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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主编：李思雅

同学们、家长们:
大家好! 希望你们渡过了一个轻松和愉快的春假!
前不久，博城中文学校的许多同学们参加了全校性的演讲比赛。感谢
大家的积极参加，同时感谢各位老师、家长给我们的支持和帮助。在刚刚结
束的大华府演讲比赛决赛中，代表我们学校参赛的敬馨仪、郭玥彤、吴晶
晶、傅美鹏等同学不负众望，以优异的表现一举夺得优胜奖，沈陶然同学也
表现不俗，让我们向他们表示由衷的祝贺！
五月将至，我们 2014-2015 学年也快结束了。希望大家再努把力，善
始善终地地完成学业，大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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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闻
北京冬奥申委按时向国际奥委会提交申办报告
编辑：李玉文

今年 1 月 6 日，当
地时间上午 11 点，在国
际奥委会总部顾拜旦
厅，中国奥委会主席刘
鹏向国际奥委会奥运会
部主任杜比递交了承诺
书，北京冬奥申委主席
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向国
际奥委会申办城市关系
处主任巴雷特递交了
《申办报告》，表明北
京申办 2022 年冬奥会工
作正式启动。
作为申奥程序中的
重要法律文件，北京冬
奥申委递交的这份《申
办报告》共 3 卷 14 个主
题，回答了国际奥委会
提出的 192 个问题，涉
及北京联合张家口申办
2022 年冬奥会的理念、
愿景、场馆、赛事组
织、安保、媒体运行等
内容和冬奥会从筹办到
举办的方方面面。申办
报告将是奥委会第 128
次全会投票确定举办城

市的重要依据。
报告中文稿约 11.5
万字，选配图片 120 余
张，地图、示意图、规
划效果图 40 余张，这还
不包括单独报送的附件
中，保证书 154 份，地
图 30 余张，以及电子版
地图、表格和财务预算
说明等。
北京冬奥申委副主
席张建东说，《申办报
告》凝结着申办城市和
中国社会各界的心血和
智慧。副秘书长、新闻
宣传部部长王惠介绍
说，《申办报告》的所
有陈述、说明和其他承
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
每句话都是北京对国际
奥委会的正式承诺。
提交《申办报告》
后，北京冬奥申委代表
团与国际奥委会官员进
行了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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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完成新型运载火箭动力系统

中国已经完成了其在北京的新
一代运载火箭动力系统的第二次地
面 试 验 ， 提 前 在 2016 年 首 飞 。
长 征 -5 的 引 擎 是 试 射 采 用 无
毒、无污染液体推进剂。中国的新
一代运载火箭动力系统的第二个地
面试验已经完成。
中国的三步登月计划，其中包
括轨道、登陆和返回的最后一章。
他们将有 25 吨到低地球轨道，或 14
吨的有效载荷能力，地球静止转移
轨道。中国开始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运
载火箭的工作。长征火箭此后成为
卫星、探测器和载人航天器的主要
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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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名人榜
2014 年全世界最畅销歌手泰勒·斯威夫特
编辑：李思雅

泰 勒 · 斯 威 夫 特 （ Taylor
Swift），1989 年 12 月 13 日出生于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美国乡村音乐、
流行音乐创作女歌手、演员和慈善
家。
泰勒·斯威夫特从 2006 年与独
立唱片公司大机器唱片签约，推出首
支单曲《Tim McGraw》与发行首张同
名专辑《Taylor Swift》后，先后发
行了五张专辑。2014 年 10 月 27 日发
行的第五张专辑《1989》，发行首周
售出 128 万余张，成为美国唱片市场
近十二年最高的首周销量纪录，泰勒
也凭借这张专辑成为唯一一位拥有三
张 首 周 百 万 销 量 的 歌 手 。 同 年 11
月，获颁第 42 届全美音乐奖“最高
荣誉”成就奖。12 月 9 日，入选美国
《时代》周刊“2014 年度人物”的
最终候选人。2015 年 2 月，获得第 35
届全英音乐奖之最佳国际女歌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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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故事

彩虹不见了
编辑：孔德人

那是一个有着温暖阳光的大晴天。小
狗慧慧到阳台上去晒太阳。没想到上面吱
溜滴下一滴水来……
“这是什么？”小狗慧慧感到十分惊
奇。
它抬头往上看，看见一个小姑娘。
小姑娘先是滴答滴答掉眼泪，接着开
始哭，越哭越厉害，再后来就放声大哭，
眼泪就像从乌云里哗哗泼洒下来一样。
“汪—”小狗慌了神，不知该怎么办才
好，是马上去拿伞好呢，还是立刻上去安

“汪汪—”小狗没了主意，“这可怎么
办？小姑娘不哭，就没有彩虹，没有彩
虹呢，小姑娘就要哭……”
这时候，小狗的脑袋瓜里有了一个
非常聪明的主意。
“必须做一道彩虹！”它想。于是它
去拿来一个喷雾器，装上水……
小姑娘立刻就不哭了。小狗做出来
的彩虹这样大，这样好看，连街上的行
人都停下来观看，连对面商店里的顾客
都跑出来看。
连平常闷闷不乐的看院人塞多夫也
跑出来欣赏小狗慧慧做的彩虹。
最后一个出来观赏彩虹的是住在底
楼的邻居巧娜，她的床单晾在阳台
上。
“谁呀，真是岂有此理！”她在下边
往上大叫……于是彩虹一下消失了。
“生活中的事情为什么常常这样？”
聪明的小狗想，“大家都很喜欢的事情

慰小姑娘好。
就在这时候，它看见天边映现出了一
道彩虹……
“喂，多好看呀！”聪明的小狗想，“这
可是一道真正的彩虹啊！”
这时候小姑娘也发现了天边的彩虹，
她是那样地惊奇，连眼泪都一下子干了。
但小姑娘一不哭，彩虹也就消失了。
小姑娘又呜里哇啦大哭起来……
于是彩虹又在天边映现了出来。
小姑娘一下止住了大哭—彩虹又不见
了。这时，小姑娘放声大哭起来。

却偏偏有人很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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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运动场

乒乓球的历史
编辑：沈陶然

乒乓球由网球（tennis）发展而
来。它起源于 19 世纪末的英国。欧
洲人热爱网球运动，但因为受到场
地和天气的限制，他们将网球运动
搬到室内，以餐桌作为赛场，慢慢
发展出乒乓球运动。也有的说是

林举行了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同时
成立了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第一届
世桌赛谱写了乒乓球早期运动的历
史新篇章，为今后的世界锦标赛奠
定了基础。从 1926 年至 1939 年，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每年都举行一

1890 年几名在印度的海军军官发觉
在一张不大的台子上玩网球颇为刺
激。后来改用空心的小皮球代替弹
性不大的实心球，并用木板代替了
网拍。最初称为“桌面网球”
（table tennis），也有叫“室内网

次。从 2003 年第 47 届世乒赛开
始，国际乒联决定将把单项与团体
比赛分开进行。多年的发展也使乒
乓球的球拍、比赛用球和规则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最初的球拍是块略
经加工的木板，后来有人在球拍上

球”（Indoor tennis）的。一位美国
制造商以乒乓球撞击时所发出的声
音创造出 ping-pong 作为他制造的
“乒乓球”专利注册商标。后来逐
渐为乒乓球的正式名称。

贴一层羊皮。再后来，欧洲人把带
有胶粒的橡皮贴在球拍上。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日本人又发明了
贴有厚海棉的球拍。
乒乓球运动于 1988 年夏季
奥运会被首次列为奥运会正式比赛
项目。

20 世纪初，乒乓球运动在欧
洲和亚洲蓬勃开展起来。 1926 年，
在德国柏

7

中华姓氏故事

李姓的由来
编辑：孔德人

李姓，唐朝国姓, 世界第一大姓氏，
中国人口有 9500 万,全球人口总规模超过
1.2 亿人。在韩国、朝鲜超过 900 万为第二
大姓,加拿大为第一大姓。

李氏。另一种说法是：据《姓氏考略》记
载，周之前未见有李氏，自从有老子姓
李，名耳，为利贞的后裔，因祖上世代为
理官，理、李两字古音相通，便也以李为
氏。显然，李氏是始于李耳称姓的。
2、出自他族改姓。三国时，诸葛亮平哀
牢夷后，赐当地少数民族赵、张、杨、李
等姓。鲜卑氏有复姓叱李氏，汉化后，改
为汉字单姓李氏。是为洛阳李氏。
3、出自他姓改李氏。据有关资料所
载，唐开国元勋有诸将徐氏、安氏、杜
氏、郭氏、麻氏、鲜于氏等 16 氏，因立功
从唐国姓，赐予李氏。

在世界史上五千年来李氏建立之帝国王朝
共和国连接不断，帝王总统国父连绵不
绝，先后建立的 200~500 年大统一帝国王
朝有中国唐朝、西夏帝国、越南李朝、朝
鲜王朝。，同时元朝、阮朝、清朝皇帝均
为李氏后裔。
李姓来源有三
1、出自嬴姓，为颛顼帝高阳氏之后
裔。尧时，皋陶曾担任大理(掌管刑狱的官)
的职务，其子伯益被赐为嬴姓，后子孙历
三代世袭大理的职务，其子孙按照当时的
习惯，以官为氏，称理氏。
理氏改为李氏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说
法是：商纣时，皋陶后裔理征，在朝为
官，因直谏得罪了商纣王，而被处死，其
妻契和氏带着儿子利贞逃难时，因食李子
充饥，才得以活命，故不敢称理，便改姓

李氏超级名人极其多：道家创始人李耳
（老子）、唐高祖李渊、天可汗唐太宗李
世民、天皇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
大成太宗李雄、西凉太祖李暠、后唐太祖
李克用、南唐烈祖李昪、西夏太祖李继
迁、朝鲜太祖李成桂、越南李朝太祖李公
蕴、大顺高皇帝李自成等。
李姓在中国历史上建立的政权最多，所以
李姓声威显赫。

道家创始人李耳（老子）

唐玄宗李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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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双译
编辑：鲍宇路

1． 英文翻译中文：

roundabout way to take a look at the
possibilities of getting out logs in the
spring from the islands in the Yukon. He
would be in to camp by six o'clock; a bit
after dark, it was true, but the boys would
be there, a fire would be going, and a hot
supper would be ready. As for lunch, he
pressed his hand against the protruding
bundle under his jacket. It was also under
his shirt, wrapped up in a handkerchief
and lying against the naked skin. It was
the only way to keep the biscuits from
freezing. He smiled agreeably to himself
as he thought of those biscuits, each cut
open and sopped in bacon grease, and
each enclosing a generous slice of fried
bacon.

As he turned to go on, he spat
speculatively. There was a sharp,
explosive crackle that startled him. He
spat again. And again, in the air, before it
could fall to the snow, the spittle
crackled. He knew that at fifty below
spittle crackled on the snow, but this
spittle had crackled in the air.
Undoubtedly it was colder than fifty
below--how much colder he did not
know. But the temperature did not
matter. He was bound for the old claim on
the left fork of Henderson Creek, where
the boys were already. They had come
over across the divide from the Indian
Creek country, while he had come the

2． 中文翻译英文：
但是，这种在魔宫里挥之不去，似乎具有空中一切权力的总司令
是被一个骑马的无头幽灵所主宰。据说它是一个黑森州士兵的鬼魂，
他的头在革命战争期间的一场无名战中被炮弹炸掉了，那个鬼魂曾被
一个在夜晚阴霾里匆匆行走的乡下人看见过，仿佛像风的翅膀。他常
去的地方并不只是局限于山谷，有时也延伸到相邻的道路，尤其是不
远的教堂附近。事实上，有些最执着的历史学家一直在认真收集和整
理有关这个幽灵浮动事实的那些部分资料，并声称，士兵的尸体已被
埋葬在墓地，幽灵在夜间往返到那个战斗场地寻找他的头，有时他急
着在黎明前回墓地，他觉得晚了，他穿越夜空的速度就像午夜爆炸一
样吓人。

9

星光美食城
红丝绒蛋糕配方
编辑：李思雅
蛋黄糊原料：鸡蛋黄 5 个、绵白糖 25 克、牛奶 45 克、葡萄籽油 45 克(可用色拉油或者
玉米油)、低筋面粉 75 克、红曲粉 15 克
蛋白糊原料：鸡蛋白 5 个、绵白糖 80 克
内馅：奶油 150 克、绵白糖 50 克
具体做法：

1.蛋黄加糖搅匀
2.倒入牛奶和玉米油搅匀
3.面粉和红曲粉混合拌匀
4.过筛至蛋黄糊中
5.用打蛋器以捞拌的方式拌至顺滑无颗粒
6.蛋白放入无油、无水的容器中，先用打蛋器搅打成粗泡，然后一次加入所有糖，继续
搅打至蛋白顺滑有明显的纹路，提起打蛋头蛋白自然下垂不滴落，呈长长的三角状

7.取 1/3 蛋白倒入面糊中拌匀，不要过度搅拌，用捞拌的方式
8.然后把面糊倒入剩余的蛋白霜中
9.用捞拌的方式将面糊拌至顺滑
10.烤盘中铺上油纸，把拌好的面糊倒入烤盘中
11.用刮板抹平
12.然后拿起烤盘，在平整的地方摔两下，震出里边的大气泡
13.烤箱提前预热约 8-10 分钟，上管 190℃，下管 165℃，把烤盘放入烤箱，中下层，
时间为 16 分钟，最后 5 分钟开了热风，上色很均匀

14.烤好后立刻出炉，放在烤网上至基本凉透
15.在蛋糕片的一端切个斜角
16.另一端的表面浅浅的切两刀，卷卷会好卷一些
17.鲜奶油加糖打发后，均匀的涂抹在蛋糕片上，有斜边的一点要预留出约 2-3 厘米不
抹奶油，以免卷的时候奶油被挤出来

18.把擀面杖放在烤纸下，向上推蛋糕片，卷起，然后用烤纸把蛋糕卷包好，两头拧
紧，放在冰箱冷藏 30-60 分钟定型后切片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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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考试
编辑：沈陶然
1）哪一个洲不是美国最早的 13 个殖民地之一：
a.马里兰 (Maryland)；b.弗吉尼亚 (Virginia) ；c.佛罗里达
(Florida)；d.特拉华(Delaware)
2) 谁是第一个出生在美国的总统？
a.马丁·范布伦(Van Buren)；b.奥巴马(Obama)；c.乔治·华盛顿
(Washington) ；d.马特·达蒙(Matt Damon)
3) 美国国歌是在哪次战争中创作的？
a.美国革命战争(Revolutionary);b.第一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
c.美国南北战争(Civil War); d.1812 年战争(War of 1812)
4) 那场战争是美国打的最长的？
a.阿富汗战争(Afghanistan); b.越南战争(Vietnam); c.第二次世界
大战(World War II); d.美国革命战争(Revolutionary)
5) 谁是第一个被谋杀的总统？
a.约翰·F·肯尼迪(Kennedy); b.詹姆斯加菲尔德(Garfield)
c.奥巴马(Obama) ; d.亚伯拉罕·林肯(Lincoln)
6) 哪一位美国总统被弹劾了？
a.理查德德·尼克松 (Nixon); b.纳尔逊·曼德拉(Mandela); c.乔
治·H·W·布什(Bush Jr.); d.比尔·克林顿(Clinton)
7) 哪一个宪法修正案允许女人投票？
a.第一; b.第十九; c.第二十; d.第二十一
8) 哪一个宪法修正案禁止奴役？
a.第十; b.第十四; c.第十三; d.第二十八
9）真的或假的：越南战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时间更长。
a.对; b.错
10）真的或假的：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是真的。
a.对; b.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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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游乐场
编辑:张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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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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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话
编辑：张恩德

知识和生命
学者搭船与船夫闲聊。
你学过数学吗？学者问
没有。
啊！那你等于失去四分
之一的生命。那你学过哲学
吗？
也没有。
那你等于失去一半的生
命，多可惜啊。
忽然一阵狂风吹来，船
将翻覆。
你学过游泳吗？船夫
问。
没有。学者惶恐的回
答。
唉！那你将失去全部的
生命了！船夫感叹的说。

回娘家

计算机征婚

有一个年轻妻子，她
丈夫每晚连续看电视中的
拳击节目，什么也不顾。
她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一进门，只见父亲一
个人坐在电视机前也在看
拳击节目。她问：妈妈
呢？她父亲头也不回，
说：“回你外婆家去了”。

现在流行计算机征
婚，一名单身汉兴奋的把
自己要求的条件输入计算
机。他希望有一位娇小玲
珑，喜欢水上运动，同时
也喜欢团体生活的伴侣。
计算机给出的答案
是：请你娶一只企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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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电影院
编辑：鲍宇路

《叛乱》3（Insurgent-3 Stars）
除了初始发散的阴沉的居民，叛乱增加了非常有才华的演员在角色不利用他们的
技能的数组。奥克塔维亚·斯宾塞花几分钟在屏幕上约翰娜，友好的仁慈领导谁在保
护的 Tris 失败。娜奥米·沃茨加入战局的伊夫林，有许多的秘密是谁，我相信，将
在的 Allegiant 变得更加重要人物 - 两部分延续计划于 2017 年和 2018 年。
背后的摄像头，斯文克确实令人钦佩的工作构建罗斯的奇特的宇宙的新领域，并
保持行动感动。在早期，叛乱采用极快的速度，有追逐场面和枪战出血右转入多人打
架上飞驰的列车。他还可以无缝地处理电影的标杆序列，这是解开珍妮的奥秘盒子需
要的 Tris“五个网络挑战的几乎现实的方面。这些效果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俗气在营
销为叛乱，但是获得期望的情绪，在膜的情况下。叛乱的边界上令人兴奋的，即使你
不完全知道为什么某些字符正在做他们正在做的怪和暴力的东西。
那么，这可能是对叛乱个人牛肉我。两部电影后，还没有采取足够措施来建立自
己的东西多了 YA 克隆希望招待懒青少年那种谁享有的饥饿游戏，不介意多付看到类
似的东西。伍德利给了更好的性能的发散系列之外。温斯莱特在邮件什么的在这里需
要她。和叛乱似乎画上一个万福玛利亚扭曲的最后一幕才可以接受的结论，设立的
Allegiant。这是罚款。我不会介意看到哪里这个故事去，但我不到高兴这个故事 已经使劲搞了两部电影的过程 - 是要尽量舒展自己出了两张电影长片的时间。这是
不必要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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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姑娘》3
（Cinderella-3 Stars）
有两个非常不同的方式来查看肯尼
思·布拉纳的灰姑娘。从一个角度看，它
很容易体会到一个有才华的导演采取了经
典的故事，并给它一个华丽的重新想象 给生活带来的具体美丽和童话的魅力和包
装在一个郁郁葱葱的壮观电影的世界。明
亮，因为它可能会，但是，下面的魔力和
魅力一看发现这部电影也相当空洞，做得
很少，以自身的旋转添加到经典桥段，或
任何真正的新。
与这些类型的视极端点的问题是，它们
拉闸相互抵消，其结果是，灰姑娘可变成
感知但最终被遗忘的电影。
相较于迪斯尼动画版从 1950 年看的时
候，你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增加，背景故事
和猫捉老鼠的把戏严重下降，但实际上，
任何一种变革的灰姑娘的故事主要是要么
为发挥理查德德马登 - - 用来掩盖某些情
节元素，不会转化为现代观众（最显着，
王子微不足道或叙述拼凑允许是一个字
符，而不是仅仅一个纸板剪影谁坠入爱
河，在一见倾心）。

布拉纳采用了由这本书的办法，看到莉
莉·詹姆斯给生活带来名义可怜的灵魂谁被
卡住的生活与她的继母可怕（凯特·布兰切
特 ） 和 姊 姊 （ 霍 利 迪 格 兰 杰 和 Sophie
McShera）,才得以释放一个晚上陶醉感谢她
的仙女教母（海伦娜·邦汉·卡特）的帮
助。
在很多方面，电影媲美，常常批判在夏
季嘲笑蓬松，动作驱动大片。尽管信贷是由
于克里斯韦茨为组建一个合法说服力的叙
述，做了伟大的工作，引人注目的经典主题
的童话（这是多能为很多空大预算电影可以
说），它的所有纸张较薄看时从更广泛的角
度来看。那些打算看电影只是想看到一个直
接从最卡通改编灰姑娘不会失望，但对于我
们的娱乐需要更多的创造力进行了论证。
困难，因为它可能是欣赏电影与它有一
定距离，这部电影中的生活，直到它的标准
得出的结论是一个诚实的喜悦 - 在很大程度
上要归功于神奇，郁郁葱葱的美感由肯尼
斯·布拉纳创建。从灰姑娘的简陋的家，以
古雅的本地市场宫殿的皇家大厅，影片的每
一个场景精致的特色，大量详细的生产设
计，也色的美丽感觉。固有的乐观和双方的
故事和它的主角欢呼体现在影片的璀璨炫目
的调色板和摄影允许它弹出辉煌，无论是灰
姑娘通过明亮的绿色草地上骑马，或旋压她
的蓝色礼服一个奢侈的，镀金的舞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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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作品
盘点我的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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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我的 2014 年
孔德人

我的 2014 年是有趣的一年。这一
年里，我取得了许多成绩，也有很多遗
憾。
在学校，我的学习成绩很不错，老
师们都很喜欢我。在第一和第二个学期
我都得了全 A。但遗憾的是，我的成绩
不是含金量很高的 A，只是九十分到九
十四分。不过，对我来说，这才刚刚是
初中，我并没有很努力地学习。但我快
要上高中了，我得好好学习了。
我的黑管吹得有进步，并在马里兰
州的黑管独奏比赛中得到了全 A 的成
绩。很遗憾的是，我没有考入蒙郡和马
里兰州的管乐团，这是因为我的成绩忽
高忽低不够稳定。我还应该刻苦练习，
争取吹得更好。
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更加努力学
习，争取提高我的学习成绩。同时，我
要多花时间练习吹黑管，争取考入蒙郡
的管乐团。
非常感谢爸爸妈妈对我的鼓励，我
一定不辜负他们的希望，争取在各方面
都有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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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我的 2014
张恩德

2014 年令我最高兴
的事情是我自己一个人独
自去台湾一个月。
在台湾的时候，有些
人问我，“你的父母亲在
哪里？”我回答他们，
“在美国，我是自己来
的。”他们听到了都觉得
很惊讶。
我在台湾的时候，是
在离台北一个小时车程的
宜兰教当地的小学生英
语。我在台湾很快乐，一
切都很好。唯一不好的事
情就是我在骑脚踏车的时
候，摔倒了，脚受了一点
点伤，需要去医院缝针。
幸好，只是一个小伤，没
有留下大的伤疤。
另外一个令我高兴的
事情，是跟着我的童子军
团 去 了 Wisconsin 州 的
Oshkosh 参加了国际童子
军露营。遗憾的事情是在
参 加 露 营 之 前 ， 在
Oshkosh，同一个地方，有
一个叫 EAA 的私人航空小

型飞机展览会。这个展览
会正好在我们的童子军露
营之前两个星期，我很想
去参观。可惜，我刚刚从
台湾回来，又要配合童子
军团一起行动，所以错过
了这个展览会。
我应该感谢的一个人
是我数学加强班 kumon 的
老师，这个老师帮助我知
道在做数学的时候，会有
很多错误。所以今年，我
在做数学的时候，我要更
用心一点。
在 2014 年当中，我做
的不好的一个事情是我经
常欺负我的妹妹。所以
2015 年我有一个目标就是
不要再欺负妹妹，我要对
她好一点，并且给她更多
的帮助，因为她是除了爸
爸妈妈，我最亲密的亲人
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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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2014
李玉文

今年是 2015 年，我们要
做的就是把 2014 年留下来，
让它成为历史。
2014 年, 我去了最喜欢的
中国。我们全家之所以每两
年一次去中国， 是因为我的
奶奶、叔叔、伯伯、外公、
外婆、阿姨都住在中国。这
一年，我更希望我们都去内
蒙古的老家和爸爸妈妈曾经
留过学的日本。
2014 年，我没有找到我
希望读的书。虽然读了很多
有续集和冒险的书。可很多
系列写完了，所以我最喜欢
的书没有续集。
2014 年，我想去滑雪，
但是我要呆在家，因为爸爸
妈妈没有时间。于是，我去

了纽约，看电影和博物馆。
现在看我 2014 的经验和
教训，觉得我应该在学校开
始时候复习复习。第一课下
降，可是我慢慢爬上来。从
哪儿开始，我回到我的严
重，可是课儿又麻烦上来。
今年我打算不要这样。我觉
得应该提高英文，应为七年
级的英文开始对我麻烦。我
想今年谢我的数学老师。她
老可以帮助我。如果我不懂
一个数学概念，她再给我讲
一遍。这样，我学了和读懂
了很多新主题。2015 年，我
想拿到更好成绩和去先进音
乐。我要开始读书，做题，
和联系更多。这样，我才可
以成功。

20

难忘的 2014 年，期待 2015 年
李思雅
2014 年已经飞快地过
去了。过去的一年是我最忙
的一年。我经历了很多事，
也学会了很多东西。我尝试
地做了许多我原来没有机会
做的事情。其中有几件事给
我印象最深。
去年春节前，我们博
城中文学校的学生会在学校
的大力支持下成功地举办了
一次春节联欢晚会。那是我
第一次参与做节目主持人。
节目主持人的责任包括：组
织节目单，协调各个班的节
目，举办开幕式和闭幕式。
当时我非常紧张，生怕出差
错。但是我十分珍惜这次机
会，和同学们一道努力想把
春节联欢晚会办好。虽然我
们准备的时间不多，我们还
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让全
校老师、同学和家长渡过了
一个愉快的下午。我相信，
我们将把 2015 年春节联欢晚
会搞得更精彩，更有趣！
去年的暑期我更忙。
放假一周后我就开始在一个
夏令营里做社会服务，主要
任务是照顾小孩。我每天一
早出门走路，坐地铁，坐
车，赶去上班，一直工作到
下午五六点钟。然后我又坐
车，坐地铁，走路回家。我
每个星期工作五天，连续做
了四个星期。我一共工作了

144 个社会服务小时。虽然有
些小孩子太淘气，我还是跟
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最
后他们都不想让我走，当
然，我也舍不得他们。即使
那四个星期是我最累的时
候，但我很高兴自己体会到
了工作的辛苦， 也学会了照
顾小孩和与他们沟通的方
法。我的目标是达到 260 个
社会服务小时，我会在 2015
年继续努力。
另外，我参加了在华
盛顿地区举办的全国青年领
袖会议，认识了很多来自于
全国各州的高中生。我们参
观了国会大厦，与国会议员
和记者们对话，参观了华盛
顿的许多历史地标， 也参加
了各种各样的培训，等等。
这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
这次会议让我学会独立思考
和行动，帮助我做好了争取
做领袖的准备。我在十一年
级开学后，马上成立了一个
捐鞋俱乐部， 得到了许多同
学的支持。 我们一道为灾区
和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帮助。
2014 年年底，中文学
校孙老师给我了一个很好的
机会。我有幸被选为博城中
文学校学生电子报《星光
报》的主编。我既高兴又感
到责任重大。我知道全校的
老师、学生、家长对于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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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期待，所以我下决心
要务必做好。在圣诞节的
时间里，我在计算机上排
版的时候，遇到许多的问
题和困难，但是我没有放
弃。我从头到尾重复地做
了好几遍，终于完成了任
务 。当通过了孙老师的最
后审查，我高兴地笑了。
有了这次难得的经历，我
相信，我们的 2015 年《星
光报》的出版会更轻松，
更受欢迎。
2015 年已经在寒冷
的冰雪中开始了。我在
2015 年最大的梦想是早申
请大学和早早被大学接
受。 这对我来说比什么都
重要！在九年级，我开始
上 AP 课， 在 11 年级， 我
进入了国际文凭大学预科
班(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我还积极地参与
社会活动和尽心办好我的
捐鞋俱乐部。我会不断努
力地做好每一步， 使我的
梦想早日实现。
2014 年是一个有趣
而难忘的一年，期待 2015
年给我带来好运，李思
雅，加油！

盘点我的 2014
沈陶然

在 2014-2015 的

我 2014 也有不高兴的时

了我的性能，所以我没

一年，发生过高兴，不

候。我这年级挑的课都很

有经我想要的乐队。如

高兴，做得不够好和失

困难，花了我很多的时

果我好好的规划的话，

望的事情。我还错过不

间。 2014 的第二半，我

这些悲剧都能避免的。

少机会，也有人我得感

作业都挺忙的，没有时间

虽然我对我的 2014-

谢。

做其他我想做的。但是我

2015 年不满意，我希望

最伤心的是我的成绩。我

我明年过得更好。第

的 GPA 有可能会调掉。

一，我得该我的态度。

我 2014 年的暑
假，全家一起去了黄石
公园。这是我第一次去

我 2014 做得不好

我就是因为懒，而且不

这个国家公园，也是我

的事，就是规划。我就是

愿意计划，我才错过了

第一次见到这么美的景

太懒得，不肯把总要的日

很多机会。今年，我打

色。我旅游的那个星

期写在日历上。我的很多

算做的每一件事，我都

期，看到了不少五颜六

的机会都被打扰了。第

会好好的记在日历上。

色的石头，喷泉，瀑

一，本来打算暑假修一门

我的每个考试，我都会

布，野生动物，和风

课的。倒是应为我没有好

在点尊卑。我的每个机

景。有一次我们一家去

好的规划，我错过了日

会，都会好好的使用。

走路的时候，看到了一

期，而没修成。第二，我

因为我去年学到了教

只灰熊。那只熊正在寻

暑假有一个很总要的黑管

训。如果我今天偷懒的

找食物。那是我第一次

试镜，但是我时间设得不

话，我明天要补偿的事

见到一只野的灰熊。去

好。我设的时间跟我去波

就越多。虽然我的过去

黄石给我的这些经验是

斯顿的时间互相矛盾。所

被搞砸了，我的未来还

我 2014 年里最高兴之

以，我必须得急急忙忙的

没有确定。

一。

坐飞机，赶到我的黑管试
在硬币的背面，

镜。我着急的感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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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我的 2014
鲍宇路

2014 年在我身边发生了很多事。 我对我的音乐老师很感谢，
因为他逼着我去 All-County band 选拔赛, 结果我当真进了 All-County
band。虽然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但我知道自己做的还不够
好。我在 All-County band 是第二小号，明年要争取作第一小号。
2014 年让我很不高兴的事是我的学习成绩。2014 年三个个人
考试都有一到两个 B，只有第四季我拿的都是 A 。 2015 年要拿到所
有的 A，不仅进 All-County band 还要进 All-State band。我要努力学
习，刻苦练习才能完成这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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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游乐场游戏答案
双语翻译

英文翻译中文：
当他转过身去，就吐唾沫推测。有一个尖锐，易爆裂纹的他吓了一跳。他又吐。再次，在
空气中之前，它可能会下降到大雪，唾沫噼啪作响。他知道，在 50 以下唾沫噼啪作响的积
雪，但唾沫已经响彻在空中。毫无疑问，这是寒冷比 50 之下 - 多么寒冷，他不知道。但温度
没有关系。他开往老索赔亨德森溪，那里的孩子们已经左叉。他们来到了对面的印度河国家的
鸿沟，而他来了迂回的方式来看看失控日志从育空岛屿弹簧的可能性。他会在营地由六时; 有
点天黑后，这是真的，但男孩子会在那里，火会去，和热晚餐都准备就绪。至于午饭，他按下
他的手对他下的外套伸出包。也正是在他的衬衫，裹在手帕，躺靠在裸露的皮肤。这是保持饼
干冻结的唯一途径。他微笑着欣然把自己当成他认为这些饼干，每个开膛 sopped 熏肉油脂，
每个封闭炒腊肉慷慨片。

中文翻译英文：
The dominant spirit, however, that haunts this enchanted
region, and seems to be commander-in-chief of all the powers of
the air, is the apparition of a figure on horseback, without a head.
It is said by some to be the ghost of a Hessian trooper, whose
head had been carried away by a cannon-ball, in some nameless
battle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and who is ever and anon
seen by the country folk hurrying along in the gloom of night, as if
on the wings of the wind. His haunts are not confined to the
valley, but extend at times to the adjacent roads, and especially
to the vicinity of a church at no great distance. Indeed, certain of
the most authentic historians of those parts, who have been
careful in collecting and collating the floating facts concerning
this spectre, allege that the body of the trooper having been
buried in the churchyard, the ghost rides forth to the scene of
battle in nightly quest of his head, and that the rushing speed
with which he sometimes passes along the Hollow, like a
midnight blast, is owing to his being belated, and in a hurry to get
back to the churchyard before day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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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考试：1）C 2) A 3) D 4) A 5) D 6) D 7) B 8) D 9) A 10) B

Sudoku：

迷宫：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