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星光报 

总第15期， Issue 15 

2016年6月 

博城中文学校中文写作班  

指导老师： 孙殿涛 

主编 (Editor in Chief)：孔德人 （Kevin Kong） 

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李玉文 (Winston Li) 

 

编辑 (Editorial Staff) 

刘小平 (Bobby Diaz) 

张恩德 (Andrew Chang) 

  



2 

我知道 夏天來了       我知道 夏天來了  

不信 你看         不信 你看  

夏天的微笑正洋溢在彩蝶漂亮的翅膀上   夏天的微笑正綻放在夏天耀眼的光芒里 

 

我知道 夏天來了       我知道 夏天來了   

不信 你看         不信 你看  

夏天的微笑正活躍在那陣青蛙的歌唱中   夏天的微笑正沁在那片晶瑩的雨珠簾下 

 

   只要你相信 瞧 夏天正在透明的雲中對你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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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城中文学校参加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获得全面丰收 
 就在孩子们期盼已久的漫长暑假即将来临之际，从中国传来喜讯，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七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

中，由博城中文学校选送的九篇作文分获本次大赛的两个一等奖、三个二等奖和四个三等奖，因此，用全面丰收来形容毫不

过分。 

  这些获奖作文是该校学生近年来在博城中文学校学习中文，运用中文方面的一个集中展示。尽管他们有的已经毕

业，或是刚刚离开博城，但这些佳作应该视为他们在博城学习期间一份出色的答卷。同时，也是今年博城建校四十年庆典收

到的一份特别礼物。 

  这些作文体裁多样，题材广泛，既有记叙文、也有论说文和游记。孩子们用自己独特的视角，丰富的情感和妙趣横

生的语言，生动地描写了我们周围精彩的世界，以及或感人，或有趣的故事。像张艺臻同学的《吃辣椒》和敬馨仪同学的

《说说川菜那点事儿》，用幽默风趣的语言讲述了自己“献身”辣椒世界的麻辣经历；像傅东东同学的《妈妈哭了》讲述了

妈妈第一次（他见到的）哭泣的情景，以及泪水背后的动人故事；像李美人同学的《妈妈，爸爸，听我说句心里话》则是她

第一次面对父母敞开心扉，完整地表达了自己对他们养育之恩，教育之德的深切感谢；像刘泽霖同学的《论孝道》在品味中

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同时，讲述了当今世界“孝道”的力量以及传承孝道的必要性；像李思雅同学的《我的钢琴老师多丽丝.

马丁利》则用细腻的语言，讲述了她与多丽丝.马丁利老师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老师不仅教她如何弹琴，也教她如何做

人；张恩德同学的《 胜负之间》通过一次跌宕起伏的比赛，让他体验了一场从地上到天上，过山车般的难忘经历，也使他

懂得了应该坦然面对胜负，坦然面对人生的正确态度；郭玥彤同学的《我的妹妹》则用质朴的语言和真实的情感经历，描写

了当小妹妹降临人间，自己从兴奋到失落，从愤满到不舍的心路历程；孔德人同学的《峨嵋山的猴子》通过他与峨嵋山猴子

的一段故事，描写了世间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理想状态。 

 据悉，上述作文将被编入大赛获奖作品集《风吹过的流年》，而且所有获奖作者都将被邀请参加将于今年7月在北京

隆重举办的颁奖大会，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获奖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在此，让我们对博城中文学校所有获奖学生表示由衷地感谢，并祝愿他们未来在学习中文，使用中文，传播中国文

化等方面取得更大进步。（孙殿涛  供稿） 

           博城中文学校获奖学生及作品： 

         一等奖： 张艺臻《吃辣椒》 

                  刘泽霖《 论“孝道”》 

         二等奖： 敬馨仪《说说川菜那点事儿》 

                  张恩德《胜负之间》  

                  孔德人《峨眉山的猴子》 

       三等奖：  李美人《 妈妈爸爸，请听我说句心里话》 

                  傅东东 《妈妈哭了》  

                  李思雅《我的钢琴老师多丽丝.马丁利》   

                  郭玥彤《我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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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故事—— 孔德人编辑 

沙滩赛跑 

 从前，有一只蜥蜴，名叫拉多。它生活在海边的沙滩上，日子过得十

分美好。拉多爬行的速度可是沙滩数一数二的。但是拉多却总爱嘲笑别人的

缺点，所以，大家都不怎么喜欢它。 

 一天下午，拉多在沙滩散步时，捡到一个鹅卵石。鹅卵石非常漂亮，

上面有许许多多的花纹，每种花纹有不同的颜色，五彩缤纷。它想：这个鹅

卵石真漂亮啊!把它作为奖品也不错，正巧，一只小螃蟹路过这里，拉多跑

过去，问小螃蟹：“你叫什么名字?”小螃蟹说：“你好!我叫西卡。”“什

么!西卡?好可笑的名字!还有，还有，你刚才路过这里时，爬得好慢!对了，

我叫拉多，看，我的名字比你好听得多吧!”“请你不要嘲笑我!”“想让我

不要嘲笑你的话，那我们明天上午就要赛跑，奖品是个很漂亮的鹅卵石。”

“好呀!比就比!”回到家，拉多喜出望外地想：这个鹅卵石一定非我莫属! 

 第二天上午，许多动物都闻讯赶来，观看这场激烈的比赛。观众争先

恐后地坐到第一排的位子上，一个个兴奋得不得了。 

 裁判员海鸥美娜一按发令枪，顿时，观众席鸦雀无声，两位参赛选手

像风一般飞过去了。拉多就遥遥领先，它回头一望，连西卡的人影也没看

见。它想：西卡爬得可真慢呀!那我也慢慢爬，反正它又追不上我。于是，

它像只蜗牛一样走着，头也东张西望的。拉多再一次回头一望，仍然没有看

见西卡，接着，它躺在一棵椰子树旁，睡着了。 

 拉多醒来，已经是晚上了，沙滩上只有它一个人。忽然，拉多看见身

旁有张纸条，上面写着大大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看见纸条

上的字，拉多哇哇大哭起来。 

 从此，拉多改掉了它的缺点，变成了一只人见人爱的蜥蜴。 

http://www.263y.com/xiaoxue/sannianji/294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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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作文—中文写作班 

马里兰的四季 

李玉文 

    我们知道，每年都会有四个季节。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各有特点，也都有各自的

优点和缺点。 

    秋天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季节了。在马里兰的秋天里，气温变得很舒服，天气不

热也不冷。可也有几天天气会乱乱的，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雪。到了天气好的时

候，我最喜欢去钓鱼。赶上星期六，我会从早上钓到中午，这时到处都很安静，也

没太多苍蝇和昆虫打扰。但秋天也有麻烦，比如我要很早起床，不能多睡一个小

时。 

    冬天，天气变寒冷，不穿厚衣服就会被冻死。冬天我最喜欢去山上滑雪。第一

次去有点害怕，可是学了一会，就发现可好玩儿了。冬天常常下雪，会给你带来许

多麻烦，比如铲雪。今年一月就下了几英尺的雪，花了好多时间才把车道铲了，同

时造成一个星期不上学。可如果一年不下雪，你会感觉更麻烦。 

    很多人觉得春天是最好的季节，可我不同意。因为每当春天来了，我就开始有

过敏，鼻子闷，很麻烦，吃药也没用，花粉太厉害了。 

    春天的天气也有很多问题，一会儿气候宜人的，一会儿又热得要死，一会儿晴

空万里，一会儿又大雨倾盆。春天也会带来家人最不喜欢的东西——杂草。春天一

到，前后院儿满是杂草，而且像疯了一样长，拔也拔不完。 

    夏天，暑假终于到了，可是天气好热啊。在夏天，我最喜欢做我自己的事。暑

假给了我好多时间。我也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夏令银。在那里，可以结识好多新朋

友，做好多好玩儿的活动。可夏天的苍蝇、蚊子非常烦人。一出去，苍蝇、蚊子就

追着你，回家后，你会觉得整个身体都痒痒的。 

    在马里兰州生活的时间长了，就会喜欢上这里。因为这的四季分明，而且简单

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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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四季 

刘小平 

 

    我见过24个华盛顿的四季，从冬到夏，从春到秋。 

冬天的时候，又黑又冷，天也很短，一般情况下下午5点太阳就不见了，要等到

第二天早晨才能再见到它。华盛顿的冬天很冷，有时冷得滴水成冰。我在华盛顿生

活了12年，每年都会下雪，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大雪。我们经常会因为下雪而停课，

因为路上很危险。不上学的时候，大家就在屋外滑雪、堆雪人。冬天的时候，我们

会赶上圣诞节和冬假，我们有两个星期不上学，专门去感受节日的快乐。 

到了春天，华盛顿的天气开始转暖，而且天越来越长。美丽的春天随身带来无

数的花粉，让很多人为此而过敏。春天的时候，大树开始长叶子，花也开了，草也

绿了，小鸟不停地唱歌……春天的时候，世界就像是披上了一件绿衣服，到处生机

勃勃。大家纷纷穿起球队的衣服去参加各种比赛，时时飘起的小雨让人们感到很舒

服，同时对随之而来的春假充满期待。 

夏天来了，天气变得很长，热得要命，学生们盼望已久的暑假开始了。大家一

起去游泳、钓鱼、划船。人们也经常互相串门。夏天的时候，菜园子里长满了新鲜

的水果和蔬菜，让人看着眼馋。夏天经常下雨，但雨水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很多

人会用水去浇草，不然它们会被晒死。 

秋天，树上的叶子开始慢慢变成黄、红和橙色，分外美丽。这是天气逐渐变

凉，大家开始穿起秋装。新的学期开始了，树上的水果已经不见了，很多人自己把

院子里的落叶收拾干净，游泳池也关了。到了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家人很去很远的

地方与亲人见面，一起吃个愉快的晚餐。 

我非常喜欢夏天，因为夏天不仅是我的生日，而且正赶上暑假，不用去上学。

我可以去见我非常想念的姥姥姥爷，以及爷爷奶奶。我见过很多华盛顿的四季，希

望有机会能够感受其他地方的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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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马州四季 

张恩得 
 

    我居住的马里兰州，一年四季分明，各有特点。 

    春天，花开的很旺盛，并且所有的花草树叶都好像从冬天活过来一样。

原本看起来是棕色的森林到了春天又变成绿油油的了。鸟也开始唱歌，松鼠

也开始到处跑来跑去。 

    夏天，天气开始变暖。每天平均气温都在华氏80°以上。在我家后面的

森林道路上有很多人在走路，或是跑步，甚至还有很多人骑脚踏车。在我家

后面的森林公园旁边，有很多人在打篮球，网球和踢足球。 

    秋天，所有的树叶都会开始变色，有红色、黄色、橘色等等。这时候，

气候会转凉，大约都保持在65°左右。有许多爱好摄影的人会在我家附近的

公园里拍照，用各式各样的角度把秋天的景色记录下来。 

    冬天，这里会下雪，天气也会变的比较寒冷。有时候，雪会高到2-3英

尺。但是，偶尔冬天的天气也会回暖。我记得去年冬天，一直到十二月中

旬，都还很暖和。每到冬天，我喜欢去滑雪，做大的雪堡和打雪仗。 

    我喜欢马里兰州，因为这里一年四季分明，既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

每个不同的季节我都可以做不同的户外活动。而且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

色，每个季节各有各的美景。等将来长大了，我还会选择住在马里兰。 



8 

孔
德
人
编
辑 

孟姓 

 中国的孟氏，发源于春秋的鲁国公族。鲁国的开国君主是周公

旦的长子伯禽，周公旦是周武王之弟，那么孟氏应该是周文王的姬姓

子孙。  

孟姓的得姓始祖是鲁桓公的庶子庆父。庆父是个品行极坏的人，与其

嫂、鲁庄公夫人哀姜私通；因哀姜没有子嗣，他与哀姜密谋，欲立哀

姜妹妹叔姜所生之子子开为鲁君继承人。庄公死后，其小弟季友按照

庄公的意愿立庄公之子开，就是缗公。后来，庆父又派人杀死缗公，

欲自立。因此，鲁国人非常恨他，都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庆

父非常害怕，逃到莒国。季友用贿赂求莒送归庆父，庆父在归国途中

自杀。这时任鲁相的季友，让庆父的儿子公孙敖继承庆父的禄位。因

庆父在庶子中排行老大，而"孟"字在兄弟排行次序里代表最大的；又

为避讳弑君之罪，所以，庆父的子孙改称孟孙氏。后来，孟孙氏又简

化为孟氏。庆父欺君，其子孙改姓，都发生在鲁国，鲁国建都于曲阜

（今属山东），所以这支孟姓出自山东。  

另外，春秋时期的卫国，也曾出现过一支孟氏。卫国，是周武王的少

弟康叔所建，位置大约在今天黄河流域的河南、河北一带。这一支孟

氏的始祖是卫灵公之兄孟絷，子孙以王父字为氏而姓了孟，这样推溯

起来，其始祖同样是周文王。换句话说，这两支孟氏分别起源于山东

和河南两地；鲁国孟氏的始祖是周公，河南卫国孟氏的始祖是康叔，

而周公与康叔是周文王之子，所以，天下的孟姓人士统统是一家。  

 孟姓最著名的人物是孟子。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县（今山东

邹县东南）人，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有"亚圣"的

称号。他的学说对后来宋儒有很大影响。战国时还有墨家巨子孟胜，

以及传说能够"生拔牛角"的勇士孟赍。西汉有今文易学"孟氏学"的开

创者孟喜。东汉是有对丈夫"举案齐眉"的孟光。  

三国时，吴国有事母至孝、"哭竹生笋"的孟宗，蜀汉有彝族首领孟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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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城 2016 毕业生感言 

左起：教务长张人姝老师、李得奇的妈妈、李得奇、黄河、李得奇的爸爸、何颖儿、校长张亚东、 

蒋凯文、蒋凯文的妈妈、王晓鹂老师、蒋凯文的爸爸、符同和的妈妈、孙殿涛老师、符同和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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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的中国人  

博城中文学校十二年级 蒋凯文  

 大家好！我是蒋凯文，我把自己定义为一名中国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十三亿人像

我一样说中文，我为此而感到骄傲!  

 是什么让中文的学习如此重要呢？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情。就我个人而言，

中文的口语和理解尤为重要, 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与我的父母和同学讲中文，尤其是每年回中国看望家人和

朋友的时候。  

 在我过去学习中文的这十三年中，因为各种原因，我去过很多个中文学校，比如：盖城中文学校、

洛城中文学校、阿灵顿中文学校，最后，我来到了博城中文学校。每个中文学校都有他们的独特之处。在

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帮助，为此，我非常感谢每个教过我的老师。   

 我在博城中文学校学习的时间最长，也受益最多。博诚中文学校的班级相对较小，所以老师和学生

之间的关系更友好，学生也能学得更好。博城中文学校的活动也很多，比如每年的运动会、讲故事大赛、

学生会的评选和校刊的编辑等，而这些是很多中文学校没有的。我在博城中文学校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让我对自己身份的定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认为，博城中文学校不仅仅教会了我们中文，更让我们成为了能够掌握至少两门语言的高级学

生，要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说两门或者三门语言的。中国文化有她的很多长处，比如，对家庭和教育的

重视和对老人和孩子的关心。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让中国变得更好，而中文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

语言交流能力，会对我们的未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虽然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各种课外活动，比如童子军的周末野外露营，每天的网球训练和比赛，还

有担任小孩子的家教等工作，让我不能经常按时来中文学校学习，但并不妨碍中文学习已经成为了我生活

的一部分，因为它不仅增加了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让我对自己身份的定位有了更深的体会，让我为自

己是一名中国人而骄傲。  

 

 Hi! My name is Kaiwen Jiang and I define myself as a Chinese person. I believe that one of my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is 

the speak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even though there are 1.28 billion people like me.   

 What makes learning Chinese so important is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to every aspect and interaction in our everyday lives. Person-

ally, I have to speak Chinese almost every day with my parents and fellow students, especially during my annual trips to China to visit 

family and friends.   

 One of the many great resources that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learning is our very school, bo cheng zhong wen xue xiao. 

Bo cheng zhong wen wue xiao’s teachers help shape a child’s language development to reflect the identity, values, and experiences of 

their family and community. The cultural, warm and friendly school helps encourage students to expand their language base while making 

new friends. The communication skills that Bo Cheng zhong wen xue xiao provides early in life will be the foundation for we student’s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for the future. Strong language skills are an asset that will promote a lifetime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Personally, I was not able to attend Chinese school as much as I wanted due to Boy Scout campouts, Tennis matches and my job. 

However, my days spent in Chinese School have expanded not only my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 but my very own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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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习感言  
 

博城中文学校十二年级 李得奇  
  

 时间过得真快，作为一名博城中文学校十二年级的学生，马上我就要毕业

了！  

 我出生在美国，从小在家和爸爸、妈妈说中文。妈妈给我讲中文故事，让我看

中文图画书。我还记得，那时候我非常喜欢《西游记》里的唐僧、孙悟空和猪八

戒，还有《三毛流浪记》的故事。都说习惯成自然，因为我一直在家说中文，所以

听、说中文对我来说并不是很困难 

  我从六岁开始，就在博城中文学校学习中文，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在这十

年里，有些同学相继离开了，但我一直坚持了下来，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正是因为

我会中文，每次回中国，我都更能和周围的人很好地交流，去商店买东西，我会砍

价。去饭店吃饭，可以自己点菜  

 在博城中文学校，我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也交了几个很好的朋友。在博城，我

学会了打羽毛球，参加中文学校的运动会、演讲比赛和春节晚会。  

     马上就要离开博城了，我要感谢学校的每一位老师，是他们帮助我们坚持学习

中文，并且让我们了解了很多有关中国的知识。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是他们

十年来风雨无阻地带我去中文学校，帮助我完成作业和准备演讲。  

 我很高兴，我终于要从中文学校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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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YBB之旅 

博城中文学校十二年级 黄河 

 去年暑假，我的父母经过一番研究，找到了一个夏天去中国农村教贫困儿童

的机会。通过这个活动, 我可以得到150小时的实习时间，但我一半的暑假就得泡

在中国农村。说实话，对此我不是那么高兴，总希望自己的暑假生活应该更有趣一

些吧。 

 不管我怎么想，这次旅行活动还是如期开始了。 

 当我们赶到甘肃省刘集时，已经是晚上，四处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清，疲

倦的我就像是睡在了一间万圣节的鬼屋。 

 第一天来到教室，孩子们的掌声把我炸醒。他们的笑容那么真实，但也发现

我们之间的思维差距那么大。他们可能习惯了严格的老师，而在我们这些好老师面

前，他们变得什么也不听。但是，我们一起玩的时候都很好玩。因为我会说中文，

所以可以更好的和他们交流和教学。 

 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我的学生们从害羞不说话，到自己大声

说话，我们边玩边学，逐渐成了好朋友。 

 虽然这些学生每天要走很远的山路来上课，但脸上总是露出美丽的笑容。与

他们相比，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幸运了，这样的经历也让我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 

 如果我这几年没学中文，根本就得不到这些好玩而难忘的机会。今年暑假，

我决定再回刘集，我真高兴又能见到那些可爱的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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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学习中文的？  

博城中文学校十二年级 何颖儿  

  

 在世界上, 中文基本上是最难学的语言。很多人相信这是因为

中文比较复杂，但我认为，如果人们能把时间和精力用来集中学中

文，他们就不会再认为中文难学了。  

 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要去工作，由爷爷、奶奶照顾我和哥

哥。爷爷奶奶不会讲英文，他们每天只能跟我们讲中文，所以我也只

能跟着他们讲中文。后来，妈妈买了一张拼音海报让我跟着学拼音，

爸爸每个星期都会考考我的拼音。那时候，有一半拼音的音调我都发

不准，爸爸常常为此而生气，因此只要爸爸考我拼音，我就感到像受

刑。尽管如此，最后我还是学会了拼音。  

 在我五岁那年，妈妈每个星期天都会送我去中文学校系统学习

中文。那时候，我非常调皮，上课不专心，又不专心做功课，所以中

文学的不好。后来，我发现自己和爷爷、奶奶的交流开始有困难了，

我经常不能用中文准确地表达我的意思，心里非常着急。我很后悔自

己没有集中精力学中文。后来，我开始努力，中文水平也有了很大的

进步。现在我已经非常明白学好中文的重要意义，它不仅能让我和家

人和其他中国人有更好的交流，同时对自己未来的发展也有特别大的

帮助。同时更理解爸爸妈妈当初为什么希望我学好中文了，但要学好

中文的确需要花很多时间，但是我会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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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今后的收获而学习中文 

博城中文学校十二年级 符同和 

 

 我是八年级才来到博城中文学校的，那以前，我只去上中文学校的画画课。在我美国学校

的中国同学中，我总觉得自己缺少他们在中文学校的经验。一讲到有关星期六在中文课上的玩笑

和话题，我就被排除在外。 

 我十三岁才开始上中文学校，以后发现自己的中文水平没法跟从小开始学中文的同学们相

比。当我艰难地读课文时，我就明白为什么中文是一个需要经常练习和使用的语言了。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的公公婆婆从香港来美国旅行，因为我在家比较清闲，公公就抓紧机

会教我中文。在那之前，我的中文水平也只是能跟家人做一般的交流。比如问今天晚餐吃什么，

或者说说在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我到三岁前都是跟妈妈在家，中英文混着用。我没有正规的读

和写中文的练习，现在回想起来，公公教我中文的时候，我丢掉了一个特别好的学习机会。当公

公开始解释课文时，我就呆呆地看着钟表，巴不得时间能过得快点。公公教我书法时，我总是喊

头痛，被妈妈批评是“鬼画桃符”。婆婆还给我和弟弟讲桃符和一些古时的传说和民间习俗，听

故事我们倒是很喜欢。 

  今天，这件可惜的事情会当作一个重要的提醒。生活中有许多学习机会，应该学会利用好

这些机会，不要将来后悔。还要记得，为了以后的收获，现在就需要付出，不能老想着要用的时

侯才来学。 



15 

 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Haj，1942年1月17日—2016年6月4日），美国著名拳王，

出生于路易斯维尔，原名小卡修斯·马塞勒斯·克莱（Cassius Marcellus Clay，Jr.）。12岁开始了自己

的拳击生涯。1964年，22岁的阿里击败索尼·利斯顿首次夺得重量级拳王的称号。同年，他再度击

败利斯顿，从此职业拳击进入了阿里时代。此后，阿里在20年的时间里22次获得重量级拳王称

号。1981年，阿里从拳击场上退役。不幸的是，他患上了帕金森氏病。 

 当地时间2016年6月3日，阿里在凤凰城当地医院病逝，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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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影院 

《美国队长3——内战》 
李玉文编辑  

  2016年5月6日，美国好莱坞著名导演Marvel Studios发布了

他的第十三部影片——《美国队长3——内战》，预计创收十亿

美元，将成为2016年最好看的影片。 

 故事讲述了在奥创对这个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之后，复

仇者联盟还是团结一致保护人类的。但是在一些政治角力的背

后，政府中有人认为是有必要控制一下这些超级英雄的超自然

能力和他们的行动了。于是，一项管控措施出台。这个措施就

是要求复联按照政府的要求来行动。任务的开展、进程和结

束，都要由政府主导。这个管控措施在复联中引起了极大的争

议。意见最极端、最两极分化不可调和的，就是钢铁侠和美国

队长之间的问题，于是，这两个同盟者之间的矛盾就此爆发了

出来。而复联的“内战”也不可避免的爆发。 

 导演：Marvel Studios 影片长度：147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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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恩得编辑 

1. 我如果有这个，我就不会分享。如果分享了，就没有。我是什么？ 

2. 你画一条线，但是没有动这条线，要怎么把它变长一点？ 

3. 什么东西能够环游世界，但是留在一个角落？ 

4. 有一个清洁工在洗25层楼高建筑的玻璃 。他从梯子上面摔下来，但是没有受伤。为什么？ 

5. 一台电车在往南开，风从东边吹来，烟是往哪一个方向走？ 

6. 什么事情是只能够往上，而不会往下？ 

7. 什么事情在晚上会出来，但是白天来的时候 会自己跑走？ 

8. 什么事情是即将要来，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到来？ 

9. 在一个2x3x4 的洞里面能够有多少土？ 

10. 有一个人说他能够预测篮球的分数，但是比赛还没开始。这是怎么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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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 秘密 

2. 在隔壁另外画一条短的线，原来的那 一条线就变长了。 

3. 邮票 

4. 他摔下去的地方是从最下面第二个阶梯。 

5. 这是一台电车，所以没有烟。 

6. 年龄 

7. 星星 

8. 明天 

9. 是一个空洞，所以没有土。 

10. 篮球赛还没开始的时候，分数是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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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玉
文 

四喜丸子 

原料：  

猪肉馅650克、鸡蛋1个、马蹄4个、馒头半个、葱姜末+葱姜片适

量。  

调料：  

老抽、料酒各1小匙生抽1大匙盐2小匙水淀粉（干淀粉1小匙+水1

大匙）花椒6粒大料1个。 

做法 

1、猪肉洗净擦干，剁成馅，不用太细；  

2、马蹄去皮，剁碎；馒头切小丁；  

3、肉馅中打入鸡蛋，加入葱姜末，调入除花椒大料外的所有

“调料”，沿一个方向搅打至上劲，其间加入几滴水一起搅打。

然后加入马蹄碎和馒头丁，搅匀；  

4、将肉馅团成丸子；  

5、锅入油，六成热时放入丸子炸至表面金黄后捞出沥油；  

6、砂锅中加适量水，放入炸好的丸子、葱姜片和花椒大料，调

入老抽至自己喜欢的颜色，煮开后转小火炖至汤汁见少，然后捞

出丸子；  

7、砂锅中剩下的汤汁继续烧开，调入水淀粉（分量外）勾芡至

浓稠，淋上香油，然后浇在丸子上即可。 

小诀窍 

1、一次不妨多做些，炸好晾凉后入冰箱冷冻起来，需要时直接

拿来红烧或者炖白菜都非常方便；  

2、这个分量可做十多个丸子。传统的四喜丸子比较大，但家庭

做的话最好小一点，方便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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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纳川普——张恩得编辑 

 

唐纳川普 (1946年6月14号生) 是一个美国商人，政治家，电视名人，以及在2016年美

国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 

唐纳川普是在 纽约的Queens出生的。他的爸爸的名字是 Fred Trump。川普长大了以

后，在自己的爸爸的公司，Elizabeth Trump & Son里面工作。后来，他就给这个公司取了一

个新的名子，叫做The Trump Organization。  

今年，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川普成为一位候选人。最后，除了川普之外， 其他的

候选人全部都退出选举。所以，川普目前再也没有人跟他竞争共和党的提名了。他是出了名的

出口骂人的候选人。他成经骂过墨西哥人，叫墨西哥人滚回去他们的国家。他也成经骂过电视

台的女主持人，用脏话羞辱那一位女主持人。他对于西班牙人，黑人，和回教徒都有种族歧

视。我们很难想象他居然能够在美国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我们会很想要知道十一月的总统选

举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关于川普: 

他结过三次婚 

他的选举费用大约是四百五十亿美元。 

人物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