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百行征信获得中国个人征信业务牌照。

2016-08-19 议案作者对议案做重大修改并

推迟至2020年实施。

2016-09-25 布郎州长签署议案

警惕SCA-5 改头换面卷土重来

江河视野

顾丽青校长颁奖。获颁黄河长江十年育人奖的葛岚老师致答词。

2018年 黄河▪长江中文学校学术竞赛获奖同学与校长合影

★ 弗利蒙学区接受境内65岁以上居民 
申请Measure I 豁免。2018/6/29截止。

双月校历

★ Elon Musk计划送12,000颗卫星到 
太空 - 新卫星将改变全人类上网方式。

★ 美国国会二月份两度召开有关”区块 
链技术“听证会。

★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境)外学历 
学位认证评估办法》自1月1日起实施。

★ 2018/2019中国政府奖学金申请截止 
日为四月一日。有意者可向驻美使领馆
咨询。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科学与工程 
指标》：中国发表论文数量首次超美

【新汉语水平考试 HSK】和【新中小学 
生汉语考试 YCT】将于4/22 在东/南湾 
唯一考点黄河●长江举办。3/19 
报名截止。详情见 学校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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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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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5/18

Daylight saving time begins03/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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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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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美惠老师获颁终身成就奖 我校多名教师获颁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教师奖

关注细分亚裔案 (AB-1726)

在2018年2月11日春节联欢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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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琼老师获颁杰出贡献奖

★ 孙广闻老师获颁优秀教师奖

★ 麦琪老师获颁优秀教师奖

禁止加州一切公共机构基于人种，
性别，和族裔的歧视。(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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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得志

1 挪威

2 德国

4 美国

16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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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出点子自有好方法:方

一点小错,弄得家破人亡: 冢

陆

國

国

1 6

11 8 103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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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
证明上和演

算法上进行

了改进。随后，区块链生态系统在全

球不断进化，出现了首次代币发售ICO
；智慧型合约区块链以太坊；「轻所

有权、重使用权」的资产代币化共享

经济；和区块链国家。目前，人们正

在利用这一共享价值体系，开发去中

心化电脑程式，构建去中心化自主组

近日，基于McKinsey公司数据，《US 
NEWS》发布了覆盖医保，教育，经济，
机会，基础设施，犯罪率，财政稳定，和
生活质量（按比重排序）的《全美生活质
量排行榜》。加州名列第50名。

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流行大麻相比，这12种
市场热销的大麻中的四氢大麻酚Tetrahydrocann
abinol （THC）是过去的15～3.5倍，含量平

一家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记者从当地几个大麻零售
店中购买了12种热销的大麻，然后请有质量声
誉的实验室进行化验检查。

前年在七成五的投票率以57%通过的《成人娱

用大麻案》今年正式在加州实施。温饱思淫欲无

可厚非。甚至连前华裔市长也意欲开大麻店。到

底大麻的生理伤害及药瘾如何呢？

甘言夺志，糖食坏齿

背着娃娃推磨 ---- 添人不添劲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   汉字纠错   ★

歇后语:

开放以来，藏有各国珍品600
多万件，其中中国文物2万多
件。上图为辽代三彩罗汉。背
后为自敦煌割下的壁画。

大英博物馆自1759年1月15日首次向公众

https://www.reddit.com/r/Drugs/comments/jcpgk/rdrugs_ama_series_pcp_aka_angel_dust/

均为20%，最高的一种大麻THC含量达到30%。

专家们认为，人工改良后的大麻让THC含量猛增、同
时让能够起到镇静放松作用的大麻二酚的含量几乎消
失，这极大地增加了大麻的危险性，特别是对未成年
者危害性更大。

有目共睹

广告: 每行二十个8号汉字$40, 注册学生家长半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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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ó
11

圣地亚哥加大开设罢免特朗普总统课

14

【中国点滴】 开元之治

luàn

罗

陸

乱

lù

开元之治是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所出现

的盛世。玄宗治国之道以道家清静无为思想为

宗提倡文教。政治清明，励精图治，任用贤能

，经济迅速发展，使得天下大治，唐朝进入全

盛时期，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史

称“开元盛世”，前后共29年。唐玄宗先从经济

方面人手改革。首先，打击豪门士族，争夺土

地劳力；第二，改革食实封制度，以增加政府

财政收人，减轻人民负担；第三，玄宗打击佛

教势力，淘汰僧尼；第四，发展农业。在外交

方面，玄宗实行和解的民族政策，改善了民族

关系，使国家得到进一步统一。

14

网站 1：www.longriverec.com

网站 2：www.yrcs.org/

邮箱: JiangHe2012@hotmail.com

2018 成人娱乐大麻加州开跑

学  简  识  繁

猜

字

迷  

14

区块链是用分散式资料库识别、传播

和记载资讯的智慧型化对等网路，也

称为价值网际网路。中本聪在2008年
，於《比特币白皮书》中提出「区块

链」概念，并在2009年创立了比特币

社会网路，开发出第一个区段，即「

创世区段」。区块链共享价值体系首
货币效仿，

并在工作量

luó

羅 亂

当然，吸食富含THC的大麻之初会产生“快感、思路变
的顺畅快速、感觉变的敏锐，有时还出现幻觉，以至
于视幻觉”。只要使用者把握好分寸，绝不会发生吸食
其他目前仍被加州定义为“毒品”的毒品的情况。

10

琴瑟瑟琶，八大王一般头面 
魑魅魍魉，四小鬼各式肚肠

供献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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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措。使用者懒惰自嘲。

八年来，英雄联盟收到四个奖项，玩家已经超过一亿五千万多。

这个游戏在中国很有名，每月有
一亿人在玩，很多学生会在学校
谈策略，喜爱的人物，和新的地
图。在2016年到今天，英雄联盟
变成一个电子竞技的游戏，很多
人在流媒体网站【Twitch】或者
【YY】会看别人玩这个游戏，去
年有六亿多观众。   (后转第4页)

hhhhhhhh：懒人用智能输入法打出来则出现红红

火火恍恍惚惚，实意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后来意
思变为受用者在遇到大事后精神恍惚，不知

水 ( shuǐ): 英文单词“Spam”是罐头肉的品牌，但它也意味着'垃 
圾'，就像无用的电子邮件。 当在线使用时，水字不等于“水”， 
意思是“垃圾”或“毫无意义的内容”。 它在百度论坛上最常见，用 
户发布重复线程以获得系统上的“EXP”和“升级”。

游戏：英雄联盟 – MOBA类   AP班-程博恩

在2002年，英雄联盟（Lea
gue of Legends）在美国从 
4个大学生开始形成的。到2
009年，那几个大学生毕业
了，开始一个公司叫【Riot 
Games】才开始卖给消费者
。这几年，英雄联盟是世界
上最流行的电子游戏。

你有freestyle吗？：2017年中国对嘻哈增加

兴趣，而中国的流行节目如嘻哈音乐，并引
领中国说唱音乐在现场爆发。这句话被物吴
仪凡推广，他将向客人和参赛者提问，“你有f
reestyle吗”，叫他们即兴地开始唱歌。

皮皮虾，我们走！：”xxx, 我们走“原来 
是一个游戏，YGOcore, 里的口头禅， 
后来这句话和别的网上游戏表情混合在一
起，就变成 “皮皮虾，我们走.” 这句话 
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思。

扎心了！老铁：老铁是指好朋友的意思

。这句话一般用来表示感觉很感动或悲伤
的心情。

和冠佑。这几年，五月天赢了金奖,是最好音
乐的组合。他们1999年做的专辑特别成功，
而赢得了很多粉丝。美国乐队Beatles对他们
的音乐有很大的影响。五月天出了很多个非
常流行的歌曲，比如【干杯】，【伤心的人
别听慢歌】和【将军令】。2016年五月天宣
布他们要做全世界巡回演唱。五月天写的歌
都很深沉和悲伤。最近他们出了一首很感动
的歌叫【好好(想把你写成一首歌) 】，这首 
歌 说长时间分手的残酷。

AP班-孙芝钰 蔡睿莲

中国上海有一个专业队玩守望先锋叫上海龙
之队。这几场比赛他们输得比较惨，结果是
十到十二名。

守望先锋在2016年5月24日上市到Windows 
PC, PS4, Xbox游戏平台。这局游戏是暴雪 
娱乐公司开放的射击游戏。这局游戏赢了TG
A2016游戏大奖年度游戏，最佳多人游戏，
最佳电子竞技项目，2017英国金摇杆奖年度
电竞游戏将。

在守望先锋里，大概有两个玩的目标。一个
是要推一个payload到终点。在路上，有两个
队在打架。玩者可以从二十六个不同的英雄
选他要玩的英雄。有一个英雄是中国人。她
的名字是周美灵。她的武器可以冻住敌人。
另外一个目标是控制区域。一队人要控制一
个设定的地方到100%才能赢。oh. 每一个玩 
守望先锋的人都有不同的等级。最高的是前
五白名，然后是GrandMaster，Master，铂
，金，银，最后是铜。

AP班-林凤娇 何嘉灵

话语：网络流行语

厉害了我的哥：这句话是从《王者荣 

耀》游戏来的。原来，一位学生打游戏

时被教官看到了。结果，教官帮学生玩

了一场，玩得实在厉害，引起学生说，

“厉害了我的哥！” 现在，这句话经常 

被用来对别人表示敬佩。

猥琐发育, 别浪 : 这段话也是从《王者 
荣耀》游戏来的。意思就是说队友互相成长

最重要，所以不管游戏打仗情况看着多么困

难，不要轻易的放弃。这段话可以用来鼓励

别人，劝别人继续努力。

游戏：守望先锋- Overwatch 音乐: 五月天
AP班-秦誉畅

1997年乐队五
月天（Mayday
）在台湾形成。
乐队成员包括阿
信, 怪獸, 石頭, 
瑪莎,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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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选登一些在中学生中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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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兴趣的读者管中窥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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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是觉得这是
一个值得的游戏
。

围着对手的石头。其实这听起
来很容易，可是板很大，而且
有很多石头，所以 有2 x 

10170多的变化。中国也有 
人可以专业上玩。围棋是一个
很老的游戏，可是现在的

及的游戏是围棋。围棋是一个很老，有几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可是现在的人还很喜欢玩。围棋需要三个东西玩；一个有网格
的板，和很多白色和黑色的小石头。有两个人一起玩，每个人
有自己的颜色。如果他们想赢，他们要用自己的石头

王偲权:“我喜歡感恩節因

為可以跟我的妈妈逛街
、有吃好吃玩的。” 

苏亭匀:“我感恩我出身在一家好家庭，感

恩我能上学。

蔡坤宸:我很喜

欢感恩节，因为
我可以跟小朋友
们一起玩儿，还
可以感谢妈妈爸
爸和大人们为我
做的一切。

徐恩汐:感謝爸爸请假带我们去滑雪，我跟我的朋

友去滑雪和游泳，我们还一起吃了感恩节晚餐。

陈广秀:我感谢妈妈带我去

环球影城玩，我天天混在哈
利·波特世界玩，还几乎每
天都在三个扫把(Three 
Broomsticks)餐厅里吃饭, 
多谢妈妈带我去那里玩啊!

【编者按】本期登载长江401及黄河401/
402班主任张琼老师推荐的部分短文。这
些同学用简单朴素的语言描述了他们对 
2017年感恩节的体验和感想。

微信成为2018年世界最流行的应用软件，每天超过十亿
的使用者。每天平均每个中国人看微信的时间超过一个
小时。微信有很多功能比如短信、视频、发帖、游戏、
和手机付款等等。它有58万不同的程式。微信使用起来
很方便，所以人们都说微信是中国 “超级应用程式“。

社交媒体：微信 - 尖端技术 AP班-刘颖瑶

自从2011年1月21日，腾信推出微信
以来，微信现在已成为了中国使用量
最多的网络通信软件。从2016年起在
中国微信的使用量已超过了QQ。

杨博纶:我喜欢感恩节因为

能看到许多家人和可以陪
他们玩儿。

赵悠然:“今年感恩节我们全家去西雅图和

波特兰旅游。我觉得很好玩，只是西雅图
下太多雨了！我很喜欢跟我家里人去旅游
。”

倪安琪:我很喜欢感恩节。那时，我们

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还跟朋友们一
起玩了。

李佳颐:感恩节

学校放假，亲友
们团聚一起庆祝
节日。

李妮可:“ 感恩节我和爸 
爸妈妈去太浩湖一晚。
我 和爸爸一起滑冰，我 
教爸爸怎么滑冰。我们
坐游轮吃热狗。爸爸睡
觉了。”

舒健罡:感恩节是为了感谢所有帮助过我

的人。我在感恩节最喜欢的事情是和朋友
聚会，大家一起吃火鸡。

周远昕:我很喜欢感恩节，因为有火鸡。

我觉得感恩节是一个美好的节日。在感恩
节，我们会感谢人们的好意。

高昊天: 
“我家常常趁感恩
节出去玩，今年我
们去了坎昆。我在
那里去了海滩，还
去了xel-ha、 
xcaret 和chichen 
金字塔。我去的每
一个地方都很好玩
。”

王晨煜:在感恩节这天，我帮妈妈准备感恩节

大餐。邀请姥爷姥姥，阿姨，舅舅他们全家
来我们家吃感恩节大餐。我真开心！

游戏：围棋
AP班-张欣怡

劳俊杰:在感恩節的這天,我和爸媽、姐姐、爺爺、和奶奶去了舅

公家吃感恩節大餐。爸爸做了一个大火鸡，大家都说爸爸做的火
鸡很好吃！大家都很開心。

陈长:今年感恩节黑五, 我们买了两只鸟。 
我喜
欢他
们，
喜欢
我家
，也
喜欢
我妈
妈。

发行日期: 2018年3月4日

镜像：http://sdrv.ms/QjpMg9

游戏不限于网上的游戏；中国人也有很多
就可以在桌子上玩的游戏。一个很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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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宛茹:“我很喜欢感恩节，

因为可以和朋友一起去旅游
。我们去了太浩湖，一起划
船，滑雪和堆雪人。我们一
起过得很开心。” 

刘丰铭:感恩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因为

我的朋友们可以来我们家。他们可以跟我
玩游戏，我们也可以一起吃饭。大家都很
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