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ty council (vote for 2)

Hiu Ng （8578 票 14.42%）

候选人对SCA-5提案的态度

David P. Bonaccorsi

5,778

1,719

106

67,574

9,905

10%

7%

15%

★加州高铁周二在Fresno破土动工。

1,147

7,024

4,681

20% 13,490

12,296

11,428

Moina Shaiq (10053 票 16.90%)

Dax Choksi （8874 票 14.92%）

3%

0%Write-in

Total Votes

18%

17%

2%

9%

态度未知反对

全校绘画比赛、朗读预赛

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凭本事能上最好的
大学。最近一则”哈佛被指控用不公平的方
法招生“的报道很吸睛。据报道学生公平入
学学生组织指控哈佛沿用不公平招生法对付
亚裔学生。在1922年，哈佛校长洛厄尔提出
要限制犹太学生的入学比例限制在15%。洛厄
尔通过操纵录取方法达到了目标。

现在，有一个相似的现象，亚裔的SAT成绩
须比白人高出约140分。2008年申请哈佛一
半是亚裔，然而在新生比例中只占17%。这
种种族”平衡“的招生方法当然是个使我
们担心的事；现在，哈佛对我们更难进了
！我们应该行动起来，发出我们的声音，

全校朗读决赛

双月校历
01/04/15 学术竞赛 (1/4~1/25)

01/25/15

01/11/15

01/18/15 无课 (1/19 马丁路德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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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2/15

02/01/15

无课 (总统日, 2/19 日春节) 

02/08/15

02/15/15

春节联欢

镜像：http://sdrv.ms/QjpMg9

★ ★ ★ ★ ★ ★  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  ★ ★ ★ ★★ ★ 

关注SCA-5

“中國失落的

古文明：神秘

的三星堆”展
將在SANTA 
ANA Bowers 
博物馆展出。 
在四川出土的 
三星堆文物可 
追溯至公元前 
1300年前。

Fremont 2014 Election results
FUSD board member (vote for 2)

Larry Sweeney (19921 票 33.49% )

Yang Shao (11884 票 19.98%)

编    辑: Jihan Yn  Jason Liu  Jeff Tan 
Kevin Li Claire Pei  Belinda Yan  
Michelle Wang  Justin Wang  Daniel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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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政策上的种族歧视，无论是
本地的 SCA-5，或是东岸的哈 
佛。 AC-501 李凯文

2014-05-01 加大校长Janet Napolitano: 
录取不看族裔是错误

2014-03-17

参院议长表态支持SCA-5

2014-01-30

Lily Mei

Rick Jones

Rakesh Sh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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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利蒙长者K议案增税额可减免

众院议长将议案退回参院

参议员Hernandez提出议案

★三星堆文物在橙县展出至三月中旬

校区简讯

江河视野

★2015年学术竞赛（1/4~25/2015）

大奖作品：

大学收费处

Culver City 
高中十年级

Allison 
Goldsmith

第一期工程将从 
Anaheim 向北到 
旧金山。第二期 
工程向北延伸到 
Sacramento, 向 
南延伸到圣地牙 
哥，全长800 英 
里（1290公里）

，共有 24 站。

旧金山-洛杉矶高 
铁完工之后，时

速 可超过 200 英 
里，两大城市之 
间的旅行可减少 
到三小时以下。 
旧金山-洛杉矶  
(Anaheim) 的地 
图距离为407英 
里，前开车需要 
七小时以上。 高校招生歧视何时了？

加州高中生

漫画赛

Marty Froomin

Raj Salwan Incumbent

Nancy Liu

Dirk R. Lorenz

Syed Iqbal Ahmed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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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理名言: 

歇后语：毒蛇钻进竹简里——假装正直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操纵记忆

http://www.weebly.com
每期一站：

無

每行二十个8号汉字$40, 注册学生家长半价

无知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

際

近义词辨: 逐步、逐渐

旧SAT 新SAT 评注

新旧【SAT】
之我见

AC-501 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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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在美国各大学又将开始新一

轮的招生之际，介绍10个诀窍可以帮助学生在

美国常春藤联盟大学赢得一席之地。

ài

际

远

成语：曲高和寡

逺
biè

边
bǎo

10.多用能说得出的词汇。

6.很多申请信的最后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开始。

用几句话来描述自己的悲惨经历已经足够了，

不需要长篇大论。

7.读书是自己的梦想。对于父母为了支持自己

而做出的牺牲有所感激，这很好，但这不应该

是申请信的全部。

8.明白什么是领导才能。展现自己解决问题的

能力、理性思维和化解矛盾的能力。

考上大学时会用

到的单词。

2.做真实的自己。不必去写他们想听到的。

3.通过具体的例子去展现性格的长处。

4.避免使用浮华的语言。描述重点和举例。

很多学生，家长，和
教师从一百年以前就
开始提出一个很重要
的问题：“只用一个
测试（SAT）可以测
量学生的能力吗?”
很多人认为人不可以
只用考试来决定他的
能力。可只用学生做
的课外活动和老师写
的推荐信也是不够的
。虽然大学希望录取
又聪明又活泼的学生
，学生也需要证明他
们可以在大学学术上
的学习能力。在这一
个方面，SAT很重要
，因为它考学生的推
理能力和他们的数学
和英语知识。就是因
为这一个考试越来越
重要，Collegeboard 
最近改了SAT，用以
考学生的真正能力，
不只是他们的记忆力
。

bo 学简识繁猜字画

1.展示与众不同的一面。只需要从自己的角度

来解释为什么要申请。

9.这是个测试。这个测试考验交流能力，也是

最重要的测试。尝试用不同的写作技巧，如引

用、暗喻以及对话。千万别写枯燥无味的学术

论文。申请信应当让人读起来觉得有意思。

很好！

作文是必考的 作文是可选 好大学会要。

成绩报告简单，

只分：阅读, 

写作,自传, 

和数学

无

邊

5.直切要点。每个字都应该是有意义的。

考比较现代和有

用的词汇
考不常用的词汇

注重上大学要用

的推理

注重一般的推理

技巧

万一没考好，可

有的放矢补习相

关知识。

答错的题倒扣1
/4分

答错不扣分

总体而言，新SAT将测试学生
对上大学的实际准备情况.

成绩报告详细且

分门别类。（su

bscore）

编    辑: Jihan Yn  Jason Liu  Jeff Tan Kevin 
Li Claire Pei  Belinda Yan  Michelle Wang  
Justin Wang  Daniel He

二者都有“逐渐”、“一步一步”的意思，所
以有时可以互换，如“事业逐渐发展”也可说
“事业逐步发展”。但二者也有区别，“逐步
”更多地指人为地按计划发展的过程，而“逐
渐”有时则仅指一种自然发展的过程。下面这
句该用“逐渐”。 天色逐步暗下来了。 

10个诀窍敲开常春藤联盟大学
道路。Dr. Mistry 前途远大。

江苏    苏      
浙江    浙
安徽    皖
福建    闽
江西    赣
山东    鲁
河南    豫
湖北    鄂
湖南    湘

北京**    京
天津**    津
河北       冀
山西       晋
内蒙古*  蒙
辽宁       辽
吉林       吉
黑龙江    黑
上海**    沪

广东   粤
广西*   桂
海南   琼
重庆**  渝
四川   川/蜀
贵州   黔/贵
云南   滇/云
甘肃   甘/陇
陕西   陕/秦

镜像：http://sdrv.ms/QjpMg9

谚语：欲速则不达
熟语连篇

立方体卫星

从恐龙到鸟的转变

2015年科技趋势

年轻血液有‘还童’功效

从恐龙到鸟的转变

2014年科学突破

印尼洞穴艺术

可治糖尿病的细胞

仿人脑芯片

虚拟现实技术走入普通人
生活

机器人“自主”合作

智能手表将成为吸睛产品

智能手机变得越来越大

Uber打车应用继续扩张

脸书称霸社交网络

谷歌眼镜寻找出路

罗塞塔'探测器登陆彗星 

美国《科学》杂志 英国《每日邮报》

中国点滴 - 各省简称
西藏* 藏
青海   青
宁夏* 宁
新疆* 新
台湾   台
香港   港
澳门   澳

*: 自治区    **: 直辖市

33岁印度天才开发“第六感官”技术

从对
电脑
鼠标
感兴
趣开
始，
他走
上了
研究
感官
世界
与数
码世
界相
互作
用的

联网电视将成主流

移动支付将快速增长

平板电脑销量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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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很特别。它就像是人们刻出来似的，像

古时候的窗户。 

爸爸和我走进餐馆儿之后，第一眼就看到

好多好多方形的木头桌子。我们坐的椅子

是长椅，墙壁上贴着仿古画，大家都能从

画里看到旧时饭馆的样子。屋顶挂着灯笼

，灯笼上画着很多美女。男的服务员都穿

着灰色的上衣和黑色的裤子。女的服务员

穿着红色的上衣和和黑色的裤子。大家都

很开心！

脆的。它

没爸爸做

的那么酸

，那么咸

，我觉得

正好。最

后上的主

食是《老

北京炸酱

★ ★ ★ ★  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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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nn 高中发生的不幸事件让我们心痛。 
一个风华正茂的孩子，还没有开始施展 
才华享受生活，就这样惨烈地离去了。

这也让我们认识到做为家长所负责任的重
大；认识到孩子们有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
心理是多么地不可偏废。

我们坐下来之后，爸爸就点菜：“蓑衣黄

瓜，老酸花生，爆三样儿，醋溜丸子，和

两碗老北京炸酱面。＂爸爸点的每样菜都

很有特色：蓑衣黄瓜非常漂亮，那根黄瓜

又嫩又绿 每一片儿切得细细的 也在小

又嫩又绿，每一片切得细细的，在小盘子里绕

了四五圈；第二个凉菜是老醋花生；那花生米

又酸又脆。爆三样呢，这个菜非常香，猪腰、

猪肉和猪肝炒的软软的，比较咸。爸爸点的第

四个菜是醋溜丸子，颜色浓浓的，酸酸的，脆

老北京炸酱面让我感到又开心又幸福。 

如果你有机会，我建议你也去《老北京

炸酱面大王》！

（麦老师推荐）

从外面看，《老北京炸酱面大王》仿佛是

个普通的饭馆儿，不过这个饭馆儿的窗户

面大王》的特色主食：老北京炸酱面！

服务员给我们端来了两碗面，每碗面有

六个码儿：黄瓜，黄色的豆芽，粉红色

的“心里美＂萝卜，白菜，绿豆，和脆

脆的芹菜。爸爸帮我拌好了之后，我吃

了一口。呀！老北京炸酱面一点儿也不

像爸爸做的炸酱面。老北京炸酱面是凉

的，还有酱也非常咸，不过有了菜跟面

拌到一起之后就没那么咸了。一边吃着

面，一边跟爸爸说话，我都开心得不得

了了！我们出餐馆儿之前，服务员都高

声打招呼：“二位吃好了！慢走勒！＂

【编后语】希望我们的家长认真思考孩

子的教育问题：怎样在督促他们学好学

业知识的同时培养坚强的意志；怎样更

艺术地引导孩子在方面协调地成长；怎

样更有成效地和孩子交心。套用一句老

话，培养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

生＂。家长们任重而道远！同时，希望

我们的学生们积极磨练自己具有坚强的

心理素质，百折不饶地向理想奋斗。

小资料：去年11月初，南湾Gunn高中一名16岁
的青少年轻生。噩耗再次为这个数次发生类似
事件的校区蒙上阴影。Gunn高中是北加州顶尖
的高中之一。同时也以学生压力过大知名。

我非常庆幸我能及时地意识到孩子具有“
健康的心理”的重要性。但起初我也总认
为自己的决定对孩子是最好的，千方百计
地要孩子听我的话以避免“犯错误”。结
果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孩子的想法，让孩
子失去了自我，事事等“指令”。当孩子
进入青春期时和家长能不能成为朋友，孩
子有些话愿意不愿意和家长说是一个很重
要的指标。经验反复告诉我们，如果家长
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学会放手，让他们经历
一些失败和挫折，让孩子自己从“错误”
中得出一些教训，总结出一些经验，学会
独立，就能培养他们坚强的性格和独自战
胜困难的能力。在进入高中大学乃至社会
，他们就会对自己更有信心；对自己的选
择更有把握。可惜对包括那位学生家长的
不少没有“如果”了。

放手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管，而是让你站

Gunn 高中再次敲响的警钟     
学生家长

编    辑: Jihan Yn  Jason Liu  Jeff Tan Kevin 
Li Claire Pei  Belinda Yan  Michelle Wang  
Justin Wang  Daniel He

“二位来了！里面请！＂我们刚走进《老

北京炸酱面大王》，很多服务员热情地欢

迎我们。

我正在放暑假呢，爸爸带我回中国。他想 

要我试一试老北京炸酱面。我们从北京闷

热的天气中走进到一个又凉爽又热闹的餐

到自己的角色里面，对孩子的情绪做一些保养
和呵护，给他们成长的空间，包括允许他们犯
错。而不是对孩子的具体操作过多地参与或甚
至越俎代庖。

和孩子做朋友是非常重要的。父母和孩子之间
有一种内心流通的天然情感。我们要让这种情
感的力量达到一定的热度，让孩子信任你，愿
意和你做朋友。只有这样，在孩子遇到困惑和
困难时，才愿意和你交流，寻求你的帮助。希
望家长早早地引起注意。不要只关心他们的功
课。要培养孩子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做他们的
知心朋友。让他们明白有情绪或者失败是完全
正常的。让他们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道理大家都懂，做起来不容易。不管怎样，不
要等到矛盾出现时，再去找解决的办法。在孩
子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留心，去学习。这
点很重要，一定要早。家长们：让孩子们健康
快乐吧！孩子们：天无绝人之路，再大的压力
和困难都不是世界的末日。和你的父母交流，
相信你的父母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如果你有
困难，请一定要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会帮助你走
出困境。  

老北京炸酱面    
长江801班孙芝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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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18岁少女艾比芮,连喝
一杯水都不行，结果被发现她胃里有大量的毛球挡住
了她的消化系统。

医生还说，在 
50多年的医疗
记录中进行搜
索，他们没有
找到任何记录
中有这么大的
毛球的。艾比
芮在被送进了
巴特肯镇的医
院前，对她的

的手术之后，医生从她的胃里拿出一个毛球，重量几
乎有九磅。医生说，如果没有及时的手术，18岁的她
会因为严重脱水和营养不良，而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你的左肺比右肺小，因为需要腾地方给心脏。

麦当劳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经销商。

AC-401 学生习作 《中秋快乐》 
左：徐承安          下： 倪杰辉

看手机 vs 玩游戏: 五十步笑一百步?

原来艾比芮花了几年的时间，
吃从地毯上拿起的头发。不仅
这样，她还吃她的发梢。她终
于因为胃痛严重，所以寻求医
生的帮助。在经历了令人恐惧

阿拉伯政府害怕会有些困难。数学家预测这年
的汽油价值会下降。最终，这些石油公司的竞
争会有利于消费者! 

父母抱怨她有
严重的胃疼。
经X光拍片，医
生意识到里面
有堵塞，把她
转到首都的医
院进行手术。

为她动刀的医生贝比佐夫表示：“开刀取出堵
塞物是唯一的办法。”贝比佐夫表示，这都是
因为艾比芮不好的饮食习惯造成的，她喜欢从

地毯上捡起头发吃，又喜欢咬自己的发梢。结
果她的整个胃因为毛发堵塞而肿胀，差点就要
切掉胃，带来生命危险。艾比芮现在在手术中
恢复，并回到家里，现在她已经承诺她以后再
也不吃头发了。  

镜像：http://sdrv.ms/QjpM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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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 一个人的IQ有多高，不会直接帮助他的 

成功。比如，Chris Langan，是世界上IQ最高 

的人之一，但只是在密苏里州的农场生活。其 
实，IQ只要大概一百五十就行了。再说，成功 

的人不是全部从世界排名第一的学校毕业的。 
大学和IQ一样的，到了一定的程度都有机会成

功。关键是人们必须专心一致和坚持不懈地努
力学习和研究，才可能 最最后获得成功。

【小统计】  AC-501 颜雨晰

成年的狮子的吼叫可传至5英里外。

冬天在天王星持续21年。

大约10％的人是左撇子。

早上一个苹果比咖啡因唤醒你更好。

在你的房子大多数的尘埃是从死皮。

在大多数国家，女人的寿命比男人的高。

《成功的秘诀》   
AC-501 何嘉乐

嬉皮士, Joseph Flom (law firm)，以及世 
界上最高IQ的人他发现成功是一个运气很好 
和非常聪敏的人辛苦努力的结果。他也发现 
不管在什么事业中，最成功的人都至少花了 
一万个小时专用在学习和研究他的事业上。 
国际象棋的国际大师，嬉皮士优异的音乐表 
演，盖茨的微软等，都不是偶然发生的：是 
运气好加上不懈的努力。Gladwell 指出天才 
和成功一点儿也没有关系。

【埃博拉肆虐的2014】       刘学深

用簸箕给大桶接水

最近，汽油价格在急速下降。上
个月，欧佩克 (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 宣布他 

们不会减少原油的生产。欧佩克在世界有最大
石油生产，他们在增加原油的生产会下降全世
界的汽油价格。他们增加原油生产是因为美国
在North Dakota州找到页岩油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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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为何走低      
AC-501 谭嘉杰

Malcom Gladwell 在他的 
《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书中研究了 
人们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 
成功。首先，Gladwell访 
问和研究了在社会上已经 
成功的人士，比如盖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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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 年的三月，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的国家爆发并 

漫延到其他国家。到目前（2014年十二月7日），有 

17290 宗个案，有6128个人死亡。 

埃博拉是一种很罕见的病毒，可是非常危险也很容易
从血或其他的体液在人与人之间传染，也能从动物传
到人。得到埃博拉的人有大概一半会死亡，可是死亡
率可以上升到90%。2014 年的爆发是历史上最严重 

的埃博拉爆发，也是范围最大的，可是因为现在的医
学更发达，资源也更多，所以这次的死亡率低于50%
。到现在，通过多方的努力，埃博拉病毒在第一和第
二世界已经控制了。西非的国家仍然还有埃博拉的个
案，可是已经减少了。

现在，我们住在信息时代。随眼望去小孩或大
人人手一机，无不在玩游戏或看手机。爸爸妈
妈们一般都反对孩子用太多电脑，看太多电视
。但他们反对的原因又对又不对：他们想孩子
出去玩，可是不告诉孩子去玩什么。孩子们要
是不知道除去干什么，也只能在家里玩游戏，
看电视。另外，孩子们的手机就是进入社交媒
体网站像Facebook和Instagram的钥匙。要是
父母不让孩子上这些网站，很多孩子会在学校
交不到朋友。可是，父母也对：孩子们不能花
那么多时间在Facebook和Youtube这种网站。
那怎样才能不让孩子用过多时间上网呢？父母
也需要放下手机花时间和孩子一起玩或跟他们
读书什么的。要是父母只想自己玩，要孩子不
玩，孩子怎么会那么乖乖听话呢？ AC-501 
尹霁晗

以前，页岩油是很难才能提取的，可是在2008
年，美国发明了新的方法，让提取页岩油变容
易多了。所以这几年，美国的原油生产增加了
几倍，如果美国继续发展，那欧佩克就会失去
原油市场份额。可是，欧佩克产量最大的国家

生活小窍门   裴可儿

(上) 衣架做的菜单架

(下) 吸尘器套丝袜找珠子

利用鞋袋子分门别类

是沙特阿拉
伯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 
大部分的 
GDP 是从原 
油来的，他
们想对美国
的石油公司
竞争。可是 
Exxon 
Mobil 
是世界第二
最有价值的
公司，沙特

【异域奇闻】                                  AC-501 
汪芷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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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模仿别人
不成，反而连
自己原来会的
一点本领也丢
了。

小
人
书

江河校刊诚邀学生/家长手绘小人书。用六幅画表现一个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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