迪波（Victor Olad-

ipo）364分名列第2。犹他爵士新

秀控卫勃克（Trey Burke）96分拿

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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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常识：清明节 

编辑：刘泽霖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

一，也是中国一个古老的传统

节日。清明节在农

历三月，此时正是

春光明媚，空气洁

净的季节，因此，

这个节日叫做“清

明节”。 

清明节人们

有扫墓祭祖和踏青

插柳的习俗。 

中国人有敬

老的传统，对去世的先人更是

缅怀和崇敬。因此，每到清明

节这天，家家户户都要到郊外

去祭扫先祖的坟墓。人们为坟墓

除去杂草，添加新土，在坟前点

上香，摆上食物和

纸钱，表示对祖先

的思念和敬意。这

叫上坟，也叫扫

墓。 

清明节时，山野小

草发芽，河边柳树

长叶，到处一片新

绿，正是户外游玩

的好时候。古人有

到郊外散步的习俗，这叫“踏

青”；还要折根柳枝带在头上，

叫“插柳”。据说插柳可以驱除

鬼怪和灾难，所以，人们纷纷插戴

柳枝，祈求平安幸福。 

现在，殡葬方式有了很大改

变。实行火葬，废止土葬后，田野

里的坟墓越来越少了。但是，清明

节祭祖、踏青是中国人的传统习

俗，每到这一天，人们还是会用各

种各样的方式来怀念自己的祖先，

也会到郊外呼吸新鲜空气，观赏蓝

天、绿树、小草和鲜花。 

科技 

张恩得 

这几年，科技发展的很

快。 可以想像在 1930 年代

电脑的样子:当时的一台电脑

的大小就象是一间房间一样

大。再想想看，今天的苹果电

脑和手机；它又小又方便实

用。当Charles Babbage 发明

第一台电脑的时候，电脑是用

作计算器的。一个计算器就要用

那么多空间，真是难以想象！今

天，电脑可以做很多事情，从玩

游戏到计算到机器人。 

现在让我们来想想看第一

台电话机。最早的电话在拨号码

时，需要转好几圈，但是现在的

手机只要触摸几下就可以打通

了。手机还可以上网

和拍相片。现在，科

技比100年前好很多。

从前，旧的電話没办

法上网，只可以傳送

声音。但是将来，科技可能会更

好，上网打电脑可能都不需要打

字，只要用说话的就能够帮你把字

都很快打的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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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泽霖 

郑姓是中华五大郡姓之一

也是当今中国第二十一大姓。郑

氏的最早的发源地是今河南省的

新郑县。在战国

时因为韩国被

灭，便散迁到河

南东部及山东、

安徽等地间。唐

初，河南郑氏又

有随陈政、陈元

光父子移居福

建。唐末，又有

河南故始郑氏随

王潮、王审之入

闽。明清之际著

名民族英雄郑成

功的先祖既是此

次入闽的。郑氏

移居台湾，始于

郑成功；播迁至海外，始于清

朝，现分布于泰国、菲律宾、印

尼、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等

国家。 

明航海家郑和就是姓郑的

最著名的一个。他出生于明洪武

四年 (1371年)，原名是马三

宝。洪武十三年1381年冬，明朝

军队进攻云南。马三保10岁，被

掳入明营，被阉割成太监，之后

进入朱棣的燕王府。在靖难之变

《百家姓》：郑姓 

中，马三保在河北郑州（在今河

北任丘北，非河南郑州）为燕王

朱棣立下战功。永乐二年（1404

年）明成祖朱棣认为马

姓不能登三宝殿，因此

在南京御书“郑”字赐

马三保郑姓，改名为

和，任为内官监太监，

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

司礼监。宣德六年

（1431年）钦封郑和为

三保太监。 

明末名将，民族英雄郑

成功（1624一1662）也

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他

的本名是森，字明俨，

号大木，福建南安人。

弘光时监生，隆武帝赐

姓朱、号“国姓爷”。

清兵入闽，起兵反清。后与张煌

言联师北伐，震动东南。康熙元

年（1662年）率将士数万人，自

厦门出发，于台湾禾寮港登陆，

击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他

督师十万“气吞吴”的豪迈气

概，苦撑大厦之将倾的执著，以

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忍，无

不凝结为一种伟大的精神。郑成

功墓在南安市沿着福厦公路的水

头镇附近的康店村复船山，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1699年

迁葬于康店村的郑氏祖莹，随同

迁葬的还有其子郑经的灵柩。当

时康熙帝除下敕遣官兵护柩外，

还赐挽联一对，日：“四镇多二

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

王无守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

忠。“尔后还派御林军护陵守

墓。同时迁葬于祖莹乐斋公内还

有其父郑芝龙，其母和其妻墓

氏，迁墓后重立墓碑。 



7 

 

奥巴马有趣的事实  

 巴马是美国的第一个黑人总

统。  

 奥巴马出生在1961，他是第

一个在夏威夷出生的总统。  

 奥巴马的爸爸是肯尼亚

（Kenya）人， 他的妈妈是美

国堪萨斯（Kansas）人。  

 1988年，奥巴马就读于哈佛

法学院。  

 1991年，奥巴马当选为美国

参议员，直到2005年。  

 2007年2月10日，奥巴马在伊

利诺伊州议会大厦正式宣布

参选美国总统。  

 2008年，奥巴马战胜对手—

—共和党的约翰•麦凯恩

（John McCain）。他的到了

365张选举人票，而对手只得

到了173张。  

 从此，奥巴马成为了美国的

第五位最年轻的总统（47

岁）。许多年前，他的前辈

特迪·罗斯福（42岁）成为美

国最年轻的总统。  

 2012年，他再次竞选总统。

这次，他的对手换成了米特•

罗姆尼（Mitt Romney）。但

结果他又赢了。这次他得到

了332张选举人票，虽然没有

超过上次，但足够赢得选

举。  

 作为NBA球迷，奥巴马来自芝

加哥来，因此他去华盛顿奇

才（因为他现在华盛顿）观

看比赛的时候，仍然会支持

芝加哥公牛队。  

 实际上，奥巴马不仅是个地

道的NBA球迷，而且自己打的

也不错。女儿。 

星光明星-Pharrell Williams 

李玉杰 

你肯能听过最近特有名的一首

歌，叫“Happy”。 这首歌在美国成

为了多次播放的歌。可是，你知道谁

在唱这首歌吗？这位有名的明星歌手

就叫大家喜爱的“Pharrell Wil-

liams”。Pharrell Williams出生在

1973年4月5日。他是美国歌手，音乐

家贺和装设计师。他经常在写hip-

hop音乐普。明星Kendrick Lamar赢

沈陶然 

奖的歌，很多都是Pharrell Williams

帮写的。Pharrell也创造了两个大服装

品牌，Ice Cream和Billionaire Boys 

Club。到现在， “Happy”还是他最有

名的歌，帮了他成为赞成的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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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电影院-Frozen 

 2013年没出多少好看的电

影，但是Walt Disney 的Frozen

是2013年最有意思的儿童电影。

这部电影在去年11月27日在全国

的电影院开始播放。家长们，孩

子们和电影评论家都在称赞这部

电影，说Frozen是今年不可抗拒

的电影。要是你还没有看过

Frozen, 你应该赶快去看。让我

们研究研究为什么Frozen获得这

么多荣誉！ 

  Frozen电影的配乐

使得它一个高品质的影片。这部

电影里最好听，最动人的歌叫

“Let It Go”。在电影里，歌

手Idina Menzel当Elsa的口音，

唱这首歌。这首歌已经成为一个

音乐奇迹。这首歌在Billboard 

200排名很高，也在美国买了250

万份。明星歌手Demi Levato也

出了她自己唱的这首歌，获得了

很多观众的表扬。 

大家都很欣赏以前的Disney电

影，像Snow White和

Cinderella。一个原因是因为这

些电影都有惊人的公主；小女孩

对她们很感兴趣。这些公主也可

以吸引小男孩和家长。这部电影

里就包括两位很美丽的公主。

Elsa是姐姐，而Anna就是他的妹

妹。Elsa从小就在隐藏她的致命

的权力。她用手一挥，就能变出

来漂亮又危险的冰晶。Anna是妹

妹，她总在希望他能逃

避她的城堡。后来，她

见到了一位新王子，名

字叫Hans。他们俩一下

就爱上了。 

Frozen的主要故事讲

Elsa的从小就在隐藏她

的致命

的权力。她一不

小心用这个权

力，在她的城市

里产生了不停的

暴风雪。全城市

被雪盖住了，大

家只能坚持保

暖。Elsa很害怕

别人对他的仇

恨，就跑掉了。

她跑进很远的雪

山里，去保护自己，单

独过日子。她不希望外

面的人可以看到她的权

力。Elsa的妹妹，Anna

顺便在寻找她。Anna跑

进很远的雪山，见到了

一为很友好的小伙子，名字叫

Kristoff。Kristoff 帮助Anna

寻找Elsa，把他们的城市变成有

阳光和美丽的地方。 

 这部电影教了我们很多道

理。我们不非得当别人想让我们

当的人。我们有权利成为我们自

己想象的人。这就像Elsa一样，

打算不成为祖国的女王，而成为

了远处的冰公主。因为这部电影

有很多有意思的任务，好听的配

音和奇妙的故事，大家都可以欣

赏2013年Walt Disney的Frozen.  

李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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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谜语城 

编辑：李玉文 

答案 

1. 中国人 

2. 乌鸦嘴 

3. 药店 

4. 拔河 

5. 南半球（南无阿弥陀佛） 

6. 读完”北京大学“这四个字一

秒钟就差不多了吧 

7. 细菌的儿子 

8. 风车的轮子 

9. 应为他养鸭 

1. 上海的南京路，来往最多是什么

人 ？ 

2. 什么东西比乌鸦更讨厌？ 

3. 自讨苦吃的地方是哪里 ？ 

4. 那个比赛是往后跑得 ？ 

5. 哪里的佛像最少 ？ 

6. 读完北京大学需要多少时间 ？ 

7. 比细菌还小的东西是什么 ？ 

8. 什么样的轮子只转不走 ？ 

9. 一个农夫没有养鸡，为什么会有

蛋呢？  

星光成语故事 

编辑：李玉文 

司空见惯 

唐朝时期，有一个位著名的文学

家，名叫刘禹锡，他在朝廷做官时

参与改革，失败后被降职，调离京

城，曾做过苏州刺史。李绅是他的

好朋友，曾当过“司空”的官，

“司空”是掌管建筑工程一类的官

职。他俩有很深的交情。有一次，

刘禹锡回京途经扬州，李绅为他举

行酒宴。家境富裕的李绅很讲究排

场，宴会上喝着美酒谈笑风生，并

叫来哥女演唱助兴。趁着酒兴，刘

禹锡不禁即席赋诗一首：“高髻云

鬟共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

肠。”后来人们就把这首诗中“司

空见惯浑闲事”农缩成“司空见惯

浑闲事”浓缩成“司空见惯”这一

成语。 

该成语指某事极为常见，不足为

奇。比喻对于身边发生的事情已经

习以为常，不会再引起什么惊讶的

感觉了。 

剖腹藏珠 

有一天，唐太宗李世民给大臣们讲

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商人得到

了一颗极为名贵的珍珠，打算带到

京城长安买个好价钱。但是他又怕

路上遭到强盗抢劫，再三考虑，觉

得还是藏在肚子里最安全。于是他

用锋利的刀子剖开肚皮，把珍珠藏

到了肚子里。一路经过无数艰难险

阻，他终于到达了长安。他找了一

家小旅馆，关上门，拿出刀子剖开

肚子，从里面取出珍珠。可是由于

旅途劳累过度再加上流血过多，那

个商人支撑不住，倒地死去。唐太

宗讲完故事，感叹地说：“那个商

人光爱珍珠而不爱自己的身体，得

确可笑。可有些管吏爱财如命，贪

污腐化，最后落得个一身试法，不

是同样可笑吗？ 

呕心沥血 

李贺是我国唐代著名诗人。他7岁时

就能写诗，作文章。但李贺的才华

并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视，于是他就

把全部精力放到了诗歌创作上。他

曾经说，为了写一首长诗，他的衣

襟都磨破了，为了写一个首短诗，

他把头发都较短了许多。据说，李

贺每次外出时都让书童背个布袋

子，一旦他想到什么好的句子，就

立刻记下来，装到袋子里。回到

家，他就把袋子里装的诗句都道出

来，在近行修改，加工，整理。老

母亲看儿子这样子，不由心疼地

说：”我的儿子为了写诗，真是快

把心都呕出来了。“后来，唐代大

文学家韩愈评价李贺说，他真是挖

出心肝当做纸，滴出血来写文章

啊！ 

“ 呕心沥血“ 的意思是指耗尽心

血，比喻用尽心思。多形容为事

业，工作，文艺创作等用心的艰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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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游乐场 

编辑：李思雅 
Sudoku #1: (简单)  

Sudoku #2: (中等)  

Sudoku #3: (难)  

Crossword：用底下的提示来帮助你找到这里的字（拼音）。这里都是人的名字。  

1.美国总统 

2.中国当任主席 

3.著名跨栏运动员 

4.唐朝的诗人 

5.中国当任主席的妻子 

6.中国最高的篮球运动员 

7.他统一了中国 

8.一位世界有名的中国钢琴家 

9.中国建国后的第一位国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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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宫： 

Sudoku 1:       Sudoku 2:       Sudoku 3: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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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城写作班学生作文选登： 

  学生们自己的演讲稿！ 

 博城中文学校最近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演讲比

赛。孙老师在课上讲了怎么写优秀的演讲稿，还点

评了学生们的演讲。每一个学生的演讲都很精彩，

很深刻。连孙老师都大吃一惊。不信您就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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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好好学习 

李玉杰 

 大家下午好！ 我是博城

中文学校十一年级的李玉杰。今

天我要讲的题目叫“我们为什么

要好好学习？”。 

经过每个中国孩子被家长

批评后，他们都可能会想过“我

要是像美国孩子一样，有美国家

长，那生活会多轻松啊！” 有

一天，我在我的屋子里读书做作

业。突然妈妈生气的近来了。她

在网上看到我最近最近考试成绩

很差。妈妈站在我旁边问我，

“为什么你考的这么差？你有没

有学习？”我就用我一般的回答

告诉她“我学习了，可是老师出

的题不好。”妈妈很伤心的看着

我。他老说我的成绩不好，我学

习没有效率是因为我不会学习。

他对我说我要多做题，多练习，

多读书。 

 我想了想我和很多中国孩

子已经很用功来学习，主要是为

了让我们爸妈高兴，不批评我

们。我经常能听到同学说：“My 

parents are going to kill me!” 可是

家长们批评我们不是主要的矛

盾。他是为我们，鼓励我们学习

才批评我们。爸爸妈妈会把我们

送到补习班，也给我们买书，让

我们多学习。问题是我们孩子不

知道，也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要

学习，为谁学习。 

 我觉得很多孩子还没有问

自己过：“为什么我们要好好学

习？”我觉得一般的孩子的答案

会是“我想上个好大学。可是在

心里肯定是为了家长不批评我。

我们现在第一代的美国中国孩子

要好好学习的原因是为了我们

自己。对了，我们要为自己学

习，不是为了家长，也不是为

了老师，更不是为了成绩。 

 家长说的话我们要好好

想一想。好好学习的好处是无数

的。多读书，我们可以获得更多

知识，了解世各地的人和事情。 

学习好成绩好也可以让一

个孩子进入一个很好又有竞争力

的大学。上好大学不是为了家长

炫耀，而是为了孩子的前途，发

展自己的兴趣和潜能, 成为社会

上有用的人才。大学是生活的一

个重要台阶。 

你可能没有想到，可是妈

妈多数批评我帮助了我。我以前

很不爱读书，也不怎么爱学习。

我只是拿成绩为妈妈看。现在我

想谢谢我的妈妈教会了我怎么爱

学习，更好的了解世界，发现学

习的重要性。同学们，我知道我

这个演讲不能把差学生变成好学

生，也不能把好学生变成哈佛毕

业生。我只希望我这个演讲可以

最起码感动你多用功为学习，为

自己学习，多听听爸妈的话。因

为不管什么，爱学习是一个人最

重要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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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盼着再看到北京的蓝天  

李思雅 

我小时候的记忆，北京的天空是很蓝很蓝

的。可是前段时间，我在新闻里看到了一张北

京天安门的照片，让我大吃一惊。 北京的天

气怎么变成这样了？ 

天空一片灰蒙蒙的，虽然近在眼前，却连

天安门城楼都看不清。街上的大人小孩都带着

口罩。我有几年没回国了，北京明亮的天空怎

么就消失了呢？ 

 

通过查看材料我才知道,今年北京发生这样

严重的空气污染已经不是一次了，他们叫它

“雾霾”, 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连学

校也停课了。报道说：汽车尾气，工厂废气， 

沙尘暴, 和家庭排烟是主要的污染源。引起我

注意的是烧煤也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污染源。 

据美国能源署2011 年报道：中国用煤量几乎

是全世界用煤量的总合。哇，实在太多了。 

更可怕的是空气污染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多名大学教授研究发现：空气污染不仅会使人

的寿命减少5.5年，而且还会提升患肺癌、心

脏病和中风的可能性。我真为北京人的生存环

境担心。 

天气污染的后果太可怕了！让我高兴的是

国内正在想办法来解决这问题。政府做了一个

应急预案。现在北京市采取了“停产、停工、

停放、停烧、停车、停课和冲洗道路” 六停

一冲的措施。并开发使用新能源车、控制车流

量， 和减少用煤。 我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

空气污染一定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 

中国需要蓝天，北京需要蓝天，人民更需

要蓝天，我希望下次再去中国，能够再看到北

京那个晴空万里的漂亮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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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孝道” 

刘泽霖 

大家好！今天我来讲一

讲我对中国传统孝道的了解和

体会。 

去年夏天，我参加了在

北京举办的海外华裔中华文化

竞赛优胜者夏令营。在夏令营

我们每天都有中国语言文化

课，还有书法、绘画、传统手

工制作等等。让我记忆最深的

是北京华文学院的老师讲授的

关于“孝”的那堂课。 

老师告诉我们，在中国

传统中，孝是指子女通过对父

母的赡养、让父母生活愉快来

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老师还

介绍了《二十四孝》，那二十

四个孝子的故事让我深受感

动。我知道了“孝”字原来是

由“老”字的上半部和“子”

字组合而成的一个会意字，就

象晚辈搀扶着自己的长辈。中

话？我是否能在外出时先告知父

母，回家后向父母报平安，以免让

他们担心？当父母指出我的错误

时，我是不是能虚心接受，然后努

力改正？如果我们努力去做到这

些，那我们就已经开始尽孝了。我

们应该时时反省自己，调整自己，

让自己与“孝”近一些。 

总之，“孝”并不抽象，并

不遥远，“孝”很具体，很实在。

谢谢大家。 

国自古就很重视孝。在科举制度

以前，就是通过举孝廉的方式从

民间选拔官员。中国古代的启蒙

教材《三字经》里面就写着“首

孝悌，次见闻”，把“孝”放在

子孙教育的第一位。所以教育的

“教”字一半是“孝”另一半是

“文”；教的本意就是“孝之文

也”。“孝”能 使 一 个 家 庭 凝

聚。家庭凝聚了，社会就稳定，

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得以传承。 

其实，“孝”就在我们身

边，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机会让

我们对长辈表达我们的孝敬。比

如我常常问自己：我是不是在听

见父母的呼唤声时就马上应答？

父母让我帮助做家务，我是不是

立刻动手去做？长辈跟我说话

时，我是不是能做到耳朵离开耳

机，手离开键盘，眼睛离开屏幕

注视着长辈，耐心听完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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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晚会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李玉文 

 你知道快到什么

节日了吗，没错，快到

中国的春节了！每年春

节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

吃完年夜饭，高高兴兴

地打开电视机，观看中

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

会。我们家也一样，品

尝完妈妈的除夕晚宴，

喝着可乐，开始欣赏精

彩的春节联欢晚会。 

我第一次看春晚，好像是

6、7岁吧，等稍大一点，才明

白大人们哈哈大笑为了什么。

了我最喜欢的节目，每年必看。 

有一年，妈妈非要做个难做，

但特别有意思的菜。今年，妈妈早

就想好了，要做个又甜又热又香的

饭——苹果馅饼。去年，妈妈放了

太多淀粉，比例不对，苹果馅饼没

有成功，甜甜的苹果汁从馅饼边上

流下来。 

对于中国人来说，春节是个美

好的日子，我希望今年的春节我会

过得更加快乐！ 

记得有一年看春

晚，看到赵本

山、小沈阳的表

演，我笑的前仰

后合，只听赵本

山问这才有没

有，那菜有没

有，小沈阳说，

这也没有，那也

没有，赵本山

说，这个可以有，小沈阳说，这

个真没有。把人笑死了！ 

还有一次，赵本山和小沈阳

演小品，小沈阳说有鱼翅，赵本

山说，鱼“刺”有也别吃

了，我吃鱼“刺”有一次卡

住了，最后用馒头噎用醋泡

都不好使，到医院用镊子拿

出来了。不

吃那玩意

儿。从那时

候起，赵本

山、小沈阳

的节目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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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卖面包说起…… 

张恩得 

请问， 你们敢不敢大胆的去

敲邻居家的门， 然后卖东西

给他们呢？ 从去年的十月底

开始， 我所参加的童子军俱

乐部就鼓历我们每一位成员

去募款来凑钱参加今年夏天

八月所举办的露营大会。起

初，我们的童子军俱乐部是

鼓励我们卖圣诞节的装饰品

的。但是，我爸爸说面包肯

定更好卖，因为，过了圣诞

节之后，面包还可以继续

卖。第一天出去，我们就卖

的很好。不到一个小时，我

们就卖了4条面包，赚了40

快。刚开始的头几天，都是

我爸爸跟邻居说话，我在旁

边看。后来，我爸爸就教我

怎么说话，并且要把要说的

话背下来。然后，我就敢跟

邻居说话了。我是如此说

的：<Hi, My name is An-

drew Chang。我是您的邻

居。我现在在为我的童子军

夏天的露营做募款活动，我

在卖的是我们家做的全麦面

包。我这里有一点样品，您

要不要尝尝看？>当他们拿起

来试吃的时候，我爸爸就会

继续问他们好不好吃，告诉他

们每一条面包的价钱是7到10

快钱之间。所有跟我们买面包

的人，我都记下了他们的名字

和地址。到了圣诞节前，我就

寄了谢卡给他们。因为爸爸妈

妈是按摩治疗师，所以我在卡

片里顺便放了爸爸妈妈的名

片。几个星期之后，有一个收

到卡片的邻居打电话给我爸

爸，说要来请他按摩。我很高

兴帮爸爸促成了这一比小生

意。 

 透过这个卖面包的活

动，我觉得我学会了很多事

情：首先，我成为一个有自信

的人，因为我不害怕跟人交

谈。第二，我学到了卖东西

的技巧，这个对我将来有帮

助。第三，我可以学会如何

的存钱。例如，我可以存钱

准备去读大学。最后，我还

学会了，只要有恒心毅力，

我就能够完成许多的事情。 

 现在，我已经会做面

包了。我可以在读中学的期

间一直卖，因为附近的社区

有那么多的房子，简直卖不

完了。如果各位有兴趣，欢

迎你来跟我买面包！谢谢大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