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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想到采访以下几位，又是受我们一位学

生的中文作业的启发。同学徐浩的中文作业请见下

文： 

 

 

我们的小鼓队 

 学生：徐浩； 教师：汤禹模 

       

  如果你问我周末最想去哪里？我会说中文学

校，因为那里有我们的小鼓队。  

    我妈妈常对我说中文学校对大多数华人和华人

的孩子来说就像一个大家庭。在那里，我们能学到

很多知识，能做许多自己想做的事。 

我在中文学校学习了中文，数学和绘画，还学

了弹电子琴和打乒乓球。最开心地还是星期五晚上

的小鼓队。几乎每个星期五晚上我和我和爸爸﹑妈

妈都去中文学校。在学校里，爸爸﹑妈妈学跳交谊 

 

 

 

 

 

 

 

 

 

 

舞，我们小鼓对跟着陶校长学打鼓。那鼓声和锣声

就想在过新年。有时候高兴得过了头就不听指挥，

惹得陶校长生气地说：“你再这么淘气，我就不准你

来 打鼓了！”。我每次都知道自己错了，可是到了

高兴的时候就管不住自己。陶校长请你千万别生气，

虽然我很淘气，但在打鼓的时 候我还是很认真的。 

我们小鼓队参加了许多次演出。不但在中文学

校的春节联欢会上表演，还去了 Tufts University 

和 Marllborough  High School 表演。每次表演后

最开心的就是听到 的掌声和大人们的夸奖声。 

我很想有更多次的演出，让更多的人知 道我们

的中文学校，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小 鼓队。 

 

《看过徐浩同学的作文后，我们与几位有关

人员交谈后，发现了几个有趣的现象。1。许多剑

桥人在剑桥具有多重身份。徐浩的母亲刘文就是

其中的代表之一。2。小鼓队与交谊班的命运息息

相关。3。剑桥的管理层人员能文能武，能上能下

。我们的校长拿起教鞭就是老师，坐在校长办公

桌前就可以运筹帷幄。欲知详情，请看本园地。

这次，我们采访了徐浩的母亲，在中文学校既是

学生又做教师的刘文；刘文同学的家属徐浩；文

中提到的小鼓对教师陶凯校长；和剑桥成人交谊

舞班的教师高杰和赵惠斌。以下是他们的话》 

学生﹑家长﹑老师话剑桥 
 置身于当今信息爆炸时代，无论你想学什么，想做什么，总之一个字“想”，只要你想到了，

你几乎都会做到。也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具有多重身份。看一看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

孩子在内，是孩子的同时，可以也是学生，是小画家，是小钢琴家。父母同时可以是教师，是

工程师， 甚至也是学生。本期的《学生﹑家长（或许，更准确地说应该叫家属）﹑老师谈剑桥》

采访的几位，他们中有的既是剑桥的管理者，又是剑桥的老师；既是剑桥的老师，又是剑桥的

学生；既是剑桥的学生，又是剑桥的家属。他们是如何看剑桥的呢？请细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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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访学生刘文： 

*问: 你们和孩子每个星期五晚上都在中文学校上

课, 是因为孩子你们周五晚上才来学校上课的吗? 

#答: 我们来学跳舞在先，孩子学打鼓在后。 

*问: 喜欢学跳舞吗? 为什么想学跳舞的? 

#答: 喜欢学跳舞。从小到大一直喜欢学跳舞. 这大

概与小时的生活环境有关。小时,我父母单位的文工

团就在我们家旁边, 我总可以看到他们练功。 当时

就觉得跳舞很美。长大上学后, 也一直是班里的文

艺委员。  

作为亚裔, 我们在美国工作, 生活总会有一些

压力。适应这里的生活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是一个很

大的挑战。我们在努力迎接挑战的同时，也会感到

很大的压力。这就需要我们去发现一些可以疏缓压

力的方法。 跳交谊舞是一种很好的娱乐活动。 它

不仅可以陶冶个人的艺术情操，也可以增强夫妻之

间的交流和感情。尤其是跳舞有一段时间后，这种

体会更深刻。此前，我和先生大多数时间都是忙自

己的事情，很少有足够的时间交谈。自从学跳舞后，

在跳舞的同时，我们可以讨论许多平时无时间讨论

的问题，使我们的婚姻生活更加融洽。因此，觉得

来这里学跳舞很值得。 

*问: 在波士顿有许多教跳交谊舞的地方。 为什么

选择来剑桥学跳舞.  

#答: 因为本身孩子在这儿学中文多年, 而且，我自

己也是这里的教师。现在，我又变成了这里的学生。

觉得剑桥是一个让人感到很亲切的地方, 很有亲和

力。 每个周末来这里已成为习惯。 因此, 很希望

我们的中文学校办的越来越好, 学校的活动更加丰

富多彩。作为教师, 自己也很支持学校的各种活动。 

这也是来剑桥学交谊舞的原因之一。 来这儿学跳舞

后才发现, 跳舞班老师不仅自己舞跳的好, 而且, 

教的非常尽心。舞蹈班人越来越多相信与老师的尽

职尽责直接相关。 

*问：你的孩子是怎样开始学打鼓的？ 

#答：在开始来学跳舞时，因孩子还小，不能把他自

己留在家里。只好把他带上一起去。当时孩子不是

玩游戏，就是与其他的孩子跑着玩。这样，有时不

免影响大人上课。后来，大家就建议学校为孩子们

办个班。因绝大多数的孩子是男孩子，所以学校就

开了打鼓班。我们也就送孩子去学打鼓了。 

*问：孩子自己喜欢学打鼓吗？ 

#答：现在非常喜欢。其实，刚开始不是这样。大概

你已看出，投给校刊的其实不是他的作文，而是他

的检讨。最开始时，也许不会打鼓的缘故，他不是

很投入。有时，还会淘气。但自从小鼓对出去表演

过两次后，大大地增强了孩子学小鼓的自信和兴趣。

孩子如今非常喜欢打鼓。唯恐如上课不好好学打鼓，

老师会停止教他。所以，学得很认真。据老师说，

他最近学得很好。因为学生人数增加了很多，有时，

他还会帮老师教新的学生。使他在学打鼓的同时，

还锻炼了其他别的方面的能力。 

*问：打鼓班的老师又是学校的校长，对这一问题你

如何想？ 

#答：非常地appreciate! 这使人感到学校的确是急

家长所急，想家长所想。在没有教师的情况下，为

解决家长的问题，校长亲自执教，而且，教得很好。

这也说明咱们的校长是位多面手。 

*问：可以问孩子几个问题吗？ 

#答：可以。 

 

 

 

 

 

 

 

 

 

2． 采访学生家属，孩子徐浩。 

*问：看过你写的文章，写得很好。真得那么喜欢打

鼓吗？为什么？ 

#答：喜欢。因为打鼓很有趣，而且，又有很多朋友

在打鼓队，朋友们也都喜欢打鼓。妈妈跳舞时，如

不打鼓，也没事可做，或只是玩游戏机。 

*问：可以看妈妈﹑爸爸跳舞呀。别人都说你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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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舞跳得很好，你觉得呢？喜欢看大人跳舞吗？ 

#答：有时喜欢。不知道妈妈跳得好不好。没认真看。 

*问：喜欢陶凯校长的打鼓课吗？她厉害吗？ 

#答：喜欢。她是很厉害。有一次我上课淘气，她就

很严厉得告诉我如我再淘气，她就不让我来学打鼓

了。因为我很喜欢打鼓，所以，再也不淘气了。但

是，如果我们学得好，陶校长也会表扬我们。比如，

我最近学得比较好，有时，陶校长会让我帮她教其

他的孩子。我很喜欢帮别的孩子学打鼓。 

*问：喜欢表演吗？为什么？ 

#答：喜欢。因为很想让许多人知道我们会打鼓，而

且，打得很好。 

*问：你觉得别人喜欢听你们打鼓吗？ 

#答：（我觉得）别人喜欢。因为，每次我们打完后，

观众都会鼓掌很长时间。而且，来打鼓的孩子越来

越多，可能是听完我们打鼓后，认为我们打得好才

来的。 

*问：你们的鼓好不好？够不够用？ 

#答：鼓还好，现在似乎还够用。不知学校是否还有

多余的鼓。如没有，再来新同学的话，也许就不够

了。可是，我们只有小鼓。我很喜欢打大鼓。我的

几个朋友也喜欢打大鼓。如果我们有几面大鼓就好

了。而且，也许我们用力太大得过，我们总是打坏

鼓锤。 

*问：你觉得学打鼓对你学其他别的功课有帮助吗？ 

#答：有。我一直在学弹钢琴。学打鼓前，钢琴老师

总说我弹琴的节拍不准确。自学打鼓后，因大鼓需

要节奏一定要准才好听，（反反复复）的练习打鼓，

使我能更好地掌握音乐的节奏。现在，钢琴老师说

我弹琴时节奏更准确了。 

*问：下学期还会来学打鼓吗？如果不能来学会难过

吗？ 

#答：还会来学。如果不能来学，一定会非常难过。 

*问：你觉得每星期五晚上，是爸爸﹑妈妈陪你学打

鼓，他们顺便来跳舞，还是因为他们想来学跳舞，

所以才送你来学打鼓。 

#答：（我觉得）是妈妈陪我来学打鼓，顺便跳舞。

妈妈每星期都会送我去学很多的课。只有星期五他

们才跳舞。即便没有打鼓课，我也会支持妈妈跳舞

的。 

 

 
 

3．采访成人交谊舞班教师：高杰，赵惠彬。 

*问：如今成人交谊舞班是越来越红火。知道你们都

有正式全职工作，能否讲一下你们是何时开始学跳

舞的？为什么想学跳舞？ 

#答：是1999年开始学跳舞的。最初只是想在工作之

余找一点事情做，放松一下，丰富一下业余生活，

锻炼一下身体。可到后来发现，自己上瘾了。跳舞

不仅有以上好处，而且，还有很多其他好处。比如，

跳交谊舞是夫妻可以同时参加的活动，而且，是夫

妻非常近距离接触的活动。这就非常有助于增进夫

妻感情。而且，跳舞是音乐和舞蹈的结合。欣赏音

乐和舞蹈就是欣赏美。而在听优美音乐的同时跳舞，

相当于在享受美的同时，不仅陶冶了情操，提高了

艺术修养，还锻炼了身体。在学跳舞的同时，经过

与其他同学的交流，可以提高自身的审美观。你不

觉得我们的学员越活越年轻？着装/妆越来越得

体？女学员越来越窈窕，男学员越来越潇洒吗？ 

*问：哇，看样子很是喜欢你们的学生，很是喜欢来

这儿教跳舞。能否谈一下如何想到来剑桥中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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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跳舞的吗？ 

#答：当吃到跳交谊舞的甜头儿后，很想与他人共享，

就起了教他人学跳舞的念头。当时，正好剑桥中文

学校无跳舞班，而他们也有办班的意愿，并间接的

找过我们。所以，就来这里教跳舞了。 

*问：你们已经教了一段时间了。能谈一下感受吗？ 

#答：剑桥中文学校的确与波士顿其他的中文学校不

同。首先，她有自己的场地。这样它可以不受时间

和场地的限制，随时可以办舞会或其他活动。这就

非常有助于舞蹈班的发展。而且，这里的领导也非

常支持教师的工作。交谊舞班的发展可以分两个阶

段：初期，有一定困难。当然，也有客观原因。比

如，因当时中心刚迁入新址，舞蹈教室还未装修好，

大家只能在大厅学跳舞。所以最初人并不多。但凡

事贵在坚持。无论有几个学生，我们一直坚持义务

教课。后来，家长会参与了交谊舞班的运作。而且，

我们又有了木板地和整面墙的镜子的教室。交谊舞

班的学生越来越多。我们现在已分成了两个班。按

如此趋势发展下去，我们有信心把交谊舞班办得更

好。 

 

 

 

 

 

 

 

 

 

 

 

 

 

*问：下一步的打算呢？ 

#答：学员越来越多。而且，有的学员已学了一年以

上。所以，打算分年级。也希望有更多的新学员加

入我们的行列。万事起步难。决定学跳交谊舞并能

坚持下来需要家庭的鼓励。一旦迈出第一步，很少

有人半途而废的。交谊舞的吸引力就是这么大。 

*问：对学校有什么要求吗？ 

#答：学校在有能力的情况下一直很支持我们的工

作。要求谈不上。但有一建议：如今，知道剑桥的

人越来越多，有许多人来我们这里办活动或与我们

联合办活动。如能把大厅的地板换成木质地板，会

吸引来更多的交谊舞爱好者。胶质地板不太适合跳

交谊舞。我们也知道学校的资金紧张。但是，我们

交谊舞班的学费与其他别的学校比低了许多。而我

们的进度要比别的交谊舞班快许多。可否适当上调

一点学费？另外，学校为我们提供机会做我们喜欢

做的事情，我们也很希望将来有回报学校的机会。 

*问：新的一年里，对学生有什么期望吗？ 

#答：回家做功课。每次上课学生都很认真。但下次

来上课时忘了许多。下次上课，就需要花许多时间

复习。虽然我们的学生进步非常大。但如在家能经

常练习的话，进步会更大，我们学得会更快。另外，

女学员要注意，在跳交谊舞时，男士是老板，你一

定要Follow男士。开一句玩笑，也许，我们的女同

胞在家当老板习惯了，到了舞场照样如此。这是不

行的。一些学了几次坚持不下来的人很可能是这个

原因。男同志起步较慢。最开始学跳舞最需要的是

鼓励。经常鼓励他会帮助他坚持下来。一旦他喜欢

上了跳舞，就象上了贼船，轰他都下不来了。所以，

最初，女士一定要多鼓励男士。 

*问：似乎你们很想让学生学快点，多学点。如学生

在这儿把舞都学完了，岂不是会换老师去学？ 

#答：我们在教的同时也一直在外面专业教师哪儿

学。我们相信自己会教得很好。尤其是对于想把跳

交谊舞当作调剂生活的一种方式和放松的一个办法

的朋友，相信我们有能力一直满足大家的要求。但

如同学们学到一定地步后想出去参加比赛，有更大

的提高，我们会建议他们去专业老师那学。那会对

他们去参加比赛很有帮助。 

 

 

4．最后，采访打鼓队教师，校长陶凯。 

*问：能否讲一下怎么想起成里小鼓队，并自己亲自

去教打鼓的？ 

#答：当时是因为咱们交谊舞班的家长们。几次星期

五晚上我来学校，家长们学跳舞学得很起兴。但不

时有自家或他家的男孩子在跳舞的地方跑来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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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大人学跳舞。当时看起来男孩子比女孩子多。

也许女孩子并不少，但比男孩子要安静。所以，就

想起为这些男孩子办个班。这样，他们就不会影响

父母上课，自己也可以学一点儿东西。有家长就建

议成立小鼓队。（我）心想这是一个好主意，就开始

四下里找老师。找来找去找不到合适的老师，但又

实在不想让这件事泡汤了。（我）小时曾学过打鼓，

受过训练，所以就自己上阵了。 

*问：听说，做小鼓队老师，你是没工资的，对吗？ 

#答：对。这似乎是剑桥的习惯。去年，董事会另一

位成员高青教夕阳红的老人们学电脑也是义务的。 

*问：作为校长，亲自执教有何感想？ 

#答：说实话，最开始也顾虑重重。尤其担心自己时

间紧，身体差会耽误了孩子。但仔细一想，这是一

举两得的事情：首先，解决了学跳交谊舞家长们的

后顾之忧，从此他们可以安心上课。其次，鼓是一

种乐器，打鼓是一门艺术。孩子在陪父母来学跳舞

时，自己也可以多学一门艺术。这一年以来的感受

是自己当初的决定没错。虽然每个星期五下班以后

就急匆匆的赶来上课，有时连晚饭都吃不上。但每

次看孩子们期盼的眼神，觉得多辛苦都值得。尤其

是小鼓队成立一年以来，孩子们的进步非常大。而

且，似乎所有的孩子都是打鼓的天才。他们只学了

两三次课后就开始出去演出。第一次演出就赢得了

热烈的掌声。演出的成功让家长们感到欣慰，使孩

子们对打鼓更感兴趣，孩子们也更加自信，并吸引

了更多的孩子来学打鼓。最初，孩子们上课时还淘

气。自演出后，上课时的纪律明显见好。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两次大的演出。其一是去年的查理士河龙

舟节。当时我们接到邀请去演出。因为场面宏大，

需要有大鼓才能更好的烘托气氛。而我们的孩子只

学过敲小鼓。我们也只有一面大鼓。但我们还是千

辛万苦的又借来一面大鼓。孩子们在演出的前一天

训练得非常苦。我自己看着都心疼。但第二天，鼓

声一响，唤来了岸边所有的观众和记者。演完后的

掌声更是为小鼓队挣来了更多的演出邀请。也得到

了主持单位的好评。其二是奥运福娃来波士顿送吉

祥活动。小鼓队的演出更是上了凤凰卫视和北京电

视台。其中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持人特意提到小鼓队

是海外华人表演中最具中国特色的演出之一，并对

送孩子来学打鼓的家长表示了谢意，感谢他们让孩

子学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艺术。 

*问：即是校长﹑又是教师，是怎样Balance这两种

不同性质的工作的。 

#答：校长是管理学校的整体运作的。做教师与校长

的工作性质截然不同。无论做教师还是做校长，都

希望自己能为家长们做更多的事情。但做老师时，

我只想着教好每一堂课。对每一个学生都要尽职尽

责。不只是教学生打鼓，更要教出学生对学打鼓的

兴趣。而且，曾想方设法把课教好。比如，为了让

孩子们把鼓锤敲到鼓的中央，曾想出这样的办法：

在鼓上放上白纸，让孩子们用筷子蘸着墨水往上敲，

是否敲到鼓的中央会一目了然。只是既做教师，又

是校长，时间总是很紧迫。但不过少睡几个小时的

觉而已。 

*问：下一步有何打算呢？很累时，有无想到不再教

了？ 

#答：小鼓队发展很快，由最初的五﹑六个孩子已发

展到现在的“少林十二小僧”。与波士顿其他别的打

鼓对的不同之处是1。他们年龄很小，比其他别的队

的队员大概能小近十岁。他们现在已初露头角。他

们会有很大的潜力。2。他们清一色的男孩。虽然，

他们不如女孩细致。一旦他们长大，他们的孔武有

力一定会使鼓声的刚阳之气飞扬四溢。目前的打算

是帮助孩子更加熟悉打鼓的手法和练好基本功，为

将来打大鼓作准备。希望有一天有条件时，我们可

以为孩子们准备十二面大鼓。如有可能，也希望家

长们或社会对小鼓队能有所赞助。 

 

 朋友们，看完本园地后，您作何感想呢？有无

送孩子来学打鼓的想法呢？或者，有无想到自己也

来剑桥学跳交谊舞呢？有无赞助小鼓队的打算呢？

来 信 请 寄 ： pzhang1999@yahoo.com 

bostongaoqing@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