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领
域：

人工智能、能源以及生物科学。大学生
要投身其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禁止加州一切公共机构基于人种，
性别，和族裔的歧视。(1996年)

★ FUSD 所有中学跻身加州“金丝带” 
学校 (Gold Ribbon school)

★ FUSD 名列加州2016年 “模范学区” 
(Honor Roll Schoo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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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视野

关注子女教育的所有法案

加州 209 号宪法修正案

★ 2017年4月29日，第十六届“汉语桥”世 
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美国西南赛区预赛在亚

利桑那大学成功举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孔子学院选送的学生发挥出色，Ryan 
Featherston和 Samantha Sanders 分别 
荣获高级组和中级组冠军。

比尔·盖茨寄语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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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移民局：5月1日起开始发放的新 
版绿卡、工卡（EAD工作许可）

★ 微信支付宣布携手CITCON正式进军美 
国。今后，赴美人群可在美国享受无现金

支付的便利了。通过微信支付，在美国的

衣食住行均可直接用人民币结算。

★ San 
Ramon
市铁路华

工纪念碑

紀念碑揭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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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斯拉Elon Musk宣布将通过在地下 挖掘隧道来解决地面交通拥堵问题，并为此建立BoringCompany.com.

★ 支付宝正式宣布: ofo, 永安行, 小蓝,  
funbike, 优拜等共享单车品牌与蚂蚁金 
服达成合作。从4月29日起，用户直接通

过支付宝首页的扫一扫，就

可以解锁这些品牌的共享单

车。

关注子女成长的未来环境

Bill Gates 在其博客上寄语大学生, 其中 
谈到当下能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机会

★ 特斯拉Elon Musk宣布将通过在地下 
挖掘隧道来解决地面交通拥堵问题，并为

此建立BoringCompany.com.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京召开
29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130多个国家代表和60多个

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了五月十四日在北京召开的论坛。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 
路”/One Belt One Road) 是超大型跨国经济项目。 
也是全体在校同学大展身手的巨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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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罐是以罐为工具，利用燃火, 
抽气等方法产生负压，使之吸附

于体表，造成局部瘀血，以达到

通经活络、行气活血、消肿止痛

、祛风散寒等作用的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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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自1405年七月受命明成祖起，

明臣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从江苏太仓到亚丁

湾，泛海九万里，先后访问了30多个国家地区

。前三次的活动主要在中国南海和印度洋东海

域，第四次开始远航到印度洋西海域，以及阿

拉伯海、红海，已越来越近西方了。

夏日炎炎，同学们将干什么

据对学分班同学的粗略统计，有三分之一强的

同学将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业补习班。下面是按

学习方向和按就学场所分的两张示意图：

SAT
Writing

中国点滴 - 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
“丝绸之路”通常是指欧亚北部的商路，与南方的

茶马古道形成对比，西汉时张騫以长安为起点

，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

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

並联結地中海各国陆上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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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曰: 
严誓约  明气节  革弊俗

近义词辨 - 申明 / 声明

都有“陈述理由，表明态度”的意涵。申明：

郑重说明，如：“我已向法院申明我负责。”

声明：公开表态或说明真相。如：“我声明：

我永远退出歌坛。” ”声明”还可作名词 

用。如：“他的声明，写得义正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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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健康 收入中位

美国人为孩子投资最多的10个州

美国农业部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四口之家

把一个2015年出生的孩子养大（到17岁）估

计要花费233,610元。比前一年上涨了3%。

收入中位数全国平均值为 $55,775。

州 %

每行二十个8号汉字$40, 注册学生家长半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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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局柯洁执黑负半目；第二和第三局

柯洁均执白中盘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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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认为，体内多湿是现代人通病。同样是“湿气

气候潮湿等原因，外邪侵入人体，使体内水液不得

蒸发，水湿停聚而成病。常表现为风湿关节疼痛、

腰酸背痛等
AlphaGo 3:0 完胜柯洁

学  简  识  繁

$58,073
$70,628$9,436

宾州

麻州

罗德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