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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的春节，注定特殊。中
文学校的师生和家长，成功地在线上
举办了学校有史以来的第一场云联欢。
整台晚会喜庆热闹，欢声笑语不断，
请看文芽小编辑带来的特别报道：
中文 AP

党伊璐

2021 年 2 月 27 日晚上 7 点，华
夏纽约中心学校举办了牛年春节云上
联欢会。春节联欢会是全校老师和同
学们一年一度的传统聚会。往年都会
在校园里举行庆祝活动。而今年最大
的不同是所有的人都坐在了电脑屏幕
前，通过网络相互祝福。

晚会上最吸引大家的还是发红包，

虽然大家不能坐在一起，大家的

抽奖和猜灯谜。中奖的人都领到了礼

热情却一点都不低，节目也是丰富多

品卡。最大的奖是 Apple AirPods，可

彩。Zoom 里还有五位小朋友做小主持

惜我没有中。不过最重要的是，大家

人来为大家一一介绍节目。整台晚会

都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辞旧迎新，

总共有二十多个事先录制好的节目，

欢庆牛年。

有舞蹈，说唱，小品，诗朗诵，还有
学校家长演唱的 MTV，好听极了。这
些录像节目都制作得很用心，表演者
非常认真，而且我还听说有不少节目
是学生制作的，小朋友们真是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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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中文学校组织的演讲

学习中文有感.

比赛吸引了我。一开始，我很紧张，

编者按：中文是如此的博大精深，学
起来当然很不容易。同学们在学中文
的过程中，一定遇到过各种阻碍和问
题，让人有些泄气。不要着急，我们
一起来听听文芽小主编王子轩是怎样
客服困难，不断进步的。

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演讲比赛。但

过山车一样的学中文

四年级上完，我就立马告诉妈妈，明

中文 AP

是，通过练习，我越来越有信心了，
还拿到了奖。我第一次作为获奖选手，
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非常盛大的颁奖典
礼。这次成功，让我学中文的兴趣又
开始像过山车一样，慢慢地在往上升。
年还要上中文学校！

王子轩

渐渐地，我发现中文学校不仅仅

我没有想到，在华夏纽约中心中

是一个学中文的地方，还是一个交新

文学校上了 8 年学，收获竟能这么大！

朋友和参加各种活动和比赛的平台。

在这个有着浓郁中国文化氛围的学校

我参加了中文学校组织的辩论赛，成

中，我学中文的兴趣像坐过山车一样，

为了辩论队的一辩。我非常开心在这

有起有落，却酣畅淋漓。

里遇到那么多优秀的辩论手，他们让
我感受到了思辨的力量。作为那一年

我是从二年级开始进入华夏纽约
中心中文学校的。刚开始，我很高兴，

的最佳辩手，我还受邀成为了中文学

因为，每个星期天可以在中文学校学

校春节晚会的主持人。当我和小伙伴

到很多有趣和新的知识。但是，慢慢

们站在春晚舞台上，我由衷地为自己

地，我觉得疲倦了。我真的很想在星

这几年坚持学中文而感到自豪，也感

期日的早上睡懒觉，我不想去中文学

谢学校给予了我这一方舞台。

校了。我学中文的兴趣像过山车一样

今年，我开始担任中文学校《文

往下降。

芽》杂志的主编，这对我又是一个大
挑战，敦促我努力提高我的中文写作
水平。有趣的是，帮着学弟学妹们修
改作文，看着他们文章中的错误，我
好像看到了曾经的我，真的好熟悉！
我想，这就是文化传承的魅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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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学校的这八年，尽管我的

飞雪

心情像坐过山车一样，有上有下，有

美洲华语八年级

高有低，但是一路风景，尽收眼底，
千变万化，五颜六色，伴我成长。

钟霖

天上雪飞狂，
地上白茫茫。
希望不上课，

摩登五言

滑雪到天亮。

编者按：《静夜思》、《登鹳雀楼》
这些诗大家都会背吧？一千多年前的
诗人们就常常用五言绝句来描绘眼前
的情景，抒发心中的感情，传达智慧
的哲理。那么我们现代人又何尝不可
也写几首呢？让我们来看看美洲华语
八年级的小诗人们是怎样用现代五言
来表达心情的：
回家
美洲华语八年级

方博霖

周五放学后，

白雪

路上己玩够。

美洲华语八年级

到家干什么？

雪花飘落地，

仍把游戏搂。

白景我入迷。
壁炉生上火，
战袍网上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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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参加。这是一个学习表演、唱歌

新年的愿望

和跳舞的夏令营。

编者按：全球疫情在 2020 年爆发，它
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正常的生
活秩序都被打乱了，原本的外出、旅
游休闲都被“宅家”所取代。现在这
个不平凡的 2020 年终于过去了。新的
一年伴着希望向我们走来。在这个时
刻，你，可曾许下了什么心愿？ 让我
们来看看美洲华语五年级的同学们，
他们有着怎样的新年愿望？怎样畅想
着去迎接一个全新的 2021 年。

我第三件想做的事情是回香港，
我出生长大的地方。我已经离开香港
很多年了，非常想念我那边的朋友，
希望今年有机会跟他们见面。

美洲华语五年级

朱涵静

我想在 2021 年做很多事情。第一，

——成可馨撰

我要吃更多的蔬菜和健康食品，因为

陈亨媛

我平常很喜欢吃甜点。我想做得更好

今年 2021 年，我想做许多我去年

并安排好自己的作息时间。我经常不

美洲华语五年级

的另一件事是，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2020 年没有做到的事情。当疫情过去

按时起床和睡觉，所以我要改。最后，

以后，我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去加州

我会做更多的运动，因为在 2020 年我

找我的表哥表妹玩。我表哥和表妹的

经常待在屋子里，所以今年我需要做

年龄跟我和我弟弟的一样，我们相处

更多的运动。

得很好，每一次都玩的很开心。
我第二件想做的事情是去参加一
美洲华语五年级

个过夜的夏令营。去年我本来应该第
一次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可是因为疫

王益天

在 2021 年，我想做很多事情。

情的关系活动都取消了。希望今年有

第一，我想在学校得到进步，拥
有更好的成绩，并变得更聪明。这样
当我长大后，我就不必流落街头并有
一份好工作。我会变得更聪明，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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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更多的钱而变得更富有，这样我的

我 2021 年的第二个目标是计划在

父母会非常高兴。

疫情结束后去欧洲度暑假。

第二，我想学弹奏乐器，我明年

我 2021 年的第三个目标是成为一

想吹小号。我喜欢这种乐器，而且它

名职业要塞 。我打算在有更多空闲时

看起来似乎真的很容易演奏。我期待

间时这样做。

着学习这个乐器并希望自己学习其它
新的乐器。我的姐姐会演奏乐器，我
希望我学会小号后，可以和姐姐一起

美洲华语五年级

邱靖雯

表演。
在 2021 年，我想去滑雪，去 Six
第三，我想节省足够的钱来买一

Flags 和去中国。我想去滑雪。滑雪是

台新的笔记本电脑。我的旧电脑不能

很好的运动，很好玩。我想去 Six Flags。

视频，所以我希望能有个可以视频的

今年我能玩所有的游乐设施。我最喜

电脑。而且我也可以用新电脑玩游戏，

欢的是 EL Toro 过山车。我想去中国。

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因为这是我自

在中国，我能见到爷爷、奶奶、姥姥

己的电脑，我还可以装饰背景，使它

和姥爷。等 Covid19 走了以后，我要去

看起来很酷。

北京吃中餐。我还想去爬长城。

最后，我想减肥，因为我很重，
所以我想做些运动来帮助自己。我以
前是正常体重，医生说我很健康，但
是现在我不是那么正常，我想回到原
来的体重。

美洲华语五年级

大优

我 2021 年的目标之一是在疫情结
束后去纽约州北部的乐高乐园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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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华语五年级

陈沛涵

美洲华语五年级

在 2021 年，我想学习如何玩杂耍，

黄嘉阳

第一，我想今年自己动手做一个

再次旅行以及学习烹饪。我想学习如

电脑。我可以利用老电脑上还可以用

何玩杂耍，因为我一直看着人们玩杂

的零部件，然后，我和父母再去买其

耍，这是我一生想要做的事情。我想

他需要的零件。组装好以后，我要把

再次旅行，因为我已经快一年没有到

电脑送给父母。我想要打开这台老电

任何地方旅行了，我真的很想再次到

脑，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处去看看这个世界。最后，我想学习

第二，在 2021 年， 我要学会

做饭，因为我想长大后自己做饭。

“python”编程。我想要学做一个小
游戏跟我朋友玩。我将来想当一个程
序员。
第三，我想要开始挣钱并把我挣
的钱攒起来买一个很贵的东西。我还
要学习攒钱的方法。

美洲华语五年级
美洲华语五年级

李沐鸿

我在 2021 年真正想做的是：第一，

周琳茵

提高思想，改正错误；第二，加入足
球队。我在学校里经常踢足球，其他

在 2021 年，我希望 Covid 19 消
失。这样朋友和家人就能经常见面了。

孩子们说我踢得很好，但我认为我还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不必天天待在家里

可以提高。第三，更好地骑我的滑板，

了。最后一个原因是不会有许多人因

需要学习如何在狭窄的斜坡上减慢滑

此而生病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

板的速度。

Covid19 在 2021 年消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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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华语五年级

辛牧野

在 2021 年，我很想在游泳课上得

编者按：说起宠物，大家是不是都

到海象徽章。我现在已经有了海马徽

想到了小狗小猫小豚鼠？其实，并

章。我正在练习自由泳，练好了就可

不是只有毛茸茸的小动物才惹人喜

以拿海象徽章了。我也很想打完我的

爱的，只要你拥有一颗充满好奇又

Minecraft Dungeons 电子游戏。我现在

热爱生活的心，花鸟鱼虫都是可以

已经达到 Cacti Canyon。我要打完这个

当作宠物的。下面，让我们来听听

游戏，因为我很喜欢它。最后，我要

马立平六年级的同学们聊聊他们各

好好学习数学。我数学已经很好了，

自的宝贝。

但是我还可以学得更好。
马立平六年级
美洲华语五年级

刘培昊

乌龟

孙津

我每天早上一起来第一件事，就

2021 年我想：1. 小学毕业；2. 语

是喂乌龟。我得先抓一把乌龟食。乌

文成绩好一点儿；3. 学会怎么做饭。

龟食看起来像绿色的小条条。丢到乌
龟池里面，它会在水上漂着。我的乌
龟看到食物的时候，它们会开始抢吃
的。如果他们在一块食物的附近，他
们会把头像闪电一样的快地一伸，咬
走一块食物。这非常有趣。有时候我
会在池里放一块白菜，看它们咬它。
如果他们不饿，它们会“告诉我”。
它们不会动，也不看我。如果我看到
这个，我知道不用给它们食物了。
好多时候，我的乌龟会在石头上
懒洋洋的躺着。池里面有一块小石
头。我的乌龟非常喜欢在那里躺着。
有时候我的小乌龟会爬到大乌龟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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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非常可爱。如果我们把池里的水

李子树已经长出来几个果子了。

放太多，乌龟们就会爬到一个很高的

他们长得像绿色的小葡萄一样，从不

过滤网上。我的乌龟有时候喜欢干，

同形状的绿叶里露出头来。这是因为

如果我把乌龟从石头上放到水里，他

我们的李子树其实是四个不同种的李

就不会高兴。

子树合并起来的。有的李子还特别
小，但是有些变成象小乒乓球那么

当我无聊的时候，我会把我的乌

大。这写李子是松鼠最爱吃的。

龟放到地板或者草地让它爬。看它怎
么爬特别有趣。它会跳着爬。像个小

我奶奶想出很多的办法不让松鼠

青蛙一样，一跳一跳的。我的乌龟也

偷我们的李子。她把树用网围起来，

很强壮。当我把它们放到一个红色健

还有把最大的几个李子用塑料袋包

身球的底座里的时候，它会自己爬出

着，但是松鼠太聪明了。

来的！如果在上面再加一个底座里，

看着，看着，我忽然觉得我自己

小的乌龟不会跳，但是我的大乌龟也

仿佛就是一个小李子。我仿佛穿着一

还会自己跳出来的！

件绿色的衣服，站在阳光里。一只调

如果我在白天进我的屋，我的乌

皮的松鼠过来，偷走一个我的姐姐。

龟会给我“打招呼”。他先会跳到水

又来了只松鼠。他把我偷走了。我静

里面。然后在池子的玻璃上碰头。他

静的站在松鼠的胳膊上。它把它的头

们不会停的。他们就游一会，再碰一

朝着我然后说：“我现在要吃你

下头。我觉的这特别可爱。有时候我

了。”

想知道这个疼不疼。乌龟碰头的时

又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记起我不

候，就像在跟我打招呼。

是李子，我是在看李子呢。

我特别爱乌龟，我希望你也爱乌
龟。
我们的李子树
一天早上， 我到我们的后院，
远远就看到松鼠在偷李子。于是我赶
紧往李子树跑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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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六年级

“嗖”的一下，窜到林子里去了。我

韦宇辰

好久没看到他了，还挺想念他的。

我家后院的“小客人”们

小松鼠们是我家后院的常客了。

我家里没有小宠物，可是我家后

他们已经把这里当它们自己的家了，

院里却非常热闹，经常有“小客人”

每天在我家的树上奔跑和玩耍。有时

们来拜访。

候还跑到阳台上面找我们要吃的。去

春天里，后院出现了一群火鸡。

年秋天我们在阳台上发现了好几个新

有两只大的火鸡爸爸妈妈带着五六只

鲜的板栗。肯定是他们不好意思总是

小鸡宝宝。他们悠闲地从林子里走出

吃我们的东西，给我们还礼来了。

来。边走边在地上找吃的。火鸡宝宝
长得特别快，每次我看到这一家子，

这些“小客人”们给我的生活增

就发现他们又长大了一些。等到秋天

添了很多乐趣。

的时候，我都分不清谁是爸爸妈妈，
谁是宝宝们了。我其实很担心他们，

黄瓜

马上就要到感恩节了，他们不会被抓

去年 5 月份，我妈妈的朋友送了

到餐桌上去了吧？可是到了冬天我最

她一棵黄瓜苗。这个黄瓜苗已经长了

后一次看到它们的时候，一家子一个

三片叶子，很壮实。

都没少！

这黄瓜苗的叶子绿油油的，最大

不知什么时候，一只黑猫来我家

的一片叶子已经有了我的手掌大。它

后院“巡逻”。它全身的毛黑油油

的叶片是三角形。边上有一圈很小的

的，看起来很神气。它总是在下午太

锯齿，它的叶片上长满了绒毛，就像

阳最大的时候从树阴里钻出来, 目不斜

撒了一层粉在上面。它的茎长得很粗

视地穿过我家的后院。就像一个国王

壮。我们赶快把它栽到菜园子里。

在巡视他的领土。可是有一天，外婆
在他经过的地方放了一袋院子里的垃

我每天给它浇水，在阳光的照耀

圾。黑猫“国王”一直走到跟前才发

下它长得很快，过了一段时间，她长

现。他没料到在他的“领地”里居然

了五六片叶子，还长了细细的须。这

有一袋垃圾，吓得一下跳到半空中，

时候我们开始给它旁边插上了竹竿，

落到地上后，像一道影子一样，

又给它系上了几根绳子，让他顺着竹
竿往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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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突然看见它开了一朵小

马立平六年级

黄花。仔细一看，这是个雄花，我再

王清媛

八月

一找，就看见了一朵雌花，雌花的花
朵后面有一个小小的黄瓜。我看见小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妈妈和我一

蜜蜂在花间飞来飞去。这是在给此花

起去宠物店。那一天，妈妈决定允许

传粉。小黄瓜要长成大瓜，需要很多

我买一条小鱼。我非常高兴。我买了

肥料，我们就给他加了一些肥料。

一条身子是白色，尾巴是彩色的鱼。
我叫它“八月”，因为那是我出生的

过了几天，我的黄瓜已经长大

月份。

了。大概有 20 厘米长。她紧紧地挂在
黄瓜藤上，好像等着我们去摘它。我

八月是一条胃口很大小鱼。每到

和外婆看见黄瓜已经长了这么大，就

了吃饭的时候，他就会游到水面上。

拿着剪刀，轻轻的把他从藤子上剪下

我们从鱼缸口倒 一点鱼食给八月，它

来。

飞快地把一、二、三、四、五……所
有的鱼食吃了！它心里一定非常高

早餐的时候，我把黄瓜切成片，

兴。

再加一点蒜末，醋，酱油，和麻油，
凉拌一下，就可以吃了。晚餐的时

八月也是一条很活泼的小鱼，它

候，我把黄瓜切成丝，在锅里放一些

最会锻炼了。它会甩甩尾巴。它还会

油，把蒜加进去，再和黄瓜炒一会

摆摆胸鳍。八月有时候还会从嘴巴里

儿，就可以吃了。两种方法，大家都

吐出一些小泡，像是在和我说话。

喜欢。

虽然八月已经死了，但是我想要
它知道，我很爱它，也很想它。

我希望今年黄瓜收获得更多。

牡丹
去年，我和妈妈买了四棵牡丹
花。我们把它种下去的时候，它还没
有发芽。每天我都在盼望着它快快发
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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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去上学的时候，突然

香味但是可以看到它们知道它们都很

看见牡丹发芽了！我高兴得不得了！

漂亮。

过了几天，牡丹开始长叶子了，每天

兰花每天到晚花都是绽开的。兰

牡丹都会长高一大截。又过了几天，

花装在一个很特别的花盆，看起来就

牡丹开始有花骨朵了。有一个星期

像一个小石墙。这盆花是别人圣诞节

六，我往窗外一看，牡丹都开花了！

的时候送给我妈妈的，所以里面有三

牡丹花有一棵红的，像是美丽的

个松果。松果上面也有一点白色的闪

羽毛；一棵黄的，像闪亮的星；还有

光的小东西。松果旁边有些绿色的像

一棵白的，像真玉。每一朵牡丹都长

假草的东西。在花盆的中间有两朵白

得很富贵，颜色五彩缤纷，非常美

色兰花，形状是圆的。一朵花有五个

丽。每次看见那些牡丹，我都会笑出

花瓣，整个摆着像一颗星星一样。中

花。

间是浅黄色看起来有点像花边。有一
个部分看起来像两根胡须，往一个看

唐代诗人刘禹锡写过一首诗，

不见的球上爬。在那朵花的顶端，有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

个花骨朵。这个花骨朵很奇怪，看起

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

来有一点儿像一个很小的芒果。在花

城。”这首诗是说芍药虽美，但是不

盆里也插着一些白树枝，树枝和两枝

高级，荷花又太冷清了。但是牡丹又

花互相缠绕。花的脚底有些叶子。

高雅又热情，所以牡丹被称为花中之
王。最后的诗句是说当牡丹一开，全

我看到兰花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
像飘飘的蝴蝶，散散的花朵在天空悬

城的人都会出来观看。

着。这些蝴蝶永远在空中飞着，永远

我觉得我家的牡丹很好看，希望

不会下来。

每年它们都会在我家盛开。

马立平六年级

丁薇宁

兰花
每天早上，我走到厨房的时候，
我总是看一盆兰花。我闻不到它们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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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盆兰花很漂亮。我一开始看到

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类型的仙人

这盆兰花的时候，以为是假的，觉得

掌，大约 1500-1800 种。但是它们分为

只有假花可以那么美。如果这盆兰花

两个核心组，仙人掌科花卉和仙人掌

换了位置，每天进入厨房感觉会很奇

科植物。仙人掌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大

怪。兰花在那里很久了。我以为兰花

小和形状，但是大多数仙人掌不会长

凋谢的很快。但是这盆兰花还在开

到十英尺以上。大多数仙人掌都是短

放。

圆的，圆高或扁圆的。仙人掌的花很
漂亮。

我会继续享受它的美丽。

仙人掌可用于治疗昆虫叮咬，也
马立平六年级

可以煮来吃。这是墨西哥很受欢迎的

程郁文

菜。我去墨西哥时见过很多仙人掌，

仙人掌

不小心被仙人掌的小刺戳到，但是我
没有吃仙人掌的菜。

仙 人 掌 一 词 来 自 拉 丁 语
“kaktos”，大多生长在沙漠和赤道附

仙人掌是世界上最有趣的植物之

近的炎热地区。仙人掌已经适应在炎

一。

热的天气中生存，这就是为什么它们
有很长的根深入地下，它们的树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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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小刺，所以它们不需要那么多的
水就能生存。仙人掌小刺的另一个好

金诗浩

玉兰树

处是阻止动物吃它们。仙人掌用自己

我家院子里有一颗玉兰树，我之

的树干来储存水份。

所以喜欢它，因为它四季常青，非常
美丽。
冬天的时候，外面很冷，可是玉
兰树还绿着，坚强地在风雪中生存
着。
春天来了，天气变暖和了，玉兰
树开始有新的树叶长出来。新的树叶
是鲜嫩的，跟老的树叶那种绿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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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是玉兰树最美丽的时候。
玉兰树开出白色的花。每一朵花都很
大，像个大圆盘，有一点儿清香，美
丽极了。我非常喜欢。
秋天到了，玉兰花都谢了，结出
了果实。可是我不知道果实有什么
用。果实掉在院子里，也不知道松鼠
喜不喜欢吃。
我喜欢玉兰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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