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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here is anything that takes a village to accomplish, educating our children 
certainly is one.  When it comes to teaching them a second language which 
seems so foreign and with no practical use, it becomes especially challenging. 

Three years ago, a group of very brave people embraced the challenge by 
starting up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CLS).  There were a lot of 
relief and excitement at that time.  Finally, we have a local school where we can 
send our children to learn Chinese and we no longer have to drive thirty minutes 
or more to another town every week to do so. 

Most of the ACLS families are Chinese families from Acton and its neighboring 
towns.  In addition, we have a good number of non-Chinese families who send 
their children here to study.  Learning Chinese is a very personal decision for 
each family, and people come to ACLS for very different reasons.  For some, it 
may be to pass the native language of the parents dow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for others, to maintain an identifiable tie to the birth country of their children; 
yet for others, it is simply a choice of a second language.  These differences 
aside, we all meet at ACLS because of one common belief that learning Chinese 
is important to our children.  ACLS welcome all children and parents.  We 
understand that, over time, the commitment to come to school every Sunday 
afternoon may seem to get in the way with our weekend planning; doing 
homework may become tedious chores; and motivating our children to come 
may get harder as they grow older. But we stick around together.   

Our children and parents, we are so humbled by the commitment you make and 
the trust you place in us.  Our devoted school team, including teachers, parent 
counsel, board and administration members, as well as many volunteers, we are 
so touched by the sacrifices you make and the diligence you demonstrate.  Most 
of our school team members are also parents.  They are young professionals 
with a full time job and young children to care for.  Yet there have been many 
hours of preparation by the teachers for each week’s classes and many late night 
meetings by the board and administration members for each semester’s 
operation.  We recognize that ACLS is a young school, our time and other 
resources are very limited.  There are times maybe you will encounter some 
frustrations and inconvenience.  When this happens, please let us know, make 
suggestions, find ways to participate, and allow us time to improve.   

During the past three years, it is simply amazing to see how fast and strong 
ACLS has become.  Of course, there have been many stressful times: when our 
Dean and Director rack their brains to recruit talented teachers; when our 
teachers try to provide everyone a fun but rewarding learning experience to 
meet different expectations; and when our Principal gets complaints from the 
landlord about classroom usage or from the police about parking violations.  
Sometimes, it almost seems as if we have exhausted the pool of talented 
individuals who are willing to devote their time to ACLS.  But time and again, our 
parents and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have helped us to survive and develop.  
Everyone at the school devotes their personal time and work to the best they 
can to make learning Chinese and exploring Chinese culture as enjoyable as 
possible.  We are not here for personal achievements; we are here for our 
children.  If it does take a village, we have already formed one.  With our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our parents and school team’s support, our 
faith in a high-quality and long-lasting local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has grown 
stronger than ever.  Thank you, everyone, we believe ACLS will become better 
for the many semesters ahead with your continuous dedication.   

It Takes a Village…… 
Vice Principal 

Michelle Deng 

校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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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合唱团参加黄河大合唱演出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著名作曲家冼星海诞辰

一百周年，以及庆祝黄河艺术团成立十周年，十月一

日，北美中华艺术协会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NEC)的乔

丹音乐厅举办了一场黄河大合唱演唱会。演唱会汇集了

新英格兰地区各合唱团共一百五十位演员参加，由乔万

均担任指挥。艾克顿中文学校合唱团有十一位成员参加

了这次演出。 

在数架钢琴的一齐伴奏下，一百五十人的演出气势宏

大，深深打动了在场的观众。演出结束时，观众们还意

犹未尽，不肯离去，一遍遍地热烈鼓掌，要求演员加

唱。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参加这次演出的艾克顿中文学校合唱团成员有：程晓

峰、王梅、陈术、尹树梅、齐润娟、谢良玉、钱红、罗

昆、徐静、仲劲红、林岩。 

由于演出的成功，在观众的要求下，主办者决定增加两

场演出，分别是十月三十日（星期天）晚在NEC的乔丹

厅和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二）晚在康州的耶鲁大学，有

兴趣的朋友可不要错过。 

【ACLS合唱团 提供】 

Seminars Have Generated Many 
Interests 

This year, four enthusiastic ladies: Hong Lee, Lena 
Wu, Sarah Peng, and Hanlan Liu (chair), joined 
ACLS seminar committee. Each member of the 
group somehow have very different edu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Well that does not prevent 
the members from embracing fresh ideas and inputs. 
During a casual coffee meeting in the summer before 
the school started, the group members worked 
together very well to blend the seminars with 
different flavors, and to apply different media tools 
for seminar delivery, etc. 

The two main themes of 2005-2006 fall seminar 
series are personal finance management (3 seminars) 
and entrepreneurship (4 seminars). Interestingly, 
when the ACLS seminar committee did a survey 
recently, these two themes are among the highest 
demanded seminar topics. The attendance for the 
seminars held so far has been high (30-60 people). 

And most of the feedbacks are positive and very 
encouraging. We implemented a number of 
suggestions from the feedbacks, such as using the 
microphone, video-recording, seminar language 
announcement, running two concurrent seminars, etc. 
It is really the dedication of the seminar committee 
members, the foundation that all the previous ACLS 
seminar committees have built, the support from the 
ACLS parent council, and much participation of the 
parents, ACLS supporters, grandparents, and other 
ACLS community members that make this happen. 

【Seminar Committee Hanlan Liu】 

ACLS 耆龄活动动态 

每到周日，都有许多老年人到艾克顿中文学校来，上英

文课、下棋、打麻将、看报、或和老朋友聚聚，重温我

们中华民族固有的热闹温馨的社区氛围。随着学校的成

长，需求也日渐扩大。许多老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示

希望学校方面帮大家组织起来，让大家更好地交流在美

生活经验，开展更多的有益老人身心的活动。校董事会

和行政班子了解情况后都非常支持，愿意提供场所、后

勤和其它力所能及的协助。热心肠的林元会女士自告奋

勇出来牵头筹备组织“ACLS 耆龄会”(暂名)，学校方

面也派袁力(校董事会成员)和陈鸿祥(行政班子成员)协

助她开展工作。 

筹备小组首先根据以往收集到的信息写成一张调查表发

送给大家，结果反应热烈。综合现状和大家的要求，筹

备小组起草了一个初步计划。除继续办好老人英语班

外，还要组织文体活动，举办各种讲座, 如： 

1) 介绍美国老人福利(医疗补助金计划,免费教育

等) ；2) 介绍日常在美及波士顿的生活常识， 如看

病、购物、乘车、去图书馆等等；3) 了解波士顿地区

老人活动场所，并参加其活动。 

经林元会女士多方奔走与校讲座协调小组支持下，第一

项已经落实到位。中国城耆英会分管福利方面负责人黄

小姐将于 10 月 30 日星期天下午一点四十五分在艾克顿

中文学校 306 教室为大家介绍政府提供给老人无收入及

低收入者的医疗和现金补助等方面的计划，同时解答有

关老人福利各种问题。美国各级政府皆有针对老年的美

国公民，绿卡持有者(包括正在申请者)，以及临时探亲

者的各种福利政策。由于政府的宣传力度所限，致使很

多符合条件的老人因不了解而错失这些福利。黄小姐在

百忙之中首次到远郊举办讲座，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

机会，希望大家互相转告并准时前来参加。 

希望更多的有志者参加“ACLS 耆龄会”筹备小组。有

关开展老人活动及其它建议，请向学校及林元会女士

提出 ( yh936@hotmail.com 电话 617-489-1931)。 

【陈鸿祥 提供】 

校园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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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们，爱心捐助者 

李艳 

自从得知马胜生病的消息后，周围的朋友都心急如焚，

纷纷或致电慰问或亲自登门探访。大家立即行动起来，

筹措策划着如何在精神上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撑，怎样为

我们解决目前经济上面临的困境，以及在各种具体事务

上诸如接送孩子，房屋草坪的维护清扫上减轻我们的负

担等等。 

正是大家的全力支持，我们才能集中精力振作精神积极

对付致命的病魔；正是大家及时伸出援手，才使得我们

倍添了信心和力量迎接险恶不可知的未来。 

在这里，我要感谢所有在这非常时期支持鼓励我们的

ACTON 中文学校的朋友们，包括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慷

慨捐助出人出力捧出无限的爱心，加入到这场抢救生命

跟死神搏斗的战斗中来。 

感谢中文学校家长会组织的募捐活动得到了家长们的积

极响应。就像前校董事长 Harry Chen 感触地对我说：

这一张张的支票就是一份份爱心，我们的社区是多团结

的社区呀。我们有些学生像 Joy Zhong, Rachel Lam 甚

至掏出了她们的零花钱。 仅仅第一天在学校的捐款就

超过$6,000, 之后又有许多的捐赠和卡片包括合唱团

的，排球队的，以及 Chelmsford 中文学校的都通过各

种渠道汇集到我的手中。望着一张张关切的脸庞，听着

一声声问候的话语，看着一张张的看似轻薄却又显得厚

重的小纸片，心里的感动与澎湃又岂是一声谢谢所能表

达！ 

最后，祝愿大家健康快乐，千万别忘了每年的健康检查

哦！ 

特别鸣谢以下朋友的慷慨捐助, 感谢你们对马胜及我们

全家的帮助和支持！ 

由于有些捐赠还未到，以下名单不一定完整。请原谅！ 

I would like give my special thanks to the following 
friends who provide us strong support through 
generous donations. You are making difference in 
people's lives! You are saving my family! Best 
wishes to all of you and your families! 
 
Jinbo Kuan & Ying Wang 
Li Yuan & Xiao Hong Chen 
Rong Hua Zhang & Shuyun Wu 
Liu Yang & Yingmu Zhong 
Hao Wang & Ping Zheng 
Xuan Kong & Ning Zhuang 
Annie Xing 
Yan Lin & Shuang Zheng 
Wilkie P. Lam 
Jun Chang & Hongxiang Chen (Harry) 
Yuming Liu & Yujia Huang 
William W Peng & Hong Geng 

Zeyang Wang & Ling Lu 
Harry Yao & Michelle Huang 
Xianghai Liu & Feng Qu 
Zhichao Tao & Jill Qing Lu 
Rick Jian & Yaping Ren 
Zhenqian Cui & Shanshan Lin 
Jing Lei Zhang & Jian Ping Ge 
Shanji Zhang & Hangi Cai 
Tao Guan & Qi Li 
Shirley Xie 
Tse-Ming Wang & Arthur K. Lee 
Jingdong Li & Xun Kang 
Ningdong Li & Keling Sun 
Shiping Li & Mei Yong 
Dongmei Wang & Ning Kong 
Man Li & Wei Dong Xu 
Guoying Zuo & Donghai Ma 
Mingchun Chien 
Guanghai Jin & Hua Deng 
Changquing Wang & Xiaoju Yao 
Yi Qian & Huaqiao Liu 
Good School Realty, Inc. 
June Zheng 
Gang Chen & Tracy Cai Chen 
Mei Yong 
Ying Zhang 
Weiping Chen 
Hong Lee 
Frank Chen &Kathy Zhang 
Andre Lee 
Yao Pu 
Jianping Ge 
Weihong Gao 
Rachel Lam 
Weihua Ke 
Meiyi Yin 
Hairong Zhou 
Lingya Zhou 
Joy Zhong 
Yan Ma 
Lisa Wang 
Joanne Zhou 
Ming Liu 
Xiandan Lu 
 
Ping Du & Feng Han 
Yueyun Ding & Shunshan Zhu 
Feng X. Cheng 
Yuhui Ying & Zhang Ying 
Anlu Yan & Meiyi Yin 
Wei Hua & Lihua Yu 
Yan Xiao & Xinggui Liu 
Qinfan Zhu & Xin Rong Qiu 
Shiao Bin Soong & Hairong Zhou 
Qizhou Zhang & Ying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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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Li & Yue Zhang 
Chuan Han & Wei Wang 
Jingsong Li & Jun Tian 
Ronald J. McDermott & Deborah Swanson 
Tsing Zou & Lingya Zhou 
 
Fajun Wang & Shuang Tang 
Kevin R. Lassila & Xin-Rong Cindy Song 
Li Xin & Liu Hui 
Jijin Yang & Yunzhe Li 
William Richard Taylor & Virginia Ross Taylor 
Yuqing Chen & Xiaolin Wang 
Jianying Zhou & Yiping Shi 
Yanni Gou & Chaoyang Dai 
Jianming Yin 
Jingtao Wu & Hui Sun 
Haihong Chen 
Hairong Chen 
Xiaoyan Mo 
Yufen Liu 
Yansheng Liu & Zhidong Lu 
Lingji Chen & Ning Pan 
Sharon X. Pei & Xinzhuo Shen 
QingZhang Michael Gu & Xin Guang 
Xinggen Ren & Guoping Xu 
Annie Bouchard 

Rong Fu & Lingwei Qiu 
Zhicheng Hu & Wenlan Lu 
Xin Cai & Frank H. He 
Jishan Zhang & Yingchun Zhou 
Ning Shen & Qin Wang 
Liu Gang 
Hongwu Zheng & Kui Tian 
Chu Ji & Yue Ming Hu 
 
Hong An & Xiangwei Zhang 
Tetsuaki Tanimura/Mao Tanimura 
Chang Liu/Yanhui Hu 
Dingyi Wen 
Wei Chen/Ming Deng 
Xiangying Xie/John Cai 
Joan F. Wesolowski 
Wei Liu/Yaping Sun 
Jianping Zhou/Lin Shu 
Yalai Zhang/Guilan Cao 
YongQing Jiang 
Yanyi Y. Zhu 
Xin Li 
Liyi Zheng & Zhenghe Wang 
Yongli 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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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School Realty helps to bring life back to South Acton Village. We care about and 
contribute positively to our community and should do a better job for your real estate needs!” 

GGOOOODD  SSCCHHOOOOLL  
RREEAALLTTYY,,   IINNCC..   

124 Main Street, Acton   Tel: 978.264.0900 

Bedford 
 
14 Pine St. - Situated on a half-acre level lot, 
this ranch style house has a lot of potentials: 
improvement, expansions and/or building a 
new house.   $415,000.00 

Lexington 63 Oak Street - Quiet neighbourhood. 3 
bedroom, 1.5 bath, expanded cape. 1500 sf. move in 
condition. Best value under 500k in Lexington. 

 $489,900.00 

Bedford 20 Pine Street  - 4 year young colonial in a quiet 
street. Easy commuter location. 10 rooms, 5 bedrooms, 3 
bath, 2-car garage, 3500+ sf, 9’ ceilings. level lot 

$799,900.00 

Chelmsford Littleton Road #18 - Top level 2 bedroom large 
850 sf unit with balcony in Fox Hunt. Gleaming hardwood 
floors throughout. Walkin closet. In unit washer & dryer. 

 $189,900.00 

Marlborough 90 Violetwood Circle - Young colonial! Nice 
Neighborhood! Best Value! Awesome 1997 Colonial w/8 
rooms, 3-4 bedrooms, 2.5 baths & C/A! 

 $37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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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L 教学工作研讨会 
 

十月二十三日下午语言课完后，教务主任简建华在 201

教室召集了由所有 CSL 班的教师和助教参加的教学研讨

会。会上各位教师对 CSL 教学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

和总结，并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家长的反馈进行了讨

论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出席会议的还有校长刘玉明，副校长邓敏，和董事会主

席王泽养。 

 

【本刊通讯员】 
 

 
 

ACLS 新任语言课教师自我介绍 
 
一年级 B 班教师： 王倚宁 

 
大家好！我叫王倚宁，是一年级 B班的中文老师。 

 

两年半前，艾克顿中文学校刚成立，我就很高兴地将我

的女儿送来学中文；今年我又很高兴地将我的儿子送到

了学前班。更使我高兴的是：我自己也成为了艾克顿中

文学校的一名中文老师。我肩上的重担不再仅仅是我的

两个孩子，而是我的班上那二十个渴慕学习中文的学

生。我相信只要老师和家长认真配合，用各种形式来提

高学生们学习中文的兴趣，让他们以学好中文、讲好中

文为荣， 就会把学习中文的“艰苦”过程变成孩子们

和家长之间的“特殊”纽带和“幸福”的回忆。 
 
六年级 A 班教师 靳宏(Kitty Raymond) 
 
My name is Kitty Raymond, Class 6a teacher. I am a 
certified school teacher and have taught first grade in 
a public school for six years. I live in Marlboro with 
my husband, Phil, and our daughter, Janet. Janet is 
four and has just started to learn Chinese. 

 
I love children. I want them to see me not only as a 
teacher, but also as a friend, a mentor, and a person 
that they trust. I am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teach and learn at ACLS and to transmit our culture 
and heritage to our next generation. 
 

 
 

ACLS 新任文化课教师自我介绍 
 
数学 I & II 班:  Yike Jiang 
 
My name is Yike Jiang, and I teach Math I and II. I 
am an AB High School student in my last year. I 
myself have been throught the AB 
curriculum from Junior High so I know what to 
expect. I enjoy tutoring math and working with 
children. I hope to further interest my students 
in the world of mathematics as well as prepare them 
well for the challenges ahead. 
 
数学 III 班教师  Cynthia Wang 
 
My name is Cynthia Wang,  Math III teacher at 
ACLS.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Xi’an, Shanxi 
Province. I got my BS in Mathematics from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my Master's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from Queen's College of New 
York City. I am currently working as a full-time 
software engineer at Sun Microsystems. I taught 
college Math for about 4 years after I graduated form 
college. I love teaching.  
 
国际象棋班教师  Michael Zhang 
 
I am a high school student living in Westford. I am 
currently teaching the international chess class for 
begginers. 
 
Cartoon Art 班教师 Tammie Nguyen 
 
Hi my name is Tammie Nguyen, I'm a new teacher 
for cartoon art this year. I'm teaching students from 6 
& up. I enjoy teaching kids the art of cartooning. This 
is new for me I've never dealt with kids this young. 
So far it is going well. I've been drawing since I was 
7 years old. I've also attended Mass College of Arts 
for two years. Still today I've never stop drawing.  
 

教师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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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传奇之三： 

《无名英雄》之外的故事 

崔永员 

10 月 23 日，CBS 的周末特别节目《60分钟》介

绍了一位 60 年代在朝鲜的美军士兵 Charles 

Robert Jenkins 的故事。节目中提到了北韩的长

篇故事影片《无名英雄》，和 Jenkins 在影片中

扮演的角色。俺读中学时，电视里正热播《无名

英雄》。现在网友中仍不乏《无名英雄》的发烧

友，有心的同学只要翻翻过去我们的校刊，就能

找到笔名“豆满江”发表的文章，而豆满江碰巧

又是《无名英雄》主角俞林的代号，可见《无名

英雄》在上映 20 多年后的今天的影响。 

《无名英雄》讲的是 1953 年南北韩板门店停战期

间，南北韩间谍与反间谍站的故事。主要人物是

北韩间谍俞林在汉城与代号“金刚石”的另一名

北韩间谍，同以美军谍报队克劳斯大校为首的敌

特势力，做勇敢顽强地斗争的故事。俞林的公开

身份是英国报刊的战地记者，他利用剑桥大学老

同学朴茂，从朴茂处窃取了美军 T型高地作战计

划。俞林是卧底，金刚石是卧底，这简直就是 50

年代版的《无间道》，卧底的人天天担心的就是

底细被戳穿，卧底的另一面也就是背叛。遭受背

叛的朴茂为了复仇杀死了金刚石，自己也被老同

学解决，而活下来的人，反而生不如死。金刚石

其实就是克劳斯身边的红人顺姬中尉。克劳斯搞

了多年的反间谍，没想到身边就有一个卧底，所

以最后克劳斯仰天长叹，像刘德华一样给自己来

了一枪。不同的是，克劳斯很果断，他去见马克

思了。片子中，俞林为了窃取情报，接近珍尼特

夫人，珍尼特的老公就是凯顿博士，就是所谓美

国在朝鲜政策上的总设计师。 

而饰演凯顿博士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军士兵 

Charles Robert Jenkins。此公于 1955 年参军，

于 1960，1961 和 1964 年连续三次到南韩服役。

1965 年 1 月 5日，他越过三八线，向朝鲜人民军

投诚。根据他本人的叙述，当年他是因为害怕所

在部队即将被派往越南参战，当了逃兵。 

而此后的经历，却是他始料未及的。朝鲜将他做

为可以利用的宣传工具，所以给他一口饭吃，但

是却给他洗脑，强迫他背诵金日成的语录。除此

以外，虽然住在平壤，生活条件也十分贫苦。

1980 年，他与一名被朝鲜特务从别处绑架来的 21

岁的日本女子结为患难夫妻。育有两个女儿。 

2002 年北韩与日本关系进一步解冻，金正日向小

泉透露了多年前被北韩绑架的数位日本公民的内

情。Jenkins 太太回到日本，受到英雄凯旋式的

欢迎。Jenkins 本人因为害怕军事法庭的处置，

继续滞留北韩。直至 2004 年 9 月 11 日，他为了

表示对过去自己叛逃的忏悔，他主动向美军住日

本的一处军事基地报到，受到了象征性的 30 天处

罚和遣散。 

在此次 CBS 周末特别节目《60 分钟》采访

Jenkins 之前，2004 年 6月 5 日亚洲时报，时代

周刊亚洲版，和 BBC 广播公司，都对此公做过一

些报到。英文版的维基百科，此公名下还有专门

的条目，维基百科也提到此公 1982 年客串《无名

英雄》之故事。 

那天俺碰巧在观看 CBS 的《60 分钟》，里头播放

了五秒钟的《无名英雄》片段，此公与克劳斯大

校在一个画面上。由于意外在 CBS 的节目里看到

克劳斯，一激动没听清 Jenkins 扮的是克劳斯还

是与克劳斯演对手戏的凯顿博士（新版俏佳人

《无名英雄》VCD 中 31，32 集）。根据俺的观

察，这个克劳斯大校，和所谓的珍尼特夫人，都

是挂羊头卖狗肉，都由北韩的什么功勋演员所

扮，一举一动不像西方人。而 Jenkins 却是货真

价实的洋鬼子，演的凯顿还有点像模像样。 

受那个时代的朝鲜电影的局限，《无名英雄》里

的正面人物往往是高、大、全的形象，并且对我

志愿军的贡献只字不提。尽管有此局限，《无名

英雄》的故事很吸引观众，长春电影制片厂配音

大腕孙敖和向隽殊的配音给全片添加了特色。

《无名英雄》作

为长篇电影，在

小崔的心目中，

可以与苏联影片

《春天的十七个

瞬间》以及老电

视剧《敌营十八

年》相提并论。 

回音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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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衣戴帽 
 
明明： 妈妈，今天学校有演出，我要上台表演。

我应该穿什么？ 

妈妈： 你可以穿你的白上衣和黑裤子呀。 

明明： 我能穿一顶帽子吗？ 

妈妈： 明明，你不能说“穿帽子”，要说“戴帽

子”。 

明明： 为什么可以说“穿衣服”却不能说“穿帽

子”呢？ 

妈妈： 英文都说wear，但是中文就有不同的说

法。我们说穿衣服、穿裤子，但是要说戴

帽子，戴手套。 

明明： 哦，我明白了！英文的“wear”就是中文

的“穿”和“戴”。那我应该戴哪双鞋？ 

妈妈： 又说错了。你不能戴鞋，必须说穿鞋。 

明明： 哎呀！一会儿穿，一会儿戴，真麻烦！对

了，昨天，爸爸说他打领带。他 说错了

吧！ 

妈妈： 你爸爸没有说错。英文说“wear a 

tie”，中文可以说“打领带”。 

明明： 也可以用“打”？中文字的用法真复杂！

我的黑裤子太松，能穿皮带吗？ 

妈妈： 又错了吧。如果裤子太松，你应该系皮

带。 

明明： 哎呀，中文真是太难了！ 

妈妈： 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只要你坚持去中文学

校，好好听老师讲，平时多练习，你就能

学会。 

 

   

 
 
  
 
 
 

小练习   连一连： 
   

 穿  打 戴 穿 戴 系 

  

帽子 衣服 皮带 鞋 领带 眼镜 

 
编者的话：“轻轻松松学中文”与大家见面了，希望能给同学们带来乐趣。因为这是一个新栏目，

我非常需要你的帮助！如果你有好的故事或笑话，请写下来，寄给我。你可以自己写，或是让你的

爸爸妈妈帮忙写。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太忙，你也可以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我帮你写。请把故事发

到sj@acls-ma.org。或者星期天上学时到408教室 交给我。谢谢！ 
 
康原 
 
Because this is a new column, I need your stories! If you know any good stories or jokes, write them down 
and give them to me. You can write it yourself, have a parent help you, or tell me your idea in person. Email 
work to sj@acls-ma.org or hand it to me in room 408. Thank you! 
 
Yuan 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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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绍光谈健康饮食 

之一 

【编者注】近一段时间，国内十分流行洪绍光教授关

于健康的一些讲座。洪绍光教授是国家心血管科研领导
小组组长，他于二〇〇二年在中南海举办的讲座录音在
国内一度广为流传。他的保健理论很多都是最基本也是
最实用的，值得一读。这里摘录的是他讲座中关于饮食
健康的部分。 

 

民以食为天，合理的膳食很重要。因为合理的膳食可以

让你不胖也不瘦，胆固醇不高也不低，血凝度不粘也不

稀。那么合理膳食怎么办呢？两句话，十个字：第一句

话叫做一、二、三、四、五，第二句话叫做红、黄、

绿、白、黑。记住这两句话十个字，那就是科学的合理

膳食。 

那么，什么叫“一”呢？每天喝一袋牛奶。我们中国人

膳食有很多优点，但缺钙，中国人差不多 99%缺钙，缺

钙什么结果呢？三个结果：第一骨疼。缺钙的人骨质疏

松，骨质增生、腰疼、腿疼、老年抑郁忧虑，反正浑身

疼；第二龟背；第三骨折。一摔骨头就断了，只重视太

多了。我们碰到一个病人，病人就咳嗽，气管咳嗽老

疼，最后不咳嗽也还疼。他很奇怪是不是得了肺癌了，

结果到放射科照，放射科医生一看吓了一跳，他光咳嗽

就咳断的三根肋骨。住院以后，他还疾病不能翻身，老

不翻身，我帮他翻身，啪！又断一根，断了四根，全身

骨头都松了。所以缺钙造成三大症状。 

那么为什么会缺钙呢？因为每天每人需要 800 毫克钙，

而我们的伙食里仅有 500 毫克钙，就是要每天补足一袋

牛奶，正好补齐了。牛奶什么时候开始喝呢？从一岁开

始喝，喝到什么时候呢？终身喝奶。外国人很多人高大

健康，实际上因为他们喝奶喝得多。而现在日本人变

了，同龄中小学生，日本孩子超过北京孩子，比广东、

福建人高得多。为什么呢？很简单，二次大战后，日本

政府每天中午给小学生免费供应一袋牛奶。就这么一袋

牛奶，日本人一代比一代高，现在超过了中国人，所以

日本有句话“一袋牛奶振兴一个民族”。英国孤儿院做

过专门研究，孤儿没有爸爸妈妈，吃得一模一样，甲组

每加一袋牛奶，乙组不喝奶，就这么一点差别，结果到

了 15 岁，都要离开孤儿院，进行工作前的培训，结果

一看，一天喝一袋牛奶这组小孩身高比那组不喝牛奶的

小孩子平均身高高 2.8 公分；更重要的是喝奶这组，皮

肤细腻、眼睛头发有光泽、个个肌肉发达而且聪明。人

家外面来挑人啊，任你挑，孩子都孤儿嘛，你爱挑谁就

挑谁，第一批挑选，一看名单，全都是喝奶这批。可见

喝牛奶与不喝牛奶不一样，一袋牛奶就这么简单，但身

高体重、智能都不一样，一天喝两袋牛奶的要高 4.8 公

分，更明显。牛奶什么时候喝好呢？睡觉前，因为孩子

长个子，白天不长，晚上激素夜晨分泌，所以睡觉前喝

奶加一片维生素 C和复合维生素 B，这个孩子不但身

高、体重好，抵抗力强，感冒、扁桃腺炎、肺炎、发烧

什么也没有，很健康，一路健康。一袋奶加维生素 C、

B不到一块钱，就够了。 

很多家长对独生子很疼爱，但疼得不得法，怎么疼孩子

呢？有的家长给孩子买燕窝，买鳖精，还有什么西洋

参、蜂王浆，还有什么各种补品。同志们，其实哪有那

么多燕窝，一看燕窝，里面是猪皮；鳖精呢，说得更

好，电视台曾报道了一个工厂，一共养了两个鳖，做了

三百万鳖精，但这两个鳖还活着。花那么多钱买补品干

啥，其实就是牛奶加维生素 C加复合维生素 B就够了。

可我们中国人很我人一喝牛奶就拉稀，那怎么办呢？改

喝酸奶就行了，那我不爱喝酸奶，怎么办？喝豆浆，可

是要两袋豆浆，因为豆浆钙的含量是牛奶的一半，好，

那么有的时候，我牛奶不喝，酸奶我也不喝，豆浆我不

爱喝，那怎么办呢？如果你牛奶不喝、酸奶、豆浆也不

喝，那也简单，你就等死吧！为什么呢？健康是你自己

的事，健康面前人人平等，你遵循健康规律，一生平

安；你违背健康规律，你肯定碰得头破血流；你就是国

王、皇帝，一样死得比百姓还快，因为你违背健康规

律，健康面前人人平等，不以财富地位而有所变化。 

我们科里来了一位大款病人，亿万富翁，一个人就一亿

五千万，是一个公司董事长，38 岁，心肌梗塞，广泛

心肌梗塞，救活了，室背瘤，心脏很薄，正常 10 毫

米，他才 2个多毫米，跟牛皮纸一样。因此这个心脏很

危险，不能咳嗽，一咳嗽这个心脏就破了，一使劲心脏

就破了，所以他不能咳嗽，大便不能使劲，拄着拐棍很

小心。那天问他：“你有什么问题百思不解呢？”他

说：“为什么上帝对我这么不公平。我在单位不行了。

人家 38 岁不得病，80 岁都没得病，怎么我 38 岁轮到

这么要命的病，怎么我这样倒霉。”我说：“据我所

知，上帝是最公平的。自然规律是一样的，人世间很多

事不公平，但上帝是公平的。那你为什么得病，很简

单，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

心理平衡，你违背了这些规律。”他的血抽出来，立即

凝固了，血液太粘稠了，第二这个血放了 8小时，上面

厚厚一层油，很重的高脂血症，他体重 188 斤，腰围 3

尺 3寸半。合理膳食，你这个大款，天天大吃大喝，山

珍海味，生猛海鲜，你膳食不合理，所以 188 斤。适量

运动，但你出门就坐奥迪，有时坐奔驰，起码坐个桑塔

纳，你上二层楼都得坐电梯，不运动。戒烟限酒，但你

一天两包烟，顿顿都喝酒，烟酒无度。第四，心理平

衡，你大款哪里有心理平衡，你身边多少女秘书，你平

生活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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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得了她们吗？好，你这大款，你今天拉着小秘的手，

心理就颤抖，你明天拉着情人的手，血压往上走，血压

升高，你大哥大、BB 机身上挂，白天呼你，晚上叫

你，挣了钱你就激动，赔了钱你就着急，你天天没有心

理平衡。好，健康四大基石你条条对着干，你不得心肌

梗塞，谁得心肌梗塞。这正好说明上帝公平，健康面前

人人平等，谁违背谁倒霉，谁顺应谁健康，这就叫好人

一生平安。 

 

“二”是什么意思呢？“二”是二百五十克至三百五十

克碳水化合物，相当于六两至八两主食。这六两到八两

不是固定的，比如有些年轻人，民工他干活挺重，一餐

就要一斤半。有些女同志呢，胖胖的，工作量很轻松，

不用六两、五两、二两就够了，调控主食可以调控体

重，是最好的办法，现在减肥药很多，减肥霜、减肥

药、减肥喷雾剂，减肥太多了，实际上不用这么减肥，

怎么办呢？调控主食。大家听说过吗？意大利歌唱家帕

瓦罗蒂，体重 151 公斤，医生要他减到 90 多公斤，怎

么办呢？就是用这个办法，调控主食。我们治过一个病

人，身高一米四九，体得九十九公斤，用这个办法，一

天三两，头一个多月一天二两半，结果全年体重减轻

33 公斤，控制主食就可以控制体重。最近科学家提出

一句话减肥，这个最科学、最顺利的减肥法，叫做：

“饭前喝汤，苗条健康。广东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广东

人特别爱喝老虎汤，饭前喝汤，一喝汤神经反射到脑

盖，脑盖有食欲中枢，只要你饭前喝汤，就能使食欲中

枢兴奋下降，食量就自动减少三分之一，而且吃饭变

慢；如果没有汤，你就挑点菜用开水冲一冲变成汤，先

把这个喝掉，立刻能使食欲下降，我们北方人不一样，

北京、东北、北方人饭后喝汤，越喝越胖。这就错了，

为什么呢？你吃饱饭再喝汤，把胃撑得很大，又加上很

多汤汤菜菜，所以饭后喝汤越喝越胖，饭前喝汤苗条健

康，瘦人想变胖，饭后喝汤；胖人想变瘦，饭前喝汤。

一句话就能减肥”。 

“三”是什么意思？三分高蛋白。人不能光吃素，也不

光吃肉。蛋白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三份至四份就好，

不多不少。一份就是十两瘦肉或者一个大鸡蛋，或者二

两豆腐，或者二两鱼虾，或者三两鸡和鸭，或者半两黄

豆。一天三份，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吃一个荷包蛋，中午

我准备吃一个肉片苦瓜，晚上吃二两豆腐或二两鱼，这

一天三份至四份的蛋白不多也不少。蛋白过多，消化不

良，造成肠道毒素太多。蛋白太少了也不行，海灯法师

是蛋白营养不良加神经综合症，后来我们给他静脉点氨

基酸，治好出院后他辟谷，不吃不喝，营养不良，结果

死了。人吃蛋白跟谷物有个比例，我们知道人有三十二

个牙齿，其中四个臼齿，吃肉用的；二十八个是门齿，

用来磨碎蔬菜淀粉用的，也就是主要以素食为主。人不

能天天吃肉，你不是老虎啊，老虎都是臼齿，那当然就

是吃肉的，自然界的规律就是这样。 

那么什么动物蛋白质量好？鱼类蛋白好。吃鱼的地方，

阿拉斯加，舟山群岛，吃鱼越多，动脉越软，冠心病、

脑瘁中越少。植物蛋白以什么最好呢？黄豆。黄豆蛋白

不但是健康食品，对妇女还特别好，减轻更年期综合

症。到更年期的妇女血压忽高忽低，一会儿脸红，一会

儿脸白，一会儿心慌，一会出汗，脾气很大，这就是妇

女更年期综合症，外国妇女呢？她没什么事，她五十、

六十、七十、八十、看起来线条一样。很多外国八十岁

老太太出门就开车，开完车就上游泳池，人老了还游泳

还能跳水。中国就不同，为什么，她五十岁以前可以，

一到五十以后胖了，血压高了，骨质疏松了，记忆变成

老太婆了，因为我们没补充生理性雌激素，最好的现在

外国都用 DVA。很多高层次妇女都在用这个，豆类就有

这种雌性激素的作用，可以减轻妇女更年期综合症。 

“四”是什么意思呢？四句话，即“有粗有细不甜不

咸，三四五顿七八分饱。”精细粮搭配，一个礼拜吃三

四次粗粮，棒子面、老玉米、红薯这些粗细精搭配营养

最合适，三、四、五顿是指每天吃的餐数，我想重点讲

本七八分饱。同志们，请大家无论如何记得吃饭一定要

吃七八分饱。记住这一句话就可延年益寿，这句话非常

重要。古今中外，延年益寿的办法不下几百种，但是都

无效。真正公认最有效的能够延年益寿的办法就是一

种，我们叫低热量膳食，说白了就是七八分饱。就这一

个办法，古今中外公认能长寿，其它什么秦始皇找仙

丹，都没用。美国科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100 只猴子

随它吃饱，另外 100 只猴子七八分饱，定量供应。结果

呢？随便敞开吃饱的那 100 只猴子 10年下来，胖猴

多，脂肪肝多，冠心病多，高血压多，死得多，100 只

猴子死了 50 只；另外 100 只七八分饱的猴子，苗条、

健康，精神好的多，很少生病，100 只猴子 10 年养下

来才死了 12 只猴子，后来一直养着，观察到最后证

明，所有高寿猴子都是七八分饱。七八分饱确实很重

要，中医有句老话：若要身体安、三分饥和寒，很有道

理。美国有个很著名的专家，他的话很权威，写了一千

多篇文章，来中国讲过学，有一次讲完课，说快要到了

二十一世纪了，希望人人健康，我送你们两句最重要的

话，比一切药物都好。哪两句话呢？第一，吃饭七八分

饱。意思是说当你离开饭桌时还有点饿，还想吃，这就

是七八分饱。第二，上楼走路慢跑，就是平常出去走

路，住楼上不坐电梯经常走路上去，世界上最好的运动

说是步行。实际上有正常的运动量就是预防糖尿病、预

防冠心病、预防高血压。 

“五”是什么意思？就是 500 克蔬菜和水果。同志们，

人生最大的痛苦：癌症，晚期癌症。怎么能不得癌症

呢？预防癌症的最好办法，就是常吃新鲜蔬菜和水果，

新鲜蔬菜和水果有一个特殊作用能减少癌症一半以上。

河南林县，食道癌是全世界最多的地方，后来补充一些

维生素，新鲜蔬菜和水果，食道癌症明显下降。所以

500 克蔬菜和水果就相当于八两蔬菜二两水果，经常吃

点这个，预防癌症最好。这就是一、二、三、四、五。 

 

【下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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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 B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 陈海英 

 

爬平顶山 

宋大卫 

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参观了内蒙古大草原，那里非常美

丽。我们去爬平顶山，那是一群圆锥形的小山，被魔鬼

砍掉了顶。我们一边爬山，一边看风景。有一群羊，好

像小小的云朵飘在绿色的天空。草地上开着一丛丛紫色

的小花。爸爸爬得最快，哥哥第二，我第三，妈妈最

慢。我们爬到了山顶，风很大。在山顶上，我们看得很

远，下山的太阳，把云彩照成美丽的橘红色。天晚了，

我们要赶回去，所以不能看完太阳下山。哥哥下山最

快，我第二，爸爸第三，妈妈最慢。哥哥给我土豆片奖

赏我下山快。一群牛在山下欢迎我们。我非常喜欢这次

旅游。 

 

我的暑假 

金戈 

我过了一个很有趣的夏天。我在家里看电视，玩游戏

机，骑自行车。周末爸爸、妈妈还带我们去海滩，野

营。最后我们去了夏威夷，看了火山和热带雨林。我们

还乘潜艇到海底，看到很多不同颜色的鱼。我们玩得很

开心。 

水上公园 

汤宇华 

夏天里的一天，我去了水上公园。我们先开车去了朋友

家。我们一起玩游戏。第二天，我们一起去了水上公

园。里面有很好玩的东西。我玩得很开心。 

 

捉蜻蜓 

毛子筠 

有一天，天气很好。我们到夏令营外面的草地上去玩。

草地上有好多蜻蜓在飞，有红色的，蓝色的，还有花

的。有人说：我们比赛捉蜻蜓吧？看谁捉的多。我们都

说好。大家就开始捉蜻蜓。我们组捉得最多，得了第一

名。 

 

我去了迪斯尼乐园 

钱昆 

今年暑假我和妈妈，外公和姨妈一起去佛罗里达迪斯尼

乐园。我们看了很多有趣的表演，我还跟唐老鸭、米老

鼠和“太空人”照相。我们还坐了一个很快的翻滚车，

坐了火箭。我们还坐汽车看动物。迪斯尼乐园里玩的东

西很多，看的东西更多！我玩得很开心！ 

 

记夏天里有趣的一件事 

汤有有 

暑假里，我去了 Boston Science Museum。我们坐了火

车，我感觉很好玩儿。在 Museum 我看了鸟、蛇、虫子

和其它有趣的东西。我的爸爸给我们照相了。然后我们

又坐了火车回家了。这一天我真高兴。 

延恺林 

今年夏天我和爸爸妈妈去了加ná大的Banff和Jasper国

家公园。我们在公园里LùYíng（露营），爬山，HuáChu

án （划船）。有一天在Louise湖我们走了九英里。我

走得累Jí了，但是很高兴。 

在Jesper国家公园有一个小火车站。那里过的火车真

长！有一Liàng火车有七十七节车Xiāng。最高兴的是我

坐了一站VIA火车。 

我去加ná大玩儿得真高兴。 

小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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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聪 

我去了一个棒球夏令营。我们每天坐校车去棒球场去打

球，下午我们去游泳。有一天我们去参观 Fenway 

Park，妈妈给我五块钱，我用它买了两包棒球卡。夏令

营最后的一天我得了奖励。我很喜欢这个夏令营，因为

它很有趣。 

宋威威 

今年夏天我和我的朋友去了六旗公园。我们在“台风中

心”坐水滑梯，看特技表演。好玩极了。 

黄家辉 

在我家房子的斜对面，有一个小池塘。今年夏天，我经

常和我的小朋友们去抓青蛙，我们玩得非常开心。 

任恺文 

一个月前，我爸爸、妈妈、妹妹和我坐火车去波士顿。

然后我们坐船去一个岛上。我看见了好多我的朋友。我

跟他们打球了。然后我们放风筝了。那一天我玩得很高

兴。 

张妞妞 

今年夏天我在中国过的暑假，我跟爸爸、妹妹、姥姥和

姥爷一起去了长江三峡。我们坐的平湖号游船。我们坐

了另外两条小船看了小三峡，小小三峡。我们看到了好

多有趣的东西。我最喜欢的是看到了一群猴子在水边玩

儿。 

 

三年级 C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 汤爽 
 

自我介绍 
 

李思骄 
 

我的名字叫李思骄，我今年六岁了。我的学校叫

Miller School，我是一年级的学生。我家里有四口

人，我的妈妈、爸爸，还有我十六岁的大哥哥和我。我

喜欢看书和去上学。 

李安迪 

我的名字是李安迪。我今年八岁了。我在 Conant 

School 读三年级。我喜欢读书，我也喜欢天文。我还

踢球和弹钢琴。 

陶然 

我叫陶然，今年八岁了。我在 Douglas 小学上三年级。

我喜欢唱歌、画画儿、踢足球和滑冰。我有一个哥哥。 

宝宝 

我的名字叫宝宝，我七岁了。我有一个好朋友。我喜欢

游泳。我有 Rock Collection。我喜欢去中文学校，我

喜欢跟朋友赛跑。我会弹钢琴，我不喜欢弹钢琴。我有

一个妹妹。 

吴思迪 

我的名字叫吴思迪，今年十岁了。我上五年级。我去中

文学校学习。我会说一点儿中文。我喜欢画画儿和滑

雪。我有一只小兔，它的身体是两种颜色，白色和灰

色。我很喜欢它。 

刘美琪 

我的名字是刘美琪，我八岁了。我去 Douglas。我上三

年级了。我喜欢画画儿，玩儿玩具和读书。我家里有妈

妈、爸爸、妹妹、和我。我爱爸爸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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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 A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 刘鸣 
 

我的一封信 
 

伍莉莉 
 

亲爱的外公外婆：您们好！ 

 

我很想您们。上个星期天，中文学校开学了。我很高

兴！我现在上 4年级，我的班里有很多我的朋友。 

 

我在学吹长笛，我很喜欢。当我不想练习的时候，妈妈

和爸爸就说：“你不是真的喜欢吹笛子吗？”。 

 

在家里，诗诗会和我吵架。妈妈和爸爸很讨厌。大多数

的时候，诗诗吵不过我。 

 

再见！下次我再给您们写信。 

           

祝 

  

中秋节快乐！！                 

             孙     莉莉 

           九月十七日 

 

周晨 
 

亲爱的爷爷、妈妈：您们好！ 

 

我的中文学校开学了，我现在是 4年级了。我知道什么

是长城、故宫、还有天安门广场。我还参加了国际象棋

班，这门课很难，但我能学很多战术。我很高兴又能和

朋友一起玩。 

 

我喜欢中文学校！ 

 

  周晨 

九月十五日 

 

林加美 
 

亲爱的爷爷和奶奶：您们好！ 

妈妈、爸爸、姐姐和我很想您们。我们想明年回中国看

您们。爸爸和姐姐喜欢踢足球，我喜欢画画和看书，妈

妈喜欢听音乐。 

          

祝 

 

您们身体健康! 

 

  孙女   加美 

              九月十五日 

 

 

袁梦含 
 

菲菲姐姐：你好。 

 

昨天，我弟弟开始走路了，他慢慢地走了三步，我们都

很高兴。今天是中秋节，妈妈给我吃了一个月饼，月饼

很好吃。我想明年回中国跟你一起玩。 

          

祝 

 

姐姐中秋愉快！ 

  梦含 

九月十八日 

 

邝凯菲 
 

亲爱的弟弟：你好吗？ 

 

你喜欢中文学校吗？你学了什么字？我在中文学校学了

第一课《爷爷的信》，第二节课，我和几个朋友一起上

了数学课，很有趣。你的画画课，好不好玩？我真高

兴，我们每个星期天能一起上中文学校。 

 

爱你的姐姐：凯菲 

 九月十八日 

 

 

王潇 
 

小雪： 

         

你好。你现在干什么？我在做作业。你喜不喜欢学校？

我喜欢学校。你的老师好不好？我的老师太好了。 

 

  王潇 

                 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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