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动。所以它可以飞快地移动。

	 磁悬浮火车有什么危险？

	 我们已经说了磁悬浮火车的

速度。这么快的火车，要是出事儿就

怎么办？2006年9月22日，一辆德国

Transrapid	的磁悬浮火车和一辆打扫

轨道的车碰撞了，撞击造成二十三人

死亡和十人受重伤。火车的速度是每

小时两百公里。撞击的造成是因为磁

悬浮火车上的人不知道轨道上有人，

然后清理轨道的也以为不会有火车

经过这儿。磁悬浮火车最怕断电。如

果突然断电，火车会突然停止往前

动，然后将落到地上，造成大量的摩

擦或火车出轨。两个可能性都能造成

人受伤或死亡。还有，很多人都怕磁

悬浮火车发出的电磁辐射。高量的电

磁辐射可以造成癌症，阿尔茨海默氏

症、帕金森和其他的病。

	 该不该继续发展磁悬浮火车？

虽然磁悬浮火车很快，但它们在这么

高的速度，万一出事儿就会死很多

人。很多国家像美国、英国、意大利、

印度和其他的东南亚国家都在发展

这种科技。不过他们还是不确定我们

现在的科技能做一个很安全的磁悬

浮火车。全世界只有中国、日本和韩

国等几个国家有这种火车。不过我还

是觉得，我们应该继续发展。这样，我

们慢慢在科技上更发达。其中我们可

以改进的是怎样把磁悬浮火车弄得

速度更快。因为空气还是会摩擦火

车，而减少它的速度。有些科学家提

出可以搭真空隧道，这样火车就不会

被空气给减速。不过建设成本会大大

增加。而且，我们搭这些火车和轨道，

我们只能在一些有空间的地方搭。再

说，电磁辐射是最大的问题。像美国

一定要通过附近的居民的应需。还有

要是在纽约或北京搭，我们就要把一

些建筑拆掉。所以，虽然我同意发展

磁悬火车，目前我们还是要先解决上

面困难，才能真正发展磁悬浮火车。	

轶事二则
哈德逊分校学生家长   徐波

轶事一

	 清晨吃早饭，弟弟说：“我要吃

唐僧的鸡蛋！”？？“唐僧吃素不吃

鸡蛋。”妈妈回答。	“我就是想吃唐

僧！”弟弟辩解。“你又不是妖怪。”妈

妈撇嘴。	一团雾水中妈妈煎了三个

荷包蛋，其中一个火候儿没到，嫩了

点儿，就留给自己。弟弟吃完他那份，

窜过来指着妈妈盘子里的蛋黄儿，

说：“我就想吃这个唐僧！”哈，原来

如此，妈妈恍然大悟：“糖心儿（蛋）不

是唐僧哦，中文说不好差点儿让人当

你是白骨精！”

	 小朋友记住，要好好学中文哦。

	 注：糖心蛋，又称溏心蛋，是鸡蛋

烹调到半熟不熟时，蛋白凝固但蛋黄

仍未凝固的状态。糖心蛋的蛋黄滑嫩

可口很好吃，但因尚未全熟杀菌不够

彻底，小朋友们请不要多吃。

轶事二

	 冰箱里拿出一盘白切肉，两天

了，哥哥有点担心。然后就有了下面

这段对话。

	 哥哥：“妈妈，	你‘问’一下这盘

肉能吃吗？”

	 妈妈：“肉不会回答问题。”

	 哥哥：“妈妈，你‘吻’一下这盘肉

能吃吗？”

	 妈妈：“I’ll	never	ever	kiss	pork.”

	 哥哥急得面红耳赤：“	温闻吻

问，	 妈妈你‘闻’一下这盘肉能吃

吗？”

	 OMG!	总算说对啦。

中文四声太折磨人啦，小朋友差点儿

连肉都吃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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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頻道(簡體)EDUCATION

一、时间地点  4/25/2015星期六

或4/26/2015星期日

	 1、北区：博根、康州、长岛、哈

德逊、大纽约、纽约中心。承办学

校，大纽约分校,	4/26,星期日。2、

中区：桥水、爱迪生、里海谷、李文

斯顿、奔腾、北部、史泰登岛。承办

学校，爱迪生分校,	4/25，星期六。

3、南区：大西洋城、樱桃山、东部、

南部、中部、普兰斯堡、大费城。承

办学校，中部分校,	4/25,	星期六。

二、主题及形式  

	 1、辩论主题

正方：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培养出

来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

反方：良好的生活习惯不是培养

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的。

	 2、辩论形式

1)	 	每场辩论的正、反方由两个不

同分校代表队各选派三位队员参

赛。

	 2)	现场抽签决定正、反方和

各队上场顺序。

	 3)	每个代表队必须以正、反

方身份各参赛一场。

三、报名以分校为单位，从即日开

始。请分校校长在2014年4月8日

前将参赛学生名单及各年级组领

队名字上报各区负责人。

四、比赛组委会成员			

	 蔡晓霏、曹作军、卫东、林楠、

林胜天、曾专、张悦、李晓京、陈

华、许兰薇、张长春

“2015年华夏辩论比赛”
将于下月举办

如果
 哈德逊分校五年级 章溪月

指导教师 王胜刚

	 如果冬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	

觉得很冷,	没有暖气?	窗子外面停着

一辆很旧的汽车,	我会害怕我是不

是回到了五十年前。我没有电视看

了，吃的东西也很差。我问别人，现在

是二零一五年吗？他们觉得我很奇

怪，现在是一九六五年呀。那我该怎

么办？

	 如果醒来看见下面就是白色的

云，我会很高兴，我是第一个可以飞

的人。我可以去很多地方而不会晕

机，我也可以省去坐飞机的钱。下雨

的时候，我也可以放心，不会淋雨。

	 如果每家人都有许多钱，生活

会很轻松，穷人也会变成有钱人。我

们可以买每件想要的东西。我们可以

活很久，因为有钱买药。

	 如果我可以听各种各样的语

言，我就可以知道很多秘密。我可以

知道狗为什么会叫，是不是要出去

玩。我还可以知道别人是不是在说我

的坏话。

在八达岭长城上
 哈德逊分校六年级

吴承隆 （10岁）

	 大年初四我们全家去了北京八

达岭长城。那天天气很冷，风很大，我

戴着帽子围巾穿着长袜子还是觉得

凉。我们的导游没戴帽子，我们觉得

他非常勇敢。

	 长城分好多好多段，每一段都

有一个“塔”，导游告诉我们那叫烽火

台。古时候的人没有电话或者麦克

风。如果烽火台上的战士们看见了什

么，他们就会用狼粪点火来传递消

息，不同的火堆代表不同的意思，比

如说，生一堆火说明有敌人，生两堆

火是平安的意思。长城已经很旧了，

有的地方已经坏了，正在重修。但是

重修的部分都修得像旧的一样，因

为他们想让长城看上去还是像原来

的样子。长城的墙上有很多洞，导游

告诉我们这些洞是古时候用来射箭

的。长城有的地方有台阶，有的地方

没有。有的地方是上坡，有的地方是

下坡，有的地方比较平，有的地方很

弯很陡。我觉得上长城比较容易，因

为下长城的时候你必须要特别特别

慢地往下走，要不然，就会摔下来。

	 长城一定很难造，	因为古代的

人没有卡车没有举重机，石头要一块

一块地搬上去。春夏秋冬，一年四季

他们都在修长城。我们在这儿爬长城

都觉得累，他们无论下雪还是刮风，

都要到这儿来工作，搬着石头爬长

城，真是太辛苦了。

	 这是我第一次上长城，我觉得

很有意义，因为我能体会到古代人的

辛苦和功劳。

七天仙境
 哈德逊分校七年级 辛孟轩

指导教师 徐波

	 去年十一月底，我们全家跟着

几位朋友在Norwegian	Cruise	Line	的

豪华游轮上高高兴兴地度过了我印

象里最深刻的感恩节。

	 我在游轮上住了整整七天七

夜，每天都可以享受不同的美食。游

轮上有四个饭店（Taste,	Savor,	The	

Manhattan	Room,	Oceans)	和一个自

助餐厅（The	Garden	Cafe)，随时都可

以免费去吃。我每天早上都去Taste	

享受美食。我最喜欢那里的Salmon	

Benedict，是挪威的特色菜，在一个软

软的水煮蛋上边放了一片很嫩的三

文鱼。这个鱼和蛋的组合，吃起来口

感丰富而优雅。The	Manhattan	Room	

的晚餐好吃而且颇有情调。我每天晚

上都在那儿一边欣赏爵士音乐，一边

品尝美味的牛排。这里还有来自世

界各地的著名甜点。我最喜欢的是	

Mexican	Flan，一道来自墨西哥的特

产。

	 游轮上的体育项目很丰富。有

足球场，篮球场和一个室内绳网场。

第二天我和几个在游轮上相识的朋

友参加了一场篮球比赛，我们打得

很激烈，获得了第3名。只可惜是倒数

第3名，因为和我们打篮球赛的都是

大人。后来我们还参加了一个足球

比赛，获得了第4名，这次是真的第四

名，不是倒数的，我感到很骄傲。除了

篮球和足球以外，我还玩了绳网。我

和我的好友杨杨，在绳网上边比赛看

谁走得快。虽然他不肯承认，但事实

是我很轻松地赢了那场比赛。

	 游轮上有许多的搞笑节目。

Second	City这个搞笑团队每天晚上

演两个节目。第一个节目是直接和台

下观众互动，现场制作出来的；第二

个是事先编好的喜剧小品。第一天晚

上我笑得下巴都合不拢。

	 游 轮 的 到 达 地 点 在 N a s s a u	

Bahamas。在那里我第一次尝试了潜

水。我和爸爸一起背着气筒下水。教

员带着我们探索海底三十英尺的世

界。我看到了很多以前只在课本上出

现过的的鱼和珊瑚礁。我象一只鱼一

样在大海里穿梭。我很喜欢这种接触

大海的感觉。游轮最后还带我们去了

一个私人岛。我在沙滩上玩了半天。

先晒了一个小时的太阳，然后去浮

潜。浮潜当中，我踹到了各种各样的

鱼。我还不小心踩到了一只海胆，幸

亏当时我穿着鳍脚。我发现和浩瀚的

大海相比，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真的只

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部分。

	 旅行结束后，我很不爽地回家

开学。我真的很想念这趟旅行，好想

再玩一次！

		

加拿大仙境
 哈德逊分校七年级 谭娅

指导教师  徐波

	 仙境乐园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市

的郊区。游乐设施非常齐全也很大，

还有美味的食物。要玩遍这么多的游

乐设施，一天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

	 谁也没有想到，	我们这次去玩

遇到的最大问题竟然是入园。我感觉

开车进入停车场似乎是件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来自四面八方的汽车从

高速公路上下来后都堵在一起排长

队，大约等了一个半小时，我们的车

才终于开进了停车场。我认为这主要

是外围路多，但进口较少造成的。他

们应该多加几个入口，改进收费方

式，在周围道路上多设几个红绿灯，

在停车场多找几个人来指挥交通。用

这些方法就能解决现在的问题。仙境

乐园除了这个问题，其它全部都是一

流的。

	 先从游乐设施说起。我去了公

园里最大的过山车“利维坦”。“利维

坦”既吓人又好玩，整个过程大约一

分半钟，最令人寒怕的就是急速下降

中倒车的那一部分，其它较小的波动

也都非常令人兴奋。还有“龙火”过山

车，	它最刺激的部分就是中间那个

环。但有一点我不喜欢，就是它太颠

簸，在“龙火”上我的头从一边“飞”到

另外一边，被撞得左右乱晃。还有“小

飞虫”，是给小朋友玩的过山车，也有

那种很急的转弯。

	 水上游乐设施是继过山车后，

我第二喜欢的游乐项目，虽然它们都

非常短。我最喜欢的水上游乐设施是

超级浸种、激流赛车、旋风骑兵和黑

洞。超级浸种是水滑梯，两到四个人

坐在一个圆形的大救生圈里进入黑

洞，那里有很多小瀑布，就是当你穿

过时将你打湿的那种水帘小瀑布。激

流赛车是另一个项目，你躺坐在垫子

上，滑下颠簸的水滑梯。如果你第一

个冲过终点线你就赢了。其实输赢没

有关系，就是好玩。旋风骑兵则是你

躺在水滑梯上穿过漆黑的管道。管子

的任意扭曲和转向让人身处无畏和

无奈之中。最有趣的是，你不知道会

以哪种方式去旋转、去碰撞。黑洞是

我的最爱。你通过全封闭的水管滑

动，忽上忽下，因为来自外部的光通

过孔照在管的侧面和顶部，有时自己

都不知在向上还是向下。乐园里所有

的水上游乐项目，我真的都很喜欢。

	 加拿大的仙境乐园，是我最喜

欢的游乐园之一。我非常认真地向大

家推荐它。希望你们去了，也和我分

享你们的游记。

照片
 哈德逊分校七年级 梁琪晴

指导教师 徐波

	 我的脑海里留存着很多美好的

记忆，可是随着经历的增加，有些记

忆会淡漠，只有照片是永存的。就像

有一张照片是我在百慕大海边追逐

我的哥哥，嬉笑玩耍，头发在海风中

飘动，我们是那么地快乐和无忧无

虑。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就禁不住

微笑。我喜欢手中拿着家庭相册坐在

我家的客厅里。在相册里见到了只听

说过的家人，看到了从未到过的地

方。对我来说，每张照片都是神奇的

一刻，有幸福，也有悲伤，就像人生的

不同经历。

　

高速火车该不该继续发展？
 哈德逊分校八年级 姚起航

	 什么是磁悬浮火车？

	 我们先讲一讲，什么是磁悬浮，

它们和一般的火车有什么不一样？	

这种火车可以漂浮，速度最快可以超

过每小时四百五十公里！就像它的

名字，它是靠磁铁来把笨重的火车浮

起来。磁悬浮火车的轨道有用电控制

的磁铁，火车的底部也有磁铁。这两

个磁铁是并行的，因为磁铁有正极和

负极，要是两个磁铁并行的一边是一

样的极性，它们就不会黏到一起。火

车轨道里磁铁的磁场会被轨道里的

线圈给推动。火车前和后面的磁场会

把火车往前推。因为火车不会摩擦地

面，磁悬浮火车可以不与地面摩擦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