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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友情：这棵树上只有一个果子，叫做信任 

 

                      毕 淑 敏 
 

    现代人的友谊，很坚固又很脆弱。它是人间的宝藏，需我们珍爱。友谊的不

可传递性，决定了它是一部孤本的书。我们可以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友谊，但我们不会和同一

个人有不同的友谊。友谊是一条越掘越深的巷道，没有回头路可以走的，刻骨铭心的友谊也如

仇恨一样，没齿难忘。 

    友情这棵树上只结一个果子，叫做信任。红苹果只留给灌溉果树的人品尝。别的人摘下来

尝一口，很可能酸倒了牙。 

    友谊之链不可继承，不可转让，不可贴上封条保存起来而不腐烂，不可冷冻在冰箱里永远

新鲜。 

    友谊需要滋养。有的人用钱，有的人用汗，还有的人用血。友谊是很贪婪的，绝不会满足

于餐风饮露。友谊是最简朴同时也是最奢侈的营养，需要用时间去灌溉。友谊必须述说，友谊

必须倾听，友谊必须交谈的时刻双目凝视，友谊必须倾听的时分全神贯注。友谊有的时候是那

样脆弱，一句不经意的言辞，就会使大厦顷刻倒塌。友谊有的时候是那样容

易变质，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就会让整盆牛奶变酸。这个世界日新月异。

在什么都是越现代越好的年代里，唯有友谊，人们保持着古老的准则。朋友

就像文物，越老越珍贵。 

    礼物分两种，一种是实用的，一种是象征性的。 

    我喜欢送实用的礼物。 

    不单是因为它可为朋友提供立等可取的服务功能，更因为我的利己考虑。 

    此刻我们是朋友，十年以后不一定是朋友。 

    就算你耿耿忠心，对方也许早已淡忘。 

    速朽的礼物，既表达了我此时此刻的善意，又给予朋友可果腹可悦目可哈哈一笑或是凝神

端详的价值，虽是一次性的，也留下美好的瞬间，我心足矣。象征久远意义的礼物，若是人家

不珍惜这份友谊了，留着就是尴尬。或丢或毁，都是物件的悲哀，我的心在远处也会颤抖。 

    若是给自己的礼物，还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好。比如一块石子一片树叶，在别人眼里那样普

通，其中的美妙含义只有自己知晓。 

    电话簿是一个储存朋友的魔盒，假如我遇到困难，就要向他们发出求救信号。一种畏惧孤

独的潜意识，像冬眠的虫子蛰伏在心灵的旮旯。人生一世，消失的是岁月，收获的是朋友。虽

然我有时会几天不同任何朋友联络，但我知道自己牢牢地粘附于友谊网络

之中。 

    利害关系这件事，实在是交友的大敌。我不相信有永久的利益，我更

珍视患难与共的友谊。长留史册的，不是锱铢必较的利益，而是肝胆相照

的情分。和朋友坦诚的交往，会使我们留存着对真情的敏感，会使我们的

眼睛抹去云翳，心境重新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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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花絮  
• 九月十一日，牛

顿中文学校开学

了！许多学生和

家长们早早地就

来到了学校，开

始了 2005 年秋

季新学年的第一

天。在校长郭

红、副校长姚洁

莹带领下的校行政，经过暑期中紧张

而繁忙的准备工作，为开学的第一天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开学三周来，学

生的注册、换课、班级人数调整已基

本完成。 

• 九月十七日，校长郭红、副校长姚洁

莹率领我校八位教师，参加了新英格

兰地区中文学校协会主办的 2005 年

教师节餐会。会上表彰了一批为中文

学校服务多年的校务人员。我校财务

主任严亦文获得了服务五年奖励证

书。 

• 九月十八日是中秋节，学校给每一位

老师赠送了一盒月饼，祝老师们中秋

团圆，阖家欢乐，为新学年在牛顿中

文学校这个大家庭里再做新贡献。 

同日，一年一度的大型书展也在牛顿

中文学校再次举办。学校咖啡厅里摆

满了各种各样的中文书籍和 DVD 等

等，整个下午十分热闹。 

• 九月二十五日，《语文报》第一次大

量在中文学校发放了。根据学校规

定，凡上中文课的家庭每家至少订阅

一份。根据学生所在的年级，学前班

至五年级可订初级版，六年级以上可

订中级版。百分之九十五的学生已收

到《语文报》。希望家长们能在课余

指导自己的孩子阅读。

     （供稿：陈卉） 
 
 

课程简介： 

Introduction of Adult Spoken Chinese class： 
In Adult Spoken Chinese class, students will learn about PinYin as a guide to 
pronunciation, greetings, family members, personal 
introductions, numbers and dates, countries and culture 
languages, occupations and work places,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telling time, and more. 
Each lesson includes the following subsections: illustrate texts, 
learn the sentences, new words, expressions and write some 
simple characters. 
 
 

请注意： 
牛顿中文学校的网址和校长的电子信箱现改变为：www.newtonchineseschool.org， 
principals@newtonchineseschool.org。感谢您对学校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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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星 

帮助中国贫困地区的孩子实现求学的希望 
 

—— 中国北京市郊通州立华希望小学采访记 * 
 

        今年暑假，我们参加了由东海国际交流中心梁木森女士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旅行社联合

组织的第二期“中国历史文化夏令营”。 我们到中国参观了北京， 洛阳，西安，杭州，苏

州，上海等城市。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名胜古迹、名山大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

而，更使我们久久难以忘怀的，却是我们对中国北京市郊通州立华希望小学的一次访问。 
        访问希望工程小学，是我们夏令营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美术、武术等课

程，其中新闻采访课中的重要内容。尽管我们生长在美国，但有不少同学听说过，在中国贫困

地区有近百万的孩子由于贫困而失学，学校条件很差。中国的希望工程，正如它的名字一样，

就是动员海内外的资源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改善那里的办学条件，给这些孩子带来求学

的希望。我们当中 13 岁的马延海同学和他的两位朋友孙咏、周子尧于 2004 年在美国波士顿发

起了“CHC” (Children Help Children) 的组织, 并于今年 5 月在麻州 Woburn 的亚洲文化中心举

办了一场“CHC 青少年才艺义演晚会”。 马延海和后来也成为夏令营成员的徐田田、徐逸飞

兄弟，还有其他青少年参加了义演。义演得到了波士顿地区许多华裔家长、才艺教师和亚洲文

化中心的热情支持，以及纽约华亿国际旅游公司的捐助，总共筹集到 900 美元。经中国旅行社

的事前准备，马延海以及夏令营的学生，趁着这次到中国参加夏令营的机会，代表“CHC”把

筹款以及我们波士顿孩子们的一份爱心，带到了北京立华希望小学。 
        通州位于北京的东郊。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 2008 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办，大

量农民工从一些贫困地区涌入该地区寻求工作机会，致使人口迅速增长。由于经费有限，当地

政府无法提供足够的校舍、师资和教学设备来满足该地区学龄儿童的需求。儿童上学难，学校

条件差是大问题。由于社会各界的努力，北京郊区已成立了百余座希望小学来帮助解决当地的

困难。立华希望小学就是其中之一。该校校长徐永一女士, 原是一位下岗教师。她把解决儿童

上学难视为己任，在政府捐助的基础上，自筹基金，因陋就简办起了立华小学。自 2000 年学

校在政府注册起，现已发展到有近 1000 平方米的校舍，教师学生共 800 余人。 
七月的北京，骄阳似火。这天，我们“中国历史文化夏令营” 的全体成员三十余人来到了

北京郊区通州立华希望小学。老远就看到徐校长带着学生们等在学校大门口。汽车还未停稳，

就听见热闹的锣鼓和口号声，男女学生随着鼓声手舞彩带，列队在校门两旁夹道欢迎我们。说

实在的，我们大多数人还从来没有，也没有想到会受到这样热烈的欢迎，他们的热情真令人感

动。我们走进了学校，这是一所非常简陋的学校。除了一排教室、桌椅和黑板外，到处显得空

荡荡的。我们被让进了一间较大的教室，只见教

室中间摆着一张崭新的乒乓球台。一问才知道，

这是用我们波士顿“CHC 青少年才艺义演晚会” 
募到的捐款购买的。它是该校师生渴望已久的第

一张，也是唯一的一张乒乓球台。 欢迎仪式开始

了。首先，立华小学的孩子们给我们夏令营的每

一位成员戴上红领巾。我们知道红领巾是中国小

学生荣誉的标志——只有学习好又爱帮助别人的

孩子才能戴上红领巾。接着，我们夏令营的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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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成员和立华小学的学生代表轮流作自我介绍。我们洋腔洋调的中国话，逗得立华小学的中国

孩子直乐。“我叫徐逸飞，会拉小提琴，希望和你们成为朋友。”九岁的徐逸飞说出了大家想

说的话。立华小学的学生以一曲“I can say my ABC”和欢快的舞蹈来欢迎我们。我们则唱了一

首到中国后才学的中国歌曲“两只老虎”作为答谢。欢声笑语中，马延海代表“CHC” 向立华

小学捐款。最后，两国孩子轮流挥拍上阵，高高兴兴地在新买的乒乓球台上打起球来。 
欢迎仪式结束后，我们按事先的计划，分成六个小组，分别采访了立华小学的学生、教师

和校长。采访中我们了解到： 
立华小学的建立，部分 解决了该地区教育的困难，实

现了孩子们上学的愿望。 学生们的家庭背景都很相似。

父母们大多从事建筑、搬 运等体力劳动或是做小买卖，

家里大都不富裕。很多孩 子还有兄弟姐妹，这在城里是

很少有的。放学后他们一 般要帮助父母做家务，加上大

约 45 分钟做作业的时间， 就没有多少时间玩了。他们的

家里没有空调，有些甚至 连电风扇、电视也没有。由于

立华希望小学学费较低， 他们才上得起学。学生们的家

离学校很远，中午多在学 校吃很简单的午饭。学校从早

上 7:30 开始到下午 4:20 放 学。每天上学时间长达九小

时。但放学后很多孩子都不愿马上回家，而是留在学校和老师在一起复习功课。他们特别珍惜

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自觉努力地学习。他们希望将来能成为科学家、 医生、军人、公务员

或者农民。有不少孩子告诉我们，他们长大了要当教师，把知识传授给更多的孩子。    
在采访中，立华小学的学生都夸他们的老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当学生们没有足够的

钱交学费时，老师们自愿降低自己菲薄的工资来帮助学校降低学费。所以他们每月只有 500-
600 元人民币的收入，远远低于一个普通教师的每月标准工资（在这里约为 2000 元）。 学校

经费不足，他们就经常用自己的钱来购买教学用具。采访时，我们禁不住耽心地问他们：“那

你们自己的生活怎么办？”老师们笑笑说：“那只有靠我们的另一半了(指他们的丈夫或是妻

子)。”他们强烈的责任感，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崇高的奉献精神，使立华小学的孩子们深受

感动。同学们用加倍地努力学习来报答老师对他们的关怀。因此，在立华小学的校园里，到处

洋溢着老师、学生以及家长之间的深厚感情。 13 岁的 6 年级学生冉永梅，深情地把立华小学

的老师们比做“天上最亮的星星”，正是他们照亮了孩子们的前程。 
立华小学的徐校长回忆了几年来学校的发展过程，她为学校能有今天的成绩感到自豪，同

时也对办学过程中的坎坷颇为感慨。她提到，学校除了在办学初期得到了校舍基建的拨款外，

这些年来政府再没给学校任何资助。由于资金的缺乏，学校各方面的条件都达不到教学的基本

要求，全靠老师们的热心和奉献精神去弥补物质条件的不足。她说：在办学过程中遇到过很多

困难，多少次难得几乎办不下去了。但是看到渴望受到教育的孩子们，又咬咬牙，想方设法解

决困难，坚持把学校办下去。现在学校发展得已和普通公立小学差不多了。徐校长感到欣慰的

是，学生们特别自觉和刻苦学习，“他们知道为什么而学习”。采访中，我们得知徐校长自己

有一个已上大学的儿子。我们当中有的同学本想问她是否因为母爱使她对孩子们如此负责，话

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答案不是明摆着嘛，看着这些孩子， 任何人都会觉得有责任帮助他们，使

他们享有与其他孩子一样的教育机会和权力。 
立华小学的学生们是那样的热情。采访中，我们很快就和他们随意聊了起来。从上课的学

习内容到喜爱的电影明星、体育运动、食品服装，无所不包。采访快结束时，立华小学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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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把他们精心准备的一份份小礼物送给我们。其中有他们专为我们画的画，有他们亲手编织的

小篮子、小挂包等手工艺品。我们也把准备好的笔、本子、明信片和棒棒糖等礼物送给立华小

学同学们。最后还分别在笔记本或明信片上签名留念，大家都希望保持这种友谊，有机会再次

见面。采访结束了，大家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立华小学的同学们。 
对立华小学的参观访问，给我们很大的震动。我们看到了，世界上还有许多孩子生活、学

习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之中。因此体会到，我们的学习环境和条件是那么优越。我们和立华的同

学们年龄相仿，有不少相同的爱好。但是, 我们分别生活在地球的两端，他们的生活环境、学

校的校舍、教学条件和设备以及他们的家庭条件，跟我们的条件相比，有如此大的差距。很多

同学都说，我们生活在美国，学习环境和条件这么好，但我们有时还会抱怨这，抱怨那，真不

应该。我们应该珍惜我们的生活，感谢父母的劳动为我们

创造的这一切。这次参观访问，也使我们加深了互相之间

的了解。立华小学的同学们对我们淳朴、真挚的感情，他

们强烈的求知欲望，努力学习的精神，使我们永远难忘。

尤其是立华小学的老师，使我们懂得了教师的伟大。我们

知道，在中国众多的希望工程学校之中，还有很多学校比

立华小学的条件更差。为此我们呼吁更多的人，特别是和

我们同龄的孩子们，也加入关心支持中国希望工程的行

列。让我们把生活中点点滴滴的零花钱积攒起来，尽我们

的一点儿力量，去帮助中国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实现他们求

学的梦想。 
 

* 此文根据“中国历史文化夏令营”新闻采访课六个小组的新闻采访稿綜合翻译而成。执笔：晓蓝，朱

云蓓 
 

 

参观希望工程小学 
 

徐 昊（五年级） 
 

今年暑假我参加了一个夏令营，去了中
国北京、洛阳、西安等地。我在北京师范大
学上了中国历史文化课。除了参观故宫、长
城、少林寺、兵马俑等名胜古迹外，我还参
观了一个希望工程小学。  

这个学校叫做立华小学，它位于北京东
郊通州。这个学校是为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
办的， 学费比较低。我们在那里受到热烈
的欢迎。立华小学的学生给我们唱歌，跳
舞，还给我们戴上红领巾。我们一起打乒乓
球，还对他们进行了采访。然后，我们跟他
们交换了礼物。一个名叫武红宇的小姑娘送
给我她亲手折的纸鹤，还教我怎么折。 

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相比，我们有相同
的地方和不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为：我
们都是小学生，我们都喜欢玩和看电视。不
同的地方是：我在美国的学校除了教室以
外，还有礼堂、体育室和篮球架等等。他们
的学校只有教室和一张乒乓球台，连一个篮
球架都没有。我有很多玩具，有电视、电
脑，还有游戏机，可是他们没有什么玩具。
有些孩子甚至家里没有电视，有的连一辆自
行车都没有。但是他们喜欢学习，也喜欢他
们的学校和老师。 

我很幸运我生长在美国。我想咱们要想
办法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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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漫谈 

从我个人的求学经历谈哈佛大学的教育理念（一） 
 

梁 雷 
 

（哈佛大学音乐系，剑桥，美国，邮编 02138） 
 

我生长在一个音乐家庭。17 岁时去美国读书，25 岁时被哈佛大学聘为青年院士。后来我

又通过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和担任助教参与教学的机会，对哈佛大学的教育理念有些个人的体

会，想和大家讨论一下。但在谈哈佛大学的教育之前，我想先从我人生的第一所学校说起。因

为从很多方面看，它给我的教育与后来哈佛大学所给我的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我的第一所学校 
 

我的第一所学校是我的家； 我的最初的老师是我的父母。我

从四岁开始学习钢琴。但我是一 个非常不专心的学生，经常离开

作业，弹奏一些头脑里听到的音 乐。当我这样走神“乱弹琴”的

时候，我的父母也会很诧异。他 们常常问我：“你在弹什么

呢？”我回答说：“不知道。” 但他们没有责怪我，因为他们从

“乱弹”的声音中听到了“音 乐”。我的父母能发现我的才

能，并能保护我的音乐想像力， 让其自由发展，可以说他们是很

有鉴赏力的良师吧！这是我人生 的幸运！ 

尽管我小时练琴不用功，我 的父母对我的教育却一直以鼓励

为主。练琴一周还有我喜爱的邮票作为奖励。从六岁起，我每写出一首作品就能得到一张邮

票。从那以后，我的邮票非常多。我父母还帮我把随手弹出来的曲子录音，后来又教我记谱。

如果当时没有父母的呵护，我童年时期的作品恐怕早已丢失了！现在我有时还会遇到爱“乱弹

琴”、能创作优美乐曲的学生。但他们这种自由表达往往遭到了家长的遏止和批评。我很为这

些孩子挂虑，希望他们的老师和家长，有一定的鉴赏力，并能对学生和子女的自由想像加以保

护和培养。 

我的第二位重要的老师是周广仁教授。我从十一岁开始跟周老师学习钢琴。周老师教我的

时候，根据我的特点，为我设计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案。我记得她为能让我接触更多的曲目，

特别训练我的速读的能力。每个星期上课的时候，她都为我带来几个我没有弹过的作品，如巴

托克的《小宇宙》等。这类的作品既练习了我的速读能力，又提高了我对现代乐曲的了解。记

得那时，每一首试读的作品只许我弹两遍：第一遍，节奏可以错，但音不可以错；第二遍反过

来，音可以错而节奏不可以错。周老师还有其他的严格训练的方法，使我至今获益匪浅。 

另外，我的家庭音乐环境非常丰富。我父亲梁茂春是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学者，我的

母亲蔡良玉是研究西方音乐史和美国音乐的学者。在这个家庭氛围内，我接触到了中西方不同

的音乐传统。而周广仁老师又特别注重文化课的基础。我小学快毕业，面临究竟上普通中学还

是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选择，记得周老师向我父母建议让我上普通中学。她认为这样可以为

将来的发展打下更好的文化基础。我听了周老师的建议，去了北京市重点学校第八十中学读了

初中。这是在周老师影响下作出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对我后来的发展影响很大。为此，我一直

非常感谢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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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中毕业后就进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理论学科学习。附中的老师们给我了最初的音乐

专业训练。我永远感激他们。包括李滨扬老师、郭文景老师，还有曾经教过我父母的何振京老

师及沈灿老师。教我视唱练耳的是朱有臻老师。记得有一次考试，朱老

师给我 80 分。她对我说，“你其实是够资格拿 90 分的，但因为是你，

我只给 80，希望你更加努力，实现我们对你的期望。”朱老师对我这种

既充满关爱又非常严格的要求一直使我感激不尽，终生难忘。可以说，

我的“耳朵”是朱老师给的。 

接下来说说我怎样在美国学习和如何进入哈佛大学院士协会的。  
 

进入哈佛大学之前 
 

我１７岁时在舅公一家的资助和担保下离开北京来美国读书。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一到

美国，一切都要从零做起。在国内时，我们家是知识分子家庭，虽然不富裕，但比起其他家庭

并不困难。一到美国，情况就很不一样了。虽然有一定的资助，但生活比较艰难的时候，一天

只有一美金的伙食费。一天只能吃一顿饭。那时一个汉堡包大约要三、四美金，我是以大减价

时买的方便面为主食的，还发明了一美金的不同做饭方法。各种各样的工作我都做过，比如餐

馆端盘子啦，给人溜狗、剪草、刷油漆啦。你们不要看我表面瘦弱，我还帮人盖过房子！印象

最深的是在中餐馆打工时，老板要求穿黑色的鞋。我买不起，就捡了双人家不要的鞋穿。因为

鞋不合脚，每次打工回家，脚都被磨得流血。但即使辛苦点，回到家躺在床上数钱时，却感到

快乐。 

我的大学和硕士学位是在波士顿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上的。在查里斯河的对岸就是哈佛大

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我喜欢综合性大学的学习环境，而觉得音乐学院的课程太狭窄，满足不了

我的兴趣。所以，我常常去哈佛大学的图书馆看书，有时还旁听一些课程，比如世界宗教史、

现代建筑、哲学、科学史、美术、人类学等等。 

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图书馆。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是在东亚地区以外的馆藏中文图书最

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尤其出名的是这里收藏了大量元明时期的善本书和孤本书。这里的图书馆

全部是开架的。像我这样外校来的学生，他们也很欢迎。我就是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一点一

点地找到了中国的文化。说起来也令人惭愧，很多中国文化中的经典著作我是在国外才读到

的。很多影响我最深的中国书籍，也是在海外才注意学习的。 

那时读书还有一个手抄的习惯。因为没有钱去复印，我常常把喜欢的书抄下来。记得我手

抄过的书包括敦煌本的六祖惠能《坛经》。《坛经》这本书曾被钱穆先生称作“中国人不能没

有读过的十本中国书”之一，可我在国内上学时从未接触过。依钱先生的标准，我没有成为文

化上合格的中国人。当时我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我逐渐意识到自己虽然从民族、国家

的意义上讲是中国人，并为此骄傲，但是从文化和精神的角度看，我非但不感到自豪，反而感

到极大的空虚。我不能不承认对自己的文化非常无知。这是非常可悲的

尤其我的民族自豪感与内心中对文化的无知两者间强烈的反差更令我惭

愧。民族主义在今天的中国是国人一致认同的精神凝聚的核心力量，其

要性几乎可以取代过去一切曾经流行的信仰。但我逐渐在自学的过程中体

会到，“民族自豪感”掩盖不了自己的“无知”与“空虚”，我们需

是真正的自信心。 

，

重

要的

我

   读书有时也带来意外的缘分。我很喜欢读中国的画论。潘天寿先生的

《画语录》是我手抄过的书之一。因为抄过，有些就记住了。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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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的朋友家遇到一对夫妇，在谈话中谈到潘先生的艺术理论。我非常兴奋，背出很多他的

画语。这对夫妇非常感动，原来这位先生是潘天寿先生的公子潘公凯老师。后来潘老师夫妇把

他们家收藏的最后一本潘天寿《画语录》送给我，留作纪念。拿到这本手抄过的书时，我非常

激动，一直珍藏在我钟爱的书架上。 

我在图书馆还接触到很多线装书。我那时常常请哈佛大学的朋友帮我借。后来，我有幸住

在赵元任先生的长女、哈佛大学赵如兰教授家，接触到了很多赵元任先生的藏书，比如线装的

《四部丛刊》等。当指尖触摸着柔软的宣纸，眼睛看到的是柔和的淡黄色，映入脑海的是大大

的竖行方体字。这不仅是对知识的吸收，而且是精神与感官的全方位体验。在这个过程中，我

不仅在思想上触及到中国文化，而且仿佛自己的身体感官上也“触摸”到了一个失去了的“中

国”！这种感动是很难用言语形容的。我想，我心中的中国就是在这种精神与感官的“品尝”

和“触摸”中逐渐自己建造起来的。这个“中国”与我生活过的“中国”产生了的距离，或许

是虚幻，是梦，但由于它，我的内心逐渐变得坚实。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又意识到我在国内的中学学习中国文化时，很少读原典原著，阅读

的往往是被教材挑选好，由教育部门“咀嚼”过的“中国文化”，已经远远不是原汁原味的中

国文化。到了美国后的自学过程中看到的是原典，如同直接向孔孟、老庄、佛陀请教，发现他

们个性强烈，言语活泼，思维不羁，充满幽默。更感到过去所受的教育不仅没有使自己了解中

国文化，反而严重误导了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所以，我学习的结论是，在具备了一定知识基

础的条件下，学习的最好方法是让学生直接接触原典，自己分析，自

己领悟和归纳，对原典的内涵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不要通过中介者的

过分干预，造成误导。 

我在读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时还遇到了一位好老师——罗伯特· 科

根（Robert Cogan）教授。他原先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是著

名作曲家罗杰· 塞深斯（Roger Sessions）。他对我说，“我的老师曾

对我说过一段话，我也想告诉你。他说，‘学习音乐的过程就象一棵

树的成长。树的根要扎得很深很宽，要花很长的时间一点一点地、有

耐心地慢慢积累，坚持成长。’”这棵树的形象一直印在我的脑海

里。 

 
 

整体规划，齐头并进 
 

—— 整体家庭教育与成功的学校教育 
 

沈 安 平 
 

培依多今年是一个高中四年级学生。上

学年考试刚结束，当其他学生开始考虑暑期

如何打工干活挣钱时，她却又直接返回教

室。暑假的第一个星期，她就和父亲驱车到

菲立普学院(Philip Academy) 参加为时五周

的高中课程补习班，费用是5，200美元。

培依多和毕业于这所名牌私立学校的现任总

统布什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中流的学

生。培依多高中大部分的成绩都是B，也有

些A和C，甚至还有几个D和F。 

培依多父母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他

们对孩子的学校教育一向比较关注。在过去

的几年里，他们还经常与学校有关任课教师

和学生咨询师联系，了解培依多学习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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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表现情况，并为她安排了一些课外补

习和高考咨询。他们担心培依多并不出色的

中等成绩会使她高考选择学校受到限制，特

别是进入声誉良好的高等学院的希望落空。 

今年八月底学校开学之前(8/28/05)，

《波士顿环球报》星期日杂志 (The Boston 

Globe Magazine) 出版了一个学校教育专版 

(Special Issue Inside Our Schools)。其中文章

内容涵盖了高中教育，幼儿教育，教师问题,

学校考试，麻州城镇学校费用及考试评比。 

培依多就是该刊主题文章“Stuck in the 

Middle” (可译为《高不攀，低不就》)的主

人公。应该说文章是讨论了一个比较常见的

现象。文章的意向很鲜明：这些学习成绩既

不冒尖又不垫底的学生在学校是最不受重视

的。换句话说：有些学生生来就是哈佛的

料，有些学生又有学习上的特殊需求(special 

needs)，这两类学生都容易引起学校重视。

但是目前大力提倡的学校统考潮流，似乎把

这些中等学生给遗忘了。 

虽然我们许多华裔家长从孩子幼年开始

就注重学习，如果仅仅从孩子的的学校成绩

来看，他们都是相当不错的，不少还是名列

前茅的。但是也有不少孩子的学习成绩和求

知欲望似乎是“不尽人意”。进入高中之

后，特别是到了“高考冲刺”时，他们显得

“后劲不足”。培依多就属于这一类学生。 

孩子五岁进入幼儿园到十八岁高中毕

业，他们13年最宝贵的青少年成长时期中的

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

的。这13年不单是孩子知识

上的学习，同时也是身心、

个性等各方面成长的关键时

期。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

想和整体规划，到孩子上高

中时，报考名牌大学将不只

是父母亲最为关切问题，父

母还会面临其他不少令人焦虑的家庭和学校

教育问题。其实孩子在高中时期学习和其他

各方面的表现，是受孩子成长过程中诸多内

外因素影响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冰冻三

尺，非一日之寒”。 

如何使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有机

联系起来，形成双赢，齐头并进，可以说是

我们整体家庭教育的关键所在。作为孩子的

首任和最主要的教师，我们家长实际对孩子

们一生发展的基础教育负有最关键的责任。

成功的整体家庭教育不仅使孩子身心愉快健

康成长，同时也使他们的学校教育更加富有

意义和成效。“我们关爱”的整体家庭教育

的理念和策略，就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融合

各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逐步发展起来的。(有

兴趣的家长可在我校网址

www.newtonchineseschool.org上参阅上学

年牛顿中文学校校刊中“我们关爱”家庭教

育连载文章。 ) 

本学期我准备在牛顿中文学校举办两次

家庭教育讲座：《完整的小学与初中学校教

育》，定于十月三十日（周日下午 3:45– 

5:00）；《有效的高中学校教育》，定于十

一月六日（周日下午 3:45–5:00）。届时

希望对此感兴趣的家长参加，并交流自己家

庭教育的心得体会。 
     

(教育博士沈安平，长期从事学校、社区及

(1995 

成

行政教育工作，曾担任过牛顿市人权顾问委
员会教育组成员，牛顿市公立学校教育总监

选聘委员会成员，及 Lincoln-Eliot 学
校委员会成员。多年来参与与主持牛
顿中文学校的管理和发展，曾任牛顿
中文学校校长及首届董事会会长
- 2002)。目前任职于麻州教育部学生
测试办公室教育专家，同时也是他女
儿所在的 Horace Mann 学校委员会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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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情怀               

         “故乡是一种消息” 
 

                                杜 炎 武 
 

久别故乡的人，像需要水和空气一样，需要故乡的消息。自从离开
故乡，一个庞大而真切可感的事物顿时变作烟云了。那河，那湖，那些
人家，那些烟树，那海，那些里巷道路阡陌及故人面容，全都朦胧成印
象派的画作了。 

我们揣走的只能是一个地名及一些记忆。那砖，那瓦，那胡同，那街，那树是带不走的。
在“故乡”的概念尘埃落定之时，故乡也就成了虚影了。 

唯有她的消息是最真切的，唯有听到她的消息的当下是最真切的。我们需要无数个这样真
切地靠近故乡的瞬间，我们需要一些故乡的消息。 

消息，一个透着暖意的字眼，总有一些殷勤打探在其中，总有些殷勤传递、牵挂和关切在
其中。山长水远，洋阔云低。起于寂寥处的一缕故乡消息，细若游丝，在风中，在云端，丝丝
缕缕，依依袅袅，是预断还连的乡情。来自故乡的消息，是寒夜暖手的一钵炭火。没有撩动的
火焰，只几块明明灭灭的暗红把暖意悄悄传递。 

一声裂云的雁鸣，使我又想起消息的古典时代。那些竹刻的、帛书的、纸质的消息，称作
“彩笺”和“尺素”的消息，托付鱼雁的消息，青鸟为媒、驿马飞递的消息，与今天多么的不
同。“欲寄彩笺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消息的古
典时代，是一个忧伤弥漫的时代。江天辽阔，关山迢远；长路漫漫，长亭短亭。望眼欲穿，忧
心如焚，音书价等黄金。“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
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常相忆！” 

今天，我们再难有这样的感动了。我们早已生疏了这样的古典情怀。现代的乡情是瞬时即
达的。再不问“欲寄彩笺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再不会望穿秋水，再不用“望尽天涯

路”。我们有那么多快捷的途径连接故乡这个消息地：电话、短信、网络、“伊妹儿” ……拨
一下，点两下，“天涯”就通了。甚至，电视里的气象节目，都在无意中做了你故乡天气的预
报员。我就这样轻易握有了故乡的消息。 

有一种消息是絮状的，那就是故乡的消息。细细碎碎，片片飘飞。然而对于殷勤打探的那
人来说，没有什么轻于鸿毛。重要的不是消息本身，而是听到了故乡的消息。 

气象、物候、人事消息俱在。你便觉得未曾走远，还在原地，和
那群人一起生活、工作，天天照面。看着楼群里的孩子长大，看着马
路对面的地盘被圈起来准备盖大厦，盘算着一次去饭店“聚一顿”之

约……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如果
远方有一位故人越过千山万水，飘洋过海来到跟前，我会紧执其手。
然而，千万句话又从哪里起头呢？也许，张口就问的那一句真的也只
会是：“寒梅著花未？”故乡的花儿，开得还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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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天地 
                                小矮人的大布袋（低幼童话） 

 

                                   淼 海 
    

    街上走来一个小矮人。小矮人背着一个大

布袋。这时，有两个巨人在打架。小矮人叫：

“别打架，别打架！”“小孩别管闲事！”两

个巨人一起对着小矮人扬了扬拳头。小矮人张

开大布袋，叫：“进来起来！”“啊！”两个

巨人糊里糊涂地缩小了，惊叫着被吸进大布

袋。 

    这时，街上有人在喊抓小偷，一个小偷慌

慌张张地在逃。小矮人张开口袋叫：“进来进

来！”小偷也缩小了，钻进了大布袋。 

    忽然，一辆卡车闯过了红灯，小矮人张开

口袋又叫：“进来进来！”卡车呼呼地缩小，

稀里糊涂地钻进了大布袋。 

    小矮人将大布袋背进警察局，说：“你们

要处理的人我都带来了！”警察问：“人

呢？” 小矮人打开大口袋：“出去出去！” 

    卡车开了出来，渐

渐变大。小矮人说：

“这辆车闯红灯！” 

    两个小人走了出来，渐渐变成巨人。小矮

人说：“他们在街上打架，劝不住。”两巨人

叫道：“太闷了，太闷了！” 

    警察惊奇地说：“啊！真是怪事了！” 

    小矮人将布袋一抖，小偷被抖了出来。小

矮人指着他说：“他是小偷。”小偷惊异地叫

道：“哇，我的骨头都要散了，这是哪里

呀？”“这是警察局！” 

   “再见！”小矮人将大布袋往肩上一放，走

了。 

     巨人啊，小偷啊，都被警察带走了。 

 

 
 
AILEEN TRAVEL 
 

617-325-6714 (B) 
617-710-2987 (Cell) 

yimingli@aileentravel.com 
 

           李亦鸣 
 

• 波士顿 —  香港     $ 669 +  税 
                                广州     $ 669 +  税 
                                上海     $ 760 +  税 
                                北京     $ 860 +  税  
                                台北     $ 720 +  税 

• 波士顿 — Punta Cana   七日游（全包） 
                                             $ 499 +  税 

 

            代办中国签证及护照延期 
 
 

       （我在牛顿中文学校瑜伽班上课，欢迎随时和   
我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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