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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圆学生的梦想
校方给他办了一场音乐会
前两天，一场特殊的音乐会在上海国际
舞蹈中心举办。 而举办这场音乐会的原因，
则是长宁区特殊职业技术学校为了圆一位
特殊孩子开演唱会的梦想。
长宁区特殊职业技术学校是长宁一所
专门招收特殊学生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
—俞天立。
有位“不同凡响”的特殊学生——

【秀潮宝】

音乐会。 随后，学校特别成立学生工作室
“天立唱吧”。
今年 7 月， 他还参加了由周迅工作室
发起并主办的 2017 “ONE NIGHT 给小
孩”关爱智力障碍儿童公益演唱会。 俞天
立带给观众的钢琴弹唱表演真挚动人，温
暖全场。

父 母 寄 语 : 俗话说：小名取
得越难听，孩子好养活，所以给你
取名“臭臭”。 希望你健康快乐的
成长就是作为妈妈最大的心愿。
孩子， 成长的道路上会经历很多
坎坷和荆棘， 你要勇敢乐观的去
接受和面对所有的挑战， 家是你
永远的避风港，我们永远爱你！

2012 年， 长宁区特殊职业技术学校启
动了“爱让梦想成真”主题活动，联合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和爱心单位， 完成这些特殊
孩子的梦想。 当学校得知俞天立有开演唱
会的梦想， 表示一定要完成这个看似非常
困难的梦想。
为了给特殊孩子的特殊才能搭建展示
的舞台， 学校每年开展用于展示学生职业
技能、体艺才能的“四杯”活动。 于是，学校
将今年金彩杯艺术节的艺术展演活动，升
级为音乐会的形式，在上海歌舞团、上海国
际舞蹈中心等爱心单位的支持下， 终于圆
了俞天立开演唱会的梦想。
此次音乐会分为四个篇章：冬、秋、夏、
春，不同于一般四季的排列，音乐会别出心
裁地从冬季开始。 暗示了这些特殊孩子所
遭遇的人生坎坷，命运对他们不公，但他们
没有放弃， 最终经过努力他们获得了成功
的喜悦。
长宁区特殊职业技术学校坚持 “每个
孩子都是金子”的教育理念，致力挖掘每个
孩子的潜能， 让每一位特殊孩子也能有自
己的梦想。 多年来不断深化 “爱让梦想成
真”主题活动，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爱心
单位的支持下，学生梦想实现率达 97%。
（中山公园周到）

给宝宝做一道“预防感冒餐”
文 周倩璐（高级营养师）

施政廷 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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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少儿图书馆新书推荐】

《我 要 变 成 一 条 鱼 》

艺术节升级音乐会
圆特殊孩子的梦想

克服重重困难
走上音乐之路
俞天立今年 18 岁， 出生时因为医疗事
故导致他智力、视力受损。 俞天立从小酷爱
音乐，在他的世界里，音乐就是点亮生活的
动力。 在家境并不富裕的情况下，父亲还是
省吃俭用为他购置了一架钢琴。
2014 年， 他来到长宁区特殊职业技术
学校求学。 有一次， 学校组织爱心义卖活
动，在活动现场，俞天立演唱了一首《红蜻
蜓》，他富有感染力的歌声让参加活动的每
位嘉宾都深受触动。
学校发现了他的天赋之后，特意通过爱
心人士， 联系到了上海歌舞团的孟雪老师
为他辅导声乐。 在专业老师以及众多爱心
志愿者的帮助与支持下， 俞天立的音乐天
赋得到了充分挖掘。
2015年 2 月， 俞天立参加了第六届全
国校园艺术特长生比赛， 获得了金奖。
2016 年他前往韩国参加了国际特奥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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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冬至的到来，上海最冷
的时节也来了， 室内外温差的
变化、免疫力不堪的小宝，这些
那些的种种因素会让孩子感
冒，出现流鼻涕、咳嗽、鼻塞、咽
痛等症状。 今天就来介绍几道
预防感冒的小菜给新手上路的
爸妈们。

消化吸收率高的特点。 但是牛
肉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有时候
咀嚼起来困难， 有的孩子会像
吃甘蔗一样，咀嚼不动就吐了。
妈妈们可以把牛肉用料理棒打
碎做成肉糜，打上个鸡蛋，做成
肉丸。 肉丸和洋葱一起搭配，可
以做成茄汁、黑胡椒味都可以，
茄汁的酸甜味是孩子喜欢的，
不过黑胡椒味需要根据孩子的
口味稍作调整。

洋葱牛肉丸

牛肉相对于猪肉营养价值
更高，牛肉蛋白质含量高，脂肪
含量低，味道鲜美，并且富含多
种氨基酸和矿物质元素， 具有

鸡汤

鸡汤中富含氨基酸， 有文
献资料显示鸡汤对预防感冒
和治疗感冒是有效果的。 喝鸡

汤最佳时间是在早上，一碗清
鸡汤暖了身，更暖了心。 当然
鸡汤中要放食材的话也是可
以的， 这里推荐放黑木耳、蟹
味菇、山药等，这些都是秋冬
季节较为滋补的食材，市面上
也容易买到。
红薯生姜汤

这是一款甜汤， 冬季较干
燥，红薯富含膳食纤维，可以帮
助通便；生姜驱寒；再放上些许
老冰糖，香味四溢。 这是一款操
作很简单的甜汤， 宝宝吃的时
候红薯可以切小丁， 这样吃起
来方便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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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大 名 鼎 鼎 的 雅 克·库 斯
—他 是 无 数 青 少 年 的 偶
托——
像， 他是最先发现神秘的海底
世界的“人鱼”!他为什么这么
厉害? 这本可爱的绘本将讲述
他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一个
阳光灿烂的夏日里， 一个法国
小男孩诞生了。 他的名字叫做
雅克。 小雅克非常喜欢大海。 他
梦想自己能在绿色的海浪下畅
快地呼吸， 像鱼儿一样自由自
在地遨游， 还想把美丽的海底
世界呈现给大家。 于是他发明
了水肺、单人潜水器，拍摄了第
一部深海题材纪录片。 他拍摄
的《静谧的世界》获得了金棕
榈奖，《没有阳光的世界》获得
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终于
他成为法国海军军官、探险家、
生态学家、 电影制片人、 摄影
家、作家、海洋及海洋生物研究
者，法兰西学院院士。
阅读年龄：3-8 岁
推荐理由 ：海底世界如此奇
妙，是谁最早发现它的秘密?答
案是:雅克·库斯托!获奖无数的
科普绘本， 语言如诗、 图画绝
美，讲述一个最浅显的哲理:想
了就去做，才能创造奇迹!美国
图书馆协会推荐图书， 被邀请
宣读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雅克
的发明不仅仅局限于此， 他喜
欢探索，他喜欢拍摄，并且实现
了水底拍摄的梦想， 拍摄了大
量的海底世界纪录片， 也向世
人展示了神秘而美丽的海洋世
界，在这本书里，提到了许多海
洋生物， 长笛鱼、 鲸鱼、 鲨鱼
……每一种都吸引着孩子。
雅克在为世人揭开海底世
界神秘面纱的同时， 也呼吁人
类保护海洋， 把大海和海洋生
物看作是人类的朋友。 阅读这
本书以后，要告诉孩子的。 热爱
我们生活的地球，爱护大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