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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的北方饮食 
        作者： 金圣力 

 

我喜欢中国北方风味的饮食。我喜欢

饺子。饺子最早出现在汉朝。饺子的发明

者是张仲景。 有一年冬天,张仲景回到家

乡，看到很多人

的耳朵冻伤。 

他想到用面皮包

着羊肉和蔬菜,

做成耳朵的形

状，蒸熟 后给

人们吃。从此，

饺子就流行起来了。我也喜欢包子。我的

妈妈经常在家做包子。面粉做皮，肉和菜

做馅儿， 最后放在笼屉上蒸熟就可以吃.

我的妈妈和妹妹都爱包子蘸醋吃，可是我

一般不蘸。面条也是我喜欢的主食之一。

面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代表长寿。我们

家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都会吃生日面。面

条有很多种，有汤面，鸡蛋面，凉拌面，

等等。 

除了北方风味的主食，我还非常喜欢

北方菜。 比如，西红柿炒鸡蛋, 简单易

做，酸甜可口，是我和我妹妹最喜欢吃的

中国菜。 我

喜欢的第二道

菜是糖醋里

脊，也是酸甜

口味，很像美

国的 General 

Tsos Chicken。 还有一道大菜，就是烤

鸭。我家过圣诞节和中国新年都会吃。把

烤鸭切片，就着甜面酱和黄瓜丝卷饼， 尤

其美味。 

以上就是我喜欢的中国北方美食。 

 

中国历史 
作者：谢宇宸 

 

我对中国历史很

感兴趣，中国有五千年

的悠久历史，历经了很

多朝代。我从历史中学

到很多东西，比如在三

国时期、战国时期和清

代都发生了很多有趣的

事情。 

我最感兴趣的中国朝代是清朝，因为

清朝离现在很近，而且有很多我们熟悉的

欧洲国家（比如英国，法国）也参与了清

朝的历史事件。 1644年，从黑龙江、吉

林、和辽宁过来的满族人打败了汉人统治

的明朝，开始统治中国。经过了康乾盛世

后，从 1796到 1912一直都有各种叛乱，

期间欧洲的一些国家也侵略清朝，清朝后

期很虚弱。中国同盟会（也就是后来的中

国国民党）在 1912年把虚弱的清朝打败，

建立了中华民国。 

我很喜欢中国历史，特别喜欢清朝历

史，历史很有趣，教会我们懂得人和社会

的过去和现在，也教会我们思考未来。

 
 

程序设计 
作者：王行健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程序设计。 

程序设计是用电脑懂得的语言指令，

让电脑去做我们想要它做的事情。现在有

很多不同的程序语言，比较常用的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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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Python, 

Java,Javascript, 

C, 和 C++。不同的

程序语言用不同的

代码，但是可以做

一样的事情。很多

人以为 HTML也是

一个程序语言，其

实它不是。HTML是

一个网页设计的模式。 

我现在正在学 Python编程。Python 

是一个比较容易上手的程序语言。我在

Python上设计了一个简单的程序，这个程

序可以帮助我复习课文中的单词和词汇。

让我来分享给大家。当程序显示拼音，我

就按”c”键，程序立即会给出中文和这个

单词的意思。  

几个不同的程序语言结合，可以做很

多不同的事情。Python 的主要目的是数据

分析。Java, C, 和 C++是重要的设计电子

游戏的程序语言。C和 C++比 java快，但

是 java比 C和 C++简单一点。Python也可

以设计电子游戏，但是不太好。 

今天我就我讲到这里，谢谢。 

 

论无政府资本主义 
            作者： 曾何卓涵 

 

我认为。无政府资本主义是最好的政

治意识形态，因为它提倡一个自由的市场

和一个非侵略性

原则的社会。 

无政府资

本主义提倡消除

政府，用私人机

构支持社会，推动自由市场。 无政府资本

主义促进的是一个真正自由和不受管制的

市场。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卖家将竞相

以最低的价格创造最优质的产品，这同时

也符合消费者的利益。这意味着大多数人

的生活质量将快速提高。自由市场的定价

法则将从之前错过的机会中吸取教训，不

断将资源重新定向到一种以最小的成本满

足消费者需求的系统。 

    由于没有执行

盈亏测试，政府将

无法生产相同质量

的产品。这是因为

政府机构不知道要

生产什么，也不知

道在哪里生产,以

及使用什么方法来

创造上述产品。例如，当政府干预消费产

品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料这会导致质

量低劣、价格高昂以及任意浪费。所以我

们应该强烈反对这种干预，尤其因为政府

通常会去生产消费者需要保命的产品。 

同样的问题也会在共产主义意识形

态的社会下发生。公有制公司无法与时俱

进，制造的产品将逐渐过时，跟不上当前

的标准。在缺乏竞争者的社会，消费者也

无法寻求更低的价格或者更高品质的其他

替代产品 （价格和品质为产品的两个最

重要特征）。拥有垄断权的公司可以不管

产品质量，却能确保其经营利润。相反，

在无政府资本主义社会，消费者完全不必

理会那些生产质量差或者价格过高的商品

的公司，因为它们将被那些能够以较低价

格生产更高质量产品的竞争者所代替。 

我再来讲一下非侵略性原则。为什么

无政府资本主义支持这样的原则。这个原

则的观念是：一个人或他的财产永远不应

该被强迫地篡改。如果有人决定强行干扰

他人的财产，另一人则有权对自己的财产

进行强制性保护。如果生活在一个遵守非

侵略性原则的社会里，所有人可以安心，

因为他们的财产不会被掠夺。无政府资本

主义非常支持这样的非侵略性原则，因为

这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基本原理。 

无政府主义能创造了更好的生活状

态，排除了利己主义。无政府主义为所有

人提供权力，完全免税， 没有不必要的法

规。 相反，威权国

家将人民划分为不

同的等级，最终将

永远沦为腐败，并

阻碍我们的自由。 

 综上所述，

我认为无政府资本

主义是最好的政治

意识形态。 

 

电子游戏会不会引起暴力？ 
作者： 王浩辰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电子游戏会

不会引起暴力？” 

1976年，一个叫“死亡竞赛”的游戏

发布，这个游戏鼓励了玩家们用车把行人

压平。1982年，一个游戏叫“真人快打”

发布了，这个游戏引起了 ESRB评分系统，

展示了一大群战士用武器把敌人杀掉。这

些游戏引起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电

子游戏会不会引起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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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都有人说“会的。电子游戏会引

起暴力。”每当有一个校园枪击，新闻和

媒体会报告“这

个孩子喜欢打游

戏。每个校园开

枪者都打过游

戏，而且大多数

玩的是比较血腥

的游戏。这些游戏肯定是这个校园枪击的

原因！”川普曾经说过“游戏里面的暴力

必须得被灭掉，不灭掉的话，游戏会制造

怪兽的！”最荒诞的争论是全国枪支组织

说的：“枪不杀人的，游戏和媒体杀

人。”  

    为了理解这个观点，我们需要研究一

些证据。关于电子游戏如何影响行为的研

究早在 1980 年代就已经发表。从此以后，

至少发表了 25篇著名的研究，结果互相矛

盾。如果你能拿出一个论据支持这个观

点，我就能拿出两个反对它。例如，在

1984年，佐治亚大学发表了一项研究，发

现玩街机游戏会引起暴力。可是不到一年

以后，爱因斯坦医学院发表了一项研究。

他们发现了街机游戏有“镇定作用”。这

些不同的研究最后让我们觉得，没有人能

用科学证明这个观点，因为研究都互相矛

盾。德州农工大学国际心理学副教授福根

森曾经说过“如果有人说关于过激行为的

研究有一致性，这些人在骗你。对于过激

行为的研究文献

结论并不一

致。”最后我们

得到的结论就

是：科学和所有

的对于电子游戏

引起暴力的研究都不准，所以不能用科学

来捍卫这个观点。 

  那么为什么有人提出这么令人愤怒的

观点呢？有人认为美国超高的枪支暴力发

生率与人均高电子游戏花费率成比例。但

是这种说法缺乏理由。你如果对他们的观

点稍加分析，你就会发现问题。首先，美

国并不是人均电子游戏花费最高的国家。

人均花费最高的国家是韩国。韩国的人均

花费为 128美元，而美国为 105美元。如

果比较暴力发生率，美国每 100人的枪支

暴力发生率是韩国的 81倍。 81倍！基于

韩国较高的人均电子游戏消费率和较低的

暴力发生率，我们可以驳斥，因为电子游

戏的普及，导致美国的枪支暴力发生率较

高这种说法。 

    有人可能还会说：“但是许多枪击犯

都玩过暴力电子游戏！这肯定说明电子游

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问题是，这些枪

击案都非常复杂，并且有很多原因。最近

一半以上的枪击犯都有潜在的精神疾病。

通常支持电子游戏引起暴力论点的论据包

含了这种情况。有人可能还会说：“许多

枪击犯都玩过暴力电子游戏！这肯定说明

电子游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问题是，

这些枪击都非常复杂，并且一半以上的枪

击犯都有潜在的精神病。    

   1999年 4

月 20日，发生

了一件最暴力

的学校枪击事

件。之后，媒

体纷纷谴责电

子游戏中的暴

力。研究人员

和精神病专家

布洛克简单声称：这两个学生在他们父母

拿走他们的电子游戏后就进行了枪击事

件。这种推论太过简单了。枪击事件发生

后不久，联邦调查局认定其中一个学生是

精神病患者，有侵略性行为，没有进行过

治疗。而另一个学生有抑郁症，对那些曾

经虐待他自己的人持复仇态度。布洛克故

意忽略他们俩所患有极其严重的精神疾

病，而只提及他们玩电子游戏。做出这样

的假设是危险的，而那些认为电子游戏会

导致暴力的人使用了这类假设。 

总之，我认为电子游戏不会直接引起

暴力。尽管电子游戏中确实会显示激烈的

或者血腥的战斗场面，但没有足够的证据

表明它们会造成现实中的暴力。支持这种

阴谋论的人提出的主张很容易被驳斥，因

为他们的科学依据不可靠，也没有常识的

依据。如果仔细思考

一下，人们就会意识

到：如果电子游戏会

简单引起暴力，那么

整个世界将陷入无政

府状态。想一想：现

在的世界是不是一片

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