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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赏词 

编者按：每当新学年开始，也是

中秋节快来临时。中秋节是中国

的传统⽂文化节⽇日，时在每年的农

历⼋八⽉月⼗〸十五。每年的中秋，家⼈人

团坐，赏⽉月、吃⽉月饼、思念故乡

、思念远⽅方不能团聚的亲⼈人。⽉月

在中秋格外圆，今年的中秋同学

们你们赏⽉月、吃⽉月饼了吗？欢迎

来稿分享你们的中秋节。 

中秋节也是古今⽂文⼈人争相歌咏的

⼀一⼤大佳节，本期介绍的苏轼的

“⽔水调歌头”就是其中翘楚 。全词

逸兴壮思，豪迈洒脱，不愧为古

今赏⽉月名篇。

 

⽔水调歌头        

北宋苏轼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

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

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

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

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全词译⽂文: 

 明⽉月从何时才有？端起酒杯

来询问青天。不知道天上宫殿，今

天晚上是哪年。我想要乘御清风回

到天上，又恐怕返回⽉月宫的美⽟玉砌

成的楼宇受不住⾼高耸九天的寒冷。

起舞翩翩玩赏着⽉月下清影，归返⽉月

宫怎⽐比得上在⼈人间。 

 ⽉月⼉儿转过朱红⾊色的楼阁，低

低地挂在雕花的窗户上，照着没有

睡意的⼈人（指诗⼈人⾃自⼰己）。明⽉月不

该对⼈人们有什么怨恨吧，为何偏在



⼈人们离别时才圆呢？⼈人有悲欢离合

的变迁，⽉月有阴晴圆缺的转换， 

这种事⾃自古来难以周全。但愿亲⼈人

能平安健康，虽然相隔千⾥里，也能

共享这美好的⽉月光。 

 苏轼（1037 年 1 ⽉月 8 ⽇日—

1101 年 8 ⽉月 24 ⽇日），号东坡居⼠士

， 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

⾼高成就的代表，为“唐宋⼋八⼤大家“之

⼀一。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

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此词是中秋望⽉月怀⼈人之作，

表达了苏轼对胞弟苏辙的⽆无限怀念

。词⼈人运⽤用形象描绘⼿手法，勾勒出

⼀一种皓⽉月当空、亲⼈人千⾥里、孤⾼高旷

远的境界氛围，它构思奇拔，⽴立意

⾼高远，意境清新如画，极富浪漫主

义⾊色彩。 此词全篇皆是佳句，典型

地体现出苏词清雄旷达的风格。词

中意境豪放⽽而阔⼤大，情怀乐观⽽而旷

达，对明⽉月的向往之情，对⼈人间的

眷恋之意，以及那浪漫的⾊色彩，潇

洒的风格和⾏行云流⽔水⼀一般的语⾔言，

是历来公认的中秋词中的绝唱。 

 

 

 

 

⽂文芽团队 
 

编者按：2016 - 2017 新学年，

《⽂文芽》编辑团队有⼋八个⾼高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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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心驰      

 
 

⼤大家好！我叫张⼼心驰，我很

荣幸地成为今年⽂文芽的主编。 

今年，我在 Ardsley ⾼高中上 9

年级。在学校，我参加了多个课后

俱乐部，包括法语俱乐部，校报，

Criterion（我们学校的艺术杂志）

和合唱队，并担任钢琴伴奏。平时

，我最感兴趣的是写作，艺术和⾳音

乐。我的⽬目标是要进⼊入⼀一流的

Liberal Arts ⼤大学。 

⽬目前，我学习三门外语：中

⽂文，法语和拉丁语。尽管如此，我

很想学韩语，因为我很爱韩国⾳音乐

。去年，我特别喜欢⽇日本，⽇日本⾳音

乐，时尚，⾷食品。但是今年，我开

始爱上了韩国。你可以看我的

Spotify；100%都是韩国⾳音乐。我喜

欢的时尚也从⽇日本改到了韩国。接

下来我还会爱是哪个国家呢？ 

今年夏天我⾮非常繁忙。我先

在⼀一个佛教夏令营当辅导员。我参

加这个夏令营已经好⼏几年了，今年

可以当辅导员，真的很酷。夏令营

后，我又在 Haverford ⼤大学的 CTY

上了三个星期哲学课。很多⼈人觉得

哲学很枯燥，但我认为哲学能帮⼈人

改变⼈人⽣生观和道德观。我为⾃自⼰己感

到骄傲！ 

别以为我的夏天过得那么枯

燥。我和⽗父母还去了法国尼斯。尼

斯特别美，东西又好吃，是⼀一个奇

妙的体验。 

最后祝⼤大家新学期进步, 也谢

谢⼤大家阅读我们的⽂文芽！	  



林若耶     

                         
 我叫林若耶， 今年在美洲华语

⼋八年级班， ⾮非常⾼高兴今年可以当《

⽂文芽》主编，为⼤大家服务，希望有

更多的同学喜欢《⽂文芽》。 

 我有好多的爱好，这些包括看

书，打⽹网球，跟同学们⼀一起玩⼉儿，

⽽而且理所当然的，也爱看电视。 

 最近，我⾮非常爱看阿加莎·克

⾥里斯蒂写的⼩小说和魔幻⼩小说。阿加

莎·克⾥里斯蒂谋杀⼩小说中的波洛⾮非

常的聪明，警察都不会的案他都可

以解决。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侦探, 

很喜欢⾃自⼰己又长又卷的胡⼦子。波洛

对⾃自⼰己很⾃自负，其他的警察经常嘲

笑他，⼩小说很有趣。 

 我们家养鱼，可是我⾮非常想养

狗或猫。最近，好多我的朋友都要

买狗了，连我们已经养两只猫的邻

居也买了⼀一只狗。我最喜欢的狗是

猎⽝犬，也喜欢其它的更⼩小的狗。我

最喜欢的猫包括美国短⽑毛猫和苏格

兰猫。 

 我最爱看的电视剧包括哆啦

A 梦、⾟辛普森⼀一家、和摩登家庭。

哆啦 A 梦的故事内容讲⼀一个叫⼤大雄

的⼩小男孩和他的机器猫哆啦 A 梦的

故事。⼤大雄每天在学校都被⽼老师骂

，在家⾥里有被妈妈骂，他经常被同

学欺负，和被狗咬。他的⽣生活⾮非常

的郁闷，可是哆啦 A 梦⽤用他的百宝

袋⾥里⾯面的道具帮助他获得快乐的童

年。⾟辛普森⼀一家将讲⼀一个⼩小婴⼉儿，

她的能⼲干的妈妈，又粗鲁又笨的爸

爸，他爱捣乱的哥哥，和⾮非常聪明

的姐姐的⽣生活。摩登家庭讲⼀一个怪

异又好玩的家庭的⽇日常⽣生活。         

 



程皓琳  

 
 

 我是程皓琳，今年上九年级

，这是我第⼗〸十年在中⽂文学校学习。 

 我喜欢看书、折纸、画画、

弹钢琴、拉⼩小提琴、打⽻羽⽑毛球、和

跑步。我最喜欢读充满幻想的书。

我最喜欢的学科是科学和⼯工程，我

还喜欢搭机器⼈人。我最喜欢吃炒⾯面

和冰淇淋。我有⼀一条可爱又漂亮的

⼩小鱼，名字叫⼩小馅饼。没有事的时

候，我喜欢看他在⽔水中欢快地游来

游去。 

 我还喜欢旅游，今年暑假我

去了上海、北京、和西安。我最喜

欢上海，在上海我不但到处游玩，

还看望了亲戚，上海繁华的市容和

美味⼩小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北京和西安也很好玩，我去了世界

著名的万⾥里长城、故宫、和兵马俑

，还爬了壮观的华⼭山。 

 我⼀一直是⽂文芽的爱好者，作

为⽂文芽的编辑，我希望它会越办越

好，让更多的⼩小朋友喜欢它。 

 

 

 

 



董汉翔  

 

 
 我叫董汉翔。今年是华夏纽

约中⼼心学校九年级的学⽣生。我学习

中⽂文已经有⼋八年了。 

 我的英⽂文学校是 Whitby 

School  at Greenwich。我是⼋八年级

学⽣生。我很喜欢我的学校。 今年秋

天，我参加了很多课外活动。星期

⼀一课后，我参加了学校的乐队拉⼩小

提琴。星期⼆二和星期四，我参加了

学校的⾜足球队。星期三课后，我参

加了“模拟联合国”项⽬目。妈妈在联

合国⼯工作，她⼀一直⿎鼓励我参加这个

活动。星期五我参加了“Math 

Counts”数学竞赛班。我在学校有很

多好朋友，学校⾥里的⽼老师也对我很

好。 

 我业余时间拉⼩小提琴，也很

喜欢下国际象棋。我曾经和三位同

学⼀一起参加 2015 年 K-6 全国国际象

棋冠军赛，获得第六名的好成绩。

我还很喜欢踢⾜足球，⼀一直在学校的

⾜足球队⾥里踢⾜足球。 

 

 

 



赵佳琪   

    

  
 

 ⼤大家好，我是赵佳淇，我今

年⼗〸十三岁了。我现在中⽂文学校读九

年级美洲华语。在美国学校，我也

是在读九年级，我学校的名字是

Bronx Science （布郎⼠士科学⾼高

中）， 是纽约市⼏几个特殊⾼高中之

⼀一。我的学校是从九年级到⼗〸十⼆二年

级，⾄至少有三千名⾼高中⽣生来⾃自纽约

市各个区。 

 我喜欢竞技游泳，每年都参

加很多游泳⽐比赛。 但是，我游的不

是⾮非常快。我今年也参加了我学校

的游泳队。我希望我会游得更快。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可

是， 我和我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我会跟他们说很多的话。我希望我

可以交更多的好朋友。 

 

 

杨蕾娜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杨蕾娜

。今年我是美洲华语九年级和辩论

课的学⽣生。在美国学校，我上⼋八年

级。我很荣幸今年在《⽂文芽》做编



辑！ 

 我出⽣生在新泽西州的爱迪⽣生

镇，七岁的时候搬到纽约。在我家

⾥里，有妈妈，爸爸 ，还有⼀一个⼗〸十⼀一

岁的弟弟。我业余时间弹琴、读书

、听⾳音乐、打排球，还有看电脑。

我最喜欢的中国菜是北京烤鸭，最

喜欢的城市是南京，最喜欢听“夜空

中最亮的星” ，“蓝莲花” ，“怒放的

⽣生命” ，“北京欢迎您”等等，还有

喜欢看中国新歌声。我在中国去了

南京、上海、⼴广州、杭州、还有⾹香

港。下次若有机会，⼀一定要去北京

看看、吃全聚德北京烤鸭、爬长城

、游故宫。  

 我从五岁开始学中⽂文，现在

已经⼋八年。明年，我就毕业了。我

会想念在中⽂文学校的快乐时光。 

 

 

 李恺睿   

 
 

 ⼤大家好！我叫李卡卡。我是

今年加⼊入⽂文芽的新编辑。我11岁了

，在中⽂文学校美洲华语⼋八年级学习

。我可以很流利地说中⽂文，因为我

每天在家和我的家⼈人说中⽂文。我也

认识很多中⽂文字， 因为我每年都回

中国旅游。 

 我很期待今年的编辑⼯工作。

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好的作品。 

 谢谢！    

 

 



倪步清     

 
 

 我叫倪步清，今年⼗〸十⼀一岁了

，在 Seven Bridges 上六年级。我在

中⽂文学校上美洲华语⼋八年级和民族

舞课。 

 我喜欢弹钢琴和跳舞。最近

，我又开始学习打⽻羽⽑毛球。每天下

午妈妈或爸爸都带我打⼀一会⼉儿球。

我觉得⽻羽⽑毛球很有意思。 

 我有⼀一个可爱又调⽪皮的妹妹

。她年底就要四岁了。我家还养了

⼀一只⼩小兔⼦子。她是⼀一只熊猫兔。眼

睛周围还有⼀一圈⿊黑⽑毛。 

 我学习中⽂文很多年了，每年

暑假都去中国看爷爷，奶奶。这对

我中⽂文的听说帮助很⼤大。我去过中

国很多地⽅方旅游，上海，成都，西

安，云南丽江，杭州，等等。中国

很⼤大，有很多新鲜好玩的事情。  

 很⾼高兴能当今年的⽂文芽编辑

。我会努⼒力做好⼯工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