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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年欢晚会：
节年欢晚会
到 ! 长城中
欢晚会： 年 度
文学校文化部鼓
师们 跃参加
文学校文化部鼓励家长，学生
跃参加。
个学
师 家长
家长
都能
。为
个 功
节年欢晚会，
。节目申请表可以到
欢晚会，请大家积极
请大家积极
www.greatwall.org下载
www.greatwall.org下载。
下载。
YCT：
YCT：长城中文学校将于2010
长城中文学校将于2010年
2010年11月
11月14日在举办中小学生汉
14日在举办中小学生汉
语考试（
语考试（YCT)。
YCT)。YCT由中国国家汉办统一命题
YCT由中国国家汉办统一命题，
由中国国家汉办统一命题，每年春秋两
季考试，
季考试，在北美各地同时进行。
在北美各地同时进行。考试成绩合格者由国家汉
办颁发证书。
办颁发证书。部分优秀学生将有机会免费参加中国寻根之
旅夏令营活动。
旅夏令营活动。Please find the attached files for
test description, sample test, and the registration
form. For more details about the test, please check
Hanban’s website (http://www.hanban.org/tests/
node_7485.htm).

上海世博剪影。
上海世博剪影。摄影：
摄影：叶民

2010年中国之行
2010年中国之行 – 上海世博（续）

叶民

走进中国馆，
走进中国馆，缓缓地绕了几圈，
缓缓地绕了几圈，终于绕到了最高层。
终于绕到了最高层。随即踏上了传送带，
随即踏上了传送带，进入了那个据说耗资巨大的360
进入了那个据说耗资巨大的360度全方位立体
360度全方位立体
电影，
，基本上是展示沙特的国家风貌、
电影
基本上是展示沙特的国家风貌、风土人情以及辉煌成就之类的。
风土人情以及辉煌成就之类的。既没有解说，
既没有解说，又没有字幕。
又没有字幕。前后不到10
前后不到10分钟
10分钟。
分钟。没看见
高潮就从那屋子里出来，
高潮就从那屋子里出来，感觉是被戏弄了一样。
感觉是被戏弄了一样。这不就是IMAX
这不就是IMAX里的立体电影吗
IMAX里的立体电影吗？
里的立体电影吗？只不过是全方位的，
只不过是全方位的，沙特好像在你底下。
沙特好像在你底下。如
果这也被称为最棒的世博，
果这也被称为最棒的世博，国人也太需要普及IMAX
国人也太需要普及IMAX电影院了
IMAX电影院了。
电影院了。真是一场不大不小的玩笑。
真是一场不大不小的玩笑。
拖着疲惫的身体和失望的心，
拖着疲惫的身体和失望的心，接下来找餐馆、
接下来找餐馆、找厕所，
找厕所，好是烦闷。
好是烦闷。喧闹嘈杂的餐馆一切都由自己SERVE
喧闹嘈杂的餐馆一切都由自己SERVE。
SERVE。吃完饭后的油嘴
也只好干擦。
也只好干擦。我们这些在美国宠坏了的人，
我们这些在美国宠坏了的人，有些不适。
有些不适。据说有很好的餐馆，
据说有很好的餐馆，但我们没找到。
但我们没找到。
时间马上就到了另一个期盼的大馆，
时间马上就到了另一个期盼的大馆，中国国家馆。
中国国家馆。在入馆的门口，
在入馆的门口，我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为严密的夹道欢迎。
我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为严密的夹道欢迎。大约有
十几个青年守在门口，
十几个青年守在门口，此起彼伏地查问票呢，
此起彼伏地查问票呢，票呢。
票呢。我们掂出了中国馆的份量了，
我们掂出了中国馆的份量了，觉得万分幸运，
觉得万分幸运，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
的。进了大门之后，
进了大门之后，先预排半个小时左右，
先预排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再乘滑梯缓缓向上到了红色大楼的里面。
然后再乘滑梯缓缓向上到了红色大楼的里面。最后几个台阶是要登上去的。
最后几个台阶是要登上去的。我拖
着两条肿胀的腿几乎是滚爬上去的，
着两条肿胀的腿几乎是滚爬上去的，我真是不行了。
我真是不行了。就在这时，
就在这时，柴担卓玛悠扬高亢的歌声传到耳边。
柴担卓玛悠扬高亢的歌声传到耳边。这如同一针强心剂注入
我的血液一样，
我的血液一样，我一下子来了精神。
我一下子来了精神。接下来还要排两个小时。
接下来还要排两个小时。我就靠着那些熟悉的老歌支撑起最后一点精神。
我就靠着那些熟悉的老歌支撑起最后一点精神。可能是为了保
持国家馆的整洁，
持国家馆的整洁，两小时内没有卖水的。
两小时内没有卖水的。精疲力竭下又滴水未进，
精疲力竭下又滴水未进，但是一想到这是国家馆，
但是一想到这是国家馆，里面的内容一定目不暇接，
里面的内容一定目不暇接，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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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值了。
也值了。但令人难过和遗憾的是中国国家馆的内容太空洞了。
但令人难过和遗憾的是中国国家馆的内容太空洞了。它
只有一个电影反映农民工进城和国家逐渐城市化的历史。
。几个简
只有一个电影反映农民工进城和国家逐渐城市化的历史
单的设置反映30
单的设置反映30年家居的变化
30年家居的变化。
年家居的变化。最大的看点是把“
最大的看点是把“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
扩成100
扩成100多米
100多米，
多米，把所有的人物变活了，
把所有的人物变活了，一幅动画的“
一幅动画的“清明上河
图”说起来也不觉得震撼。
说起来也不觉得震撼。还一大看点就是秦陵兵马俑的车马，
还一大看点就是秦陵兵马俑的车马，
黑洞洞的屋子里看不出个究竟。
黑洞洞的屋子里看不出个究竟。最后坐着循环游览的座椅
(DISNEY经常看到的)转了一圈只展示了几坐桥
DISNEY经常看到的)转了一圈只展示了几坐桥。
经常看到的)转了一圈只展示了几坐桥。比起我们悠久辉
煌的历史和文化，
煌的历史和文化，比起我国30
比起我国30年的沧桑巨变
30年的沧桑巨变，
年的沧桑巨变，这个国家馆实在是
太简单乏味了。
太简单乏味了。设计者在参观形式上做了大量文章，
设计者在参观形式上做了大量文章，但却完全没
有什么令人心动的内容。
有什么令人心动的内容。可能对某些国人来说，
可能对某些国人来说，这种形式是新颖
的，比方说坐着循环的那种车椅，
比方说坐着循环的那种车椅，或者有些图片朝上看之类的。
或者有些图片朝上看之类的。
但对我们来说什么都不新鲜。
但对我们来说什么都不新鲜。8点钟天快黑了，
点钟天快黑了，我们出了国家
馆。13个小时
13个小时，
个小时，两个失望的馆！
两个失望的馆！不知是我们的策略不对，
不知是我们的策略不对，还是世
博本身就是这样。
博本身就是这样。
世博第三天，
世博第三天，我完全不出去了，
我完全不出去了，严重的热伤风使我不敢再
在高温酷暑中挑战自己了。
在高温酷暑中挑战自己了。临走时送走他们觉得自己可怜，
临走时送走他们觉得自己可怜，一共
三天，
三天，我还掉队一天。
我还掉队一天。可躺在旅馆看看电视说是39
可躺在旅馆看看电视说是3939-40C的高温
40C的高温，
的高温，
我又可怜他们。
我又可怜他们。幸好他们还好，
幸好他们还好，好歹看了几个馆。
好歹看了几个馆。
上海世博毕竟是中国人历史上的第一次。
上海世博毕竟是中国人历史上的第一次。之所以有这一
天，是因为中国人在这30
是因为中国人在这30年间以惊人的速度赶上了现代化的步
30年间以惊人的速度赶上了现代化的步
伐。中国的交通、
中国的交通、通讯、
通讯、人民生活等等都可谓今非昔比。
人民生活等等都可谓今非昔比。应运而
生的世博无疑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其奇迹的绝好机会，
生的世博无疑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其奇迹的绝好机会，也是促进上
海及周边地区经济的一个难得良机。
海及周边地区经济的一个难得良机。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世博中的很多硬
件与世界很接轨，
件与世界很接轨，很多理念也大大现代。
很多理念也大大现代。环境的意识、
环境的意识、清洁的意
识、文明排队的意识广为体现，
文明排队的意识广为体现，尽管很多细节还欠周全。
尽管很多细节还欠周全。比方说
开馆的时间过晚(9
开馆的时间过晚(9点)造成排队时间过长，
点)造成排队时间过长，垃圾桶摆放不是处处
合理。
合理。但作为一个刚刚摆脱一穷二白，
但作为一个刚刚摆脱一穷二白，刚刚结束文革浩劫，
刚刚结束文革浩劫，拥有

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
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目前这一切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奇
迹。假如我们不是从美国回去，
假如我们不是从美国回去，而是从一个中小城市来的，
而是从一个中小城市来的，
世博可能会是一个开眼界的地方。
世博可能会是一个开眼界的地方。应该说它多少起到了让中
国看世界的作用。
国看世界的作用。但让世界看中国恐怕是一厢情愿。
但让世界看中国恐怕是一厢情愿。我们见
到的外国人与我们一起挥汗如雨地排大队的真是寥寥无几。
到的外国人与我们一起挥汗如雨地排大队的真是寥寥无几。
看到了几个外国人也是从那预约口，
看到了几个外国人也是从那预约口，“走后门”
走后门”进去的。
进去的。随
着时代的发展，
着时代的发展，世博已经不会再是让各国彼此了解的窗口。
世博已经不会再是让各国彼此了解的窗口。
当初世博那么重要，
当初世博那么重要，是因为当时“
是因为当时“每天”
每天”都有新技术、
都有新技术、新工
艺、新发明及新观念问世，
新发明及新观念问世，而信息的交流又远不如现代发
达。所以世博会上人们争相展示自己的新东西来吸引世人。
所以世博会上人们争相展示自己的新东西来吸引世人。
如今发达的信息也使得没什么东西不得不在世博会上亮相。
如今发达的信息也使得没什么东西不得不在世博会上亮相。
所以世博今天的意义与当初可能会有不同。
所以世博今天的意义与当初可能会有不同。将来恐怕越来越
象个娱乐性质的集会。
象个娱乐性质的集会。据说美国馆简单而实用。
据说美国馆简单而实用。两个宣化片
给中国人洗洗脑，
给中国人洗洗脑，列上全部在中国的美国公司的名字。
列上全部在中国的美国公司的名字。这一
点也不奇怪。
点也不奇怪。美国的强大无须通过世博会来体现。
美国的强大无须通过世博会来体现。这纯属个
人观点，
人观点，不知正确与否，
不知正确与否，好在这里是“
好在这里是“自由论坛”
自由论坛”。将来我
一定要看一次在美国或是其他国家举办的世博。
一定要看一次在美国或是其他国家举办的世博。
感悟颇深的记忆是国人生活水平令人刮目相看，
感悟颇深的记忆是国人生活水平令人刮目相看，国人文
明水平也提高不少。
明水平也提高不少。
国人文明水平也提高不少。
国人文明水平也提高不少。世博每天的花销包括住宿在
内一家总得千元以上，
内一家总得千元以上，只要去的都是有能力支付的。
只要去的都是有能力支付的。照相
机、手机一人一个。
手机一人一个。穿着各式各样、
穿着各式各样、五花八门。
五花八门。人们的精神
状态也是轻松而有活力。
状态也是轻松而有活力。“小康”
小康”状态尽显不足。
状态尽显不足。我记忆中
的贫穷时期的中国人愁眉苦脸好像不复存在。
的贫穷时期的中国人愁眉苦脸好像不复存在。人们的文明举
止和礼貌用语也基本让人满意。
止和礼貌用语也基本让人满意。这些年连年的教育看来颇有
成效，
成效，心想中国要都能这样就好了。
心想中国要都能这样就好了。但事实上参观世博的最
大数额七千万也不过是我们泱泱大国众多人口中的5%
大数额七千万也不过是我们泱泱大国众多人口中的5%。
5%。与此
同时，
同时，还有人在泥石流中为生命挣扎，
还有人在泥石流中为生命挣扎，还有人在贫困线下艰
难度日。
难度日。世博展示的
中国是富强繁荣和有
希望的一面。
希望的一面。而我们
有幸经历和见证了这
样一个整个民族都值
得庆幸的时代。
得庆幸的时代。
最后我想说，
最后我想说，这是一
场举世无双的世界博
览，这是一次独一无
二的人生经历。
二的人生经历。
爱 也 好，
好，怨 也
好，我参加了在中国
土地上推出的第一次
世博---世博 ----我永远的上
---- 我永远的上
海世博。
海世博

（全文完
（全文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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