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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豐年好大雪
且看 2018 年元月
Annmary 主任的新年导语
新年伊始新举措，元月就要开新局。
提醒各位：每年 的 1、4、7、10 共 4个月份，本月报不寄送到 您 安多福

的家里，而其余 8个月，则有寄送。
显著变化有二： 将雇用 1 位 新的项目协调员；已在我们老人中心这个大
家庭工作了15年的 Linda Lambert 女士，将于3月份退休；她是本中心联
络支援日间项目 不可或缺的员工，我们会真切地想念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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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Monthly Events

~~~~~~~~~~~~~~~~~~~~~~~~~~~~~~

AYS 青年中心 健身行走
每个 周二、四 ，9--11am，是室内行
平衡训练：1/17 周三 10一12pm

走日，（ 不包括学校休假 ）。

如果你曾经滑倒过，且害怕摔倒，这
一为期 8 周 的训练则为你而设。请来
参加练习，增进平衡感、灵活性 和 体
能。须预先登记，请能参加全部8周的
训练 课程 。
生日庆祝午餐
1/19 周五 11:45am
庆生一如既往，欢迎人人参加；
请预先登记，当月生日者，可凭 所收
贺卡及号码参与抽奖。活动中有 Mr.
Mark West 的 娱乐伴奏 。非生日者

$2.50 。
冬季嘉年华娱乐活动 1/25 周四 3:30—
5:00pm 在Cormier 青年中心举行，几代人的
狂欢，吃喝玩乐。如需交通车接送，请于1/22
前登记。

2/21/2018，周二，康州快活林赌场
一日 逰，8:00 am – 6:00pm，$35/每

CAAA 新年庆祝活动 2/3 周六 7 － 9pm， 在

人；（ 4 pm 离开赌城 ）

安多福 高中 Collins 中心举行。由本镇社区服
务部和青年华人协会合办。节目演出由本镇
演艺人员、波士顿 及其他地区艺术人才共襄
盛举，有国乐、舞蹈、杂技 等等。购票可往
：caandov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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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C 华人联谊会 春节庆祝活动 2/13 周二 10am -

本中心的 《英文月

12:30 Pm 在 老市政厅二楼 举行；由 老人中心和联

报 》（ NEWS &

谊会联合举办。 购票 （ 含午餐 ）在本中心前台，每

VIEWS ) 另附有《 中

票 $7 。

文简讯 》，而且都将
分送到您的住处；您

每周一日场电影，免费。1:00pm 爆米花、饮料 可供

也可在本中心网站查

选购！

阅，或者电邮给您。
若需电邮，请把邮址
传给Chris 女士，登
记索要《中文简讯》,
即 email to：
chris.marshall@andoverma.us

Translation of above statement : We offer a brief summary of our monthly newsletter for you in Chinese. These
will be distributed to housing,
on our web site or if you
would like we can email them
to you. Please give your
email to Chris Marshall

. 领取 食品袋
1/23 周二，9:30 — 10:15 am
请注意：本中心关闭时间 每当因天气原因不宜车辆出
行时，公校停课，本中心的各类项目服务也于当日暂
停；而其他情况，如大雪初停，仅需剷雪，我们会尽
量开门，送饭到户，或是其他服务。 Annmary 主任

也会打电话通知紧急事宜，以即时转送重要消息。

chris.marshall@andoverma.us

严冬保暖 健康第一

Cormier 青少年中心
健行活动： 每周
二、周四，持续到
10/17， 健身中
心 9－10:30am 开
放，可在馆内健行走
步，无论晴雨。

喜迎新春 四海同乐

to sign up for the Chinese
summary.

Walk the Gym: The Cormier
Youth Center. Every Tues. &
Thur. the gym is open from 911: am for you to exercise by
walking the gym, regardless
of the we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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