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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庆中秋
编者按：一年一度的中秋烧烤会是很
多同学和家长最期待的活动之一，请
看《文芽》记者朱可嘉现场报道：
中 秋 烧 烤！ 2018 年 华 夏 中文 学 校的
BBQ 太精彩了！

在 Macy 公园郁郁葱葱的绿色草
坪上，顽皮的孩子们参加着一些有趣
的比赛。在一场拔河比赛中，男孩队
在激烈地对抗女孩队。大人们也被拉
了进去，他们欢呼着胜利！ 在草坪的
另一边，女孩们参加呼啦圈比赛，以
赢得各种有用、有趣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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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家长志愿者的帮忙，没有你
们的努力，大家不会那么开心。我喜
欢这个大家庭！

小编辑们
编者按：每一年，《文芽》都聚集了
一群酷爱写作又热爱生活的小编辑
们。请看他们的自我介绍：

在宽敞的凉亭里，孩子们急切地
等待着艺术老师 Dr. Egginton 画出各

AP 中文班

种美丽的面部彩绘。孩子们在充气城

林若耶

我叫林若耶，今年在华夏纽约中

堡上欢快跳跃，开心无比。

心学校 AP 班，这是我在中文学校的
最后一年。非常荣幸这几年我担任
《文芽》主编，为大家服务。
我觉得每个上中文学校的孩子都
为学中文付出了不少努力。从学拼音
开始，慢慢地进步到可以写作文的水
平，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如
果都已经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那就
应该把学中文做到底，不要半途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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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学一门语言最需要阅读和写作，

马立平八年级

《文芽》两个都可以帮助到。我希望

俞文茹

你好！我叫俞文茹。今年我十二
岁了。我在华夏纽约中心学校上马立
平八年级，但是我在 Albert Leonard
中学上七年级。我和其他人一样，都
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有很多不好的事
情发生在我的生活里，但是我还是喜
欢生活。

每位同学可以阅读每期《文芽》并把
自己的作文也登到《文芽》上给其他
人阅读欣赏。
今年我十四岁，上高中九年级。
我已经上中文学校十年了可是我还需
要继续努力，因为我的中文水平还不

我很爱我的家人。我有两个姐
姐， 但是最大的姐姐现在在上大学。
今年， 我的婆婆跟我爸从中国到这里
待一段时间。然后，有一个男孩从中
国来了，要在这里待一年。他在
Thornton Donovan 上学。

够好。除了学中文之外，我也有很多
爱好，比如学法语，打网球，看电视
等。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所以非常谢
谢你们抽出时间看《文芽》。
欢迎大家来到《文芽》小世界！

我觉得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当
事情不完美时，我不喜欢。例如，当
我睡觉时，我的被子必须是完美和蓬
松的。这条“规则”让我对我姐姐很
生气，因为她搞砸了我的被子。
每次我不能让我的被子变得漂亮
和整洁时，我必须告诉自己不要看，
我得假装褶皱不在那里。此外，每次
我看到一把伞没有以正确的方式放置
时，我就需要纠正它。我不是完全的
完美主义者，但我有时候肯定需要完
美的东西。
当然，我也做运动，有兴趣爱
好。我参加跆拳道，网球，我也喜欢
打乒乓球或羽毛球。我在五月开始跆
拳道，但是在夏天我没有做太多，所
以我只是一条黄色腰带。我会画画，
阅读，做家务，骑自行车。我也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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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我已经拉了七年，这是第八
年。我已经考完了 NYSSMA 的第六
级。我在 All County 参加了三年，但
今年我不要做了。但是，这是我第四

我十三岁了，在七桥中学上八年
级，在中文学校上 AP 中文。我有一
个快 6 岁的妹妹，今年在中文学校上
美洲华语二年级。我在家里养了一只
小兔子，是我们领养的黑白熊猫兔。
我们喜欢跟她一起玩，一起拍照片。
星期日早上，上中文学校之前，
我会去老师家学钢琴。我已经学了七
年的钢琴了。明年，我还要考英国皇
家音乐学院的钢琴考试。我也在学习
拉中提琴，每年会和学校乐队一起演
奏给老师和家长们听。
今年我希望可以继续提高我的中
文水平，也希望可以在 AP 中文课堂
上，学到更多关于中国的文化和语
言。我很荣幸能再次当《文芽》的编
辑，和大家分享我的生活和经验！

年 做 GWYOA 。 （ GWYOA 和 All
County 是乐队）我喜欢做这些事情，
这就是我做这些事情的原因。
这就是我。我很开心 做一个编
辑。

AP 中文班

倪步清

我叫倪步清,很高兴今年能再次
给《文芽》提供作文，帮助别的小朋
友编辑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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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中文班

朱可嘉

马立平八年级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朱可嘉，我
是中文学校 AP 中文班的学生，也是
Horace Greeley 高中九年级学生。
我喜欢读书，英文和中文都喜
欢。中文书我读过西游记，看过三国
演义。我也喜欢看中文电视剧，最近
我看过《延禧宫》。英文我最喜欢的
书是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ey。在英
文学校我最喜欢的课是历史。
我已经当过一年文芽编辑了，今
年我愿意继续服务。希望今年文芽办
的越来越好，所以请大家多多投稿。
这样可以展现你们的中文能力，提高
中文兴趣，哈哈，也可以减轻我们的
工作量！

汪可洛

我的名字叫汪可洛。 我现在是
华夏中文学校马立平八年级学生。从
学前班开始，每个星期天的上午爸爸
妈妈都会送我来到这所中文学校学习
中文，感受中国文化。
我同时也在我们镇上的一所中学
读八年级。我喜欢做手工，爱好音
乐， 像钢琴和小号。我有时间的时侯
会看一些我喜欢的电影。我也喜欢读
书。我在课余时间会参加一些我感兴
趣的活动---机器人比赛和游泳比赛。

去年我加入了《文芽》的编辑团
队，为学校举办的活动写报道。我去
年做的时候感到很有意思，于是今年
就继续担任《文芽》编辑。做《文
芽》编辑， 我体会到这是一个为社区
服务的好机会。同时也提高了我的中
文水平。尽管在做的过程中我会遇到
一些困难，但是我会努力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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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华语八年级

陈再曦

喜欢用它练习 wheelie，就是用单轮骑
行。
我还喜欢和我的小狗一起玩，它
是一只雄性的棉花狗，非常聪明活
泼，会执行好多指令。妈妈怕它长太
胖，不让我随便喂零食，所以我就用
小胡萝卜训练它，每次一看见我手上
的胡萝卜，它就自动把所有的指令全
部执行一遍，可我都还没开口说指令
呢，哈哈。
今年是我中文学习最后一年。我
很喜欢中文学校，因为除了学习中文
还可以学很多有意思的项目，我上过
泥塑，折纸，编程，网球，和羽毛
球，还交到几位好朋友。自从妈妈在
中文学校教舞蹈以来，我也给妈妈做
过小帮手，帮妈妈编辑演出和排练用
的音乐，在妈妈备课的时候给她提意
见。
想到很快就要从中文学校毕业
了，我好舍不得啊，希望大家都珍惜
在中文学校学习的时光。因为这会是
你们少年时代最珍贵的回忆。

大家好，我叫陈再曦，今年 13
岁，在华夏中文学校读八年级。我的
家里除了爸爸妈妈，还有一个 17 岁的
哥哥和一只 5 岁的小白狗，叫
Connor。
我最喜欢的活动是全家一起去旅
游。我们差不多每年冬天会去滑雪。
去年寒假，我们家去了 Universal Studios，当时纽约还很冷，可是 Florida
却很暖和。夏天，我们家会去步行爬
山，或者去波士顿看外公外婆。

美洲华语八年级

成可馨

我是成可馨，今年 13 岁，现在
在中文学校美洲华语八年级学习。我
的家里有爸爸妈妈还有弟弟。
今年我上初中三年级。我爱好游
泳，弹琴还有跳舞。从学前班开始，
我已经在中文学校坚持了九个年头。
在这些年中，我学会了汉语拼音，认

我最喜欢的学科是数学和法语，
喜欢的运动有很多，有游泳，跑步，
篮球，自行车，室内攀岩，滑雪，和
冲浪。有时间的时候，我喜欢看书和
骑单车。去年妈妈给我买了一辆山地
自行车，我常常骑着它从小区的坡上
冲下来。我还有一辆 BMX 自行车，我
7

文芽 | 第 94 期

识了一定数量的中文字，现在我可以
阅读一般的中文材料，还可以写简单
的文章。我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
年底我要回中国去看看。

划时间，做好文芽编辑这份富有挑战
的工作！
我从小到大经常去中国探亲旅
游，去过上海，四川，北京，内蒙古
等地方。我发现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所以我很喜欢
中国。
我每年都要到中国看望爷爷奶
奶，外公外婆，堂哥堂姐等等很多亲
戚。为了能和他们好好交流，我一直
努力学习中文，主动和大家聊天。因
为是自己家里人，我即使说得不好也
不会觉得难为情。这样的体验非常
好。经常到我快回美国的时候，感觉
中文口语都会进步很大！

我为自己会中文而感到自豪，我
相信付出的努力一定会有收获。
美洲华语八年级

党伊璐

我叫党伊璐，今年 12 岁，是美
洲华语八年级的学生，我已经在华夏
纽约中心学校学了七年中文。我还有
个 9 岁的弟弟在马立平 4 年级班。我
喜欢音乐和跳舞，但我更喜欢的是花
样滑冰。虽然我每天的训练和学习都
很紧张，但是我相信自己能够好好计

我还经常会跟着大人一起看中国
的电视。比如我有一阵子特别爱看湖
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了》，觉得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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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孩子和爸爸们的互动都很有趣，
玩的地方也很新奇。我还追过很长的
连续剧《花千骨》，好喜欢小骨和师
父的故事。为了能够听懂里面的对
话，我经常需要看字幕。这样也锻炼
了我的书面表达能力。
我一直以来都积极向文芽投稿，
对中文写作也有了一定的心得体会。
今年很高兴能够加入编辑团队，用自
己的经验为大家服务。同时也希望通
过这样的经历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中
文交流能力。

马立平七年级

补天。我对这些故事很感兴趣。暑假
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阅读
班。我在阅读班上感到了在中国学的

丛宇桐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丛宇桐，我正
参加马立平 7 年级华夏纽约中文学
校。我的爱好是编程，游泳，击剑，
足球和拉大提琴。我会说三种语言：
西班牙语，汉语和英语。
我是去年开始在华夏中文学校学
中文的。中文对我很重要。我的父母
都是中国人，他们让我感到骄傲。中
国有丰富的物产， 多彩的文化， 与悠
久的历史。我 5 岁前就去了中国， 并
且我还能记得去了中国的新奇。 我还
清清楚楚地记得不会说中文的感觉。
这个感觉就是我对中文的好奇的第一
步。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击剑。我去年
上六年级的时候，参加了辩论比赛。
我最喜欢学中文因为中国文化有很多
故事和神话，比如说三国演义和女娲

中文比在美国难。我在阅读班体验的
让我觉得中文很有趣。我想当一位文
芽的编辑是因为我想为中文学校做点
贡献。我知道当文芽编辑是一个很有
意义的工作。
马立平七年级

王子轩

大家好！我叫王子轩，是马立平
七年级的学生。我很高兴当今年的
《文芽》编辑。我是在马立平二年级
的时候开始上中文学校的。现在，我
还是很喜欢中文学校。尽管我每星期
天要早点起床😉。
我喜欢看的中文电视是《最强大
脑》和《爸爸去哪儿》。我喜欢听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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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讲中文故事。我最喜欢的故事是
《西游记》、《三国演义》和《三十
六计》。我觉得中文故事和电视剧很
有趣。
我还喜欢体育。我喜欢玩和看不
同体育项目。例如，篮球、橄榄球、
网球和羽毛球。我最喜欢的篮球队是
Golden State Warriors，最喜欢的橄榄
球队是 New York Giants。体育，能让
我锻炼身体和具有团队精神。

假如我是……
编者按：如果只需一个愿望就可以让
你变成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物，你要
如何来把握这个好机会呢？请看 AP
中文班的各位同学展开他们独一无二
又无边无际的想象：
假如我是一位超级英雄
AP 中文班

林若耶

一片黑暗覆盖住了远处的一个小
镇，没过几秒，小镇里每一栋房子都
被压扁了。不久一只黝黑的怪兽把它
庞大的身躯缓慢地转向小丽的家－世
界上最后一个幸存的小镇。在怪兽正
要把小镇踩扁的那一瞬间，一道强光
使它什么也看不见。一个又高又壮的
超级英雄凭空冒了出来跟怪兽斗在一
起。不一会，吓到快尿裤子的小丽听
到了巨大的扑通的一声，怪兽被又聪
明又无私的超级英雄打败了，小镇得
救了。

我最喜欢夏天，因为我就可以去
夏 令 营 啦 ！ 我 的 夏 令 营 叫 Kingswood，在 New Hampshire。 每年，我
都很喜欢做不同的项目。例如，我可
以划帆船，玩不同的体育项目，在湖
里面游泳和跟我朋友聊天。夏令营这
么好玩呀！
我喜欢拉大提琴。我都已经拉了
五年了。音乐，让我的生活变得很丰
富多彩。
朋友们，多多投稿，希望在我们
的《文芽》看到你的文章哦！😄😄😄

这了不起的超级英雄就是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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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常常会做白日梦。把普
通，平凡的生活变成一个刺激的冒险
游戏。很多时候，我会想象假如我是
一个超级英雄生活会多么的有趣。我
要帮助那些没钱读书的孩子上得起学
吃得饱饭，我要帮助无家可归的人找
到新的家园。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加快
乐和美好。

每天早上太阳一升起，我就张开
翅膀从鸟巢里飞出来。清晨的露水滴
在我的身上。我向上飞，微风吹过我
的翅膀。我往左往右的在天空摇摆，
抖落身上的露水。我绕着森林飞了一
圈，新鲜的空气、淡淡的花香、清澈
的溪水、翠绿的山林、美丽的家园。
我飞到小伙伴的家，让他跟我一起
玩。看到我的伙伴还没起来，我调皮
的啄了一下他的头，我们打打闹闹的
飞向蓝天。

虽然我想象得非常的丰富周到，
现实生活还是非常的不同。北极的冰
山还不停的在融化，亚马逊森林也在
不停地缩小，核武器也还没有消失。
如果世界的和平和资源的保护都依赖
一个人，即使我真的是超级英雄也无
济于事。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非常的普
通，一点也不特别或优秀。可是，我
认为世界上真正的英雄就是像我这样
的普通人。只要每个人都肯付出一点
点的时间和努力帮助世界上吃不饱的
人，没钱上学的孩子，被地震破坏的
城市，被人类伤害的动物和资源，我
们的世界就可以变得更加美好。

我们飞进森林的深处玩捉迷藏，
我们一起在树干上唱歌。其它鸟儿也
加入了我们，森林里到处都是我们的
欢声笑语。我们饿了在森林里找果子
吃，渴了飞到小溪边嬉戏，累了在树
上休息，快乐在风里舞蹈。
傍晚，我们一起飞到森林里最高
的那颗树顶上看日落。从那里，我们
能看到森林的每一颗树，能看到五颜
六色的夕阳天空。太阳慢慢的向下
落，金色的余晖照亮我们回家的路。
我和小伙伴度过愉快的一天，互道晚
安。

假如我是一只鸟
AP 中文 班

倪步清

小时候总是有很多的幻想，假如
我是一只鸟，每天会自由自在的翱
翔，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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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清晨，我又飞到小伙伴的
家。但是今天他不在家里。我飞进了
森林的深处，但是找来找去也没看到
他的踪影。我问其它的鸟儿，有没有
看到过我的伙伴。他伤心的告诉我，
森林里的很多小动物，包括我的小伙
伴都被人类抓走了。那一天，我飞进
风里，风儿带不走我的悲伤，我唱起
歌来，歌声诉不完我的思念。

有的时候，我想如果 我是一只
猫，我可能会很高兴。每天，我就躺
在沙发上，什么都不需要做。没有功
课要做，没有游泳训练要去。想吃
饭，就吃饭，没有时间概念要遵循。
人类依然觉得我很可爱，每天数我的
毛，拍拍我的背。

我独自站在最高的树顶上看着日
落，想着：如果我是一个人，我一定
会爱护森林爱护动物，让所有的鸟儿
可以自由飞翔，让鸟儿的歌声永远充
满欢乐。
可是，我不是猫，我是人。如果
我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如果我想成
为一个游泳冠军，成为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 我就需要不偷懒，更加努力
学习，更加努力游泳。现在的努力才
能让我未来成功。

如果我是……
AP 中文班

朱可嘉

如果我是一个认真，努力的人，
我就会每天认真地生活。可是现在我
太懒了。别的人一回到家就立刻拿出
他们的书包，认认真真得做他们的功
课。我一回家就把书包一甩，把手机
打开，看个十五分钟才把功课拿出书
包。我游泳也需要更努力。有的时候
我累了，不太想花最大的努力来训
练。同时游泳也是一个很枯燥的体育
项目。我每天需要两个半小时不断的
游四个姿势，在一个泳道里来来回回
的游。可是，这些都只是偷懒的借
口。我只有更加努力，才能得到我真
想要的东西，才能活的有意义。

假如我是那位网球裁判
AP 中文班

卫杰恺

今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在女子
单打决赛中发生了一件有争议的事
情。
这 场 是 小 威 和 日 本 的 Naomi
Osaka 之间的比赛。Naomi 很轻松地
赢了第一盘六比二。第二盘时，小威
被裁判罚了三次违规。第一次，裁判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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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小威的教练在指导她。第二次，
小威砸拍子，因此被罚了一分。在这
个期间，小威不停地向裁判抗议，甚
至骂裁判是一个“小偷“ - 偷走了她
的一分。四比三落后的时候，小威因
为辱骂裁判第三次被罚。这次是一
局，使得比分变成了五比三。很快，
Naomi Osaka 赢 了 她 的 第 一 个 大 满
贯，六比二，六比四。

假如我是医生
AP 中文班

徐之萍

假如我是医生，我会帮助病人。
我想当一位外科医生，给病人做手
术，并且帮助他们康复。我先需要上
完高中和大学才能上医学院。在大学
需要拿到学士学位，要学习化学、生
物化学、有机化学和数学。在生物化
学课程里学习身体的结构和功能。在
有机化学课学很小的分子和细胞。在
数学课就学基本的数学。最后，需要
通过 MCAT 的考试才能上医学院。上
医学院会很难，也需要科研的经历，
优秀的大学成绩，以及非常好的推荐
信。在上医学院的时候最后时期要找
到我喜欢的专科。上完医学院还要做
住院医生，再当实习医生 3 到 8 年。
然后就可以做医生或者可以选择继续
做科研。

假如我是这个裁判，我不会罚小
威的第一次和第三次的违规。几乎每
场比赛，教练都会指导运动员，所以
这个裁判罚小威有一点奇怪，特别是
在一个大满贯的决赛中。第三次违规
也有些过份，因为很多其他的网球运
动员也会说脏话，所以小威说的“小
偷”不是什么大事。所以，假如我是
这个裁判，我会警告小威：“如果你
继续那样子跟我说话，我会罚你一
局。”这样，小威就会停止抱怨，这
场争议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但是，我
觉得摔拍子的违规，裁判是罚得正确
的。网球运动员，在任何时候都不应
该摔拍子。最糟糕的事是这件争议使
得观众都忽略了 Naomi 的第一个大满
贯。

假如我是医生，我希望在哈弗医
学院工作并给医学生上课。我想当外
科医生，因为我想学身体内的器官怎
么工作的。我想治疗疾病，帮病人恢
复健康。当外科医生是最难的并需要
最大努力才能成为的医生。当外科医
生需要当 8 年的实习，再做 5 年的专
科医生。

假如我是这个裁判，今年的女子
单打决赛会有更公平的结果。

假如我是医生，我一定要研究人
身体里的器官结构并帮助病人治疗和
恢复身体健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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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一位天文学家
AP 中文班

望用太阳的能量来驱动我们所有的电
子设备。这样上面说的问题就都被解
决了。我还想去一个黑洞，看一看里
面到底长得像什么。黑洞可以帮我穿
越时光，看一下以前或者未来的事
情。我回到以前就可以知道埃及金字
塔是怎么建成的。我也可以看一下其
它八大奇迹是什么样子。我还想看一
看孟姜女哭长城……。这一切都太奇
妙了。所以我要好好学习，成为一个
天文学家。

李恺睿

假如我是一个天文学家，我要研
究和发现宇宙的奥秘。
什么是暗物质和暗能量？它们真
的存在吗？高维空间只是数学的幻
想，还是真实的物理存在。黑洞里到
底是什么样子？我们是否可以借助虫
洞来星际旅行？我要发现这些奥秘，
帮助人类探索未知世界，寻找外星
人。谁能知道呢？我有可能发现另外
一个宜居的星球，可以让人类躲过太
阳和地球的末日。

假如我是一个狗的主人
AP 中文班

林博文

假如我是一个狗的主人，我要养
一只哈士奇。
哈士奇们是很可爱而且很有活力
的狗。我会给它很多爱，还要训练它
做一只听话的狗狗。我会教它在房子
外面上厕所，这样它就不会在床上撒
尿。
狗狗无聊的时候它会＂撕家＂，
它会把衣服，玩具，书本儿，手机，
等各种物品咬坏，造成经济损失。尤
其哈士奇是一种高能量，喜欢运动，
脑子固执的狗狗。哈士奇需要多跑，
多玩,多讲话，我会带它去狗公园交狗
朋友，我会带它在公园里面跑步。我
会带它去爬山，我会带它去过小河。

我更希望的是发现另外宇宙里的
生物，研究它们是怎么生存的。也许
它们不是我们这种碳基生物，说不定
是硅基的，就像我们的电脑一样。
人类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能源问
题，用核和煤来产生能量，这些都存
在污染地球和伤害动物的问题。我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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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哈士奇是从俄国西伯利亚来
的，所以它们特别喜欢雪。纽约的冬
天很长, 经常下大雪，我会带着我的哈
士奇在雪地里面打雪仗，看它在雪地
里奔跑打滚。

假如我是一个爸爸
AP 中文班

武超荣

假如我是个爸爸，我能做很多事
情。

假如我养一只哈士奇，我会教它
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我还会研
究怎样自己做健康的狗饭，因为我希
望我的哈士奇能够身体健康，心情快
乐。

首先，我能带我的孩子去学校，
并且照顾孩子们。做一个爸爸必须要
保护他的孩子们，并且希望孩子们身
体健康，因此我会送他们上武术课。
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多才多艺，比如：
唱歌，弹钢琴，画画或体育运
动。。。。所以，我会给他们建议，
并帮助他们。如果他们听从我的建
议，我会非常非常开心。我希望我的
孩子们在我面前畅所欲言，如果他们
有问题，我希望他们和我讨论，我会
帮助他们一起解决。

假如我养一只哈士奇，我会定时
给它洗澡，梳毛，剪指甲。我会把它
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我会经
常带它看医生，去打预防针，做身体
检查。
假如我要养一只狗，我想哈士奇
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们热情，它们
喜欢做大运动量的活动。我很喜欢爬
山运动，身体强健喜欢运动的哈士奇
会成我最好的爬山伙伴。

另外，爸爸需要上班。我认为为
了生活幸福，有更好的经济支持，爸
爸和妈妈都一定要有工作。我不仅希
望我的孩子们多才多艺，更希望他们
努力学习。每天早上，我要开车送他
们去学校。然后，我去上班。
做为爸爸，我要付账单，因为我
们住在公寓里。做为爸爸，我要为孩
子们买食物和衣服；我也会带孩子们
出去旅游， 让他们开心。
假如我是一个爸爸，孩子们小的
时候我会帮助我的孩子们换尿布。虽
然这件事情是短时期的，但是是必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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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孩子太小，不会用厕所。等
他们长大一点，我会教他们用厕所。

活 的 时 间 长 ， 大 概 要 多 5-6 年 的 时
间。猫还可以睡很久，每天可以睡大
概 18 个小时。

原来我以为做个爸爸非常简单，
现在我知道要做个好爸爸其实并不容
易。

我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变成一
只猫， 又可爱，又没有作业要完成。
生活简单又快乐。

假如我是几年以后的我
AP 中文班

何箫

今年我是一位刚上高中的学生。
假如我是几年以后的我，我想我一定
会在大学上学。
如果我是。。。
AP 中文班

我想去康奈尔大学。康奈尔离我
家只有两个小时。但是我也想去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因为这个学校离我
家乡很近。我想重温我的家乡。离开
我家乡的时侯，我才一岁。

韦致旗

我是个人，我的生活很累。
我每天吃饭要用很多时间，睡觉
的时间很少。现在上八年级了，作业
比以前多了很多。如果有一天早上醒
来，我所有要做的事情有人都帮我做
完了，那样的话会多好。我总想着有
一天，醒来变成一只猫该多好。

我们搬家来到了纽约，我喜欢住
在纽约，但是我还是很想去看加州。
我不想看大的景点，像好莱坞的明星
大道和迪士尼的海洋世界，我想去看
我在戴维斯的老房子。

猫是可爱的小动物。猫比人更灵
活。猫的主人会给你准备免费的食
物。干粮和湿粮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像火鸡，牛肉，鸡块等等。猫可以有
免费的住的地方。他们还有 9 条命。
说明，他们很难死。一般来说猫比狗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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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去法国。从我很小的时
候，我就想去巴黎看埃菲尔铁塔。我
的朋友跟我说它在晚上看起来最好
看。我还要去意大利，我想去罗马的
海滩。

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会忘记做事情，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我会忘记什
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不注意什
么应该是你的优先，你就不会成功。

在我上大学的前一年，我想花一
年的时间去旅行。我想去的一些地方
是巴巴多斯，夏威夷，巴西和加拿
大。
在大学里我想学计算机科学和新
闻学。在初中我为报纸写过很多故
事。我也想去卡内基梅隆，加州理工
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东北大学，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达特茅斯，和斯
坦福。这些学校对我有很大的吸引
力。 我在大学学习期间，我想在 IBM
实习。大学毕业后我想在 IBM 工作。

陈心雯

有的时候我会讨厌我自己。我为
什么这么粗心的？这种态度对我的学
习和身体不好。因为粗心，我每天会
摔倒。因为粗心，考试的时候，我会
做错题。所以，我想改掉粗心的毛
病，提高我自己。我不想花这么多的
时间看我的手机，不想做作业的时候
跟朋友聊天。我应该先做作业，然后
再跟朋友玩。我知道这好像是件很简
单的事， 但是我从小的时候就有这些
坏习惯了。 我还会很容易分心，还喜
欢同时做两个事情。可是我不应该这
样做。同时做两个事情的时候，往往
不会得到最好的结果。所以，我现在
尝试先做一件事情，然后再做第二件
事情。

我的学习的压力有时会太大。我
在排球队。每天都要运动一到三个小
时。我也参加其他的活动。有时候我
没有时间做作业，但是这是我的责
任。我喜欢参加运动，但是学习是最

我也爱拖延。每天早上，我都会
想，“啊，我再睡五分钟吧，没关
系！”这种态度太不应该了。“停止
拖延！”。我会惩治我自己，或者至
少尝试一下。这并不总是有效，但是

再过几年，我想生两个孩子，一
个女儿和一个男孩。我还想收养一只
猫和一只狗。这是我对未来的梦想和
计划。

假如我可以变得更好
AP 中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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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会有帮助。有时我故意让我的
手机死掉，这样我就不能看手机了。
这个月，我还删除了一些社交媒体，
因为我注意到我浪费了太多时间在社
交媒体看东西。这些东西不是很重要
的。现在我觉得删除了这个社交媒
体，我变得不这么容易分心了。

大的耐心，并且必须能够在巨大的压
力下工作。他们还需要能够在任何情
况下治病救人。通过看这个电视节
目，我有了一种对外科医生的尊重，
这是我以前没有的。
我觉得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人们
的生命掌握在你手中是多么令人着
迷。假如可以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我
会非常努力地尝试帮助任何人。当
然，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假
如我是外科医生，我会确保我所做的
一切都尽可能精确。要想成为一名外
科医生，我需要经历很多年的医学院
学习，并从一家医院的实习生开始，
并花费数年的时间向更高的位置努
力。

所以，摆脱坏习惯可以帮助你很
多。到目前为止，这些方法帮助我改
变了很多。希望我以后能摆脱这些坏
习惯，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假如我是一个外科医生
AP 中文班

纪雅暄

外科医生非常努力工作，我喜欢
这样的生活。我一直想知道假如我是
一个外科医生，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的我呢？

假如我是一个外科医生，每天早
上，我都会早起，然后去医院。
每天，我都可以挽救许多生命，
并帮助许多人。如果有人在公共场所
受伤，我会知道如何帮助他们。这是
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我喜欢能够帮助
别人。
医院总是很忙。医生和护士匆匆
忙忙，病人和他们的家人涌入，等
待。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节目，一直
跟着医生们进出医院。虽然这个节目
可能不是 100％准确，但我对医院可能
发生的疯狂事情有了很多的了解。做
为一名外科医生，我会在医院里从黎
明时分工作到深夜。外科医生需要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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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学习中文的期望目标有三
个。第一个目标是能参加学校中文辩
论活动。第二个目标是拿到很好的中
文成绩。第三个目标是赢得学校举行
的各种比赛。为了能参加中文辩论，
我要多练习用中文讨论事情。我也要
多看中文和英文的书，也要多听新
闻。为了能拿到很好的中文成绩，我
要认真地上课，做作业，也要好好地
准备考试。为了能赢得学校举行的比
赛，每次比赛我都要好好地准备，也
要多多练习，并且比赛时一定要学会
保持冷静和注意力。我希望今年我能
达到我所有的期望目标。

我爱学中文
编者按：我们为什么要学中文？这个
问题同学们一定问过也被人问过。答
案是不是一言难尽呢？请看美洲华语
五年级的同学们讲述他们自己的故
事，告诉你他们的答案：
美洲华语五年级

麦克

我喜欢学中文。我今年学中文的
目标有四个。第一，我希望能说流利
的中文。第二，我也希望能写中文写
得好一点儿。第三，我也希望能多看
中文书，让我能更了解中国文化。第
四，我也希望我在中文学校得到好成
绩。为了达到我的目标，我一定要专
心上课，好好地做功课，好好的准备
考试。多看，多听，多说中文。

我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弟
弟和我。我爸爸是放射科医生，他的
工作很忙。他每天早上七点就去上班
了，晚上六点以后才回家。有的时
候，他周末还要去加班。他的工作真
是很辛苦。我妈妈虽然没有出去工
作，可是每天在家照顾我和弟弟，也
很忙。因为我们每天都有很多课外活
动需要妈妈开车接接送送。妈妈还要
天天做饭，洗衣，打扫房子也很忙
碌。我的弟弟今年八岁了。他很能
干，除了会击剑，跳水以外，还会打
鼓。我们的生日离得很近，所以常常
一起过生日，很好玩。虽然他很淘
气，可是我还是很爱他。我今年十岁
了，上五年级了。因为我搬过三次
家，所以上过三个不同的小学。我总
是和我的老朋友保持联系，所以虽然
换过三次学校，可是朋友却越来越

学中文能帮助我跟其他的中国人
沟通。学习中文也能帮助我比较好的
大学。我去找工作的时候，也会比较
容易被雇用。

美洲华语五年级

陈祖钰

学中文有很多好处。除了可以让
我用中文和爷爷奶奶说话以外，我还
可以在到中国旅行的时候，用中文问
路，买东西，点菜和交中国朋友。学
中文也可以帮助我了解更多中国的历
史文化，对我将来工作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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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我很喜欢跟朋友游泳，也喜欢跟
他们玩游戏。

空 里 的 问 题 。 我 很 喜 欢 跟 我 的 EV3
玩！

我有很多爱好，比如说，画画
儿，游泳，打高尔夫球，滑雪，做点
心和玩电脑。其中我最喜欢的爱好是
画画儿和做点心。因为我画图画得很
好，而且我觉得画画儿最有趣。我最
喜欢画风景和动物。我画过海滩，森
林和高山的风景。我也画过马，熊猫
和各种各样的狗。我也喜欢做点心。
我会做香草口味的杯子蛋糕。今年我
的十岁生日会，我带我的朋友一起做
杯子蛋糕庆祝我的生日，大家都做得
很高兴，也吃得很高兴。除了杯子蛋
糕以外，我还会做各种各样口味奶
昔。我希望以后还能学会做更多可口
的点心。

美洲华语五年级

美洲华语五年级

唐嘉雎

我要学中文因为妈妈和爸爸都说
中文。我要学好多好多的中文。我的
家有我，妈妈和爸爸。我爱妈妈和爸
爸。我喜欢读书，写字和 学习。

美洲华语五年级

安英康

周琳欣

我今年学习中文的期望有两个。
第一个期望是能把中文课文读得更
好。第二个期望是能把中国字写得又
好又快。我应该每天都跟妈妈一起读
课文练习发音和声调。要能实现第二
个期望，我应该要多些中国字，也要
多用中国字写作文和日记。我会尽全
力实现我学中文的期望。

学中文有很多好处。一个好处是
我学到了中文就很容易去学习其他的
语言。我也可以跟会说中文的人说
话。我还可以看西游记。
我很爱跟我的 EV3 玩.。EV3 是
一个乐高机器人。一次我做了一个乐
高机器人手。然后我可以用机器人手
去抓住东西！在这套乐高里还有传感
器。我用传感器去找东。

我家有四口人。我爸爸叫
Denis。我爸爸是科技项目经理。我爸
爸很忙。他每天做火车去上班。他每
天早上六点就上班了，晚上六点多才

我和我的朋友想参加一个 EV3
比赛。我要用我们的机器人去解决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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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我妈妈叫周莉。她的工作是保
险公司精算师。她每天开车去上班。
她的工作有一点儿忙。她每天早上八
点半去上班，每天下午五点半下班回
家。我妹妹叫周琳茵。她八岁了，上
三年级。她的个性很外向。她最喜欢
跳舞，也喜欢做体操。我和妹妹喜欢
玩捉迷藏。我十岁了，上五年级。我
在学校里喜欢上社会科学课，学习历
史和地理知识。

我的中秋节
编者按：花好月圆人团圆，能够在中
秋节和家人朋友相聚吃月饼赏月，是
一件多么快乐的事啊！请看张聿行小
朋友是怎样把快乐带给大家的：
中秋节送月饼
马立平三年级

每年中秋节妈妈都会做月饼，今
年我帮妈妈把月饼送给朋友们。
妈妈把月饼装在盒子里，我帮妈
妈把月饼盒封起来贴上一个“感谢”
的贴纸。
然后妈妈开车带我和妹妹去朋友
家里送月饼。
我们去了很多朋友的家，我对他
们说“中秋快乐！”他们说“谢
谢。”
因为中秋节送月饼我见到了很多
平时见不到的朋友，我很开心。
妈妈说这就是分享的快乐！

我有四种爱好。比如说，跳舞，
唱歌，演戏和打网球。其中我最喜欢
的爱好是演戏，因为我很喜欢上台表
演。我还喜欢更妈妈一起打网球。

美洲华语五年级

程羽灵

我家有三口人，还有两只猫和一
只小狗。
我喜欢弹吉他，游泳，画画和读
书。
我今年中文学习的目标是认识更
多的中文字。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
会好好听课，完成作业。
美洲华语五年级

张聿行

方博霖

我喜欢踢足球因为足球很好玩
儿。我每个星期二，星期六和星期天
都踢足球。星期天那一场足球是比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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