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3.6，周二，晴
今天下午 5 点有“高等教育政策”的课程，这堂课讲的是私立高等教育，
因为快期中考试了，所以教师 Cavin 教授上课前先让学生拿出一张纸，把自己对
这门课的评价和改进写在纸上，不用写名字交上去。为了避嫌，老师还在学生写
的时候到外面去。另外，该老师每节课都会有作业，就是在每节课上课前把自己
在上课前看的资料的问题回答好，打印出来，交给他。这样也挺好，在上课之前
对上课的内容有较深理解。该老师上课的特点是没有 PPT，喜欢引导学生讨论，
得到最后的结果。
今天老师讲了州和国家在私立高等教育的分别作用，包括学生资助、奖学
金、学费、认证、招生等。最后半个小时，小组讨论，讨论的问题是：你认为私
立高等教育应占多大份额？政府应如何支持高等教育？应如何规范私立高等教
育？在哪些方面规范？等。
上完课后，心血来潮，去买了一杯咖啡，在路上边走边喝，以前我很少喝
咖啡的。

2012.3.7，星期三，晴
今天下午 3 点有导师莱文老师的课，不过他今天没有来上课，是他的两个
助教给我们上。两个助教分别介绍了关于 Education Production Function 的一
些有名论文，介绍了这些论文的一些观点和结论。上了将近 1 个小时，然后分小
组讨论，讨论半个小时，今天的课程就结束了。现在就进入春假了，要休息一个
礼拜，也就是说，下礼拜的课程不上了。
上完后 5 点，在出教室的时候和一个中国男生王博士聊天，他也是上海人，
本科毕业于上海交大，现在在 TC 读 Phd。和他聊了一会，他说他博士毕业后可
能还是想在美国找工作，但是不在学术圈，而他的家人想他回去高校发展，他有
海外博士学位，而且外语不错，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因为他发的论文不多，所以
是否能进高校也不好说。聊完后，到图书馆呆了会，看了会书。
到晚上 7 点半，到地铁口和周师姐会合，因为今天说好和她以及另外两个
人一起去吃包子的。在地铁口见面，一个是男生，姓向，在 TC 读博士，重庆人，
北师大的本科，但是他也说博士毕业后不想去学术圈，想去公司。真是人才浪费。
另外一个是女生，姓王，北大博士，现在在 TC 做访问学生，福建人。随后一起
坐地铁到 56 街那边去吃包子。点了三笼小笼包子，还有两个菜，结果四个人吃
了 60 刀，而且都没吃饱，感觉还是有点小贵的。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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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8，星期四，晴
因为前段时间都在收集、整理和翻译一些资料，感觉有点烦了，所以今天
开始正式写“纽约教育发展研究”的书稿了，在写书稿的过程中不断地查看中文
资料。写书稿也挺难的，要有原创性，就必须找到相关的一手英文资料，而且要
把它转换为国人习惯的阅读话语和思维方式，这是很花时间的。看中文资料花的
时间会少点，但是这些资料已经是二手资料了，原创性和珍贵性就缺少了。所以
我的策略是每章都最好有部分内容来自于中文资料，部分内容来自于外文资料，
这样的话在时间和原创性上都比较有保障。
另外，今天还看了两篇类似散文的学术论文，一篇是“大学应该培养什么
样的人——谈哥大三尊雕塑给我们的启示”。作者是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党委副书
记罗海鸥，他从哥大的三尊雕塑：钢丝上的行走者（Tightrope Walker）、沉思
者（Le Penseur）、铁匠（Le Marteleur）展开，认为这三尊雕塑分别代表着三
种理念：大学应培养超过老师的学生；大学需要学术大师、思想巨匠等“大人物”；
大学也少不了在平凡岗位上工作的“小人物”的配合。
另外一篇是是“大学怎样让学生做主——感受哥大的课程教学”，作者为我
国著名的特级教师李希贵，他从美国课程专家戴维博士的一个问题“学生是课堂
的主人吗”这个问题开始进行讨论。这个问题有的人认为不需要回答，因为这个
话语已经成为很多学校的宣称口号了。但是，在我们的校园里，学生真的是课堂
的主人吗？在课堂上，如果真的把学生当做课堂的主人，为什么主人在课堂上还
要小心翼翼？坐要有规矩，有问题要举手，没有老师的同意不准站起或坐下，这
些规定能体现学生在课堂上是主人吗？所以我们在理念方面应该来说还是可以
的，并不是很缺理念，但是缺少的是如何把理念正确地用于实践中。
李老师还提到，我们一般在说到点评专家时，都不包括一线的中小学教师，
但是美国老师指出，对于分析、评价课堂教学来说，一线教师就是专家。是啊，
在我们的印象中，专家就是要要说一些高深的理论，要有高学历、高职称，要能
说到头头是道，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一线教师是基层工作者，他们懂什么啊？
连一线老师他们自己也会自卑，也不敢有这样的追求和理想。同时，他也提到要
尊重“小人物”。就像他说的，哥大教师学院墙上挂着的图片并不是学院的领导
们，而是一些校工。在他们看来，每个岗位都可以创造奇迹，都应受到尊重。我
个人也觉得，在美国，好像并没有很严重的岗位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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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9，星期五，晴
今天下午 2 点半，和周师姐在 59 街回合，一起去唐人街买食物。一路上，
和周师姐聊了些西南大学、北师大、哥大的一些事情。他们西南大学的生活和待
遇确实还是不错的，主要是那边物价比较便宜。到超市后，她买了很多东西，几
乎可以吃一个月的。我买的稍微少一点，花了 30 刀左右。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买了里脊肉和排骨，花了约 15 刀。在这里还找到位置休息了一会，我请周师
姐吃了碗皮蛋瘦肉粥和煎包，因为昨天是三八妇女节嘛，呵呵。坐了约半个小时，
离开往家走。她在 103 街提前下，我在 137 街下，到家 8 点左右。

2012.3.10，星期六，晴
下个星期在纽约要召开世界教育峰会，这个峰会张校长也要来参加的。我
在 Asia Society 的网页上看到了关于会议的一些信息：
峰会将在 2012 年 3 月 14 日下午 1 点开幕，在 3 月 15 日下午 3 点半举行闭
幕式。峰会的缘起是：教育被公认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推动器，而教育中的
高质量教师能使得学生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在 21 世纪成功的技能和知识。在 2012
年峰会上，参加者将检验如何提高教师准备和发展学校领导者来更好地满足今天
和明天学习环境的需要和期望。今年的主题是“准备教师和发展学校领导者”，
这是基于去年许多参与者的回馈，也将是去年开始的讨论的延续。
24 个国家和地区将参与：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爱沙尼亚、
德国、香港特区、匈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中
国、波兰、韩国、新加波、斯洛文尼亚、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
峰会的组织单位是美国教育部、经合组织（OECD）、教育国际（EI）、美国
教师联盟（AFT）、亚洲社会（AS）、主要州学校官员评议会（CCSSO）、专业教师
标准国家委员会（NBPTS）、国家教育协会（NEA）、纽约公共媒体（WNET）等。
（见
http://media.rampard.com/cotl/20120314/doe/default.html）
另外，也关注了下 TC 新闻，发现 TC 的一些教师联合签名反对最近发布的
纽约市基于学生考试分数的教师评估。他们认为，纽约市的教师质量不能通过目
前纽约市所用的增值（value-added）模型和程序准确评估。纽约州偏重标准的
考试不能设计用来测量不同时间和不同年级的学习。另外，这些考试仅仅在阅读
和数学上评估学生成绩。这样有限和不可靠的教师质量评估既不能识别优秀教
师，也不能帮助需要改善的教师。如果具有教师名字的不可靠和无效数据，对学
生、教师和教师专业的伤害或许是无法避免的，教师的招聘和留用更是要受到很
大伤害。TC 教师肯认为，纽约市需要的教师评估程序应是健全、有效和人性的。
（见 http://www.tc.columbia.edu/news.htm?ArticleID=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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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个新闻挺感兴趣，于是查找相关的资料。发现，纽约市教育局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发布了教师数据报告，包含了纽约市 1 万 8 千名公立学校教师的表
现排名。这个有教师和学校的名字的报告，基于他们学生在 2009-2010 年之前 5
年在州数学和英语考试中获得的成绩，对教师进行排名。该报告现在已经可以在
学校书籍（school book）上获得，可以在该网页上使用搜索寻找学校和教师的
姓名。教育局官员说，在过去的 2 年或更多年，有 521 个教师总是位于底部 5%，
有 696 个教师总是在顶部 5%。
对于这个报告，TC 的很多教师有不同意见。除了刚才说的教师联合签名反
对以外，TC 院长 Suman H Fuhrman 也于 2012 年 2 月 28 日在“纽约时报”上发
表文章来反对。她说，没有证据仅仅基于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上的成绩来评估教师，
发布教师年度排名是不合适的。教师是应该通过学生的进步和成绩被检验，但是，
正如 2010 年的国家研究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学院的研究所指出的，增值方法不能
控 制 学 生 在 标 准 化 考 试 上 表 现 的 影 响 因 素 。（ 见
http://www.tc.columbia.edu/news.htm?ArticleID=8411）

另外，还看到一个通知，说明天就要改成夏令时。我记得，我们国内以前
是五一或十一改的，美国怎么 3 月 10 日这个时候改夏令时呢，有点纳闷，呵呵。

2012.3.11，星期日，晴
今天吃完午饭之后，看外面天气还不错，就想出去走走。于是按照周博士
的建议，从家沿着哈德逊河走，一直走到 42 街时代广场。
今天的天气还不错，在走路的过程中，享受着惬意的阳光，而且走累了可
以在那边的凳子上坐坐。在路上发现，美国人周末很喜欢带孩子出来晒太阳，好
几个地方都有专门供孩子游玩的地方，而且都有很多家长陪着孩子。如果是青年
人的话，他们喜欢周末骑着自行车锻炼身体。而小孩子的话，很多人都在骑那种
两个小轮子或三个小轮子的那种小车，这种车只能站一只脚，另外一只脚需要不
时地在地上蹬，使车前进。我发现几乎每个孩子人手一个。在一个篮球场，还坐
在凳子上看了一会美国人打篮球比赛，打的一般，也是很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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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走走停停，一直走到 42 街，走了两个多小时。在 42 街稍微逛了逛，
人真是太多了，就坐地铁回来了。

2012.3.14，星期三，晴
由于今天要在 7 点半到达 Hilton New York，和张校长见面，所以在 6 点半
就起来了。7 点 10 分到达，在大厅等了张校长一会。到 7 点半，他下来了，和
他见面，并认识了几个学者，有香港大学的程介明老师、教育部在华盛顿大使馆
的二等秘书张晋老师，还有亚洲协会的 Vivian。Vivian 把我们四个带到亚洲协
会的办公地点，在那边有一个会议。拿到餐卡后，到会议室兼餐厅，认识了香港
来的几个人，张校长还把一个研究纽约教育的学者介绍给我。随后在餐桌就坐，
先吃点早餐，就是酸奶和面包，吃了一会以后，就开始正式会议。
首先由亚洲协会的主任发言，随后张校长、香港教育局秘书长、日本教育
部的副部长三个人一起在台上就坐，亚洲协会主管教育的负责人支持。主持人问
了几个问题，三个主讲嘉宾轮流回答。然后由台下的人提问，再由嘉宾回答。总
体而言，三个嘉宾表现都不错，不过相对而言，张校长和香港那位老师英语更为
流利，也更听得懂，日本人由于日语发言没有平翘舌，所以发音不是很准，而且
他有时是看着稿子讲的。张校长的外语非常好，而且视野也很宽广，展现了现在
我国教育领导人的风采。他提出了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性，现代生活越来越需要国
际交流，同时提出了未来的大城市化对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还介绍了上海在教
育方面的一些改革，包括委托学校、教育财政转移和高中配额政策等。在结束后，
还有新华社的人现场采访，张校长侃侃而谈。

结束采访后，Vivan 带我们到他们的一个会议室，因为在 5 月在香港要开
一个全球城市网络的会议，所以想请张校长和程老师提会议议程的建议。随后，
我们一起回酒店，把包放在张校长房间后，张校长、张晋和我三个一起到街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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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西餐厅去吃饭。点的 Pisa、Salad 等，共花 55 刀。剩下一点，打包回来。
随后到酒店去听下午 1 点开始的报告，会议厅中间是一圈主座，每个国家
两个凳子，在后面再放两个凳子。首先是美国教育部长邓肯发言，发言中提到了
很多国家的教育改革对美国的影响。随后是 OECD 的“PISA”之父 Andreas 的发
言，他的 PPT 做的很漂亮，而且内容很丰富。OECD 现在在教育方面的成绩非常
显著。
然后休息 10 分钟。休息回来之后，是张校长等三个嘉宾的 10 分钟左右的
发言，在张校长发言的时候，给他照了几张相，但是因为位置太远，而且是坐着
发言，所以照的并不好。在三个嘉宾发言完毕后，由主持人点名，每个国家一人
发言。值得一提的是，大会提供耳机，耳机有 8 个频道，有 8 种语言在同时同声
翻译，你想听哪种语言就按哪个频道。我听了一会，中文的同传有一个人翻译的
还可以，有一个人很一般。我一直听到 4 点钟，因为想着回去在网上订周五晚上
的 NBA 的票，所以就先回来了。

到家约 5 点半，然后在网上订周五纽约尼克斯队打印第安纳步行者队的票。
订的是正对篮球场中线的票，这样的位置会看的比较全面。虽然离场地还是有点
远，但是不是最后一个区，应该也还好。订票共花了将近 450 刀，有点小贵。现
在林书豪红了，票价随之上涨啊。

2012.3.15，星期四，晴
今天约 10 点起，起来后上网查了下，看看美国签证去加拿大是否还需要再
签证，发现还是需要再签证，而且还有点麻烦，本来还想要是不用签证可以和张
校长一起到加拿大去转转呢。在网上逛到 11 点半，发现一个新闻：薄熙来被免
去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副总理兼任重庆市委书记。我在重庆呆了几年，对重庆
还是有感情的。随后，自己煮了点水饺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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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之后 12 点半，坐了一会，然后去希尔顿酒店会议室听下午的会议。下
午 2 点到达，会议在 3 点半才开始，我想张校长在休息，就没去房间打扰，在会
议室等了一会。巧的是，一个中国人看到我的亚洲面孔，就和我聊天，自称是凤
凰卫视的记者，要采访中国代表团的张校长。我说我刚好认识张校长，要等到 3
点再去张校长房间看看他在不在。到 3 点去张校长房间，发现他正好起来开会，
他以为是 3 点开会。和他一起到会议室，他去接受采访，然后坐了一会。会议就
开始了。
下午三点半后的议程是 24 个国家每个国家和地区概括从此次大会中得到的
两点最大启示，每个国家和地区发言就 2、3 分钟。张校长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言，
提了两点：一是要重视教师的准备，要学习芬兰、新加波等国家和地区；二是重
视学前教育，很多国家从 0 岁就开始学前教育。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发言之后，请
OECD 的两个官员做了总结发言。最后是东道主美国的教育部长邓肯发言，说了
些客套话和感谢话。在会议结束前还放了明年教师峰会举办地荷兰阿姆斯特丹的
宣传片，拍的很不错，有欧洲国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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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约在 5 点 1 刻结束，随后中国代表团的三人和我一起去找了个中餐馆吃
饭。他们这两天吃西餐已经吃厌了。呵呵。点了五个菜，共花了 105 美元，加小
费共要 120 美元了。本来我想付钱，但是张晋老师一定要她来付。吃完之后在酒
店附近逛了逛，感觉有点冷，就回去了。送他们到酒店后，我也就直接回家了。

2012.3.16，星期五，晴
今天 9 点起，因为和张校长约好 10 点到他酒店去见他，然后一起去大都会
博物馆。他 8 点和张晋一起去参加一个会议，10 点左右结束。9 点 20 出发，到
达酒店刚好 10 点，去昨天的会议室找他，发现这个会议室在开另外一个大会，
于是我又到他房间去敲门，也没人。给张晋打电话，也不接。只好下到三楼，刚
好碰到张晋，于是告知张校长的会议室。在会议室门外等了一会，然后一起到房
间把东西放下后，张校长让我给纽约领事馆后勤中心的孙经理打个电话，孙经理
说他会来接我们去大都会博物馆。
等了一会，坐孙经理的车去大都会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学生门票不要钱，
和学生一起去的人可以随便给点，我就随便给了 10 刀。在大都会逛了约两个小
时，看了埃及、阿拉伯、希腊、中国等的一些文物，参观了一些古老的家具、书
画和照片。张校长的艺术修养比我好的多，给我解释了很多，让我也知道了很多
东西。看来艺术确实需要慢慢修养和熏陶的，以后还是要多去博物馆转转啊。在
博物馆吃了点午餐。吃完午餐后就出来了，一看时间为 1 点三刻，离三点还有点
时间，因为三点有纽约教育局的两个人要来见张校长。张校长就说从中央公园走
回酒店去吧，于是和他一起从 75 街左右一直走到 53 街，走了近半个小时。逛逛
中央公园也不错的。

到酒店休息了一会，张校长的两个老朋友，也是纽约教育局的两个老师，一
个是张老师，一个是鲍老师，来到了酒店房间。他们两个来到美国都有 20 多年
了。张老师现在是纽约教育局底下的一个区教育局长界别的领导，管理着 29 所
学校，其中纽约市最好的几所高中都在她手下。以后去参观纽约市学校就可以去
找她了。鲍老师现在是纽约市教育局特殊教育的专家，而且自己还开了个教育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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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公司。他们也谈了目前纽约市教育局一些政策的得失，对纽约市长颇有微言。
张校长也向他们介绍了自己和上海师大的一些情况。在房间坐了一个小时，然后
开张老师的车去她的办公地点看看。
路上还是挺远的，花了一个多小时。她的办公室和上海市教委的办公室差不
多，每个人一个格子间，面积并不大，有点像公司，据说现在纽约市长就是像搞
企业一样搞教育。市长也对教育结构进行了大的改动，把整个市分成 6 个
cluster，然后在每个 cluster 下面有 10 个区，每个区有一个领导人，张老师就
是区的领导人。参观了一会，5 点半坐鲍老师的车往麦迪逊花园广场走，因为 7
点半要去看纽约尼克斯队打印第安纳步行者队的比赛。
开了挺长时间，有点远，有点堵，7 点 10 分才到。到了以后先去找座位，
找好座位后去边上买了点东西当晚饭吃。体育场里面还是挺大，可以容纳一两万
人。一开始有很多空位，在第一节比赛开始中间慢慢地坐满了。和电视上看到的
一样，现场气氛热烈，DJ 有煽动性，音乐比较嘈杂。我们的位置还不错，正对
着球场中央，而且靠着过道。
7 点 45 分，比赛正式开始。在开始之前，有四个人专门在领唱国歌，而且
唱国歌也必须全体起立。今天林书豪还是首发，一开场就是尼克斯打的比步行者
好，比分一直领先。步行者打的太差了，在半场结束时就被领先了 20 多分。林
书豪还在中场压哨前投中了一个三分球，很鼓舞士气，也点燃了全场的气氛。还
有专门的林书豪球迷群体在呐喊。第三节结束时步行者被领先了将近 30 分，第
四节基本缴械投降，两队上的都是替补了。林书豪今天上场时间也不是特别多，
得了 13 分，5 次助攻。另外，安东尼和小斯发挥还是不好，而投手诺瓦克还是
发挥神勇，投中四个三分球。最后大胜步行者 15 分。
在比赛期间，有一些表演节目，比如翻跟头，其中一个 6、7 岁小孩也在其
中，他得到的掌声最多，还有苏格兰的演奏表演，当然不可缺少的是美女啦啦队
的表演。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个环节，叫 T-Shirt Toss，就是发射一些卷好的 T
恤给观众，我也差点拿到了，结果没拿稳，又弹到其他人手中了，还挺郁闷的。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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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比赛 10 点 15 分，张校长说反正离酒店也不远，就走回去吧。于是从
34 街一直走到 53 街，一路走一路看，发现这个时候时代广场附近还是人很多，
很繁华很热闹。花 30 分钟左右到张校长酒店。和他告别后，我坐地铁回家。到
家 11 点半左右。今天很累了，想早点睡了。明天又是周末了，可以休息下。

2012.3.20，星期二，晴
今天大约 4 点左右去 TC 上 5 点 10 分的课。到 TC 后，首先到中国教育中心
办公室去看看，和潘同学聊了一会，然后再到教室去上课。在上课之前，一个台
湾人和我过来搭话，让我给她推荐华裔导师帮她写推荐信。这个台湾人感觉挺现
实和功利的。不过我还是给她推荐了一个，让她自己去网上找联系方式。另外，
今天上课的这个老师又迟到了。到了之后他给每个同学发作业，他挺负责的，每
堂课都有作业，而且都会仔细批改。本来我想帮一个没来的中国同学代领一下，
结果这个老师不让代领。呵呵。
今天上课的内容是“联邦和州的高等教育资助”，还是主要由老师来引导大
家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并得出结论。最后半个小时讨论“是高学费、高资助好，
还是低学费、低资助好？”

2012.3.21，星期三，晴
今天下午 3 点是导师莱文老师的课，讲的是成本效率 I（Cost-effectiveness
I）
。首先还是老师问学生是否有问题，有两个学生提了问题，其中有一个是中国
学生，问老师对中国教育制度的看法，于是莱文回忆了他 1988 年第一次到北大
开会的场景，说那个时候听报告的人非常多，挤满了会议室。那时很多人英语不
好，会议室有个翻译，人们如果想提问题，就写在纸上让翻译提交给演讲者。莱
文老师说，很多中国教师和学生提的问题都过大，让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啊，
我们国人就是喜欢宏观视野和宏大叙事的思维方式。
随后开始上课，首先从问题“what is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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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other forms of cost analysis?” 等 问 题 开 始 ， 介 绍 了 几 个
cost-effectiveness 的著名研究。并且指出，尽管有许多研究涉及到 cost 和
effectiveness，但是只有约 1%的研究是关于 cost-effectiveness，而且“many
of educational decisions are political, and ignore cost issues”。随后，
他 介 绍 了 “ cost-effectiveness 、 cost-benefit 、 cost-utility 、
cost-feasibility”这几种成本分析方法的定义。他讲到 4 点 10 分，然后请同
学提问，他回答 10 分钟。剩下的 40 分钟，分两个教室讨论，一个助教指导一个
教室。在教室里再分小组讨论，一人一张纸，让你分析上述四种方法的优缺点，
而且让你判断一些案例该用哪种方法比较好？为什么？讨论了 30 分钟左右，最
后 10 分钟由各个小组陈述。
上完课 5 点，和 TC 的王博士聊了一会。张校长说，很欢迎 TC 的博士毕业后
到上海师大工作，所以要是以后他能来上海师大工作也挺好的。他是上海人，本
科是上海交大，硕士和博士都是 TC 的，英语听力和口语都不错，看来上海的外
语教育质量确实还是不错的。
今天还看到一个友人发的邮件，提到光绪皇帝在京师大学堂开学典礼上的讲
话。光绪皇帝指出，王阳明曾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当时人们的心中
有两个贼，一个是伪善，一个是守旧。它希望各位学位，能够破除心中之贼，以
国家强盛为己任，不骄狂，不自卑，正视现实，发愤图强。这段话是否真的是光
绪皇帝所说，但是光绪皇帝确实是个锐意改革的皇帝，可惜英年早逝，而且心中
抱负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2012、3.22，星期四，晴
今天室友周博士约了他的朋友下午 4 点打球，我也想去，于是就和他们一起
去家附近的篮球场打球。今天外面的天气还可以。我们共有 6 人，都是中国人，
有我、周博士、一个周博士学校的博士、三个他们学校的硕士，刚好可以三打三。
体力还是比不上年轻人啊，打了一会就跑不动了，而篮球的话，还是要多跑才能
跑出机会的。不过这样还是很锻炼身体的。
我们打了一会，然后有三个老外也组成了一队要和我们打。老外个子高，而
且体力好，我们中的一组和他们势均力敌，另外一组就稍微差点了，落后不少，
很不幸地我在这一组，呵呵。打完之后，觉得累了，于是往家走。听他们说，明
天下午还要打。那我明天也继续和他们一起打，这样锻炼下身体还是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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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23，星期五，晴
今天要去听了一个 1 点开始的讲座。讲座由“未来中国社”举办，讲座的内
容是王林旭教授的“超象”绘画艺术。因为我觉得学教育的人不仅要有很高的人
文素养，也要有一定的艺术素养。而我自己的艺术素养实在是太欠缺了，很多时
候去博物馆欣赏都体会不到那种意境。讲座来的同学不是很多，大约 10 个，还
有几个媒体和电视台记者。
讲座开始后，首先先播放一段 15 分钟的视频，介绍王教授的成就。他是第
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他的画受到很多领导人和专家的肯
定，他的很多作品被作为礼物送给很多外国领导人。然后由王教授介绍他的绘画
艺术。他以前属于山水画派，画的竹子很有名，后来慢慢转向，开始转向有点抽
象，又超越抽象的艺术，他说艺术要走向世界，必须有世界语言，而“超象”艺
术就是世界语言，可以被西方社会所广泛接受。而且，后来他的画也关注大自然，
和联合国的“和平与发展”主题相切合。
他讲了约半个小时，讲的还是可以的。然后由同学提问。有一个同学请他介
绍下他带来的几幅画的特点，有一个同学问他，从“有形墨竹”到“无形超象”，
他为什么愿意转向这么大？有一个同学请他介绍下山水画的特点。我也发了言，
我先自我介绍了下，然后我说：“感谢王教授的精彩演讲，让我们受益匪浅。听
了您的讲座，我先说三个感受，再提两个问题。第一个感受是，王教授是一个世
界级的画家。画家和学者一样，可以分为四个层级：世界级、国家级、省市级、
学校级的，世界级的画家就是要把自己的画推向世界，通过世界语言了解中国的
艺术和绘画。不管是教育，还是艺术，以前我们从国外引进的太多，输出的太少。
王教授在这方面做了很大贡献。第二个感受，王教授的“超象”艺术很好地融合
了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美术，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样就有了一定的深度和
理论基础。第三个感受，王教授很有人文情怀，很关心大自然，并能找到和世界
接轨的脉搏和动向。所以王教授这样的艺术家在国内是不多见的。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您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艺术家，您的工作肯
定很忙，您是怎么协调这几者之间的时间关系的？第二个问题是：您说您的“超
象”这两个字来源于老子的一句话“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可否再具体地解释
下您为什么会把您自己的思想命名为“超象艺术”？由于时间关系，他也就稍微
解释了下。
回答完问题后，然后由王教授现场作画。他随便拿了块毛巾就开始画竹。他
画这个已经是轻车熟路了，很快就画好了。然后用毛笔点了些水滴在画上，最后
写上落款。画的确实不错，他自己也挺满意的。不过，要是像他自己说的，他的
画能卖好几万美元，那他在这么短时间画出的画就能卖几万美元，这钱也太好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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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呵呵。画完之后，他还在另外一张纸上写了两行字，写的也还不错，确实是
艺术家啊。在写完之后，有一两个同学围着他问问题。另一个举办方“侨报”的
一个工作人员和我聊天，说我发言挺到位，思路挺清楚的。我就客气了下，然后
我们互换了名片。

等他们走后，和“未来中国社”的几个成员聊了会天。然后往家走，到家约
4 点。昨天和周博士说好 4 点去打篮球。于是就换衣服往篮球场走。到篮球场发
现他们还没来，于是就在旁边凳子上坐了一会。过了一会，他们来了三个人，周
博士没来，说等会来，于是我们四个人和老外一起四打四。今天我们打的还可以，
赢了一场，输了一场，不过比分都很接近。等我们再上场打了一会，周博士来了，
于是我就让他上场代替我打。昨天打的太激烈了，全身酸疼，还是要悠着点。打
完之后到家约 7 点。
晚上百度了下王林旭教授，他的简介如下：王林旭，教授，1959 年 6 月出
生于山东省平度县三堤乡三堤东村（现平度市灰埠镇三堤东村）。国家有突出贡
献文化艺术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人文学博士，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
民族大学副校长，民族文化宫副主任（正局级）、民族画院院长；兼任中国联合
国协会理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国韩国友好协会副会长，南开大学
教授，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人文学博士、名誉教授，联合国协会世界艺术家联盟会
主席。他也是著名画家，对花鸟、山水、人物的绘画深有造诣，尤擅画竹。他成
功地把表现光影与色彩的西方绘画技法融入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1995 年，他
的作品《和平万年》成为纪念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的艺术作品，并由联合国永久
收藏及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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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25，星期日，晴
今天坐地铁到 Macy’s 逛逛，买点东西。进入商场后，一楼是男士衬衫，
看看时间还早，于是我先逛逛，想买两件衬衫。商场里有很多衬衫的牌子，而且
都在打折，很多衬衫打完折后，在 30 到 40 刀之间。但是美国的衬衫尺码偏大，
我也从来没在美国买过衣服，所以前两次只能先试试尺码，结果都太大。衬衫基
本有三种型号：fit、regular fit、slim fit。我只能在 slim fit 中挑合适的，
而 slim fit 的种类并不多。看来老美都是挺壮的。后来买了两件，花了约 60
刀。今天花的时间挺长的，不过下次我再买衬衫就有经验了，直接拿脖子长度为
15，袖子长度为 32-33 就可以了。
弄好以后，来到二楼，看看男士牛仔裤。一进门就看到 levis，这个牌子的
牛仔裤占据了很大一块地方，看价格也不贵，40 到 50 刀之间。和衬衫一样，我
也不知道我牛仔裤的美国尺码是多少，levis 试穿的人太多，要排队，于是我就
先到另外一家 ck 去试穿，得知我的大概尺码为腰围 31，长度为 30 后，再到 levis
来试穿。美国的牛仔裤也有几种类型：straight、relaxed、boot cut、slim
straight 等。我觉得我较喜欢 relaxed，并且从中选了一条自己喜欢的。还想再
选一条，但一直没有合适的，要么是颜色不喜欢，要么是没有合适的尺码。于是
在 boot cut 那边选了一条，不过它腰围是 32，长度为 30。在试衣间我觉得还
OK，回来再试穿下，发现还是太大了，而且感觉不好看。所以明天还是打算回去
把它退掉。两条牛仔裤共花约 80 刀。回来后周博士说，其实我们亚洲人一般买
straight 的比较多，呵呵，下次再去买 straight 型。

2012.3.26，星期一，晴
今天去法拉盛逛了下。到了后，首先在新世界超市底楼吃了个套餐，6.5 刀。
吃完后再逛了会。在法拉盛，你不说英语也没什么，所以很多中国人喜欢到法拉
盛来，就好比是中国人自己的县城。逛到约 3 点半，然后看到地铁附近一个理发
店写着“男士洗剪吹 10 刀”，于是就上去看看，把头发剪一下。上去之后发现是
个 40 多岁的中年妇女给我剪，本来在国内理发都是小伙子，怎么在美国很多服
务工作都是中年人在做呢？看来在美国没办法，中年人也要做基层的服务工作
啊。这个妇女应该是个急性子，剪的飞快，感觉不是特别专业，应该不是科班出
身，是半路出道的。不过最后剪出来的效果，我个人感觉还过的去。
剪完头发之后，到新世界超市买了点东西，包括排骨、水饺等，然后提着东
西往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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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27，星期二，晴
今天去上“高等教育政策”课。5 点 10 分，课正式开始。今天的课是讲“学
生资助”，主要是讨论老师课前布置的几篇论文的内容。该门课的老师上课还是
喜欢启发学生思考，而学生也都积极地思考和回答问题。比如，他问“为什么学
生不要资助？”有的同学回答是“申请程序太过于繁琐”，有的同学回答是“申
请和获得有较长的时间差”，有同学回答是“缺少公共性和帮助”等。最后，老
师得出结论，
“资助对高校入学和选择有影响，但是在阶层和种族上有很大差异”。
最后 40 分钟，分成小组讨论：基于需要的资助和基于优秀的奖金的比例应
是多少？并让每个小组分享自己的观点。

2012.3.28，星期三，晴
今天上午上网收发邮件，发现高光给我发了封邮件，说要整理 OECD 报告的
最新版，4 月上旬就要交北大出版社印刷。哎，又要忙几天了。同时，填写了“未
来中国社”的理事申请表格。
吃完午饭后去上 3 点莱文老师的课。今天讲的还是“成本分析”。我今天状
态不好，而且今天的内容专业性有点强，所以都没怎么听懂，有点想睡觉。一直
上到 4 点 10 分，然后分成两个教室讨论。因为我和班上的彭同学说好要到我住
的地方看看，而且我们都不想参加讨论。所以我就和他一起往我住的地方走。到
家 4 点半。本来我想烧两个菜招待他，不过周博士说了，反正晚上他有车去法拉
盛，到那边吃也挺好的。想想也对，手艺不怎么样，而且太麻烦。于是就说好 6
点我们三个一起去法拉盛那边吃饭，彭同学说那边有家他去过的店味道不错。看
看时间太早，彭同学就在我床上休息了一会，我在客厅干了会活，修改 OECD 报
告的翻译。
到 6 点，周博士回来，于是我们三个一起往法拉盛那边走。开了将近一个小
时，到了一家叫“中国红”的餐馆，是江浙菜，老板、厨师、服务员都是上海人。
彭同学点了两个热菜，两个凉菜，一碗汤。随后开吃，味道还可以，比较家常。
最后共花 60 刀，AA 制，每人 20 刀。聊的也还可以，聊到了一些驾照、韩寒事
件等。
吃完后，送彭同学回家。然后周博士和我一起往法拉盛走，到法拉盛的超市
买东西。在超市里，他买了不少东西，因为明天杨老师要回来了。我也买了点东
西，花约 20 刀。买完之后，他本来还要去理发。结果发现理发店都关门了，于
是只好回家。在回来的路上，和周博士聊了很多，感觉还是挺聊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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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31，星期六，阴
昨晚纽约下了雨，所以地有点湿。今天吃完午饭后，往 Macys 走，想去退一
条牛仔裤和一件有点大的衬衫。约 2 点半到商场，退的比较顺利。美国就是这点
好，只要你保存着小票，好像是在一个月还是三个月之内，你都可以无条件地退
换。然后又在里面逛了会，买了件 CK 的衬衫，花 40 刀左右。本来还想买双 Nike
鞋，不过商场里面品种不多，就下次再买吧。另外，还看了一些西装，以后尝试
着穿一穿。
逛到 4 点半，就往家里走。到家后约 5 点。随后上了会网，回复了邮件。因
为上午有人给我发邮件，说要调剂到我这里来读研究生。我还没有带研究生，所
以我把它转发给了胡老师。胡老师回复邮件说，该人给他也发了邮件，而且今年
没有调剂名额。他还说，考虑今年也给我带个研究生，但是第一学期由于我在国
外不知怎么办。我回复说，要是我能带研究生，对我来说是好事，不过最大的原
则就是不要太麻烦你，不然就不带了，如果可以带，第一学期你可以帮我带一带。
另外，还给丁老师发了封邮件，因为前两天给她发邮件，问她可否帮助翻译 OECD
报告附录中的图表。她一直没回复。要是她能答应帮忙，那是最好的。我自己一
个人翻译的话，费时费力。随后上了会网，闲逛了下。

2012.4.2，星期一，晴
今天外面太阳虽然挺大，但是风也挺大。下午在篮球场坐了一会，发现有两
个篮球场空着，没人打，而家里有个周博士的篮球。于是我又回来拿了篮球再去
篮球场打。自己一个人打了一会以后，隔壁球场本来在 3 打 3，有一个人有事情
不打了，于是就叫我加入。我反正无所谓，于是就加入。打的不是特别激烈，我
们这组有个高个，所以很多球都交给他来打。我也不敢打的太激烈，体力跟不上。
后来我们这一组赢了。休息了一会，又开始 2 打 2，我和大高个一组，大高个打
的还可以，但是他不喜欢传球，而且喜欢远投，所以这一局最后是我们输了。呵
呵。不过无所谓，重在参与嘛。

2012.4.3，星期二，晴
今天去上“高等教育政策”课程。先到图书馆还了两本书，然后直接到教室。
坐了一会就开始上课。今天上课的内容是大学招生的种族问题。老师上课的方式
还是和以前一样，让同学就上个礼拜看的几篇论文进行讨论，然后他加以总结，
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今天状态感觉稍微好一点，比以前感觉听懂要多一点。印象
比较深刻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在 1967 年有 6%的黑人，1970 年有 7%，
1995 年为 7%，1997 年则只有 3%；类似的情形也在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发生，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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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 0-4%，1970 年为 4%，1995 年为 3%，1997 年则几乎为 0。这样上到 6 点半，
然后分组讨论“你赞同肯定性行动计划吗？”由于时间关系，最后每个小组没有
互相分享意见。
上到 7 点下课。由于这个礼拜是 TC 的国际教育周，今天 6 点到 8 点有个活
动，于是我就去看看相关的活动。今天的活动是各个国家展示自己的特色，然后
你有兴趣可以去学习。我看到有韩国、日本、中国、泰国等，基本都是亚洲国家。
中国的展台主要是“未来中国社”在组织，展示的主要是书法。有意思的是一个
女生穿着汉服，旁边还有一个古筝。这倒是挺有中国特色的。泰国主要是水果雕
刻，日本主要是折纸鹤。在看的过程中，还认识了一个 TC 的张博士，和他聊了
一会。
晚上 9 点左右，周博士说要一起去篮球场打球，晚上篮球场有灯。于是和他
一起去打球，和他一对一。结果没能打过他，他比我高和壮。回来后约 10 点半，
上会网，发现张校长给我发了封邮件，说只要我能去布朗大学去复印廖世承先生
的相关资料，然后写一篇相关论文，就可以回学校参加“廖世承先生诞辰 120
周年纪念大会”，学校可以提供机票。呵呵，这倒是件好事情，但是也是需要花
费一点时间和精力的。

2012.4.4，星期三，晴
今天上午起来后，查看了布朗大学的网页，给布朗大学教育系的李瑾教授发
邮件，咨询她问题，请她指导和帮助。结果她的邮件自动回复，说她现在不在美
国，等她回国后再回复。没办法，于是又只好给布朗大学心理系的一个博士后发
邮件，看名字是中国人，请他帮忙。我看心理系还有好几个人的名字看上去是中
国人。等明天这个博士后不回复了，我再给其他人发邮件吧，还是想找个中国人
提供帮助。然后到上海师大图书馆下载了几篇关于廖世承先生教育思想的论文，
先阅读文献再下笔就会心中有数。吃完午饭后，往 TC 走去上 3 点的课。
今天上课的内容还是“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今天莱文教授有
事没来上课，是他的两个助教给我们上。两个助教介绍了几篇著名论文的观点。
他们一直上到 3 点 45 左右。然后分两组，一组在教室里讨论问题，另外一组到
另外一个教室去讨论相关的文献。我留在原来教室讨论问题。今天的问题是，假
如你是一个小学校长，你获得了一笔资助，你将如何以成本分析的方式来分配这
笔资金？
4 点半讨论完之后，到“中国教育中心”坐了一会。因为 5 点到 7 点在 TC
餐厅有一个各国美食展示。于是和“中国教育中心”的几个同学一起去餐厅。到
了之后，发现已经有不少人了。于是排队等了一会，尝到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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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比如土耳其、韩国、台湾、中国大陆等。大陆的主食是饺子，呵呵。感觉还
不错。另外，在这过程中，还有节目表演，有唱歌、乐器、打鼓等。“未来中国
社”社长作为中国代表上台演唱了一首粤语歌。印象最深刻的是压轴节目——日
本人表演的集体打鼓。5、6 个人一起打鼓，气势宏大，而且节奏感不错。

一直呆在 7 点，然后往家走。到家 7 点半，杨老师和周博士已经在做饭，和
他们聊了一会。然后上会网，看点资料。

2012.4.5，星期四，晴
今天起来吃了早饭后，在客厅上网，查找廖世承先生的相关信息。在网上看
到他是 1921 年获得了布朗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非智力因素的量化研
究”。他是第一个获得布朗大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但是要查找其他的资料还是
挺困难的，在 science 或 nature 也没有查到他发表的论文。而且其他人都没有
回我邮件。于是我只好又给岑建君老师发了封邮件，请他帮忙介绍人选。
吃完午饭之后开始干活，整理 OECD 报告的图表。做到下午 4 点，周博士给
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学校坐他的车和杨老师一起去法拉盛。于是到他们学校，一
起去法拉盛。
今天特别堵车，到那里将近 6 点。在超市里买了一些食品，如米、油、牛奶、
蔬菜之类，还买了洗发水和牙膏等，共花约 60 刀。回来约 8 点，自己下点水饺。
吃完后，继续整理 OECD 报告的图表。

2012.4.6，星期五，晴
今天 10 点半起，起来上网，收发邮件，发现纽约总领事馆的岑建君领事介
绍了文通副领事给我，而文通副领事又把我的邮件转发给了布朗大学的学生会主
席姚淑敏同学，而姚淑敏也给我回复说，有什么需要可以找她帮忙。于是给她发
了邮件，问她到时是否能安排一个人陪我查找廖世承先生的资料。另外，布朗大
学心理系办公室的一个人也给我回复邮件了，说已经把我的邮件转发给档案室
了，下礼拜二再给我回复。我也感谢了他，并把廖世承先生的真实英文名字告诉
18

了他。看来老外还是比中国人热情，我给心理系的三个中国学生发邮件求助，都
没有回复呢。不过也许该老外本来就是负责行政事务的，而对那些学生来说，这
件事情和他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随后整理 OECD 报告到 4 点半，然后出去到篮球场打篮球。和周博士的 3 个
同学一起和老外 4 打 4。第一局对方太强，我们输的比较多。第二局换了另外一
拨老外打，打到了 15 比 15，结果对方最后连进两球，赢了我们。打完之后回家，
到家大约 7 点半。

2012.4.7，星期六，晴
今天早上感觉不舒服，有点感冒了，很早就醒了。再加上刘博士很早就出去
了，也被他吵醒了。所以在 7 点半左右就起来了。起来后吃了早饭，上网闲逛了
会，随后给家里父母打电话。打完电话上午 9 点多，于是开始干活，把 OECD 报
告的图表整理好。等丁老师和杰昕修改好他们的，发给我之后就可以完成了。
吃完午饭收发邮件，发现布朗大学的李瑾老师给我回复邮件，说她一个礼拜
两个下午有时间，可以去拜访她。随后我也给布朗大学的档案馆发了咨询邮件。
其实也不用找这么多人，现在都是网络社会，直接给档案馆发邮件，他们就会帮
你查找，并告诉你怎么做的。不过通过这个过程，也结实了一些人，这样也挺好
的。
另外，我今天感冒了，身体不舒服，嗓子、鼻子和脑袋都不太舒服，所以下
午的时候去午睡了一会。生病真难受，这是我到纽约两个多月以来的第一次感冒。

2012.4.8，星期日，晴
今天看看外面天气不错，于是就到外面的篮球场逛逛，看黑人打篮球。篮球
场边上的公园有很多美国全家人在一起晒太阳。美国人周末生活也挺单调的，一
般是拖家带口的到公园或海边晒太阳，没有其他的多余活动。这也是和他们的地
理位置有关，太阳充足，海洋多。就这样晒着太阳，看黑人打篮球。一直到 7
点回家。

2012.4.9，星期一，晴
昨晚因为没吃感冒药，感觉没睡好，半夜就醒了。上午 10 点半起来，起来
收发邮件，看到杰昕已经把修改稿发给我，于是把他的修改稿整合到 OECD 的报
告中去。这样一直弄到中午近 1 点。然后开始做午饭，做的是排骨炒冬瓜，昨晚
从室友那里新学到。做好之后约 2 点，和周博士一起吃的午饭。感觉味道还可以。
吃完之后，继续在客厅上网，干点活，闲逛下。一直做到下午 5 点，想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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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看外面太阳也不大，到篮球场也没什么好玩的。于是就往周博士学校那边
走，逛了一下他们学校，然后就往家里走。路过家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很大的空
地，有足球场、篮球场、壁球场等，有很多大人、小孩在运动，不过是非裔和墨
西哥裔。看来美国确实很重视体育，大人、小孩都爱运动，另外，非裔和墨西哥
裔人也过的挺悠闲的啊。
到家近 6 点，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听了会英语。吃完晚饭后，上网闲逛下。
我最近想买个 IPAD 3，也一直在关注，过几天再到实体店去看看。感冒还是没
完全好，想早点睡。

2012.4．10，星期二，晴
昨晚吃了感冒药，所以今天上午 11 点才起。吃了早饭后，开始上网收发邮
件。发现丁老师已经把她负责的图表发给我了，于是把她给我的图表稍微整理下，
放入整个 OECD 报告。
另外有邮件关于“未来中国社”要组织去参加“哈佛大学中国教育论坛”，
这个挺好的，我报名参加了。还有布朗大学档案馆的老师 Lynch 给我发邮件，说
找到廖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但是其他资料也几乎没有，她再帮我找找，并说可
以邮寄给我。
然后往 TC 走，去上下午 5 点的课。不过今天由于上课的老师要参加一个论
坛，于是改成了全体学生去听论坛。今天的论坛是介绍一个 Dream Act，是关于
非法移民的孩子享受同等高等教育的一个法案，参加嘉宾有一个州参议员、一个
州议员、两个非法移民的第二代代表、三个 TC 教师参加。这几个人都发言，呼
吁关注非法移民孩子的高等教育入学和就业问题。当中还有人发一张 A4 纸，请
您签名向纽约州长 Como 支持这个法案。我和彭同学觉得，该法案如果通过，会
减少国际学生的机会，增加国际学生的学费，所以我们两个就没签名。最后，还
有两个人提问，参议院和众议员一一回答。听完之后约 7 点，然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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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4.11，星期三，晴
这几天感觉不舒服，今天起的还是比较晚。因为最近想买 IPAD 3，所以上
网关注了下。周博士中午也回来了，他也想买个 IPAD 3，他说有个网站买 IPAD 3
不用交税。于是打电话过去，发现除了纽约州要交税以外，其他州都不用交税。
于是周博士就说寄到新泽西州他哥那里去，到时再去拿。
到 2 点 1 刻，往 TC 走，去上 3 点的课。今天上的课是 cost-benefit 中的学
前教育。莱文老师有一句话印象深刻：政府不是需要大量告诉他们怎么做的项目
和研究，而是需要大量能用低成本获得高效率的项目和研究。此外，调查显示，
和没有受过学前教育的人相比，受过学前教育的人学习成就相对要好。在老师上
课过程中，一个中国学生经常提问，这个学生好像有点脸皮厚，问的一些问题不
怎么到位，而且发音也不是特别标准，但是她就是敢问敢说。老师一直上到 4
点 1 刻，剩下 45 分钟学生讨论。我今天有点累了，不想参加讨论了，于是就没
参加。到“中国教育研究中心”坐了一会，和龚博士聊了一会，并复印了几张纸。
在办公室坐了半个多小时，想到哥大图书馆去看看，于是就往哥大图书馆走。
原来网上流传最广的那张哥大图书馆的相片不是哥大图书馆，而是一些职员办公
室，哥大图书馆在它的对面。哥大图书馆共有 8 层，我都去转了一下，不过发现
里面好像没有特别大的阅览室，都是比较小的阅览室。但是条件确实不错，而且
学生也都很用功。
从图书馆出来之后又逛了下哥大，以前都没怎么转过。去哥大的健身中心看
了下，发现里面健身设施还比较齐全，很多老外在健身，而且强度都很大，老外
确实比我们重视体育，身体素质也比我们好。本来想去东亚图书馆看看，据说里
面有很多中文图书。不过没找到，下次再去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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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4.13，星期五，晴
今天去参加 2 点开始的“未来中国社”的理事竞聘活动。今天要汇报的人还
不少，有 17 人，活动开始是现任会长汇报工作，然后是想竞聘理事的现任理事
演讲，最后是其他竞聘人员发表演讲。哥大 TC 的学生素质确实还是不错的，发
言都挺精彩的。
我也发表了演讲，自我感觉还是可以的。我首先自我介绍了自己，然后回顾
了和未来中国社的关系，总结出该社团的几大特点：有理想、有信念、有创新、
有担当，并举了例子，随后说了想参加社团的三大原因：充实生活、团队人员好
相处、作为访问学者代表吸引更多访问学者和访问学生加入该活动，还说了以前
做的相关事情，并提出了对社团的几点建议：关注学生就业问题、请教育学大家
开设讲座、参观美国中小学校等。讲演完现任理事也对我提了几个问题。
在所有的竞聘人员演讲完之后，进入提问互动环节。有学生问我：你的背景
和经验与其他学生不一样，如果你成为社团理事，和其他理事有不同意见，你会
如何处理？我大意是，现在是多元社会，有不同意见很正常，要学会倾听，学会
求同存异。而且我会认清自己的角色定位，会比较有分寸，不会一定要把自己的
意见强加别人。
“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况且，我和学生的关
系一直以来都处的很好。所以，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很好解决的。
活动结束以后，约为 5 点，并和社团说好，明天下午去法拉盛参加国学讲座。
“未来中国社”作为哥大教师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开展的活动较多，也较
为丰富，该社团网站链接如下：http://www.futurechin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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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4.15，星期六，晴
今天 10 点半出门去法拉盛和“未来中国社”的成员一起吃饭和听讲座。11
点 45 分到法拉盛的“东北风味馆”，他们都没到，于是在餐馆附近的长凳上晒了
会太阳。到 12 点多一点，他们到了，共有 5 人，然后一起进去，点了 4、5 个菜，
共花 85 美元左右，1 人 17 美元，味道还将就。
吃完之后去听台湾国学大师王懋轩的讲座，讲座题目是“从文学读人生”。
本来我们想提前到，和王老闲聊认识一下，因为“未来中国社”的“国学社”想
在今年 9 月请他来哥大讲演一次，所以要先沟通一下。但是他不在，所以在门口
等了一会。他来之后和他打个招呼，时间有限，也没有多谈。
讲座 2 点正式开始，王老首先讲到了“文学”，再讲“人生”。在“文学”中，
他首先梳理了文学的不同概念、文学源起、文学原质、文学基础、文学作用、历
代文学作品特色、历代作者身世归类、文学评论等；在“人生”中，他介绍了人、
境界、人生追求、生理心理健康为先、科学文学哲学神学、人生美好在己，满足
可得等。
王老确实是多才多艺，对文学、哲学、神学、宗教学、书法、绘画都有研究，
而且身体很好，80 岁高龄了还思路非常清楚，逻辑非常清晰，对着提纲侃侃而
谈一个半小时，而且是全程站着讲的，真的挺佩服他的。
印象深刻的有他对中国历代文学的演变以及对一些著名文学家的评论，比如
文学是透过语言，运用文字，作心灵超越时空的展现；文学具有民族性；历代文
学作品特色是弱势呐喊多，凄美为主；文学家身世是贫贱失意多，富贵得意少；
文学评论是重修辞、轻思想等；还有他把人分为神性、人性、兽性，看一个人如
何主要看感性理性不同比重的混合；人可以分为灵、魂和肉体，灵和魂是可以分
开的；儒家、佛教、道教、回教都有自己的缺点，只有基督教是他认为最合适的
方式等。
最后是提问环节，“未来中国社”有两个同学提问了，提问问题涉及到灵、
魂的关系；信仰关系；人际的关系，甚至还提到了薄熙来事件。王老都一一作了
回答。最后讲座结束后，我们和王老聊了一会，也合影留念。
总的来说，王老确实是有大师的风范。这和他受的教育有关，也和他的年龄
和阅历有关。这样的大师做讲座，大家也比较容易信服。另外，今天听讲座的除
了我们社团几个人比较年轻外，其他的都是一些老头老太，而且很多都是台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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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之后大约 4 点半，他们几个人还有活动，于是和他们分开回去。周博士
和杨老师也刚好在法拉盛这边买菜，于是给他们打电话，约在超市里相见，坐他
们的车回去。在超市买了点菜，大约 5 点半左右往家里走。
到家 6 点多一点，上了会网，然后煮了点水饺。吃完之后，写日记，继续上
网。最近几天在考虑去布朗大学查资料的事情，书稿的事只能先放一放了。
网上百度了下王老的资料，具体如下：
王懋轩教授，名茂泉，字子石，号懋轩，五十岁后以号行世。1932 年生于
中国江苏萧县，台湾台北大学毕业，台湾师范大学研究所深造，任教台湾，阿根
廷，美国，澳门大专院校四十余年。主讲中国哲学，文学及神学，撰写艺术评论，
从事书画创作，热心弘扬民族文化，为人谦和宽厚，乐观进取，学养具丰，有名
于世，传略收入北美华裔艺术家名人录及世界华人美术名家年鉴，现任美国华人
书画艺术家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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