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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 

孔德人 

 五月的风，清爽宜人；五月的雨，浓烈清新；五月的天空，彩云飘飘；五月的田野，满目葱郁；

五月的芬芳，沁人心肺；五月的考试，接连不断。五月终于过去，期待已久的暑假就要来临。 

 我们博城中文学校12年级的10名同学，参加了AP Chinese 的考试。尽管考试结束了，我们的

中文学习还在继续。我们学习了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及其它课程， 也为毕业典礼准备了告别

演出。 

 学期结束我们就毕业了，就要与博城中文学校说再见了，但在博城的很多记忆将成为我们生命

中最为珍贵的收藏。 

 同学们，愿你们不忘自己的根，坚持学好中文，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我们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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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城新闻:   

 

     编辑：孔德人 
 

 

 6月10日, 博城中文学校举行了 2017-2018学年毕业结业典礼。十二年级的八名

同学高高兴兴地毕业啦。校长及教务长为毕业生们颁发了毕业证书和礼品。毕业生

代表孔德人同学代表毕业班的同学们讲了话。他感谢了辛勤教书的老师，感谢了坚

持送他们上中文学校学习的家长，也感谢博城中文学校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

环境。他还告诫低年级的同学们一定要坚持学好中文。最后，毕业班的同学、老师

和家长们一起为大家演唱了电影《城南旧事》的主题歌《送别》，与全校学生老师

及家长说再见。 
  

 毕业典礼上，学校还为全勤学生、学生义工、家长义工、颁发了鼓励奖，同时

也为《中华杯》朗诵比赛的博城获奖学生及 Kangaroo Math 获奖者追加了学校的奖

励。朗诵获奖者们为博城师生朗诵了他们的获奖作品。 
 

 2017-2018学年圆满的结束了，学校将于8月26日在 Cabin John Regional Park 举

办博城迎新聚餐，欢迎新老朋友携家带口来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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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代表： 孔德人 

 亲爱的同学们、尊敬的老师和家长们：大家好！ 今天

我们十二年级的8位同学毕业了！  

 我一生中走进的第一所学校就是博城中文学校。4岁起

我就随着爸爸妈妈和姐姐一起来到博城中文学校学习中文。 

 博城记录着我们的欢歌笑语和朗朗的读书声； 博城珍

藏着我们幸福的童年、美好的少年和青春 的记忆。 

 博城记录了我们这十多年来中文学习的点点滴滴，有奋

斗的脚印，成长的快乐，克服困难的自信与坚强，更有同学间

纯真的友谊。我从幼儿园开始就在博城学习中文，在老师的带

领下学儿歌、做手工、打球、画画、交朋友。我们随着全班长大，有些同学离开了，新的同学又来

了，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为我们骄傲。我们在一起竞选学生会、组织学校的春节晚会；我们在一起参

加运动会、参加演讲比赛；我们在一起为中国山区的贫困学生募捐。在博城我们不仅学习了中文和中

华文化，更重要的是还得到了全方位的锻炼。我相信博城的经历为我们今后的人生灌注了正能量。 

尊敬的老师们，我们毕业啦！我们从内心感谢各位老师。你们是辛勤的园丁，让我们这些小花小

草在博城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快乐地茁壮成长。 

尊敬的家长们，我们毕业啦！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父母，是你们带我们走进博城中文学校，让我们

有这样的机会学习中文，认识中华文化；是你们和我们一起体验在博城的快乐时光；是你们十几年如

一日的坚持不懈，使得我们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毕业啦！我们想告诉你们，只有坚持，总有一天你们也会像我们一样站在这

里，自豪地大声说：“我们毕业了！”。  

亲爱的博城中文学校，我们毕业啦！从这里我们将走向远方、走向未来，放飞我们的梦想。在

此，我们要大声地对你说：“博城，我们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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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文学校 
李长智 

 我在博城中文学校从学前班到十一年级上学，今年还在盛老师的AP中文班做了一

年的义工。我在这十二年里学了很多

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让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中国的成语故事。 

 在中文学校，我从小就开始学习

成语。成语故事能教人很多知识，我

特别记着“画蛇添足”，“画龙点

睛”，“叶公好龙”，“胸有成竹”

等的成语故事。 

 我也学了一些中国的历史，我特

别对三国时代感兴趣。在三国时代，

我最喜欢的人物是诸葛亮。诸葛亮是

一位很聪明的战术家，我觉得他用空城计很有意思。有一次，诸葛亮知道司马懿的军队

比他的多。如果打起仗来，诸葛亮肯定会输。诸葛亮就把城门打开，又把所有的士兵关

进城楼里。司马懿看到城门开着，他就觉得里面设了埋伏，于是他就命令军队撤走了。

空城计的故事告诉我们，战术战略是取得

胜利的关键。 

 我在中文学校里也参加了很多中国

文化活动。在每年的博城中文学校春节晚

会上，我们都能学到中国文艺表演。每一

个班的节目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例如

古筝、舞蹈、武术、三句半、中国歌曲、

相声等等。 

 博城中文学校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

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机会，我永远不会

忘记我的中文学校和教过我的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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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城:我爱你！ 

孔德人 

 我一生中走进的第一所学校就是博城中文学校。4岁起我就

随着爸爸妈妈和姐姐一起来博城中文学校学习中文。 

 在博城，我学认字、学拼音、学儿歌、学画画、学做手工，

我每次去中文学校都很高兴。在博城，我还第一次学会了使用小剪

刀，回到家里，我藏在饭桌下，把一块漂亮的桌布剪了许多小洞

洞。我在博城的中文学习就是这样有趣地开始啦。 

长大一点，我们开始学写字、读课文，放了学每天还要写作

业。我也是在博城开始学打网球和打篮球。这些运动增加了我的自

信心，也培养了我的团队意识。另外，在博城我也交了一些很好的

朋友。  

中文是一种很复杂的语言，很难学。有段时间我犹豫了，迷茫

了。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坚持学下去。妈妈爸爸鼓励我坚持住，因为我是孔子的后代。看到班上有些

同学离开了，新的同学又来了。我为自己骄傲，因为我坚持学下来了。 

上了高中后，我对中国文化又逐渐产生了兴趣。我开始主动了解一些中华文化，并参加了中文写

作班。有时也看中文电视，暑假去中国旅游。这些活动更进一步提高了我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兴

趣。今年还在老师的帮助下参加了AP中文考试。 

     博城中文学校也给了我很多

机会让我成长，并且挑战自己，

比如每年的演讲比赛，学生会竞

选，承担部分学生会的工作等

等，让我逐渐成熟起来。 

     十三年来博城的学习和生活

让我了解了中国悠久的文化和历

史；认识了中国人的勤奋和智

慧；还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在我即将毕业时，我要感谢

我父母的鼓励和支持；感谢博城

老师们的教育和帮助。博城伴随

着我成长了十三年，我要大声地

说：“博城，博城，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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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博城中文学校  

宋韬  
   我来博城中文学校二年级上学的第一天非常紧张，因为我是新学生，不认识其他的学生，并且我

的中文水平不好。老实说，我觉得中文没有意思，是我爸

爸妈妈叫我来的。我紧张的像一只小老鼠。 

   当我一跨进教室时，我害怕地不敢坐下但是老师牵着我

的手带我到一个空位。我非常害羞，当时我不想看任何人

或与任何人交谈。 我没有意识到，其中一些学生很快就会

成为我最好的朋友。几个星期以后，我慢慢地熟悉博城中

文学校的环境。我开始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我结识很多

跟我一样喜欢篮球，武术，和网球的同学。一年以后，我

开始意识到中文的重要性而且中文学习进步很快。 

   十年后的今天，我充分意识到学习中文的价值。开始是

我的父母逼着我学，但是现在是我自己愿意学。在博城学

的东西让我在中国可以跟家里亲戚交流并且学到跟多的中

国文化和家族史。 

   我非常感谢博城中文学校教给我的一切。博城，谢谢您

给我的知识。谢谢您给我结识这么多好朋友的机会。我永

远不会忘记博城对我成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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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中文 
   傅美鹏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傅美鹏。今年

我在博城中文学校的AP中文班。我也在今

年的毕业班。这是我的第九年的中文学

校，可是有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年。在这九

年中，我不只在学中文，而且也学了不少

的能量和技术。中文学校对我最大的影响

是她让我更了解我的文化。 

 从小学， 我就已经开始上中文学

校。虽然我不记得很多，我可以清清楚楚

的记住 一门课：手工课。每周下课后，我

的同学和我去上手工班。 老师会教我们折纸，剪纸，为过年作

灯笼，等等。有一天，我们所有的同学们一起做了一个折纸狮

子。 从那时起，我一直想回到中国，在中国新年时青眼看到一

个年狮子。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我的文化。 

 在中学，我和我许多中文学校的朋友一起开始跳芭蕾。

虽然着门课叫“芭蕾”，我们平常调到是中国传统舞蹈。我开

始意识到中国传统舞蹈是多么美丽。中国传统舞蹈的动作既强

大又优雅，音乐非常生动。当我看着我的白人朋友跳中国传统

舞蹈时，我意识到中国文化是多么广泛和有影响力。 

 最后，在AP班的高中时，我需要学 中国文化的许多部

分：食物，地理，乐器，等等。 虽然这一切都是在准备考试的

过程，但我发现自己对中国文化更感兴趣。 我意识到我的中国

文化和背景是多么独特和特殊。 我很高兴我是中国人，也我非

常高兴我去了中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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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文学习感想 
张瑞康 

 我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去希望中文学校学习中文的。妈妈担心我不喜欢

中文，就直接把我安排在她同事的班上，所以，我一开始上的是四年级的马立

平中文。我现在还记得第一篇课文是《小丽长大了》。 

 我原来的确不想上中文学校，但上了几次课后，开始觉得中文学校好像

也很有趣。因为搬家，五年级之后，我转到美中实验学校读六年级和七年级马

立平。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西游记》的故事、中国餐馆和各种菜系，以

及很多有名的中国旅游景点。我还学会了如何在电脑上打汉字，如何写中文作

文。 

 当我准备读八年级时，妈妈因为换工作要到外州去上班，每个周五回

家，周日下午就离开了。为了有更多时间和我们在一起，爸爸、妈妈希望我能

改到周日下午上中文课，所以，我又换了一所中文学校——博城中文学校。可惜博城没有马立平八年

级课程。尽管我不愿意学习暨南大学中文，但在上了几次课后，我开始喜欢上了它。因为暨南大学课

程不但作业少，而且和马立平课程一样有趣。 

 我在博城继续学习九年级和十年级。我的十年级老师孙老师尤其令人难忘，因为他自己编写了

很多有趣而是实用的课文，而不是按照课本上的内容讲课。他经常给我们讲有趣的故事，让我们的中

文学习变得更有趣。我们班也在当年的SGA选举中获胜，并且主办了万圣节游行和春节联欢会等活动。

这些活动不但有趣，而且丰富了我的经历。 

 今年，我在美国学校上九年级了，高中的功课和活动都很多，我想十年级后就不会再上中文学

校了，所以，我跳过十一年级的实用中文，直接上了十二年级的AP中文备考班。我在AP考试的文化

介绍部分学习了很多中国历史和文化，而且盛老师帮助我们提高了听、说、读和写汉语的能力。 

 现在，我就要从博城中文学校毕业

了，回顾这七年的中文学习经历，我才意识

到其实中文学习很有趣。每个周末两个小时

的 中文学校课堂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

忆。我很喜欢学习中文，因为我知道多学 一

门外语，将来会给我带来更多的机会。 去年

暑假，我去中国参加了寻根夏令营，并且在

少林寺学了少林武术，参观了黄帝故里和龙

门石窟，和中国孩子一起联欢。我玩得很开

心，因为我会中文，所以我可以很自如地 和

那里的孩子们交流。作为一名有着中国 血

统，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我为自己能够说中

文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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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了博城  

张华剑 
 

 我是从外校转到博城的，在这短暂的一年里，我在这里学到了许多知识。我虽然只在这里待了

一年，但我可以说这里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在这里，我学到了做中国人的自豪感。虽然，我不能完整的重复课上讲的每一个内容，但我可

以说我在这儿学到了许多关于做人的道理。感谢盛悦老师的谆谆教导和所有同学带来的欢乐。最令人

难忘的就是盛老师讲的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小故事，还有她之前经历过的事情。最令我记忆深刻的故

事是关于她女儿的故事。 

 盛老师告诉我们，有一次，她的女儿回到家说她的同学叫她“chinese”（就是中国人的意思），

并因此感到很烦恼，问我们老师为什么别的同学叫她“餐厅”？原来，因为老师的女儿没有接触到很

多的中国人，所以，自然的把“chinese”（中文）理解为了很常见的”chinese restaurant”（中国餐厅）

而不是“chinese people”（中国人）。盛老师就跟我们慢慢的解释现代的中国人不学中文是多么遗憾的

事情。感谢盛老师让我感受到学中文的乐趣，让我认识到中文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而是一个令人骄傲

的文化。再见了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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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霆 

大家好，我是十二年级毕业班的何霆。经历

过这十多年的中文学校，我学到了无数关于祖国的

文化、历史、等等的知识。通过中文学校和中文老

师、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得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中文

知识，也培养了对我们文化更深的了解。 

从一年级开始，老师们手把手叫我们写字、

认字。我还记得当年老师让我们一个个地在同学们

面前做自我介绍。那时候的我还非常害羞，虽然会

说中文，但在面对班上的同学时，我却什么都说不

出来。那年也是我们第一次自己读课文，第一次做

中文作业。 

就这样，通过不断的练习、作业、听写、我们慢慢地长大，我们的中文水平也一直不断的在提高。不知

不觉，我读的课文变成了故事和文章，我造的句子变成了作文和论文。我因为中文学校，听老师讲的课，跟老

师聊天，也慢慢地喜欢上了中文和自己祖国的文化。我也开始在家里和家人用中文交流，听中文歌，读中文

书，有时间的时候甚至还看国内的综艺节目。 

因为中文学校，我得到了一种自豪感。这是对自己的文化，对我的中国人的身份的自豪感。我希望所有

第二代的中国孩子都可以得到这种自豪，无论是从中文学校或者别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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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男孩捏着1美元的硬币，沿着街道两旁的商店一家一家地询问：“请问您这儿有上帝卖

吗？”店主要么说没有，要么嫌他在搞乱，不由分说就把他撵出了店门。 

 天快黑的时候，第29家的店主热情地接待了小男孩。老板是个60多岁名叫邦迪的老头，他满头

银发，慈眉善目。邦迪笑眯眯地问男孩：“告诉我，孩子，你买上帝干吗？”男孩流着泪告诉老头，

他父母很早就去世了，自己是被叔叔抚养大的。叔叔是个建筑工人，前不久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至今

昏迷不醒。医生说，只有上帝才能救他。小孩想，上帝一定是种非常奇妙的东西。“我把上帝买回

来，让叔叔吃了，伤就会好。” 

 老板眼圈也湿润了，问：“你有多少钱？”“1美元。”“孩子，眼下上帝的价格正好是1美

元。”老板接过硬币，从货架上拿了瓶“上帝之吻”牌饮料说：“拿去吧，孩子，你叔叔喝了这瓶

‘上帝’，就没事了。” 

 小孩喜出望外，将饮料抱在

怀里，兴冲冲地回到了医院。一进

病房，他就开心地叫嚷道：“叔

叔，我把上帝买回来了，你很快就

会好起来！”几天后，一个由世界

上顶尖医学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来

到医院，对小孩的叔叔进行了会

诊。他们采用世界上最先进医疗技

术和方法，使小孩的叔叔起死回

生。小孩的叔叔出院时，看到医疗

费账单上那个天文数字，差点吓得

昏过去。可院方告诉他，有个叫邦

迪的老头帮他把钱付清了。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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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原来，邦迪是个亿万富翁，从一家跨国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隐居在本市，开了家杂

货店打发时光。那个医疗小组就是老头花重金聘来的。小孩的叔叔激动不已，他立即和小孩去感谢老

头。可老头已经把杂货店卖掉，出国旅游去了。 后来，小孩的叔叔接到一封信，是老头邦迪写来的，

信中说：“年轻人，您能有这个侄儿实在是太幸运了。为了救您，他拿1美元到处购买上帝……感谢上

帝，是他挽救了您的生命。但您一定要永远记住，真正的上帝，是人们的爱心！” 

 后来，那个到处买上帝的小男孩长大后进了医学院学习，他发明了创可贴，并用邦迪的名字来

命名，一次来感谢曾经救过他叔叔的百万富翁。 

 这世界是有奇迹存在的，而促使种种奇迹发生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诚挚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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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成语故事 

 

编辑：杨宗泰 

 

 在美国，我们常常会听到美国人这样说：“Don’t bite off more than you can chew”。字面上的意

思是“不要咬得比你可以咀嚼的更多”，以避免窒息。可实际的意思是说，不要试图承担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比如你有很多事情要做，可是你还对你的朋友说可以打游戏和打篮球，这是一个”Don’t 

bite off more than you can chew”的时间。因为你需要做很多事情，却答应做其他的事情，因

此，很有可能什么都做不好。  

我理解，这应该称为“美国成语”。  



17 

塞翁失马 
 

在中国有句话叫 “塞翁失马”。这句话字面上的意思是有一个老人丢失了他的马。可是真正

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看到一个不好的事情，那事情不一定是不好，因为可能会由这件坏事带来一个好

的事情。 “塞翁失马” 的故事里有一个老人，他有一匹马。有一天那匹马不见了。 很多人去安慰他 

。 过了一段时间，他的马回来了，也带回来一匹很快的马。这个很不好的事情变成一个好的事情，

他很开心。有一天，他的儿子骑快的马，从马上摔下来，摔断了腿。大家都为t他难过。可是因为他

断了他的腿，他 不用去打仗，没有像别人一样被打死。 这一次，一个坏的事情变成了一个好的事

情。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一件坏的事情不一定全部是坏的，一件好的事情也不一定全部是好的。其

实，很多时候，你不会知道一个事情最后的结果。 

成语故事      编辑：杨宗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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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中有一条小小的河。河不宽，小猴子、小狗熊一跃就过去了；可小白兔、小老鼠就不行，

他们太小了，跳不过河去，常呆在河边发愁。  

     大象看见了，心想，我该帮帮他们呀。他住到小河边上。小动物要过河，他就用长长的鼻子把

他们卷起来，送到河对岸。  

     小白兔、小老鼠可高兴了。“让大象的鼻子卷着，就像坐飞机一样，飞到河对岸了。”他们常

这么对小猴子、小狗熊说。  

   小猴子、小狗熊听了好羡慕，他们来到河边，装出生病的样子。大象看见了，赶紧把他们送到

河对岸，让他们去医院看病。  

  “真的很舒服，很好玩。”小猴子、小狗熊悄悄地商量，“以后，咱们也让大象送过河。”  

   大象心肠好，不计较。可小狗熊太重了，大象用长鼻子卷起他，觉得很吃力。没几天，大象就

觉得长鼻子酸酸的，很难受。他到医院去看病了。  

   呀，这下糟了，没人送大家过河了。  

  “都是你们，自己会过河，还要大象送，把大象累病了。”小白兔一埋怨，小狗熊和小猴子的

脸红了。  

  “咱们不能老是让大象送，咱们该在河上架桥。”小猴子想了个主意。  

  “对！对！我这就去砍树！”小狗熊说着跑了。  

  “咱们把桥做成象鼻子的样子，这祥，从桥上走过，就会觉得还像坐在象鼻子上。”小白兔

说。  

   于是，小老鼠在小狗熊砍来的树干上啃呀啃，啃成个象鼻子的样子，真有趣。然后，大家齐心

协力，把桥架上小河。现在过河真方便。  

   大象看完病，急急忙忙赶回来，他惦记着小动物呢。远远

地，他看见小河上有个弯弯的东西，那是什么？大象走近一看，

啊，原来是座象鼻子桥！  

   “现在不需要你送我们过河了。”小动物们笑盈盈地对大象

说，“不过，我们希望你还是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需要你这个

热心的大朋友！”  

   大象卷起长鼻子，高兴地点点头：“好！好！我一定还和你

们住在一起。”   

编辑：孔德人 

象鼻子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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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的新技术 （一） 
 

 2018 年的新技术中，我最喜欢的三个是3-D金属打印，亚马逊的无人售货店（Amzon Go）和 

Pixel Buds。 

3-D金属打印有很多不同的用途。3-D金属打印可以做很复杂的零件。3-D金属打印出来的零

件很耐用和很轻，而且可以有很复杂的内部设计。这是传统的制造技术不可以做到，因为3-D金属

打印是允许一层一层的设计及打印。

3-D金属打印是可靠的技术。你打印

出来的东西，每一个都会是一样。在

打印的时候，金属粉末是平均的分派

在打印机里，然后有很热的激光器去

融合这些金属粉末。 上面的3-D金属

打印是GE很大的3-D金属打印 可以做

飞机零件。 

 

编辑：杨宗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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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的新技术 （二） 
 

亚马逊的无人售货店是一个很酷很有方便的商店。在这里你不用要带錢包，只需要你的手

机。你进去这个商店时要掃一掃你的手机。在这个商店里有很多录相机。也有传感器可以知道你拿

了什么东西。然后会把收据寄到你的手机上 。如果有人把吃剩下的东西放回架子，架子上有感应器

可以分辨出来重量的不同。在这里买东西不用排队付钱，非常方便。  
 

 
 
 
 
 
 
 
 
 
 

 

2018 年的新技术 （三） 
 

Pixel Buds是一个耳塞。可是，这不是普通的耳塞。这个耳塞你在跟人打电话。他们说一个

你听不懂的语言。这个耳塞可以翻译。如果你开一个国际会议在电话每一个人可以说他们的自己的

语言。耳塞可以马上翻译。这个耳塞是Google做的。可以翻译40不同的语言。  耳塞现在是159美

元。 很多人不喜欢这个Google的耳塞。很多人不喜欢那个耳塞盒。可是还是一个很有用的技术。 

今年有很多有趣的新科技。让我每一天变得更有趣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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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姓简介  

 马姓在宋版《百家姓》中位列第52位，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主要有源于嬴姓、

源于回族、子姓、源于官位等说法，赵奢为得姓始祖。汉族马姓最初发祥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河北省邯

郸市一带，至清代后期，马姓开始有些移居于台湾省，进而又远徙外国。马氏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

列第13位，属于超级大姓系列，人口约一千八百四十六万一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15%左右。  

马姓的源出 

 1.出自嬴姓，出自帝颛顼裔孙伯益之后赵奢的封地马服，属于以居邑名为氏 。 

 2.出自他姓改马姓。如汉代有汉戚人马宫，本姓马矢，至马宫以仕学显，改姓马 。 

 3.又据《姓氏考略》载，元代礼部尚书月乃和，因祖父曾任金代的马步指挥使，而改姓

“马”，名祖常。回族中的“马”姓是“马”姓来源的重要方面 。 

 4. 源于回族，属于文化上汉化改姓为姓，回 族中马姓很多，主要与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

人名的音译。 

 5.出自清代，满族人中的马佳氏，改姓为马。 

编辑： 孔德人 

http://www.todayonhistory.com/people/201506/96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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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家族名人 

 马良：东汉文士，学问好，才气又高，文章动人。马良还有四个弟弟，也是当时的才子，他们

兄弟五个中马良最才高，他眉毛花白，人们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  

 马谡，马超，马岱：都是三国时期蜀汉名将。  

 马寅初：（1882－1982） 浙江嵊县人，汉族，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历任几大名校校长，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马三立（1914----2003），北京人，原名马桂福。中国共产党员。曾任中国曲艺家协会顾问、

天津市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马占山（1885—1950），字秀芳，著名抗日爱国将领。历史上一般认为是马占山打响了抗日第

一枪。马占山在“七·七”事变后，重上抗日前线，坚持武装抗日。解放战争期间，他又为和平而奔

走，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立下了功劳。 

 马英九：汉族，台湾地区领导人 ，祖籍湖南 衡山县，1950年7月13日出生于香港，1952年随

家人移居台湾。1967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72年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美国纽约大学

法学硕士、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马云：汉族，1964年10月15日出生，浙嵊州 人。英文名Jack，第一次高考落榜后马云就参加了

工作，后考上了杭州师范学院外语系外语外贸专业的专科，中国企业家，阿里巴巴集团主要创始人之

一，现代浙商代表人物之一。现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 

 马化腾：男，1971年10月29日生于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腾讯公司主要创办人之一，现担任腾

讯公司控股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 

 马季：原名马树槐，祖籍天津市宝坻县黄庄村，1934年8月2日，出生于北京，中国新相声的代

表人物，著名相声大师，表演艺术家 。 

http://www.todayonhistory.com/people/201512/12048.html
http://www.todayonhistory.com/people/201512/120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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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首都人队勇夺NHL冠军 
  

 6月8日 ，在北美职业冰球联盟（NHL）总决赛中华盛顿首都人队以4-3

战胜维加斯金骑士队，最终以系列赛大比分4-1战胜维加斯金骑士队夺得本年

度NHL总冠军，这是华盛顿首都人队建队26年来首个NHL总冠军。 自此，NHL

总决赛斯坦利杯 (Stanley Cup) 刻上了新的名字——华盛顿首都人队。  

 首都人队长奥韦奇

金荣膺季后赛MVP，他是首

位率队夺得斯坦利杯的俄

罗斯籍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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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介绍—— “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 

 编辑： 张志达 

 新的Marvel电影 - 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 

 类型: 动作、科幻、冒险 

 导演: 安东尼·罗素、乔·罗素 

 出品公司: 漫威影业公司 

 这个电影是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的第

三部，是漫威电影宇宙的第十九部电影。该

片将于2018年4月27日在美国上映。 该片讲

述复仇者联盟和他们的超级英雄盟友们必须

愿意牺牲一切，才能把想毁灭宇宙的邪恶击

败。 

 这部电影已经收到了很多评论，并且

已经被公众所接受。它的奖项和排名包括 

1) 2018年最受关注的电影第二名 2）2018

年最佳电影地七十七名 3）2018年最受欢迎

的电影第二名。 

 在有史以来最大的开幕周末之后，这

部电影在全球已经跨越了10亿美元，成为电

影历史里上快的速度。 

 总的来说，这部电影节奏非常快，并

且包含了很多精彩的事件。 扭曲的结局将

导致许多球迷想要更多。 我建议这部电影

因为它既有趣又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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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人 编辑 迷宫 

迷宫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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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不同     编辑：孔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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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不同   编辑：孔德人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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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谜语    编辑：孔德人 

1. 立即分开 （打一节日）  

2. 头像绵羊颈像鹅 不是牛马不是骡 四脚虽长跑不快 南方少来北方多 

（打一动物）  

3. 想拍彩色照 墨镜摘不了 爱吃鲜竹叶 数量真稀少 （打一动物）  

4. 小小一柄伞 收不拢 撑得满 （打一植物）  

5. 是船不在水里游 跑到太空走一走 月亮上面做了客 嗖的一下回地球 

（打一科技产物）  

6. 无风不开 有风花开 刚开又落 落了又开  （打一自然物 ） 

7. 头戴大圆帽 身居污水中 有丝不织布 有孔不生虫  (打一植物）  

8. 远看一朵花 近瞧满脸麻 围着太阳转 整天笑哈哈  (打一植物）   

9. 小小东西真奇怪 耳朵嘴巴在一块 二人相隔千里外 用它声音传得快 

（打一生活用品）  

10. 在外肥又胖 在家瘦模样 忙时汗淋淋 闲时靠着墙（打一生活物）  

11. 红公鸡 绿公鸡 身子钻在泥底下 你要捉住它 揪住尾巴用力拔 （打一

植物）  

12.小小金团子 装满黄饺子 咬口黄饺子 吐出白珠子 （打一水果）  

13. 尖刀四对，钳子两把，身披铠甲，横行天下 动物 （打一动物）  

14. 南阳诸葛亮 稳坐中军帐 摆起八卦阵 单捉飞来将 （打一昆虫）  

15. 黑背白肚皮 一副绅士样 两翅当划桨 双脚似鸭蹼 （打一动物）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企鹅 

蜘蛛 

螃蟹 

橘子 

  

萝卜 

雨伞 

 

电话 

向日葵 

藕 

浪花 

 

宇宙飞船 

香菇 

熊猫 

 

骆驼 

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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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
孔
德
人

麻辣牛肉干 

1、卤好的肉切成条，基本上已经很干了。所以炒的时

侯只要用小火煸一下即可。 

2、入锅内煸了一会，油也不会吃进肉里，要倒出来再

倒酱料。 

3、炒白芝麻，辣椒粉，花椒粉时要注意用小火不会炒

出糊味了。 

小诀窍 

材料 
 

主料：新鲜牛肉腿肉500克 

 

卤水材料：香叶5片，八角4颗，桂皮10克，小茴香5克，姜片4片，生抽1大

匙，老抽1小匙，细盐1小匙 

炒香材料：白芝麻2大匙，特细辣椒粉1又1/2大匙，花椒粉1/4小匙，五香粉

1/4小匙 

酱料：生抽2大匙，细砂糖1又1/2小匙，鸡精1小匙 

做法 

1、将卤水材料加入清水1300ml，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煮20分钟。 

2、将牛肉顺纹理切成1CM厚度大片。 

3、锅内烧开水，放入牛肉片煮至起泡，捞起冲净，沥干水份。 

4、将氽烫过的牛肉片放入卤肉锅内，大火煮开后，加盖小火煮约60分钟。 

5、至水份差不多收干，用筷子大力可以插入肉块中。 

6、捞起肉块，切成5CM长条状。 

7、锅子烧热，放入白芝麻，小火炒至表面微黄。 

8、加入辣椒粉、花椒粉、五香粉小火炒出香味，盛出备用。 

9、将生抽、砂糖、鸡精在碗内混合均匀。 

10、锅内放2大匙步骤（9），加入牛肉片小火炒至表面微干。 

11、倒出里面的油，加入调好的酱汁，继续炒至水份干燥。 

12、加入炒好的白芝麻、辣椒粉、花椒粉混合均匀即可。 

https://www.xinshipu.com/zuofadaquan/319/
https://www.xinshipu.com/zuofadaquan/2428/
https://www.xinshipu.com/zuofadaquan/8145/
https://www.xinshipu.com/jiachangzuofa/5464/
https://www.xinshipu.com/zuofadaquan/3399/
https://www.xinshipu.com/zuofadaquan/3729/
https://www.xinshipu.com/jiachangzuofa/1828/
https://www.xinshipu.com/zuofadaquan/3430/
https://www.xinshipu.com/zuofadaquan/1097/
https://www.xinshipu.com/zuofadaquan/1756/
https://www.xinshipu.com/caipu/8514/
https://www.xinshipu.com/zuofadaquan/200/
https://www.xinshipu.com/zuofadaquan/3240/
https://www.xinshipu.com/zuofadaquan/2124/
https://www.xinshipu.com/caipu/8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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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妈妈的故事 

博城中文学校十年级 张宝玉 

 当妹妹出生的时候，我和爸爸、弟弟去医院看望妈妈，那年我5岁，弟弟4岁。病床上的妈妈很

累，但她好开心，我们给妹妹起名安妮。 

 在我四岁的时候，有一天爸爸早早地把我和弟弟叫醒，他说，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要为妈妈做

一次早餐，给她一个惊喜。我们悄悄溜到楼下的厨房，爸爸在一旁帮我们为妈妈做鸡蛋和烤面包，之

后，我们把这顿简单的早餐送到妈妈的房间，并且叫醒她，妈妈吃惊地看着我们，真的是你们俩做

的？我们点点头，妈妈笑了，她笑的非常开心。 

 两年前的夏天，我们一家去意大利度假。临走前，妈妈帮我们准备要带的衣服和其他需要的东

西。她想得非常周到，做的很安静。在意大利，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去商场购物，我们三个在步行街散

步，试穿可爱的意大利服装。妹妹戴上自己喜欢的帽子、太阳镜，穿上裙子，一付非常满足的样子，

但她当时的样子傻傻的，妈妈和我都笑了，笑的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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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妈妈的故事：我的三个好主意 

博城中文学校十年级 赵天未 

 主意一：蛋糕和电视 

 在一个春天的晚上，妈妈和我都睡不着。将近半夜时，两位无法入睡的人干脆坐在厨房的饭桌

上，说起悄悄话，并决定做点什么。没过多久，我就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和妈妈合作制作一个蛋糕。

我们急急忙忙找出各种材料，然后开始和面。我们一边制作蛋糕，一边想，今天晚上好安静啊，我们

为什么不找点能看的东西陪伴我们？所以，我们妈妈就一边看电视，一边揉着面，在夜色的笼罩下，

制作了一个半夜里的蛋糕。掰一块尝尝，味道真不错，甚至可以吃出夜色的味道！ 

 主意二：湖边散步 

 某个夏天周末的早上，我和妈妈起的都很早，偶然发现妈妈的情绪有点低落。我问妈妈发生了

什么事，她只说：没什么。为了让

妈妈开心一点，我就想了一个主

意，邀请妈妈一起去湖边散步。我

对妈妈说，“我们好久没去湖边

了，能陪我走走吗？”妈妈欣然答

应。 

 我们把车乔治城，然后沿着

波多马克河边走边聊。可爱的鸭宝

宝跟在妈妈身后，在波光粼粼的河

面上玩耍，远处，有赛艇队员在训

练……景色美极了！我和妈妈一路

说着，笑着，明媚的阳光照在妈妈

身上，仿佛为她镶了一道金边。妈

妈笑的很开心，我的心里也仿佛开

满了鲜花。 

 主意三：妈妈和我去爬山 

 一个秋天的午后，我们放学早，刚好妈妈也休息。如何利用

好这个难得的时间，我便有了一个好主意。我们家附近有一座美丽

的公园，里面有一段艰险难行的山路，我一直想爬，但总是不对机

会，今天何不邀请妈妈一起去爬那座山，如果能把那段山路征服，

将是一件很牛的事儿。我们俩用了三个半小时终于攻克了这个难

关，尽管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但心中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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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和我的故事 

博城中文学校十年级 崔丽娜 

 和妈妈一起上班 

        妈妈在维吉尼亚州工作，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她告诉我，自己工作的地方叫HHMI Janelia Farm研

究所。她每天都起的很早，在路上要花一个多小时，总是堵车，很辛苦。我好佩服妈妈，她每天很辛

苦，有时周六还要上班。有时候，她会带我一起去。妈妈的职场十分美丽，可以说是尽善尽美，环境

很漂亮，办公大楼前面有一个大大的湖，湖水清澈而迷人。有时候，我就拉着妈妈的手去湖边散步。

当妈妈工作的时候，我就在大楼里找个地方坐下来，或者做作业，或者看看书。当妈妈空闲的时候，

还带我去波多马克河边的一个小岛上散步。有意思的是，这个小岛明明属于马里兰州，却要从维吉尼

亚登上小岛。 

        我特别喜欢的事情是品尝妈妈他们餐厅的烤肉，味道鲜美，比餐厅的都好吃，这也是我愿意跟妈

妈一起上班的原因之一。 
 

 妈妈带我去Outlet买衣服 

        我从小就不喜欢买衣服，也不喜欢穿新衣服，但妈妈总把自己的女儿打扮得好看一点，所以常常

带我去Outlet买衣服。我们会逛许多店，在里面绕来绕去，帮我找合适的衣服。 

      妈妈挺会花钱的，她会去很多的精品店，花很长时间去发现那些好看但打折的衣服，每次我们逛

完店，手里都回拎满各种各样的衣服，其中都是我喜欢的，妈妈不用问我就知道我喜欢什么，妈妈能

力太强了！ 

 我生病的时候，妈妈守在床前 

        我每年冬天几乎都会生病，大多一两天就会好，这是因为妈妈精心的照顾和疼爱。每当我生病的

时候，妈妈都回请一天假，在家里照顾我。妈妈曾经是位医生，在中国的一员工作多年，她对医学很

精通。发现我发烧，并不惊慌失措，也不用把我送到医院，而是略施小计就能把病搞定。 

        去年，我又病了，妈妈就守在我的床边，给我喂水、喂饭。遇到我发烧的时候，妈妈就把一块湿

毛巾放在我的头上，给我降温。因为妈妈的悉心照顾，每次我都能很快痊愈，我非常感谢妈妈。 

        母亲节快到了，很想为妈妈买一件她最喜欢的礼物，并祝妈妈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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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故事 

博城中文学校十年级 赵文晟 

    在这个世界上，妈妈是最爱我的人，不仅给了我生命，还为我解决了许多问题。在我的印象

中，有许多印象深刻的故事让我难忘，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有一次，我和妈妈去公园玩，妈妈要给我每一个冰激淋。因为她没能记住我喜欢的味道，所以

拿回来的冰激淋并不是我喜欢的。她肯定是看出了我的不高兴，就又去了一趟。这次，看到妈妈手里

拿的草莓冰激淋，我笑了，这可是我最最喜欢的味道了。随后，妈妈对我说，“你以为妈妈会忘记你

喜欢的味道，我是你吗，怎么能忘记，你手里拿的前一个就是我的了！” 

     另一个故事是妈妈带我参加一场游泳比赛，我记得当时特别不想去，因为我怕输！当妈妈不停

地催我去，她告诉我，妈妈只需要你当个游戏，去玩玩，你根本不需要拿第一，只要拼命游，得第几

妈妈都不会怪你，并且会奖励你。 

     因为妈妈不停地催促，最后我还是去了，而且发现自己还是很喜欢比赛的，那些比赛我虽然没

有拿到第一，但也不是最后一名，挺自豪，是妈妈的鼓励，让我自己挑战了一次自己。 

     最后一个故事是妈妈教我喜欢读书。那时候，我一直读的都是儿童书，虽然故事很普通，但比

较轻松，不需要下多大的功夫。后来，妈妈特意从图书馆借来一本小说要我读，我当时只惦记出去玩

儿，心里对读书很抵触。但妈妈严厉地说，如果不能读完这本小说，就不能出去玩儿。没办法，我只

得硬着头皮读下去，结果发现自己挺喜欢读书的，是妈妈的坚持，让我发现了自己的长处。妈妈真

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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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 

博城中文学校十年级 余安迪 

     妈妈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她不仅在生活上照顾我，总给我做好吃的美食，还送我去学校，教会

我许多东西。 

     每当我生病的时候，虽然妈妈自己也在发烧，睡不着觉，她仍然会去我的房间，精心地照顾

我，给我喂饭、喂水、喂药，直到我的病好了，她才会露出开心的微笑。 

     妈妈总是鼓励我做那些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全家去迪斯尼玩儿，她不断地鼓励我

去玩“恐怖电梯”，尽管我战战兢兢，但是在妈妈的鼓励下，决心一试。等我做完的时候，所有的

恐惧感都烟消云散了，而且“恐怖电梯”也成为我最喜欢的项目，每次去迪斯尼都会去错过。 

     自从我记事以来，妈妈总是鼓励，很少批评。尽管有时考试成绩不理想，妈妈也不生气，而是

希望我下次不要粗心，不要三心二意。 

     谢谢妈妈，善良的人必有好报，让我们祝您拥有一个快乐的母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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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不停地奔跑 

博城中文学校中文写作班  孔德人 
 

    上周三，我们Churchill高中与Whitman高中和BCC高中举行了一次田径比赛。我蹲在四百米的起

跑线上，等待发令枪响。随着一声“On your marks。Set。Go！”我飞快地冲出起跑线，用力地向

前飞奔。 

    过了终点线，我发现竟然拿到了这个组的第一名，用时56”2，一个不错的成绩。比赛结束，

我累死了，瘫坐在草地上，不禁想起自己为什么跑步的事儿。 

    九年级的时候，我特别想参加学校的一个运动队，让自己变得强壮一些，但是不知道选择哪

个。一个喜欢越野跑的朋友说我可以试试田径。我告诉他自己耐力有限，不能跑长跑。他说田径里

也有短跑，比如一百米、二百米、四百米等等，我犹犹豫豫地答应了。 

    进运动队必须参加选拔赛，记得那天我特别紧张，因为有朋友现场给我加油，我豁出去了，四

百米跑了一个1’03”，一个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好成绩，并因此成为学校田径队的一员。 

    过了几月，我没觉得跑步有什么好玩儿的，而且平时的练习太累，太辛苦，就在坚持喝放弃之

间不停地徘徊。 

但是不久，我参加了一个十年级的邀请赛，让我对田径的兴趣大大增加。 

记得那天特别热，热得想在树荫下睡大觉。我和两个队友要跑四百米。其中一个队友一上来就

跑了一个57”，我记得之前他从来没跑进过一分钟，这对那位队友和我来说，都是一个相当刺激的

成绩。在此之前，我的最好成绩是56”7，这是

在一次地区性的比赛中取得的。当我开始比赛

时，身体里激发出强大的活力，这可是我十年

级的最后一次比赛了，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天哪，我居然跑了个55”5，这可是我从来没有

拿到过的好成绩。我兴奋极了，同时对自己

说，我一定努力练习，让自己更加成功。 

    上周三，我还参加了一次二百米的比赛，

成绩是24”27，成绩一般，但我会对自己说，

我的梦想实现了，我依然奔跑在跑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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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黑带的距离 

博城中文学校中文写作班 杨宗泰 

     五年前的一个星期六，我和妈妈一起去附近的一个跆拳道场。之前，我曾学过一年的日本柔

道，拿到了柔道的黄带，是一个比较低的段位。后来，我开始坚持学习打跆拳道一直到现在，可

是中间有一段因某种原因，被妈妈停了。 

     两个星期前，我刚刚拿到了红带上的第2个黑条，这意味着我的水平又上了一个小台阶。每

一次跆拳道的升级考试，老师都要我们写一篇作文（我已经写了十篇）。老师会跟据你的能力，

告诉我什么时候这个可以参加升级考。考试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级别的基本拳法。在考试的时

候，最酷的事情是我们要踢木板。在两星期前的一次考试中，我居然踢裂了三个块木板，哇塞，

真让人难以置信。考试结束后，老师主动提出要和我们一起合影，纪念我们取得的优异成绩。 

     两年前，我参加了一个叫“Captain’s Cup“（队长杯）的比赛，因为我的老师以前曾是美国奥

林匹克跆拳队的队长，也是这个比赛的发起人和组织者。那年是第21届。那时我还是蓝带，这是

一个比较高的段位。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先举行了一个很热闹的仪式。接着，我被安排与另一

位蓝带选手对打，我赢了，并最终获得了比赛的铜牌。为了奖励我，妈妈特意帮我买了一件很酷

的衣服留作纪念， 我很喜欢这个衣服，现在还常常穿。 

        跆拳道是一个非常难学的运动项目。你不仅要身体强壮，意识也要一流。打好跆拳道还需要

有严格的纪律和要求，你一定要用先生和女士来称呼对方，如果你不尊敬老师，不尊敬对手，就

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比如，老师会要求你做更加艰苦的训练。另外，老师反复告诉我们，只能

用跆拳道保护自己，而不是伤害别人。 

     在我的生活中，跆拳道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它让我学会了尊重别人和遵守纪律。我希

望尽快拿到黑带，这是我近期的一个目标。 

杨宗泰，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