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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耀新六艺专刊

性 情 之 教 · 用 爱 心 推 动 爱 心 · 以 生 命 接 引 生 命

性情教育：生命成长的教育

霍韬晦教授

喜耀粤西学校，推行由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家、教育
家霍韬晦教授所倡导的性情教育为理念，主张文化和知
识应该回归生命，为生命提供立足的根据，先把人的美
善性情开发出来，找到生命成长的真正动力，人才能健
康成长，因此也称为“生命成长的学问”。霍教授在30
多年间做了大量教育工作，包括儿童教育、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后大学教育，甚至企业家教育，
全方位推行落实“生命成长的学问”，地域涉及中国、
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无数人受益。

人物档案：

《易经》讲“蒙以养正”，就是要在孩子还处于浑
沌无知时，便要用他能明白的方法，教导他从小养成良

校监霍韬晦教授、校董梁芷媚老师与学生合影

好的行为习惯、学习习惯和思维习惯。因此，霍韬晦教授从1999年开始就在中、港、新、马全力支持兴办基础教育，学
段含涉幼儿园、小学、初中。喜耀的孩子懂事孝顺、纯朴活泼、知书达理、志向高远、素质超群、成绩优秀。喜耀办学
成果显著，声名远扬，吸引了无数教育者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媒体争相传颂，被誉为“21世纪教育改革新希望”。

霍韬晦，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性
情文化倡导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香港东方人
文学院院长、新加坡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

喜耀“新六艺十八德”：德才兼备的成长之道

在思想上，霍氏主张文化应该回归生命，先

喜耀粤西学校的性情教育体系，是由霍韬晦教授根据孔子的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依循
孩子的生长发育和生命成长的特点，结合时代发展需求，做了一个独具喜耀特色、更具生命力的现代转型，形成“喜耀
新六艺（十八德）”，简化为六种能力的培养，即感受力、记忆力、自制力、创造力、理解力和领导力，进一步把六种
能力演化为十八种能力（十八德）。

有生命之实践，才有社会实践。提倡生命儒学，
批判当代以西方文化为基源的科学主义、自由主
义、理性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思潮，以重建新人文
主义，影响巨大。

霍韬晦教授认为人成长、成功、成才最需要具备的两种素质是思维能力和美善性情。因此，喜耀在教学内容和教学

在实践上，霍氏提倡性情教育，生命教育，

方法的设计上依此为目标，除原有之学前学习，读书识字、智商培养、才艺开发之外，更注重让孩子主动学习，快乐成

并 身 体 力 行，开 设 学 校、书 院、研 究 所、出 版

长，培养孩子从小建立良好的行为习惯、学习习惯和思维习惯，美善性情得到开发的同时，各种能力也得到全面的锻炼

社、企业培训公司、自然生态山庄，为中国文化

和提升，从而为孩子的生命成长打好基础、为孩子的美好未来做足准备，培养孩子成为一个有情有义、有志有行、有纪

之复兴提供新模式。

有律、有敬有信、有才有学、有始有终的人。

开发性情、启发思维、提升能力：人才、通才的培养之道

喜耀教育分支机构：

喜耀粤西学校在具体的教育教学中，依循由霍韬晦教授专门针对孩子生命特征所独创的两套方法论——喜耀性情教
育法、喜耀性情教学法。
喜耀性情教育法：指接纳、转化、开发，主要针对性情开发。当孩子出现问题时，首先要不带任何偏见地接纳、接
受，这样才能真的了解孩子。接着要引导、转化孩子将错认的心重返他的本心、初心上，最后帮助孩子从自己生命深处
开出向上、向善的动力，开发他们生命本有的美善性情。
在具体落实方面，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性情主题活动、性情剧、海量阅读、有报天天读、蒙以养正、立德树人
公演活动、三省会等。
喜耀性情教学法：指输入、转化、输出，主要针对知识教育、思维培养和能力提升。传统教学上的“入、转、出”
分别是：“入”是填鸭式教育，“转”就是拼命做功课，“出”就是考试，结果往往导致“高分低能”，即是说，就算
考试赢得高分，但待人处事、人品人格等其他能力则极低。
而在喜耀，“入”则是调动孩子眼、耳、鼻、舌、身全方位输入，配以丰富多样的形式激发孩子的兴趣，引导孩子

中国香港：
1.
2.
3.
4.
5.
6.

法住机构（1982年）
香港东方人文学院（1984年）
法住出版社（1990年）
喜耀书屋（1995）
喜耀教育文化基金会（2000年）
喜耀小西湾幼稚园（2011年）

中国大陆
7.
8.
9.

肇庆抱绿山庄（1993年）
喜耀粤西学校（1999年）
喜耀教育广州办事处（2012年）

主动学习。“转”则更多代表孩子的学习、转化能力——“把坏事变好事，把好事变成更好的事情”，而“转”的能力
又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练”和“记”，这是中华文化古老的教育智慧——年龄越小，记忆力越好，经典诵读就

新加坡

是最好的锻炼；第二个层次“问”和“想”，结合西方的教育技艺，根据人的理解力来设计，通过探索、引导、参与，

10. 新加坡东亚人文研究所（2004年）
11. 新加坡喜耀文化学会（2004年）
12. 新加坡喜耀幼学乐园（2011年）

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寻找答案；第三个层次“感”和“悟”，则源于儒家思想，是性情教育的核心，让孩子懂得感受、感
动、感恩、感悟。“出”其实就是孩子“做、写、说、画、演”的能力展示，“做”就是会做事情，不仅只是做功课、
做考试，还会设计很多的活动让孩子做，做完还要能够“写”出来，写出来还要能“说”出来。另外，喜耀还有让孩子
“演”的传统，演剧、演故事、演节目。由“演”，延伸至“感”，由“感”，生发“悟”，由“悟”，上升“通”，
感通、融通、汇通。在“入、转、出”的过程中，孩子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性情得到全面开发，这就是喜耀所追求的

马来西亚
13. 马来西亚喜耀文化学会（2009年）
14. 马来西亚喜耀国际学校（2014年）

大才、通才之道！

学校地址：广东省罗定市城区凤华路

咨询电话：0766-3863123

网址：www.xiyaoedu.com

邮箱：xiyaozs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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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子的六艺到喜耀新六艺（十八德 ）
——喜耀性情教育体系
喜耀粤西学校的性情教育体系，是由霍韬晦教授根据孔子的六艺《诗》《书》《礼》《乐》《易》
《春秋》，依循孩子的生长发育和生命成长的特点，结合时代发展需求，做了一个独具喜耀特色、更有生
命力的现代转型，把古人的智慧真正融入教育中，形成“喜耀新六艺（十八德）”，简化为六种能力的培
养，即感受力、记忆力、自制力、创造力、理解力和领导力，进一步把六种能力演化为十八德（十八种能
力）。
孔子教化学生以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本，且经由
历史证明，六经不但调教着人的行为、对人的成长有帮助，更重要的是通向社会教化，对提升社会质素极
有作用，立竿可以见影。这些都是孔子的慧识，虽在内容和操作上大部分都已远去，今由霍韬晦教授结合
现代教育、生命成长做一个更具生命力的独特转换，用于喜耀教育中，从小培养孩子的六艺十八德，旨在
培养真正的明日领袖。
喜耀新六艺（十八德）图

《诗》：感受力开发，让学生感受生命的性情，学会感受、感动、感恩和感悟，从而助学生立志
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孔子的“仁”首先是“爱亲（亲人）”，一个懂得亲爱父母、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孩子，性情自然好，由此推己及人，自然懂得关
注别人、感受别人、为别人付出、成全别人，即能“爱人”。而对于性情的开发，有别于知识教育，不能只靠概念灌输、理性思考，必须要每个人亲身去行动，在行动中有所感
受、感动、感悟，最后由心底生出真情实感，这就是霍教授所谓的性情教育“体验的方法论”，在喜耀，每一个理念都必须经过精心的课堂设计、老师循循善诱，而且一定要学
生落地行动过后融入自己的生命，变成自己生命成长的资粮。
喜耀幼儿园的“母亲节护蛋主题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母亲节是开发学生性情的很重要的节日，每年母亲节喜耀老师早早就为母亲节设计了
专门的主题课堂，而幼儿园的母亲节主题性情课是“护蛋行动”。
母亲节的前一天，老师叮嘱学生们从家里带回来一个熟鸡蛋。在老师的嘱咐下，学生
们用毛巾将鸡蛋包裹捆绑在肚皮上“怀孕”一天。他们要保护好身上的蛋宝宝，不能摔到
它、碰到它，保证它完好无损，带着它走路、喝水、吃饭、睡觉，任何时候不能解开，一
直到晚上放学。
孩子们都对这个蛋宝宝表现出了莫大的细心和爱护，开始的时候，大家看着肚子大起
亲子课：与妈妈做手工，培养亲子感情

护蛋活动：感受妈妈十月怀胎，感恩妈妈的付出

来的彼此，都很兴奋地哈哈大笑，笑的时候还不忘手搭在肚子上保护“蛋宝宝”。这个巨

大的“肚子”让他们不得不放缓走路的速度，不能往前弯腰，否则会压到蛋宝宝，坐到椅子上的时候要轻轻地扶着腰，孩子们初次体会到了做妈妈怀孕的辛苦。
事后，老师带领学生进行活动分享感受，有学生纷纷说出感到很累、很不方便，甚至腰疼，睡不着觉……学生们都能说出感受到做母亲的辛苦，感受到妈妈对自己的爱，老
师进一步引导孩子们：既然妈妈为我们付出这么多，大家平常要怎么回报妈妈？学生便能在行动上说出自己的改进，比如，要给妈妈倒水、给妈妈捶背……学生的感恩之心由此
而生。
类似的开发学生感受力的活动在喜耀多不胜数，比如性情教育周、性情教育日、主题班会等，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开发学生感受力的方式。

《书》：记忆力开发，通过古今中外经典诵读、海量阅读，教学生从历史中学习承担
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往圣先贤留下的智慧结晶，是孩子们成人成才的重要基石。诵读经典不光能开发学生的记忆力，而且长期的积累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成为他们人生
内涵的一笔宝贵财富，厚积而薄发，开发智慧和性情，变化他们的气质。
喜耀校园，处处是中国传统经典的影子，每天都回荡着诵读经典的声音。
喜耀通过经典诵读来开发学生的记忆力，从幼儿园小班到中学九年级，都诵读传
统文化经典《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除了诵读，还要多
听。喜耀很善用零碎时间让经典潜移默化地进入学生的脑海和内心，比如，读经
长廊、低龄学生户外散步的时候身上悬挂经典读机、饭堂开展“食不言、寝不
语”，让学生保持安静的进餐环境，学生专心品尝食物的同时，聆听经典……
除经典诵读，喜耀还开展全校性的“海量阅读”、“亲子阅读”，从小培
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当学生对阅读产生了兴趣，便意味着给学生打开了一扇通往

从海量阅读到性情剧演绎，开发感受力

点读经典，开发记忆力

广阔世界的大门，鉴往开来、开阔视野。记忆不是只求记事、保存文档，而是用在自己的成长上，进而知道作为华夏子孙，应该承担社会、国家、民族，乃至历史文化的责任。

《礼》：培养学生的自制力，锻炼学生意志和体能，培养自主学习、自主管理的能力
礼除了本身的礼仪之意，在新六艺中被诠释为自制力，在教学目标中体现为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管理、意志和体能锻炼。
一个人能有道德的自觉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要改变自小形成的习惯很难。小朋友要健康成长，首先当学规矩、礼貌。因此孔子十分赞叹周公的制礼作乐；那不只是培养
君子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人要有良好习惯。喜耀十分注重使孩子从小养成良好
的行为习惯，与人相处懂得礼让、忠诚、守诺、感恩，就十分重要，因为这些都是
健康心理的基础、为人处世的基础。
到喜耀参观的客人，往往有这样的第一印象：恭敬的鞠躬，灿烂的微笑。从员工到
学生，喜耀人的友善和礼貌能够让你感受到喜耀与一般学校的区别。以礼待人，在
喜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学校上下由心而发的一种尊重。
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是健康心理的基础、为人处事的基础，喜耀尤其重视，并
感受劳动的辛苦与快乐，学会承担

小班教学

互助叠被子，自主管理从细小事情做起

名额稀缺

将规矩、礼仪教育渗透在孩子日常生活中。喜耀有一个理念：不要剥夺孩子自己做

欢迎报读

（招收周接生、日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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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机会，孩子能做的事情，老师打死都不能做。喜耀最小的孩子，他们都要学会自己做事：自己擦桌子、搬凳子、洗手、刷牙，叠被子、帮老师做事……新来的喜耀学生最明
显的进步就是他们的自理能力。
在意志和体能锻炼方面，每个年龄段都有不同的锻炼方式。比如，幼儿园的孩子每日在老师的带领下围绕校园的足球场徒步，这是幼儿园的“2万5千里的长征计划”；针对
中小学的学生，喜耀每年寒暑假都会在肇庆抱绿山庄举办“明日领袖锻炼营”，让学生通过7天户外拓展训练来达到磨练学生心智、意志、团队游戏中提升志气、学习承担。
人首先要学懂节制，然后方能与别人相处，喜耀大力推行“食不言寝不语”，在饭堂就餐的环境十分安静，学生们能做到吃饭时不说话，专心品尝食物，感恩食物，并静心
聆听经典。“食不言、寝不语”既是表现一个人优雅的礼仪，更是一个人自制力的体现，使学生学习控制自己，并懂得尊重自己、尊重同学、尊重老师，尊重他人。

《乐》：创造力开发，通过艺术熏陶，让学生打开创意思维，开发创造力
“乐”代表学生创造力的开发，主要通过艺术熏陶和
设计思维的开发来落实。
生命成长不可无“情”的滋润，《乐记》云：“乐由
中出，礼自外作。”和《诗》一样，人对外在的声音、语
言、动作、节奏有所感，便会引起共鸣。音乐不但能让人在
音色之美中得到情感的共鸣与超升，更能让人感受人与人之
间、人与物之间、人与天地之间的庄严与和谐，精神境界的
善与光明。音乐陶冶人的性情，变化其气质，对人的创造力
培养也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霍韬晦教授深知“乐”对于一个人的性情成长的重要

音乐舞台：倾情演唱由霍韬晦教授创作的性情歌

班服设计，开发设计思维

作用，创作了很多乐韵优美、极富深意的性情歌曲，喜耀师生十分喜爱，其歌曲不但音韵优美，最为难得的是歌词内容美善、向上。喜耀全体师生朗朗上口，课余时间和大小集
会，必有喜耀性情歌曲，形成喜耀特有的校园文化之一。除唱性情歌曲，喜耀还开设古筝、吉他、小提琴、非洲鼓等乐器的学习，还有舞蹈、微电影、电影赏析、名画欣赏、书
法、国画学习等兴趣活动，旨在让学生们尽情发挥所长，培养其创造力与欣赏力。

《易》：理解力开发，通过常识教育和社会实践让学生认识自我、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科学
霍韬晦教授认为，提升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比学生单纯掌握知识点从而获得高分数更重要。人生存必然面对环境、面对他人、面对疑惑、面对将来，一定有许多问
题、许多忧虑。从小训练他面对困难的勇气：有困难，就要面对；学懂观察、学懂分析、学懂运用理性推出解决方案，即使失败也可以再尝试。一方面永不灰心，一方面知道人
生就是要经历考验。
而理解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老师所采用的教学模
式，在于老师能不能在教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探索精
神，使学生通过亲身参与获得深刻经验和体会。传统的
教学模式通过书本图像去对某一个概念抽象地想象，这
样的学习终究是流于表浅，对于学生是不真实的。所
以，喜耀的课堂无论是中学、小学还是幼儿园，都有大
量让学生亲身体验的机会。
例如初中的化学课，老师直接把学生带到郊外产矿
的地方观察学习，让学生对碳酸钙、对煤炭有更直接的
化学户外实践课，生石灰是怎么来的？

认识水，认真观察水是怎么流动的？

了解。

小学生学习英语，模拟语言真实运用的情景，譬如跳蚤市场、Englishonly这样的活动，让学生在与同学、老师的互动中，通过买与卖之间的交流得到语言运用的体会和理
解，提升英语口语水平。另外，还通过有报天天读活动、传统文化公演等活动，培养学生关心身边环境、关心社会。
常识教育是喜耀教育的重要部分。不同于填鸭式、课本教授的方法，喜耀的常识教育注重在让孩子自己寻找、思考、探讨知识。常识教育的内容从幼儿园的生活、科学范
畴，到中小学部的时事、历史范畴，以开发孩子对生活、社会、历史、生命的感受与思考。
幼儿园学习蔬菜,不是通过书本的图片来认识黄瓜、白菜,而是给孩子们布置家庭作业,先让家长在家里教一遍关于蔬菜的知识，第二天要带上一棵青菜回学校。课堂上，每
人都要出来描述自己带来的青菜的颜色、味道等。学生们一边分享，一起观察各种蔬菜、一起触摸蔬菜，有了这一层铺垫之后，老师再引导学生明白为什么要多吃青菜，让课堂
变得生动有趣。

《春秋》：领导力培养，让学生在立志、反省、承担、协作、计划、总结中不断成长，学会承担责任
古人称“王”，究竟什么是“王”呢？原来“王者往也”（《春秋繁露》），《说文》：“为天下所归往也。”即众望所归，无人异议。靠什么？靠他的品格、他的修养、
他对人民的公正和寛厚，他对责任的承担与坚持。学习爱人、学习欣赏人、学习肯定别人的贡献，学习付出与成全，你不必求成为领导，但实质上你已成为领导者。
喜耀对学生领导力的培养，并非旨在世俗功利地要把学生培养成企业或政府单位的领导，而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一个有志气、有承担、懂得团队协作、懂得欣赏他人、懂得做
人做事的人。每年惊蛰是全校的立志日，老师带领学生一起立下他们的志向，喜耀学生的立志并非是立下长大了要做医生、警察、企业家等志向，而是针对他们性格中需要改进
的地方立下当下的目标。立志完成后，在老
师的帮助下制定改进计划。
从 幼 儿 园 到 初 中，喜 耀 设 立“三 省
会”——计划会，欣赏会，总结会。喜耀学
生每天进行自我总结与反省，总结自己一天
中做得好的地方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并对
自我目标的每日检视。过程中，老师会引导
学生学习欣赏自己、欣赏别人、欣赏团队，
所以总结常会演变成为学生之间互相欣赏，
他们会从中发现和学习其他同学的优点，从
而促进班级的团队氛围和正能量。

学校地址：广东省罗定市城区凤华路

从小立志：“我要做认真吃饭，主动做事的孩子”

咨询电话：0766-3863123

每日总结，从小学会反省自己，欣赏他人

网址：www.xiyaoedu.com

邮箱：xiyaozs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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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孔子的教育智慧，重扬中国文化的活力
──喜耀教育十五年感言
霍韬晦
十五年前，喜耀学校在粤西罗定创办，没有人知道甚么是性情教育。我记得当地政府为我安排一个消
息发布会，会上许多家长表示：“性情教育能让我的孩子考上名校、考进大学吗？”
“当然！”我说：“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开发孩子的性情。性情开发了，他们就懂得主动学习，成绩
一定会好。”
不过家长们还是很怀疑。第一年开课，只有十八个学生。在三幢已经建好的教学大楼中，显得空荡
荡。
不过，我们没有气馁。我知道，观念的改变需要时间，需要努力，需要证明。我在海外多年，深知教
育制度之僵化与教育目标的错置，全世界都大呼教育要改革，老布什在一九八九年就任美国第八十一任总
统时，宣布自己将成为美国的“教育总统”。“为了美国人的灵魂”他说：“必须进行改革。”结果如
何？还不是失败！他无法摆脱教育的功利主义，和为市场服务的的工具性思维，改革只能空话。美国如
此，其他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国家，其教育政策可以思过半。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教育大国，孔子非常清楚明白：教育是为了成长自己，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
学者为人”。虽然他的学生子夏提出“学而优则仕”，但亦并非把知识作为晋身之阶，而是把学习转化为

霍韬晦教授著作

修养，再把修养转化为人生。这就是成长，只有生命成长了的人，亦即经历过陶冶的人，才懂得做事和承担责任。所以教育不只是灌输知识，而是培养人才，培养有志气、有学
养、有爱心、有规矩、有行动力、有创造力和有承担力的人才。孔子将之综合为“六艺”，我则将之称为六种能力，甚至是十八种德的培养。但论其源头，则以性情为本。
现代人由于生存压力太大，使所有人都要用尽他全身的力气去谋取一个较佳的、或回报更多的工作职位，或获取安全感。学习变成投资，教育变成提供机会，人人都顺此
而趋，生命的价值变得无比狭窄。这正如人人都在同一条轨道上赛跑，失败者众，成功者稀；没有其他选择，压力当然很大。稍一挫折，都很容易崩溃。现代社会为甚么那么多
人自杀？那么多人患精神病、思觉失调？就是因为心里不畅快，性情阻滞，不知道如何与别人沟通，更不知道如何自处。教育解不开这个结，反而向他们加重负担。
应试教育为什么让人诟病？就是因为把孩子们都逼向升学、出国的窄门。浩浩荡荡数百万年青学子，每年都如此涌进这个地方，稍弱一点也会挤死。残酷、麻木、荒谬、
痛苦、讽刺……无法形容，但大家能怎样？责怪考试制度吗？但没有考试又怎能选拔人才？责怪当局吗？当局也是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责怪这个时代价值观吗？那是几百年累
积下来的东西，已成大势……
釜底抽薪，是要有远见的。社会的价值观由时势造成，时势则是历史人心的趋向：每一种文化，每一种价值观念，乃至每一种制度，都是前有所因，并非无故而起。司马
迁所谓“通古今之变”，史家所谓“因革”，即于历史的变动中知道新制度的合理性，所以改革为必须。历史如此，制度如此，则教育亦如此，不须待其势衰、势弱方知其理。
此中即须对教育有真知灼见。现实是因势利导，历史也是不断调节的，似乎无可奈何。但若知变中有真宰，便知变有法度，一切偏激之思、过分之想都要回头，那么教育
便有救。
我不敢说我所倡导的性情教育如何成功，但十五年来的耕耘，孤身上路，现在已见成果。家长们说：“一百万也换不来一个好孩子”，我相信这是他们的腑肺之言。我们
不会把孩子训练成争强斗胜的工具，如古希腊斯巴达的严厉教法；也不会放任、放纵他们的本能欲望，如今天社会上所讨厌的富二代、官二代，变成一个只知自己、不知有人的
人。我们同时邀请家长了解我们的教育方法，相互合作，一起开发孩子的性情。
这是爱的教育，也是最尊重孩子、以他为主的教育，更是让他健康成长、懂得自尊、自律、不怕困难、勇敢承担社会责任的教育！
一百多年来，中国已经走过非常艰难的道路，学西风、学东风，或归杨、或归墨，就是忘记了自己。中国经历五千年仍然屹立于世，靠什么？当然就是相承不断的文化。
文化为甚么没有断绝？就是孔子传下来的性情之教：仁与义、仁与智、仁与勇、仁与孝、仁与信……。生命立足于仁，有如大树植下深根，足可抵御风雨。为什么？因为那是生
命的觉醒，自然会有创造力。
恢复孔子的教育智慧，重扬中国文化的活力，且看我们的孩子是怎样学习、怎样成长的！
喜耀十五年，可作见证。感谢所有在喜耀学校任教、任事的老师们的无私付出，感谢罗定政府、云浮政府的慧眼扶持，感谢海内外的喜耀同道和教育界、文化界先进的协
助和关注，更感谢家长们的热心参与，和对我们的信心！

孔子知命之旅：2008年，霍韬晦教授率海内外学生，重走孔子讲学之路，感受孔子的抱负、学养、人格与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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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报读

摘自《亚太经济时报》

（招收周接生、日接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