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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前几天跟田田和洋洋说妈妈要庆祝三岁生日，她们都不相信，妈妈怎么

可能变小了呢？其实是从 2009 年 8 月我的乳腺癌诊断到今天已经过了三
个年头了，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还记得刚诊断乳腺癌时查生存率，得

知象我这种三阴性乳腺癌病人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来说前三年
是个坎，癌症复发率 50% 左右，如果熬过了前 3-5 年，后面的生存率跟其它
癌症病人差不多。

过去三年中第一两年对自己的癌症想得比较多，尤其是计划未来（比如

买房子）时要考虑风险就有压力。后来慢慢地生活就正常了，访问我博客的

朋友读到关于癌症的帖子越来越少了。

从 2011 年 10 月开始我每周选一篇博文在《英中时报》(英国的中文报
纸) 上发表。这里就集结了这些博文，聊作《粉红丝带》第二卷。能让大家读
到一个癌症病人的正常生活点滴，何尝不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

2012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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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田织毛线

田田用她的零花钱在 Early Learning Centre 买了“Knit Your Own
Chunky Scarf”（织针和毛线），准备织围巾。说明书不容易看懂，她爸爸给她
在 youtube 找了个录像，一步一步学，先起针（cast on），就是把毛线绕到织
针上，然后开始织平针。田田很快就学会了，孜孜不倦地织起来。

这种小孩的织针粗粗的，毛线也粗粗的，颜色鲜艳，适合 4 岁以上的小
孩。不过洋洋对这不感兴趣，她买了一包爆玉米花，说给大家看电影时吃。

织了几个小时后毛线织完了，不成围巾，太短了。田田说要拆了重新

织，她觉得织毛线很有意思。拆毛线更有乐趣，洋洋也参与进来了。拆出来

的毛线我给卷成了毛线团，洋洋帮着拿毛线团，田田又重新将毛线绕到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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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田织毛线

上，她已经挺熟练了。这次宽度她只用了六针，她说：“上次那个太胖了，所以

太短了”。

姐妹俩坐在床上，一个织，一个放线，还一边唱着自编的“宝宝”歌。

最后终于织成了一条围巾，田田觉得很自豪。几天后我们被邀去邻居老

太太家喝茶。聊着聊着便聊到了她家的一些织物，因为田田前几天织 (Knit)
了围巾，我们对钩针织物 (Crochet) 表示了兴趣。钩针是用一根钩针来织东
西的。老太太便教我们怎么用钩针起针，怎么织 Double Crochet。我也学了
起来，织得有点象。老太太给了我们钩针和毛线，也借了书给我们。

回家后我要重新织时便记不清具体步骤了，尤其对不同情况下怎么数

针数搞不清，起好针后第一个 Double Crochet 要从第四针穿进去，第二行要
从第二针起，最后一针要织边线上的针。那个书本文字解说多，但图解不清

楚。于是我在网上 Google 了一下，找到一个有图示的网址，把针数也标清
了，解说特别详细。照着这个图示，我终于织出了 Double Crochet，花了两个
晚上给洋洋织了一条小围巾。田田在我的指导下也会织了。洋洋我手把手

地教了她几下，她兴奋地说：“洋洋也会织了”。

这之后，田田对钩针织物一直保持着长时间的兴趣。我们还从周末小

摊上买了一些毛线给她，随她去钩不同的东西，如小花，小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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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做实木书桌

爷爷做了一辈子的木匠，带过五、六个徒弟。我们买房后他会到处修修

整整，洋洋说爷爷是蓝精灵书里的那个“灵灵”，会修理东西。田田和洋洋想

要个书桌，爷爷便用从 B&Q 里买来的木头给田田先做了一张，全手工，用的
是榫卯结构（不用钉子）。

除了两个抽屉，爷爷还在书桌下面做了个漂亮的”顺风档”书架，祝愿她

读书顺顺利利。田田已经把她最喜欢的 Rainbow Magic 小说放到书桌下
了。

今天爷爷又跑去 B&Q 买了几根木头，准备给洋洋做书桌。接下来，还
准备做上下铺的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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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做实木书桌

爷爷做木工时，田田和洋洋追在爷爷屁股后面，问这问那，还要问“爷

爷，你会造飞机吗？”，“爷爷，你会做汽车吗？”

爷爷在后院的小木屋里做木工，施展不开手脚。自己老家倒是有工作

间，还有成套工具。但在这边没买电动工具，用的是手工工具，大凿子从

B&Q 买的，小凿子这里店里没找到，从 Car Boot Sale（二手市场）买到的，刨
子和钻子是中国带来的。象用来锯圆角/边的小锯子是自己做的。

用这样的工具一张桌子全手工做要花三天。如果象工厂里刨、锯和凿

等都用机器，又批量（半人工）做的话，一人一天可以做一张这样的桌子。

爷爷说用电锯虽然效率高，但锯木头会木屑飞扬；而手工做可当业余爱

好。他准备一边做木工一边把基本工具都做好，这样以后我们可以自己做个

小东西比如小凳子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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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车记（1）：开始学车了

拿临时驾照（Provisional Driving Licence）五年了，可是却一直没学车。
刚申请到临时驾照不久，连忙去换了眼镜，可还没开始学就发现怀孕了，想

学到中间得停下来不是白费时间，于是没去学。后来换工作，搬家。再后来

生病了。平常上下班不用车，小孩上学也是走路，车不是必须的。但周末要

去个什么地方玩没车就太不方便了。于是又想学车了。

我其实对开车挺紧张的，总觉得车一启动就会呼地一声冲出去，掌握车

的方向也不会容易。老公和我妈（她五十多岁考了中国驾照）跟我说有教练

在，一切都掌握在教练手中，不用怕。说教练会帮你调方向，会帮你踩刹车，

如果有必要的话。这样我就放心了。原来还想先试试手动车，不适应再换自

动车。后来想不就为了能开车，能到处走动吗？干嘛搞那么复杂，哪个容易

就选哪个。终于订了个自动车教练，27 英镑一小时，今天（Bank holiday）开
始学了。

教练先把车开到安静的路段，一边开一边聊天。到了目的地，先教我调

了座位的位置，前后调让脚能踩到油门（gas）和脚刹（brake），还可以上下调。
然后是调镜子（mirror）的位置，前面的镜子要调到可以看到整个后窗（四个
角）。左右镜子调到刚好可以看到车门的把手，教练用了图示，不过那个镜

子高度我只是估估的。查看车外的路况是从左边看到右边，左转头，左边镜

子，前面镜子，右边镜子，再右转头。调节就绪后系上安全带。

接着在车静止时练习脚踩油门（gas）和脚刹（brake），教练不停说油门
或脚刹，我不用眼睛看要踩准。然后教我如何用钥匙启动车，解说档位

（P-Parking 停车，N-Neutral，R-Reverse 倒车，D-Driving 前进）和手刹（hand
brake）。释放手刹时是先把手刹轻轻抬起来，手刹头上的按钮按着时把手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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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车记（1）：开始学车了

往下按。刹手刹就是按住按钮把手刹一直抬起来。启动车的过程是踩住脚

刹，钥匙启动，把档位从 P 放到 D，释放手刹，查看路况，释放脚刹，车就开始
慢慢走了。

教练说我的任务就是管方向盘，其它的一切她负责。她要求我保持车

离（左边）路沿（kerb）50 厘米，要确定从车前窗看出去 kerb 在车窗上一个固
定的点。这个比较难，我一开始使劲往车前窗最左边看，看不到 kerb，还以
为我坐得太低。后来明白要再往前看，前方刚露出的 kerb 基本落在车窗中
间偏左一点（雨刷上一个可以区别的位置）。接下来我就是在一条路上开，到

头时过 mini roundabout（环形交叉路口）转回来。快到路口时要转到离路中
央线 50cm，然后开始转。有点概念后，踩了点油门，不过开得也不快。有时
开得太靠近路沿了，教练要帮我调方向盘，有一次还帮我踩脚刹了（撞路沿

去了）。

再接着练习停车，停车时慢慢地踩下脚刹，踩到底后刹手刹，最后把档

位从 D 换到 P。学打方向灯，教练用图示给我解释了 T Junction（三叉路
口）和 Roundabout（环形交叉路口）上车子来往方向以及我要注意哪个方向
的车，还有那个“give way”的线（学车之前看了一下理论的“road and traffic
signs”和“rules of the road”，不过没记住这个“give way”的线）。往左转先看
左边镜子，如果后面没有车，打左方向灯（往下按）再转弯；往右转先看右边镜

子，后面没有车，打右方向灯（往上抬）再转弯。就这样我就自己掌握方向灯，

自己转弯在几条路上开来开去。这时下雨了，雨刷动起来，我找不到前窗上

kerb 的固定点了。
很快一个半小时到了，教练跟我换了座，开车送我回家。虽然方向盘控

制得不太好，好在开车时没紧张。打算接着跟她学。调节镜子时教练问我

知不知道我们开得是什么牌子的车，我说没注意。她告诉我是 Mercedes A
Class，好在前几天我知道了 Mercedes 就是 Benz（奔驰），我才看到车上那个
三叉标志。第一次开车献给了奔驰，也算不错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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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车记（24）：理论考试

自从教练让我去考理论考试（Theory Test），我就开始准备了。八月底
Bank Holiday 那个周末看了一本书“The official DSA Theory Test for Car
Drivers”，就是理论考的多选题（Multiple Choice）题库，做错的题把题号记下
来，准备以后再复习。然后用“Driving Test Success All Tests”光盘做模拟考
试。第一次模拟考多选题竟得了满分（50 道题），Hazard Perception 只有 33
分（满分 75 分，44 分通过）。于是就把练习集中在 Hazard Perception 上。

这个 Hazard Perception 就是放一段 1 分钟左右的录像（clip），模拟你
开车时看到的路况，如果你认为有 Hazard 就要点击鼠标表示你要作出反
应。反应有一个时间窗口（time window），如果在这个窗口里点击得越早得
分越高，越迟得分越低。最高分是 5 分，到 4 分，3 分，2 分到最低 1 分。一
共有 14 段录像，每段录像至少有一个 hazard 是要记分的，有一个录像有两
个 hazard 要记分。所以每段录像你都要全神贯注地看完，作出适当反应。

如果在时间窗口里点击了两次，记最高的那个得分。有人说那一直点

鼠标好了，当心，点击太频繁会得警告并被罚 0 分（仅限那个录像）。在时
间窗口外点击得 0 分。得 0 分可能是你点击太迟，也可能是你点击得太
早了，在那个时间窗口左边。还有这个 Hazard 是 developing hazard，不是
potential hazard，比如停在路边的车，如果路上没有来往车辆和行人，这个停
着的车只是 potential hazard。但如果对面来了辆车，你得减速或往左靠或
停下来等，这个就是 developing hazard。

练了一周，心里有点数了，便预定了 9 月 13 号的考试。多选题从来
都是高分通过，Hazard Perception 有时高，有时低。于是除了偶尔做全套
的模拟考试（包含 Multiple Choice 和 Hazard Perception），大多时间就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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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车记（24）：理论考试

Hazard Perception 的练习及模拟考，每次做完可以 Review，重复录像，看时
间窗口在哪里，自己点击在哪个时间，有利总结经验教训。

我在行人过 zebra crossing 这块最差，在繁忙的街道上总是没事先看到
那个有灯的柱子，等我看到有人站在那里准备过马路再点击时只有一两分

了。高速公路（motor way）和乡村小路最简单。高速公路只要看有没有车
从 slip road 上加入高速，有没有车亮刹车灯，变道等。乡村小路因为窄，对
面来车，或有人亮刹车灯，或路边有骑自行车或骑马的人或行人就是典型的

Hazard。

经过一段时间练习后，我的 Hazard Perception 的成绩有所提高，最高
时达到过 68 分。但有次竟然又没通过，41 分，有 6 个 Hazard 得了 0 分！
这次没通过跟第一次没通过情况不一样，好多是点击太早了，人家 Potential
Hazard 还没发展/演变成真正的 Hazard 呢！

关于这个点击太早的对策就是每个 Hazard 至少点击两次（但不要双
击），第一次没分，第二次一般会有分，虽然可能不是最高分。每次情况有变

化时也要点击。当然为了避免系统认为你 cheating，没 hazard 的地方就不
要点击，这样总的点击次数不会太多。我在练习中一次也没碰到点击太频繁

的警告。

考试的前一天把以前没做对的多选题复习了一遍。Hazard Perception
的 17套模拟考试也做完，加上完整的模拟考试，共看了 200多个录像（c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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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车记（24）：理论考试

终于考试这一天来了。到了考场因为有空位，不用等待就开考了。多

选题有 4 个不是太确定答案，给 flag 起来，做完所有的再看，改了一个答
案。因为时间很充裕，最后把所有的题再看了一遍，还剩下 20分钟。接着做
Hazard Perception，有很详细的介绍，还有一个录像例子，告诉你在那个例子
里哪些是 Hazard，什么时候 Hazard开始。这个例子可以看两遍。我觉得我
今天的考试那个车从 side road 转到 main road 不 give way 而直接开出来
的情况比例很大，平时练习时没怎么碰到过。但我可以肯定每个 Hazard 我
都点击了。

最后成绩：多选题 50 分（满分），Hazard Perception 55 分。可以说
Hazard Perception 不用保证每个得高分，只需每个都反应了。平均每个
Hazard 得 3 分（3× 15 = 45 > 44）就可以通过考试了。

个人觉得这个 Hazard Perception 考试挺好的，因为很多碰到的 Hazard
都是平时开车时会碰到的，通过准备考试加强了自己预见危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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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田组织的聚会

有时挺羡慕那些不上班的或 part-time 的妈妈，可以多陪小孩，也可以
平时放学后邀请小孩来家玩。我们家平常就没机会请别人，好在田田人缘

好，老师说她在学校“has many friends”，即使我们没有“礼尚往来”，也都有
人请她去家里玩。十月这个 Half Term 我休假，便决定请学校的好朋友来家
玩。请了三家的小孩，其中两个她们之间也是好朋友，另外一家两姐妹，姐姐

跟田田同班，妹妹跟洋洋同年级。加上我们田田和洋洋，共 6 个小朋友。原
以为她们会玩成两派，不想最后六个从 4 岁到 7 岁的小孩玩成一片，多亏了
田田的组织。

好朋友一到，田田就举着一面自己做的旗帜领着她们排着队各个房间

转，连洗手间也没放过，美其名曰“show around”。然后在客厅玩赛跑（race），
田田拿着我刚从瑞士买回的小铃铛当裁判，比赛有走、跑、跳（hop 或 skip）各
种方式。玩了一阵后我让她们吃点心，各式饼干，饮料和水果。

接着玩“schools”，我们家正好有一块黑板，田田让她们做乘法表（times
table），先列好

1× 1 =

2× 1 =

. . .

7× 1 =

答对的小孩被选上来出题，乘以 2（times 2）。田田建议那小孩不用把式
子全擦掉重新来，只用擦掉第二列的数字，将其改成 2 就行了。同样选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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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田组织的聚会

孩答题，答对的继续出题。这样大家都有机会参与。

我只负责看一下安全，她们自己会玩，不用我操心安排什么游戏。我

们家那个会说话的地球仪她们挺喜欢玩的。有时她们也说我不用在场，玩

“secret staff talk”之类的。快五点时我给她们准备了 pizza，大家吃了继续
玩。

有意思的是她们会用小小的道具演一些戏象模象样的，比如“Hello
Queen of Halloween”。用一块毛巾毯铺地上当地毯，田田当女王，一个女孩
（开门）敲鼓通报女王驾到（“The Queen is coming”），当女王走过地毯进入
房间时，其他人就高呼“Hello Queen of Halloween”。田田还选其他女孩轮流
当公主，这时大家就呼“Hello Queen and Princess of Halloween”。

最后小朋友走的时候田田和洋洋还给人家准备了 party bag，就是用参
加别人生日 party 送来的袋子装上自己的小玩艺送人。小朋友细心的妈妈
还让我看看有没有把家里“贵重”的东西给送了。

这个 Half Term 前家长会（Parent consultation，老师跟家长一对一面
谈）时田田的老师说田田平时挺有礼貌，但有点 bossy。由这次小朋友来家
玩可以看出田田的组织能力不错。但她确实有点 bossy，象“Queen”的游戏，
她始终自己当 Queen，有意思的是其他人也愿意她一直当 Queen，其中两位
都比田田大，已经 7 岁了。

对于作为家长的我来说，邀请小朋友来家玩，也多了解了自己小孩与同

学交往的情况。对于以谦虚出名的中国人来说，得到老师“bossy”的评价不
算坏事，多少说明田田很有自信心。我也提醒田田想组织领导是好事，但让

同学做什么事时不能光命令，要想办法让别人愿意做，做得开心。

-12-



学车记（29）：第一次路考

终于迎来了路考，考前多练习了几次。教练说不用紧张，最差的结果就

是通不过。要我保证晚上睡好觉，早餐吃饱（不要饿肚子）。晚上九点半上

床，可是睡不着，不是紧张，而是太兴奋，脑子里满是车子在跑。半夜又被吵

醒两次，睡得不踏实。好在早上起来精神不错。

到考试中心准点，有至少五六个人同时考试，很快我被叫到了。给考官

看了驾照，签了字，就是声明你的车有保险，还有你在过去一年内在英国居

住至少 185 天。难怪说外国驾照可以在英国用一年，那是因为外国人来英
国的头一年内是无法考英国驾照的。

走出门的时候考官让我读车牌号检查视力，接着就带考官到你的车前，

考“Show me tell me”部分，就是 19 个指定的问题里随机选两个考，一个问
题是“show me”，一个是“tell me”。我被要求打开引擎罩（bonnet），告诉考
官 brake fluid reservoir 在哪，解释怎样检查 fluid 的量。然后回到车上，解
释如何调整 head restraint。

出发前考官跟我说考试是 40 分钟左右，会有 reverse around the corner
（倒车转弯），会先有一段时间 independent driving。他拿出 diagram（图解），
跟我说从停车场右转，然后在第一个 roundabout 右转，第二个 roundabout
左转,然后在路的尽头右转。会让你先重复一遍看你记住了没有。这一段开
过后让我沿着一个镇名方向开，说没看到路标的话就直行。我开了好长一段

路都没看到路标，最后在一个 Roundabout 前看到地图是往左转。开过这个
Roundabout 后 independent driving 就结束了。接下来开不同的路况，路边
停车让我做了很多次，其中一次是让我做倒车转弯。

路上有一次因为前边路两边停着车堵了一段时间，我耐心等了。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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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车记（29）：第一次路考

一次我看到右边侧路（side way）有车越过 give way 线，我就下意识地刹车停
下来了，然后我又启动走了。自己知道这次反应不好，跟考官说了声对不起。

没有开 dual carriage-way，最高限速就 40 英里每小时。天气不太好，时不时
下小雨，我打开了雨刷，又关，又开，又关，又开。

最后回到考试中心，考官说对不起，你没有通过。我说没关系。那个在

路中心停车是一个大错（serious error）。还有一个大错说我在 roundabout
前往右转时我车头朝左越过 give way 线了才观察。我不知道这个错是不是
发生在那个右边是 blind的 roundabout（是我教练特意让我要一寸一寸往前
挪的，因为右边的路看不清）还是另一个 roundabout。还有两个大错是速度
太慢（说 30 英里每小时的路我开了 12 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和 hesitation。
然后 9 个小错全是跟速度太慢有关。还有一个小错是 ancillary controls，是
我打 dipped beam 时没注意到 full beam 的开关没关上。

回家路上教练问我没通过有没有失望。我说没有，至少我现在不害怕

开车了。其实我自己觉得今天开得不错，除了那个路中心停车不对外。所有

的路面标志线我都注意到了，路牌也看到了，几个连着的 mini-roundabout
也开好了，以前最害怕的倒车转弯也做成功了。还有今天考试时我一点也没

紧张。

下午休假，本想补一觉，但也睡不着，还是觉得兴奋。世上有这样的人，

考试失败了还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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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演出   2011 年 12 月

这周田田和洋洋学校圣诞演出（Christmas show）。洋洋的因为我出差
没看成，田田的我看了两遍！田田的演出是 year 1（一年级）到 year 6（六年
级）一起演，总共一个半小时。演出主题为“A bundle of books”，演的节目为

1. Twelve Days of Christmas (Year One)

2. Peter Pan (Year Two)

3. Matilda (Year Three)

4. Pygmalion (also known as“My Fair Lady”, Year Four)

5. The Grinch who stole Christmas (Year Five)

6. A Christmas Carol (Year Six)

田田这两周每天都要在家练习“Peter Pan”里的歌曲“You can fly”，“I
won’t grow up”,“Yo Ho, A pirates life for me”和“Never smile at crocodile”
等。演出时根据“Peter Pan”的故事有飞去 Neverland，小孩们被海盗抓走，
鳄鱼来找海盗头，及 Wendy 等小孩回家的情节。每个情节中唱这些经典的
歌，当然还有动作和舞蹈。最后随着音乐“Following the leader”走下台。

其它年级的表演也很棒。一年级展示从圣诞节开始十二天内每天送的

礼物并演唱了“Twelve Days of Christmas”歌曲，小小年纪竟然记下了整首
歌曲。三年级的“Matilda”出自 Roald Dahl 的儿童小说。

四年级的“My Fair Lady”（窈窕淑女），那些小孩扮演淑女绅士像模像
样，女的穿着裙子，戴着各式淑女帽，拿着小伞；男的西装领带。淑女绅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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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演出   2011 年 12 月

在跑马场拿着望远镜看赛马，在舞会（ball）跳舞。一个卖花女经过培训进入
了上流社会⋯

五年级的表演的是 Grinch 因为自己没过圣诞节，就想阻止圣诞的到
来。他的方法是把别人家里的圣诞礼物、圣诞树给偷走。但是圣诞还是照期

来了。Grinch意识到圣诞不是来自商店的圣诞礼品和圣诞树等（“Christmas
is not from store”）。六年级的演出讲的是一位很吝啬、自私自利又冷漠待人
的老头 Scrooge 痛恨圣诞节，认为圣诞节商店关门影响他的生意赚钱，不愿
意捐出一点钱给穷困的人，不愿意花一点时间跟家人在一起。圣诞精灵让他

看到了他的亲人对他的思念，亲友生病的小孩因为他不愿意帮忙而逝世的预

景。小孩们在墓地的僵尸舞跳得很传神。最后这位老头意识到圣诞是与家

人和朋友欢庆的时光，在圣诞那天敲开了亲人的门，也为慈善组织捐了款。

最后全体学生集体唱“Merry Christmas”的歌。演出结束后有慈善捐
款，是捐给 Great Ormond Children Hospital，是一所很有名的小孩医院。一
位朋友的女儿曾经在这医院接受过治疗，所以给这医院捐款感觉特别亲切。

再说看完这些稚嫩的小孩的精彩表演，哪位父母（祖父母）能忍心不捐点钱？

今天回到家看到田田写给圣诞老人的信，除了给她自己要求的礼物，她

还写了

“My wish is that children will be able to live happily and that nobody
will die. My second wish is that nobody will be poor and everyone will have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虽然圣诞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节日，但我已经喜欢上看这些小孩的圣诞

演出。小孩们也从这些圣诞活动中学会关心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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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克牌游戏

田田和洋洋今年学了三个扑克牌游戏，“Go Fish”（钓鱼）、“Clock”（钟）
和“Pyramid”（金字塔）。其中“钓鱼”那个游戏最好玩，洋洋刚学会时一整天
都是“钓鱼”、“钓鱼”。

游戏“钓鱼”可以两个人玩，也可以多人玩，开始每人分五张牌，其余的

牌（两张“司令”拿掉）放在地上（或桌子上）。接着每人轮流问别人要自己手

上有的牌，比如洋洋手上有“5”的牌，可以问田田“请把所有的 5 给我”，如
果田田没有“5”，就说“钓鱼”（“Go Fish”），洋洋就摸一张牌（随便拿，地上的
牌没有顺序）；如果田田有“5”，就要把所有的“5”给洋洋，洋洋又可以再问
别人要牌，可以还是问田田，也可以是问别人，可以要别的牌，也可以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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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克牌游戏

“5”。某人钓鱼后就轮到下面一个人。等手上凑到四张同样的牌，就是一本
书（Book），就可以把书放在地上自己身边。如果某人手上没牌了，他就退出
游戏了。等所有的牌都变成书后，谁的书最多谁赢。

这个游戏规则很简单，小孩很容易上手。要想赢可以用一点策略，但也

凭运气。当你问别人要某种牌时，除非你拿来的牌能凑成一本书，你也暴露

了自己有什么牌。这样你从别人那里要来的牌又会被别人要去。你也不一

定问别人要自己手上最多（比如 3 个 J）的牌，有时你手上只有一个 J，你问
的那个人正好有 3 个 J，你要来了就凑成了一本书。很多时候，一开始要到
别人牌的人反而最后没什么书，一开始处于弱势的人最后反而凑成了好多

书。策略与运气同存，人人都有可能赢，这大概就是这个游戏百玩不厌的原

因。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小孩的记忆力，只有记住别人要的牌，才可能增加赢

的机会。

游戏“Clock”（钟）和“Pyramid”（金字塔）也要把“司令”牌拿掉，剩下 52
张牌。其中“A”当作数字 1，“J”当作数字 11，“Q”当作数字 12，“K”当作数
字 13。
“Clock”（钟）的玩法是把 52 张牌放成钟的样子，每个钟点的位置倒放 4

张牌，在中心倒放 4 张牌。然后从中间开始翻一张牌，把这张牌放在其数字
代表的钟点处，再从这个钟点处翻开一张牌，再放到其数字代表的钟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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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克牌游戏

如此循环。如果你翻开的牌是“K”，就放到钟的中心，从中心翻牌。如果中
心的牌全被翻开了，从一点钟处开始翻牌。如果 4 张“K”已经全被翻开，但
其它位置还有牌没被翻开，游戏失败。只有最后一张被翻开的牌是“K”才胜
利。这个游戏全凭运气，不过小孩可以借此游戏学习数字，以及数的顺序。

而“Pyramid”（金字塔）的游戏则是将牌放成金字塔的样子，共放七排，
剩余的牌放在旁边。如果金字塔上自由的牌（没被其它牌压着的牌）和/或剩
余的牌中的两张牌组成数字 13，就可以拿走这两张牌，金字塔上就有更多的
牌变成自由的。这两张牌可以全是金字塔上自由的牌，也可以是一张来自金

字塔上自由的牌，一张来自剩余的牌（按顺序拿牌）。如果是“K”，不需要跟
别人组合，直接拿走。如果剩余的牌全部轮流下来后还有牌不能跟金字塔上

自由的牌组合（也就是说金字塔上自由的牌无法被组合拿走，其它牌还被压

着），那么游戏失败。如果你不确定是不是还有牌可以组成 13 的话，剩余的
牌轮流一遍后可以再轮流一遍。成功的话，所有金字塔上的牌都会被拿走。

这个游戏可以让小孩学习哪两个数字相加等于 13。
小小扑克牌，也能让小孩玩出不同游戏。这个圣诞假期，全家休着时不

妨大人小孩一起玩玩这些扑克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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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IBM 笔记本电脑

圣诞和新年来了，大家都忙着买礼物，我不由得想起十年前我和何买的

IBM 笔记本电脑，虽然这电脑已经坏了，但我们还留着它，因为它身上有着
很多记忆。

我读研究生时是用系里机房的公用电脑，而何的实验室每人有一台（台

式）电脑，所以晚上我会去他实验室，用用他的电脑。有时弄到晚上很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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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IBM 笔记本电脑

学楼的门关了，我们从窗户跳出来，他再骑着自行车送我回宿舍。

何毕业后拒绝了北京的一个“高薪”工作而留校当了老师，因为他的一

个朋友就因为跟女朋友不在一个城市最后分手了，何便想跟我呆在一起最

重要。何每个月的工资就一千元（人民币）左右，我则当家教赚点生活费，有

时帮人打字或写程序能多赚点。我想自己有台电脑，圣诞和新年快来时学

校有个教师优惠买 IBM 笔记本电脑的活动，我们便心动了。其实那时 IBM
笔记本很贵，ThinkPad T22 打折后还要一万四千多元（人民币），我们竟然
倾其所有买了这个电脑，我知道 IBM 是笔记本电脑里最好的牌子！我们结
婚时没办婚礼，甚至连一顿饭也没出去吃。有人结婚希望有钻戒，表示“钻石

恒久远，一颗永留传”，我的心里则把这台 IMB 笔记本电脑当作我们婚姻的
见证。

接下来我带着我的 IBM 笔记本电脑去北京实习，在何去瑞典做博士后
时我就用这电脑跟他每天网络聊天。当然我也每天用它编程序做计算。

我毕业的那年，我终于办出了我的护照，并得到一个去瑞典（工作）面试

的机会。我当时的英语听说能力挺差（读写不错），听比说更差，一个来自挪

威的电话面试我说了无数次“I beg your pardon”。去瑞典的面试要自己出
路费，我还是决定去了，虽然国际机票贵，但面试和探亲（何去瑞典已经半年）

可以一举两得。我拎着我的 IBM 笔记本电脑到了斯德哥尔摩，给我未来的
老板做了个 Presentation，得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在瑞典呆的一个多月，
我也用这台笔记本电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写作。

再后来，我从瑞典来了英国，还是带着这台笔记本电脑。我生洋洋休

产假时，因为计划等我产假休完回去上班时让姐妹俩回中国呆一段时间，

我便每天用这台笔记本电脑录 Cbeebies 电视节目，让她们回中国时也有
Cbeebies 节目看，田田那时最喜欢看 Cbeebies 节目了。那时笔记本电脑的
屏幕已经不太好了，有时启动后屏幕不会亮，要重启。

又一段时间后，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彻底坏了，何便买了一个大的电脑液

晶屏幕，跟这笔记本电脑连接起来。又用了很长时间，电脑硬盘也坏了，电脑

经常启动不了。我们不得不放弃了这台电脑。

之后我们搬家搬了很多次，但每次都把这台坏的笔记本电脑带上，因为

它对于我们来说有着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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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做坐卧两用床

本来是想做个上下铺床的，这样田田和洋洋可以睡一间房，腾出一间当

客房。但是她俩每人一间已经睡习惯了，不想再睡一起。楼梯下有一块空

间，我们便想着在那下面放一张床，但（白天）看起来象沙发或椅子。爷爷便

设计了一张坐卧两用的单人床，而且还兼做储物柜。

跟那个实木书桌一样，这张床也是全手工，榫卯结构（不用钉子）。但这

张床比那书桌复杂多了，是“挂落束腰”结构。爷爷每天用空余时间做，历时

三个月，最后几天几乎是“废寝忘食”。

床由两部分组成，这样搬的时候方便。每部分又有一半的床板可以掀

起来，可以把杂物和被子放在里面。最底下还有一个抽屉，可以放小东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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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做坐卧两用床

如小孩的鞋子。床的三边有“六顺风档”围栏，靠背上面是“一根藤”工艺。白

天把床垫和被子收起来后就象一个榻，晚上把床垫和被子铺上就是一张床，

而且床下面还可以装很多杂物，是不是多功能床？

爷爷是真的喜欢他的木工行业，尤其喜欢想怎么设计最好，细节部分考

虑周到。看到抽屉上的两个小洞了吧？那是手可以抽进去把抽屉拉出来用

的，就不用安装把手（碍手碍脚）了。那个顺风档围栏要一根根刨好、凿好再

接起来。“一根藤”靠背也要刨出曲线再接好。爷爷指点给我看了，我才体会

其细致之处。

这几天我们在看中国家具的书，爷爷想以后给我们做两张古典的椅子

和茶几放客厅里，正在看哪里可以买到好的木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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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竞赛题

圣诞期间田田和洋洋的学校给学生及家长出了一道数学竞赛题（maths
challenge）：

在“圣诞的十二天”（The Twelve Days of Christmas）的歌里有人被给了
好多礼物。你们（全家）的任务是算出整首歌里一共有几只脚？

比如：

第一天，一只鹧鸪 = 2 只脚
第二天，一只鹧鸪加两只斑鸠 = 6 只脚
所以第二天末时总共有 8 只脚。
请注意只包括歌中提到的脚，比如第八天是挤奶的女仆，所以只算女仆

的脚，不要算奶牛和凳子的脚。

你可以用任何方式如表格，图片，算式或幻灯片等来描述你的方法。

这首圣诞歌里第一天送了一只鹧鸪，第二天送了一只鹧鸪加两只斑

鸠，⋯，每天比前一天多送一种礼物（前一天送过的礼物再送一次，并加一种

新的礼物）。这新加的礼物数量跟第几天有关，第三天比第二天加送三只法

国母鸡，⋯，依此类推，第十二天比第十一天加送十二个敲鼓人。

田田自己先算出每种礼物有几只脚，然后把这些脚加起来，即第一种礼

物加第二种礼物，再加第三种礼物，依此下去，算出仅最后一天（不算其它十

一天）得到的礼物总共的脚数 146。在我的提醒下，她明白还要把每天礼物
的脚再加起来，才是所有礼物的脚数。她很快得出答案共 648 只脚。

1. 将每种礼物的脚数算出来：一只鹧鸪（2 只脚），两只斑鸠（4 只脚），⋯，
五只戒指（0 只脚），⋯，十二个敲鼓人（24 只脚）。这其实是个 2 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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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竞赛题

几的问题（two times table），只是注意五只戒指是 0 只脚。

2. 第一天: 一只鹧鸪（2 只脚），

第二天: 一只鹧鸪（2 只脚）+ 两只斑鸠（4 只脚）＝　 6 只脚，

第三天：一只鹧鸪（2 只脚）+ 两只斑鸠（4 只脚）+ 三只法国母鸡（6 只
脚）＝　 6 ＋ 6 ＝ 12 只脚　（这里只要第二天的 6 + 三只法国母鸡 6
只脚 =12，不需要重新从鹧鸪 + 斑鸠 + 母鸡算）。

⋯，

第十一天：一只鹧鸪（2 只脚）+ 两只斑鸠（4 只脚）+⋯+ 　十一个风笛
手（22 只脚）共 122 只脚

第十二天: 一只鹧鸪（2只脚）+两只斑鸠（4只脚）+⋯+　十一个风笛
手（22 只脚）+ 　十二个敲鼓人（24 只脚）＝　 122 ＋ 24 ＝ 146 只脚

3. 将上面所有天数的礼物全相加，2+6+12+⋯+122+146=648 只脚

我给田田验算了一下答案，先是按她的方法手工算了一下，答案一样。

后来我想用 Excel 给她验算一下，发现她那个方法在 Excel 要层层相加不方
便算，我便用了自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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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竞赛题

1. 将每种礼物的脚数算出来：一只鹧鸪（2只脚），两只斑鸠（4只脚），⋯五
只戒指（0 只脚），⋯十二个敲鼓人（24 只脚）。将这些数字输入 Excel
作为 A 列

2. 因为一只鹧鸪（2 只脚）十二天里每天都送，2 乘以 12；两只斑鸠（4 只
脚）送了十一天，4 乘以 11，依此类推。B 列数字从 12 到 1，将 A 列乘
以 B 列得 C 列。

3. 将上面所有各类的礼物全相加，即 C 列相加（用 sum 函数）

好象还是田田的方法小孩容易理解。我发现我老公的方法跟我一样，

不过他（乘法）是手算的。

由这道题目我不由想起咱们的“一只青蛙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扑

通跳下水；两只青蛙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扑通、扑通跳下水⋯”也是很

有意思的。而我小学时候做的竞赛题也有算几只脚的，有鸡啊兔啊，一会一

半脚立起来什么，要些技巧，不象田田田和洋洋学校的竞赛题目简单，但那

些鸡兔问题我现在再也想不起来那些技巧了。

-26-



英国小学生如何学数学

田田学校举行了家长讲习班 (parent workshop)，让家长了解学校怎么
教小孩 reading（阅读），phonics（看字读音）和 math（数学）。这里介绍一下
英国小学生如何学数学吧。

老师先让家长做了个游戏，让生日是奇数的先站起来，然后偶数的站起

来，再是能被三整除的继续站着，再是质数的继续站着。大家都坐了下来。

都说普遍地英国人数学不太好，害怕数学。老师在教小孩数学前会让他们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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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小学生如何学数学

热 (warm-up)，让每个人有机会参与，比如大家跑到有偶数的位置。教学也
很重视数学应用 (application)，注重让学生理解而不是光讲技巧。

游戏后老师介绍了小学加减乘除的教学，跟我们以前在中国学的坚式

法还是有点不一样，中心思想是先分 (partition) 后合 (recombination)。

比如 12+13，他们是拆成 10+2+10+3，把两个 10 相加得 20，2 加 3 得
5，再把 20 加 5 得 25。而 18+13 也是先得 20 和 11，再将 20 加 11 得 31。

减法也是类似，比如 27 减 13 是 20 减 10 得 10，7 减 3 得 4，然后 10 加
4 得 14。碰到个位数不够减，便取 10 (“take 10”)。这些跟我们学的借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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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小学生如何学数学

进位概念上还是有点不一样，他们这种明确写出数的值更有助于小孩理解，

比如 20 取走了 10 变成 10，7 加了 10 变成 17。

大数的减法用“number line”，比如 3000 减 199，是 199 加 1 得 200，200
加 800 得 1000，1000 加 2000 得 3000，最后将 1，800 和 2000 加起来得出答
案 2801。这里的减法被演化成距离/差的概念。

乘法一样是先分后合，将乘数和被乘数都拆成整百整十的数和十以内

的数，先分别乘（10 位数内相乘当然要先熟悉乘法表），再加起来。

比如 24 乘以 36，是将 20 和 4 分别与 30 和 6 相乘，再加起来得 864。
大数的乘法介绍了一位数学家发明的方法，跟我们的坚式法相近。

举例 362 乘以 28，先将每位数隔开，362 隔成 3，6 和 2；28 隔成 2 和 8。
这些数分别相乘（比如 6 乘以 8），其积（48）放在对应方框内，个位数（8）放在
右下半框，十位数（4）放在左上半框。最后对角线上的数相加（比如 4 加 1
加 8），如果和（比如 13）大于 10 进位到左边的对角线上（自己的对角线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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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小学生如何学数学

3，进 1 到左边对角线与 0，2，4，4 相加）。所有对角线上相加后得出最后答
案 10136。

至于除法是采用”grouping”，“sharing”的概念，先分一部分，再分一部
分，再分一部分直至分完或不够分。举的例子是 2658 除以 24，先（每个人）
分到 10 份分去 240，剩下的 2418 再（每人）分 100 份又分去 2400，最后剩下
18 是余数（remainder），而 10 加上 100 是 110。

这个方法简单之处在于你可以任意分（可以先分 10 份或 100 份），不需
要象我以前学的必须每一步要除尽（必须先分 100 份）。当然等理解了以后
熟练了以后用坚式法（英国老师认为的所谓技巧）更快速。

我觉得这种家长讲习班很有意义，帮助家长了解学校的教学方法其实

也是帮助老师减轻负担。尤其象我们这些不在英国接受教育的家长，了解英

国小学数学的教学方法有助于我们在家用同样的方法辅导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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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忆黄米果

又一个春节来了，远离家乡的亲人，只能打个电话拜年。今年我老家特

别热闹，我弟弟一家（我弟弟添了儿子），我妈，我爸都回老家了，除夕我外公

外婆和三个舅舅全家都到我家吃的年夜饭。我姐一家去了婆婆家，也热闹。

我每次给外婆打电话时她都会说我离得这么远，什么好吃的东西都吃

不上。问下次我妈来英国要带什么吃的东西，我就说黄米果。很多中国食品

象辣酱、豆腐乳都能在英国的中国超市买到，唯有这黄米果是家乡特产。记

忆中的年夜饭总是有一道热腾腾的煮菜（相当于火锅），满锅的肉和一些料，

上面漂着一片片黄米果，是我最爱吃的东西了。

黄米果类似于年糕，但黄米果是黄色的，有碱味，是用山中一特种灌木

烧成灰，沥取其汁，浸上等梗米至米色橙黄，冲净蒸熟，置石臼中捣成团，然

后分切小块，趁热将其揉压成扁圆或长条形即成。我们老家黄米果平常是不

做的，每年到了农历十二月家家便会做黄米果。在石臼中将米捣成团要好几

个人，会叫上村里的乡亲帮忙，很是热闹。当黄米果刚从臼中做出来时是热

腾腾的，我们小孩子便会在小团里放点糖包起来吃。做好的黄米果一时吃不

完，会浸在稻草灰水中，通常是一大缸，可以吃很久。也可以将黄米果切片晒

干，可以保存更长时间。黄米果也可以用肉丝、青菜、冬笋等炒着吃，或者用

汤烫着吃。我还记得冬天早晨上学前我妈会给我用汤烫点黄米果给我做早

餐，简单美味。

后来我爸妈从农村去了城市，家里不再每年都自己做黄米果，会搭别人

家做点。再后来我毕业工作了，出国了，就很少能回老家过年了。偶尔，碰上

爸妈来探亲会带点晒干的黄米果片，让我解解馋。

我妈给我带来的黄米果我是爱吃的，不过记忆中年夜饭的黄米果最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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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忆黄米果

人，满锅热油烫的黄米果片吸足了汤味，色泽晶莹，剔透可口。想起黄米果，

才意识到我已经有十年没有在老家过年了。希望哪一年我和全家回中国老

家探望亲人能赶上春节，再来体味一下年夜饭的黄米果，还有那份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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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伦敦春节庆祝活动

今年伦敦春节庆祝活动是初七，我从上周未（除夕）就开始盼了。我这

个人喜欢有盼头的事。虽然几个朋友都说天气太冷，现场太挤，我还是盼着

去。一方面让田田和洋洋有机会现场看看中国表演，最好有舞狮和舞龙；另

一方面也是我自己喜欢凑热闹。

坐火车到了伦敦，田田和洋洋说要走路去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洋洋说她要运动，一部分原因是她怕坐车会晕车。一路上洋洋看到
一些英文字就认一下，比如地铁口的“Underground”、十字路口“Look right”
和交通灯控制器上的“Wait”。人家在学前班（reception）正开始学 Phonics，
每看到一个字就要试着拼一下。她还问：“怎么没有 London 这个字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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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伦敦春节庆祝活动

呢？”

到了特拉法加广场可谓人山人海，广场上搭着个舞台，还有个大屏幕。

但我们一开始什么也看不到，正好碰上舞龙，只瞅到大屏幕上的一角。舞龙

没看上，但因为是龙年，关于龙的画还是不少。有意思的是警察局在广场停

了辆大车，上面画着龙，还给大家发气球，上面也是龙的图案。还看到一位七

岁小朋友画的龙。

后来我们跑到离舞台近的水池那边，让田田和洋洋站在水池的边沿上，

可以看见舞台上的表演。除了歌舞外，有中国乐器表演，比如二胡和唢呐，平

常是很少见到的。

天气不算太坏，多云，但挺冷。我们看了一阵后去喝英国下午茶，但没

位置。又跑到中国城，中国饭馆也是满座，要排队，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于

是我们每人吃了个大包子。

在中国城我们看到了舞狮子，这个舞狮子好象是去每家店门口舞。在

一家中国超市门口我们有幸钻到了人群最前面，看到了整个舞狮子的过程。

狮子要去叼店家门口挂在高处的白菜。店门前也放着白菜、橘子和水。和白

菜在一起的还有红包。舞狮子的要将猎到的白菜撕碎抛向人群，水喷洒空中

等。最后那个红包当然是归狮子了。小时候我老家过年正月里有舞龙的到

每户人家来，也是要给红包，但没有叼白菜的习俗，所以今天的舞狮对我来

说也是新鲜事。回家一 Google，原来叼白菜就是“采青”，是舞狮最重要的程
序。

看过舞狮子，我们意犹未尽地踏上回家的路。

祝大家龙年健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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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洋的五岁生日 party

洋洋快五岁了，准备着给她办一个生日 party。在英国五岁的小朋友已
经上 reception，就算正式上小学了，所以五岁的生日是大生日。身边几乎每
个小孩五岁都会办个 party。

小孩生日 party 可以多种形式，自己家或租场地，包活动（运动居多，也
有游戏等）或自己请娱乐（如 Magician），包食物或自己准备。因为洋洋还
小，朋友还不很固定，准备请二十几个人，包括班上的同学和校外（镇上）的

朋友。我就找自己花时间最少的，包场地、活动和食物的那种。Party bag 去
店里逛了一下后觉得还是网上订方便，几样小东西和袋子一块都买了，又

另外在 bookpeople 买了一套书（每个小朋友分一本），再买了点小袋包装的
sweet。生日前一天买了个蛋糕，准备好（包蛋糕的）餐巾纸、蜡烛和打火机。

大多这种包办的 party 是限定人数，所以邀请信最好写什么时候要回
复，这样提前知道大概多少人来不了。邀请信是让洋洋的老师给放到同学书

包里，等到截止日期还有五六人没回，我又写了 reminder，最后总算都回复
了。当然到了最后时刻，会有人因为生病或其他紧急事件来不了的（或当日

不明原因不出现的），那就没办法了。

从一月初定好生日 party 日期后，洋洋每天在日历上划掉一天，数着过
多少天就会有 party 了。终于等到了今天，因昨天下雪而使地上积了雪，早
上 party 的组织者打电话来问我们要不要取消 party。洋洋都盼了这么久的
party，哪有取消的道理。好在我们场地选在本镇（当初是洋洋要求 party 在
本镇开，说去其它地方要坐车她会晕车），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住在本地，即使

不能开车也能走路去。

我们提前拉着雪橇（sleigh）出发，一路上田田还拉洋洋，最后是爸爸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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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洋的五岁生日 party

姐妹，我拉 party bag 和蛋糕。我们差不多是提前十分钟到达现场。很快，
小朋友们陆绎不绝地来了，洋洋忙着收礼物，我忙着登记哪个小孩到了（好

在事先打印了名单），如果父母不留在现场的话，还要记下父母的电话号码

以便（小孩）有事联系。一半多小孩的父母都留下来了，估计是因为小孩小，

也有部分原因是天气不好（来回跑也不方便）。

洋洋选的 party 活动是 Trampoline（大蹦蹦床）和 Bouncy Castle，有专
门一间运动室。小朋友们看起来玩得不错，至少 Bouncy Castle 几乎所有小
孩都喜欢，Trampoline 要排队玩，有专人在旁边看护。也有个别小孩不太愿
意去玩，爱跟在父母身边的。我就跟各个父母偶尔聊几句，问问人家小孩在

学校如何，天气（今天怎么来这里的）之类，借机交流一下。小朋友们玩了半

个多小时后有饮料和水喝，然后继续玩半个小时后去吃东西，选的是 Cold
Buffet，有三明治、鸡肉块、小香肠、薯片、果汁和新鲜水果片。

吃完东西端来生日蛋糕，大家给洋洋唱生日歌。然后我们手忙脚乱切

蛋糕，装蛋糕（块）到 party bag 里。小朋友们又陆绎不绝地来领 party bag，
我本来是准备了有蓝色气球的 party bag 给男孩子，几个粉色的给女孩子，
其它是男女都可以的。田田和洋洋也帮着分发 party bag，最后都不知道是
不是颜色全给对了。好在我们没有在 party bag 上写名字，不然更来不及找
名字。最后小孩全走光了，我也松了口气，（有父母让看管的）衣服没丢掉，

最重要的是小孩没有丢的。

回到家，洋洋拆了所有的礼物，田田帮拆生日卡。洋洋说所有的礼物她

都好喜欢。田田今年要七岁了，也想办一个 party，我曾问田田她今年可不
可以去 Disney 玩之类代替生日 party，田田说 Disney 可以明年去玩，但没
party 的话她就没很多礼物了。又有朋友一起玩，又有很多礼物，怪不得小
孩都喜欢生日 party。我觉得这种 party 庆祝挺好的，也许我们大人也应该
偶尔为自己的生日开个 party 庆祝一下，不一定等到 60 岁或 8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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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有多少华人？

英华园有帖子讨论开华人养老院，大家想知道在英国有多少老年华人，

我首先想到的是英国 2011 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应该有这类信息。去国家统
计局网站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输入“Chinese”果然出来一些统计表
格（Excel 文件），其中就有 2009 年中的数据（报告是 2011 年 5 月出的），有
根据种族、年龄、性别和地区统计的人数。

图 .1: 老年（女性 60 岁及以上，男性 65 岁及以上）华人地区分布，人数以千
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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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老年（女性 60 岁及以上，男性 65 岁及以上）华人大于 500 人的郡，人
数以千为单位

数据只有英格兰 (England) 和威尔士（Wales）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没
苏格兰（Scotland）。如果以种族（Ethnic）“Chinese or Other Ethnic Group:
Chinese”为据统计华人人数，那么 2009 年英格兰华人有 43.95 万（英格兰总
人口 5400 万，华人占英格兰总人口 0.8%），威尔士 1.2 万。因为威尔士的华
人相对英格兰太少了，下面只分析英格兰的华人组成情况，我把需要的数据

过滤（filter）出来画了柱状图。当然这些数据并不是很准确，因为人口流动性
较大，而且很多在英华人肯定没被统计上。但这些数据对了解人口分布情况

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估计明年会有 2011 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最新数据出
来。

年龄按 0-15 岁, 16-64/59（女性 16-59 岁，男性 16-64 岁）, 65/60+（女性
60 岁及以上，男性 65 岁及以上）分成三段，可以理解 65/60+ 差不多是退休
年龄段。于是 65/60+ 便是养老院的目标，总人数 2.7 万，占华人总数 6%。
我把人数按地区画了个图，可以看出伦敦（London）是华人人口占绝大部分
的地区，有 8700 到退休年龄的华人。

细分到郡（County），外伦敦老年华人最多（其中 Barnet 有 600 人），接
着是内伦敦（其中 Westminster 有 500 人），大曼彻斯特区有 1200 人。伦敦

-38-



英国有多少华人？

图 .3: 小孩（0-15 岁）华人地区分布，人数以千为单位

周边的 Essex，Surrey 和 Hertfordshire 也都有 600 人以上。离开伦敦稍远
一点（一到两个小时车程）的 Kent，Hampshire 和 Suffolk 也各有 600 人。除
伦敦外老年人集中的城市有 Birmingham（600 人，属 West Midlands 区）、
Liverpool（600人，属 Merseyside区）和 Manchester（曼彻斯特城，500人），其
中 Liverpool 和 Manchester 离伦敦较远。很明显，要开养老院首选是伦敦
或其周边。

我对华人小孩（0-15 岁，共 5.8 万，占华人总数 13%）和工作年龄段的华
人（16-64/59*，女性 16-59岁，男性 16-64岁，共 35.4万, 占华人总数 80%）的
分布也挺感兴趣。小孩和工作年龄段的华人分布与老年人区域分布类似，排

前三名的都是：London，East of England 和 South East。看来要开华人幼儿
园的也应首选伦敦或其周边。或者华人养老院和幼儿园一条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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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工作年龄段（女性 16-59 岁，男性 16-64 岁）华人地区分布，人数以千
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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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儿童戏剧 Jack and the
Beanstalk

小朋友又放 half term 的假了，听说假期这一周伦敦的童年博物馆
(Museum of Childhood) 有“Jack and the Beanstalk”的 literacy workshop
（共 4 个小时，适合 5-11 岁小孩），我便为全家报了名。本想星期一去，但已
经没空位了，我便选了星期五。

早上 11 点前到达童年博物馆，大概有十来家小孩。我们被领到一个房
间，先是围坐一圈，自我介绍名字和喜欢什么。接着指导老师讲了“Jack and
the Beanstalk”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小男孩 Jack 的家里很穷，他的
妈妈让他去市场卖奶牛 Milky-white，结果 Jack 用奶牛跟一位老人换了神
奇的豆子。回到家后，Jack 的妈妈很生气，把豆子扔到了窗户外。第二天，
豆子长了很高的藤，一直长到天上。Jack 就顺着豆藤（Beanstalk）爬到了天
上，发现一位巨人家里有好多金子，便拿了一袋金子回家。后来金子用完了，

Jack 又去天上的巨人家，这回他拿了会下金蛋的母鸡。又一回 Jack 拿了会
唱歌的竖琴，巨人追来了，Jack 滑下豆藤后用斧头砍断了豆藤，巨人便从豆
藤上摔下来摔死了。从此 Jack 一家过着富裕的生活。讲完故事指导老师
让我们模拟各个角色比如母鸡（Hen）, 竖琴（Harp）, 奶牛（Milky White）的声
音，做一些动作如扔豆子的动作。

这算热身，之后我们就分两组准备背景（backdrop）和道具（prop）。我
们这组先涂画背景图，白色的背景布上 beanstalk 的图已经构画好，我们便
给藤涂上各种颜色，画上花朵，瓢虫（ladybird），房子，豆，星星等。还要造梯
子，用叶子和剪贴（自己画的）小昆虫来装饰。后一半时间另一组接着干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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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我们去做道具。巨人的手、脚，各种食物如鱼、香肠和薯片等已经做好。

我们这组做母鸡，Jack，Jack 的妈妈，竖琴，斧子等。田田画了 Jack 的妈妈，
粘上毛线当头发；洋洋涂了一只母鸡的颜色。背景和道具做好后，大家休息

吃午饭。

下午一点半开始准备演戏剧。一段游戏热身后，指导老师把简化的故

事又讲了一遍。一边讲一边让我们说一些台词，做一些动作，Jack 的台词
由小孩子们说，Jack 妈妈的台词由我们这些父母说。她会询问小孩怎样
用台词，比如说到 Jack 很饿，应该怎么表示呢？如说“I am as hungry as a
hunter”，有小孩表示饿的时候想吃著条，就有台词“I am hungry for chips”，
再问饿的时候会象什么动物呢？有小孩说象“lion”，于是第三句台词就是“I
am as hungry as a lion”。每个台词都有相应的动作，有些动作指导老师教
我们怎么做，有些也让小孩想。其中有一段台词是 Jack跑到巨人家，巨人闻
到人味，说要把人做成面包吃，台词是“Fee-fi-fo-fum, I smell the blood of an
Englishman. Be he alive, or be he dead, I will grind his bones to make my
bread”，有跺脚，手放在耳朵两侧（表示活）后歪头（表示死），扭动肩膀（表示
磨碎骨头）和揉面团切面包的动作。

演过一遍后加进了道具，细分了一下角色，如谁让 Jack 道具爬上豆藤，
滑下豆藤；谁砍豆藤；（当巨人出现地动山摇，大家都蹲地上时）谁举着巨人

的手或脚（道具）；竖琴唱歌时从各人手里传递等细节。

再演练一遍后我们在博物馆的观众面前演了整个戏剧！我们报名时我

是看到说二点半有个“performance”，我还以为是有戏剧看，没想到是我们去
演。整个活动就是我们做了舞台背景和道具，排练了戏剧并在观众面前演

了戏剧！我这个人没有艺术细胞，又是第一次参加这类活动，但大人和小孩

一样参与，玩得很开心。洋洋演完后还一直念着“Fee-fi-fo-fum, I smell the
blood of an Englishman. Be he alive, or be he dead, I will grind his bones to
make my bread”。田田说：“我以前不知道妈妈也喜欢 painting，还有其它那
些东西”。真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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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田田从学校带回来的阅读记录本子（reading record）上写着她已经
是 free reader 了。前几周她还在读青色段（Lime book band）。这周老师重
新进行了评估，觉得田田可以成为 free reader 了，就是可以自己去学校图书
馆，什么书都可以挑了。

田田从五岁不到一点从学校拿回第一本没有字的书，到现在六岁半多

一点才一年十个月就从不认字到可以自由读小孩书了。识字和阅读带来的

变化太令人惊奇了。

英国的小孩学阅读是阶梯式阅读。刚上 reception 时拿到是有图无字
的书，到每页几个字，一行字，几行字的书。学校组织讲座时老师说对刚开始

学阅读的小孩，不要急着让她认字，而是先告诉她书的题目，一起想想书中可

能会讲的故事会是怎样的。看每页的时候也是多看图，再看字，不认识的字

可以告诉她首字母，看图猜字，还猜不出的话可以跳过这个字读下去，等读完

整本书再回头来看那些不认识的字，再猜。实在猜不出的话父母再告诉她们

那个字是什么。在读书的过程中也要问些问题，让小孩猜测故事的发展。要

多讨论，而不是单纯地把书读完。要让小孩自己指读，而不是大人帮着指读。

随着小孩阅读能力提高，书里的字会越来越多，后来就是有章节

（chapter）的书，最终成为 free reader，不限于阶梯阅读的书了。书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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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阶段，称为 Book band，每个 band 里还有细分 1,2,3 等。每人有一个记
录阅读的本子，每次从学校带回的书读给父母听，父母要写评语。田田学校

有人（老师或在学校帮忙的家长）会让小孩读几页书，根据小孩的阅读程度选

择书。有时也会跳级。

田田在紫色段（Purple）时，我们决定在家第一次给她读儿童小说，我介
绍了我最喜欢的 Roald Dahl的小说。她读了“The Magic Finger”和“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田田在学校的阅读书在“Gold”那级时，我经常
带她去图书馆借书，她开始喜欢上“Rainbow Magic”。从那时到现在她从图
书馆借了 100 多本小说，大多是关于仙女的，尤其是“Rainbow Magic”，我也
给她买了 50 多本“Rainbow Magic”的书。

我也买了一些其它儿童小说，希望田田能拓宽阅读范围。比如“Horrid
Henry”，希望她看了电影后会多读一点。还有 Roald Dahl, Dick King-Smith
的书。昨天看到“Mr Gum”系列的书读者评价很高，也买了 8 本。家里还
屯了 Jacqueline Wilson 和 Michael Morpurgo 的各一套书，等田田大点时再
读。

我觉得英文的优秀儿童小说真是多，能享受阅读是小孩的乐趣。田田

对她成为 free reader 感到兴奋。我在表扬她的同时也鼓励她努力学中文，
这样以后也可以自由阅读中文小说。我妈前几天问我想从中国带点什么东

西，我说看看有什么中文书买。我妈在电话那边叫：“你已经买了很多书了，

那么多书可以当饭吃吗？”其实看书是应该跟吃饭一样重要，象每天要吃饭

一样，要每天看书。我这当妈妈的几年如一日给田田和洋洋读故事书，算是

我在小孩教育上做得最好的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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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洋有家长会，田田也有家长会，学校会安排有兄弟姐妹的的家庭同一

天差不多时间家长会。田田在学校已经很适应了，老师说田田各方面表现不

错，数学（Numeracy）和阅读（Reading）很好。挺有创造性，有时有点 Bossy。
写作 (Writing) 还有待提高。

老师说数学田田能有策略地使用各种方法，比如做除法时可以用 times
table，或用 number line，或画圈把数一个一个分进圈里，田田会自如运用各
种方法。乘法表我告诉老师田田很喜欢唱”times table”歌。

他们年级有“Big Maths ⋯Beat That!”，90 秒钟里做 40 道题，田田进步
很大，从开始只能做十来题到现在能做三十多题了。

阅读能回答复杂的问题。每次田田从学校带回的书一本是小说，一本

是 facts 类的。facts 类的书比如物体各类状态（汽体，液体和固体）的转变，
这些非小说类的书既提高阅读，又增长知识。小说类的书田田有一次借了

Michael Morpurgo 的“Kaspar: Prince of Cats ”，田田说很好，于是我给了她
整套 Michael Morpurgo 的书（16 本），也带她去看了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
“War Horse”。田田会自豪地说她（现在快七岁）能读九岁小孩读的小说了。

田田写作 (Writing) 还有待提高，比如怎么用连词，怎么表达人物的心
情，怎样中心明确（而不是写了一大篇还没切入主题）。可惜写作我们在家不

太帮得了，老师说不需担心，按学校进度学就行了。

有小孩自我评价表，田田自豪的是乘法表大多都会了，还有 3 和 4 的乘
法还不太熟。要提高的地方有“feeling target”（大概就是老师说的写作怎么
表达人物心情）。还有关于学校的评价，田田大多评价是正面的，唯一一项不

满意的是“Behavior is good in my school”，她选了“sometimes”，我向老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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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点。回家后我问田田为什么，她说有些小孩“rude”，比如在操场上玩有
小孩说她“stupid girl”，她已经向值班老师汇报过了。田田希望学校有更多
的体育活动。她目前在学校参加 Cheer leading（啦啦操）和 Gymnastics(体
操) 的课外班，很喜欢，拿着自己的零花钱去买（升一级的）Badge（徽章）。

家长会后我们仔细看了（见老师前没来得及看的）田田的数学（Numeracy）
和科学 (Science)作业。数学作业还是挺丰富的，有 Bar Chart（柱状图）, List
and table（清单和表格），Estimating and Measuring（估计和测量）, Shape
（形状）, Telling Time（述说时间）和 Word problems（应用题）等。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 Science 作业，有动植物，地理和物理等。其中一次
作业是理解怎样让试验公平及如何准确测量。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车

辆能在斜坡上滑行多远?”分别要回答“我们需要的物体”，“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测量什么”和“我们要保证哪些东西保持一致”。这最后一项显得非

常专业，让我想起我们做统计试验要保证一些因素一致才能做比较。田田

写了“斜坡，推，起始，高度，测量”这些因素要保持一致。另一天的作业有一

个图表表示他们测量的不同高度斜坡的车辆行驶距离，得出结论“越高的斜

坡，车子滑行得越远”。对于二年级的学生，能做这样的科学训练，我觉得是

非常不错的。

总的来说我觉得田田接受的教育轻松有趣，面也广。比如数学，也许（英

国式教育）他们数学心算没我们（中国式教育）的快，但他们学会了解决问题

的各种方法。

-46-



免费获取世界名牌大学的课程证书

昨晚又做关于学位证书的梦，好象是我高中学位证书没拿到，所以大学

学位证书就拿不到了。朦胧中我知道自己在国外，便想怎么在国外大学拿个

学位证，但又想到我要高中没毕业，国外会有大学收我吗？

今晚在 BBC 网上闲逛，发现一条新闻，麻省理工大学（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提供免费网上授课，不用入学考试，网上随时
学习，网上考试，考试及格便发证书（Certificate）。第一门课是“电路和电子
学”（“6.002x: Circuits and Electronics”），除了交相式学习，还有网上实验
室。此课程教学从今年 3 月到 6 月持续三个月，每周大概花 10 个小时在课
程学习上。这第一门试验课开过后，今后会陆续有生物、数学和物理的发证

书的网上课程。

这世界上免费教育资源很多，就象我读研究生时学的“生物信息学”

（Bioinformatics）基本上全是靠网上资源学的。远程教育的也有，比如英国
出名的“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但免费的没有证书，有证书
的不免费。麻省理工学院首次推出了免费的发证书的网上教学，可谓天上掉

下一块大馅饼。更更重要的是，如果谁真的没有高中文凭，也可以学这个课

程，有机会获得世界名牌大学的课程证书！

附一：“电路和电子学”（“6.002x: Circuits and Electronics”）
课程特点

本课程的设置是作为电气工程或电气工程及计算机科学专业本科生

的第一门课程。在麻省理工学院 6.002 课程是作为电气工程及计算机科学
系所有本科生的必修核心课程。本课程有完整的系列讲座录像资料和课

堂演示的详细说明、实验要求以及学生在本门课程中所用到的其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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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课程的教材为《模拟与数字电路基础》，著者为 Anant Agarwal 和
Jeffrey Lang 教授，Morgan Kaufmann 出版, Elsevier, 2005 年 7 月, ISBN:
1558607358。

课程简介

6.002 课程介绍了集总电路抽象的概念。内容包括：电阻器件和网络、
独立电源和受控源、开关器件和 MOS 管、数字抽象、放大器、储能元件、一阶
和二阶电路的动态分析、时域和频域设计以及模拟和数字电路及其应用。在

本课程中，设计和实验同样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麻省理工大学“电路和电子学”（“6.002x: Circuits and Electronics”）课
程网址：https://6002x.mitx.mit.edu/

2. 麻省理工大学 OpenCourseWare (OCW)（所有网上免费课程，无证书）
网址：http://ocw.mit.edu/index.htm

附二：网上教学资源

1. iTunes U：学术版的 iTunes, 有 500,000 多讲座可以下载

http://www.apple.com/uk/education

2. 英国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http://www.open.ac.uk/

http://openlearn.open.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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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牙

去年夏天看牙医时说我有两个牙齿有洞需要补，我一开始倒是积极考

虑是补白的还是黑的材料，但是时间一长就把补牙的事给抛脑后了。今年二

月再看牙医时又提到补牙，我说一时忙没来，可能复活节期间去。牙医说复

活节应该来得及，不过有一个洞要尽快补了。

我还是约了三月去补牙，先洗牙再补牙。上次洗牙时牙齿保健专家推

荐我用电动牙刷，这次检查了我的牙齿后又给我演示了一遍怎么刷牙（用牙

齿模型），说刷牙床时牙刷要 45度角，不然跟牙床接触不够，刷得不干净。还
建议每天用一次牙线，也演示了牙线的使用方法。说我的牙齿最好每三个月

洗一次牙，最长不超过六个月。洗牙的过程还真不好受，但是为了每次洗轻

松些，还是经常洗好。

补牙的过程相对来说还轻松些。牙医说先不打麻药，如果我觉得痛再

举手告诉他，他再给 injection。没用麻药整个过程没觉得疼。补黑的材料便
宜，NHS 付部分钱，自己付每颗 30 英镑。但我选择了白的材料，不光是为了
美观，而是对黑的材料的安全性有顾虑（黑的材料是银汞合金，有人说这个

水银会泄露，有毒），我这牙补的可是终身的。白的材料补一颗 85 英镑，两
颗 170 英镑还是消费得起的，不然赚钱干嘛。

补牙时才知道我牙齿的两个洞已经挺深了，快接近神经了，牙医说如果

补了以后会痛的话还得做那个抽神经的手术，50% 的概率。我有点后悔没
早点解决这个补牙的事，不知道早半年补会不会好一些？医生说还有第三个

牙也有洞，不过还小，等下次常规检查时再看要不要补。

我前几年都没定期看牙医，洋洋生下后在伦敦看过一次牙医，本是可以

公费洗牙的，可那个牙医要我花 200 多英镑自费洗，还说不那样洗的话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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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牙

40 岁牙齿就要全掉光。我觉得纯粹是骗子。
后来换工作、搬家，没在一个地方稳定下来，再后来乳腺癌治疗，也就没

顾上看牙医了。等去年重新看牙医时发现有几个洞了！其实常规检查和洗

牙不贵，我现在检查 20 英镑不到，自费洗牙 42 英镑。我觉得现在这家牙医
不错，小孩全免费（NHS），还会定期通知我们去检查和洗牙。我想以后我家
所有人会定期看牙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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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节彩蛋小径行

田田和洋洋的学校放复活节假期了。天气还不错，便想参加找复活节

彩蛋的活动。在 Hatfield Forest 有个“Easter Egg Trail”的活动，开车要一个
小时，但是在森林里，吸引力比别的地方大一些，而且活动时间自由（可以赶

上天晴的时段），又便宜（每个小孩 2 英镑钱），便带田田和洋洋随朋友的车
一起去玩。

这个森林虽叫“Hatfield Forest”，却不在 Hatfield，而在 Bishop’s Stort-
ford 附近。此森林隶属 National Trust，号称中世纪狩猎森林，有 1200 年的
老树。不过找彩蛋的活动走的路径大多是开阔的草地。在出发点领一张路

线图，循着有瓢虫（ladybird）的指示一路走，到一个点便有一个问题，根据提
示猜一个动物的名字。走完整条寻彩蛋的小径（大约 45 分钟）便可以凭答
卷领取彩蛋了。

猜动物名字的问题对田田来说不算难，大都是让你找出每个字母，然后

拼成单词。比如将“Forest”的每个字母用符号表示，再让你得出用这些符号
的不同组合拼成的单词“Otter”。

还有一类题目是某个字母在一个单词里却不在另一个单词里，或某个

字母在两个单词里都有。

田田蛮有兴致地每个问题都要找出答案来，洋洋和朋友的小孩（比洋洋

还小）却是一个劲地往前跑找瓢虫（ladybird）路线标记，让我给她回答问题。
毕竟洋洋还小，我只能代劳了。每个问题的反面有一幅动物的图，可以让你

对照你的答案是否正确。不过对我来说，有些动物我不知道英文名字叫什

么，只能老老实实地从文字线索里找答案。

一共 14 个题目，14 种动物，全部动物猜完了，最后一个附图的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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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节彩蛋小径行

“你能在某个故事里找到所有这些动物，你知道这个故事叫什么吗？”我觉得

那幅图貌似熟悉，却想不出是哪个小说。不过没关系，所有答案在前面等着

你，然后你只要循着雨鞋的踪迹走去，就能领到复活节彩蛋了！

小朋友们吃了巧克力蛋后我们吃了点简单的午饭，小朋友们在大树墩

上坐，在草地上跑，还看了 Shell House（用贝壳装饰的房子），很快就下午三
点了。接着在服务员的介绍下沿着湖走了一条给小孩设计的小径行，大概一

个小时，沿路有数字标记。田田和洋洋及朋友的小孩又是蹦蹦跳跳地跑着找

数字，还嫌我们大人走得太慢，催我们跑。看来有得在野外跑，有一点点调动

小孩积极性的东西，小孩子们就玩得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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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磨坊

早听说附近有个水磨坊，挺有名的，是十七世纪留下来的。正好有复活

节小孩手工活动，便去了。田田和洋洋专心于手工和找复活节彩蛋，我则留

意了那个水磨坊的工作原理。

小河的水流过，水轮便转起来，带动齿轮，一楼的齿轮带动二楼的齿轮，

二楼有个装麦子的漏斗，均匀漏下的麦子被（齿轮带动的）石磨磨成面粉，流

入放在一楼的面粉袋中。碾磨工还打开面粉袋让我看流下的面粉。

其实磨粉小时刻我也干过，磨米粉，更多的是磨豆腐，不过是手工磨的。

一个人添加（浸泡过的）豆子，一个人推磨（一块石磨固定，上面的一块石磨

转，这样豆子就被磨碎，从中间流出）。推磨用的是丁字形的木勾，人站在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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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磨坊

前面不动，手放在木勾的两端，一推一拉那个木勾就能转动石磨。这一推一

拉需要些技巧，添加豆子也要注意时机，不能让木勾碰倒。

这十七世纪就有的水磨坊比我用过的手工磨方便省力多了，几乎全自

动，不但磨是水力推动的，连添加麦子也是自动的（当然大袋的麦子倒进漏

斗是需要手工的）。

看过了水磨坊的磨面过程，还可以买些水磨的有机面粉回家。我看这

个水磨磨面产量不大，就没买。事后网上看了一下价格，还真不贵，500 克面
粉（聊作纪念品）1 英镑钱，1.5 公斤 2 英镑钱，买多的话差不多 1 英镑钱 1
公斤。

这个水磨坊现在其实是个博物馆，只是人家为了弄成活的博物馆，每星

期有三天真的磨面。BBC 还给这个水磨坊专门制作了一个录像放在馆内给
参观者解释水磨的整个流程。田田学校就带学生参观过这个博物馆，这种生

动的展示让小孩长了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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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车记：夫妻双双把车考

我第四次路考了，我和老公竟然订在了同一天，同一个考试中心，同一

个时间！我们笑说两个人都通不过的概率应该会低一些。

早上我的教练急急忙忙来我家，说她犯了个错，有个学生的考试也订在

今天，而她记错了，那个学生路考结束她还得换自动车来接我。万一来不及

的话，给我付钱订新的考试并送一次免费练车。难道老天爷不让我和老公一

起路考吗？

好在教练及时来接我，在接近考试中心还让我开了十分钟的路。今天

我上了 Dual-carriage way，还不止一段，上了三段，一段是从 slip road 上的，
一段是从 T junction 进的，还有一段从 (有红绿灯控制) 大 roundabout 进
的。从 Dual-carriage 下来也是大的 roundabout。还有镇中心的路，乡间小
路。自我感觉开得蛮好，路上也跟考官聊天了。

回到考试中心，又说我没通过，全是说我太慢，“undue hesitation”
（Progress）4 个小错（算一个大错），“appropriate speed”（Progress）4 个小
错,“approach speed”（Junctions）4 个小错。在回到考试中心转进 (路边) 停
车场时，我的半个车子在停车场内，半个车子还在路上时车停顿了，我便前后

左右观察，发现路上有车子过来，我便停着等了，考官给了我 1 个“crossing”
大错。我的教练说进考场那个我是做得不好，我的车已经转进停车场了，不

再需要前后左右观察，直接进就是了，这样才不会把路上的车给堵了。其它

的教练说对我的表现挺 happy 的，虽然是慢，但没大错。

回家路上，教练说她知道我老公的车考结果，但说不告诉我，说是“data
protection”，让我自己找出答案。我的手机在后座，我拿不到，便没法打电话
（虽然我坐在副驾驶座上）。不过我教练告诉我老公今天车考时有个人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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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车记：夫妻双双把车考

后面监督考官的。快到家时，碰上老公的教练送完他回家，两个教练打了个

招呼，大概那个教练问我们情况如何，我教练说：“Not so lucky”。我想说不
定有人比较 lucky。这时我的手机响起来，下车时一看，是老公打的。有什么
消息告诉我？以前他没通过都不打电话，到家老公迎出门，说“通过了”。

我教练说她的一个学生没通过就哭了，因为理论考两年期限到了，要重

新考理论了。老公的理论考也快过期了，路考也考了七、八次了。我的感觉

是这路考一次没过，不知道下次会不会过。是我们太差了，还是考官太严

了？

不管怎么样，好高兴啊，总算有一个人通过了，我们家以后就有人开车

出去玩了。下一步，要买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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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地平线节目“战胜癌症”

2011 年 6 月得知 BBC Horizon（地平线）要录制一个关于癌症治疗最新
进展的节目，我 (作为病人) 还被邀请参加关于癌症基因检测部分的节目录
制。后来一直没听到消息，知道他们应该没选上我。这个月，这部名为“BBC
Horizon: Defeating Cancer”的纪录片在 BBC 播放。我通过 iPlayer 看了这
历时一个小时的节目，很不错。

节目选了三位病人，讲了最新机器人（robotic surgery）在手术及放疗中
的应用和分子靶向药物。记录片非常清楚地表达了新的治疗方法给病人带

来的希望。而且对新技术的解说浅显易懂。

机器人手术说了一个叫“da Vinci”的创伤性很小的技术，医生不需要
接触病人，而是（远程）控制机器人。但我对 Cyberknife（射波刀）更感兴趣。
Cyberknife 比一般的放疗更准确，可以用更高剂量。一般的放疗 X 光线
（Beam）从前方或边上射向癌症细胞，比方说三束 X 光线，那肿瘤附近的正
常细胞也收到 33%（三分之一）的 X 光线。但 Cyberknife 可以让很多 X 光
线从不同的方向射向癌症细胞，比如说 100 束光线，那正常细胞收到的 X 光
线只有 1%。这样 Cyberknife 就可以更准确地只杀癌症细胞，可以用更高剂
量的 X 光。以前需要好几个星期的一般放疗用 Cyberknife 只需要两三次
就完成了。

除了机器人还讲了分子靶向药物，以治疗皮肤癌（Melanoma）的药
Zelboraf(vemurafenib) 为例。有些癌症是因为基因变异，象我以前讲过的乳
腺癌基因 BRCA1 或 BRCA2。科学家发现有类皮肤癌病人有 BRAF 基因
变异，于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将癌细胞的变异基因拿掉，这些癌细胞就停止

生长然后死掉了。这个重大发现说明这个 BRAF 基因与癌症细胞是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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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地平线节目“战胜癌症”

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个变异的基因产生的蛋白质相比正常基因产生的蛋

白质有一个地方有个大洞（Cavity）。然后科学家们就搜索各种各样的化合
物 (Compound)，找到一个能进补那个蛋白质的大洞，于是就有了治疗这类
有 BRAF 基因变异的皮肤癌的分子靶向药物 Zelboraf。

纪录片中三位病人初期治疗效果都不错，他们都非常开心。当然三位

并不能说明所有人的都会有好的效果，但能说明癌症治疗有进展。随着对癌

症基理越来越了解，战胜癌症的希望就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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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The Wizard of Oz”

带田田去看了音乐剧“The Wizard of Oz”（“绿野仙踪”），觉得很不错。
“The Wizard of Oz”这个名字早听说过，中文名“绿野仙踪”的电影也听说
过，但小说（1900 年的）没读过，电影（1939 年的）没看过。这个复活节镇上的
剧院有一些演出，其中就有“The Wizard of Oz”，心想这么经典的戏剧带田
田去看看。

家里有一本“The Wizard of Oz”的小说，田田看了。我等到演出前一天
晚上才想起来要看小说，但觉得累，就想直接看演出算了。还好，剧情挺简

单：女孩 Dorothy 被龙卷风连带她的小屋卷到了 Oz 王国，她的小屋压死了
一位坏女巫（称“东方女巫”），善良的北方女巫指点 Dorothy 穿上被压死的
东方女巫的魔法鞋，并让她去翡翠城（Emerald City）找 Oz 王国大 (男) 巫师
帮助她回家。在路上 Dorothy 碰上了没头脑（Brain）的稻草人（Scarecrow）、
没心（Heart）的铁皮人（Tin Man）和没勇气（Courage）的狮子（Lion），他们一
同结伴去找魔法师 OZ，希望得到他们缺少的东西。一路上经历千难万险，
更有邪恶的西方女巫（东方女巫的姐妹）处处阻挠，但在北方女巫的帮助下，

更因为 Dorothy、稻草人、铁皮人和狮子团结互助，她们战胜了西方女巫，也
完成了各自的愿望。

看完演出我才知道这是一部音乐剧，Dorothy 在她叔叔、婶婶家的农场
唱第一首歌时田田告诉我歌名叫“Over the Rainbow”。

整场剧有很多歌曲，比如“Ding Dong the Witch is Dead”、“Follow the
Yellow Brick Road”和“We are off to see the Wizard”。

我原以为这音乐剧要象田田这么大的小孩才看得懂，看完后觉得象洋

洋这种五岁的小孩也应该会喜欢。回家后洋洋问田田好不好看，田田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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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洋洋说以后也要妈妈带她去看。嗯，再看一次也不会看厌。而且这个地

方剧院的票价挺便宜的，大人 12 英镑，小孩 8 英镑。当然布景就简单了，用
的是背景图，但是那些歌都很好听。

“The Wizard of Oz”是美国童话，在美国简直是家喻户晓，影响了一代
又一代人，有书本、电影，电视和音乐剧。看完音乐剧几天后我们又看了电

影，发现电影里有 Dorothy 的小狗，估计舞台上用一只小狗难度太大就简化
了情节，但不影响剧情。没看过音乐剧的，不妨看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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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burn Safari Park

何通过了车考，拿到正式驾照，这个周末我们租了车。第一天带洋洋去

参加了她同学的生日聚会，何便上了高速，开得挺稳。于是我便想第二天让

何开车带我们出去玩。我第一个想到的地方是 Woburn Safari Park，是一个
动物园，是要开车进去看野生动物的，我从没去过这样的动物园。从我们家

去 Woburn Safari Park 开车要 50 分钟。一路上风景不错，看到了大片的油
菜花。

这个动物园其实有两块，一块是开着车看老虎、狮子这些猛兽或猴子这

样跳来跳去的动物，称为“Road Safari”；一块跟普通动物园差不多，动物是
关起来的，人在外面走着看，称为“Foot Safari”。所有的人都开着车进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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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然后沿着设定的路线看各类动物。象羚羊、斑马这些动物在草地上自由

走动，车子可以沿路停下看这些动物，大多数人都会拍照。有时这些动物还

会穿过马路，在车子前走。象老虎这些凶猛的动物还是圈了一块地，有大铁

门，车子分批进去，车子门窗都得关好，看一段时间再分批出来。最活跃的动

物就是猴子了，会跳到你的车子上，两只猴子还在我们车前窗上打架，抢占

领土。

“Road Safari”一圈转完后到 Picnic Area 野餐，然后到“Foot Safari”，
看了孔雀、山羊、企鹅、乌龟、狐猴等。还看到了母鸡，田田和洋洋还追着母

鸡走。有一些定时介绍和表演，鸟的表演挺受欢迎。还有个叫“Rainbow
Landing”的小房子可以喂鸟，那些鸟会飞到你身上来。

这个动物园里小孩玩的设施挺多，有湖可以坐天鹅船，有小火车，有

Bouncy Castle，有一个室外的 play ground，还有一个大的室内 Adventure
Area。洋洋最喜欢的是 Bouncy Castle。田田最喜欢的还是 Treetops Action
Trail，是在高空走木板、管子、蜘蛛网等，适合 5 岁（1.1 米）以上的小孩。田
田说走的时候有点害怕，不过走完后她很有成就感。那个室内 Adventure
Area 有攀爬，大滑梯，也有小小孩的区，够小孩玩很久，如果碰上下雨又能躲
雨又能玩。

总的来说动物种类不算多，反倒是小孩玩的设施够多，所有的活动加起

来够小孩玩一整天的，还是蛮适合有小孩的家庭的。门票不算便宜，大人 20
英镑，小孩 15 英镑；在网上买有家庭票，但折扣不多。听说 Tesco 的积点可
以换门票，一英镑抵三英镑用，挺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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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林中的蓝钤花

英国的春天跟瑞典一样草丛中有好多白色的雏菊（Daisy），黄色的蒲
公英（Dandelion）。到处可见的还有黄水仙花（Daffodil）。还有一种蓝钤花
（Bluebell），蓝紫色，象小钤铛一样垂着，在路边或花园中能看到，但最多的
是长在树林里，大片大片的。

我家门口也种有几丛 Bluebell，在我们搬来之前就有的。我想去看看传
说中花的海洋，于是跟田田一起出发了，就往我们镇上的树林（Wood）走，希
望碰碰运气。网上有人说 Bluebell 最多的地方在此树林北部。在树林中走
着，来到了正中有六条路交叉的 Six Ways，问碰到的一些人，他们不知道哪
有 Bluebell。再往北走，又碰上一些人，告诉我有 Bluebell 的地点，在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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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林中的蓝钤花

处，但 Bluebell 不太多。因为往北我们连 Bluebell 的影子都没看到，便改道
往东南方向靠近高尔夫球场走。

在交叉路口正想该哪走时，已经看到山坡的道旁边有一些 Bluebell，我
们连忙跑上去。再往上走，便见到更多的 Bluebell，在树底下，一片一片的。
田田跑来跑去看，说很漂亮，说她真想在这里过夜了。

等田田看够了，我们往家走。这一下午走走停停，我们在外面呆了将近

三小时。田田说下次还跟我走树林，看花。

第三天，我们一家人又去树林里走了几个小时，看到了更多的 Bluebell，
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花草。家附近有这么美丽的自然风景，悠闲地逛，就象

度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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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车

何考过驾照后我们便开始找车买，因为是新手，便想先买辆二手车。主

要在 www.autotrader.co.uk 上找，有很多探索选项，我们要自动车（因为我
学的是自动车），五门（有些写四门），再选离家不太远，填上最高价钱会缩小

搜索到的车的数目。有时也专门选某一种车型来看。我们也去 whatcar 和
parkers 网站上看车的评论。还了解了一些基本注意事项，比如要查 HPI 看
车的历史：是否有经济问题，是否被偷的车，是否出过事故等。

有热心的朋友开车带我们去不同的车行看车，我们自己也去镇上的车

行转转。我因为还没正式驾照，不能试车，只能在驾驶座上试位置高低。因

为身材矮，有些车对我来说位置太低，或位置能移到够前面但脚的活动空

间太小。就这驾驶座位淘汰了一些车型，目标锁定在三种车型上，Mercedes
Benz A class，Ford Focus 和 Citroen Xsara Picasso。A class 是我现在学车
用的车型，位置最适合我了，比较高，视野好，但维修贵。Ford Focus 性价比
高，买的人多。Citroen Xsara Picasso 评价也不错，后排有三个独立座位这
点吸引我。

二手车的一个麻烦是车子或多或少有些问题，有两辆 09 年的车甚至
想试开都没试成，一辆 Ford Focus 轮子动不了，一辆 A class 系统警告有故
障。在英国买二手自动车的另一个问题是二手自动车太少了，有时一个车

行某种牌子的二手自动车就一辆。有次我们刚拿了车钥匙看 Citroen Xsara
Picasso 车，车行老板来要钥匙，说这辆车卖掉了，有人比我们早一点看车，现
在决定要了！还有几次，我有意的车子，打电话过去，已经卖掉了。

一段时间后何总算试了一辆 Ford Focus 车子了，06 年的车，5000 英镑。
不过对车状态不太满意，比如刹车时会震动，据车行说是因为车长时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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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车

开，车轮里的 disk 生锈，说开一段时间后会好，可我们不太确定问题根源，不
敢买。我曾经想过买公司内部员工的一辆很老的车，想老就老点，但很便宜，

能开一年半载就好，然后就买新车。但考虑到买后立刻就要换轮胎，还不知

道别的零件要不要修，放弃了。

一次去 Mercedes Benz 的 dealer 那里看车时，他们给我们试了一辆
2011 年 9 月的车，A160（2.0，柴油车），挺新，是他们 pre-register 的车，他们
自己员工开了 3000 英里，卖价差不多是新车价的 7 折。何试开后我们觉得
车子挺颠簸，没谈价钱就走人了。后来又试附近 Ford Focus 的车，也颠簸，
便想是不是那边路不太好，重新考虑 A class。上次看的那辆已经卖掉了，这
次试了同样配置，同样车龄的车，不但试了市区的路，还试了高速公路，试过

后不错，但这辆价钱比上一辆要贵 500 英镑。
我问销售员能给什么折扣，销售员问过 manager 后说价钱不好商量，但

可以送给车子加膜（StarGard）的服务。我说你这辆车跟你们刚卖掉的蓝色
那辆一样配置，这辆里程还高一些，怎么这辆还贵一些。销售员问我什么时

候能做买不买的决定，我说价钱合适今天就付钱。我讨价少 1000 英镑，销
售员又去跟 manager 商量，回来说是因为车子颜色的原因，银色的比蓝色的
贵，那辆车一分钱没降就卖了，这辆他们最多折扣 200 英镑，说他们已经在
亏钱了。

我觉得 200 英镑折扣太少，我的心理底线是至少跟上次那辆车一样价
钱。我说我觉得价钱偏高，我们想别处再看看。销售员再次问过 manager
后说实在无法再降价，我们感谢对方后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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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车（续）

那天离开 Mercedes Benz 的 dealer 后去试了一辆 07 年的 Citroen C4。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试过 Citroen 的车，想如果 Citroen 好的话，就买
Citroen，毕竟便宜多了。

Citroen C4 的车速显示是电子的，我觉得比仪表盘读起来方便很多。
可惜车子开起来噪音太大，何说发动机也挺响，又放弃了。于是我们最终决

定还是买较新的 A class 吧，贵就贵一点，可毕竟两年多时间保修，不用操
心。我们倒是想要蓝色的车，因为洋洋喜欢蓝色，田田说没有绿色的就要蓝

色。有一辆 2012 年的蓝色车，跟 2011 年银色的标价一样，希望能同样 200
英镑折扣。还有一点是 A Class 就要出新款了（third generation），这个新款
的驾驶位置就不再是现在这种高的位置，有过了这村没这店的感觉。

看起来这种 Pre-register 的二手车价钱很难讲下来，我们当初离开时人
家也没留我们。回到 Mercedes Dealer 那里，直接说要 2012 年蓝色的，跟
2011 年银色谈好的价钱一样，送那个车子加膜。销售员又去问 manager，
好久才回来。何说看来价钱没戏，果真是这样。销售员说 2012 年蓝色的
那辆他们正要加价，因为价钱搞错了。他们可以给我们原来的标价，送我

StarGard，再送一箱油。他给我看了他们系统里的价钱，确实提高了。我便
答应了他们的要价，毕竟这辆是今年 1 月底的，也就 4 个月，里程才 2000 英
里，颜色也是我们想要的。

我还以为我们直接就可以付钱开车走了。但销售员说他们还要对车做

检查，加膜，得送到 workshop，等到下星期才能拿到车。他让我先交 1000 英
镑押金，剩下的钱用银行卡在电话里付，他们会把车送到家。

回到家想起车子资料什么都没看。想起要查 HPI，花了 10 英镑钱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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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车（续）

了一下，倒是没经济问题，没被偷，没事故，也没里程记录，可能车子注册时

间还太短了，信息还不够。我还以为能看到是谁注册这辆车，可惜没车主信

息，只说是当前车主。有个免费查 VIN（Vehicle Identification Number），就
是车子的身份号码，按着定车单（Vehicle Order Form）上的数字填上，不对。
一 Google，发现人家没填全。看来交款前还是要看一下车子上的 VIN，再看
一下车子的文件，即使是从大公司那里买车。我们便要求去 dealer 那里办
手续（主要是签买卖合同），付钱，再提车。

约好时间到了 dealer那里，给我们看了 HPI，给了 V5C（车子注册文件）
附印件，说原件已经寄去 DVLA 换我们的名字了。签了买卖合同（Purchase
Contract），付了钱，给了发票。销售员还送了一束花给我们，有点意外。

最后给我们示范了车子的一些功能，打电话要了 7 天的免费保险，带我
们去加油站加油（免费送的一箱油），何便把车子开回来了。

于是我们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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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 Pinata

田田参加的好几个朋友生日聚会有游戏 Pinata，就是纸做的容器里装
着糖果吊在空中，大家用棒把这个容器打破，糖果就掉出来了，小孩子们兴

高彩烈捡糖果吃。Pinata 的游戏历史悠久，据说起源于中国，它是用来庆祝
春节的，最早的 Pinata 是用纸包裹着装满种子和小型水果。马可波罗在中
国的旅行中学习到这一习俗，然后把它传到了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西班牙

人在征服了墨西哥后把这个习俗带到了新大陆。现在是欧美小孩生日聚会

上很流行的游戏。

今天田田让爸爸去买糖果，因为她这几天自己做了个 Pinata，要玩这个
游戏。我们一家轮流用扫把打 Pinata，最后糖果掉出来时田田和洋洋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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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 Pinata

坏了，真是很好玩的游戏。不过最最重要的是这个 Pinata 是田田自己做的
（洋洋和外婆帮了一点忙）！

我很好奇她这个球形 Pinata 是怎么做出来的，她说是 iPhone 告诉她
的，原来她自己在 youtube 上找了个简单制作方法。吹一个气球，将报纸糊
在气球上，等报纸干了后将气球刺破拿出就剩下球形的纸容器了。然后在容

器上贴上粉红的纸，再剪些五颜六色的纸片粘上，一个漂亮的 Pinata 就做好
了。

粘报纸的浆糊是用面粉和水做的，环保吧。然后把各种糖果倒进

Pinata，拎着沉沉的。至于怎样把 Pinata 吊起来，外婆教了田田一个好办
法，将绳子系在楼梯栏杆上（下雨，没法在花园里玩），绳子上系一根铅笔，将

铅笔横在 Pinata 的口上就将 Pinata 吊好了。
要开始打 Pinata 了，田田让全家排队，轮流打。我们大人当然装模作

样，轻轻打，把打出糖果的机会让给小孩子。洋洋打出了第一颗糖果，接着

她们每次打的时候都有糖果掉出来，洋洋“Yo Ho Ho”地欢叫，或者姐妹俩
“Yummy, yummy”叫着去捡掉地上的糖果。

这个 Pinata 游戏还真能给小孩带来很多欢乐，再说有糖果吃，就更高
兴了。象田田这样自己做 Pinata 更增加了乐趣。田田说她还想再做一个
Pinata，我说那你要把这么多糖果留着下次用，她答应了。下次会做个什么
造型的 Pinata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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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线画庆 Diamond Jubilee

今年 6 月 2-5 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庆祝登基
60 周年，称“Diamond Jubilee”。伦敦有大的庆祝活动，我们没去凑热闹，不
过田田缝制了一幅庆祝 Diamond Jubilee 的画。

今年一月底时田田和洋洋学校有个艺术周（art week），每个年级以一
个国家为主题，有各种艺术活动。田田所在的二年级选的是西班牙，有画

（paint）、陶艺（tile）、歌曲 (song)、食物（food）和各种手工 (craft)。我最惊讶
的是她们班老师教每个小孩缝了个西红柿，红色的布是西红柿，绿色的布当

叶子，红布里面装的是棉花，用线缝好，其外形很逼真，针线也缝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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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线画庆 Diamond Jubilee

田田在家也喜欢做手工，以前就会织点东西，从学校学了 sewing (缝制)
后回家也想缝缝。我给她买了一本适合七岁以上小孩的“Knit it Stitch it”
（作者 Jane Bull）的书，她于是做了几样东西：布蛋糕，针垫（pin cushion），绒
球（pom-pom）和牛仔包。布蛋糕是用白纱布装了棉花缝起来，再用彩笔将
中心的白纱布涂红，四周的纱布还扯出一些丝丝。

那个针垫（pin cushion）也是用布缝的，有三层，在垫子上插针。田田把
针垫缝在她的针线盒 (一个瑞士手表盒) 的盖子上，既发挥插针的功能，也起
了装饰作用。至于牛仔包，田田让我给她找条旧裤子，我给她找了一条牛仔

短裤，她三下五除二剪好，然后缝好，还装了一条包带（有点细）。从那以后，

田田对缝制东西一直保持兴趣，还给自己做过装体操服的小花布袋。

这次女王庆祝登基 60 周年，学校组织学生参加艺术比赛，以“Diamond
Jubilee”为主题。田田想到了缝一幅画。

画的内容构思好后，田田先在画布上画好国旗和钻石，再写上“60 years
on the throne”。然后用黑色的线缝钻石的轮廓。至于国旗，用红和蓝色的
线缝，因为画布是白的，白色那块就不用缝了。缝的时候针刺不准，难免歪

了，有时要拆了重新来。那些字缝起来花些时间，因为更不规则。田田分了

几天把这幅画缝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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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Valley Park 一日游

前段时间田田和洋洋从学校带回来的“Primary Times”杂志有 6 月 17
号 Lee Valley Park Farms 开放日（open day）的广告，平常大人门票 8 英镑
（小孩 6.5 英镑），开放日这天只需一人一英镑。后来知道 6 月 17 日全英国
有约 300 家农场对外开放（大多免费，或只收很便宜的入场费），不过我还是
决定去 Lee Valley Park Farms，因为这个农场坐落在 Lee Valley Park，就是
说除了在农场玩，还有一个很大的自然保护区可以玩。

早上天气很好，到了农场发现很多人，车子停了好几块田地。进去后，

田田和洋洋便先在 soft play 场地玩，我绕着看了一圈动物，最多的是猪，有
一群刚出生一周左右的小猪特别可爱，还有在大片的泥地里自由走动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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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Valley Park 一日游

接着田田和洋洋去山坡上玩攀爬的蜘蛛塔（Spider Tower），蹦跳的 Jumping
Pillow, 坐着轮胎从山坡上滑下山脚。

快中午时有一场小猪赛跑的活动。有 6 头小猪，沿着一圈栅栏围着的
跑道跑。每个人可以猜哪头小猪会赢，猜对的人发一块奖牌。别以为猪就是

吃了睡，睡了吃，等栅栏门一开，那些小猪跑得挺快，估计是去争抢它们的午

餐。

另外有绵羊表演，三种不同品种的绵羊登场亮相，主持人还现场表演了

给另一只羊剃毛的整个过程。剃下的整块羊毛看起来很好，我还以为卖的话

会很贵，想不到只值一英镑钱。主持人解释说这些羊养来是为了肉给人吃，

而不是毛给人取暖。

看了猪羊的表演，我们乘坐拖拉机去另一处农场看奶牛是怎么被挤奶

的。一批奶牛挤在一条通道里，被插上管子，一边奶牛在吃草，一边机器挤

奶，看着怪可怜的。有介绍说一头奶牛一天要挤出 14 瓶超市里卖的牛奶！
从农场出来，我们去了 Lee Valley Park 玩，找了最近的一个湖 Seventy

Acres Lake。刚走近湖，就听到很多鸟叫，原来这湖中有很多小岛，非常适合
鸟儿栖息。Lee Valley Park 是个很大的公园，有很多让人们走路和骑车的
路径。我们走的只是很小很小的一段，但已经体会到是一个休闲运动的好去

处。田田和洋洋在湖边野餐的小林子里爬树，爬得舍不得离开。

说不定下次我们可以光在 Lee Valley Park 各处走动，不需门票，有湖，
有树，有野花，还有各种野生小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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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豆腐

最近看“舌尖上的中国”，那么多好吃的食物，嘴馋啊。好在生在江南，

好多好吃的东西，尤其是笋和豆腐两样。来了欧洲后，新鲜的笋没见过，豆腐

倒是中国超市有，但要买到新鲜的也不容易。我妈在的时候就会偶尔给我们

做豆腐，只是没有足够的工具，每次只能做一块。

首先黄豆要泡在水里，一般可以前一天晚上泡，第二天做豆腐。浸泡过

的黄豆连水放在打碎机里打碎，全部倒进纱布垫着的锅里，一边烧水。等黄

豆全打碎了，水也烧开了，将开水倒进锅里，搅拌，然后过滤。过滤出来的豆

浆再烧开，煮豆浆记得要小火，而且必须有人看着，因为豆浆沸腾是会有很

多泡沫，很容易溢出。等豆浆烧开时可以将适量的卤倒进豆浆搅拌，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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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豆腐

卤”。“点卤”要分好几次，豆浆就慢慢地结成豆腐花。

再将豆腐花倒进纱布过滤，用重的东西（可以用盛着水的容器）盖在上

面压，过一段时间后，就成豆腐了。

说着容易，做起来不一定容易，我自己还没做过豆腐。以前在老家的时

候倒是磨过豆腐。在老家时每年总要做几次豆腐，尤其是过节时。吃不完的

就炸油豆腐，撒点盐能保存好久，或者做豆腐乳。

虽然因工具有限，做出的豆腐实在数量有限，但就是新鲜啊。我妈用自

家种的青菜做了酸菜，配着自家的豆腐，真是美味啊。

做豆腐还有很好的副产品，在“点卤”前可以将豆浆盛出来吃。过滤出

来的豆腐渣只要煮熟，再加点调料，就是我喜欢的一道菜了，可以吃好几餐

呢。

我还真想哪天学学做豆腐，这样在天涯海角都能吃到这种美味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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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采草莓

以前就听人说夏天去农场采草莓，我今年从六月初开始关注，选中伦敦

北边的一个“Pick Your Own”农场，不单有草莓，还有其它莓和蔬菜等可以
任你采摘。这周末天气不错，农场的网站上说草莓已经很多了。吃过午饭，

打了电话确认今天有草莓采摘，便约了朋友一起出发。

到的时候已经有些人采了草莓要离开了，心想是不是草莓都被采光了？

不用门票，但每人（不管大人或小孩）最少需买两英镑的水果或蔬菜，采摘完

后按重量算钱。门口有价格，草莓是 4.29 英镑每公斤，菠菜 2 英镑多每公
斤，还有些其它菜。进菜地前拿一个篮子，问了一篮子草莓大概 10 英镑钱，
心里有数了。我姐的儿子童童正好在我家玩，和田田洋洋三个小孩每人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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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采草莓

个篮子，便往草莓架前奔。

此农场的一个特点是有些草莓是种在架子上的，叫“Table-tops”，采摘
的人就不用蹲下身去地里采了。前几排架子上没什么红的草莓了，我们便打

算一直往前奔，没想到最后几排的也不怎么好，反而是中间的还可以。草莓

架大概一米高，洋洋也可以采得着，于是我们便由着小孩子们自己采。田田

速度最快，很快就有半蓝子了。

接着我们往另一块菜地逛，发现那边也有草莓，是种在地上的草莓，个

子更大，更红，于是又采了一些草莓。菠菜看起来不嫩，我们没要。接着三个

小孩子便开始在草地上跑来跑去，玩他们想象中的“洪水大战”，有咪咪小人

等，还摘了狗尾草当剑。这跟我小时候多象啊，那时看了小人书，放学路上看

到拖拉机说是敌人的坦克来了，便往路边的田野滚。在野外，就是可以这样

天马行空地玩。

草莓采得够多了，玩也玩够了，我们便去付钱，我们一行六个人，最少消

费是 12 英镑，我估计我们的草莓不够 12 英镑钱，因为三个小孩采摘的草莓
合在一块是一满蓝子。没想到称的时候是 12 英镑多 5 分，收银员笑说我们
的份量太准了。

在农场的通告上还看到迟些时候有 Raspberry，Blackberry，南瓜和玉米
等，这个农场种植二十来种不同果蔬。也许过段时间还可以再去一趟，除了

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可以吃，小孩子还可以在野外玩，一举两得，何乐而不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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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机场停车接人

我姐和她女儿去苏格兰打球，从爱丁堡飞来伦敦，我们去 Luton 机场接
机。我们准备开车去接，上网查了一下如何在机场停车。Luton 机场有三个
停车场。最远的停车场（Mid Term Car Park）可以免费停车 30 分钟。第二
个停车场（short term）可以 drop off，pick up 和 parking，15 分钟内收 1 英镑
钱。最近的那个停车场（Priority Set Down）只是送人到机场用的（drop off），
1 英镑钱，不能超过 10 分钟时间。看来先停 Mid Term Car Park 再去 short
term 的停车场比较合适。一开始我还有点慌，只停 15 分钟要是人没到不是
还得出来再进去吗？后来发现可以停更长时间，只是收不同的价钱。

我们准备了些 1 英镑的硬币。刚到机场，我姐发短信说下飞机了，
我们便让她取行李后去 short term 的停车场。我们一不小心转进了只能
drop-off 的停车场，扔了 1 英镑的硬币，又转出来了。再一次转进停车场时
发现 drop-off 和 pick-up 停车场的入口很近，得注意才不会开错。这次总算
进对地方，在入口处要取一张票，上面打印着你的车牌号和时间。进停车场

后找了个位置停下。停车场还有点大，幸好有 1，2，3 等数字标着，于是把我
们车所在的数字告诉了我姐。很快她们就出来了，找到了我们。我们开出停

车场时还不到 15 分钟，出口付钱的地方不能用现金，只能用信用卡（credit
card）或借记卡 (debit card) 付钱。何塞了张信用卡，说是 1 英镑的费用结
果扣掉了 2.95 英镑，其中 1.95 英镑说是手续费（processing fee），我们说这
手续费相比停车费贵多了！

回到家后再上 Luton 机场网站查信息，发现这 1.95 英镑是用信用卡才
需要付的，如果用借记卡就没有手续费了。可能是晚上的原因，我们在付钱

时没看到什么提示。知道借记卡不用手续费也不错，以后就不用花 1.95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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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机场停车接人

镑的冤枉钱了。

第二天我姐夫从中国飞过来，我们要去伦敦 Heathrow 机场接机。
Heathrow 机场网上的停车信息很明确，short stay 的停车场可以停好几个
小时，而且停车场邮编就直接把你带到停车场。缺点就是 Heathrow 机场比
较忙，我们怕路上堵车，出发得比较早，比飞机到达时间早了 20 分钟到达机
场，等下机和入关挺长时间，结果停车超过 2 个小时，花了十多英镑停车费。
不过一切很简单，不用操心。

这两次机场停车接人也算赚了点经验。还有这两个机场都有 long stay
的停车场，可以停车好几天，适合坐飞机度短假的人，网上预定（pre-booking）
会有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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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布尔顿网球赛初体验

温布尔顿网球赛（Wimbledon tennis）听说过，却没看过。今年我姐夫来
伦敦看温布尔顿男子网球决赛，我姐说我们也跟去温布尔顿凑凑热闹，要是

能临时买到看大屏幕的票也好。

我姐六月问我能不能买到温布尔顿网球赛的票，我一查，这今年的票去

年就要申请，因为申请的人比票多，就要抽签（ballot）。抽到的人算幸运的
了。有一种票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叫 Debentures，但是很贵，决赛的票要上
千英镑。还有一种就是比赛当天去现场排队买票，会有很少主场馆（Centre
Court）的票，大多的票是看非主场馆的赛事和大屏幕播放的主场赛事。

在去 Wimbledon tennis 的公交车上碰到一对老头老太，他们显得很高
兴，因为他们已经申请了好几年的票，今年竟然抽中了，得到消息时还校对

了一遍，不太相信终于得到票了。更幸运的是还是决赛的票。不过他们告诉

我抽签得到的票是定日子的，如果比赛推迟了，就不一定是决赛了。我问他

们一张票要多少钱，他们告诉我 120 英镑，相比那些花几千英镑买一张票的
人，这个价实在是便宜，当然抽到这种票就跟中奖一样难。有时间的人花时

间每年参加抽签，没时间的人花钱买票，这个世界时间和金钱似乎总是鱼与

熊掌不可兼得的。

男子决赛下午 2 点开始，我们于下午 1 点左右到了比赛地点。有票的
人往入口处走，没票的想排队（queuing）买临时票的人已经排了很长很长的
队，排到 5 个小时后。即使我们排，估计等轮到时比赛都结束了！于是我们
便在附近一家餐厅一边吃饭一边看了一点电视直播，接着就回家了。中间因

下雨比赛暂停了一下，我们回到家后还看了一段电视直播，看到了结局，看

到了观众的热情和球员感人的讲话。被气氛感染，于是对看球赛起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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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布尔顿网球赛初体验

可是这 Wimbledon 网球赛的票比奥运会的票更难求，今年我是不是也
去参加明年比赛的抽签碰碰运气？有人说参加网球俱乐部更容易得到票，因

为俱乐部会分到一些票。这个可行性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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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夫球赛

我侄女参加 Faldo Series 高尔夫球赛，我跟着去看了。比赛前要先热
身，练球。有人开球车把我们送到了 range，就是练习长杆的场地。接着练
习 green（果岭）上的推杆。三点半比赛开始，提前 15分钟到第一洞发球台等
候。Faldo Series 是青少年的高尔夫球赛，男子分三个年龄组，16 岁（以下），
18 岁（以下）和 21 岁（以下）；女子分两个年龄组，21 岁以下和 16 岁以下。
这次的比赛是几个预选赛之一，选手必须达到一定的成绩（女子 Handicap14
以下）才能报名且限名额，每个年龄组决出的第一名参加今年九月的决赛。

侄女今年 11 岁，在女子组是年龄最小的，所以也不指望能赢，但这种经历是
很好的。

比赛时每三人一小组，每隔 15 分钟开始一组比赛。只有第一洞发球时
有裁判，接着就是三人相互给对方记分，自己决定不了的时候可以叫裁判。

一轮高尔夫共打 18 洞，大多数洞是 4 杆洞（标准杆 4 杆），有些是 3 杆洞，
有些是 5 杆洞，此球场共 72 杆。记分的简单规则是：如果跟标准杆数一样
多，叫 par，如果多了一杆，就是 +1( bogey)，少了一杆，是 -1(birdie)。也有
多/少 2 杆 (double bogeys, eagle)，3 杆的 (triple bogeys, albatross)。18 洞
打完的杆数加起来就是总成绩。比赛要比两轮（两天），两天的成绩加在一起

比谁的杆数最低谁赢。

可能是因为预选赛，只有比赛的小孩子的家人观看。我们就跟着比赛

的人走，要离开远一点，不能影响到打球的人。打高尔夫球简单说起来就是

每一洞先用长杆把球打远，争取最少杆数把球打上 green，然后用推杆把球
打入球洞。三个人轮流打直到大家都把球打入球洞。下一洞的发球台离开

这一洞的 green 很近，基本上两球道之间隔着树木，就这样一洞接一洞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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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夫球赛

有时球会打进沙坑或树丛/灌木，进树丛/灌木的如果在规定 5 分钟内把球
找出来就继续打，找不到要罚 2 杆。

我们就跟着侄女一洞又一洞地走，侄女要自己推球包，因为一直下雨，

球场很泥泞，我走路走长了都累，真佩服侄女不但要打球，还要推球包。一场

18 洞高尔夫球赛打下来要 4 个多小时，走差不多 5 公里。不管刮风下雨都
照常打，中间也没吃饭，只是带点干粮，打球的间隙吃一吃。这样的体育训练

对大人和小孩的毅力要求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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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伦敦奥运比赛

这周去瑞士出差时正好我姐也在瑞士玩，约我跟她一起多玩几天，她把

行程安排好了，旅馆定好了，我只需买张瑞士火车通票，实在是件很美的事。

但我还是回伦敦了，因为要观看伦敦奥运比赛，也许我这一辈子能看到伦敦

举办奥运就一次（伦敦上一次举办奥运会是 60 多年前的 1948 年）。

田田和洋洋各自做了一面小小的中国国旗，剪了一块红的布，用黄色的

线绣的五角星。田田有一件伦敦奥运的 T 恤，她给妹妹设计了一件奥运 T
恤，就在白色 T 恤正面画了奥运火炬，写着“Go on China”，反面是奥运五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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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伦敦奥运比赛

我们看的乒乓球比赛在晚上，我们下午出发，先在伦敦塔桥看了悬挂在

桥上的奥运五环。泰晤士河边挺热闹的，很多人拍照留念。玩了一阵，填饱

肚子后，我们便乘坐轻轨（DLR）去比赛场馆 ExCel。交通很通畅，20 分钟就
到目的地了。安检也很快，根本就不用等。不能带液体，到了里面有饮用水

可以灌。

我们看的是女子乒乓球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今晚是中国香港对韩国、新

加坡对朝鲜。没碰上中国队，便为香港队加油。因为两组比赛在同一场地同

时进行，不太能兼看两边，基本上只看了香港对韩国的比赛。坐在我们后边

的一家人也为香港加油，叫得很响，我们便跟他们一起加油，田田叫得很起

劲。香港队比分落后于韩国队，为香港队加油的还是有些人的。有时，全场

有几处会一起跺脚拍手喊加油。最后的女双两边打开了拉锯战，打了 5 局，
可惜的是最后香港队输了。

从赛场回来的时候交通也很流畅，我们差不多是最后出来的，到了轻轨

站台，立刻就有车子，然后转地铁，一路没耽搁。看来伦敦在奥运期间的交通

还是做得不错的。回到家，田田让我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奥运比赛的票可以买

到，这个有点难度。虽说现在还有些票发放，但想买的人很多。不知还没有

机会去奥运村（Olympic Park）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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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车记（36）：第七次路考

第七次路考，订在了星期三的中午，这一天交通会比较忙，但比较容易

订到考试时间。先测视力，问“Show me Tell me”的问题。然后开始独立驾
驶，考官告诉我左转、左转，然后往伦敦方向开，特别说了这不是记忆力考

试。很快就开上了 40 英里每小时的路，到了一个大 roundabout，是这个镇
最难的 roundabout 之一，有红绿灯控制，必须走对道（lane），而且那个 lane
是旋开来的，要顺着 lane 的左边线走，不然一不小心就到别的 lane 上去了。
Roundabout 里面还有两处红绿灯，不能开太快，随时准备停下。

一出这个 roundabout 就上了 Dual-carriageway，可以开 70 英里每小
时。高速上有一个 roundabout，要求直行，要选中间的道（lane）。好在这条
路以前开过几次，我知道怎么走。下一个 roundabout 要求右转，我必须换
到右边的道，在 Dual-carriageway 上换道是我最害怕的。我观察右边的镜
子，右边道上有好几辆车，只好等，等车走后我再打方向灯，再看镜子时右边

又有一辆车，这下我快到 roundabout 了，正愁换不了道时后面那辆车换到
我这条道来了，我正好换过去，及时在到 roundabout 前有足够距离时换到
右边道去了。

一下 Dual-carriageway 是 30 英里每小时的路。开了一段后考官让我
在前面一辆车的前面停下，我没意识到要做 manoeuvre，以为要开过那辆车
再停下，考官提醒我没到车时停下，这时我的车速较快，我停下时车没跟路

沿平行，而且离前面的车较近。要求我做 parallel parking，我再往前开到那
车的右边时离开那车（左右距离）有点远，而且不平行。我想这下要倒车平

行停车有点难，我的车转过来时会碰到右边的路沿吗？难道今天我要败在

manoeuvre 上了？我试着往后倒车，觉得车的位置不太好。我想调整一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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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车记（36）：第七次路考

置，问考官可以调整吗？考官说可以，于是我前进、后退，方向盘左、右转转，

总算把车停得离开那车近一些，平行一些。再开始按平常用的平行停车方法

操作。还好，我的车停得离开路沿足够近，但又没碰着。

这个 manoeuvre 做完后，就基本在镇上开了。竟然来到了那个最忙
的 roundabout（上次路考就在这个 roundabout 得了‘undue hesitation’的大
错而没通过）。在这个 roundabout 前有个红绿灯，正在我要过去时变成黄
灯，我停下了，虽然停得有点急。但我想还是停吧，因为我有一次路考失败

的一个原因就是闯黄灯。过了这个红绿灯到 roundabout，还好，不象上次
路考那么忙，而且上次路考后我主练 roundabout，这次我轻松地过了这个
roundabout。

很快回到了考试中心。考官在那算我有几个错，我想这一次不一定会

过，但我听到考官问我要 licence，我问他我过了吗？他说过了。我那个激动
啊。考官让我把照片的和纸的临时驾照给他，给我一张 certificate，没收到正
式驾照前就用这张 certificate 开车。

真不容易啊，考了七次，终于通过了。而且这次是我觉得最难的一次，

可只有 4 个小错。有人说要跟考官聊天，显得你自信。但考官只跟我聊了
两句，还是我提话头的。今天表现得不错的是所有的 roundabout 时机我都
把握好了，开得挺流畅。以前总有‘undue hesitation’大错或小错，或者速度
太慢的大错或小错。这次一个这种错都没有。

学车 14 个月，路考历时 8 个月，考过不同的路，不同的 manoeuvre，终
于拿到正式驾照了！

-88-



后记

如果要问新的一年的愿望，还是象三年前的那样，希望做一个乳腺癌幸

存者，希望能活过十年，完成我的“十年人生”日记！

2012 年 8 月 14 日
10year.wordpres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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