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显示，2015年SAT考试全国平均成绩是
1490分，与去年相比下降7%，也是过
去10年最低成绩。今年考生在阅读、数
学和写作这三部份至少下降两个点。

★ 加州2013年通过法案(AB 1266) 允 
许学生自觉选用厕所。Privacy for All 
发起签名要求将“保护个人隐私提案”写
入2016年选票。

会保障部《关于在境外居住人员领取养
老金资格审核表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
，自2015年7月1日起，中国领事可根
据海外当事人的申请，为其出具“在境
外居住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审核表”；
免收领事规费。

★ 五名中国老师来到英国汉普郡的一所

普通中学，试验利用中国式的教学方法

来教授英国学生，看看是否有成效？在

接受了四星期的中国教师进行的中国式

授课之后，这些英国学生在数学、普通

话和科学测验中比其他学生成绩高出 
10%。

来自15个不同国家的21位外籍院士。

在新增院士名单中，华人学者风采依旧

，共有何胜阳、廖俊智、李纯慧、叶玉

如、沈志勋、吴皓、张首晟7人入选，

双月校历

★ 微软公司允许视窗7以上免费更新至 

校区简讯

江河视野

★ 本校为筹建旧金山海外抗日战争纪 

视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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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馆 (809 Sacramento St.) 捐款。

众院议长将议案退回参院

参议员Hernandez提出议案

★ 美国大学委员会9月3日公布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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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外交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 

★ 美国国家科学院今年新增院士84位,

各州对美国经济的贡献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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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琼

家长的关系》触动了。我想很多同学都有和小吴同学同样的感受，但是没有表达
过或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相信当小吴同学的家长看到她的真情流露时，也会很震
动。

当我读完《江河》第十一期刊物，我被小吴同学短小但直白的文章《学生与

【编者的话】如何教育孩子使之成为自

食其力，对社会有益的人是一个无尽的

话题。但高中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

希望所有有高中学生的家长能够像张老

师所告诫的那样：花一点时间精力心思

去留意孩子，倾听他们的＂内心呼唤“

，和他们一起面对他们当前的挑战，和

他们一起成长。进名校和树“能人＂孰

重孰轻，家长可要拿捏好了。

我真希望读到这篇文章的家长们能和我一样不仅读出孩子对父母的爱、理
解、和尊重，还能听到孩子请求父母理解、提供情感支持的内心呼唤。

如何教育培养孩子是个很大的课题，但我们却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作为

编    辑: 

家长我们本能的出发点是一个“爱”字，可是我们常常有失败和挫折感，对于我
们这些东方移民家长在西方文化环境里培养孩子则更是挑战。这种情况对于我们
的孩子又何尝不是一种困扰。我们看到了部分孩子和家长们在多重文化的影响下
，找到了他们互动的平衡点。但我们也得承认部分孩子和家长们感到很辛苦很无
奈。有些问题是受到传统的影响，例如：有些家长不太习惯家庭民主，而觉得家
长拥有更多的权力。当孩子遇到困难、有了挫折（或”感觉很累”时），他们常
常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知道问题所在，也知道如何去解决它。所以经常苦口婆心
地给孩子讲道理，告诉孩子该如何做。而事实上孩子需要的是理解、支持和尊重
。他们不接受甚至抗拒说教，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倾听。作为家长如果能没有批评
和指责地倾听，帮助孩子认清所面对的问题或困难，引导他们找到适合自己解决
问题的方法；我们既培养了孩子的社会能力又帮他们增强了自信，更重要的家长

我很爱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也都很关心我
，为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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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吴)

★ ★ ★ ★  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  ★ ★ ★ ★

让我们来平静地想一想，我的孩子在想什么？他/她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让我们从倾

《学生和家长关系》

有感于《学生和家长的关系》

“这件衣服能值多少钱?”

“大概一美元。”他回答。

“傻子才会买!”他赌着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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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小心地把衣服洗净，没有熨斗，他就用刷

有志者、事竟成，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

我看《唐山大地震》      AC-401 白滢

看完电影我有很深的感触。我很羡慕那两个孩
子的爸爸的勇气，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救他孩
子。我很难想象在那样情况下会去救任何的人
，我大概只会顾着自己的生命。这可能是父爱
的伟大。同时，我替那个姐姐感到悲哀。因为
她妈妈重男轻女，虽然挣扎了很久，还是放弃
了她。因此姐姐恨了她妈妈二十八年。我不喜
欢姐姐。她妈妈选择救弟弟对她是不公平，但
是她的成长经历表明她不够善良。我非常欣赏
弟弟像他爸爸那样善良。他为了照顾妈妈故意
放弃了上大学，而外出打工。从这点来讲，他
妈妈当初选择他是对的。我很喜欢电影的结局
，妈妈和姐姐终于和好了。 (班主任推荐)

听开始。 (本文作者是五年级班主任，心理治理师)

子把衣服刷平，铺在一块平板上阴干。第二天，他带

着这件衣服来到一个人流密集的地铁站，经过六个多

小时的叫卖，他终于卖出了这件衣服。

13岁的那年，父亲有一天突然递给他一件旧衣

服。

“你能将它卖到两美元吗?”父亲用探询的目光看

着他。

父亲的目光真诚中透着渴求：“你为什么不试一

试呢？你知道的，家里日子并不好过，要是你

卖掉了，也算帮了我和你的妈妈。”

他这才点了点头：“我可以试一试，但是不一定

能卖掉。”

两个月后，机会终于来了。当红电影《霹雳娇娃》的

女主角拉佛西 (Farrah Fawcett) 来到纽约做宣传。记

他笑着说：“拉佛西女士，我能把这件衣服卖

掉吗?”“当然，这是你的衣服!”

他欢呼起来：“拉佛西小姐亲笔签名的运动衫

，售价200美元!”经过现场竞价，一名石油商

人以1200美元的高价买了这件运动衫。

(学生家长推荐。文字略有

改动)

20年后，他的名字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他就是——迈克尔·乔丹。

你的感悟：

“怎么可能？

他紧紧攥着两美元，一路奔回了家。以后，每天他都

热衷于从垃圾堆里淘出旧衣服，打理好后，去闹市里

卖。

如此过了十多天，父亲突然又递给他一件旧衣服：“
你想想，这件衣服怎样才能卖到20美元？”

这么一件旧衣服怎么能卖到20美元，它至多值两美

元。”

者招待会结束后，他猛地推开身边的保安，扑

到了拉佛西身边，举着旧衣服请她签名。拉佛

西先是一愣，但是马上就笑了，没有人会拒绝

一个纯真的孩子。拉佛西流畅地签完名。

终于，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请自己学画画的表哥

在衣服上画了一只可爱的唐老鸭与一只顽皮的米老鼠

。他选择在一个贵族子弟学校的门口叫卖。不一会儿

，一位管家为他的小少爷买下了这件衣服，那个十来

岁的孩子十分喜爱衣服上的图案，一高兴，又给了他

5美元的小费。25美元，这无疑是一笔巨款!相当于他

父亲一个月的工资。

回到家后，父亲又递给他一件旧衣服：“你能把它卖

到200美元吗？”父亲目光深邃。

这一回，他没有犹疑，他沉静地接过了衣服，开始了

思索。

“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父亲启发他，“好好想想，总

会有办法的。”

回到家里，一家人陷入了狂欢。父亲感动得泪

水横流，不断地亲吻着他的额头：“我原本打

算，你要是卖不掉，我就叫人买下这件衣服。

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你真棒我的孩子，你真

的很棒……”

父亲问：“你从卖衣中明白了什么?”

“只要开动脑筋，办法总是会有的。”

“你说得不错，但这不是我的初衷。我只是想

告诉你，一件只值一美元的旧衣服，都有办法

高贵起来。更何况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我们

有什么理由对生活丧失信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