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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步
莫怀戚

我们在田野散步：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
母亲本不愿出来的。她老了，身体不好，走远一点就觉得很累。我说，正因为如此，才
应该多走走。母亲信服地点点头，便去拿外套。她现在很听我的话，就像我小时候很听她的
话一样。
天气很好。今年的春天来得太迟，太迟了，有一些老人挺不住。但是春天总算来了。我
的母亲又熬过了一个严冬。
这南方初春的田野，大块小块的新绿随意地铺着，有的浓，有的淡；树上的嫩芽也密
了；田里的冬水也咕咕地起着水泡。这一切都使人想着一样东西——生命。
我和母亲走在前面，我的妻子和儿子走在后面。小家伙突然叫起来：“前面也是妈妈和
儿子，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我们都笑了。
后来发生了分歧：母亲要走大路，大路平顺；我的儿子要走小路，小路有意思。不过，
一切都取决于我。我的母亲老了，她早已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我的儿子还小，他还习惯
听从他高大的父亲；妻子呢，在外面，她总是听我的。一霎时，我感到了责任的重大。我想
找一个两全的办法，找不出；我想拆散一家人，分成两路，各得其所，终不愿意。我决定委
屈儿子，因为我伴同他的时日还长。我说：“走大路。”
但是母亲摸摸孙儿的小脑瓜，变了主意：“还是走小路吧。”她的眼随小路望去：那里
有金色的菜花，两行整齐的桑树，尽头一口水波粼粼的鱼塘。“我走不过去的地方，你就背
着我。”母亲对我说。
这样，我们在阳光下，向着那菜花、桑树和鱼塘走去。
到了一处，我蹲下来，背起了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
儿子。我的母亲虽然高大，然而很瘦，自然不算重；儿子虽
然很胖，毕竟幼小，自然也轻。但我和妻子都是慢慢地，稳
稳地，走得很仔细，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
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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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花絮
1. 春节联欢会：

栏目主编: 王依达
（接上期）

第二场，舞台献艺
在喜洋洋小乐队的《新春乐》乐曲声中，第二场演出又开始
了。福蓉少儿声乐班的小朋友率先登台。他们的演唱总是那么美
好动听。特别是童声独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让在坐的
家长们仿佛又回到了儿时…
下面是来自五乙班、六甲班和七甲班高年级同学的表演。他们跻身于成人演员之中毫不
却步。瞧，他们带给大家的节目丰富多彩：
五乙班同学在吴晓云老师的指导下表演了有趣的双簧；
六甲班同学朗朗地背诵着唐诗。全班学生不但服装整齐，声音也一致，没辜负
蔚健老师的希望；
七甲班的小话剧《老鼠嫁女儿》更是别具一格。为了排好小话剧，周琼林老师
和同学们花了不少的时间呢！
接下来的节目演出当属专业水平啦。上台献艺的演员们都是中文学校的家长们。平时他
们都是科技岗位上的能手，周末他们同样能歌善舞，活跃在中文学校的舞台上。
你听，赵小婴、左政法和付丽娜的歌喉多么圆润、甜美！李照原和张瑞峰的唱腔一点儿
也不俗。他们都是来自福蓉声乐班的男女歌手们。他们的小合唱“长江之歌”，使大家真正
感受到了祖国母亲的伟大！
东方舞蹈团的妈妈们在《撇扇》的音乐声中舒展着她们优美的舞姿，柔和动人。让你觉
得她们个个是年轻的舞蹈演员。团长张川的艺术细胞更多。除了舞蹈外还会唱戏。她和王跃
明的京剧反串《智斗》可把观众给“斗”(逗)乐了。王跃明该算得上是我们学校的“喜剧”
演员了。他和高迪合说的相声《海燕》真是别出心裁，让你忍不住笑出声来。
我们中文学校的妈妈们不仅会跳舞，还会舞剑和跳健身操哪。你看，黄语红健身班的学
员们个个步子轻快，动作到位。再看蔡洁的太极剑班，学员们英姿飒爽，步伐矫健。多才多
艺的蔡洁还为联欢会献上了一台大型健身舞蹈。台上红绸飞舞，场面欢腾；台下剑光闪闪，
彩扇飘飘。台上台下汇成一片红色的海洋。观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时装表演队的妈妈们不仅漂亮，还聪颖过人。你可知道她们是怎样在短暂的一个星期内
“变”出那么多套美丽的服装吗？ 让我泄露一点“天机”吧。由薛文琼领头，妈妈们买来
了不同色彩的花布。她们把这些花布以不同的构思缠绕在身上，竟然装扮出那么些异彩服饰
来！经过一番修饰，你看，那些时装在每位妈妈身上显得多么得体匀称，使这些妈妈们更加
楚楚动人。
成人交谊舞班的两位老师吴晔和 Dan Chan 为大家献上了一支华尔兹舞曲，让观众分享
了西洋舞的抒情和优美。观众热烈的掌声是对他们最好的评价。
联欢会的压台戏是大合唱。学校合唱团虽属业余，但歌唱的水平并不比专业团体差。他
们在春节期间还参加了波士顿的春节联欢会的演出。和来自祖国慰问团的文艺名家们同台演
出，多么值得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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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欢会在《爱我中华》的高昂歌声中拉下了帏幕。感谢全体演员的努力，祝贺你们演出
成功！感谢所有前来观看的家长，谢谢你们的掌声和鼓励。让我们来年再见！

2. 其他：
六年级甲班老师蔚健教学认真，对学生负责，得到了学生家长的好评。为之校长王卫
东表扬并鼓励蔚老师的教学精神。蔚老师谦虚地认为这应归功于多方面的帮助。首先二位校
长领导有方，教务主任何瑞萍提供充分的教学内容，助教金一的努力协助；还有行政人员楼
一平、郑捷飞维护学校的良好教学环境； 以及沈依、严亦文妥善安排好学生注册交费具体
事项。这才让老师们有精力备课，有时间教课，专心的培养孩子们。蔚老师希望在此向以上
所有的行政人员表示感谢。
三年级丁班方慧老师希望借校园花絮向家长王韵致以真诚的感谢。
王韵的孩子张明悦就读在方老师的班上。为了鼓励孩子们学习中文，王韵经常主动买
些小礼物赠送给三丁班的小朋友。比如彩笔、书签、简易贴纸等等。这些小礼品似乎比糖更
有意思，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在春节时，方老师组织班上小朋友自己做贺卡谢谢王阿姨。由王明小朋友画猴，魏宇
宁代全班写新春贺词。全班同学都在贺卡上签了名。再有徐文婷代表全班把贺卡送给王阿
姨。
校方在此感谢王韵女士对中文学校的支持。
七年级的语文中有一课是讲著名科学家达尔文的。七年级甲班周琼林老师在教达尔文
这课前两个星期，给全班同学布置了作业，让同学们找有关达尔文的资料并准备几分钟的演
讲。在学达尔文这课时，同学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带了自己收集的图片、故事、简要以
及做的挂图。在课堂上，同学们挨个地走上讲台，用中文讲解他们所学到的有关科学家达尔
文的故事。周老师的体会是，光靠一星期一次的一言堂方式教中文，并不能鼓动这些进入青
少年时期的大孩子的学习兴趣。 这次让他们自己上台讲课的尝试似乎小有收获。我们感谢
周老师为让孩子们学好中文做出的努力。
由于新近更换工作和筹备一系列琐事准备在今年夏末初秋迈上婚礼红毯，二年级丙班
的夏天老师要暂时离开我们学校一段时间。从三月一日起由前教务主任、现任少儿劳作班的
杨宜芳老师接教，任二丙班的主教老师工作。在这里，我们在祝贺夏天将成为准新娘的同
时，也希望她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成就。我们感谢杨宜芳老师再次为我们学校勇于承担重
任。校方同时希望二丙班的家长们积极配合杨老师，搞好教学工作。

为您照看小孩
LEXINGTON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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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花圃

栏目主编: 何瑞萍

教务简讯

一．03 年下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如同以前每次考试，同学们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各年
级学生的平均成绩为 95 分以上，祝贺同学们取得的好成绩，谢谢老师们认真努力的工作和
家长们的支持。
二．有关学校学生中文期中期末考试的方法，学校和老师们一直在不断地探索。这之
前，学生们在每次的考试中都能取得让人非常满意的成绩，这是和我校现行的考试方式分不
开的：复习题几乎就是考试题。如果我们的学生要参加校外的考试，没有了复习题，结果将
会如何？1/31/2004 我校的从一到九年级的几十名同学参加了美东少儿汉语水平一至三级的
考试，这是一次毫无准备的应试，出题的方式难易，甚至出题所依据的教材，我们都无从所
知。现在，这些同学还没得到他们的成绩通知，但每一位参加考试的同学对这次考试都表现
了十足的自信心，他们考试后的感觉都十分好，他们说考试题不难做，也很有意思。“真金
不怕火炼”，希望同学们继续努力学习，“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四年级丙班李睿达
同学参加了此次考试，回家后他给他父母讲了考试的题型和大概内容，睿达的父母也详细地
作了记录并交给了学校，谢谢睿达和他的父母，有他们这样关心支持我校教学的家长，我们
中文学校的教学一定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当然，我们对我校教学所取得的成绩也不能盲目
自大，相反，我们的教学还有很多很多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三．2 月 29 日，全校的生字比赛以组词的方式进行，目的是督促同学们全面复习学过的
生字。词汇量的扩大是我们中文教学重点之重点，反复复习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
生字比赛结束，我们的未完路却还一直伸向远方。
四．5 月底的长周末，美东中文学校协会五年一次的年会将在波士顿举行，我校将负责
演讲比赛的活动。为了参加此项活动，我校将在 4 月底 5 月初（预计 5 月 2 日）举行校内演
讲比赛，这是一次提高口语能力的很好的机会，希望同学们积极报名参加。
五．继二、三年级之后，我校六年级的同学也开始使用《中文》作为教材，但愿这套教
材能让六年级的师生们满意喜欢。

游戏 ·作文
韩黎娟

看到这个题目，有人会问： 游戏与作文是毫不相干的两个概念，你怎么把它们扯在一
起了呢？别着急，既然扯在了一起，就一定有扯在一起的道理。的确，游戏是孩子们都喜欢
做的，而且会乐此不疲；而作文却是一种教学活动，更是令孩子们头疼的事情。然而，游戏
与作文之间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内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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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讲完试卷，看看还有时间，我便对学生提议说：“咱们做个游戏好不好？”一听说
做游戏，孩子们立刻喜上心头，我看到有的学生兴奋地两眼放光。“做什么游戏？”他们迫
不及待。“别着急，听我慢慢讲。咱们今天玩儿的这个游戏叫‘画鼻子’。”我在黑板中间
画了一张大大的脸，唯独中间缺了一个鼻子。我看到有的学生紧皱眉头，而有的学生则露出
神秘的微笑。我接着讲了游戏的规则：画鼻子的同学站在指定的地方时，就要把眼睛闭上。
然后走到黑板前，在你认为适当的地方，给这张脸添上鼻子。孩子们一下来了兴趣，并纷纷
提出了一些更好的建议：用书挡住眼睛，还要在原地转三圈。
游戏开始了。一个男同学站在了黑板的右侧，并闭上了眼睛。“转三圈！”有学生喊
道。这个同学很自觉地转了三圈，然后定了定神，开始摸索着往前走，却走错了方向。看来
这三圈还真把他搞晕了。我帮助他调整好方向。他终于走到了黑板前。只见他拿着画笔的手
在黑板前比划来比划去，最后下定决心确定了一个位置，画上了鼻子。 “哈哈哈哈------”
大家都笑起来。这个同学赶快拿掉挡在眼前的书，一看黑板，他也笑了：他把鼻子画在右脸
蛋儿上了！游戏继续进行。又有几个同学陆续来到黑板前画鼻子，可结果不是把鼻子画在了
眼睛旁边，就是画在了脸蛋儿上，甚至有两位同学还把鼻子画在了耳朵旁------下面的观众时
而紧张，时而欢笑；时而振奋，时而叹气。“太高了！”“往右一点！”“咳------”他们比
台上的同学还着急。
游戏在一阵阵欢声笑语中结
束了。趁着大家余兴未尽，我因势
利导：刚才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有
趣的游戏。如果你回家讲给爸爸妈
妈听，从哪里开始讲呢？教室里
安静下来，孩子们陷入了思索。很
快地，有一个学生举起了手：
“今天，老师让我们做了一个游
戏，游戏的名字叫‘画鼻
子’。”第一炮一打响，其他同学
也跃跃欲试。我很高兴：“接下
来，咱们大家每人讲一句，把刚才
做的这个游戏按顺序讲下来，好
吗？”一个女同学立刻接了上来：
“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张大大
的、没有鼻子的脸，还在旁边写了
‘画鼻子’ 三个字。”其他同学
也七嘴八舌。“老师给我们讲了怎
样做这个游戏。”“游戏开始了，第一个同学走到了黑板旁边。”我马上问道：“他来到黑
板前是怎样做的？”教室里沉静了一会儿，显然大家都在努力回忆刚才的情景。有一个同学
举起了手：“他先把眼睛闭起来，然后转了三圈。”这时，我问第一个上台的同学：“转三
圈后，你有什么感觉？”这个同学回忆说： “我只觉得头有些晕，然后就走错了方向。”我
又问大家：“接下来，他是怎么做的？”“他用书挡住眼睛，慢慢向黑板走去。”“他用手
试了好几次，最后找到了一个位置，就把鼻子画上了。”“再接下来呢?”我乘胜追击。
“他把鼻子画在了右脸上。大家都笑了。”“他拿下挡在眼前的书，一看，也笑了。”我继
续引导：对后面的几位同学，我们就不要讲得这样详细了，因为他们的做法都差不多。我们
只要简单讲清楚就可以了。思考了一下，有同学概括说：“接下来又有几位同学到黑板前画
鼻子。可他们都没找对地方，不是画在了脸上，就是画在了耳朵上。”最后我问：你觉得这
个游戏怎么样？“这个游戏真好玩儿。”“我们玩儿得非常开心！”
这时，我笑眯眯地对同学们说：“知道吗？刚才我们完成了一篇作文——画鼻子。”
“什么？”看他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我继续讲下去：“是的，我们大家共同完成
了一篇口头作文。由于你们都亲自参加了这个游戏，并有一定的感受，所以大家讲得很好。
讲一件事情，要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中间经过是怎样一步一步进行的，最后结果怎么样。
Phone number School: 781-690-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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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地方多说，哪些地方少讲，与这件事没有关系的就不讲。此外，把你做这件事时的感受
也讲出来，就会更加真实，更加生动。”直到这时，孩子们才如梦方醒。不知不觉中他们领
悟到了一些作文的技巧。
这个传统的游戏与作文结合起来，就赋予了它新的意义。同时，它又是作文材料的来
源。因为作文源于生活，生编硬造是编不来的。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有所感悟，才能写出真
实的生活，真实的感受，也才能去影响和感动别人。寓作文于游戏中，使孩子们在轻松、愉
快的气氛中学会一点作文的本领。这是孩子们的企盼，更是我们的追求。

小荷初露
三丁班：写一
篇短文，记述春节
期间一件愉快或有
趣的事。

毛羊：
我看了春节联欢晚会。我最喜欢的是
小朋友表演的孙悟空。他们演得真好。我
妈妈爸爸给我红包。我喜欢过春节。

王文丹：
今年过春节时候，我得了四十三美元
压岁钱。吃了团圆饭。我们大家有个
party。我们也吃了汤圆。我们过了一个很
愉快的中国新年。

陈昌昊：
今年过年的时候，妈妈做了很多好
菜，还包了饺子。我还收到好多红包。我
太高兴了。
郑杰：
春节期间的第一个周末，我们大家聚
在一起，庆祝猴年的到来。有的唱歌，有
的跳舞，有的弹琴，真热闹。孩子们还得
到了压岁钱。这是很快乐的一天。

王德伟：
在春节，我们吃年糕，因为我想要年
年长高。我们也吃鱼，因为我要年年有
余。我们在中文学校表演了节目“数星
星”。我还看了其他小朋友的表演。我拿
到了一个红包。我把红包给了妈妈。妈妈
也给了我一个红包。

吕心缘：
过年了，大家都很开心。我的妈妈来
到了我的学校。她给我们讲中国新年的习
俗，给我们每个小朋友发了红包，还教我
们做灯笼。

魏宇宁：
春节的时候，我去看魔术表演。那有
三十到四十个人。他可以变很多东西。有
的我会做，有的我不会。魔术表演很有
趣。以后要是还有魔术表演，我要再去
看。

顾明诗：
春节很有意思。我
吃了年糕，希望长高。
我有四个红包。我把它
们放在枕头下面压岁。

马轲迪：

王斯莉：
春节是中国人最快乐的节日。我们全
家一起吃饺子。我和我的弟弟、妹妹都穿
Phone number School: 781-690-1825,

上了新衣。叔叔阿姨给了我们红包。晚上
我们全家一起看了“春节晚会”的节目。

过年了，我很高兴。我有压岁钱、新
衣服和很多好吃的。我妈妈带很多东西去
我的学校讲中国新年。老师和同学们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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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她们最喜欢吃妈妈带去的中国水
饺。

师这个工作。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实现我
的梦想。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学习。

陆凯文：

陈尔如：

我看了春节晚会。有个讲故事的小
品。有个爷爷讲个故事给孙子听，是讲关
于粮票的。我看了很高兴。

我希望我长大后能成为一个医生。
在我小的时候，我经常生病，发烧，发扁
桃体炎，外婆代我去看医生， 医生阿姨对
我可好了，他们给我耐心的检查，开药给
我吃，让我很快好起来，那时候我就想等
我长大了，也希望象这些医生阿姨那样。
再说，我外公，外婆都是工作了快 50 年的
医生，他们有很多很多病人，他们对病人
也挺好的。我还和姐姐去过外公医院玩，
认识了许多医生叔叔阿姨，所以我更想长
大后做个医生。等再过几年， 当我读中学
时， 我想去医院当个志愿者， 帮助病人，
也培养自己的爱心， 同情心和耐心。

张明悦：
今年的一月二十二日是中国的猴年春
节。Anna 和我去看了中文表演。妈妈和我
在窗上贴了中国年画。Anna 和我把中国年
画贴到教室窗上。中国春节很有趣。

徐文婷：
这个春节我过得很快乐。我帮妈妈在图书
馆和我班里讲中国春节。我们给小朋友吃
饺子和教他们做红灯笼。春节晚上，姑
姑，姑父，奶奶和表妹来我家过年。吃完
饭，大家玩游戏和发红包。弟弟和我都得
到五个红包。我们很高兴。

秦洁：

四年级丙班：我的理想

我长大后想做一名作家。我要写很
多书给小朋友读。我也想自己画书中的插
图，让小朋友们看了不愿意放下。

郭晓纶：

谭华国：

我长大了要做一名儿科医生。 我还
要做一名作家和诗人。我要做儿科医生因
为我喜欢帮助别人， 特别是帮助小孩儿。
我有很多想法， 要把它们写下来和大家分
享。所以我要做一名作家和诗人。

学完了这篇课文之后，给我一个启
示，我现在要努力学习，学好本领，长大
之后我想当一个工程师。

李督达：
我长大了想当个建筑师。我想让别
人知道我怎么看世界的。我也想把世界变
得更好。我要造特殊的节能房子。我想造
人人都喜欢的建筑。

陈益如：
等我长大后我想当个律师。 我觉得
律师的工作能帮助很多人， 也能让自己学
到许多东西。再说， 我平时就喜欢阅读，
写作， 听别人说， 当律师的要读很多文
件，写很多东西。我希望我能努力提高我
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我还喜欢说话， 和别
人交谈， 所以说， 我认为自己比较喜欢律
Phone number School: 781-690-1825,

杨晓峰：
我长大了要向妈妈一样， 当个医
生， 帮助别人。

姚涛：
我想当一个篮球运动员。 我很喜欢
玩篮球！ 我很喜欢姚明， 他是一个 NBA
明星， 他是从中国来！我想去洛杉矶湖人
打篮球！

朱宇明：
我长大了要当一名律师和一名作
家。业余时，我要当一名音乐家。

粱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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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干什么好。也许我当科学家，也
许宇航员。哪个钱多就当哪个。

徐西万：
我长大后要当一个钢琴家。因为我
很喜欢弹钢琴。我现在正在学钢琴。

赵暠翎：
我长大想做一个作家，写很多书。
我想写一些幻想小说。这就是我长大后想
做的事情。

王晓宇：
我长大了我要当一个医生。我可以
挣很多钱。我也可以救很多人。

五年级甲班：感恩节
陈岚岚：
我们全家去我的美国奶奶家过感恩
节。很多朋友和邻居也去了她家。我和她
的外孙女、外孙是好朋友。我们一起玩得
很高兴。一共有二十多个人在她家吃饭。
晚饭很丰盛，有火鸡、青豆、土豆泥、甜
薯、胡萝卜和面包。奶奶还做了各式各样
的甜点心：苹果派、南瓜派、核桃派、巧
克力派和奶酪蛋糕。那天正好是她的外孙
女的生日，大家都祝贺她生日快乐。我们
过了一个很愉快的感恩节。

钱杉波：
感恩节那天我去了我妈的一个朋友家。我
们十二点才回家。我们吃了很多吃的。爸
爸和妈妈在楼上打牌。我和一个朋友玩了
游戏机。

董煜：
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感恩节。感
恩节是用来感谢上帝的恩典。今年今年的感恩
节是十一月二十七日。学校放假，我在家看电
视。电视播放了 Macy’s 感恩节游行，游行在
纽约。游行从早上九点到十一点。游行很好
看。游行里有气球，也有很多乐器，还有圣诞
树。

金秋野：
感恩节在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这一天，家人团聚，共进晚餐，感谢他们的
生活和快乐。我在美国已经过了四个感恩
节，印象最深的是二年前爸妈和我去朋友
Diana 家过的一个。
Diana 和 George 做了很多好吃的，有香
喷喷的烤火鸡，有山楂糕，还有咸咸的花生
豆，都十分可口。他们的家也布置得很可
爱，火炉把房子烤得暖洋洋的。我们一边吃
晚餐，一边聊天，十分快乐。这是我过的最
愉快的一个感恩节！

高欣：
星期三，学校十二点就放学了。因为第
二天是感恩节，我们非常高兴。
感恩节那天，我们家里开 Party，妈妈
请来了她的朋友。我们一起吃火鸡、土豆
泥，还有其他好多好吃的东西。吃完火鸡之
后，我们又唱 Karaoke。我们唱了一支又一
支歌，越唱越多，一直唱到
九点钟才结束。
感恩节真好玩。

邱淳中：

郝美美：

我的感恩节很好玩。感恩节那天，我们有
一个聚会，有很多人来。我和小朋友玩电
子游戏。第二天，我和我爸爸及妹妹去看
电影。电影的名字叫“The Haunted
Mansion。”这个电影很吓人。我本来要买
爆玉米花，可是我爸爸不让我买。可是电
影还是很好看。那是我的感恩节。

感恩节那天，我们约了很多朋友到我
家。我们一起过了一个快乐的感恩节。

Phone number School: 781-690-1825,

那天到我家来的一共有二十个人。其
中有十一个大人，九个孩子。这些孩子中
只有一个人比我大两岁。他叫图图，今年
十三岁。最小的才两个月。他的名 字 是
Alexander。他长得胖胖的，乖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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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那天我玩得非常开心，因为我
知道怎么逗他们笑，跟他们一起玩。我喜
欢他们，他们也喜欢我。

这个感恩节我去了朋友家玩。有好多
朋友。我们玩游戏，我们还玩计算机。真
是很好玩！

我非常喜欢感恩节，因为我可以痛痛
快快地玩一天。我盼望着明年的感恩节早
日到来。

任真：

康乐：
感恩节那天，我玩了游戏机，也吃了
很 多 好 吃 的东西。我们家里来了很多客
人，他们有的在谈话，有的在唱歌，家里
很热闹。我的感恩节过的很快乐。

赖鼎文：
这个感恩节我玩得很开心。外面的商
店都关了。晚上，我、爸爸、妈妈、姥姥
和姥爷吃了火鸡，也吃了红薯。我吃的特
别多哦。

李海伦：
感恩节是一年一度的，比较大的节
日 。 感 恩 节这天大家都放假，回家看父
母，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家家父母都做
很多好吃的饭菜，其中有烤火鸡。我们家
参加了一个 Party，有五家人在一起，共
有三十几个人。我家也烧了几个菜。也烤
了一只大火鸡。大家吃得非常高兴。玩得
也很开心。

林之靖：
我的感恩节过得很好。我的朋友来一
起过。妈妈烤了一只火鸡。火鸡真好吃，
不过有一点咸。我们还玩了电脑游戏。第
二 天 是 我 的生日。朋友们来给我开生日
Party。我们玩得很开心。今年的感恩节好
极了。

鲁珏：
我的表姐和表弟一起来到我家过感恩
节。我们吃了一个大火鸡和土豆泥。我们
还玩了电子游戏。我还画画了。然后我们
吃了苹果派和南瓜派。

罗凯文：
Phone number School: 781-690-1825,

今年的感恩节很有趣。我一整天在家
里背诗和帮我的爸爸、妈妈准备晚饭。我
们有很多东西要做，像烤火鸡、做填料、
热调味汁和红薯。我也读了书，看 了 电
视，然后写我的中文作业。做完了饭，我
和我的爸爸、妈妈去了一个我妈妈的朋友
的聚会。我玩了乒乓球，吃了饭，又看了
电视。第二天，我吃了火鸡。这年的感恩
节是最好的。

许博文：
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有两个聚会。第
一个聚会是在星期四的晚上；第二个聚会
是在星期五的晚上。我们吃了两只 大 火
鸡，喝了很多果汁。我们有很多朋 友 来
玩。感恩节太好了！

张怡：
感恩节的晚上我去了我的朋友家。我
们先玩了跳棋，然后我们下去吃晚饭。晚
饭很好吃，有很多食物。吃完了以后，我
们看了一些电视。我们还玩了捉迷藏。最
后，我们离开了朋友家。感恩节真好玩。

周博：我要感谢
我要感谢我有一个妹妹。妹妹有点
像一个男孩子，我喜欢的东西，她 也 喜
欢。有她在一起，我就不会觉得没意思。
我要感谢我有一个好身体，很少生病。我
还要感谢我有一个温暖的家。家里有我喜
欢的东西、喜欢的人。在家里我感到很舒
服。

何佳宜：红叶
每一年，爸爸、妈妈、奶奶、妹妹
和我一块儿去 New Hampshire 看红叶。每
一回，我们都是开着车去，只开一天，但
是玩得很好。从山里看红叶，真美 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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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甲班：读句子，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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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作文选登:

编者按：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是刊登在《人民日
报》海外版上的杜佳晨和杜泽根姐弟俩的文
章。

教师风采
画如其人，玉壶冰心
沈亚虹
二月十四日，前往 Lincoln Library 参观谭嘉陵老师的国画画展，有感而发：

似一曲悠悠古笛，是那样清新高雅，
似一首千古传唱，是那样神韵飘逸，
似一股山间清流，是那样恬淡从容，
似一轮清空皓月，是那样令人心旷神怡。

图为谭嘉陵老师画的梅花图。

Phone number School: 781-690-1825,

字里画间，飘散着古老文化的馨香，
小小展厅，洋溢着对传统艺术的深情厚意。
中外观众，驻足画前流连忘返，
国画奇葩，永久开放在北美富饶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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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指南
学

习

太极拳教师

刘金诺

人生一世，无非是自救和救人。人不自救就根本谈不上救人，就没有资本救人。人
若自救，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
学习是对未来的一种投入。你投入的越多，你回报的就越丰厚；你投入的越长远，
你的人生就越辉煌。你的回报丰厚了，你的人生辉煌了，你就有资本、有能力救人了。
学什么？我认为在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学基础知识、基础课。对成人来说，
除了先进的科学知识外，主要注意学习“六家”之长。即：学习哲学家的思维；学
习经济学家的头脑；学习战略家的眼光；学习外交家的纵横；学习政治家的魄力；学习
军事家的果断。

在人生道路上应注意树立的几种劲
１．干事业的拼劲；
２．学习的钻劲；
３．思维的敏劲；
４．行动的快劲；
５．做人的实劲；
６．待人的诚劲；
７．容人的宽劲；
８．性格的柔劲；
９．心态的静劲；
１０．各种关系的度劲；
１１．持家的细劲；
１２．对子女的爱劲；
１３．对父母的心劲。

【闲谈集】
谈 汉 字
·老康·
要认洋码字得先识 ABC，要学加减法得先习 123。这难不住我女儿。她字母表
能背能唱，123 能数到 100。要不是我认为的“先人之过”，她写起来也不会有一
点儿问题。
这“先人之过”就是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的多意性。这种多意性一般成人，也即“被洗过脑
子的”人，是看不到的。只有纯洁无瑕的儿童才能发觉。人在成长过程中被灌输了很多条条框框，
大大影响了成人的创造和发掘能力。
譬如说，英文字母 b 上下境象颠倒就成了 p，左右境象颠倒就成了 d。把 d 旋转 180 度又成了
p。p 的左右境象又成了 q。女儿读书是上下翻转左右开工、陆海空协同作战，bdpq 混为一谈便不在
话下。68 更有 68，86，89，和 98 四种读法。谁让先人创造字母和数字时不小心，混进那么多多意
符号哪！所以，对女儿发掘出的多意字母或数字，我一律算对，就是不知各位老师是否能象我一样
“通情达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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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还是我们祖先谨慎，发明的汉字一个是一个自不必说，数字的一、二、三无论是上下境
象还是左右境象，也无论是旋转 180 还是 360 度，还是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也只有其唯一读法，其境象要么不成字，要么和原字同构。
据说中国人聪明和习用汉字有关。此说不无道理。汉字的祖先就是比字母的祖先考虑周全、办
事认真。看来女儿多意性的发现还是对汉字优越性的有力证明呢！

这是十多年前我写的《先人之过》(见《教子琐记》，《布法罗人》第七期)，记述女儿
幼年时的一段趣事。虽是调侃，却也能说明中文汉字的独特性。
女儿上三年级时，牛顿市教育局从 World Language Program 得到了一笔基金，所属的
十三所公立小学从三年级开始教授第二语言。女儿所上的学校是初试教授中文的两所小学之
一。 其它小学教西班牙文。【注一】
好景不长，第二年校方就受到了挑战：中国离美国那么远，为什么要学中文，而不学在
美国使用率更高的西班牙文？校方只好征求家长们的意见。
我情愿学校教西班牙文。因为学校教的那点点中文，实在没有女儿在家里和中文学校学
得多。但学校的中文课却能调动女儿学中文的积极性。两种语言各有千秋。不管怎样，我不
能放弃这个弘扬中华文化的大好时机。于是上书校方，列举学习中文的好处。
首先我得先从理论上“拿”住各位家长。于是乎便引经据典高谈阔论一番：人的大脑分
为左、右两个脑室。有研究表明，语言和图像各归不同的脑室掌管。中文是一种语言，而每
个中文字又是一幅图画。学习中文可以同时发展左、右两个脑室，使你的孩子变得聪明。
汉字的信息量大。一个汉字可以讲一篇故事，可以是一部社会演变史。远古的时候人们
以狩猎为生，所以是“哪里有猎物哪里去，哪儿有洞穴哪儿安家”。一直到学会了耕种五
谷、蓄养家畜、烧烤烹煮，人们才安居乐业。有房顶有家畜才能算有家。所以中文的“家”
字是带烟筒的屋檐下一口“豚”。
十几年前由于某种原因西方人突然意识到中文的玄妙，
字词间都含有深奥的哲理。被炒作最凶的就是“危机”一
词，报章杂志电视都有专门的报道和介绍。当年我应邀去
一个中学教师的进修班讲演，耶鲁大学一位汉学家解释
说 ， “ 危 ” 是 danger ， 而 “ 机 ” 是 机 会 ， 是
opportunity。也就是说，每一次发生混乱都有机会隐藏其
中。
胡传奎胡司令引以为豪的“乱世英雄起四方”也就是这个意思。但胡司令“有枪就是草
头王”，终成不了大器。（现代京剧《沙家浜》）。
我上初中的时候一次学军，解放军连长训话，严令三人或三人以上才能外出，否则是违
反军纪，有受军法处置的可能。他解释说：“汉字中一人为‘人’；二人为‘从’，是‘协
从’；三人才是‘众’。刑不罚众，要想不受罚，就得三人或三人以上一起行动！”
当年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地下游击队》中德军的戒严令有一条：禁止三人或三人以上一
起行走。大概三人为众，就有聚众闹事的可能吧？建议美军在伊拉克的戒严令里也加上这一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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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字罗列成相关字的还有一木为“木”，两木为“林”，三木为“森”。读者肯定还能
找出很多其它例子。
这种字中最有意思的是“品”字，由三个“口”组成。一口独饮喝闷酒，两口对饮解乡
愁（两个“口“成“回”字，回乡的“回”），三口细抿才是品，也就是慢饮细琢磨。
想当年那春来茶馆的老板娘阿庆嫂耍了半天花枪，明白了个大概，一语双关地说：“这
茶喝到这会儿刚喝出点味来。”胡司令稀里糊涂，应道：“不错，是喝出点味儿来！”还是
刁参谋长刁德一刁钻，品出真味来了：“这个女人不寻常”！他（她）不光品茶，还品人
（现代京剧《沙家浜》）。

World Language Program 的宗旨之一是通过学习世界语言使学生了解不同的文化。我
在信中举的例子是国家的“国” 的简体字【注二】；外边的大方块代表中国幅员辽阔的国
土，里边的“玉”字代表“玉玺”，也就是玉制的国家图章，权力的象征。谁拿到了玉玺，
谁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所以历史上那些“乱世英豪”们都要攻入京城、拿到玉玺后才能名
正言顺地当上一国之主。一个汉字可以讲一大段文化，够可以了吧？
我这两刷子只能糊弄一般老美，对在中文环境里长大的中国人来说是小儿科了。我们对
中文的很多有趣的特点习以为常，这些特点对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就可能大为希奇。这也
算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
【注一】

因经费问题牛顿市的小学已停止教授中文和西班牙语。

【注二】 简体字的“国”是外框内“玉”；繁体字的“國”字是外框内“或”。“或”字
有地域的意思，所以繁体字的“國”就是圈起来的地域。
□ 两千零四年二月二日于美国麻省牛顿市，版权归作者所有。

情人节话题
二月说爱
姚洁莹

寒冷漫长的 New England 冬天，因为有二月里的“情人节”， 店家里摆满了节令的精
美的心型巧克力、小熊等， 让人在这冰天雪地的日子里，感受一点浪漫的暖意。
6

（一）儿子—— 每年都要给儿子的小朋友们写小卡片。好在快要六岁的老大很爱帮
忙。他先自己写下了要送的名单， 让我写在卡上，再一个个地签名， 最后细心地粘上小红
心。 数了一遍又一遍， 就怕漏掉谁。 对了，还有两个老师呢！三岁的小儿子也在旁边大声
地报着他的小伙伴的名字。 好了，终于都弄好了！“妈妈, 你有没有给我和弟弟的卡片？”
哈， 差一点忘了这两个最重要的小宝贝！“给你们最特别的！” 看到我亲手画了两张卡，
两个小人儿 这才放心。“妈妈， 我爱你好多好多！”“没有妈妈爱你多吧”， 我张开手臂
把他们拢在怀里。“No！”老大一下挣脱了我的怀抱， 站到了凳子上。“See， I am bigger
than you now!! So，Ｉlove you more than you do!!!” 好的，儿子，妈妈照单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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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丈夫和爸爸—— 虽说是过了“七年之痒”的老夫妻了， 已不再会为了这一天的
玫瑰花或首饰认真。 但是他真的毫无表示时，却也有点儿失落。 知道他忙和累，真是心疼
他创业之初的艰难，但也帮不上忙。从来就不是浪漫的人，却是细心执着的。从单纯的两
人世界，到有两个小小孩，是多么的不同啊！冬天的早上，如果他先出门，总不忘帮我先
把车点上，好让我们少冻一会儿；陪小儿子 potty training 一坐半小时的不怕麻烦；跟大儿子
下棋，既不能很快赢他，又要教他的耐心； 周六他出门上课，周五就要安排好我们吃什
么， 或不怕辛苦买了东西赶回来跟我们一起吃饭，…… 没有玫瑰的日子也是挺美的!
6

（三）妈妈和妻子—— 很想
做贤妻良母却不够格。 本就不善
家务，加上工作忙碌，更是有心
而无力。 心里常有愧， 好在他体
谅。 所喜还有感恩的心，开朗的
天性。每天，每天，下了班，就
是陪孩子们。 和他们一起玩，一
起读书；陪他们去上课，给他们
洗澡，祷告， 哄他们入睡。碗还
在水槽里，衣服烘完了还没来得
及叠，地板还没擦……家事是忙
不完的，可亲子的好时光也就每
天这短暂的几个小时。哪个可以
等？孩子很快就要长大的， 让我
多陪陪他们吧！ 不是不想窗明几净，实在是精力有限。忙了一通，就累得不行；一累，就
心口不一， 容易生气，把疲惫转移到无辜的孩子和他身上， 想想也不舍得。学会取舍，学
会保存体力， 保持好心情， 笑对最重要的人和事，这是我对爱的理解。 和孩子们乐成一
团， 用心听他们的童言稚语，读那已读了上百遍的故事，让我深切地体会做妈妈的快乐，
和一种再一次经历人生、学习一种新的文化的幸运。 原谅我这不够能干的太太，端不出可
口的饭菜。 但至少, 尽量有好言好语好心情，天天陪你过着平静而幸福的日子。
6

这个“情人节” 就真的第一次没有玫瑰花了！他实在是太忙了。 还好，我有心理准
备，早早订了票，带上全家去看 Disney on Ice。看到两个孩子紧张快乐地边吃爆米花、刨
冰，边看 show 的神情，比闻到玫瑰的馨香还陶醉，真的!
6

谨以下面这首小诗与所有和我一样忙碌的妈妈们分享。少些对自己的苛求，多以欣
赏、赞许的眼光看孩子，看丈夫，看自己， 看生活，一定会越看越美好!!!

Love is the Home
If I lived in a house of spotless beauty with everything in its place,
But have not love,
I am a housekeeper, -- not a homemaker.
Love leaves the dust in search of a child’s laugh.
Love smiles at the tiny fingerprints on a newly cleaned window.
Love wipes away the tears before it wipes up the spilled milk.
Love picks up a child before it picks up the toy.
Love reprimands, reproves, and is responsive.
Love crawls with the baby, walks with the toddler, runs with the child,
then stands aside to let the youth walk into adulthood.
As a mother, there is much I must teach my child, but the greatest of all is
LOVE.
-Author,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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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天地
在银河上滑冰
白熊在家的壁橱里找到一双鞋。鞋子
很重，鞋底下连着锋利的刀。
白熊拎着鞋子问：“妈妈，这是什么
怪鞋子？”
“滑冰鞋呀。”
好奇的白熊把一只脚伸进去试试，鞋
底搁着刀，站也站不稳。白熊妈妈说，冬
天来到的时候，大雪飘飘，森林里那条河
就会结厚厚的冰，穿上滑冰鞋
在冰上滑，滑出一条条弯弯的
弧线，身体轻得像是一片羽
毛。
“冬天什么时候来到
呢？”白熊多么希望明天就是
很冷很冷的冬天啊。
可是白熊妈妈说：“现在
是春天，你看，桃花正盛开着。桃花谢了
以后，夏天来到荷花盛开。荷花谢了之
后，秋天来到菊花盛开。菊花谢了之后，
腊梅花盛开，冬天就来了。”
嘿哟！要等这么久啊。
等着过日子多难受，说不定到了明年
早把滑冰的事给忘了。白熊不愿意等，拎
起滑冰鞋悄悄地溜出家门。
白熊往森林的方向走去，它要找妈妈
说的那条河，可能厚厚的冰还没来得及融
化呢。
走了好久，拐过几个弯，白熊失望地
不想再走了，穿好鞋，鞋底的刀卡进泥地
里。
白熊抬头望着天空嘀咕起来：记得妈
妈说过天上有条银河，它一定还结着冰。
忽然，身子一冲，脚底下明亮起来，自己
正站在一条银白色的路上，白熊赶紧摇摇
晃晃向前滑。
胖胖的白熊把握不住平衡总是摔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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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只灵巧的兔子从前面轻盈地滑过
来，扶起白熊。
“你也穿着滑冰鞋？”白熊惊讶地
问。
“陪你呀！”兔子说完拉起白熊的手
教它滑。“蹲一蹲，脚尖用力朝前冲，一
条腿往后跷，这样的姿势更优美。”
兔子和白熊愉快地滑着，地上划出一
条条弯弯的弧线，不久，弧线变
成彩虹。白熊觉得兔子的手特别
光滑，仔细看看，它的身上没有
皮毛。就问：“你好像不是森林
里的兔子。”
“对的，我是玉兔。”
“和天上嫦娥在一起的玉兔
吗？”
兔子指指上空，两人抬头看见美丽的
嫦娥坐在一片云上，低低地飘拂着粉红色
的长裙带。兔子和白熊用力地滑呀，想抓
住裙带。可是，裙带轻得好像一缕彩风，
抓来抓去抓不到。惹得嫦娥嘻嘻直笑。
兔子说：“嫦娥是仙女，知道你的愿
望就让天上的银河流下来，冻成冰，一头
连天一头连地，这条冰道不是笔直的而是
弯弯的就像月牙一样。”
白熊听着兔子说话的时候，又发现冰
道上有星星一闪一闪。
“玉兔，我要跟你滑到天上去。”
白熊鼓足劲儿向上冲。“扑通”，定
神看看，自己一屁股坐在泥地上。
玉兔、嫦娥、闪亮的银河呢？奇怪！
白熊脱下滑冰鞋，换回平常的鞋子，
飞快地往家里奔去。它要讲给妈妈听今天
滑过冰的事，让妈妈摸摸拉过玉兔的手还
是滑滑的。嫦娥的裙子颜色和桃花一样，
粉红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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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专题
联欢会记述
王依达

礼堂内，欢歌欢舞，喜气
洋洋；礼堂外，国画张张，视为
艺廊。联欢会那天，整个学校
热闹非凡，大家像过年似的，以
极大的热情装扮着中文学校这
个大“家庭”。两点整，文艺演
出准时开始。礼堂内歌舞翩
翩，气氛热烈。礼堂外的热闹劲
儿一点也不亚于礼堂内。除了
走廊里精美的国画外，还有许多
好的去处供每个人挑选：魔术
表演、画花脸、看录像、做手
工、画画、唱歌和跳舞------男
女老少都有好去处。为了这次新
春联欢会能办得型态多样化，并顾全老中青，校行政、校董事会和许多老师、家长、同学都
在不同程度上尽了心，出了力。

筹备工作
这次的新春联欢会是由王卫东校长全盘策划的。校长布置全面，一丝不苟，每件事都要
亲自过问。副校长姚洁莹出主意，想办法，仔细周到。校长夫人林芾则为请魔术师反复联
络，不厌其烦。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校长还挤时间主持了几次夜间电话会议，一遍遍的核实各个筹备小
组工作的进展情况。
董事长李少娜为联欢会亲自拟对联。副校长姚洁莹积极献策组句，一幅寓意深长且富
有文学诗意的对联出现在联欢会舞台上：辞旧岁喜看中文学校根深叶茂，迎新春乐见华夏文
化源远流长。
联欢会筹办人之一孙京在忙于乔迁新居之际，还尽责尽力地为联欢会编排第二场节目的
程序；校刊主任韩黎娟为两场节目单的修改不至一次工作到深夜；前校长吴学明挑灯夜战，
以最佳图版设计，将节目单和时间表合二为一地制作并印刷出来，既包容全部又经济实惠。
家长会会长周津平探亲返美，贡献出一对大红灯笼，为会场增添了新春的气氛。
李有恩老师设计的舞台背景，新颖有趣，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在李老师和几位不知
名的家长的共同努力下，装饰一新的舞台呈现在大家眼前。
联欢会艺术总监朱福蓉老师在演出开始前，忙着调试舞台扩音设备，以确保演出顺利进
行；福蓉成人声乐班的歌手赵小婴和家长袁静主动帮着贴座位标签；国画班助教刘纲跑前跑
后，帮谭嘉陵老师把一幅幅国画张贴在礼堂外的走廊里；还有些家长主动帮着禇玲和黄语红
老师舞蹈班的孩子们梳妆打扮------

紧张排练
第一场的报幕员是郭寒冰和陈龙龙。在狄晓慧老师的热心指导下，他们不到一个星期便
把台词全部记熟，还挤出时间来排练。国画班的郭寒冰在国内曾几次在学校当过节目主持
人，这次的报幕台词也是她根据节目单写成的。在台上，寒冰纯正的普通话，甜美的语音，
再一次显示她不愧是个老练的报幕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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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甲班李屏老师的得意门生陈龙龙可是地道的 ABC。为了担任好这一角色，妈妈潘
露莹没少陪着龙龙练。因为不光要会念台词，还要能背得如流。为此，母子俩做出了很大的
努力。你看龙龙站在台上不慌不忙，字正腔圆，神态自如，一点也不象是第一次出场。
为了保证演出成功，演员们度过了忙碌的一个星期。黄语红少儿舞蹈班的孩子们加班加
点进行排练；福蓉成人声乐班的歌手们也利用晚上时间反复练习；还有合唱团、小乐队-----凡是参加演出的人，都认真地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贵在奉献
演出开始后，舞台音响控制可算得上是保证演出成功的重要环节之一。每次有大型的
文艺演出，方思宁先生总是义务承担，从不推辞，这一次更不例外。从第一个节目到演出结
束前的最后一分钟，他都努力配合，认真完成每一个节目的音响需要。他总是最早到场，同
时又属于那些最后离场的人员之一。如果说董事长李少娜是我们学校的前台领导人的话，那
么她的夫君方思宁先生绝对是我们学校的幕后英雄。
与此同时，我们的许多老师和家长，也以不同的方式为这次联欢会默默地奉献着。陈利
钦、武亚明、汪庆等老师热心地为联欢会摄像、摄影，控制舞台灯光；后勤主任郑捷飞在联
欢会当天晚上要因公出差，但他还是照常来到学校，一直忙到傍晚，才匆匆赶去机场；财务
和教务主任们也没闲着：沈依和严亦文仍在图书馆忙于学生注册工作；何瑞萍则走遍每个教
室，忙着为学生发红包；手工老师杨宜芳、任基安、林晓燕、潘延，还有绘画老师王泉海的
妻子蒋杭芳，主动为年龄小的孩子们提供做手工和画画的娱乐服务。

有始有终
联欢会结束了，曲终人散。喧哗的大楼一下子安静下来。然而仍有不少人还在忙碌。
楼上礼堂内，方思宁、周津平、林文皓和几位家长在忙着清理垃圾。楼下餐厅里，两位
校长带头收拾，一些家长也热心帮忙。校长一家三代全部出动：夫人林芾老师带着父母亲在
餐厅忙着排桌椅，女儿则赶去一楼教室收回放映的录像带。做事一贯有始有终的总务主任楼
一平，还抓了夫人朱伟忆来“当差”。朱伟忆原来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并曾当过校长。因
此一有机会，朱老师总是很乐意为学校出力。前校长吴学明自卸任后从来就没歇息过。这会
儿他又来帮着清理残余食物，拣起地上最后一片脏纸-----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不争名利、不计得失、热心办校、真心奉献的人，才使得我们学校
根深叶茂，日益欣欣向荣。正如校长所说，为了办好这次联欢会，许许多多的热心人帮着做
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向那些知名和不知名的所有关心中文学校的人士致以深深的谢
意！

开心一刻
打屁股

周 博

明明淘气，爸爸打了他的屁股，他去找妈妈。
明明：“妈妈，要是有人狠痕地打了您的儿子的屁股，您会怎么办？”
妈妈：“那我就狠狠打他的儿子的屁股。”

考试
爸爸：儿子，你的历史考试成绩怎样？
儿子：不太好，因为考的都是我出生以前发生的事情。
Phone number School: 781-690-1825,

Principal: 781-863-5790,

陈岚岚
（五年级甲班供稿）
Vice-Principal: 781-229-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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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你消除疲劳的“自助餐”
1、两手酸累：将两手掌相合，来回快速搓动
10 至 12 秒，使掌心产生强烈的热感，再将
双手摇动 8 至 10 次。
2、头昏脑涨：坐直后把头使劲向后仰，用力
拉动颈肌，坚持 8 至 10 秒。然后把头低垂在
胸前静坐 10 至 15 秒，如此重复数次。
3、两眼酸胀：合上双眼 5 秒，然后睁开眼自
视鼻梁 5 秒，如此重复数次。
4、困乏欲睡：坐正，双肩后弓，下腭微收，
双肩下垂放于躯干两侧，手心向后。然后用
力收缩背部、臂部、肩部、颈部的肌肉，坚
持 12 秒；然后全身放松 10 至 15 秒，如此重
复数次。

The best broker for selling houses in good
school towns:

Good School Realty, Inc.

617-594-9512
www.GoodSchoolRealty.com
Phone number School: 781-690-1825,

Principal: 781-863-5790,

Vice-Principal: 781-229-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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