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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5.11，星期五，晴 

今天 6点 45分起，弄好之后 7点 20分出发去唐人街，去坐 9点从纽约到波

士顿的大巴。到了地方 8点多一点，等了一会，随后一起去的三个哥大同学也到

了。9点上车开出。路上的风景和上次去布朗大学的差不多，美国还是有很多绿

化的地方，不像我国，基本上都开发完了。 

到波士顿约下午 2点，到车站附近的中国城的一个餐馆去一人吃了一碗面，

每人 8 块。由于我们有 4 人，所以就决定打的。打的到住的地方共 20 刀。因为

我们有 7个人一起去，四男三女，基本都是“未来中国社”的成员，所以订了两

个四人间。去了之后发现是个家庭旅馆，条件比较简陋，一个房间两张大床，看

来要两人一起挤一张了。不习惯啊，呵呵。而且不便宜，两个房间加税共 400

刀。另外，坑爹的是，竟然没有无线网络。不过反正就一个晚上，将就下吧。 

在房间里看了会电视，休息了一会。等另外的 3个人到了之后，就一起去哈

佛大学注册，参加开幕式。注册后，竟然碰到一个熟人，是我 2008 年参加华东

师大暑期培训班认识的，在华中科技大学读博士，现在在波士顿学院联合培养。

聊了一会，然后去哈佛附近的超市买了点晚饭吃，花了 11刀。 

 

到 7点，开幕式开始，晚上的开幕式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哈佛大学豪

泽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胡女士介绍了她对公益非营利组织的经历、

经验和体会。随后，是分五个小组分别参加五个互动体验工作坊，包括两个音乐

坊、两个设计坊、一个泥塑坊。我参加的是其中一个设计坊，主持人让三或四个

人组成一个小组，每个人发给蘸番茄酱的那种小杯子 8 个，让每个小组在 20 分

钟内设计一个笔筒，不仅要放的多，放的牢，而且要好看。我们这个小组有四个

人，挺巧的是，其他三个都是上海人，一个男生是上海财经大学毕业，现在在波

士顿自己创业。另外两个女生，一个是宾大教育学院毕业，现在在纽约做电视台

编辑，一个是华东师大的硕士，在澳大利亚一个大学读博士，现在在联合国的一

个部门实习。我们这个小组是把杯子拆开，然后用胶布和线把它再粘起来，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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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做一个托架。在 20 分钟后，让各个小组去参观其他组的作品，每个小组有一

张票，觉得哪组好的就投给这一小组。 

我去看了一下，发现每个小组都比较有创意，也有各种各样有趣的解释，如

克洛克风格、后现代风格等。最后选出得票前三多的组，我们组还得了第二。我

们组那个男生在最后解释的时候挺能忽悠，说我们这个作品是结合了鸟巢、悉尼

大剧院和生物上的螺旋结构的理念。看来作品设计是三分靠设计，七分靠想象啊。 

 

互动坊结束之后，我们去吃了点点心，然后我们哥大的学生又都参加了一个

“新四年——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发展战略讨论”。新四年提倡把大三、大四、

毕业一年、毕业二年作为一个时间段，看看在这个时期，学生做了哪些事情、遇

到哪些人、去过哪些地方、学到哪些东西，对他们的职业生涯和整个人生有关键

性的影响。首先由主持人介绍了这个项目，认为影响中国大学生就业的因素包括

学生、学校、企业、社会机构、政策制度等，随后把讨论的人分成几个小组，分

别讨论这几个因素下面的具体细节，在 20 分钟形成结论，并写在几张大纸。做

完之后，本来还要让各组说一说，由于时间关系，每组就自己照相留念，回去之

后再把自己小组的讨论做成 PPT，发到网上。 

 

活动结束之后约 10点半，我们哥大的人一起坐公交回旅馆。由于不熟悉路，

提前两站下车了，走了一段路才到。到了之后，分别去洗澡，洗完之后聊了会天，

各自上床睡觉。虽然两个人挤一张床还不太习惯，但是由于太累了，睡的还比较

香，就是毯子太薄，天亮的时候都冻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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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5.12，星期六，晴 

今天 7点 20分我们大家都起来了，弄好之后，7点 40分出门一起去哈佛大

学。论坛提供早餐，但是种类不多，而且都是面包，感觉味道一般。今天上午主

要是两个 panel，一个是教育和科技创新，一个是教育与社会创新。教育和科技

创新方面，请的嘉宾分别是陈尔岗博士、赵嘉敏博士、丁健、李佳教授等。他们

对科技都有一定的研究，要么是在理论方面，要么是在实践方面。每人 20 分钟，

讲完之后，听众提问。我们哥大的一个魏同学发言挺好，他说，现在对科技比较

重视，网络课程也有很多，但是网络课程有几个弊端：第一，缺少了师生面对面

的交流，第二，让人们，特别是孩子过早过多地接触电脑，对身体不好，第三，

现在的网络课程更多的是关注数量而不是关注质量。教育和社会创新方面，请的

嘉宾是郝琳硕、廖文华、李敦阳等，他们都是公益组织和公益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演讲完之后，听众也提问。我们哥大的学生提问挺积极，

有两个也上去提问了，问的是“中国教育行动”（teach for China）这个项目的

挑选标准以及对当地教师的影响等。 

到 12 点结束，开始午餐。午餐还是比较简单，提供了一些面包和水。我拿

了两个面包，但是只吃了一个，味道感觉实在是一般。随后在哈佛大学校园里逛

了逛。 

 

到 1点 15分又去听报告。下午的报告是教育和人文创新，请的嘉宾是柳建、

王丹丹、熊卫华、朱小棣等。前两人侧重实践，后两者侧重理论。特别是熊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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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思辨性比较强，和国内学术会议的报告有点像。虽然他讲的也还不错，

但两相比较，还是讲实践的比较吸引人。而且那些讲实践的人确实是做了不少事

情的。讲完和提问之后，到 3点。随后分两个教室进行哈佛大学学生的一些青年

实践项目展示。一个是“培养完整人格”主题，一个是“关注弱势群体”主题。

我去听了前一个主题，该主题包括“SEED”、“纵横课堂”、“校园心益”、“思路”、

“世界青年价值协会”、“教育先行”等六个学生自创的实践项目。哈佛大学的学

生素质确实都不错，有一定的理想和想法，也有一定的实施能力和沟通表达能力，

PPT也都做的很不错。在每个学生介绍完项目后，三个嘉宾对该项目进行点评。

最后所有项目都介绍完之后，听众再对他们进行提问。 

到 5点结束，本来还有个闭幕式，请了哈佛大学一个美国教授来演讲。但是

我们觉得不一定会有什么东西，而且时间比较紧张，就没去听。大家一起逛了哈

佛大学，然后一起合了几张影。 

 

随后坐地铁到波士顿市区去吃有名的龙虾。本来我还想去 MIT的，但是今天

时间实在是有限，只能下次再去了。到了波士顿市区小吃一条街，发现人真是不

少，东西也不少，不过价格也不便宜。我买了小份龙虾，就 6 只，要 11 刀，再

买一份加鱼片的饭，要 17刀。在那里吃完之后，大约 7点 40分，于是我们就走

路去车站去坐 9点的大巴。波士顿还是比纽约干净整洁，人也少一点，建筑也没

这么拥挤。到车站 8点 10分，我们换完票后坐着等到 8点 50分，就去上车。 

晚上 9点大巴准时开出，到纽约将近凌晨 1点。不过纽约的地铁通宵营业，

这点很不错，而且这个时候纽约地铁里的人还是不少。有一个同学说，到周末凌

晨 2、3 点地铁里的人更多，因为很多人泡完吧回家了。看来纽约人真是晚睡晚

起啊。到家接近凌晨 2点了，感觉浑身难受和疲乏，赶紧去洗澡。洗完之后，感

觉确实很累了，赶紧睡觉，还是回到自己的小窝和小床舒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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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5.13，星期日，晴 

由于昨晚睡的太晚，而且太累，今天 11 点半才起来。起来后下水饺吃，吃

完后上网逛逛，并休息了一会。到 5 点 40 分就往林肯中心大都会剧院走，和一

个同学约好去看纽约朱丽叶学院的学生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他有两张票。

到那里大约 6点 10分，那里有一个较大的喷泉，感觉还不错。等了约 10 分钟，

他到了。于是他带我进去了，也给我介绍了一些艺术知识。 

演出 7 点正式开始。其实它是一个改编了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听力本

来就一般，加上有很多戏剧语言，听懂的更少了。大概意思是，罗密欧和朱丽叶

相遇，互相喜欢，但是朱丽叶的母亲和亲戚都反对。有一次，罗密欧和朱丽叶的

堂姐因为这个事情而吵架，不小心把堂姐杀死了。随后罗密欧逃亡，朱丽叶的母

亲就要把朱丽叶嫁给朱丽叶堂姐的弟弟作为补偿。朱丽叶不从，就找到一个牧师

帮忙。牧师给了她一瓶可以假死的药，让她喝下。她喝下后，别人都误以为已经

死了。然后罗密欧回来看她，在她的房里和朱丽叶堂姐的弟弟相遇，两人扭打一

起。罗密欧不小心又把他打死了。罗密欧看到朱丽叶死了，自己又不小心打死人

了，于是心灰意冷，就自杀了。过了一会，朱丽叶醒了，她看到罗密欧死了，于

是她也自杀了。 

当然故事没这么简单，我这个是基本的故事情节。国外的戏剧演员表演时非

常夸张和逼真，非常用心用力。一场表演下来感觉他们非常累。今天的表演首先

是表演一个小时，随后中场休息 15 分钟，然后又是表演一个小时。中场休息的

时候，我看门口的宣传栏上贴着都是朱丽叶音乐学院学生的照片，他们招的人不

多，都是非常优秀的。 

看完约 9 点半，随后坐地铁回家。到家 10 点多一点，做了点晚饭吃。吃完

之后上网闲逛下。 

 

2012.5.15，星期二，小雨 

今天吃完午饭后，往哥大那边的大教堂走，想去看看下午 2 点的哥大 TC 研

究生的毕业典礼。TC 研究生毕业典礼分三场，分别是今天上午一些专业的硕士、

今天下午另外一些专业的硕士以及明天下午的博士毕业典礼。哥大的毕业典礼则

是明天上午 10点半开始。 

外面还下着小雨，本来都想打退堂鼓，我没票，又不一定能进去，不去算了。

但是想想还是去看看吧。走到 112街那里，刚好 2点左右，看到毕业生已经在排

队入场了。参观的人则从另外一个入口进场。参观者不少，很多参观者都是毕业

学生的家长或亲戚。每个毕业生会拿到 2张票，因此他们会邀请家长或亲戚来参

加。美国的家长或亲戚很重视毕业典礼，也愿意来参加。在另外那个入口等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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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就放参观者进去。虽然我没有票，但是检查的并不严，我夹在参观者的中间

就走了进去。呵呵。 

找到位置坐好，典礼就开始了。教堂里面很宏伟，很漂亮。典礼由 TC 常务

副院长主持，首先是 TC 院长讲话，然后是常务副院长、两个教师代表和一个学

生代表讲话。讲完之后，有一个教师代表还用萨克斯吹奏了一首歌曲，应该是和

学生毕业相关的。吹完之后，毕业生就以专业进行排队等候。主持人念到一个毕

业生名字，毕业生和 TC 院长握下手，就下来了，而不是像我们国内的拨穗。大

概到一半的时候，换了 TC常务副院长来和毕业生握手。 

 

等所有毕业生都上台走了一遍后，典礼就结束了，大概从下午 2点到 4点。

典礼结束后在 TC还有免费的点心，所以我出来后到 TC去吃了几块点心。吃完后，

就往家走。明天打算再去看看哥大的毕业典礼。 

 

2012.5.16，星期三，晴 

今天吃了早饭后，去参加 10 点半的哥大毕业典礼。由于时间比较紧张，就

没走路去，直接坐地铁过去。到哥大刚好 10点半。凭票进去后，里面人好多啊，

至少有 1万多人，大部分是家长、亲戚和朋友，学生只在前面有几个方阵，按照

学院来排列。我去的时候已经没有座位了，只能挤进去以后站着听。仪式开始后，

首先由校长讲话，校长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哥大的女子学院前两天开的毕业典

礼，美国总统奥巴马参加了。校长讲完后，然后由不同的领导、教师代表、校友

代表等讲话。我站了一会，觉得好热好累，于是就出来在外面的台阶上坐着听。

哥大的毕业典礼也没多少项目，就是好多人上去发言。发言都结束后，大家一起

起立唱“哥大之歌”，随后仪式就结束了。在当中，遇到了一个认识的访问学者，

和他聊了一会。 

到 12点多一点仪式全部结束，我在哥大逛了下，照相的人很多。呆了一会，

就往家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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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5.19，星期六，晴 

今天吃了午饭后，看了会书。随后去洗衣服，把床单、被套、衣服都洗一下。

本来一直想洗那两件冬天穿的羽绒服，但是又听说不能洗衣机洗，所以一直没去

洗。但今天洗的东西不多，所以不管了，把两件羽绒服也拿去洗。洗衣服要花

50分钟，所以在洗的过程中，先回来一下，看了一会书。 

随后再去洗衣室，把洗好的衣服烘干。结果挺杯具的，两件羽绒服中，稍微

薄点的那件还好，没什么大影响，“迪卡侬”的衣服看来还是可以的；厚的那件

羽绒服里面的鸭绒都厚薄不均了，而且里面好像没干，于是又烘了好几次。烘一

次要 15 分钟，55美分，等烘完都将近 5点了。不过，最后还过的去，恢复了大

半的蓬松柔软，但是还是没有和以前一样。看来要洗羽绒服的话，要么送店里洗，

要么就用牙刷自己刷一下好了。 

到家后，整理了一下，然后去外面小跑一下，晒晒太阳。一直到 7点半，随

后回家做饭。做的是肉末豆腐，感觉味道还不错。吃完后，修改关于廖先生的那

篇论文，今晚发给社科处的刘老师。弄好之后，就在床上躺着看会电影。 

 

2012.5.20，星期日，晴 

今天吃完午饭后，在 1点左右出发，和一个同学约好，一起去看自由女神像。

今天外面的天气不错，太阳很大。地铁 1 号线坐到底，到了约 1 点 50，下车后

就看到 ferry。我听室友说，可以坐到 staten land的免费轮渡，但是离自由女

神像比较远，看的不是很清楚，他就是这么去的；也可以坐 13刀的 cruise，可

以上岛，但肯定不能进入女神像的内部，要进入女神像的内部，必须提前半个月

预约，而且要另外付费。我先去看了下要花钱的码头，发现很多人在排队，我们

想还是算了，就去坐下免费的轮渡吧。 

于是在免费的轮渡那里排了一会队，在 2点半的时候开闸放行。船挺大，共

有三层，我们直接上了三层，结果发现在外面的座位太晒了，而只有外面的座位

才能欣赏江景。于是下到二楼，但是二楼的外面座位早已经坐满，而且站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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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少，于是也只能站着了。经过自由女神像的时候，大家都在照相，我也照了

几张，但是距离还是有点远。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船就到岸了，于是下船后到岛上

稍微逛了 15 分钟左右，就又到码头等船，因为船是半个小时一班。在回去的路

上，人还是很多，在经过自由女神像的时候，又拍了几张。 

 

 

到岸大约 4点左右，听说华尔街就在这附近。今天天气不错，于是我们就又

往华尔街走。找了一会找到了，看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美联储大楼等，也找到

了华尔街著名的金牛。在金牛那里，排队照相的人很多，竟然还有一辆警车、两

个警察在那里维持秩序。我也照相了，一般人都照两张，我照了三张，旁边的警

察还催了下。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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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好后，去找地铁站。在路上还看到了世贸中心遗址，其上方还在维修。也

经过了 century 21 商店，听说这个店打折的东西挺多的。今天挺累的，就不去

看了。等下次再去看吧。 

 

2012.5.22，星期二，阴转晴 

今天下午 1 点左右到外面的 TJmax 和 century 21 去逛逛，看看可以买什么

礼物。在 TJmax逛了一会，东西倒是挺便宜的，但是东西不多。我买了一本为小

孩子学英语字母的卡片，打算送给小侄女，还买了两小本书帖等，共花了 11刀。

逛到约 3点，随后到 century21，里面的东西挺多，不过还是一些基本的衣服和

鞋子，可以送人的礼物，比如化妆品、香水、营养品这些，还是不多。在里面逛

了一个多小时，买了件短袖衬衫和短袖 T 恤，花了 40 刀左右，还买了个中意的

手表，也花 50刀左右。其实已经是算便宜了，基本上都是打了五折多了。 

 

2012.5.26，星期六，晴转雨 

今天下午去古根汉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逛，因为它离大都会博物馆

很近，逛完之后还可以到大都会博物馆再去逛逛。坐公交车 4路直达，约 2点半

到。它的建筑很有特色，是一层层螺旋上升的。很多人都觉得它的建筑比它里面

的收藏品有特色。随后进去参观，学生票要 8刀。 

在 2楼有很多著名画家的大作，如毕加索、莫奈等，而且还提供耳机，你可

以听每幅画的介绍。2 楼的东西还不错，值得慢慢欣赏。随后到三楼，三楼都是

一些小孩子的画，稍微看看就可以了。四楼则是摄影展，有一些 20世纪 70年代

的照片，但是也没觉得拍的很好，而且比较小。五楼则是有一些放幻灯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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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都不好看。对该博物馆的整体感觉，除了建筑和二楼的画作还可以之外，

其他的都很一般。呵呵。一个小时左右就逛完了。大都会博物馆也不远，而且学

生票不要钱，那就到大都会再去看看吧。 

 

走到大都会博物馆，免费进去，本来还想去领个作品介绍的耳机，但是说要

6刀一个，就没要，自己随便参观。上次和张老师来过一次，但是感觉没有逛完，

今天逛的很多地方都是上次没有去过的，而且差点迷路，都找不到出口了。大都

会博物馆的东西真的比古根汉博物馆多多了，看一整天都没问题，而且看的东西

都不重复。有两个感觉：第一，古代人的智慧也是无穷的，很多东西设计的非常

精妙；第二，美国人也很厉害，把这么多东西都搬到这里，很多东西都是原汁原

味的，包括一些建筑都是把石头编好号，用轮船运过来，再按照原来的样子建造

起来。 

一直逛到下午 6点，随后坐地铁到时代广场转转，顺便转车回家。谁知到广

场的时候，突然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在屋檐下躲了会雨，等雨停了就往家里走。

到家约 8点左右。 

 

 

 

2012.5.30，星期三，阴转晴 

今天吃了午饭后，12点在 96街和上海大学的一个访问学者、清华大学的一

个访问学生、周师姐一起碰面，去 staten land 去看美国的航空母舰和潜水艇。

为了庆祝 Memorial day，这些船要展览一周，今天是展览的最后一天了。 

坐地铁 1号线到终点站 South Ferry，等了一会，坐免费轮渡到 staten land。

随后去找展览的地方，路上问了个人，说可能已经结束了。我们不死心，还是想

去看看。于是一直找，找了半个小时才找到地方，结果确实已经结束了。哎，在

海边站了一会，随后往轮渡码头走，到码头后等了一会，坐轮渡回到 south ferry，

差不多 5点半，随后往家走。到家 7点左右，在网上看了会凯尔特人和热火队的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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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3，星期天，晴转雨 

今天到 century 21 和超市买了点礼品，值得一提的是，刚回到家就下雨了，

看来运气还不错。 

明天要早起，6点半之前出发，在 7点半和上师大毕业的胡同学会合，一起

去纽瓦克机场，坐 10 点 55分的飞机，回上海。在国内就不写日记了，因此停写

一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