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4.16，星期一，晴
今天起来后，在客厅上网，收发邮件。布朗大学的几个人都回了邮件了。于
是决定这个礼拜四上午出发到罗德岛的布朗大学，礼拜五下午再回来，住一天。
同时也分别给他们几个回了邮件，说到时会去拜访他们。到 12 点左右去做饭，
做的是排骨炖芋头。吃完大概 2 点了，开始在网上订从纽约到罗德岛的大巴车票，
学生票单程 25 刀，来回 40 刀，而火车票单程就要 100 刀。订好后，关注布朗大
学和罗德岛的相关信息。
这样一直到下午 5 点，感觉有点累了，就到外面的篮球场去坐坐，晒太阳，
看黑人打篮球。在篮球场一直坐到 7 点，回来烧饭。上网闲逛，给布朗大学的国
际事务办公室发邮件，传递上海师大想和他们合作联系的信息。同时在网上预订
宾馆房间。今天还是有点累，要早点休息。

2012.4.17，星期二，晴
今天下午 6 点和周博士一起到附近的篮球场去打篮球。结果今天人不少，我
们在那里投篮了一会，他们就要打全场比赛了。于是只能在边上看他们打。看了
一会，晒会太阳，往家走。到家 7 点左右，上会网，吃饭。
吃完饭后休息一会，感觉还是挺想打球的。于是和周博士再去篮球场打球。
晚上篮球场还是有灯的，我们和几个黑人一起打，3 打 3，打的还比较开心，我
们组一直赢着的。但是由于缺少锻炼，我打了三局竟然脚抽筋了。在边上休息了
一会，看他们打。随后回家，休息一会，洗澡睡觉。

2012.4.18，星期三，晴
今天起来吃早饭后，在客厅上网，准备去布朗大学的资料。随后出发去 TC
上 3 点的课。今天莱文教授主要介绍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成本和收益差异，
他首先介绍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定义，并以中国为例，列举现在职业教育在
一些国家的不重视。相对来说，职业教育投入要比较多，包括设备、小组讨论等，
而普通教育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他还列举了一项对秘鲁的研究，分析了这项研究
中所涉及的一些表格。另外，有趣的是，莱文老师还是巴塞罗那足球队的球迷，
上课的时候还谈了下足球，因为现在巴萨正在进行欧洲冠军杯半决赛。莱文老师
一直讲到 4 点 10 分，然后还是分教室讨论。因为口语能力有限，参加讨论觉得
没多大意思，所以我就没参加讨论，直接回家了。
到家约 5 点，在网上继续准去布朗大学的注意事项。“未来中国社”负责人
发邮件说，这周四晚上 6 点全体理参事开会。但是我要去布朗大学，所以就不能
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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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4．19，星期四，晴
今天 7 点起来，起来吃了早饭，收拾一下，7 点半出发到时代广场的公交总
站坐大巴去布朗大学。到车站才 8 点，等了近一个小时才上车。上车把打印出来
的票给他，结果他竟然收走，不还我了。我说能不能还给我，我拿去报销。结果
他说不行，必须交给他。哎，没办法了，看来只能再打印一份去报销。上车的人
并不多，很多座位都空着。而且美国的汽车公司很奇怪，不同时期订的汽车票价
不一样，越提前订越便宜，学生票也更便宜。
车子刚开始开出的时候，纽约的天气还很阴沉。不过后来天气越好越好。我
昨晚没睡好，所以在车上睡了一会。醒来后，看会窗外。美国的交通真是四通八
达，一路都很平坦。而且两边的树木很多，天空也很漂亮，偶然飘着几朵白云。
在路上，我还把电脑拿出来看看有没有网络，结果竟然有公交公司的无线网络，
美国的网络看来真是牛啊。
到罗德岛的 provindence kennedy plaza 约为 12 点 40 分，打电话给赵博士，
请教他怎么去布朗大学。在他的指导下，上 42 路车，坐 2 站顺利到达布朗大学。
先和赵博士见面，他看上去很年轻，也很热情，后来一问是 79 年的。我们在新
的心理系大楼一楼的大厅里面坐了一下，聊了一会天，结果竟然被一个老外用标
准的中文和我们说：
“请你们说话声音小一点”。有意思，呵呵。在该大楼里逛了
一下，由于是新建的楼，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照相的东西。随后他带我去老的心
理系大楼转了转，廖先生应该就是在老的大楼里面学习的。结果该大楼在装修，
什么老的有纪念意义的图片都被移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随后赵博士带我参观
布朗大学，帮我找到我要去的几个地方，并帮我照了一些相。布朗大学有几个地
方确实很休闲，美国大学生过的很开心滋润啊。

逛到 2 点半，他要回去陪老婆孩子吃饭，他孩子才 1 岁多一点。于是我自己
一个人先到档案室。由于和档案室的老师 Gayle Lynch 已经约好，所以我在一楼
借书台让值班老师给她打个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到了。过了一会，她就推了一个
手推车出来，上面是一些廖世承先生的资料，还有她帮我复印的一些东西。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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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非常好的老太太，人真是太好了，帮我做的很多。我感谢了她，并给了她小礼
物。然后我自己在阅览室的一张桌子上再仔细看那些资料，并给这些资料照相。
廖先生的博士论文挺有意义的，但是他的论文是心理学的，所以还是有点难以读
懂。另外还找到了廖先生老师对他论文的修改意见。而且，廖先生还到哥大参加
过一个暑期班，和哥大还有点渊源啊。
弄完资料到 4 点，我想可以顺便今天去拜访下布朗大学国际事务办公室，明
天上午就可以不用过来了。出来的时候刚好碰到 lynch，和她又聊了几句，欢迎
她到中国和上海去玩，她也很热情，说如果找到廖先生的硕士论文，再给我发过
来。最后可惜忘了跟她合影，很好的一个老太太。
随后找到国际事务办公室，和一个值班的老师 Sarah

Daly 聊了会，告诉她

上海师大将要召开廖世承先生纪念大会，欢迎布朗大学校领导到上海师大参加这
个会议，也传达了上海师大想和布朗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的信息。随后把相关的宣
传资料给她，请她有问题给我发邮件。
办完之后 4 点 40，本来约好布朗大学中国学生学者会主席姚淑敏见面，但
是她要 6 点后才有空，所以这段时间只能在布朗大学里逛一下。结果今天运气还
不错，布朗大学举行狂欢节，在广场上有很多吃的和玩的，都是免费的，人也不
少。活动也挺多，有表演跳舞的（有很多学生团队参与表演），有坐滑梯的，有
骑金牛的，有双方站在桩上用气球棒互打的。吃的有面包、香肠和牛排，有中国
以前常见的棉花糖等（美国学生很爱吃棉花糖，排着长长的队领取），还有爆米
花、冰水、雪糕、饮料等。我也吃了一点，看了会表演。

等到 6 点 15 分左右，姚博士过来和我见面，聊了一会。因为坐公交不方便
去我的宾馆，所以她叫她师兄送我到宾馆，挺麻烦他们的。办好入住手续后，我
到房间一看，感觉条件还不错，心情挺爽。随后在房间里上会网，洗完澡，躺在
床上看电视，练习听力。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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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4.20，星期五，晴
昨晚看电视比较晚，到凌晨 1 点半多才睡。但是今天早上 6 点多就醒了，看
了会电视，又接着睡。一直睡到 10 点起来，起来上会网到 11 点半，然后去退房。
让服务员给我开个 bill，结果开出来的账单上面没有金额，他说只能把网上的
订单打出来，才是有金额的账单，他们这里打不出来。退房之后就往布朗大学走，
走路倒不远，20 分钟左右就到了。路上的风景也还可以，就是我带着的电脑包
太沉，把我累坏了。
布朗大学今天好像又要搞活动，中午的时候已经在广场搭建舞台了。我在布
朗大学的 Subway 店里买了个面包和矿泉水，味道感觉还可以。随后到心理系的
休息大厅看了一会廖先生的博士论文，觉得还是可以好好挖掘一下的。

看到 2 点钟，就往教育系走，去找李瑾老师。到了之后，和她碰面。她人很
好，也很热情。我把廖先生的材料给她看了，她也比较激动，深为廖先生的成就
感到佩服。特别是看到杜威曾读过廖先生的博士论文，更是佩服的不得了。她说，
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好事，上海师大应该好好地把廖先生的这些档案资料整理一
下，这是学校发展的财富。
另外，还和她聊到了上海师大和布朗大学合作联系的事情。她说，布朗大学
现在也很提倡国际化，提倡美国学生走出美国，所以他们在几年前专门成立了国
际事务办公室，由一个副校长兼任办公室主任。而现在我们上海师大有廖先生这
个历史渊源和联系，也有对外交流的需要。两个学校完全可以好好地沟通联系一
下，加强合作。比如研究生可以有 1 年或 2 年到两个学校互相访学或研究，两个
学校的导师共同指导，来获得学位。我说，目前我们学校希望先建立联系，先有
更多短期的师生互派交流。不过她也说到，最好还是由张校长或国际交流处以官
方的名义和布朗大学的国际事务办公室主任联系，邀请布朗大学校领导去参加廖
先生的纪念大会或者建立合作联系。有廖先生的历史渊源，建立联系会更有因由。
为什么更渴望和布朗大学而不是其他大学建立联系，廖先生曾在这里留过学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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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很好的理由。
李老师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她和中国的联系还挺广泛的。最近她就把一
个深圳的校长和教师代表团介绍到布朗大学来学习，而且她也经常到国内大学去
做讲座。她还曾经来过上海师大教育学院做讲座，那时候还是卢家楣老师做院长
呢。由于她一直有学生来访，所以我们只能从 2 点聊到 3 点，然后在她办公室和
系大楼门前和她合影留念。

聊天结束以后，我再逛了会校园到 3 点。随后我往 kennedy plaza 车站走，
去坐车。由于不知道怎么走，路上问了一个人。谁知那个人非常热情，他说他刚
好开车要去那里，让我坐他的车和他一起去。他开的还是宝马呢，车上前排还有
一位女生。我想大白天的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于是就上车了。几分钟就到了，
到了之后，感谢了下他。
在车站坐着等了一会，觉得时间还早，才 4 点多一点，离 6 点的汽车还有将
近 2 个小时，于是我就想到哪里去转转。听说 new port 不错，而且票价才 2 刀，
我想距离应该不是很远，于是就坐上到 new port 的车。结果这个车走啊走，走
了半个多小时还没到，我觉得事情不妙，看来时间来不及，去不了了。问了旁边
的一个人，他说还要半个多小时呢，看来是挺远的，于是到前面一个站就下车了。
下车后怕弄错等车的地点，就问了一个人，那个人也非常热情，带我到等车的地
方，还陪我聊了一会才走。还好，过一会公交车就来了。到车站 5 点半，在车站
等了一会，买了一个面包车上吃。6 点 10 分左右上车，到纽约 9 点半。坐车还
是挺累的，特别是提着一个比较重的包。到纽约时代广场后，坐地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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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后收发邮件，发现未来中国社把昨天的会议记录发给每个理参事看了，
做的还是比较详细的。这些 TC 学生做事情还是挺认真的，要向他们学习。今天
挺累的，明天是周末了，要好好休息一下，补充体力。

2012.4.21，星期六，晴
昨晚睡的挺香，今天起的较晚。吃完午饭后，在网上闲逛，看巴塞罗那和皇
马的国家德比。今天比赛又是下雨，巴萨打的不好。上半场被打进一球，下半场
好不容易扳回一球，却在几分钟之后就被 C·罗打进一球。最后终场 1 比 2 主场
输给了皇马，总分已被拉大到 7 分，联赛没有几轮了，巴萨要夺冠恐怕要出现奇
迹了。而且几天前巴萨在欧冠上也输给了切尔西，看来巴萨这段时间状态一般。
过几天和切尔西的第二回合生死战要是再输的话，巴萨这赛季就有点尴尬了。地
球最强球队也要加油了。
在网上待到近 4 点半，出门去晒晒太阳，到篮球场看黑人打篮球。看了一会，
去逛了下超市，买了牛奶、面包、肉类、蔬菜之类的，东西不少，共花 33 刀。
到家后再上会网，看点资料，洗个澡，就睡觉了。

2012.4.24，星期二，晴
今天下午去 TC 上 5 点的课。今天上课的内容是“质量评估对国家和大学的
影响”。还是老师先讲，用启发性的方法让学生来回答。最后半个小时分组讨论。
上完课后 7 点，往家走，到家 7 点半左右。周博士在家，和他聊了一会。然
后上网看看新闻，发现巴萨被切尔西淘汰了。看来我的预言成真了，这个赛季不
属于巴萨。

2012.4.25，星期三，晴
今天去 TC 上 3 点的课。今天的课程讲的是“班级规模”，莱文老师不在，由
他的两个助教来给我们上。通过几个量化研究介绍了小班教学的优缺点。上到 3
点 45 分，然后讨论一个问题：
“确定一个班级规模的研究问题，并思考如何去进
行？”讨论 15 分钟，然后花 10 分钟时间分享观点。今天 4 点 10 分就下课了。
下课后，和班上的王博士一起到 TC 的一个地方参加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是
关于各种游戏的，你可以免费参加。不过这些游戏都有点智力游戏的味道，都在
网上操作，我们都没有多大的兴趣。较好的是，活动提供免费的饮料、小吃和
PISA。不过人多粥少，PISA 很快就被抢光了，不过我还好，吃了两块，虽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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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饱，但是填了下肚子。呵呵。在里面和王博士聊了会天，谈了谈学术。
呆到 5 点半，就往家里走，到家 6 点左右。感觉还是挺累的，特别是眼睛。
所以在家休息了一会，和周博士聊了会天。随后上网看看新闻，随便吃点晚饭。
然后到周博士实验室去把廖先生的资料都再复印了一份。今天晚上要早点睡，少
看点电脑，眼睛有点累啊。

2012.4.28，星期六，晴
今天下午去纽约大学和胡锦伦见面。他是上海师大本科毕业，在纽约大学读
了硕士，今年 5 月毕业，已经在上海找好工作，他 6 月初打算回国。4 点 50 左
右和他碰面，然后和他一起逛了纽约大学。纽约大学没有整体的校园，它的建筑
比较分散。只要你看到插有“NYU”旗子的建筑，那就说明是这个建筑属于纽约
大学。还看了华盛顿广场。
和他逛了半个多小时，随后和他一起到唐人街去吃饭。他带我去了一家川菜
馆，点了水煮鱼、葱爆牛肉、豆腐和夫妻肺片，花了 60 多刀。是他付的钱，以
后回上海了再请他了。吃完之后，和他一起逛了下唐人街。
到家大约 9 点，随后上网闲逛。最近写论文太辛苦了，感觉还是有点累，特
别是眼睛有点吃不消。晚上要早点睡觉。

2012.4.29，星期日，晴
今天去法拉盛去给张校长寄廖先生的材料，顺便买点菜。到法拉盛 2 点 40，
寄了材料，买了瓶眼药水，再到超市去买了点食品，包括排骨、虾、水饺、素菜
等。买完 3 点 40 左右。随后坐地铁往家走。在地铁上看到一对情侣，男的是印
裔，女的是白人，下地铁的时候却是女的拎大箱子，男的却没有帮手。即使是女
孩的箱子，男的也应帮着提啊。看来印裔也挺不绅士的啊。
6 点半，往 TC 走，去参加 7 点的未来中国社社长的投票选举。有两个候选
人，本来还以为要有竞选发言，结果到了之后就直接投票，投完票就可以走了。
不过也没有白跑着一趟，了解到有几个人也要去参加哈佛大学的中国教育论坛，
到时可以一起去。

2012.5.1，星期二，晴
今天去上 5 点 10 分的课。到了之后，坐了一会，就开始上课。今天老师主
要是对上次布置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解释。老师讲到大约 4 点左右，就让学生分小
组讨论。今天我还想去东亚图书馆看看，于是就没参加讨论。到东亚图书馆之后，
发现里面的书真不少，有 4 层楼，放着都是中文、日本和韩文的书。我在里面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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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会，本来想借周博士说的两本书，但是都没有，于是就借了 4 本自己想看的
书。随后坐地铁回家。

2012.5.2，星期三，小雨
今天 10 点半起来，起来后在客厅写到纽约三个月以来的研修报告。因为昨
天人事处的蔡老师给我发邮件了，说要每三个月提交一次报告。写好之后让周博
士给我打印好，然后在他中午回来的时候带给我，因为我下午要去上导师的课，
刚好可以让他签字。到 2 点 20 的时候往 TC 走。到教室开始上课，今天是春季学
期该课程的最后一堂课了。首先还是导师讲，介绍了一些关于教师薪水和教师动
力的研究，特别是墨西哥、巴西和南非等国的情况。导师上到约 4 点，随后让每
个学生填写一个教师评价表，就是你对这个教师和这门课的评价。我填的都是很
好或好，不过我看旁边的一个人，她倒是填的很仔细，而且也不全都是好。
上完之后，去找导师签字，顺便和他聊聊，然后想和他合影。办公室有人，
在门口等了一会。导师先是问了我的一些情况，然后才开始写评语和签字。弄好
以后，和我聊了几句。我提到，过几天要去哈佛大学参加一个会议。他就说哈佛
大学很小，还说波士顿有个卫斯理女子学院在中国很有名，他还问我知道为什么
有名吗？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当然说不知道了。然后他就有点得意地说，因为
宋美龄在这里读过书。呵呵，挺有意思的。聊了一会，还聊到了曾老师，并向我
介绍了华东师大的李明华副教授，给了我李教授的 E-mail。李教授是导师较早
时期的博士生。随后刚好有另外一个人过来，于是就让这个人帮我们照了两张相，
告辞出来。

出来后约 5 点，到中国教育中心坐了一会，和龚博士聊了一会。到 5 点半去
computer lab 去扫描。里面的电脑都是苹果的，用的不太熟。扫描也不太顺利，
最后好不容易弄好了。回来发现一看，还是不能用，同样的内容扫描了好几次。
哎。随后和龚博士坐 6 点 05 分的班车。第一次做班车，虽然离家不远，但是也
去坐一坐，熟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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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5.3，星期四，阴
今天 10 点半起来，起来后上会网。今天主要工作就是要建一个哥大访问学
者 QQ 群（因为昨天未来中国社发邮件建议我建一个哥大访问学者群），然后要把
往返机票和研修报告弄好。首先是建立了一个 QQ 群，随后去下载 PDF 修改软件，
把昨天扫描的文件进行修改。弄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把它弄好了，然后给纽约
领事馆、学院和人事处各发一份。研修报告每三个月要写一份，虽然字数要求不
多，但是要找导师签字，还要扫描，也挺麻烦的。
吃完午饭后，开始准备订机票。在网上比较了几家，最后找定一家。我预定
了 6 月 4 日从纽约到上海，7 月 3 日从上海回纽约的美联航机票，他给我说的价
格是 1300 刀左右，是几家当中最便宜的。虽然学校能报销，但是还是要节省点。
预定了以后，他还不能马上给我答复，他们也要申请的，说要明天才能回复。
弄好之后 4 点多，在网上闲逛下，随后休息一下，到 5 点半左右到外面去逛
逛。闲着没事，一直走到 TC。在 TC 有个会议，提供吃的东西，我顺便去蹭了几
块水果和饼干。随后往家走。到家 7 点半左右。

2012.5.4，星期五，晴
今天 10 点半起来，吃了面包牛奶后在客厅上网。今天想把回国的往返机票
给定好。昨天说好的那家说没有订到这个时段的票，订的是 6 月 1 日到 6 月 27
日，而且价格要 1500 刀左右。而且还说不能刷卡，要给个账号，让我打钱。这
样的话我就有点不放心了，而且这个公司好像也不是特别大的公司，还是找个特
别大的公司稍微放心。于是又另外联系了比较有名的一家公司——纳美航空，和
工作人员 sam 联系了下，来来回回也花了点时间。
吃了午饭大约 1 点，在等他回复的过程中，我想去邮局把包裹取了。于是走
到了邮局。虽然只有十条街的距离，但是感觉还是挺远的。在邮局排队等了一会，
虽然前面只有 3、4 个人，但是美国邮局人员的办事效率也实在是不高，而且一
个一个都非常胖，看他们走路都走不动。后面的人有点不耐烦了，排我前面的人
就说，这很正常的，每次都很慢的。看来这是常态啊。不过还好，等了 20 分钟
左右，就到我了。我也顺利拿到包裹。
到家 2 点多，在 网上继续和 sam 联系。结果他说现在申请的太晚了，特价
票都没有了，现在 6 月 4 日至 7 月 3 日这个时间段都要 1785 刀了。算了，就这
个价吧，再晚说不定就订不到了。在网上把一些事情做了，然后就等着收电子机
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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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5.5，星期六，晴
今天起来吃了早饭后，把房间收拾了下，然后给房间、客厅、厨房照了些相，
打算在发布租房帖子的时候用。但是，昨天我在哥大 BBS 上申请的那个账号还没
通过审核。只有通过了，才能发帖。
吃完午饭，在客厅坐了一下。想出去走走，本来想去博物馆，但是看天气也
不是特别好，还是决定去篮球场逛逛。到篮球场逛了下，看到几个中学生在打篮
球，过去加入他们和他们打了一下比赛，三打三。我打他们还是绰绰有余的，呵
呵。不过过了一会，来的人多了，他们就不打了，就都是大人四打四，我也加入
了，打了两场。不过我们这边有几个人打的不好，最后都输了。自己感觉嘛，第
一场还可以，第二场有点累了。打完之后，在旁边休息了一会，看他们打球。很
多黑人打球确实不错。

2012.5.6，星期日，晴
今天 10 点起来，吃了早饭后，和周博士一起去莱特莱斯。主要是因为他想
把他上次买的鞋给退掉，然后再去买点其他东西。开车经过新泽西州，路上的风
景还是挺漂亮的，而且人也不多。开了将近一个小时，约 11 点半到了地方。因
为是第二次来，所以新鲜感相对不强。在莱特莱斯，我们逛了将近 4 个小时。我
买了一双耐克鞋，50 美元，一条 LEVIS 的牛仔裤，35 美元，一件 LEVIS 的 T 恤，
20 美元，共花约 100 刀。周博士买了一双耐克鞋，还有其他一些衬衫、T 恤，共
花约 200 刀。不过中午在莱特莱斯吃了个午饭，花了近 10 美元，还是挺贵的。
另外，在这里还是看到不少中国人，听到不少人在说普通话。咱们中国人现在有
钱了啊。不过说实话，很多牌子确实比国内的便宜。
到 4 点半左右，我们开车去法拉盛买菜。路途还是挺远的，开了将近一个半
小时。在超市里买了肉类、蔬菜等食品，我花了 70 美元，不过满满当当有不少
东西，可以吃两个礼拜了。随后我们去上海小吃店去吃晚饭，点了一个蹄髈和水
煮牛肉，共花 35 刀，AA 制。今天还是花了不少钱，以后要稍微节省点了。

2012.5.7，星期一，阴
今天起来后在客厅上了会网，然后开始干活。关于廖先生的论文已经写好了，
要开始写“纽约教育发展”的书稿了。做了一会，去查收邮件，发现社科处的徐
老师给我发邮件，说我申报的上海教科一般项目通过校内初审了，要在网上重新
填申请表。于是就了解了相关信息，尝试着填了下，发现还要填写课题组成员的
身份证号码，真是麻烦，于是我只能给课题组的成员都发去邮件，询问他们的身
份证号码，填表也只能晚上再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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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腾到 1 点半，随后去做午饭，做的是炒虾和生菜。做的较多，中午没吃完，
晚饭接着吃。吃完饭约 2 点半。在网上再看了会资料，因为昨天太累，而且昨晚
好像没睡好，天也阴沉，适合午睡。于是就去午睡了下。
一直午睡到下午 6 点，起来上了会网，写了日记，继续看会资料。等到 9
点以后就开始联系相关人员，联系好之后就在网上填写上海教科项目申报。

2012.5.8.星期二，阴
今天 10 点半起来，起来吃了早饭后在客厅上网，想把上海教科项目网上申
报填写。昨晚虽然把各个成员的身份证号码要到了，但是网速超慢，也不知道是
家里网络的原因还是申报系统的原因，所以就只能今天白天再来填写了。但是白
天也是一样，网速很慢，很难把信息输入进去。于是我就想到学校去试试，而且
刚好下午也要去上课。于是到 11 点半，赶紧去做午饭，炒了个青菜，配上昨天
的虾，就把午饭吃了。吃饭大约 12 点半，就往学校走。
到学校图书馆 1 点左右，开始把项目申报的信息输入。结果速度很快，看来
是我住的地方的网络原因。虽然网速很快，但是这个申报系统都不太稳定，也经
常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所以把所有信息都输入，也花了不少时间。到下午 3 点左
右才弄好。弄好之后，在图书馆上了会网，闲逛了下。
到 4 点半，去上 5 点 10 分的课。今天的课是春季的最后一节课。上课之后，
老师让学生以组为单位，讨论自己感兴趣的高等教育政策问题。讨论了 10 来分
钟，让每个小组说自己的观点，老师再加以补充，花了一个多小时。随后老师让
几个作业做的好的学生讲一讲他们的作业，最后，发给每个学生一张表格，对这
门课进行评教。在评教过程中，老师为了回避，直接回了办公室。我本来还想拉
着一个中国学生去老师的办公室照相，不过该学生说有人在等他，而且今天天气
也不好，阳光也不充足，所以那就下次吧。
到家 7 点半，上了会网，发了几份邮件，把去波士顿的往返汽车票买了。

2012.5.10，星期四，晴
今天 6 点去 TC 开会，今晚 7 点到 8 点是未来中国社在这学期的最后一次例
会。
我想先打印两页纸，在路上去一家打印店问了一下，打印一张 1 毛五，但是
你用了电脑就要 3 美元。呵呵，算了，我还是去图书馆自己摸索吧。于是到图书
馆去打印。以前没有在图书馆打印过，都是麻烦周博士帮我打印的，但是今天他
没去实验室。我听说哥大学生在图书馆打印，每个礼拜有 25 页的免费打印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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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好图书馆碰到个熟人，然后她稍微指导了下。在她的指引下，我还是自己摸索
出来了。呵呵。原来是首先在一台电脑上点击“打印”，然后就会把要打印的东
西发送到那边的打印机器那里去，然后你再去打印机器那里输入你的学生用户名
和密码，它就会把东西打印出来的。
打印好之后，到图书馆 RH305，发现只有 2 个人在，看来放假了，大家都不
积极啊。等了一会，来了有 6、7 个人了，就开始开会。首先由常务副社长吴同
学介绍了未来中国社的使命和架构，并介绍了相关部门的职责和人员分配。作为
访问学者群体的代表，我在媒体和公共关系部门，就是要宣传未来中国社的形象
和活动。最后吴同学还提出了一个荣誉制度分配，说为表现好的成员设立杜威勋
章、行知勋章、适之勋章等。不过我们讨论决定，设这些勋章还不如设一个什么
奖，拉一个赞助人，然后以赞助人的名字命名。随后我加入了一个小组暑期公益
项目的讨论，主要是在纽约小学中宣传中国文化。在这个活动中，怎么拉资助、
怎么选学校、进行哪些活动都还需要再思考和准备。
一直讨论到 8 点半，然后他们一些成员还要一起去吃饭。我由于回来还有事，
于是就不和他们去了，直接回家。到家 9 点多一点，吃了晚饭，上了会网。今晚
要早点睡，明天还要去哈佛大学参加中国教育论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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