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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干旱
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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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家长关系
加州干旱
田恺成

最近，UC Irvine 的教授
和 水 文 学 家

Jay

Famiglietti 说加州储存的
水只够用一年。他说，地
下水和积雪都变少了，大
家必须开始限制用水。我
觉得不管 Famiglietti 说
的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
加州居民都应该注意省
水。政府已经花了很多钱
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
们得尽可能协助政府。比
如说，我们可以少给草地

浇水，少洗车，洗澡洗短一
点，等等。如果居民和政府
不能一起把水的问题解决
好，我们最糟糕会进入用水
定额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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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偶像：刘
翔

3

我爱看的电
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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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评价：
Big Hero 6

4

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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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赵鲁婕

在美国控制下的国际银行
中，美国有很大的发言权，
占百分之十七。可是中国只
有百分之三到四。一般来
说，国家经济越发达，在国
际银行中的权力就越大。中
国经济达美国的一大半，可
发言权还不到美国的四分之
一 。中国政府对美国提出
很合理的要求，试图把中国
发言权提到百分之六。美国
政府不答应，所以中国打算
自己成立一家国际银行，叫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邀请很多国家参加。参加

AIIB 的截止日期是四月
底。迄今为止，已经有
四十多个国家参加了，
而中美关系受到了很大
的打击。中国政府计划
今年年底开始运行。

参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的国家包括印度，英国，
法国，德国，泰国，马来西
亚，越南等。

学生和家长关系
吴迪

我很爱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也很关心姐姐
和我，为我们费出的力气比我想象的多了
几倍。他们是很切实的人，希望孩子可以
过一个好的生活。他们觉得来实现这个目
主要的办法就是努力学习，考好试，进一
个好大学。 我也觉得这些目标很重要，
但是有些时候我会感觉很累，没有精神来
管这些事。我感到累的时候，我希望我的
爸爸妈妈愿意听我说，帮助我。我希望他
们会在那个时候放手，完完全全地听我想
说的话。这样才可以互相合作，一步一步
地帮助我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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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看的电视剧

我的偶像：刘翔

蔡容容

张裕山

中国电视剧有两种：历史剧和浪漫喜
剧。但是我和我的同学认为，最好看
的电视剧是韩国过来的浪漫喜剧。因
为韩剧在中国很流行，很多都被翻拍
成中国的电视剧，或被翻译成中文。
这种韩剧很多非常有名，比如： Boys
Over Flowers 《流星花园》 和 My Love
from Another Star 《来自星星的你》。
这些韩国电视剧很有争议。看完这
个电视剧，有的夫妇分手，因为觉
得自己的丈夫不够浪漫。也有人生
病，因为看这个电视剧时吃太多炸
鸡－主角最喜欢吃的食品。我觉得
这些都很好笑，但是也说明韩国电
视剧非常好看。

刘翔于 1983 年在上海出生。小的时
候，他的父母都忙于工作，所以他的
祖父母把他带大。他很早就开始了他
的运动生涯，十二岁就被应征到一个
体育学校，由于他的良好身体，他的
体育技能提高很快。2004 年他在希腊
奥运会上破了世界记录，他是第一个
取得奥运会田径冠军的中国人，因此
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他。现在，刘翔
的收入很高，他把其中的一部分捐献
给了许多慈善机构。我觉得刘翔是一
个既成功又爱好公益的模范青年，我
真希望有一天能亲眼见到他。

学生最喜欢的
春节菜是什
么？
火锅

饺子

别的肉

鱼

年糕

春卷

4% 4%
17%

33%

学生多常说中
文？
说广东话

不说中文

有时说中文

经常说中文

12% 4%
19%

21%

21%

42%

TI-83
4%

总说中文
23%

学生用哪一种计
算器？
TI-84

12%

TI-89

TI Nspire

20%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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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评价： Big Hero 6
倪洁馨

卡通电影 Big Hero 6 获得
今年奥斯卡最佳动画奖。故
事讲一个很聪明的十四岁的
男孩，Hiro Hamada，喜欢
做机器人。有一天他哥哥在
一个房子里被火烧死了。在
大火中，一个教授偷盗 Hiro
的小机器人。Hiro 和他哥哥
的大学朋友以及他哥哥的机器
人大白（Baymax）去找杀他哥哥的凶手。这个
电影和其它迪士尼电影一样。有好人坏人，有
伤心的故事和快乐的结局。 但是这个电影讲的
更多的是朋友之间的友谊。首先是 Hiro 和他
哥哥的友谊，后来是 Hiro 和大白的友谊。最后
Hiro 失去大白，很伤心。但是和他哥哥一样，
大白一直在 Hiro 的心里。

学生在网上用什么沟
通？
电子邮件

Facebook

Skype

Wechat

5% 5%
25%
65%

学生用那些网站买东
西？
Ebay

Amazon

淘宝

5%
15%

80%

微信
韩永琛

微信是一个应用程
序，很像 Facebook.
人们可以在微信上跟
一个朋友或者一群朋
友聊天，互相发送照
片，欣赏音乐，等等。
这个应用程序自 2011
年 10 月推出以后，现在有三百亿用户。我觉
得微信有好的一面. 以前，没有微信的时候，
人们互相写信，靠邮局送，真慢。现在，用微
信只需要几秒钟，很方便。可是，常常用微
信可能会浪费时间。希望大家偶尔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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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最喜欢哪种电影？
动作

探险

喜剧

15%
10%
10%

戏剧

25%
15%

25%

神秘

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