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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新冠病毒的传播，让人无法

畅怀迎接眼前这万物复苏的春天。为

了压平疫情曲线，帮助减轻医疗机构

负荷，人们开始在家工作，孩子们离

开校园改上网课，大家保持社交距离，

过起了不同寻常的“宅家”生活。这

样的体验我们从未经历过，《文芽》

的小编辑们有颇多的感受和大家分享：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反思 

美洲华语九年级      成可馨 

现在每天听到最多，关心最多的

一个词就是“新型冠状病毒”。这个

病毒极易传播，破坏力极强，危害极

大。为了防止病毒传播，政府号召大

家保持社交距离 social distancing，尽

量在家，尽量不出门。 

首先，我想请大家响应政府的号

召，尽量待在家里以减少病毒传播。

我们正处在新冠病毒的艰难时期，医

生、护士、志愿者和许多其他人正冒

着生命危险尽他们的所能来拯救那些

已经感染的病人。他们很勇敢。因为

医用防护口罩，防护服之类的医疗物

资供不应求。可是医生和护士们每天

接触很多已经感染的病人，他们比我

们普通人更加需要防护。我们应该尽

我们所能把我们能够收集到的口罩之

类的产品捐献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还有那些志愿的退休医生和护士，他

们正在义务为医院提供帮助。在这个

最困难的时刻，他们都是英雄，这个

国家的英雄。 

为了防止病毒传播，学校已经停

课一个月了。爸爸妈妈也都在家里上

班。这个病毒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的生

活。不过即使学校关闭，老师们仍会

尽一切努力帮助我们学习。生在这个

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我感到自

己很幸运。通过网络，即使在家，我

也可以和老师学习交流。虽然在家，

我也不会因为看不见我的朋友们而感

到难过。因为我仍然可以打电话或者

FaceTime 他们。我发现，出于某些原

因，我喜欢在线学习。现在每天我都

可以多睡 1-2 个小时，不需要赶校车。          

 

网上课程也要比平时短得多，我终于

有时间做其他事情。我一直很想在家

做一些自己喜欢的锻炼，但由于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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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还有其他的课外活动，我没时间。

现在，我每天都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

锻炼项目。而且也有时间做别的事情，

例如烘烤饼干和读书——我自己喜欢

的书（不是作业）。 

最后，我还想说，在这个艰难的

时刻，相互帮助而不是互相指责很重

要，不管是国与国之间还是人与人之

间。因为只有齐心协力才能把问题解

决。而且在这困难时期，我们还要保

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因为我们最后一

定会战胜病毒，渡过难关。 

 

疫情感受 

马立平八年级      丛宇桐 

我们现在，已经处在一个不能出

门的时代，我最怀念的时在外面骑自

行车的感觉。有一次骑车，给我留下

了最深的印象。 

美丽的春天到达了我的小镇，学

校放了一周假。我们已经提前准备了

要去公园野营。可是一天又一天的大

雨把我们的计划打乱了。无法去野营

我们只好决定骑车上城里。 

我们的包里装了吃的喝的还有各

种各样的工具。我背上了包出发了。

骑车很顺利，可是在下了一个很大的

坡时，我们突然发现我的刹车坏了。

可惜的是我们装的所有工具都无法把

它修好，我们就只好继续骑车。灼热

的太阳晒得我干得像个葡萄干一样。

终于我们到了一个有遮荫的小道。碧

绿的草叶还有巨大的石壁完全挡住了

太阳光。哗啦啦的雨突然的下起来了。

我们赶紧的开始骑，骑呀骑。终于我

们骑到了一个避雨的小房子。我们藏

到雨停了之后。可是身上已经全部淋

湿了。怎么可能这么倒霉？ 

我们终于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小镇。

一 个 闪 亮 的 牌 子 告 诉 了 我 们

“Welcome to Ardsley”。风吹得呼呼

的像是扇子一样。终于我们感到让人

爱上骑车的感觉。从这开始，就容易

了，我们随着风一起骑感觉到了刚下

完雨的空气。接下来的五个小时像五

分钟一样的过了。所有的路面不平还

有所有的树根都无关紧要了。一辆又

一辆的黑，白，红，蓝的车路过了我

们。空气充满了香气，路面沾满了水

滴。风吹过了我的头发让我感到了自

由。爸爸跟上了我告诉我应该赶快骑

到下一个小镇因为要下大雨了。刚才

感到的自由突然变成了和时间的赛跑，

我以前享受的清香的空气充满了威胁。

我们开始加速了，到了 Yorktown 我们

发现了一个卖工具的小店并且买了一

个扳手修好了我的刹车。我们避完了

雨又坐上了车继续骑了。 

终于到了纽约城。我们骑着车去

找饭店。我们来到一家日本小店，里

面气味像花一样的优美。实际上那里

的饭不是很好吃，只是我感觉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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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虽然我们都只能待在家，

我们可以做 Yoga 或者在院子里散步。

大家都注意安全，身体健康！ 

 

疫情感受 

马立平六年级      薛涵予 

这几个月，coronavirus 把我们的

生活都打乱了。 

很多人都躲在家里不出来了，但

是也有些人不能在家里工作，比如医

生，护士，送东西的人，警察，开救

护车的人，和超市工作的人，他们都

还得每天去上班。医生和护士每天去

上班，但是听说却没有足够多的防护

装备，像 N-95 口罩，面罩，防护服，

和那么简单的消毒洗手液有时候都不

够，所以他们真的很辛苦，每刻都可

能从病人那里传到 coronavirus。警察

们在路上巡逻还有执行 6 英尺疏远，

如果一个得 coronavirus 的人从他们旁

边走过去并打个喷嚏，警察也可能得

病。超市工作的人、邮局工作的人如

果没有防护好也可能会被传染上。正

是他们每天的辛苦才能保障我们的健

康和安全。所以我一直乖乖地待在家

里不出去找小朋友们一起玩儿。还有

医生们告诉我们，防御这个疾病最好

的方法其是就是简单地洗手最少 20 秒

钟，并且要经常洗手养成好习惯。 

我们都开始上网课了，10 个州已

经关闭学校一直到下学期才能再回去

上学了。我每天都还挺忙的，有的时

候有 Zoom meeting，有的时候有新的

作业，学校的作业也比以前多了好多，

因为我们现在整天都在家。但是我的

游泳网球都没有了，多了很多看电视

打游戏的时间。 

我希望科学家可以赶紧研制出一

个疫苗防备这个疾病，或者药物治疗

这个病。这样我们就可以早日恢复正

常，可以上学，打球，还可以坐飞机

出去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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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出.  

编者按：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过年的记

忆……包饺子、放鞭炮、拜年、压岁

钱，这是一组马立平九年级同学们的

有关过年的作文，让我们跟随着他们

的笔，分享过年的味道。 

——周悦涵老师撰 

 

 

过年 

马立平九年级      宋珈琪 

我的记性不太好，但是有些事情

我会永远记住，像我跟着我的家人一

起包饺子。 

庆祝新年，我和全家一起包饺子。

这是我们每个新年的传统。我爸爸通

常会做面团，妈妈做饺子皮，我和妈

妈会做饺子馅，每个人都忙着做饺子，

即使是我三岁的小弟弟也是如此。 

我们都呆在厨房里，一边包饺子

一边聊天。电视里正在播放着我的小

弟弟爱看的有关汽车的节目。我忙于

包饺子，并帮助我的小弟弟包几个。

尽管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

道如何包饺子，他仍然想提供帮助。

大家都觉得他特可爱，由于他的手很

小而且他不知道怎么包，我就帮他包

了大部分的饺子，让他捏起最中间和

最边上的部分。每当他完整地包起一

个饺子，他都会大声喊：“Yay！”然

后拍拍他手上的面粉，我和妈妈都会

笑，然后弟弟回去看他的电视。 

我们包了大约 200 个饺子，全部

都是不同的包法。我和我妈妈的饺子

都是折起来有酒窝的，爸爸包的看起

来像新月形的小月亮，而我弟弟包的

则是皮包骨头的，有点凌乱。它们的

口味都一样，所以也没关系的。 

晚饭吃起来很特别，我喜欢蘸着

香油和蒜吃饺子，我妈妈喜欢醋，爸

爸喜欢辣椒和蒜，弟弟喜欢香油，哥

哥喜欢简单的吃法——他什么都不加。

今年可能是我们五个家庭成员一起吃

年夜饭的最后一次，因为我哥哥明年

要上大学，而且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

明年新年的时候回来跟我们一起吃饺

子。这是一次特别的晚餐，因为我们

所有的家人——我，妈妈，爸爸，我

的弟弟和我的哥哥——一起快乐地吃

一顿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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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 

马立平九年级      曹谙文 

新年来时，我最爱的事情是跟姥

姥包饺子。 

当然，临近新年，我们有的时候

也会准备面条，馄饨，素什锦和火锅

等食物。可是，对我来说，饺子的味

道总是最好的。 

姥姥会先做饺子皮，把面揉成长

蛇状，然后把它们切成小块，只比一

枚硬币大一些。我记得，我和姥姥第

一次一起做饺子的时候，她教了我怎

么用手腕和擀面杖把每一块面团压成

一个完美的圆形。即使经过多年的练

习，与姥姥相比，我做的饺子皮的圆

形仍然显得有一点别扭。有时我会需

要姥姥的帮助，可是我一点也不介意。 

我最喜欢的部分：饺子的馅。我

最喜欢的饺子馅是猪肉馅。我姥姥做

的猪肉饺子里面会有酱油，白菜和蘑

菇。姥姥会要求我和我弟弟绞肉，一

个人绞 100 次。绞完肉后，她会加姜，

葱，和其它的蔬菜。开始包饺子了，

她会教我怎么包。先要把馅放在饺子

皮里，然后用着左手拿着饺子，用右

手捏着饺子皮的两边，确保馅在皮里

面。我包饺子挺多次了，可跟我姥姥

的比，我做的饺子还是有一点丑。饺

子应该看着很胖，因为里面有很多馅，

我做的饺子老是看着有点扁。但这没

关系，因为我知道所有的饺子都会尝

到同样的味道。 

它们总是很好吃，我们也会感到

很得意。 

 

 

过年 

马立平九年级      陶庭轩 

过年时，谁也看不到一个不开心

的孩子。谁也看不到一个没开口大笑

的长老。每家大吃大喝的，没有人在

过年时减肥。过年时，人们都回家，

招呼家人，带回来各种各样的礼物。

过年时，我们得到红包，收到好多物。

我们的朋友，父母，爷爷奶奶，都笑

着跟我们说话。当我们给他们拜年时，

我们已经收到了几十多件礼物。过年，

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太重要的事件。 

过年时，只有年轻人开心。大街

上有许多挨饿的人，许多病人，许多

穷人。透过舒服的大房子里，他们看

不到我们。或者，他们不要看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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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口袋里的钱少了，连车票也买不

到。火车，汽车，飞机，都上不了。

每天，他们看到的警察比他们看到的

朋友，家人更多。对他们来说，过年

是一件太重要的事件。过年事一件伤

心的事件。是谁发明了这个残忍的事

件？ 

 

过年 

马立平九年级      陶庭美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每年都会等

新年来的时候。妈妈和奶奶做满一桌

子的菜。我最喜欢的当然是红烧肉。

可是，我最爱的是红包。虽然里面只

放了几块钱，可是在那时候，我认为

它比一千美元还多。今年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所以节日对我没

有太多意思了。现在也正好有冠状病

毒爆发，所以我们也没跟朋友聚会。

我的妹妹也跟我和我的哥哥拿到了一

样的钱。越长大，越没意义了。 

 

 

 

 

 

 最难忘的事 .   

编者按： 在这哪里也去不了的日子里，

过往那些外出旅游或比赛的经历就让

人感到特别值得珍惜。今天让马立平

六年级的同学们带领我们，来一场说

走就走的回忆之旅吧。 

我最难忘的一次旅行 

马立平六年级      张聿行 

今年暑假，我去了一次 cruise，

这次旅行我很难忘记，因为平时旅行

很多时候是跟着爸爸妈妈一家人出去

的，这次是我和很多我的朋友们一起

去的，这次经历非常的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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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我们几个好朋友能更好的

一起玩，爸爸妈妈们组织了这次的旅

行。从一开始我们是几家一起商量去

哪里，什么时候去，爸爸妈妈们就开

始很多次的讨论，最后我们就定要一

起坐 cruise 去 Bahamas。出发了以后，

我们还要讨论吃什么，喝什么，去哪

里，玩什么，我们都要讨论再决定到

底干什么。我们和爸爸妈妈出去的时

候，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可是这

次旅行，我们大家都得一起想出来。 

在船上的时候，我本来要去吃饭

了，可是我的朋友们还要去游泳所以

我就等了他们游完泳再去吃饭。 

这次旅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学

会了要和朋友们合作。 

 

最难忘的一件事 

马立平六年级      薛涵予 

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在八岁的时

候赢得了在佛罗里达举行的 national 

boys and girls club 游泳比赛年龄组冠军。

这个游泳比赛不是一个平常的小比赛，

是一个全国的游泳比赛，全国各地的

boys and girls club 都飞到佛罗里达来参

加比赛，大概有 30 个游泳队参赛，我

赢了八岁以下组的冠军，能不难忘和

高兴么？ 

我参赛的那年是我们游泳队第 20

次参赛，之前 19 年我们泳队蝉联 19 年

的冠军，我们带着第二十次夺冠的目

标去参加比赛的。我一共参加了八个

不同的项目，自由泳，仰泳，蛙泳和

蝶泳都有，我得到了 6 个第一，1 个第

二，和 1 个第三，共赢了 188 分，最多

能得 192 分。另外我还参加了两个团队

比赛（100 混合泳接力 和 100 自由泳接

力），我们都得到了冠军，而且我们

100 自由泳接力还差点打破了比赛记录。

我的全游泳队也比得很好，我们八岁

以下前五名，四个都是我们队的。最

后我们泳队如愿地获得了第二十次团

体总分第一。 

      

不仅比赛很紧张很兴奋，而且我

玩得也很开心。在参赛之前我先去迪

斯尼玩了两天。那是我第一次去外地

比赛，我和我的小队友都住在一个宾

馆里，我们小年龄组的下午没有比赛，

所以有好多时间在一起玩，很开心，

比赛结束了之后泳队还在宾馆里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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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庆功宴会。我在佛罗里达游得很

好，每一个项目都提高了，拿到了最

好的成绩。当他们在广播里宣布说我

得了冠军的时候，我高兴得不得了，

我的爸爸妈妈也很高兴，这是我最难

忘的一件事情。 

  

最难忘的一件事 

马立平六年级      顾约萱 

有一个周六我和我的队友们去新

泽西参加花样溜冰比赛。 

天气很冷，我们早上 8 点钟就到

了比赛场地。大家在更衣室里叽叽喳

喳地讲话，等着上冰场热身。10 点不

到的时候，我们才轮到上场。我们练

了一圈就下来了。教练和助理妈妈们

忙着帮我们化妆梳头发。折腾了好一

阵，十几个队员看着神采奕奕。 

接下来教练说我们可以自由活动，

吃完中饭再回来。赛场周围的人很少，

饭店也少。我和几个朋友找了几个饭

店，都没开门。终于找到了一家，匆

匆吃了三明治，返回赛场。 

直到下午两点，我们总算上场比

赛了。我听到妈妈们在场边喊叫着，

敲打着，挥舞着小旗给我们加油。我

们同心协力尽量把动作做到最好，完

成了所有的步骤。接下来我们在场外

等着其他队完成。最后我们排着队去

领奖牌。  

教练高兴地告诉我们：你们很棒，

第一名！几周的训练和一天的辛苦总

算没浪费！这真是我最难忘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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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忘的事情---迪士尼旅游记 

马立平六年级      吴其霏 

我最难忘的事情是我 2017 年去迪

斯尼世界度过的美好时光。那时是八

月，大约是我生日那天，爸爸驱车带

着我们一家 4 口人，经过 20 个小时的

长途行驶，到达了佛罗里达州奥兰

多。我们把行李放在预定的旅馆，立

刻 准 备 去 体 验 各 种 不 同 的 游 乐 设

施！！ 

     

在迪士尼期间，我最喜欢和最激

动的旅程是一个以太空为主题的过山

车行程。当我紧张地坐在过山车上

时，我感到非常害怕，特别是当它突

然掉进黑暗的隧道时尤为担心。说实

话我之前从没有真正喜欢过过山车。

整个旅程中过山车一直上上下下，弄

得我头晕晕的，所以在大部分行程中

我都是闭着眼睛。但当我偷偷的睁开

眼睛时，真是太神奇了，在黑暗中，

我的眼里充满了闪闪发光的星星，漫

天星星看上去好真实好美，有那么一

瞬间，我觉得我在太空旅行。星星围

绕着我，似乎随手可摘。我印象更深

的是另一个旅程叫《阿凡达》。这是

一个 3d 的旅程，排队的路线很长很

长。终于轮到我们了，我很激动。刚

开始时，由于我骑着女妖不断地上下

俯冲，头有点晕晕的，但是我很快就

习惯了，感到非常过瘾。画面很惊

人，蔚蓝的天空中点缀着许多漂浮的

岛屿，一些瀑布滑入一条大河中。我

的女妖甚至浸入水中一次，我感觉到

水滴洒在我的脸上，舒服极了。蓬松

的云彩在世间无忧无虑地飘来飞去，

随风飘动。我身临其中，觉得一切都

如此的真实，实在太好玩了。我们玩

完了迪士尼的 4 个乐园。 

在迪士尼游玩期间，我过得特别

开心。去那里真是棒极了，这绝对是

我最难忘的时刻。不得不说我喜欢的

事情就是到迪士尼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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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事 

马立平六年级      党潭松 

我最难忘的事情是今年夏天在去

阿拉斯加的游轮上赢得了 200 美元的奖

金。当时，我看到有一个宾果游戏，

头奖为 5000 美元。我让我的爸爸买了

一张卡片，这样我就可以参加这个游

戏了。 

游戏规则是孩子要由成年人陪着

才能玩。总共有三个回合。第一轮和

第二轮的奖金为 200 美元。第一轮需要

连续五场获胜。第二轮是把宾果卡片

上所有的数字角落填满。最后一轮比

赛是一场涵盖所有比赛的比赛，如果

您在前 46 个数字中大喊宾果（Bingo），

则可以赢得 5000 美元。我特别想赢得

这个！ 

在第 36 轮中，有一个老人的宾

果板上只剩下一个空格。如果有人在

板上只剩下一个空间时，则必须站起

来。我爸爸说这个人肯定要赢。我也

这么认为，但他一直到最后也没有赢

大奖。在第 46 轮之后，他仍然没有达

到他要找的号码。虽然剩下每个人都

为他们自己还可以赢得一些钱而感到

欣慰，我却为他感到有些难过。当然

我也仍然想赢奖。 

此时奖金数目已下降到 400 美元。

大约 20 个回合后，我的板上只留下了

一个数字，所以我也站了起来。当时，

有好些人都只需要一个数字就能获胜

了。我没想到我还有赢的机会，但是

突然间，主持人喊出了我需要的号码。

我赢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但是还有

第二个人也赢了，所以钱在我们之间

分了。这样我在这次的宾果游戏中赢

了 200 美元！ 

我好激动。我从来没有赢过这样

的东西。我爸爸提醒我，他花了 50 美

元买了票，但 150 美元对我来说已经足

够了。这是发生在我身上最难忘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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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忘的事 

马立平六年级      曹谙理 

我有很多难忘的事，可是最难忘

的事是在阿拉斯加登 Denali 看冰川。 

那是七月的一天，我们来到了阿

拉斯加一个叫 Talkeetna 的小镇。那天

天气真好。阳光灿烂，微风徐徐。我

们一组八人登上一个小飞机往 Denali

南麓飞去。 

飞机绕着山峰飞行，我看见了很

多高山、水、云彩，远远地看见很多

冰川。我很激动，跟姐姐说：“看！

到处都是冰川！”飞机飞了十几分钟，

在一个巨大的冰川上降落下来。 

空气很凉爽，可是太阳晒得很厉

害！雪很亮，又很白，就像一张白纸

贴在一个又亮又白的屏幕上。厚厚的

雪在我们眼前展开，连绵不断，一眼

看不到边。我真想在上面打一个滚。

旁边是很多又高又大的山。我和姐姐

扔了很多雪球。雪球化在我手里，我

闻到了新鲜的冰水，又凉又甜的味道，

很感动。  

我们高兴的扔雪球，照像，不知

不觉的我们玩了半个多小时，不得不

登上飞机回去了。回去的时候，我看

见了冰川像蛇一样弯弯曲曲地藏在山

里面。我正在想这个冰川多么美丽。

可又想这么美丽的冰川却因为地球暖

化，很快就可能消失不见了，有些不

高兴。我们真应该保护地球，保护冰

川。 

  

 

日本旅行的一天 

马立平六年级      陈思嘉 

今年春假的时候，我们去了日本。

我最难忘一件事是看富士山。 

我们去了箱根看富士山，但是第

一天有很多的云，所以看不见。我们

上了船，再上了缆车，最后到了天文

台。那天很冷，所以我们穿厚的衣服。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富士山。我们回

来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缆车，所以

我们照很多相。第二天是一个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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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富士山了！富士山很漂亮。我们照了

很多相，很高兴！后面，我们去看樱

花。有很多粉色的樱花掉下来，所以

地上被樱花盖着的。晚上的时候，我

们去尝寿司。我们尝了很多不同的鱼

和寿司。 

那天很忙，但是很高兴。我们在

日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这天是我最

快乐的一天。 

 

      

 

 

 

游故宫 

马立平六年级      陈妙言 

2019 年八月份，我们全家去了北

京，游览了故宫和长城。 

我们从天安门进入故宫，故宫真

大呀！故宫前面有好几重门。我记得

有一个门叫午门。最后一重门的中间

的大门只能给皇帝出入。皇后只能在

跟皇帝结婚的那一天进那个门。在每

一个宫殿的外面有一个龙头。原来它

是用来排水的！古代人害怕下暴雨积

水淹没宫殿，就用龙头把水排出去。

水龙头的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在故

宫里面，我感觉像回到古代了，再往

远处眺望，看见了现代的高楼大厦，

就有一种时光穿梭的奇妙感觉。我们

转了好久，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大家

看见了皇帝原来住的地方，还看见了

皇帝亲手写的一个牌匾呢！ 

我们看了很多宏伟的宫殿以后，

爸爸问弟弟，“你觉的住在这里会怎

么样？”弟弟回答，“还可以吧。他

们这里都没有游泳池！”大家都笑了。

弟弟真可爱！我们逛了很久以后，却

一点金子都没有发现。我听说原来故

宫是有好多金子的，怎么现在没有了

呢？爸爸跟我说，“别国的强盗来故

宫，好多金子都被抢走了，连水缸表

面的金子都被刮走了！”我又有一个

问题，就问道，“那些在房子顶上的

小动物都是干嘛的？为什么每一座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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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都有不同数目的动物？”导游说，

“有更多动物的宫殿住着更重要的人。

更少动物的宫殿住着宫女太监。”我

们数了数，皇帝住的宫殿有最多动物，

一共有九个。  

大家回到旅店以后，虽然很累，

但特别开心。故宫真是一个令人难忘

的地方。 

   

 

 

 

 

 

最难忘的一件事 

马立平六年级         陈荷恬 

今年暑假外公，外婆，爸爸，妈

妈，弟弟，和我去了西安。我们去了

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兵马俑。我们有

一天一早就去了。一开始人不多，但

是后来人越来越多了。我喜欢人不是

太多的时候。我们在里面看到了兵马

俑的碎片。那里的考古专家在修补那

些碎片。碎片大约有碗那么大。我觉

得如果叫我拼的话可能会比我拼最难

的拼图还要难。那些一排一排的俑人

和马很壮观，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很喜欢兵马俑。我觉得很难忘因为

是我第一次去西安和兵马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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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节 

马立平六年级         罗湘齐 

我觉得最难忘的事，是万圣节的

时候我去要糖！是我第一次去外面要

糖，可兴奋了！ 

我那时候才三岁。打扮成一只小

蜜蜂，到邻居那里去要糖。我的左手

牵着我的好朋友 Emmy，我的右手提

着我的小篮子。Emmy 打扮成一个南

瓜，我们一起去要糖。 

 

我站在邻居家前面，那时候其实

挺害羞的！我不敢摁门铃，所以我轻

轻的问 Emmy“你可以帮我摁吗？” 

Emmy 高兴地回答“当然可以啊”然

后她毫不犹豫地摁下门铃。 

我们等了一会儿，然后我们眼前

站着一个胖胖的叔叔，他打扮成一个

骷髅，拿着一个大篮子。 

我转过身去看妈妈。她拿着她的

手机正在录像。妈妈挪开手机对我笑，

然后轻轻地对我说“湘齐，你要说

trick or treat”。我又转过去去看那个

叔叔，小声地说“Trick or treat”。那

个叔叔笑着说“Here you go”。然后

往我和 Emmy 的篮子里放了几颗糖！

我立刻高兴起来。看着我的篮子里的

糖，然后抬头去看周围的房子，想我

回来的时候会有多少糖啊！ 

 

穿着汉服去要糖 

马立平三年级一班     张聿言 

大家好，我是华夏纽约中心，马

力平三年级的张聿言。我的演讲题目

是《穿着汉服去要糖》，我要给大家

讲一讲，今年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万圣

节，因为我穿了汉服去要糖。 

      

以前，我都是穿着公主的衣服，

前年，我是 Elsa，去年，我是 snow 

white，但是，今年，我穿的是这一身

汉服。 

大家猜一猜看，这是从哪里来的

呢？这是我在中文学校学跳舞的衣服

呢！ 



  文芽 | 第 107期 

 

16 
 

我们汪老师不但教我们跳中国舞，

她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么特别的汉服。

汪老师说：“这是中国古时候的衣服

呢！” 

而且，汪老师还给了大家一把红

扇子呢！很帅吧？ 

万圣节的晚上，我穿着这一身汉

服，拿着红扇子，和哥哥还有别的好

朋友一起去要糖，大家都夸我的衣服

最特别，他们找我一起合影呢，他们

也都夸我可爱呢，我要到了很多很多

的糖。 

我还把我穿着汉服去要糖的事儿，

写了作文，交给文芽杂志了，欢迎大

家去看看我的作文。哦，对了，我们

舞蹈班的小朋友，会在学校的春节联

欢会上，都穿着这身汉服，跳中国舞

呢，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节目。 

我和妈妈说，明年万圣节，我还

要穿中国古代的衣服，不过，我还没

想好，我是当木兰还是当哪吒，我明

年再告诉大家。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结束了。    

注：这是张聿行小朋友今年 1 月参加

演讲比赛时的演讲稿，很遗憾，我们

暂时无法像她畅想的那样欢聚一堂开

联欢会了，期待疫情早日过去，孩子

们早日重聚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