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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脑筋急转弯
有个东西，左看像电灯，右看也像
电灯，和电灯没什么两样，但他就是不会
亮，这是什么东西？

千门万户童童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五 汉字
下面汉字是现在的什么字

二 字谜
一字十三点,难在如何点 ,猜一个字

三 智力游戏
（本期内容由王芳提供）
有三个同样的立方体，每个立方体的
六个面上分别写着“天”、“宇”、“学”、
“校”、“优”、“秀”。根据下面三个图形，
找出“宇”和“秀”的对面是什么。

四 唐诗
下面这首诗中哪几个字被替换了？
元 日
（宋）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吐苏；

★上期答案见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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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马立平教材班学生小作文（2011 年 10 月）指导老师: 曾力

作文要求：学习了《蔡伦造纸》，我们知道了造纸要经过很多的步骤
(steps)。请写一写你做过的一样东西或一件事，比如做手工(arts &
Crafts)、堆雪人、帮妈妈做饭，等等。要按顺序(by the order)，一

步一步地写出来。

吴嘉佳：

雪人是怎么堆的？

吴佳明：

如果你要堆雪人，那就先
找一个湿的地方。然后，把雪
滚成圆球。一个大，一个中，
一个小。把小的雪球

准备睡觉

放在中的上面，再把中的
放在大的上。这样，雪人的身体和头就做好
了。然后，捡两根树枝当手臂，用小石子做
嘴和眼睛。最后，拿胡萝卜做鼻子。这样，
一个雪人就堆好了。

1.
2.
3.
4.
5.
6.

我先洗澡。
我然后刷牙。
我穿好睡衣。
我上床钻进被子。
关上台灯。
最后闭眼睡觉。

谢子威：

给妈妈洗车
关皖君：

烤 brownies
今天我烤 brownies。首先我量好了材料，
然后就搅均匀这些面糊，
放进烤箱烤十五分钟就可
以拿出来吃了。

今天天气很好，我
要给妈妈洗车。我先打
好水，然后用抹布开始
擦车。我先擦车头，然
后擦车身，最后擦车尾。
妈妈的车被我擦得很干
净，妈妈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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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子当眼睛。你的雪人就做好了！

罗诗琴：

马卓越：

做友谊手镯的办法

做因蒂（太阳神）

我做友谊手镯的时候，先
要拿出四根线，剪成一样的
长度，然后打个结，用胶纸
固定在桌子上，按一定的顺序把四根线编起
来。编呀编、编呀编……编完以后，把线从胶
纸上拿下来，在另外一头打个结。最后，把
两个结系起来，套在手上。友谊手镯就这样
做成了。

第一，要有一张铝纸和一
卷胶纸。
第二，铝纸剪成“5x5”的方块。
第三，在一张纸上画太阳神，然后把画好的
太阳神贴在铝纸上。
第四，把太阳神描在铝纸上。
第五，把纸撕掉。

马娇：

最后，用彩笔给太阳神上色。

刻南瓜灯
秋天到了，大家都喜
欢做南瓜灯。先画切把儿
的地方。第二步是把把儿
刻下来。然后把籽捞出来。
第三步是画眼睛、鼻子，和嘴巴，然后把它
们刻出来。最后把灯放进去。好好玩吧！

倪琬婷：

李天悦：

入烤箱，烤三十分钟，蛋糕就做好了。

做蛋糕
首先将烤箱预热到
375 度，然后将面粉倒
入一个大碗中，再加入
一杯水、六大匙油、两个鸡蛋，然后用搅拌
机高速搅匀，将面粉糊到入烤盘，将烤盘放

堆雪人
先用雪滚一个很大的球，然后，再滚一个比
刚才小一点的球。接着，滚一个最小的球。
把最大的球放在底下，再把中等大的球放在
最大的球的
上面，接着，
把最小的球
放在中等大的
球的上面。
最后，找两个
树枝当胳膊。
你也可以用一
根胡萝卜当
鼻子，用两个

王文伊：

折纸鹤
1. 把纸剪成正方形。
2. 把纸对折成三角形。
3. 再折成双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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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变成双菱形。

1. 先找一块锡纸。

5. 把双菱形打开。

2. 然后把纸卷起来。
3. 拧起来。

汤智杰：

4. 卷起来七分之六做蛇的身体。

做蛋挞

5. 剩下的七分之一部分竖起来做蛇的头

1. 第一步：先要把
面粉、糖、黄油、
鸡蛋混合起来，
做成面粉团。
2. 把小面粉团放在
蛋挞模子里，做成蛋挞外壳。
3. 第二步：预热炉子为 350 度。
4. 把鸡蛋打在碗里，混匀过滤，倒在蛋
挞壳里。
5. 第三步：把蛋挞放在炉子里加热 20
到 25 分钟就可食用。

周月：

画小猫
一．先在纸
的中间画一
个圆圈。

6. 做蛇眼睛。

卢正宇：

做巧克力蛋糕
今天我和我的姥姥做巧克力蛋糕。首先我们
拿出来一盒子巧克
力蛋糕粉和一个鸡
蛋、四分之一瓶油
和二分之一瓶水放
在一个中等瓶子里。
混合完了，就把东西放在 8x8x2 的盘子里，
然后在 350 度烤 45 分钟。烤完了，把一个
牙签放在蛋糕里，再拿出来。要是有东西在
牙签上面，就再烤 5 分钟。
吃！

二．在圆圈
上面画两只

王馨怡：

耳朵。

做手链

三．在圆圈下面画一个椭圆，加上四只小脚。

一．拿一根线照着手量一量手腕。
二．剪开，但是剪多一点。
三．在一头打个结。
四．在另一头穿起珠子。
五．不要放太多的珠子。
六．把两头连起来。
七．试一试手链。

四．在椭圆的右边画一个尾巴。

李明翰：

用锡纸做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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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食俗
芳草

春节是中国最富有特色的传统节日。它标志农历旧的一年结束，新的一年已经开始。
人们将告别寒冷单调的冬天，迎接生机盎然的春天。发红包、包饺子、放鞭炮、吃元宵、
闹社火、逛庙会，都是中国古老的春节习俗，但你了解各地不同
的春节食俗吗？

年糕 春节吃年糕，“义取年胜年，籍以祈岁稔。” 寓意万
事如意年年高。年糕的种类有：北方有白糕饦、黄米糕；江南有
水磨年糕；西南有糯粑粑；台湾有红龟糕。汉代杨雄的《方言》
一书中就已有“糕”的称谓，魏晋南北朝时已流行。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了制做方法。
明、清时，年糕已发展成市面上一种常年供应的小食，并有南北风味之别。北方年糕有蒸、
炸两种，南方年糕除蒸、炸外，尚有片炒、汤煮诸作法。

饺子

北方年夜饭有吃饺子的传统，但各地吃饺子的习俗亦不相同，

有的地方除夕之夜吃饺子，有的地方初一吃饺子，北方一些山区，
还有初一到初五每天早上吃饺子的习俗。吃饺子是表达人们辞旧迎
新之际，祈福求吉愿望的特有方式。按照我国古代记时法，晚上 11
时到第二天凌晨 1 时为子时。
“交子” 即新年与旧年相交的时刻。饺子就意味着更岁交子，过春节吃饺子被认为是
大吉大利。另外饺子形状像元宝，包饺子意味着包住福运，吃饺子象征生活富裕。
与北方 不同，南方的年夜饭通常有火锅和鱼。火锅沸煮，热气腾腾，温馨撩人，红
红火火；“鱼”和“余”谐音，象征“吉庆有余”，也喻示着生活幸福，“年年有余”。 南方还有
一些地方过春节讲究吃年糕，年年高（糕），象征收成一年比一年高，境界一年比一年高。

元宵 南方叫做“汤圆”，在江苏，上海等地，大年初一 早晨都有吃汤圆的习俗。元
宵节，道教称之为“上元节”。据元代伊土珍《（女郎）环环记》引《三余帖》记：嫦娥奔
月后，羿思念成疾。正月十四日夜，忽有童子求见，自称为嫦娥之使，说：“夫人知君怀
思，无从得降，明日乃月圆之候，君宜用米粉作丸，团团如月，置室西北方，叫夫人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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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夕可降而。”羿如法而行，嫦娥果然降临。可见元宵节吃元宵，
是取“团团如月”的吉祥之意。
明代时，元宵在北京已很常见，做法也与今天无异。清代康熙
年间朝野盛行“八宝元宵”、马思远元宵。民国初年还有袁世凯因元
宵与“袁消”音同，故下令禁喊元宵之事。
元宵用面除江米面外，还有粘高梁面、黄米面等。馅则有桂花白糖、山渣白糖、什锦、
豆沙、枣泥等。形制上或大若核桃，也有小如黄豆的“百子汤元”，还有实心圆子和薄皮的
“碌皮汤园”。

春饼 立春吃春饼是中国一种古老风俗。晋代已有“五芋盘”即“春盘”，是将春饼与菜
同置一盘之内。唐宋时立春吃春饼之风渐盛，皇帝并以之赐近臣
百官，当时的春盘极为讲究：“翠缕红丝，金鸡玉燕，备极精巧，
每盘直万钱”。
民间也用以互相馈赠。吃春饼的食俗也影响了兄弟民族。如
耶律楚律随成吉思汗征西域时就曾命厨师作春盘，并作诗日：“昨
朝春日偶然忘，试作春盘我一尝。本案初开银线乱，砂瓶煮熟藕丝长。匀和豌豆揉葱白，
细剪萎蒿点韭黄。也与何曾同是饱，区区何必待膏梁”。
春饼发展到今天，形制随地而异，食用时间也因地而别。有烙制、也有蒸制；或大如
团扇，或小如荷甲。

下面是过春节好吃的孩子们喜爱的童谣

过年童谣
孩子孩子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你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尘日；
二十五，炖豆腐；二十六，炸羊肉；
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
大年初一去拜年。
您新禧，您多礼；白肉馍馍馋馋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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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心语 ―小助教，大作用
－牛顿中文学校 2011-2012 秋季助教管理工作感悟
校长助理 许华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转瞬间，忙忙碌碌中，
时间在不经意间流逝。从去年九月份牛顿中
文学校开学以来，秋季的工作即将结束了。
半年的时间里，忙碌贯穿其中，虽然很累，
但是却收获了很多。万事开头难，助教的管
理工作是繁忙的，而助教的工作更是细致而
又琐碎的，我和还是中学生的学生助教们一
起探索，一起成长，看到他们的点滴进步，
我感到无限欣慰和感动。同时也深刻地体会
到：做助教是一门学问，要当好主讲老师和
同学们都喜欢的助教，真的要付出很多倍的
努力；虽说助教只是辅佐教师，但是它是连
接主讲老师和学生们的中间纽带。正所谓：
小助教，大作用。

工作的展开
承蒙永奇校长的信任和鼓励下，在梁楠副校
长的指导下，在广大老师和家长的配合下，
在校行政的帮助下，自去年秋季我开始担任
学校行政助理并主要负责助教工作以来，助
教工作顺利展开。去年暑假一开始，我就接
到所有助教申请表，认真地研究了表上的个
人简历和老师对他们的评语，有时对他们进
行电话“面谈”，看他们的口语表达，有时
发电子邮件，测试他们的书面能力，经过一
个暑期的精心挑选，根据学生们的要求，参
考一些授课老师的意见，我给大部分合格的
学生做好了适当的安排。中文程度高的同学

比如张文静，李瑞达，尹小飞, 刘茵,魏宇宁
等做高年级的助教；黄家明，潘理成，何璐
璐等做数学助教；还有耐心细致的咸碧琳，
肖燕子，江晴宇，吴丽娜，杨帆等任低年级
助教；而有舞蹈艺术，绘画，体育的同学们
如张雪丽，王慕蓉，雷西亚，曹腾威，李凯
文等做第二课堂的助教，迄今为止，整体反
应良好

培训和规范化
九月八号，开学前的教师大会，我给学生助
教们做了些基本培训，分发了助教守则，九
月份正式上岗。虽然大部分学生助教是新人，
自己还是中文学校高年级的学生，但是，在
我们的制度化管理下，在许多上届老助教的
传经引导带动下，加上他们自身的高素质，
大部分助教都很好地完成了他们的职责。比
如说：提前十五分钟到教室，每次必须签到，
主动帮助主讲老师维持课堂纪律，上课时不
做与助教工作无光的事情，比如看自己的书
报，跟他人聊天，等所有的学生安全离开后
才离开教室，下课后擦黑板，将座椅板凳放
回原处，恢复教室原样等，在教室走动而不
是坐在那儿等待老师安排，主动帮助有困难
的同学回答问题，翻译讲解，在课堂尽量讲
中文，给学生树立表率作用，像老师一样爱
学生，有事提前请假，或者找到替代助教，
说明原因，不会无故旷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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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表扬的是，杨帆，王文丹，高雅，宴临
安，郑子瞻，喻心迪，苑小鸣，江晴宇，陆
凯文，杨紫怡，周立凡，李桐，田思纯，刘
茵，魏宇宁，钱正源，文麒慧，叶道旭，陆
望波，徐思达，汪竹君，王慕蓉，张雪丽，
李凯文，陈芳华，吴竞择，何璐璐，潘理成
等等都做得很好，还有咸碧琳，李娜，王斯
莉，黄嘉明，许凯琳，陈芳华，秋淳怡，贺
盛雅，曹腾魏等同学更是从不请假，更是好
榜样。

（1）与主教老师的沟通，缺席事先通知老师，
了解学生的可能需要，熟悉每个孩子的性格
特点，和老师一样备课，势服人，心不服，
理服人，当无言;

更高的要求

其它工作

学校对助教工作也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我
将其总结归纳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时段
的三大（块）注意事项，以及三个沟通。

在引导督促和帮助学生助教们完成他们的助
教工作职责的同时，如何培养学生助教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也是我们的一个工作重点。学
会知识,学会做事和学会做人是学生的主要任
务和职责, 是育人教育, 人格的配养的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份. 思维敏捷, 知识丰富, 多才多
艺是很多助教都具备的财富,也因此他们常常
自我感觉良好, 缺少关心他人, 关心社会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 让他们在中文学校的特殊环
境里, 学会如何尊重 F A DAY 学校的财产, 如何
维护集体的利益, 如何通过提高自己给小学生
做表率作用, 是一个锻炼， 也是一个考验.

三大注意
（1）上课前的准备：在上课前，助教要根据
老师的要求排好座位，把调皮的孩子放在前
座，把几个喜欢在一起捣乱的同学分开来，
帮老师收发作业本和讲义，帮低年级的小朋
友削铅笔等。
（2）上课中的观察帮助：在课程开始后，助
教最好不要坐在正对着老师的位置，而应该
坐在后排，或者干脆在教室里到处走动。有
人来教室，助教要出去开门，不要发出大声
影响教学。助教不能打电脑，发信息，如果
教室有两个以上助教，助教之间不得聊天讲
话，干扰老师教学和同学的注意力;。
（3）下课后的清理和总结：作为一个优秀的
助教下课后，要深入“群众”，有机会问问
同学和同学的家长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再反
馈给老师，调整教学的进度和计划，。

三沟通：

（2）与学生的相处，和学生相处亲切像大
哥哥，大姐姐，特别是性格内向的孩子，多
询问他们的内心想法，大胆讲出来;
（3）助教之间的配合，助教之间应多沟通，
互相讨论并提出好的解决方案。

此外，我还鼓励有兴趣的同学积极用中文写
文章，学以致用，让自己在工作中学习成长，
不断充电，给小学生一个好榜样，榜样的力
量是无穷的，有时候做一件事比上十句话都
管用，都有效。张文静刚从中国来，中文功
底比较好，她就主动写文章，肖燕子的文笔
流畅，是美国学校校报编辑，听说后也马上
动手写文章。另外，中国新年即将来临，牛
顿中文学校将要举办校内校外两次文艺演出，
助教们也都积极帮助主讲老师设计春节晚会
的节目，包括挑选和排练，锻炼自己的团队，
组织，和领袖能力。

12
下一步工作设想
存在的的问题:
在这半年的工作中，助教们也出现了一些问
题：比如当他发现学生打架，吵闹，就自作
主张教训学生，事后主讲老师和我跟这个助
教沟通，针对性地进行了教育，处理好了这
件事，并希望今后不再发生。还有，一些家
庭母语是英语或非中文的同学，常常上课听
不懂老师的要求，学校安排一些助教坐在他
们旁边同步翻译。个别助教翻译的质和量不
是很到位。经过主讲老师反映，我和这位助
教交流，后来大大改进了他的工作方法。前
一段时间 F。A。DAY 学校反映我们的学生挪
动教室的东西，也引起我对助教的规范化管
理的重视，一个不合常规的举动会使整个集
体活动宣告失败，甚至使全校的荣誉付诸东
流。分析其原因，一是助教经验不足；二是
学生助教们的年龄小，自己还是学生；还有
就是因为忙碌的学习和课外活动，以及假期，
学生助教请假较多多等等。

所有，当春季即将来临的时候，我想做进一
步的安排：春季展开助教评估活动，让助教
先自己评价自己，然后让老师给他们写评语，
评出最佳的助教,在学期结束是评出校长奖的
候选人 ;同时有必要进行助教专业培训，让主
讲老师培训，然成功助教介绍经验等; 选出助
教中的助教，年级组老师有年级组长，我们
助教也有助教组长，选出助教中的助教; 建议
更严密的制度规范化化管理方案，省心省事，
高效，良好的规范是进行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的保障。
人都说：一份春华，一份秋实，春的耕耘，
秋的收获；但秋的种子，在冬天里精心地保
养，在春天里会更加萌发蓬勃生机。相信今
日含苞欲放的花蕾，明日一定能盛开绚丽的
花朵，希望来年的春季我和我的小助教们，
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把自己最珍贵的爱献给学生，在教学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不只是埋头赶路，更要抬头看
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城楼。

——记中文学校的助教生活
张文静 九年级甲班助教
我，来美国第二年了，来中文学校也已经是第三个学期。身为一个刚刚从国内的高中环境
中走出来的典型中国学生，想迅速适应美国学校的生活环境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我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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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个星期里，亲戚便推荐我来参加牛顿中文学校这个集体。首要原因是我在这里可以认识更多
的朋友，尽快适应这里的氛围，也能够通过与他人的交流中多多积累在美国的生活与学习经验。
而我个人喜欢上中文学校的原因是，这里的所有人都是从祖国的大江南北远渡重洋而来，这种地
域的丰富性可不是在我家乡那座小城能够经常遇到的，而我也的确学到了很多课本及网络上学不
到的东西。
通过去年一整年的学习，本学期我开始以助教的身份参与中文学校的活动。大约是面试时
老师看我中文不错，所以把我分到了相对高一级的九年级中文班工作，帮助蔚健老师进行班级管
理工作。除了与老师协调好班级纪律和分担老师工作之外，在与这些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们的相处
中我也学到了很多。我清楚的看到了美国社会的自由文化与中国家长的严苛教育的冲击下对这些
ABC 们的成长产生的多种多样的影响，以及人们在美国生活多年后生活习惯及人生观等等的改变。
在观察到这些现象的同时，它们也引发了我的认真思考。
总而言之，在中文学校的经历总是让我受益匪浅。我喜欢这里的生活，也希望能够一直在
这里工作下去。十年育树，百年育人，真的很感谢中文学校的存在！

☺（开心一刻）
Kids' Advice/真知卓见
叶子（搜集并翻译）

1．"When your dad is mad and asks you, 'Do I look stupid?' don't answer."
Hannah, age 9
当你爸爸很生气的问你：“我看上去很蠢吗？”千万别回答。—汉娜，九岁
2．Never tell your mum her diet's not working." Michael, age 14
永远不要告诉你妈妈她的减肥食谱不好使。—米歇尔，十四岁
3．"If you want a kitten, start out by asking for a horse." Naomi, age15
如果你想要一只小猫，不妨先开口要一匹马。—娜欧米 ，十五岁
4．"When you get a bad grade in school, show it to your mum when she's on

the phone." Rudy, age13
如果考试成绩不好，最好在你妈打电话的时候给她出示你的成绩单—罗迪，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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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家庭，感恩’ –2011NCLS 感恩节晚会回顾
曹景雁/ 林庆聪

感恩节晚会已经成为了牛顿中文学
校的传统节日之一,也是由牛顿中文学校
家长会主办的重要活动之一。东方舞蹈团
有幸受邀参与组织了 2011 牛顿中文学校
的感恩节晚会。晚会在 11/19 日晚按时举
行并圆满结束。这对于第一次参与组织的
东方舞蹈团是极大的鼓励。回顾从开始准
备到晚会结束的一个多月，因为家长会和

的经验，做得有条不紊。在节目选择上，

东方成员分工合作，各司其职，相互协调，

我们根据学校 EVENTCOMMITTEE 的要求，

使得晚会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以保证学校文艺班的节目有第一优先权，
并同时向全校中文班和学生家长征集的方
式收集节目。至报名截至日，我们收到足
够的节目，并在预期的时间完成文艺表演
部分。
全体家长会成员和家属在家长会会长
林庆聪和副会长肖广松的带领下,由家长
会成员顾学菁和夏天的具体领导下, 大家

东方舞蹈团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文艺表

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积极参与到感恩节晚

演，这对刚举办了十年庆典的东方来说很

会的精心准备工作, 从游戏节目的设计与

是得心应手。从海报设计，安排印刷，团

准备, 奖品的采购,水果和饮料的购买与

体售票到节目安排，主持准备，彩排，至

运送, 杯盘的准备,的确做到了非常认真

最后的表演流程，东方成员根据以前积累

细致。晚会当天, 全体家长会成员和家属
早早地出现在会场, 开展了会场的布置与
准备，十分有条不紊，非常有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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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东方舞蹈团精诚合作, 分工明确, 配合
由家长会为大家准备的游戏节目受到

默契, 成功举办了今年的牛顿中文学校的

了儿童与大人的热列欢迎, 大家除了欣赏
文艺表演外, 还能玩游戏,真是特别开心,
度过了一个特别欢快的晚上。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

感恩节晚会。一场晚会的成功一定是团队
精诚合作的结果，因为它涉及到太多方方
面面，同时因为参与人员有举办晚会的经
,
家长会的许多成员还积极参与了文艺表演
节目，真正做到了工作娱乐两不误。让人
特别感动的是许多家长会成员和家属任劳

验，更使得整个运作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此牛顿中文学校家长会感谢牛顿中文学
校校领导和董事会的指导与帮助, 感谢东
方舞蹈团的积极配合与支持, 感谢牛顿中

任怨, 自始止终, 坚守岗位, 一刻也没有
离开为大家服务的岗位, 为人们倒水送水
果, 真正体现了家长会为大家服务的可贵
精神。

文学校家长会成员和家属的无私奉献，也
感谢吴学明和林菲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
作为中文学校的家长和以中文学校为基础
的自组团体，东方舞蹈团对有机会为学校
总之, 今年的牛顿中文学校的感恩节
晚会, 在牛顿中文学校校领导和董事会的
精心指导与帮助下, 牛顿中文学校家长会

的活动尽一份力感到非常的骄傲，也愿意
对今后学校的活动给予更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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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板书☆
戏说 2011 年教师联欢会
唐微

小竹板，敲一敲，
欢歌笑语到云霄。
不唱秋天如何美，
不说生活多么好，

中华文化深
吃喝最重要
主食，热菜，凉拌，甜点
一样不能少
千家福，圣诞树
都是牛顿造
要问味道怎么样，
大家都说：
恩，
太饱。

单夸咱们教师的联欢会，
那是，
学句小猫的口头弹，
妙，妙，妙！

牛屯十二钗，
唐装独自俏，
俏也不争钱
只把书来教
小扇轻舞起清风
满堂书香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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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 漂 漂

中华医术妙
老杜拔牙有奇招，
一句笑话两秒钟
大家满地把牙找
一不痛
二不叫
而且不用付钞票，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妈呀
怎么好牙，坏牙一起掉。
小竹板 当当当
夸完群众夸校长

一个艳
主持演说好搭档
一个是怀揣吉他高歌露笑脸
一个是红装素裹
轻声细语意气扬
小竹板，
说到小品乐如潮
网上寻郎无结果，
拭泪频用旧红袍。
忽然一声敲门声

一份惊，二份喜
三份甜来四份娇
拳打加脚踢
全身按摩真周到
小竹板 呱呱呱
咱们的学校咱们爱

一个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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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的晚会咱们夸
情歌那叫火辣辣
劲舞那叫辣不怕
诗情画意麻辣汤
天寒心暖人已醉
就等幸福的情绪来传染
来传染

龙年春联欣赏
芳草收集

海为龙世界
云是鹤家乡
刚唱兔岁歌一曲
又饮龙年酒三杯
喜庆爆竹送玉兔
吉祥梅花迎金龙
龙子龙孙龙年会龙潭
虎头虎脑虎气生虎威
玉兔走金鸟飞走走飞飞飞向春光明媚处
雄狮欢巨龙舞欢欢舞舞舞出华夏壮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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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奇异功能”
老康

那年上面开眼，说知识也是生产力，
于是乎校门重开。学校建了新图书馆，实
行开架。书里夹有金属磁片，门口设有磁
场检测器，如有人胆敢把书带出图书馆，
门口的警报就会炸响。
在当时开架图书馆乃新生事物。有人
不珍惜这点儿自由，时不时的把警报器弄
响。但没听说有人因此受到惩罚，想必是
“读书人窃书不算偷”吧！
那天我也去支持新生事物。不想警报
大作，震耳欲聋，引来无数注目礼。好在
我是在进图书馆的时侯警报器响了，没被
算在窃书者行列。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把我把身上的口袋
全掏空了，警报器还是发作。有一位大概
是看多了金庸，悄悄的问我：你是少数民
族吗？有武功吧？是不是随身带有防身匕
首或暗器？
过了几天，有两人敲响了我的宿舍门，
来人自我介绍说他们是本校物理系的学生，
他们的老师听说了我在图书馆的事儿，想
和我谈谈。于是两人一左一右把带到到物
理系楼，进了一间办公室。但见里面老老
少少坐了十几个人。那位物理老师见我进
门迎了上来，表示欢迎，并解释了请我来

的原因。
当时盛传奇异功能一说，有些小孩有耳朵
能认字等奇特表现。但这些小孩通常在长
大过程中生一场病，病愈后这些奇异功能
便荡然无存。他很高兴我这个成年人还有
些奇特表现，希望我能和他合作，一起解
开奇异功能之谜。
我赶紧解释说我没奇异功能，眼睛
也不认几个字，更甭说耳朵了。他和气地
解释说，所谓耳朵认字，是指有些孩子能
用耳朵或手心感应出画在纸上的图案，他
能照葫芦画瓢，把纸上的字描出来，他未
必真认得这个字。
他又开导说，奇异功能多种多样，并
不局限在耳朵认字上。像你的磁场比较强，
也许有其他的特殊功能或潜在的功能。
然后他又补充道：奇异功能有诱发
性。很多小孩子看到别的孩子做奇特的事
儿，自己也就会了。今天有个表演，也许
会对你有所启发。
我心想：奇异功能，我早有所闻，今
若有幸亲眼目睹，何乐而不为呢？万一自
己有潜能，被诱发出来，也不是不个可能
的，没准儿就此成了名人！ 于是做兴奋
状认真听讲。
做表演的是个女童。号称有多种奇
异功能，但只有父母在场的时候才会表演
成功。一个成人把一粒红豆放进一个小小
的玻璃药瓶里，然后用软木塞把瓶口塞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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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子倒置，并使劲甩了几下，表示木塞有
些力度，瓶里的红豆不会自己掉出来。
把瓶子放在飞行棋的纸盒子里，然
后把纸盒子用医用胶布密密缠绕。父亲把
盒子交给女儿。女童接过盒子，上下翻转，
左右摇晃。几分钟后，她对爸爸说：好了！

我又想起来今天我有幸能来看表演
的原因，说：您认为我引发了图书馆的警
报器，可能是因为我身体磁场比较强，而
且有可能有其他的异能。那么这位有奇异
功能的小朋友，是不是也磁场强、能引发
警报器呢？

盒子拆开来，见药瓶完好，瓶口还是
被木塞塞住。但那粒红豆不在瓶子里，而

我对我能有如此逻辑，颇为自得。

在瓶子外、纸盒子里。众人惊叹，拍手叫
好，众口齐夸那女童好本事。主持人接过
药瓶，瓶口朝下使劲甩了甩，瓶塞牢牢地
塞在瓶口上。

老师沉思了一回儿，说：这倒没试过。
走，试试去！

爸爸把瓶子和那粒红豆装回到盒子里，
还是用医用胶布缠绕，交给女儿，说，能
把红豆放回到瓶子里吗？女童接过盒子，
又是翻转、摇晃一番。这次更快，不出一
分钟，她对爸爸说：好了！
再次拆开盒子，红豆果然在药瓶内。

于是一行人到了图书馆。爸爸把女
儿抱过图书馆门，警报器没响。
我走过去，警报器顿时大作。众人也
是称奇。
我站在门当中，晃晃上身，警报器
没响，但探测指针大幅度摇摆。我又伸了
伸胳膊，也是如此。

众人再次称奇。主持人则把目光转
向我，问：怎么样，有什么感觉？

再试试下肢吧。刚一迈步，警报器
顿时响彻云霄！

我周身使劲感觉了一遍，没觉得有
什么异样。刚才目不转盯看着女童表演，

我把我仅有的一双皮鞋脱下来，赤脚
来回穿过图书馆门。警报器没理我。

也没看出任何破绽来。想她可能是真本事。
可红豆怎样从瓶内跑到瓶外，又从瓶外跑
到瓶内呢？想起来以前看的科教片，外国
有微型摄像机、针孔摄像机。于是建议是
否能在盒子内放台微型摄像机，看看到底
是什么机制，使得红豆能穿越玻璃瓶。
那位物理老师说：现在没这个条件，
以后会做这方面的实验的。

我抢过皮鞋，夺门而逃！
原来，家乡的皮鞋厂机械化程度比
较高，鞋钉由吸铁石筛选、传输。但整个
过程少了一道工序：成品退磁。害得我在
他乡丢人现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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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发现和治疗儿童弱视
朱新生

什么是弱视: 弱视是指眼球没有明显的器质性病变，矫正视力≤0.8 者为弱视。由
于先天和后天因素的影响，弱视其实是一种“眼、心、脑” 系统的综合病理变化，弱视
儿童的症状会有眼球震颤、对眼、斜视、看东西歪头眯眼、没有立体感、眼睛不随人或物
体转动、眼手协调差等，严重时会影响孩子日后的 生活。
弱视有什么危害: 弱视的最大危害是患儿不仅双眼或单眼视力低下，而且没有完
善的双眼视觉功能，没有精细的立 体视觉。专家认为弱视的危害大于近视，因为单纯近
视的儿童，看远模糊，看近清楚，视觉细胞和神经还能受到外界物象的刺激而不会衰退，
而弱视则不同，由于 视觉细胞和神经长期受不到外界物象的准确刺激而衰退，远视力低
于 0.8，如果不及时防治，视力便会永久低下，成为单眼视觉，长此以往，必然会加重健
眼的负 担，健眼的视力也会逐渐衰退。
弱视与近视的区别：弱视与近 视根本不能算是一种病。近视眼是由于眼调节肌肉睫
状肌过度紧张或遗传等原因造成眼轴变长引起的看远不清楚，看近清楚的眼病，戴镜后矫
正视力多可恢复正常，而弱 视是一种视功能发育迟缓、紊乱，常伴有斜视、高度屈光不
正。戴镜视力也无法矫正到正常的眼病，两种情况有本质不同。弱视对儿童视功能的危害
比近视大得多。因 为近视仅仅是视远时视力下降，不伴有其他视功能损害，视力矫正不
受年龄限制；而弱视患儿不仅视力低下，无法矫正，不可能有双眼单视功能，无立体视，
今后不 能胜任驾驶、测绘及精细性工作.
怎样知道 弱视
需要做什么检查 ？ 视力检查； 屈光检查；斜视检查；固视性质
检查；外眼及眼底检查；双眼单视检查；视网膜对应检查；融合功能检查；立体视觉检查。
为什么弱视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诊治弱视的重要原则是“早发现，早治疗”。
它直接影响弱 视的治疗效果。治疗弱视的年龄越小，效果越好。最早可从 1-2 岁开始治
疗，6 岁前的弱视容易治到 1.0 以上；如超过 6 岁才治疗，很难治到 1.0 以上，12 岁以
上的弱视一般认为基本无效。由于 3 岁前为儿童弱视治疗的关键期，3-10 岁为治疗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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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期，因此在视觉发育的关键期内，很容易形成弱视，比如居室的光 线过暗，或者单眼
不适当的遮盖等，一旦这些因素消除，视觉发育又可以正常进行。所以说，弱视眼在关键
期内，可逆性是很强的。但是在 3 岁以后，如果弱视眼仍 然得不到治疗，抑制程度就会
逐渐加深。尤其是在 8 岁以上，治愈希望就小了，而且疗程也长，13 岁以上治疗基本无
效。 所以对于弱视儿童的防治必须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为了及早发现弱视并予以及时
治疗,痲州的州法律规定,所有儿童在 5 岁进入幼儿园之前必须由眼科医生做一次全面眼睛
检查。大部分医疗保险都包括正常的全面眼科检查。主要有 Aetna, Blue Cross Blue
Shield MA, NH,Cigna, Davis Vision, EyeMed, Harvard Pilgrim, Health Plan, Mass
Health, Medicare, MVP, Network Health Plan, Neiborghood Health Plan,
Superior,Spectera/OptumHealth Vision/Unitedhealthcare Vision, Tufts,
UnitedhealthCare, Unicare.

编者按
朱新生医生 (Xinsheng Zhu, OD, PhD) 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来美国获
得新英格兰视光学院 (New England College of Optometry)视光博士和威斯康星‐麦迪
逊大学医学院(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edical School at Madison )生理学博士,
随后就职于麻省总院和哈佛医学院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and Harvard
Medical School).朱医生从事多年眼科研究，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朱医生尤其擅长
于家庭和儿童眼科，非常乐于助人，曾在牛顿中文学校举办过 3 次眼睛保护讲座，受到广
大家长的好评。现将系列讲座的内容整理文字，便于大家更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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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顿中文学校春节晚会一
时间：二月五日, 2：00－5：00pm
地点：F. A. Day School

牛顿中文学校春节晚会二

★★★★★
时间：2012 年 1 月 21 日，週六 晚 5:00
时
地点: 帝苑大酒楼 (橙线地铁中国城站)
Empire Garden Restaurant， 690-698
Washington St, Boston, MA 02111

新英格兰华人专业人士 2012 春节联欢晚
会及社区论坛

时间：二月十一日, 7:30-9:30pm
地点：Newton North High School

2012 中国新年联欢晚宴, 脱口秀名星黄
西表演
(Sino American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New England)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纽英伦分 会热情邀请
您参加春节联欢晚宴活动。农历新年是海
外华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最佳时机，届
时有丰盛的晚宴和精彩的表演节目。
表演节目亮点：著名华裔脱口秀名星黄
西 （Joe Wong）。黄西 2011 年获得“波
士顿 2010 年度笑星奖（2010 Boston
Comedian of the Year）”，是美国主流媒
体著名的华裔笑星，今年将演出精彩的英
文和中文脱口秀。联欢晚宴活动还包括其
他应邀嘉宾的精彩 舞台表演，幸运大抽
奖，儿童压岁红包，卡拉 OK，和联谊舞
会等。

时间: 一月 28 日 (周六) 1:30 PM-11:00
PM
Venue: Sheraton Hotel
Address: 1657 Worcester Road,
Framingham, MA 01701
Order Online: www.cpnweb.org
北京同乡会联盟天津老乡共庆 2012 中国
新年联欢会

时间:

一月28日. 周六, 下午12:00 –

4:00PM

地点:

剑桥中文学校 (Cambridge
Chinese School)
411 Waverley Oaks Road, Building
#2, suite 214, Waltham, MA 02452
联系人: 北京同乡会 : 赵进: Tel : 781698-9061

天津老乡: 刘希纯: Tel: 781-

861-3529

上期牛博士排序榜答案： 一 ； 手，脚 二；人 三 ； 甲 16.5/11=15, 乙数是 16.515=1.5 四；辞 陵 五；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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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中文学校真牛
林曦

牛屯卧虎藏真龙，
顿开茅塞显空灵。
中西合璧六方盛，
文理相佐四海通。
学子上千同孙祖，
校风一贯喜开明。
真情长系黄土色，
牛气直盖云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