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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兴玩乐。这一点不假。我有个同事
是一名法语老师，今年是他参加工作
的第二个年头，每天 6节课，教四个
来美国之前，我以为在美国做老
不同层次的法语，从初级到最高级全
师应当是比较轻松的工作，不会有那
部覆盖，每天的备课量之大可想而
■ 王敏
么多的作业要批改，不必担心学生的
知。他每天 7点之前到校，为第一节
和舒适的。这一点，直到我来到美国 课做好准备，
成绩不佳，然而当我拜访过不同的学 松。
然后就马不停蹄地连续
当美国同行听说中国的中学老 才切身体会到。在中国，我所在的英 上 6节课，两个中午还有法语俱乐
校，听老师授课，与他们交流之后，我
才意识到以前自己的那些想法完全 师一般每周 12节课，每节课 45分 语组成员都是协同合作，大家一起备 部活动。因为是新老师的缘故，他有
钟，中午大多可以休息半小时，都惊 课，一起编写导学案，有同事开公开 个指导老师，每周二他们都要会面一
错误。
以语言教学为例，在美国高中作 呼不可思议，认为太幸福了。因为他 课时，所有的人都出谋划策，可以说 次，
一起讨论教学，这往往要持续 2
为一名外语教师，一般要教两门不同 们大多每周课时在 30节左右，中午 一切资源都共享。可是在这里，几乎 到 3个小时。每次我看到他，
他都是
的语言课，每天一般是六节课，五个 往往还要用短暂的午休时间去组织 人人都是单干，没有固定的教科书， 一脸疲倦。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周末的
自己整合教材，而且因为每个老师都 活动：他参加了攀岩俱乐部，他是本
小时，另外一节课用于备课。他们几 学生俱乐部的活动。
在感慨美国教师的工作繁忙的 教两个以上的年级，所以备课负担很 德市越野跑步的成员，
乎从早上第一节课上到下午最后一
他喜欢和朋友
节课，中途只有 40分钟用来吃午饭。 同时，我不禁深深怀念扬大附中的教 重。为了批阅作业，很多老师得延迟 一起去远足……可以说他的每个周
这样的工作强度是我几乎不能想象 学平台。相比而言，国内教师的工作 下班时间或者把学生的作业带回家。 末都玩得很充实。
早就听说美国人崇尚努力工作，
的，一点儿也不比我在国内的工作轻 压力、工作条件、工作氛围还是宽松

血脉 相承

印尼清明节
■

王东

去年去印尼旅游，正好赶上清明节。和所有海外
的华夏子孙一样，印尼华人非常重视清明节。
每年清明节的前一周，当地华人就买好了纸钱、水果、
糕点等祭品，而身在外地的人们也都早早地就预订了回家
的车票。在清明节当天，是印尼华人一家人团圆的日子，不管
身在何方，他们都会相约一起前往墓地，给先人的坟墓加土剪
草，供奉祭品，点香烛，烧纸，祭拜。
当地华人张先生告诉我，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亲从广
东来到印尼做生意，父亲在三年前去世了，每年清明他都会带着
老婆和三个孩子给父亲上香，而今年大女儿在外上学没法赶回
来，只能远隔重洋遥拜了。当我提出和他们一起去扫墓时，他爽快
地答应了。
意大利多洛米蒂山区美景 。
在通往印尼墓地的道路上车水马龙，半小时后，我们来到位
于雅加达北区一个张姓宗祠里。这个宗祠大约有一百多平方米，
风
三座紫檀木的架子上摆着很多骨灰坛和先人像片，房间中间则是
一座很大的佛龛。前来这里祭拜的人很多，张先生不停地和他们
打着招呼。
■ 李金鹏
接下来，他们在各自亲人的灵位前摆上水果、糕点和鲜花，
中国人时兴送份子，
时间法国南部遭受了水灾，
需 几个月，小区有孩子的家庭就
点燃香烛，烧上纸钱，然后便是磕头行礼。行礼完毕，张先生又 朋友结婚、乔迁搬家，庆 要人们支援。
会凑钱，请一些音乐家、画家、
走到中间的佛龛前点上了一炷香，并招手让我也过去，于是 生添丁，都离不开出份子
爱心份子钱在法国很常 讲师来小区教孩子音乐美术。
我跟在他后面，依次向佛像行三鞠躬礼。后来他笑着对我 钱。
见，人都有犯难的时候，所以 虽然现在条件好点的家庭都
说，拜佛是给家人祈福，给家人祈平安。
初到法国，觉得这是个浪 我还是慷慨地捐了钱。当然， 会请专业的艺术老师教孩子，
本以为整个祭祀活动结束了，可没想到的是，参加
漫而又略显慵懒的国家。有 法国人送份子钱多是自愿。 但小区份子钱这个习惯已经
完祭祀活动的人们走出宗祠，又一同走进附近的饭馆
法国人离职后同事一般 存在了几百年，这是为了帮助
一天，帕克突然来到我家，跟
里共进午餐，他们一边用餐一边亲切地交流着，很
也要交份子钱。但是，
如果是 相对贫苦家庭的亲子教育。
我收
1
0欧元份子钱。我眉
多人还饶有兴致地唱起了歌曲。张先生唱了一
头一皱，帕克是个 被老板炒鱿鱼，要交份子钱， 当然，婚庆份子钱法国人
首《歌唱祖国》后，我看到许多人陷入沉思。
工程师，平时他老 如果是跳槽高就那就不用了。 也要面对，不过，法国人给的
回来的路上，张先生对我说，祭祖
婆给的零用钱足 炒鱿鱼后，员工可能一时半会 少，只是适当表示一些，更不
后大家坐在一起吃午餐，是为了
够了，为什么还要 找不到工作，所以人们凑份子 会做账登记谁交了多少。相
更好地追忆祖先，加深宗亲
到我这里“化缘”？ 钱作为“盘缠”支援一下那个 反，如果人家结婚，你给的份
之间的情谊。
事后才知道，原来 可怜的倒霉鬼。
子钱特别多，很可能被人误会
在法国某些地方，还有小 是别有用心，是在炫耀？还是
他收“份子钱”是
体
为了做慈善，前段 区份子钱。不同于物业费，每 在嘲笑朋友没钱？
泰国鸟巢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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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鸟巢餐厅
■

魏咏柏

年初，我和几个好友跟团来到了泰国。在几名
游客的提议下，我们特意增加了一个景点，正是这
个景点，成为我们泰国之旅最大的收获。
景点位于泰国旅游胜地沽岛。据导游介绍，沽
岛是泰国第四大岛屿，但作为开发程度最少的一
座岛屿，这里环境纯朴，未受污染，拥有迷人的自
然美景，至今仍然保留着原始的热带雨林、令人惊
奇赞叹的淡水瀑布、传统的民居渔村、蔚蓝而清澈
见底的海滨以及洁白的沙滩。这里挂在树上的鸟
巢餐厅便是最大的一个特色。
怀着一份好奇，我们兴奋地坐进一个像鸟巢
一样的藤制树舍，里面有一张小桌和 4个平式坐
椅，可同时容纳 4人就餐。系好皮革安全带后，树
舍缓缓上升至树顶后停了下来。我探出头朝下面
看了看，估计餐厅距地面有 5米之高。通过观察，
我发现整个“鸟巢餐厅”其实是由绞车控制的，可
以沿树上下，方便接送用餐者。
没让我们等多久，就看见一个服务生滑着高
空索道，穿过雨林，携带美食“飞”了过来，像玩杂
技一般潇洒。服务生将美食一一放好，我仔细看了
一下，有巧克力、烧烤、水果以及新鲜蔬菜。对了，
还有一瓶香槟酒。
我们一边品尝着地道的泰国美食，一边鸟瞰
四周的海滩，这些曾经只有鸟儿才能欣赏到的美
丽风景，此刻就一览无遗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让人
如痴如醉，如梦如幻。

泰国鸟巢餐厅
服务员滑
着索道 ， 送上
美食和美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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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火车站
■

李玉霞

前几天，去西班牙拜访一个老
朋友。在马德里火车站一下车，便被
它古典与新潮交融的气息所感染。
从外面看马德里火车站，并不
壮观，古老的建筑静静地诉说这个
城市悠久的历史文化。然而，刚走进
车站的候车大厅，一座巨大的亚热
带植物园便跳入眼帘，郁郁葱葱的
植物竞相生长，南来北往的旅客穿
行于植物园中兴致勃勃地欣赏着美
景，全然忘却了旅途的疲惫。整个大
厅因此显得生机盎然。
车站一隅利用顶棚的高度在候
车大厅里建造了一座“空中餐馆”，
坐露天坐椅上，一边享用着美食，一
边俯瞰植物园的美景和穿梭的人
群，惬意十足。等车久了，还可以到
植物园的咖啡馆里静静地坐一坐，
这里的咖啡馆也是建筑各异，有新
潮的，有怀旧的，任你选择。车站的
二楼夹层俨然一个小型图书馆，喜
欢读书的人还可以在这里看上几页
书。车站内还有随处可见的长椅供
乘客歇息。
这不得不让我们为改造者的智
慧所折服。
不过，说起马德里火车站的改
造可谓是一波三折。其实这座极富
年代感的老车站早已无法满足现代
日益增长的客流量，马德里又是一
座文化名城，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
客。所以当火车站要改造的时候，政
府想把马德里火车站全部拆除，重
新建一个世界上最宽敞、最豪华、最
富现代气息的火车站。
当政府拟订的方案一出来，却
不想引起了马德里市民的强烈抗
议。
就这样马德里政府一再改变方
案，最终政府决定保留原车站的古典
特色，在周边和内部逐步进行改造，
使古老的火车站焕发出了现代气息。

超像植物园的马德里火车站

就算没来过。”我点了点头，不舍
地说：“这地下水宫太壮观了。”老
而
公笑笑说：“那当然，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一直是
城中的地下宫殿虽然为数众多，
■ 李静
老公梦想中的旅游胜地，他事先
但耶莱巴坦地下水宫却是其中规
在网上做足了功课，终于实现了 又是极其容易被错过的地方。” 可爱精灵般自由地游弋着。
模最大的，整座水宫长 140米、宽
自由行的愿望。
来到地下水宫门口时，我才
伴随着室内播放的背景音乐 70米，336根高 9米的粗大科林
当我们下飞机后，老公神秘 相信了老公所说的话。与周围的 和偶尔滴落的水滴声，这朦胧而 斯式石柱支撑着巨大的砖制拱
地说：“有个地方必须要放在第一 蓝色清真寺、圣索菲亚教堂和奥 神秘的氛围让我卸下了疲惫，心 顶，而这些石柱据说都是从安塔
站。”我诧异地看着他：“是什么地 斯曼老皇宫等著名景点相比，这 也随之静了下来。我们边走边看， 托利亚地区的神殿中搬运过来
方？为什么要先去？”老公说：“耶 个地下水宫完全有理由被忽略。 走到了水宫的尽头。这是整个水 的，好莱坞大片《007在伊斯坦布
莱巴坦地下水宫，这是个被公认 门口不明显的牌子和极小的售票 宫中最为神秘的地方，也是必看 尔》和成龙主演的《特务迷城》都
的到伊斯坦布尔必看的景点，但 窗口，如果不走近看，根本无法想 的地方。最后两根巨大的石柱底 曾在这里取景。”
象这下面会是一个神秘的世界。 部压着蛇发女巫美杜莎的头像。 神秘而浪漫的水宫带给我恍
沿入口的楼梯走进水宫，当 这两个头像，一个倒立，一个侧 如隔世般的感觉，那神秘的色彩、
这个地下宫殿呈现于眼前时，我仿 卧，让我想起了希腊神话中凡人 氤氲的水雾和幽深的音乐，久久
佛穿越到了一个魔幻的世界。宫 只要与她对视，便会化作石像的 刻于我的脑海中。
殿内伫立着白色石柱，用手轻触石 故事，可好奇心还是驱使我不停
柱，传入掌心的是它将近 1500年 地向她望去。为什么会如此放置， 下来 ，欢迎你把在国外的经历写
把所见所想所思说给大家
的沧桑。我们沿着湿滑的石板路 人们议论纷纷，却无人能破解。 听 ， 让我们一起分享你的域外见
穿行在巨大的廊柱中，从柱子底端
走出水宫，室外的太阳刺痛 闻 。 来稿请投 ：abc@yzwb.com
“这一站要
伊斯坦布尔地下水宫 向上照射的红色灯光倒映在清澈 了我的眼睛。老公说：
见底的池水中，一群群小鱼就像是 是错过了，此次伊斯坦布尔之行 或者加 QQ：451276054。
走了。琳达的这一举动还真让我
收
有点不知所措，我问琳达的父亲
前几年我在美国犹他州盐湖
这是怎么回事？琳达的父亲笑了
城工作时曾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复
起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
活节。
们这儿在复活节这天，姑娘如果
■ 余平
复活节是欧美国家的重要节
向小伙子赠送三个红鸡蛋，表示
日。复活节日期是不固定的，复活 活节彩蛋出售，彩蛋有两种，小的 穿戴一新是美国人的习俗，更有 姑娘向小伙子求爱，你今后一定
节可能在 3月 22日至 4月 25日 长一英寸多，外面是一层巧克力， 不少美国人在复活节还要彻底打 要好好对待我的女儿。”听了这话
之间的任何一天，比如 2013年复 里面是又甜又软的面团，蛋被彩 扫自己的住处，修剪屋前的草坪， 我的心中溢满了幸福，能在复活
活节是 3月 31日。
色的锡箔纸包裹起来，非常可爱； 这表示新生活从此开始。
节这一天得到漂亮琳达的爱，这
美国人比较重视复活节，因 另一种是空蛋，外形比鸭蛋稍大
同事琳达邀我去她家作客， 是一件多么开心而难忘的事呀!
为复活节象征着重生与希望。过 一点，蛋是空心的，外壳是用巧克 家人、朋友团聚吃喝是过复活节
去美国复活节一般要举行宗教游 力做成的，孩子们只需打碎外壳 的一项重要活动。琳达家的饭菜
行，游行者手持十字架赤足前进， 吃巧克力片。在复活节到来时美 是典型的美国式快餐，包括火鸡、
如今节日游行已失去往日浓厚的 国大街小巷的糖果店的橱窗里会 土豆泥、火腿、烤羊肉，我在琳达
宗教色彩，游行队伍中洋溢着喜 摆满各式各样的彩蛋，同时还有 家包了饺子，琳达一家人把饺子
庆，我曾在盐湖城的游行队伍中 许多用来吸引孩子们的小礼物出 吃了个精光。
看见身穿牛仔服踩高跷的小丑， 售，比如复活节小兔、维尼熊、芭
等我用完餐后，琳达手捧三
也看见人们装扮成米老鼠的造 比娃娃等。
个涂满红色的熟鸡蛋来到我面
型。
那次复活节我入乡随俗换上 前，还没等我说话她便红着脸把
复活节前夕美国超市会有复 了新衣，穿上了新皮鞋。在复活节 红鸡蛋塞给了我，然后一溜烟跑 美国小姑娘参加复活节大游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