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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城中文学校中文写作班主办
总第9期

写作班话语
作者：张艺臻

亲爱的同学们，这一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回顾这一学
年，你们一定觉得收获不少吧：我们又长大了一岁，我们又长
高了一点儿，我们又学到了更多的知识。尤其我们写作班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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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博城演讲比赛”和“大华府中文演讲比赛决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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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优异的成绩，硕果累累。我们真是太幸运了，能在博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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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暑假马上就要开始了，祝贺各位同学们有一个愉快的
暑假。也祝那些辛勤工作的老师们有一个休闲的假日。
下学期，咱们博城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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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新闻
编辑：傅东东

中国新闻
2013年5月9日上午 抓住凶手，要求赔偿。
10时左右，在屏东县鹅 渔船2013年5月11日凌
銮鼻东南方约180海里处 晨3时15分被拖返小 琉
发 生一 起 台 湾渔 船 被菲 球 ， 发 现 弹 孔 多 达 5 2
律 宾公 务 船 开枪 射 击， 处 ， 遍 布 船 体 前 后 左
造 成一 名 船 员死 亡 ，菲 右，并确定船员洪石成
船 追 击 射 击 达 1 小 时 左 躲在渔船后方甲板下的
右 ，导 致 船 只漏 油 ，丧 船舱内被子弹穿透船舱 属以及台湾人民就这起不幸
失 动力 。 事 发后 ， 台湾 打 死 。 2 0 1 3 年 5 月 1 5 的意外死亡事件转达了他和
方 面、 大 陆 方面 都 提出 日，菲律宾总统已让代 菲律宾人民的深切遗憾与道
强 烈抗 议 ， 要求 菲 律宾 表向遇难台湾渔民的家 歉。

美国新闻
20 13 年5 月 12 日，

途 的 4 0 号 州 际 公 路 和 球大小的冰雹，可能对有关地

在俄克拉何马城和塔尔

区 域 ， 高 速 公 路 已 关 区造成很大的伤害，希望大家

萨地区附近，强大的龙

闭 。 气 象 预 报 已 经 发 注意安全。

卷风损坏了房屋和建筑

出有关龙卷风

物，目前还没有人员伤

的警报，要求

亡的报告，龙卷风以90

北到明尼苏达

英里的速度朝着东北塔

州，南至得克

尔萨移动在俄克拉何马

萨斯州保持密

城东南约35英里。国家

切关注。气象

气象局说，龙卷风“冲

预报还说，暴

刷”了国家公园，和沿

风雨夹带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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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节
编辑：敬馨仪
当 母 亲 节 这 个 主 意 在二

华盛顿州庆祝了第一个国际父亲

示感谢因为养大像我们

十世纪初出现时，自然

节。尽管随

这样调皮和不是每时每

有些人也想要一样的节

后几年父亲

刻都听话的孩子是很不

日给父亲。一个叫

节消失了一

容易的。即使今年母亲

Sonora Smart Dodd 的人

段时间，但

节已经不知不觉的过

出身在一个有六个孩子

是它又慢慢

了，希望大家明年不要

的家庭。她妈妈在生第

开 始 流 行

忘了好好报答一下妈

六个孩子的时候过世

了。以后还

妈。还有父亲节很快就

了，所以她和她的弟弟

有好几位总

要到了，不要忘了给爸

们都是父亲养大的, 她

统都支持这

爸表示养育的感谢。像

因

个节日像伍德罗·威尔逊，林登

我爸常说的“娘想儿来

此想要一个节日庆祝一个父亲

·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

路来长，儿想娘来扁担

对孩子的贡献。当时，父亲节

在生活中我们的父母为我们付出

长”，我们都应该感谢

不是很受欢迎，因为人们觉得

很多很多，不管是给我们做好吃

父母的养育之恩。

父亲没有母亲付出的多，但是

的，检查作业，带我们出去玩

对自己的父亲非常感激，

Sonora
Smart
Dodd

儿，或者是
批评我们，
教我们做家

非 常

务，他们都

想 感

是为我们的

谢 父

好而做的。

亲 ，

尽管我们觉

所 以

得他们有些

她 就

时候烦或唠

去争取附近的教会等机构的支

叨太多了，他们都是在为我们而

持 ， 终 于 在1910年6月19号 ，

操心。我们应该每天都对他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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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常识：
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
编辑：刘泽霖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
文明古国之一。在相当
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
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方
面的成就，一直保持着
世界领先的地位。在中
国有四个影响世界的发
明，统称为“四大发
明”（指南针，印刷
术，造纸术和火药)。
在指南针发明以
前，人们在茫茫大海上
航行，只能靠太阳和星
星的位置辩认方向，如
果遇上阴雨天，就会迷

失方向。是中国人发明
的指南针，帮助人们解
决了这个难题。指南针
是指示方向的仪器。早
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
发现了磁石指示南北的
特性，并根据这种特性
制成了指示方向的仪
器——司南。司南由一
把光滑磁勺和刻着方位
的铜盘组成，勺把指示
的方向是南方，勺头指
示的方向是北方。到了
宋代，人们把经过人工
磁化的指南针和方向盘
结合起来，制成了“罗

盘”。有了罗盘，
无论在什么情况
下，人们都能准确
地辨认方向了。
北宋时，指南
针已开始应用于航
海事业上。南宋
时，指南针经由阿
拉伯传道欧洲，当时
的阿拉伯人亲切地称
指南针为“水手字
眼”。
指 南 针 的 发
明，给航海事业带来
了划时代的影响，世

界航运史也由此翻开了新
的一页。明朝初期的郑和
率领船队七下西洋，15世
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麦
哲伦环绕地球航行等壮
举，都是指南针用于航海
事业的结果。

星光著名人物:谁是克里斯·洛克？
编辑：沈陶然
克里斯·洛克，
1966年生于南卡罗莱纳

Chris》里，主角的名

州。他是一位美国的喜剧

爸爸也叫朱利叶斯。这

的艾美奖，格莱美奖，和美
国喜剧奖。现在，克里斯將
会在《亚当等大人2》扮演

演员，电影演员和导演。

个电视剧是关于克里斯

库尔特·麦肯齐。

他出生后，他们就搬家到

成长的一些故事。因为

纽约布鲁克林的皇冠高

他是黑人,他上学的时候

地。他的妈妈的名字叫罗

常常被白人欺负。

莎莉,

克里斯表演了站立
喜剧后,人家都覺得他
表演得太好，太可笑
了,电影导演们就都选
克里斯在他们的电影里
当演员。他赢得了很多

他的爸爸朱利叶斯

在1988年去世了因为他的
手术没有做好。在一个克
里斯拍攝的电视剧
《Everybody

星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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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欣赏：《雪花的快乐》(徐志摩)
编辑：李美人

《雪花的快乐》
徐志摩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扬，飞扬，飞扬，——

诗人徐志摩曾写道：“诗
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
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
口里不住地唱着星月的光辉与
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
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
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深成的
一片。”如果把徐诗中《雪花
的快乐》、《再别康桥》和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个方向
吹》（以下简称《雪花》、
《康桥》、《风》）放在一
起，它们正好从这样的角度展
示了诗人写作的连续、希望与
理想追寻的深入。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雪花的快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乐》无疑是一首纯
诗。这首诗开头的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假若我是”点明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抒情主人公雪花的
飞扬，飞扬，飞扬，——
形象即诗人自己。
雪花代替诗人出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场，“翩翩的在半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
空里潇洒”。这是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被诗人意念填充的雪花，被灵
魂穿着的雪花。这是灵性的雪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花，人的精灵，他要为美而
消溶，消溶，消溶——
死。全诗借一朵雪花的言语、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行动，写出寻觅中的专注、飘
落时的欢乐，婉曲地抒发了诗
此诗写于1924年12月30日。发表于
人对心中美好事物热情、勇
1925年1月17日。
敢、执着的追求精神。诗中散
着朱砂梅清香的姑娘，不宜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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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地理解为理想中的爱人，她应
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值得回
味的是，诗人在追求美的过程丝
毫不感痛苦、绝望，恰恰相反，
他充分享受着选择的自由、热爱
的快乐。
《康桥》便是《雪花》之后
徐诗又一首杰出的纯诗。在大自
然的美色、人类的精神之乡前，
我轻轻地来，又轻轻地走，“不
带走一片云彩。”这种守护之情
完全是诗意情怀。而这又是与
《雪花》中灵魂的选择完全相
承。只当追求
和守护的梦幻
终被现实的锐
利刺破之时，
《风》才最后
敞开了“不知
道”的真相以
及“在梦的轻
波里依洄”的
无限留恋和惆
怅。
《雪花》、《康桥》和
《风》之成为徐志摩诗风的代表
作，不仅是表面语言风格的一
致，更重要的是内在灵魂气韵的
相系相连。顺着《雪花》→《康
桥》→《风》的顺序，读者可以
看到纯诗能够抵达的境界，也可
以感悟纯诗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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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科技：Xbox One
编辑：李玉杰
在 5 月 21 日 Microsoft
透露 了 即 将 到 来的新 游戏机，
Xbox One。它是游戏机第八代成
员，也会跟 SONY 的 PS4 和
Nintendo 的 Wii U直接竞争。
Xbox One 会有放 Blu-ray 盘的
能力，8 GB 内存和500GB的硬
盘。
Xbox One 会在年底上市
场。分析家预测 Xbox One 的价
钱回到达 $400。前期订单将很
快开始。
Xbox 现在不仅让用户玩游
戏了，Xbox One 也可以放电视

节目， 像 ESPN 和 CBS。这个
游戏机也有一个功能叫Kinect，
这样，用户跟系统讲话，系统就
知道用户要它干什么，Kinect
也有内建的相机和运动传感器，
可以认识每个人的动作。

说，Assassin’s
Creed
IV, Battlefield 4和Call
of Duty: Ghosts。
Xbox One是Microsoft
在2013设计的高科技的新
游戏机。你会买一个吗？

跟着新的系统，Microsoft
让大家看到新的Xbox One 游戏
控制器。这个游戏控制器有一个
全新的设计和四十个新功能。
有游戏机，没有游戏，那当
然不可以了。Xbox One要上市场
时，用户可以买到很多有名的游
戏，在 Xbox One 上玩，比如

脑筋急转弯
编辑：李玉文
1. 为什么冬天游泳比赛
的成绩总是比夏天好
得多？

2. 生与死之间是什么？
3. 专爱打听别人事的人是什
么人？
4. 1 2 3 所能组成的最大数
是多少？
5. 什么帽不能戴？

8. 吃饭的时候最扫兴的
是什么？
9. 青蛙为什么跳得比树
高？
10.爱吹牛的人最怕见
谁？

6. 人们最怕丢的是什么？
7. 世界上最深的洞是什么
洞？

1. 天气冷, 大家都急着上岸 2. 不死不活 3. 是记者 4. 3的21次方 5. 螺丝钉 6. 丢人 7. 无底
洞 8. 没做饭 9.树不能跳 10. 杀牛的人
星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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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中国菜：夏日食谱
编辑：李美人
夏日炎炎，吃什么可以消暑解渴清热祛火？看一下我给你挑选的靓汤、酸辣蓑衣黄瓜、酸
辣莴笋虾等精致凉菜供你尝试。
解暑祛湿的冬瓜薏米排骨汤
冬瓜、薏米有清热解毒，利水消炎、除烦止渴、祛湿解暑的功效。冬瓜薏米排骨汤非常清淡，
汤品很鲜，适合夏天食用。
材料：冬瓜、猪排骨、少量薏米、盐、姜、葱。
做法：
1.排骨洗净，入沸水中焯2分钟去血水，捞出冲凉水
沥干；薏米用清水浸泡15分钟。
2.冬瓜不要去皮，洗干净，连片一起切块；姜切成2
片。
3.排骨放进煲汤锅，一次性注入足量水，大火烧开
后，去浮沫、下料酒、姜片改小火煮。
4.2小时后，放冬瓜片、薏米再煮40分钟。
5.放盐调味，即可。

酸辣莴笋虾
红红绿绿的一碗小菜，酸甜适度，挑逗着人们的食欲，
鲜嫩的白虾和爽脆的莴笋配对相得益彰。
材料：食材：莴笋1根，活白虾200g，蒜2瓣，朝天椒1
只，调料：白醋2茶匙（10ml），白砂糖3茶匙（15g），盐1
茶匙（5g）
做法：
1.莴笋洗净，削去表皮和老筋，用擦丝器擦成细丝，
放入碗中，加入1／2茶匙盐拌匀，放置10分钟。
2.活白虾冲洗干净，大火烧开煮锅中的水，放入白虾汆烫2分钟，捞出放入冷开水中过凉，
沥干水分，去掉虾壳和虾头备用。
3.蒜拍碎，朝天椒切碎，放入碗中，加入白醋.白砂糖1/2茶匙盐，混合均匀制成调味汁。
4.莴笋滤出多余水分放入盘中，剥好的虾放在莴笋上，淋入调味汁即可。

星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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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辣蓑衣黄瓜
这道素菜十分容易制作又好吃又下饭，是我喜欢夏季凉菜之一。其特点是黄瓜脆嫩，香辣
微麻，有点糊辣味。
材料：黄瓜，盐，糖，醋，红油
做法：
1.黄瓜洗净，先横切片，底边不切断，再翻过来斜着切
片，同样百不切断。
2.切好的黄瓜加上盐，糖，白醋，红油拌匀即可。
小诀窍:窍门就是在黄瓜两边放根筷子，切的时候就不会断
了。

百家姓：周
编辑：刘泽霖
周姓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

当代周姓的人口已达2500

有276人，可见周姓历朝不泛

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

多万，大约占全国人口的

英才。西汉时周勃、周亚夫

氏。一般认为，黄帝的后裔迁徙

2%，在当今中国大陆姓氏排

父子名将；三国时名将周

到陕西岐山下的周原，从此称为

行榜上是名列第九位的大

喻，曾大破曹军于赤壁，且

周族。在周被秦灭后，有部分周

姓。台湾土著、瑶、东乡、

精通音乐；五代时有画家周

族人迁往江苏沛县，成为当地大

彝、布朗、白、蒙古、回、

文矩；北宋有哲学家周敦

姓。另一支据说是由于东汉末年

土家、保安、黎、

(dui)颐，词

的董卓之乱，中原人民大批东移

壮、羌、朝鲜等民族

人周邦彦；

徐州，进而南渡，其中周姓迁居

均有此姓。目前，周

南宋有词人

安徽庐江。周姓还有一支是由少

姓的分布主要集中于

周密，著有

数民族改姓而来，即北魏献帝的

湖南、四川、江苏、

《 武 林 旧

兄长原来是少数民族姓氏，北魏

湖北四省，大约占周

事》；元代

迁都洛阳后改鲜卑族姓为汉姓，

姓总人口的34%。湖南

有音韵学家

将其改为周姓。后周姓逐渐向南

一个省就占周姓总人

周德清；明

方发展，唐朝时迁往福建，四

口的10%，为周姓第一大省。

川、江西、广东等地，清朝时周

周姓在24史中单独列传的

姓迁往台湾及海外谋生。

星光报

代有画家周臣；清代有词
人、词论家周济，编有《宋
四家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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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体育场：NBA 季后赛
编辑：沈陶然
在这段时间，一些打
得很好的美国NBA球队在
竞争。这个竞争叫NBA季
后赛。NBA队分成两组。
一组是西部，另一组
半是东部。每一组只
能有八个队进季后
赛，所以总共有十六
个NBA队参加竞争。
西部的八个队是雷
霆，马刺，掘金，快
船，灰熊，勇士，湖
人，和火箭。东部的
八个队是热火，尼克
斯，步行者，篮网，
公牛，老鹰，凯尔特
人，和雄鹿。这些球
队都打得比较好的，
他们才能进入季后
赛。比赛开始了，在

西部的第一轮，雷霆打败
了火箭，灰熊打败了快
船，马刺打败了湖人，勇
士打败了掘金。在东部，
热火打
败了雄
鹿，公
牛打败
了
篮
网，尼
克斯打
败了凯
尔
特
人，步
行者打
败了老
鹰。只
剩下八
个
队
了，因为雷霆的一位很重

要的球员拉塞尔 - 威斯
布鲁克（Russell Westbrook）受伤了，灰熊在
第二轮把雷霆给打败
了。在另外两个西部的
队里，马刺打败了勇
士。在美国的东部里，
热火打败了公牛。步行
者和尼克斯现在还在
比。第三轮的西部会是
灰熊和马刺比。东部会
是热火和尼克斯或者是
步行者比。第三轮的胜
利者会是西部或者是东
部的第一队。最后，这
两个留下的队会最后决
赛。赢的队就会变成
NBA季后赛2013 年的胜
利者。你觉得谁会当冠
军？

西部：

东部：

雷霆-Oklahoma City Thunder

热火-Miami Heat

马刺-San Antonio Spurs

尼克斯-New York Knicks

掘金-Denver Nuggets

步行者-Indiana Pacers

快船-Los Angeles Clippers

篮网-Brooklyn Nets

灰熊-Memphis Grizzlies

公牛-Chicago Bulls

勇士-Golden State Warriors

老鹰-Atlanta Hawks

湖人-Los Angeles Lakers

凯尔特人-Boston Celtics

火箭-Houston Rockets

雄鹿-Milwaukee Bucks

星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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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电影院：Life of Pi（少年Pi奇幻漂流）
编辑：李玉杰
Life of Pi是一个2012年美国

希望他会游泳。爸爸就给儿子起

打翻了，只有Pi活着 ， 他 赶 快

冒险戏剧电影，这部电影基于

个名子，Piscine Molitor, 法国最

爬上救生船，可是船上已经有

Yann Martel 2001年写的小说

有名的游泳池。

个斑马，鬣狗和

Life of Pi，电影的导演是Ang

Piscine到了小学，别

一个猩猩，这些

Lee， 改 编 剧 本 是 由David

的孩子总把他的名

动物很难接受它

Magee做 成 的 。 这 部 影 片 的 影

字说成

“pissing”,

们要跟人类分享

星包括David Magee, Suraj Shar-

他就把他的名字变

一艘救生船，突

ma, Irrfan Khan, Rafe Spall,

成Pi.

Pi有一个很好

然一个老虎也爬

Gerard Depardieu, Tabu和Adil

的家庭，爸爸妈妈

上船了 ，Pi可 惊

Hussain。 电影首映2012年9月

和一个哥哥。从小Pi

呆了。猎狗慢慢

28日 ， 在 第 五 十 届 纽 约 电 影

对他爸爸在动物园

的咬死了猩猩和

养的动物很感兴

斑，最后老虎咬

节。
这部电影讲述一位小说家

趣。有一次他刚要给凶猛梦的老

死了猎狗，只剩下老虎和Pi，Pi

撰写的一个中年印度移民的故

虎（Richard Parker）喂食，爸爸

要想办法跟老虎共同生活，寻

事，他现在生活在加拿大。这

把它拽走。爸爸说人跟动物永远

找救援。

位中年印度移民叫Pi Patel。Pi

不会当朋友，Pi需要非常小心。

告诉了小说家，他有一个特别

这部电影成为一个巨大的成

Pi十六岁时候，爸爸打算把

功 ， 全 国 各 地 收 入 超 过

全家搬到加拿大去继续生活。全

$600,000,000，在85th Academy

家和爸爸的各种各样的动物乘船

Awards 获得了十一个提名，包

Pi先跟小说家解释他的名字

从印度到加拿大。路程当中，海

括“Best Picture”。请欣赏这部

是怎么来的。从小，他的爸爸

上爆发了巨大的风暴，一下把船

电影！

有趣的故事，也会让你信上
帝。

星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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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故事
编辑：李玉文
打草惊蛇的故事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名叫王
鲁的人，他在衙门做官的时候，
常常接受贿赂、不遵守法规。有
一天，有人递了一张状纸到衙
门，控告王鲁的部下违法、接受
贿 赂。王鲁一看，状纸上所写的
各种罪状，和他自己平日的违法
行为一模一样。王鲁一边看着状
纸，一边发着
抖：“这...
这不是在说我
吗？”
王鲁愈看
愈害怕，都忘
状纸要怎么
批，居然在状
纸上写下了八个大字：“汝虽打
草，吾蛇惊。”意思就是说你这
样做，目的是为了打地上的草，
但我就像是躲在草里面的蛇一
样，可是被大大的吓了一跳了！
后来，大家就根据王鲁所写
的八个字“汝虽打草，吾已蛇
惊”，引伸为“打草惊蛇”这句
成语。

唇亡齿寒的故事
春秋时候，晋献公想要扩充
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就找借口说
邻近的虢国经常侵犯晋国的边
境，要派兵灭了虢国。可是在晋
国和虢国之间隔着一个虞 国，讨
伐虢国必须经过虞地。“怎样才
星光报
星光报

能顺利通过虞国呢？”晋献公问手
下的大臣。大夫荀息说：“虞国国
君是个目光短浅、贪图小利的人，
只要我们送他价值连城 的美玉和
宝马，他不会不答应借道的。”晋
献公一听有点舍不得，荀息看出了
晋献公的心思，就说：“虞虢两国
是唇齿相依的近邻，虢国灭了，虞
国也不能独存，您 的美玉宝马不
过是暂时
存放在虞
公那里罢
了。”晋
献公采纳
了荀息的
计策。
虞国国君
见到这两
们珍贵的礼物，顿时心花怒放，听
到荀息说要借道虞国之事时，当时
就满口答应下来。虞国大夫宫之奇
听说后，赶快阻止道：“不行，
不行，虞国和虢国是唇齿相依的近
邻，我们两个小国相互依存，有事
可以自彼帮助，万一虢国灭了，我
们虞国也就难保了。俗话说：‘唇
亡齿寒’，没有嘴唇，牙齿 也保
不住啊！借道给晋国万万使不
得。”虞公说：“人家晋国是大
国，现在特意送来美玉宝马和咱们
交朋友，难道咱们借条道路让他们
走走都不行吗？”宫之奇连声 叹
气，知道虞国离灭亡的日子不远
了，于是就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虞
国。
Issue9
Issue9

果然，晋国军队借道虞
国，消灭了虢国，随后又把
亲自迎接晋军的虞公抓住，
灭了虞国。 故事出自《左传
·僖公五年》。成语“唇亡
齿寒”，比喻双方关系密
切，相互依存。

恶贯满盈的故事
商朝末年，商纣王暴虐
无道，激起老百姓极大的愤
慨，就连诸侯们也看不过，
认为他不像一个治国之君。
当时有一个诸侯叫姬昌，他
主张实施仁政，反对纣王 的
暴政，纣王便把他抓了起
来。后来他的儿子姬发即
位，便联合诸侯起兵讨伐商
纣，大军渡过黄河，向商都
进发，在牧野这个地方与纣
王的军队交战，打了一场大
仗。由于姬发所率的是仁义
之师，深得老百姓的欢迎，
百姓因而给予了很大的支
持，而老百姓对纣王的军队
却是深恶痛绝的，结果纣王
打了大败仗，最后自焚而
死， 商朝也灭亡了。
姬发领兵进攻纣王之
前，曾对全军发表誓言，列
举了商纣的种种罪行，说商
纣所做的坏事巳经到头了，
他罪大恶极，应该受到惩
罚。号召大家齐心协力，为
民除害。
12

我们自己的文章
—写作班学生作文选登

最近，就枪的问题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
我们写作班的同学也有自己的看法。不
信，您就瞧瞧！

星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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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减少枪击案其实并不难
沈陶然

众所周知，美国的第

便便的没

保证没有一个无

二次修正案规定，美国人

收枪支和

辜的人会被杀

可以合法拥有枪支。可是

子弹。但

死，又可以让专

因为谁都可以随随便便的

是，假如

业枪手高兴。虽

买枪，去年发生了16次大

政府对子弹征收很高的

然小规模的枪杀永远都会

规模射杀。虽然政府清楚

税，让子弹变得很贵的

有，但大规模枪杀案肯定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把

话，谁还想多买啊？

会减少。

枪完全处理掉想法是不可

为此我提议：第一，

我们不妨想一想，在

能的。而如果让政府增加

政府对把杀伤力强的子弹

康涅狄格和在科罗拉多州

一些对于枪支的管制法规

征收更高的税，对杀伤力

的枪杀案用了多少子弹？

是可能的。

弱的子弹的税率可以低一

花这么多钱买子弹，还不

政府曾经规定，如果

些。第二，卖给美国的军

如买一辆新车呢！比如在

要买枪的话，必须得等五

方用的子弹可以免税。第

康涅狄格，枪手用的是一

天。而且政府不允许普通

三，给有执照的组织或个

把Bushmaster xm15的枪和

公民买杀伤力非常强的

人征的税收少一点，而对

223 Remington的子弹。现

枪。这些法律都不起什么

没有执照的人买的子弹时

在这种子弹的价格一元一

作用，因为还是有很多人

收非常高的税。如果国会

发，一百四十发就是一百

被枪打死。另一个问题

制定一个法律包括这四点

四十块。如果价钱贵五百

是，如果法律对枪支控制

的话，想杀人的人要买子

倍的话，枪手就需要支付7

太严格的话，喜欢枪的人

弹就会变得更加困难。这

万块钱，谁买得起呀？

就会不高兴。

样，比较穷的地方发生枪

前几天，我突然有一

区还想在晚上睡一个好

个想法。你们想一想，要

尽管我知道，增加这

觉；如果你们想让马路上

伤人至少需要两样东西，

条法律会有很大的作用，

的杀手更少的话，就赶紧

一是枪，二是子弹。我们

但是枪杀永远都会有的。

让国会制定一个包括上述

已经知道政府不可能随随

不可能有一条法律既可以

四个条件的法律吧！

星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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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的概率会大大降低。

如果你们住在危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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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民间控枪的建议
刘泽霖

2012年12月14日，在

怎么样能不把这些人惹

间没收民间的每一颗能杀

美国康州的一个小镇上，

火，也把枪杀无辜控制住

人的子弹。要是在没收期

一个持枪的天才高中学生

呢？

之后发现子弹，就按犯法

亚当兰扎杀死母亲后，冲

很多拥有枪的人都希

惩罚。没收完毕后，就开

进一所小学，打死了20位

望用枪支来保护自己。他

始卖非致命子弹。要是有

小学生和6-教师。凶手最

们本不希望打死侵犯自己

人买子弹的话，要在子弹

后自杀。这件事震惊了全

的人，只是想要保护自

上印一个条形码，每一个

世界，也促使美国总统奥

己。还有，杀人的不是枪

条形码都对应于他的有效

巴马提出禁枪的法令。这

本身，而是子弹。所以，

这证件号码。这样可以知

是因为美国的枪击案年年

要控制枪杀案，就必须要

道每一个人买了多少子

增多。据估计，美国大约

控制子弹。我认为，控制

弹，也可以知道谁发射了

有2.5亿人有枪。这2.5亿

枪的新办法是把致命子弹

子弹。政府也应该限制每

支枪随时都可以杀死无数

换成非致命子弹，像麻醉

一个有枪的人拥有子弹数

个无辜的生命。但是美国

弹。要是把麻醉弹做成让

量的，例如，每年只能卖

拥有枪支的人势力太大，

人昏迷两个小时的话，就

10发子弹等等。这样，可

他们提出了抗议。民间枪

足以自卫了。要实行这个

以控制子弹的数量。控制

支 拥

计

子弹数量，就可以减少凶

有 者

划

手先用枪把人打晕，然后

认 为

比

再用刀或者别的武器打死

美 国

较

人的情况。

法 律

容

允 许

枪的建议。要是按照这个

他 们

办法执行，就能有效地控

拥 有

制和减少枪杀无辜的案

枪支和别的武器。所以，
星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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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关于民间控

易。首先，用三个月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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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子弹不再乱飞！
李美人

2012年的圣诞前夕，震惊世 的，枪文化已经深深地印在美国

美国的枪击事件，给我们深

界的美国校园枪击案爆发了，这 人的脑海里，整合进民众的基因 深地上了一课，我们应该提高警
是美国历史上针对少年儿童最血 中，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
腥的一次袭击，也是美国最严重

惕，校园安全成为了我们更加关

一直以来，美国都是一个优 注的焦点。保护校园安全成为了

的校园枪击事件之一。这是一个 秀、崇尚自由的民主法制国家， 管理者的责任，关注学生的生命
年轻的极端分子要报复社会或某 尊重人权，把保护公民基本权利 健康越来越重要，尤其是要加强
人的无耻之作。20名学生和6名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此外，美国 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从思想
老师不幸遇难，其景惨不忍睹， 宪法专门规定了对公民持枪自由 上杜绝各种不良行为的发生。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非常沉 的保护。可见立法上并没有对控

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共同

重。看着那一张张稚嫩的脸庞的 枪行为的限制，反而鼓励公民持 维护社会的正义和安定。真心地
照片，我不禁要质问：面对这些 枪，这是公民宪法上的权利，任 希望我们能身心健康地成长，真
手无缚鸡之力、年龄只有六、七 何人都无权剥得。这种从法治上 心地希望天下不再发生类似的惨
岁不的小学生，当他们哭着，喊 就没有解决掉的问题，成为了犯 案，真心地祝愿逝者在天堂心灵
着叔叔，希望不要伤害他们时， 罪分子肆意猖狂的有利武器。
你怎么就可以狠下心来剥夺他们

美国枪支泛滥已成事实，由

得到安宁。
让子弹不再乱飞！

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你怎么 枪 支 带 来 的 血
可以呢？如果他们是你自己的孩 案 一 案 接 着 一
子，你也会如此吗？

案，这也是事

20名小学生和6名成人遇难 实 ， 这 与 他 们
是不幸的。美国，这样一个民主 时 时 刻 刻 呼 喊
自由的国家，为什么会频频出现 的 民 主 、 人 权
枪击暴力犯罪事件？这是美国的 的 口 号 不 是 完
悲伤，也是我们所要思考的：立 全背离吗？当20
法制度的不完善应该是导致美国 多 个 老 师 、 孩 子
枪支暴力犯罪高发的最根本的原 的 鲜 血 写 就 一 个
因。可是在美国，禁枪是不可能
星光报
星光报

国家的悲哀时，我们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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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的管理
张艺臻

2012年7月20日 ，The

支的犯罪。

Dark Knight Rises 成为了十

政府需要对买卖枪的人

已经有枪的人，必须要

二位人一生看到的最后的

进行更严格的规则。大约

从新登记他们的枪。为了

57%的犯罪有关的枪，都是

让政府对他们做背景调

日，二十六位人死在Sandy

从不到1%的枪店买到的。

查。并且每年要交枪支管

Hook小学，其中二十位是

这就代表美国的一些枪店

理费。一旦查到，没交管

孩子。去年在美国发生了

没有好好遵守买卖枪的法

理费或没有从新登记枪的

两个大型枪击案。人类从

律。因此美国政府需要加

人，立即没收枪支，并给

1364就 开 始 使 使 用 枪了 。

强管理，调查和审核卖枪

予处罚。

枪的历史不仅悠久也对历

的商店。

一 部 电 影 。2012年12月14

史有不可想像的影响。在
美国大约有50%的家庭拥有
枪支，

大约有1.7亿-2.3亿

枪 支 登 记 在8000万 私 人 名

为了执行这个法律，政

为了执行政府需要对持

府也会能够增加更多的职

枪人有定期的精神和背景

位。因此也会帮助现在的

调查，以及和可能接触到

经济危机。 虽然政府也会

枪的

需要花更多钱，但是买枪

家人

时的管理费和手续费会增

和朋

加，又加上有枪的人需要

友进

每年给政府交管理费。要

行调

求拥有枪的人定期做精神

查。

上的调查也会增加精神科

因为

医生。通过完善管理和有

最近所有的枪击案都是有

效的措施， 我们不仅能禁

精神病人或精神不平衡的

止或减少枪的犯罪，还能

人做的。政府还要严格规

对现在的经济发展有好

定管理枪的方式。并且也

处。

下。因
此，我
们很难
在美国
禁止私
人拥有
枪支。
可是，政府必须要对买，
卖和使用枪有更严格严密
的法律。犯罪是无可避免
的，但是我们可以减少枪
星光报
星光报

要有定期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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