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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带玉兔月球散步

学校简讯
长江黄河联合举办2014年新春联欢

黄河•长江举办YCT和HSK考试

中国政府奖学金介绍

经国家汉办批准，本校将于2014年3月
23日星期天举办2014年【新汉语水平
考试 HSK】和【新中小学生汉 语考试
YCT】。报名截止日期： 2月24日。
详情请见学校网站。

中国政府设立奖学金，资助各国优秀学
生、教师、学者到中国的大学学习或开
展研究。中国教育部委托中国国家留学
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中国政府奖学金生
的招生录取和在华事务管理工作。目前
有252所中国大学承担中国政府奖学金
生的培养任务。学生可在理学、工学、
农学、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
教育学、历史学、文学、哲学、艺术学
等十二个学科门类选择专业学习。2014
~2015 年度奖学金申请 4月30日截止。
★ 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KICUS）
发布2014年1月中美关系简报称面临一
个新的磨合期。

江河视野
★ 流散于海外100多年的7根圆明园石
柱，预计将于今年9月回国。去年底，
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与挪威 KODE
博物馆达成捐资协议，并要求将该博
物馆收藏的7根圆明园石柱归还中国。
★ 第七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
赛全美预赛西部赛区（第四届）

加州参议院
通过宪法修
正案送州众
议 院 审 核：
大学入学恢
复族裔配额
( 详情请见第四版）

双月校历
03/02/14
03/09/14 DST begins
03/16/14
03/23/14 Registration begins
03/30/14
04/06/14
04/13/14
04/20/14 Spring break
04/27/14

祝全校同学，老师和家长们马年快乐安康！
2014 第22届 索契冬季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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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 ★ 网络孔子学院推出 “免费学汉语，
2 积分兑好礼”活动，助您实现汉语学习
11 的愿望！

SCHWARZMAN SCHOLARS
5
10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是1902年罗
德奖学金设立以来又一个最重要的领导
力培养项目。本项目共有3亿美元的意
向捐赠资金，这也是中国大学迄今为止
从境外获得的最大单项慈善捐赠。

加州看病有多贵
全美最大的护士机构全美护士联合会（
NNU）公布的一份资料显示，加州医院
是全美医院中收费最贵的医院，如果把
全美的医院按照收费标准排名的话，加
长江毕业生池庭瑜 (Greg
Chi, Junior at Irvington
High) 本月在全加州 DECA
代表大会上力挫群雄，被选
为代表加州 4500名活跃成
员出席在亚特兰大市举办的
DECA 全球会议的六名代表
(State Officer) 之一。DECA
帮助培养市场营销，财务，
接待和管理的新一代企业家
。

州医院平均收费水平排前三名。

本期摘要:
★ 孙广闻：致江河的孩子
★ 刘 勇：为水说话
★ 人类遗传史交互图谱
★ 中国公民海外资产申报
★ 汇钱回国知多少
★ 狗不理并购美咖啡店
★ 食品入关须申报
★ 加州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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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点滴 - 三 大 平 原

至理名言:
穷不失义 达不离道
近义词辨:

"男左女右"拜年手势有讲究

东北平原：位于中国东北。由三江平
原，松嫩平原和辽河平原组成。面积约35万
平方公里。为中国第一大平原。

推脱：侧重在推掉、摆脱某种责任。

推托：侧重在找借口拒绝
熟语连篇

华北平原：主要由黄河，淮河，海河三条大
河带来的巨量泥沙逐渐冲积而成的。面积约
31 万平方公里。为中国第 二大平原。

谚语：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歇后语：晴天下大雪 明明白白
成语：爱屋及乌

长江中下游平原：自武汉地区向东至长江入
海口。城市密集人口众多。面积约 20 万平
方公里。

人类遗传史交互图谱

拼音复习
标准的男子拜年姿势是右手成拳，左手包
住，因为右手是攻击手，包住以示善意；
女子则相反，但不抱拳，只压手。
美国Pew研究中心
说，国际移民每年
汇回家乡给亲人的
款项已超过5000
亿元，几乎是200
0年的三倍，为较
不富裕国家提供重
大的经济助力，其
中汇出款额最多的
美联邦海
关与边境

汇
$$$
回
国
知
多
少

汉语里， 普通话一个音节书写起来就是
一个汉字，只有儿化音节中音节与汉字不
一致，如 shū běnr (书本儿) ，两个
国家是美国，去年 音节却是三个汉字。
总额达$1233亿元
中国的社交网站 在中国有5个主要的
。中间所得 (人均:
AC-501 陈乐春 社交网站：QQ空间,
$1036 ~ $12,605) 新浪微博，腾信微博，人人，和微信。它们
国家中，中国去年 跻身世界最大的12个社交网站。
从侨民获得的汇款
QQ空间是中国第一大的网络：有6亿多用户
达$602亿, 仅次于
。新浪微博是居次，用户5亿多。腾信微博
印度 $710亿。菲
第三，有4.7亿用户。微信和人人有同相当
律宾为 $261亿。

食品入关须申报

包括各种
肉干、燕

保护局 (CBP) : 旅客 窝、火腿、橘子、蔬菜
只要携带食物入关就 种子、中草药茶叶、浓
要申报以免罚款。
汤鸡粉、冷冻的生大闸
蟹、带肉馅月
饼或粽子，还
有禽流感隐患

研究人员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详细
描述了过去4000年来，欧洲、非洲、亚
洲、南美洲的95个不同种群在100次历史
事件中发生的遗传融合。

的燕窝等
，即使是
飞机上分
发的含肉
食品也不
例外。

中国公民海外资产须申报
中国国务院颁布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
法》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第十
(攝影
三条规定：“拥有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 張宏)
中国居民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
的规定申报其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有关
lǐ
情况。”
狗不理并购美知名咖啡连锁店
拥有155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天津狗不理
本月初宣布，将并购美国一家知名连锁咖
啡企业，收购事宜将在今年上半年完成。
「脾脏在做些什么? 」
哈佛大学医学院2016级学生去年为参加一
项校内活动而改编表演的「脾脏在做些什
么? 」（What does Spleen do
?）歌舞视频爆紅。
每期一站：华声 Hua-voice Radio 网站

students.washington.edu/huavoice/

学简识繁猜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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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们，请看看您孩子的回家作业。
每行二十个8号汉字$20, 注册学生家长半价

的客户群：分别是三亿和两亿。中国前三个
网络比很多美国社交网站大，包括谷歌和推
特,，但比脸书和Youtube小一点。
QQ空间是一个特制组合的社交媒体网站。人
们在QQ空间写博客，日志，听音乐，网购，
交友，读新闻，分享照片，还可以打免费电
话和视频。用户可以个性化他们自己的QQ空
间。QQ空间是免费的。也有手机的app。
新浪微博很象美国的推特。用户每次写信息
不超过140文字。他们也可以用自己的照片
，音乐和视频。每天有1亿多信息发布在新
浪微博上。新浪也一种手机上的app。
腾信微博只是一种微博测试。不可超过140
文字。用户用自己的电邮申请一个账号。可
上贴，聊天等。
微信是腾信开发的一个手机应用程序。可以
让用户一对一或一对多地送短信，对讲，留
言，视频。开通15种语言。数据都在云端里
存起来。

很多人觉得人人是中国的脸书，用户可以使
自己的资料带有个性色彩：学历，爱好，电
影，音乐，甚至自己小传的音乐和背景。
每天，中国社交网站都吸引着几亿用户。上
网已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海外华人身份证研讨会”在华府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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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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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江河的孩子》
∞∞∞ 孙广闻 ∞∞∞
你们，
这样一群江河的孩子
欢闹着，自滔滔黄河而来
嬉笑着，从滚滚长江而至
浑身浸透着江河的气息
上下布满着江河的味道

你们，
这样一群江河的赤子呦
满怀童真、前赴后继、踏浪而至
江河长流不息、亘古不变

你们，
这样一群江河的孩子
从此
喝着黄河水---有些涩、有些甜
戏着长江浪---有些乐、有些险
但
你们尽管无畏地追波逐浪
江河始终在你身旁

你们，
这样一群江河的浪子呦

执拗、倔强、坚强
让江河无悔地穷尽一切的乳汁
陪你一起，
成长为江河的摸样

你们，
这样一群江河的孩子
终将成为浪里白条，奔向的大海胸膛
那时
带着黄河的胸怀---和大海一起歌唱
带着长江的隽永---与大海一起鼓浪

你们，
这样一群江河的孩子呦
海阔鱼跃、天高鸟腾
但
纵然你们蜕变鲲鹏，展翅升腾
江河依然想张开双臂
把你们楼入怀中、紧紧地拥抱
因为
你们是江河的孩子
是的，
长江作证！
黄河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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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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寒假

寒假总算来临了，我可
以放下沉重的书包和朋
友相约一起去滑雪。

AC-501
顾智杰
星期天我老早就起了床。爸爸开着我们一
家三口跟着朋友家的车，三个家庭一起出
发，驶向滑雪场。看似和往年没有什么两
样的寒假，却也发生了不少新鲜的事。
路上交通还算通畅，不到10点我们就来到
了Boreal滑雪场，虽然已不是第一次来了
，但还是给我带来了许多的新鲜感。我们
穿着滑雪服，戴上帽子与手套，扛着滑雪
板拿着手杖踉踉跄跄的走进了滑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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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不好的人，你不要太介怀，在你一生中
，没有人有义务要对你好。对你好的人，你一
定要珍惜、感恩。”
周晟乐：在人的一生中，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
的人，有喜欢你的人，也有不喜欢你的人。对
不喜欢你的人，不要太在意。不要因为他们对
你不好而不开心。在《三国》中，曹操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袁绍讨伐曹操前，请陈琳代笔
写一篇讨贼檄文。这篇讨贼文把曹操骂的狗血
喷头，但是曹操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激发打败
袁绍的信心。打败袁绍以后，他也没有杀了陈
琳，反而重用了他。

圣诞节
AC-501
王若方
圣诞节是个美
国传统节日.我
家没有什么特
别的庆祝. 下
面是采访几个
朋友的情况：
我问了十个人,四个人说他们是去教堂庆
祝.他们会在那儿吃晚饭,看电影,让后玩游
戏.我这几个朋友说没次去,有很多人.
这样庆祝很好玩.听说,还有人不是基督徒
去教堂庆祝.我想这样庆祝圣诞节很热闹.

一踏进雪地，迎面就吹来了一股冷风，别
提有多么的爽了。滑雪场里是人山人海。
我们先在平地热热身，然后排队坐上揽车
来到山顶端。开始滑雪。今年缺雪，积雪
不够，我们滑得很辛苦，不到半天功夫我
已经大汗淋漓了。虽然这样，我还是享受
到 了滑雪带来的乐趣。

对你好的人，一定要珍惜，感恩。《三国》里
的关羽就是懂得珍惜和感恩的人。为了照顾刘
备的夫人，他投降了曹操。在后来的赤壁，关
羽为了报答曹操当年不杀之恩，他宁可违反军
令也要放曹操。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Alpine Meadows，那
是我自懂事以来每年必去的滑雪场，这里
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的熟悉，在那里
最令我难忘的是看到残疾的运动员，忍着
缺腿的痛苦，身残志不残，照样坚持滑雪
， 看看他们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努力地
移动着滑板，我被他们那种对生活的热爱
，对运动挚著的精神所感动，这对我们健
全的人来讲无疑不是一种动力啊，每每去
到那里，我都会努力地去滑。

“ 学会合作，合作是一种深刻后的美丽，因为

我别的朋友跟我一样.除了挂灯和装饰圣
诞树,没有很特别的庆祝.

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能够激起美丽的浪花
。 从合作中你会团结，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
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
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 ”

通常,圣诞节晚上,我的家庭是在太浩湖.吃
完饭就回到旅馆房间睡觉.尽管我家庭不
庆祝圣诞节,但我还是觉得圣诞节是一个
很开心的节日。

第三天，我们又来到了一九七零年冬季
奥会比赛场地 Squaw
Valley。这儿的风景
更美，滑雪道从简易到高难度应有尽有
。可惜今年降雪不多，很多滑道都关闭
了。我们去坐缆车，缆车很大。四面皆
可观望，真可谓“上缆车而小天下”。
当缆车移
动时，脚底下的千山万豁呈现眼前，将
远近风景尽收眼底，气势磅礴，令人心
旷神怡，当缆车到达山顶，我和朋友们
又开始了新的运动，在山顶露天溜冰场
溜起冰来，在山顶溜冰又是一种新的乐
趣，只能体会，无法言表。我希望同学
最后一天，我们是滑坡道。“冲啊！”我用
力一撑整个身体就象是奔腾的野马一样，
发了疯的跳起然后又快速度冲了下去，风
的呼呼声在我的耳边回响。这样我在滑雪
场疯狂了三天多，我的寒假生活还真的很
有趣。

【读后感】两篇
AC-401 班

明浩文：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都应该合作，
一个人单独的力量和智慧是有限的 。
乐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学校行进乐队
有两百多人，每次表演前都要进行无数次彩排
。练习时需要大家自律，不能自己出风头。不
同乐器都要合作，同种乐器也要协调，这样才
能演奏出和谐的旋律， 这就是合作的美丽。
这个寒假有
很多人去外

去哪里吃饭

面的餐馆吃

AC-501 张牧天 饭。我问了

许多人他们爱去哪家餐馆，和哪家餐馆不怎么
地。我的好朋友许家豪立刻回答：“当然是熊
貓快餐！他们做的菜又地道又好吃!我还听说他
们的菜也很健康。有的时候人们会说‘这不是
传统中国菜，这菜已美国化了，’此时我就
会指着标志上的 “Gourment Chinese Food”
这些字；它们不会撒谎的！“我还喜欢小土豆
和家常菜”

我接着问他不喜欢的中餐馆是哪一家。这
回他想了一想，回答：”新永康：他们做
的菜油死了！我有的时候不知道这是不是
中餐，这些菜没法吃！”我另外一个朋友
石凯利说她不爱吃餐馆的吃饭菜。她觉得
最好吃的是在家里做的菜。

我有两个朋友说他们请亲戚到他们的家吃
晚饭.吃完以后,就到圣诞树底下开礼物.我
一个朋友说他们的狗每年会有自己的礼物
.很可爱.

大学入学恢复族裔配额？？
加州参议会于一月底通过 SCA5 加州宪
法修正提案，送请州众议会审议。法案
规定：凡是受到联邦及地方政府资助的
公立学校都有责任落实“平权法案”，在
招生上采取配额或加分的方式让少数族
裔学生优先入学。提案人E. Hernandez
称， 禁止平权制后，少数族裔学生（亚
裔除外）大学入学人数大幅下滑。 这次
更改，将在州宪法层面规定大学录取应
根据种族决定学生的录取与否。
【编后语】在这种严重侵害华人根本权益
的关键时刻，三名华人参议员余胤良
(Leland Yee, SD8,旧金山)，劉雲平 (Ted
Lieu, SD28, Torrance), 和劉璿卿(Carol
Liu, SD25 Pasadena) 居然投票赞成。
他们代表了选区华人的意愿了吗？还有多
少华人议员会步他们后尘在州众院投赞成
票？期盼这三个选区的选民罢免他们，以
帮助其他政客正确代表民意。
选区及议员小资料：Bill Quirk (Union
City); Bob Wieckowski (Fremont)
其他选区代表可上网查，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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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无华，
无色无味，
毋需夸耀，
不求扬名，
简单的我，
只有这一氧二氢。

无水开工

无水种粮

编: 张 锐

编 辑: 王若方,李博贤, 陈乐春,
张牧天，顾智杰

学生家长 刘勇

当我宁静，
是那高原的海子，
湛蓝清澈，
透明晶莹。
当我欢怡，
是那山间的小溪，
欢声笑语，
浅唱低吟。
当我豪迈，
是那雄伟的黄河长江，
奔腾呼啸，
一泻千里。
当我悲愴，
是那黃河的壶口瀑布，
咆哮嘶吼，
歇斯底里。
当我愤怒，
是那半空的闪电奔雷，
震撼雲霄，
惊天动地！
这就是我，
有脾气的一氧二氢！

我性至柔，
和众而自安
随类而塑形。
我性至坚，
逢山必开道，
穿石可开渠。
我性至烈，
迎风巨浪掀，
奔雷闪电鸣！
我性至善
普济芸芸众，
滋养每一人！
即使，我被劈成两半，
仍会释放出生命必须的氧气！
这就是我，。
有性格的一氧二氢！
无水救火

问: 李秋丹 麦 琪 张 琼 吴美惠 王 星

总

为水说话

闲时，
我呆在江河湖泊，
静静的歇息。
烈日，把我蒸腾，
化作天际的彩墵。
严寒，将我凝炼，
变成地面的白银。
春风把我化作雷雨，
是滋润万物的甘霖。
晨寒将我结为白露，
是点缀花草的琉璃。
雲雨露霧冰雪霜，
都不过
是我变装的把戏！
其实，我还是我
百变的一氧二氢！

Lake Mead is low again now

顾

无水养鱼

最喜欢，化作那万家的炊烟，
品尝着人间的佳餚美饴。
最高兴，走进那乡村的农地，
为百姓蕴育青菜稻米。
最亲切，抚摸着各位的肌体，
为众生汤滌尘埃污泥。
最㴋洒，纷飞于半空中的雪花，
将冬天打扮得格外迷离。
最美丽，镶嵌在花草上的露滴，
把鲜花装点得更加俏丽。
最骄傲，承載着无数大小船只，
将货物输送到世界各地。
最勇敢，扑向那熊熊的烈焰，
为大家充当消灾救星！
最幸福，成为那清甜的甘霖。
为地球养育万物生灵。
这就是我，
有情愫的一氧二氢。
我虽无华，
是万物必需，
我虽朴素，
却极有意义！
缺少我，
就缺少江山的美丽，
没有我，
就没有生命的气息！
古今中外，
有多少诗篇给了我赞美，
东西南北，
有多少贤人赋予我哲理。
别浪费，
勿将我随意泼弃，
请珍惜，
我这宝贵的每一滴！
要明白，
这显而易见的道理：
尽管我只是简单的一氧二氢，
这世界没有我，
还真的不行！

无水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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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人
书

“病入膏肓” 形
容病势严重无
法治好，也比
喻事态严重到
不可救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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