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ぁ 普兰分校小 语 世 界

ぁ 普兰分校华 夏 教 坛

夜空中最闪亮的星
7-8 年级写作课后班 李溪璨  指导老师 文萍

秋天来了
7-8 年级写作课后班 林修权  指导老师 文萍

天空岛
7-8 年级写作课后班 曾何卓涵  指导老师 文萍

早春日记
八年级课后班 周欣阳  指导老师 万莉芳

我喜欢的北方饮食
八年级周末班 金圣力  指导老师 吴雯

爱是粘胶纸
7-8 年级写作课后班 黄睿开  指导老师 文萍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独具特色、
魅力无穷。为在网课年激发学生持续学习
中文的兴趣，增强海外青少年与祖籍国的
感情联系，并通过竞赛形式加深了解中华
文化知识，华夏总校在去年成功举办首届
知识竞赛的基础上，2021 年 6 月 5 日，举
办了第二届“华夏杯”网上中华知识竞赛。

此次知识竞赛由华夏总校培训部和教
学部联合举办。赛前，总校成立了以总校
长张凉为首的，副总校长游牧，培训部长
薄英戡 ，孙斌，成员孟欣，王志红，教
学部韩瑞霞，以及外联部副部长赵霞，总
校长助理胡克平组成的竞赛筹备组，期间
花费了大量时间设计制定竞赛规则及相关
文件，测试完善竞赛使用各种软件，安排
义工赛场监赛、计分等等工作。本次知识
竞赛与第一届相同的是，根据学生年龄分
为 4-6 年级及 7-10 年级两组。两个年级
组共有 250 道备赛题目，其知识涵盖了中
国文化常识、中国历史常识和中国地理常
识，内容丰富，知识面广。通知一经发出，
吸引了来自华夏 16 所分校 150 多名学生
的积极响应，纷纷报名参加。各分校指导
老师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地精心为同
学们准备。

6 月 5 日上午 10 点和下午 1 点，我
们先后迎来了 7-10 年级组的 57 位和 4-6
年级组的 77 位参赛小选手们。进入 ZOOM
赛场，小选手们对即将开始的竞赛既紧张
又兴奋，同时信心满满。当主考官游牧老
师宣读完第一轮比赛规则，在确保选手们
准备好后，随即通过 chat发出了竞赛题目
的链接。第一轮为必答题环节，选手们通
过 Kahoot 的形式在 30 分钟内完成第一轮
的题目。拿到题目后，选手们屏声静气，
专心致志，沉着作答。在选手们答题的同时，
监考老师们也在不停地巡视赛场，确保赛
场秩序。几乎所有的选手在30分钟内完成
了必答部分的题目。为了考察选手们灵活
掌握相关知识和现场反应能力，同时又增
加竞赛的趣味性，本届知识与上届不同的
是竞赛增加了第二轮的抢答环节。经过计
分老师的快速统计，15分钟后，第一轮比
赛成绩排在前24位的选手顺利进入抢答题
的比赛赛场。第二轮的主持人薄英戡老师
首先向选手们宣布了抢答赛的比赛规则，
并请选手们现场测试后，第二轮比赛正式
开始。在接下来的抢答中，选手们抢答积极，
动作敏捷，他们紧盯屏幕中的主持老师，
手时刻放在键盘上准备按键，仿佛眼带“杀
气”霸气抢答，现场气氛紧张激烈，赛场
似乎转瞬间变成了战场，比赛异彩纷呈。
伴随着选手们沉着清晰的答题声，抢答赛
的题目被一次次的翻开。当最后一题被幸
运小选手翻开后，本届知识竞赛在愉快紧
张的氛围中圆满落下了帷幕。

赛后，组委会工作人员根据评分规
则，计算出本届“华夏杯”知识竞赛

4-6 年级组：一等奖 8 名；二等奖
16 名；三等奖 36 名

7-10 年级组：一等奖 8 名；二等奖
16 名；三等奖 33 名。

中华文化灿烂辉煌，源远流长，光耀
了悠悠五千年。我们希望我们的同学们通
过本次知识竞赛，能够更加热爱中华文化，
加强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承。

最后，我们诚挚地感谢各分校的参
与和支持，感谢竞赛组委会全体成员的辛
勤付出 !

第二届“华夏杯”网上
中华知识竞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
4-6 年级 八名
普兰斯堡 / 钟世杰，大费城 / 徐梓涵，

普兰斯堡 / 宋彦霏，康州 / 張端，博根 /
陈婉茹，大纽约 /薛泽熙，博根 /李知乐，
普兰斯堡 / 陈伯通

7 年级以上 八名
樱桃山 / 孟庆宏，大纽约 / 毛逸清，

爱迪生 / 符哲涵，纽约中心 / 曹谙理，普
兰斯堡 / 周慧珂，樱桃山 / 张铭佳，樱桃
山 / 熊以灵，爱迪生 / 于德帆

二等奖
4-6 年级 十六名
博根 / 张紫媛，普兰斯堡 / 徐香凝，

普兰斯堡 / 余海伦，大费城 / 张一湉，大
费城 / 艾若名，伯克利 / 吴若仪，康州 /
林菀桐，里海谷/李屹涵，樱桃山/熊以清，
中部/张中泽，桥水/邹致远，南部/张志宏，
樱桃山 / 陈喆，里海谷 / 陈乐妍，樱桃山 /
李思妙，李文斯顿 / 梁思羽

7 年级以上 十六名
普兰斯堡 / 杨嘉枫，中部 / 薛皓宸，

纽约中心 / 徐芮，桥水 / 沈旻萱，博根 /
张紫萱，东部/高铭晗，普兰斯堡/刘童晞，
爱迪生 / 韩子成，大费城 / 张楠，李文斯
顿 / 苏琳琅，里海谷 / 董锴铭，理海谷 /
俞承阅，里海谷/张宇轩，大费城/张粲依，
樱桃山 / 林锦秀，长岛 /Willow Shi

三等奖
4-6 年级 三十六名
理海谷 / 俞钧宝，樱桃山 / 柯菲娜，

普兰斯堡 / 王泽琪，东部 / 武加明，大纽
约 / 杨妙伊，李文斯顿 / 陆煜泽，康州 /
范俊康，东部 /马之惟，大纽约 /缪琦琦，
李文斯顿 / 翁陆源，东部 / 徐书楷，康州 /
戚易明，纽约中心 / 熊宇萱，樱桃山 / 刘
宇晨，爱迪生 /黄雨飞，伯克利 /周振宜，
爱迪生 / 符哲睿，李文斯顿 / 张瀚贝，桥
水/汪馨，伯克利/陈忠锐，大费城/张苗苗，
东部 / 祖悉恒，理海谷 / 杨友亮，大费城 /
杨颢，桥水 / 樊宇宸，东部 / 沈睿昊，南
部 / 于琪畅，康州 / 裴奕明，大纽约 / 方
颖圆，李文斯顿 /张宇轩，东部 /陈沐野，
博根 / 赵云晴，中部 / 薛玉娇，桥水 / 刘
录杭，樱桃山 / 任晓曦，桥水 / 盛宣荣。

7 年级以上 三十三名
普兰斯堡 / 谢宇宸，东部 / 祖宇辰，

普兰斯堡 / 司馨彤，里海谷 / 杨瀚淳，大
费城 / 陆启航，樱桃山 / 陶睿，里海谷 /
李慧怡，伯克利 /王倩莹，大纽约 /尹真，
南部/张梦妍，东部/李瀚翔，康州/李晨钰，
博根 / 张墨琳，爱迪生 / 张凌瑞，东部 /
王思寒，李文斯顿/罗熠喾，南校/肖璟瑶，
中部 / 王婷，大纽约 / 孟雪涵，纽约中心 /
李傲宇，桥水 /张子艾，里海谷 /刘天翼，
大纽约 / 毛筠宁，爱迪生 / 魏欧文，东部 /
陈璨然，伯克利 / 姚博骅，大费城 / 张馨
月，桥水 / 龚妞妞，东部 / 李馨薇，南部 /
李子菲，爱迪生/杨宁，普兰斯堡/ 迟迪安，
桥水 / 程好

传中华文化 承传统韵味
记 2021 第二届“华夏杯”网上中华知识竞赛

竞赛组委会 王志红

我叫张紫
媛，今年八岁
了。虽然我在
英文学校读二
年级，但是我
的中文已经读到五册了！这是我第一次
参加“华夏杯”网上中华知识竞赛。

复习题好难，很多字我都不认识。
在妈妈和姐姐的帮助下，慢慢地，我记
住的知识越来越多了。

紧张的比赛开始了。一开始，我做
错了一题又一题，很伤心。这时我想起
了比赛之前老师跟我们说“不要紧张，
就像上课时玩的游戏一样，你们一定可

以的”。我做
了个深呼吸，
集中精力，果
然做对的题目
越来越多了。

我开心极了。
第二轮的抢答更紧张了。同学们都

认真积极地回答问题。我觉得大家都非
常厉害，看到回答对问题的同学，我都
情不自禁地为他们鼓掌。

我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只
要你努力，专心，不紧张，你一定不会
害怕任何挑战，一定会成功。学习中文
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我会继续努力的。

2021 年 6 月
5日，我怀着紧张
激动的心情参加
了第二届“华夏
杯”网上中华知
识竞赛。激动的是，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这
项比赛，今年的比赛增加了抢答的环节，
听上去非常有挑战性；紧张的是，我今年
要参加高年级组的比赛，需要学习的知识
更多了。

一拿到复习题，我就投入了紧张的学
习当中。每天都要花一些时间，从不认识
的字开始，写拼音，读题目，理解意思。
在复习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了很多有趣的
历史文化地理和民俗。通过学习，我知道
了中国不只有李白杜甫，每个朝代都有杰
出的文学家；中国除了四大发明还有四大
名绣、四大名园、四大盆地；中国除了历
史悠久的故宫长城，还有巍峨的五岳、工
程浩大京杭大运河；中国除了有世界屋脊
喜马拉雅山脉，还有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
漠。我从“夸父追日”的故事中学到了坚持，
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古语中学到
了“一诺千金”。从端午节的粽子到中秋

节的月饼，每一
种传统食物的背
后都有着动人的
故事。学习的知
识越多，越激发

了我对中华文化的兴趣。我在知识的海洋
里徜徉，生怕错过每一朵浪花。

通过参加这次比赛，我对华夏民族又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kahoot 和抢答的形式
也让我积累了更多的实战经验，锻炼了独
立思考的能力。在初赛中，我更加明白了
学好扎实的基础知识是多么重要；在决赛
中，我体会到临危不乱和随机应变都是平
时就要锻炼的能力。胜不骄，败不馁，才
能让我走得更远。

这次知识竞赛是一次有趣的体验。我
在比赛中见识到了很多其他分校优秀的同
学，学习到他们很多优点。知识竞赛让我
开阔了眼界，看到了更
多的可能性，也更加热
爱中文，享受中文学习。
因为学好了中文我就能
读懂更深奥的中文书籍，
领略中华文化之美了！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第二届“华夏杯”网上知识竞赛参赛感想

博根分校 张紫萱

记一次有趣的知识竞赛
博根分校 张紫媛

华夏普兰斯堡分校
是华夏中文学校众多分
校之一，也是知名度很
高的分校之一，其中成
因很多。在此，我仅介
绍其中一项：学校的“中文语言生态系统”
状态良好。

作为中、高年级的老师，我接手的绝
大部分学生在语音、书写、听力理解、课
文朗读、主动表达等方面都做得很好。我
不需要在课内或课外为他们纠正发音。每
每听到他们用童声流利地朗读通篇汉字的

“西游记”故事，我都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
他们会像讲英语一样顺畅地用中文提问，
而语句中很少夹带英语词汇。当我和同学
们就课文内容做讨论时，就像与全中文语
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一样。

这些事实说明，从学前班到四年级的五
年汉语基础训练中，在语音、书写、字词
句识读、文章理解、课外阅读、口语表达
这些方面，他们受到了很好的培训。他们
的大脑中已经建立起了“双语”系统，并
且能互不干扰地运行，即能够用中文学习
中文，用英文吸收英文，不需要相互转换。

这种学习方式是很多成年人用很多年
的练习才能实现的，也是学习效率很高的
方式，会使他们终生受益。

在中、高年级，同学们会受到写作、
阅读分析、演讲方面的培训，以及有关中

国文化的介绍。特别是
学校还提供各种体育竞
技、实用技能类的培训，
让学生们能够沉浸在
“汉语、华文生态系统”

中，接受到大量听觉、视觉信息和练习的
机会，因而能在毕业时顺利通过”汉语水
平考试“等标准考试。这样的结果，正可谓：
夏日雨后斜阳，彩虹悄然天上。无须问，
水滴无言，造化呈祥。

我们希望每一粒种子都能找到适合它
生长的土壤，都能在适宜自己的生态中茁
壮成长。华夏普兰斯堡中文学校正是为学
中文的孩子们创造快乐学习的土壤，让孩
子们爱上中文，爱上中华文化，在良好的
“中文学习生态”中把中文变成自己自然
而然的一种语言。

普兰斯堡分校怡人的“中文语言学习生态”
普兰斯堡分校 教师 夏方

无数的星星在夜空中闪烁着，我想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哦，星星的形状和大
小，无数可能的想像；哦，奇妙的事情将
会发生，许多人的梦想甚至可能真正变成
现实。如果你真的相信并付出汗水和泪水，
那么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什么是免费的，
你需要为梦想而努力！

那些没有形状的星星是什么呢？只
是一些无聊的东西吗？如果可以的话，我
真的希望这些星星能够照亮和平与正义。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
人类会繁荣昌盛。

我希望我的愿望能够实现，我不要求
财富，也不愿意变得自私，相反，我希望
闪亮的星星赋予我力量，这个力量将帮助
的不是一个人，而是 70 亿人，甚至整个
世界。而最重要的是，我将为此付出努力。

你必须要用自己的努力为之奋斗，
否则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实现的！

你在一个虚空的小岛上开始你的旅
程。这个小岛上，拥有一棵树，一些物品，
当然还有你脚下的土地。

你必须珍惜脚下每一点泥土，因为
任何一些泥土掉进无限的宇宙，你就永远
没机会把它们带回来，也无法找到代替它
们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
你应该会开始欣赏你周围一切，并珍惜使
用所有资源，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所以哪怕开始时，你只有一桶岩浆，
一块冰，和一棵小树，只要你有智慧，你
就会慢慢的把这个小岛变成你自己的世界。

天空岛告诉我们，无论我们的失败
的可能有多么大，现实多么糟糕，我们内
心都会有克服这些挑战，并取得美好成就
的力量，因为任何事都有可能性发生。当
那天来到时，我们回头看看我们的初始，
会为我们走了多远而感动。

你做过手工吗？你撕过纸吗？你破
坏了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把它修
起来？

你肯定用过胶带纸。在 1925 年，理
查德•格里•德鲁在圣保罗明尼苏达州
的一个“3M”厂家 ， 做了世界第一个胶
带纸，这个胶带纸是黄色的 , 现在看来粘
力也不强 , 但是在他的时代，这种可以很
快硬化的胶粘剂从来没发明过，它可以把
东西很快粘在一起，大家不必再使用慢慢
变硬的胶水。

现在胶带纸已经成为一个必须的日
用品，很多我们常用的东西需要胶带纸，
它可以帮你大忙 , 也可以修很小的东西。
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别的胶粘剂，似
乎有的胶粘剂比胶带纸还好用，但是任何
胶粘剂都无法代替胶带纸。

胶带纸就像爱一样，爱可以把大家
粘在一起，没有爱的连接，人们就会离开。
没有爱，一个人不会去帮助另一个人，一
个世界没有爱，就是一个光秃的、没有快
乐的世界，所以说爱是我们生活的胶粘剂，
它把我们人类连接在一起，我们因着爱和
被爱，高高兴兴的经历成长和死亡。

所以下次，你使用这个小小的胶带
纸把你破坏的东西粘起来的时候，你想一
想，这个胶带纸在帮你干什么呢？下一次
你跟你的家庭聚会的时候，想想为什么你
们会成为一个家庭？想想为什么每年每
月，每星期，每日，都会关心帮助家人？
想想为什么每天你们高高兴兴地一起生
活，分别的时候会思念和惦记？答案就是
爱，爱就是你家庭的胶带纸，没有爱就没
有家庭，没有胶带纸就没有连接。

秋天来了，叶子都变红了，慢慢从
树枝掉下来。我昨天骑车去河边看鸟的时
候，看到许多人都在拍摄河边五颜六色的
树，他们肯定觉得秋天很美。

我知道秋天的叶子虽然很美，但它
们是有代价的，因为美丽的秋天过了，冬
天就要来了。

冬天的时候，很多动物都会死，它
们要么被冻死，要么会饿死，要么会得病，
也有可能会被别的动物吃掉。因为冬天里
的动物，它们缺少食物都很饥饿。

连人类都害怕冬天。根据CDC的统计，
每年离开世界最多的人是在冬天，十二月、
一月和二月。虽然人类不怕饿，也不怕冷，
有很多先进的技术可以使我们度过寒冷的
冬天，但人类的所有的技术，都无法使我
们我们没有冬天。

秋天过了就是冬天，秋天这么美，
因为它是冬天之前最后的季节，所以我们
更应该珍惜它。关于这一点，如果你需要
证据，就只需要往历史上看，古人也学会
了珍惜秋天，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感恩节，
它在十一月最后的星期四。还有 labor 
day 和 veteran day，这些节日让人们知
道秋天的完美不是理所当然的，所有美好
的东西在这个世界都是有限的，或者时间
很短，或者美丽会消失，所以我们要珍惜
我们每一天看到的美，并要赞美她。

星期日 多云
今天天气时好时

坏,一会儿蓝蓝的天空，
有许多美丽的白云，仿
佛一幅风景画。一会儿
大风使劲地吹着，仿佛
大自然生气了，无叶的
树木似乎在发抖。我不禁幻想着夏日我和
我的小狗出去享受美丽的天空的情景，在
太阳下，我一边看书，一边看着狗……每
过一段时间，一阵大风吹来，我和小狗跑
进太阳的温暖的怀抱。日落时真漂亮，有
红色、有蓝色、有黄色、有粉色。我每一
次回头都有不同的颜色，真美丽。那天是
我最喜欢的一天，又温暖，又漂亮。

星期四 阴
今天真沉闷！早上起来，一朵云都

没看到。我一拉开窗帘，就看到灰白的天，
没有太阳，没有鸟。天从来没看起来那么
的阴冷，树从来没看起来那么的寂寞，今
天是我什么是都不想干的一天。天气预报
预测有雷雨，不久，雨就开始不停的下；
树，看上去真可怜。足球训练也被取消了，
今天也是我觉得最可怕的一天。

星期五 晴
今天天空很漂亮！蓝蓝的天空，万

里无云。我带着狗在温暖的太阳下散步，
树木在温暖的阳光下，使劲挺直了树杆，
太阳也笑起来了。过一会，一阵微风吹来，
我仿佛听到了小鸟的歌声，仿佛看到了一
只雄伟的鸟把头高高扬起，似乎告诉我们：
“春天来了！”

在晴朗的天空下，我跟朋友一起踢球。
当我一听到那熟悉的鸟鸣声和虫鸣声时，
就想起夏日。在阳光下，树木似乎比以前
屹立得更加挺拔。今天，我终于感受到春
天来了。我们的太阳、天空、树木、虫儿
都在告诉我们：春天来了，大地复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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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a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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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游戏会不会引起暴力？
八年级周末班 王浩辰  指导老师 吴雯

1976 年，
一个叫“死亡
竞赛”的游戏
发布，这个游
戏鼓励玩家们
用车把行人压

平。1982 年，一个叫“真人快打”的游
戏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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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都有人说“会的。电子游戏会
引起暴力。”每当有一个校园发生枪击，
媒体就会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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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掉，不灭掉的话，
游戏会制造怪兽！”最荒诞的争论是全国
枪支组织所说的：“枪不会杀人的，但游
戏和媒体会杀人。”

为了阐述这个观点，让我们来看一
些证据。关于电子游戏如何影响行为的研
究早在 1980 年代就已经发表了。从此以
后，至少发表了 25 篇著名的研究论文，
它们的结果互相矛盾。如果你能拿出一个
论据支持上述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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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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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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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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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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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提及他们玩过暴力的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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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利用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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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以常识
作为依据。仔细思考
一下，如果电子游戏
会简单地引起暴力，
那么现在的世界是不
是一片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