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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在瑞典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诺贝

尔医学奖。奖项表彰屠呦呦开创性地从中草

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

士: R L Edwards 美-地球化学; 高华健 美 
/固体力学; M Groetschel 德-应用数 学; 
R H Grubbs 美-有机化学/高分子科 学; M 
TapioKulmala 芬兰-大气物理学 /生态气象 
学; C M Lieber 美-化学; A Lindquist 瑞 
典-控制科学与工程; P Nurse 英-生物化 
学; A Rahman 巴基斯坦-有机化学; S D 
M White 英-天体 物理; 张翔 美-光电信息 
加大伯克利; 庄 小威 美-生物物理/化学。

★ 最高法院再次聆听 Ms. Fisher 就升 
学录取标准诉德州大学。

Academy的国际学生高等教育预备项目

下10所高校将为明年夏季短期学术项目

从全球招收学生。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将于12月16日
至18日在浙江乌镇举行。

★ 美国务院宣布，Educational USA

01/10/16

参议员Hernandez提出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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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加哥211学区决定不再复议给予变性学生

2016年10月1日生效的特别提款权定值采用各货币比例

2014-03-17

参院议长表态支持SCA-5

2014-01-30

★ FUSD 公告明年学校午饭饭费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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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院议长将议案退回参院

加0.50元。涨价将分两步走: 1月1日起 
小学增至$3.25; 中学增至$3.75。7月 
1日再分别增至$3.50和$4.00。

赛。下周日报名截止。1月31日决赛。

江河视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1月30日批准人民币正 
式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2016年10月1日生效，

和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并列五大国际货币。

2012-12-03

02/14/16

02/07/16

01/17/16

01/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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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日, 放假

★ 2015年新当选中科院的12名外籍院

州长说“不”

加州州长布朗10月
7日否决了州议会

通过的具强制力的

由华裔州议员邱信

福 (David Chui, D 
17) 共同提议的旨 
在进一步细化部分 
亚裔的提案，AB 
176。左图为可能

细分的一种。

数学开启卖萌路

德琳

先不看答案你能猜
出几条? (P3)

12/27/15

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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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SCA-5

编    辑: Kathleen Zhou, Marsha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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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简讯
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

★ 本校2016年1月10日举办年度学术竞

01/03/16

01/31/16

学术竞赛报名截止

双月校历

进入女更衣室的决定。学区在联邦政府OCR
先前威胁取消获得联邦教育资助的情形下同

意将给该变性学生独用更衣室的决定改为可

以使用女更衣室。图为学区部分家长(包括华

人)出席听证会。

1.谜面：0000

★ 星岛日报报道: 
Privacy For All 发 
起的《男女分厕保
护法》议案联署急
需36万选民才能列
入2016年选票成为
选项。

春节联欢会

圣诞节, 放假

2016 元旦, 放假

各班学术竞赛

马丁路德金日, 放假

全校绘画比赛、朗读预赛

全校朗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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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领导人出访；

（4）出境人员赴战乱、外汇管制严格、金融

（5）其他特殊情况。

件差或金融动乱的国家；

旅客携带、佩戴出境黄金饰品重量在50克（
含50克）以下的，海关不作为重点管理，免
验核签章；超出50克的，应按货物办理海关
通关手续。

法填写《进出境旅客行李物
品申报单》，并选择“申报通
道”(又称红通道)向海关工 
作人员申报，并将有关物品
交海关验核，办理有关手续.

旅客携带进境旅途自用黄金饰品，包括身

上佩戴、旅途备换及少量馈赠亲友的黄金

饰品，经审核在合理数量范围内的，可予

放行。超出合理数量范围的，应按货物办

理通关手续。

进出境人员携带人民币不得超过2万元。

进境人员携带超过等值5000美元的外币应依

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 旅客携带

现金、金银及制品出入境的规定

Immediate needs/construction

State surcharge/criminal

Court operations fee

镜像：http://sdrv.ms/QjpMg9

谚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熟语连篇

中国点滴 - 中国陆地邻国

中国自东北到西南共有14个陆地邻国。自东

北起按逆时针方向分别是朝鲜、俄罗斯、蒙

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

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

不丹、缅甸、老挝、和越南。是世界上陆地

边界公里数最长的国家。

个别：单个，极少数。如“个别现象
”、“个别处理”。各别：各不相同
，有分别或特别。如“各别对待”、
“形式各别”。  

编    辑: Kathleen Zhou, Marsha Lai, Justin 
Wei, David Hou, Helen Lai, Joy Gu, Delaine 
Rogers

Criminal Justice Construction

Courthouse Construction

Automated fingerprint

Immediate needs/infraction

State penalty assessment

美研发植入式隐形眼镜 Tecnis
只需一次手术，便

能解决白内障、散

光、远视及近视等

因老化或其它原因

导致的视力问题。

每只眼的手术费用
约为6000美元。

瑞典科学家正在研制用于疾病早期发现的
可穿戴或植入的感应器

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境的管理规定
，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制定。金质
铸币（包括金质贵金属纪念币）进出口由中
人民银行指定机构办理。个人仅允许携带个
人自用合理数量进出境。

2、携带现金：

Forensic laboratory

Emergency medical fund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Emergency medical air transport

交通罚金知多少

$8

下面以加州河滨郡 (Riverside county) 未遵 
守停车指示牌停车罚单收费为例说明。费用

自Base fine 起，按顺时针依次为：

Base 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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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人员携带不超过等值5000美元（含500
0美元）的外币现钞出境的，无须申领《携

带证》，海关予以放行；出境人员携带外

币现钞金额在等值5000美元以上至10000
美元（含10000美元）的，应向外汇指定银

行申领《携带证》，海关凭加盖外汇指定

银行印章的《携带证》验放；

出境人员原则上不得携带超过等值10000美
元的外币现钞出境，对属于下列特殊情况

之一的，出境人员可以向外汇局申领《携

带证》：

（2）出境时间较长或旅途较长的科学考察团

DNA program fee

State courthouse construction fees

Night court fee
左图来自 http://www.pe.com/

欢迎向本刊投稿,向全校展示成果,表现才华,分
享信息.请注明姓名班级并电邮至校刊邮箱。

图片来源：A. Chezire

近日，重庆市一溶洞内发现一条巨形野生娃娃鱼，

体长1.4米，重量约104斤，专家初测年龄可能超过

两百岁。娃娃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目前，这条

巨型娃娃鱼已被转移到专门地点实施保护，并将针

对它开展科研工作。

成语：孤掌难鸣； 良莠不齐

古人曰: 

歇后语：水底推船 —— 暗里使劲

君子绝交不出恶言, 忠臣去国不洁其名

近义词辨: 个别、各别

重庆现百斤重野生娃娃鱼 
年龄或超200岁属罕见

1、携带金银及制品：

上期答案差一点六斤 人不在其位

积 门

門過

难

難積

$40

guò

过

（l）人数较多的出境团组；

$1

学简识繁·猜字迷
ménnánjī

$8

$10

$9

$7

每行二十个8号汉字$40, 注册学生家长半价

$35

$40

$35

$4

$20

$9.6

$2

$0.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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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语   

谜底

有一对夫妻，他们出去吃饭，妻子突然大叫：

「啊！我忘了关瓦斯，可能会发生火灾！」。

丈夫却安慰她说：「没关系，反正我也忘了关

洗手檯的水。」。妻子：「．．． ．．．」

学生问老师：为什么飞机在天上飞，却从不会
撞到星星呢？老师回答：因为星星会闪

笑话和谜语谜底 德琳

1. 四大皆空

2. 一无所获

3. 无中生有

4. 一成不变

黑茶并不是很有名，可是对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喝黑茶会帮人减少压力，让免疫系统变得更
强壮。

最后还有乌龙茶。喝乌龙茶
有助于降低高血压。多喝乌
龙茶可以让肌肤更加年轻，
也可以预防癌症。乌龙茶也
很有实用性，比如说，它可

以帮人管理生活里的压力，也可以减轻糖尿病
的症状。

中国服装

赖莎莎  顾佳一

唐装:起源于
清朝后期。很
象马褂(一种

很多外国人,为了表达他们对中国的钦佩会穿唐装.

蓝袍加身的大叔们

中山装：中华民国成立
后，孙中山发明了中山
装。中山装是西装的中
国版。毛主席经常会穿
，现代的中国领导人有
时也穿。中山装结合了
东方和西方的风格。服

旗袍：旗袍是一种贴
身裙。二十年代起源
于上海。以前，贵族
或有钱人家的女人经
常穿，变得很有人气
。1949年的革命胜利
削减了旗袍和其他时
尚的衣装，但上海的
移民把它带到了香港
和其他地方，所以旗
袍在别的地方也流行
起来。最近又开始流
行了。很多女人都把
它用作晚礼服。是全
世界流行的时尚。很
多外国的女演员和女
名流经常穿。

还包括根。从很久以前，中国人就把这些茶叶
泡在开水里，做成茶。茶现在是世界上三大饮
料之一。喝茶就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中国有许
多的茶叶品种，最有名的就是绿茶，红茶，白
茶，黑茶，和乌龙茶。
喝茶一般都会对人的健康有帮助。比如说，人
们喝完茶就会提神醒脑，使人精神振奋，增强
记忆力，消除疲劳，和促进新陈代谢。每种茶
都会对健康有帮助，可是每平中都有它们独特
的特点和优点。

中国最常喝的茶就是绿茶。中国人想信人的身
体有“热”和“冷”。因为绿茶算“冷”，有
“热”的人可以喝绿茶去清火，提高物理性能
。可是喝绿茶不一定对大家好。要是没火的人
喝多了绿茶，身体里的“热”和“冷”就会被
打扰，让没火的人不舒服。

除了绿茶意外，人们也常喝红茶。红茶可以帮
助胃肠消化，促进食欲，让人的吃饭习惯改好
。为了完全消化饭里的阴阳，有些人吃饭前就
会喝杯红茶。喝红茶也可以消除水肿，并强壮
心脏功能。

着旗袍的周旋

10月30日，俄罗斯飞机被炸

弹炸掉，所有224乘客死亡

中国人从古代就在喝茶。茶的实用性和健康帮
助让它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必需品。

【编者的话】本期登载一些高中生的习作。仔

细读来，能从中看出他们是怎样看待周遭的事

物的。

满洲的服装)
。男士经常在
重要场合穿。

装的四个口袋象征四维：礼、义、廉、耻。开襟上

许多中国人，为了健康帮助，也选择喝白茶。
人们说白茶里有很多维生素E，对皮肤有帮助，
让人看起来更年轻活力。应为白茶的维生素含
量特别高，它也可以预防癌症和保健口腔。

中国的茶叶 魏汉南 
赖海伦

茶叶是茶树的叶子和芽，有时候

重
庆
中
国
好
服
装

的五枚纽扣象征政府
的五院：行政院、立
法院、司法院、考试
院、和监察院。袖子
上的三枚纽扣象征孙
中山的三民主义：民
族，民权，民生。中

山装是一层布的，象征中国的统一和平安。

11月13日，巴黎遭到攻击。袭击者用抢和炸弹袭

击了六个不同地点。造成130人死，350多人伤。

11月20日，马里首都的一个酒店遭到攻击。恐怖

分子冲进酒店里，将170人劫为人质，最终导致20

多人死。死者中有三名中国人。

周慧

11月12日，贝鲁特南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43人

死亡；系黎巴嫩内战结束后最严重的攻击事件。

★ ★ ★ ★  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  ★ ★ ★ ★

他们这样声称负责会煽动反穆斯林的感情。以后

其他国家会报复，使穆斯林愤怒。官员很迷茫，

继续寻找肇事者。

12月2日，在美国本土发生了“911＂以来最大的

恐怖袭击。两名效忠ISIS的枪手对加州的一家康

复中心发动袭击，导致14人死，21人伤。

侯云耀

年，最后一个地区开始可以双独两孩，但是生

育率没有提高。2014年，政府发现只有107万

个夫妇申请双独两孩。2015年10月29日，中国

政府决定一胎化正式废除了。

国内外各种人对中国的一胎化有各种各样的意

见。有人说一胎化侵犯人民的人权、有人说一

胎化对妈妈太可恶了、有人说流产小孩就是等

于谋杀。还有人说如果不实行这个政策，中国

<14:工作人口:>65   

20:70:10

在过去的几周里出现了许多

起恐怖袭击事件。

我们还不知道谁是真正的肇事者。很多人怀疑是

ISIS，一个活跃在叙利亚和伊拉克的恐怖组织。

从巴黎自杀式爆炸者身上收集的数据显示袭击者

都是欧盟公民。法国官员相信ISIS想试图声称责

任，利用这起事件来造势。这可能是他们计划说

服穆斯林认为西方人是他们的敌人。 

最近的恐怖袭击

的人口会超过可利用 

资源。但是，农村里

的农民需要年轻的生

产力、中国人口的老

龄化变得越来越严重

。最终，一胎化以前

是一个必要的措施，

但现在根据人口的增长是时候废除了。

只生一个, 好?

编    辑: Kathleen Zhou, Marsha Lai, Justin 
Wei, David Hou, Helen Lai, Joy Gu, Delaine 
Rogers

建立后，因

为人们认为

一个国家人多就会强大，中国政府开始鼓励人

们多生小孩。中国的人口从1949年到1976年增

加了四亿人达九点四亿，差不多翻了一倍。19

78年，中国政府建议一对夫妇只生一个，最多

两个，生育间隔三年以上。1979年，政府开始

实行一胎化，除少数民族外只有云南、青海、

宁夏、新疆农村人可生两个孩子。1984，中国

一部分政策变到双独生子女的夫妇能生两个。

2000年，人口普查发

现中国的生育率只有

1.22，世界最低，但

是实行还是持续。20

10年，又一个人口普

查发现中国的生育率

掉到了1.18，仍然是

世界最低水平。2011

预计2050年围生育率略

高与0.6%；人口近14亿

中华人民共

和国1949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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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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辑: Kathleen Zhou, Marsha Lai, Justin 
Wei, David Hou, Helen Lai, Joy Gu, Delaine 
Rogers

比喻只要
努力，持
之以恒，
就一定能
达到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