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UC Riverside
2. UC San Diego
3. CUNY Bernard M. Baruch College
4. UC Irvine
5. College of the Ozarks
6. Saint Mary-of-the-Woods College
7. UC Davis
8. Christian Brother U.
9. CUNY Brookly college
10. Salem College

14. CSU Long Beach
17. UC Santa Cruz
21. UC Santa Barbara
24. UC Los Angeles
61. UC Berkeley

★汤小辛：中文写作也可以不那么难

★ 2014年最佳最糟工作排名

★唐文佳：移民孩子母语程度调查

★ 亚裔美国人概况

★ 许寅怡：SAT变革  
★在中国口岸申请落地签证

★杜萧含：克里米亚知多少 
★语文支招

★杨林茜：全国历史日

★部分学生谈SCA 5

参院议长表态支持SCA-5
2014-05-01 加大校长Janet Napolitano: 

录取不看族裔是错误

at  Newark Memorial 
High School) 所代表的 
Team America 
Rocketry Challenge 
(TARC,) 获得全美第 
35名。 

★ ★ ★  崭入头角崭入头角崭入头角崭入头角  ★ ★ ★

参加 2014 United States 
Physics Team 。他将参加一 
个 全美20人的培训班，然后 
从中选出五名学生代表美国

参加国际奥 林匹克物理竞赛.

AC-501班吕凯文 
(Kelvin Lu) 今年 
参加了美国奥林

匹克物理选拔赛

。收到美国物理

教师学会的邀请

- 新SAT将于2016年实施

双月校历双月校历双月校历双月校历

★ 联合国4月20日庆祝中文日。

参议员Hernandez提出议案2012-12-03

众院议长将议案退回参院2014-03-17

2014-01-30

本期摘要本期摘要本期摘要本期摘要:

★★★★ ★★★★  不上大学亏多少不上大学亏多少不上大学亏多少不上大学亏多少  ★★★★ ★★★★

新学年开学09/07/14

★★★★ ★★★★  找工不易知多少找工不易知多少找工不易知多少找工不易知多少  ★★★★ ★★★★
今年全国将有160万大学毕业生离开校园，虽然经

济已好转，但AfterCollege公司五月11日公布数据

显示，毕业生在离校前，只有17%的人找到工作，

少于去年的20%。

5月12日, 美国移民局宣布将“特定 H-4 签证持有者 
获得工作许可”的法规制定提案在“联邦纪事”上发布

。该提案有60 天的公听期。

★★★★ ★★★★  工作机会给多少工作机会给多少工作机会给多少工作机会给多少  ★★★★ ★★★★

AC-401班 
的 汪芷瑄 
(Michelle 
Wang, Jr. 

另外，其他一些加州大学的排名：华大使在纽约证交所座谈。大使洪博培

和骆家辉认为 “美国的‘中国通’太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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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1/14

江河校刊祝大家暑假愉快江河校刊祝大家暑假愉快江河校刊祝大家暑假愉快江河校刊祝大家暑假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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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联邦准备银行旧金山联邦准备银行旧金山联邦准备银行旧金山联邦准备银行5月月月月5日发布的研究指出日发布的研究指出日发布的研究指出日发布的研究指出，，，，没没没没

上过大学的高中毕业生上过大学的高中毕业生上过大学的高中毕业生上过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在退休时会比大学生少赚在退休时会比大学生少赚在退休时会比大学生少赚在退休时会比大学生少赚

80万元以上万元以上万元以上万元以上。。。。

本学年最后一天。八年级毕

业典礼。

★旧金山州大为员工举办中文短训班。

编    辑: 唐文佳 杨林茜 许寅怡 杜萧含 
吴佳希

镜像：http://sdrv.ms/QjpM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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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讯学校简讯学校简讯学校简讯

关注关注关注关注SCA-5《《《《时代时代时代时代》》》》周刊大学排名出炉周刊大学排名出炉周刊大学排名出炉周刊大学排名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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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和写，数学共160 分钟；写作 
50分钟。

- 三部分： 读和写；数学；作文

- 满分为1600。写作单算。

密州禁密州禁密州禁密州禁“ 依族裔背景入学依族裔背景入学依族裔背景入学依族裔背景入学” 不违宪不违宪不违宪不违宪

1. 删除加州209号提案所禁止的在高等 
教育领域内以种族，性别，民族，原国籍

国为由做决定。

2. 把高等教育领域从209号提案所适用 
的范围中去除。

州参议院批准议案. 华裔州参 
议员Leland Yee, Carol Liu 及 
Ted Lieu 投票支持。

2014-03-17

★150件史上最大恐龙遗骸在阿根廷出

土。据称，该恐龙高七层楼，食素。

今年黄河长江中文学校将有55名毕业

生。毕业典礼将于下周日在大礼堂举

行。

根据欧巴马总统去年底提出以毕业率、学费、获得

Pell助学金的  比例，以及联邦的收入补助等去计算

各大学价值，“TIME” 杂志为全美大学作排名 
，前十名结果如下：

江河视野江河视野江河视野江河视野

★ College Board 改革 SAT 考试制度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美中关系全

国委员会五月二十一日邀请五位卸任驻

★ MERS 病毒报警：MERS（中东呼 
吸系统综合症）是一种病毒性呼吸系统 
疾病。由MERS冠状病毒引起的。

最高法院四月22日以6-2作出裁决, 判定 
密歇根州的“禁止使用种族作为大学录取 
的一个因素”不违宪. 裁决表示, 密歇 
根州的选民有权修改州宪法. 法官说, 
下级联邦法院先前的决定是错误的.

★5月8日下午第七届全美中文大会在洛

杉矶开幕。来自美国政府、大中小学校

长、汉语教育专家及教师代表1200多人

与会。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出席开幕

式并用中文致辞。开场便是“天不怕地不

怕，就怕陆克文讲中国话。”

SCA-5 要点要点要点要点 (译自译自译自译自Wik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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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出租车司机 

中国禁止携带中国禁止携带中国禁止携带中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

品有三大类16个条目。其中包括肉类制品

，水生动物产品、动物源性奶及奶制品、

燕窝（罐头装燕窝除外）和新鲜水果、蔬

菜等。

纽约, 洛杉矶, 旧金山, 芝加哥, 休斯顿

中国传统剪

纸走进美国

首都华盛顿

特区的博物

馆

美美美美

国国国国

驻驻驻驻

华华华华

六六六六

个个个个

使使使使

领领领领

馆馆馆馆

亚裔美国人概况亚裔美国人概况亚裔美国人概况亚裔美国人概况

10.言语病理学家

1820
淮   河

华裔380万

华裔人口分布比

较集中的地区:

http://jishi.cntv.cn/program/sjsdzg/

菲裔341万
印度裔318万
越南裔173万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2010年在美

国的亚裔人口达到了1732万，占到了美国

人口总数的5.6%；亚裔人口当中，

央视央视央视央视热热热热播播播播《《《《舌尖上的中国舌尖上的中国舌尖上的中国舌尖上的中国》》》》

珠   江 2210 452616

752443黄   河 5500

目前，经公安部授权的口岸

签证机关设立在下列口岸：

北京、上海、天津、大连、

福州、厦门、西安、桂林、

杭州、昆明、广州、深圳（

罗湖、蛇口）、珠海（拱北

）、海口、三亚、青岛、威

海、烟台。

264617 717
松花江 1927 545000 2530
海   河 1090

2. 应邀赴华参加投标或 
正式签订经贸合同的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流量流量流量流量 

(米米米米3/秒秒秒秒)

流域流域流域流域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

2)
长度长度长度长度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

7.软件工程师 

www.whistleout.com
每期一站每期一站每期一站每期一站：手机计划大拼比

韩裔170万
日裔130万

養

每行二十个8号汉字$20, 注册学生家长半价

持该51个国家的有效护照、第三国（地区）签证和72小时内前往第三国（地区）联程机票可在北京、

上海、广州、成都、重庆、大连、沈阳停留72小时内可免办过境签证。

请注意，可以申请口岸签证

并不等于可以当然地获得签

证。

4. 应邀参加设备安装 
或工程抢修的

5. 应中方要求赴华解决 
索赔问题的

6. 应邀赴华提供科技 
咨询的

7. 应邀赴华团组签证后 
经中方同意临时增换的

6.牙科卫生 

编    辑: 唐文佳 杨林茜 许寅怡 杜萧含 吴佳希

至理名言至理名言至理名言至理名言: 
人皆可以为尧舜

谚语谚语谚语谚语：药不治假病，酒不解真愁

歇后语歇后语歇后语歇后语：曹操杀二蔡  懊悔莫及

2014 工作排名榜工作排名榜工作排名榜工作排名榜 （共200种）

196.播映员

195.总厨师 
194.空姐 

1000 185700 1110
辽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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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约来华进出口商检 
或参加合同验收的

讓 與

与 
rà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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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ǔ    

中国对中国对中国对中国对51个国家开放个国家开放个国家开放个国家开放72小时免签证小时免签证小时免签证小时免签证 (图中黄色区域所对应的国家)

8.计算机系统分析员 
9.职业治疗师 

8. 看危急病人 
或处理丧事的 
9. 直接过境人

员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不能

在24小时内离境的

10. 其他被邀请确实来不及 
事先办妥签证，并持有指定 
的主管部门同意在口岸申办

签证函电的。

成语成语成语成语：见微知著

熟语连篇熟语连篇熟语连篇熟语连篇

作客作客作客作客：：：：是寄居在别处的意思

近义词辨近义词辨近义词辨近义词辨:

做客做客做客做客：：：：是访问别人，自己当客人

镜像：http://sdrv.ms/QjpMg9

中国点滴中国点滴中国点滴中国点滴 - 七七七七 大大大大 水水水水 系系系系

1430 164104 302

11070
长   江 6300 1807199 31060

并持有与中国有外交关

系或者官方贸易往来国

家的普通护照，因下列

事由确需紧急赴华者，

可在指定口岸申请：

1.中方临时决定邀请赴华

参加交易会的

在中国口岸在中国口岸在中国口岸在中国口岸 
申请落地签证申请落地签证申请落地签证申请落地签证

外国人持有中

国国内被授权

单位的函电，

根据工作环境，待遇，前景，压力：

5.听力学家 

1.数学家 
2.终身大学教授 
3.统计师 
4.精算师 

193.垃圾工 

199.报社记者 
198.入伍军人 

200.伐木工 

192.消防员 
191.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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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

让

10 款移动通讯应用款移动通讯应用款移动通讯应用款移动通讯应用: 1.WhatsApp 2.Viber 
3.微信 4.Line 5.KakaoTalk 6ik 7.Tango 
8.Nimbuzz 9.Hike 10.MessageMe 

yǎng

响

響

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

xi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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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唐文佳 杨林茜 许寅怡 杜萧含 吴佳希

-- 我教中文写作的一点体会

§
§AC-201AC-201AC-201AC-201教师 汤小辛教师 汤小辛教师 汤小辛教师 汤小辛

里的高中生中，几乎每人都有属於自

己的手提电脑，智慧型手机或IPAD，

也都下载了汉语拼音中文软件。有了

这个工具，我每个月都会在课堂上与

学生练习写作。首先，我会化比较多

的时间让学生听写句子，这是指导他

们学会选择正确词汇的方法之一。给

学生听写的句子，最好选择形象直接

，生活性强的句例，这有利于他们选

择正确的词汇，尤其是同音词时，多

一点参考的价值。而后我也会让学生

们在课堂上练习把英语短文译成中文

，多做这方面的练习旨在鼓励学生选

用同义词或近义词组句。在给学生布

§

我作为一个中文教师，要让这些E世

代的ABC爱上中文写作，似乎是天方

夜谈。从我个人的教学经验来看，如

果能充分利用学生们扎实的汉语拼音

基础，借助这些E世代孩子对电脑， 

IPAD，智慧型手机娴熟使用的技巧，

老师和家长不但可以训练他们写中文

电邮，短信的能力，而且还能减少他

们对中文写作的畏惧心理。

我在长江中文学校教了近四个学年的

高中学分班，每年上下两个学期期未

考试的形式就是一篇作文，第二学期

末全班学生的作文会被汇集成册，做

为纪念品留给每一位同学。这个传统

延续至今。

( 汤老师两名学生入选《世界日报》的作文发表在本期第8版上：  

裴可儿的《妈妈的故乡》和王鹏昊的《我最好的朋友：Fis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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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用中文汉语拚音的输入法指导学

生写作的。在中文写作上用传统的手

写汉字还是汉语拼音输入法，一直是

中文教学界的一个争论话题。我个人

认为，语言的功能和作用就是以交流

为目的，尤其是外国学生学中文，无

论何种表述形式和方法，只要能最简

便，准确的传达信息就是最实用的和

有生命力的方式。我们都有体会，学

一门外语，写作永远是最难的一步。

汉语方块字的写作更是艰难复杂。学

生们最纠结的就是好不容易在脑子里

造好了句子，可记不得汉字的写法，

由此可以想像他们往往是一段短文还

没写到一半，就充满挫折感。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我们遇

到的能在困难面前越挫越勇的中学生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十

五六岁的孩子有绕开难题的天性和惰性 - 我们成人又何尝 

不是如此? 现在电脑，手机，IPAD那么普及，我们应该充 

分利用这样的条件优势，训练孩子多用拚音输入法写作，令

他们多一点兴趣和成就感，少一些厌倦和挫折感。我目前班

中文写作就如同其他课目一样，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练习

才能看到成效，我也是在一边教学，一边摸索教学的方式

。看着学生们对中文写作从开学时的毫无信心，到期末时

每人独立完成一篇八百字的短文，令我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尤其是今年，裴可儿和王鹏昊两位同学的作文被《世界

日报》文艺版刊登的消息传来，更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置回家作业时，我常

要求学生用中文发电

邮回答我的问题，所

有的回答没有统一答

案，只要我能看懂，

就能获得满分。所以

我的的学生中很少有

不完成这类作业的。

中文写作文，对在美国长大的孩

子来说，会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事情

。除了要用中文的思维方式来选词造

句以外，最难的就是书写汉字。

用用用用

§

中文写作也可以不那么难中文写作也可以不那么难中文写作也可以不那么难中文写作也可以不那么难



发行日期: 2014年6月1日 发行人发行人发行人发行人: 顾丽青

期刊号: 008-40601 顾顾顾顾    问问问问: 李秋丹  麦  琪  张  琼  吴美惠  王  星

邮箱: JiangHe2012@hotmail.com 总总总总    编编编编: 张  锐
网站 1：www.longriverec.com
网站 2：www.yrcs.org/

和美丽的西湖。在杭州的西面还有一片茶

园。

我常在春天去杭州。春天的杭州天气很好

，不冷也不热，所以街上的人很多。西湖

边的人还更多，特别挤。爸爸通常会帶着

我和弟弟在西湖边骑自行车。我们一边慢

慢地骑，一边看到西湖的风景。湖边长着

很多柳树和桃树。有一些柳枝长得很长，

都在水上飘。桃花也开了，树上有很多红

，白，和粉红色的桃花。爸爸告诉我们那

叫桃红柳绿。从湖边还能看见后面山上的

保俶塔。

杭州西面的小山是一片茶园。山上有一排

一排的茶树，和戴着草帽的人在采茶叶。

山脚下是一个小村寨。那里的人晒和炒采

回来的茶叶。

我很喜欢美丽的杭州。

杭州                                     
肖宁馨    801 班   

我的爸爸是在杭州

长大的。那里有柳

树，桃树，和美丽

全国历史日        全国历史日        全国历史日        全国历史日        

杨林茜 杨林茜 杨林茜 杨林茜 AC-501AC-501AC-501AC-501

我觉得新的SAT可能会更接近现在的ACT。ACT也

不要求作文，选错答案也不扣分。ACT和SAT还

有一个大的差别：ACT考试有科学部分。其实，

ACT科学部分只是阅读理解，理解科学图标，并

根据图标回答问题。

新的SAT跟现在的SAT会有很大的变化。2016 

年SAT考生准备准备好了吗？！

新考试中，选错答案不扣分。新SAT作文不是必

须的，而是作为选项。学生可选择写或不写，

成绩另计。而且作文时间延至50分钟。因为新S

AT不要求作文，考试时间缩短45分钟。

新的考试还可以在电脑上进行。 新考试不可以 

用计算器，所以对有些学生可能会难一点。

            SATSATSATSAT变革  变革  变革  变革  许寅怡 许寅怡 许寅怡 许寅怡 AC-501AC-501AC-501AC-501

听说SAT考试规则要变了，大家议论纷纷。

现在的SAT有三个部分：数学，阅读理解，和写

作。每个部分满分是800，整个考试满分是2400

。选错答案要扣分。现在的考试全是手写的。

考试第一部分是写作文。学生有25分钟根据命

题写作，不要求作文内容绝对准确，更注重写

作技巧和语法。除了作文以外都是多项选择题

。现在的数学部分主要考基础知识，还可以用

计算器，比较容易。很多学生觉得阅读理解部

分是最难的，因为学生需要背很多平时不用的

词汇。写作部分还有些语法的考题。

从2016年开始，SAT考试会有很大的变化。新的

SAT只有两个部分，把阅读理解和写作并在一起

，所以满分是1600。

编    辑: 唐文佳 杨林茜 许寅怡 杜萧含 吴佳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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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米亚知多少克里米亚知多少克里米亚知多少克里米亚知多少   杜萧含杜萧含杜萧含杜萧含  AC-501

1783年，俄罗斯帮助附庸国克里米亚汗王平息

内部贵族反抗。在占领83年后正式将克里米亚

划入其版图。 

1921年，克里米亚成为苏联的一部分。 

1954年，苏联决定把克里米亚划归苏维埃联邦

内另一个加盟共和国乌克兰以纪念乌克兰加入

俄罗斯300年。           

1991年，苏联解体。虽然200万克里米亚人口的

60％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经过抗争只取得了

在独立的乌克兰内的一个”自治“共和国。

四月十五日在奥克兰博物馆举办了阿拉米达县的NHD 

比赛。参加者可以交上写的作文，做个表演，或交上

自己创造的网站或证物。 大家都选与今年的主题， 

权利和责任，有关系但又不一样的事件。. 

一共有几百位中学生参加了这个全县比赛，但是没有

那么多的学生过了这个门槛晋升全加州的比赛。加州

比赛是四月二十五到二十七日在Riverside 比。

2014年伊始，随着乌克兰局势的巨变，克里米

亚自治共和国议会3月11日决定举行独立公投；

3月15日乌克兰决议解散克里米亚议会；3月16

日克里米亚公投，97%选民支持从乌克兰独立并

申请加入俄罗斯。

3月18日，俄国总统普京和克里米亚共和国议长

、总理及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签署克里米亚入

俄条约。俄罗斯国家下上议院于20和21日先后

批准条约。21日，克里米亚共和国与塞瓦斯托

波尔正式加入俄罗斯联邦。西方反对俄罗斯此

举，决定制裁俄国。

通常大家都想让孩子们去一些科学和数学活动，但是

大部分家长和学生不知道还有一个有名的历史比赛。

National History Day (NHD) 是一个全国的历史比 

赛给初中生和高中生的。这个比赛不只是一天的比赛

，而是一个全年的承诺。参加者不但学到历史上的有

趣大事，而且也学到有用的技能，像解决问题和责任

感。学生们需要花特别多的时间和经历来做他们的主

要项目，然后 

要过很多小关

才能去真正的

全国大赛。

少数是像我在国外出生。在我调查的49个学生当中，

只有一个是在美国外长大的。第一语言为英语的占47

%，非英语占53%。虽然我们长大的情况不是一模一样

的，但是49个同学都认为最流畅的语言是英文。

了在家里跟父母说中文的习

惯。但是因为我弟弟长大的

时候有我在她的身边，他就

的第二语言的流畅性可算是“4”或“5” 10% 

的同学选了“3.” 这些数字（1-5）的意思在 

饼图的底下。选“3“的同学有11个是家里最大

或中间的孩子，也有独子；选“4”的同学中有

15个是家里的老大；选“5”的有3个是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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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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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月十六号，我在网上做了一个

关于我的同学的母语程度调查。我

的同学大部分都是在美国出生的。

除了调查他们童年的情况，我也问了他们的第二语言

的流畅性。调查对象大部分是中国人。有一些是印度

人或者韩国人或者德国人。底下是我做的实验的一个

饼图。以”5“为最为流利评分，53%的同学觉得他们

在家里跟我说英文。他慢慢地就不说中文了，

连跟妈妈爸爸说话的时候也只用英文。他现在

的中文没有那么好了，虽然他的第一语言也是

中文。因为挑“3”，“4”，和“5”的同学至

少一半的是家里的老大或者独生子，我觉得如

果是老大或者是独子，外语流畅性会好一些。

5：非常流长的跟

别人说话。没有语

法错误。阅读和写

作都非常好。

4：虽可和别人聊

天，但还是很基本

。多半的成语和俚

语不会用。阅读和

写作稍微好一点。

作没有那么好。

3：说话时要想一想，可能磕磕巴巴。阅读和写作没有那么好

1：听得出是那种语言，听不懂大部分的话。

我也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我的中文比我的弟弟

的好很多。我小的时候因为只能跟我爸爸妈妈 

说话，我在家里就只说中文，所以现在也养成

2：听得懂，要花很多精力在头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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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物，指多余

的东西。别无

长物，意为另

外再也没有多

余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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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么多年，Fishy已经面目全非了，颜色褪了，

身上的布也破了，眼睛也快掉出来了，身上全是缝补

过的痕迹。别人看来，可以说是很丑陋。但在我眼里

，它却依然鲜艳，可爱，因为它是我的好朋友，有我

很多童年的回忆。

保护环境和节省能源，有一个叫StopWaste的组织 
在研究住宅和商业垃圾筒里有什么。他们说我们现在

把太多能回收的和能腐烂的废物都扔在不可回收的垃

圾筒里。阿县的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把所有不可回收

垃圾筒里的有用的垃圾降到10%以下。每年 
，阿县把七千万块钱的可回收或腐烂的垃圾扔到垃圾

场。如果能把我们的垃圾更好地分类，阿县不光

 妈妈生长的村子妈妈生长的村子妈妈生长的村子妈妈生长的村子                              
裴可儿 Claire Pei

2011年的夏天，妈妈带着我和妹妹，还有

舅舅阿姨和我的几个表兄弟姐妹一起去妈

妈，舅舅和阿姨出生长大的地方 ---
吉林的一个小村子。 

我们从辽宁鞍山坐了好几个小时的汽车才

到了吉林省伊通县的一个名叫 “候家 屯” 
的村子。

我妈妈常常跟我们说，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在一个很贫穷的地方长大，可是 
我真没想到会这么穷。车刚开进村子，我就闻到很臭的猪大便。臭死了！车 
停了以后我是第一个下车的，谁知一下车就踩了一脚泥。我问妈妈“为什么这里

都是泥地，而没有水泥路呢？” 妈妈告诉我这里很穷，修不起水泥路。我 
们来时正好下过暴 雨，土路都变成泥路了。

我刚出生的时后，妈妈买给我一个小鱼玩具。后来，

我长大一点后，我给小鱼起了一个名字：Fishy。在

别人看来，它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破旧的玩具，但是

对我来说却有着我童年的回忆。

Fishy是一个彩虹色的填充鱼。全新的时候，它胖胖

的，身上的颜色有紫色，红色，蓝色，和黄色，鲜艳

极了。它有一双大大的眼睛，还有一张大圆嘴，造形

非常可爱。我很钟爱我的小鱼。我去什么地方都带着

它，连睡觉都搂着它。可以说是寸步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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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到不久，很多村民都来打招呼。这些人我都不认识，但妈妈马上给每个人一

个大拥抱。他们都很热情，每一家都热情的邀请我们吃饭。他们说话都有一个

很纯正的东北味儿，我都能听得懂。

我们全都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房子里有很多大炕，是一个又大又硬的床。听说

在东北寒冷的冬天，炕下面可以烧火取暖，大炕非常舒服。一个炕上一般能睡

四个人。做饭是在一个很大很大的铁锅里，大到我都可以坐在里面。一

次做很多饭，得给很多人吃。做完饭，大家都围在一个可以坐十几个人的桌子

吃饭，特别热闹。在美国，我从来没有跟这么多人坐在一起吃过饭。觉得特别

有意思。他们的蔬菜还都是自己家种的，很新鲜；做的饭都特别好吃，

记得我小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车库

前面玩，不小心将

Fishy掉在了地上

。就在这时，不知

从哪跑来了一只猫

，冲上来，叼上小

鱼就跑，等我反应

过来，我马上捡起

一块小石子，就追

上去。后来，可能

猫意识到这不是一

条真鱼，就把它放

下了。可是小鱼身

上却被弄坏了几处

，虽然妈妈帮我缝

好了，却仍然让我

心痛了很久。如果

猫真的把 Fishy 

叼走了，我一定会

难过很长时间。

我对小鱼的喜欢，让我有了一个在爸爸妈妈看来很不

好的饮食习惯。那就是，我不吃鱼。无论爸爸妈妈如

何劝说。我都不吃，因为我觉得所有的鱼都是 

Fishy的同类，我不忍心吃它们。

我们住的地方属于阿拉

米达县。为了帮助社区

我每天都没什么事干，于是就常常到村里散步。我每走几步就有一个人跟我

绿色生活绿色生活绿色生活绿色生活 

 我最好的朋友:  我最好的朋友:  我最好的朋友:  我最好的朋友: Fishy                         Fishy                         Fishy                         Fishy                         

王鹏昊 Arthur Wang

可是我不得不承认我

受不了那粘粘的泥土

和那脏脏的茅房，就

想赶快回到我美国的

家。离开妈妈的故乡

已经快两年了，虽然 
吉林老家的卫生和交

在美国都吃不到。可是我们住的房子里都没有厕所，洗澡要到外面一个小窝棚

里。上厕所得到房子另外一边，那里没有抽水马桶，只是在地里挖的一个又大

又深的大洞。洞上架两块木板，人必须踩在木板上蹲着方便。。。最让我恶心

的是洞里面还有别人的排泄物而且飞着很多苍蝇。我和妹妹很怕那些苍蝇，更

担心要是掉进洞里该怎么办?

能保护环境和节约能源，而且每年能把本

地经济增长一亿四千万美元。

AC - 401 
明浩文

打招呼。他们都认识

我妈妈，知道我是她

的大女儿。我虽然不

认识他们，但我听说

这些人都是妈妈的亲

戚，所以我每次都回

答“你好,你是谁?”我走 
在村子里时，还看到

很多动物也在闲荡， 
有猫咪，狗和猪。非

常和平。虽然农村有

很多好吃的,可爱的小

猫,和热情的邻居,

通条件那么差，我有时却会想念妈妈老家亲戚们对我们

的热情和友好，想念好多人围在一起吃饭的热闹，还有

在美国吃不到的新鲜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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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了不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她立即起身

走进老板的办公室，把纸条摊开在老板面前

。老板看了，不禁也大声笑了起来，因为纸

条上这样写着：“尊敬的先生，我排在应聘队

伍中第21位，在没有轮到我之前，请不要作

决定。”

小强得到工作了吗？他的父母会为他担心吗

？你的父母会为你担心吗？想一想，行动起

来，往前一步是幸福！

小强在报纸招聘栏上仔细寻找招工广告，找

到了一个他能发挥专长的工作。广告上要求

应聘者要在第二天早上8点到达面试地点。

小强没有等到8点，而是提前半个小时就到

了那儿。小强看到，已有20个男孩在那里排

队，他只是应聘队伍中的第21名竞争者。

如何才能引起招工一方的注意而赢得应聘的

成功呢？这是他遇到的问题，那么他该如何

处理这个问题？小强说，只有一件事可做：

开动脑筋思考。因此他开始了那即使人痛苦

也使人快乐的程序——思考，人一旦真正思

考的时候，办法总是会被想出来的，小强相

信。

他果然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在一张信纸上面

写了一些东西，然后整整齐齐的折好，走向

秘书小姐，很有礼貌的对她说：“小姐，请您

务必把这张纸条马上转交给你的老板，这十

分重要。”

秘书小姐是一名见多识广的职场老手，如果

他是个很一般的应聘者，它就可能会这样说

：算了吧，小伙子，你还是回到队伍的第21
个位子上，安心等待吧。”但是他决非普通的

男孩，她一眼就能看出，他身上散发出一种

自信。“好啊，”她说，“让我来看看这张纸条

。”于是她收下了纸条。

我来说仿佛是叫老顽童讲大道理。我

的语文的确学得蛮好，不敢说打遍天

下无敌手，反正从小学到大学各种语

文考试永远第一，到高中阶段就已经

基本不用听语文课了，闭着眼睛也能

得90分以上。可是我的语文本事主要

不是从教科书上得来的，而是“功夫

在书外”。所以我把我个人的体会半

真半假地告诉你们，希望你们别太当

真，凡事还是听老师的没错。

谈谈怎样学语文，这对

语文支招语文支招语文支招语文支招

进行背诗词比赛 进行背诗词比赛 进行背诗词比赛 进行背诗词比赛 

电脑里存盘的资料多，可调用的东西就多

。同理，你多背些古今中外死人活人的东

西，不用思索，“语文”就顺口而出了。

不要死记硬背，要边背边用，活背活用，

急背急用，立竿见影。以肚子里东西多为

荣，连说一百个成语不重样。

文字游戏 文字游戏 文字游戏 文字游戏 

开玩笑，猜谜语，写对联，填诗词，起外

号。嬉笑怒骂，激扬文字，把语言玩得山

穷水尽。到那时，看语文书上的课文如同

老叟戏玩童，老牛吃嫩草，什么语文考试

、作文竞赛，简直不堪一击。

晚不就是学“语文”吗?学完了却什么都

能干，判案子，修水利，打鬼子，搞经济

，堂堂五千年中华文明不都建立在“语文

”上吗?一切其他学科，不都是用语文表

达出来的吗?所以，你必须以对待整个人

生的态度来对待语文，才能学好语文。

 弱智。你看我们古人一天到 孔庆东孔庆东孔庆东孔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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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中中

要说怎样学语文，就必须明确你学语

文干什么。如果你学语文是为了语文

考试成绩好，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你

们老师已经说得够多了。我基本上不

反对老师们说的那些，我自己也是按

照那些经验一直保持语文成绩的。如

果不仅仅是为了考试好，那我可能会

有几句另类的话跟你说。

学习不是为了考试学习不是为了考试学习不是为了考试学习不是为了考试

语文不是跟数学、物理、化学、历史

、地理、政治并列的一个学科，你要

那样看待它，那你就一定学不好。要

知道，语文是一切，它覆盖一切，穿

透一切。语文所训练的是人对一切文

明符号的理解力和创新力。语文学好

了，学什么都摧枯拉朽，势如破竹。

学生朋友，跟你们

编后语编后语编后语编后语：转眼又一个暑假即将到来。对一

些同学来说，暑假是一个望穿秋水的节日

；对另一些同学而言，暑假是一次见缝插

针的机遇。你在暑假里做的事是你会做好

的事；你在暑假里学的本领是你会有的本

领。对那些想利用暑假学好中文的同学，

这篇文章告诉你一些“诀窍”。这个暑假，

有谁还会学中文吗？

明白了吗?语文就是思想，语文就是生活

，语文就是你这个人。学习语文，就是在

塑造自己的灵魂。你要明白了这个道理，

语文很快就学好了，也就是说，很快就进

化到人了。不明白，我再写十万字，你还

是个猴子。

明白语文是什么明白语文是什么明白语文是什么明白语文是什么

我想对你们说的是，专门为了考试而

学习的人，考试大都不太好。因为在

只为了考试的干百次训练中，他已经

把人格训练坏了——专门投其所好，

没有独立思考。他的一生都可能只是

个投机取巧的人，没有创造力。

★ ★ ★ ★  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  ★ ★ ★ ★
编    辑: 唐文佳 杨林茜 许寅怡 杜萧含 吴佳希

教你几招，怕你做不到。

写日记 写日记 写日记 写日记 

要写那种不给任何人看的日记，每天就写

100字，不多不少。写到一千回，下笔如

有神。

学好语文容易学好语文容易学好语文容易学好语文容易

 语文学不好、做什么都愚昧

★ 往前一步是幸福往前一步是幸福往前一步是幸福往前一步是幸福 ★

编者的话编者的话编者的话编者的话：尽管世界越来越拥挤，但是那些赋

有进取精神的人永远有足够的空间。只要一个

人不安于现状，不承认失败，就能够找到成功

的办法。不论是故事里的找工作，还是学校里

的学中文，进取是幸福的第一步。在幸福面前

，努力和不努力的人不是平等的。

小小小小强16岁那年，在暑假开始时对他的父亲说

：“爸爸，我不想整个暑假都向您伸手, 我要 
自己工作挣钱。”  “好啊，小强，”父亲说： 
“现在失业很多。但我会帮你找一个。“ ”不， 
我想自己找，爸爸，”小强说，“虽然很多人 
失业，但总有人能找到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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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们就会失去努力学习的动力。虽然SCA5

表面看上去很有道理，但是它真正包含的意

思对很多人也对整个社会不利。

朱砚砚朱砚砚朱砚砚朱砚砚：我觉得SCA5主要目的是想平衡大学

里面不同宗族学生的比例。它的出发点是好

的，想给少数族裔的学生增加机会。但是这

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少数族裔的学生想上

大学，他们应该自己努力学习，这样他们才

能将来毕业、找到好的工作。如果他们不用

那么努力就可以上好大学，到了大学以后也

刘逸杰刘逸杰刘逸杰刘逸杰：SCA5是一项旨在废除209法案，重

新用种族或民族的比例来确定高校招生的提

案。提案人说，拉美人，黑人，和印第安人

在公立大学的入学率与他们在加州的人口比

例不符。他认为SCA5可以帮助这些种族的学

生去上大学。虽然我也觉得多元化在加州大

学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不觉得SCA5是一个用

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好方法。

如果SCA5通过，会使很多其他种族的优秀学

生在申请大学时由于种族因素而增加困难。

这是违反宪法精神的。在美国，任何人不能

因为种族，性别，出生地和肤色的差别而受

到歧视。SCA5允许加州的大学按种族的比例

来招生，让特定种族学生由此受惠，这对其

他种族的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大学是培养

人才的地方，招生应该按学生的能力来决定

，这样才能保证大学的教育质量。

蔡容容蔡容容蔡容容蔡容容：SCA5是加州宪法修正案，它修正平权

法案209。允许加州飞公立大学招学生时，考虑

种族，性别，肤色或民族出身。 

我反对SCA5。因为我觉得它不公平。大学选择

学生时，应该是根据他的学业成绩，而不是种

族，性别，肤色或民族出身。一个学生不应该

因为他的种族或肤色被大学拒之门外。亚裔特

别重视教育，花时间和很多钱去培养孩子。SCA

5对这些人，特别是亚裔很不公平。

编    辑: 唐文佳 杨林茜 许寅怡 杜萧含 吴佳希

★ ★ ★ ★  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  ★ ★ ★ ★

明浩文明浩文明浩文明浩文：SCA 5建议允许大学入学申请过程考 

虑种族。因为中文媒体的广播，这件事情使很

多华裔家长担心他们的孩子进不了好的公立大

学，因为SCA 5 的目的就是让拉丁裔和非洲裔 

的学生更容易被大学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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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个法案不应该被批准。这个法案

的支持者说它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有公平

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大学教育应该是择

优录取，不应该以种族录取。虽然每个种

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不能用一样的标准来

衡量，可是这不表示学习不好的人就应该

有优先录取的机会。不管他们是什么族裔

，只有勤奋学习的学生才应该有高等教育

的机会。还有些人说不同的中学提供不同

的课程，有些学校能让学生修很高水平的

课程，所以没有提供这些课程的学校的学

生就没有优势。但是，现在大学录取官已

经考虑这些因素了，所以这不能成为SCA 
5 的借口。

周晟乐周晟乐周晟乐周晟乐：我认为虽然SCA5对其他 的少数 

族裔有利，但是它对我们亚裔有很大的不利

影响。比如说，本来，亚裔录取率是30%。可

是SCA5通过后，亚裔的录取率就有可能降到1

0%。这样，亚裔即使再努力想进比较好的大

学，也困难多了。亚裔在很多大学的比例高

是因为他们努力。如果把另外少数族裔的录

取率提高了，那就会有许多不合格的人进入

大学。这样，大学的教育质量也会下降。提

案人说最近几年，西班牙人，黑人，和印第

安人的录取率下降了很多，可是他们的毕业

率提高了。正是因为录取率下降，才导

致毕业率的提高。

还有，这些少数族裔也有其它优秀的方面。学习有

可能没有亚裔好，但是他们在运动方面比亚裔更加

突出。在奥林匹克时，拿跑步等田径运动的冠军一

般都不是亚裔。如果把SCA5用在体育上面，比赛时

应该给亚裔平等权，给他们同样的机会参加大型国

际比赛。

不会知道努力，也许不能毕业，

进入大学应该是一个人通过努力得到的，不应该是

人家送给他们的。SCA5就相当于政府送给少数族裔

一个他们不该得到的东西。表面上政府是在帮他们

，其实政府是在害他们。SCA5通过后，很多少数族

裔会觉得不用努力就能进好的大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