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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追踪 
编者按：警官梁彼得因巡逻时⼿手
枪失⽕火误杀⾮非裔青年之后，被起
诉⽽而且被⼤大陪审团定罪⼀一案，引
起了在美华⼈人⼴广⼤大反响，并在 2
⽉月 20 ⽇日在全国 40 多个城市举⾏行
⼤大规模集会⽰示威，要求公平审
判。此案在我们孩⼦子的眼⾥里是怎
样的？相信许多家长都和孩⼦子讨
论过这个问题。在这我们看看
AP 中⽂文班编辑周顺是如何思考
的。  

2 ⽉月 20 ⽇日的⽰示威游⾏行 

AP 中⽂文                                    周顺 

 今年 2 ⽉月 20 ⽇日， 全美国 40

个城市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走上了街

头， 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声援

梁彼得。 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游⾏行时

的其中⼀一张。	   

 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的：

这个梁彼得是个华⼈人警察。 在⼀一次

执⾏行⼤大楼检查任务时枪⽀支⾛走⽕火，⼦子

弹射到楼梯的墙上又被反射到⼀一个

⽆无辜的路⼈人克利的胸⼜⼝口， 导致克利

死亡。 经过⼤大陪审团的裁决， 梁

彼得被定⼆二级误杀罪成⽴立。 其中主

要原因是他在开枪后没有呼叫急救

车，也没有主动施救受害者。

 

 由于近期警察暴⼒力执法导致

好⼏几个⿊黑⼈人死亡但是这些警察并没

有被起诉或被判有罪。 只有梁彼得

这⼀一案件被判有罪。 华⼈人社区很多

⼈人认为梁彼得成了替罪⽺羊。 他的案

⼦子判决不公正。 于是在社区领袖的

号召下， 很多⼈人纷纷⾛走上街头。 

参与了声势浩⼤大的声援梁彼得的⼤大

游⾏行。 

 美国是⼀一个法制和民主的国

家。 尽管梁彼得被判有罪， 他还

是可以上诉。 相信他会有⼀一个公正

的判决。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 



 这⼀一次华⼈人⼤大游⾏行， 充分说

明了不管是否因为梁彼得是华⼈人警

察⽽而被歧视，还是判决不公正， 每

⼀一个⼈人都可以站起来， ⾏行使法律给

于的权利， 发表⾃自⼰己的看法。保护

⾃自⼰己的权益。这真正体现了美国是

⼀一个伟⼤大的国家。  

 

⽣生活感想 

编者按：⽣生活就像五味瓶，酸甜

苦辣咸，需要我们慢慢去体会其

中的滋味。成长的道路，不会只

有万⾥里晴空，相信风⾬雨过后的彩

虹才让⼈人倍感珍惜。 ⼈人⽣生从不

完美，就像彭慧如同学笔下的那

颗辗转的少⼥女⼼心，她通过⾃自然流

畅的表述 ，丰富细腻的⼼心理刻

画，将青春期的迷茫恰如其分地

表达出来了。相信只有克服⾃自⼰己

， 才能体会破蛹成蝶的快乐。 

 

我终于克服了粗⼼心的⽑毛病 

AP 中⽂文                                   林润炎      

 数学考试对我都不是太难。

但有⼀一次考试却给了我⼀一个教训。 

 那是圣诞假期前的⼀一个星期

三，我兴⾼高采烈地⾛走进学校,想着再

过⼀一天，我就可以飞到阳光灿烂的

加州，享受美丽的沙滩。铃声响了

，我悠闲地踱进了数学教室，不慌

不忙地开始做题。

 

 题⽬目不难，就是⼀一些应⽤用题

和选择题。我飞快地把考试做完，

检查都没检查就把考卷递给⽼老师。

我很⾼高兴地看到，我已经做完了，

但其他同学都还紧张地做着。整个

教室都充满了翻卷⼦子的哗哗声和笔



在纸上的沙沙声。那天，我⾃自豪地

离开学校，预感考试会拿个满分。

 之后就是快乐的加州假期，

我参观了⽆无数有名的景点，⽐比如旧

⾦金⼭山的⾦金门⼤大桥，洛杉矶的好莱坞

⼤大道，和蒙特雷安静⽽而且美丽的圆

⽯石滩。过完⼀一个精彩的假期，我的

精神和⼼心情都很愉快。 

 但是，我的⼼心情很快就变得

很低落。教师把考卷还给了我们，

我没看到⼀一百分，却看到了⼋八⼗〸十九

。我翻了翻考卷，看到了⽆无数个粗

⼼心的错误。骄傲的我把五⼗〸十九写成

了九⼗〸十五，把减号看成了加号。我

又愤怒又失望，把考卷胡乱塞到书

包⾥里。 

 那天我终于意识到，如果不

改掉粗⼼心的⽑毛病，我永远不会取得

好成绩。 从那次起，我努⼒力变得谦

虚，逼得⾃自⼰己每题仔细地检查。下

⼀一个考试，我真的考到了⼀一百分!  

⾃自卑和整容  

AP 中⽂文                                   彭慧如 

我是家⾥里唯⼀一的⼩小孩，所以

长⼤大常常被爸爸妈妈娇宠。我从⼩小

就听到我们家的朋友夸我长得很漂

亮，⼤大家也都说我看起来特别聪明

。我也就听惯了，我⼩小时候真的就

相信他们说的。那时候我也太单纯

了，没有多想，也没有质疑他们是

说实话还是只礼貌地说说。当然，

我长⼤大⼀一点的时候就发现⼈人上有⼈人

，天上有天。在世界上有好多⼈人⽐比

我漂亮得，⽐比我瘦，⽐比我有天分，

⽐比我聪明。我本来以为我很特别，

可是之后就感觉很⾃自卑，整个⼈人就

很没⾃自信。  

我 那 ⼏几 年 真 是 痛

恨我的长相，每天都在想长⼤大的时

候应该去整形。我记得我以前想要



割双眼⽪皮和整⿐鼻⼦子。我也不喜欢我

又短又肥的腿，我不喜欢我胖胖的

⼿手指，或者我的⼿手臂。每次穿紧⾝身

的⾐衣服，看起来超级难看。我⼀一直

很想要去整形，因为我不聪明也不

漂亮。如果我很聪明，我做事的结

果会⽐比较好。虽然我的成绩还算不

错，跟我的朋友⽐比差了⼀一些。我也

不 漂 亮 ， 所 以 我 很 不 开 ⼼心 。

 

去年，我终于克服了以前对

⾃自⼰己的不满，现在不像以前⼀一样⾃自

卑了。我发现最重要的是要看起来

很开⼼心，要常常带着笑容，这样才

是真正的漂亮。我不太清楚这个变

化是怎么发⽣生的，只知道突然有⼀一

天有这个想法，然后我告诉⾃自⼰己，

我的长相和我的智⼒力真的是不能改

的，就算有整形过，⾃自⼰己还是知道

以前看起来像什么样⼦子，所以应该

就对现在的长相满意就好了。开始

这样想事情时我很有成就，有很得

意的感觉终于战胜了我的⾃自卑。 

我最喜欢吃的中国菜 

美洲华语五年级                     成可馨 

 我最喜欢吃的中国菜是饺⼦子

。刚出锅的饺⼦子吃起来很⾹香，所以

我很喜欢吃饺⼦子。

 

 我最喜欢吃的饺⼦子馅⼉儿是⾲韭

菜猪⾁肉馅⼉儿的。在我家，要是有客

⼈人来，就会吃饺⼦子。我每次都会看

见妈妈包饺⼦子。包饺⼦子不复杂，需

要饺⼦子⽪皮，饺⼦子馅⼉儿，筷⼦子，和⽔水

。你先要拿⼀一个饺⼦子⽪皮。然后，你



要拿筷⼦子夹⼀一点⼉儿馅⼉儿放到饺⼦子⽪皮

上。最后，你要沾⼀一点⼉儿⽔水在饺⼦子

⽪皮的边上，然后把饺⼦子⽪皮对正捏起

来，最好捏出花纹来才漂亮。包完

的饺⼦子放在案板上才不会黏在桌⼦子

上。 

 ⽔水煮开后，就把饺⼦子放进锅

⾥里。看见饺⼦子漂到⽔水⾯面上就说明饺

⼦子煮好了，把饺⼦子盛出来，就可以

吃了！ 

讲故事 

编者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没有⼈人

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

神仙。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

⾯面对着天空发呆，就这么好奇， 

就这么幻想，盼望长⼤大的童

年。”充满好奇⼼心，充满幻想的

年少时代，想象⼒力也如奔驰的野

马，⼀一发不可收。这期收录的卞

翰林的梦的故事，林若耶的原创

童话故事题材新颖，让⼈人眼前⼀一

亮。 

我的⼀一个梦    

美洲华语四年级                     卞翰林 

 我最难忘怀的经历是我的⼀一

个梦。我把它叫做我的令⼈人⽑毛⾻骨悚

然的世界。 

 开始时，我⾛走在街上东张西

望，我看到我的朋友们的雕像，是

不是很瘆得慌？我抬头，看到天空

是明亮的红⾊色。我看着街上，⼀一辆

车也没有。很奇怪不是吗？我穿过

马路然后我到了⼀一堵墙。

 

 突然墙上出现了⼀一个明亮的

圆洞⼜⼝口。我⾛走进去， 结果却到了我

的卧室。这是我有时躲我妈妈的地

⽅方。然后当我站起来，我看到⼀一个

⿊黑暗巨龙瞪着红红的眼睛盯着我。



吓得我打了个寒颤就吓醒了。醒来

后我很⾼高兴这只是⼀一个梦。 

国王和巫婆 

美洲华语七年级                     林若耶 

 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有七个

⼥女⼉儿，可是⼀一个⼉儿⼦子都没有。 要是

他没有⼉儿⼦子，死之后他最讨厌的弟

弟就会当国王了。这个国王赶快去

问他的朋友怎么办。  

 国王的朋友对他说，在⼭山上

住着⼀一个⾮非常⽼老的巫婆，她有长长

的⽩白头发，⿊黑⾊色的⽛牙齿，和⼀一双像

猫⼀一样的眼睛。别看她那么难看，

她可是世上最聪明的⼈人，应该可以

帮国王点⼉儿忙。 国王⾛走之前，他的

朋友给了他⼀一张地图。跟着这个地

图就可以到达巫婆的家了。国王连

忙谢谢他的朋友，就告别了。国王

带了⼏几块⾦金和银，就去找巫婆了。

 快到⼭山顶的时候，国王看见

更少的⼈人，更多乌鸦和蛤蟆。 突然

他听见⼀一个哑哑的声⾳音，叫他坐下

。国王坐下来。可是他⼀一想开⼜⼝口问

巫婆问题时，巫婆就说：“你就是那

个害怕⾃自⼰己的弟弟的国王，还真是

⼀一个胆⼩小⿁鬼啊！” 

 国王开⼜⼝口骂巫婆：“你怎么可

以这样对我说话呢？我可是国王啊

！我现在给你⼏几块⾦金和银，你给我

去办事吧！”巫婆⽣生⽓气了：“谁都不

敢怎么⼤大胆的跟我说话。”巫婆越讲



越⽣生⽓气。她说：“你回家看到的第⼀一

个⼥女⼉儿就会被你扔到街上去住。回

家吧，没礼貌的臭国王！”	  （未完

待续）   

谈花说树 

编者按：热爱花草树⽊木的⼈人热爱

⽣生命。“⼀一草⼀一⽊木总关情”。因为

树⽊木，因为花草，世界变得更美

好。在现代快速的⽣生活节奏中，

别忘了有时放慢脚步，欣赏⾝身边

的花草树⽊木。请欣赏这⼀一组美洲

华语⼋八年级同学抒发⾃自⼰己对花草

，继⽽而对⽣生活的热爱的⽂文章。 

我喜爱的 Allium  

美洲华语⼋八年级                     张⼼心驰 

 到了春天，你经常会看到⼀一

种像⼀一个⼤大绒球⼀一样的花。这种花

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紫的，红的，

蓝的，黄的，⽩白的，粉红的，甚⾄至

还有绿的。每⼀一个绒球由上千朵⼩小

花在⼀一起组成。这种特别美丽的花

就是我最喜欢的，叫 Allium。但它

的中⽂文名字很奇怪，叫“⼤大花葱”。 

⼤大花葱是长在葱上的花，它

有⼀一点葱的⽓气味。你可以把它种在

你的花园⾥里。因为它有⼀一点葱的⽓气

味，所以⿅鹿不会吃它们。这种花是

⼀一种‘多年⽣生植物’，会⽣生活很多年

，⽽而且，它们的⽣生长期很长。⽆无论

是春天，夏天，还是秋天，你的花

园会有整年的彩⾊色。

 

⼀一到春天，当你看到⼀一⽚片⽑毛

茸茸的⼤大绒球。请记住，你只可以

欣赏它们的美丽，但千万不要闻它

噢！ 

柳树 

美洲华语⼋八年级                     赵佳淇 



 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树

⽊木，我最喜欢的是柳树。柳树可以

给你很美丽优雅的⾃自然画⾯面。柳树

⼤大多长在河流的两岸，所以你常在

河边看到他们的低垂的树枝。春天

刚刚来到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

到嫩嫩的绿⾊色柳枝随风摇摆。柳树

⼀一般在描绘⼭山⽔水的照⽚片⾥里都是⾮非常

漂亮的。 

 在过去，柳树也被认为是⾮非

常有益的植物。它不但可以⽤用做治

疗疼痛和减退发烧的药物，⽽而且⼈人

们还⽤用柳树枝条做扫地的扫帚。柳

树经常被⽂文⼈人们⽤用在⽂文学著作⾥里，

最有名的像莎⼠士⽐比亚，他在“哈姆雷

特”⾥里⾯面就写到柳树。 

 有些⼈人可能会说，看到杨柳

树摇摆不定，会很伤⼼心。我却觉得

柳树形状优美。柳树可以使你在与

⾃自然交流的时候找到平静和安宁，

这样就会让你⼼心情⾮非常地放松。所

以，我最喜欢柳树。

 

冬青树 

美洲华语⼋八年级                     程皓琳     

 我最喜欢的树是冬青树。冬

青树不但美丽，也很特别。不像别

的树，到了冬天，树叶都掉了，冬

青树还是绿绿的，它的叶⼦子⼤大多时

候是深绿⾊色、锯齿形的，它还会长

很多红⾊色的果⼦子，下雪的时候，它

就好像披上了⼀一件⽩白⾊色的⾐衣服，在

阳光的照射下，太美了。

 



 我的英⽂文名字叫 Holly。冬青	  

树的英⽂文名字是 Holly Tree。 所以

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冬青树。在

四年级的时候，⽼老师还把我的名字

翻译成冬青呢！ 

 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冬青树

经常出现在圣诞卡⽚片上。冬青树的

树枝被做成圣诞节的装饰品。 

 如果你家有棵冬青树，你⼀一

定会喜欢它。 

 

樱花 
美洲华语⼋八年级                     李柔智               

 我最喜欢的花是樱花。在⽇日

本，这个樱花叫 “Sakura” 。

 

 每年的春天，⼈人们喜欢⼀一起

在樱花树的下边野餐。有很多很美

丽的地⽅方可以看到樱花树。⽐比如说

，⽇日本的 “Kinaku-Ji”  寺庙。⽇日本

有⼀一个樱花的电视节⽬目。这个节⽬目

跟踪这个樱花的发展。每年，很多

⼈人喜欢看这个电视节⽇日。  

 

 还有另⼀一个地⽅方可以看到樱

花树- Nara Park. 。你可以看到⼀一群

⿅鹿徘徊在花朵下。很美丽！⿅鹿很受

欢迎，你可以买饼⼲干喂它们。  

  因为⼈人们很喜欢樱花，他们 

发明了樱花冰淇凌！我认为这个甜

点⾮非常好吃！ 

 樱花是我最喜欢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