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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华：这是我此次任期内最后一次为“教务主任的话”栏目写 
稿。主编袁力开玩笑地说：最后一次了，你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吧？是啊，中文学校建校四年半了，这里凝聚了多少人的辛勤劳动和

无私奉献。中文学校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全体老师兢兢业业的工

作，没有她（他）们，就没有中文学校的今天。我很早就曾经想写一

些关于老师们的文章，但一直没有动笔，看来这会是我的遗憾了。好

在这一期校刊专门登载了很多老师的谈话，从这里面大家可以对老师

们有进一步的了解。 
 
回顾四年半做教务主任的历程，可以说甜酸苦辣俱有。但是看到学校

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语言课从最初的十三个班到现在的二十六个班，

翻了一倍，真是令人高兴啊。由于我的主要任务是为老师服务，因而

对老师了解很多。正是由于对她（他）们的了解，我为中文学校有这

样一支具有奉献精神而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感到骄傲，也被感动。这也

是我坚持服务至今的原因之一。另外，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站出来

象我一样为中文学校服务。等若干年之后，回想自己曾经为中文学校

尽了一份力，为社区做了一点贡献，那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值得高兴的是我们有非常能干的下一任教务主任史建英女士。建英在

建校初期就在中文学校做老师，然后又任教研组组长，既有亲自教学

的经历，又有管理的经验。她在教学期间工作非常负责，认真备课教

学，把课堂搞得很活跃，深得学生和家长们的好评。在担任副教务主

任期间，她已经展示出了干练的管理风格。可以预见，中文学校的教

学工作会更上一层楼。 
 
 

建英：中文学校已开办了近 5 年， 我很荣幸地得到老师和学校

的信任，担当下一届教务主任。与此同时， 我也深深地感到任

重而道远。 

 

在这里， 我首先要感谢我们现在的教务主任简建华。建华从中文学

校建校起， 就一直担任教务主任，勤勤恳恳、辛辛苦苦地奉献了四

年半。在这四年半中， 建华总是最先来到中文学校， 最后一个离

开。 

 

一个中文学校的成功， 关键是学校要有过硬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质

量。而一个好的教务主任，又是这关键之中的关键。为了确保我们师

资队伍的质量，建华每学期都要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做教师的招聘工

作。从教师申请简历的阅读筛选，到每一个申请人的电话筛选， 到

昨天、今天和明天 
简建华  史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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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由资深老师的面试，每一个老师的招聘，都经过这样严格的筛选。中文学校从无到有，从

100个学生到现在的400多名，从最初的8个班到现在的26个班，每一步都凝聚着建华的心血。四

年半来， 我们的教师队伍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加入到我们中文学校教师队伍中来。四

年半来，建华认真负责，把教学管理得有条不紊，各项活动开展有声有色， 建立了一整套的教

学规划，建立了不同年级的教研小组，以便于老师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我们已形成了自己的办

学特点和比较成功的办学模式，取得了家长们的一致认同，并且在社区中有了一定的影响和知名

度。 

 

我们都知道教务主任日常工作繁琐，这四年半来， 建华一直都是这样为中文学校操劳。对， 我

觉得“操劳”这个词形容建华的工作最贴切不过了。现在建华希望能够暂时休息一段时间，能够

参加他最喜爱的合唱团。我们都知道建华有一副好嗓子， 歌唱得特别棒，希望今后能在中文学

校的演唱会上听到他的歌声。 

 

下一学期，我想我们会加强老师之间的教学方法探讨和经验交流，我们会继续总结和吸取成功的

办学经验，同时探索和创新符合海外儿童教育教学规律的教学方法，形成有鲜明特点的完整的中

文教学体系。我也正想借用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想法，也想听听各方面反馈的意见和建

议。 

 

1. 寓教于乐，提倡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激发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是搞好中文教学的关键。我

认为：一是要改善课堂教学气氛，在这方面我们的老师可以学习和借鉴美式教学方法中成功的部

分；二是灵活运用各种形式，不拘泥单纯的教学，如：可以通过学习儿歌、排练小品、布置

project形式的家庭作业等手段以提高学生们学习运用中文的能力；三是培养老师与孩子的感情

交流，我们做家长的都有体会，很多情况下，学生对课目的喜爱往往取决于对这个老师的喜爱程

度。 

 

2. 寓教于用，全方位提高学生们中文的听、说、读、写能力，尤其是加强中文的听和说的能

力。学以致用是学习真正的目的。 

 

3 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交流。我们都知道在美国这样的语言环境下，要学好中文，对许多孩子来

说还是比较难的，每星期一个半小时的中文学校时间也远远不够。 孩子学好中文的关键是家长

与老师的配合，家长与学校的配合。 

 

4 活跃中文教学，比如举办识字竞赛，诗歌朗诵比赛， 演讲比赛等等。通过各种竞赛方式激发

孩子们学习中文的积极性，奖励优秀的学生。 

 

以前一直做中文学校的教师，每星期只想怎样把课讲好。在过去的半年中，我做为副教务长，随

同简建华，从他那里学到了宝贵的经验与方法。在这半年中， 我深深地感 

受到作为一个教务主任的不容易，也更加由衷地敬佩建华一人独担这一繁重 

职位四年。 

 

下一学期， 我将从建华那里接过接力棒，我将珍惜向各位学习的机会， 

将这一棒接好，接稳， 争取使我们的中文教学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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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兰女士将出任 
中文学校副校长 

 

5 月 13 日，中文学校董事会召开了一个特别会

议，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听证，董事会评议并最

终通过了下届副校长的人选。 
 
艾克顿中文学校的副校长按学校章程由现任校

长推荐，由董事会决定是否聘用。按艾克顿中

文学校的传统，副校长将出任下届校长，这个

举足轻重的位置的人选要求极为严格：要有良

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要有把

握全局的眼光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更要有

服务于师生、家长和社区的热心。刘汉兰女士

正是这样一个理想人选。 
 
汉兰一家在艾克顿居住已经有 5 年。在普度大

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她又在纽约大学拿了

MBA，现在一家制药公司担任首席科学家。 
 
汉兰说她之所以愿意接受副校长的提名，是因

为多年以来儿女在中文学校上课，自己也在讲

座协调委员会中担任工作，跟中文学校和艾克

顿社区有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中文学校

现在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如何在目前良好的

运作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学生、家长

和老师的服务工作，对她来说是一个很有诱惑

力的挑战。 
 
针对董事们关于学校具体运作方面的提问，汉

兰回答说，中文学校是一个非盈利组织，付给

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报酬远不足以补偿他们为学

校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所幸我们有一大批热爱

孩子、热爱社区的人愿意加入这个团体。我们

要在服务和沟通上下功夫，让所有的人感觉到

自己属于中文学校这个快乐的大家庭，在这里

给学生们传授知识的同时，自己也体验到快

乐。这是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保持一个高素

质的教师队伍的关键。 
 
汉兰还表示，中文学校在给来自华裔家庭和收

养中国孩子的非华裔家庭的学生教授中文、讲

述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社

区生活相互影响；中文学校的长期目标，应该

是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成为这个多元化的社区

的一部分。 
 
汉兰最后说，学校有良好的发展势头，同时也

面临一些眼前和潜在的困难；学校与学生、家

长以及艾克顿学区管理委员会之间的交流尤为

重要。成为中文学校的副校长和校长，责任重

大，她会尽全力做好这份工作。 
 
董事会在经过短暂的评议后一致同意接受刘汉

兰女士作为艾克顿中文学校下届副校长和继任

校长的提名。 
 
 

中文班的真实故事 
 

有一次我在讲课的时候，坐在后排的辉辉跟另

一个学生在讲话。我提醒了两次，他仍然没有

停下。 

 

我忍不住对他说：“辉辉，你这么爱讲话， 

咱们交换一下位置，好不好?  你站到我这里

来讲，我坐到你的位子上听你讲，怎么样？”  

 

“那你 PAY 我吗？” 辉辉看着我大声地问。 

 

我说：“我付你工资，你上来吧! ”  

 

辉辉犹豫了一下， 终于没有上来。“  

 

他幸亏没上来! ”  我想。 

。 

【刘小江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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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的心里话 
 

中文学校的老师们每个星期天讲完课后，大都各自离开，只有很少的机会能在一起相互交流。教务主

任简建华、史建英，前董事会董事刘玉芬和现任董事刘阳特意为老师们再创造一次机会，设计了一系

列话题，使老师们说说自己的经历、经验和感受，互相交流，于是就有了五月六日的聚会。下面是这

次聚会中老师发言的摘要。 

 

你教学的动机是什么? 最初因为什么开始教的? 

 

刘鸣 (5B):  自己女儿说很好的中文,也希望别的孩子也能说。刘玉芬暂时退下来后，就正好接了她

的班。在中文学校教了几年，看到孩子们的进步，自己心里也高兴。  

 

刘阳 (CSL)：   当时听陈晓红说中文学校缺老师，自己想来作些贡献，结果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很高

兴能听到家长们的赞扬。 

 

孙映 (Kb)： 我的父母都是老师，自己很自然也想当老师。开始只是帮帮忙，做做助教，然后决定

当老师，一气竟干了 4 年。 

 

刘小江 (4B)： 以前在华夏中文学校教过，到这里继续教，觉得很自然。 

 

王雨辰 (1A)：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这里的孩子出生于中国家庭，应该学习自己的文化。在家里没

事，为孩子们提供学习机会，也算做做贡献吧。孩子们很可爱，希望激发他们的兴趣，让他们知道为

什么学中文。 

 

徐静 (2B)： 自己是学幼儿教育的，算是科班出身。这些年做的事一直跟教育搭不上边，可以说是

不务正业。现在觉得应教教孩子，一方面是对得起自己所接受的训练，一方面也是觉得喜欢跟孩子在

一起，也喜欢中文学校的气氛。 

 

李韫哲 (2A)： 当时中文学校缺老师，一位老教师突然不能教了。为了救火救急吧，也没考虑太多，

面试是建华在 K-Mart 门口做的，想想也真是有意思。 

 

仲劲红 (4A)： 想为孩子们尽一份力。在讲课之后，尽量出些有意思的作业让孩子们带回家去，多给

些选择题，希望孩子们喜欢。 

 

 

你教学的最大乐趣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史建英 (3B)： 看见孩子们的进步，很高兴。自己努力的去教，同学们考得好，他们高兴，自己也很

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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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教的孩子，现在都上六七年级了，见面还跟我打招呼。孩子们没有忘掉我，我也觉得很亲切。

有一次在 K-Mart，一位家长走过来打招呼。我想了半天，原来两年前教过他们的孩子。真是觉得很

自豪。 

 

靳宏 (6A):  很感激家长，他们督促孩子写完作业，签上名，交上来。我自己也想尽最大努力，希

望学生能坚持下来。我不要求我的学生都能做到把课本倒背如流，只要他们肯学，这就是成就，我为

此很自豪。不希望有一天，孩子们告诉学校，不想来中文学校了。 

 

孙映 (Kb)： 我教的是小班，孩子们喜欢来。他们会抱抱老师，给老师做卡片。孩子们这么可爱，

我感到很满足。 

 

刘鸣 (5B)： 同学们课间顾不上休息，排着队迫不及待地等着念课文。我给他们做了很多不干胶贴

画，奖励课文念得好的同学，孩子们喜欢，他们想拿到这些贴画，念课文也格外认真。看到他们的样

子，我觉得很开心。 

 

刘阳 (CSL)： 我教的 FCC 孩子，因为他们的家庭背景，基本没有练习中文的环境，所以坚持到最后

的不多。但他们每次见到我都非常高兴，觉得非常亲，给我拥抱，我很高兴。 

 

王雨辰 (1A)：  刚开始的时候，孩子们在课上用英语讲他们所做的事，周末的活动等等。后来尽量的

鼓励他们用中文，孩子们也能用中文讲述一些事情了。看见他们一点点的进步，非常高兴。上次在

Conant 学校的活动时，一位同学用中文告诉他爸爸：“这是我老师”，我觉得特别自豪。 

 

你教学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你最不喜欢什么? 因为教学你失去了什么? 

 

史建英 (3B)： 有一次在波士顿排队办签证，上午排了好几个小时。到 12 点、快 1 点了，还没到我，

我就开始着急，怕中文学校的课来不及了，结果签证没办成我就跑回来了。 

 

刘小江 (4B)： 我以前的公司，周末经常加班，事情多，加班工资还很高。但因为要到中文学校教

课，牺牲了很多加班的机会。有时活实在急，我不得不上完课后再去加班。 

 

孙颖 (6B)： 女儿上中文学校五年级的时候，都快期末考试了她还有很多字不认识，我真是很着

急。以前我教小班，因为这个决定教六年级，让女儿也能跟上。教高年级，需要重新备课，很忙，很

辛苦。因为要教中文，周末的时间全付出了，还得请 babysitter 来看小女儿，觉得自己这个妈妈当

的不称职。 

 

和小孩子不一样，高年级的大孩子们对老师经常有抵触情绪，如果听不懂，他们就会不耐烦，很难对

付。所以我在教课文的时候都加上背景介绍，比如读古诗，这个诗是什么意思，作者是怎么回事，当

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写诗的背景如何，等等，这样孩子们才有兴趣听，有兴趣学。对程度不好的学

生，我就多跟家长谈；考试考得不好，就让他们多次补考，直到及格为止。我是希望孩子们长大后，

能知道自己的文化。 

 

刘玉芬： 所以有什么困难说出来，学校管理人员会尽量想办法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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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学校管理人员及校长的期望是什么? 

 

苟燕妮 (副校长)：最实在的，把工资先长起来。 

简建华 (教务主任)：准备成立一个学前班，优先照顾老师和学校管理人员的孩子，解决他们的后顾之

忧。 

 

汤爽 (3C)： 我们感激学校管理层对老师的支持。 

 

对学生分班、程度不一致以及成绩不好的学生的讨论 

 

六年级的班上有个九岁的孩子，好像对中文没有兴趣，什么都不愿学，上课的时候玩垃圾桶，不听老

师的话，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对这样的学生，应该跟家长好好交流一下，可以把孩子放在适合他程度

的班上。 

 

统一考试，按成绩来分班，要比按年龄分班更能反映中文水平。 

 

对实在跟不上进度的学生，中文学校应该有留级或劝退的制度，否则老师总是督促孩子做他不喜欢的

事，这对孩子本人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年龄太大的孩子也不能到太低年级的班里，要他们跟比自己小很多的孩子一起上课，他们会觉得不好

意思，反而没有了学习的劲头。 

 

对学生应该多鼓励，不能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能学到一样的水平。对孩子来说，多学一个字，比以前也

是进步。 

 

好多高年级班学生水平不一致，主要是因为这里的语言环境，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中文水平可能差别很

大。但那些从一年级就在中文学校，一步步学上来的，水平很整齐，老师教起来也比较有效率。 

 

大家一致认为，一个班

上，只要能有超过 80%的

学生能跟上这个班的进

度，就很好。艾克顿中文

学校不像公立学校有普及

义务教育的责任，老师们

的愿望是让学生能达到相

应年级的中文水平和中国

文化知识程度，对于实在

对中文没有兴趣，或者因

为家庭语言环境原因中文

水平很难提高的学生，只

要他们愿意来，能多听中

文，多接触一些中国文化

的东西，耳濡目染之下，

肯定会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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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ACLS is Important to our Family 
--Debbie and Paul Schottler      

  
  
Having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located within a few miles of our home provide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for our two sons, David and John, to start learning Chinese at a relatively 
early age.  They participate in the CSL2 class and the after-class culture classes. We chose to have 
the boys learn the Chinese language mainly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 We are committed to having David and John learn a second language.  The world is shrinking, 

and we feel it will be a necessary skill for them to have some facility with another language as 
adults.   

  
· David and John were born in Cambodia.  We thought carefully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their 

learning Khmer, the language of their birth country.  However, the nearest Cambodian school is 
located in Lowell, which is not convenient for us.  Also, at this point in time, we prefer that 
David and John put their efforts into learning Chinese as the Khmer language is not widely 
known outside of Cambodia.  Additionally, it is not uncommon for native Cambodian people to 
know both Khmer and Chinese. 

  
· China has the largest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and will be a major economic and military world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knowing Chinese might make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to David and John that they would not otherwise have. 

  
Attending the ACLS provides both educational and social benefits for our boys.  The CSL classes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children who come from homes where Chinese is not spoken to learn 
Chinese from native speakers.  David and John started CSL2 class in September, 2006.  The teachers 
are very patient and supportive.  Both boys have also signed up for culture classes--Chinese martial 
arts, international chess, and Chinese brush painting—and enjoy them.  The social benefits are 
equally important.  Since David and John are Asian, attending the ACLS provides them with an 
opportunity to associate with other children of Asian descen t and to make new friends.  They can 
also meet and observe Asian adults as well.   They arrive home after attending the ACLS on Sunday 
afternoon happy and interested.   
  
Finally, our family has attended two productions sponsored by the ACLS:  the Even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last October and the Chinese New Year Party in February.  Both featured 
highly talented musicians, dancers, and singers and were beautifully staged.  The productions were 
not only great fun but also, for our family, educational as well as they provided glimpses into the 
rich cultural and artistic traditions of the Chines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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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OOOODD  SSCCHHOOOOLL  
RREEAALLTTYY,,   IINNCC..   

124 Main Street, Acton  Tel: 978.264.0900 
www.goodschoolrealty.com 

15 Priest Lane, Boxborough 
 
Young & improved colonial in a Cul-de-Sac neighbourhood in the woods! Very open floor plan with 9 
rooms, 4 good size bedrooms, huge gourtmet kitchen, 24x24 great room on main section. Additional 
high-quality finish ~1200 sf in LL features a game room & office/bedroom plus framing for a full 
bathroom. Beautifully sited on over 1.5 acres lot. Owners just finished expensive landscaping 
improvement. Walk to town playfield in Flerra Meadow. Easy commuter location to I495 & MBTA. 

Good School Realty, Inc. has many new condos in Acton that could be used as investment or 
starter homes.Please contact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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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的时代  五月时事回顾 
瓜农 

 
经常听到一些说法，说在美国的亚裔属于高智力、高学历、高收入的“三高”

群体。前不久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统计数字证明了这一点。亚裔占总人口的 4.3%，华裔占约 1％。

亚裔家庭中年收入超过 10 万美元的大约有 28%，家庭收入中数为$57K，在全美各族裔中位居榜首。

在 25 岁以上人口中，接近半数的亚裔拥有学士以上学位，包括 20％拥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杰出人

士，均比全美平均数字高出几乎一倍，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族裔能与之媲美。 

 

亚裔人士长相很容易辨认，其他一些共同点，比如重视教育，家庭稳定，重技术而轻政治等等，也是

尽人皆知。有一些习惯，却既没有官方统计，自己也懒得声明 － 比如偏爱德、日汽车，对美国本土

品牌敬而远之。当然这不是多数人的观点，起码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对本国车就没有那么排斥，否则的

话底特律的汽车厂现在就不会是惨淡经营，而是早就关门大吉了。 

 

汽车不是美国人的发明，但美国却是使其形成产业规模、适于大工业生产的鼻祖。99 年前， T 型车

成批地走下福特公司革命性的汽车生产线，标志着汽车从此开始进入千家万户，世界迈入了汽车时

代。以此为开端，底特律经历了近 70 年的辉煌，各种马力强劲、宽大舒适的美国车造就了“浮在汽

车轮子上的美国”，成为了美国生活的象征；直到伴随石油危机的爆发和日本工业的扩张，省油、精

巧、耐用的日本车大举进入美国，德国的高档豪华车和韩国的低价实用车同时抢占市场，底特律的汽

车佬们被杀得灰头土脸，这段美好的时光才划上了句号。美国汽车工业屡屡反击，但复兴的短暂辉煌

难掩总体的下滑趋势，汽车三巨头相继陷入了巨额亏损的泥潭。 

 

1998 年，德国戴姆勒汽车集团（梅赛德斯－奔驰公司的母公司）以 360 亿美元的天价并购了克莱斯

勒公司，成为当年历史上数额最大的公司合并事件，轰动一时。当时的 CEO 约尔根·施伦普（Jurgen 

Schrempp）踌躇满志，发誓要整合梅赛德斯的高档车型和克莱斯勒的大众车型，凭借新公司遍布全球

的销售网络，向全世界发起冲击，缔造一个汽车王国。 

 

九年来，这两大汽车巨头的婚姻却从来没有擦出过爱情的火花，各自格格不入的公司文化使得双方的

合作举步维艰，美国汽车工会的强大势力极大地阻碍了公司高层对美国分部的改革举措。更重要的一

点，与其说是“并购”，不如说是戴姆勒公司收购了克莱斯勒，从一开始美德双方就不是平等的，克

莱斯勒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平等伙伴的待遇，而好像只是一个下属的汽车销售商。跟通用和福特一样，

权力极大的汽车工会完全控制了克莱斯勒的生产部门，除了高工资外，公司还要向工人提供昂贵的医

疗保险和退休金，费用之巨，平摊到每辆车上竟高达$1500。要知道正常情况下，平均每辆轿车的销

售利润仅几百美元而已。如此高昂的成本，使得克莱斯勒相对于日德韩汽车公司几乎毫无竞争力。克

莱斯勒继续亏损，只好从赚钱的德国分部拿出钱来填上。年复一年，克莱斯勒就像一个无底的深坑，

钱砸进去以后就再也没了下文。戴姆勒集团终于不想再坐视这么血本无归，下决心要把克莱斯勒这个

包袱甩出去。几经周折后，以 74 亿美元的价格将克莱斯勒 80％的股份卖给了一家私人投资公司 －

Cerberus 资本管理公司，由其进行改组、经营，或拆解出售。 

 

80 年历史的克莱斯勒，拥有吉普、道奇、公羊、Caravan、300C 等一代名车和李·艾科卡这样的传奇

人物，走到今天这一步，真的让人感慨万千。是将如凤凰浴火重生，再现辉煌，还是就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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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最后分崩离析，不复存在，克莱斯勒的命运不仅关系到数万汽车工人的前途，也牵动着无数对美

国车充满感情的车迷的心。 

 

戴姆勒集团以令人吃惊的低价出让克莱斯勒，就像是锯掉严重受损的肢体，截去一肢而保住性命。美

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每天花费数亿，布什却没有要撤走的意思，觉得让纳税人继续买单理所当然。 

 

4 年前的本月，战争开始 50 天后，在西海岸停泊的一艘航空母舰上，布什宣布伊拉克境内主要战事

结束，即“我们胜利了”。但美军在伊拉克的人员、装备、训练、维护的天文数字的开销，却不是动

动嘴就能搞定的。自那以后，国会通过了几次紧急拨款法案，成百上千亿的钱砸进了伊拉克，带来的

结果却很让人失望：亲美政权软弱无力，伊拉克陷入内战，美军伤亡不断。美国国内的民意也对这场

无休无止、花费巨大，却又看不到什么具体收益的战争越来越不耐烦。国会在布什宣布胜利的四周年

当天，给他送上了一份礼物：保障美军作战行动的 1240 亿美元的拨款法案，但附加条件是：布什政

府必须在半年内把美军撤出伊拉克。 

 

附加撤军时间表的拨款法案草案的内容早已向外界透露，布什也发誓拿到后会立即画上一个大大的

叉，扔还给国会。明知不会通过，民主党控制的众参两院依旧走完了过场，做足了文章，最后选择了

一个意味深长的日子把拨款法案送了过去。布什遵守诺言，即刻予以否决，说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

承认失败的宣言”，是一张“给美国的敌人以可乘之机的混乱药方”。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则讽刺布什想拿到一张由他自己随意填写的“空白支票”，但这样的好事，布什想都不要想。 

 

4 年前布什的民众支持率为 63%，不支持者只占 34%，但现在这个数字正好反了过来。有民意的支

持，民主党自然不会让布什轻松过关。但民主党不具备推翻总统否决的三分之二多数，布什拒不签

字，国会只能再拟新法案，辩论、投票后重新送过去。 

 

这里你推我挡，好不热闹，那边十几万美军却每天依旧要花钱如流水。既然政府和国会没人愿意死磕

下去，真的让前线将士断了顿，双方最终还是会达成某种妥协。现在的明争暗斗，有民意和利益的驱

动，也是在为明年的总统大选做铺垫 － 伊拉克问题这么个大好的题材，注定和要被两党候选人充分

利用。 

 

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选战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民进党的苏贞昌、谢长廷、游锡堃、吕秀莲“四大天

王”为争取党内提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除了传统的竞选集会、扫街拜票、电视辩论等等活动，候选

人同样也不惜互相揭短，打负面宣传仗。本月党内投票的结果，先前不被人看好的谢长廷，却出人意

料地胜出。这个民进党元老、前民进党主席、前行政院长，不动声色地击败竞选热门苏贞昌，显示了

其稳健的风格和非凡的竞选功力。国民党一方，马英九毫无悬念地获得党内提名，成为国民党的总统

候选人。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自蒋经国去世后，经过李登辉八年处心积虑的分解破坏，和连战成事

不足、败事有余的惨淡经营，现在早已是今非昔比了。早年那个意气风发、生机勃勃、带领中国军民

跟日本打了八年的仗并最终取胜的国民党，已现出龙钟老态，显得力不从心。马英九温文尔雅，实在

是国民党谦谦君子作风的最佳形象代言人，但是与民进党这样的经济外行、却擅长竞选的对手相比，

基本毫无优势可言。前几次大选，眼见着国民党形势大好，似乎再加一把劲就大功告成；却见民进党

在千钧一发之际不慌不忙地爆出一两个惊人内幕、制造两三个紧急事件，在国民党不知所措、进退失

据的当口，气定神闲地“以微弱优势”取胜，让国民党屡屡功败垂成，让支持国民党的人，气得不知

道是要去踹连战马英九的屁股还是扇自己的耳光。国民党的元老之一、人们一直希望能跟马英九搭档

的王金平又宣布不会（或不屑）去做副手，看来这次的大选，国民党还是凶险得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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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现在是埋头于经济发展，创造了一系列经济奇迹，其增长数字之绚烂，竟隐约透出当年大跃进的

影子。中国股市从五年低迷的泥潭中拔起，挟 2006 年上升之势，在全民万众一心、一浪高过一浪的

追捧下，今年终于大火，真正是石破天惊。上证、深证指数上涨速度之快、势头之顽强，在中国二十

多年的股市发展史上前所未见。经济学家声嘶力竭地高喊“泡沫”，官方舆论连篇累牍地提醒“风

险”，中央银行重手出击，调高利息、增加银行准备金率，股市却浑然不觉，像一头挣脱了羁绊的蛮

牛，自顾飞奔不止；连带着城市房价一路高歌猛进，直把沸腾的民怨和无奈的官方调控抛在高楼大厦

遮天蔽日的阴影中，埋入花园洋房曼妙曲折的花墙下。 

 

在这个与时俱进的时代，全球同此凉热。在美国，虽然房地产市场还在低迷中喘息，道·琼斯指数却

屡创新高，标准普尔 500 终于也迈过了股市高昂时代建下的那道坎。不经意似的，加油站的牌子上也

打出了历史最高价，使八十年代初在那场改写了美国汽车发展史的石油危机后创下的天价成为过去。

美国人消费热度依然不减，非法移民依然前赴后继地冲进美国，使得国会为如何处理这一千三百万人

－是驱逐还是大赦－激辩不休。 

 

在这个与时俱进的时代，小小的地球村里，每一件事，都是所有人的事。 

 

 

 

 
 

 

 

 

 

 

 

 

 

 

 

 

 

 

 

 

 

 

 

 

 

【本期轻轻松松学中文答案：小云的鹦鹉是个聋子，什么都听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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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猎”记 
晓鹂 

 

来美国的这几年，一直安顿不下来，尤其最

近，两年内搬了六次家，搬得人精疲力尽。而

每搬一次家，就扔一次东西。于是，一直也不

能办置新家具，怕搬家时又要扔，怪可惜的。

所以，手头用的都是二手货，搬起家来说扔就

扔，也不心疼。这不，最近又忙着搬家，自然

还是轻装上阵，把几乎所有的家具都留给了

sublease 的人。 

 

只拿了必需品，开着车往新家去。路上，与先

生闲话，感慨着这漂泊的日子。忽地想起初来

那年，当学生时候捡家具的一些往事，那时，

大家戏称为“打猎”的，颇有一些意思。 

 

先生比我先到美国。当初，自己在家担心着他

随身只带两个旅行箱和一个书包，如何办置一

个家? 而他，在电话那头轻松地说：“没关

系，去捡啊。” 

 

我来的时候在机场被他接到，回到家已经透

黑，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加上时差，已是昏天黑

地，胡乱吃了几口饭，倒床就睡。第二天直到

日上三竿才睁开睡眼，先生已从学校回来，在

厨房里叮叮当当地忙乎。吃完饭，这才有功夫

打量他布置的家：一个床垫放在不到一尺高的

木架上就是床，三个沙发垫并排一摆是床头

（“这是我洗了又洗的，很干净。”先生强调

着），床脚横放一张书桌竖摆一把椅，靠窗一

桌上是电视，书桌对面是一单人沙发，紧靠沙

发是一个三屉小柜，旁边，一面圆镜立在暖气

片上。就这些。 

 

“大都是捡的。”先生一一指点着，看着我的

眼色，又补充了一句：“学生么，大家都一

样。” 

 

“不错，还不错。”我不敢回想在北京的家，

口里说着好，一眼却看到他的衣服凌乱地扔在

一个塑料筐里，鞋子、袜子堆在门后，书本铺

了一桌。 

 

先生顺着我的目光手忙脚乱地收拾着，一边

笑：“等过一个月搬了家，我带你去打猎，然

后咱们好好收拾一下。” 

 

“打猎？！” 

 

“哦，就是捡家具啊。”先生看我不明白，解

释着，“这里的同学把捡家具叫打猎。很形象

不是吗？有时一无所获，有时满载而归。呵

呵。” 

 

我点头称是，心里却疑惑着：“别人扔了的东

西，会有什么好？”可是，书架不能没有，鞋

架不能缺，椅子也不够啊。一晃就到了搬家的

时候，帮别人搬家时饱览了人家猎获的成套红

木家具、崭新的床、带脚凳的沙发、精致的餐

桌以及各式各样的灯，心里痒痒起来，看着空

荡荡的家，决心去打猎。说起来自己在国内是

有逛地摊的经验的，尤其是逛书摊儿，常常发

掘出令人惊喜的旧版书来。记得那套《鲁迅全

集》便是我化了两年时间，在附近的地摊儿上

淘得的。心想，这打猎与炼书摊儿也差不了多

远吧？ 

 

那时，先生正在学车，一天傍晚陪他去练车，

路过幽静的小道，一眼看见路旁伏着大堆猎

物，立即跳下去捕获。然而，毕竟是第一次打

猎，既新鲜又胆怯，好容易鼓足勇气靠近，正

打算睁大眼睛精挑细选，忽见一个老外骑着自

行车过来，口里还打着招呼。仿佛做贼被当场

拿获一般，顿时窘得手足无措，僵在原地。当

老外停下车也开始翻翻拣拣时才明白，原来遇

到了同行。这才释然，大方地让他先下手。等

老外一无所获地离开后，我惊奇地冲先生说：

“原来老外也捡破烂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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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这很正常。——在这里，每个周末是

集中扔垃圾的时间，能用的东西都会收拾得干

干净净地堆在路边任人去捡。废物利用，节省

能源嘛。”先生口里回答着，一眼看中了一个

立地式台灯，造型优美，只缺了灯罩。试试开

关没问题，决定捡回去。家里只有一个台灯给

他用，这下我也能看书了。转身之际，他用手

一指：“那是什么？”一翻，露出两把白色的

折叠椅，坐垫还是新的呢。就这样，初次打猎

算是满载而归。 

 

我是近视眼，所以总是先生抢先发现猎物。一

个早上，下着蒙蒙细雨，我们走在去学校的路

上。“咦，你看那儿。”先生捅捅我。远远地

看见一堆垃圾箱前立着个白色物件。“是书

架？”我疑惑着，拉着他就往跟前跑，全没了

初次打猎时的羞涩。果然是个书架。五层，刚

上过漆，在雨水冲洗下显得干净利落。“这下

看你还吵着要书架！”先生揶揄我。白了他一

眼，二话不说，搬起来就走。洗刷一番，摆上

书，屋里一下子冒出几分熟悉的书香味儿。那

是第二次打猎，得来全不费功夫。 

 

平日，晚饭后有散步的习惯。那天，也是去散

步。老远见俩老外刹了车钻出来看路旁的一样

东西，东比西划了半天走了。没几步，又见俩

印度人停下来看同一样东西，只见他们上上下

下丈量，咕噜了一会儿也空手走了。什么东西

这么吸引人？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个极新的绿

色打顶灯，只是灯管坏了。先生检查了一下

说：“没用了，这种灯芯修不好的，换起来又

很贵。”自己喜爱那个颜色和造型，赖着不肯

走，说搬回去做装饰也好看呢，顶上不装灯也

可以放盆吊兰啊。“不实用又重又不好搬，再

说那么高的顶怎么浇水？”先生连哄带骗把我

拽走了。走了一截路回头再看，咦，不见了！

“不会是主人家见这么多人感兴趣，舍不得又

扛回去了吧？”先生调侃着。过了两日，又陪

先生去练车。还没走到车位，就看见一个杠铃

横在人行道上。“喂，捡个杠铃回去给你锻炼

身体，如何？”我笑看他。那几天，他老嚷嚷

自己胖了，要加强锻炼保持体形。听了我的

话，他不屑地瞥了我一眼说：“嘁，近视眼同

志，那是杠铃吗？”哇，原来正是前天见到的

那个灯，被人捡去又扔了出来。先生见我两眼

放光，不等我开口，拉起来就跑。“喂，等

等，那个灯罩······”我边跑边断断续

续地说。“灯罩？”先生放慢了脚步。初次打

猎得的那个台灯，左右配不到合适的灯罩，晚

上在灯下看书很是刺眼。“走，看看去。”回

去一看，灯罩果然能卸下来。回家把两样东西

一组装，居然连螺丝帽的大小都一样，简直天

衣无缝，冒充原装！那便是第三次打猎，歪打

正着。 

 

又一天。“老公，把你的臭鞋子摆整齐。”我

一边嚷嚷着，一边嘟囔：“有个鞋架就好

了。”“想要鞋架了吧？”先生探过头来神秘

兮兮地说：“我发现了一个鞋架，你要不

要？”看他坏笑着，我横了一眼没吭气。自从

捡了那个灯罩，他老嘲笑我是个猎迷、财迷，

大小好坏的东西都想搬回家。“真的，你跟我

来。”他不急不恼，拉着我打开房门，一指楼

道：“看，没骗你吧？”楼道里堆着一个三层

小书架，一个床头灯，两个小圆桌，一台显示

器，一筐合页夹等物事，早几天扔垃圾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去，少贫嘴。”我气乎乎地推

开他，“那是人家要搬家，哪里是要扔的。”

“这样好不好？如果你扔垃圾的时候在楼后的

垃圾箱旁边看见了这些东西，那就肯定是扔了

的，顺手捡回来不就行了。”先生还是笑嘻嘻

地说。家里用的一个书桌，就是他从楼后的垃

圾箱旁边捡上来的。虽然对他的话颇不以为

然，可心里盘算着：那个小书架作鞋架最合适

了，家里的咖啡壶正缺一个放置的小桌，床头

柜上若有个台灯，就可以躺着看书了。于是，

后来的几天，扔垃圾便比平日勤快了些，那几

样东西也果然被我顺手牵羊牵回了家，用素雅

的贴纸一装饰，焕然一新，惹得来家里做客的

人都问：“咦，这几样东西是哪里添置的？”

那次的打猎算得上是轻松愉快。 

 

又一天傍晚，先生一边修剪着刚捡回来的一盆

花，一边瞅着发愣的我问：“又琢磨什么

呢？”那时，他对我的打猎已是不胜其烦，讥

笑我有了捡破烂的癖好。“嗯？哦，没什

么。”我回了回神对他说：“老公，你有没有

觉着客厅里的大沙发太笨重了？”“你想干什

么？”先生警惕地瞪着我，“那可是我们几个

人好不容易才扛上来的。”“扛下去肯定比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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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容易，”话还没说完，只见他举着剪刀冲

过来，于是大叫着逃进里屋，一边笑着说：

“我今天发现了一个更好看的沙发，真

的······” 

 

后来，自己路过的时候顺手又打过几次猎，也

帮别人打过猎，多多少少都有收获。慢慢地，

日常用具一应俱全，家里不再是空荡荡的了，

等再次搬家的时候，才发现不得不扔掉许多东

西：一台电视，一个电扇，一个大沙发，两张

书桌，两张圆桌，几把椅子，一个电视柜，一

个鞋架，一个铁架铁面的厨用大案桌，一个床

垫，几个灯，几盆儿花······我们把东

西堆在楼下，第二日去交房门钥匙的时候，赫

然发现那里只剩下几片木板——东西已被他人

猎获而去也！  

 

再后来，搬家搬得人精疲力尽，也没有心情去

打猎了——反正，那些大家伙迟早要扔掉的。

不过，又迷上了 yard sale, moving sale, 

garage sale,喜欢去淘一些小巧的、能搬走的

东西。有时逛完一圈还是两手空空，有时买一

两件小东西，比如：只能插一朵花的细颈花

瓶，八瓣的触摸式台灯，胖胖的陶瓷彩猪储钱

罐，金黄的郁金香型的烛台，两耳的白瓷超小

香碗，哥特式尖顶教堂样的水晶迷你闹钟，等

等。其实，就是去逛，寻开心而已。 

 

记得三毛有一篇文章，叫《拾荒梦》，写自己

如何痴迷于捡垃圾的。她说：“人们常常不知

不觉的将许多还可以利用的好东西当作垃圾丢

掉，拾破烂的人最愉快的时刻就是将这些蒙尘

的好东西再度发掘出来。”的确如此，看着被

别人当作垃圾的东西，在自己手里“化腐朽为

神奇”，颇有那么一点儿得意。虽然好久没去

打猎了，但，当时猎获好东西时的欢喜心情依

然清晰。 

 

“老公，到新家后，咱们再去打猎吧？有好一

阵子没打猎了呢。”想着想着，忽然来了兴

致，我按捺不住地向他提议。 

 

“好啊。只怕你一发不可收拾，把屋子都塞满

了。”他故意叹气。 

 

真有这么严重吗？我咧嘴笑了，仿佛看见一堆

堆的猎物伏在路旁，等自己提枪跨马杀过去。

呵呵。 

 

2006 年度各类留学人员情况统计 
 

2006 年度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 13.4

万人，其中：国家公派 5580 人，单位公派

7542 人，自费留学 12.1 万人。 

  2006 年度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

4.2 万人，其中：国家公派 3716 人，单位

公派 5267 人，自费留学 3.3 万人。 

  从 1978 年到 2006 年底，各类出国留

学人员总数达 106.7 万人，留学回国人员

总数达 27.5 万人。 

  以留学身份出国，目前在外的留学人

员有 79.2 万人。其中 58.3 万人正在国外

进行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以及从

事博士后研究或学术访问等。 

  2006 年度与 2005 年度的数据比较，

出国留学人数有较大增长，留学回国人数

表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出国留 学人数增

加 1.5 万人，增加了 12.9%，其中，自费

出国留学人数增加了 13.4%，国家公派与

单位公派的出国留学人数增加了 8.8%；留

学回国人数增加 7437 人，增长了 21.3%，

其中，自费留学回国人数增长了 22.9%，

国家公派与单位公派的回国留学人数增长

了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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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笔记两则 
      施也 

 

艺术的命运 
 

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黑格尔的哲学是了解较少的。不单单是因为他的理论极其深奥难懂，而且

是因为他著作等身，浩浩荡荡，学习起来有力不逮。 

 

在黑格尔发明辩证法之前，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仅仅限于历史是人类社会的记录而已。乔治·黑格

尔引进一套新的理解历史和现实世界的的哲学系统，这就是常说的“辩证法”：他认为人类历史

是一种不停的进步，每一个成功的运动变化都是从前一个变化传承下来的矛盾性的解决方法。黑

格尔认为只有‘绝对精神’是完全的真实。‘绝对精神’是将思想和自然精神统一的完全的真

实。为了将这个模式应用于解释世界历史，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绝对精神’发展成它自己的纯粹

的形式的方式，最终取得自身的彻底解放与自由。“世界历史就是随时间展开的绝对精神，就像

自然是在空间上展开的灵魂。” 

 

引用他的《历史哲学》引言的原话“绝对精神，并不被偶然发生的事件的外部发展推来推去，相

反，它是绝对决定历史的。它坚定地站在偶然发生的对立面，它决定偶然性且为自己的目的而利

用之。” 

 

尽管黑格尔的辩证法通常为了方便地分为三个阶段：形成，否定，发展.（thesis, antithesis, 

synthesis). 这些名词黑格尔他自己用的不多。黑格尔说，没有否定性的积极主动地反抗，存在

就是简单的空洞的任务。“历史上的欢乐时期基本是空白的篇章，因为它是和谐的时期，这个阶

段否定失落了，生活就是简单的习惯－－没有反

抗的行为。 

 

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关键问题：按照黑格尔的学

说，历史最终会‘终结’。历史怎么才会可能有

结束？如果历史在绝对精神终极实现时了结，所

有的反抗性都已经被否定了。不仅‘过去’已经

了结，而且‘未来’也提前终结了发展的可能。

当最终的发展也达到了，没有事物站在直接的

‘现在’的对立面，生活还剩下什么？ 

 

为解决这个难题，黑格尔的追随者认为，历史是

发展的，向两极发展的对立因素最后会重新洽

合，历史最好被看成由‘Zeitgeist’－－“时

代的精神”指导的发展的事物，“时代的精神”

只有在‘回顾’历史时才能看到。 

 

黑格尔认为只有‘绝对精神’才是真正的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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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存在。他并不是认为物质世界不存在，只有‘精神’存在。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精神’不

是非物质的事物的代名词，而是一个单独事物通过把自嵌入不断增加的复杂的形式中而发展自己

的可能性的所有个体构成的系统。‘精神’的基本属性是自由。任何局部的，有限的事物都不能

全部自由。精神是唯一的真实，因而是无限的。更进一步，没有人是自由的，除非他意识到自己

做什么。因此无限的精神是意识到自我的精神。 

 

黑格尔及其追随者将他的辩证法用于对艺术的研究。特别是对美学的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黑

格尔看到传统美学研究，特别是康德的形而上学理论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形而上学家试图将艺术

的本源归结为从一些终极符号演绎而来，遇到不可逾越的困难。他看到艺术和历史的不可割裂的

关系，论证了艺术的历史本质。他的追随者亚多诺指出美是运动中的启蒙（enlightment)的本

质。艺术的任务，按照黑格尔就是揭示绝对精神。同时，他揭示艺术的否定特性。科学的进步是

建立于前人的基础上的发展。和科学不同，艺术的发展基于对前人的否定。黑格尔的艺术可能

‘死亡’的先见之明基于他看到艺术是历史的产品。黑格尔认为艺术是短暂的，因为所有的事物

会粉碎归于绝对精神，于此，黑格尔断言随着艺术构成成份的不断被否定，被粉碎，艺术的本

质，即，绝对精神会最终自我实现，到那时艺术的任务完成了，艺术也就‘死亡’了。这和他的

系统的事物都会一分为二的特性吻合。但黑格尔没有想到一个思想，即：艺术的成份及其绝对

性，与艺术的生命和死亡并不等同。黑格尔死于一八三一年，他预言了艺术的终结。果然几十年

后，传统的架上绘画就崩溃了。艺术死亡论一时喧嚣甚上。但艺术生存下来了。为了克服这个理

论困难，其追随者认为艺术的构成因素虽然不断被否定，但新的成份不断被吸纳。因而艺术会重

放青春。 

 

爵士乐的辩证法 
 

黑格尔在对艺术进行分类时，按纯度分，将音乐放在了美术之上。他认为音乐是一种更纯的艺

术。我分析其中原因有两方面。其一，正如黑格尔所说，雕塑，绘画由于创作的过程中，不可避

免地采用特定的题材（主题）和材料来展示造型，因而主题和材料特性会穿越外在的形式而进入

艺术本体的美的构成中。因此黑格尔认为美术是含“不纯”的美的艺术。和绘画比较，音乐较少

受主题的影响。音乐主要是通过一些基本的音乐因素：节奏，强弱，旋律和和弦来将美感传达给

听众。时间序列也是音乐的重要因素，但与诗歌戏剧不同的是，诗歌的时序构成情节。而音乐的

时序则是情节和情感的抽象和隐喻。 

第二个原因是，黑格尔是德国人。相对于法国高卢人和罗马人，德国人更擅长音乐和抽象思维。

而法国高卢人和意大利人则在美术方面造诣较深。厚此薄彼亦是人之常情。 

 

正如亚多诺指出，美的创造需进行长时间的思考

（contemplation),而长时间深思的结果是‘彻悟’

或说‘灵感’‘启蒙’（enlightment)。于是美就

穿越艺术所依赖的表现形式而镶嵌于艺术品中（美

的载体中）。这就是我强调的艺术品的‘形而

上’。美是穿透艺术的具体造型或形式（旋律，和

弦，etc)及其所表现的主题的被人的直觉所感受的

客观性。 

 

自然之美并非外在之美，它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客观

地存在。其外在的形式是通过人的理性思辨得以产

生美。没有实践理性为载体，自然无所谓美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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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理性，是纯粹理性在人类实践经验里的延伸，是先验的，因而存在于人类经验之外。 

 

爵士乐是美国土生土长的音乐流派。其起源于新奥尔良的布尔班克大街的夜总会。新奥尔良的法

国区以多彩的夜生活闻名全美。在饭馆酒吧林立的布尔班克大街有众多夜总会，多有乐队现场演

奏助兴。后逐渐演化为爵士乐。欧洲传统的室内乐和美国北方的音乐，有‘阳春白雪’的出身，

其创始于皇家和上流贵族社会。爵士乐则产生于平民社会底层。其产生过程便是与古典音乐对立

的。 

 

爵士乐的许多构成，都体现了对古典音乐的否定。例如爵士乐的重要构成形式－－‘即兴演奏’

便是一例。即兴演奏并非爵士乐的首创，但却是发挥较好的乐种。即兴演奏是将作曲和演奏合二

为一的音乐形式。传统音乐的作曲和演奏通常是分开的。即事先由作曲家作曲，演奏家进行排

练。演奏者对音乐的创造仅局限于新的‘解释’（interpreter)。爵士乐家谈论突破预先作曲的

限制，突破简单的解释，达到一种更深深地激发的，更即时性的创造力的水平。那种能将即兴者

置身于和其意识与无意识的状态交融的水平上。说爵士乐家即兴演奏，并不是说他不加思索地，

‘自然而然’地演奏，或者说没有约束，安排，或对演奏的东西没有计划。既使是在编排最少的

‘随心所欲’的期间（jam session)，也有对什么可以创造，其和整体的关系有一定的原则。至

少是存在一些可以决定即兴演奏是否成功的标准。即兴演奏对音乐家的要求相当高。同一首曲

子，听众期待演奏者的演出要与其他音乐家演奏的不同，甚至要和演奏者自己的唱片上的演奏不

同。如果同一首曲子在稍后再演奏一遍，要听起来全新。对演奏者的要求之高难以置信，不但要

求音乐家与其他所有音乐家不同，而且要和自己的过去不同。因为追求独一无二，有的爵士乐家

不听自己过去的唱片，不听别的爵士乐的唱片，甚至不听任何唱片。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研究了正剧和悲剧的起源。他认为正剧起源于所谓的‘阿波罗型的天真

艺术家，’，而悲剧则是酒神的酣畅淋漓的精神的体现。他发现‘即兴说唱’是古希腊行吟诗人

在酒酣之际随无意识而爆发的艺术形式。尼采在他的《悲剧的诞生》中对酒和艺术的关系作了系

统的研究，他以荷马和七弦琴诗人阿基罗裘斯为例。荷马是个自我陶醉的梦想家，一个阿波罗型

的天真艺术家，现在可以拿他当一个对缪斯有战争狂热的崇拜者的执著的头脑来观察。而阿基罗

裘斯则终生被残酷地迫害。现代美学家以“客观”艺术家和“主观”艺术家来归类。这对我们帮

助不大。因为我们知道“主观”艺术家是可怜的艺术家，在所有的艺术类别里我们要求艺术家首

先掌握主题，从自我里赎回它，且消除个体的意志和欲望；的确，我们发现不管多么不重要，如

果它没有客观性，没有消除利益的企图，让我们相信一件作品是纯艺术的产物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样我们的美学的第一任务是解决一个七弦琴艺人（阿基罗裘斯）是如何变成艺术家的。和荷马

相比，阿基罗裘斯以其欲望的酣醉的爆发把我们震撼！他高喊仇恨和谴责！席勒给我们照亮了诗

歌创作的心理过程。虽然不可言传，但

对席勒不成问题。他承认在创作行动到

来之前他没有图象，只有一种“音乐情

绪”。一种“音乐情绪”先导，然后才

是诗歌创意。古代说唱艺术家的重要的

现象：他们自然地结合诗和音乐。他们

的标志是：带音乐的诗人。和这个相

比，现代诗人像是没有头的神灵。这样

以现代美学的形而上学的观念，我们揭

示了诗歌的本质。首先，酒神型艺术家

通过痛苦和矛盾，把自己和原始统一性

相认同。我们可以说他制造这个“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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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为音乐，现在，在阿波罗梦幻的控制下，这个音乐向他揭示“符号的梦幻图形”。这个图

形展示诗人和装满原始矛盾和原痛的梦的世界的核心是等同的。尔后图象镜映为具体的符号和特

例。则艺术家已经把自己放逐到酒神的过程中。酒神的睡梦式的音乐式的陶醉最终发展为悲剧和

戏剧的酒神赞美歌。 

 

以前到纽约出差时，每次必到四十三街的‘鸟国’（Birdland)夜总会去听爵士乐。‘鸟国’是纽

约幸存下来几个质量较好的爵士乐场所。号称不收门票，但没有站座，每个桌子收有桌面费每人

四十美元。酒水也贵，外面两三美元一瓶的萨缪尔亚当斯干啤酒在这要收十五美元。好在是可在

差旅费里报销。所以就尽兴饮酒，加上简单饭菜，最后每人消费二三百美元。但比起音乐享受，

这钱花的超值。爵士乐队基本是铜管乐队。有时有客串的特约提琴手。前排是四到六个萨克斯号

手。第二排是中号手，第三排是大号手。最后一排是小号手。有一到两个大提琴贝斯手。乐队右

前方是特约音乐家（soloist)，有时是小提琴手，有时是小号手，有时是鼓手。有时也会是爵士

歌手。每当‘即兴演奏’期间，全场气氛热烈，乐手手舞足蹈，如醉如痴。各个音乐家随心所

欲，神采飞扬，每人都达到忘我的境界，真是不虚此行。 

 

                    二 00 七年五月于美国波士顿西郊颐骊轩 

 

 

 
 
 

罗马的故事 
崔勇员 

 

 

电影和电视屏幕上，有关罗马的故事可谓不少，最近的有 

HBO/BBC 合拍的热播电视连

续剧 《罗马》（Rome），1945 年出品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代

表《罗马—不设防的城市》（Rome, Open City）,描写古罗马

角斗士的作品包括在国内公映过的 1960 年奥斯卡大片《斯巴

达克斯》(Spartacus)以及 2000 年出品的《角斗士》，获第

26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剧本和最佳女主角《罗马假日》

（Roman Holiday），还有一部 1971 年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

的、当时保密片名的 017 号片，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知道的《罗

马之战》上下集。 

 

《斯巴达克斯》是柯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主演的，

柯克·道格拉斯是麦克·道格拉斯的父亲，他在美国五十年代

麦卡锡主义的白色恐怖下正义地支持了名列麦卡锡黑名单之上

的《斯巴达克斯》编剧 Dalton Trumbo。今天来回顾《斯巴达

克斯》这部片子，我们钦佩柯克·道格拉斯的勇气，是柯

克·道格拉斯和其他人士的行动终结了当时的黑名单，并使

Dalton Trumbo 对《斯巴达克斯》编剧工作得到了承认，恢复

了他在美国作家协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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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克斯》内镇压斯巴达克斯的奴隶主克拉苏，后来和庞贝、凯撒联合，建立了“三巨头”

的独裁统治，加速了罗马从共和制向大奴隶主专政的帝国制的演变，凯撒也就是 HBO/BBC《罗

马》第一季里的凯撒，即年轻的屋大维的父亲。 

 

HBO/BBC《罗马》这部连续剧，2005 上的第一季，出手不凡，演绎了帝国的兴起，观众连连叫

好。2006 年休战，2007 年才推出第二季，可以说吊足了罗马迷的胃口。2000 出品的《角斗

士》，和 1964 年索菲亚·罗兰主演的《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取材于相似的历史背

景，而 1968/1969 好几个国家联合出品的《罗马之战》（1971 年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则演绎了

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加上当时上海电影译制厂众明星的制作，更是影迷们不可错过的。 

 

不习惯古罗马刀光剑影的同学，也许会喜欢格里高利·派克和奥黛丽·赫本 1953 年的喜剧 《罗

马假日》。 因为罗马假日不是好莱坞式的大团圆结局，七十年代曾有人要拍续集以便奥黛丽·赫

本饰演的某国公主可以和格里高利·派克饰演的大好人 Joe 团圆，虽然两位明星都很高寿，可是

这部续集却迟迟没有出现。喜欢《罗马假日》的同学，不要忘记感谢上面提到的 Dalton 

Trumbo，1993 年学院追认他的贡献，给予他编剧的《罗马假日》当年的最佳编剧奖。 

 

为了方便同学们学习和研究罗马的历史，下面的简要表格提供了有关电影和电视剧的概况供大家

参考。 

 

 

片名 历史背景 概要 

1960 《斯巴达克斯》（Spartacus） 公元前 73 年 罗马加普亚格斗学校的奴隶在斯

巴达克斯带领下发动起义 

2005/2007 HBO/BBC《罗马》（Rome） 公元前 52 年 一部再现罗马共和国衰落和罗马

帝国兴起的多卷史诗 

2000 《角斗士》（Gladiator） 公元 161-192 太子康默迪乌斯篡夺皇位，与一

位战功赫赫的罗马帝国将军马克

西默斯最后生死决斗 

1964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公元二世纪后

期 

太子康默迪乌斯篡夺皇位，与虚

构的人物 Livius 的快意恩仇录 

1968/1969《罗马之战》 （Kampf Um Rom） 

在美国的精简版又称 The Last Roman 或 The 

Fight for Rome 

公元 526 年 西罗马帝国没落时期，北边的哥

特族人与东罗马帝国争夺罗马的

故事 

1944/1945《罗马—不设防的城市》（Rome, Open 

City） 

1944-1945 意大利人在纳粹铁蹄下英勇抗击

的壮烈事迹 

1953 《罗马假日》（Roman Holiday） 无  

 

 
 
 
 



No. 42 艾克顿中文学校月刊 二〇〇七年五月 

 20  

 
 
 
 
 
 
 
 
 
 
 
 
 
 
 
 
 
 
 
 
 
 
 
 
 
 
 
 
 
 
 
 
 
 
 
 
 
 
 
 
 
 
 
 
 
 

奇怪的鹦鹉  
康原 

 
小云非常喜欢鸟，成天求爸爸妈妈让她养一只鹦鹉。课余时间，她经常去图书馆借有关鸟

类的书，懂得了不少关于鹦鹉的知识。一说起各种品种鹦鹉的特点，她无所不知，简直就

是个小专家！ 

 

星期三，妈妈说：“小云，今年你在学里一直努力学习，成绩非常好，我和爸爸都很高

兴。下周一是你的生日，我们俩为了奖励你，决定这个周末带你去宠物店挑一只鹦鹉！”

小云听了别提有多高兴了。盼了那么久，她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 

 

星期六，小云和爸爸妈妈高高兴兴地开车去宠物店。一路上，小云兴奋极了。总感觉爸爸

今天的车开得出奇的慢，路上的红灯怎么那么多！小云的心早就飞到宠物店了！ 

 

车子刚停稳，小云从车里跳出来，飞快地冲进了店里去。常来这里逛，小云对这家店太熟

悉了。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宠物、食品、玩具，还有装宠物的笼子。小狗们在它们的圈里

跑来跑去；小猫们在阳光灿烂的窗户前睡觉；一只大白兔在笼子里大口地吃东西。小云根

本不理别的动物们，直奔小鸟们的笼子跟前。店里有小麻雀、金丝雀、还有好几只美丽的

大鹦鹉。小云一眼就看上了那只最大的鹦鹉，它全身通红，翅膀和尾巴是蓝色的，太漂亮

了！ 

 

店主殷勤地走过来对她说：“小姑娘，你是不是看上这只红色的鹦鹉了？好眼力。我告诉

你吧，它不仅是店里最鲜艳，最美丽的鹦鹉，而且特别聪明。它能模仿所有听到的声

音！” 小云高兴的说：“太好了！我就想养一只会学人说话的鹦鹉！” 说完，她也顾不

上再多看了，就让爸爸付了钱，满足地把鹦鹉带回家去。 

 

回到家后，小云立刻开始对它的新朋友讲话，希望鹦鹉能快点学会几句话。她不停地说：

“你好！ 你好！ 你好！”  鹦鹉 惊奇地看着小云，可是奇怪了，什么声也不出。过了好

半天，鹦鹉还没有学会说话。小云心想，我今天刚刚把鹦鹉领回家，它可能还没有适应新

环境。我等几天再教它说话吧。 

 

一个星期过去了，那只鹦鹉天天在房间里到处飞，痛快地吃东西，就是不肯说话。小云感

觉道有点不妙，会不会是买了只有毛病的鸟？放学后小云来到宠物店找店主，告诉他鹦鹉

的情况。店主笑着对她说：“小姑娘，我绝对没有骗你。那只鹦鹉的确能模仿所有它所听

到的声音。” 

 

这是怎么会是呢？小云边往家走边思考店主的话。突然，她明白了鹦鹉的问题所在，立刻

转身跑回宠物店去。 

 

请你好好动脑筋，想一想，如果店主说的是真话，那鹦鹉为什么不会说话呢？ 
 

(答案请在本期内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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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学生作文     

指导教师：屠宁君 

空间科学 
 

Christa McAuliffe 
 

Christa McAuliffe 是一个民事专家。她于一

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登上 “挑战者” 号, 

不幸的是 “挑战者” 号起飞七十三秒钟时发

生爆炸。Christa McAuliffe 和同机的其他七

名成员遇难身亡。 

 

Christa McAuliffe 也是一个初中教师，一九

七 O 年从麻州的 Farmington State 大学取得

历史学位。她是从一万一千五百多名申请者中

挑选出来, 计划上航天飞机的老师，她还打算 

从太空为地球上的人们讲两次课呢。 

 

当 “挑战者” 号爆炸的时候, 全世界几百万

的学生, 家长和其他的人们, 从学校, 家里, 

和办公室正在收看发射实况。以后, 许多学校

的奖学金都以她的名字来命名. 

-郑婷婷 

火星 
 

火星是太空里我最感兴趣的星球,  因为火星

上可能有生命。人们原以为火星上的黑线和黑

暗面是水的痕迹，但是科学家发现火星上其实

没有水, 只有冰在南极和北极存在。两极上的

冰一下就蒸发成气体, 而不融化成水。火星上

也没有很多氧气。有时火星周围的空气会变得

很冷。火星可不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王甜甜 

 
登月 

 

我对美国怎样把地球人送上月球最感兴趣。我

很早就知道美国是第一个把人送上月球的, 但

是我一直不清楚这是怎么实现的。通过看一本

书和一部电影, 我终于知道了有关的故事。 

 

一九六一年, 美国总统决定要和苏联比赛登

月。 经过几年时间, 做了十五次的实验,  在

一九六九年,  NASA 终于成功地把 APOLLO II 

和三名宇航员送上月球。我认为这是美国宇航

历史上的最大成功。 

－李梦萧 

 
二年级 A 班学生作文     

指导教师：李韫哲 

 
小甲虫 

如果我是一只小甲虫，我会飞上天。我要吃叶

子，我还要喝湖水。 

如果你看见我，你可不要来抓我啊，我不会来

叮你的。 我只是飞到东飞到西地来看看。 

我是一只可爱的小甲虫。 

 

夏天来了 

夏天终于来了。小果树开花了，蝴蝶在一朵朵

的花上飞来飞去，小蜜蜂忙着采蜂蜜，小鸟儿

也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真的很热闹。 

夏天来了很热。学校放暑假，我要去好朋友

Michelle 家里玩，和她一起去夏令营。我真的

好高兴。 

-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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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斯尼乐园 

今年四月十八日， 我坐飞机去 Orlando。我下

飞机的时候，发现那里很热。我们去 Wal-Mart

买东西，我买了一个米老鼠，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去 EPCOT。 EPCOT 是 DISNEY

的一个公园。 

 

第三天我们去 ANIMIMAL KINGDOM．那里有真的

动物。 

 

第四天我们去 MGM STUDIOS．那里有开飞车表

演。 

 

第五天我们去 MAGIC KINGDOM。MAGIC KINGDOM

是最好玩的公园。我去玩一个 BUZZ LIGHT 

YEAR 的游戏。我玩得很高兴。 

-周诗宇 

日记 
 

上个星期六，我去了 Andy 家。他有一个弟弟

叫 Charlie，Charlie 今年六岁了。 我们玩得

很高兴。 

 
四月十四日，学校开始放春假。爸爸、妈妈开

车，姥爷姥姥陪哥哥和我去 Washington DC 游

玩儿。 

 

我们参观了国会大厦等许多美丽的风景，看到

大象、小鱼、鸟等各种动物。我特别喜欢从中

国来的大熊猫。这一天，我虽然很累，但却非

常开心。 

－万姗姗 
夏天 

 

夏天，我们可以去海边游泳。 

夏天，我们可以多吃冰淇淋。 

夏天，我可以跟小朋友们在外面玩得很晚。 

夏天，我种的花开了。 

夏天是美丽的季节，我喜欢夏天。 

 

 

艺术展 

星期四晚上，我和妈妈去我们学校看同学们的

艺术展。艺术展上有很多同学们自己做的艺术

作品。有一些是画的画，还有一些是拼的画。

妈妈说我拼的画很好看。艺术展上还有很多好

吃的。我和我的朋友们都玩得很高兴。 

－周萌 
如果我是一朵云 

如果我是一朵云 

我会从这儿飘到那儿 

我不会走， 也不会跑 

我只会在天上飘呀飘 

－任颖凡 
春姑娘来了 

春雨滴答，滴答， 

鸟儿叽喳，叽喳， 

花儿万紫千红， 

春天春天来了。 

－王明漪 

我的春假 

今年四月十四日到四月二十一日，爸爸妈妈带

着我去加洲的圣地亚哥和洛山矶渡假。 

在圣地亚哥，我们去了动物园和海世界。在动

物园里，我看见高高的长颈鹿吃树尖上的叶

子，大象用鼻子卷小木头，北极熊在冰水里游

泳，小猴子吃香蕉。在海世界，聪明的海豚表

演跳水转身。  

这几天我玩得真开心。 

－朱茜娜 
 

我的生日 

 
我的生日是四月十九日。我的很多好朋友都来

了，那一天我很高兴!   

 

我们一起玩儿。她们都给我唱生日歌。我们都

吃蛋糕。我最喜欢的礼物是webkinz。我最喜

欢的webkinz是小熊猫。 我过了一个愉快的一

天! 

－徐雨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