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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又到春暖花开之时，离纽约

州因疫情爆发颁布禁足令已经过了超

过一年的时间。大家渐渐都习惯了口

罩在脸上的触感和消毒液的气味。今

天让小主编成可馨带我们大家一起，

回看这一年的心路历程，期待更好的

转变。 

中文 AP       成可馨 

过去一年的回顾 

2020 年，在中国又叫做“庚子

年”。历史上的庚子年总是不太平的

年份。而过去的 2020 年，对很多人来

说应该都是非常艰难的一年。新冠病

毒在年初的爆发，疫情在全世界的蔓

延，让所有的人别无选择的宅在家中，

没有人可以旅行，或者和朋友家人相

聚。航空公司大幅度削减航班，很多

国际航班甚至全部取消。往年十二月

底至一月初，我都会利用冬假时间和

妈妈去中国拜访我的祖父母。我的大

部分家庭成员都在中国，所以我没什

么机会见到他们。冬假是我一年当中

唯一能见到祖父母和堂兄弟姐妹的时

间。可惜，在去年，因为新冠病毒的

流行，我无法飞去中国，也无法与我

在中国的亲人相聚。我很失落。 

在 2020 年三四月份，新冠病毒刚

开始在美国传播的时候，学校也关门

了。所有课程都是在 zoom 上进行。我

见不到我的朋友和老师。因为整天都

呆在家里，我也失去了坚持锻炼的动

力。在疫情爆发以前，我每周游泳三

次，每次都要游一个小时。但是疫情

爆发，游泳池关闭了，我也不能再游

泳了。而且像我的大多数同学一样，

一开始我并不喜欢通过 Zoom 学习。我

不习惯对着屏幕讲话。随着疫情的蔓

延，一切似乎都变得非常糟糕。 

 

自从新冠病毒爆发以来，我有几

个月的时间没有离开屋子了。人变得

很没有精神，也比以前懒散。但是有

几件事改变了我。有一天，我正在观

看我最喜欢的 YouTube 频道的视频, 

叫 The Try Guys。这个节目是讲有四个

男人在尝试他们从未做过的事情。他

们的视频通常都很有趣。但是，那天

的 视 频 令 人 难 过 。 因 为 其 中 一 位

YouTuber 妻子的父母都感染了新冠病

毒，生命垂危。妻子看上去真的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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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心，尽管如此，她依然露出了微笑。

第二天，我爸爸告诉我他在电视上看

到的一些新闻，新闻里讲，由于疫情，

美国许多家庭面临危机，因为很多父

母都正在或已经失去工作。以至于许

多家庭负担不起让他们的孩子在线学

习，因为他们没钱交上网费。我突然

意识到自己有多幸运。疫情确实给我

的生活和学习带来很多不便。但和其

他一些家庭相比，我的生活状态还是

要好得多。我的家人没有一个人感染

病毒，我父母还保有工作,因此我才能

有必要的资源来在线学习。除了宅在

家之外，我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太大的

不同。虽然我无法和我的朋友出去玩

或着飞回中国拜访我的家人，但我可

以给他们打电话或视频聊天。虽然被

困在家里真的很不舒服，但是我和爸

爸妈妈弟弟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为

了支持我在家里锻炼，爸爸特意买了

跑步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都在跑步

机上跑步。 

现在已经到了 2021 年，回首过去

的一年，尽管它很艰难，但我们还是

要保持乐观的态度，坚信情况会好转。

特别是新冠疫苗大批量接种，让我们

看到了曙光。尽管我们还没有完全走

出困境，但是，请记住，我们一定会

克服这所有困难，让生活重回正轨！ 

 冰川奇观.  

编者按：冰川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二

十多亿年，神秘而又壮观。让我们跟

着小编辑党伊璐来一场冰川探险，体

验这使人无限敬畏却又在不断消融的

奇观。 

阿拉斯加冰川之旅 

中文 AP       党伊璐 

前年夏天，我们全家乘坐了游轮

去阿拉斯加旅游。那是一次非常难忘

的经历！ 

我们先是从纽约经转多伦多飞到

温哥华，在游览了这个美丽的加拿大

西岸城市之后，从温哥华码头登上了

去往阿拉斯加的挪威人游轮。两天后

我们抵达阿拉斯加。一路上的美丽风

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游轮在海洋上航行了七天，停靠

了好几个沿途的阿拉斯加小城。我第

一次见识了各种靠近北极特有的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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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兴奋的一天是我们乘坐直升机

登上冰川的体验。那天一大早，天气

晴朗，游轮停在了阿拉斯加的首都叫

做 Juneau（朱诺）的地方，我们下了

船，和一群同样报了冰川探险的游客，

乘坐专用旅游车到了当地的一个小机

场。在那里，我们换了旅行团统一的

外套和雪靴，一切装备齐全，分批等

待一架架的直升机载我们去冰川。 

终于等到我们登上了一架直升机。

当时我的心既忐忑又激动，因为这是

我第一次坐直升机。我、妈妈和机长，

坐在了飞机的第一排。机舱非常狭窄。

虽然戴上了耳机，但飞机引擎的声音

还是很大。但是，透过机舱的整片玻

璃，视线真的好极了！当飞机升上天

空，我看到了辽阔的阿拉斯加大地。

因为是夏天，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绿

荫湖川。我想象着自己是一只鸟，在

天空中翱翔并且欣赏着自然美景。 

直升机飞行了大约 45 分钟后，

我开始看到了冰川。刚开始，那些冰

山是灰色的，千疮百孔的样子。再往

前飞，慢慢地开始变得纯白了。远处

的起伏冰山和云层相互交融，让人有

些分不清。最后，飞机停在了一处雪

白的还未融化的冰川平地上。 从空中

看下去，那条冰川就像一条冷冻的大

河一样，非常壮观。据说这样的冰川

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上百万年。下了

飞机，大家又穿上带有钉子的鞋，在

导游的带领下，在冰川上走了很远。 

我们也看到由于地球变暖，冰川不断

地在融化，有细细的水流一直在冰川

表面流动。我们还用瓶子接了冰川上

融化的水来喝，非常的清凉干净。在

冰川上我一点也不觉得冷，比我想象

中暖和太多了。可是，这样的天气对

于冰川并不是一件好事，这些万年古

冰在慢慢地消融，已经越来越少了。 

还有一天游轮经过了阿拉斯加冰

川国家公园，慢慢靠近了一处冰山。

这时，我们近距离看到一大片巨大的

冰山在一瞬间落下来，震耳欲聋！这

也是由于气候变暖造成的。 

这次旅行，让我更加认识到，全

球气温变暖的严重性。如果人类再不

行动起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用

不了多久，这些上百万年的冰川就会

消失，海平面肯定会上升，各种自然

灾害也会增加。人类生存的环境会被

进一步破坏，再也无法修复。我们应

该从身边小事做起，节约能源，为保

护环境，拯救冰川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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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外   

编者按：打开窗户，让春风拂面，看

世界变迁。睁开双眼，透过心灵的窗

户，辨识着窗外变化的点点滴滴，记

录下动人心扉的旋律。在这里，马立

平中文九年级班的同学们，以他们自

己的视角，朴实的笔触，告诉你，他

们心中的窗外…… 

——周悦涵老师撰 

窗外，家 

马立平九年级      梁润晴 

“我们到了！” 爸爸说。车窗

外，一座白色的小房子，静静地等着

我们一家人的到来。 

这是我们七年前在新泽西的家，

现在才准备把房子卖了，这也是我们

最后一次的机会能看望这个家。 

走进我小时候的房间，我往窗外

一看，眨了几下眼睛，是夏天，六岁

的我正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呢。对她，

每一角落里都藏着秘密：那两棵高大

的松树的阴影下是一片神秘的树林，

而找到的小石子是宝石。她一会儿钻

到“树林”里面，一会儿又去探望邻

居家的小孩儿在干什么呢。她又往家

里的窗户里一看，该吃饭了，兴奋地

跑进了门。渐渐地，树上的绿叶消失

了，是冬天，十五岁的我该走了。 

 

回家的路上，车窗外，是我小时

候认识的世界，那家我放学后偶尔去

吃冰激凌的店，那条我常常去遛弯的

小街，我以前的好朋友住的房子……

又一次滑走了。车行驶着，车外的景

色离我的记忆越来越远了。我不再能

回到那个世界的故事，人物，或希望

了。 

车窗外的高速公路已经开始把我

带到新的未来了。 

开上了高速公路，窗外的树林像

土色的羽毛似的，摆在绣上了百花的

蓝天上面。路上的车里，坐着各种不

同的人，他们有的在高兴地说话，也

有的像我一样默默地看窗外。每一辆

车内都是一个小世界，每一个小世界，

和我们的世界，构成了整个世界。 

开着开着，窗外的景色又变得熟

悉了，我们快到家了。那家咖啡店是

我和我朋友们考完七年级的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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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的，那家饭馆是我三年级爱去吃

中饭的地方。回家后我从我房间里的

窗户往外看，太阳开始下山了，树枝

从金色的裂缝伸到天上。我眨了几下

眼睛，那是春天，爸爸，妈妈，妹妹

和我正在花园里一边干活，一边谈笑。 

窗外的世界是不断变化的- 季节

和住处永远会变化的。珍惜你的环境，

从窗口往外看见的世界就永远会是家。

家，永远有故事。 

窗外 

马立平九年级      徐安久 

窗外有人、动物、植物、和微生

物，还有无生命的东西，如铁、和石

头等。 

 

这一切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因

为我们的食物来自于动物和植物。我

们的生活，也离不开这些，包括人造

的东西。 

和室内相比，窗外看起来更脏，

外面的马路上有许多泥土。再加上污

染的空气，还有花粉、以及细菌等。

因为有些东西，我们的眼睛看不见，

所以当我在室外活动时，我根本不会

注意到室内和窗外的区别。 

透过窗户，外面还有其它世界，

比如月亮，太阳系中的火星、、天王

星、土星的泰坦、等等。我们将来有

可能飞到这些外部世界，而且我们也

可能发现新的生命。 

窗外的世界看起来要比家里面更

有意思，外面的世界很大。 

 

窗外 

马立平九年级      杨宜承 

窗外，我看到很多东西，树木、

鸟和松鼠。我也看到雪被风从树上吹

下来. 飘起来非常美丽,，这景象让我感

到了一种宁静。 

   

当我们旅行时，透过车窗,  我 看

到了很不同的景色, 从山林里的小鹿到

城里的高楼，而且这些景色渐渐在消

失车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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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的窗户看到的景色是不一

样的。 窗户就像是我们看世界的眼睛。

在不同的时间或从不同的窗口或角度

来看，看到外面的世界很有可能是不

一样. 就像站在纽约高楼上和站在街道

上，所看到的景色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人看到的世界, 也会有不

同的感觉.。 

 

窗外 

马立平九年级      魏杰迪 

透过我的窗户，你能看到很多不

同的景色。 

在过去的一年多的病毒（covid-

19）流行期，外面走路的每个人都带

着口罩我们都很少外出。这让我想起

来去年跟爸爸妈妈弟弟去滑雪的日子。 

窗外还有我的篮球圈。我现在只

能每天都去打一打篮球。 

窗外还有一点积雪，春天的窗外

很漂亮，因为树木都变绿色了。夏天

到的时候，窗外就会开始有更多颜色

了。 

看 到 这 些 ， 让 我 很 怀 念 没 有

covid-19 的日子，我渴望 covid-19 快点

结束，好让大家都回归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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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编者按：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是什么

样的人？是一个高高的男生还是黑头

发的女生？自己喜欢读书还是玩游戏？

在学校是爱数学还是爱画画？马立平

七年级的学生思考过这个问题。让我

们来看看他们写的 “我”的作文！ 

——王子轩撰 

我 

马立平七年级      党潭松 

我叫党潭松，我是一个男孩。我

有黑色的头发，黑褐色的眼睛，个子

不是很高。 

我喜欢游泳，骑自行车和玩电脑

游戏。我对人们都很友好，也很勇

敢，而且很聪明。我有一个幸福的家

庭。现在在上初中，我是六年级的学

生。我喜欢吃寿司，披萨饼和汉堡。

我特别喜欢电脑编程和机器人技术，

并且会玩各种魔方。我在学校最喜欢

的科目是数学。 

 

我八岁的时候， 有一天爸爸把

我送到机器人夏令营。在那里，我学

会了用乐高机器人编程序，很快我和

爸爸一起做了一个能解魔方的机器

人。在那以后，我就开始和几个朋友

参加机器人比赛。我们在第一年的十

二支队伍中排名第六，第二年获得了

第五名。我现在每年都要去参加比

赛。这些比赛都非常有意思。在比赛

中，我们必须通过编程来让机器人执

行各种任务，在一定时间内能够完成

最多任务的队就能赢。 

这就是我，一个快乐和幸运的男

孩。 

 

我 

马立平七年级      曹谙理 

我是一个十三岁七年级的男孩；

高高的个子，戴着一副不深的近视眼

镜，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 

我很爱读书也特别喜欢自然科

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就把元素周期

表都背下来了。我知道元素周期表有

一百一十八种元素。比如 11 号元素是

钠，19 号元素是钾，26 号是铁。我也

读了中国文明史，中国地理和中国文

化。中国具有四千年的历史。它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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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夏，商，周，汉，晋，南北，隋，

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 13 个

朝代。我喜欢中国历史。 

我也被中国文化深深地吸引，特

别是饮食文化，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

菜系，比如：山东菜叫鲁菜，四川菜

叫川菜，湖南菜叫湘菜，等等。我特

别喜欢吃川菜麻婆豆腐和宫保鸡丁。

所以我常在家帮妈妈做这两个菜。 

我也喜欢干家务劳动。做完功课

我就开始帮姥姥和妈妈干家务。比

如：晚上我经常刷碗；下雪的时候，

撒盐、清扫积雪。为了不让妈妈累，

重东西我抢着搬。在劳动中，锻炼了

身体，得到了快乐。 

你们想：“哇，这个男孩真好

呀！”可是我也有缺点。 

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在遇到困难的

时候容易着急。比如在默写生字的时

候，有三个字不会，就会着急，脸红

脖子粗！我觉得自己太笨了，就开始

打自己，事后也会认识到这样做是很

不好的，就开始后悔了。我以后再遇

见困难的时候，要动脑筋想办法解决

问题。 

这就是我，有优点，但也在不断

改正缺点的曹谙理！ 

我 

马立平七年级      陈荷恬 

我站在镜子前， 镜子里出现了

一个女孩：  不矮小的个子，轻巧灵

活。 长长的头发，黑的发亮。 一双不

大不小的眼睛，闪着光芒。  这就是

我，一个初中六年级的学生。   

我很喜欢溜冰， 游泳， 看书和

玩儿电脑游戏。 看书的时候，我如果

喜欢看的话，那我就放不下来了。 我

喜欢花样溜冰，不喜欢游泳比赛，但

是很喜欢玩一个电脑游戏叫 Roblox。  

我最喜欢吃面条，糖果或者甜

点。 我也喜欢巧克力，草莓，香草和

山莓味道的冰激凌。 

我喜欢吃早饭因为可以吃的最

多。 我一般早上吃一个鸡蛋，牛奶和

一些其它的食物。 

我最喜欢的季节是春天和冬天。 

我喜欢春天因为花开了很好看。 我也

喜欢冬天因为可以玩儿雪。 

瞧，这就是我的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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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马立平七年级      张瀚葶 

我的名字叫张瀚葶。 

我有到我肩膀上的黑头发和黑眼

睛。  通常，我穿着一件白色的毛线

衣。 

我妈妈说我像是一位小艺术家，

爸爸说我很聪明，我朋友说我有一个

善良的性格。虽然我觉得他们只在夸

我，可是我非常感谢他们说的每一句

话。 

我今年十一岁，生日是十二月四

号。我正在读初中六年级。我很喜欢

玩电子游戏和读书，但是我最喜欢画

画。我在学校里最爱的课目是写作

课。因为从写作上，我可以表达我的

想法和感情。我在周末弹钢琴，上编

程课，也上中文课。在暖和的季节，

我也会上网球课和游泳课。我弹钢琴

得过很多奖，也在很多地方表演过。 

 

偶尔，或者是有空的时候，我会

跟我的妈妈一起做蛋糕。经常，我会

在蛋糕上放抹茶粉，彩色的小糖球，

和各种各样的巧克力。在我们所有一

起做的蛋糕中，我觉得我们做的抹茶

慕斯蛋糕是最好吃的，又是最好看

的。 

这就是我。 

 

我 

马立平七年级      霏吴其 

我放下我的铅笔，把我的纸拿起

来，然后看一看我画的小女孩。那个

小女孩有着乌黑而密的短头发，但不

是非常短。她的眼睛亮晶晶的使她看

上去有点儿调皮和好奇。她笑的时候

脸上有两个小酒窝。我把我画的画拿

到镜子前面，看了看镜子，心想，

“这个画上的小女孩还真的有一点儿

像我自己呢！” 

我从小就爱做很多事情。我喜欢

画画、读书、拉小提琴、唱歌、写故

事、踢足球、跑步、练跆拳道和很多

别的事情，但在所有这些事情中，我

最爱的就是画画。虽然我刚开始学画

画的时候，我画的不是那么好，但是

我觉得当我画的越多，我的进步就越

大。现在我除了画画，我还开始学做

小动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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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很喜欢读书，我经常读很多

的小说（像我经常画画一样）。每当

我打开一本新的书，我就会进入了一

个新的世界。除了小说，不管那个世

界里装着什么东西，我都会把它读

完。 

我喜爱的这些东西就是我生命的

一部分。这就是我。 

 

我 

马立平七年级      徐爱能 

我的名字是徐爱能，我是男孩，

11 岁。我喜欢玩，吃蛋糕，吃牛排和

烧烤猪排，度假，玩游戏和看电视。 

我数学和编程很好。我最喜欢的

数学学科是几何，最不喜欢的数学科

目是分数，因为它确实令人困惑且难

以计算。 

我想去麻省理工学院上大学，因

为我喜欢技术和数学。我长大后想成

为一名工程师，因为我擅长数学。 

我在学校也喜欢社会研究这个科

目里的历史和地理，因为我学到了非

常有趣的知识。我最不喜欢的科目是

英语，因为撰写论文和个人叙事真的

很辛苦，而且我不知道该写些什么。 

在业余时间，我喜欢看电视，玩

游戏，和做手工 。最近，我做了个玩

具战舰。我用木块和热胶做战舰。我

用胶水把方块粘在一起，然后把大炮

粘在船甲板上。 

这就是我 

 

 

我 

马立平七年级      陈妙言 

大家好，我叫陈妙言。 

我是一个十一岁的女孩。你要知

道的第一件事情是我最喜欢的动物。

我最喜欢熊猫，他们太可爱了！认识

我的人都知道我最喜欢大熊猫。我在

家里数了数，发现我现在有大概十八

个关于熊猫的东西。好多呀！ 

第二件事情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我最喜欢橘色。好多人都不知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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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只有跟我很好朋友知道。我觉得

橘色很漂亮，也是个很充满活力的颜

色。 

我最喜欢的书是指环王。真有意

思！我也很喜欢看福尔摩斯的书。这

两部书都很有意思，很好看。我特别

爱看书，特别是幻想小说，历史小

说，和神秘小说。我也喜欢写小说。

我写了一个英文的历史小说书，讲的

是第二大战时候的事情。那是我写的

第一本书，我好惊讶！ 

 

第三件事情是我最喜欢的电影。

我特别喜欢迪斯尼电影，我是一个迪

斯尼超级粉丝。我看了好多迪斯尼电

影，我也知道好多迪斯尼的东西，我

也去过迪斯尼公园。我特别喜欢迪斯

尼！  

这就是我 

 

 

我 

马立平七年级      薛涵予 

我站在穿衣镜前，镜子里，我看

见一个十一岁的男孩，脸上有些雀

斑，眼睛棕色的，一张大脸微笑地，

这是我一个中学五年级学生。 

我生下来的时候特别小，但是一

岁的时候有挺大，现在又到了平均

了。我天生也很怕冷，我的朋友都穿

着短衣短裤，我还穿长裤子还有长

袖。 

我很喜欢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我可以一直在那里坐着，不用起来。

但是同时如果爸爸叫我去打网球，我

一定会快快地准备好去打网球。我特

别喜欢打网球，每个星期最少打 8 个

小时网球，我也打的挺好，我参加很

多网球比赛。我本来也游泳，但是新

冠来了，我爸爸妈妈不觉的安全，所

以我一年都没有游泳了，我本来游泳

也游的挺好。 

我也很喜欢读书，我可以坐在一

个沙发上，读到读完，才从沙发上下

来，我特别喜欢读书，有些书很有

趣，如果我找到一个我喜欢的丛书，

我就会把这全都读了，然后再去找一

个别的丛书。我也特别喜欢读完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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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我总会想想这些书里的人物是怎

样的生活，在什么世界里面住着。 

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 

马立平七年级      顾约萱 

有一天，我和爸爸在湖边扔石头

玩儿的时候，我看见了水中的倒影。

看到了一个女孩儿圆圆的脸， 神采奕

奕的眼睛，微翘的鼻子，  红红的嘴

唇， 笔直的齐肩黑发。那女孩儿就是

我。  

我自认为我不是一个娇滴滴的女

生，也不是个假小子—，我是二者合

一。 我在网上多次测试， 发现自己蛮

特别。我不喜欢裙子，却喜欢舒适方

便的服饰。 这样才和我的好动合拍。

我不喜欢花边和印花服饰， 却喜欢独

特的打扮。我对服装搭配很有兴趣，

经常找到创新的灵感。我爱黑色和蓝

色， 喜欢各种蓝， 从浅至深。 有时我

也接受朋友们的建议，穿一些粉红色

的外套， 虽然粉色不是我的最爱， 但

粉色爱我😊。 

我喜欢和朋友一起度过愉快的时

光。我还喜欢看电视， 吃美食， 和躺

在床上打游戏。就像很多孩子一样。 

我也喜欢骑自行车和郊游， 可

惜疫情期间很难如愿。我还喜欢有趣

的运动，比如， 花样溜冰和网球。我

还有很多其他的兴趣： 弹钢琴， 画

画， 唱歌还有乱写些东西。  

我从家里来的压力很大。 我哥

在 Brown 上大学，听说是一所常青藤

大学。我爸编程和数学都很厉害， 我

妈会四门外语。他们对我期待很高，

我经常被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 所以

我觉得忙里偷闲很重要。 

这就是我。 

 

 

我 

马立平七年级      罗湘齐 

我是一个非常淘气的人， 我非

常喜欢捣蛋！有一次我去给妈妈开玩

笑的时候，我在门后面等着，等妈妈

走出门后我 “哒！” 的一声把她吓跑

了！还有一次我和我妹妹一起早起一

点，然后在她屋子外面等了二十分

钟，等她醒了的时候，跳出来吓了她

一下！ 



  文芽 | 第 115期 

 

14 
 

我也非常爱滑雪，我爸爸妈妈经

常带我和我的妹妹去。上一次我们去

滑雪的时候没有很多黑道，幸运的是

我们找到了很短的一个黑道！爸爸和

妹妹不小心路过了那个黑道，所以我

必须要独自行动。 

我刚开始就发现这个黑道的冰非

常多！可是我也回不了头了，我只能

深吸一口气，继续前进。下山的时候

我有一点害怕，可是我对自己说，

“没事儿！你可以的！”然后嗖！的

一声滑下山了。 

我就是这样的人，调皮捣蛋，爱

滑雪，希望可以跟大家做朋友！ 

 

我 

马立平七年级      顾仲妍 

我的名字是顾仲妍。我十一岁。

我跟我爸爸，妈妈，姐姐张伯媛，和

兔子卡梅拉住在纽约。 

我喜欢看神秘书和玄幻书因为我

读这些书的时候，会把我带到一个新

的世界。 现在我在看海底两万里。我

喜欢去暖和的地方玩儿，但是现在因

为有 COVID-19 我们不能去。不过我

还能够上学，也能看我的朋友，我们

只需要带口罩和隔离。现在我最喜欢

的课是数学。数学很好玩儿因为我能

用我的脑子。上完学的时候我拉小提

琴，弹钢琴和游泳。我有时间我会跟

我七岁的兔子玩儿一玩儿。 

这就是我。 

 

我 

马立平七年级      张聿行 

我叫张聿行，我的英文名字是

Lucas。我今年是十岁，是五年级的中

学生。大家都说我是一个很认真的孩

子，我也觉得我是这样的，我就是想

尽量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 

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踢足球。从

我四岁的时候，爸爸就教我踢球。从

那个时候起，我就很爱踢球了。我进

小学后，就加入了镇上的足球队，我

爸爸是我们足球队的教练之一。这使

得我更想好好踢球，好好表现。我们

附近有一个有名的足球队，那个足球

队叫 Transylvania。我一直非常希望能

加入这个球队。三年级的时候，我去

参加了这个足球队的选拔，但是没有

被选上，我很失望。爸爸带着我一直

练习，四年级的时候，我又去参加了

选拔，这次，我成功了！我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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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穿上了 Transylvania 的红色球

衣，可以参加联赛了。 

 

疫情期间，我们球队还是尽量坚

持训练和比赛，虽然有时候只是网上

训练，但是我也是很认真地完成老师

的训练要求。另外，我每天还会跟我

爸爸在家里练习踮球和体能训练。我

们也会一起看比赛视频，爸爸会给我

讲解，那样子，我就能从比赛里的人

学到更多技巧。 

我希望能早点像以前那样，在球

场上自由地踢球。 

  

我 

马立平七年级      刘威廉 

我叫威廉，今年十二岁，是一名

中学六年级的学生。 

我喜欢下国际象棋，我从六岁开

始学的，而且参加过很多比赛。我喜

欢下棋是因为我觉得它可以增强逻辑

能力，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活动。 

另外，我也爱玩电游。比如说，

我喜欢在 Hypixel 上面玩一些很刺激的

游戏。玩家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玩

电游可帮我在紧张的学习中放松下

来。 

读书也是我从小的一个爱好，因

为它能帮我增长知识，也有些书挺好

看（奇幻小说或者冒险小说等等）我

觉得这些书看起来是一种享受。 

我个性比较外向，认识的人都说

我有一些幽默感。我爱交朋友，但是

也可以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间。 

这就是我，一个爱动又爱静的中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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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这里，马立平六年级的同

学们分享了他们在家中最喜欢的地

方，描绘了一场大雪的景象。细节中

透出家中亲情，点滴处尽显自然美

景，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马立平六年级      王清媛 

我的大卧室· 

在我家里第二层楼上，有一个大

大的房间。那个房间啊，就是我的卧

室。 

我的卧室有粉色的抢，一个大白

色床，一张书桌，还有两个衣柜。是

不是听着好像无聊有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我可是很会布置的。 

妈妈和我先铺了两个地毯，我又

画了几幅画，印里一些照片。妈妈再

帮我把书桌挪到窗户前面，这样，阳

光会照到我的书桌上。在我的写字台

上，你可以看到又很多笔，书，纸等

等。 

卧室里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是我

的床。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可以在

床上蹦蹦跳跳。我很喜欢跳啊跳啊。

有时我会跳得很高，一跳就会摸到天

花板了！再一跳，就像要飞到天上

了！ 

那个房间是我的学习，睡觉和换

衣服的卧室。在我的心里，那一间卧

室是我在家里最喜欢的地方！ 

 

冬天的雪 

明天就要下大雪了！我到外面一

看，发现大家都在准备明天的下雪

天。大人们在外面撒盐，松鼠在找果

子，小鸟也不唱歌了。外面开始变得

更冷了，这就说明马上要下雪了。 

第二天早上，我一睁开眼睛就迫

不及待的往窗外一看，发现下雪了！

从天上飘了一万个小小雪花。每个地

方都是银装素裹！天上也只能看见云

了。 

 

当雪下小了一点，我就飞快的跑

出去玩雪。哇塞，雪好美丽啊！雪花

沙沙的一直在飘着，我把舌头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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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个小雪花落到我的舌头上。让

我感觉我自己变成了一个雪花，在天

上跳舞，穿着一条银色的裙子，跟我

的小伙伴一起玩。 

后来我和妈妈决定堆一个雪人。

妈妈跟我说，要先做一个小雪球，在

雪里滚一下就可以了！我们两个滚了

三个大雪球。我从家里拿了 6 粒小豆

子，一根芹菜和两个小玩具。6 粒豆子

变成了它的笑脸，那根芹菜变成了鼻

子，然后玩具变成了它的手！做完

了！ 

下雪天是最有趣的，可以看风

景，又可以玩，实在太好了！ 

 

马立平六年级      金诗浩 

我的房间 

我家住在纽约里的 Larchmont。

我家房子是灰色的。走进我家房里上

到二楼第一个屋间，进我的房间，正

中间是我的床。我喜欢我的床因为很

舒服。我床上有很多毛绒玩具。我的

床对面是一个书桌。书桌上有台灯和

电脑。我在书桌上能做作业和读书。

床的左面是我的书架。书架上有很多

书，都是我喜欢的书。房间里最喜欢

的东西蛇瓜在床上面的话因为我的哥

哥送给我的。我一看就想起来哥哥

了。我喜欢我的房间 

 

马立平六年级      韦宇辰 

我家的后院 

我家的房子有一个很大的后院，

东，北，西面都种了一排松树。他们

长的很高大，树枝从上到下子也长的

密密麻麻。他们 就像一堵绿色的围

墙，把我们的家围起来。我们兄弟几

个在里边玩耍，外边人都看不见。 

这后院是个小斜坡，他的最下面

有一个石板铺的平地。我们小时候在

这里骑三轮车。我们长大了后，爸爸

妈妈给我们换成了小自行车。我们开

始的时候总是摔倒，可是我们不怕

疼，爬起来又继续起。后来我们的骑

车技术已经熟练了。有一次，我们骑

着车子追着玩，突然我们的车子碰到

一起，我们都摔到了地下。我们谁也

没有哭，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我们

哈哈大笑，从地下爬起来，继续玩。

就这样我们在这块场地上学会了骑自

行车。 

后院的最上边是一个游泳池。他

像一个大豆子，有点弯弯的。他的底

部是天蓝色的，周围是白颜色。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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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池的清水谁都想跳下去玩水。我

第一次到教练哪里学游泳，连最简单

的换气都不会。教练让我回家在脸盆

里练呼吸。我就想到游泳池去练。我

穿上游泳衣，带上游泳帽，就和妈妈

一起到游泳池学练吐气。练了几个下

午，我已经可以在水下吐气了。我在

教练呢里学了有用的基本动作，回来

在我家的游泳池反复练习。一米，两

米，三米...... 我在这里学会了游泳。 

  我的后院像一个小公园又像一个

游乐场，还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很多

快乐。我喜欢我家的后院。 

 

   

冬天的第一场大雪 

半夜里，雪花静静地飘了下来。

“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一大

早，我被窗外一阵响声吵醒。起来往

外一看，哟，下雪了！响声是一只树

枝被雪压裂的声音。 

天空阴沉沉的，大朵的雪花纷纷

扬扬的飘下来。一点风也没有，四周

静悄悄的。一眼望去，只有无边无际

的雪，像老天爷在往地上洒面粉。 

门口的楼梯上，草地上，路上，

还有对门邻居的屋顶上，都盖上了一

层厚厚的白被子。每一根树枝上也都

接了厚厚的雪。好一个白色的世界! 

雪真大，一点也没有要停下来的

意思。”白被子“也越来越厚，越来

越厚。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棱角。只

看见一团团圆圆的雪堆。我们也只能

从雪堆的位置来判断哪里是小树丛，

哪里是院子里的椅子。 

扫雪车还没有出来。偶尔有着急

上班的人开着车小心翼翼地从路上开

过。车后留下一道深深的印子。我希

望他们一路平安。可是，我还希望雪

越大越深越好。等雪停了，我们就可

以打雪仗了! 

 

马立平六年级      程郁文 

我的卧室 

当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时，我的桌

子左侧是一张床，在床的左侧有一个

带加湿器的床头柜。我的床前是一个

豆袋椅，当我阅读时可以坐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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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桌子的右边是书架，顶上面放着我

的小提琴，书架里面有书和绒毛玩

具。在我书架的右边是梳妆台，在梳

妆台的上方是电视。在梳妆台的右边

是一个迷你沙发，上面放着我的大玩

具熊。 

在我房间的墙上是我的一些素

描，墙上还有一个留着小胡子的提线

木偶和捕梦网。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房间里做作

业，睡觉或看星球大战和哈利波特。

我不想与任何人共享我的房间。 

  

美丽的雪 

冬天是一年中我最喜欢的季节。

当我醒来向外看时，美丽的雪轻轻地

落在地上。有时，我故意半夜醒来，

只是为了看看降了多少雪。 

我上学出门走到外面，一抬头，

有时会看到乌云，有时会看到蓬松的

白色云彩，大多数时候，我只是看到

晶莹剔透的雪落在我的脸上，有时会

落入我的嘴里，尝起来冰凉冰凉的。 

每 个 周 末 我 去 雷 岭 (Thunder-

Ridge) 滑 雪 ， 寒 冷 的 雪 吹 在 我 的 脸

上，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大雪停了之后，我可以看到阳光

照耀着闪闪发光的雪，它非常明亮。

到处都是人们在铲雪孩子们在后院拉

雪橇。 

降雪带给许多人欢乐，我希望人

们会像我一样爱它。 

 

 

马立平六年级      刘培昊 

我的卧室 

 我的家在纽约 scarsdale。我的家

有两层楼，我的卧室在第二层。它有

很大的朝东的窗户。 

你进我的卧室的时候，你先会看

见我的床。我的床是一个棕色的木头

床 。 在 我 的 床 上 ， 什 么 都 是 跟

Minecraft 相关。Minecraft 是一个游

戏。在游戏里，你需要打东西，还有

做东西。我特别喜欢 Minecraft。我被

子上有很多 Minecraft 的图片。被子下

面，是绿色的。我的枕头是灰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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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也有 Minecraft 的图片。我的床单

也是灰色的，还有 Minecraft 图片。 

我的床右边就是我的乌龟缸。我

有两个乌龟。它们俩都是红耳滑龟。

它们喜欢晒太阳。它们吃绿色的乌龟

食物。一个乌龟是十岁，另外一个只

有两岁。它们俩互相喜欢，但是有时

候它们会打架。小的会咬住大乌龟的

腿，还有大乌龟会把小的乌龟丢到池

的另外一边。 

我床的左边是我的书桌。我在那

里上课和做作业。我一点都不喜欢作

业，但是我必须做。我的书桌上有两

个台灯，一堆书，一个铅笔盒，和一

卷纸巾. 还有好多不一样的玩具。一个

玩具是绿色的小青蛙。手表充电线也

在我的书桌上。 

我的卧室非常舒服。我非常喜欢

在我的卧室里待着。 

 

厚厚的雪毯  

早晨起来，发现四周静悄悄的。

一看窗外，发现世界盖 上了一块厚厚

的雪毯。我先像闪电一样穿上衣服和

鞋子，冲 出门外。我踩进雪里，都看

不见我的膝盖了。天空中还飘着  雪

花！一片一片的雪花飘下来。我抬起

头，张开嘴来接住雪 花。感觉真好。

这场景真像歌词里写的“雪花飘飘北

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  

雪纷纷扬杨的又下了一天。一直

下到天亮了。地上的雪  毯又厚了一

层。我把我家的狗放到外面雪地里，

它先是不敢 走，但是过了一会儿，它

学会了怎么走。它像兔子一样。蹦 蹦

跳跳的。非常可爱。它给它自己挖了

一个洞，然后它藏在 里面。我们家都

以为 PO 的毛是雪白的，但是在雪里一

看，发现它的毛比雪还黑很多。我妈

妈把这个视频放到 WeChat 上了，她的

一个朋友说：“幸亏它不是雪白的，

不然你就要 戴滑雪镜！”我觉得太好

玩儿了。  

这难道不是一场美丽又好玩儿的

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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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学随笔.    

编者按：美洲华语五年级的小作者们

在这组文章里介绍了自己的家人，探

讨了保护地球的方法，描绘了绮丽的

雪景，分享了美食的鲜香。生动活

泼，稚趣盎然，大家不要错过！ 

 

我的一家人 

美洲华语五年级      周琳茵 

我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姐

姐和我。妈妈来自中国，爸爸来自巴

西。我妈妈会说中文，爸爸会说葡萄

牙语。我姐姐七年级，她喜欢唱歌、

表演、和跳舞。我的爸爸妈妈都喜欢

做饭，做得非常好吃。姐姐最喜欢的

颜色是粉红色和黄色，我最喜欢的颜

色是黄色和橙色。妈妈在瑞士保险公

司工作，爸爸在银行工作。妈妈喜欢

打乒乓球，她总是赢我。 

 

 

美洲华语五年级      陈沛涵 

我家有四口人，妈妈、 爸爸、

哥哥和我。还有两只猫，叫秋天和狐

狸。 

我家住在纽约郊区一个安静的小

镇上。我爸爸妈妈来自中国。我的爷

爷、奶奶、姥姥和姥爷都在中国。爷

爷奶奶家在湖北恩施，伯伯也在恩

施，姥姥姥爷家在大连。我每年去中

国看望他们。我很喜欢中国，因为那

儿有很多美食，还可以跟祖辈们聊

天。我们每年都庆祝春节、中秋节，

和端午节，每个节日都有各种好吃的

食物。 

 

美洲华语五年级      陈亨媛 

我家有五口人：妈妈、爸爸、我

和两个弟弟（七岁和五岁）。 我的弟

弟们很幽默，但是很调皮，我很爱他

们。我和弟弟们都在香港出生。我妈

妈在美国出生长大，爸爸在台湾出

生，十一岁移民到美国。我们 2017 年

从香港搬回美国。妈妈是一个律师，

在纽约市上班，工作很忙。我爸爸开

了两家餐厅，工作也很忙。我们一家

人很喜欢一起打高尔夫球，也喜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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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去旅游。奶奶和我们住在一起，她

每天做很好吃的菜。外公外婆也住在

附近，我很喜欢跟他们一起聚会。 

 

美洲华语五年级          孙津 

我家有妈妈、爸爸、哥哥和我。

我们一家最勤奋的人是我的妈妈，她

既要做家务，又要照顾我和哥哥，还

要上班。我和哥哥看到妈妈这么辛

苦，也会帮她做家务。我会炒饭和煮

其它的食物。爸爸要上班，也会修理

东西。 这就是我可爱的一家人，我爱

我的家人。 

 

美洲华语五年级      朱涵静 

我家有妈妈、爸爸、姐姐和我四

个人。还有两只豚鼠，叫  S'mores 和 

Pigwidgeon 。 我 们 住 在  Scarsdale ，

NY，住在一栋绿色的两层楼的房子

里。妈妈是一个科学家，爸爸是一个

金融工作者。姐姐现在上 7 年级，我

上 5 年级。我们全家都喜欢运动和旅

行，每年冬天去滑雪。我们也喜欢开

爬梯。 

 

 

美洲华语五年级      辛牧野 

我家有五口人，妈妈、外婆、外

公、小妹妹、和我。妹妹的名字是球

球，只有四岁，很喜欢跟我玩。我碰

到困难的时候妈妈会帮我。外婆负责

做饭和照顾小妹妹。外公很喜欢看电

视，可是他把声音开太响了，并且看

很长时间。 

 

美洲华语五年级      黄嘉阳 

我家里有很多奇妙的人，有我聪

明的妈妈，强大的爸爸和高兴的弟

弟。妈妈会每天早上起来帮我们做

饭。爸爸一大早就起来用电脑工作，

然后送我们去学校。学校放学后，妈

妈会来接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爸爸

有空的时候会教我们篮球和足球。弟

弟每天都是乐呵呵的，我们两个都是

很努力的兄弟。     

 

 



  文芽 | 第 115期 

 

23 
 

我们怎样爱护地球？ 

美洲华语五年级      李沐鸿 

我们可以使用电动汽车，回收利

用废品和植树来保护地球。 我们必须

保护我们的地球，因为这是我们人类

生命赖以生存星球！ 

 

美洲华语五年级          大优 

我们需要保护地球，因为它是我

们的星球和家园。  如果我们不保护

它，就无法生活在这个星球上。 如果

我们不关心这个星球，那不是不承担

您的责任吗？  

 

美洲华语五年级      陈亨媛 

我们要爱护地球，因为我们需要

在这个地球上生活。我们每天需要空

气和水来，可是空气和水已经开始被

污染了。许多的化学添加剂也伤害了

我们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保

护地球。比如说，我们应该少用汽

油，因为排出来的毒气会污染空气。

如果想去的地方比较近，就应该走

路，不要开车。我们也应该尽量少喝

瓶装水，因为丢掉的瓶子也会污染地

球。我们应该好好保护护地球，因为

地球是我们住的地方。我希望我们住

的地方永远是干干净净的，也要为下

一代着想。 

 

美洲华语五年级      朱涵静 

为了保护地球我可以减少浪费，

回收纸张，。 我还可以种树，尝试骑

自行车，减少开车，因为汽车消耗大

量的汽油， 会污染空气。 

 

美洲华语五年级      邱靖雯 

为了保护地球， 我们可以回收

用过的纸板、旧书和塑料之类的东

西，也可以减少使用塑料用品。 保护

我们的地球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喝干净的水，吃健康的饭，呼

吸新鲜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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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雪 

美洲华语五年级      陈沛涵 

冬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因为冬

天会下雪。下雪的时候，雪花像白色

的羽毛从天上落下来，很快地上都变

白了。屋顶像戴了白帽子。树上落满

了雪花，好像开花了。雪下大了，我

就不用上学了，可以出去玩儿，扔雪

球，滑雪板和堆雪人，还可以躺在地

上做雪天使。我喜欢冬天的雪。 

 

美洲华语五年级      邱靖雯 

下雪了！路上、树上、房子上，

到处都是雪。我邀请我的朋友们一起

来打雪仗。我很喜欢雪，我的狗也喜

欢。它喜欢在雪地上滚来滚去，真的

很好玩。一下雪， 我的狗总是叫着要

出去玩。 

 

美洲华语五年级      辛牧野 

下雪的时候，我喜欢看雪飘下

来。如果下得大，我喜欢堆雪人，扔

雪球和铲雪。如果雪下得不大，我就

觉得很无聊。我也喜欢在下雪天喝热

巧克力。我不喜欢雨夹雪，不知道为

什么，但就是不喜欢。 

 

最喜欢的食物 

美洲华语五年级      陈亨媛 

很多人认为我最喜欢的食物是中

国菜，因为我是中国人，也因为我父

亲有两家中餐馆。其实我最喜欢的食

物是寿司，因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选

择。比如三文鱼、鳗鱼加黄瓜、金枪

鱼，我都喜欢！ 

 

美洲华语五年级      陈沛涵 

白菜老豆腐骨头汤是我最喜欢吃

的食物。我最喜欢的部分是骨头汤，

因为汤是用猪的筒骨和龙骨一起熬成

的，非常鲜美。我喜欢汤里的白菜，

因为白菜既健康，又好吃。 

 

美洲华语五年级      辛牧野 

我最喜欢的食物是辣面条。不知

道为什么，我就是喜欢辣的东西和面

条。我更喜欢汤面，不怎么喜欢炒

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