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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八年级八年级八年级: 麦老师：六月有 38 
位学生顺利毕业。欢迎新同学到

八年级学习！

七年级七年级七年级七年级：王老师欢迎同学们加入 
七年级中文学习的团队。校刊第

三页有专文劝学。

 力, 兴趣与快乐等等, 使得学习 
是一种汲取营养的 “享受”. 愿我 
们在互信的和谐环境里, 不断收 
获自信, 喜悦和成功. 

六年级六年级六年级六年级：江老师: 要让学生把学习当 成 
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并持续保持活 

*热烈祝贺六年级江苹老师和七年级 
王星老师荣获中国国侨办和海外交流 
协会颁发的”海外华文教师优秀奖“. 这 
是继1999年和2007年之后的第三次评
选. 全美仅130位教师获奖.

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江河》今天正式创刊了. 本 
刊宗旨为帮助全体同学提高使用汉语的能力及深化对 
中国文化的认识. 希望广大师生和家长大力支持, 
本刊在此一并欢迎和感谢.                                 
本刊征通讯员若干名, 负责报道各班情况. 望同学们 
积极报名. 四年级以下学生家长亦可. 请报名同学用 
中文写一篇命题短文: 《我为什么要当通讯员》并电 
邮至校刊邮箱. 请注明姓名和班级. 所有投稿者授权 
本刊编辑和刊载所投稿件.

金秋里, 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 在过去的一年, 我们持 
续开办了学前班, K~8 年级班, 高中学分班等中文班 
49个, 文体才艺班22个, 成人文体班7个. 同学们在老 
师的精心教育下, 水平不断提高. 配合教学的学术竞 
赛在一月成功举办. 近200名考生在三月份我校主办 
的HSK和YCT中表现出色, 优良率超过91%. 六月我 
们又有38名八年级学生毕业. AC501班同学 AP 中文 
考试满堂红. 王星和江萍老师荣获国侨办的优秀华文 
教师奖. 一年一度在 Gomes小学举办的硅谷少儿夏 
令营在国侨办的大力支持下成果丰硕. 2012年「寻 
根·义工」夏令营历游云南和西安后圆满成功. 展望 
新学年, 我们更有信心将学校的教育事业推向新高 
度, 为家长和社会培养好人才.

创刊文告创刊文告创刊文告创刊文告

* 在 MSJ 高中新开周六学分班

学校简讯学校简讯学校简讯学校简讯

舞蹈班舞蹈班舞蹈班舞蹈班: 希望变得更加活泼, 可爱, 合群, 
多才吗? 希望更加挺拔秀丽, 气质高雅 
吗? 请来黄河中国古典民族舞培训班。 
王苓华老师欢迎你。

黄河长江中文学校全体教职员工欢

迎同学们和家长们。祝同学们在新

的一年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团结

，友爱，坚强，进取。

*会说汉语的日本乒乓女将福原 
爱接受会说汉语的英国蜀黍的中 
文采访。http://www.tudou.com

* 美国目前开设汉语课的公立大, 
中，小学超过5000所。学习汉语
的学生人数突破20万人。同时， 
1000多所大学开设了汉语专业，
招生规模达 5.2万人。美国已成 
为全世界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 
堂最多的国家，在48个州已设立 
81所孔子学院和299个孔子课堂.

长江黄河中文学校于今年六月份被授权组织“志愿服务”活动。参与
者的志愿时数可计入争取“志愿服务总统奖” (The President’s 
Volunteer Service Award)总时数。 “志愿服务总统奖” 是美国志 
愿服务最高级别的奖项。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发出倡议号召每
一个 美国人一生中至少贡献4000个小时或两年时间来服务于国家 
和社区。翌年，成立官方志愿组织管理机构，并设立了“志愿服务 
总统奖”，对每一年中表现杰出的志愿者进行表彰。该奖每年评选 
一次，分设为金、银、铜三个奖别，获奖者收到的奖品包括：美 
国总统的祝贺信、志愿服务与参与委员会的感谢信、美国官方的 
志愿者服务奖别针、奖励证书等。

一年级一年级一年级一年级：张老师和吴老师：欢迎大家 
来长江黄河中文学校，高高兴兴学中 
文，快快乐乐交朋友!

 二年级二年级二年级二年级: 二年级的小朋友们，杨老师 
和李老师非常高兴和你们一起学习中 
文. 欢迎你们哦 :0) . 并预祝同学们新 
的一年学习进步！

 三年级三年级三年级三年级：：：：孙老师寄语 ”争做《江河》 
的忠实 ‘粉丝’; 学当《江河》的 ‘称职’ 
主人“。葛老师：快乐识遍天下字，立
志读尽中文书。我愿意和小朋友们在中

文学习的高空中尽情翱翔！

 四年级四年级四年级四年级：张老师: 祝贺校刊的发行. 
希望四年级同学踊跃投稿.

 五年级五年级五年级五年级: 于老师祝同学们学习愉快, 
寓学于乐，在听说读写各方面有长足的

进步. 王老师请大家 “打“ 一个电视 
节目, 谜面是”谁比我们五年级学生更 
聪明“

顾丽青校长的话顾丽青校长的话顾丽青校长的话顾丽青校长的话

★ ★ ★ ★  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  ★ ★ ★ ★

年级动态年级动态年级动态年级动态

****  初露锋芒初露锋芒初露锋芒初露锋芒  ****

(图片来自网络。缺两位候选人图片)

* 七年级和八年级将采用暨南大学新 
版《中文》课本

学分班学分班学分班学分班 5: AP 考试全部满分

江河视野江河视野江河视野江河视野

* 今年11月6日佛利蒙联合学区委员将 
改选三席。六位候选人分别是 Desrie 
Campbell (企業業主), Ann Crosbie 
(Ohlone校董, 图1), Reshma Karipineni 
(母亲), Lily Mei (高敘加，现任委员，图 
2), Hiu Ng (伍晓文，工程师，图3), 
Yang Shao (汉语译员， 图4)。
现任学区委员吳葦 (Ivy Wu) 决定不竞 
选连任。

* 学校本学年新增三门课: 
儿童珠心算班; “尊巴”健身班和家庭子 
女教育系列课

2012/09/30:
2012/09/23: 家庭子女教育系列课 1

欢迎全校师生及家长向本刊投稿 （中文 
电子版），向全校及社区展示成果，表

现才 华，分享 信息。投稿请注明姓名 
及班 级并电邮至校刊邮箱（见页首）。

要闻要闻要闻要闻：：：：志愿服务总统奖志愿服务总统奖志愿服务总统奖志愿服务总统奖

2012/09/09: 新学年开始. 校刊创刊
敬请投稿敬请投稿敬请投稿敬请投稿

新书上架新书上架新书上架新书上架

2012/09/16:

《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大赛题库和 
复习要点》。全书二十多万字，共132 
页。包括历史，地理和文化等试题共 
6808题。$10+S&H

本月校历本月校历本月校历本月校历 （（（（周日周日周日周日）））） 祝贺502班梅永龙 (Kevin Moy, 左二), 601班周健 
涛 (Anthony Zhou, 右一), 和601班李博思 (Steve 
Li, 左 三) 同 学获得 National Elementary School 
Chess Championships 六年级组团体冠军. 
梅永龙同学还获得全国六年级组个人冠军,



　　整片樱花森林  已开满                克里斯汀
　　一眨眼都落尽  白花瓣            作词 (中文)
　　减弱我的跫音  声声慢                       作曲
　　风在树梢弹琴  曲中断                       演唱
　    　问你 寻寻觅觅 寻寻觅觅
　　    你在找什么？
　    　一点点 一滴滴  此刻已过了
　　    争分夺秒 毕竟人生如梦
　    　挺身跟我一起乘风
　    　没什么不可能

早春带来暖度  溪急流
波纹中一步步  水渗透 成语成语成语成语：硕大无朋

已喝干的酒壶  远漂游
乍见早已涉渡  继续走
岁月如流  将我夺走
趁时间还来得及牵我的手

http://www.nciku.com/

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 - 2012年9月9日

* 请填出三个缺省的数字

两个第三声相连，前一个变音为第二声：

老板(lao3，ban3) => lao2 ban3

体体体体 育育育育 
看台看台看台看台

每行二十个8号汉字$10, 注册学生家长半价

21

1) 一只无头牛，天天来回走，想见它容 
易，十二点左右 (打一汉字）。                              
2) 兔子不吃 ____________                          
a.红萝卜  b.咸水鱼  c. 窝边草

广告栏目广告栏目广告栏目广告栏目

《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大赛题库和复习要点》. 
本书二十多万字,共132页. $10+S&H

Zumba（尊巴）是一种将音乐与动感易学的动作
还 有间歇有氧运动融合在一起的舞蹈。属于 
低冲击低难度类有氧运动。 
“尊巴”一词最早源于哥伦比亚俚语，意为 “快速 
运动”。十几年前的一天，由哥伦比亚著名健身
教练贝托·佩雷斯发明。六十分钟可消耗约 450  
~ 700 多卡路里热量。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6

38 36
38 27 22 46 29 29

      *
2732 17 14 36

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

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可不一会儿，从树洞里钻出了一

只白色的兔子，兔子飞快的向前奔跑，三只猎狗围追堵

截，兔子急了，“噌”的一下爬上了另一颗大树。兔子在
树上，仓惶中没有站稳，一下子掉了下来，砸晕了正仰

头看的三只猎狗，兔子乘机跑了。                       
(家长请参考右下角的“101” )

(一一一一) 土拨鼠哪里去了土拨鼠哪里去了土拨鼠哪里去了土拨鼠哪里去了

15 40 24

一起走

28 36

33
39

格规：谜底限定两字的词。                      
格法：谜底两字前后顺序对调成谜

101: 家长可问孩子“这个故事有问题 吗?” 
在孩子“穷尽”问题后提醒孩子“土拨鼠去哪
里了?” 看看能否用这个故事启发孩子不 
要受其他迷惑而忘记最初追求的目标。

动脑动手动脑动手动脑动手动脑动手

下次在北加州的考试将于10月21日举行。

神秘同学神秘同学神秘同学神秘同学知识小考知识小考知识小考知识小考

   他上六年级。他和我在同一个中文班好几年 
了。我是在网球课和他成为好朋友的。他的网 
球打得非常好。我们常常一起练球。网球班上 
除了老师很少人能够赢他。和他一起双打，是 
很高兴的事情，因为我们总能所向无敌。

   他喜欢戴帽子， 穿短袖T恤和短裤。他在中 
文班上有两个朋友都叫Derek。 
   他从小就勇敢。姓里有草字头，还有个“由” 
在18中间。猜猜他是谁？ (Derek Zhang)考考家长考考家长考考家长考考家长

八字方针 (打一教育名词) 秋千格 

网站扫描网站扫描网站扫描网站扫描

惯用语惯用语惯用语惯用语：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
谚语谚语谚语谚语：失败是成功之母

中国点滴中国点滴中国点滴中国点滴

中国共有 34 个省, 市, 自治区, 和特区 (23 
省, 5个自治区, 4个直辖市, 和 2个 特区). 
首都是北京。陆地邻国14个。

       《《《《寻寻觅觅寻寻觅觅寻寻觅觅寻寻觅觅》》》》      Christine Welch

1984
冠 亚 季 金

该次考试由旧金山州大孔子学院主办, 长江黄河中文学校协办。
行。来自湾区各地共4个级别的50多个考生参加了笔试。 该次
2012年3月18日，汉语水平考试 (HSK) 再次在长江中文学校举

网络牛词网络牛词网络牛词网络牛词

顶(支持) - 踩 (反对); 粉丝 (fans) 

  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图片新闻：：：：汉语水平考试在长江中文学校举行汉语水平考试在长江中文学校举行汉语水平考试在长江中文学校举行汉语水平考试在长江中文学校举行

歇后语歇后语歇后语歇后语：西瓜地里散步 左右逢源(圆)

拼音复习拼音复习拼音复习拼音复习

课外阅读课外阅读课外阅读课外阅读

欢迎全校师生以及家长向本刊投稿 (中文电子 
版)，向全校及社区展示成果，表现才华，分享 
信息。投稿请注明姓名及班级并电邮至:   
JiangHe2012@hotmail.com

1996

1988

2012
2008

至理名言至理名言至理名言至理名言: 
成功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近义词辨近义词辨近义词辨近义词辨:
不只不只不只不只/不止不止不止不止:                            不只不只不只不只是“不但, 
不仅”的意思, 如: 企业改 革的任务, 
不只是“减员”, 更重要的是 
“增效”.不止不止不止不止表示超出某个数目或范围, 如: 
他不止十六岁.                                    

2004

铜

31 27
1992

2000
熟语连篇熟语连篇熟语连篇熟语连篇

美国

3015 8 9 83 61
银

中国

      * 11 12 36
16

25
22 16 37 34

28

37

(二二二二) 高校录取高校录取高校录取高校录取SAT等值分数线等值分数线等值分数线等值分数线

16 22 12       * 32

学简识繁学简识繁学简识繁学简识繁

shēng

声

聲

xún

尋

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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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另一个角度看学习中文的重要性

欢迎全校师生以及家长向本刊投稿 (中文电子 

版)，向全校及社区展示成果，表现才华，分

享 信息。投稿请注明姓名及班级并电邮至校   

横看成岭侧成峰横看成岭侧成峰横看成岭侧成峰横看成岭侧成峰

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们对学习中文重要性的认识也不断加深。最近据《水星报》一篇

文章的统计，1995-1996年美国学生赴中国留学的人数为1396人。而到了2009-2010年，赴华留学 
的美国学生增至13910人。中国跃居美国人留学国外人数排行榜的第四名。据说，美国学生赴华学习
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在他们的事业中提升自己的竞争能力，尽管他们知道学习中文要比学习其他

国家的语言艰难。

学中文难，难就难在认字难。汉字是表意文字，与其他表音文字不同。它是形，音，义的统一体

。会念一个字的读音，还得认识这个字的字形，才知道这个字的含义。而且汉字含有大量的同音

字。同一个字，音，字，形不同，意思就不一样。所以，认字，对于初学者来说，就得靠记忆一

个一个地认。换句话说，认字，就像摆在初学者面前的一只拦路虎。这也就使得许多初学者视为

畏途，望而却步，甚至打退堂鼓。

汉字的特性决定了它的认字难的弱点。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同学们，我们不妨用另一个

角度来看汉字的特性。认汉字具有益智，提高你的创造能力的优点。我相信，每一个同学都乐意

成为有智慧的人。智慧，也称智力，包括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人的大脑
分为左右脑，各自的分工不同。左脑管语言，概念，分析，逻辑推理；右脑管音乐，绘画，空间

几何，想象，综合等。简单地说，左脑管逻辑，右脑管创意。纵观那些发明创造者们，那些天才

们，那些历史上的伟人们，他们具有的超强的记忆力，想象力，和创新力，以及他们具有的敏锐

的直觉力，奇妙的灵感.和综合能力，都来自右脑！因此，对于青少年来说，开发右脑就变得十分
重要。这也就是同学们的父母要拉着你们学音乐，绘画的原因之一。而学习汉字，同样具有开发

右脑的作用，并且也有锻炼左脑的功能。学习中文的人，有时候会发觉有的汉字很像图画。比如“
雨”字，像是天在下雨的样子；而“哭”字，则像一个人在哭的模样。从汉字的起源来看，汉字是字
形.字音.字义相统一的象形文字，是由一些抽象的图案演变而来的。它不仅是符号，而且是艺术（
从中国书法就可证实这点）。这种文字以及其构成的语言，既可以开拓人的左半脑，又能开拓人

的右半脑，开发右脑的原创性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学习中文的重要性就不光是增加我们的竞

争能力，还有增强我们智慧能力的好处。从这个角度来看，”认字“就不再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拦路
虎了，而是等着我们去驯服，去驾驭的骏马。学习中文，不但让你在将来的事业中提高竞争力，

还可以让你更加聪明。同学们，何乐而不为呢？换成现在的话说，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做

呢？

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 - 2012年9月9日

我是七年级中文老师，欢迎同学们加入七年级中文学习的团队。

《编者按》下面是海外华文教师优秀奖获得者王星老师的专稿。文章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介绍了学习

中文的另一个益处。对于高年级同学，希望你们能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尤其是那些进了高年级仍

然是在为家长读中文的同学，及早”茅塞顿开“。姑且不论向家长交差，不论学好中文可能带来的经
济收益，只为变成更聪明的人一项便应成为你学好中文的理由。用王老师的话说： ”这么好的事 
情，为什么 不去做呢？“

王  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