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卷 5 期—— 

 

新冠，2020 

 

凯瑞中文学校 

2020 年 10 月 30 日



I 
 

前 言 

本期《中文之星》收录了来自 CCS Got Talent 2020 的参赛中

文写作和绘画作品。2020 年真的是特别的一年，不仅影响了我

们成人世界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也给孩子们的学校生活带来了巨

大的冲击。你看，从他们那些作品的字里行间，和那一幅幅映衬

着因为新冠而改变了的世界的图画，谁又能猜得到这一些在他们

幼小的心里最后能存留多少？ 

本期《中文之星》同时刊登了第八届美国少年儿童中文大赛

我校部分学生的参赛作品《我的爱好》系列。和以往不同的是，

这一届的中文大赛的复赛和决赛都是在云上进行的。祝愿这些学

生发挥水平，取得理想的成绩！ 

 

CCS 新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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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rey Nam, 12 yrs. old, Title: Split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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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特别的一年 

Julian Kelly, 6 岁 

2020 年是很特别的一年。 在我的小世界里，我没有去学

校，而是在我的房间里通过电脑屏幕学习中文，数学，和其它

的课程。在我的小世界之外，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不同国家的

人们，超级英雄，幸运虎，还有其它的动物都在一起努力打败

给人们带来疾病，学校关门的病毒。我相信明年三月我生日的

时候，病毒一定会被打败，那时，我会非常开心地享受我的生

日蛋糕的。  

 

(Julian Kelly, 6 yrs old, title: the year of 2020) 

 



 

 

 

小豆豆发芽 

黄青蓝 8 岁 

   

小豆豆坐在土里，他很渴，特别想喝水，可是他不知道怎

么才能找到水。过了一会儿一条蚯蚓钻了过来。 

“你好，你知道哪里有水么？”小豆豆问道。 

“知道，西面五英尺就有个水洼，大概四个小时能到。”蚯

蚓说。 

“好，谢谢你！”小豆豆说。可是小豆豆想：“我不能像蚯蚓

那样钻来钻去，怎么办呢？”他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小豆豆睡够了，他挺了挺身子，觉得很暖和。

小豆豆想：“是春天来了么？” 

小豆豆想着想着，又开始渴了。可是蚯蚓说的水洼，他没

有办法去。他挺了挺身子，叹了一口气。突然他听见外面滴滴

嗒嗒的雨声，原来外面正在下雨，春天真的来了，他高兴极了！

过了一会儿，水流了过来，他开心地喝起了雨水。 

小豆豆喝了很多的雨水，发现自己变胖了，觉得很舒服。

他现在特别想去外面看看，就不断地挺着身子。过了几天，小

豆豆不再是小豆豆了，而是一棵小豆苗了，他终于看到外面了! 

 

 

 



 

 

 

 

 

(Sophia Fan, 9yrs. Old, Title: Cat) 

  



 

 

 

孙悟空大战新冠病毒 

汪卢安 （Luanne Wang） 

有一天，在做很无聊的数学题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累，于

是把的头一低, 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我梦到了我在云朵上飘

着，看见孙悟空正在大战新冠病毒。真是有趣，看那孙悟空一

边用金箍棒和病毒作战。一边趁机拔了几根猴毛在嘴里嚼了

嚼，往天空中一吹，变成了很多小孙悟空和无数的病毒打了起

来。打了很久，一直分不出胜负。 再看， 孙悟空已经驾着云飞

到了空中。 

正在我很着急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声音，我一看原来是

观音菩萨。这个观音菩萨手里没有拿玉净瓶，而拿着一个注射

器。穿的衣服也很像医生的工作服。只听她说: “傻猴子，试试

用 75%的酒精喷它们 但是要记得戴上口罩哟！” ”谢谢菩萨！”

孙悟空高兴回答。 

我看见孙猴子戴上口罩，把金箍棒变成一根大大的针管，

把酒精喷向病毒。就只见一个个的病毒倒在地上。别提我的心

里多高兴了！“卢安！快醒醒！”我听见妈妈说。我一下子就醒

来了。想起刚才的梦，我一下子很感谢和佩服一直在保护我们

的护士和医生！ 

“卢安快做数学题了！”我又听到妈妈的声音。哎，我又不

得不回到这无聊的数学题当中去了。 

 

 



 

 

 

 

(Evan Wu, 7 yrs. Old, Title: Battle against COVID-19) 

 

音乐唱响我的 2020 年 

邹佳彤 (Isabella Zou) 

我从小就喜欢听音乐，唱歌。当我伤心难过的时候，听一

点音乐就可以让我开心起来。我喜欢听各种各样的音乐。遇到

我喜欢的歌曲，我就会把歌词写下来，有时间就跟着音乐唱。

一学会，我就会激动地去唱给我的家人和同学们听。但是，收

到疫情的影响，我的学校关闭了。我最喜欢的音乐课也上不了

了。没有了和同学们一起唱歌的时光，我一度很伤心。 

不过没多久，学校就开始了网课。我的父母都很忙，但是

他们帮我注册了很多有趣的网络课程。有一天，爸爸妈妈给我

了一个惊喜。他们买了一个唱卡拉 OK 的机子。这个机子有一



 

 

 

个音箱和两个麦克风。我高兴极了！爸爸说， “不要着急，我

们还要下载一个唱歌软件才能用。” 这时候，我和妹妹已经迫

不及待的拿起麦克风开始唱了。不一会儿，爸爸把唱歌软件装

好了。我这才发现，这个软件可以选很多不同的歌曲。我们一

家人轮流唱了起来。妈妈和爸爸还唱了一些他们小时候学的

歌，比一比谁的评分最高。我觉得很有趣，也学着唱，尽管很

多歌词都不会。我和妹妹都玩儿的很开心。整个屋里荡漾着我

们的歌声和欢乐。 

 

我的新卡拉 OK 让我的暑假生活丰富了很多。我学会了很

多新歌。你是不是也期待我给你唱一首好听的歌啊？ 

 

 



 

 

 

我的 2020 

袁那森(Nathan Yuan) 

今年是 2020 年，这一年是很特别的一年。虽然今年开始的

时候还是正常的，但是到了三月，我们的学校就关了。从三月

到现在，我们一家都减少了出门，出门的时候都要戴口罩。这

一切都因为一个病毒，叫作新冠状病毒。 

新冠病毒是从中国武汉开始的，后来传到了世界各地。现

在已经快到八月了，这个病毒在美国越来越严重了。我们今年

不打算回学校上学了，都要在家上网络课。现在不可以和小朋

友们玩，不可以出去吃饭，更不可以去旅行。我特想让这个病

毒消失，因为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这个病毒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便，但也让我和家人有

更多时间在一起。我和弟弟妹妹一起玩的机会多了。有开心也

有吵架，时间久了发现自己更了解他们，也更爱他们了。在家

的这几个月我会帮爸爸妈妈做一些家务，比如做饭、洗碗、叠

衣服、收垃圾。。。 通过这些家务，我发现爸爸妈妈很辛苦。

我以后一定要帮他们分担更多的家务，这些也是我居家这四个

月的收获。 

2020 年已经过去一大半了，在这大半年中有失去也有收获。

我希望这场病毒快消失，科学家们尽快找到疫苗和药让我们重

新回到正常的生活。 

 



 

 

 

 

(Melody Zhou, 9 yrs. Old, Title: Thank you, doctors!) 

 

闯关 

Jiarong Cao 

疫情之前，我总幻想在家里好好地宅上一天！但当我真的

过上了这种“悠闲自在”的日子，发现一切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

么美好。 

没了功课和课外班，我每天除了睡和吃，就是玩儿。过了

两个月，我开始厌倦自己以前梦寐以求的“完美时光”。有一

天，我心血来潮，想给自己过个磅。当我踩上体重秤时，简直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 “妈呀！我怎么重了 3 公斤！？”老爸

的“顺风耳”听到了我的惊呼，立马赶了过来。“从现在开始，你



 

 

 

每天跳 1600 个绳，做 80 个仰卧起坐，40 个俯卧撑。”虽有百

般的不情愿，但也不敢违抗老爸的“命令”。 

第一关：跳绳。这个以前可是我的强

项，但由于好久没练过，当我跳完 1600 个

时，已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忍不住趴在

了地上。休息了好一阵，我终于缓过了

劲。第一关闯关成功！ 

 

第二关：仰卧起坐。成功闯过

第一关的我自信满满地开始了第二

关。但刚刚做了 20 个，我就感觉

肚子隐隐作痛，变得异常沉重。

“不行了！让我看会儿电视，充充

电！”我哀求道。“做完才能看！”老

爸“冷酷”地拒绝了我。虽然心里十

分抱怨，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咬紧牙关继续做，终于闯过了第

二关。 

第三关：俯卧撑。此时的我已经瘫

倒在地，但要是做不完就没电视看了！

经过一番心理斗争后，我毅然选择了向

前冲刺。在我不懈的坚持下，我成功的

冲过了第三关！ 

虽然我整个人像洗了个澡一样，浑

身是汗，但我的心里却像蜜一样甜：我成功了！在以后的日子

里，我坚持每天锻炼，不仅燃烧了多余脂肪，还渐渐明白了一

个道理：不断超越自己，才能真正让人感到充实与满足。 

  



 

 

 

梦 

王子恩 

 

今年 2020 年有很多令人沮丧的事情。新冠病毒全世界大流

行，很多人住进了医院，甚至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春假我去

迪士尼乐园的计划取消了，暑假回中国旅游的计划也泡汤了！

真是令人伤心！ 

但是今年也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了！ 

5 月 31 日，SpaceX 首次载人上太空，飞行 19 小时后，成

功与国际太空站对接！太令人兴奋了！我读了埃隆·马斯克的自

传，人类在不久的未来就会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起

源可以追溯到哲学、虚构和想

象。那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世界呢？想着想着我就睡着

了......人工智能时代......哈哈！

太美妙了！那就是一个神话、

科幻和现实完美结合的世界！

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在商店工作，

也可以在医院救治病人，还可

以在迪士尼乐园为大家服务。

这样我们就不用怕病毒了，还

可以去旅游！ 

我想成为超人，成为变形

金刚，我想拯救地球！对了，

我是谁呢？人工智能？还是

人...... 



 

 

 

 

 

（Alicia Yang (杨雨柔), 10 yrs.old, Title: Fighting Together） 

隔离中的自由和希望 

陈安烨 

 

对于学生来讲，假期不用上课，没有功课，还可以到处去

玩，还有什么比这更自在的呢？新年前后我们全家去了佛罗里

达和加勒比海痛快地玩了两周。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已经兴奋

地筹划着暑假的旅程。但没想到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所有的

旅行计划都泡汤了。暑假开始后， 我只好接受整个夏天窝在家

里的安排了。一开始，我还努力地找事情做：骑车、做饭、练

习萨克斯风等等。但时间一长，我只觉得干什么都没劲了。 



 

 

 

七月四号是美国生日，它象征着自由和希望。往年这个时

候，街上都是欢声笑语，家家户户后院都会传出烧烤的香味。

但今年因为害怕病毒传染， 周围却是静悄悄的。我很想用一种

特别的方式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碰巧，邻居的小伙伴们也有

同样的想法。于是我们组成了一支乐队，带上各自的乐器，排

练了一整天美国国歌。 

黄昏的时候，我们出发，到小区各个地点演奏。当乐声响

起的时候，邻居们都从窗户或篱笆后纷纷探出头来向我们挥手; 

路上零星的汽车也停下来静静地欣赏，每次结束的时候，四周

都响起了掌声和道谢的声音。还有很多小孩一路跟着我们，虽

然我们只是重复同一首曲子，但他们还是一遍又一遍地听，从

他们充满喜悦的眼睛里，我看到了希望。当表演结束的时候，

天空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烟花。我突然间感受到，无论发生

什么事情，比如这场疫情，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和希望， 就不用

惧怕任何事情。 

 

（Brianna Xin, 12 yrs. Old, Title: 2020） 

 



 

 

 

龙暴君的寓言 

Andrew Ye 

很久以前，有一条龙占领了一个王国。他摧毁了这个王国

的乡村和城市。王国的勇士们用最好的剑与他作战，神父们天

天对这条龙施咒语，但都徒劳无功。更糟的是，不久龙开始对

杀人感到厌倦，命令国王每天向他送一万名男女。国王别无选

择，只好同意。  

这样过了很多年，龙占据了这个王国的每天生活。学校教

导学生，巨龙的存在防止了王国人口增长太快，还有，龙吃人

类是自然现象。而且现在，龙有很多人吃了，所以它也就不去

摧毁城市。城市显得和平了。 

但是随着龙的长大，它的胃口更大，它要求吃越来越多的

人。现在，国王的任务是每天安排运送人，和按排运送的路

程。很多的工作产生依赖着巨龙。比如，需要很多文员向失去

成员的家庭提供养老金，需要很多工人收集牺牲品。甚至需要

很多安慰者安慰在火车上送去给龙的人们，一切都很好。 

王国的生活继续着，人们的技术发明进步也越来越快。大

到飞机，小到温度计，都成了这个王国生活的一部分，但是，

巨龙仍然像巨大的黑影笼罩着整个王国。随着技术的进步，龙

鳞的坚不可摧再次受到很多人质疑，人们开始思考怎样杀死巨

龙。不久，人们成立了组织，提议国王制造武器杀死巨龙。因

此，国王举行了整个王国大会，来讨论是否应该杀死巨龙。一

开始，官僚们说巨龙是王国的一部分，王国今天的发展巨龙帮

助很多。但是，一个小男孩喊着说：“龙杀死了我的奶奶”。这

句话一下子传遍了王国，官僚们再也控制不了了，因此决定这

是条坏龙。 



 

 

 

国王决定，十年之内，制造武器消灭巨龙。然而，十年来

了又去了，武器还没完成。龙一直在吞食人类。但是经过一次

又一次的测试，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一切终于准备

就绪。 

一个阴云密布的早晨，多年准备的导弹终于发射升空。巨

大的爆炸声中，巨龙像巨大的，黑暗的山，坍塌了。 

看着巨龙消失了，国王忍不住跪在地上，问自己，为什么

没有更早造导弹，为什么让这么多生命失去了？为什么？ 

 

（Alec Yang, 14 yrs. old, Title : The Heroes） 



 

 

 

很特别的一年 

李浩 (Jason Li) 

今年是很特别的一年。因为 COVID-19，导致我们全世界人

民隔离。很多事情给我留下 

了很深的记忆。下面是我觉得今年特殊的坏事和好事。 

坏事 

1. 今年因为 COVID-19，大家都在家里待着，导致很多人失

去工作。无数国家 经济崩溃。 

2. 因为小孩不能上学，大人比以前忙。他们每天都要做饭，

比以前花更多时间帮助我们学习，陪着我们玩。 

3. 每天都要担心不要被传染。比如，我去游泳的时候会害

怕，因为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病毒。 

好事 

1. 对每个家庭来说，不需要像以前一样花很多钱了，因为

花不了这些钱，比如说，油费和旅行。 

2. 我有更多时间运动，看书，跟弟弟玩，还有跟朋友聊天。

我觉得比以前更轻松。 

3. COVID-19 让我养成更好的卫生习惯。 

我现在每天都很感恩。觉得自己很幸运。住在一个舒适的

房子里，有好吃的饭，温暖的床，家人的陪伴。 

 



 

 

 

 

(Marina Zou, 8 yr. old, Title: Crab Catching in 2020) 

 

我的爱好 

黄海天 (指导老师：杨清) 

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不同，爱好也不一样。而且随着

知识的不断积累，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也会有不同的爱好。 

记得大约三、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家听歌，音乐声

太美妙了。这些声音从哪里来的呢？我到处找呀找。最后发现，

四个大小不同的箱子前声音最响。我确定声音是从这里发出来

的。我问爸爸：“爸爸，这些箱子是什么？它们为什么会唱歌。”

爸爸说：“这叫音箱，可以播放好听的音乐。” 这是我第一次知

道音箱。爸爸知道我很好奇，就经常播放一些我喜欢的音乐，

这样我就更喜欢音箱了，经常抱起音箱手舞足蹈。不久以后，



 

 

 

我又开始好奇音箱是怎么发出声

音的。于是我偷偷地拿来爸爸的

螺丝刀把音箱拆开，想弄明白到

底怎么回事。可是这一次我把音

箱拆坏了。后来我又偷偷找来家

里的几个电脑音箱一个个拆开来

探寻音箱里的秘密。于是拆音箱

成了我第一个爱好，因为好奇不

断地驱使我去探寻它的秘密。  

在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

们跟着老师去学校的图书馆。一

进图书馆，就看到一排一排摆满

了书的书架。这些书大大小小，

什么内容都有。在老师告诉我们可以自由找书的时候，我激动

地一排一排找我感兴趣的书。不久我就被一本书的封面吸引住

了，上面有一个黑洞在摧毁一颗恒星。我把书打开，随便翻到

一页，里面许多关于恒星、行星和其它宇宙天体的知识深深吸

引了我，很快就放不下了。我开始迷上这些神奇又遥远的星星

了。强烈的爱好促使我后来读了很多天文方面的书，认真学习

这方面的知识。在那个时候我能清楚地记得太阳系每个行星的

温度、大小、与太阳的距离等各种具体数据，甚至弄明白了太

阳是怎么靠发生核反应来发光发热的。 

五年级那年，因为要为一个越南战争的项目收集资料，学

校让我们自己带电脑去学校查。在网上收集资料的时候，我突

然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电脑是怎么运行的呢？强烈的好奇

心让我整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一放学回家，就迫不及待地在

电脑上搜寻起这个问题的答案来。一开始很多搜索到的知识我

都无法理解，一个问题往往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但是好奇心驱

使我不断地去学习，逐渐的我学到了很多关于电脑的知识，比

如电脑的处理器就像许多开关，可以处于“开”状态或“关”状态，



 

 

 

而这些状态就表示不同的信息。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我不

停地学习电脑知识，甚至把家里的几台电脑拆开来研究里面的

组成。现在我已经了解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比如软件是怎么

写的，硬件是怎么运行的，软、硬件是怎么配合的等等。 

爱好的产生往往是偶然的，就像我，在一个特定的时候突

然对一件事情非常着迷。爱好也会变化，因为有时候突然有一

件事情更让人着迷。爱好是促使我克服困难不断去探索和研究

新事物的最大动力。没有爱好，生活就没有目的。因为爱好会

变，生活的目的就有很多，能使得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充满着

趣味。    

 

 

(Olivia, 8 yrs old，指导老师：Ashley Wang) 



 

 

 

我的爱好 

柯建英 (指导老师：杨清) 

我是个非常讲究饮食的孩子。可以说我是一个小美食家。

那么，寻求美食主义就是我的爱好！ 

妈妈说，当我还很小的时候，已经懂得口腹之欲。我爱吃

鸡肉、红薯和牛油果。不爱吃普通的儿童食品。比如，要我吃

奶糕之类，我苦着一张小脸不愿意吃。 我小时候也很挑食，不

喜欢豌豆粥。妈妈第一次让我尝豌豆粥时我才一岁！那时候豌

豆粥一进到我的嘴里我就皱起了眉头，马上吐出来了。 

虽然我在美国长大，但是我还是吃不下很多美国餐。特别

是美国学校食堂的学生食品。我愿意自己做饭，把饭盒装好，

怕吃食堂的饭。因为他们所有的菜缺少滋味，不是煮老了就是

欠火候。所以我每天去学校以前，都会自己带饭盒。 星期一，

我带一碗凉拌生菜沙拉和一两个茶蛋。星期二，我带一小盘寿

司，同学们常常要我分给他们吃。星期三，我特别喜欢吃煎蛋

卷，把早上炒好的“西部”三丁鸡蛋饼带去。我平常周四会带一

道容易烹调的俄式名菜，叫俄式煎肉丝。星期五，我把一个大

暖瓶装满我最喜欢喝的汤，叫鸡蓉鲍鱼羹。 这种汤是中国北方

菜，又好喝又有营养。 

如果你会选择食物，爱吃健康的东西，那就太好了，这是

一种养生之道！其实现在很多美国人都不大喜欢吃蔬菜和水果。

他们喜欢吃肉，喜欢吃快餐。 据统计，美国过度肥胖的人口超

出百分之四十。有的人知道这样不健康，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好

处，但是他们还是不想吃蔬菜。蔬菜有维生素和矿物质，它可

以帮助小孩子健康成长，对大人也很重要。如果你多吃一点儿

蔬菜和水果，你就会很健康。如果你像我，当个小美食家，你



 

 

 

的食物不但营养健康，还会有滋有味。你愿意和我一起享受美

食吗？那么，我们就能够一起大饱口福了！ 

 

(Abigail O, 9 yrs old, 指导老师：Ashley Wang) 

 

我的爱好 

周毅远  (指导老师：杨清) 

 

我的名字是周毅远。我出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现在十

四岁，在读高中九年级。 



 

 

 

我喜欢学校里的很多科目。我最喜欢的是数学课。我喜欢

看到数字在一个方程中奇迹般地变化，就像你可以将许多东西

混合在一起变成不同的样子一样。我现在在学校里上代数二。

我也喜欢阅读。我最喜欢书是哈利波特和 The Hunger Games。

我喜欢哈利波特，因为我觉得那本书的情节很有意思。我最喜

欢的事情是和朋友一起玩儿，我们有时会玩电子游戏。我在校

内外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有不同的个性。有些很善良，有些很

有趣，有些很聪明。我在学校的长跑队，已经跑了三年了。上

高中以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强壮。我很喜欢运动。去年我也参加

了学校的网球队。我爱跟朋友们打网球，我觉得很好玩儿。我

在学校里很努力。我的朋友说我挺聪明的。我在学校的成绩很

好。我也喜欢跟我朋友游泳和踢足球。 

在我的家里，有妈妈，爸爸，外公，外婆，和妹妹。我很

喜欢妹妹，她的名字是朱莉，她九岁了，在上小学。我的妹妹

拉小提琴，也弹钢琴，她非常擅长这两种乐器。我的妹妹是一

个非常善良和慷慨的人。她非常活跃，可以打网球，游泳和跳

舞。 

我也拉小提琴，已经拉

了十年了！我最喜欢的音乐

是古典音乐。我很喜欢学新

的语言。我喜欢听懂更多的

人说话。我也很喜欢尝新的

食物。我最喜欢的食物是面

条，包子，披薩，和西红柿

炒鸡蛋面。我也很爱烘培东

西。 我最喜欢的季节是秋天，

因为叶子变成了美丽的颜色，

天气太好了。这是我，周毅

远。 



 

 

 

我的爱好 

胡安娜  (指导老师：杨清) 

 

我有很多的爱好，比如看电视剧，品尝美食，睡觉等等。

我最大的爱好是艺术。艺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类别。我最喜欢

的是油画，时装设计，和摄影。它们都能够让我通过创作来表

达我的个性。 

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油画是指“用干的油调配的颜料所作

的绘画”，这和水彩画或丙烯画有很大的区别。水彩画和丙烯画

的颜料都是水质的，所以画出来的画表面是平滑的。油画的颜

料比较浓稠，所以画的表面摸上去会有凹凸的感觉。如果我想

画一棵树，用水彩和丙烯只能画出二维的。用油画颜料，我就

能画出三维的，这太有意思了。 

我也喜欢时装设计。我最喜欢高端时装品牌的设计，像范

思哲，香奈儿，和凯特斯佩德。它们的样式都很独特, 一眼就能

看出来是谁设计的。设计服装让我表达自己的个人风格。我将

来想当一个家喻户晓的设计师。 

另外一种我喜欢的艺术形式是摄影。通过相机，我能抓住

某个令人感动的时刻。我还会用摄影机获得很多的信息，比如，

出去旅游的时候，我把美丽的大自然装进我的相机里。我最喜

欢拍完照片以后，把 SD 卡插进电脑，开启编辑软件，这是我能

真正发挥我的创造力的时候。我可以调颜色，多加一些暖色或

冷色。我还能加红，蓝，黄色，并加光，甚至能用橡皮把陌生

的人去掉，太好玩儿了！ 



 

 

 

油画，时尚设计，和摄影都是我的艺术爱好。虽然我也爱

干别的事情，但艺术是我的激情。我长大以后想自己开一家艺

术公司-- 做卡片，装饰，印刷品等等。我希望以后能靠我的爱

好高高兴兴的生活！ 

 

（Jiarong Cao 曹家榕, 13 yrs. Old, Title:打篮球） 

 



 

 

 

我的爱好 

万灵心 (指导老师：杨清) 

 

虽然我很忙，可是每当我写完作业，练完钢琴，没有乐队

活动的时候，我就练习我的书法。这是我最大的爱好。我练的

书法用英文叫 “Modern Calligraphy”，有点像古老英国的书法但

它的线条更流畅，不同的是这种现代书法是用马克笔写出粗细

不同的笔画，组成优美的单词和句子。 

我一接触到现代书法，就立刻喜欢上它了。一开始我没有

合适的笔，以为写书法必须用特殊的马克笔刷（ brush 

markers），后来我发现用普通的马克笔也能写出书法。我用两

天的时间自学了很漂亮的词句了。我对这种艺术很着迷，一有

空就练习。我认为书法是一种艺术形式，每次完成一件作品时，

我都很自豪。 

那么，您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做这种看似没

有什么价值的事情。我觉得人的爱好就是有一件事，你真心地

喜欢并且开心地去做。有一个你可以培养的爱好对心理健康是

非常重要的。写书法就是我的爱好，很容易去做，只要有笔和

纸就可以把一个普通的句子变成一个美丽的艺术品。我经常在

我的笔记本上加一个小标题，在我的日记里设计不同的字体和

颜色，这些小小的书法让我心情愉快，更有动力去做这些事。

书法让我明白小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我喜欢书法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很多朋友也写书法。我们

会一起讨论最新的马克笔, 会借别人的笔来写，有时我还教我的

朋友怎样去写。书法让我和我的朋友们联系更紧密，因为我们



 

 

 

有可以一起讨论和一起做的事情， 我也很高兴教别人并看到他

们的进步。 

我最喜欢书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跟中国书法的联系。我

很自豪当一个华裔，但我却做不了什么和中国、有关的事情。

书法让我把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连到一起，虽然我写的书法是

英文字，但是每次写的时候就会想到中国的书法，这种联系让

我更加快乐和欣赏书法。 

 

(Clayton Chia, 7 yrs. old, Title: The year of 2020) 



 

 

 

我的爱好 

徐甘宁  (指导老师：杨清) 

 

我叫徐甘宁，今年上九年级，我有很多爱好，但最大的爱

好是游泳。 

游泳是一种既能让人放松，又健身的运动。一岁的时候，

爸爸第一次带我下水。我一开始很讨厌游泳，觉得水在我身上

很难受，凉冰冰的，那时候我也很怕被水淹没。游泳池毕竟对

我来说太深了，可是爸爸每个星期都坚持带我去游泳。他在水

下，边扶着我，边教我踢腿，还教我用手划水，我就逐渐学会

游泳和换气了。我们搬到美国之后，有一次在社区游泳池，我

和爸爸一起去游泳。爸爸游在我的后面，他想捉住我的双脚，

我那时候还小，有点害怕，一脚踢过去，踢到了爸爸的大门牙，

把大门牙踹松了。经过这件事，爸爸也没有放弃教我游泳，他

让我参加了：Sport2Sport, Morrisville Aquatic Center, 和 Triangle 

Aquatic Center (TAC)。通过这些训练，我的游泳技术逐渐得到提

高，直到我能参加游泳队。四年前，我开始正式加入了 TAC 的

游泳队。我游得越来越快，对游泳的爱好也一点一点地增加。

我在 TAC 一开始是在铜组，游了一年，升到银组，又游了几年，

终于到了金组。我最好的项目是仰泳，我两百米仰泳的成绩是

两分三十秒。 

遗憾的是，今年我上了高中，不能参加 TAC 的游泳队了，

因为训练开始的时间太早，我赶不上。即使这样，我希望能够

参加高中的游泳队，继续提高我的技术和能力。 



 

 

 

游泳，至少对我来说，不只是运动，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游泳可以让我感觉到一种飞的感觉，这感觉，是别的东西复制

不了的，当然，除了真的坐飞机！ 

 

（Tiffany Wang，6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我的爱好 

李健  (指导老师：杨清) 

 

我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爱好。在这些爱好之中，我最喜欢的

两个是参加学校的军乐队和吹单簧管。当我没有作业或放学后，

我喜欢练习单簧管和练习军乐队的步伐。 

军乐队是一种只在美国才能看到的活动。就是一队人边吹

乐器边在足球场上走来走去，变换各种各样的队形。 我爱乐队

活动，因为乐队的人都很有耐心。要是你有一个问题，他们会

立刻帮助你。在这里，你每天都可以学到新东西。 我爱军乐队，

还因为，我们吹奏的音乐很好听，吹起来很有趣。在炎热的太

阳下工作好几十个小时，准备精彩表演的体验也非常让人兴奋。

高中的军乐队绝对是我现在最喜欢的事情之一，也是我在高中

将继续喜爱的活动。 

我的另一个爱好是吹单簧管。单簧管是我喜欢的乐器。不

同的人有不同的兴趣，有些人喜欢弹钢琴，有些人喜欢吹小号

或鼓。我爱上了单簧管。我不仅在军乐队里吹，也在学校的交

响乐队里吹。单簧管是我觉得迷人的乐器。这么多按钮要操纵，

这么多不同的东西都会产生同一个声音。我也喜欢单簧管的颜

色，因为单簧管是用木头做的。我认为单簧管的制作可能非常

复杂，但正确吹奏会发出好听的声音。 

我有很多其他的兴趣，但是军乐队和吹单簧管是我的两个

主要乐趣。每当我无聊时，我都会练习步伐或拿起我的单簧管。

即使他们现在可能只是兴趣爱好，谁知道我的这两种爱好在以

后的生活中会带我去哪儿呢？ 



 

 

 

 

(Chelsea Li, 7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我的爱好 

阙逸文  (指导老师：杨清) 

 

我有很多爱好，其中包括弹吉他和钢琴，打网球，玩电子

游戏。 人们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爱好，而这是我的爱好。 

我弹钢琴大约有 6 年了，开始我不喜欢弹，但是随着我不

断弹奏，我也越来越熟练而且感觉越来越有趣了。 如今，我非

常喜欢它，我会弹的曲子也越来越多。我不只演奏一种音乐，

而是喜欢尝试不同的音乐风格。 通常，我会学习自己喜欢或想

要学习的歌曲，以及做一些练习来提高我手指的灵性。总体而

言，我认为钢琴是一门非常出色的乐器，它具有如此优美的声

音，我可以在上面弹奏出许多美妙的音乐。 



 

 

 

今年暑假， 我开始学习吉他，已经学了三个月了。我非常

喜欢吉他的发音方式。相比较而言，学习吉他比起钢琴要困难

得多，因为刚开始学习时，弹吉他会严重伤害手指。 但是，随

着时间的流逝，演奏变得越来越容易，并且在经历了一些障碍

之后，我将可以探索整个音乐世界。 

 

我 喜 欢

的运动是网

球。 开始，

我觉得这是

一个非常简

单的游戏，

很好玩。 我

大约四年前

开始打网球，

每周都要进

行训练，其实它对体能和 技能的要求很高，我也在训练过程中

不断改进并不断进步。 这项运动也让我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我的最后一个爱好是玩电子游戏，我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

了游戏中。 我喜欢玩视频游戏，因为它给我带来了一些与我的

好朋友聊天和玩乐的乐趣。 视频游戏的种类太丰富了，所以很

难感到无聊。 电子游戏是我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喜欢

做的事情。 

兴趣爱好的最大好处是让人快乐，让生活丰富多彩。这是

一个广阔的世界。 我很高兴我拥有这些爱好。 

 



 

 

 

我的爱好 

叶芝嘉  (指导老师：杨清) 

 

因为网球场离我的家很近，从五岁开始我就学习打网球。

一开始，我一点儿都不会，而且我是左撇子，别人都是照着老

师用右手挥拍，而我是相反的，这让我很困惑。那时，我也听

不懂教练要我干什么，经常急得大哭。虽然这样，我还是觉得

打网球很好玩儿，每次去打网球，我就会很兴奋。 

过了几年，我学会了基本功，挺会打球了。到了十一岁，

我开始正式参加比赛。USTA (United States Tennis Association)会

在周末举办很多网球比赛。如果赢了，我会得到分数，这些分

数会决定我在北卡的排名。我必须经常参加比赛，否则得来的

分数会过期。这些比赛会分男女和不同的年龄组。最低是六级，

最高是一级。如果排名不够高，就参加不了高等级的比赛。我

七年级的时候达到了北卡女生十四岁年龄组的前一百五十名。

可惜，我八年级转学了，这一年的时间很少练习，所以我现在

没有分数，网球水平也下降了一些。现在，我接着在学校的网

球队里打球，水平也渐渐地恢复了。 

输球的时侯我确实是有些难过。而且，我的十一岁的弟弟

比我打得好多了，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真是有点丢脸。但是，

我还是喜欢打网球的。这个运动既对身体好，又很有趣。在打

比赛和练习的过程中，我还交了很多朋友。 

网球还教了我很多东西。打网球的时候，不只要求技术好，

情绪也要稳。当人着急发慌的时候，就打不好球。很多人看到

比分落后时会开始打短球，削球，把球打到场地中间等等。做

这种动作会给对手更多的机会得分，而且会导致自己更容易失



 

 

 

误。总之，情绪必须要控制好，否则打不好球。而且，反应要

快，不能犹豫。当人开始犹豫不定，挥拍的速度会下降，然后

球的速度和旋转也会下降。在比赛中，没有很多时间想该不该

上网，该打直线还是该打斜线。要快速下定决心，否则就会错

过机会。 

网球陪伴了我很多年，它让我得到了很多快乐。它也教会

了我很多东西。有这个爱好真好。 

 

 

 

(Lauren Shen, 6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我的爱好 

刘德伦 (指导老师：赵晖) 

 

我的爱好有打游戏、美食、和游泳。 

我喜欢的游戏有很多，有手机游戏、电脑游戏，和游戏机

上的游戏。我打的游戏有 Pokémon、我的世界，等等。Poké

mon 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它是一个很经典的游戏。最早于一九

九六年在任天堂 Gameboy 上发行，到现在还在做新版本游戏。

最新的应该在今年十一月发行，游戏名叫做 Pokémon 剑和盾。

Pokémon 吸引人的地方是有很多很多的卡片。人们很喜欢卡片，

因为你可以跟别人交换卡片，还可以用卡片来对战。有些老的

卡片非常稀少，有的甚至可以卖到上万美元。最稀少的一张卡

片来自于 90 年代，是世界 Pokémon 卡片大赛的奖品。 

除了游戏，我也喜欢美食。我特别喜欢四川菜。因为我的

家庭是从重庆来的，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吃川菜。我很喜欢的美

食有重庆小面、火锅、

抄手、汤圆、烧白, 等

等。我也可以包抄手。

我回中国的时候，很

喜欢吃餐馆里的各种

菜，但是我很不喜欢

花椒的麻味。在中国，

我特别喜欢他们的冰

激凌和冰棍，因为我

回中国的时候，总是在炎热的夏天，我喜欢的冰糕有西安老冰

棍和可爱多。 



 

 

 

我还有一个爱好是游泳。我每天游泳训练两个小时，有时候也

要陆地训练。我最喜欢的泳姿是蛙泳，我今年在北卡的州赛里

得了第一名，然后在南部区域赛里得了第二名。天天游泳很辛

苦，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我喜欢游泳因为可以跟队友们一起玩，

还有游泳是一项好的运动。它不但可以让人身体更加强健，还

能锻炼人的意志和品质。 

我有许多爱好，因为有了这些爱好，才让我的生活更加丰

富多彩。我可以跟朋友们一起玩游戏，可以和家人一起品尝美

食，还可以跟队友们一起在泳池里努力训练。我很高兴有这些

爱好。 

 

(Jingheng Xiao, 5 岁，指导老师：赵蓓蓉) 



 

 

 

我的爱好 

叶瑶亭 (指导老师：赵晖) 

 

爱好有很多不同种，从手工艺术到体育到音乐。但是，我

自己个人最爱干的事情就是看书。 

我觉得一本书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东西。世界上有各种

各样的书，讲真实的故事，神话故事，还有神秘小说和很多别

的。每一本书都给读者创造了一个新鲜神奇的世界。作家是写

了这个美丽的世界，但是，读者是真正来想像的。每一个人读

一本书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理解，也会学到一些不一样的事。 

我个人最喜欢读的类型就是童话。童话很特别，因为它是

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没准儿有一些神奇的事情，会有一般

生活中不会有的东西。我最喜欢童话，因为在童话世界，什么

都可以发生。 

我觉得读书整个这件事就是来探索一般不能探索的东西。

读书的时候，可以进入一个有时候是更好的世界，有时候是你

理想的世界，或者是一个全部新鲜的世界，从来没有见过，也

从来没有想像过。读书的时候，你可以放下自己，整个把自己

个投入进一个美好的作者写给你的世界。 

一本书很神奇，因为你最开始读的时候，你才刚被介绍给

不同的书面人物，刚刚被欢迎到一个新的世界。每一个新的人

物就像认识了一个新的人，有时候像交了一个新的好朋友。被

介绍到一个新的世界，就是想又有了一个美好的地方，你可以

想像是你有一天能在梦中能取得的。每一个结果，我就跟书里

的人物一样着急需要结出来，每一个任务的经历，就像我也在



 

 

 

那里，也在跟他一块儿经历。很多很多书，读完了，我都非常

希望这世界上哪里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世界。读完了书，有些书

有多好呢？连我自己都想也来写一个这么好的故事。最好的是，

读书的时候，你可以在一个别的世界，但出了那个世界，你还

会知道，在世界上，那里，有一个伟大的作者写出了一个这么

美好的世界。 

总之，读书这个爱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爱好，因为别的体

育运动，音乐，和艺术都是存在这个世界的，但是书可以把你

带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有时候能让你从这个世界飘走，到另

一个别的地方。 

 

（Langlang Ye, 12 years old, Title: Pagoda I） 



 

 

 

我的爱好 

张安琪 (指导老师：赵晖) 

 

我很喜欢弹钢琴。 我从六岁开始，所以现在我已经玩了七

年了。小时候，我真的不喜欢弹钢琴，因为那意味着坐在那里

敲击琴键，而你可能还要做其他事情。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

始理解和热爱钢琴，并开始在钢琴上花费更多的时间。 

我现在喜欢弹钢琴。一直以来，我都可以放松身心。 生气

时，您可以播放节奏快而有力的歌曲，而高兴时则可以播放快

乐而明亮的音乐。即使我不在钢琴旁演奏，我也经常回想起音

乐。在学校里，当我无聊，完成测试后或在吃东西时，请听一

下脑海中的曲调。钢琴已经成为我和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从 7 岁起就开始参加比赛。直到 12 岁时，我一直陪在

启蒙老师身边，然后换了一个更好，更精确的老师。 她帮助我

提高了很多，我希望通过她的教学能赢得越来越多的比赛。 

竞赛中弹钢琴既压力又令人愉悦。 每天练习都会占用很多

时间，您必须注意每件事，表达许多事情。 当事情没有按照您

想要的方式进行时，它会使您感到沮丧和生气，但是当您获得

奖励并赢得比赛时，这是值得的。  

我最喜欢的作曲家是肖邦。肖邦是 1800 年代波兰钢琴家

和作曲家。我最喜欢他的作品叫做“错误的音符”，作品 Op.25 

No.5。有很多不谐调的音符，这听起来很不正确。 当我越听它

时，我越喜欢它，因为肖邦可以将听起来不对的东西变成音

乐。 



 

 

 

借助音乐，您可以表达感受和情感，同时带给他人愉悦。 

钢琴教会了我勤奋工作和奉献精神的重要性。 如果您在某件事

上努力工作，您会变得更好，而当您在某事上变得更好时，您

将开始享受它，从而开始一个积极的周期。它改变了我，使我

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Sophia Fan, 9yrs. Old, Title: Bull Head) 



 

 

 

我的爱好 

张立恒 (指导老师：赵晖) 

 

我的爱好是读书。从我刚学会认读英文开始，一直到现

在，我都爱读书。 

我很小的时候不喜欢读书。但是，有一次幼儿园老师给了

我一本叫 Flat Stanley （扁的斯坦利）的书。 我读了一会儿，觉

得很有趣，就把书很快地读完了，然后我把 Flat Stanley 整个系

列全都读完了。从此以后，我就很喜欢读书了。因为读书，我

在幼儿园学到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词汇，像 “Mrs.”是一个女士

的意思，而不是“Misters”（很多先生）；像“babysitter”不是坐

在小宝宝的头上的人，而是照顾小宝宝的人的意思。 

我上小学的时候，没有什么作业。每个星期天我和爸爸妈

妈会去图书馆借书。我借了各种各样的书，有小说，历史书，

科学书。我最喜欢的是关于科学的书，因为我可以学到为什么

我们的世界是这样的，为什么天是蓝色的，叶子是绿色的，火

是红色的，为什么我们可以看见彩虹，为什么人比猴子聪明，

为什么指南针总是指着南方。 

到了小学四年级，我开始喜欢读寓言故事。我最喜欢的一

本书是“伊索寓言”。伊索是古希腊的一个奴隶，他一边干活一

边想出了很多好故事，告诉了他的主人。主人觉得故事很有

趣，就给了伊索自由。伊索的故事很特别，故事中的人物都是

动物，可是故事描述的是人们生活里的事情。我学到了很多道

理，比如一群人团结的力量比一个人的力量强多了，我们做的

每一件事情都会有后果，所以我们要明智地选择做什么。 



 

 

 

到了中学，我开始读关于政治，经济的书和更深的科学

书。我从书里学到了一些关于股市和投资的知识，现在我知道

了一个人不但要

投资，而且更重

要的是要把钱投

在各种各样的地

方。我也读了一

些天体物理书，

学到了关于黑

洞，引力波，粒

子物理学和量子

物理学的知识。

我的愿望是有一

天可以去天体物理最好的大学。 

我非常喜欢读书，因为书像门一样，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

世界，看到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读书会让一个人更快

乐，更聪明！ 

 

我的爱好 

陈安烨 (指导老师：赵晖) 

 

从小到大， 我有过不同的爱好。小时候很喜欢玩积木和拼

图，有的时候坐在那里一玩就是一天。爸爸妈妈觉得我需要运

动，就把我带出去游泳和打网球， 慢慢地游泳和网球也成为我



 

 

 

的爱好。 然而如果你问我这么多年来我最主要的爱好是什么， 

我的答案肯定是音乐。 

我从五岁就开始弹钢琴， 那时候爸爸妈妈找了一个钢琴老

师每个星期六来家里教我弹琴。他非常耐心地给我讲解乐理和

指法，总是脸带微笑鼓励我， 表扬我的每一个进步。我非常幸

运有这么棒的一个音乐启蒙老师。 他让我深深地爱上了音乐。

上小学以后我开始学拉小提琴，后来也学了萨克斯和双簧管，

但是我仍然继续学钢琴，一直到现在。 

爸爸妈妈鼓励我尝试不同的乐器，让我自己决定什么是我

最喜欢的。我很快就知道什么是我最喜欢的了：萨克斯。第一

次拿起萨克斯的时候我还不知到怎样发出声音，但是我为它着

迷，决定好好学习。很快我就能吹奏简单的曲子了！每天放学

后我都会花时间练习，它让我觉得很放松，很开心，而每一个

小小的进步都让我觉得自豪。爸爸妈妈非常支持我，不但给我

买了很好的乐器，找了老师教我，还让我跟我的朋友们一起 

 

(Nathan Yuan, 11 yrs. Old, Title: Lion on the Safari) 



 

 

 

合奏，互相交流。萨克斯悠扬美妙的乐声响起的时候，我们家

里人都觉得很温馨很快乐。 

因为吹奏萨克斯，上中学以后我参加了学校的乐队。在乐

队里跟同学们一起合奏，同学们演奏不同的乐器 ，大家一起演

奏出美妙的乐章。在乐队里我收获了友谊，交了很多朋友，也

学会了团队合作。在每天的反复的练习中，培养了我的耐心和

毅力。 

在感恩节之际，我写这篇文章，觉得非常感恩。我很感恩

我的爸爸妈妈和老师们帮我培养我的音乐爱好，给自己和别人

带来欢乐，让我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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