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行日期: 2013年09月8日

发行人: 顾丽青

期刊号: 0005-13093

顾

问: 李秋丹 麦 琪 张 琼

总

编: 张 锐

邮箱: JiangHe2012@hotmail.com

吴美惠 王 星

网站 1：www.longriverec.com
网站 2：www.yrcs.org/
镜像：http://sdrv.ms/QjpMg9

★ ★ ★ ★ 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 ★ ★ ★ ★
学校简讯
由中国侨联等主办的第十五届世界华人
学生作文大赛开始征文至年底止。详见
《快乐作文》官网 www.klzw.net

随笔：又一年八年级毕业

与
同
学
们
共
勉

黄河,长江中文学校于今年6月9日
举行了2013年毕业典礼，45位八年
级学生获得了由顾丽青校长颁发的毕
业证书。顾校长和八年级毕业班麦琪
老师先后致辞赞扬同学们坚持学习中
★中国海军北海舰队的飞弹驱逐舰「青
文的精神和取得的良好成绩，并感谢
岛号」、飞弹护卫舰「临沂号」与远洋
家长多年来给予的支持。长江毕业班
补给舰「洪泽湖号」已于8月20日从青岛
汪芷瑄、家长汪先生，黄河毕业班周
启航，现正在赴美、澳、新三国访问航
佳欣、家长陈女士分别代表同学和家
行途中。三舰访问的第一个港口是珍珠
长们发表了感言。他们精彩感人的讲
港，并将参加在夏威夷附近海域中美海
话获得所有在场师生、家长们的热烈
上联合搜救演习。
掌声。
★美国多所大学2014年春天起将
这一届八年级第一次采用了新
测试大学毕业生就业能力—
编《中文》初中版第二册，内
CLA+。CLA+主要评估学生的批
容更丰富多彩、更贴近生活，
判性思考、分析推理，以及处理
也更具挑战性。班主任麦琪老
文件、书写和沟通能力。
师最后以一首贯穿全书所有课
★史丹福大学拟出资 1510万美
文的诗，赠给同学们：
元在中点科技园 (Midpoint
• 尝过《攀登山峰的滋味》，
Technology Park) 兴建35英亩
守着《不言放弃》的坚持。
的卫星校园。
• 品味阅读材料中《老王的幽
★八月十八日，假南海会议厅黄
默》，感受《多加一句话》
河长江中文学校及加州中文教学
里语言的魅力。
研究中心联合承办了由中国海外
• 深知《熟能生巧》，拒绝
交流协会等单位主办的《海外华语教
《名落孙山》。
育名师巡讲团》在湾区教师培训活动
• 常作《人生三问》，努力
。三位老师是分别来自北京师范大学
《同舟共济》。
张和生教授和北京外语大学程龙副教
• 期待《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授和北京翠微小学周金萍高级教师。
的喜悦，笑谈《侦探与小偷
在五小时的演讲中，三位老师分享了
》的斗智。
各自海内外中文教育的经验和心得。 中国自1998年起，将每年9月第三周 • 梦想《孙悟空大战二郎神》
内容实际，讲述精彩，互动热烈。巡 定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目前约
的变化，慨叹《梁山伯与祝
讲团吸引了三十多位中文教师与会。 有3亿人不会讲普通话。
英台》的情义。
★弗利蒙学区过去五年入学新生
志愿服务总统奖
• 倾听父母永不老去的《乡
净增了1500名。预计未来三年还
愁》，见证炎黄子孙《生命
长江黄河中文学校于去年六月份被授权组织“志愿服务”活动。参
还将增 与者的志愿时数可计入争取“志愿服务总统奖” (The President’s
双月校历
桥》的延续。
09/08/13 新学年开学 加超过 Volunteer Service Award)总时数。 “志愿服务总统奖” 是美国志 • 我们深爱《中国的民族》，
12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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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5/13
共同传诵华夏的韵律。
AC-501 班： AP 考试全部 5 分
09/22/13 19日中秋 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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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41 国家和社区。翌年，成立官方志愿组织管理机构，并设立了“志
== 本期摘要 ==
09/29/13
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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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八年级毕业典礼学生/家长致辞
10/06/13
有3万3 每年评选一次，分设为金、银、铜三个奖别，获奖者收到的奖品
★ 新汉语水平考试日程
10/13/13
千个学 包括：美国总统的祝贺信、志愿服务与参与委员会的感谢信
★ 两篇学生习作
10/20/13
生。
、美国官方的 志愿者服务奖别针、奖励证书等。
★ 就业志趣测试
10/27/13
江河视野
★柏克莱大学MCAP计划将对年收入
为$80K~140K家庭的学费支出限制
在15%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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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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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 ★ ★ ★ ★

至理名言:
奴婢以伺喜怒为贤，师友以规过失为
高山 (Clay Garner)，18岁。美国流行歌手。他 贤。
近义词辨:
内蒙古高原 - The Inner Mongolian Plateau. 酷爱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他演唱的中文歌曲和
中国点滴 - 四 大 高 原

洋男孩唱红中国歌坛

青藏高原 -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2,300,000 km2；~4000M above sea-level
1,000,000 km2；~1000M above sea-level

英文歌曲在网络上吸引了近二百万之多的听众， 启用：开始使用，大多指物。
起用：重新使用已退职或免职的官员；提
拔使用，宾语是人。

黄土高原 - The Loess Plateau. 400,000
km2；~1000M above sea-level

熟语连篇

云贵高原 - The Yunnan-Guizhou Plateau.
400,000 km2；~1000M above sea-level

谚语：坐吃山空，立吃地陷。
歇后语：半夜里弹琵琶 暗中作乐
成语：神工鬼斧

Verizon 手机学说汉语了！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75％的亚裔美国
人拥有智能手机，在任何人群中，在美国
的最高速率。毫不奇怪，这些智能手机的 歌迷们对他好评如潮。
业主大部分是18至34岁，而智能手机普
高山已从家乡康内迪克州的高中毕业。九月中
及率率最低的是在那些55岁以上的。
旬来斯坦福大学就学，攻读汉语，国际关系和
音乐课程。
这是可能的，年长的亚裔美国人-尤其是
那些在国外出生的 - 犹豫，使开关从传统 手机到智能手机因为感知语言障碍。毕竟，在
智能手机革命的曙光，屏幕上的菜单，控件和设置几乎完全是英语，使他们难以为那些

新汉语水平考试（HSK）
http://news.verizonwireless.com/news/2013/08/asian-language-smart

报名截止

英语不流利的使用。然而，在中国当今的智能手机现在已经成为标准语言选项，屏障已几
乎完全消除。新的智能手机用户现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语言，只要该设备的电源。下载
并安装自由写作的应用程序，发送电子邮 ɡuǎnɡ
学简识繁猜字画
yōu
件和短信，在他们的母语和记笔记。
谷歌中文翻译 (你能译得更好吗？)

考考家长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 韩国总统朴槿
惠,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泰国总理沙
马, 和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有什
么共同之处？
上期谜底：北方面食 - 烫面饺

动脑动手
猜一汉字: 二山在一起, 猜出便错了。
上期答案：一口吃掉半个上海：嗨

每期一站：www.claygarner.com

拼音复习
ü 行的韵母跟声母 j，q，x 拼的时候，写
成 ju (居), qu (区), xu (须), ü 上的两点省
略。但是跟声母 n, l 拼的时候，仍然写成
nü (女), lü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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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水平口语考试（HS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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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日期

成绩公布

02/17/14

03/16/14 星期日

04/16/14

04/13/14

05/10/14 星期六

06/10/14

09/14/14

10/11/14 星期六

11/11/14

11/09/14

12/06/14 星期六

01/06/15

广
廣

优
優

qí

lè

02/23/14

03/22/14

齐
齊

乐
樂

04/27/14
07/27/14

05/12/14 笔/口试
08/23/14 笔试

06/24/14
09/23/14

10/19/14

11/15/14 笔/口试

12/15/14

广告栏目
东航新开上海-旧金山往返航线，每日一班。
每行二十个8号汉字$20, 注册学生家长半价

新中小学生考试（YCT）
报名截止

考试日期
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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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的老师们，八年级的同学们
，家长们，大家好！我是802班家长
代表。今天非常荣幸地受麦老师的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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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 ★ ★ ★ ★

黄河•长江中文学校
八年级毕业典礼致辞

请，代表802班同学的家长在这里讲几句话。
孩子们八年中文学校的学习结束了，即将拿到毕业证书。作
为学生家长，我非常感谢黄河中文学校的老师们给我们的孩
子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中文的环境。

家长代表： 周佳欣母亲

顾

学习中文，和学习其他任何一门
技艺一样，是个艰苦漫长的过程
。听，说，读，写，哪一方面都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的。我曾
经多次作为室内值班家长在教室
里听老师讲课。我深深体会到，
为了让这些母语不是中文的孩子
对中文感兴趣，为了把中文课讲
得生动活泼，老师们在课堂内外
都是花了心血，下了功夫的。
孩子们在中文方面的点点滴滴的
进步，中文学校的老师功不可没
。八年来，每个星期两个小时的
中文课，日积月累，老师对孩子
们的中文教育，就像春雨一样，

润物细无声。老师教给孩子们的，并不仅仅是几百个或者几
千个汉字，老师是给孩子们开启了一扇大们。这扇门里，有
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有屈原，李时珍，有虎门硝
烟，有郑和下西洋。这扇门里，还有着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
公里土地上的山山水水，有日月潭，珠穆朗玛峰，有万里长
城，有桂林山水甲天下。这扇门里，更有着全世界十几亿华
人共享的中华文化，有曹冲称象，有孙悟空大战二郎神，更
有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大家好！我代表全体2013年的毕业

生向我们的学校道别。可以说这是一
个令人难忘的日子，也是一个令人百
感交集的日子。我首先要感谢各位家长，没有你们坚持让
我们上中文学校和你们的帮忙，我们的中文水平不会有这
么大的进步。我还要感谢在座的各位老师，是你们的鼓励
和表扬让我门树立信心，坚持努力地学中文。

同学们，请让老师们知道他们
每个星期教的课都很有意义，
他们教的中文可全都是我们在
平时生活中就会用到的，也会
对我们将来的学习和工作有帮
助。我们已经学了中文最基本
的知识，我们要珍惜这些知识
，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有这个
机会的。我知道有一些同学本
来不想上中文课的，觉得每个
星期来一次浪费时间，而不得
不来。我曾经也有过这个想法
，可后来我终于想明白，家长
学生代表
汪芷瑄
要我们来学中文，也是为了我
们好，想我们以后能够找到好的工作，过更好的生活，所
以我会认真地学习中文。
虽然我们从中文学校毕业了，可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
个新的开始。前面还有很长的路，一路上充满了机会和希
望，但我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些机会。最后，祝同学们学
习进步，我们有机会再见。谢谢大家！

作为父母，我也非常佩服中文学校的孩子们。现在的每一个
孩子都很忙，除了学校的功课，还有很多课外活动。他们能
每天留出一块时间给中文，读课文，一笔一画地做作业，非
常难得。众所周知，中文是世界上公认的最难学的语言之一
，正是有了孩子们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有了今天这个来之
不易毕业证书。我为他们感到无比骄傲。
在孩子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我作为家长，也学到了为人父母
的一些道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耐心和坚持。我记得最初
辅导孩子学中文的时侯，常常会急躁，觉得这么简单的字，
刚学了，怎么就又不会了；我还记得在六年级升七年级时，
孩子吵着不要学了，那时我也很犹豫。为这件事，我还专门
找顾校长，很庆幸，在顾校长的开导下，我们坚持下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慢慢的体会到了，养孩子，就像养花
一样，要给他充足的阳光，水分，肥沃的土壤，更要给他足
够时间和长期的精心护理。春华秋实，有它的自然规律。

不

不能急于
求成，揠
苗助长。
希望我的
这种耐心
和坚持，
能陪伴孩
子在今后
学中文的
路上，走
得更远一
些。

八年的中文学习结束了，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个付出的
过程，同时更是一个成长和收获的过程。
在此，由衷地感谢中文学校的校长、老师、工作人员和家
长义工，感谢孩子们，感谢过去八年中我们共同度过的每
一个星期天。最后，祝贺所有八年级同学从中文
文学校顺利毕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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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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爱旅游的人来讲，做导游
游这一行职业显得理想，甚至完美：
既可以游山玩水，又有经济收入。可
我今年暑假跟家人游历中国大西北，
发现当导游其实并没有想象得那么浪
漫，那么容易。
今年跟家人游大西北之前，我们家旅
行很少跟导游。有爸爸开车，妈妈看
路，加上可靠的导航系统，我心里就
踏实了。所有的时间都由我们自己来
安排：喜欢一个地方，想多呆一会儿
就多呆一会儿，玩儿
累了，第二天想多睡
一会儿也随便我们。
今年暑假，妈妈和姨
妈各自带自己的小孩
到北京，80岁的公公
兴奋地带队去西北。
出发前三个月他就跟
旅行社交流，为我们
的行程安排所有的细
节。从公公每星期发
的邮件来看，我们家
第一次团队旅游安排
得十分周全。我们家
八个人就独立组团，
还有自己的导游和司机。几乎我们所
有要求去的景点都印好在我们五天的
行程单上。我的期望这么高，第一天
发生的意外可有点令人失望。到了兰
州机场，一位举着“康辉”牌子的小伙
子来迎接我们，介绍自己为小刘。
随后我们又认识了司机张师傅。小刘
是兰州人，张师傅是敦煌人，两个人
都非常和气。第一站，兰州。从兰州
机场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张师傅突
然说, “哎呦，方向反了，走了去青海
西宁的路。”我们只好打调头。虽然因
此时间有些仓促，倒也坐了羊皮筏
子，参观了中山桥和甘肃博物馆，还
吃了著名的兰州牛肉面，谁知到了吃
晚饭时间，小刘的手机没有电了，不
能用手机导航找定好的餐馆。他下车
问了二十分钟才找到。吃完饭已经过
九点半了，还得找酒店。小刘问了许
多人但他们都不认识。结果，他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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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人挑担轻

正在街上凭着责任感要么在问路，要
么在想办法。更令人感叹的是，我们
第二天早上只觉得自己没有睡够觉，
一个聪明的办法：请出租车带路。小刘进 后来才知道小刘和张师傅为找加气站
了出租车，我们在后面跟着。前面的车开 ，搞到一两点钟才睡觉。
得太快，我们的车跟不上，很快又迷了路 第一天以后，我再也没有为意外感到
。这下更糟了。小刘的手机没有电，我们 困扰，每天晚上都给爸爸报个“一切
又没法跟他沟通，自己又没有导航系统。 都挺顺利”。我们大家一起走得越远
张师傅只好用没有办法的办法，请求另一 ，我越尊重和佩服小刘，张师傅办事
位出租车司机帮我们带路，开得慢一点。 的踏实劲儿。如果我们作为游客感到
平时六块钱的路花了三十。张师傅说这种 累，那他们两个一定比我们累得多。
没有他们的努力，我
们现在也不会这么满
意我们今年的西北之
行。
临别时，我们问小刘
和张师傅，“你们带完
我们之后可以休息一
下吗？”结果两人第二
天都各自接省去新团
队。真是马不停蹄啊
。五天下来，我意识
到导游是一个非常锻
炼人的职业。所有发
生的意外对他们来讲
都是学习的机会，经
时候人家要一百也得给呀。十点多到达酒 验的积累。如果一个人五天就能学这
店，大家都筋疲力尽了。真是“人算不如天 么多，那几月，几年以后，该多有经
算。”
验，多能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啊！人生
晚上，爸爸来电话。“一切都顺利吗？”他 总会发生意外和万一，而当这些意外
问。“不顺利，”我回答。“我们十点多才到 和万一发生时，能够冷静地反应是一
酒店，导游和司机不认路，路上至少耽误 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小刘和张师傅对
了两三个小时。希望不是每天都这样。”
我们有责任感，虽然自己很累还辛苦
第二天早上，妈妈居然跟我说，“我觉得小 地为我们想办法，真是值得佩服。
刘和张师傅很辛苦，昨天把事情解决得还
不错”。看来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事情会有很
不一样的看法：妈妈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显
然比我多多了）。
妈妈的话对我大有触动。直到那一刻，我
只考虑到第一天的意外给我们自己带来的
不便，而没有想到小刘和张师傅比我们辛
苦得多的多。其实，这些意外对他们来讲
是很大的压力。小刘之所以手机没电是因
《编后语》
为他前一天刚带完另一个团队从银川连夜 两篇作文，写得好，写得好；
赶火车到到兰州，没有机会给手机充电， 一篇短小精炼，一篇丰富翔实
当我们舒服地坐在车里等待消息时，小刘 ，好榜样，好榜样！

-- 游山玩水议导游
AC-501 陈桂予 (已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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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人
书

比喻无端遭受
牵连和祸害。
(門: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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