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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宇老师九年级班的作文 

 

美国	  青少年	  驾车	  事故	  比率	  高	  的	  原因	  
涂	  旭	  辰	  

	  
根据全美公路管理局的报告，美国青少年因驾车死亡的比率占全部死亡原因

的百分之三十五。报告上说，美国十六到十九岁的青少年占全美各年龄层的百分之

十，但他们驾车发生事故的比率几乎是其他年龄层的四倍。	  

我认为这是因为许多青少年开车不小心，很容易超速、闯红灯、甚至酒后驾

车等原因所致。根据“autos.com”网站的报告，青少年更可能超速、追尾、不系安

全带。还有，男青少年驾车习惯不太好。在 15-‐20 岁的男子因车祸死亡的原因中，

有百分之三十八是超速，百分之二十四甚至是酒后驾车。另一个网站说“很多青少

年不系好安全带”，因车祸死亡的青少年中有百分之五十四没系好安全带，而因车

祸死亡的青少年中有三分之二是男子。“cdc.gov”网站上说青少年会低估路上危险

的情况，他们更容易超速，而且离前面的车太近。“rmiia.org”网站报告，十六岁

的人最可能发生车祸。青少年的车祸有百分之五十五是在星期五到星期天发生的。

我猜想这可能是因为青少年喜欢在周末去舞会，玩晕了就迷迷糊糊地开车回家，很

容易发生车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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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青少年更容易超速，离前面的车太近，甚至酒后开车，而且不系

好安全带，驾驶经验又不足，导致了青少年车祸比例很高。我认为所有驾驶者都应

该不超速、系好安全带、千万不要喝酒、不疲劳驾驶、保持车距。现在，越来越多

的青少年有手机，所以开车的时候不要发短信或者打电话。我觉得玩驾车游戏可以

帮你学到驾车时在紧急的情况该怎么做。	  
	  

钓鱼岛主权争议 

庞岳豪 

 

      从古时候，钓鱼台就是中国领土。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是战胜

国。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把 1895 年中日战争后割去

的台湾还给中国时，钓鱼台也应该还给中国。但是当时的钓鱼岛由美国“托管”。
1972 年，美国把钓鱼岛交给日本管理， 但日本政府称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不存在领土争议”。 从那时起钓鱼岛争议就开始在中日之间开始了。我觉得日本这

样做是不对的，它应该把钓鱼岛还给中国，因为它是台湾的一部分。 

      根据网上的报导，美国国会在 2012 年 10 月的一份报告中证实在中日存

在纠纷的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只承认日本的行政管理权，而不承认日本对钓鱼岛拥

有主权。 

     网上还报导， 2013 年 10 月 11 日，中国政府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

海基线，明确宣示主权，不再承认这些岛屿存在主权争议，而是明确中国对其拥有

无可争议、不容谈判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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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钓鱼岛主权争议的看法是：首先，我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中国拥有对

钓鱼岛的主权。日本对钓鱼岛没有主权，只有暂时的管理权，现在应该把钓鱼岛还

给中国，因为它是台湾的一部分。第二，不要动武力，不要发动战争。 因为战争

对双方都不好，经济受损失，还会打死人。 

	  
为什么青少年容易出车祸？ 

刘浩枫 

  

 
 

美国青少年因车祸死亡的人数，占全部年龄组死亡的百分之三十五。为什么青少年

就会怎么容易出车祸呢？ 

 

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因为受到别人的打扰。因为都是青少年，朋友和谈话是他们

生活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在现代时期，因为有了手机，就有了更多出车祸的可能

性。青少年出车祸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在驾驶时发短信而出了事故。虽然

大多数的车都有了免提电话，但是还不算是安全的。在驾驶时，尽量把手机放到一

个够不着的地方，开车时要集中精力，看好路上的情况。如果你需要接打一个紧急

电话的话，必须把车停到马路边再打。这样才安全呢！ 

 

青少年出车祸的另外一个常见原因是超速。根据一个新的调查，美国的高中学生普

遍认为比限速快每小时十英里的速度才算是超速。但是超过限速每小时一英里也算

是超速。超速很危险，因为你要紧急刹闸的话，减少你反应时间，然后车也会需要

更多时间才能停止。在青少年出驾驶事故内，超速占了百分之二十一！在路上慢下

来一点，有什么坏处呢？ 

 

青少年出车祸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许多人不系安全带。虽然也有挺多系安全带的

青少年，那个年龄组是每一个年龄组里系安全带的比率最少的。系安全带的话，可

以把坐在前排的乘客受伤的可能性减少百分之四十五呢！安全带五秒钟之内就可以

挤上了，为什么还不系呢？纽约也有系安全带的法律。如果你第一次被抓住，就会

被罚五十块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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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三个原因只是最常见的。其实，青少年最需要的就是更多的经验。学驾驶时，

必须听驾驶老师的话，记住老师说的重点。谁知道，可能以后老师的经验还会救了

你的命！ 

 

要不要养宠物？ 	  
林伊茗	  

	  

	  
逛街时，我在一个小店里看见了一只可爱的小狗。我特别想要领养它，但是

在做决定之前，我要先考虑一下养宠物的优点和缺点：	  

首先，我要知道为什么养这只宠物。宠物能带给我亲密的感觉，给我安慰；

孤单时，它还可以陪伴我。养狗能教我怎么负起责任-‐每天喂它食物，跟它散步。

与此同时，我每天在室外得到了锻炼，变得更健康。据教育专家 Dr.	  Dennis	  

Owenby	  分析，七岁以下的孩子养宠物，可以减少对动物、草、尘螨等过敏的可能

性。另外，由于宠物不对孩子有偏见，它们能帮残疾儿童们学得更快。不用说，动

物们特别可爱，让我们感觉特别温馨。	  

但是，养宠物会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如果我没有时间，不好好照顾

它，就要面对一系列后果。据估计，美国家庭平均每年要花几千美元在宠物的食物、

医生检查，和预防针等方面。想一想，去年美国人在宠物上共花费了五百一十亿美

元，你能想象养宠物每年会花那么多钱吗?	  这些钱花在动物上，合算吗？人们可能

会说，宠物能让孤单的老人们感觉更开心一点儿。但是老人养这只狗好多年，肯定

会特别爱它。不到六、七年，狗死了，老人就会更加痛不欲生。我还在报纸上读到，

大多数的宠物是从宠物繁殖场进货。那种地方环境特别恶劣，空间狭小，食物发霉，

每天都有好几例死亡发生。还有，宠物也可能传染疾病，比如猫的粪便对孕妇特别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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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宠物有优点，但是缺点更多。想来想去，我今天还是决定不买那只狗吧!	  

 

史浩文对 David Shi， 

华夏纽约的 2006 年毕业生，的采访 
	  
你好，你是哪一年级从中文学校毕业的？  
我是2006年从中文学校毕业的。 
你在中文学校最深的记忆是什么？  
考HSK，HSK非常难，我没准备好。 
你最喜欢每个星期在中文学校做什么呢？  
我那时侯最喜欢跟我的两个好朋友聊天 
你现在上哪一个大学？  
我现在在Columbia University上大学，过一个月就要毕业了！ 
如果你可以回中文学校的话，你会做么？  
我会去见我以前的老师！ 

每周菜谱：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的制作食材：  

红果(可海棠等季节性果实)500 克，冰糖适量。 
教您冰糖葫芦怎么做，如何做冰糖葫芦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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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红果洗净后，加以消毒处理，用竹签穿成一串。 
2.将冰糖加适量水熬成糖液，再将红果蘸满糖液，待糖液全部凝附在果实上即成。 

 
 
 
 

 

 

娱乐推荐 
肖明俊 

 

 
小说：The Book Thief, by Markus Zusak 

 

冰糖葫芦的简介及特色	  

红亮晶莹，酸甜绵脆，一咬一流汁水，滋味鲜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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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For a Few Dollars More 

 
音乐推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xytyRy-O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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