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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视野

顾丽青校长荣膺国务院侨办
”华文教育工作专家指导委员会“
国外委员

★ 本校本年度又有58位八年级学生毕
业。班主任麦老师将在5月22日主持毕
业典礼。很多学生除在作业、考试取得 今年4月27日上午，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首届华
优良成绩外，在作文、演讲及中国文化 文教育工作专家指导委员会在广州成立。委员会由
历史常识学习中也获得优秀成绩。
国侨办正，副主任，秘书长，14名国内委员及10
名国外委员组成。我校顾丽青校长受聘为国外委员
★ FUSD 学区委员邵阳呼吁反对 SB
1050. 称此案若通过将相对减少亚/ 华 。裘援平主任、任启亮副主任及海内外近30位华文
裔教育拨款；同时法案的“保送名额” 教育界的
专家学者
条款将挤压亚/华裔上UC/CSU的机会。
★ 4月26日至5月26日，「侬好！老上 出席了成
立大会。
海：龔建华老上海攝影艺术展」在Red
裘援平为
wood 市举办。
来自11个
时间：周一至周五，11:00 – 17:00
国家的受
地点：老中新闻艺文中心
聘专家颁
电话：（650）369-4680
发了聘书.
★ 美国海关新规：未成年旅客自美国 长江黄河
中文学校
出入境应由父母陪伴或书面认可
获颁”华文
★ 美国国家科学院今年新增选包括华
人科学家杨培东、戴宏杰，孟祥金，胡 教育示范
学校“称号
韋恩与刘安吉五人的84名院士。

“鲁迅青少年文学奖” 海外征文通知

关注按比例入学案SCA-5
2012-12-03 参议员Hernandez提出议案
2014-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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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3-17 参院议长表态支持SCA-5
2014-05-01 加大校长Janet Napolitano:

录取不看族裔是错误

关注细分亚裔案 (AB-1726)
2016-01-28 提案人Bonta，附议：邱信福,

罗达伦, 丁右立等五人
2016-03-15 通过加州众院高教委员会
2016-04-12 通过加州众院健康委员会
2016-04-27 通过加州众院拨款委员会

关注金援保送案(SB-1050)
2016-04-07 提案人Leon，Hernandez

(SCA-5 提案人），潘君达
2016-04-26 加州参院拨款委员会 二读
2016-04-27 FUSD委员邵阳表示他所在的

加州学区委员会(CSBA)的分
“鲁迅青少年文学奖”由鲁迅先生之子周海婴先生倡
支机构亚太学区会员协会(API
议发起，其宗旨是尊重母语、学习语文、独立思考
SBMA)反对该提案
、培养韧性，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弘扬
鲁迅精神，造就文学新人，倡导抒写关注社会、热 四、截稿时间:2016年6月1日
爱人生的真情文章。具体通知如下：
五、奖项设置: 特等奖1名, 一等奖5 名,
一、对象:12至18周岁，有中文阅读和写作能力的 二等奖10名、三等奖20名和优秀奖若干
中国科学院环境地质学家安芷生当选外 海外华裔青少年。
名; “优秀指导奖”; “优秀组织奖”3名; 获
籍院士。1863年创建的美国国家科学院 二、主题: “你好，上海”。抒写海外华裔学子对 奖学生将有机会参加16年“鲁迅青少年
院士总数为2291人, 外籍院士为465人. 上海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所盼、所愿，既 文学奖”颁奖典礼和2017年“中国寻根之
★ Carnegie国际和平研究院继在美国, 可以是在上海的亲身经历，也可以是对上海这座城 旅”海外华裔青
俄罗斯, 中国, 欧洲, 和中东之后今年 市的憧憬和向往。 题目自拟。
少年夏令营。
4月在印度成立第六个政策研究中心。 三、要求: 来稿必须是学生本人未曾在公开发表过 六、活动进程:
★ 美国退休金新规定四月底生效，百 的新近中文创作; 征文体裁不限，稿件字数不少于 6月1日前选送
作品和报名表;
万美国人社会安全金领取方式受影响。 500字; 稿件采用电子稿，注明以下信息：作者姓
★加州中文教师学会前会长谢天蔚教授 名、性别、出生年月、侨居地、就读中文学校、指 6月30日前，专
导教师。来稿需由海外中文学校或华教机构统一推 家评出各获奖奖
表示学中文的大学生人数在减少。
荐方可进入评选范围(请注明参与征文的学生人数 项。于7月在上
双月校历
及选送的征文数); 主办单位对应征作品拥有报纸、 海市政府侨办网
八年级毕业典礼
05/22/16
杂志、图书、网络的出版、发布权。
站公布并通知获
05/29/16
阵亡将士节。放假。
奖的海外中文学 长江同学荣获该奖项第二
届二等奖 (海外)
06/05/16
学年最后一天。师生联欢
祝大家过一个愉快有意义的暑假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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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 顾丽青

发行日期: 2016年5月8日
期刊号: 015-60508

顾

问: 李秋丹 麦 琪 张 琼 吴美惠 王 星

邮箱: JiangHe2012@hotmail.com

总

编: 张 锐

网站 1：www.longriverec.com

编 辑: Olivia Lee, Jeanine Lee, Iris Bai,
Sylvia Jin, Allison Xu, Jeffrey Ni, Grace Liu,
Aaron Zhang, Yin Alex, Arthur Wang,
Fangmao Li,

网站 2：www.yrcs.org/
镜像：http://sdrv.ms/QjpMg9

中国点滴 - 56个民族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有56个民族。
其中汉族人口约为91%。在全国的少数民族中
，人口超过100万的民族有壮,回,维吾尔,彝,苗,
藏,蒙古,土家,布依,朝鲜,侗,瑶,白,哈尼,哈萨克,
傣和黎族。少数民族人数少，分布广。 广西,
内蒙古, 新疆, 西藏和宁夏是五个民族自治区。
云南, 青海, 贵州, 甘肃和四川也有大量少数民
族居住。少数民族大都形成了自己的习俗和宗
教信仰。除回族,满族使用汉语外，其他少数民
族有自己的语言, 甚至有自己的文字。

“中国脑计划”

★ ★ 长江黄河中文学校校刊 ★ ★
★★

Chrome 的八小金刚

★★

Grammarly 语法家教 自动提醒你拼写和语法
错误

Checker Plus 小闹钟卡西莫多 不用进入谷歌

“一体两翼”：“一体”，即以研究脑认知的神
经原理为“主体”，“两翼”则指研发重大脑病
诊断治疗的“新手段”和开发类脑智能的“新
技术”。

熟语连篇

成语：治丝益棼; 铅刀一割

未来20年认知、虚拟、追踪技术突破
合成三大趋势将改变世界
被誉为“互联网教父”的美国《连线》杂志创
始人凯文•凯利表示，未来20年认知、虚拟、
追踪技术突破合成三大趋势，将极大地改变世
界；但“站在2036年往回看”，现在我们“尚
处在第一天”，“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不算数，
最伟大的产品还没有发明出来”，能源互联网
还没有出现，还可以重新定义互联网、重新定
义未来。一切都“为时未晚”。
在题为《未来十年绝对趋势》的主旨演讲中，
凯文•凯利谈到了前不久举世瞩目的围棋“人
机大战”，从中可以看出人工智能（AI）潜力
非常大。但从认知技术突破层面而言，他仍认
为“这些很无聊，只是非常有用的辅助性工具
而已，没有特别多的东西”。他更看重的是“
另一种跟人类不同的思考”，比如人类在抽象
总结方面很好，但是做逻辑算法不如计算机。
以量子力学为例，现在很多科学家的研究受阻
，在于被人类常识性认知所困，这就需要人工
智能“带来不同的思维方式”，提供跟人类不
同的想法。他指出，未来如何创意性地应用AI
更为关键：在“AI＋X”模式下，机器人会创
造很多新的职位，“不会跟你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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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是看到了。他神情很惘然。

AdBlock Plus广告拦截者 吸收掉烦人的广告 谚语：一鸟在手胜过双鸟在林。
和弹窗，对感兴趣的网站可网开一面。
歇后语：霸王敬酒 —— 不干也得干

中国“脑科学和 日历就能知道行程，而且能自动倒数。
类脑研究”，已 Panic Button 田光键 一键隐藏所有浏览页，
被正式列入国家 二 次点击重新恢复。
“十三五”规划纲
暑假实习挣多少
要中，具体包括

外国专家赴华工作的申请条件
外国专家受聘在中国境内工作，应取
得“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申请“外
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的外国专家应遵
守中国法律法规，身体健康，无犯罪
记录，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为执行政府间、国际组织间协
议、协定和中外经贸合同，应聘在中
国工作的外国籍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
（二）应聘在中国从事教育、科研、
新闻、出版、文化、艺术、卫生、体
育等工作的外国籍专业人员；
（三）应聘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中担任
副总经理以上职务，或享受同等待遇
的外国籍高级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
（四）经国家外国专家局批准的境外
专家组织或人才中介机构常驻中国代
表机构的外国籍代表；
（五）应聘在中国从事经济、技术、
工程、贸易、金融、财会、税务、旅
游等领域工作，具有特殊专长、中国
紧缺的外国籍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
本条第(二),(三)款外国专家应具有大
学学士以上学位和5年以上相关工作
经历（其中语言教师应具有大学学士
以上学位和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

古人曰:

德不孤，必有邻。
Honey 为你自动搜寻商品折扣券
近义词辨: 枉然 vs 惘然
Pocket 一键同步保存网上文章
枉然：得不到任何收获；徒然。如:他在
GMail Checker 24x7 电邮实时通报
SimpleBlocker 虚拟虎妈设定对特定网站的访 手机上删除发错的微信，一切枉然。惘然
：失意的样子；如：尽管他删了微信，别
问 时间

会

讲

点点成金: 全
家中添一口: 豪

上下难分

每行二十个8号汉字$40, 注册学生家长半价

凯利将虚拟现实（VR）分为第一代旋转式虚拟
现实和第二代漫游式虚拟现实，并判断“未来
人们更需要漫游式虚拟现实”，其发展趋势呈
体验式。他预言，虚拟现实将成为价值最大的
社交媒体。
追踪技术方面，凯利介绍，未来五六十年，可
追踪设备会陆续出现。这些设备将在健康医疗
、双向监督、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领域得到广
泛应用。
Kevin Kelly @ W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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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班学生学中文的意愿 (88% 采样)
四月底，《江河》校刊小编辑们在学分班学生中就“学习中文的意
愿”，“课堂外学习中文途径“以及学生持有手机种类等三个问题
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结果请看左/下三图。从调查结果可见，随着
年龄的增大，越来越多的学生认识学中文的重要而比较自愿地学习
中文。希望家长更进一步”晓之以理“，让更多的学生从顺从家长
意愿变为更主动的”我要学“。结果也表明，成年人与亲戚或朋友
孩子的交谈是学生除家长外学中文的另一个主要途径。第三个调查
表明：学生中智能手机持有率很高。手机作为便捷的通讯工具，对
今天的高中生而言，应该是”标配“之一吧。

自己想学 (21%)
家长要我学,
我同意(70%)
家长要我学,
我没办法 (9%)

【本刊向学分班汤老师，苗老师和王老师特致鸣谢，感谢她们对调
查的支持。】

学分班学生持有手机 (67%采样)

课堂外学中文途径 (75%采样) 与祖辈交流 (6%)

iPhone (45%)
Android (45%)

与非直系成人交流
(59%)
看中文影视 (11%)
听中文歌曲 (6%)

Other (8%)
No phone (2%)

Lee Sedol vs. AlphaGo: and AlphaGo 输了

看中文报章 (2%)
其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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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椟
(dú)还珠
】比喻没
有眼光，
取舍不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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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