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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30，星期五，晴

今天要去参加天马旅行社的华盛顿两日游，路线是费城——华盛顿——巴尔

的摩。上午七点从家出发去 Chinatown 坐车，8点左右就到了。在那边等了一会，

八点半发车。导游 Allen 是个年轻的广东小伙，挺灵活和热情的，还带了两个更

年轻的实习生。在美国，学生兼职做导游的也挺多，听说收入还不错。

十一点半到了费城独立厅前的广场，首先导游用中文英介绍了情况后，就各

自参观。我们参观了独立厅，也看到了自由钟。

（费城的独立厅和自由钟）

参观完之后，在附近吃了午饭，是称重付费的，价格不便宜，味道也一般。

在费城真的是走马观花，就稍微逗留了一会，大约一个小时。

吃完午饭后，下午一点出发去华盛顿。到华盛顿大约三点，随后跟着导游参

观了吉弗逊纪念堂、林肯纪念堂、韩战（即我们所说的抗美援朝）及越战纪念碑。

林肯纪念堂对面的倒映塔非常漂亮，据说电影“阿甘正传”和“变形金刚”都在

这里取过景。

（杰弗逊纪念堂）

（林肯纪念堂和对面的倒映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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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战纪念碑：自由是需要代价的）

从林肯纪念堂出来后，导游还带我们远远眺望了下白宫。据他说，白宫只能

远眺，不能近距离靠近，该位置已经是较好的位置了。

（夜幕下的白宫）

最后，我们去参观了自费项目：总统蜡像馆，里面有美国历届总统，还有体

育和娱乐明星等的蜡像。票价一人约 20 刀，我没去过上海蜡像馆，所以就花钱

去看了。感觉还不错，短时间就能和大量总统、明星合影，呵呵。

（左边：20 美元头像上的美国第五届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右边：美国总统办公桌）

（和奥巴马夫妇、小布什合影，呵呵）

（和皮特夫妇、美国历届总统合影）

参观完之后，导游带我们去吃自助餐，每人 15 刀，菜的品种还比较丰富。

九点半左右到酒店休息。

2012.12.1，星期六，晴

今天上午六点半就起来，七点半出发去参观预约在八点五十分的国会山。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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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外面天气还是有点冷。到了国会山之后，排队等了一会，然后安检进去。

（美国国会山和一楼大厅的游者中心）

首先参观了下国会山一楼大厅的雕塑和壁画，然后又排队进去。首先看了部

电影，介绍美国历史和国会的形成历史。接着由一个专门的人带我们参观并给我

们解释。里面还是挺庄重典雅，有一定的宗教意味。

（国会山里面的一些雕塑和画作）

10 点半左右从国会山出来，随后导游带我们参观了航空博物馆。据说华盛

顿有 14 个大型博物馆，这只是其中之一。该博物馆介绍了飞机的演变历史，里

面陈列着一些飞机模型。值得一提的是，我还看到有一些孩子在里面学习相关的

空间知识。

（航空博物馆陈列的飞机以及在航空博物馆学习空间知识的孩子）

另外，该博物馆里面还有一个巨大的麦当劳，我们在里面吃了午饭。个人感

觉华盛顿真的很不错，比较 elegant，和纽约感觉不太一样。就是这次时间还是

太紧了，都没有好好地参观华盛顿。

下午一点左右离开华盛顿，往巴尔的摩出发，三点左右到达。巴尔的摩也是

个漂亮的城市，特别是我们停靠的海港非常漂亮。那里阳光明媚，有军舰停在边

上，行人也都非常休闲。附近还有个水族馆，就是没时间去看。



4

（美丽的巴尔的摩海港）

在巴尔的摩呆了不到一个小时，四点左右就出发回纽约了。到纽约大约七点，

先到唐人街超市买了点菜，然后在那边的一个小饭店吃了点饭，感觉不实惠。随

后坐地铁回家，大约九点到家。

2012.12.2，星期日，晴

今天比较郁闷。上午本打算上网，但我刚把手提电脑开机，然后把电源插到

电脑上，就突然听到“呯”的一声，吓了我一跳，电脑也突然关机，然后再也打

不开了。很可能是主板坏了，郁闷，打算明天去修理店看看。所以接下来的一段

时间的日记和其他书面工作只能先在Ipad上写了，但是在Ipad上打字不太方便，

也不太习惯，还是在电脑上打字和编辑比较方便。

2012.12.3，星期一，晴

今天是周一，上午吃了早饭后，打算去修电脑和向纽约总领事馆寄送申请留

学回国证明的材料。我先在网上查找了电脑修理店，然后在 34 街附近找到一家

老外的修理店。他看了后，说是电脑主板坏了，需要换主板，换主板要二百四十

刀。如果不换主板，可以转移硬盘数据，转移数据需八十刀一小时。美国的人工

费太贵了，这一价格也太高了吧。

于是打算去法拉盛去看。到法拉盛路有点远，二点左右才到。出地铁后，找

到了一家电脑修理店。这家的价格相对便宜，换主板一百二十刀，但是不一定能

修好，转移硬盘数据二十刀就够了。于是就打算不换主板了，直接转移数据就行

了。不过转移数据需要 U盘，我没带那么大的 U盘或移动硬盘，于是在该店买了

个 16G 的 U 盘，花了 22 刀。

在转移数据的过程中，先去吃了饭，然后去法拉盛的邮局寄送材料。到了邮

局后，发现人很多，而且如果是平信的话，虽然便宜，但需要自己到文具店买信

封，然后再到邮局排队买邮票。我也不太明白这个程序，怕万一弄错，纽约总领

事馆收不到就麻烦了，所以觉得还是明天去学校寄，因为在学校我寄过几次

priority 的信，比较有经验，也比较有保证。

2012.12.4，星期二，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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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吃了午饭后去 TC，先去图书馆打印了一些东西，然后去 TC 邮局向纽约

总领事馆寄了回国人员证明的相关材料，花了五刀左右。

隨后到“中国教育研究中心”办公室上网，在网上买了联想电脑 Thinkpad T

430S，用了 Coupon，少了二百刀左右，共花约八百三十刀，配置还不错。接着

还在网上订了去美西的跟团游，1 月 5 日出发，1 月 15 日返回，一人约 400 刀。

然后订了去洛杉矶的机票，一人约 450 刀。

另外，以前购买的联想电脑今天到了，但是由于没有使用折扣券，所以还是

要退回去。美国退货还是比较方便。

2012.12.7，星期五，小雨

今天打算去迈阿密小戴那里玩几天。上午十点起，十点半离开家。在地铁附

近的麦当劳吃了汉堡，味道一般，花了约五刀。十一点出发去机场，转了两次地

铁，还转了机场轻轨。到机场办好手续后大约下午一点，在机场里的麦当劳吃了

个套餐，花了八刀。

在两点半登机，总觉得美国人的效率很低，登机的速度很慢，到三点左右才

上完。飞机三点钟准时起飞。纽约今天在下小雨，不知迈阿密是否下雨。飞机上

都是美国人，美国的国内飞机不提供餐饭，只提供饮料，而且空乘的年纪都较大。

经过三 半小时的飞行，在六点半左右，飞机到达迈阿密机场。感觉进入了

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的人都穿着短袖。

在机场吃了晚饭，花了约十刀，一点都不好吃，很不划算。吃完后，在机场

等到八点，小戴开车来接我。我和小戴已经多年没见了。我们是大学本科同学，

他是化学专业。我们大四那年一起考研，经常一起自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

也在复习考研中结识了他现在的爱人——小杜。然后我们又一起在西南大学读研

究生，也经常来往。后来他去了南京大学读博士，我去了北京师大读博士。从那

以后就没机会再见了。后来他博士毕业后去了四川大学工作，现在在美国佛罗里

达国际大学做博士后，但编制还在川大。

经过半小时的车程，到他家八点半，和他们寒暄几句，随后洗澡睡觉。他们

做的地方有点像别墅，共有两层，楼上三个卧室，三个人住，底层有两个客厅，

他们把其中一个客厅腾出来给我住。

2012.12.8，星期六，晴

今天八点起来，吃了早饭后，九点半出发去大沼泽公园，小戴开车带我去。

开了约半小时，路上有很多荒地，而且迈阿密的路况并不好。进到公园后，我们

租了自行车，每小时 8.5 刀。大沼泽公园和上海崇明的湿地差不多，不过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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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上，有时会看到鳄鱼和水鸟。骑了一个多小时到中段的瞭望台，在台上眺望

了会风景，然后骑车回来。总共骑了两个小时，感觉挺累的。可惜我们都忘了带

相机，没拍到鳄鱼。

随后小戴开车带我回家，过了半小时到家。杜伟已做好几个菜，走的是川菜

路线，味道还不错。吃完约二点半，隨后小戴又开车带我们去看巿区、美联航中

心和 south beach。迈阿密是个旅游城市，没有多少工业。它最著名的是海滩、

棕榈、阳光、美女，是个很休闲的城市。

（迈阿密的海边）

美联航中心是热火队的主场，就在海边，不过据说是热火队租的场馆，不属

于热火队所有。

（美联航中心：热火队主场）

此外，south beach 的风景真的很不错，第一眼看到感觉很好。不过我们五

点才到，才看一会天就黑了，没看过瘾，打算礼拜一再来看看。

（迈阿密的 south beach）

在海滩上呆了个把小时，随后往家走，到家七点。我们一起包馄饨吃，味道

还可以。吃完约八点，休息一会，洗澡睡觉。今天挺累的，主要是骑了两个小时

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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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9，星期日，晴

今天九点起来，吃了早饭后，小戴带我们去那边的一个岛上看灯塔。开车经

过小戴所在的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校园风景不错。随后到学校附近的一家超市去

买了鸡腿、鸡翅、饮料等。经过那个岛所在的大桥，我们先在一处海滩休息了下，

看会大海，天太热了，随后继续往岛上走。

（迈阿密的另外一个海滩）

到岛的里面后，找个地方坐下来吃午饭。先找到一个人少的地方，结果几个

棕熊老是呆着，盯着我们手中的食物，搞得我们都吃不安稳，于是只好找个人多

的地方继续再吃。

（我们吃午饭的地方）

吃完后十二点半，去看海滩和灯塔。在海滩边，真实地体验了阳光和海滩。

（灯塔边上的海滩，远处是灯塔）

随后我们爬上了灯塔，灯塔非常高，我有点恐高，在上面呆了一会就感觉有

点头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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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塔上的风景）

下了灯塔后，我们继续沿着海边逛。在路上，有一个美国中年女性很热情地

要帮我们照相。和她聊了几句，她说她女儿就在上海工作。逛到三点左右，在树

边坐着打牌。一直打到四点半左右，随后继续沿着海边走，感受夕阳下的大海。

（夕阳下的大海）

走了个把小时，五点半左右就开车往小戴家里走。到家七点，本来想去吃

pizza，不过 pizza 店关门了，于是我们就一起做了几个菜。吃完后约八点多，

洗澡，继续斗会地主，随后睡觉。

2012.12.10，星期一，晴

今天上午九点起来，起来吃了早餐后，小戴开车送我到去市区的公交车站，

他自己去实验室做实验。于是，我自己坐公交到迈阿密市区下，在市区逛了下，

迈阿密市区并不大。

（迈阿密市区和边上的海滩）

我还看到了迈阿密 Dade 学院，感觉是个挺不错的大学，不过后来听小杜说，

这只是个职业培训学院，她也来这里上过几个月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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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阿密 Dade 学院大门和走廊）

在市区逛了后，我又到 south beach 逛了逛。上次是傍晚来的，所以人不多。

今天是中午去的，人很多，而且太阳很大。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太阳伞下坐了一

会，就有人过来问我是否要租伞，要 35 刀。我才不租呢。呵呵。

（白天的 south beach）

在海滩边坐到 3点左右，坐公交到市区，再转车。由于在原来的下车地点是

单行路，所以在对面找不到回去的车站，只能问人，然后过了两个路口去坐公交。

在找公交的过程中，看到了该县的法院。

(Dade 县法院)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后，到他家约 7点，和他们一起做菜和吃饭。吃完后，

休息一会，打会地主，洗澡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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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11，星期二，晴

今天九点起来，吃了早餐后，约九点半。隨后小戴开车送我去机场。到机场

后，只能在自助电脑上打印出机票。安检后，才十点半。在候机厅一直等到十二

点才开始登机。飞机上的空乘都是大叔大妈，而且有个人长的还挺象美国教育部

长邓肯。尽管是十二点一刻的飞机，但飞机上没有午餐，只有饮料。

三点左右到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坐上 M60 公交，过一个小时左右到达 125

街，结果提前一站下了，多走了些路。在回家路上买了点菜，花了 20 刀左右。

到家五点左右，刘博士他们不在家，他们也去迈阿密去玩了。

2012.12.13，星期四，晴

今天吃了早饭后，去 Tｃ打印了归还电脑的单子，然后到附近的 Ups 店，去

把电脑寄送回去。很快就办好了手续，钱要再过几天就会转回到我帐户上。在美

国，归还东西还是挺方便的。随后在“中国教育研究中心”办公室坐了一会，到

两点五十分去上程老师的课，今天是程老师课程的最后一次课。到教室后，发现

班级已经在上课了，后来一问才知道由于要汇报的人太多，今天提前到两点半上

课。今天是各个学生（大约 10 人）做自己期末作业的汇报，每人十五分钟。学

生做的都还不错，汇报的也还可以。所以，在课堂上，教师给学生适当的放手是

可以的。另外，今天程老师还带了一些吃的东西分给学生吃，不过中国学生都比

较内敛，吃的较少。后来还剩下一些巧克力饼干，程老师就全给我了。

四点四十上完课，和程老师一起到办公室坐了一会，和郭博士、于博士稍微

聊了会，也和程老师聊了一会。她对上海 Pisa 挺感兴趣，说想和我一起做些这

方面的研究，然后在国外期刊发表。这挺好的，以后在国内也可以互相联系，和

她合作研究相关问题。另外，该门课程的学生下周三晚上打算一起去吃饭，也邀

请我参加，该门课程班上的学生关系挺融洽的。

2012.12.17，星期一，小雨

今天在 Ipad 上看了有关“世界末日”的视频和印度电影“三个傻瓜”。看了

之后感觉国外科学家做科研很认真，他们对“世界末日”的研究很注重实地和实

证研究。另外，印度电影也挺好看，而且这个电影还和教育相关，告诉人们，教

育应根据学生的兴趣来施教，培养他们的创造性，而不是纯粹靠死记硬背来培养

没有思想的所谓“工程师”等人才。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中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些

印度舞蹈，让人觉得印度人都擅长舞蹈。

另外，今晚八点左右我购买的联想电脑送到了。本来以为今天不能拿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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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还是拿到了，还是挺高兴的，马上就开始使用。电脑安装了 windows 8，不

过开始不太习惯。经过一个晚上的慢慢习惯，感觉还不错吧。一直弄到十二点才

去洗澡睡觉。

2012.12.19,星期三，晴

今天有太阳，所以下午出去转了转，不过外面的风也很大。在外面的公园和

街道逛了个把小时，也经过了 city college，本来想进去看看，结果门卫不让

进。

下午五点半去中城的一家中餐馆和程老师班上的几个同学一起吃饭。到餐馆

约 6点，此次来了八个人。聊的还比较尽兴，现在的学生经历都还比较丰富。最

后结账，共花了约 160 刀，每人约 20 刀。

另外，今天在网上看了“泰囧”，这部电影现在在国内很火。我看的是枪版，

不是太清晰。看完之后，感觉一般，没有宣传的那么好看，甚至觉得还没有第一

集“人在囧途”搞笑。

2012.12.22，星期六，阴

昨天是玛雅传说中的世界末日，但是风平浪静，没有什么大影响，就是外面

有点阴沉。今天 9点起来，吃了早饭后。9点半在 135 街和龚博士、李博士一起

到 Tc，打算 10 点和其他人一起坐中巴去曾老师家中做客。现在 Tc 已经放假了，

而且又是周末，所以 Tc 里面都没什么人。

在外面和开车师傅聊了会天。该司机以前在辽宁那边的一个政府部门工作，

属于体制内的人，不过后来来到了美国。他已经来了 10 多年了，但是现在也只

能做个司机，一个月拿 3000 多刀，确实挺不划算的。等大约 10 人左右都到齐后，

就往曾老师家出发。在车上，每个人在贺卡上写了对曾老师的圣诞和新年祝福，

并签上名字。

大约开了 40 分钟，到了曾老师家。曾老师和师母李老师已经在家中等候了。

李老师是重庆人，在美国这边的一所大学做历史学教授。曾老师家在纽约州一个

最好的学区，是类似别墅的房子，共有两层，楼上为卧室。该学区的房子较贵，

据说他的房子现在值七、八十万刀，特别是每年要交 2万刀左右的物业税，挺贵

的。看来美国买房不贵，就是养房贵啊。

今天午饭吃水饺。李老师已经做好馅了，于是我们几个就先开始包水饺。我

以前只会包馄饨，不会包水饺。今天也尝试了包了几个，虽然不好看，还将就。

杨老师是山东人，包的很好。过了一会，程老师一家人（一个男孩）、石博士一

家人（两个小男孩）以及另外的一个博士和她老公也自己开车来了，她们都是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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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以前的博士生。

包完水饺后，李老师就开始烧。烧完后，有很多水饺，再加上一些水果、虾、

肉、蔬菜沙拉等，摆了满满地一桌。

（在曾老师家中的圣诞聚会）

在吃的过程中，大家都在互相交流。我和曾老师聊了会，他说上海师大已经

有白处长、翟老师以及我三个人在他这里做过访问学者了，以后他可以和上海师

大加强联系，增加师生来往，合作课题研究等。另外，也和师母李老师聊了会。

曾老师和李老师的女儿是耶鲁大学的本科生，现在在复旦大学做交流学生。李老

师说如果到时需要给她女儿带点东西，可能还要麻烦我，我当然答应。

大约 1点半左右吃完，随后开始玩游戏。共有三个游戏，是龚博士根据大家

的建议而设计的。首先是一个“Yes or No”的游戏，就是由龚博士出题，然后

大家选择“对”或“错”，选择“对”的站一边，选择“错”的站另外一边。如

果回答错误，就被淘汰，一直到剩下一个人为止。然后由获胜的那个人到曾老师

这里抽红包。曾老师准备了一些红包，其中有 20 刀一个，10 刀两个，5刀若干，

1刀若干。这些题目都挺有难度的，挺偏的。答对的人并不多。

进行了 5 轮左右，然后进行第二个游戏，是“你来比划我来猜”。潘博士准

备了一些卡片，有动物、食物、运动等，然后请人来比划，谁第一个答对就算赢，

获得一张卡片。在这次游戏中，大家的反应都很快，经常是一比划动作，就有人

猜出来了。我也答对一题，获得一张卡片。获得卡片的人都有抽的机会，赢得卡

片最多的人先抽。在此次游戏中，20 刀的一等奖被抽走。抽到一等奖的李博士

上台表演了个节目，唱了首歌。我运气不错，抽了个 10 刀的二等奖，要和另外

一个抽到 10 刀的尧博士一起表演一个节目。我们商量一下，最后两人一起表演

了个稍微有点搞笑的小品。

随后进行第三个游戏，是“脑筋急转弯”。这次的红包不够了，于是就给答

对者一个权力：吃个饼干，并有指定别人表演的权利。于是基本上每人都被叫到

表演节目，包括唱歌、说笑话、讲故事等。曾老师也表演了一个节目，朗诵了他

自己做的一首诗。李老师则讲了一个她从“纽约时报”上看到的一个笑话。有几

个同学演唱了一些圣诞歌曲。程老师的儿子还弹奏了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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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呆到 3点一刻，随后我们一些人一起又坐中巴回来。开了大约 40 分钟，

到 135 街，我和龚博士、李博士一起下，并到李博士家中去参观了下。他们邀请

我在他家一起吃饭，不过 25 号晚上也要和他们一起吃饭，于是今天就算了，先

回家了。

2012.12.23，星期日，晴

今天外面天气还可以，虽然有点冷，不过还是有太阳，所以下午打算出去到

外面转转。先坐地铁到 66 街下，看了看林肯中心。然后一直往时代广场走。在

那边逛了个把小时，等太阳落山的时候就往家里走。在家附近的地铁口给室友刘

博士的孩子买了个小玩具作为圣诞礼物，花了 16 刀。到家约 6 点，然后往尧博

士家里走，他住在 122 街，就在 Tc 附近。今晚要到他那里吃晚饭。

在路上的超市买了一些苹果送给尧博士。到了之后，访问学生李博士和他的

室友王同学（哥大硕士，90 年出生）已经在了。我们一起准备了下吃的东西。

过一会，另外的王博士（北大本科，哥大商学院博士）和贺同学（广外本科生，

现在在哥大做交流学生，91 年出生）也到了，他们和尧博士一样，都是广东人。

现在 90 后都已经冒出来了，80 后要抓紧了。呵呵。

尧博士在烤箱里烤了一些鸡腿、鸡翅、蘑菇、bacon、芦笋、牛肉等，很方

便，也很好吃。我们边吃边聊，相聊甚欢，他们的经历也都还比较丰富。一直聊

到 9点半，觉得时间不早了，于是告辞出来。与李博士和王同学一起往 135 街走，

他们也住在附近。到家约 10 点。

2012.12.24，星期一，晴

今天晚上是平安夜，下午打算去曼哈顿那边逛逛。以前都是坐地铁去的，今

天打算坐公交去逛，于是坐公交到了 66 街第五大道，然后开始沿着第五大道往

时代广场走。今天有点阳光，但是还是有点冷，不过街上的行人很多，而且看到

不少亚裔面孔，听到不少人在说汉语。在路上，首先在一家 H&M 店里逛了半天，

不过最后什么东西都没买。

随后到洛克菲勒中心广场转转，今天广场上人非常多，和上海的南京西路有

的一比。广场上有一颗较大的圣诞树，路边的树也都点缀着一些彩灯，为纽约的

夜色增添了不少色彩。值得一提的是，我到广场下面去上个厕所，竟然要排较长

的队，这是挺少见的，说明人之多。随后，我在广场下面的星巴克买了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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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中的洛克菲勒中心）

随后继续往时代广场走，在时代广场呆了一会，觉得天色晚了，而且实在有

点冷，于是就去坐地铁回家。到 137 街下来之后，到超市买了点水果沙拉、蛋糕

等，还到附近的 Pizza 店买了两片 Pizza。到家后，吃了自己做的自助西餐，呵

呵。

2012.12.25，星期二，阴

今天是圣诞节，晚上去附近的李博士家吃晚饭。在路上买了点水果。此次聚

餐共有 10 人，基本上都是曾老师的学生。本来说好七点聚餐，结果大家都还在

自己家做菜，没有过来。陆续地，大家带了一些菜来，基本上是每人一个菜。到

8点左右开吃，有几个菜味道还可以，有几个菜味道一般，呵呵。

吃完后约 9点半，一起玩“天黑请闭眼”游戏，该游戏考的是一个人的观察

能力、逻辑分析能力、判断能力以及话语表达能力，还是挺考验人的，呵呵。因

为有 10 人，所以增加了难度，有一个“法官”，两个“杀手”，两个“警察”，一

个“医生”，四个“平民”，最后输的人要唱歌。和国内的规则有点不太一样，我

不太熟悉，不过有几个人对这个游戏比较熟悉。我们在玩的时候，每局“杀手”

都被找到，所以“杀手”都要唱歌。时间过的挺快，没玩几局，不知不觉就到十

一点了，于是就结束，各自回家。

2012.12.27，星期四，阴转晴

这几天有点感冒了，所以天天泡点姜汤喝。另外，最近纽约的天气有点冷，

经常下雪，有点冷。不过，今天天气不错，而且没有菜了，又想去理发，于是今

天就打算到法拉盛去理发和买菜。

坐地铁到法拉盛之后，先去逛了逛。今天还是有点冷，先到一家理发店理发。

单剪 6刀，加上 1刀小费，共 7刀。随后在 Macy’S 店逛了下，没有看到合适的

东西要买。接着到超市去买了牛肉、蔬菜、水果等，买完约 5点。随后坐车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