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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5專訪湖景小學中文班
專訪湖景小學中文班

記者李大明聖地牙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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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牙哥「福斯」電視台（ F o x5 ）的採訪車日
前再次開進當地湖濱鎮的「湖景小學」
（ Riverview Elementary Scho o l）校園，升
起高高的直播天線。稍後，該校女教師王幼璞上
中文課的現場實況，便從空中傳送到千家萬戶。
主持該台「晨間新聞」的美女主播海瑟  福特
（ Heather F o rd）做完這檔節目後感慨地說，
她在這裡看到的中文教育很正常，並無什麼「政
治色彩」。
「福斯」上次派員到這所小學採訪，是在並不融
播放 | 暫停 | << 上一頁 | 下一頁 >> 洽的氣氛之下進行。當時電視台接到投訴，有人
圖片
「福斯」電視台的採訪車再次開進「湖景小學」校園，顯示 質疑「湖景小學」在當地州立大學（ SDSU ）孔
美國中文教育正受到高度關注。（記者李大明／攝影）
子學院協助下開設中文課，有「替共產黨宣傳」
之嫌。電視台向「湖景小學」校長奧林匹亞  基里亞其迪斯（ Olympia Kyriakidis ）提出實地採
訪的要求，得到校長坦然應允。於是「福斯」的採訪組把該校中文班的上課情形，以及教材、
學生作業等，都不客氣地詳細錄影。
當時的採訪組雖然帶著疑慮而來，但畢竟在拍攝中絲毫沒有看到所謂「宣傳共產主義」的內
容。女校長奧林匹亞還告訴記者們，中文並非學校外語教學的唯一語種，學生及其家長可以自
行選擇學中文還是西班牙文。有的孩子甚至兩科全選，短時間內就能用中文、西班牙文，加上
本來的母語英文，作三種語言的簡單對話。有鑑於此，「福斯」對該校情況作了一番雖然冷
漠，但尚稱客觀的報導。
5 月 6 日這次重訪「湖景」，電視台採訪組的態度轉趨熱情、友善。他們拍下孩子們認真讀中文
的鏡頭，以嘉許的口吻作旁白解說。主播海瑟  福特還與中文教師王幼璞、徐可、呂宜婷，以及
州大孔子學院院長劉麗容親切交談。學生們也在音樂教師維塞斯基（ Veseskis ）指揮下，為電
視台客人演唱了拿手的歌曲。少男少女個個爭相與海瑟  福特握手，採訪現場幾乎變成了歡樂的
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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