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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12月，漂亮的圣诞树和欢快的歌曲，把男女老少
再次带进喜庆的季节。最高兴的当然是孩子们，一边憧
憬着圣诞礼物，一边尽情地享受着节日的气息。他们清
脆的笑声，将是他们长大成人后美好的回忆，并代代相
传。

圣诞节的意义，却因人而异。对于持有基督信仰的人，
这是一个纪念救赎他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节日，也很高兴
地看到这已经成为普世的节日，有信仰和没信仰的人一
起欢庆。而对很多人来说，圣诞节是传统和文化，是一
个假日。

岁末感怀

在这样的时刻，作为校刊，还是讨论一下圣诞的意义
吧。基督耶稣体现的是牺牲、奉献和博爱的精神，我们
虽然不可能做到，但被这种精神所提升，从而尽可能的
牺牲一点，奉献一点，爱人一点，让这个世界多一点正
能量，多一份感动和温暖，多一些对人类未来的希望。

顾建桥
祝你万事成
愿君美梦真
大吉需贵人
家和招友朋
圣灵乃福本
诞命定于神

翻翻中文学校近六十年的历史，听听曾经为学校付出心
血的前辈的回忆，看看现在的老师们、家长会、校行政
和董事会的辛勤认真，我们就知道牺牲、奉献和博爱的
精神并非遥不可及，并不是冠冕堂皇的话语，而是渗透
在从1959年建校以来的牛顿中文学校的历史。

愿大家圣诞快乐，年年如是！

平淡过一生
安身心境稳
新春望星辰
年岁话感恩

牛顿中文学校校刊

乐思主临门

电子邮箱： editor@newtonchineseschool.org

快步奔前程

编辑 ： 亮

校刊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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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无奥秘
亮
因为自己有两个小孩，又对教育很感兴趣，所

信、能动和热情，她能最终成功和一生幸福吗？

以我经常向人请教教育秘诀，希望借着秘诀和捷
其次，爱孩子意味着任何时候，特别是在孩子
径，能轻省地把孩子教育好。我们的文化其实也对
不可爱的时候，仍然爱他们。这个很有难度，考
奥秘推崇备至，但凡成功的人似乎总有别人不可知
验父母的品格和智慧。经得起考验，一直用心和
的“一手”。几年前流行的点子公司，和各种隐形
努力，是对父母的一个根本要求。如果教养孩子
的点子商业，算是一种体现。
真有捷径的话，人类
所以，在一次聚会上，碰到梁楠老师，首先恭

也许就不必世世代代

喜她的儿子被众多学子垂涎的哈佛大学提前录取，

反思教养孩子的问题

接下来就煞有介事地取起经来，当然，也怀着为校

了。梁老师也提到她

刊写点东西的崇高愿望。

自己的另一个重要品
质是“永不放弃”，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梁老师作为母亲，最重要
而且当问及她儿子的
的品质是什么。她的回答是，一是爱自己的孩子，
两个最重要品质时，
二是永不放弃。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哪有父母不爱
其中一个就是“永不
自己孩子的？至于不放弃，也不是那么难，而且经
放弃”，而另一个是
常道听途说，耳濡目染。

“竭尽全力”。爱孩
其实，爱自己的孩子，并不简单，也不容易。
子，就需要永不放弃和竭尽全力。也就是说，把
首先，怎样才算爱孩子呢？不闻不问，当然算不上
“爱孩子”三个字变成行动，成就一个用爱养育
爱；悉心呵护，有求必应，若过度了，就成了溺
孩子的过程，并取得满意的结果。这需要父母的
爱。尽力帮助孩子发展才能值得称许，但勉强为
时间，父母的心血，父母的牺牲，以及父母不断
之，或揠苗助长，或激起叛逆反抗，岂非得不偿
反思和积累智慧。梁老师儿子身上的这两种优秀
失？孩子因学习成绩不如意，已经感到压力和沮
品质，可以说是遗传；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岂
丧，父母不同情，反而期望过高并横加指责，甚至
不是她言传身教的结果？
伤害孩子的心理，那还是爱吗？我曾经问一个五年
我很欣赏梁老师“爱孩子”的奥秘。当一个孩
级的女孩，她怎样理解学习。这个脸上本没有多少

子如父母期望那般优秀，爱他或她；当一个孩子
笑容的孩子说，“学习是一切。如果学习不好，别
不如期望的那样，爱孩子仍然是根本的策略，而
人就看不起，长大后找不到工作，就活得不幸福。
不是其它的手段，如惩罚、补习。每一个孩子都
我就什么也不是。”当我劝她轻松快乐时，她甚至
是独特的，就如他们独特的父母；如果真有奥秘
说，“每次我高兴时，考试成绩就不好。”我很吃
的话，那就是独特的父母如何独特地爱自己独特
惊，眼前的孩子就像一棵幼稚的树苗，需要沉浸在
的孩子。
温暖明亮的阳光里。但是她被灌进了这样的思想，
仿佛生活在压抑且让人窒息的黑暗里，她怎能健康

奥秘，有时就是大家想当然并不以为是奥秘的

全面地成长呢？即使学习优秀，没有轻松自在和快

事。是否真有奥秘，其实还是我们父母自己去回

乐活泼的心境，没有发自内心的对学习和生活的自

答吧。

支教中国

牛顿中文学校 NCLS

才艺表演
12月13日下午4点，在校礼堂，牛顿中文学校师生和校内外团体献上了一
场精彩的演出，不仅展示了大人孩子的弹、唱、舞、武的各项才能，还将报名
费和赞助费作为爱心捐助，支持牛顿中文学校已经坚持了十个年头的支教中国
项目。
大家虽然身在海外，心系中国，仅此次活动就为支教筹得一千多美元。向
所有组织、参与的人们致敬！
中文学校支教活动受到波士顿社区和媒体的广泛关注，被《侨报》、《世
界日报》(本校宣传部刘玲报道），bostonese.com 波士顿双语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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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Category
节目类型 Program Title 节目名字

1 合唱
2 舞蹈
3 钢琴
4 独唱

5 笛子合奏
6 钢琴
7 歌舞
8 钢琴
9 独唱

10 舞蹈
11 钢琴
12 独唱

13 中国武术
14 扬琴独奏
15 合唱
16 合唱
17 舞蹈

18 琵琶独奏
19 YOYO 球
20 舞蹈
21 独唱

22 钢琴
Rhythmic
23 Dance

24 扬琴合奏
Chinese
25 Yoyo
26 独唱

27 钢琴
旗袍秀和
28 旗袍舞
29 合唱
30 合唱
31 钢琴
32 独唱
33 钢琴
34 合唱
35 钢琴
36 独唱
37 舞蹈

Nap City

快乐的小铃鼓
Bach 2 part invention no. 8

Performers 表演者

Director
指导老师

Alana Liu, Emma Li, Isabelle Li, Maria

Xiangxiang

支教小组学生
戴睿珂

Brush Up Your Shakespeare Tiancheng Song

Ying Wu

红星照我去战斗

Michelle Zhang

杨老师

戴阳

郭艺丹

采茶扑蝶 阿里山的姑娘
云

小步舞曲
Study War No More
新疆小子
小小竹排
青花瓷

中国武术

Spring comes to the Red
River 红河的春天

戴睿安 薛思昀
民族舞蹈小班

张正山
黄语红

Rory Li

Ying Wu

Jack Tang

Yifeng Liu

Jasmine Sun

郭艺丹

Eddy Xia

none

吕靓

喻红琴

Do Re Mi

Francesca Mei 梅静蓝
李平
Ethan Hong,Ariel Wu, Hailey Duan, Yoyo
Wang, Sophia Liu, Yinghan Liu, Warren Nie, Ying Wu

喜水 or Windowing Wind

Yinghan Liu, Hongting Liu, Justin Sun
Caroline Wang, Georgia Chichy Shen,
Tiffany Yu

Ying Wu
Cherry
Wang

YOYO 球

赵鸿宇

NA

春天在哪里
阳春白雪
踩茶

夏耘

花儿舞团

Happy

Albert Wen

Piano

Felix

Rhythmic Floor

Dream team

Chinese YoYo

NCLS YoYo Class

《将军令》

我是一只小小鸟

Sonata K.545
风之咏

My favorite things
妈妈格桑拉

Raindrop by Chopin, piano

王安竹， 王俊松

iDance Group-旗袍队

June Li

Lexington Sun Flowers singing group
Amy Li, Sammi Pan, Stella Pan, Sophina
Liu, Esmerelda Li, Rory Li, Jasmine Wu,

Ying Wu

孙雯

Jessica Chen
Amy Li, Sammi Pan, Stella Pan, Sophina
Liu, Esmerelda Li, Rory Li, Jasmine Wu,

小城雨巷

天边

张镇田
Wangju
Chen

Yidan Guo

Manon 卢汉怡

踏浪

Donna
Mayya
Mashatina

曾燕琴

Piano

River flows in you

陈锐
Shirley
Wen

Alexander Zheng

Think of Me
踏雪寻梅

夏耘

Amy Li

黄嘉怡
孙雯

iDance Group

38 独唱
On My Own
Katherine Chen
Saxophon
39 e Solo
Jason Crowley
Movements 3 and 4 of the Bonneau
Suite
40 独唱

颜啸

钟瑜

Ying Wu
Yevgeniy P
吴影
Helena
Vesterman
Ying Wu
Lucy
Ellen Jiang
June Li
Ying Wu
Jason
Crowley

摄影 / 亮

牛顿中文学校 NCLS

Page 8

Dec, 2015

Page 9

Page 10

牛顿中文学校 NCLS

教师学生之窗

牛顿中文学校五年级甲班
老师：杨宜芳

叶傲睿
我叫叶傲睿，我还有一个弟弟叫叶傲天。我还有爸爸
和妈妈。弟弟在二年级。天天喜欢踢足球，打棒球。
他还参加了冰球队。我参加了足球队。我去数学班和
几何班。妈妈在中文学校的跳舞班。爸爸喜欢跑步。
我的家人都喜欢运动。
点评：
语句表达清晰明了通顺。解绍了自己和家人。而
且还介绍了家人的兴趣爱好和特点。对家人尤其是对
弟弟的爱跃然纸上。尽管短短几句，但开头直接了
当，结尾简明扼要。用一句话把家人的特点作了总
结，同时又是水到渠成地对全文做了一个很漂亮的结
尾。
改进：在写自己时不要和写弟弟交叉，先写完自己，
再写弟弟。注意格式和分段。每段再补充一些内容将
是一篇很不错的作文。
修改文：
我叫叶傲睿。我参加了足球队，我去数学班和几
何班。
我还有一个弟弟叫叶傲天。弟弟在二年级。天天
喜欢踢足球，打棒球，他还参加了冰球队。我还有爸
爸和妈妈。妈妈在中文学校的跳舞班，爸爸喜欢跑
步。
我的家人都喜欢运动。

杨爱武
我的家有四口人。我有爸爸，妈
妈，妹妹，还有我。我们冬天去
滑雪。我喜欢读书和写书。我的
妹妹有八个月了。她马上会走
路。我和我的妹妹在美国长大
的。
我的爸爸和妈妈是从中国来到美
国。我在家跟爸爸妈妈讲中文。
我很想要学中文学的更好。中文
是我觉得最有趣的语言。
点评：
语句通顺流畅，开头用总说做交
待，然后分别写每一个人。但要注意句子之间的顺
序，可以先写完一个人再写另一个人。不要交叉，
最后结尾写得很棒，把写自己放在最后详写，不但
表达了自己要学好中文的决心，而且用“中文是我
最喜欢的语言”作总结。不但形式简洁明了而且内
容有意义。
修改文：
我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妹妹和我。
我的爸爸妈妈是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我和我的
妹妹是在美国长大的。我的妹妹有八个月大了。她
马上就会走路了。我喜欢读书和写字。冬天喜欢去
滑雪。
我在家跟爸爸妈妈讲中文。我很想把中文学得
更好。中文是我觉得最有趣的语言。

唐安
我家有四口人：妈妈，爸爸，姐姐和我。妈妈
和爸爸都是大学老师。姐姐是十年级高中生，我是
四年级小学生。我喜欢读书，弹琴，吹笛子，打乒
乓球。我还喜欢学中文，画画儿，骑车，跟朋友们
玩儿。
点评：
思路清晰，逻辑性强。语句通顺，分段明了。再充
实一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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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天佑

。我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我和小弟。我的妈妈在药厂工作，她数学特别好，对这些

数字最有感情。我的爸爸在哈佛做博士后。他有时候发脾气，但他经常做好吃的饭菜让我们品尝。我的小弟
我住在

活泼又可爱，每天背着小书包上幼儿园。回到家，小弟就跟我玩搭积木和打仗游戏。我在
年级，我跟妈妈一样喜欢数学。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里。

上四

点评：
这是一篇颇具雏形的好文章。用词造句简洁明了通顺，活泼生动，逻辑性强。段落分明。开头交待地点，家
人。中间行文写出了每个人的特点。最后的结尾是从文中自然而然地概括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通篇如行云
流水般的流畅生动。

戴杰欣
我的名字是戴杰欣。我们家有六个人。我
妈妈很喜欢干净。我的爸爸很喜欢打网
球。我哥哥也喜欢打网球。我自己喜欢跳
舞。我的外婆喜欢散步。外公看报纸。我
们家是一个很幸福愉快的家庭。
点评：
语句通顺逻辑性强，交待清楚。还写了每
一个人的特点。最后还很自然地总结了自
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里。改进：
要详略得当，主角我可以再多写一些就更
好了。
我的家在 Sharon。Sharon 在波士顿的东南边。我家前面一大片绿草地，绿草地门前有一个小花园儿。春天
卢壮壮

和夏天开满了不同颜色的花儿。我们的后园有二片草地。后一片在坡上。坡上妈妈中了很多花。坡上也有一
小块菜地。夏天结了几条黄瓜。我家有四口人。妈妈，爸爸，姐姐和我。我有六条鱼和一只小青蛙。我们四
个和鱼和青蛙都还高兴。
点评：
作者还是小画家吧，多美的家啊。文中不仅有人物，动物，还有四季，颜色有山有水有情趣。语句通顺，描
绘生动，内容丰富。
改进：再注意点格式和分段就更好了。
修改文：
我的家在

。

在波士顿的东南边。

我家前面一大片绿草地，绿草地门前有一个小花园儿。春天和夏天开满了不同颜色的花儿。我们的后园
有两片草地。后一片在坡上。坡上妈妈种了很多花。坡上也有一小块菜地。夏天结了几条黄瓜。
我家有四口人。妈妈，爸爸，姐姐和我。我有六条鱼和一只小青蛙。我们全家四口人还有鱼和青蛙都很
高兴地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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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语句通顺逻辑性强。再注意详略得当一
些，可以简单介绍别人，详细描述主角自
己。

关锦平
我家有弟弟、妈妈、爸爸，和我。我喜欢我的
做电脑工作。爸爸做主意。弟弟喜欢做手工艺品。

家因为我喜欢家的kindle、书和小飞机。我的妈妈
我喜欢看youtube。我还喜欢读Holiday History书

和Who Was Series。我玩Legos 和Nerf枪。我的家
里有两层楼。上面有三间睡房。下面有厨房。

我爱我的家。
点评：
语句通顺逻辑性强。详略得当，简单介绍别人，详
细描述自己。还描述了家里的房子。很棒。

常萌萌
我家有三口人。我、妈妈和爸爸。
我喜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我也喜欢学数
学。每个星期五我们一起看电视。
我很爱我妈妈和爸爸，他们很爱我。
点评：
语句通顺逻辑性强。详略得当，简单介绍别人，详
细描述自己。每一段再丰富一些就更好了。

黄嘉怡
三Stimson Street。干妈不高。Sammy她的儿子比她
我、爸爸、妈妈、哥哥的干妈和Sammy一起住在一二
高大家有黑头发。

罗海莉
我家有四个人。有妈妈、爸爸、哥哥和
我。
我妈妈喜欢画画，我爸爸喜欢打蓝球，我
的哥哥喜欢欢弹吉它，我喜欢跳舞和弹钢
琴。
点评：
语句通顺逻辑性强。再注意详略得当一
些，可以简单介绍别人，详细描述主角自
己就更好了。

翁伟琦
我的名字是翁伟琦。
我家里有妈妈、爸爸、和弟弟。我快九岁了，现
在上小学四年级。我的弟弟四岁了，在上幼儿园。我
很喜欢狗、画画，和游泳。
我爱我的家。
点评：
语句通顺逻辑性强。详略得当一些，简单地介绍了别
人，详细描述了主角自己分段也明确，每段再写得丰
富一些。

林安祺
我是林安祺。我家里有爸爸、妈妈、妹妹、弟
弟、和我。我的房间里有床、桌子、笔、和书。我弟
弟十九个月。我妹妹三岁。妹妹的房间里也有床、桌
子、笔和书。我九岁。我喜欢看书。我喜欢红色。妈
妈和爸爸喜欢绿色和蓝色。妹妹也喜欢绿色。我们住
在Dover,MA。
我爱我的家！
点评：
语句通顺逻辑性强。不仅写了家里的人物，还描述了
家里的房间摆设。开头和结尾都简洁明了。再扩展一
些就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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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思昀
我的名字是薛思昀。我今年九岁。我喜欢吃土豆。我
住在牛顿。我的爸爸是个化学家。我的妈妈是电脑工程
师。我的姐姐在七年级。我的姐姐十二岁了。
我喜欢我的家。
点评：
词句通顺逻辑性强，简明扼要的介绍了自己和家人以及各
人的特点。

张笑嘉
我的家里有四口人，有妈妈、爸爸、姐姐、和我。
我的家里还有四只可爱的水鸟。我的姐姐上七年级。

郑雪瑶
我有一个爸爸、妈妈、和姐姐。我住在牛顿。我是
十岁。我的姐姐是十五岁。
点评：
简明扼要的介绍了自己和家人。可以写得再丰富一
些。
陈凯文
楼是很冷，也有地下室。我家有十三个房间，有两
我的家里一个拆屋。它是白色。它是0.2英亩。阁
个浴室和三个卧室。有两个电视机

有两个电视机。有一个阳台。有一个钢琴和四
个床。我和我爸爸妈妈住我的家。我的家在
东西。

Needham。我喜欢我妈妈和爸爸。他们帮我做很多
欢一起玩。妈妈喜欢带我去公园玩，爸爸喜欢带我们出去
我在Bowen学校上小学。我和姐姐会游泳，滑滑板，还喜
跑一跑。我们都喜欢吃面条。妈妈和爸爸都在公司公做
事。

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
点评：
语句通顺逻辑性强。详略得当，简明扼要的介绍了家人以
及各人的特点。对自己和姐姐的描写生动。最后的结尾也
很自然简明。

赵正睿
我的爸爸是黑的，他也是那个高的。我的妈妈是那个
白的也高的。我的妹妹是那小的也是白的。我是那一点黑
的也一点小。
点评：
这个小作者对人有独到的敏感。将来可著重写人。

点评：
不仅写了家人还写了家里的环境。对自己的家有一
个全面的介绍。很难得有这样的思维。需要注意描
写的顺序。还要学会用量词。
修改文：
色的。占地面积0.2英亩。阁楼很冷，还有一个地
我的家在Needham。我的家是一个拆屋。是白

下室。有一个阳台。我家有十三个房间，两间浴室
和三间卧室。有两台电视机。有一架钢琴和四张
床。我和我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我喜欢我妈妈和爸爸。他们帮我做很多东西。
林铭烨
我家里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弟弟和我。我
弟弟六岁了上了幼儿园。我十岁了，上四年级。
我家里的家务活都是我妈妈做的。我爸爸是做
大事，像除草，扫叶子和铲雪，我也喜欢铲。
我喜欢我的家和家人。
点评：
简明扼要的介绍了自己和家人以及各人的特点。语
句通顺，逻辑性强，段落分明。每段再扩写得丰富
一些就会更好。
杨老师编后语：
看着孩子们稚气的文字心里充满欣喜。正是
从这短短的小小的文章开始，我们会看到孩子们的
一点一滴的进步。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一定会有越
来越好越来越多的小文章。

牛顿中文学校 NCLS

真火警，假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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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月

日，中文学校的师生正上课时，突然火警想起。按照以前火警演习的程序，家长

会和校行政人员各负其责，组织大家迅速有序地撤出大楼。有的人边走便问，是真有火情
呢，还是学校组织火警演习，或是谁无意碰到报警器。
很快所有人撤出大楼，聚集在安全区内。老师和助教们组织班里的学生做各种活动，使

孩子们安然有序。消防队来后，确认是一场虚惊。请大家广而告之，不要无故拉教学楼里
的报警器。
巧的是，当时亚娟老师正给学生上课，讲到“突然”这个词，就给学生造个句子，“我
们正在上课的时候，突然火警铃声响了。”这时火警就真的突然响了。也希望老师们用
“突然”造句子的时候，千万别跟火警这回事联系在一起。我们也很高兴知道中文学校的
老师不仅能够在教学中，结合实际生活有效地教学，而且居然有先知先觉的特异功能。

Page 15

Dec, 2015

校内活动图片
†

家长会的成员在热情洋溢地准备

春晚的门票。看他们脸上的笑容，
估计是晚会的卖点。

†

太极拳柔中有刚，老少皆宜。动

静之中，体会民族文化的底蕴。

†

岁末，大家聚在一起，各自回忆

在中文学校的历程，互相激励。

广角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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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ance: 让美丽在瞬间绽放
在今年的Talent Show 上，有幸观赏了iDance的表演。不仅为她们高超的表

演水平赞叹，而且为她们所展示的生命风采而感慨。在这儿和大家一起回顾
她们精彩表演的瞬间，也听听她们的心声。（摄影：亮）

（作者： Sherry) Lights, Camera, Music! Here comes iDance! 在2014牛顿中文学校感
恩节庆祝晚会上，iDance Group的队员们，带着盈
盈的笑意翩翩起舞，时而彩扇纷飞，时而袖舞清
风，再一次为观众演绎了一个醉人的音乐故事。
在大波士顿地区的华人舞蹈队中，iDance算
一支后起之秀。成立之初，我们只有六个队员，都
是来自国标舞HP9班的学员。iDance成立不到两年的
时间，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好评。每次表演完，总会
有像我们一样热爱跳舞的女士要求加入我们的行
列，我们的团队也随之不断的扩大和成长。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虽然
我们的舞蹈作品往往只有几分钟，但是平时的排
练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iDance的老师和成员们
都是精益求精的人，每一个动作，甚至表情，都
会反复练习，碰到有难度的地方，练上个上百遍
也是常有的事。因为每个人的特点不一样，身体
协调能力和对音乐舞蹈的接受程度也不尽相同。
在课上，除了学会一个舞蹈的基本动作，我们还
经常有case study, 每个人出来独舞，由老师一
个动 作 一 个 动 作 地纠 正 ，力 求做到 尽善尽 美 。
iDance是一个充满凝聚力的团队，有时因为各种
原因不能参加表演的队员，也会在大家排练时全

力支持，为大家做“艺术总监”，对队形和整体
效果等提出宝贵的建议。所谓艺术无止境，每次
演出之前我们都会加班加点地紧张排练，我们目
标不是最好，而是更好。我们将每一个舞蹈当作
为观众精心准备的礼物，从音乐舞蹈到服装背
景，处处花心思。我们对每一次演出都全力以
赴，一定要给观众展现一个美好的，快乐的，充
满正能量的iDance.
iDance舞蹈队成员的经历和背景各不相
同，有奋战在金融，会计，医学，科学等领域的
职场女性，也有相夫教子的全职妈妈。但是我们
有着一样的对舞蹈的热爱，有着一丝不苟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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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有着一颗年轻快乐的心。伴着家人的支持，
朋友的鼓励，和观众的喜爱，iDance一路走来，
不辞辛劳，不计汗水。每当我们站在舞台上，音
乐响起，一切的劳累与烦恼都烟消云散，心中唯
一的念头就是，让美丽在那一瞬间绽放。
(作者： Cindy Zheng）一年的光阴转瞬

即逝，iDance在所有成员的努力下又走过一年，

硕果累累的2015！凭着iDance自身特有的魅力，
我们的成员从最初的6人己扩招到如今的15人，
而且15人中有不少是真正的愿意为舞蹈为团队奉
献的精英队员。除了工作以外，她们的业余时间

几乎全部贡献在了iDance上，经常献计献策如何
提高舞蹈技巧、如何提高团队合谐、如何创造有

自我特色的年轻的iDance团队等等；更有成就感

的是今年的9月份我们从iDance舞蹈队中衍生出
了致力于把中华瑰宝--旗袍再现于波士顿的

iFashion时尚队。多少个夜晚姐妹们在紧张的工
作后晚上8点半才得空聚在练舞房开会讨论
iFashion的发展方向和定位，精心挑选一件件美
丽的长旗袍或短旗袍，一步步练着旗袍步尽全力
把旗袍的端庄优雅完美演绎。春节将近，我们正
在排个专门迎春的旗袍秀+旗袍舞，希望旗袍风
情由此在波士顿进一步传播！
iDance从最初的默默
无闻到现在的被许多人喜爱
是我们不断规范的队规所成
就的。我们队规中的一条就
是我们为慈善事业义演和庆
祝传统节日的义演义不容
辞，工作再忙也决不推拖！
我们努力着，希望我们的美
丽在人群中绽放时带给世人
温暖和爱，也许我们只能影
响到一片小小角落，但相信
只要人人献出一份爱，世界
将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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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孩子的7个习惯: The Seven Habits for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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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行成习,积习成性,积性成命”。的确，如果将人的各种命运分解、揉碎，试图从中

找出一些规律的话，那么良好的习惯，敢于抓住际遇的勇气是比天赋更为重要的东西。而
幼年是养成好习惯的最佳时期，这时的孩子就像一张白纸，如果能在家长的引导下养成好

习惯，就能在这张白纸上慢慢展现美妙的图画，而不是乱七八糟的笔划。学习从某种程度
上讲，就是一个形成良好学习习惯和人生习惯的过程。

习惯1

Be proactive —— you're in charge 积极主动，我
的人生我负责

习惯标准：对自己负责，做事积极主动；管理自己的行
为、态度和情绪；做了错事不怪别人，而应反省自己；
不用别人说我也会去做正确的事情，哪怕没有人在看。
I am a responsible person. I take initiative. I
choose my actions, attitudes and moods. I do not
blame others for my wrong actions. I do the
right thing without being asked, even when no
one is looking.

习惯2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 Have a plan 有目标，
有计划

习惯标准：做事前先定计划和目标，努力去做有意义和

能带来积极影响的事。I plan ahead and set goals.
I do things that have meaning and make a difference. I am an important part of my
classroom and contribute to my school's mission and vision. I look ways to be a good
citizen.

习惯3

Put first things first - Work first, then play 做事分主次，先工作，后娱乐

习惯标准：不该做的事，勇于说不，在重要的事情上花时间；学会制定优先级，做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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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执行计划；对自己有纪律，做事井井有条。I spend my time on things that are most important. This means I say no to things I know I should not do. I set priorities, make a
schedule, and follow my plan. I am disciplined and organized.

习惯4

Think win-win - Everyone can win 从双赢角度考虑问题，利己利人

习惯标准：勇于争取自己想要的，但同时也会考虑别人的需求；有矛盾的时候，寻求能平衡彼此

需求的解决方案。I balance courage for getting what I want with consideration for what

others want. I make deposits in others' Emotional Bank Accounts. Whenconflicts arise, I
look for third alternatives.

习惯5

Seek first to understand, then to be understood 先去理解别人，再求被人理解

习惯标准：仔细聆听别人的主意和情感，努力从他人角度去理解问题；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不插

嘴、不打扰，并注视他的眼睛；能自信地说出自己的主意。I listen to other people's ideas and
feelings. I try to see things from their view points. I listen to others without interrupting. I am confident in voicing my ideas. I look people in the eyes when talking.

习惯6

Synergize ——Together is better 协同——合作会更好

习惯标准：珍重别人的优点，向他们学习；即使别人和自己很不一样，也能与大家友好相处；能

有效地进行团队合作，始终保持谦虚的精神。I value other people's strengths and learn from

them. I get along well with others, even people who are different than me. I work well in
groups.I seek out other people's ideas to solve problems because I know that by teaming
with others we can create better solutions than anyone of us can alone.I am humble.

习惯7

Sharpen the saw——Balance feels best 磨刀不误砍柴工，寻求健康和平衡

习惯标准：注意饮食、锻炼和睡眠；多花时间和家人、朋友在一起，而不是电脑手机。I take
care of my body eating right, exercising and getting sleep. Ispend time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I learn in lots of ways and lots of places, not just at school. I find meaningful ways to help others.

名作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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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生
许地山
我们家的后园有半

我们都说：“是的。” 母亲也点点头。爹爹接下去说：“所

“让它荒着怪可惜

东西。”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不要做伟大、体面

亩空地。母亲说：
的，你们那么爱吃

花生，就开辟出来

种花生吧。”我们姐

弟几个都很高兴，我们买种、翻地、播种、浇水，

以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
的人了。” 爹爹说：“这是我对于你们的希望。”

我们谈到夜阑人散，所有花生食品虽然没有了，然而

父亲的话现在还印在我心坎上。

没过几个月，居然收获了！

母亲说：“今晚我们过一个收获节，请你们的父

亲也来尝尝我们的新花生，好不好？”母亲把花生做
成了好几样食品，还咐附就在后园的茅亭里过这个
收获节。

那晚上的天色不大好，可是爹爹也来到，实在

很难得！爹爹说：“你们爱吃花生吗？”
我们都争着答应：“爱！”

“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
姐姐说：“花生的气味很美。”
哥哥说：“花生可以榨油。”

我说：“无论何等人都可以用贱价买它来吃；都喜欢

吃它。这是它的好处。”

爹爹说：“花生的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很

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
榴，把他们的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

人一望而发生羡慕的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下，
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你们偶然看见一颗
花生瑟缩的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别出它有没有果

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

许地山（

—

）现代作家、学者、基督徒。名赞堃，

字地山，笔名落花生。生于台湾台南一个爱国志士的家。
年考入燕京大学，

年又毕业于燕大宗教学院。

年毕业时获文学学士学位，
—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研究院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哲学、民俗学等。抗
日战争开始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
事，为抗日救国事业奔走呼号，展开各项组织和教育工作。
后终因劳累过渡而病逝。

没有多少人能活出自己的信仰和理念。但许先生似乎做到
了，从小就深刻认识到落花生朴实有用的至美，以落花生为
笔名，又为祖国和人民劳累而病死。尽管我们现在强调孩子
的表现意识和表现欲望，这不表明根本的能力和价值不重要
了，真挚朴实的品质已经不合潮流了。环顾四周，让人感动
的、催人上进的，还是那些像落花生一样的人，也许，那就
是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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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姜饼屋

舌尖上的诱惑
尚宫 提供

圣诞节很快进入倒数计时，终于可以做期待已久的姜饼小人了！
德语，叫Lebkuchen。总之姜饼就是圣诞节时吃的小酥饼，通常用姜、面粉、蜂蜜、红糖、杏仁、蜜饯果皮及

姜饼的名字有两种，一种是Gingerbread Cookies，从字面就很好理解姜+薄而脆的饼，而另一种说法来自

香辛料制成。

有的人把姜饼的切成小块做成各种形状的小饼干。有的人把姜饼做成一张大饼，按模子切成不同形状，做
成各式各样的房子。首先把你心目中的姜饼屋画出来，想象一下你的小屋是什么模样，然后，把它的各个部
分在纸上画下来，再用剪刀裁剪出模型。
原料：
低筋面粉
克、黄油
克、水 克、红糖粉 克、糖粉
克、蜂蜜 克、鸡蛋
克、肉桂粉 小勺（
）、姜粉 小勺（
）。
装饰用糖霜：
蛋白 克、糖粉 克、柠檬 小勺（
）、各色食用色素适量。
做法：
、把制作姜饼的所有配料倒入碗里。
、用手混合揉匀成为面团。刚开始揉成团的时候，面团表面会比较粗糙。继续耐心的揉一会儿，直到面团表
面光滑就可以了。把揉好的面团放进冰箱冷藏松弛 个小时。
、松弛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擀成厚约
的薄面片。（如果案板不够大，可以将面团分成数小份，分次
来擀）。把剪好的纸片模型放在面片上，用刀依模型的边缘切割出图案。
、把切割好的面片放在烤盘上（尽量不要变形），用叉子扎一些孔（也可不扎），刷一层蛋水液，静置松弛
分钟左右，再刷一层蛋水液，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层上下火 度， - 分钟左右（视饼干大小而定），
烤到自己喜欢的上色程度即可取出。
、一盘肯定是烤不完的，所以不用着急，我们一盘一盘来考，一定要把所有的“零件”都烤好，不要漏了。
最后，还需要烤一个大面片作为底座。
、饼干烤好并冷却以后，就可以开始拼装姜饼屋了。先制作蛋白糖霜：蛋白和糖粉混合打发，加入柠檬汁，
继续打发就成为蛋白糖霜了。（这一步非常简单，不一定非要使用电动打蛋器，直接用手动打蛋器就可以
了）
、做好的糖霜，浓稠度可以根据需要自由调整。比如用来粘合房子的糖霜应该稠一点，就可以少加一点柠檬
汁或多加一些糖粉。装饰屋顶的糖霜应该稀一点，就可以多加一点柠檬汁。
、首先拼装底部，用糖霜把相应的饼干粘起来。先盖侧面的小房子。等糖霜干透以后，开始盖屋顶。这时，
房子已经具有雏形了。
、最后，调一些比较稀一点的糖霜，用毛刷蘸糖霜刷在屋顶。再根据自己的喜好把房子好好装饰一番，并
在整个屋子上撒一些糖粉，梦幻小屋就完工了。

文艺人生

牛顿中文学校 NCLS

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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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我每天看望那棵老树
无论刮风下雨

还是心里浓雾弥漫

我们是几世的朋友
言语已经多余
常常相视无语

杜炎武先生诗作二首
杜老先生，老骥伏枥，体念人生，孜孜以求。笔下万物生情，妙语
不绝。人之性情，儿时任意，继而失意，老来得意。不敢妄言杜老
先生幼时和壮年之性情，但读其诗，可知今日情怀。知之者不如好
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以诗为乐，当属杜老先生。人生有如此

再怀
异域惊落叶，
客地斜日景，
人生日暮穷，
何时枫树下，
情韵相摇曳，

愁登 波城台。
斜日过空怀。
雾湿烟昏开。
惨淡心境来。
委曲相婉约。
同醉万山秋！

和落叶裹进了泥土
丢落情愫万千

只有树梢上休憩的弯月
偶尔向那里张望

雅好，足矣。

已作多年客，

从他身下走过的男女

他为路边的敬老院站岗

晚望

在阳光里把温暖的往事回想

悠然翠绿春。

或者像流星闪过的惆怅

向晚草地上，
碧云收倦鸟，
街客雨后新！

也像那里安静的老人
黝黑的皱纹犹如刀痕
流不出丝毫悲伤

夏日的绿荫在枝头摇曳

只要春风吹出鹅黄
冰雪覆地的时候

我依然站在他的身旁
只是互相凝视
依旧缄默无语

Dec, 2015

牛顿
星光
牙科诊所

·
·

D r. 樊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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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週四，隔週週六：9:30am - 5:30pm
其他門診時間請電話預約
（清早、晚間、週日下午均可預約）

经验丰富

精心诊治

接受保险

收费合理

网站
电子邮件

·
·

-

http://www.starlident.com
xingfan@starlident.com

成人短期正牙（Six Month Smiles）

全新设备

·

即時及定期檢查，洗牙和保健

·

牙周治療／根管治療／拔牙

·

牙齒美容：全瓷冠，瓷貼面，漂白牙齒

·

活動假牙：全口假牙，局部義齒

数字X光
标准消毒
周末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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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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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正厚老师的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