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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与我 
文体主任 左国英 

 
 你是怎么看中文学校的呢？它只是小孩子们学习中文的地

方吗？我想大多数人和我的想法一样：绝不仅此而已。我

先生经常开玩笑说中文学校就像教会。他说得真没错。对

于大多数人来讲，中文学校除小孩学习中文外，它是我们

华人的社交场所。我们每周在这里聚会，交流，不仅结交

志趣相同的中国朋友，通过中华文化的传播，我们在这里

还深交了许多热情开朗的外国朋友。 

  

有时我想我们艾克顿中文学校又像是一块吸铁石，把我们

这个社区的华人吸引到一起，组成了一个人气很旺的大家

庭。有幸在这个大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感受到了这个大

家庭的团结和谐，蒸蒸日上。 
 
我是透过艾克顿中文学校才真正走进这里的华人社区的。

亲眼目睹了很多朋友和家长为中文学校和社区活动的无私

奉献，扪心自问我为这个社区作了什么之后，就凭着一颗

红心，和满腔热情加入到学校和社区的工作中来了。虽然

这些社区活动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收获却也不小。且

不说能力的锻炼，更重要的是对自己孩子的影响。明显感

觉到自己孩子对学习中文的兴趣比以前更加浓厚，对社区

活动参与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感到

欣慰呢? 其实这种收益匪浅不只是发生在我们一家，你看

现在在我们中文学校，有许多我们的孩子们也来加入到教

学和义务工作之中。从零碎杂事的帮忙，到课堂协助教

学，甚直是上台执教，他们不仅做得认认真真，而且还会

带来不少创意，他们何尝不是受父母的影响呢？他们从这

里得到的锻炼和宝贵的社会经验对他们今后的发展将有多

深远的影响啊！ 
 
所以，我在这里号召和鼓励大家出来为学校和社区工作，

为大家，为自己，为我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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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Board Meeting Summary 

October 29, 2005 

Board members Jindong Li, Xianghai Liu, Yang Liu, Yuming Liu, Virginia 
Taylor, Zeyang Wang, Leo Yuan, and Jenny Zhang met on Saturday, October 29. 
Bob Xiong was absent for personal reasons.  Michelle Deng, Vice Principal 
of ACLS, was also present. 
 
Financial Status 
Yuming Liu, Principal, reported that ACLS is in healthy financial shape. 
He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school has been operating smoothly. The recent 
rent increase has been offset by an increase in revenue, which has also 
made it possible to increase teachers’ basic pay. ACLS has recently 
received several donations from corporate donors, including Cisco.  
 
Current Classes 
More than 400 students are now enrolled in ACLS language classes. The 
school has no immediate plans to expand beyond this size. Culture classes 
include some very successful new offerings like cartoon drawing.  Anyone 
wishing to suggest a new culture class should contact Guoying Zuo, 
Michelle Deng, or Leo Yuan.  
 
Financial Rule Changes 
Leo Yuan led a discussion of several possible changes in the financial 
rules according to the ACLS bylaws. These changes will be edited and 
submitted to the Board for approval. 
 
Addressing Needs of ACLS Teachers 
Yang Liu discussed the need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and quality of ACLS 
language teaching. Four teachers’ teams have been formed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of ideas. Ways to recognize teachers’ efforts 
were discussed.  
 
FCC/CSL Issues 
Virginia Taylor reported that a CSL committee with representation from 
each of the CSL classes has been formed. The committee is intended to 
involve more CSL families in the life of the school, and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Culture Programs in School District and Community 
Xianghai Liu discussed the preparation for International Day of Douglas 
and Conant schools, which in is help at Junior High on Saturday on 11/4/05. 
The board discussed the possibility of sponsoring a cultural activity in 
conjunction with Spring Festival, to be sponsored by ACLS and held at the 
high school or the junior high.  
 
Senior Program 
Leo Yuan announced a newly formed committee to address senior issues 
within ACLS, comprised of Harry Chen, Yunhui Lin, and others. The 
committee is intended to help identify seniors’ needs, ways they can 
become more a part of the school, and ways the school can help them better 
acclimate to American life. 

(By Virginia 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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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向社区展示中国文化 
 

11 月 5 日, Acton 的 R. J. Gray Junior Highschool 

里热闹非凡, 每年一度的 Conant & Douglas School 

International Event –Festival of  Cultural 正在

这里进行。 只见大人孩子们身着色彩鲜艳的各国服装, 

兴致勃勃地穿梭于各个“国家” 。 今年 ACLS 组织的

中国区异常拥挤, 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来到“中国”, 了

解中国文化。 

 

这次展示的中国文化包括: 孩子手工做灯笼、教跳中国

民族舞、葫芦丝乐器表演、中国筷子夹珠穿项琏等。 

同时还展示了许多精美的中国结、中国民族服装、刺

绣、京剧脸谱、剪纸、中国绘画、 …… 当然还有每年

必不可少的孩子们的中国民族舞表演。 初中学生 Joy 

梁演奏的葫芦丝是她自学吹奏的, 悠扬的乐曲俨然出自

专业水平。 邢共嘉、左国英老师主持的孩子手工做灯

笼引起了孩子们的极大兴趣, 自始至终一刻也没停。 

在王泽鸣教跳中国民族舞的时候, 不仅吸引了众多的孩

子们跟随她载歌载舞, 还有一位新闻记者围着她们又是

拍照, 又是了解情况。 看到有些孩子们勇敢地拿起两

根筷子, 竟然夹起了许多珠子, 真是佩服这些敢于挑战

的孩子们。 刘阳带领一群 CHINESE DOLL 穿梭于人群当

中，回头率很高。朱碧云带领孩子们表演的中国民族舞

表演，还是这次活动的压轴戏, 获得了观众热烈的掌

声。 

 

 

这是 ACLS 连续第三年组织参与这个 International 

Event, 每年的活动都有众多的志愿者参与，今年还是

因为有这些志愿者，我们又成功地组织了这次活动。这

首先要感谢邢共嘉、邢健两位老师，他们不顾自己年龄

大，克服各种困难，搜集了许多漂亮的中国灯笼来展

示，还不知疲倦地教孩子们。我们感谢朱碧云老师抱病

带领孩子们排练舞蹈，为大家奉献出了两个精彩的节

目。也要感谢王泽鸣无私的奉献，购买道具和不辞辛苦

的教跳舞，以至于累病了，第二天不能上课。还要感谢

YANG XINXING 和女儿 JOY LIANG 的葫芦丝演奏。我们

也要感谢左国英、刘阳、王依达、陆青、李劲冬、邓

敏、宋玉、周麟、王泽养、刘玉明等参与这次活动的有

关人员。 

（相海 提供） 

 

老人福利讲座大受欢迎 
 
十月三十日，在中文学校 306 教室里，家长会的讲座协

调委员会和老人活动组织筹备者联合举办了一次关于美

国老人福利的讲座，吸引了众多的听众。 

 

在美国，联邦及州的各级政府都有很多针对老人的福利

政策，为美国公民、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及临时居

住的老年人提供多项不同的福利。由于政府宣传有限，

许多在美的华人对这些福利并不了解，为此，讲座主办

者特地请来了波士顿中华耆英会分管老人福利工作的黄

小姐(Wendy Huang)来为大家讲解。她为大家介绍了政

府提供给无收入及低收入老人的医疗和财务补助的各种

计划，包括最新的老人处方药计划，并当场为大家解答

各种有关问题。 

 

黄小姐牺牲星期天休息时间，不辞辛苦地从波士顿赶来

艾克顿，为大家详细讲解及解答问题，使原计划 1小时

15 分钟的讲座延长到近两个小时。参加讲座的听众更

是十分踊跃，其中有老人，也有代父母来了解情况的中

年家长们，他们把一个只能容纳不到五十人的教室挤得

水泄不通，还有不少人只好站在门口听。讲座结束后，

还有不少人围着黄小姐提问…… 

 

有关这次讲座，学校方面作了录像，将在今后把内容提

供有兴趣的人参考。   

（本刊消息）



No. 26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 

 4 

 
 
 
 
 

 
 

The 2005 New England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NEAAS) was held on Saturday, November 5th at 
Adamian Academic Center of Bentley College. It 
was hosted by Shiping Zheng,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Chair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partment, 
Bentley College. Some teachers including two 
teachers from our ACLS – Jackie Xie (CSL Level 1) 
and GongJia Xing (Ka) joined six panelists at Its 
Roundtable celebrated and commented on 10-Years 
Primary Source China Programs. Dr. Anne watt, co-
founder of Primary Source, Dr. John Watt, China 
program director of Primary source and Dr. Shiping 
Zheng were among the panelists. 
 

(by Jackie Xie) 

 

也谈“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丹心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是好些父母都耳熟能详的。

为了这个“不输”，当孩子还在牙牙学语，蹒跚学步

时，甚至还在母腹中时，父母已在为他们作准备：打听

好的钢琴老师、提琴老师，哪里能学溜冰、芭蕾……这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起跑”。因此，一到孩子五、六

岁，七、八岁，君不见，做父母的忙着接送孩子，参加

这个班、那个班，钢琴、扬琴、小提琴、二胡、笛子、

巴松管……忙得不亦乐乎！ 

 

“可怜天下父母心”，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北美的华人父

母们，自己都是久经“沙场”，“过五关斩六将”出来

的精英们，更希望自己的孩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更是卯足了劲，不计

金钱，不惜时间，给孩子们创造了最好的“起跑”条

件。 

 

可是，如今时代不同了。当年艰苦的环境条件，促使大

家拼搏、努力，才得到了今日的硕果。可现在的孩子，

生活在蜜糖中，一切条件不知比他们的父母辈优越了多

少倍。他们缺少当年父母辈求知、奋斗的动力，甚至缺

乏很多生活必需的能力、技能，更不会体会父母的良苦

用心。 

 

我认为，人生并不是一场赛跑，它是没有终点的。如果

要把它当成赛跑，重要的也不仅仅是“起跑”，而是要

想到起跑后将面临的情况：诸如跑得当中，鞋带散了，

碰到意外跌倒了、摔痛了，有没有足够的应变能力？跑

累了，能不能坚持下去？落后于别人时，能不能鼓起信

心，奋勇向前？这些意志、性格、能力的培养是非常值

得重视的。除此以外，强健的体魄，更是去“赢”的物

质条件。 

 

所以，若要孩子今后能成功地跑在人生之路上，一定要

为他们打下扎实的基础，不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就

是说，在体力上，要能应付一切艰难困苦的条件，在精

神上要有坚实的信心，坚强的意志，有战胜困难的决心

和信心，同时也要有战胜困难的知识方法和技巧，不是

傻干、蛮干，而是有智慧的巧干。我们国家传统对孩子

是“保护多，锻炼少”，“指责多，启发少”，不少父

母对孩子是夏天怕热着，冬天怕冻着，这样不利于他们

今后的发展。 

 
要想让孩子成为“优胜者”，不光是“不输在起跑线

上”，怎么“跑下去”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啊！ 

 

祖父祖母是什么人？他们是自己没有小小孩，但又十分爱小孩的老人。 

 

祖父是谁？祖父就是男性的祖母。 

 

祖父祖母住在什么地方？他们住在飞机场。当我们要见他们时，就到机场去把他们接

来。他们走时，我们再把他们送回到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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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教学更上一层楼 

张继善 

 
新学年伊始，素描班的十五位小朋友以极大的热

情投入了对美术的学习中。他们不但上课认真学

习实践，在课下也努力克服困难，争取完成课外

练习。我们都知道小朋友们的时间都是被各种活

动排的满满的，能抽出时间画画是很不容易了。

老师也尽量为同学创造条件。完成教材的编写是

前进一大步。同时任课老师广开思路，采用了互

联网教学先进理念，可以说是前进一步了。例

如，以往上课分发补充材料要靠复印，这种方法

既浪费同学们的预算，又增加了老师的工作量。

而采用先进的互联网络技术后，使这项任务变得

简单。老师可以给同学更多选择，小朋友也可根

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实践内容。这都是以前的班级

没有的。同学们的学习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老

师也和学生家长交流思想，集思广益，争取为中

文学校创建精品课程。 

 
 
 
 
 
 
 
 
 
 
 
 
 
 
 
 

高千惠作 

Franklin 作 

高千惠作

Grace Gao 作 

李诗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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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Sun 作

Michael Ji 作 

李诗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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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学学区区地地产产公公司司
GGoooodd  SScchhooooll  RReeaallttyy,,  IInncc..  

124 Main Street, Acton 
1-888-430-5900 

www.goodschoolrealty.com 

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只有不会卖的经纪
我们是全职、专业的经纪（大波士顿地产专家） 

免费提供房屋估价、咨询 
We are the experts in good school towns 

We also provide assistance on 1031 Exchange for your investment 

蔡淑蓉 

Sue-Rong Tsai 

617-792-8842

陈宏光 

Frank Chen 

781-861-3993 

章鑫明 

Jim Zhang 

617-306-6993

周毅 

Charlie Chou 

617-653-0063

Ray Taraz 

781-861-3993 

赵磊 

Lei Reilley 

781-799-5499 

陈光伟 

Stone Chen 

978-371-8807

黄秀雄 

Peter Huang 

617-331-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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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SAM YOON  

和他的竞选 

陈茵 

11月9日星期三。2005年选举日的第二天。早上醒来的

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枕边的收音机。 哇， Sam 选上了。 

Sam Yoon 真的成为波士顿第一位亚裔市议员了！ 

 

我于是开始遐想。 在头天那个貌似平常的暖风轻佛的

秋夜里， 不知什么时候计算机屏幕上跳出了最后的统

计结果。 它在人们的酣睡中将这个文化名城的历史翻

到了崭新的一页... 

 

大家都知道波士顿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 她不仅孕育

了John Adams, Benjamin Franklin 这样一批美国的国

父级人物, 更走出了象马丁·路德·金这样的属于全人

类的伟大民权斗士。远自美国建国伊始, 到解放了黑奴

的南北战争,  直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 波

士顿无不以她丰厚的人文资源和活跃的思想环境左右着

这个国家的成长。作为华人， 遗憾的是美国第一任华

人州长不出在波士顿；美国第一位华人政府部长也不出

在波士顿。然而，在21世纪的第六个春天里，历史确赐

予了我们契机。她让我们认识了正准备竟选波士顿City 

Councilor (at large) 的韩裔美国人Sam Yoon。 

 

第一次见到Sam是在Acton中文学校。这个学校以家长积

极参与本地社区活动和讲座办得又多又好而著称。经普

天寿保险公司浦汉松博士介绍，大家得知有人要来讲移

民融入主流社会的重要性。这样的讲座不是第一次。大

家已见多不怪。 

 

不得不承认的是，Sam的外表和他的Ivy League教育背

景一下子就抓住了与会者的注意力。高挑的个子，英俊

的脸庞，儒雅的风度，风华正茂的年龄，更有普林西顿

和哈佛大学的文凭。然而着一袭深色西服侃侃而谈的

Sam，讲的是他毕业后如何到Dorchester低收入区去当

小学老师，在过去的10年里在中国城为低收入家庭提供

Affordable housing。为了接近自己为之服务的底层民

众， Sam还卖掉了在郊区的住房， 举家迁往

Dorchester。在那里买房扎根。 

 

作为家长，特别是移民家长，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挤身

名校？但是有多少人会同意孩子名校毕业后去低收入区

去当小学老师？愿意让孩子从政的父母估计不会多。即

使有恐怕心里装的多半也是赵晓兰洛家辉模式。谁会一

头扎进低收入区就是10年？ 

 

出于好奇心，在会后的闲聊中我问Sam他的父母对他的

选择持什么态度。Sam说他们完全支持他的选择。他还

有一个弟弟从耶鲁毕业，现在在当牧师。SAM笑着说，

他们兄弟俩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professional chain中

的最底层。这可能和他们共有一个同样对公益事业热心

的父母分不开。 

 

我是被折服了。被这种清教徒式的献身精神所折服。几

个月后，当我打电话给一个住在波士顿的朋友，鼓动他

们一家都去给Sam投票时，电话那端显然对Sam是熟悉

的。他引用了一句大家都熟悉的名言来表达他对Sam的

尊敬，“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此语同源，此心相通。还须多说吗？这种理解和诚服正

是蕴藏在Sam竞选后面的强大的推动力量。 

 

说到清教徒式的献身精神，我们许多华人，特别是从大

陆来的同胞(我自己就来自大陆)会非常不以为然。他们

的“不信”通常表现在那一脸似乎看破红尘的坏笑上。

是呀，来自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又经历了文化大革

命，什么没吃过见过。所谓的政治，所谓的为劳苦大

众，最后不都证明了是某些人捞取个人资本的手段？一

句话，政治是肮脏的。 

 

可是，如果浏览一下美国这个当代最大强国的历史我们

就会发现，当三百多年前五月花号在波士顿的Plymouth

一登陆，清教徒精神的种子就在这片处女地上播下了。

因为这一船人全是因为宗教(精神的而非物质的)原因而

背井离乡远道而来。一年后 当五月花号再次路过波士

顿海岸，被恶劣气候和疾病折磨得剩下的几十个人中，

还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到英国。因为他们在这片荒凉的

土地上找到了实现自己宗教自由理想的空间。百年以

后，那些倡导从英国独立，在美洲建立自己国家的先驱

们很多就是当年清教徒的后代。他们笃信人人生来平

等，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并把这些基本

原则写进了独立宣言，写进了美国宪法，作为这个年轻

国家的奠基石。再过了近百年，那场摧枯拉朽最终导致

奴隶制废除的南北战争，其部分动力也是这个人人平等

的清教徒式的理想。对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不少

人还记忆犹新。为了破除自解放黑奴以来黑白人种之间

“Equal, but separated”的百年僵局，从波士顿大学

神学院毕业的马丁·路德·金在南方吹响了打破种族隔

离的民权运动的号角。他倡导的“入座”“入学”运动

得到了北方文化和北方人民的大力支持。不少北方青年

深入南方的山重水复之中宣传民权思想。他们中有的甚

至被南方保守派杀害。 

 

回望美国历史，清教徒式的理想主义过去曾经而且现在

还在推动着这个伟大国家的进步。一些使满腹经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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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望而生畏的社会问题，最终却让看似天

真的理想主义者找到了解决的切入口。他们成功的关键

在于顺应历史潮流；他们最不缺乏的就是对放弃世俗功

名利禄的勇气；他们最富有的就是对劳苦大众一往情深

的同情。有时他们几乎是在用自己的血肉之驱去撬动沉

睡百年的历史巨轮。 

 

不了解这些，我们就不会明白为什么今天在美国的华人

有可能和白人挣同等的收入；有权利和白人住同样的社

区，进同样的学校。不了解这些，我们就无法相信在这

个世界上曾经走过象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和张纯

如这样的为理想献出一切乃至生命的伟大英灵。 

 

政治并不总是肮脏的。尤其是民主政治。它有时会走

偏。但是基于立法和选举的民主政治或迟或早总会回到

由民声民意和民心所纳定的轨道上来。 

 

作为移民，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生活将不可避免地被政

治所影响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参与社会生活；作为社

会的一分子去向它的中枢传达自己的心声和意愿; 让民

意呼出公正善良和正义的声音。这样做是在帮助自己,

帮助社会,也是在帮助政治走向光明和清洁的一端。 

 

说远了去了。让我们再回到Sam的竞选。 

 

不仅Acton的华人被感动了。许多住在郊区的华人都被

Sam感动了。今年四月在牛顿中文学校各位领导的支持

下，Sam得以在这个波士顿郊区历史最悠久的华语讲坛

上向家长们道出他为亚裔服务的决心和计划。在此期间

还听说Sam在郊区组织过多次演讲筹款会。因为本人没

有直接参加所以不知详情。总之Sam的决心是下定了，

力气也是使足了。他说过，任何地方只要超过10个人，

他就可以去给一个Talk。 

 

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直到夏天快过完的九

月，我在报纸上看到Sam初选胜利的消息。原来今年

City councilor at large 这个位子最后要选出四个

人。初选八人。而参选者一共有二三十人之众。这些人

中有波士顿土生土长的低层民众代表，也有政治上的

“世家子弟”(如前市长女儿，前州长女婿之类)。Sam

是初选出来的八人中的第五名。这一结果使这个外来的

亚裔立刻被媒体和同僚们刮目相看。初胜给Sam带来了

喜悦也增加了担忧。“木秀于林，风必催之”。Sam会

不会在终选时被对手们集中力量干掉？这层淡淡的意思

我忘了在什么地方看到。 

 

可以明显地看出的是Sam 初选后在竞选战略战术上的调

整。时间不多了要做的事情却很多。在最后的日子里，

他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大本营—Dorchester。那里毕竟

是他的家。虽然不能打亚裔种族牌了，可是那里有他代

表的草根民众，那些期望得到更好的学校更好的住房而

会选他的人。为了鼓舞士气，Sam在email中告诉大家他

在波士顿政界找到了许多endorsement。在报纸上你会

看到他和一些竞选纲领一致但目标又不冲突的候选人组

成团队在大街上向行人致敬。从四位候选人肤色上，你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低收入加有色人种的”竞选套餐“。 

 

对于他的亚裔同胞们，Sam已经看出他们大多数住在郊

区，对竞选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每谈及Talk，他的

竞选经纪人必问参加者有没有投票权。Sam当然悟出大

多数郊区的亚裔不会是Affordable housing的受益人，

所以他email的调子也完全转向了大家所翘首以待的创

造历史的话题。在筹款的数额上从一开始的每人$500变

成了$100或$50。这一改变使捐款的人数大大增加。越

到最后的冲刺，Sam就越缺钱花，大家捐得就越踊跃。

最后一次捐款是在终选前的10天左右。Sam恳切要求大

家每人再捐$25, 这样他就可以再联络一批选民。作为

回应，似乎比Sam还要着急的支持者们在二三天内就让

400多份款项飞到了Sam的竞选办公室。 

 

比起其他代表少数民族的候选人来说，Sam是幸运的。

因为他有一批中产阶级的支持者。他们希望看到波士顿

无亚裔市议员的历史尽快结束，越早越好。他们一天也

不能再等了。 

 

“不能再等了”，“不能再等了”。11月8日(选举日)

下午下班以后我就是心里念叨着这句话坐上地铁红线再

转橙线来到Dorchester的。两天前我也来过一次。是来

为Sam选举前群众聚会助威。今天是去另一个地方看有

没有volunteer的 工作要做。照着网上打下了的地址，

我走了半个多小时才走到目的地附近。从地图上看这是

几条大街中夹着的一条小街。可是下午五点以后天已经

全黑了。除了眼前的一大片废旧汽车外，找不到要去的

那条小街在哪里。问了一个职业妇女模样的人。她说她

从来就不知道这里头还有一条小街，不过看样子就在这

里边。她认为这一侧不安全，建议我绕到另一侧试试。

我绕着这个block走了一大圈，终于看到一个有光亮的

地方就是我要找的去处。敲门进去以后，一位男士说

Sam的人今天不在这里。不过他可以帮我打电话。不一

会他拿了一大叠传单给我说，他们让你去xyz(某地)发

传单。这样，我又上路了。 

 

来波士顿一住就是十几年。这是我近几天内第二次在

Dorchester深处步行。过去只有去中国城买菜时才开车

在这里擦个边。不用说，眼前的景物和郊区典型的中产

阶级住宅区有挺大的反差。虽然天黑才不久，我心里还

是有些怵怵的。听着自己哒哒的脚步声，我想不管怎么

样几小时以后我就可以回到ACTON那个安全舒适的家

了。可是Sam和他的妻子儿女呢? 他们会在这样的街上

走多久？无可奈何待在这里和主动自愿搬到这里是有本

质差别的。不在天黑之后走走Dorchester的大街小巷，

我真的很难体会到Sam的选择对于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到

底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我这两次“走夜路”的最大收获

吧。 

 

Sam是赢了。赢得超过了他最好的想象(Sam最后在四个

City councilor at large中排名第三。选举前他最大

的愿望是把第五变为第四)。可是电视上的他没有张

狂，email中的他依然谦和。他说他在竞选中承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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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是他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他将来仍然需要大家的支

持。他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这次胜利的来之不易。这些日

子里他会在心灵深处想着每一个支持过他的人。 

 

我想Sam是不会忘记华人对他的支持的。波士顿的亚裔

中数中国人最人多势众最能 make difference。前面说

到的“竞选套餐”中的四个人，除了他以外只有一个竞

选连任的选上。初出茅庐的他，从刚开始的二三十个参

选人中脱颖而出，他的黑头发黄皮肤给了他多少祝福！ 

 

Sam也不应该忘记波士顿拉丁学校的180位华人家长们。

在我熟悉的中产阶级华人中他们是唯一在波士顿市有选

举权的人群。在LU云女士的号召下，他们个个都担起了

改写历史的重任。在选票非常接近的选举中一两百票就

能决胜负。拉丁学校华人家长的180票，票票掷地有

声。 

 

选票最多的当属中国城了。这些日子你去购物吃饭，再

不细心也会发现那些几乎是无处不在的支持Sam Yoon的

口号。Sam服务中国城多年，那里父老乡亲为了支持他

几乎是掀起了一场竞选风暴——有3倍于八年前的选民

涌向投票点。 

 

如果有一天我能见到Sam，我一定要告诉他这样一个故

事。在波士顿拉丁学校有一个13岁的小女孩。她随母亲

参加了一次Sam的筹款会，并深深为一个普林西顿和哈

佛大学的毕业生在Dorchester当小学老师这件事所感

动。之后她每天带着Sam Yoon的竞选传单去上学，还把

“Vote for Sam Yoon”的bumper sticker 贴在自己的

书包上背着。上学逢人便讲Sam Yoon，放学回家对邻居

宣传Sam Yoon。 就算是非亚裔的邻居，见到这种孩

子，他们的选票会不投给Sam Yoon吗？ 

 

第一次见到Sam时我以为他是中国人。后来在潜意识里

我希望他是中国人。听了这个小女孩的故事后我心里踏

实了。我们波士顿的华人总有一天会有自己的赵晓兰洛

家辉和Sam Yoon的。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把这个梦想藏在心底。 

 

 
 

秋日2005·俞健去世有感 
Michelle 

 
两个月前在工作之余，有机会暂别日常生活的许

多细节，重享独处的美妙。在这样一个晚上，却

不经意地在网上看到俞健去世的消息。 

 

俞健，原本只是遥远的一个名字，一个在德州寻

梦的同龄人。但这位年轻的血癌患者，和他美丽

沉静的妻子沈潞，却打动了许多人【注】。一年前，

在沈潞绝望而沉重的呼唤下，我们艾克顿中文学

校也曾组织过为俞健骨髓配型的验血活动，可是

终究对他正在凋零的生命于事无补。而明知最可

能发生的结果得到证实，还是禁不住十分伤感。

我唯一的安慰是祈祷，那并不曾结果的微不足道

的付出，曾在某个漫漫长夜给俞健和沈潞些许的

希望和安慰。最深切的痛苦总是那么顽固的隐藏

在心底。现在我们我们也只能希望那二十几管红

色的液体所承载得我们对生命的关怀和珍爱，能

给如今孓然一身的沈潞多几分支持，去怀念过往

的美丽，去面对未来的时光。 

 

在这样的闲暇中回首，发现人生已不知不觉地与

过了另一个门槛，眼前的风景和心境都不再依旧

了。我们每每在品味果实满枝的同时，也不可避

免地感受到深秋叶落的苍凉。越来越多的人和

事，提醒着我们生命的短暂和珍贵。生命的结局

本非人所能掌握，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关注它的过

程。没有人能在这匆忙之中去做每一件想做的

事，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努力去做自己认为

重要的事。对于执意在平凡忙碌的生活中寻求生

命取舍，便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尤其是当取舍

并不以金钱、地位、名望和权力为基础时，我们

会发现：取，固然需要能力和激情；舍：却更考

验智慧和勇气。很多时候，面对各种诱惑、机遇

和挑战，我们必须耐心等待那些飞扬的尘土在心

中沉淀，用一颗明净的心去作出属于自己的决

定。我愿意相信，因为沈潞和俞健自己的舍取，

他短暂的生命过程是奇妙独特而充满恩典的。我

也真心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有激情，有

智慧，有勇气，而最终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少有

遗憾的生命轨迹。 

 
【注】关于俞健，请参考www.yuji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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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绍光谈健康饮食 

之二 

什么叫红、黄、绿、白、黑。“红”是一天一个西

红柿，我看在坐的男同志比较多，特别提醒男同志

一天一个西红柿，前列腺癌减少45%，熟的西红柿更

好，因为西红柿、红薯是脂溶性的，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健康人喝点红葡萄酒也可以，但是酒千万不要

喝太多。少量酒是健康的朋友，多量酒是罪魁祸

首。有个统计，监狱里罪犯50%，交通事故的49%，

病人的25%都和喝酒有关，酒精是罪魁祸首，但少量

可以。世界卫生组织口号：酒越少越好。如果没有

病，没有脂肪肝，没有冠心病，喝点少量的红葡萄

酒是可以的，如果这个人情绪低落，那么吃点红辣

椒是可以改善情绪，红辣椒是改善情绪减少焦虑的

东西。 

 

“黄”是什么意思？中国人的膳食刚才讲过，缺钙

和缺少维生素A，维生素A和缺钙有什么表现呢？小

孩感冒发烧，扁桃体炎；中年人癌症，动脉硬化；

老年人眼发花，视力模糊。补充维生素A，可以使儿

童增强抵抗力，老人眼睛不发花，视网膜好。维生

素A胡萝卜、西瓜、红薯、老玉米、番瓜、红辣椒，

或者干脆叫红黄色的蔬菜，红黄色的蔬菜维生素A

多。 

 

“绿”是什么意思？饮料里茶最好，茶叶当今绿茶

最好，绿茶有一促抗氧自由基地，减少老龄化，越

喝越年轻。我有一次去福建，武夷山茶农说，你买

我们的茶能长寿。我说什么意思？茶农说，我们这

茶好，因为我们这里很多人茶寿。这里不叫高寿、

长寿，而是叫茶寿。不管怎么说，喝茶倒是能够延

年益寿，减少肿瘤，减少动脉硬化，这是肯定的。 

 

“白”是什么意思呢？燕麦粉、燕麦片。英国前首

相撒切尔夫人胆固醇很高，不吃药，就是好吃燕麦

面。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今年101岁，每天早上吃燕麦

粥。我们北京很我老干部、病人天天早上都是燕麦

粥，我每天早上也是一两热麦粥。燕麦粥很便宜。

吃一个月来花的钱还不如吃一片药的钱。为什么

呢？你吃一两燕麦粥，可以少吃一两馒头，这就是

主食吧，一两馒头三毛，一两燕麦粥四毛，才多一

毛钱，一个月才三块钱，一片降脂药五块钱。可以

吃一个月，而且效果还挺好。特别是对糖尿病，燕

麦粥不但降胆固醇，降甘油三脂，还对糖尿病、减

肥特别好，特别是燕麦粥通大便，很多老年人大便

干，造成脑血管意外，通大便很好，不过现在假冒

伪劣很多，烟是假烟，酒是假酒，药有假药，人有

假人，文凭也有假的。燕麦粥也有很多假的。真正

的燕麦是中国农澳门院监制的叫世壮燕麦，这燕麦

是从中国900种燕麦中提炼出来的最好燕麦。 

 

“黑”是什么意思呢？“黑”是黑木耳。黑木耳这

个东西特别好，它可以降血粘度。刚才讲的大款，

血粘度太高，他吃黑木耳正好，黑木耳吃后，血液

变稀释，不容易得脑血栓，也不容易得冠心病。现

在很多老年人痴呆，其实这个痴呆是很多细小的毛

细血管睹塞，最后脑子不行了，傻了，记忆没有

了，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因为血粘度太高造成的。吃

黑木耳正好，一天5克至19克，相当于一斤黑木耳吃

50至100天，每天一次吃一点，做汤做菜可以吃。怎

么发现黑木耳好呢？美国医生偶然发现，一天看

病，病人是美藉华人，医生问：“你怎么搞的，是

不是药吃多了？”他说：“我肯定药没多

吃。”“那就奇怪了？那你最近吃过什么吗？”他

说：“我前天到过加拿大中国城，吃了一顿中国

饭，木须肉，有肉片、鸡蛋还有黑木耳。”美国医

生一想，肉片没用，鸡蛋更没用，恐怕是你们中国

人爱吃的那种很怪的东西，不信你再去一趟试试

看。再去一次，果然见效了，一看行了，最后他研

究发现。原来是中国的黑木耳降低血粘度。文章一

发表后，台湾到处都用这个办法，后来北京心肺中

心专门研究了黑木耳。兔子、耗子用了5克到10克就

能降低血粘度。后来有一次我为病人看病，碰到一

个台湾企业家，很多钱，这个人得了冠心病，血管

都堵了，要到美国防大学做心脏搭桥手术。到美国

一看，医生说：“不行，现在排得满满的，你一个

半月以后再来，我跟你排一下”。一个半月以后，

他再去，一做冠状动脉造景，三个血管通了，你没

有病，血管全通了，不用搭桥，你回去吧。唉！你

怎能么治的？怎么摘的？病人说，只用一个偏方：

10克黑木耳几两瘦肉，3片姜，5枚大枣，6碗水，文

火煲成2碗水，给予点味精，给点盐，每天吃一回，

45天，脑血栓都化了。这是他告诉我一个偏方，虽

然我没看他的片子，但他这个事肯定有。总之黑木

耳经过科学实验证明能降低血粘度，黑木耳5克到10

克就行了。合理膳食就是两句话、十个字：一、

二、三、四、五、红、黄、绿、白、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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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 A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史建英 
 

秋天 
 

黄雯迪 

 

秋天的树叶很漂亮，但是秋风吹来的时候，树叶就被风

吹飞了。秋天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我记得我和妈妈、

爸爸、哥哥去山上摘苹果，我们摘了很多苹果。我的生

日是十月二十七日，我爱秋天。 

 

黄小丽 

 

星期六我们去了一个果园。果园里有很多大人和小孩。

我们想摘什么水果就能摘。很多水果都熟了。秋天每个

水果都很好吃。秋天有很多南瓜能摘。我们摘了梨子。 

 

妞妞 

 

秋天叶子变黄了。秋天草遍黄了。人穿的衣服多了。秋

天的天气冷了。早晨车窗上起了霜。秋天风变大了。人

们开始喝热咖啡。人们的活动在家里比外边多了。 

 

黄成东 

 

树叶掉了。天气变冷了。树叶变颜色了，变成红色、桔

色和黄色。今年秋天下了很多雨。天黑得比夏天早。我

踢足球时看见一群大雁往南飞，它们飞到暖和的地方去

了。 

 

任汉瑞 

 

天气凉了，温度低了，树叶也黄了。

大雁都向南飞了。我每天上学都要多

穿衣服了。同学们也很少出来玩了，

因为秋天真的来了。 

 

朱乐乐 

 

秋天到了。小动物都去睡觉了。叶子

变颜色了，有红色、黄色，还有桔

色。天气冷了，人的衣服穿得很多。

苹果红了，我们可以采了。鸟都飞到

南面去了。冬天要来了。 

 

张海瑶 

 

秋天已经来了。树叶变颜色了，有黄色、橙色、红色。

我和妈妈、爸爸捡我们草地的树叶。人们开始穿多点衣

服。 

 

秋天到了，天气凉了。树叶变成了黄色、红色和棕色。

秋风把它们从树上刮到了地上。大家都到院子里去搂树

叶。我们开始穿上冬天的衣服。很快我们这里就会下雪

了。 

 

李安妮 

 

秋天到了，大雁飞走了，树叶变成黄色，红色，好看极

了！风一吹掉到地上，遍地金黄。果园里传出了笑声，

那是大人们在分享丰收的喜悦。小孩子也忙着摘他们自

己喜欢的南瓜。我们爱秋天，因为它是丰收的季节。 

 

李逸民 

 

秋天来了，树叶变红变黄。南瓜越长越大。鸟儿往南

飞。树叶掉落下来，大树变成光秃。天气变冷，天下着

小雨。秋天到了，冬天马上就要来了。 

 

邱达非 

 

我不喜欢秋天。秋天人要穿大衣。秋天树的树（叶）落

了。天气冷了。在屋子里面要开暖气。天会下很多雨。

秋天虫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爱秋天。 

 

马姗姗 

 

秋天来了！树叶黄了，树叶红了，树叶落了。我喜欢秋

天，因为我喜欢它的颜色。我喜欢它的清新的空气。我

最喜欢的是和妹妹一起在院子里玩树叶。 

 

李达安 

 

秋天来了，树叶变黄变红。树叶一

片片地掉了下来。秋风吹吹天一天

比一天冷了。大家都多穿衣服。花

草都不再长大了。秋天是去果园摘

水果的季节。 

 

王昊 

 

秋天的天气真好，有很多好看的树

叶，它（们）像一群蝴蝶。小鸟在

天上飞，她从北飞到南。天开始冷

起来了。水果很好吃，也有万圣节

在秋天里。小孩子要去上学了。我

的生日也在秋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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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圣雪 

 

秋天到了，天气变凉了，风也变凉了。草变黄了，我们

要穿长袖子衣服了。叶子变颜色了。叶子也落在地上。

天黑得早了。鸟儿从北飞到南。我喜欢秋天。 

 

自我介绍 
 

马姗姗： 

 

我的名字叫马姗姗。我今年八

岁。我喜欢马，我也喜欢画画

儿。我家有四口人，爸爸、妈

妈和妹妹。我妹妹是我的好朋

友。 

 

李达安： 

 

我的名字是李达安。我今年十岁了。我的家里有爸爸、

妈妈、哥哥和我。我最喜欢玩计算机游戏。我还喜欢踢

足球。我还喜欢划（滑）雪。 

 

李逸民： 

 

我的名字叫李逸民。今年我九岁。我们家有爸爸、妈

妈、我和三个弟弟。我喜欢读书、弹钢琴和打网球。我

在 Carlisle 学校上四年级。我戴眼镜。 

 

李安妮： 

 

我叫李安妮。我今年十岁。我们家有三口人，爸爸、妈

妈和我。我有两个小乌龟，一公一母，公的吃得多长的

（得）大。我喜欢弹钢琴，踢足球和游泳。 

 

张海瑶： 

 

我的名字叫张海瑶。我八岁。我家里有爸爸、妈妈、我

和小兔子。我喜欢游泳。我得了两个溜冰比赛第一名。

我有很多好朋友，其中一个叫天颖，她在中文学校 2B

班。我喜欢学习中文！ 

 

黄小丽： 

 

我的名字时黄小丽。我今年八岁。我喜欢画画、马、鸟

和狗。我喜欢吃包子、水果，和面。我喜欢玩和买玩

具。我在 Conant School 上学。 

 

邱达丰：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的名字叫邱达丰。我今年十三

岁。我是八年级。我喜欢拉小提琴。我喜欢读书跟玩游

戏。你现在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 

 

杨妞妞： 

 

我的名字叫杨妞妞。我今年八岁了。我喜欢跳水，画画

儿，读书和写字。我最喜欢的动物是小白兔，它的名字

叫卫卫。我在 Peter Noyes School 上三年级。 

 

韩圣雪： 

 

我的名字叫韩圣雪。我七岁。我会弹钢琴。我在二年级

Miller 学校。我们家有四口人。我会芭蕾和游泳。我

喜欢紫色、粉色，和黄色。我喜欢学中文。 

 
王昊： 

 

我的名字是王昊。我喜欢踢足球。我的妈妈一点不会做

东西。我是九岁。我的生日是十月三日。我的爸爸是中

文学校的篮球老师，他打篮球打得很好。我也喜欢游

泳。我的棋下的（得）很好。 

 

梅一凡： 

 

我的名字叫梅一凡。下个星期我就十岁了。我家住在勒

星敦。我家有三口人，他们是爸爸、妈妈和我。我在

Harrington 学校上学。 

 

李凯林： 

 

我的名子（字）叫李凯林，今年十岁了。我们家有四口

人，爸爸、妈妈、哥哥和我。我一生下来就住在艾克

顿。我很喜欢艾克顿。我爱我的家。 

 

方杰瑞： 

 

我的名字叫方杰瑞，我今年十二岁。我有一个很好的家

庭。我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弟弟、外婆和我。我

喜欢看书和打篮球、玩电脑。我们家里有许多好看的金

鱼。我特别喜欢我的家。 

 

任汉瑞： 

 

我的名子（字）叫任汉瑞。我 1998 年 2 月 11（日）生

于美国。我家 6口人，有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

姐姐、我。我爱好学习。我喜欢小狗。我上三年级，在

Gates。 

 

冉梓力： 

 

我的名字是冉梓力，今年九岁了。我在 Westford Day 

School 读四年级。我有一个弟弟，他刚从中国来这

里。我喜欢看书，打篮球。我很想有个庞（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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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乐乐： 

 

我的名字叫朱乐乐。我八岁了。我的家里有妈妈、爸

爸、弟弟，还有我。我喜欢画画，我还喜欢看书。我有

一个仓鼠。我去 Alcott 学校。你呢？ 

 

开学第一天 
 

黄成东 

 

我很高兴。我上课时认真听老师讲龟兔赛跑，下

课休息时玩游戏。两个月假期后回到了教室，我

看到了老朋友，又认识了新朋友。 

 

 

六年级 A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靳宏 

 
我感谢的人 

 
王乔怡 

 

我有很想感谢的人。这个作文里是说我的二年级老师。 

 

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我刚从 Acton 搬到 Concord。那

时，我还小，不是很会交朋友。我的二年级老师就帮我

交朋友和习惯这个新环境。她不光帮了我，她还是一个

很好的老师。她用很多有意思的方法教我们东西。 

 

现在我都上中学了，可是我不会忘我的二年级老师。 

 

李家辉 

 

我要感谢的人是我的姥姥。她从我生下来的时候就照护

我。我长大以后，姥姥还是照护我。姥姥每天早上叫我

起床，后来帮我准备早点。然后她还把我送到校车站。

每天晚上姥姥也会给我们做很多好吃的。着（这）是为

什么我要感激姥姥。 

 

李涣菁 

 

我要感谢的人很多。有医生、护士、消防员、警察、老

师和家里人。 

 

我感谢医生和护士，因为他们帮我治病。我还感谢消防

员和警察。有的人怕警察，但是他们是为我们好。 

 

我也感谢所有教我的老师。他们教我画画、中文、英

文、跳舞和弹琴。老师教我很多有趣有用的知识。 

 

最后我最感谢我的家里人。他们给了我一个住的地方，

给我做吃的，买衣服，陪我玩，还帮我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