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hite 基准 基准

Black +3.8 +310

Hispanic +0.3 +130

Asian -3.4 -140 △，
Lower -0.1 ⊙●○○●●△，
Working 0.0 +70 ○○●，
Middle - - ⊙●●○△。
Upper-Middle +0.3 +50 变格： △，
Upper +0.4 -3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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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丽青校长创办“海上文坛(微课)”。第一

讲由上海师大的吴老师主讲“绘本”在儿童阅

读和认知发展期的作用。

★FCC 将在12月14日就"网络中立(Net 
Neutrality)"规则的存废投票。据信五名委

员中的三名将投票赞成废止。(详见版二)

○表示平声，●表示仄声，⊙表示可
平可仄，△表示押平韵。

格律如下：

《十六字令》，词牌名，因全词仅十六字

得名；单调，四句，十六字，第一、二、

四句押平声韵。属于最短的词。

本期校刊第四版刊登了多位老师的词作和(
hè)麦老师的词作《十六字令 秋》。

★ ★  本期特刊  ★ ★

★25年来第一所新建小学在BART Warm 
Spring站西侧动工。预计于2019年启用.

★ 比尔盖茨当选中国工程院2017年外籍 
院士。中国工程院官网公布2017年院士增

选名单，新增67位院士，总院士数为 882 
位。新增18位来自美(10)英 (3)澳(3)俄(1) 
日(1)等国的外籍院士，总数为66位。

★中国公民在海外寻求领事保护

中国驻美使领馆自今年11月15日起全面

启用新版公证、领事认证申请表事。不再

受理旧版申请表。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

★ 加州州长签署法案取消高中毕业考试.

12/03/17

12/24/17

★美国白宫学者计划开放申请(1/10/18止)

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一.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2021年)中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恩格 尔系数小于50%)
二. 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時(2049年)中华民族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 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 
支出总额的比重。 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 
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常春藤招亚裔生设上限?

私立院校

联邦司法部正在调查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涉嫌歧视亚

裔学生的指控。哈佛大学未在11月3日截止日之前提交

该校招生程序和政策的文件。司法部表示若在12月1日
前仍未提交，将根据民权法案第六章42美国法典2000d 
对哈佛大学提起诉讼以迫使哈佛大学配合调查。美国 
司法部调查的指控与非营利性组织SFFA (公平录取学

生) 及AACE (美国亚裔教育联盟) 在2014年提起的民事 
诉讼相似。该组织称，哈佛大学招生办涉嫌违反美国民

权法，歧视亚裔美国人。

公立院校

种
族

哈佛大学此前曾表示，最高法院曾有判例允许高校把种

族作为招生的考量因素，以保证校园的“种族多元性”。

等值ACT (36分)

+130

等值SAT(1600分)

社
会

阶
层

★ 中国万向美国子公司Fisker声称其开 
发的固态电池充电1分钟可续航500英里

。优于Tasla S型充75分钟开300英里。

★ Yale: 每日500卡路里的极低热量饮 
食能快速逆转2型糖尿病。

01/07/18 2018年学术竞赛开始

01/14/18 MLK 日。不上课

双月校历

12/10/17

竞赛朗读绘画报名截止日

01/21/18 朗读预赛，绘画竞赛

01/28/18 朗读决赛

12/17/17

寒假。不上课

12/31/17 新年。不上课

警惕SCA-5 改头换面卷土重来

禁止加州一切公共机构基于人种，
性别，和族裔的歧视。(1996年)

2016-09-25 布郎州长签署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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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细分亚裔案 (AB-1726)

江河视野

2016-01-28 提案人Bonta，附议：邱信福, 
罗达伦, 丁右立等五人

2016-08-19 议案作者对议案做重大修改，

将涉及教育的内容全部删除。

并推迟至2020年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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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理名言   ★  
做难事必有所得

★   汉字纠错   ★

★   熟语连篇   ★
谚语：

歇后语:
成语：

一点小错，弄得
家破人亡。

万人出点子，自
有好方法。

對

lián

因该  vs

水里山上: 鲜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宽带提供商: Comcast, 
AT&T, Verizon, BellSouth 
网络设备商: 
Qualcomm, Cisco, 
Corning, 3M, Alcatel; 
自由经济智库: Center 
for Individual Freedom, 
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 Progress and 
Freedom Foundation

利益集团: 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 
Citizens Against 
Government Wast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National Black 
Chamber of 
Commerce

网络中立原则是 2003 年哥伦比亚大学媒体法教 
授吴修铭 (Tim Wu) 提出的一个理论,它要求 ISP 
和对互联网进行监管的政府，必须平等对待互联

网上的所有数据，不得对合法的用户、内容、网

站、平台、应用、联网设备或通讯方式进行歧视

或区别收费。根据此原则, 网络连接商 (IAP) 不能

阻断用户根据自己的选择获取合法内容 (No 
Blocking); IAP 不能选择性地对任何网络数据进 
行截流 (No Throttling); IAP 不能搞竞价提速 (No 
Paid Prioritization)。反之，相反的全成立。

如果”网络中立“原则这次被废止，宽带供应商(包括Comcast 等)可在互联网内容供应商(包括WeChat 等)与消费者之间目前畅通无阻 
的网络上设卡，向消费者索取”接通费“。(如上图假设)。下面列举了”网络中立“的部分支持者和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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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

 诸葛亮借箭--有借无还

不饱食以终日,不弃功于寸阴。

就坡下驴 顺水推舟

哈罗  

▪  
索

非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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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期望：均可作名词和动词。期望多对别人

，长辈对晚辈，不跟在”有“”没有“后。

★   近义词辨  ★

★   优秀对联   ★

应该  

liàn

戀

期刊号: 021-71203

网站 1：www.longriverec.com

网站 2：www.yrcs.org/

邮箱: JiangHe2012@hotmail.com

大型网络公司: Google, 
Microsoft, Yahoo, eBay, 
Twitter, Amazon, Vonage; 
消保/人权组织: 
Consumers U., ACLU, 
Public Knowledge, Free 
Press, 绿色和平, 国际 
网际网路服务供应商

利益集团: American 
Library Asso, Christian 
Coalition of America, 
Computer Prof.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枪主美协, TechNet 
网络先驱: Vinton 
Cerf, Tim Berners-
Lee, Lawrance Lessig, 
Craig Newmark

学  简  识  繁

【中国点滴】 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指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
的清明政治。由于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
统治者不可过分压榨民众。实施轻徭薄赋
；发展生产；知人善用；广开言路；自我
克制。重用了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贤
臣；并採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
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
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当时并
大力平定外患，并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
疆。

广告: 每行二十个8号汉字$40, 注册学生家长半价

duì

隊

队

duì

对

聯

联

猜

字

迷  

人一口手: 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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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burger: 53.7%
肉夹馍 22.6%

无所谓: 23.7%

Brownies: 62%
年糕: 31%
无所谓: 7%

Pie 46.2%

月饼: 29%

粽子:15.1%

无所谓: 7.9%

Pasta 47.3%
炒面 46.2%
无所谓: 6.5%

Pie和月饼的主要区别在

于,月饼通常在中秋节时吃

。而美国人会在几乎每个

节日吃派。在圣诞节大家

都吃肉馅派，在感恩节

吃南瓜派，在国庆节吃

樱桃派。派有水果或者

肉馅。月饼有用咸鸭蛋

黄和豆沙馅。从十九世纪起，苹果

派成为美国文化的代表。而吃月饼

是过中秋节最核心内容。月饼自宋

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是很相似的食品,在
美国加州华人聚集

的Fremon, 汉堡还

是比肉夹馍更受欢迎。

汉堡的牛肉饼在锅里煎

过里，还有生菜，西红

柿，奶酪，洋葱，黄瓜

，培根等。也可以加很

多美味的酱。看起来五

颜六色，让人很有食欲
而肉夹馍里面除了肉没有素食料。肉还有点肥，就不那么受欢迎了。

Hamburger vs 肉夹馍 汉堡和肉夹馍

都是便利，快

餐食品，经常

可以在路上的

小店买到。它

们俩都是在两

片面制品里夹

一些肉，都是

在热的时候吃才最美味。虽然汉堡和肉夹馍

简单。中国炒面的做法

比较复杂。Pasta的历

史没有中国炒面的长，

到了19世纪才开始成为

意大利主要的一道菜。

这是因为早些时候西红

柿还没有成为意大利饮
食的一部分。而中国炒面可以源于宋朝时代，但那个

时候的面是叫切面。调查

显示对这两种餐饮的喜爱

度如下:

Brownies 比 年糕 Brownies是
一个很容易
做的巧克力
甜点。年糕
是中国的一
个传统的食
物。它们可
以在商店买
也可以自己
做,可以当饭

Pasta PK 炒面

后甜点也可以是小吃。而年糕还可以做为
菜肴。Brownies在各个场合都可以吃。年

糕更会在过年的时候吃。 
调查显示对这两种餐饮的 
喜爱度如下:

Pasta 和中国炒面都属

于面食。虽然它们源于不同的国家，但是它们在美国

和中国及许多地方都变成很受欢迎的佳肴。

欢迎，但各有千秋.而且各自代表着不同文化

中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两种餐饮品种都很

丰富。它们也有自己的特性。中餐常常包括酸

辣的味道，会使用很多不同的香料;西餐常常 

把甜和咸混在一起。下面我们对 Brownies和 

年糕，Pasta和炒面，Hamburger和肉夹馍,Pie

和月做一番比较.在这些双餐小队里面，哪一

个更受欢迎？哪一个更让人吃得津津有味，直

流口水呢？让我们开始一场中西餐大战！

Pasta和中国炒面都属

于面食。虽然它们源于

不同的国家，但是它们

在美国和中国及许多地

方都变成很受欢迎的佳

肴。这两道面都算主食

，午餐晚餐都可以吃。
大家聚餐的时候很常都会带上这两道菜。Pasta的做法

欢迎向本刊投稿,向全校展示成果,表现才华,分
享信息.请注明姓名班级并电邮至校刊邮箱。

中餐 PK 西餐
中餐和

西餐在
世界上

都很受

Pie(派)  拼 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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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秋，
层林尽染叠翠流。 你吟我唱无眠休。
静心品， 群诗会，
满山馨香幽。 麦老师引秋。

秋，
秋， 青岚舫苹慧皆优。
感恩时节庆丰收。 锐挥锹，
家人聚， 闻麦香捣粥。
欢歌笑语悠。 秋，

菊黄蟹肥环四周。
秋， 重阳夜，
妙笔挥洒大地秀。 馒头就词绉。
天地间， 秋，
风轻云淡悠。 西风无力送孤舟。 秋，

船已旧， 春不播种秋不收，
沉浮知谁愁？ 混腔势，

秋， 馒头*熬糊粥。
遍地黄花解乡愁。 秋，
登高望， 东方智慧献新𨠄。 秋，
秋情何日休！ 登高望， 螃蟹钳着馒头溜。

盛世出神州。 睡意浓，
秋， 做梦去寻游。
硕果累累心无忧。 秋， 秋，
人惬意， 重阳诗词会丁酉。 入不敷出口难周，
天凉好个秋！ 众老师， 避膏肓，

才高兴更稠。 金发兑米粥。

秋， 秋，
最喜重阳九月游。 麦Sir重阳开诗舟，
登高望， 刹那间，
篱菊正风流。 秋， 词绪机中流。

一叶秋,
秋， 绿,黄,红。 秋，
叶落霜天意未休。 一夜秋, 耕耘江河年代溜，
江河远， 霜,雨,风。 不收手，
心绪自漂流。 秋秋浓啊, 华发上乌首。

浓秋秋！
你浓, 秋，

秋， 我浓 江河廿载桃李收*，
秋满霜天万物秋。 秋更浓！ 志高远，
秋酉秋， 绿黄橙红赛秋意, 戮力转寰球。
秋知岁月秋 秋菊秋蟹争奇葩. (*黄河建校廿二年,

菜蔬瓜果秋满园,  向各位老师致敬)
人间秋实兴更欢！ 秋，

南暖北凉贯五洲。
雄狮醒，
醇酒溢金瓯。

编    辑: Carol Zhou, Athena Xue, Anita Lau, 
Rebecca Pei, Michelle Zhao, Vanessa Chu, 
Tylor Wu, Andrew Fu, Lucy Chen

期刊号: 021-71203

网站 1：www.longriverec.com

网站 2：www.yrcs.org/

邮箱: JiangHe2012@hotmail.com

发行日期: 2017年12月03日

镜像：http://sdrv.ms/QjpMg9

欢迎向本刊投稿,向全校展示成果,表现才华,分
享信息.请注明姓名班级并电邮至校刊邮箱。

特刊 ▪ 十六字令《秋》

以"秋"为题献上《十六字
令》两首祝大家重阳快乐
，身体健康，国家富强，
世界和平：

【编后语】这里刊登了由麦老师重阳吟“秋”

引发的一组《十六字令》词作及一首自由体诗

作。算是中文老师们自己交的作业。

《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