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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话 

孔德人 

春天来了，大雁成群结队从南方飞来，又向北方飞去。小草从地下探

出绿色的小脑袋，柳树摇着青青的长辫子，天上的白云在蓝蓝的天空

中自由自在地飘来飘去。春雨像一枝画笔，把桃花染红了，把柳絮飘

白了，把小草绘绿了，把花儿变得更美丽了。 

同学们：春天是万物之始，是希望，是我们放飞梦想的最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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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故事 

编辑：孔德人 

 春天，一个群芳争艳，百花齐放的季节；一个万物复苏，树木吐绿的

季节……春天是生命和希望的象征。在春天，一片绿叶中会折射出七彩的

阳光，一朵鲜花上会饱含着甘霖的清香。每一簇青草都在倾诉着，倾诉着

一个春天的故事…… 

春天不止在人们所看到的景物中，更在人们心里 

冬伯伯在严寒的护送下快活地走了，而春姑娘又迈着轻盈的脚步欢快地

走来。 

而我却没有心思去欣赏春天的美：学校春假前考了一次试，而我又考的

不尽人意。我一直在想：怎样才能将我的成绩提高上去呢？ 

春假的一天早晨，我从睡梦中醒来，又想起这不理想的成绩。我望了望

窗外的春景，心里便热乎乎的。心想，出去转转吧。于是，我穿好衣服，走

了出去。 

刚走到家门口，一阵温暖的春风便迎面吹来，让我心头为之一振。 

我骑上我的自行车，向郊外的方向骑去。一路上风景很好，春意盎然：

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着，好像在向人们宣告春天的到来；柳树也焕发出

无穷的生命力，伸展出嫩绿的枝叶；就连小草也摆脱了雪的束缚，正在爆发

出惊人的活力。我看着这些美景，心头不知不觉也涌发出欣喜的心情。 

我在不知不觉间，便骑到了郊外。啊，这里才是最美的，一望无际的田

野绿油油的，好像永远也看不到尽头；往上看去，一朵朵可爱的白云把蓝天

映衬得那么漂亮；在近处和远处，不时便会有一朵妩媚的小花，煞是可爱。 

我来到了一个小山坡上面坐了下来，注视着面前这“希望的田野”，看

着这田野里的庄稼，郁郁葱葱，努力向上生长。突然心头一振，好像明白了

一个道理，推上车子。我要赶回家里，好好努力，我一定会有所成功。 

我明白了什么：春天不止在人们所看到的景物中，更在人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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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球大战 7（Star Wars 7）》让“Skellig Michael”闻名遐迩  

“Skellig Michael”是爱尔兰一个崎岖的小岛，上面有一座寺庙。此地就是《星

球大战7（Star Wars 7）》的拍摄外景之一。现在，因为《星球大战7》的异常火爆，

导致很多游客有了要去Skellig Michael一探究竟的冲动。据好莱坞透露，Skellig Mi-

chael还会在未来的《星球大战8（Star Wars 8）》中再次亮相。可是，Skellig Mi-

chael每年只在五月到十月份对游人开放，而且每天只允许180人进入景点。更糟糕的

是，爱尔兰这个季节的大部分时间都会下雨。目前，当地许多船工和旅馆业主渴望延长

开放时间。他们认为：OPW (Ofce of Public Works) 减少开放时间是他们不想花钱进

行整修。OPW表示，他们不会延长开放时间，因为Skellig Michael只是一座有六百个阶

梯的小岛，阶梯两旁也没有栏杆，有些地方还很危险，过度开放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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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姓氏起源——孙姓 

孔德人编辑 

前几期我们介绍过中国百家姓里的李姓和孔姓， 这次我们向大家介绍孙姓的起

源。 

孙姓起源于先秦时期，首次用孙姓的是“兵家祖师”孙武。其后不断有华夏子孙

加入孙姓行列，使得孙姓源头特多，孙姓人口也越来越旺。 

孙姓有以下八个来源： 

1. 孙姓源于春秋时期的姬姓卫国。姬武仲是这支孙姓的始祖。 

2. 第二大来源是芈姓楚国。孙叔敖任楚国令尹时，为官清廉，政绩卓著，为一代

名相。其后人为了纪念他，就以他的字中“孙”为姓氏。孙叔敖便成为这支孙姓

3. 孙氏来源于妫姓，是齐田完的后代。齐田完的四世孙桓子的孙子，因为伐莒有功，景公赐姓

孙氏，食采于乐安。田完是舜的后裔。许多孙姓族谱把虞舜视为本族的第一始祖。 

4. 孙氏出自子姓，为比干之后。比干是殷末纣王叔父，官至少师。纣王淫虐无度，国势危殆，

却不听劝谏，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连续三天进宫劝说纣王，希望他能改过自新。纣王恼羞成

怒，下令如若有人敢再犯颜直谏者，一律斩首。可比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继续劝说纣王。

纣王暴跳如雷，让人当庭剖开比干的胸取心。比干被纣王杀害后，其子孙纷纷避难隐姓，改为孙

姓。 

5. 苟子后人因避讳而改孙姓。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荀子，姓苟，名况，又称苟卿，是苟姓家族

人的骄傲。但到汉代时，因汉皇室成员刘苟当了皇帝，即汉宣帝，为了要避“询”之讳，他下令

苟姓子孙不得姓苟，改为孙，并将战国时代的苟卿都改为孙卿。由是苟姓也成为汉代“孙”姓支

脉的一个源头。 

6. 夏侯婴之后也有一支改姓孙。夏侯婴(?—前172年)，西汉沛县人，与刘邦是少时的朋友，从

刘邦起义，立下战功，后封为汝阴侯。书中说：“初婴为滕令奉车，故号滕公。及曾孙颇尚主，

主随外家姓，号孙公主，故滕公子孙更为孙氏。”这使夏侯颇的子女也跟随母亲外家的姓为孙。

从此夏侯婴的后代中便有一支成为孙氏。 

7. 赐姓和改姓。孙姓在两汉以后，还有其它姓氏因多种因素不断地加入到孙姓行列之中。 

8. 少数民族中的孙姓。在古今少数民族中，也有不少孙姓，其中有些孙姓是汉族融入者，有些

是各族中自行改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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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作文 

我妈妈是孔夫子的后人，她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妈妈平时经常教导我和姐姐

要懂得帮助别人。在妈妈的教育和鼓励下，我和姐姐都学着像妈妈一样，以帮助

他人为乐。 

几年前，在姐姐做博城中文学校学生会主席时，妈妈就鼓励姐姐为中国贫困

地区的孩子募捐，妈妈还亲自带领姐姐和她的同学们，自己动手制作食品去义卖

筹款。在过去的两年间，姐姐和他们学生会一共筹集了400多美金，资助了河北

平山县四名贫困学生一年的学费。虽然钱数不多，但每一分钱都是大家用辛勤的

汗水换来的，每一分都代表着他们的爱心。 

今年，我也成为学生会的一员，妈妈鼓励我像姐姐一样，继续为中国贫困地

区的孩子们集资募捐，让他们早日走进学校。眼下，我和同学们已经积极行动起

来，想方设法筹集资金，让更多贫困孩子像我们一样走进他们梦想的课堂。在今

年的博城春晚上，按照妈妈的建议，我们特意在晚会上设置了筹款箱，给全校师

生家长一个表达爱的机会。结果，短短两个多小时，就筹集善款一百多美金，这

样的成绩让我们非常开心。 

妈妈还为不同的慈善组织捐款，为社会做公益。我和姐姐应该以妈妈为榜

样，争取为社会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只有这样，才不会辜负妈妈对我们的关怀

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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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一场雪 

李玉文 
 

    1月19日（星期二），在课堂上，我不断地听到同学们说，这个星期五不会上学。开始我很疑惑，

就回家查了一下，发现几乎所有天气预报都在提醒大家，星期五到星期天会有大雪。开始我非常高

兴，可又一想，这场雪要到星期五的下午才下，还有好几天呢，咳！这两天，同学们都在讨论，如果

学校放假，自己打算干点什么。星期四刚放学，我就从广播上听到，星期五学校停课。 

在星期五下午一点左右，就开始下雪了。我撩开窗帘，窗外大片大片的雪像洒糖一样飘落地下。

几小时后，爸爸赶回来了，而妈妈那天晚上要呆在医院。那天晚上，我无所事事地跟着爸爸在电视上

看电影，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一起床，就发现窗户旁边已经积了几尺的雪。我打开门一看，雪都到了我的膝

盖。远远望去，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雪花那么白，那么均，我都不忍心踩进去，会破坏它的均匀和

细腻。中午，我跟着爸爸到外面清理车道。因为雪太厚了，我们清理了好长时间，但成绩不大，只能

等待清雪车。这时，雪依然没有停的意思，看来，大量的清理任务还在明天。 

    这次大雪给爸爸和妈妈带来很多麻烦，可我却正好相反。第二天，雪仍在下，爸爸妈妈在医院工

作，而我却可以睡个难得的懒觉。那天，我只是知道睡觉、吃饭和玩儿。我在电脑上和朋友玩儿电脑

游戏，中午吃了个冻的pizza。到了星期六，我才开始做作业，学习。 

    日子就这样重复着，到了星期二晚上，听说因为道路无法及时清理的原因，学校星期三依然放

假，我就猜到整个星期学校都会关了。那个星期，我把所有要做的作业都做完，把手里的事情都做

好，尽管无法去学校，但我的生活还挺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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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故事 

刘小平 
 

        我的爸爸是一个非常聪明和有意思的人，他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肩膀很

宽，非常善良。 

在很多情况下，你和他说一，他一定会说二，和你不在一个频道。有一次，他出

差，妈妈在电话里问他，家里小狗的药放哪了？我现在就要。可电话那头的爸爸却所答

非所问地回答，他已经吃过饭了。我听见妈妈在电话里大喊一声，就把电话挂了，好半

天还在那里生气。 

爸爸的手很巧，经常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他能用木头和工具制作很多东西，我家的

餐桌已经用了四十年了，样子也不好看。爸爸为此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桌子和椅子翻

修了一遍，你再看，这些原本破旧的桌椅就像新的一样，让人不得不佩服。有时候家里

的下水道堵了，经过爸爸一通鼓捣，马上通畅如初。 

爸爸做饭也是一把好手，他烤的牛排非常好吃。他做的红酒牛内，尽管味道非常

苦，但不难吃。 

爸爸经常会呈现不同的样子，但我非常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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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一场雪 

张恩德 
 

    三个星期前，当我听说会下大雪的时候，心里就想，“哎呀，一场大雪，我们得铲

很多雪，会很辛苦！”星期五，学校停课。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无比高兴，因为不上

学的日子总该是快乐的。当天下午，当雪花开始飘落的时候，妹妹就开始在屋里大

叫，“下雪了！下雪了！” 

    雪终于停了，打开房门向外看，在我们家附近，最厚的雪已经达到十几英寸高。

这给我们铲雪带来极大的难度。但是，人多力量大，我和爸爸妈妈三个人在用力的

铲，几个小时以后，终于大功告成。而且，我和妹妹去附近一个邻居家帮忙，赚了60

块。加上其他几家，我跟妹妹一共赚了140块。尽管累的腰酸腿疼，但实实在在的美元

拿在手里，还是让人好不开心。 

    从我们家往外看，可以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景象。全世界一片白色，雪刚下完的时

候，外面看不到一辆车，人们陆陆续续从家里出来铲雪，有一些孩子去附近的山坡上

滑雪，远处，不时传来孩子们阵阵欢笑声。 

    学校停课一个星期，我和妹妹一起去滑雪。我们去了Liberty Mountain Resort，

并在那里的山坡滑了一天。其他时间，我们就呆在家里，做功课、练钢琴，享受爸爸

妈妈制作的美食。真希望每天都能过上同样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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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遐迩的中国东方歌舞团于 4月20日在华府上演了

一场精彩的舞蹈诗画《国色》。 

《国色》选取了传统文化里具有典型代表性的青花瓷

器丶茶道竹韵丶旗袍丶书画丶中医丶昆曲等符号，采

用其中的色彩属性， 以舞蹈为语言，以情感为主体，

使之即呈现高贵的品质，又挥洒著时尚的魅力！《国

色》以色彩之名，弘扬中华文化！《国色》以国家之

盛，荣耀东方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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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29日，2016年中美合拍3D动作喜剧动画电影《功夫熊猫3》终于揭开它神秘的面

纱，并且在美国和中国同步上映。在1月30日和31日那个周末共收到了四百多万的票

房，而现在的收入已经接近2.06亿美元，让创作者梦工厂动画和东方梦工厂大喜过望。 

在新一集故事里，与阿宝失散已久的生父突然现身，重逢的父子二人一起来到了一

片不为人知的熊猫乐土。在这里，阿宝遇到了很多可爱有趣的熊猫同类。当拥有神秘力

量的大反派“绿眼牛”企图横扫神州大地，残害所有功夫高手时，阿宝必须迎难而上，

把那些热衷享乐、笨手笨脚的熊猫村民训练成一班所向披靡的功夫熊猫！   

导演：Dreamworks Animaton ， 电影长度：1.35小时 

刘小平 编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3D%E9%9B%BB%E5%BD%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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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篮球： 从我第一次卷起父亲的筒袜当作

球， 开始想象中自己置身于大西部论坛球馆投进

那些制胜投篮之时， 我就确切明白了一件事情： 

我深深爱上了你。 深爱，我为你倾其所有—— 

从我的心、我的身体到我的精神我的灵魂。 六岁

时爱上了一颗跃动的皮球， 却从未见到过隧道尽

头的一抹曙光， 我只看见自己一直在隧道中用尽

力气奔跑奔跑奔跑。 所以我一直在跑。 我在场

上前后来回地跑， 为了你去追逐每一个地板球， 

你渴望我的拼抢，我就还你全部身心， 因为这之

间蕴含了太多的东西。 我带着伤痛打球，打到汗

流浃背， 不是因为“挑战”呼唤了我，是因为你

呼唤了我。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因为你能

够让一个人感受到鲜活的生命感。 你赠予了一个

六岁男孩他的湖人梦， 我会因此而永远爱你。 

但我无法再继续这样疯狂地迷恋你了， 这个赛

季，我已经倾其所有。 我的心还能够承受住磨

难，我的心态还能够处理好艰难。 但我的身体已

经知道，是时候说再见了。 这没事，这没事。 

我已经准备好让你走了， 我希望你现在知道， 

这样一来，剩余的时间内， 我们可以尽情享受每

一时刻。 好的和坏的，我们已经给予了各自所

有。 我们都知道，无论接下来我会做什么。 我

都会是那个孩子。 卷起筒袜作球， 瞄着墙角的

垃圾罐。 “还剩5秒钟！” 5 4 3 2 1 永远深爱篮

球的， 科比 

Dear Basketball, From the moment I started roll-

ing my dad’s tube socks And shooting imaginary 

Game-winning shots In the Great Western Forum 

I knew one thing was real: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A 

love so deep I gave you my all — From my mind & 

body To my spirit & soul. As a six-year-old boy 

Deeply in love with you I never saw the end of the 

tunnel. I only saw myself Running out of one. And 

so I ran. I ran up and down every court After eve-

ry loose ball for you. You asked for my hustle I 

gave you my heart Because it came with so much 

more. I played through the sweat and hurt Not 

because challenge called me But because YOU 

called me. I did everything for YOU Because 

that’s what you do When someone makes you feel 

as Alive as you’ve made me feel. You gave a six-

year-old boy his Laker dream And I’ll always love 

you for it. But I can’t love you obsessively for 

much longer. This season is all I have left to give. 

My heart can take the pounding My mind can han-

dle the grind But my body knows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And that’s OK. I’m ready to let you go. I 

want you to know now So we both can savor every 

moment we have left together. The good and the 

bad. We have given each other All that we have. 

And we both know, no matter what I do next I’ll 

always be that kid With the rolled up socks Gar-

bage can in the corner :05 seconds on the clock 

Ball in my hands. 5 … 4 … 3 … 2 … 1 Love you al-

ways, K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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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个爸爸和小男孩在一起骑自行车，他们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了。

两台救护车来把他们带到两个不同的医院。儿子的医生来看到

他，对他说，“我没办法给你做手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这个

医生是谁？ 

2. 什么有腿，但是没有脚？ 

3. 一个电车往北走，烟往哪里吹？ 

4. 一个人在开车。他没有开车灯，月亮也没有发光。另外一个人在

过马路。开车的人怎么能看到她呢？ 

5. 你走到一个房间，拿着火柴，油灯，蜡烛，房间有一个壁炉。哪

一个应该先点起来？ 

6. 什么在世界各地旅行，但停留在一个角落？ 

7. 如果裤袋是空的，但怎么会有东西呢？ 

8. 我年轻的时候，很高大，但老的时候，却变矮。我是什么？ 

9. 如果我喝东西，我就死，但如果我吃东西，我还可以活。 我是   

什么？ 

10. 什么东西有手却不能拍？ 

1. 医生是他的妈妈   2. 一条蜗牛 

3. 是一个电车，没有冒烟  4. 是一个晴天 

5. 要先点火柴   6. 一张邮票 

7. 有一个洞。   8. 一只蜡烛 

9. 火     10.一个时钟 

 答案： 

张恩德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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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氏红烧肉的做法 
李玉文 编辑 

毛氏红烧肉的制作食材： 
 

带皮的五花肉 (肥肉与瘦肉的比例在

2：1左右为宜)。 

大蒜籽，干辣椒，猪油，盐，红糖，

料酒，蜂蜜，高汤 

 
1.将五花肉整块放入锅中煮，水开后撇去血

沫在开2分钟左右关火，趁热用刀将肉皮上

的杂物刮干净后， 切成2公分左右的正方形

块； 

 

2.锅中放入猪油加热，大蒜籽、干辣椒下锅

中爆香，倒入切好的肉块翻炒，炒得肉皮变

成粉红的颜色为最佳； 

 

3.另一只炒锅内加入少许猪油，开始炒红

糖，注意控制火候，小火慢熬，因为红糖的

颜色会让你分不清是不是糊了，看见成了糖

浆即可； 

 

4.迅速将爆香的肉块加入，迅速翻炒上色，

加入盐、生抽，倒入高汤或者水（没过主料

2指）烧开后改中火炖，用筷子戳一戳肉的

程度来决定关火的时间； 

 

5.关火前淋上少许蜂蜜、加上味精，为了提

一下菜整体的颜色和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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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拉里·黛安·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1947年10月26日生于芝加

哥，美国律师、政治家。美国第67任国务卿，前联邦参议员（代表纽约州），美国第42届、43届总统

比尔·克林顿的妻子。 

 2000年，希拉里在纽约州联邦参议员选举中胜出，成为该州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联邦参议员，更

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拥有公职的第一夫人，并在6年后获得连任。 

 希拉里参加了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并曾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中大幅度领先，但最终败给

了伊利诺伊州的联邦参议员贝拉克·奥巴马，虽然她并非首位参与联邦总统大选的女候选人，但却被普

遍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位的确很有可能当选的。最后奥巴马成功当选后，提名她出任国务卿，并最终成

为美国历史上的第3位女国务卿。 

 2015年4月12日，希拉里正式宣布参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希拉里·克林顿是一位富有争议的

政治人物，当第一夫人期间曾主持一系列改革。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1946年6月14日生于美国纽约。商人、作家、主持人。

2016年美国总统候选人。 

 唐纳德·特朗普曾经是美国最具知名度的房地产商之一，人称“地产之王”。依靠房地产和

股市，特朗普拥有纽约、新泽西州、佛罗里达州等地黄金地段的房地产，并且创建“特朗普梭运航

空”，也是新泽西州“将军”职业足球队老板。他在风景怡人的城镇兴建数幢豪华大厦与别墅，还

购买价值一亿美元的豪华游艇、此外还拥有私人飞机。 

 2015年12月7日，入围《时代》周刊2015年度人物的候选名单。 

 2016年3月2日，在美国大选共和党初选”超级星期二“共获得7个州胜利，遥遥领先。  

http://baike.baidu.com/view/684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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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143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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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1900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65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32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882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40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62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708/540736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90665/50216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926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