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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寄语 
 
 

  大家好！我是马立平中文八年级一班的卢贤钰。
这是我第四年做《小语世界》编辑。我很高兴给《小语
世界》当编辑。平时，我很喜欢看书，玩电脑游戏，做
户外运动，也喜欢跟我的妈妈和弟弟种花和蔬菜。现在
Covid-19是一个很困难的时期，也很难处理。在这个困
难当中，有很多人都在积极地为医院和社区的工作人员
捐赠口罩等物资。我最近采访了康州的一位志愿者Jack 
Jiang。我希望大家可以尽快度过难关。 

 
 
 
大家好!我是马立平中文四年级三班的张睿婷。很高兴为本
期《小语世界》做编辑。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 我想和大家
分享在我们社区发生的很多感人的故事。我们也想告诉大家：
面对全球目前的疫情灾难，请不要放弃希望，不要放弃爱心。
全球的人类会在这次的经验教训中懂得如何更好的合作生存。
我们作为下一代的地球公民，有责任让这个世界更美好，让
世界少一些灾难和痛苦！ 

 
 

 
 

 
 
 
大家好！我叫陶康依。我上五年级。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小语世界》。 我希望这期的《小语世界》可以和大
家一起分享我们在COVID-19的疫情下学习和生活的情况。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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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报道 --- 卢贤钰  

 
现在，美国的Covid-19疫情很严重，纽约及周边地区尤
其是重灾区。很多人都积极地帮忙，很多华人社团都积
极地捐款、捐物。在这个非常时期，我采访了一位康州
的居民，Jack Jiang，他和他的邻居为他们周边的医院
捐了很多物品。下面是我的采访记录。 
 
卢：你们是代表什么组织捐赠医疗物资？ 
Jack：我们代表Trumbull, CT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社区居民。 
 
卢：你们为什么要捐赠这些物资？ 
Jack：我们希望社区医务工作者和附近医院的医生护士
们首先保护好自己，然后才能更好地保护社区居民。战
士需要盔甲方能征战沙场。 
 

 
卢：你们都捐了什么？这些都是近期在美国买的合格物品吗？ 
Jack：我们捐了一次性医用口罩，N95医用口罩，KN95口罩，还有食品。部分物资从中国购买，
经居民医务工作者检查质量合格后才进行采购捐赠。 
 
卢：谁出的资金购买物资？ 
Jack：居民集资 
 
卢：现在纽约被感染的人数很多，美国10万确诊。我觉得你们在做好事，希望为纽约医院提供
一些民间帮助。你们的物资捐给哪些机构了？ 
Jack：我们捐给了社区附近的Trumbull CT EMS，Griffin Hospital，Bridgeport Hospital 还
有 
Trumbull Food Pantry。 
 
卢：你们是不是有很多人在帮忙才可以完成这件事？ 
Jack：我们得到了全体居民大约一百人左右的支持。 
 
卢：您觉得华人群体的努力可以带动其它族裔一起帮忙吗？ 
Jack：可以，需要多对这样的事情进行宣传。我们捐赠的事迹在我们当地的新闻网站和地方报
纸上都报道了，收到了很多感谢和赞扬。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一起出钱出力，帮助社区共度难关。
病毒攻击人类不分国界不分政见不分族裔，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各族裔各国家需要共进退。 
 
卢：最后，您还有什么其它信息，愿意与我和我中文学校的同学一起分享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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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United we stand, divided we fall. 团结一心，我们必
将战胜病毒！”我希望大家都尽量不要出门，不要和家庭以外的人
有近距离接触。病毒是没有国界的。我希望我们万众一心，共同努
力，尽快战胜病毒。Stay safe, and we can get through these 
tough times together.  
 
Jack：Andrew Cuomo, the Governor of New York said in his 
speech, “Every time I've called out the National Guard I 
have said the same thing to you: I promise you I will not 
ask you to do anything that I will not do myself.“ And the 
same is true here. We're going to do this and we're going 
to do this together. 
 
 

 
 

     COVID-19 对我的影响  陶康依 

 

 今天是2020年四月五号。现在的COVID-19疫情很严重。纽约市是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城市。我

们离纽约市这么近，疫情也很严重。小孩不能到学校上课，家长不能去上班。警察，医生，护士

和消防员还得冒着生命危险在外面工作。人们如果要出门，还需要戴上口罩和手套保护自己。在

美国，不光是纽约受到疫情的影响，其他州和城市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除了美国以外，世界上另

外有195个国家都被影响了。 

 在我们家，我和妹妹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出门了。我们家唯一出去的是爸爸。爸爸只有周末出

去买菜。这一周疫情更加严重了，爸爸妈妈也不出去了，而是在网上订购食品。我和妹妹偶尔在

家门口玩，也需要跟邻居保持距离，为了防止病毒传染。连每周日的中文学校也只能变成网课了。 

 我怀念以前上画画课和排球课的时候。我也怀念以前去我最喜欢的日本饭店吃寿司，以及去

附近的电影院看电影。我最怀念的还是跟我的同学们一起在操场上玩，无拘无束，没有距离。 

 当然，呆在家里也是有好处的。我可以睡更多的觉，更多地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我还可以更

长时间跟我妹妹玩。不过，呆在家里也有无聊的时候，比如我做完作业，但是妹妹还在做作业的

时候；再比如，我和妹妹吵架的时候。就连我妈妈都开始尝试做不同样的蛋糕了，比如巧克力戚

风蛋糕和奶酪蛋糕。 

 我真希望COVID-19疫情能早点结束。大家一起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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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小记   张睿婷 

 

很多我要感恩的事情 

学校里的老师想让我们写哪些事情让我们很感恩。我仔细想想，觉得我可以感恩的事情有

很多。比如说，我很健康而且活奔乱跳。我家里有个后院，当我闷的时候，我可以出去玩。我还

很感恩在疫情下，我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所有的亲戚都没有生病。我还特别感恩我不是一个人在

家里待着。我调皮的小妹妹总是可以让我的生活很有趣。 

我去问我的爸爸妈妈，我应该再加些什么。他们问我，在这么多人生病的时候，是谁在冒

着生命危险照顾这些病人？我想说这些医生护士们真是值得我们感恩。爸爸妈妈还告诉我，在这

次灾难里，有很多人都在尽自己的力量做善良的事情。我们镇里的高中生组织起来，给老人们买

菜拿药。我们周围很多华人家庭，通过各种方法拿到口罩和防护用品，捐献给医院。还有一些邻

居组织起来，给医护人员和老人做饭。 

我想，在困难的时候，人们都要互相帮助才可以一起度过难关。我们要一直有一颗感恩的

心，记住生活中美好的事情。 

 

骑自行车 

今年的春假特别长。每天待在家里都很闷。我告诉妈妈我很想学骑车。学骑车对我真是很

难。因为我的车很高，我总觉得我会掉下来。平衡在车上对我来说太难了。妹妹个子小，骑在一

辆小车上，很快就学会了。我看见她骑着车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很嫉妒！我发现，年龄小骑车就

会学得快一点儿。 

爸爸告诉我，如果我可以把脚放在脚蹬子上的话，就

不会轻易摔下来。我试了三天，终于可以把脚放在脚蹬子上

踩了。这就像一个奇迹，我马上就可以骑车了。可是我只能

骑几秒钟，就会掉下来。脚蹬子把我的腿撞得青一块紫一块

的。可是我觉得很好玩，一直每天练啊练啊。现在我终于可

以和妹妹一起出去骑车了。嗯，准确地说我现在比妹妹骑得

好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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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园地 

马立平七年级三班 杨波老师 指导  

 

  刷牙        林书慧 

每天晚上九点左右，我和妹妹要准备睡觉了。我们洗完了澡，换了衣服，就要开始刷牙了。 

我妹妹总是一边刷牙，一边走路，刷的都很快。她把电动牙刷放到嘴里，就开始刷。她会

一边刷着，一边走着，看别人在干什么。有时候她会迅速地把牙刷完，快快地把别的东西做了，

赶快上床，或者去读一会儿书，然后上床准备睡觉。 

我呢，总是一边刷牙，一边做别的事情。有时候我会一边刷着牙，一边把明天要穿的衣服

选好了。有时候我会一边刷着牙，一边吹头发。还有的时候我会一边刷牙，一边梳我的头发。我

总是把刷牙的时间也拿来干别的事情。万一没有别的事情要干，我会像妹妹一样到处乱走，因为

我总是要做一点什么。 

妈妈刷牙就是向我们应该刷牙的那样。她每一次刷牙都满两分钟，每次也刷的很认真。妈

妈的牙齿比我们都好，她们白白的，看此来是像刚长出来的新牙齿。妈妈刷牙的时候不会像我和

妹妹到处乱走，总是呆在一个地方刷完了才走。 

 

 我喜欢的冬假       毛逸清 

 每年冬假，我们一家都会和一些朋友去滑雪。当我们登上飞机，我就开始盼望那些耸

立的雪山，茂密的松树林和美好的回忆。当我见到期望很久的朋友时，忍不住又想起了前几年我

们一起经历的趣事。我们一家也将度过一个美好的冬天。 

 今年我们在高耸入云的威斯勒雪山上滑雪。我妈妈正在绿道上练习技术，她每动一下，

都会露出慌张的表情。她慢慢地转动雪板，试着滑下那对她来说很陡峭的坡。有时候，她的脚下

会一滑，摔了一跤。因为这一点，我们必须陪在她的身边。她非常地谨慎，也有点慌张。当我们

冲在前面的时候，她总是会拉在队伍后面，让我们等上一些时间。 

当其他人吃午饭的时候，我和我爸爸就会冒着风雪，到山顶滑黑道。跟妈妈不一样的是，

我和爸爸显出了跃跃欲试的表情。我们去的黑道崎岖不平，也非常陡峭。但是我们顶着风雪，熟

练地转动滑雪板，把前面的障碍视为平地，最后走出了各个难关。我妹妹也会跟着我们一起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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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比较难的道路，比如蘑菇野道等等。她也习惯了我们的风格，常常跟我们一起挑战困难，从来

不后退。 

 滑雪虽然只是我第二喜欢的运动，但是它可以让我和我的朋友在一起，所以滑雪对我

来说，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每年我难得一见那几个朋友就是滑雪的时候，因为他们住的地方

很远，我们要开很多个小时才能和他们碰头。他们在假期里会给我带来快乐和陪伴，这也是我为

什么特别喜欢滑雪和冬假的原因。 

 

  做作业        任昕也 

我有两个哥哥，其中之一是我的双胞胎。他叫任嘉也，和我一样在六年级。他是一个很好

的兄弟，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俩都喜欢玩游戏，也都喜欢学数学，而且学得很好。我的大哥

任钧也很棒，他的数学曾经得过奖。我们无论在一起玩，还是学习，都很开心。 

当我们做作业时，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来做。我们的策略有很大不同，我认为它们

各有千秋。首先，与我的兄弟们相比，我的策略可能最不同。放学后，我留在教室里，完成所有

作业。我认为这种方式非常有效，因为在学校里，没有干扰。相反，如果我们在一起，我的兄弟

和我会浪费很多时间。在学校里，我注意力更集中，回家后我有更多时间做其它事情。 

对于任嘉也，他回到家后并没有立即开始作业。在开始作业之前，他会先读小说或做其它

事情。我认为他的策略没有那么有效，因为他有时候需要拖到很晚，而且也会分心。 

大哥任钧也的策略远比任嘉也有效。他虽然不在学校赶作业，但在家里他注意力非常集中，

不会分心。他总是在他的房间里做作业，不让别人打扰他。做作业的时候，他总是先完成学校老

师布置的作业，然后就会做他自己喜欢的数学题。 

总的来说，我认为我的策略挺好，因为任钧也在家里做作业，有时也会分心。所以我认为

我应该坚持我的策略。但是，我们所有人都会努力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滑雪        王意轩 

“快点下来吧！”我大声喊。 

妈妈回答：“给你的弟弟一点时间。”  

我躺在雪上，非常无聊。 

我的弟弟滑雪滑得非常小心。他滑得挺好的，但

从山顶上到山底下慢慢地滑，从雪道的左边滑到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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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右边滑到左边，特别慢。他其实可以滑得很快的，但是他害怕摔跤，像乌龟一样慢。 

我的妈妈滑的挺好的，她喜欢滑得很优美。她滑蘑菇的时候，很注重连贯性，追求完美。

但因为她太注意细节，所以滑得不太快。 

我的爸爸滑得很好。他特别喜欢滑蘑菇，也滑得特别好。远远地看着，他像飞着一样。但

是，他有的时候滑得很快的时候，他的两个雪橇交叉碰到一起了，就会摔一个大跟头。摔跤之后

他就会慢慢地滑。 

我特别喜欢冒险，所以我喜欢在树林里滑雪，或者从雪包上跳过，特别好玩。我在 MLK 

假日滑雪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冲动。我去一个大包上一跳，在空中转了一百八十度。但我落在

地上的时候，我差一点摔跤了。 

但是每天结束滑雪的时候，我们会以一样的速度滑到山底下。 

 

   游泳    任嘉也 

我们兄弟三人放学回家后，妈妈经常要求我们去游泳。如果你在旁边看我们游，你会发现

我们兄弟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游泳方式。 

哥哥一般很不想去游泳，他更想在家写作业，但他还是去游了。哥哥心里不高兴的时候，

他会游得很快，想早一点完成任务。哥哥的游泳技术可能不是最好的，但这个时候他总是游得最

卖力。 

我的弟弟一般总是一边游泳一边聊天。对他来说，游泳就是玩。他游得很慢，常常被哥哥

和我远远地甩在后面。然后他就会生气，站在游泳池里，一动也不动。 

通常情况，我游泳时更像我的哥哥。我总是想把一件事做好。我的游泳速度比哥哥弟弟都

快，所以当我回到浅水区时，我经常有时间等哥哥弟弟。这样，我既锻炼了身体又玩得很开心。 

偶尔有一天，我们三个都想快快地游。这个时候，我们会比赛谁游得最快。有时候我会惊

讶地发现弟弟其实可以游得很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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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饺子       于欣欣 

         中国新年中午十一点，我站在桌子旁边和妹妹一起擀饺子皮。妹妹正在跟妈妈抱怨

说我占太多位置了，其实我没有占那么多位置。是妹妹的东西占了她的位置，妈妈看妹妹的东西

乱七八糟的在桌子上说 “我帮你把东西收一收。”还好心地帮妹妹把东西整理好。妈妈正在清

理妹妹的东西的时候，爸爸正在用我和妹妹刚擀好的饺子皮包饺子。整完东西后，妈妈就去帮爸

爸包饺子。爸爸妈妈包饺子很不一样，妈妈包的饺子漂亮得很，但是，爸爸包的饺子馅儿多。我

包饺子的时候像爸爸，馅儿放在饺子皮上像个小山似的。妹妹包饺子像妈妈，少放点儿馅儿，慢

慢把饺子皮折来折去，像是折纸一样。 

        不一会儿，一盘饺子包好了，可以准备下锅了。我拿了那一盘饺子，把水烧开，轻轻

地把饺子放进锅里。然后，加三次水，把火关了，再把饺子盛出来。我把饺子摆在盘子上，端到

桌子上去。我们又做了好几盘饺子。 

       最后一步就是吃饺子，我、妈妈、爸爸和妹妹都坐下来吃饺子。我们四个人做了那么

多，终于可以吃饺子了。劳动的味道最好了。 

 

  每年的滑雪假期       汤昀翰 

 我和我的家人每年都要去滑雪。四年以前，我的爸爸想道，“咦，我看到有很多人滑

雪，我们要不要试一试？”妈妈就说：“好呀，我们试一试吧！我看还是挺好玩的！” 

 说过以后，过了一周，我们就出发了。我们先去了一个山叫“Belleayre”去滑雪。我

一去，看到了好多人滑那么长、那么陡的雪道。我那时候都吓死了！爸爸妈妈给我和妹妹报了一

个滑雪课。有一个高高的大男孩做教练，教我们怎么好好地滑雪，怎么停下来，怎么转弯。有一

个没有栏杆的地方，在悬崖旁边，让我很害怕。我每次在那个“简单”的地方一滑，就吓得心都

停下来了。但是我的妹妹什么都不管，到了那儿还是继续滑。我不敢跟我妹妹说我有多么害怕。

爸爸妈妈也去跟另一个滑雪教练一起滑。我们吃中饭的时候，爸爸妈妈说他们只能够滑绿道，最

简单的道。他们都被我笑死了！我说：“咦，你们是大人，你为什么不可以滑最难的道，双黑

道？”妈妈说，：“你不懂，你们小孩比我们大人学得快，因为你们比我们灵活！”妈妈一说，

我就更不好意思说自己害怕了。 

 过了几年，我成了家里滑得最好的人。我现在可以滑双黑道了！我第一次滑黑道是在

Killington。那里有一条黑道叫“The Jug”，比较简单，我就从那里开始滑黑道了。 

 冬天里我每天都想着要去滑雪，滑雪是我最喜欢的冬季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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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刘馨迪 

亲爱的姑姑： 

您好。今天我要跟您说说我们家三人都是怎么读书的。我和爸爸妈妈读书都很不一样。 

我最喜欢读的书是幻想小说。我最喜欢 Harry Potter 和 The Lunar Chronicles。我也

喜欢读现实派小说。我最喜欢的现实派小说是“Everything, Everything”。 

我的爸爸读的大部分都是怎么赚钱的书。他也读“Lord of the Rings”，可是他没有那

么多时间来读，因为他的工作特别耗时间。 

我的妈妈不读书，她听书。她听的书大部分都是关于怎么和青少年交流的。她现在听的书

是“Your Teenager Is Not Crazy”（“你青春期的孩子没有疯”）。她还有一个特点- 同时能

听好几本书。有一段时间，我看见她同时听五本书。 

虽然我和我的父母读的书都很不一样，可是我们三个都很爱读书。 

祝你们全家新年快乐，健康幸福。 

        您的侄女， 刘馨迪 

 

 

    学生园地
   

 马立平六年级二班 赵若冰老师 指导 

 

  喷泉        杨若辰 

黄石公园有很多喷泉。有些喷泉是可以预测喷发的时间。每到一个喷泉，就有牌子告诉游

客这个喷泉什么时候开始喷。 快到喷泉喷发的时候，人就越来越多，等待喷泉。有时候喷泉会

喷早一点，有时候会喷晚一点。喷泉快要喷发的时候，周围的地面上就会起水泡，好像在煮鸡蛋

一样。这时候周围的人开始聚拢。刚开始，喷泉不会喷得很高，好像它还没准备好。过了一会儿，

一个水柱从地下喷出来，人们开始欢呼：“开始了！开始了！快来看呀！” 这时候，喷泉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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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了人们的欢呼，水慢慢地往上升，可以喷得很高很高。一会儿，喷泉慢慢地变小，不少人以

为它喷完了。但是，我们还是在那里等着，因为我们知道还会有更多。 

过了一分钟，喷泉又开始喷了！这一次比上一次还高！水越来越高，喷发的力量越来越强，

水柱也越来越粗。喷泉就好像万马奔腾，在争先恐后地往天上冲。水和蒸汽混在一气，在蓝天的

映衬下格外壮观。我们在黄石公园看了很多喷泉。它们各不相同，各有特色。我十分喜欢。希望

以后还有机会再去看。 

 

  我最喜欢的天气         张心颜 

      我最喜欢的天气里会有阳光和微风，这是出去玩的最好的天气，不太热，也不太冷。

外面的草地绿油油的，小草东倒西歪地在风里飘动，在跳舞一样。天上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

像一个合唱团一样。它们飞来飞去，又好像小孩在玩捉迷藏。我往窗户外面张望，看见树上的叶

子在向我招手呢！树上有一个秋千，在风里摇摆，仿佛有一个人坐在上面似的。太阳也在天上向

我微笑，像在说，“出来玩吧，我在等着你！” 我马上穿上鞋，直往外面跑。 

阳光像烤箱一样，把我的身体晒得热热的。我跑得越来越快，脚底的棕色泥土哗啦哗啦地

往后飞。远处，我看见两个小孩在打篮球。我甚至可以听见篮球拍在地上扑腾扑腾的声音。“今

天的天气真好！”我对自己说：“能出来玩儿，真是太高兴了！” 

 

   海浪          黄浩轩 

我很喜欢海浪。去海滩的时候，我喜欢在水里游泳。我在水里的时候，喜欢看海浪冲到岸

边，然后渗到沙里不见了。我也喜欢在海浪里玩，跟朋友一起冲浪。 

你知道海浪是怎么形成的吗？海浪通常是因为风形成的。有的海浪是风跟水的摩擦形成的。

这是最常见的海浪，可以在任何海找到。有的海浪是因为风暴形成的。这种海浪是不常见的，比

风形成的海浪更危险。海啸也是一种海浪。海啸是由于地下的地震形成的。地震把水推上来，因

此形成一个巨大的海浪。海啸很危险，可以把人冲到水里，人

就喘不过气来，也可以把人的房子冲倒。 

海浪也可以帮助动物。小乌龟宝宝靠海浪把它们带到海

里。海浪也帮助寄居蟹到岸边呼吸。海浪有好的，有坏的。我

很喜欢海浪，是因为我喜欢在海浪里玩。我也希望你读了这个

文章也会喜欢海浪， 但是你也要意识到海浪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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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买加海滩         王桢亮 

去年感恩节，我去了牙买加，看到了很多景色，但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在一个悬崖边的

小木房。站在木房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安静的大海。宝蓝色的海水，打在灰色的岩石上，溅出雪

白的浪花。在没多远的一个小半岛上，有个茅草亭子，里面有个吊床，顺着微风飘飘悠悠地摇晃

着。我看着看着，开始觉得越来越热，然后发现了太阳就在我头顶上。我往下看，太阳不光晒了

我的头顶，它也晒了我脚底下的石灰石。怪不得脚觉得那么烫。于是，我就穿上游泳衣，站到一

座10米高的木头桥上，底下是一片深蓝色的海水。我站了5分钟，感觉底下的海水像个黑暗的无

底洞，一阵冷汗从头传到脚。桥边上的人开始为我数数：“三，二，一... ” 我一跃而起，在

空中里开始加速，然后嗖嗖地往下冲。突然，我“扑通”地沉到水底下。我感觉鼻子进了水。我

开始用力地往上蹬腿。过了几秒钟，我终于冲破了水面。 我急忙把水从鼻子里咳出来。等我气

喘回来了，我翻过身，漂浮在海面上，慢慢地看太阳下山。 

 

 

学生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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