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8.2，星期四，晴
今天傍晚到外面的花旗银行去取钱交房租。美国的金融网络发达，一般身上
都不用带现金，带张卡就行了，买什么基本上都能刷卡。因此，一般除了交房租
之外，我都不大会取现金。来回走了约半个小时。
回来后，到外面公园去走走逛逛。在公园里，我把钥匙拿在手上，晃啊晃，
结果一不小把钥匙晃到一个有盖子的沟里了，沟里还有水，也不知道深浅。真是
太凑巧了，那么小缝的地方也被我晃进去了，我郁闷了。盖子挺沉的，我用力也
提不起来。还好刚好有一个巡逻车经过，于是就向他求助。他还挺好的，用对讲
机和其他人通了话，然后让我在边上等一会。过了一会，一辆类似保安的车过来
了，下来两个人，他们用一个钩子把盖子钩起来后，我就看到水不深，也看到我
的钥匙了。我也不好意思再麻烦他们到脏水中捡东西，我自己就把钥匙捡起来了。
捡起来后感谢了下他们，到附近的厕所冲洗了下。
随后自己继续转转，看看哈德逊河，看看黑人打篮球，看天黑了就回来了。

2012.8.4，星期六，晴
今天看到网上说有中国男篮打巴西的比赛，就想看看。在网上看到有人说
BETV 的效果不错，于是就在电脑上下载了该软件，但是折腾了一会才弄好。不
过效果确实不错，也不卡。今天中国队打的真烂，大比分输给了巴西，除了第一
场打的还可以，后三场都是溃败啊。易建联还是不能像姚明一样担负起责任来啊，
虽然他也很努力。我想，奥运会后，邓华德要下课了。
白天一直在干活，傍晚就到外面公园去跑步和转转。跑了 2 圈，看了会河，
也看了会他们打篮球，今天刚好有两个高中队在打比赛。随后到附近的超市去买
了牛奶和鸡蛋。回来的路上看到一群摩托车党在玩车，巨大的马达轰鸣声响彻整
个街道，而且有些人喜欢把车头拎起来开。这些人也是闲着没事干，寻求刺激。
纽约市的摩托车党还挺多的，不过自行车党更多，在早上和傍晚经常看到一群人
骑着自行车锻炼身体。听说有些好的自行车售价比有些汽车的价格都贵。

2012.8.7，星期二，晴
今天傍晚 7 点半出发到 TC 去开个“未来中国社”的会。马上要开学了，
“未
来中国社”想在 9 月 9 日举办个新生欢迎会，现在就要开始准备了。筹备组已经
成立，有包括我在内的 5 个人。今天到了 4 个，另外一个是在奥地利旅游的老会
长，但是他也通过视频在线和我们进行了交流。因为有老会长的一个初稿，所以
就在初稿的基础上进行了讨论，明确了目的、方式、改进方向、活动类型等。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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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还是挺有成效的。
一直讨论到近 10 点，随后把修改稿发给每个人，并分配了任务，会就结束
了。由于已经较晚了，所以就没走路回家，坐地铁回去，到家 10 点 20 分左右。

2012.8.10，星期五，雨转阴
昨晚收到鲍老师的一封邮件，说张洁老师成为纽约最好高中——斯蒂文森高
中的代理校长，真是厉害。上次张校长来纽约开会，和这两位老师都有过交流。
两位老师都很有能力。今天上午分别给他们回了邮件，表示感谢通知和祝贺就职。
傍晚到外面公园去跑步和走走。在跑步的时候捡到一个两毛五的硬币，没有
警察叔叔可以交，刚好在哈德逊河边上有个望远镜，可以看对面的风景，需要投
币两毛五，于是就用这个硬币投了进去，看了 1 到 2 分钟。
回到家 8 点左右，明天打算到纽约市区的帝国大厦逛逛，然后去中国城去买
点东西，顺便理发。

2012.8.11，星期六，晴
今天想去看看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然后到 Chinatown 理发，
并买点菜。
12 点左右出发，坐地铁在 34 街下来以后，走到第五大道 350 号就看到大门
了。门口有很多穿着制服的人在拉客买票，我觉得还是到里面买票比较好，而且
我可以问一下学生证是否有优惠。于是上到 2 楼去买票，在买票之前，要安检，
还要把皮带解下，搞的还挺正式的。而且买票的人也不少，等了一会才轮到我。
我先问了一下，学生证是否有优惠，售票员说没有，然后问我是买 25 刀还是 42
刀的票，我问两者有什么区别，她说 25 刀到 86 楼，42 刀到 102 楼。我只要是
想感受一下，因此 86 楼也可以了，于是就买了 25 刀的门票。买好票后，进去的
时候有人问要不要介绍帝国大厦的解说器，我稍微停顿了下，那个人就说，你是
来自中国的吧，这个介绍器也有中文的，很方便的。我问他多少钱，他说 10 刀。
我觉得免费还可以，要钱就算了，呵呵。
进去后，在电梯那里又要排队。快排到的时候，每个人可以在一个帝国大厦
的背景图前照相。我看每个人都去照了，于是我也去照了下。其实很快的，一两
秒就好了，好了后给你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你参观完后凭此券到取照片点去购买
照片，看来还是要花钱的啊。
电梯一次只能坐 15 个人，比金茂大厦的电梯小多了。在电梯上升的过程中，
速度确实还是挺快，而且有好几种语言，包括中文，在播放欢迎语。但是这个电
梯不是直接到 86 楼的，而是先到 80 楼，然后大家都先出来，在 80 楼绕了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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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坐从 80 楼到 86 楼的电梯，而且又要排队等候。
在 80 楼，有一个木板，上面写着帝国大厦完成于 1931 年 5 月 1 日，还有一
些工人在当时施工的照片等，以及电影“金刚”的宣传照，因为“金刚”有一个
很震撼的场景就是在帝国大厦上拍的。美国能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有这样的建筑
技术，确实是非常伟大。

帝国大厦 80 楼的一些图片

电梯到了 86 楼后，大家就都出去参观。人虽然也不少，但是我觉得它比金
茂大厦好多了。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金茂大厦只能在玻璃窗里看外面的风景和全貌，而帝国大厦在玻璃窗
外有一个大阳台，可以 360 度走动。阳台底下用水泥堆砌，然后在 1 米左右以上
用一些栏杆围着，这样的话既可以保证安全，也可以最大化地欣赏风景和拍照。

背后是哈德逊河

第二，上海的金茂大厦位于浦东，相对来说位置不是那么市中心，所以不能
全方面地欣赏上海的建筑和风景。而帝国大厦刚好位于纽约的市中心，它的北面
是曼哈顿和布朗克斯，还能清楚地看到中央公园，南面是曼哈顿和自由女神像，
东面是皇后区、布鲁克林以及东河，西面是新泽西州和哈德逊河，每一个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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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都很漂亮。所以，在阳台上面，纽约的建筑和风景尽在眼前，确实十分宏伟
和壮观。同时，对纽约的整个布局也一目了然。我想，如果上海在人民广场或广
场附近也建造一栋这样的高楼，开辟这样的阳台，那风景也一定很漂亮，观光客
也一定很多。

左边图片：纽约的东河，河对面为布鲁克林区；右边图片：最高楼为双子大楼

我在上面呆了一个小时左右，确实有点流连忘返。随后下来，下来的时候排
队时间相对较短。到了取照片点，我去问了一下：买一张照片多少钱，他说要
20 刀，这不是坑人吗？于是就没要，直接就走了。
总结而言，此次参观帝国大厦有几个感受：
第一，人还是挺多的，排队时间挺长，而且排了好几次队。
第二，在阳台上看，风景还是挺漂亮的，视野还是很好的，感觉还是挺震撼
的，所以个人觉得还是对得起 25 刀的门票和排队的时间的。
第三，帝国大厦也最大化地开发了经济效益。学生没有优惠，好像 12 岁以
下孩子才有优惠，解说器以及拍照片都要钱，而且在 80 楼以及底楼有一些商店
和餐饮店，专卖帝国大厦有关的东西。
第四，不知为什么，我虽然到纽约的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对纽约的了解
还是挺多的，对纽约的布局也有一定的了解。对上海的了解好像都没有这么多，
可能也是因为纽约的建筑和布局比较有规律，容易辨认。
参观完帝国大厦后，我想反正没事，就走到唐人街去吧，于是按照地图从
34 街一直走。路上吃了个热狗，买了点水。走了一段时间后，就走到了华盛顿
广场。华盛顿广场离纽约大学很近，广场有喷泉，人也不少，而且今天这里正在
拍一部爱情电影。男女主角坐在石凳上，导演在给他们说戏，旁边围着一圈好奇
的观众。我也想看看他们是怎么拍电影的，但是等了一会，还没开拍，而且太阳
太大了，于是就离开了。想想他们也挺不容易的，这么大个太阳，还要在太阳底
下拍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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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在给演员说戏

走了好长时间，走到 canal street，终于走到中国城了，到达时间约 5 点
半。走的确实挺累的，赶紧先找个地方理发，顺便休息下。看到一个理发的地方，
写着洗剪吹 7 刀，觉得还挺便宜，就在这里理吧。一个中年男子为我剪的，剪的
还可以。他是个广东人，来美国 7 年了。他不怎么听得懂普通话，和他交流有点
困难。呵呵。理完后，给了他 1 刀小费。
出来后觉得肚子有点饿，刚好看到有一个中餐快餐店，上面写着“四菜一汤
4.75 刀”，于是就去试试。吃完觉得味道一般，而且里面只开风扇，没开空调，
还是有点热。吃完后继续走，找到了超市，先在一个超市买了一些蔬菜，然后到
另外一个超市买了点荤菜。买完后就去坐地铁回家，提着两袋东西确实还是挺累
的。倒了 1 次地铁，到家约 7 点半。今天还是做了不少事情，感觉也挺累的。

2012.8.12，星期日，晴
今天 9 点半起来，起来上了会网后，从 10 点半开始看奥运会篮球决赛，美
国队对阵西班牙队。今天西班牙队打的很顽强，美国梦十一直没有把比分拉开，
前三节结束，美国队只领先一分进入第四节。不过进入关键的第四节，刚开始，
美国就连得 6 分，开始逐渐把比分拉开，西班牙队一直没有赶上比分。在最后
40 秒，美国还领先 8 分，西班牙开始放弃，主力下，替补上，美国队也随之上
了替补。不过西班牙队的替补采取犯规战术，还把比分追近了点。要是西班牙替
补把比分追上甚至超过，那就有意思了。不过最后奇迹没有出现，美国队 107
比 100 赢了比赛。
吃完午饭后，休息了一会，到下午 4 点在网上看伦敦奥运会闭幕式。
闭幕式的倒计时挺有特色，从倒数 1 分钟开始倒计时，相继出现路牌、价格
标签、公车、球员、生日蛋糕等号码，其中最多是路牌号码，还出现了唐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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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号。最后现场一起高喊倒数 10 秒。闭幕式随后开始，节目都是在一个英国国
旗的米字型舞台进行。
首先有一个穿着很休闲的女歌手坐在卡车上唱歌，还有一些人挂在轮盘上进
行打击乐的表演，表演的是披头士的歌曲。随后是丘吉尔的特型演员演讲，108
俩车围绕舞台运行。据主持人说，这是伦敦的早上。随后，节奏加快，更多的车
和人出现，也有很多嘈杂声，进入了伦敦的中午。不过嘈杂声突然安静，哈里王
子和罗格出现。随后开始各种各样的表演，以音乐为主，有皇家礼乐乐队、宠物
店男孩、同一方向、stomp 乐队等。歌曲表达了喜庆，也表达了对伦敦地区均衡
发展的关注。慢慢地进入伦敦的黄昏，一个 68 岁歌手桑迪演唱歌曲。屏幕上也
出现各种各样的运动员流泪镜头。随后，204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手举本国和地
区旗帜出场，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代表，中国旗手是徐莉佳。希腊队第一场出场，
东道主英国最后一个出场。运动员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入场，可以从看台上入场，
也可以常规方式入场。
运动员进场完毕，又开始表演节目。这次出现了 302 个白色的小箱子,代表
本次奥运会的 302 个小项运动。经过努力，搭成金字塔的造型，同时场上的视频
放着比赛场景。随后进行男子马拉松前三名的颁奖仪式。此次奥运会开闭幕式体
现了英伦风，把英国文化和英国音乐，淋漓尽致地展示给了世界。同时也向志愿
者致敬，感谢了志愿者。
随后又开始唱歌，表演了披头士的一些作品。八位名模出场，完成模特走秀，
来证明伦敦是个时尚之都。灯光一变，一艘幽灵船驶入，歌手演唱歌曲，空中两
名特技演员在空中进行表演，两百名舞者在地上表演。随后，是最近十年的当红
歌手演唱。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5 辆车载着辣妹组合（现在该叫辣妈组合了）
的 5 个成员出场，她们演唱了两首歌。
这些表演结束后，升起了希腊国旗，并进行会旗交接仪式。伦敦市长约翰逊
交给奥委会主席罗格，罗格再交给里约市长佩斯。随后开始里约的 8 分钟表演。
首先开始是一个巴西的著名清洁工出现在场地中央，保安要求其离开舞台，他开
始教保安学习跳桑巴舞，然后一些舞者来表演桑巴舞，据主持人说，共有 82 位
表演者，但只有 10 位来自巴西，其他 72 位来自伦敦舞蹈学校。同时有两个巴西
歌手演唱歌曲。最后表演的一些具有葡萄牙特色的舞蹈，体现了多元文化特色。
随后球王贝利出现。
表演结束后，进行闭幕式讲话。罗格等人讲话。随后熄灭圣火，圣火像鲜花
一样盛开，同时烟花燃起。然后接招乐队演唱“统治世界”，舞蹈演员从天而降。
都是朋克发型。最后，所有演员聚集在火炬旁边。204 个花朵的火慢慢熄灭。最
后又是一个乐队表演。奥运会到此结束。个人感觉就是一个音乐晚会，把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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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音乐汇总，而且好像也没什么逻辑性，可能和他们的思维有关吧。里约的 8
分钟表演也没留下深刻印象。
此次奥运会有 38 项纪录被打破，其中中国打破 6 项。很多老队员退役，包
括菲尔普斯等，新队员不断涌现，如孙杨、叶诗文、张继科等，也出现了很多争
议性的话题和判罚，如东道主在自行车比赛故意摔倒以求重赛、英国选手在跳水
比赛重跳、中国队等几个国家的羽毛球队员消极比赛被取消资格等，陈一冰、张
文秀、丁宁等身上也都发生了故事。此外，中国队在集体项目上表现一般，在足
球、篮球、排球三大球上没有取得大的突破。尽管羽毛球、乒乓球上包揽金牌，
但是在世界流行项目上的表现还是有所欠缺。本次奥运会历时 17 天，有欢笑，
有泪水，有成功，有失败。中国拿到了金牌和奖牌数的第二位，应该来说也是很
不容易的。
闭幕式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看完都 7 点多了。随后我去洗衣房洗衣服，洗完
衣服后，吃了晚饭，继续上会网，看会电影。周末又过去了。

2012.8.16，星期四，晴
今年我也开始带硕士生了。我觉得硕士生入学后，还是要好好规划下三年的
硕士学习生活。我个人感觉自己的硕士生涯还是过的比较充实。以下是我的一些
个人体会，供参考：
第一年还是以上课和广泛阅读为主，认真听课，完成任课老师的任务，同时
还要阅读本专业领域的名著及相关文献。有时间的话还要到期刊阅读室去看看专
业期刊，学习论文的写作规范、逻辑思维以及一些写作技巧。这一年，多阅读、
多思考、多练习，要以广度为主，同时可以慢慢开始初步训练写作论文，特别是
在完成任课老师作业的时候，可以尝试着写学术论文。对比较教育专业来说，选
题新、视角新、资料新、观点新很重要。在第一年，还需要多看一些外文材料，
特别是在网上可以找到一些最新的外文资料。资料新是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
方面。总之，对比较教育学生来说，如果有较好的英语基础，是很有优势的。
第二年的话以专题研究和系统写作训练为主。这一年需要集中在一些具体的
专题上，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题进行深度思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化的写
作。在这一年，需要学会写系统的学术论文。首先要学会选题，学生的研究问题
来源于平时的积累、思考和兴趣，通常来源于平时的阅读、研究项目、学术讨论
或者老师的提示。所以，还要多阅读、多思考、多交流、多研讨、多请教。
第三年就主要是完成学位论文，并能结合学位论文的写作写出一些较高质量
的学术论文。当然，对这一年来说，个人还要好好规划就业或者进一步深造。就
业的话，也不一定非要限制在上海或者具体工作岗位。有工作机会的话，暂时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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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再谋求发展。如果选择进一步深造的话，首先要好好地考虑自己的科研兴
趣、能力、天赋以及适合学校、导师和专业，并下定甘坐冷板凳的决心，不能为
了逃避就业或者觉得博士文凭好听而选择深造。其次，下定决心后，就要好好地
准备，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不过个人觉得，考博不是突击就能成功的，需要平
时的积累，考的是一个人的综合知识和学术水平。总之，研究生最后一年要很好
地处理学位论文和就业或深造之间的关系。

2012.8.17，星期五，晴转雨
今天下午 5 点从家出发去 TC 图书馆 306 去听 5 点半阿忆的讲座。今天来的
人挺多，后来才知道有一些是暑期在这里培训的学生。讲座准时开始，比较简陋，
没有 PPT，也没有话筒，就像在上课一样。阿忆人长的也挺普通，不像是名人的
样子。

北大副教授阿忆老师在 TC 做讲座

“未来中国社”给他的题目是“社会与人性”，这个题目涉及到哲学和社会
学，对他来说还是很有难度，他自己也说，他是在文学、法律和新闻方面有研究，
对这方面研究较少。不过他还是按照给定的题目去网上查了一些资料来进行演
讲。所以以后请嘉宾来做讲座，到底是主办方出“命题作文”好呢还是让嘉宾选
择擅长的题目进行演讲好呢？这是个问题，不过从今晚阿忆的表现来说，我觉得
还是让嘉宾选择擅长的题目来进行演讲好。
阿忆首先界定了社会、社稷、人性、本性的概念，并且认为现在汉语受日语
的影响挺大，很多词汇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比如，某某力、某某性等，再比如
户口、派出所等。随后他认为社会要培养公民，要遏制兽性，激发人性，在不伤
害别人的情况下获得自身利益，而在这过程中，公民教育、法律规范、社会秩序、
媒介信息、艺术作品等都不能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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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民教育方面，他比较认同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读本，他不赞同现在让孩
子识记儒家传统典籍，认为扼杀了孩子的创造性，不如把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读
本拿来开展孩子的公民教育。他还提到杨东平老师所完成的几套公民教育读本，
但由于现行环境，都没办法推行。
在法律规范方面，他从词源上分析了“法”，分析了法制和法治的区别。他
还提到了以德治国是不可行的，必须以法治国。“和谐社会”也是难以实现的，
“公正社会”相对容易实现。
在媒介信息上，他引用一个新闻人说过的话，新闻要有三个“W”：woman、
wampum(金钱)、wrong things，这样才能吸引读者眼球。
在社会秩序方面，他提到了现在的道德滑坡问题。
在艺术作品上，他提到了暴力艺术的尺寸。
他挺能说的，光看提纲，从 5 点半一直说到 7 点半，随后半个小时是提问和
回答时间。共有三个学生提问，不过我总觉得学生提问的问题不好，在人性上过
多的纠缠，他回答的也不好，对于这个题目确实是难为他了。所以还是应该选他
擅长和熟悉的，又能引起我们兴趣的话题来进行讨论会比较适合。
我在听讲座之前就已经百度过他了，百度到了他的新浪博客，觉得他的博客
里一些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另外想说的是，北大和央视的牌子还是很管用的。
还要八卦一下的是，据他自己说，他和孔庆东曾经是上下铺的兄弟。最后，附上
他的简介：
阿忆，本名周忆军，男，1964 年 4 月 10 日出生，北京通州人，北京大学中
文系文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现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曾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担任主持人。

2012.8.18，雨转晴
今天上午下雨，于是在家里干活。傍晚到外面的公园去跑步和转转。在公园
里转了一会，今天心血来潮，再往公园另一头走，发现还别有洞天，那边还有很
大一块地方也属于公园。以后可以有更多地方转了。在那边转了一会，在海边吹
了一会风。天逐渐黑了，路灯也都亮了，而且篮球场和足球场都有灯，可以继续
打篮球和踢足球。
我在想，这个公园晚上有路灯，不知道其他公园是否有路灯，虽然有点浪费
电，但至少为居民晚上提供了一个休闲的地方。我看到，有很多人拖家带口，在
这边铺了席子休息，甚至还有全家烧烤的，其乐融融，也有在这边搞活动的，气
氛热烈。而上海的公园，至少上海师大附近的两个公园，晚上 6、7 点就关门了，
虽然管理部门有安全因素的考虑，但是如果装上路灯，然后在 9 点左右关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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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也是可行的，至少能为居民吃完晚饭后提供一个短暂休息的地方。现在居民吃
完晚饭后只能压马路，吃灰尘。也许管理部门想到了这一点，但还是觉得管理麻
烦，而且装路灯要花钱吧。
到家 9 点，浏览了下 TC 的新闻，发现 TC 秋季学期选课注册已经开始了，秋
季学期从 9 月 5 日到 12 月 21 日。注册课程拿学分需要交钱，访问学者不用拿学
分，那我就不注册了，到时去听课的时候问问老师能不能让我去听。我在网上仔
细看了下这学期开设的课程，在网上选择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记在本子上，
到时再去感受和选择下。

2012.8.19，星期日，晴
昨天晚上室友刘博士问我去不去新泽西的 six flags Hurricane Harbor 水
上公园去玩，他们 City College 化学系的一帮同学共 14 人打算去那里玩，想凑
够 15 人，一起坐 3 辆车出发。我想反正是周末，那就去看看，于是就答应了。
今天早上 8 点半起来，吃了早饭后，休息了一会，9 点半坐熊博士的车出发。
熊博士和他爱人刚好和我们住一栋楼，最近他岳母来了，他们刚从黄石公园回来。
他们三个人加刘博士和我共 5 人刚好坐一辆车。
路途还是挺远的，开了将近 2 个小时才到。在门口等了一会其他几个人，随
后一起进去。进去后找到地方换衣服，发现自己由于没有经验，准备不足，很多
东西都没带，如浴巾、防晒霜等。另外，今天不是很热，在水里泡一会再出来有
点冷，所以最好也带件长袖。同时，拖鞋一定要带，最好还能带件能在水里泡的
T 恤。
换好衣服后，我们先到一个澡池里泡一会，感受了下浪来了的感觉。随后我
和刘博士去玩一个在“眼镜蛇造型”建筑里的游戏。听说这是一个刚开发的项目，
所以排队的人比较多，而且行动速度很慢，排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才到我们，有点
世博会排队的感觉了。另外，经常有人不排队直接就进去了，后来才知道，这些
人买了 Flash Enter 的票，多加 15 刀就可以不排队参加任何一个游戏。好不容
易才轮到我们，一人领了一个救生圈，救生圈有两个把手，手可以握着。上到高
处，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坐好位置，然后就直接被水冲下去了。经过一些歪道，
最后在一个较高的地方几乎垂直落下，再反弹回来，就结束了。整个过程还不到
一分钟，那种无所依靠的感觉还是挺刺激的，特别是在高处垂直落下的时候，心
一下就提起来了。不过我感觉也不是特别安全，不知道有没有人被甩出去过。
值得一提的是，刘博士把拖鞋放在边上，等玩完这个游戏后，发现鞋子不见
了，也不知道被谁穿走了。他很郁闷，呵呵。玩了这个游戏后，刚好碰上其他的
几个人，和他们一起去玩了另外一个游戏，是四个人坐一个大救生圈，然后从高

10

处左摇右晃的被水冲下来，感觉也还挺刺激的。玩了几个项目之后，大家觉得饿
了，于是一起到外面的车上拿点东西吃。
检票口也挺有意思，你如果临时出去下，他给你手上盖个章，回来后给他看
下章就可以了。我们在车边吃了面包、包子、零食等，聊了会天。
到下午 4 点半继续进去逛，这次我和刘博士先去玩了一个“大喇叭造型”里
的游戏。也是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才轮到我们。这次也是四个人的救生圈，不过
有只我们两个人坐。随后从高处被水冲下，也是有一个地方特别陡峭。除了那个
地方感觉有点紧张，其他地方都还好。
玩了这个游戏后，刘博士要去玩那个从 20 米左右的高处直接冲下来的游戏，
我不想去，于是去玩了另外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是上到高处，坐救生圈从密封的
管子里冲出来。由于看不到外面，也不会担心被甩到外面去，因此也不怎么紧张，
但是就少了乐趣，所以玩的人不多，都不用排队。出来和刘博士会合，随后一起
去漂流，坐救生圈从河的这边飘到河的那边就结束。漂流花了约半个小时。总体
感觉项目还是太少，所以有些游戏项目排队的人很多。
结束后约 6 点半，我们就在换衣服那里等了一会。等所有人都集中后，大约
7 点。再收拾一会，7 点半从公园出发到刘一手火锅店去吃火锅。开了近一个小
时，八点半才到。到了之后，分成三个锅，每锅 5 人，开始点菜吃饭。大家都饿
了，所以吃的都很快。味道还不错，里面吃饭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意外的是，
还碰到了一个我认识的 TC 的工作人员，而她和我们这次一起来的两个人又是邻
居，这个世界真是太小。
吃完约 10 点，把门票和饭钱结算清楚，门票一人 31 刀，饭钱一人 25 刀。
再休息了一会，10 点半出发，往家走。感觉路途很遥远，开了将近 2 个小时才
到。在车上，他们聊的挺多。感觉熊博士还是挺有自己的思想。刘博士在家不怎
么说话，和他熟悉的人还是挺能说，而且也还是有想法的，海外理工科的人看来
人文素养也还可以啊。
到家都 12 点多了，赶紧洗澡睡觉，日记都不写了，明天补上。

2012.8.23，星期四，晴
今天傍晚到外面公园去跑步，跑了几圈，然后在河边的凳子上坐了一会。一
直到晚上，江上明月升，清风微拂面，感觉还是不错的。
到家 9 点，下面条吃。吃完近 10 点，上会网，看到一个新闻说，哈尔滨阳
明滩大桥断裂，这是一座新建不久的吊索桥，也是赶进度向城市献礼的工程，可
以说也是豆腐渣工程啊，而官方发言人竟然是初步断定是货车超载造成的，而且
找不到当时的施工单位了。这种说法还是难以让人信服的。我觉得国内的建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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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都是赶进度，但是我看纽约的建筑都是建的很慢，但是很牢固。我住的地方附
近也在建一座大楼，建了半年多了好像还没什么进展。

2012.8.25，星期六，晴
今天傍晚到公园去转转，在凳子上了坐了一会。然后看黑人打篮球，刚好看
到有一个场地少一个人，于是加入他们，四打四，一局打 16 个球，打了两局，
结果我们队都输了，我也打的不好。和黑人在一起打球，真是打不过他们。
到家 9 点。在网上看会 CNN，看到奥巴马的民意调查还是稍微高于罗姆尼，
特别是在黑人群体中，几乎百分之百支持奥巴马。现在每天都要看会 CNN，虽然
很多还听不懂，但是慢慢地也在进步。

2012.8.26，星期日，晴
昨晚睡的很香，到 10 点才醒，醒来吃了早饭后，上会网，看会电影到下午
1 点，随后出去打算到外面洛克菲勒中心去逛逛。在地铁口附近的 donut 店买了
点东西当午饭。
在地铁出来去洛克菲勒中心的路上，看到有一家 H&M 店，听说里面的衣服还
不错，于是就进去逛逛，发现价格也还可以，下次有机会再买吧。随后到洛克菲
勒广场，发现人还是不少，还是有不少中国游客，团体的和个别的都有。
洛克菲勒中心包括 30 多座建筑，其中主建筑最高，而且主建筑有一个 top of
rock，可以上去观光，观看纽约市的全景，票价要 20 刀左右。由于我曾去过帝
国大厦，看过纽约市的全景，我觉得风景应该差不多，所以就没上去，就在边上
转了转。

纽约洛克菲勒广场

一直走到时代广场，在广场的麦当劳点了杯冰茶，坐着喝，看外面的人和风
景。一直坐到 4 点半，随后坐地铁去中央公园。上次逛了中央公园的北边，南边
还没怎么逛，所以今天就逛了会南边。中央公园确实很大，走一天都没问题。走
了一会，觉得累了，就坐了一会。坐到 6 点左右，去找地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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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到家出来的地铁口那里，发现两辆车相撞，其中有一辆还
是宝马好车，有警察在维持秩序，很多人在围观。看情形，应该是这辆宝马车想
超车，结果不小心撞到前面的车。由于车速过快，撞的还比较严重，不过现场没
看到伤员。看到这个，我就想起了今天的两个新闻，一个新闻说陕西延安那边一
个卧铺大巴车凌晨追尾装甲醛的货车，结果甲醛燃烧，把客车烧着，全车有 36
人遇难，只有 3 人生还。另外一个新闻发生在四川广安，也是一个小客车在高速
路上追尾前面的大货车，结果造成 10 人死亡。哎，现在汽车事故还是挺多的。
以后开车的人一定要小心谨慎啊。
顺便在地铁口附近的墨西哥店买了份墨西哥饭，想尝尝其他的味道，不想老
是吃自己做的饭菜。到家后吃了饭，写了日记，看会 CNN，洗澡，然后在 IPAD
上看会电影。

2012.8.29，星期三，晴
今天吃完午饭后，休息一会，1 点半出发到 TC 去看看。本来想去看看国际
新生的 orientation，不过过去一看人挺多，就不去凑热闹了，于是就到“中国
教育中心”去坐了一下，郭博士在办公室。和她聊了一会，曾老师这学期有一门
关于中国教育的讨论课，他的学生都要参加，我也要参加。这学期可选课程较多，
除了曾老师的这门课，还可以再选 4、5 门课来听。
另外，最近快开学了，哥大和 TC 有很多针对新生的活动。我去年 1 月份春
季来，很多活动都没有，一般 9 月秋季开学的时候才有。比如，8 月 29 日是国
际学生的 Orientation，9 月 1 日是带你熟悉哥大和附近的超市，9 月 2 日是带
你熟悉附近好吃和好玩的以及专门针对孩子的一些资源，9 月 4 日是 TC 的迎新
仪式以及学术指导等，9 月 7 日是纽约市公交游览，9 月 8 日是大都会博物馆游
览，9 月 9 日是到奥特莱斯购物，9 月 10 日是 TC 国际学生欢迎仪式。
在办公室呆在 3 点半，随后去图书馆坐了一会，看了会书，上会网，并且在
网上登记参加一些新生活动。不过纽约市公交游览名额有限，已经被注册完了，
这个活动是最有吸引力的，到时去看看有没有空位吧。所以秋季入学还是有一定
好处，至少有很多活动可以参加，而且可选课程也较多。
呆到 5 点一刻，就走回家。到家 5 点 40 分，感觉有点累，想午睡，于是就
睡了一会。睡到 7 点半才起来，起来后到外面去转转，顺便在路上买了两小块
PIZZA 吃，花了 6 刀，然后到超市买了牛奶、鸡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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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8.30，星期四，晴
今天吃完午饭后，到周师姐那里去拿可以放在床上的小桌子，她明天就回国
了，就把小桌子给我了。有小桌子的话，就可以放 IPAD，不用拿在手上上网了。
到了她楼下，买了 5 刀的苹果送她。周师姐不在家，出去和别人协商转让手机号
码的事情。她父母在家，和她父母聊了会天。他们一家人也基本上逛遍了美国，
不虚此行，不过也花费了将近 10 万人民币吧。
另外，晚上看了会 CNN。最近在开共和党全国大会，今天是大会的最后一天。
在今天，罗姆尼将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在这几天的会上，很多政客和
有名人士都发言了。这些政客的发言感觉比主持人或评论人的发言简单些，我基
本上能听懂。也可能也是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大众，所以要尽可能地让更多人能
听懂。真的挺佩服他们的口才，每个人都脱稿，但都讲的井井有条，而且能鼓动
人心。而且共和党的别称为 GOP，我开始还不了解，后来一查，才知道是 Grand Old
Party(大老党)是缩写，据说是因为共和党代表着保守力量，所以把它视为 old。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曾经担任过马萨诸塞州长，曾于 2007 年参加共和
党总统候选人竞选，遗憾败北。现已经 65 岁了，精神虽然不错，看上去还是老
了。他夫人看上去还比较年轻。他 23 岁就结婚，有 5 个儿子，11 个孙子孙女，
大家庭和睦兴旺。他们都参加了大会，为罗姆尼助威。美国领导人喜欢通过展示
自己的家庭，塑造自己“好丈夫”、“好父亲”的形象，也证明自己是个普通人。
罗姆尼在大会最后一天的发言特别提到了他父母的婚姻，来消除人们说他冷
漠的批评。他说，他父母感情很好，他爸每天给他妈在桌子上放一朵玫瑰花，一
直放了 60 多年。罗姆尼父亲曾经担任过三届密歇根州长，还参加过 1968 年共和
党总统候选人竞选，不过败给了尼克松。在政治上，他提倡不加税，改革医疗制
度。他还说奥巴马关注世界，而他关注家庭，要让美国人有更多机会实现美国梦。
他的搭档瑞安很年轻，40 出头。和民主党一样，一老一少搭配。瑞安口才
是不错，但是感觉演讲时的神态不是很亲和。我个人总感觉共和党这两个候选人
比较难以令人亲近，有点距离感。也许共和党本来就代表精英阶层吧。

2012.8.31，星期五，晴
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异地高考”终获批，各地年底前出方案。里面提到，8
月 30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
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对于被社会广泛关注的“异
地高考”政策提出了明确规定，给各地订出最晚时间线：各地有关随迁子女升学
考试的方案原则上应于 2012 年年底前出台，同时要求北京、上海等流动人口集
中的地区防止“高考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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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新闻，作为教育研究从事者，我有一定的兴趣，也去查看了该通知。
发现该通知由教育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制定，但
是还是比较宏观，也比较粗糙，把皮球踢给了各地方政府，让各地政府制定具体
办法。
同时，为了减少各地方本地市民的反对，防止本地考生的利益受损，教育部、
发改委允许采取适当增加招生计划的方法。那么，这样的话会不会使得大城市的
名牌大学也进入扩招行列，降低名牌大学毕业生的含金量？
不过应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教育部袁贵仁部长说了：“鼓励各省市结
合实际，尽快推出异地高考方案，但异地高考也不意味着完全放开，而是存在‘条
件准入’：一方面要考虑城市的承载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家长满足在当地工作
等条件。”因此，能参加异地高考的随迁学生应该是有很高要求的，比例应该不
会很大。我想，不外乎是应有稳定工作和住所（甚至要求有自己住房），有多年
纳税和保险，孩子有多年当地就学经历，要求是独生子女或者如果是多子家庭，
只能有一个孩子享受此政策等。具体条件就是各地政府确定了。
但这样的话也会有另外的问题：为了孩子的升学，会不会有更多的人挖空心
思地想进入北上广？北上广的资源是不是够用？北上广的房价是不是又要上涨
了？ 此外，也有些人担心随迁子女的素质不行，如果他们以同样分数进入大学，
难以跟上大学学习。还有人担心，随迁子女参加当地高考，会不会触犯外地考生
的利益，抬高外地考生的分数，减少外地考生的入学人数？也有人提出担忧，到
时该政策可能演变成：让随迁子女参加当地高考，到时换算成户口所在地分数，
在户口所在地录取。
总之，在各地制定具体办法和方案的过程中，各方利益肯定要互相博弈，特
别是强大的本土力量肯定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该政策会不会受到地方政府的
抵制，会不会难产，还真是未知数。不过我想，上海市政府应该还是会制定具体
办法和方案，就是看具体条件的高低以及分配比例的多少而已。
最后，我们必须要说，虽然力度不会很大，比例不会很高，但教育部有这样
的想法和提法，是好事，也是一种进步，毕竟是走出了这一步。

2012.9.1，星期六，晴
今天是周六。吃完午饭就往 TC 走，想去参加介绍哥大的活动。虽然我对哥
大的一些建筑和风景已经比较了解了，但是周末反正没事，而且想去再了解和熟
悉下哥大的建筑。
约 2 点到 TC 大厅，已经有很多人在了。过了一会，有个志愿者带领我们参
观。她是 TC 的研二学生，来自华盛顿。稍微参观了 TC 后，她就带领我们到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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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校园。本来我想她应该会介绍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名人轶事、风土人情、历
史典故啊。但我觉得她也没怎么介绍，她对哥大也不怎么了解，手上还拿份材料，
边看边说，而且介绍的不详细。不过她带着我们去了下 9 月 4 日要开的新生会的
会场。
今天的天气真热，tour 持续了约一个小时，我都晒的快中暑了。老外真不
怕热，夏天老外女生没有打伞的，最多带个墨镜。而且今天这么大个太阳，在哥
大的一处草坪上，有两个女生竟然在日光浴，真是佩服她们。
在参观过程中，认识了来自中国的两个硕士学生，和他们聊了几句。看到他
们就想起自己刚到纽约的场景，不过我想他们应该会比我适应快吧，他们都差不
多是 90 后了。我来了半年，现在已经基本适应了，对纽约和 New Yorker 这两个
词都有种亲切感了。

TC 志愿者在介绍哥大

参观之后，本来想去“中国教育中心”办公室坐一会，结果办公室没人，于
是只好回家。马上要开学了，事情和活动会逐渐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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