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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寄语 
 

 大家好！我是马力平七年级一班的宋佳胜。新冠疫情

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中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

只能待在家里，不能像以前一样去上学，或者跟朋友一起玩，

或者去旅游，感受外面的世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

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比如说，给医生，超市工作人员们做

卡片，说出我们的感谢。捐助医院和地方单位，感谢这些在

危险中还帮助我们的人。在这段时间，我做家务事的能力提

高了，做饭能力也提高了，也有更多时间提高自己了。这是

我这段时间的收获。 

 

       - 宋佳胜 

 

 

 大家好，我是马立平八年级的学生马子恒，也是本期

《小语世界》的编辑，我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在疫

情期间记住要每天洗手和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 马子恒 

 

 

 

我是马立平五年级的学生卢贤燊。我做小编辑已经三

年了。我平时喜欢画画，在户外打棒球，骑自行车，读书。

现在在COVID-19疫情期间，有很多户外的集体活动都取消

了。所以我上学校的网课，在家里通过网课练习打冰球，写

英文故事，学习做网页，种植花和蔬菜。虽然我的生活方式

和以前很不一样，但是每天的安排很紧凑。我开始习惯现在

的生活日常，同时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家里有足够的

活动空间。我希望所有人都平平安安，而且我们能尽早找到

预防和治疗COVID-19的方法。   - 卢贤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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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佳胜 

五月二十五号是国殇日。国殇日是我们纪念和感谢为

国捐躯的英雄的节日。在这天会有游行和扫墓活动。国殇日

最早是在美国内战之后纪念阵亡士兵们的。那时候，国殇日

叫Decoration Day，因为满街都会有纪念士兵的装饰。现在

国殇日是纪念所有的为了保护国家而献出生命的人。 

今年在COVID-19的影响下，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变

了。病毒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挑战。我们周围的一些平常人，

为了帮助其他人，站了出来，成为了这个时代的英雄。最近，我采访了马立平八年级的陈

纪元老师。她带领来自Eastchester，Tuckahoe，和Bronxville的街坊邻居们，给很多单位

捐赠了防护产品，帮助了周围的人们。她就是这样的一个英雄。下面是我采访她的记录。 

记者：请问您是怎么样想到要捐那么多东西给医院呢？ 

陈老师：这次新冠肺炎，主要需要的是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手套和其他的一些防疫物

资。一月份的时候，病毒在中国流行，所以在美国的很多华人在这里买物资捐到武汉。那

个时候，我就参与了，买了一些N95这种比较好的口罩寄到武汉。到三月份的时候这里也有

病毒流行了，大家突然发现美国也缺东西，所以开始从中国买，再运到美国来。 

记者：您捐给了哪些单位呢？ 

陈老师：在国内我捐给了武汉那边。在这里呢，我捐给了周围的医

院，包括在Bronx的Jacobi Medical Center，New Rochelle的

Montefiore，还有St. Joseph’s Hospital。我还捐给了地方的警

察局和消防局。因为我觉得在这里很多人不爱戴口罩，如果警察戴

的话，就会带动更多人戴了。除此以外，我们还捐给了一些老人

院。 

记者：您做这件事的时候您的朋友们是怎样帮助你的？ 

陈老师：最开始的时候是我自己捐。后来当我在邻居群里说了有口

罩要捐的时候，群里很多人都要参加，差不多有20几家一起帮助我

买口罩和其它的物资。 

记者：您做这件事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么？ 

采访抗疫捐赠英雄陈纪元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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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师：第一次我去医院的时候有一点担心，回家的时候浑身消毒。后来了解了医院的防

护做得还是很充分的，就放心了一些。主要的困难就是从中国运东西过来变得越来越慢，

因为快递公司的业务受到了影响。但是很感谢在中国的朋友们帮助我去找好公司，才能把

物资早一点运过来。 

记者：在这次事件中，您印象最深刻的人或事是什么？ 

陈老师：通过这件事，我在群里交了很多朋友。有一些人是从来没见过的，现在我们成了

好朋友，在微信中一起聊天，讨论问题。 

记者：您觉得我们学生可以怎么样来为社会提供帮助？ 

陈老师：小孩子有很多方法来为社会提供帮助。小孩子有创

造力，可以做艺术品来感谢医护人员。有的小孩拍视屏来感

谢医护人员们，还有的小孩可以写文章，写诗，寄给他们，

这些都非常好。小朋友在家里好好学习，帮助父母做家务，

遵守疫情期间的规定，都是为社会做贡献。 

记者：非常感谢陈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国殇节   马子恒 

国殇节是纪念在战场上死去的美国军人的节日，这个节日的时间是每年五月的最后

一个周一。每逢这一天，有些志愿者会到那些去世军人的墓碑前插上美国国旗。美国还有

许多关于 国殇节的影片、音乐和诗歌，这些都是为了纪念那些牺牲的军人。 

除了国殇节，美国还有另外两个纪念军人的节日，一个是十一月的退伍军人节，是

为了纪念退休的士兵们，还有一个关于美国军人的节日是 Armed Forces Day,是为了纪念

参加了军队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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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华语八年级 郭鸿老师 指导 

 

 

 

妈妈的童年记忆                        冯佳瑞 

  

 我的妈妈从小在中国的北方长大，北方的冬天又长又冷，出门要穿厚厚的棉衣和棉裤。小

孩儿们没有课后班，也没有我们今天的电子游戏，所以⼤家都在外面玩。北方的冬天，有很多

雪。她和同学们喜欢在学校的院子里玩打雪仗。很多人在⼀起玩，衣服都会弄得很湿。那时的教

室⾥没有暖气，要用教室里的炉子烘干。每个早上，同学们会轮流烘干衣服。 

冬天的时候，妈妈家附近的小河会结成冰。她和同学会

去滑冰，她小的时候没有滑冰的装备，所以他们很多时候是乱

滑的。我妈妈也会坐在⼀个小木板上，然后别⼈推她，她能滑

得很远。她还会玩冰猴，冰上转陀螺，谁转的时间最长，谁就

赢了。陀螺是⼀种木玩具，有⼀头很尖，在冰上用尖的那头转

起来，用一个鞭⼦抽它，能转得很久。 

我妈妈小时候还有很多好吃的冰冻食品。比如冻柿子，

冻梨，冻糖瓜等等。梨冻了以后，会变成黑色的，看着像个硬邦邦的黑煤球。但是冻化开来以

后，像梨子里包了果汁一样，咬一口就能把里面的水全吸光。 

妈妈小时候没有现在的科技和玩具，但是他们小孩子也玩得挺高兴！ 

 

  

妈妈小时候的一日游      何悦琳 

  

 那⼀年，我妈妈十岁，第⼀次跟她的同学去北京。老师在⼀个星期以前通知他们要全班一

起去北京一日游。他们⼀起坐着旅游大巴，早上五点从学校出发。小朋友们都很兴奋，头天晚

上，几个⼩朋友⼀起在妈妈家过夜。不到四点钟就都起来了，不需要父母叫。外面天还黑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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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到学校的时候，发现大家都已经早早到学校了，

每个人都带了很多好吃的。大部分同学带了面包，香

肠，茶叶蛋，饮料，还有的同学带了炒饭和鸡腿。 

一路上大家开开心心唱着歌，很快就到了北

京，两个小时的车程像半个小时⼀样就过去了。他们

先去了颐和园，这是皇帝避暑的地⽅，英文叫做夏天

的园林，Summer Palace。老师给每个同学们买了票，他们陆续持票走进园中。颐和园非常大，景

点很多，妈妈说他们差不多走遍了整个园子。妈妈记得游了十七孔桥，石舫，长廊。园里有很多

外国游客，黄头发，蓝眼睛，与中国人非常不同。同学们都很好奇，有的同学主动地和他们打招

呼，说，"hello"。但是同学们的英文不好，无法继续交流，感到很遗憾。 

逛完了颐和园，⽼师说可以吃中饭。同学们纷纷把自己带的好吃的拿出来。有的同学先吃

香肠，有的拿面包夹茶叶蛋，带炒饭的同学吃得好香。中午短暂休息，吃过东西以后，他们去了

紫禁城。这里是皇帝上朝和他的家眷居住的地方。每一个宫殿都非常大，气派非凡。每一个同学

都被震撼到了。宫殿的大门上有很多门钉，位置低的都被摸得发亮了。在紫禁城也有很多外国游

客。同学们旅游以后都感觉要好好学习英文。 

 

 

妈妈小时候最喜欢的活动               徐海歌 

  

我妈妈小时候喜欢跳皮筋。跳皮筋有多种玩法；可以是

单根皮筋，也可以把皮筋两端结起来形成⼀个圆形。如果是单

根皮筋，两个朋友拉着两端，另一个人用脚勾皮筋，然后两只

脚交替勾住皮筋跳出多种花样。圆形的皮筋是套在两个人的身

上形成两根平行的皮筋。另一个人在两根皮筋之间来回跳。跳

皮筋既锻炼身体又可以大家一起玩，所以是妈妈小时候非常流

行的活动。 

 

  

爸爸小时候最喜欢的活动                 许静远 

  

 我的爸爸小时候非常喜欢玩儿纸牌。纸牌很有趣。他自己玩儿，或者和他的朋友和家人一

起玩儿。有了纸牌，我的爸爸可以玩很多游戏，他很高兴。和朋友一起玩儿很有趣。他最喜欢的

游戏的法语名称是SDP，在该游戏的每一回合中，你说出要赢得多少回合。为了赢得比赛，你必须

在桌上放最高的牌。如果你输了十三次，那么你就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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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小时候的玩具             黄泳琛 

  

 我父亲小时候，他最爱玩的玩具就是风筝。我父亲的家庭没有很多钱，因此他无法购买昂

贵的玩具，我父亲就自己做风筝。在他的学校，他在美术课上学习了如何制作风筝。他必须自己

准备材料，所以就慢慢攒钱去买材料。风筝容易制作而且不贵。为了制作风筝，我父亲用纸、绳

子和两根木棍来做材料。但是，现在要做风筝，用塑料比纸更好。 

首先，取两根木棍做成十字形。然后，用细绳将木棍

绑在一起。再用剪刀剪出一个正方形，并将正方形的角连接

到十字架的四个点，用绳子把角绑在一起。接下来，取绳子

并将其绑在十字架的侧面。使用大量结实的风筝线，使其可

以在天上飞。你的风筝就做好了！制作风筝很容易，但是放

风筝却很困难。我父亲必须练习很多次才能放好风筝。你需

要查看风从哪个方向来，并面对顶风的方向。放开风筝，风

筝就可以飞起来了。 

 

  

难忘的比赛                 钮奕飞 
  

 我爸爸在中学的时候有个很难忘的⽐赛。他在北京二中。他和他的同学代表他的学校参加

北京市的乒乓球比赛，赢得了第一名。他们然后去和上海、天津的学校进行全国比赛。虽然他们

输了，只得了第三名，但是爸爸还是很高兴，因为他们的比赛在中央电视台转播了，这是爸爸第

一次上电视，让他很难忘。这个比赛叫“德智体美劳”比赛。我不知道什么是“德智体美劳”，

爸爸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德”是“品德"，比赛时给一分钟时间准备，然后讲故事。爸爸很

会讲故事。“智"是“智力"，就是IQ，像美国的Jeopardy比赛。“体”是“体育”，就是

physical education，爸爸打乒乓球很好。"美"是“美术”(arts)，画画什么的。“劳”是“劳

动”，就是用手做东西。我跟爸爸学到很多东西，我也觉得我的爸爸很棒！ 

  

  

不要放弃              张远菁 
  

 尽你所能，做到自己的最好，这就是我爸爸教我的道理。不管是网球比赛、拉琴、或学

习，我爸爸都会叫我尽我全力。我很景仰他，他从小学习就很努力，现在当一个律师。我为了这

篇作文采访他的时候，他告诉了我一件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 

爸爸说，每年中学会举办一场赛跑，每一个班都要派一个人去参加。大多数孩子肯定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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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去的，因为害怕丢人，但是我的爸爸很勇敢，他举起手说他会参加比赛。比赛的时候，爸爸一

开始跑得很快，可是跑太快了，他过一会儿就累了，但是他还继续跑。到了最后，他总算跑完

了，很高兴，即使他是最后一个到达终点的。虽然，我爸爸不是一个爱跑步的人，但他还是尽力

地跑。很多人都放弃了，我爸爸还继续往前。 

我选择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觉得竭尽所能的道理很重要。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怎样坚持不

懈，如果有什么事情他们不会做，他们就打算不做了。即使你可能会输掉、失败、或被其他人嘲

笑，你也应该从错误中学习，这样才能成功。爸爸，谢谢你的教育和支持！ 

  

 

爸爸的童年故事   魏明达  

我的爸爸是一个有趣的人。他有一个有趣的童年; 有很多起起伏伏。在学校里，他会做

纸飞机，玩弹珠，斗兽棋，象棋，改形的陆战棋，和其他的活动。有时候, 他和他的朋友会开

玩笑地骗老师。老师看不见的时候, 他们会把纸飞机扔向老师，而惹上麻烦。他爱玩, 但是他

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很努力学习, 认真做功课, 听老师讲课。因为他很努力, 他上了一所

声望很高的大学。 

但是有一次他差点死了。如果他死了, 我就不会存在了! 

我爸爸家在上海, 大约八岁的时候, 他喜欢抓蟋蟀。他喜欢它们叫的声音。在他居住的

地方附近，有一条河。这条河很宽, 约十六米宽, 又深, 足够深船通过，能淹死人! 在他的家

和河之间，有一堵墙。这个墙，只有约一英尺宽, 一点儿也不高, 足够矮个子的人爬过去。因

为隔离墙的目的是防止水浸，所以不太高。在河和墙之间, 草里面有许多蟋蟀。暑假的一天, 

没有课，因为夏天蟋蟀最多, 他就兴高采烈去抓蟋蟀。他爬上了墙，在墙上走着, 低头看着他

的身边找蟋蟀, 所以他没有注意他的前面。突然, 他从墙上掉了下来, 顺着坡滚进了河里。水

很黑, 而且他不会游泳, 所以他挣扎着。他挣扎了大约十分钟。正巧河边有排屋。有一个高中

女生在河边吃午饭。她看见有人在水里挣扎, 就不加思索地跳进水里救了爸爸!  

他被送往医院。因为他吞了很多脏水，所以他每天拉肚子和呕吐, 而且大多数时候不止

一次。他像这样过了一个星期。在那一周, 他的外婆不生气, 每天喂他花生酱汤。他的父母不

在本地，在其他城市工作。因为没有电话, 他的妈妈几天后才知道。现在, 每次他闻到花生酱

汤的气味，还觉得恶心想吐, 不过他可以吃其它做法的花生。 

我听到故事的时候，感觉很开心，因为爸爸被救了。我高兴，因为我也喜欢蟋蟀！虽然

那天他没有成功地抓住任何蟋蟀，但是我的爸爸肯定不会忘记他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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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之行   张晓芳 

     （MLP三年级三班 韩晓英老师指导） 

       暑假里，我到中国去了一个半月，游览了北京、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等地。我最喜欢

的是上海迪斯尼乐园。 

       我玩了很多好玩的项目。其中最喜欢的是雷鸣山漂流和七个小矮人矿山车。漂流时，我没

有披好雨披，头发都湿了。坐在圆形的船上，四处漂流的感觉真好。我们最后穿过一个有恐龙声

音的黑洞，船突然掉下来，有许多水溅到身上，漂流就结

束了。坐在过山车里，矿山车忽上忽下。看见七个小矮人

时，车慢慢地上坡，然后车突然往下沉。吓了我一大跳，

但是我很喜欢。 

       晚上，我们在迪斯尼酒店的楼顶上观看了烟火。

我很喜欢我在中国的旅行。 

 

 

 

 

 

在这段特殊时期，邓立红老师的马立平二年级二班的几位小朋友们用自己的

小画笔画出了他们的祝福和鼓励，向医护人员和老师表达感激之情。 
 

      

  刘莎莎                  魏诚佐        Grace Wong 
 

教学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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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七年级三班 杨波老师指导 
 

 

西安   毛逸清，余欣欣，汤昀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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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田悦蓉，靳子玮，刘语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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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都   

刘馨迪，许晰然，任昕也，王意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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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林书慧，朱思宇，任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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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陈敏老师！ 

- 马立平五年级一班 王雨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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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画作 
 

 

  

 

孟雪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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