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万居民疏

散.

新学期注册开始

2017年夏令时开始

★ 著名画家范曾先 
生为孔子学院作画

《至圣先师孔子像

》表达祝福。画作

展现了孔子“忠恕一

贯之情态，威而不

猛之气势”。

★  I提案土地稅免稅申請将于6/30截止

★ 联邦参议员提案拟减少移民人数

★ 美国国家工程院(NAE)公布了最新入选 
院士名单。八位华人(丛京生, King Liu, 
Tsu-Jae, 陈向力, Leung, L. Ruby, 周祖康, 
张东晓, 黄永刚, 沈向洋)入选。

03/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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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月校历

议案作者对议案做重大修改，

将涉及教育的内容全部删除。

并推迟至2020年实施。

2016-08-19 

中国五月将召开“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一种白人, 两种拉丁, 四种老中, 十五种亚裔. 
你被细分了吗？

2016-01-28 提案人Bonta，附议：邱信福, 
罗达伦, 丁右立等五人

03/26/17

通过加州众议院

2016-08-23

03/19/17

2016-08-30

02/26/17

通过加州参议院

2016-09-25

03/05/17

布郎州长签署议案

亚裔细分 跃然纸上

★  中国驻日使馆发布领事提醒福岛核 
电站机组安全壳内辐射量达到高值

厉琮健老师，麦琪老师分别获颁 
二十年杰出贡献奖和十年育人奖

禁止加州一切公共机构基于人种，
性别，和族裔的歧视。(1996年)

关注细分亚裔案 (AB-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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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吃山空，立吃地陷

新官上任--------三把火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西班牙 Vortex Bladeless 公司发明利 
用“涡流”理念的无叶片风力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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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罐是以罐为工具，利用燃火或抽气产生负

压，造成瘀血，以达通经活络活血的疗法。

谚语：

歇后语：

成语：

医学杂志JAMA（美国医学会杂志）日前

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与无糖尿病者

相比，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的平均寿命将

缩短9年。

印度研发“可食用”环保型购物袋 一分钟内 
溶解。

日本 
理化 
学研 
究所 
确认 
iPS

视细胞能让眼睛恢复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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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曰: 
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

近义词辨

向来/从来：均表示从过去到现在。‘向

来’多用于肯定(她向来守时/他从来不迟

到)；也可修饰单个双音节动/形容词(他

向来直爽)。

熟语连篇

汉字纠错

邮箱: JiangHe2012@hotmail.com

中国点滴 - 植物资源
中国地理环境复杂，植物种类丰富多样。高等

植物约30000多种，占世界植物种类的1/10左
右，其中50多种珍贵植物为中国所特有。闻名

世界的三大“活化石”植物是水杉，银杏，和银杉

。它们在中国都有分布。

每行二十个8号汉字$40, 注册学生家长半价

格外大方：回

镜像：http://sdrv.ms/QjpMg9

歡

需要一半, 
留下一半  

欢 邻
要一半, 
扔一半七十二小时：晶

学  简  识  繁

論

gòu yán
猜

字

迷  

 lǐ 
此心唯'爱'可表

《六六大地》男
主角高司令持汉
字牌表心意。 
这可能是一张学
生认得人，家长
认得字的照片。 
(Gosling@LaL
aLand)

獨

论 独

xìng

 鄰

国后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首次亮相。姐妹
俩是2013年7月15日出生在亚特兰大的双胞胎。

海归熊猫
旅美大熊猫’美轮 美奂' 姐妹俩回

Thirty Meter Telescope (TMT) 是由美国, 日本, 中国,  印度, 
加拿大共同参与建设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观测时间将在所有合

作方之间按贡献比例分配，分配后的时间由各方自主支配，其中

中国预计占有份额为10%。

vs欢度春节 欢渡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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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顺利的了解情况。现在，百分之八十的新工

作都跟外贸有关。很多科学家都说，如果我们

都学外语，分析技能会增加不少。最后，学外

语会打开更多的职位。很多人都说，有业务技

能和外语技的员工更有价值。这对终身幸福有

很大的影响。学外语是不得不考虑的大事情。

总而言之，能够体谅别的文化和语言是个很重

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为将来考虑，做最好的 

选择。 (施盈 王杰生 王杰夫 )

当特朗普当选总统时，许多美国人宣布他们

要搬到加拿大。可是, 要获得加拿大公民. 

需要至少四年的居住。所以会多种语言，逃

到别的国家，比以往更重要。而且，按照20

15 Pew Research 报告，只有25%的美国成 

年人，除了英文以外，还会讲别的语言。 

那剩下的75%怎么办呢？幸运的是，现代技

术带来了新的方法学好语言。

美国博客平台Tumblr上流行用language 

blrs (语言博客)学外语。这些博客，经常 

由爱学外语的用户运行，是语言学习材料的

宝库。通过用户发布的每日词汇列表和语法

课程，你可以学到韩语，汉语，德语等等。

此外，用户提供学语言的提示，从来老百姓

为老百姓。但是，语言博客最重要的方面是

它们的审美。成千上万的巧妙拍摄的照片捕

获彩色的笔记，整洁的桌面设置和优雅的手

写。因此，这些博客为日常人提供了学习外

语的例子和动机。

然而，通过语言博客学花很多时间; 相反， 

Duolingo能在三十四个小时里教一学期的大

学语言课材料。Duolingo,一个免费网站和a

pp,很特别因为它把语言学习做成游戏。在

每节课里，问题会练翻译，定义和发音。答

对一道题，你会获得一分；答错一道，你就 

会输掉一分。还有，你只能在得到足够的点

数时过关。这样的学习方式非常有趣，所以

你会想继续学。而且，Duolingo从第一天就

开始教简单的句子，让你很快地在现实生活

使用你学到的。(小心! 有些句子很奇怪!)

余五个小时。这是因为大家在学外语都要上外语课，

没一天都上一个小时的课，一周就已经五个小时了。

在加功课的时间就多余五个小时了。但是还

现代技术使学外语越来越容易；你想学那些

语言呢？

时间

8%

16%

2 hr.
1 hr

5 hr.
4 hr.

3.hr.

>       
5 hr.

16%

7%

5%

在我们的访问里，我们也问了学

生们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学习外语

。有很多学生表示他们对外语没

有更多人一个外语都没学，或者有

学但不做作业的，再来

就是多余五个小时。 
(王建文 )

Fremont的学校有很多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首

先，学校应该看看他们招的老师，把好的老师留下

来。这样，学生就不会觉得他们的老师不会教语言

。然后，Fremont校区应该增加学校里的外语选择

。有些学生表示他们对其他的语言有更加多兴趣，

比如韩语或者日语。如果学生可以选择上他们感兴

趣的语言课，而不是上校区所规定的那几种语言课

，他们会更喜欢他们的语言课，也会更愿意去学习

。再说，如果增加外语的选择，那学生就会有更大

的机会能学自己的母语！这样，学生就有机会可以

学到一种他们真正喜欢，愿意学习，并会在将来帮

助到他们的语言。 (马通利 报道)

37%

每周外语学习时间与比例

不学外语

最多人每周只有花零个小

时学习外语。再来就是多

11%

IHS, AHS, 
和MSJHS 

超过135名
目前正在学

兴趣，而他们选那堂课程是因为Fremont校区要求

学生去学外语的。另外一些同学也说是因为学外语

很困难，特别是如果他们在学的语言不是他们的母

语。最后，有其他同学说他们对外语没兴趣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的老师不好。

学外语为何重要
首先，我们要了

解语言的价值。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文化。每

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

和自己的文化。每个人

都有两只手，两只脚，

一个头脑，两个眼睛，

等等。但是，语言和文

化是唯一将他们与其他

的人分开。在学校学语

言时, 我们在承认别人 

的文化为重要。我们在 

用我们的时间和力气来 

表现我们对别的国家的

尊重。我们尊重他们的语言。我们尊重他们

的文化。我们在表现我们对别人文化的重要

，不只是觉得英文是无人可比的语言。如果

学生都学别的国家的语言，可以更了解对方

。我们也可以学会怎么去接受和我们不一样

的人。除了这个意外，学习语言也可以让沟

通更顺利。在别的国家的时候，在高中学的

语言会大大有帮助。现在，美国跟很多别的

国家有外交事务。彼此懂得对方的语言就可

习外语的同学接受了关于外语学习的调查。数据显

示，有49.6%的学生觉得学外语

是不值得的，有62.2%的学生说

他们不想继续学习他们选择的外

语。这个访问的结果真的是没人

想得到！为什么怎么多学生不喜

欢学外语，而Fremont的学校可

以做什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看数据怎么说 何时开始教外语   
王舒慧

学外语

最重要

的好处

是对小

孩子们

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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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本期校刊登载一组学生对学习外

语的看法。原文未作实质性改动。

技术对学习外语的影响 王爱琳

孩子的心、语言、情感发展。别的好处，让人

跟更多人痛信，也可以帮你你去旅游。别的国

家都要他们的小孩儿学，为什么美国不这样做

呢？今天的美国是最多样化的国家，应该让孩

子们小时候学外语。我们的调查里说超过百分

之五十的人觉得学外语有好处。从这个结果我

们可以说有人觉得他们学的外语帮助了他们，

或者他们喜欢学的外语。应为也有快百分之五

十的人觉得学外语没有好处，应该让小孩选学

不学外语。不过我们还是要促进学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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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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滴石穿】

比喻只要坚
持不懈，即
使力量很小
，也能做出
看起来很难
办到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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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传统 
篆书阳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