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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各位同学大家好，《文芽》

又和大家见面了。虽然今年的疫情让

大家无法回到金秋的校园，少了许多

例行的活动，但我们的中文学校依旧

精彩，志愿者和老师们热情投入，为

大家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网络课程和线

上活动。《文芽》的小编辑们也同样

满腔热忱，要把同学们精彩纷呈的作

品展现出来，想通过他们的努力提高

同学们对中文学习和写作的积极性。

社交距离减少了我们与好友的亲近，

但也给了我们新的空间和视角来审视

周遭。大家何不提起笔来，写下你的

感受？《文芽》期待你们的投稿。 

 

中文 AP       王子轩 

大家好！我是王子轩，今年在

AP 中文班上。非常高兴担任今年《文

芽》的主编。这是我第三年当编辑。

通过做编辑，我有很大的收获，也学

到了很多。希望今年当主编可以学到

更多的知识，也帮助大家欣赏到更多

中文学校学生的作品。 

我是从马力平二年级开始上中文

学校的。现在，我还是很喜欢中文学

校。我觉得去中文学校非常有用，真

的帮助了我提高了中文。以前我们是

在 WCC 上课，我还要星期天早上起来，

但是因为现在是网课，我也可以起来

晚一点。 

我喜欢运动，喜欢不同的体育项

目，例如：篮球、橄榄球、网球和羽

毛球。体育，不仅锻炼身体，而且教

会我团队精神。我喜欢音乐。我已经

拉大提琴七年了。我现在最喜欢拉的

一首曲子是Elegie。音乐在我的生活中

很重要，它让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我也喜欢看电影，特别是 Marvel 和星

球大战的电影。我还喜欢看中文书，

听妈妈给我讲中文故事。《西游记》、

《三国演义》和《三十六计》都是我

最喜欢的故事。我觉得中文故事很有

趣，不仅提高了我的中文阅读，而且

还让我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中文学校的《文芽》杂志是给学

生分享自己的故事和想法的地方。每

个月，学生们会在《文芽》发表自己

的文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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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所有的同学们分享自己的主意和

想法。朋友们，多多投稿，希望在

《文芽》看到你的文章哦！😄😄😄 

 

中文 AP       丛宇桐 

 

大家好，我是丛宇桐，今年《文

芽》的一位主编。我今年 14 岁，上九

年级。今年也是我在中文学校的第四

年，是我作为编辑的第三年。除了在

中文学校学习中文，我的中文大部分

是我的父母教的。还有我放暑假的时

候去过中国很多次，对我的中文学习

很有帮助。我喜欢拉大提琴，已经拉

了 5 年了，也参加过全市的乐队。有

的时候我的大提琴老师会说点中文，

他也想学会汉语。我希望成为一个友

善的人，并且有我自己的家庭。我的

一些别的爱好是编程和跑步。自从疫

情以来，我每天会和爸爸妈妈跑三到

五英里。这也是疫情带来的一个好处

吧。 

我最爱做的事情是在游戏里创造。

虽然我已经 14 岁了，我还是爱玩

《Minecraft》，因为它是一个给了我

很多美好记忆的游戏。大部分时间我

会跟我的朋友或者我的弟弟玩。 

我弟弟今年 5 岁，也上中文学校。

有的时候他会哭闹，可是，大部分的

时候他很乖很听话。我考试紧张的话，

他就会跑过来安慰我。我特别感谢他

每天高高兴兴给我带来很多的欢乐。 

今年做编辑我主要是想写一些有

趣有特色的文章。虽然我很忙，我觉

得我可以付出足够的时间写好文章。

我也想展示我们的中国传统，因为我

觉得不管作哪个国家的公民，你都应

该尊重你的民族文化和历史。我希望

大家会喜欢今年的《文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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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AP       党伊璐 

 

大家好。我叫党伊璐 (Ashley 

Dang )，今年 14 岁，是中文 AP 班的学

生。我已经在华夏纽约中心学校学了

十年中文了。我还有个 11 岁的弟弟在

马力平七年级班。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中文。中

文一直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用中

文与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以及其他亲戚交谈。为了能和他们好

好交流，我一直努力学习中文，主动

和大家聊天。 

我从小到大几乎每年都会去访问

中国。我去过上海，四川，北京，内

蒙古等地方。我发现每个地方的文化

特色都不一样，好吃的好玩的也是数

不胜数。所以我非常喜欢中国。 

我在英文学校读九年级。在学校

里我演奏中提琴。同时，我还是一名

花样滑冰运动员。我从九岁起就开始

滑冰，现在也还在坚持着。因为我一

直很喜欢这项运动。我一直以来都在

面临不同的挑战。目前最迫切需要面

对的挑战是时间管理。尽管我每天的

训练和学习都很紧张，但是我相信自

己能够好好计划时间，做好《文芽》

编辑这份富有挑战的工作！ 

我这些年在学习中文期间，总是

积极向《文芽》投稿，对中文写作也

有了一定的心得体会。今年因为疫情，

不能和大家在校园里相见，但是依然

很高兴能够继续参与编辑团队，用自

己的经验为大家服务。同时也希望通

过这样的经历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中

文交流能力。 

 

中文 AP       成可馨 

大家好！我叫成可馨，今年十五

岁，在 Scarsdale 高中上十年级。我是

一个外表看起来很安静乖巧但是内心

很灵动的女孩。我喜欢游泳，读书和

画画。我也喜欢写作，把自己的一些

感想写下来，我觉得很有意义。我喜

欢夏天，因为可以和我喜欢的朋友一

起吃冰淇淋和游泳；我喜欢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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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喜欢看恐怖片，当然我也喜欢看浪

漫 电 影 。 我 最 喜 欢 的 电 影 是

《Titanic》，虽然这部电影的结局很

悲伤，但是它也非常感人，因为 Jack

牺牲了自己挽救了 Rose 的生命。这部

电影我看了很多遍。《Harry Potter》

是我最喜欢的小说系列。和我同年龄

的女孩一样，我也喜欢流行音乐，喜

欢涂指甲。虽然爸爸妈妈对此很不屑，

但是他们也并不反对。我家里还有一

个小弟弟，今年 9 岁，上 4 年级。我们

经常打打闹闹，但是我们也会一起下

棋，看电视，打游戏。我们俩都喜欢

吃比萨饼和炒饭。在学校里，我最喜

欢的科目是法语和数学，因为我很喜

欢我的法语和数学老师，他们都特别

平易近人。我今年的目标是在学校取

得好成绩。 

  

中文 AP         陈再曦 

大家好，我叫陈再曦，读高中十

年级，今年在华夏中文学校学 AP 中文，

很 荣 幸 能 够 继 续 为 文 芽 工 作 。

 

今年是很不寻常的一年。春天发

生了疫情，从上个学年开始，中文学

校也改为网上上课。暑假也不能远行，

大家的暑期都是如何度过的？我和家

人在注意保护自己的同时，也寻找好

玩的活动。我们每周都去不同的海滨

小镇看大海，晒太阳，和抓螃蟹，或

者约朋友一起在森林跑步和骑单车，

保证健康和体能。我和大家一样很怀

念每周日到 WCC 校园。希望疫情能早

早过去，大家能重返校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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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七年级      党谭松 

大家好。我叫党潭松 ( Jason 

Dang )，今年 11 岁，是马力平七年级

的学生。我已经在华夏纽约中心学校

学了八年中文了。我还有个 14 岁的姐

姐在中文 AP 班。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和打乒乓

球。另外，我还喜欢旅游。去年暑假，

我去了阿拉斯加，看到了雄伟的冰川。

今年夏天，我又去了阿卡迪亚国家公

园。那里的自然风景也很美，有巨大

的岩石，震耳欲聋的海浪，以及高耸

的灯塔。我还坐船出海钓了很多鱼。 

我

和我的朋

友们每年

都要参加

乐高机器

人比赛。

我还喜欢

用 python

编程来完

成各种任

务。我还

会玩各种

魔方。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中文学校了，

我希望大家的生活快快回到从前一样。

今年我很高兴能帮助学校文芽杂志做

编辑。 

 

马立平七年级      张聿行 

 

我是马立平七年级的学生，我很

喜欢学中文，也喜欢听中文歌，最喜

欢的中国歌星是周杰伦。我从 4 岁开

始踢足球，我很喜欢踢足球。今年暑

假，我和妹妹一起读了中文书《窗边

的小豆豆》，我们很喜欢这本书。我

希望我有一天也可以写出那么好的书。

这些年我一直坚持给文芽投稿，我很

自豪能成为文芽的小编辑，也希望能

为这杂志做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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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的暑假.  

编者按：相信许多同学的暑假安排都

被疫情打乱了，航班被取消，邮轮被

暂停，连夏令营都被转为远程。然而

远离人群的日子并不一定一无所获，

请看美洲华语三年级的一位同学是怎

样过好暑假的。 
 

《2020 年的暑假》 

美洲华语三年级      王璟安 

我的2020年的暑假很特别，虽然

有 Covid-19 病毒，但是我还是做了很

多事情。 

首先我在中文学校的线上暑期夏

令营学了吹长笛。我很开心我学会了

一种乐器，以后我就可以参加乐队的

表演了。 

在七月份，我过了八岁生日。我

们的邻居送了两个气球和一个他们自

己烤的蛋糕，给我和我的哥哥庆祝生

日。 

暑假里最开心的事情是和朋友们

一起去 Cape Cod 玩。我第一次出海钓

鱼，钓到了 8 条鱼，我非常兴奋。但

是鱼太小，不能带回家，水手把鱼都

扔回海里去了。我们还去挖了蛤蜊，

当我在水中行走时，感觉很舒服。蛤

蜊都在泥里，非常难找。但是我和我

的好朋友们还是找到蛮多的。我们还

去了沙滩，在沙滩我们玩了水还搭了

沙墙。我们还烤了棉花糖。Cape Cod

是一个度假的好地方。 

2020 年的暑假我做了很多事情， 

这个暑假给了我许多有趣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