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上海水患

★ 影评：不能说的秘密

★

★

我最近在学分班的同学中做了问卷调查

。我提出的问题是：在新的这一学期，

你最喜欢那一门课？有两位同学选了音

乐和艺术，八位同学选了文科，但选理

科的同学们却多于二十一位。这个结果

让我很纳闷。为什么喜欢理科的比喜欢

文科的人多这么多呢？

仔细琢磨琢磨，并不奇怪。兴趣往往是

培养出来的。就拿我自己来说，我花了

很多时间在游泳上，自然游的比大多数

人好，结果自己感觉很有信心，就更喜

欢了。中国有句俗话：“学好数理化，走

遍天下都不怕。”也就是说，理科学好了

，将来会有好工作，生存没有问题。这

话好像挺有道理，因为即使在美国，理

科的就业市场也是算比较好的。大多数

同学都花比较多的时间加强理科的学习

，这就使大家在这方面比较有信心，兴

趣也就自然增加了。

★停车，请务必把车停到 Fremont   
Blvd 和 Country Drive交界处停车场 
内，然后送孩子到教室。

★2013年斯坦福大学秋季班开设一

门新课程：Education as Self-
Fashioning。 专门教新生如何「自 
造人生」。

★2013年9月16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

校孔子学院（UCDCI）揭牌仪式在加

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蒙大维中心隆

江河视野江河视野江河视野江河视野

重举行。这是全球首家以中国饮食文化为特色的孔子学

院，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合办，中方合作院校为江南大学。

欢迎全校师生及家长向本刊投稿 (中文word).请注明中文姓名班级并电邮至校刊邮箱 (见页首).

郑怀远郑怀远郑怀远郑怀远同学荣获2013年7月在墨西哥举办的泛美青少年羽毛球锦泛美青少年羽毛球锦泛美青少年羽毛球锦泛美青少年羽毛球锦

标赛标赛标赛标赛13岁以下组男子双打和男女混合双打的第一名。

★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今天公布2013-2014 
世界最佳大学排行报告，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连续第三年

勇夺第一，哈佛与牛津大学並列第二，東京大学是亚洲

最佳大学。

双月校历双月校历双月校历双月校历

本期摘要本期摘要本期摘要本期摘要:★★★★RIASEC 解读

不能说

的秘密11/17/13

11/24/13

12/29/13

12/15/13

★由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共同发起成立的著名“慕
课”平台edX网站上，出现了两门来自清华大学的课程

—— “电路原理”和“中国建筑 
史”，向全球网民开放注册，这

两门课已分别定于10月17、18
两日开课。

12/08/13

Q签

脸书的优点

No school
12/22/13

1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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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湾区是高科技人才集中的地方。

我们的父母，很多都是科学技术高级人

才。他们的孩子也喜欢理科，而且理科

也学得好，可能还有遗传因素和家庭的

印象吧。不是说“龙生龙，凤生凤”嘛！  
(学生编辑： 陈安然陈安然陈安然陈安然)

调查调查调查调查：：：：同学们喜欢什么课同学们喜欢什么课同学们喜欢什么课同学们喜欢什么课？？？？

国境，不需再行办理 签证。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绿绿绿绿卡卡卡卡
中国绿卡是 ”外国人 
永久居留证” 的俗称 
，是获得永久居留资 
格的外国人在中国境 
内居留的合法身份证 
件。持中国绿卡的外 
国人，在中国居留期 
限将不受限制，可凭 
护照和绿卡出入中国 

2012年12月12日，中组部等25部
委对2004年颁布的《办法》进行了

较大规模的完善和修订。新的《办

法》针对外籍人才来华工作普遍关

注的就业、签证居留、通关、投资

、职称、子女教育、社保、住房公

积金、购房、办理金融业务、购物

、旅行、驾照等方面问题，逐条做

出规定，外国人可凭中国绿卡享受

相关国民待遇。

学校简讯学校简讯学校简讯学校简讯

４类外籍人士可申请中国绿卡：

1. 在对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 
步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单位任职的外 
国籍高层次人才；

2. 在中国有较高数额直接投资的外国 
籍投资者个人；

3. 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或国家特别 
需要的人员；

据统计，截至去年底，共有63.3万
名外国人在中国生活。据公安部出

入境管理局局长郑百岗透露，2012
年共有1202名外国人拿到了中国绿

卡，绿卡发放量较前一年上升超过

80%。

中国绿卡分为投资类、任职类、亲

属投靠类及特殊贡献类。

12/01/13

No school

No school

4、夫妻团聚、未成年人投靠父

母、老年人投靠亲属等家庭团聚

人员。

（中国驻美大使馆）

魔方

高手李

博贤

《办法》还明确规定：被批准在

中国永久居留的外国人，每年在

中国累计居留不得少于３个月，

确因实际需要每年不能在中国累

计居留满３个月的，需经长期居

留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

（局）批准，但５年内在中国累

计居留不得少于１年。

No school

证问答



发行人发行人发行人发行人: 顾丽青

顾顾顾顾    问问问问: 李秋丹  麦  琪  张  琼  吴美惠  王  星

总总总总    编编编编: 张  锐

★ ★ ★ ★  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  ★ ★ ★ ★

魔方是什么魔方是什么魔方是什么魔方是什么？？？？

你怎么开始解魔方你怎么开始解魔方你怎么开始解魔方你怎么开始解魔方？？？？

学生编辑 蔡昊华蔡昊华蔡昊华蔡昊华:                
采访魔方高手                      
-- 李博贤李博贤李博贤李博贤

个7x7x7魔方可能花十到三十分钟。我也

对魔方背后的数学理论非常感兴趣。

上上上上 
海海海海 
水水水水 
患患患患

这是从1961年 
来最严重的一次

, 很多公园 
和动物园被关闭

。像加州有地震

危险，上

海也有发洪水的危险。因为上海用水从地

下的含水层抽取太多, 地面逐渐下沉。过 
去100年间,上海有的地面已经下沉了快 3 
米了。另外,由于地球温室效应海的水位不

断在上升，而且上海海岸线较长，有大 
量江水流经这个城市,所以上海淹水的危险

性越来越高。

这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有关研究表明上

海的各种防护措施的投入上不如欧洲城市

，并且有大量人口居住在易受洪灾的沿海

地带。上海是亚州的经济中心，也是中国

的工业中心。上海的人口密度很高, 所以 
保护不受洪水影响非常重要。为解决这事,  
上海 要减少使用地下水, 用回灌水到地 
下含水层,改善城市地下排水系统。同时上

海应该努力加强它的防洪墙。但是最重要

是解决地球温室效应,让上海和下一代的世

界有更安全的明天。这需要中国和全世界

的努力.

解魔方是把任何种三维拼图转变为一个标

准形状。魔方有各种各样的种类。有著名

的2x2x2到7x7x7魔方，还有不常见的Pyra
minx, Megaminx, Gigaminx, Square One 
等种类。平常人在闲暇时玩，或者 

在比赛是计时。

我五年级时看到一篇文章，说有人打破了

世界解魔方记录。我以前玩过，但那是我

第一次用学到的方法，解了魔方。

你为何爱解魔方你为何爱解魔方你为何爱解魔方你为何爱解魔方？？？？

我爱解魔方因为能锻炼记忆力，提高反应

速度。解魔方也会花很多时间。解一

如果你有亲戚朋友住在上海,你要让他们了

解这个问题。  (学生编辑：吕凯文吕凯文吕凯文吕凯文)

你怎么练习解魔方你怎么练习解魔方你怎么练习解魔方你怎么练习解魔方？？？？

我没有，但我打算在未来比赛。

你有没有进入比赛你有没有进入比赛你有没有进入比赛你有没有进入比赛？？？？

lè
濟 發

際

发

欢迎向本刊投稿,向全校及

社区展示成果,表现才华,分
享信息.请注明姓名班级并

电邮至校刊邮箱 (见页首).

答：Q签证是专为满足广大海外华人回国探亲的

需求设计的，并根据申请人入境停留期限，分

为Q1和Q2两个具体类别，Q1是居留签证，Q2
是短期停留签证。当然，Q签证签发对象主要是

中国公民的亲属，但同时也将发给和具有中国

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亲属，这是为了体现

国民待遇。

柴达木盆地柴达木盆地柴达木盆地柴达木盆地: 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面积约 
为 25 万平方千米

四川盆地四川盆地四川盆地四川盆地:群山环绕，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 
面积 约为18万平方千米

祸患生于肘腋    干戈起于肺腑

熟语连篇熟语连篇熟语连篇熟语连篇

yōu

拼音复习拼音复习拼音复习拼音复习

谚语谚语谚语谚语：一等二靠三落空,一想二干三成功.
歇后语歇后语歇后语歇后语：鸡脑袋上插鹅毛   一语双关

标调是按照” a o e i u ü”的顺序,如 ”ao”应 
把调标在a上, ”uo”的调在o上。唯有 “i,u” 
在一起时例外: i, u在一起,标调标在后。 
即 ”iu, ui” 的调都应标在后一个字母上。

12、12、12、12、哪些人可获 哪些人可获 哪些人可获 哪些人可获 Q Q Q Q 签证签证签证签证？ ？ ？ ？ 

答：申请Q1签证，因家庭团聚申请入境居留的

，应当提交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具有永久居

留资格的外国人出具的邀请函件和家庭成员关

系证明；因寄养等原因申请入境的，应当提交

委托书等证明材料。Q1签证持有人入境后，可

向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办理家庭团聚类居

留证件( 办理居留证件手续及居留证有效期请 
见公安部门有关规定）。

成语成语成语成语：力透纸背

盈利盈利盈利盈利：：：：获得利润。                                                                                                                          

际

济

qí

声

2013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

境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以下是中国驻美大使

馆就 Q 字签证做的简要回答。

13、、、、申请申请申请申请 Q 签证需要哪些材料签证需要哪些材料签证需要哪些材料签证需要哪些材料？？？？

相对于Q1签证，Q2签证的签发对象和签发条件

更加宽松，即只要是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中国公

民之亲属和具有中国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之

亲属，都可以申请短期探亲签证，且仅需要提

供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具有永久居留

资格的外国人出具的邀请函件以及邀请人的有

关身份证明信息。Q2签证停留期最长可达180
天，停留期满后还可向停留地公安机关出入境

管理机构申请延期。驻外使领馆将根据申请人

诉求为其签发多年多次入境签证。

答：Q 签证的签发对象主要为中国公民的亲属 
和具有中国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亲属。S 
签证发给在华工作、学习的外国人的亲属。

14、、、、S 签证也与签证也与签证也与签证也与 Q 签证有何区别签证有何区别签证有何区别签证有何区别？？？？

近义词辨近义词辨近义词辨近义词辨:

营利营利营利营利：谋求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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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中国新中国新中国新 Q字签证问答字签证问答字签证问答字签证问答

编    辑: 朱仕洁, 陈安然, 许佳, 蔡昊华, 吕凯文

至理名言至理名言至理名言至理名言: 

我最快纪录是18.7秒。

什么是你的什么是你的什么是你的什么是你的3x3x3记录记录记录记录？？？？

我设置了一个定时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

间解很多次了。

解魔方帮我未雨绸缪，对情况反应更快，

整体增加我的形像思维。

解魔方有没有改变你思考方式解魔方有没有改变你思考方式解魔方有没有改变你思考方式解魔方有没有改变你思考方式？？？？

每期一站每期一站每期一站每期一站：www.23andme.com
动脑动手动脑动手动脑动手动脑动手 上期答案上期答案上期答案上期答案：击

镜像：http://sdrv.ms/QjpMg9

中国点滴中国点滴中国点滴中国点滴 - 四四四四 大大大大 盆盆盆盆 地地地地
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位于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与

帕米尔高原之间。面积约为53 万平方千米

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位于天山与阿尔泰山之间面积

为38 万平方千米

考考家长考考家长考考家长考考家长 上期谜底上期谜底上期谜底上期谜底：讲汉语

在今年10月8日, 

上海有一场台风

造成大量降雨。

一天内下了152

毫米的雨,使路

面上大量积水。

CHASE Speaks Chinese

每行二十个8号汉字$20, 注册学生家长半价

 jì 学简识繁猜字画学简识繁猜字画学简识繁猜字画学简识繁猜字画

聲

家长们家长们家长们家长们，，，，在家里请和孩子讲汉语在家里请和孩子讲汉语在家里请和孩子讲汉语在家里请和孩子讲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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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书那么火（今年每月有十一亿上的活跃 

用户）也是有原因的。脸书当然有许多缺 

点，但是他们的优点也不能被忽视。

通过学打羽毛球，我懂得了再大的困难 
都是能够战胜的。我的自信心从此大大 
地增强。遇到各种生活和学习上的困难 
，我都不怕。我敢于不断地向新的目标 
挑战。我感谢爸爸在我困难的时候给我 
急时的帮助。   （郑怀远郑怀远郑怀远郑怀远）

(编者注： 郑怀远同学荣获2013年7月 
在墨西哥举办的泛美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13岁以下组男子双打和男女混合双打的第

一名。)

(学生编辑   朱仕洁朱仕洁朱仕洁朱仕洁)

我的羽毛球基本技能在很短时间内就有了很大

的提高。从去年开始，我就能进入全美四强。

可是，要再进一步，就非常难了。

欢上羽毛球。尽管我们家没有人打羽毛球，爸

爸和妈妈还是支持我去学打羽毛球。他们把我

送到湾区最好的羽毛球俱乐部, UBC. 从此，我 
就跟随著名的刘教练，参加专业羽毛球训练。

爸爸不会打羽毛球。当我打球遇到困难时，他

就想办法帮助我。他从刘教练那里学会给我喂

球。这样，我可以有稳定的球路和击球点，常

时间练同一动做，直到把这一动做练好。刘教

练经常夸我学新动做快，只有我心里知道。

也许脸书最明显的好处是它的宣传力。不 
只是公司和各种体制可以利用脸书的广告 
力，连我们普通人都有时候会发现脸书多 
么方便。学校的各种活动，调查，筹款都

靠 脸书 传播自己的消息。 
有研究发现对青少年前三名最有效的广告

方法是电视，YouTube，和Facebook。在

这三个选项之内，脸书 迄今为止是最 
便宜，也最方便的。

让人人可以把自己的意见传递给上百个， 
甚至上千个的平台。而且，脸书使用鼓励 
系统。在脸书上只有＂Like Button＂，没 
有"Dislike Button"。这种情形鼓励人们 
更多使用脸书，因为它会 (至少有一点)、 
提 高人们的自尊心。 在 脸书 上，人们 
可以培养一个不同的形象，潜移默化地影 
响别人对他的看法。

爸爸是控制工程博士。他把他的专业知识用在

羽毛球上。他帮我分析最佳击球点和落点，用

数学分析的方法去找到最好的比赛策略。这样

，我可以用最简单的战术，分步地达到战胜强

大对手的目的。真没想到这么复杂的事情可以

被分解成多个简单的这样，然后再很容易地各

个击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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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帮助我学打羽毛球爸爸帮助我学打羽毛球爸爸帮助我学打羽毛球爸爸帮助我学打羽毛球

在我小时候，有一个 
偶然的机会，让我喜 

虽然我个子矮小，但

是在爸爸的帮助下，

我仍然可以战胜很多高个子强大对手。很

多教练都夸我是用头脑打球。

今天的孩子都知道 Facebook (脸书) 的吸 
引力。从回家后到睡觉前，脸书变成了父

母的冤家。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小孩在

脸书上浪费了多少时间。家长们都希望自 
己的孩子们更努力一点，成绩更好一点， 
自 然只觉得脸书代表了另一个挑战。尽 
管书有这么多缺点，它并非全部是坏的。

青少年常常用脸书来跟自己的同学们交往

。虽然有些人声称社交媒体降低了人跟人

的交流，大部分的青少年报告这是一个错

的结论。反而，有许多报道说他们有至少

一次觉得脸书 其实增加了他们跟同学的 
互相交往。脸书提供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让同学们互相之间问起老师布置的作业更

方便, 也可以保证更及时的回答。现在有 
许多在脸书上设立了学校课程的group, 
来讨论各种课程，并且回答同学们的一些 
问题（比如：在我英语课的脸书 group 
最近有很多问题，是关于老师在课堂上 
布置的功课, 下星期要交的项目，等等).

脸脸脸脸 书书书书 的的的的 优优优优 点点点点
《不能说的秘密》是一个2007年出的 

电影。这个电影的导演是周杰伦，主 

角是周杰伦和桂纶鎂。《不能说的秘 

密》讲一个爱情的故事。叶湘伦（周 

杰伦饰）转校到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学 

校。他是钢琴专业。在他的新学校的 

第一天，他在一个老琴房遇见另一个 

钢琴专业学生，路小雨（桂纶鎂饰）

。他们慢慢地相爱，可是小雨特别神 

秘，有的时候几个星期都不上课，谁 

都不知道她到哪里。路小雨总是在那 

个旧钢琴上弹一首曲子。她说这首曲 

子是”不能说的秘密” 可是，听到叶 

湘伦说琴房在他们毕业那天要拆除，

小雨就把那首曲教给他。叶湘伦然后 

发现小雨藏的很多秘密。

这电影最有名的一段是叶湘伦和雨豪 

斗琴的一段。这5分钟，雨豪和叶湘 

伦弹肖邦的舞曲，再加他们自己的即

兴。因为周杰伦最喜欢的作曲家是肖

邦，《不能说的秘密》每一个曲子不

是周杰伦自己写的就是肖邦写的。在 

脸书也让每个人都能 
发出更大的声音。无 
论你是哪种人，住在 
哪，家庭背景是怎么 
样，脸书提供了一个

影评影评影评影评 《《《《不能说的秘密不能说的秘密不能说的秘密不能说的秘密》》》》

学生编辑  

许许许许  佳佳佳佳

总的来说，《不能说的秘密》是个很好的电影，很感动，音乐很配。

课堂上，学生学的作曲家也是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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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没有安全；我们还要回到其 

它边。我又一次问了Richard 怎么 

办。这一次，他知道了怎么办。想 

都不想，他告诉我“我们游吧”那 

后跳进河里。他顺的水流又到其他 

变了。要是Richard没有做这个动

作，我们可能会要被其他人救。可

是他已过去我就知道是安全的。我

本来很怕会有石头，可是Richard 

的动作给我了安全感。我也跟了他 

跳。

可是轮到我和我朋友Richard的时候，我们飘

的太远了。再过几秒种，我们突然被河里的

急流运走了。我刚好抓到一个石头。我看到

每边都是一阵一阵的白水，急死了。我告诉

了我自己：“不要慌，慌起来不会解决问题

。”我叹了一口气，然后看了我的两边。我

在三到四年前，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去露营

。这三天可能是我的生活里最高兴的几天。

头两天，我们每天下午一起去游泳，走路，

和骑车。到晚上时，我们坐在篝火边，一起

讲各种各样的故事，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吓唬

人家。讲完故事时，我们一起躺在星星下呼

呼地睡觉。我们第三天决定要一起游泳。第

一两个小时，我们游泳的很高兴。我们一起

轮流坐在游泳的板子“漂流”下这个河。我

们玩的很高兴。我们第三天决定要一起游泳

。第一两个小时，我们游泳的很高兴。我们

一起轮流坐在游泳的板子“漂流”下这个河

。我们玩的很高兴。

看左边就是Richard！他也找到了一个石头！

我叫了他的名字然后他也看到我了。我问：

“现在怎么办呢？”他说他不知道。我看这

河里的急流离河边几近。我很慌张时，我只

看到了水。可是我再冷静的看一遍，我还看

到了河边；我们飘到了河的其他边上了！只 

要松手就可以了。我叫了Richard的 名字， 

然后用了手指到那一块地。他点了头，然后

松开了。我跟的他松开那后我们一下就飘到

河边了。

我们安全时，我们母亲和父亲决定 

了回到我们的帐篷。我们散了一些 

步，讲了一些故事，那后睡觉了。 

第二天起来，我们回家了。在回家 

的路，我想：“我有一个好故事可 

以讲了。”

露露露露   营营营营 吴澄吴澄吴澄吴澄

从这个经历，我学到了许多东西。

着急时，不要害怕。人应该小心；

可是有的时候小心不会帮助你；把

你的心扩开会让你学到很多东西。

编    辑: 朱仕洁, 陈安然, 许佳, 蔡昊华, 吕凯文

得那些坡都很容

易，很快就能滑

下去。在滑雪板

上，我大部分时

间是滚下来的。

因为摔得太多，

我只滑了大半天

。

虽然我刚学滑雪

板会摔得很痛，

但滑雪板很好玩

，我一定会坚持

学下去。明年还

来滑。 

(肖宁馨)

然后我们去找老师。找到老师后，她就带着我到旁边的空地去上课。她教我怎么摔倒，怎

么转和怎么停。上完课，我，弟弟和爸爸一起坐缆车上山。弟弟刚开始学滑雪，所以他滑

得很慢，也摔得很多。可是在滑雪板上，我 比弟弟滑得更慢，摔得更多。我以前觉

来。所以那一段下来滑了超过三十分钟。

那里的陡坡缓一点的时候，我慢慢地加速

了。但是山坡马上变得比我刚下来的地还

陡。这里我忘记转弯了，所以我一路冲到

了那段山坡的底下。冲的一开始，我很怕

，所以我故意摔了一次跤。我在快速冲下

山，所以我想，“为什么我不可以跟他们

经过这次滑雪，我知道了一个道理，只

我又变慢了一点。过了一会儿，我和爸爸

上了山顶。山顶上没有一条容易下来的路

，所以我们从这几条很陡的路挑了最看似

简单的下去。谁知道，下山的路没有一条

简单的。我们的路一开始很平坦，我们滑

得很慢。后来雪地突然变得很陡，没几分

钟我就摔了很多跤。在这里摔跤很难爬起

第二天早上

，我们一吃

好早饭就出

去滑雪了。

我好几年没

有滑过雪了

，所以我们

到滑雪场，

一开始，我

侯云耀侯云耀侯云耀侯云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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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不摔跤呢？”这时候，我发现要不摔

跤很简单，就只要胆子大一点，不怕摔就

行了。那段山坡下面就是我一开始滑得简

单的路。现在我不怕摔跤，山坡也不陡，

所以那段路一个跤也没有摔。 

欢迎投稿 (中文Word)，请注明中英文姓名及班级并电邮至:   JiangHe2012@hotmail.com

滑雪板滑雪板滑雪板滑雪板
今年寒假我们全家去Reno滑雪。这次我要去学滑板，所以第二天全家都

早早地起床陪我上课。我们一到雪场，爸爸就带我去租滑板和滑板鞋，

寒假期间下了好大的雪，所以我和爸爸妈

妈去太浩湖滑了两天雪。

滑得不太好。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有感觉了，所以我就

滑得快一点。刚一加速，我就滑倒了，但是没怎么痛，

所以我就爬起来继续下山。这次下山摔了很多跤，所以

滑雪滑雪滑雪滑雪

我们开车开了三个钟头，终于到了有雪的

地方。还没下车，看到了厚厚的雪的

地方。还没下车，看到了厚厚的雪，压满了常青树。我

们下车几秒

钟就感觉到

很冷，刚走

几步手就冻

僵了。我们

滑了一点雪

橇，然后开

到Reno住了

一夜。

要勇敢一点，就有更大的机会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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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次旅行太好玩，又有意义。我学 

会了独立准备，团队合作，也提高了射击 

技巧。我会分享给我的朋友这个难忘的经 

我最喜欢他们表演的第二首歌。这首歌叫

“The Great Steamboat 

Race”。乐队很优美地演

奏；歌曲宏亮而充满激情，令人兴奋。 
乐队逼真地表现了现实中水船快速竞技 
的场面。他们再次获得 了热烈的掌声。

寒假的时候，我和爸爸妈

妈去看姐姐的音乐会。

乐队多演奏了一首歌。接着，音乐会结束

了。我觉得这个音乐会真是很棒。表演者

演奏得很生动，听众非常投入。我会再次

晚上七点，我和爸爸妈妈到达音乐会场。音

历。 王戴为

我平时学校的音乐课里，指挥的老师 
站在上面，有些学生在下面讲话。在北 
加州乐队排练一首节奏很快的歌时，我 
的手都动得不够快。我旁边吹长号的人 
的手动起来象电动缝纫机那么快而且吹 
得很响亮。我大声地吹，长号发出来的 
声音就象一个漏气的汽球一样。我的嘴 
感到麻木了因为已经吹了三个多小时。 
终于5点了! 排练完时，我看什么都变得 
模糊起来。5时30 分，我们学校进了北 
加州乐队的学生都跑去了一家商场吃晚 
饭。7点时，我们去了旅馆 check in。 
Check in完就进自己的房间，4个人一个 
房间，不准出来。那晚上和那天之后的 
晚上都要跟那 4个人睡一个房间。一个 
房间只有两张床。第二天跟第一天差不 
多一样。2013年1月20日，星期日，早 
上8点时我去了一家叫Carrows 的餐馆。 
今天就表演了，但是还有几首歌我不会 
吹！音乐谱的一部分我不会看。12点中 
午，我们吃早餐。吃完早餐后，我回到 
我的房间里换衣服换成音乐会礼服。我 
们在舞台上排练最后一次。1点半，表演 
开始！吹到我不会的地方时，我就跳过 
出。等到乐队吹到我会吹的地方，我就 
加进出。这样一来，我们的表演就做得

欢迎投稿 (中文Word)，请注明中英文姓名及班级并电邮至:   JiangHe2012@hotmail.com

当我收到录取通知时，我高兴地跳了起来。但 

是过了几天，我收到老师用电子邮件寄给我的 

音乐谱。一看，只见纸上有一条一条的横线和 

很多黑色的圆圈。音乐太难了，我连一个音也 

吹不出来！我立刻从高兴变成着急。这时离排 

练和表演只剩下一个星期。我去请教我的私人 

音乐老师。2013年1月18日，星期五早上6点15 
分我和过了北加州试听考试的同学们在学校聚 

合。然后我把我的行李和长号装上车。6点半,  
我们出发。7点半就已经到达目的地。9点半， 

我和102个来自其他24个北加州学校初中学生 

开始排练。我坐在凳子上，眼睛都睁不开因为

我5 点就起床了。12点半了！我听到指挥说： 

“休息了！1 点钟再回来这里排练。” 我可以吃 

中午饭了。我从椅子站起来到处一看，全部东 

西都是黄色的。排练完3个小时的音乐，我眼 

睛也又累又痛。我离开了舞台，闭上了眼睛， 

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吃了我的午餐。吃完中午 

饭, 1点时，我们又开始排练。我感觉到这个乐 

队有两个很大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这个 

乐队里，全部队员的音乐水平都比我高。第二 

个特点就是：乐队成员都会听指挥的话。在

周颖童

【编者的话】本期校刊又刊登了好几篇学 
生习作。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小缺点，但 
都传递了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学习语言 
就是这样在跌倒爬起的过程中行进。当然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作者都能改正这些小 
缺点，越写越好。

去看这样好的音乐会。

乐厅很大很亮。我们坐在第五排。音乐会开始

的时候，会场变得又黑又静，人们细心地听着

指挥介绍。然后，指挥开始指挥乐队演奏。乐

队演奏使音乐厅充满巨大的能量，热烈的掌声

总是想彻会堂。

接下来我又玩了八场，最有趣的是最后一 

场，也是最长的一场，共计15分钟。我们 

的两个队伍被解散成为一个自由射击的时 

间。每个人都是敌人了。因为更多敌人， 

要加倍小心，更加紧张刺激。太好玩了！

很好。

 冬季 冬季 冬季 冬季

        ♫♪♫     ♫♪♫
  ♫♪♫   ♫♪♫

音乐会音乐会音乐会音乐会

李振宇

一次难忘的气枪游戏之旅一次难忘的气枪游戏之旅一次难忘的气枪游戏之旅一次难忘的气枪游戏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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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克城市”我注册后先接受了一个短片 

安全录像培训，检查了枪速，然后就开始 

了我的快乐的射击游戏时间！我第一场有 

点胆小所以不敢向前冲，怕会被子弹打到 

会痛，结果很快被别人射中出局了。第2 
场我胆子大了所以我敢拼命向前冲，我射 

中了一个对手，但是他同时也射中了我。 

我们都出局了。

我在2013新年的时候跟我的爸爸和妈

妈去了洛杉矶。我有机会去“泰克城市

”玩软式气枪。那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

历。

我出门之前就已把我的枪和器械准备 

好。我必须把每样东西都带上和检查 

没有漏掉，不然在那儿现买会很贵。 

我准备了里两个小时又花了半个小时 

检查。我路过洛杉矶的气枪店又买了 

子弹和瞄准器。现在我是彻底准备好 

了。

编    辑: 朱仕洁, 陈安然, 许佳, 蔡昊华, 吕凯文

表  演表  演表  演表  演

北加州荣誉乐队是北

加州最优秀的初中学

生组成的乐队。今年这些学生全部都去了San 

Joaquin Delta College 在Stockton 排练两 

天音乐然后再表演。在我学校音乐课里，老师 

布置了一个作业。这个作业就是让同学们自己 

挑选一首歌，练习了几个月后，在三月时表演 

给全班同学听。老师还说如果谁参加北加州和 

全加州乐队的试听考试,如果考试成绩好，老 

师就可能会让那个同学不做给全班表演音乐。 

我不想要表演音乐给全班听所以我决定参加了 

那两个加州乐队的试听考试。在试听考试时， 

老师把我用长号吹的音乐制成CD之后，再寄到 

那两个乐队的评审会。结果我通过了北加州的 

试听考试并被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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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小小                                                   
人人人人                                                
书书书书

比喻好高骛远

，终无成就，

被人作为笑柄

。“畫”：画； 
“類”：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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