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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考有多可怕？
作者：张艺臻

我常常听大人们说，中国
的学生非常辛苦，每天都会有
写不完的作业。学生们常常还
没写完当天的作业，老师又把
明天、后天的作业布置下来，
他们不得不熬到深夜才能完成
功课，第二天一大早还得早早
的去上学。他们平时几乎没有
周末和节假日，偶尔有个休息
日，还会有很多作业。这种生
活的确难熬啊！
最近，我从网上读到了一
篇相关的报道，在这里想和大
家分享，看看与我们同年龄的
中国学生有多么辛苦啊！
“太惊人了！湖北省一所示
范中学的高三学生为了拼大学
联考，竟有20个学生在教室边
星光报

打点滴边看书，被网友称
为“史上最刻苦吊瓶（点
滴）班。”
《长江商报》报导，网上
最近流传多张“史上最刻
苦吊瓶班”照片，照片出
自湖北孝感一中，只见每
张课桌上都堆满了书，教
室半空中拉上了铁丝，挂
着很多点滴，不少同学正
边读书边打点滴。记者数了一
下，至少有20个点滴瓶。
学校夏姓主任解释，学校
为替学生补充营养，让学生到
医务室打氨基酸，但“学生太
多，导致医务室爆满。为了不
耽误学生复习，也省得学生在
医务室和教室间来回跑，所以
就安排学生在教室内打氨基
酸。”报导指氨基酸能促进大
脑发育，是肝脏和胆囊的组成
成分，也能促进脂肪代谢，防
止细胞退化等。
网友感叹，“咱们校园好
地方啊！教室全部改医院 这
就叫：实验班！现在是吊瓶
班，过几个月就要出现上吊班
了，可怜的中国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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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会
作者：张立梦

2012 年华府地区中文
学校运动会快来了！大家
都开始准备了吗？今年，
博城中文学校的SGA早就开
始想运动会的事情了。每
年，每个中文学校都支起
一顶帐篷， 开始在里面买
小吃，点心，饮料，等
等。最近，在运动会中，
最受欢迎的零食是刨冰。
几乎每个学校的帐篷里都
有一台刨冰机和几瓶富有
色彩的糖汁。在那么热的
太阳底下跑来跑去，谁能
拒绝一碗凉凉的刨冰呢？
但是，今年博城的SGA
决定别出新样，在运动会
上卖些新的食品。我们用

去年挣的钱，买了一台做
棉花糖的机器。它做的棉
花糖跟在游乐园卖的糖一
模一样，软的像真的棉
花，味道新鲜，甚至比游
乐园卖的糖还好吃呢！如
果在运动会卖棉花糖，肯
定会很受欢迎。
SGA最近计划给中华爱
心基金会捐钱。爱心基金
会用这些捐款在中国做了
许多有意义的事情。比
如，爱心基金会帮助中国
落后和贫困山区的孩子付
学费。在十年级孙老师的
建议下，我们希望在下学
之前能把SGA挣来的钱捐给
爱心基金会。

同学们，如果你有什么
疑问或建议，请及早告诉我
们！在我们的眼里，每个
人，包括每一个学生，都有
发言权。来信请寄到以下邮
箱 shling.az@gmail.com,
yz.zhang97@gmail.com,
guoguo12@gmail.com,
或
diana.yin68@gmail.com 。

相框后的历史
作者：敬馨仪

M a r c
Chagall
于1887
年7月7
日出生
在俄罗
斯维捷
布斯克附近的Liozna。他
是一位犹太裔的现代派画
家，也是一位典型的21世
纪现代画家。Chagall出生
时是家里的第一位孩子。
星光报

在当时的俄罗斯，犹太人
不能上俄国人的学校，所
以他小时候在一个犹太学
校读书。13岁的时候，他
妈妈克服困难把他送进了
一所俄罗斯高中。在学校
里他第一次见到同学画
画，他就对画画着了迷。
在1910年23岁的时候，他
去法国学习画画。过了几
年他回到俄罗斯跟他的未
婚妻结婚，然后于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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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返回法国。在1941
年，Chagall去了美国，并
在那里呆了七年。而后，
他再次回到法国，直到
1985年3月28号，他97岁的
时候过世。Chagall的绘画
风格是Expressionism 和
Cubism。人们在他的作品
中会经常看到一位拉小提
琴的人，那是纪念他那位
会拉小提琴的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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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张
编辑：孔雪松

张姓
的来
源，
可以
追溯
到远
古时
代。
1999年中国在昆明举办

曾经是重要武器弓的发明
者挥，其后有以张为姓氏
的。

“世界园艺博览会”，世

编的《河南·大姓的故乡》

据《通志·氏族略》
所载，春秋时，晋国有大
夫解张，字张侯，其子孙
以字命氏，也称张氏。又
载，张氏世仕晋，公元前
403年韩、赵、魏三家瓜分

地图显示：当前使用频率

晋国后，除部分留在原地

最高的100个大姓中，有73

外，大部分随着三国迁都

据《读史方舆纪要》
所载，世居云南的南蛮酋
长龙佑那，于三国时被蜀
相诸葛亮赐姓张，以后其
子孙便以张为氏。魏国大
将张辽本姓聂，后改为张
氏，世居雁门马邑（今山
西朔县），后成为大姓。
另有韩、姬等姓人士和乌
桓、女真、羯、鲜卑、匈
奴、契丹等众一些少数民
族 分 支 改 姓 张 姓 。
据中国公安部统计，
“张”这个姓氏排在全国
第三位，有8750万人，占

个源于河南。其中张姓、

而迁移。其中，以迁居韩

全国人口总数的7%。

姚姓源于濮阳。主要根据

国的张氏影响较大，历代

有史实依据、文物遗址、

都有入朝为官的。韩国始

族谱记载和当代研究成

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

果。

南），后南迁宜阳（今河

据《新唐书·宰相世
系表》所载：“黄帝子少
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
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
张氏。”又据《元和姓
纂》所载：“黄帝第五子
青阳生挥，为弓正，观弧
星，始制弓矢，主祀弧
星，因姓张氏。”由上这
两条史料的记载可看出，

南宜阳县韩城），又迁阳

博园内立了《源于河南的
姓氏》碑。其中，第三位
便是“张姓源于濮阳”。
根据中国科学院提供的汇

星光报

这一支由黄帝直接传
下来的张姓，因挥住在尹
城国的青阳，亦即清阳，
清阳在清河以南而得名
（今河北清河县东），是
为河北张氏。

南开封市）。是为山西、
河北、河南之张氏。

翟（今河南禹州），最后
迁至郑（今河南新郑）。
赵国初都晋阳（今山西太
原西南），后迁中牟（今
河南鹤壁市西），最后又
迁邯郸（今属河北）。魏
国始都安邑（今山西夏县
西北），后迁大梁（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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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故事： 小纸人的心愿
编辑：李美人

我 是一个小纸人，我
想飞。
我 想飞上天空，看太
阳、月亮和星星。可是，
玩具朋友们都说我的想法
真是傻透了。
陶 瓷小天使说：“干
嘛要飞？不小心会从天上
掉下来的。”
小 蜡鸟说：“我就不
飞，天上有什么好的？太
阳会把我晒化的。”
不 倒翁说：“瞧瞧，
小天使和小蜡鸟有翅膀都
不想飞，你就别胡思乱想
啦。”
“可我就是想飞！”我向
大家宣布， “我会每天练习
的。”于是，每天晚上我都
在玩具架上张开双臂往下
飞。
第一天晚上，我头朝下

倒栽在地板上。小猫好奇地
走过来，在我的身上磨了磨
他的爪子。
第二天晚上，我跌进了
咖啡杯里。幸好杯子里是空
的，不然，我就变成一团纸
浆了 。
第三天晚上，我掉进了
废纸篓里。差一点儿被当成
垃圾倒掉。
每天早晨，小主人都发
现我不在玩具架上，他一点
也不生气，还帮我把身上的
灰尘掸掉，把弄皱的地方抹
平。我真想把我的心事告诉
他，可是玩具是不能和人说
话的。
我还是天天练习飞，我
一次又一次地掉下
来，但是我不怕。
我就是想飞，想
飞，想飞！这天早
晨，小主人从桌子

底下找到了我。 “我猜出来
了，你是想飞！”他突然大
声说，又用白纸为我折了一
对翅膀。
看啊，我有翅膀了！我
快活的想哭，想笑，想大声
地唱歌。
玩具架是个快乐的家，
可我更爱蓝天、白云、太
阳、月亮和星星。
我向我的玩具朋友们告
别，他们说“什么时候飞累
了，欢迎回家！”
我向小主人告别，他说
“祝贺你实现了你的梦想。
其实，我也想飞！”
我永远不会忘记小主
人。他真是个了不起的孩
子 —— 他 猜
出了一个小
纸 人 的 心
愿。

新书架：The Particular Sadness of Lemon Cake
作者：张立梦

The Particular
Sadness of
Lemon Cake，
作者Aimee
Bender。是一本
既迷人，又感动
的小说。作者的写法特别
流利，仿佛着水的微妙但
引诱的动态。你一开始读
就放不下它了。这本小说
里隐藏的故事真的有特别
强劲的吸引力。
这个故事开头介绍一
星光报

个九岁的小女孩。有一天,
她偷偷的尝了她妈妈留在
厨房桌上的柠檬蛋糕。突
然，她感受到了一个很奇
怪，并且从来没有过的感
觉。她立刻把嘴里的一大
口蛋糕吐出来。不知何
故 ，她从那口蛋糕里尝到
了悲伤，寂寞的感觉！怎
么可能呢？ 从那以后，这
个姑娘明白了；她有一个
独特的能力，能从别人做
的饭中感受到他们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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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由此，她发现了好多
有趣的事情。不过，她也
发现了好多自己宁愿忘记
的秘密，像她的家人们从
来不知道的悲伤，她的家
不是她从小想像的那么快
乐和完美，而是有着这苦
痛和不满。她的年龄那么
小，怎么能应付这个可怕
的觉悟？这本小说跟随她
和她家人的故事，让我们
从一个孩子的角度见证她
家里的患难和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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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故事
编辑：傅东东

半途而废
古时候，有个人叫乐
样子。有一天，他在路上
找到一块金子，回家乐呵
呵地把它交给了奇迹。谁
知妻子看到了就着眉头
说：“宁可饿死也不吃被
人施舍的食物。见到人对
的东西又怎么能要呢？”
乐羊子听了后跟到很惭
愧，就奔啊块金子扔得远
远的。然后到远方去寻 师
求学。一年后，乐羊子回
来了。妻子见到他回家就
问他为什么回来，乐羊子
回答：“一个人在外面太
孤独了，想家了。”妻子

听了后就拿起一把刀走到
织布机前说：“这机上的
布是一根一根的丝积累起
来的。如果我现在割断，
那么以前所花的那么多精
力是白白浪费掉了。读书
是一样的，如果半途而
废，和割断织丝又有两样
呢？”乐羊子听了后感到
很惭愧，于是又重新出门
去完成学业，一连七年都
没回过家。
东施效颦
春秋时期，越国有一
位著名的美女叫西施。她
太美了，没人能比她更美
丽。可惜的是她有心痛

的
毛
病。有
一次，
他刚出
门，老
毛病又犯了。她用手捂住
胸口，紧皱着眉头。虽然
他表情痛苦，但仍然显得
那么妩媚可爱，楚楚动
人。村中有一个女孩叫东
施，长得非常难看。她看
到村里的人都夸西施皱眉
头无胸口的样子非常好
看，于是就学西施皱眉无
胸口的样子，以为漂亮。
不料他装出的那个怪相，
然人感到更恶心。人们见
到她就赶紧关上大门。

谜语
编辑：敬馨仪

1．春节第一日--字谜。
2．天上无二，合去一口，
家家都有--字谜。

5．大雨落在横山上--字
谜。

10．一口咬掉牛尾巴--字谜
11．七十二小时--字谜

6．半真半假--字谜。
12．十八乘六--字谜

3．左边加一是一千，右边
减一是一千。

7．一家十一口--字谜。
8．差一点不准--字谜。

3。任

4。也

5。雪

6。值

7。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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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

8. 淮

9. 器 10.告

11. 晶

12. 校

星光报

9．四方来合作, 贡献大一
点--字谜。

1．夫

4. --字谜4．我没有他
有，天没有地有--字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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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行星采矿
编辑：孔雪松

C E O埃里克· 施密特，谷歌

太空探索和自然
资源，为世界添
加亿万美元的财
富，这种创新的
启动,将创建一
个新的产业和一
个新的定义”
自然资源解释
道。
迪 曼 蒂斯 在
本月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
表明，采矿小行星是该公
司的主要追求。甚至航空
航天专家说，提取小行星
和近地天体的资源已不再
是科幻小说的东西。一项
研究公布在加州理工学院
喷气推进实验室技术的空
间研究的凯克研究所
（KISS）本月初结束的技

CEO拉里·佩奇，以及前微软

术，使近地小行星，挖掘

首席软件架构师和太空游

其资源可能在2025年完

客查尔斯·西蒙尼。其他的

成。据估计，第一年的小

顾问是谷歌董事会成员和

行星捕获并返回”的任务

投资者拉姆Shriram和前总

将耗资2.6亿美

统候选人的儿子，罗斯·佩

元。

罗。

由国家空间
研 究 委 员 会
（ PDF）在 2009

由 于地球天然资源的
限制，一家最新成立的公
司 ——“行星资源”盯上
了另一个来源：空间。
该公司成立于XPrize
基金会执行长迪曼蒂斯和
航空航天工程师埃里克·安
德森。其顾问名单包括导
演詹姆斯·卡梅隆，前谷歌

“行星资源”的目标是
“扩大地球的资源基地”
在太空中挖掘自然资源，
根据上周媒体报道：“我
们将覆盖两个关键领域 星光报

行星的资源提取是必不可
少的进一步空间探索和殖
民空间。虽然该公司公布
的奇迹不多，迪曼蒂斯对
福布斯的记者说，“开放
空间资源对人类至关重
要，地球被认为是“在超
市资源屑”。他说，要提
取这些资源的科学家和工
程师将需要一架飞船和足
够的能源和确认小行星的
构成。
“最终，我们要发展的
安全提取（小行星）的资
源的技术，然后让这些资
源平安返回地球。”他告
诉福布斯。“虽然在深水
域的石油和天然气采钻探
矿拥有很多约束并且还非
常复杂，”迪曼蒂斯
说，”他乐观地认为，采
矿小行星是现实的。

年由美国宇航局
的另一项研究认
为，从月球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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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院：Hunger Games
作者：李玉杰

三月二十
三 日 ， T h e
Hunger Games
出来了！大家
都 迅 速 买 了
票 ， 都 去 看
了，非常激动。这个电影
是根据由Suzanne Collins
写的The Hunger Games 小
说改编的。
在这部电影里，十六
岁的Katniss Everdeen 住
在 Panem 国家。这个国家
曾经位于北美洲，该国的
国会还控制着整个国家。
The Hunger Games 是一个

紧张又可怕的活动；来自
该国十二个区的十二岁到
十八岁的男女孩子通过彩
票被选出来去参加这项活
动。这个比赛可以持续很
长时间，直到剩下一个
人。Katniss和一个叫
Peeta 的男孩代表第十二
个区参加了这个活动。大
家准备的时候，他们学习
和练习了许多保护自己的
技能。他们学了怎么用
刀，弓箭，长矛，和别的
武器打架。他们也学了怎
么打猎，生火，找水，爬
树，和隐藏。组织这个活
动的人叫Gamemakers，他

们可以变出任何东西，包
括火和异常的狼。Katniss
跟一个叫Rue的小女孩子交
了朋友，可是她被一个人
打死了。Katniss 和Peeta
都受了伤，但是他们没有
放弃希望，都活下来了。
只有一个人能赢，但是他
们俩想一起赢或者一起
输。因为一定要有个胜利
者，他们俩都赢了。
这部电影特别动人，很
多人看着看着哭了起来。
总之，这是一部精彩好看
又久久都不能忘记的电
影。

脑筋急转弯
编辑：李美人

1. 如果有一辆车。前面坐
着明明和亮亮，后边坐
着方方和云云。请问，
这车的主人是谁？
2. 书店里买不到什么书？
3. 什么水永远用不完？
4. 什么东西有五个头，但
人不觉得它怪呢？
5. 家人问医生病人的情
况，医生只举起5个手
指，家人就哭了，是什
么原因呢？
6. 把一只鸡和一只鹅同时放
在冰山上，为什么鸡死了

鹅没死？

7. 什么英文字母让人们喜
欢听而且听的人最多？
8. 人的长寿秘诀是什么？
9. 一年四季都盛开的花是
什么花？
10. 什么地方的路最窄？
11. 太平洋的中间是什么？
12. 什么字全世界通用？
13. 两对父子去买帽子，每
人一顶，为什么只买了
三顶？
14. 铁锤锤鸡蛋为什么锤不
破？

15. 一个人被老
虎穷追不
舍，突然前
面有一条大
河，他不会游泳，但他
却过去了，为什么？
16. 世界拳击冠军却很容易
被什么击倒？
17. 有一位女士离婚数次打
一四字成语？
18. 孔子与孟子有何不同？
19. 借什么可以不还？
20.什么东西经常会来，但
却从没真正来过？

1.如果,2.遗书,3.泪水,4.手脚,5.三长两短,6.鹅是企鹅,7.ＣＤ,8.保持呼吸，不要断气,9.塑料花,10. 冤
家路窄,11.是平字,12.阿拉伯数字,13.爷爷、爸爸和儿子,14. 锤当然不会破了,15.昏过去了,16.瞌
睡,17. 前公（功）尽气(弃),18. 孔子的子在左边.孟子的子在上边,19. 借光,20.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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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同
编辑：傅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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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游泳的乌龟
摄影/文字：张艺臻
以前遇到这种天气时，我
就去小湖里游泳。

今天天气真好啊！

1
○

2
○
我还得过动物世界游泳
比赛的第一名呢！！

3
○

天啊，我还
不会游泳...

4
○

说不定他是在骗我吧，
他可能和我一样，一点
儿也不会游吧？

再向两侧划水...

我来示范一下：先
把胳膊伸出来...

5
○

6
○

老乌龟，你不会游
泳为啥不早说呢？

你为什么不下水游呢？...

哎呀，完了！一切
都完了！

嗯...我...怕水...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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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好好利用
这个机会学游
泳...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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