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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年快到了。旧的一年，往事尚不能称得上回
忆，而新的一年，一切还在计划和憧憬中。
成年人对庆祝新年也许已经没有太多的热情。而孩
子们无疑会情不自禁地投入任何的庆祝活动。孩子
们天真烂漫、热烈奔放，又不禁感染大人，于是，
一个庆祝的氛围就四处弥漫。
经过牛顿中文学校老师、家长会、校行政成员组成
的校活动筹委会几个月来的努力协调和筹备，春节
联欢晚会将于一月30号晚上在Regis College 举行。
我们将观赏到由校内和校外的个人和团体献上的精
彩节目。
在此，谨向所有付出心血、时间、捐助和才艺的大
人孩子致敬！也邀请大家前往观赏，一起欢庆新
年。愿喜庆的气氛将大家包围，新的一年里万事如
意，健康平安。

Event Committee 最后一次筹备会议
一月24日

校图书馆

牛顿中文学校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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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力
牛顿中文学校校长
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
瑞雪迎春到，猴年喜气来！值此辞旧迎新之
际，我谨代表牛顿中文学校校行政，向全校老
师，同学，家长，和曾经为中文学校辛勤付出
和奉献的各界朋友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衷
心的新春祝福！
2015年，是一个硕果累累的一年。在全体教职
员工共同努力下，牛顿中文学校顺利地从两节
课制向三节课制的转换，为中文学校开展多样
化课程，创造了良好的平台。中文学校和才腾
教育合作，引进了英文写作和演讲等课程，受
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在提高中文教学质量
方面，开展了校内和校外教师培训并举的措
施，为增进学生学习中文兴趣做出了不懈的努
力。在学校董事会的直接领导下，组织有经验
的教师，编写了中文试用教材。在搞好基本教
学的同时，校行政和各科年级组密切合作，举
办不同形式的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
如，绘画展览，数学竞赛，演讲比赛，和校内
校外作文竞赛等活动，所有选拔参加校外中文
竞赛的同学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支援中国
贫困地区教育方面，支教小组的老师和同学
们，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骄人的成
绩，许多被赞助过的学生，经过刻苦学习，考
取了大学。牛顿中文学校积极参与牛顿社区的
各项活动，比如在City hall举办中国日，参加牛
顿文化节，Newton Serve Day, 举办debate forum 等活动，为传播中华文化，加强社区联系
和丰富牛顿社区文化的多元性做出了应有的贡
献。为鼓励更多的志愿者参与学校和牛顿社区

的建设，学校董事会引入了President’s Volunteer
Service Award (PVSA)，第一批申请学生均获得了金
奖或银奖。
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学校董事会在学校
规范化和制度化所起的指导作用；离不开全体老师
的辛勤付出；离不开校行政各部门和家长会创造和
维持良好的学习环境及后勤保障；离不开Event
Committee在各项活动的策划和执行；更离不开全体
家长，广大关心和支持中文学校发展的社会各界朋
友们的强有力支持。

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在充满希望的2016年，
愿我们携手并进，发奋图强，让牛顿中文学校这块
丰腴的乐园，为传播中华文化和培育更多高水平的
学生，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衷心祝愿广大教职员工和各界朋友们在新的
一年里，身体健康，合家欢乐，万事如意！衷心祝
愿同学们在新的一年里天天进步，学有所成！衷心
祝愿牛顿中文学校在新的一年更加发展壮大！

牛顿中文学校 NC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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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earning
Liang

After seeing my daughter being occupied by her
homework almost every night, and stressed by her
school life, I can't help but wonder what learning
is, and what it should be.

Should academic learning entail all of a student, in
terms of time and energy? Students have other
needs other than just academic learning. They
need to take their mind off learning in order to relax and reenergize. They need time with their families, friends and members of their community.
They should fulfill certain responsibilities. Their
hobbies and talents also require their time and efforts.
Is learning limited to the frame as defined by the
school and the teachers? Is learning equal to the
formal education that our society has adopted? No
matter how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the curriculum
is, and no matter how challenging the courses are,
true learning is beyond what is offered by any
school or any educational system. Good students
have an instinct to do extra work, such as referring
to other textbooks on the subject, and instruction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y also love reading a wide range of books, as books are the soil on
which seeds of intelligence flourish. Now that
learning is more than what is defined by schools
and teachers, is it worthwhile to be stressed out
that much?
What is the value of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Quite a few famous people in history did not receive a formal education, yet they achieved the
greatness well educated people could not. They
were ardent learners, and learned mostly by doing
and from their life experiences, which consisted of

a series of progress and drawbacks, successes and
failures.
Is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superior to the maturity of personality and character? Certainly not; if
so, robots would learn better than human beings and
become our superiors. An intelligent and knowledgeable person with a bad personality and character will
find it difficult to have a successful career, much less
achieve true success in life. However knowledgeable
and capable a person might be, the lack of a unique
personality and character will make that person no
different from an equally intelligent and capable robot.
So, what is learning? Yes, learning is acquir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More importantly, learning is
to accept and reject, to question and challenge, to
unlearn and relearn, to reflect and readjust, and to
fail and try again.
Socrates once said, “True knowledge exists in knowing that you know nothing.” That is about humility,
and continual learning. Learning occurs any time,
anywhere, and at any age. In fact, life is a learning
process in its own right. Don't over sweat learning.
Take it easy, and enjoy learning. Since the purpose
of learning is to enjoy more of your life, don’t let
learning take the joy out of it.

教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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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中文学校
低年级教师培训报道
李青俊
2016年1月9日，牛顿中文学校低年级组中

文教师培训活动如期开展，打响了2016年度系列教

老师的正确引导下成长为一位MIT的高才生，后来还

师培训活动的第一炮。这次教师培训由我校资深中

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她提出学校教育的责任是帮助儿

文教师王瑞云老师主讲，我校夏铭副校长主持，以

童有新观念和创作能力，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而不是用

我校学前班及一二年级的中文教师为主体的共十余

传统的模式去限制儿童，幼儿时期是人格发展的基础

位老师参加了此次培训活动。

时期，如果在这一时期能用适当的教育方式辅导儿

在此次培训会上，王瑞云老师围绕 “兴趣

童，不仅能够促进儿童的中文学习，对儿童日后的学

教学——教具的制作与运用”这一主题并结合自己

习兴趣、学习方式，甚至人格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

三十多年的海外中文教学实践，采用了丰富多彩的

响。王老师生动有趣的演讲激起了与会教师的热烈反

中文图片、活泼有趣的儿歌及生动详实的案例，实

响，大家觉得非常有启发意义，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

地给大家展示了如何在中文教学中根据海外低龄儿

中文教学中也要积极探索，采用多元的教学设计，提

童的认知特点和学习方式的不同，通过实物、图

升学生的中文学习兴趣，提高中文教学的效率，并希

片、动作、儿歌等多样化的外语教学手段，充分发

望这样的培训能继续进行下去。

挥孩子们的自身潜能和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切实

如何帮助海外的华裔儿童有效且高效地学习中

提高中文教学的效率。王瑞云老师在牛顿中文学校

文，牛顿中文学校从切实提高教师自身素质出发，进

执教三十多年，

现任职布魯克来教师子女儿童中

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探索和改革。近年来除了“把专家

心(BSSCC)，长期从事“早期儿童教育”，具有丰

请进来”，“让教师走出去”等活动外，牛顿中文学

富的海外中文教学经验。在讲座中，王王瑞云老师

校还着重加强本校教师之间的交流。自去年起开展了

给大家讲述了她教学生涯中的一个真实教学案例—

针对本校老师教学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由本校教

—一个小时候让老师们头疼的“问题儿童”如何在

师结合自身教学实践和教学经验，通过“提问题，找
办法，大家坐下来一起讨论学习”的方式开展了的一
系列教师培训活动。通过这种“面对面”新型教师培
训方式，整合校内人力资源，加强校内老师之间的交
流，打造了一支过硬的教师队伍。

摄影：夏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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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课教师，助教，教室
Spring 2016 (2016 春季) 3rd Class Teacher/TA/Classroom
班级/Class
学前班 甲班-2 Language, K Grade -A2
Happy Chinese Class (I)
Happy Chinese Class (II)
幼儿学儿歌班
二年级 马立平教材 甲-2 Language, 2nd Grade - Ma A-2
SAT II & AP Chinese - A
SAT II & AP Chinese - B
SAT:Critical Reading 2
Adult Beginner Chinese
绘画十(国画, 10岁以上) Art 10: Chinese Bru
绘画八(国画, 8-10岁) Art 8: Chinese Brush Pa
绘画七 甲(彩绘, 8-10岁) Art 7A: Drawing/Painting
绘画九(素描, 11岁以上) Drawing 9: Sketch (11+)
绘画六(素描, 10-11岁) Art 6: Sketch (age 10-11
绘画四(彩绘, 7-8岁) Art 4: Drawing/painting
绘画三（素描, 9-10 岁） Art 3: Sketching
绘画二甲(卡通/基础, 5-6岁) Art 2A: Cartoo
绘画一乙(蜡笔, 4-5岁) Art 1B: Crayon
绘画五乙(彩绘, 6-7岁) Art 5B: Drawing/painting
绘画二乙 (创意绘画, 5-6岁) Art 2B: Creative Drawing
绘画十一(国画, 10岁以上 and Adult) Art 11: Chinese
儿童演唱艺术 Children Vocal Arts (7 yrs+)
儿童民族舞 Children Chinese Folk Dance (8 yrs +)
儿童舞蹈 (5 - 7yr) Children Dance
书法 Chinese Calligraphy
演讲和主持人培训班 Public Speaking and Anchor Training
中国笛子Chinese flute
国际象棋(高级) Chess (Advanced Level)
围棋 (初中级) GO (begin/intermediate level)
国际象棋(初级) Chess (beginner Level)
乒乓球 Ping-Pong
武术拳击健身 Martial Art 2
篮球(初级) Basketball (beginner)
篮球(中级) Basketball (intermediate)
少儿抖空竹 乙 (七岁以上) (Chinese Yoyo B)
击剑初级Beginner Fencing (8 yr old and above)
数学4甲, Math - IV (A)
数学5甲, Math - V (A)
数学6甲, Math - VI (A)
数学7甲, Math - VII (A)
数学8甲, Math - VIII (A)
数学9甲, Math - IX (A)
数学10甲, Math - X (A) (Math PSAT)
数学11甲, Math - XI (A) (Math SAT)
Chemistry SAT
Math Competition Class
Chyten Shark Tank Jr (4-5th grade)
Chyten Effective Writers (6-8th grade)
Chyten Public Speaking (6-8th grade)
成人瑜珈 Adult Yoga
成人瑜珈 Adult Yoga B
Adult Latin and Tap Dance Exercise
形体塑身训练班
女子形体舞蹈课
成人交谊舞(中) Adult Ballroom Dance
老人英语会话 Senior English conversation
*: 年级组长/Grade leader

教师/Teacher(s)
张亚娟
董苏
陈丽嘉
冯怡丽
杨文
冯瑶

助教/TA(s)
陈励
王菡
曲少华
王萍屹
李厘君, 王琳

盛兰兰
谭嘉陵
王玉双
李有恩
王社林
高虹
赵孟瑶
吴富民
沈亚虹 *
郁晓梅
李青俊 *
林浩宗
吴影
黄语红
曹景雁
方正厚
狄晓慧, 赵咏梅
镇德华
朱丽萍 *
卢珂
贺极苍
黄少君, 高亦工, Wenli Xue
李广辉
李威
钟瑜
陈望菊
王会凤
张润
张蓓蕾
李卫东
郑之高
赵一兵 *
王卫东
员玉娟
崔丽晶
蔚健
John Miao

Teacher ChytenProgram
Guo Tian
陈静
张馨梅
曾燕琴
惠子
刘暾, 吴晔
潘芳

陆玲, 张军
马福勤, Zhuang, Zi Xuan
宗涛
邓兴怡, 王芳
王诗阳, 张颖
罗丹, 马健强
崔昊, 小原金梅
戴学群, 沈采英
季昱圻
张敏意, 周瑾
曹玉华, 胡重曦
陈雅颖
Connie Lau, Emily Song
陈锐, Annie Miall

高林瑞, 夏耘
刘恒睿, 申东晓
姜皓天, 毛昌群
陈嘉怡, 王安竹, Benjamin Wong
li quan jian
Kevin Guo, 杨毅
蔡轶雷, 陈铭
高硕程, Alyssa Shen
申屠翼超
廖丹琳, 田鸣雷, 张志一
Fenghua Jin, Wendy Li
何荣, 徐啟明
伍心慧, Lirong Wang
王杰生, 杨文婕
Yulin Qin, 智一飏
May Yi
王艾梅
周忆龙
张云瀚

侯晓莉
郭旭, 曾维克
袁妍, 卢志勇

教室/Room
111
102A
207
109
101
202
313
225
216
214
314
318
112
301
115
211
103
319
224
333
221
礼堂
107
217
326
206
228
209
312
Second floor GYM
Second floor GYM
Second floor GYM
Second floor GYM
222
Second floor GYM
213
330
226
332
230
315
218
309
317
320
220
114
201
331
302
二楼礼堂前厅
316
一楼餐厅
First floor GYM
229

第四节课教师，助教，教室
Spring 2016 (2016 春季) 4th Class Teacher/TA/Classroom
班级/Class
成人交谊舞(高) Adult Ballroom Dance (Advance
*: 年级组长/Grade leader

教师/Teacher(s)
刘暾, 吴晔

助教/TA(s)
袁妍, 卢志勇

教室/Room
First floor GYM

Page 9

Jan 2016

LEGO CLASS

新课介绍

Teacher: Alex Wen
CURRICULUM ( FOR YOUTH AGED 6-8):
the 1st class, 12:30 pm – 1:45 pm
Room: 213
1) Lego imagi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rounds: Individual student will expand his/her
imaginary capacity in planning, configuring
and comparing a variety of lego models she/he
will make. Finally with the aid of teacher(s)/
assistants, students will come up with their final decisions on what they will make.
2) Lego building rounds: Class will start out with individual rounds, where each student will build a lego
model on his/her own. Rounds of lego activity will be upgraded to two students working in a pair. [TEAM
ROUNDS]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class will be able to form several group of 4-6 teammates,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final lego model ea. group, and exhibit it to the whole class.

3) Lego presenting rounds: Students get the opportunities to show lego models they built to the class multiple
times, and to the parents/ public at the end of semester.
4) Robot exposure rounds: In these rounds students will be exposed to higher level of lego activities including robotic mechanisms, mincraft gaming, arduido displays etc.
EQUIPMENT:
Students will be using the LEGO equipments provided by NCLS. Therefore, a material fee of $25 is included
in the tuition for this class.

牛顿中文学校国标舞高级班
应广大跳舞爱好者要求，牛顿中文学校国标舞高级班将于2016春季正式开课，网上注册现已开始。
主讲老师由张馨梅和刘暾老师担任。这个班是为有一定国标舞基础的学生继续深造提高而设。 上课时
间是每周日12：30－1：45PM。 这个班将详细解析每个动作的基本要领以及音乐、节奏的配合，使
学生最大限度地掌握国标舞的特点，进一步提高舞蹈的水平，同时能够在社交舞场合发挥自如，提高
学舞的兴趣。将要逐渐学习的舞种包括International Style的十种舞（华尔兹，探戈，狐步舞， 伦
巴，恰恰恰，等）及一些American Style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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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课教师，助教，教室
Spring 2016 (2016 春季) 1st Class Teacher/TA/Classroom
班级/Class
一年级 马立平教材 Language, 1st Grade - Ma-1
三年级 马立平教材 Language, 3rd Grade - Ma-1
少儿抖空竹 甲 (七岁以上) (Chinese Yoyo A )
LEGO
Math: Introduction to Calculus - A
Chyten Imagination Author (4-5 grade)
Vocabulary Masters: Drama Dictionary (6-8th Grade)
Chyten Shark Tank Jr (2-3th grade)
Adult Beginner Chinese
*: 年级组长/Grade leader

教师/Teacher(s)
陈励
陈锐
陈望菊
ALEX WEN
赵一兵

助教/TA(s)
张亚娟
金彤云, 林鑫昂
王泽养

汪春晓

教室/Room
220
207
222
213
230
218
201
224
225

第二节课教师，助教，教室
Spring 2016 (2016 春季) 2nd Class Teacher/TA/Classroom
班级/Class
学前班 甲班 Language, K Grade - A
学前班 乙班 Language, K Grade - B
学前班 丙班 Language, K Grade - C
学前班 丁班 Language, K Grade - D
一年级 甲班 Language, 1st Grade - A
一年级 乙班 Language, 1st Grade - B
一年级 马立平教材 甲 Language, 1st Grade - Ma A
一年级 马立平教材 乙 Language, 1st Grade - Ma B
二年级 甲班 Language, 2nd Grade - A
二年级 乙班 Language, 2nd Grade - B
二年级 马立平教材 甲 Language, 2nd Grade - Ma A
二年级 马立平教材 乙 Language, 2nd Grade - Ma B
三年级 甲班 Language, 3rd Grade - A
三年级 乙班 Language, 3rd Grade - B
三年级 马立平教材 甲 Language, 3rd Grade - Ma A
三年级 马立平教材 乙 Language, 3rd Grade - Ma B
四年级 甲班 Language, 4th Grade - A
四年级 乙班 Language, 4th Grade - B
四年级 马立平教材 甲 Language, 4th Grade - Ma A
四年级 马立平教材 乙 Language, 4th Grade - Ma B
五年级 甲班 Language, 5th Grade - A
五年级 乙班 Language, 5th Grade - B
五年级 丙班 Language, 5th Grade - C
五年级 马立平教材 甲 Language, 5th Grade - Ma A
五年级 马立平教材 乙 Language, 5th Grade - Ma B
六年级 甲班 Language, 6th Grade - A
六年级 乙班 Language, 6th Grade - B
六年级 马立平教材 甲班
六年级 马立平教材 乙班
七年级 甲班 Language, 7th Grade - A
七年级 乙班 Language, 7th Grade - B
七年级 马立平教材 Language, 7th Grade - Ma
八年级 甲班 Language, 8th Grade - A
八年级 乙班 Language, 8th Grade - B
八年级 马立平教材 Language, 8th Grade - Ma Liping
九年级 甲班 Language, 9th Grade - A
九年级 乙班 Language, 9th Grade - B
九年级 马立平教材 Language, 9th Grade - Ma Liping
十年级 甲班 Language, 10th Grade - A
成人国画高级班Adult Brush Painting (advance
绘画一甲(蜡笔, 4-5岁) Art 1A: Crayon
少儿健美操 -1 Children Fitness -1
乒乓球 Ping-Pong 2
Physics Concepts and SAT II
成人素描 Adult Sketch Drawing
成人国画 Adult Brush Painting
成人舞蹈健身 Adult Dance Exercise
成人演唱艺术 Adult Vocal Arts
成人运动健身 Adult Aerobic Exercise
成人书画研习班 Adult calligraphy and painti
成人瑜珈 Adult Yoga
女子塑形舞蹈课
成人交谊舞(初) Adult Ballroom Dance (Beginne
*: 年级组长/Grade leader

教师/Teacher(s)
王瑞云
夏耘 *
王珏
陈丽嘉
陈励 *
狄晓慧
杨文 *
周世晓
董苏
王菡 *
冯瑶
冯怡丽 *
申东晓
李青俊
陈锐
赵咏梅
崔昊
张亚娟
王芳
陈卉
杨宜芳 *
曲少华
李厘君
姚洁莹
郁晓梅
杨英丽
林倩
韩黎娟
梁楠 *
张志一
范林
张晓毅
杨悦
李威 *
郑凌
蔚健 *
李屏
盛兰兰
潘芳
林浩宗
高虹
张颖
黄少君
刘希纯
李有恩
谭嘉陵
张馨梅
曾燕琴
Meera Mathur
方正厚, 沈亚虹
陈静
惠子
刘暾, 吴晔

助教/TA(s)
蔡轶雷, 王琳
王宇思, 镇德华
Lin Zhang
陈望菊, 王安竹
陈铭, 孙亚英
沈采英, 杨梅
王楚杰, 仁云 周
小原金梅, 朱厚朴
刘烨凝, 赵 文铖
胡重曦
徐啟明, 苑媛
申屠翼超, 张文佳
卢苗苗, 张云瀚
欧志敏, 周忆龙
杜鸰, Emily Song
苏醒, 王杰妮
高月, 林鑫昂
陈舒洁, 季昱圻
马福勤, 郑冉
陆弈哲, May Yi
罗丹, 伊莎
孙湄
智一飏
陈小风, 杨琦蘅
李晖, Raymond Shen
姜皓天, 王斯若
高安, 杨文婕
杜珙, 胡天辰
高硕程, 隗萝均
廖丹琳, 王欣怡
王艾梅, 钟璧竹
姚婷
周霞
周瑾
董海伦, 魏宇明
王存浩
宗涛
马健强
李卫东
钱正满, 王萍屹
符依兰
陈嘉怡, Kevin Guo

王玉双
Cai, JIe
黄秦
谢丽琴

郭旭, 曾维克
袁妍, 卢志勇

教室/Room
111
114
201
107
220
103
101
226
104
116
202
109
228
325
207
115
301
309
312
314
326
319
316
213
224
315
311
330
333
331
332
218
209
211
230
317
320
313
229
227
112
二楼礼堂前厅
Second floor GYM
217
318
216
222
221
礼堂
214
302
一楼餐厅
First floor G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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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语文情结
亮
每当春天复苏，大地的腰板松软起来，风
也开始湿润柔和。阳光不再苍白，泛着金黄，
像一双温暖的手，慈爱地抚摸着人的脸庞。
在河边走着，看见小草怯怯地从冰雪探出
头。小河上的冰已经开始融化，河水像松了
绑，汩汩地欢畅起来。偶尔一声鸟啼，寂寥的
林间小道似乎颤了一下，这便是春天了。
不由得想起我的小学课本来，念起已经印
在脑子里的课文，“春天来了，冰雪融化，种
子发芽，果树开花。我们来到小河边，来到田
野里，来到山岗上。我们找到了春天。”
想起从老师手里接过课本的喜悦。
想起打开新书扑鼻而来的书香。
想起让我心旷神怡的书页的鹅黄。
想起老师和我们一起朗读的声音。
想起文字和插画把我带入的那个美丽的春
天的世界，我就是画面里的那个孩子，在小河
边，在田野里，在山岗上，贪婪尽情地呼吸春
天的气息。

偶得
亮
白天是个控制欲很强的独裁者
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的眼神不再迷离
妻子和儿女甜蜜地睡熟
如美丽绽放的玫瑰

又一个春天来了。新的一年开始了。我已
经不再是一个少年，可我们这儿有很多少年。
让我们一起，把春天写进他们的回忆里。当春
风每年吹起，我们都能听到同一个声音，感受
到同一种心情：
“春天来了，冰雪融化，种子发芽，果树
开花。我们来到小河边，来到田野里，来到山
岗上。我们找到了春天。”

他们均匀的呼吸让我满足
他们的梦乡也让我痴迷
有阳光，草地，红的黄的花丛
蝴蝶互相追逐
我们躺在草地上
打开一本书
一起读
发生在很久以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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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为烧伤儿童庆祝生日
李启弘

志愿者，医生，护士和所有有爱心的人们。而
且，严重的烧伤和艰苦的家庭环境并没有影响孩
子的性格。小世伟内心乐观坚强，开朗活沷。派
对前，他热情地邀请老师们参加他的聚会，并记
得在派对后为来不了的老师们送去蛋糕。
现在，世伟带着叔叔阿姨的美好祝福，己经结
束治疗回国了，他们带回了六箱朋友捐赠的衣
服，玩具和礼品。刘父是一个很朴实的的人：心
1月10日，烧伤儿童刘世伟九岁生日派对在

怀感激，不善言辞，他满足的说不仅他们家四口

牛顿中文学校举行。这是世伟第二次在中文学

人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有了，还可以分些给当地乡

校庆生日。生日派对在一名大男孩优美的琴声

亲们。明年世伟再来波士顿，医生将为他植头

中开始。世伟头戴高高的寿星帽，虔诚地许

发。衷心祝愿世伟在大家的关爱下早日康复！在

愿，高兴地吹灭蜡烛，兴奋地棒打Pinata，欢

爱心陪伴下健康成长！世伟加油！

快地接受家长、老师和小朋友为他送去的礼物
和祝福。他还热情地把蛋糕，食品，糖果，生
日捲哨分发给小朋友们。
为世伟办个生日派对，对我们大人来说不是
什么难事，而对孩子来说，却是终身难忘。他
记得去年生日蛋糕上也有五个汽球，记得去年
大家催着他吹蜡烛以至于他都没来得及许愿。
再三追问下，他偷偷地告诉了我们他去年的那
个小小遗憾，他和爸爸商量的许愿是：＂祝愿
所有帮助过他的叔叔阿姨们永远健康快乐！＂
出生于重庆大山深处的小世伟是不幸的，因
为小时候被火盆烧伤；而成长起来的小世伟又
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好多关心他帮助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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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书刊音像大展将在我校举行
李光华
[本报讯]我校与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美国公司共同举办的“中华文化书刊音像大
展”，将于本学期3月20日（周日）在Day School 一楼餐厅隆重举行，时间从9:00am6:00pm。届时，由中国300多家出版社，音像公司出品的数千种中文书籍、电影、电
视剧DVD和笔墨宣纸荟萃一堂，供学生、家长选购。
牛顿中文学校曾与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美国公司多次合作举办书展，深受学生、家长
欢迎。许多在美国市场上见不到的中文图书都可以在这里买到，且价格只有市场价
的一半。本届书展推出了一批近两年出版的精品书、畅销书，其中有刚刚获得国际
大奖的科幻小说《三体》，又有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听体检说健康都去哪儿
了》《最上瘾的绝味川菜》，而更多的是促进孩子们学习中文，增长知识，提高中
文阅读水平的书籍，有《汉字描红》《汉英双解新华字典》《儿童注音版十万个为
什么》等。本次书展的部分收入将全部用于牛顿中文学校的支教活动。

校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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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下午，牛顿中文学校在GBCCA举
办了题为“兴趣教学-教具的制作与运
用”的教师培训，由我校资深教师、前
（摄影：夏铭）

校长(1993-1994)王瑞云女士主讲。王
瑞云老师以案例讲解和教具使用示范的
形式，向与会老师演示了课堂教具的灵

教师之窗

活运用，以及如何让学生从视觉、听觉
和触觉上充分接受和参与教学，提高课
堂教学形式的多样性，从而提升学生的
学习兴趣。学前班、中文一年级、二年
级、三年级、Happy

Chinese的全体老

师，部分马立平班老师和副校长参加了
此次培训讲座。（夏铭）

为迎接春晚紧锣密鼓地准备

摄影：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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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之窗

根

周颖欣 (11 岁)
有人赞美花朵的芬芳美丽, 有人称赞叶子的翠绿
欲滴,也有人夸奖果实的甘甜可口。然而, 又有谁
想过,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默默的,无私奉献的根。
如果没有根, 大树就不会挺拔, 小草就不会翠绿,
花朵就不会芬芳。根,为了花儿和叶儿,把自己深
深地埋在地下, 默默地奉献着 ……
根,总是竭尽全力向下延伸,不仅固定了植物,使得
它们在狂风暴雨来袭时依然挺立;而且还储存水份
和营养, 使得它们在炎炎烈日下不致枯萎。

易韵婕
亲爱的老师，您好！

我想要告诉您我们今年夏天暑假去了哪里玩。
从七月中到八月中，我和妈妈，爸爸，哥哥去
了台湾和中国大陆看望我们的亲戚和游玩。我

根就是这样无私。根,你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感
染着我。你让我想起了我的父母和老师们,他们默
默地奉献着自己,教会了我们科学知识和做人的道
理。

们在台湾和广州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机会学到
了和用到了中文。

在台湾， 我们住的地方是

在台中。我最喜欢去玩的地方是去澎湖玩。澎
湖的沙滩跟海水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暖，天

我将来要做一个默默奉献的园丁,让更多的花朵争
相斗艳。

空蓝蓝的， 所以，我们觉得那里非常好玩。我
最喜欢的是去澎湖玩。 每天有吃很好吃的东
西。 我觉得台中的蛋饼是那里的最好吃的东
西。 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台湾是一个非常值得

去游玩的地方。在中国大陆，我们住的地方是
在广州。在广州 有很多很多人在咯上走来走
去。每天有非常好吃的东西。在广州也很热很
热的天气所以， 我很会出很多汗。我很喜欢去
广州玩。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台湾和中国大陆
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游玩的地方。

我真希望您有机会去台湾玩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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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中

邓天滢
我出生在美国. 我妈妈祖籍江苏. 我爸爸祖籍广东.
我们在家讲中文.

爸爸妈妈经常给我讲中国的风土

人情. 我对中国文化充满了好奇跟向往. 我去过很
多中国的大城市. 我到过杭州, 苏州, 北京, 西安,
广州, 兰州, 上海和郑州。我非常喜欢中国.

我参加过两次中国寻根之旅的夏令营。中国寻根之
旅提供各种不同的夏令营和去不同的城市。我第一
次去这个夏令营是我十二岁的时候.

我是自己一个

人飞到广州以后才跟其他的营员碰头。这个夏令营
有从全世界其它国家

来的华人。有意大利的,印度

尼西亚的,法国的,美国的,蒙古的,和英国的。那年
我的组里有美国人,英国人,蒙古人,意大利人,和印
度尼西亚人。虽然我们是来自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
语言但是我们会用普通话来交流。我们在一起很高
兴也很兴奋。我们住在广州暨南大学.

老师教了我

们武术,毛笔字,和剪纸。大家都很认真的学习。在
广州我们还去过博物馆,越秀公园,和广州电视观光
塔。广州电视观光塔又高又壮观又漂亮。真是难得

一见。

文. 我们也去参观了一些北京著名的观光旅游景
点. 我们去了天安门, 故宫, 天坛, 颐和园, 长
城, 水立方, 鸟巢. 夏令营还组织了胡同游, 看
杂技表演. 最后我们还去了人民大会堂. 真是激
动人心. 之后, 我们去了河南少林寺. 在那里,
我们在著名的塔沟武术学校学习功夫.

天气很

热, 武术学校没有空调. 一天要湿几身衣服. 大
家不叫苦.

训练很认真.

河南生活条件不如北

京. 不过, 已经帮我们尽力安排. 我们都不抱
怨. 我妈妈很惊讶我们的适应能力. 我们欣赏了
少林功夫表演.

太神奇了.

为中国功夫感到骄

傲.

我经过那次的夏令营我感觉到中国是很伟大很美丽
的。我非常热爱, 非常喜欢. 所以去年,2013暑假我
又去参加中国寻根之旅的夏令营。这次我妈妈做领
队。这次我们组只有美国和法国人还有一个意大利
人。我组一共有二十多人。这次我们去了北京和河
南少林寺。夏令营为我们安排了很多活动.

的住宿跟饮食都安排得很好.

我们先待在北京华文学院。我们学习书法和中

把我们

是我们感觉很温暖.

通过这两个夏令营. 我交了很多朋友. 我们现在
还有联系. 我更多了解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

我热爱中国. 我以后还要去. 我觉得我的根在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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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更多的了解我的根。中国永远在我心里排第

周芷清

一，我爱它就像爱我的妈妈一样。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根，一个每个人都很自
豪的地方。我虽然生活在波士顿，但是我的根在---中
国。不管我嘴上说多少遍“我恨你”

“你多么的不

好” 我心里还是爱着它。一直以来，我对中国的印象
都是在中文课本中，爸爸妈妈嘴里描述的那个样子。
幸运的是，今年暑假我参加了国务院侨办组织的南京
·扬州寻根之旅夏令营，让我更多的了解了中国文化
和历史，也让我更喜欢上中国。
夏令营的第一站是江苏省南京市，一个具有丰富历
史的城市。我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南京博物
馆，和南京中山陵。我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第一次了
解到了日本士兵的暴行，残杀了30多万南京的平民，
日本兵的残暴持续了两个多星期。我看到一些老照片
里面全是无辜的老百姓被枪杀之后，堆成了小山那么
高。有些照片里面人虽然还活着，但都是缺胳膊少
腿。当看到这里时，我也终于明白了，为啥我爸爸谈
到日本人时，总有一种表达不出来的恨意。我心里很
悲痛，同时也为那些存活的人骄傲。他们经过了一个
那么使人受创伤的经历，还可以重新面对生命。就像
Winston

Churchill说过“。。。失败并非末日，最

重要的是继续向前的勇气。” 当时的中国虽然不能保
护自己的首都，但后面还是重新站起来，放开一切，
勇敢的面对未来。现在的南京市那么的先进和现代

化。
在中山陵我了解到中国有一个伟大人物孙中山，他
是现代中国的奠基人，由此他也被尊称为“国父”。
中山陵就像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塔一样。林肯和孙中山
都是两个伟大人物，改变了两个国家的进程。林肯解
放了奴隶，孙中山解放了中国的人民。我很钦佩孙中
山那样的伟人，就像我也钦佩林肯总统一样。
回到波士顿之后，我的心还留在现代化的南京和美

丽的扬州，我希望明年暑假有机会再去中国，

后面，我还去了南京博物馆。南京博物馆里
有很多不同的历史文物。我最喜欢的是一个宋代
的瓷器花瓶。那花瓶是一种很特别的瓷器做出来
的。那瓷器又薄又白，非常漂亮。那花瓶上画的
每一条线，每一个小细节都画得非常精致。当我
看到这个花瓶时，我真为中国古代的人骄傲，一

千多年前就可以造出这么美的东西真是太令人惊
讶了。
夏令营的第二站是在风景优美的扬州。我在
扬州最喜欢的景点就是瘦西湖和古运河。瘦西湖
的柳树在夏天的微风里摇曳，倒影在湖中，感觉
真的美极了。瘦西湖的东边连接到古运河。我们
租了一条游船，夏令营的一个老师在船头讲古运
河的历史。原来这条古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

运河。这古运河让古代的人更方便的旅行和运输
物品。
我还去了扬州的东关街。那里有很多让你直
流口水的小吃和特色菜。我朋友买了一碗辣豆腐
和我一起吃。我们一下子就吃得干干净净，连一
滴都没有剩下。我还买了一个用糖水做出来的
龙。我拿在手里欣赏了半天，用手机照了好几张
照片，舍不得吃，应为那糖水龙看起来实在是太
漂亮了。其实除东关街，中国哪一个地方都有很
好吃的东西。我真希望美国也会有这么多好吃的
小吃店，那我就不用天天在波士顿为想念中国的
美食而留口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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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个趣味定律
1、苹果定律：如果一堆苹果，有好有坏，你
就应该先吃好的，把坏的扔掉。如果你先吃坏
的，好的也会变坏，你将永远吃不到好的，人
生亦如此。
2、快乐定律：遇事只要你往好处想你就会快
乐，就像你如果掉进沟里，你都可以设想说不
定刚好有一条鱼钻进你的口袋。
3、幸福定律：你不是总在想自己是否幸福的
时候，你就幸福了。
4、地位定律：有人站在山脚下，而有人站在
山顶上，虽然所处的位置不一样，两人眼里的

时的唯一办法就是忽视它，不能忽视它，就藐视

对方却是同样大小。

它，如果连藐视它也不能，你就只有受辱了。

5、沉默定律：在争辩的时候，最难辩倒的观

8、愚蠢定律：愚蠢大多数是在手脚或嘴比大脑

点就是沉默。

行动还快的时候产生的。

6、动力定律：动力往往来源于两种原因，希

9、价值定律：当你拥有某一项东西的时候，你

望或绝望。

就会发现，这种东西并不像你原来所想的那样有
7 、

价值。

受辱

10、人生定律：一辈子一盘棋，每一步都是自己

定

走出来的。

律：
受辱

11、失眠定律：开了电视睡得着，关了电视反而
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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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谈话定律：最使人厌烦的谈话有两种，一
是从来不停下来想想，另一种是从来不想停下
来。
13、结局定律：有一个可怕的结局，也比没有
任何结局要好。
14、痛苦定律：死无疑是痛苦的，然而还有比
死更痛苦的东西，那就是等死。
15、惯性定律：任何事情只要你能够坚持不断
去加强它，它终究会变成一种习惯。
16、游戏定律：无论你保龄球打得多“
菜”
，每
次玩都可能有一两次全中，令你满意，高兴地
下次再来。
17、指责定律：当用一个手指指责别人的时
候，别忘了总有三个手指指向自己。
18、旅游定律：没有比记忆中更好的风景，所
以最好不要故地重游。

22、时间定律：一分钟有多长？这要看，你是蹲
在厕所里面，还是等在厕所外面。
23、寻找定律：有时候越是急着找手机，翻遍整

19、金钱定律：它不是万能，但是没有它万万

个房间也找不见，静下心来发一会儿呆，你就会

不能。

发现手机一直就在左手里。

20、危难定律：总是问题越复杂，期限就越

24、合作定律：一个人花一个小时可以做好的事

短。

情，两个人就要两个小时。

21、备份定律：学会用左手做一些事情，因为

25、混乱定律：如果你在遇上麻烦时，还是那样

右手不是永远都管用。

谨小慎微，那麻烦就会变成混乱。

名作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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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之美
乔治·桑 【法国】

我从来热爱乡村的冬天。我无法理解富翁

躲在雪层下面微笑。由于地势的起伏，由于偶然

们的情趣，他们在一年当中最不适于举行舞

的机缘，还有其他几种花儿躲过严寒幸存下来，

会、讲究穿着和奢侈挥霍的季节，将巴黎当

而随时使你感到意想不到的欢愉。虽然百灵鸟不

作狂欢的场所。大自然在冬天邀请我们到火

见踪影，但有多少喧闹而美丽的鸟儿路过这儿，

炉边去享受天伦之乐，而且正是在乡村才能

在河边栖息和休憩!当地面的白雪像璀璨的钻石在

领略这个季节罕见的明朗的阳光。在我国的

阳光下闪闪发光，或者当挂在树梢的冰凌组成神

大都市里，臭气熏天和冻结的烂泥几乎永无

奇的连拱和无法描绘的水晶的花彩时，有什么东

干燥之日，看见就令人恶心。在乡下，一片

西比白雪更加美丽呢?在乡村的漫漫长夜里，大家

阳光或者刮几小时风就使空气变得清新，使

亲切地聚集一堂，甚至时间似乎也听从我们使

地面干爽。可怜的城市工人对此十分了解，

唤。由于人们能够沉静下来思索，精神生活变得

他们滞留在这个垃圾场里，实在是由于无可

异常丰富。这样的夜晚，同家人围炉而坐，难道

奈何。我们的富翁们所过的人为的、悖谬的

不是极大的乐事吗?

生活，违背大自然的安排，结果毫无生气。
英国人比较明智，他们到乡下别墅里去过
冬。
在巴黎，人们想象大自然有六个月毫无
生机，可是小麦从秋天就开始发芽，而冬天
惨淡的阳光——大家惯于这样描写它——是
一年之中最灿烂、最辉煌的。当太阳拨开云
雾，当它在严冬傍晚披上闪烁发光的紫红色

长袍坠落时，人们几乎无法忍受它那令人眩
目的光芒。即使在我们严寒却偏偏不恰当地
称为温带的国家里，自然界万物永远不会除
掉盛装和失去盎然的生机，广阔的麦田铺上

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法国浪漫派女小说
家，1804年7月1日生于巴黎。她从小由祖母抚养，13岁进入
巴黎的修道院，18岁时嫁给杜德望男爵，但她对婚姻并不满
意，1831年到巴黎，开始独立生活和写作生涯。1832年发表

了鲜艳的地毯，而天际低矮的太阳在上面投

第一部长篇小说《安蒂亚娜》，一举成名。34岁时，她遇上

下了绿宝石的光辉。地面披上了美丽的苔

了“钢琴诗人”----肖邦，他们在一起“亲密无间”地生活了9年。

藓。华丽的常春藤涂上了大理石般的鲜红和
金色的斑纹。报春花、紫罗兰和孟加拉玫瑰

乔治·桑喜欢描绘家乡绮丽的田园风光，具有浓郁的浪漫色
彩。她的小说以发人深省的内容和细腻温婉、亲切流畅的笔
触而独树一帜，在世界文坛享有较高的声誉。

Page 21

Jan 2016

玉米发糕

舌尖上的诱惑
尚宫

在那个物质及其贫乏的年代，每家的饭桌上少不了粗粮来代替细粮，当然，粗粮没有细粮好吃。聪明智
慧的人们就用各种方法粗粮细作，变着花样把粗粮做成可口的美味。
现在，市场繁荣，应有尽有。但粗粮肩负着健康的重任又回到大众的餐桌上，粗粮中保存着一些细粮中
没有或含量少的营养成分，就比如植物纤维，植物纤维可促进肠蠕动，使人体排便顺畅，加强代谢功能，皮
肤也会变得更有光泽。

准备材料：
玉米面100克，普通面粉100克，白砂糖10克，干酵母5克，小苏打
2克，
温水适量，红枣等少许

做法：

1. 玉米面和面粉放进容器里混合均匀。
2. 混合好的面粉加入白糖、小苏打粉，搅拌均匀；
3. 把酵母放在温水里融化开，静置10分钟。慢慢加入混合好的混合面粉里，一边用筷子搅；搅成均匀的浓
稠糊状（不能太稀，否则口感发粘）
准备好形状规整的耐热容器，容器里刷上一点点食用油，为的是好脱模。将发好的面糊倒入整平摆上红枣。
用保鲜膜盖好，放置温暖处发酵，发至原来的一倍高以上即可.去掉保鲜膜，凉水上蒸锅，大火30-40分钟即
可。

温馨提示：
1. 小苏打遇水容易失效，要先将小苏打与玉米面、面粉混合均匀，再加水；

2. 融化酵母的温水温度不能太高，否则会失效；
3. 面糊要浓稠，不要太稀，否则蒸出来口感发粘。；
4. 玉米面发糕与红枣搭配口感最好
5. 发糕蒸的时间相对较长，蒸锅里要多加点水，以防烧干。
6. 面粉的比例不要太多，也不要放鸡蛋，否则就变成了蛋糕；

文艺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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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央嘉措的情歌世界
六世达赖喇嘛，民歌诗人

这么多年，
你一直在我心口幽居，

我放下过天地，
放下过万物，
却从未放下过你。
渐悟也好，
顿悟也罢，
世间事除了生死，
哪一件事不是闲事！

触手可及，
却只能，
默然相对。

***

今生来世，
一句佛号便是彼岸。

我独坐须弥山巅，

***

将万里浮云一眼看穿。
一个人在雪中弹琴，
另一个人在雪中知音。
先是在雪山的两边遥相误解，
然后用一生的时间奔向对方的胸怀。

缘何，
我只能爱你一时，
却不能爱你一世？
满怀着无限的春意，
我在佛法里养心。

我行遍世间所有的路，
逆着时光行走，
只为今生与你邂逅。

莲花开了，
满世界都是菩萨的微笑。
圆满的人生，

***
我坐在菩提树下默默不语，
你和我之间仅仅隔着一场梦。
密林中我终于觑见了你，

有了无尽的爱在支撑。
一颗心与一颗心相印，
一支魂与一支魂重叠，
流浪就变成了回家，

破碎就变成了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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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
星光
牙科诊所

D r. 樊 星

週二，週四，隔週週六：9:30am - 5:30pm



经验丰富

精心诊治

（清早、晚間、週日下午均可預約）



接受保险

收费合理

MassHealth

Starlident Newton Dental Office

其他門診時間請電話預約

617-340-9178
517 Washington Street, Newton, MA02458
网站
http://www.starlident.com
电子邮件
xingfan@starlident.com

 成人短期正牙（Six Month Smiles）
 即時及定期檢查，洗牙和保健

全新设备

 牙齒美容：全瓷冠，瓷貼面，漂白牙齒

数字X光

 牙周治療／根管治療／拔牙

标准消毒

 活動假牙：全口假牙，局部義齒
 牙齒修復：無汞白色補牙，牙冠與牙橋，種植牙冠修復

川味正宗何处觅，牛顿八福溢乡音。
肴佳酒香胜故里，波城东郊一店宾。

周末门诊

牛顿中文学校
New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F.A. Day School
21 Minot St
Newtonville, MA 02460
Principals: 赖力
夏铭
781 690 1825; 718 296 2486
principals@newtonchineseschool.org
Visit our website
www.newtonchineseschool.org

谭嘉陵老师的绘画

谭嘉陵老师，在牛顿中文学校任教已经三十多
年，可谓兢兢业业，以其国画艺术和个人风
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海外华人和子女。
更多信息，请访问她的教学网页：
http://blog.newtonchineseschool.org/tanjialin/2011/10/14/
chinese-traditional-brush-painting-2/

松鶴延年 , 福壽康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