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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新闻 

中秋联欢会                    林润炎 

 

秋季开学后不久，中秋节就

到了。⼤大家盼望的中⽂文学校中秋联

欢BBQParty上周⽇日（9/27）在

V.E.Macy Park 举⾏行。 

 
那天天⽓气真好，学校上课结

束后，爸爸妈妈接了孩⼦子到位于

Ardsley的公园。在公园中⼼心的圆亭

⾥里，PTA帮忙的家长已经架起烤架

，烤热狗，汉堡的⾹香味飘出⽼老远。

排队领了⽉月饼，还有可⼜⼝口的饭菜，

⼤大家找了位⼦子坐下来，吃饭，聊天

，⼩小孩们迫不及待去玩了。 

今年PTA的新节⽬目--⼤大滑梯，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很快滑梯前

排起了长队，特别是低年级的⼩小朋

友，玩了⼀一遍又⼀一遍，家长黄克勤

尽职尽责地站在那，保护⼩小朋友的

安全。

 
⾼高年级的孩⼦子们玩起了排球

，校长也开⼼心地加⼊入他们，不时传

来他们快乐的笑声。 

之后激动⼈人⼼心的拔河让爸爸

妈妈忘了聊天，⼀一块加⼊入进来。⼤大

家⼀一边⼤大声加油，⼀一边叫着笑着，

真是难忘的⼀一刻。

 
 



⽂文芽团队 

《⽂文芽》编辑团队2015 - 2016学年

有⼋八个⾼高年级同学加盟，⼤大家希望

通过共同努⼒力，把更多的好⽂文章带

给⼤大家。听听我们的编辑是怎么介

绍他们⾃自⼰己的。 
 

林润炎 

  
 

我叫林润炎，今年在中⽂文学

校 AP 班学习中⽂文。我从六年级开

始，在⽂文芽成⽴立时担任记者，再编

辑，⼋八年级开始任主编，已经好⼏几

年了，很⾼高兴今年继续为⼤大家服务

。 

      学习中⽂文很有⽤用，它已成为我

⽣生活的⼀一部分。我每年都回中国，

住外婆家。我和外婆，表哥表姐他

们⽤用中⽂文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但

⽤用中⽂文和他们讨论新闻什么的，有

时还是说不上话，有些词⽤用中⽂文说

还真有点困难。真希望今年学完

AP，会更进步些。 

      我喜欢弹钢琴，打⽹网球，我还

喜欢旅游和美⾷食。我特别喜欢巴赫

，萧邦，罗克玛尼诺夫等很多作曲

家的古典曲⼦子，但想把钢琴弹好，

真得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心⼒力。读

书读得累时，打⽹网球会让我感觉轻

松。赢了⽐比赛是最让我开⼼心的，特

别是发球发的好，让对⼿手接不起来

时。输球也是经常的，有些对⼿手真

是打得太好了。 

 



徐飞云 

 

 
我是徐飞云，今年⾼高中⼆二年

级。我在中⽂文学校学了⼗〸十年，学到

了很多中⽂文以及中国⽂文化知识，也

认识了许多优秀的⽼老师，交了很多

朋友。在美国学校，我上⼗〸十年级，

功课很多，也很紧张。我喜欢数学

和⽣生物课。我平时喜欢拉⼩小提琴，

画画，摄影和旅游。 

今天夏天，我们全家去意⼤大

利游玩。我们去了威尼斯，佛罗伦

萨和罗马。在威尼斯，终于坐上了

我⼩小学三年级时就想坐的船。圣彼

得⼴广场雄伟壮观。在罗马，参观了

⽃斗兽场，罗马⼴广场和⽐比萨斜塔等等

。佛罗伦萨的⼤大教堂与艺术宫珍藏

了⽆无数世界上的珍贵艺术品，美伦

美奂！ 

今年我在中⽂文学校担任教师

助⼿手以及⽂文芽主编，我⼀一定配合⽼老

师们好好⼯工作，带领⽂文芽团队办好

每⼀一期，积极收集稿⼦子，认真整理

，使⽂文芽越办越好，更上⼀一层楼。 

 

 
 

 



董楚琪 

 

 
 

我是 Greenwich Academy 九

年级学⽣生，今年六⽉月份从华夏纽约

中⼼心中⽂文学校毕业。这学期在中⽂文

学校选修 AP Chinese 和辩论课。我

业余时间喜欢写作、绘画、拉⼩小提

琴和打排球。我去年也是⽂文芽的编

辑。 

今年夏天我回中国去了北京

，我们全家⼀一起爬了长城，还参观

了颐和园。我们还去了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真⼤大，真宏伟。我们

还去全聚德吃了北京烤鸭。我很喜

欢吃烤鸭。我们还回了妈妈的故乡 

– 西安。妈妈领我们在西安城墙上

骑⾃自⾏行车绕城墙⼀一圈，很有意思。

在上海的时候，妈妈和姑姑领我们

去陆家嘴。我在正⼤大⼴广场买了⼏几件

漂亮的⾐衣服，还看到了东⽅方明珠。

我喜欢回中国，可以见到爷爷，奶

奶，姥姥，姥爷，姑姑，⼩小姨等。

回中国对我中⽂文帮助很⼤大。 

 

 



周顺 

 

 

我叫周顺，现在是中⽂文学校

AP 中⽂文班的学⽣生，在美国学校是

九年级学⽣生。尽管我已经在中⽂文学

校毕业了， 我还在学 AP 中⽂文， 希

望能通过 AP 中⽂文考试。我很⾼高兴

今年有机会在《⽂文芽》团队⼯工作。 

能有这个机会为⼤大家服务，同时也

能巩固⾃自⼰己学到的中⽂文知识。我愿

意尽⾃自⼰己的能⼒力，为把《⽂文芽》办

得更好尽⼀一份⼒力。 

我有很多兴趣爱好。 我喜欢

画画。 也喜欢数学。 我还喜欢旅

游。 可我最喜欢的还是电脑技术。 

我会⾃自⼰己组装电脑。 同时我也喜欢

玩电⼦子游戏。 今年学校的功课⽐比去

年多了， 我就要重新调整我的作息

时间。 希望我在这个新学年⾥里学得

开⼼心也玩得开⼼心。 

 

顾爱德华 

 

 

 



我的名字叫顾爱德华，

Edward Gu。我现在上初中⼆二年级

（⼋八年级）在 Edgemont Jr. Sr. High 

school, 但是我在华夏中⽂文学校⾥里上

标准中⽂文九年级。我的妈妈爸爸从

中国来的，但我是出⽣生在美国。我

经常去北京，⽯石家庄，和吉林去看

亲戚和朋友。我在北京上的三年级

，所以我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多

⼀一点⼉儿。我特别喜欢踢⾜足球，打篮

球，弹钢琴，读各种各样的书，和

下国际象棋。我是⼀一个很努⼒力的学

⽣生。我未来想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

电脑⼯工程师。 

我学习中⽂文的⽬目的是想能够

跟中国的朋友亲⼈人⽅方便的交流。我

也希望将来能够去中国⼯工作⽣生活。

学好中国话，朋友遍天下。 

 

 

魏圆圆 

 

 

你们好，我的名字叫魏圆圆

。我⼗〸十三岁，上⼋八年级。我有两个

弟弟。 

我在中⽂文学校上九年级。我

喜欢弹钢琴，打⽻羽⽑毛球和⽹网球。我

也喜欢读书和数学。我还喜欢跳舞

，画画，唱歌，跑步，和游泳。 



另外， 我爱吃包⼦子和⾯面条。

我很想要⼀一只猫。我们已经有三只

鸟了，他们的名字是星星，蓝鸟，

和百鸟。 

我最喜欢的科⽬目是数学，英

语和科学。我每天⾄至少读两本书。

图书馆管理员都认得我，所以我借

了书不⽤用刷卡就能拿⾛走。 

 

张⼼心驰 

 

      我的名字叫张⼼心驰。我今年⼗〸十

三岁。我在 Ardsley 中学上⼋八年级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也爱听⾳音乐

。很多⼈人说我唱得很好，唱得像美

国流⾏行歌⼿手。在学校，我参加

Troubadours 合唱队，我也是

Westchester County 合唱队的成员，

我们每年都参加演出。Ardsley ⾼高中

合唱队 Select Chorus 的⽼老师已经答

应我，等我上⾼高中后，我要参加他

们的合唱队，并担任钢琴伴奏。 

说起弹钢琴，我从五岁开始

学琴，已经弹了⼋八年了。每个星期

天上完中⽂文学校，我还要去上钢琴

课。我已经有了三个钢琴⽼老师，每

个⽼老师的教法都不⼀一样。我现在的

⽼老师很严格，但是她是⼀一个很好的

⽼老师。明年，我准备参加钢琴⽐比

赛。请你们给我加油吧！ 

我最近开始喜欢上了⽇日本，

⽇日本卡通，⽇日本流⾏行歌，⽇日本饭，



⽇日本玩具，我都喜欢。今年暑假，

我和妈妈去了东京。我们每天都有

看不完的东西，吃不完的饭。有⼀一

天，我们排了五个⼩小时的队去吃有

名的寿司。东京太有意思了，我玩

得真开⼼心！我现在⾃自学⽇日⽂文，准备

以后⾃自⼰己去⽇日本旅游。 

 

我最好的朋友叫 Diana。我们

从五岁就做朋友了。她⽐比我⼩小⼀一

岁，但我们两喜欢玩⼀一样的游戏，

看⼀一样的卡通，听⼀一样的⾳音乐。我

住在 Riverdale 的时候，我们住得很

近，⾛走五分钟就可以到她的家。每

天放学后，我就会到她的家⾥里玩。

我们搬到 Ardsley 的时候，她家搬

到了 Great Neck，要开四⼗〸十分钟的

车才可以到她家。但这不是个问

题，Skype 帮了我们⼤大忙了。 

我叫张⼼心驰，我⼼心驰神往，

我的⼼心⾃自由飞翔。 

 

林若耶 
 

 

 我叫林若耶，今年在美洲华语

七年级班。 我从⼩小就开始在中⽂文学



校学习中⽂文，从拼⾳音开始，慢慢进

步。妈妈每年都带我和哥哥回中国

，住在外婆家，还经常和中国的亲

戚⼀一起出去玩。 

 我特别喜欢吃中国的⾯面条，像

兰州拉⾯面，台湾⽜牛⾁肉⾯面，四川担担

⾯面，各种拌⾯面，反正是⾯面条我都爱

吃。但我不像爸爸哥哥那样会吃辣

的。

 
 我最喜欢看书了，最近迷上了

古典⽂文学，像狄更斯的⼩小说。他的

⼩小说开始都挺悲伤的，主⼈人公的命

运都挺惨的，即使到⼩小说结束，还

挺惨的，有的好了⼀一些。像《雾都

孤⼉儿》和《远⼤大前程》，将来我打

算再仔细读读。我最近还看了另⼀一

系列的书，是荷兰道尔的《福尔摩

斯》。福尔摩斯是很有名的侦探，

罪犯即使留下⼀一点点的线索，最后

还是会被抓住。他除喜欢破案外，

还喜欢拉⼩小提琴，抽烟。 

 我拉中提琴，还喜欢打⽹网球。

我很喜欢打⽹网球，最喜欢把球打过

去，让对⽅方跑得好累，接不起来。

但因为我不够⾼高，很多球我也接不

起来。但是我还是打得很不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