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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 陈芳 

 

老师的话：2021 年，对孩子们来说，

无疑是特殊且难忘的一年。在岁末用这样

的一篇习作，希望能记录下他们这一年的

生活点滴和他们的心声。文字虽然稚嫩，

却也期盼能够得到读者们的共鸣……  

《2021 年，我想对你说……》 

作者：徐香凝 

2021 年，我想对你说，你教会了我怎

样苦中寻乐，看到和感受到以前从未注意

过的东西。因为疫情，我熟悉的游乐活动

包括去饭店吃饭，逛街，旅游，都统统停

止了。也算是在这种情况的逼迫下，我找

到了很多新的兴趣，也学会了怎么在逆境

中找到一个一个亮点，怎么创造快乐，而

不是让心情一味受到周围负面的影响。 

2021 年以前，若有时间或假期，我们

一家肯定是出门旅行。但因为疫情的限

制，我们开始进行了很多更简单的活动。

比如，我开始更频繁地和姥姥，姥爷散

步，骑单车，到社区公园玩。在那里我发

现了最适于攀爬的大树。从此，爬树就成

了我的一个常规运动。爸爸妈妈也常带我

们去周围的自然公园，包括 Plainsboro P

reserve, Tow Path, Mercer County Park

等等。我们在那里走路，在树林里追逐，

在草地上翻跟头，划船，看鱼，看鸟，欣

赏自然风景。以前什么树啊花啊草啊，在

日常生活中都被我忽略不计。所以刚开始

的时候，我觉得去这些地方很无聊。可我

慢慢发现它虽然

跟豪华舒适的旅

游不一样，却同

样给我带来了快

乐。它帮我解开

了被困在家里的

绳锁，给了我一

种自由的感觉：清新的空气，麝香的树皮

气味，无限的伸展空间，和探险的潜力。

它让我突然充满活力，让我想跑，想跳，

想大声地叫，大声地唱歌，把所有被压制

的能量全部发泄出来。等我玩得累趴下

了，就觉得很开心，很满足。树林和草丛

里还藏着很多有趣的小动物，比如花园

蛇。我们还参观了室外野生动物园，捉螃

蟹，以及看真人大小的恐龙造型（它们还

会动，还会咆哮）。 

我也有了新的兴

趣爱好，比如玩魔

方，追剧，和用手把

绳子做成各种各样的

形状。在疫情之前，

我并不怎么看电视，

更别说追一系列电影了，可我却发现自己

迷上了星球大战。通过看讲解，加上自己

的思考，我现在会解 3x3，2x2 正方魔

方，以及 3x3 三角形魔方。我还跟着 You

Tube 录像学会了怎么把简简单单的一根绳

子操纵成各种不同的形状，比如山河太

阳，还有楼梯，密集的菱形等等。这些虽

然很简单，但是就是在朴素里找到的亮点

才是最能让你高兴的。就像人们常说大事

都是从小事开始积累而成的。快乐也是一

样的，有时反而是最小的事情会让你最开

心。 

《2021 年，我想对你说……》 

作者：陈浩然 

2021 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充满挑战的

一年。对我而言，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

包括我们的学习方式从面对面学习改成了

网上学习。同时发生了很多

有趣的事情，比如这一年我

上了六年级，成为了一个初

中生。尽管这一年因为疫情



 

 刊号：315      2022年 3月 6日  https://sites.google.com/site/pcsvoices Page  2       本期责任编辑：卢长宜  

  

华夏普兰斯堡中文学校学生周刊                                      投稿：voices.pcs@gmail.com                                             主编：李格睿                                副主编：朱怡人 

我们的生活都受到了巨大影响，但对于所

有人来说都是一次学习经历。 

2021 年最具挑战性的方面之一是上中

学。在此之前，家庭作业从来都不重要，

考试也很少发生。然而，自从我上初中以

来，我不得不担心按时交作业和准备考

试。与小学不同，错过家庭作业对你的成

绩不利，因为家庭作业也计入总分。在中

学之前，成绩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但

现在，我每天都在担心自己能否取得好成

绩。 

2021 年的另一个挑战是网上学习。尽

管能够睡更多觉和在家是网上学习的一些

优点，但计算机故障和互联网速度慢导致

网上学习成为我不想再做的事情。在网上

学习过程中，有时电脑会出现故障，导致

课堂大量延误。此外，网速慢会导致 Zoom

会议滞后，而且由于教师更难在线帮助学

生，因此通常很容易解决的问题需要更长

的时间。 

Covid 19 是 2021 年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每个人的生

活都产生了重大影

响。它影响我的一

个方式是，我不得

不戴口罩去任何地

方，打篮球或做其

它室内运动。 covid19 引起的另一个大问

题是我们无法去一些地方。举个例子，由

于电影院在室内，去那里非常危险，所以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不能去看电

影。 

尽管新冠病毒给我带来了很多问题，

但我也从能够从中受益。例如，因为我们

在家，所以我能够更多地烘烤糕点，制作

美食，这让我很感兴趣。covid19 的另一

个好处是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我的哥哥在

一起。在此之前，我的哥哥几乎没有时间

陪我，但在疫情期间，他会经常带我出去

运动。 

尽管 2021 年对每个

人来说都是艰难的一年，

但还是留下了许多美好的

回忆。我也适应了中学的

学习方式，变得享受这个

过程了。 

《2021 年，我想对你说……》 

作者：朱家忻 

2021 年，我想跟你说，我非常不喜欢

你，因为这一年中有许多灾难性的事件。

第一个事件每个人都知道......疫情。这

一年，我们一出门都会看见每个人都戴着

口罩和保持一定的距离，还有许多的幸福

的家庭因为疫情失去了最爱的亲人。 

2021 年，请您

告诉我为什么疫情

还没有结束？我已

经等了一年了！疫

情结束的时候，我

想做很多很多的事

情呢！我想去学校看一看我的老师和同学

们，我想去中国看望我的奶奶，爷爷，姥

姥，和表姐。我不只想去中国，我还想去

夏威夷，和日本！我有好多事情想做，所

以你可不可以叫疫情快点结束！ 

2021 年，我想跟你说，灾难性事件不

只是疫情。在美国的北边，整个十二月都

没下过一场雪！圣诞想去滑雪的小朋友都

希望破灭了。我恳求你下一场大大的雪！

让我们喜欢玩雪的小朋友可以打雪仗，堆

雪人，和做雪天使！没有了雪的冬天就没

有意思了！ 

2021 年，我想

跟你说，快点结束

吧！我希望 2022

会比你好，因为明

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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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想对你说……》 

作者：程亭睿 

2021 年，我想对你说：你让大家都还

戴着口罩，让我们习惯了在外面捂着嘴捂

着鼻子，又热又湿； 可是摘掉口罩又觉得

少了什么。你继续让 Covid-19横行霸道，

还创造了 delta 和 omicron 变种，让很

多人感染了病毒甚至死亡。这一年，你还

制造了很多灾难，比如野火和龙卷风，导

致很多土地和房屋被破坏。另外，你给我

们的寒假那么短，只有 12月 24日到 1月 4

日，虽然这好像是学校的错！ 

2021 年，我

想对你说：你好

像又没有那么糟

糕。学校半年多

都是虚拟的，我

们起床晚了可以

多睡觉，我们甚

至可以整天待在

家里！学校取消

了好多考试，网课给了大家更多的选择。

另外，很多人可以选择在家工作，或者重

新思考健康的意义和他们工作是为了什

么。科学家们最终制造了 Covid-19疫苗，

并允许 5 岁以上的任何人接种疫苗。这一

年好像过得特别快。 

2021 年，我想对你说：虽然这一年发

生了太多事，但是你已经过去了不会再回

来了。我希望对 2022年说，你应该会比 20

21年更好！ 

《2021 年，我想对你说……》 

作者：王梓深 

2021 年已经过去，回想起来，我觉得

这一年过得充实而有收获。那么，2021 对

我有什么特殊的意义？2021 让我变得有什

么不同呢？ 

2021 年，我从小学毕业，进入中学，

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中学的生活和

小学很不一样，我每天上学的时间提早了

半个小时，而且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物理

和化学。我对这三门新开的课都很有兴

趣。西班牙语是我一直想学的，因为我喜

欢墨西哥的食物和文化。西班牙语和法语

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我学起来很容易。

化学和物理课都非常有趣，因为我们要做

很多的实验和项目。我觉得做实验和项目

比写作业有趣得多。中学老师对我们的期

望和小学老师也很不同，他们总是希望我

们在寻找问题答案的时候，多用批判性的

思维。开始的时候，这对我挺困难的。但

是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我已经有了很大的

进步。 

进 入 中

学 ， 长 大 一

岁，妈妈给我

买 了 新 的 书

桌，代替了陪

伴我整个小学

的小桌子。而用了两年的大提琴，也换成

了更大一号的。新的大提琴音量更响，音

质更清晰，拉出来的曲子也更动听。除了

身体在长，我开始变得更加独立和有责任

感。学校里的学习和作业，不用妈妈督促

检查，我都会自己做好。妈妈不舒服的时

候，我还会陪妹妹上大提琴课，帮她记笔

记。 

2021 年疫情依然在继续，但和 2020 年

比，生活已经慢慢回归正常。我感觉 2021

年更加安全，更加充实。时隔一年，我的

大提琴和钢琴课回归实体课；我又开始参

加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回到了冰场和泳

池，还尝试了射箭。暑假里，我参加了向

往已久的戏剧课，还和家人在纽约新开张

的乐高主题公园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虽然我对 2021 年没有抱怨，但是因为

疫情，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 比如没法去

看望爷爷奶奶，没有办生日会等等。我期

望 2022 会是更好的一年，一切能彻底回归

正常，我们能真正自由的呼吸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