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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各位同学大家好，《文芽》

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年的夏天对很多

人来说都很特殊。在原定的行程因为

疫情被取消后，有几位小编辑找到了

一个特别的方式来让这个暑假变得更

有意义，那就是在网上夏令营教课。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颇有收获，教了

别人，自己也得到了学习，就像小编

辑张聿行说的——学以致用真开心！ 

 

一个特别的暑假 

中文 AP       王子轩 

 2020 年的暑假是一个很特别的暑

假。因为 COVID-19，很多我原本应该

做的事情都泡汤了。例如，每个暑假

都会去的 Kingswood 夏令营、出去旅

游，和回中国看望家人。今年，我不

得不在家里无聊地自己过暑假。 

 暑假刚开始时，我想了很多可以

在家里做的事情。每天我都会写一个

计划。但是，每天做的事情都是一模

一样的。很快，我就觉得无聊了。我

想了一下，真的不知道应该干什么。

于是，我只好让妈妈给我出点主意。

妈妈想了一下，问我想不想上网上的

夏令营？我有点犹豫，不知道网课能

不能学到很多知识。突然，她问我想

不想给中国学生开网课？我觉得这是

一个很好的主意。我就开始让中国的

小姨和表弟帮我联系一些他们的朋友，

看看他们想不想来上我的网课。 

     

 我的网课是用英文介绍不同的主

题。例如，美国历史、物理、代数等

等。我计划每周开四次课。从星期一

到星期五有历史、科学、数学和英语。

每周三会让学生休息一天。讲课对象

是初中生。但是，还有很多小学生对

我的课也很感兴趣。最后，我开了一

个大班，也开了一个小班。大班课在

早上，小班课在晚上。每次教课前，

我首先需要自己学习教的内容，然后

再和学生们分享。这样，每天我都要

备课。暑假所有的时间我都花在给学

生们备课上了。虽然有点紧张，但是

我很喜欢教课，我的学生们都很聪明

和认真。我真的非常高兴给他们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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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但学到了如

何备课和教课，而且还学到了怎么让

我的学生喜欢听我的课。我也学到了

很多知识。即使暑假已经结束了，我

现在仍旧还有几个一对一的学生在上

课呢！ 

这个暑假，我的收获很大。我对

自己也很满意，因为我真的学到了许

多新的知识和技能！ 

 

中文 AP       丛宇桐 

这个暑假，我的朋友王子轩问我

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开办一周的网上夏

令营。一共有四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

老师，每天每个老师会在网上教一个

小时不同主题的课程。我决定教一个

简单容易的编程语言叫做 Python。我

学习编程已经有四年了，所以我有信

心我可以教这个主题。 

 

 然而，当我开始准备时，就发现

这件事情不是我想的那么容易。首先， 

我不知道怎么可以让学生们跟我一起

写编程，并且我也不知道他们是用电

脑还是用平板。想来想去，我记起一

个方便的网上软件可以用。 

我花了两个多小时在电脑上准备

了资料，并发给我爸爸，请他看一看。

我知道他肯定可以帮助我，因为是他

教我编程的。第二天早上他告诉我这

个实在是太长了，肯定不能在一个小

时内教完。我没考虑到这些孩子可能

从来没有写过程序或者学过编程。于

是我改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准备好了

合适的内容，不是太长也不是太短。 

然后，我就开始跟我一点编程经

验都没有的妈妈练习。她成了我的实

验学生。很快，我就发现了我说话说

得太快了，谁也跟不上。在几次练习

之后，我讲的越来越熟练，我感觉我

准备好了。 

终于等到了我教课的那天早上。

我一晚上没睡好，等到了 12 点还是紧

张。早晨吃完饭，我早早打开软件，

进入了我的 Zoom Meeting，介绍了一

下自己，就急急忙忙地开始讲。我不

想停下来，因为觉得会很尴尬，我也

不抬头因为我太害羞了。可是过了不

到 20 秒钟我就开始稳定下来了，沉下

了心，讲得慢下来。在课上，我开始

跟学生们交流，发现很多人也跟我一

样紧张。课快教完了，我也可以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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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地回答学生的问题。教完这节课，

我发现，在网上教课和面对面教课非

常不一样。在现实中你很容易就可以

跟你的学生交流，可是电脑上你只能

看到一个屏幕。这个小经验让我体会

到了老师们备课有多么辛苦和不容易，

让我更加感激他们为我们学生付出的

时间和资源。 

 

学以致用真开心 

------Python 课上当助教 

马立平七年级      张聿行 

今年暑假中文学校办了 Summer 

Camp，有很多课程：数学，英文写作，

机器人编程，中国历史等等，我报名

参加了好几门课程的学习，收获很大。

但是我最开心的是去 Python 课上当助

教，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 

因 为 我 以 前 学 过 池 澄 老 师 的

Python 课，所以池澄老师问我愿不愿

意给她做助教，我很开心的答应了。 

这是我第一次当助教，一开始我

挺紧张的，池老师鼓励我不要着急，

边做边学。因为 Covid-19，Camp 的课

程都是网课，第一次课，我主要是帮

池老师管理课堂纪律，制止同学在

chat box 里乱写，我也帮助同学们下载

上课要用的 app。后面的几堂课，池老

师就安排给我更多的任务。每次课前，

池老师会告诉我当周课堂的主要内容，

我就根据这些内容设计一个 program，

课堂上当作例题展示给同学们。有时

我也会帮老师做 ppt，老师会用这个

ppt 做课件。 

在做助教的时候，我最开心的是

帮同学们解答问题。老师讲课的时候，

有的同学跟不上，就会在 chat box 里

问问题，老师来不及回答，我就会给

同学们解答，这样他们就能跟上了。

我常常需要同时给好几个同学解答问

题，我要很专注不然我就会错过他们

的问题。 

    

其实在做助教的时候，我不但帮

了同学们，自己也学到了很多新的东

西 。 我 在 池 老 师 的 指 导 下 看 完 了

《Learn Python 3 the Hard Way》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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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Coding In Python》，看完这

些书，我觉得我对 Python 的理解更深

了，也明白了还有更多的知识要去学

习。 

我非常感谢池老师给我这么宝贵

的机会，让我学以致用，我希望明年

暑假还能再当助教，也许是一门新的

课呢！ 

 

 2020 暑假的最后一天.  

编者按：年复一年，暑假，又一次悄

悄地来到同学们的身边。下面的一组

作文，犹如电影，鲜活地展映出他们

暑假生活的一幕幕场景，以及他们依

然回眸的 2020 暑假的最后一天…… 

——周悦涵撰 
 

2020 暑假的最后一天 

马立平九年级      杨宜承 

2020 暑假的最后一天，我收到了

学校的通知，告知我的上课的日程。 

我有一点不开心，因为夏天就要

过去了，我也要上学了。那天，我去

了超市去买些食物，然后我回家玩了

会儿游戏。一整天我都有点紧张和不

开心，因为这次我就要进入九年级了，

来到一个新的学校，认识新的老师。 

而且九年级是我高中的第一年，我有

点不安，也感到有些激动。 

 

2020 暑假的最后一天 

马立平九年级      徐安久 

今天是九月七号。当我醒来起床

时，我不知道这天是我暑假的最后一

天。而且我也不认为我暑假的最后一

天会很特殊。所以，我和往常一样，

没有计划在我暑假的最后一天做多有

意义的事。 

我趴在桌前玩了一会儿电脑游戏，

再到操场上打网球，很快一天就过去

了。到了晚上，我才想起来我明天要

上学了。但是我忘记准备好我上学的

东西：铅笔、书本、计算器、和笔记

本。我慌里慌张地来检查书包和其它

需要的材料。我发现缺少很多东西，

还没有买全需要的文具材料。我跑到

商店，才知道已经太晚了，商店已经

关门了。真糟糕，我只好向别的同学

借文具，或者硬着头皮上学。 

我曾经记得这一天也是一个新发

明显卡的发布日。显卡的价格合理，

真的物有所值，但是我忘记了今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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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发布日。现在已经是晚上，那个

新发明的显卡肯定已经买完。我在网

上搜索显卡，果然，显卡早就卖完了。

我气呼呼地差一点摔破我的电脑。现

在完了，我没有我需要上学的东西，

而且我没那个显卡，就不可能以每秒

1000 帧的速度打出 Minecraft。 

我想，今天如果不是暑假的最后

一天就好了。 

 

2020 暑假的最后一天 

马立平九年级      鲍茜茜 

今天是九月二十二号，星期二，

开学前的最后一天。 

我今年上九年级，正式开始高中

了。在开学前一天，我决定骑上心爱

的自行车，去看 Tappan Zee 大桥。 

我中午吃了一大碗方便面，从家

出发，经过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到新泽西。从那里，我沿着 Hudson 

River 往北骑。那天的天气不冷不热，

阳光充足。一路上看到许多人也在骑

自行车，或者跑步。今年，由于新冠

病毒（COVIN-19）的传播而导致病毒

性肺炎的大流行，大家都戴着口罩，

跟别人保持六尺的距离。我骑车的时

候，风吹在脸上很凉快，很舒服。我

骑了两个多小时，来到 Tappan Zee 

Bridge 的西边。进了一家咖啡店，买

了一块派和一杯咖啡，补充能量。我

休息完了，继续骑车，骑到桥上。在

桥上，看到河水流向远方。河的一边

长着绿油油的树，另一边是各式各样

的房子。我下桥以后，沿着河的东面

往南骑到了 Bronx。从 Bronx，我穿过

了一座桥，回到曼哈顿。 

我回到家，很累。 

总的来说，这一天过得很有意义，

很有挑战性。这一路骑下来有 60 多英

里，是迄今为止我骑得最远的一次。

这个下午，既锻炼了身体，又欣赏了

风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难以

忘怀。我想，等春天来了，我会骑的

更多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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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暑假的最后一天 

马立平九年级      梁闰清 

早晨起床，我像往常一样走到窗

前，欣赏日出的景色。太阳像一个火

球，把后院附近的林子点着了，远处，

一幢幢宁静的房屋沐浴在那金色的云

雾里，辉映着橙色的光。 

  忽然，我想起了：今天是暑假的

最后一天。一群蝴蝶在我的肚子里开

始着急地飞来飞去。我该为开学兴奋

还是紧张呢？我知道，我唯一一个想

法，就是要用这一天的时间给暑假带

来一种结局。 

那天上午，时光像平常一样地溜

走了；下午四点种左右，我和爸爸出

门跑步，整个暑假我们都在路上长跑，

秋天，我还要参加学校的跑步队。那

天，我才开始真正地注意到我经过的

路上所有熟悉的小东西：马路边的一

个小坑，邻居花园里开的绣球花。这

时候，我才用照相机把这些东西都拍

下来，甚至路边的泥我都想永远记住，

我知道，我以后再也回不到这个时刻

了。 

回家之后，我、爸爸，和我的妹

妹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观察来吃我们放

的鸟食的各种鸟。通过许多个月的观

察，我现在已经对来吃鸟食的各种动

物很了解了，它们也不害怕我了。有

时候，我会在脚边的地上撒一些瓜子，

看到花栗鼠蹦蹦跳跳跑过来，小鸟叽

叽喳喳飞了回来。开学之后，我还会

有这样的机会，安静地度过这段美妙

的时光吗？ 

“姐姐，我们到后院荡会儿秋千

吧！” 妹妹说。我和妹妹比赛，跳上

了秋千，开始使劲的往上荡。突然，

我和妹妹开始笑了起来。我肚子里的

蝴蝶终于平静了，随着我的动作，秋

千飞的越来越高，我的心也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渐渐的，我想，不要为离开懒懒

的夏天而犹豫了，我对参加今年的跑

步队，又能看到好朋友，能在学校学

新知识，而感到兴奋。是的，我会把

这一天的回忆保存在心里面，而且，

我心里还有为未来的空间呢。 

太阳开始落山了，又把林子点成

了一片火热的橙色；我的蝴蝶，轻轻 

的，飘进了日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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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物寄情   

编者按：一把扇子，一个音乐盒，甚

至是一块小石头，当它们融入我们的

经历后，就不再是简单的小物了。那

里面有文化，有亲情，有故事，有回

忆，拿在手里，燃起心中快乐的火花。

以下是美洲华语八年级的同学们讲述

自己心爱小物的故事。 

 

我有一把蓝色的扇子 

美洲华语八年级      冯家琰 

我有一把蓝色的扇子。扇子上面

有一只熊猫，熊猫在吃竹子，很可爱。 

我跟妈妈去中国的时候，我们每

天都会逛街。有一天，我和妈妈在北

京逛街，看到一家专卖店在卖扇子。

店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扇子，有不同

的颜色，图案和大小。有中国风格的，

也有欧洲风格的。我想给我的朋友买

点中国的纪念品，妈妈说给他们每人

买把扇子吧，他们会很喜欢的。这个

店里的价钱也合理，我和妈妈都很开

心！ 

 

 

一幅有趣的画 

美洲华语八年级      方博霖 

我的最有趣的东西是一幅图画。 

上个周末，妈妈，爸爸，哥哥，

小狗和我开了一辆 RV 到 Maine 去露营。

RV 很大，里面有一个电视，一个沙发，

两个大床和两个小床，另外还能洗澡

和上厕所。 

我们开 RV 到 Maine 那里一个在

海边的露营地，一共待了三天。我们

的 RV 就停在沙滩上，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能听到海浪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天气很好，我们决

定 去 一 个 灯 塔 玩 。 灯 塔 叫  Nubble 

Lighthouse，有三英里远，很漂亮并且

在历史上也很有名。走到灯塔来回一

共有六英里，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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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小狗，这就更难走了，因为它总

会拉绳子。 

妈妈在灯塔下的礼物店买了一幅

图画。图画里有几个箭头指着不同的

景点，背景是漂亮的灯塔。我喜欢这

幅图画因为它让我想起这次旅行。 

RV 旅行很有趣，让我锻炼了特

别多！ 

 

我有一双乔丹鞋 

美洲华语八年级      钟林宏 

几 年 前 ， 我 爸 爸 从 一 家 名 为

Finish Line 的体育用品店给我订购了一

双乔丹牌的篮球鞋。 

   

我喜欢乔丹鞋，因为乔丹是我最

喜欢的篮球明星之一。乔丹鞋是名牌

鞋，鞋底很有弹性，穿起来很舒服，

很适合打篮球。我喜欢的这双鞋是黑

白两色的，看起来很酷！尺码是六号，

大概是八十美元。但是等了一个月鞋

子才寄到。我非常高兴，迫不及待地

试了试，发现它太小了，我很失望。

因此，我爸爸退还了它，又买了一双

大半码的同样款式的鞋。我盼星星盼

月亮，又等了一个月，鞋子才寄到。

我非常兴奋，急不可待地穿上了它，

发现它还是太小了。无奈之下，我们

又退还了它，并重新订购了一双大一

码的同样式样的鞋。终于这双鞋子的

尺寸刚好合适我。 

原来，那个时候我的脚长得实在

太快了！ 

 

我有一个手机 

美洲华语八年级      张欣皓 

我最喜欢的东西是手机。我的手

机是白色的 iPhone SE，是妈妈今年买

的新款。我期望了很长时间，终于从

Apple Store 买到了，我非常高兴。我

的手机是小号的，我可以放进我的口

袋里，特别方便。我的手机还是长方

形的，上面有三个摄像头，照的相片

非常清楚！我拿到手机后，装了好几

个应用 。我先把我最喜欢的游戏下载

了，因为我偶尔喜欢打游戏。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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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装了很多有用的应用，像 Google 

Maps。 

手机有很多用处，可以发短信，

打电话，和打游戏。在隔离的时候， 

我用 FaceTime 和我好久没见的朋友联

系。我和我的老师用 Skype 上音乐课。

我用手机听音乐，还看影片。我还用

手机点餐，买东西——手机真是个好

发明！ 

 

我有块圆石头 

美洲华语八年级      王康竹 

今年夏天，我和我的家人去了缅

因州的阿卡迪亚国家公园，我们去了 

Pebble Beach 。  这 个 海 滩 被 称 为 

“Pebble Beach”是 因为有很多很圆形

的石头。这些石头虽然都是自然侵蚀

形成的，但是形状很圆——所以看起

来就像是人造的。我们把一块圆形石

头带回了家，这块石头就像我们从商

店买的一样。我喜欢这块岩石，因为

它非常古老，拥有悠久的历史记忆和

缅因州的风格。 

现在，我们用这块石头作为纪念

品。它被摆放在我的桌子上。每次看

到它，我都会记起我们在缅因州的旅

行，以及这块岩石的奇妙之处。 

 

我有一个音乐盒 

美洲华语八年级          钟霖 

我有一个音乐盒，是我去年在南

京参加夏令营的时候在一家购物中心

买的。它花了我一百元人民币。 

 

 要使音乐盒放出音乐，你必须转

动底部的旋钮。我喜欢这个音乐盒，

因为它可以播放好听的音乐。它也很

好看，因为它的上面有一些世界上有

名的建筑物。例如，一座建筑是 Taj 

Mahal (泰姬陵 )，另一栋楼是  Eiffel 

Tower（埃菲尔铁塔）。另外还有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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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Square（红场），Big Ben（大本

钟），Triumph Arch（凯旋门），The 

Leaning Tower of Pisa（比萨斜塔），

The Sydney Opera house（悉尼歌剧院） 

和 a dougong gate（斗拱）。 

我喜欢这个音乐盒的另一个原因，

是因为它是我自己一个零件一个零件

地搭起来的。我很为自己骄傲！ 

 

 日记五则 

编者按：写日记并不仅仅能帮我们珍

藏回忆，记住时光，更重要的是，它

给了我们思考的机会。有所思就常常

会有所悟有所得，使人进步，让人成

长。以下是马立平六年级同学们的几

则日记。 

  

马立平六年级      韦宇宸 

10 月 12 号，星期一，下雨 

今天我和妈妈去做披萨。做披萨，

其实是挺简单的，先要准备一个盆子

把面粉放进去。然后按比例放好水。

每 3 杯面粉放一杯水。再加发酵粉、

盐、和橄榄油。然后拿一双筷子，慢

慢把面粉搅成絮状，再用手使劲揉。

等面揉的很光滑，就可以把面团盖好，

放到温暖的地方，让面慢慢发酵。 

 然后我们要把烤箱打开，设到

425 华氏度。另外，这次我们还切了一

些香肠，蘑菇，和洋葱。放在盘子里。 

 等面发好了，妈妈很快地把面摊

成薄薄的一层。在面表面抹上西红柿

酱，撒上奶酪，铺好准备好的各种菜。

放到盘子上送进烤箱烤 15 分钟。 

        

 15 分钟到了，就可以拿出来吃了。

我和弟弟看见了烤好的披萨，吃得很

开心。 

 

10 月 13 号，星期二，下雨 

 今天妈妈买了一大袋土豆。我决

定给大家做薯条吃。做薯条不是很简

单，但也不很难。我从袋子里找了两

个很大的土豆。首先要把土豆洗一下，

把脏东西洗掉。接着要削皮。再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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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切成大概半寸厚一寸长的块。然后

接一锅水把土豆块倒进去，水开后再

煮 5 分钟把土豆块倒出来用冷水冲一

下。拿一个大碗，里面放两勺橄榄油，

一点蒜末，罗勒叶，半勺盐，和一点

百里香。再把土豆块倒进去，拌匀。

搅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土豆

已经半熟了，很容易断。这时可以把

空气炸锅打开，设在 400 度。温度到了

以后，就可以把土豆块倒进炸锅里。

22 分钟以后就可以吃了。 

 薯条烤好后，我把薯条倒到一个

盘子里。闻着真香啊！等弟弟们来了，

我们三个把薯条一扫而光。 

 

10 月 23 号，星期五，阴转晴 

 早上起来窗户外面雾蒙蒙的，一

点也不冷。妈妈平时总说“秋高气

爽”，我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可是

我肯定这个天气一点也不凉爽。秋天

已经开始冷了吗？我没有觉察到，因

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上网课。不

过，树上的叶子还是纷纷落下来了。

昨天园丁刚刚清理过的干净的草地，

又迅速地被金黄色，亮红色，或是深

褐色的落叶占领。风一吹，还有好多

叶子嘻嘻哈哈地从树上飞了下来。外

婆在收拾她的菜园子，好多蔬菜已经

不长了。她每次出去摘菜都会说：

“这是今年最后一次豆角了……”可

是隔一周再出去又可以摘回一大把。

这到底是夏天不愿走，还是秋天不愿

来？ 

       

 

马立平六年级      王清媛 

我的班主任 Mr. Pesce 

我曾经有一个班主任叫 Mr. Pesce。 他

有黑头发，黑眼睛和白皮肤。他很风

趣，善良。 

他上课的时候总是给我们讲一些

搞笑的故事。有一些故事让我们笑到

整个学校都震动了。他不光讲故事还

讲笑话。他让我们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发生在身边的

一个故事。每到冬天，外面冷了，小

松鼠就会从他的烟囱爬到他房子的屋

顶取暖。每天早上三点钟，他就听到

屋顶上嚓嚓嚓的声音，他就会想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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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把松鼠扔出窗外。但是他还是没有

那么狠心。 

我的班主任 Mr. Pesce 是我最喜

欢的五年级老师。 

 

我们的课堂宠物 

今天中午，我们在准备放学。忽

然，Mr. Pesce 把一条小金鱼拿出来。

我们全班都在看着小鱼。于是我们要

给他取名字。 

我们都在说自己的想法。说了半

天也没有一个喜欢的。终于有一个小

孩说 “Arthur”。然后它的名字就成

了 “Arthur”。 

Arthur 一开始一动也不动。后来

它游起来了！它好可爱！为什么我们

有一个课堂宠物呢？我觉得有两个原

因。第一个是要我们学会怎么好好照

顾小动物，这样我们就会有责任感。

第二，它会给我们带来快乐。 

今天是星期五，我到下个星期二

才能看见 Arthur。我会很想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