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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

生活的包装撕开不是生活，透

明薄膜之下并非透明。

丁宣语第一次坐到我面前的时

候，那股饱满的艺术家气息顺着他

的黑色羊毛大衣弥漫开来，我不免

好奇地打探他是否已将自己对于艺

术的热爱延伸到服饰搭配，养成属

于自我的独到喜好与品味。

面对这个问题，眼前这位来自

北京十九岁的大男孩抿嘴一笑，清

俊的脸上浮现了那些关于少年之情

你需要知道的一切。他说对于风格

自己没有定数，女朋友看了也许会

生气，他的衣柜膨胀，她无法赶上。

如果风格算作定义深度的一种

方式，那么在了解丁宣语这件事上，

他不会给你穷尽的机会。大多数人

对丁宣语的了解，始于音乐舞台旁

专属于 DJ 的一隅，从新生舞会到

燃点音乐节，那个头带耳机棒球帽

狂拽酷炫却又不失大气的打碟王，

总是出现在那一晚被刷爆的朋友圈

里。

我问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

己火了，丁宣语微笑着摆手，混个

脸熟而已。

丁宣语说自己最爱的还是电

音。电音在近些年，逐渐成为新一

代文艺青年玩的后现代音乐产品，

丁宣语说自己接触音乐很早，但真

正加入电音行业是高中以后的事

情。丁宣语的童年和大多数 90 后

一样，都有着一段被逼无奈学钢琴

的经历，他说那时每周的钢琴课

是他最痛苦的事情之一，一弹错

就会被打手，一直学到小学毕业。

学到小学毕业并不是强调学习的时

间有多么长久，其实真的只是因为

他学不下去。而也正是在这一段懵

懵懂懂、与钢琴的相爱相杀中，丁

宣语累积了丰富的乐理知识，为他

之后音乐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丁宣语说自己对电音的疯狂，

有很大程度是来自节奏感的吸引。

他在派对上放的歌 BPM（Beat Per 

Minute，每分钟节拍数）大约都在 

128 左右，但这并不是说电音都是

快歌，这是大多数人容易对电音产

生的误解，电音中其实也有许多歌

很安静，类似 Future Bass 的抒情

类型，BPM 在 60-70 之间。

“电音没有歌词，给人留下很

大的想象空间。有歌词的歌会让人

觉得意境已被定好，要么分手，要

么和好。”他很在意自己对于艺术

的渴望、想法和表达，他保留属于

自己用艺术诠释这个世界的独特机

会。也许这是每一位用独立思考的

大脑观赏世界的艺术家的共性。

在还没有正式采访之前，我先

采访了几个身边的同学，身边理工

的朋友听闻丁宣语大名的反应几乎

如出一辙，“噢，那个很帅的 TA (助

教 )来着。”

如果一个人会玩也还作罢，能

玩又帅成绩依旧爆表，对于广大群

众来说这无疑又是一场撕裂生活本

质的暴击。我其实很好奇一个人是

如何能够将兴趣与学业平衡到同他

一般的恰如其分，而在这个问题上，

丁宣语给出的答案异常的简单。他

说自己是一个爱玩的人，所以只能

该学的时候好好学，能玩的时候尽

情玩。丁宣语从未认为自己的成绩

值得圈点，从某种程度来说他对自

己总是能够提出更高的要求。在他

的口中，自己不过是一个在对的时

间用功的人，不将自己的时间全部

分给学习，但在学习的时间投入完

整的自己。

生活类似一场平静之下的暗流

汹涌，无数的细小分支在车水马龙

构架的庞大镜面下穿堂而过，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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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丁宣语生活的方式，生活

的每一个侧面都归属自己。这个将

生活过成一首歌的男孩，他的身上，

有无限发掘未知的可能，他对待生

活的方式看似复杂，却又简单，他

从每一个特别的角度，打开生活的

缺口，活出了属于自己生活的每一

个侧影。

或许生活的后花园有酒有歌，

玫瑰娇艳，有的人沾上香气，占为

己有，终不免干涸枯萎；有的人灵

魂浇灌，留下芬芳一片。

出自己所需，拾起，丢弃；经过权衡，

抉择，才能决定是否开启暗藏背后

通往彼岸的道路。

当话题逐渐从严肃的专业性知

识过渡到生活，我才意识到，音乐

和学习不过是丁宣语纷繁生活中撷

取的两个侧影。“平时喜欢看看书，

大概自己胃口惊奇，来者不拒。”

丁宣语谈论起自己平时的爱好，脸

上浮现出他特有的微笑，无论阅读

还是音乐都不过是一种表达的形式。

这个男孩不愿错失探索世界的任何

一种可能。

他看书的风格发生过变化，童

年的时候热爱科普，反复翻看法布

尔的《昆虫记》。之后他便逐渐倾

向文学性方向的书籍。他少年时代

的阅读轨迹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

郭敬明、韩寒，玄秘梦幻，亦或

逼仄偏执，校园情爱，或是热血澎

湃……书籍打开了一个初中少年对

于这个世界未来的憧憬。后来丁宣

语对于书本的喜爱得到了老师的关

注，在高中班主任的关照下，他又

看了不少硬书，比如《加缪全集》。

不过在丁宣语自我认知的世界

里，他最爱的还是小说。太宰治、

川端康成是心头大好，日本文学言

语之中，独特的感物琐碎化视角，

笔法细腻温柔，白描雕琢，情感汇

聚不露痕迹。

“那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呢？”

“嗯……这怎么知道啊，也没

有特定的类型。不过喜欢健身我觉

得挺好。”

我随意问了这个问题，虽然也

并不期望能够得到答案，不过却意

外的引入了丁宣语生活的另一个侧

面。

其实很难想象这个文气的丁宣

语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健身爱好者，

从他的话来看他应该“脱了更好看”。

“每天都会留出时间去健身。”他

告诉我他一天的时间表，因为早上

有的时候起不来，索性就把所有的

课都尽量排在下午，早上醒后空出

的时间就会去健身房锻炼。谈到运

动，眼前这位小伙子几乎是两眼放

光，篮球、网球、羽毛球，他说自

己喜欢尝试也愿意参与。实际上丁

宣语在运动这条道路上并不仅是尝

试而已，他曾任思廷书院篮球队的

队长，随球队南征北战，青史垂名。

运动对他来说是一件洗涤心灵

的事情，一个人在运动的时候不用

想太多，只需要让身体受累，头脑

反倒可以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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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比较深的，是特别大的一棵树，

树的叶子是紫色的。我觉得可能是

榕树，因为它旁边有一些很小的树。

我觉得它的根是连接在一起的那种。

我在整棵树的顶端，外公在树下面

叫我，突然他身份变了。他变成了

一个木匠，一个刻木头刻得很好的

木匠。但是他声音有点异常。有一

天他拿着鞭炮跑到火车站去，被警

卫抓到了，我们全家都去看他……

那些紫色的叶子就全部落下来了，

我也下来了，我看到外公站在我面

前……然后我就醒了。”

大部分艺术创作者都有过从梦

中获取灵感的经验，不仅是因为梦

是潜意识的整合，也因为梦中的情

感远比醒来的时候要强烈而真挚。

“艺术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传达体验。”

他这样总结道：“无论是音乐、绘画、

电影、文学、甚至游戏，他们共通

的地方就是传达了一种体验。”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人。经

历不同所导致的差异，是人与人之

间无法完全理解的悲哀。艺术由孤

独的人创造，传达出一种必须传达

的东西，然后就迅速地在形式上枯

萎、凋零、死去，留下无法诉说、

难以名状的“体验”——正是这种

体验，给了创作者们一种被理解的

幻觉，支持他们在这条道路上，继

续漫无目的地行走下去。

 “我每天在自习室待三十个

小时，创作音乐六十个小时，高烧

八十度，每天晚上头发都要掉光，

第二天又全部长出来。”

位列 Dean's list 的汪福山，

投入在学习上的时间似乎并不多。

“我不觉得做音乐是一件很酷

的事。”在我问到他这个问题时，

汪福山毫不犹豫地回答。这个快

二十岁的腼腆大男孩，在谈及他的

音乐时，眼神里露出有些不相称的

沉稳与平静。“先不谈内行外行，

所谓的创作、产出，本质上是一种

潜意识的排遗。”

从他仿佛将自己的作品贬为垃

圾的激进用词中，不难体会到他对

外行人，以及对自己的一丝嘲弄与

无奈。“创作”这件事给予他的独

特体验，若是能简单的通过一个小

时的采访传达给我们，那创作这件

事，未免太过简单。

 “你觉得音乐创作的基本过程

是什么？”

“嗯……一开始，就等。”

中午十二点是汪福山所在寝室

的“清晨”。没有早课的时候，他

往往在十点钟左右起床、简单地洗

漱，开始一天的生活。他桌子背后

的那面白墙上，摆着一块 50x30cm

的软木钉板，上面层层叠叠用大头

针钉满了各种各样的小纸条：日程、

随想，但最多的还是写着类似“F/

C/Am/D”这样让外行人有些摸不着

头脑的和弦走位。

“找灵感最好的方法就是做

梦。”当我们问到他寻找灵感的途

径时，他给出了坚定的回应。“因

为睡眠本身，就是一个潜意识整合

的过程。也没什么技巧吧……就是

突然感觉这个时候睡觉就能有灵

感。”

当我们要求他分享一些自己的

梦境时，他爽快地答应了。“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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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音乐真的很酷吗？不然。为了 GPA

学习真的很 low 吗？不然。只是单

纯地无法互相理解。啦啦队员真的

理解比利林恩（Billy Lynn）吗？

当她们称他为英雄，当鲍伊（David 

Bowie）那一首 Heroes 响起，被称

作英雄的人，真的认为自己是一个

英雄吗？

被问及感情生活的时候，他坦

白说自己没有女朋友。“只要不是

充气的就行。”发表完自己宽松的

择偶标准后，他开心地笑了。我私

下里问他的时候，他说：“因为没

遇到过理想型。”我又问他“你的

理想型是什么样的？”他说：“因

为没遇到过理想型。”我又问他“你

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

“惠惠我老婆。”说完，他转

回自己的 midi 键盘，手指在上面敲

击起来。他头上戴的HD598并不隔音，

跳动的音符从他的耳际飘散出来，

弥漫在他周围的世界里；无法进入

那个世界的我们，听到的只有塑料

与塑料琴键撞击的闷响。

手艺人，而不是艺术家。

近期，汪福山的日程里多了一

项每日活动：练琴。每天八点左右，

C208 就会连续一个小时飘出悠扬的

琴声。他还添加了另外一项日程——

跑步。

回想起我们采访的第一个问

题——“你就是 CUHKSZ 的音乐大才

子汪福山吗？”他问我们是谁创造

的这个头衔。

“是全校同学给你戴上的这顶

帽子。”

“我不知道 ‘全校’这个人，

我也不喜欢这顶帽子。”他有些打

趣地回应道。

大概在创作者的内心中，“艺

术家”的概念永远都太过遥远，而“手

艺人”这个称呼，就显得容易触及

一些。“创作实际上有很多机械的、

规则性的东西在里面。艺术并不是

天马行空的，音乐更不是。”创作

并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就如同其

他手艺人一样，只是匠心所在而已。

匠人追求的一片安静的天地，大概

是不能用“酷”去概括的。

夜幕降临，CUHKSZ 却永远不会

睡去。已是凌晨两点钟，汪福山依

然在有节奏地敲击着 midi 键盘，寝

室窗户正对面的自习室里，也有人

在奋笔疾书。也许一个或几个小时

后他们都会睡去，但总有人会普通

地醒着，做着一些普通的事情，普

通地迎来新的一天。

普通的汪福山，在新的一天里，

也普通地在创作的道路上，缓慢而

坚定地前进着。

除了上课和写作业，他全身心投入

学习的时间，也只是大考前的一两

周。他读书、追番、做音乐、做独

立游戏；他的兴趣太多，不懂他的人，

可能难以想象，他的一天能塞进多

少东西，更难以理解他是如何从如

此广博的兴趣中，获得那么具体的

快乐。

我们私下里讨论的时候，曾经

聊到创作欲的问题。我说我对人的

理解太片面了。曾经我觉得，创作

欲是人人都有的东西；进入大学之

后，见到了太多每天仅仅为了 GPA

奔走、为了完成事情而去做事的人，

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每一个人的身

体里都存在灵魂。我们称那些“没

有灵魂”的人为“麻瓜”，因为他

们没能了解到，这个世界真正有趣

的地方。

人大概就是这样，对自己无法

理解的、异己的东西充满了恐惧，

所以不是过分崇拜就是厌恶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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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重要人物，如老子和孔子。

我们学习、阅读他们的著作，并尝

试理解其中的精髓。我还从我的中

国学生那里，接触了中国的古诗。

当时我执教一门翻译课程，一位中

国学生递交了一篇论文。在文中，

她将李白的一些作品的翻译成了俄

语。自此，我便接触到了李白绮丽

的精神世界。

问：我们都知道，您在俄国

语言和文学研究方面很有建树，您

认为什么因素对您的成功影响最大

呢？ 

答：天知道。上帝掌控一切。

多谢上帝了。谢谢！（中文）

在思廷书院举办的第一期思

廷讲堂中，思廷书院邀请了莫斯科

国立大学语言系副教授 Elena V. 

Polischuk 女士介绍俄罗斯及其文

化。讲座后，思廷传媒社的成员们

对 Polischuk 教授进行了专访，让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问：您来过中国几次？

答：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但

自童年起，我就通过我的祖母，了

解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中华人

民共和国于 1949 年成立，从此它便

赫然出现在世界版图上。当时，祖

母在学校工作，她在众师生面前，

宣读了这则消息。饱受苦难的中国

终于获得独立和解放，大家都为此

感到高兴。后来，我在莫斯科国立

大学工作，中俄之间的教育、文化

纽带变得越发紧密，许多中国学生

前往俄罗斯求学，我也很高兴成为

一些中国学生的导师，我指导李小

伟（音译），陆英（音译），卢一

涵（音译）等学生，和他们一起工作。

这次我来中国，能够亲眼感知

它。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有热心、

美丽、善良的中国人民，都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问：您了解中国文化或文学吗？ 

答：我们学校的教授均受过良

好教育，所以了解中国的哲学，和

问：我们了解到您研究过契科

夫的作品，那么，您能介绍一些他

的短篇小说吗，比如《凡卡》？

答：《凡卡》是个很悲伤的

故事。凡卡是个孩子，但他已经在

远离家的地方生活，而且在那儿努

力地工作。可是那里的生活和工作

都太过艰难，于是他想回到爷爷

家。他给爷爷写信：“我亲爱的爷

爷啊，带我离开这儿吧。带我回家

吧。” 然而，凡卡太小了，他不

知道爷爷的地址，只是简单地在信

封上写下“乡下爷爷收”，然后就

把信投进了邮箱。这是尤为悲伤

的一个情节，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永远都不会收到爷爷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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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there. He wants to go back to 

his grandfather’s. He is writing letters, 

“My dear grandfather, please take 

me away from this place. Take me 

back home.” But he is so little that he 

doesn’t know his grandfather’s address. 

On the envelope, he just writes, “To 

the village. To my grandfather.” Then 

he puts his letter into a mailbox. This 

is particularly sad because we know 

he will not be able to hear from his 

grandfather.

Q: What about the story of Belikov, 

the main character in The Man in the 

Case?

A: This is a very symbolic story. 

Belikov teaches Latin and ancient 

Greek in a high school. He is far from 

contemporary modern life. He teaches 

dead languages and wears a lot of 

clothes even it is hot outside. Hewears 

a coat, a hat, and a pair of   boots. 

He wants to be far from the students, 

the real life. In this story, Chekhov 

expressed a very important idea that a 

person should not put a wall between 

himself and his surrounding life.

In the conversation, Prof. Polischuk 

answered our students’ questions 

by offering vivid examples with 

amicability and decorum. We all hope 

she enjoys her stay in China. Muse 

College i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her again. 

问：《套中人》的主角，别里

科夫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答：这个故事极具象征意义。

别里科夫是一个教拉丁语和古希腊

语的高中老师。他与现代生活距离

很远。他教授“死去”的语言。即

使室外很热，他也总是穿着外套，

戴着帽子，套着靴子。他希望与自

己的学生和现实生活保持距离。契

科夫借这一故事，传达出一个重要

思想，即个体不应该试图将自我和

周围环境割裂开来。

采访过程中，Polischuk 教授礼

貌的答复、大方的谈吐、生动的举例，

令人印象深刻。愿她首次中国行愉

快。思廷书院也期待她的再次来访。

In the first episode of Muse College 

Colloquium, the College invited 

Dr. Elena V. Polischuk,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hilology at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to give an overview of 

Russian culture. After the lecture, Prof. 

Polischuk shared more experiences and 

culture observations in the interview 

with students from Muse College.  

Q: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been to 

China?

A: It’s my first time here. However, 

I knew a lot about China from my 

grandmother.   I also knew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establ ished in  1949.  Since then 

China appeared on the world map. 

My grandmother was in school at 

that time. She prepared a special 

report and presented it in front of the 

teaching staff and students. Everybody 

was so happy that at last the war-

stricken China gained its liberty and 

became independent.  Since my early 

childhood, I knew a lot about China. 

When I started working in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our (China and 

Russia)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links 

became tighter and closer. More and 

more Chinese students began coming 

to Russia, and  I was so happy to 

become the scientific supervisor of 

many Chinese postgraduates, including 

LI Xiaowei, LU Ying, LU Yihan. We 

worked together, and I was happy 

to have themin my class under my 

scientific guidance.

Q: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A: Our university professors are well-

educated and know a lot about Chinese 

philosophy, including pivotal figures 

Laozi and Confucius. We learned, 

read, and tried to understand it. Also, 

from my Chinese students I knew 

a lot about ancient Chinese poetry. 

For instance, one of my postgraduate 

students translated Li Bai’s works from 

foreign languages to Russian. She was 

in my class and presented a paper in 

which she translated Li Bai’s poems 

from Chinese into Russian. Since then, 

I opened the door to Li Bai’s beautiful 

spiritual world.

Q: Since you are a leading researcher 

in the study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hich factor do you 

thinkmatters the most on your path to 

success? 

A: God knows. I … don’t know. 

E v e r y t h i n g  i s  i n  t h e h a n d s  o f 

God. Thanks.  Xiexie! (Thanks!)

Q: Since you have studied Anton 

Chekhov’s works  before, an you share 

some of his short stories, like Vanka?

A: Vanka is a sad story. The main 

character Vanka is a child who lives 

far from his home and works hard for 

his family. He finds it hard to liv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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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参

与的商赛中，苏丽文教授多次担任

学校代表队的导师。今年，在她的

指导下，由我校学生组成的 Team 

Inspiration 在 2018 欧莱雅校园市

场策划大赛巴黎全球总决赛中，跻

身世界六强，这也是中国队史上最

佳成绩。谈及参赛体验与观感，苏

教授认为，欧莱雅市场规划大赛与

其他常规性赛事（如汇丰银行商业

案例大赛）不同，它不仅要求参赛

者具备解决商业问题的能力，更需

要他们能够推广全新概念、将知识

应用于实践、拥有创新能力。

关于如何培养创新能力这一问

题，首先，苏教授认为创意并不来

源于老师的指导、课程或书本。“仅

仅在教室里发奋图强的学生，不是理

想的参赛者。”其次，她指出创意

源于生活。“大家应该紧跟行业趋势，

洞悉消费者的想法、心态与心理。” 

的

“我不仅仅从学术层面教导学

生。 ”因此，她带领学生参与商

赛。学生将所学知识付诸实践，接

受全面教育，实现综合发展。“同

时，商赛为大学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我们能够与其他学校、公司、组织

建立联系。她回忆，学校此前并不

为人所知，但 2017 年首次亮相欧莱

雅全球总决赛后，许多参赛学校以

及相关机构都向学校表达了合作意

向。另外，大学代表队在汇丰商赛

上崭露头角后，汇丰银行也将学校

列为合作院校。在中国大陆 ，获

此殊荣的学校仅有五所。她补充：

“我喜欢与其他群体建立联系。”

“市场营销知识的确面向推销员，

但是我们需要定义‘推销员’这个概

念。”长期以来，大家对推销员存在

刻板印象，认为他们只是强行推销保

险的业务员，苏教授却指出，每个人

都是推销员。“公司总裁、政客，甚

至教师，都是推销员。一些教授深受

学生爱戴，那是因为大家喜欢他们推

销知识的方式。”她认为，市场营销

是一门综合的学科，它包括了创意推

广、销售策略以及利益分析等内容。

“市场营销在当代生活中无处不在。”

苏教授认为，市场营销涵盖产品

研发、服务提供、人际交流以及对于

不同顾客价值观的理解等各个方面，

颇为有趣。谈及从事市场营销工作的

最佳人格，她认为外向型性格不是必

然前提。“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

手段，在这一行业中的作用越加重

要，人们可以不断掌握信息，更好地

了解客户、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

“港中深的学生在第二学年，

才能正式接触市场营销管理的课

程。因此，许多学生，尤其是大一

新生，对于专业选择感到迷茫。但

是，学生学习了这门课程，对于专

业有初步了解，发现它的乐趣后，

就决定来读市场营销专业了。”

她提到，学院已着手调整课程设

置。另外她还提供了建议：“同学们

可以与教授市场营销专业的老师交流，

提前了解这一学科，以便尽早做出决

定。”  

苏教授曾在英国学习，并获得

学士和硕士学位。她曾与众多留学生

一样，在异乡体会到文化冲击，也因

此感到焦虑和不适。“但当我适应之

后，我在英国学到很多，包括它的文

化。”“现在，中国留学和交换生的

人数迅猛增长，这也为他们学习别国

文化提供了机会。”她补充道：“不

过年轻的学生们，需要适应新环境，

调整心态，详细规划，以期日臻完善。”

许多留中国学生不愿接触当地学

生，形成了自己的中国朋友圈。苏教

授认为：“我们当然需要中国朋友，

我们的语言、食物、口味都是一样的。

但是，大家还应思考出国留学的目的。”

她建议：“留出一些时间，与外国学

生交流，成为朋友，了解他们的生活

方式。”

她说：“大家出国留学时，需要

提高语言技能，理解当地文化，同时

增强人际交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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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in L’Oréal competition

I n  s e v e r a l  c a s e  c o m p e t i t i o n s , 

Prof. Stella So was the advisor of 

representative team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CUHKSZ). With her guidance, team 

Inspiration made into global top 6 at 

L'Oréal Brandstorm Challenge 2018 

Global Finals, setting a record for the 

best scor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peting teams. Prof. Stella So shared 

her experience and observation of 

this event. Compared to other regular 

contests, including HSBC business 

case competition, Brandstorm L'Oréal’s 

idiosyncrasy required not only the 

participants’ ability to solve business 

problems, but also the creativity to 

develop new concepts, capability to 

transfer textbook knowledge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and innovative 

ideas. 

"Creativity comes from the

 outside world"

W h e n  a s k e d  w a y s  t o  i m p r o v e   

creativity, Stella first made it clear 

that creativity did not emerge from 

professor’s instructions, courses, or 

textbooks. “Assiduous students who 

purely work hard in the classroom may 

not be ideal competitors.” Second, 

according to her experience, creativity 

came from the outside world. “Students 

need to keep abreast of the industry 

trend, and understand consumers’ 

thoughts, mentality, and psychology.”

"I enjoy participating in business 

competitions."

“I do not teach students only from an 

academic perspective.” Instead, she 

led students to business competitions 

where they put what they learned into 

practice, got holistic education, and 

engaged in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business case contests 

provide a platform where CUHKSZ 

can build networks with other schools, 

companies ,  and organizat ions .” 

According to Stella, after CUHKSZ 

made its debut at L'Oréal Brandstorm 

Grand Finals in 2017, our university 

went  f rom a  l i t t le -known name 

to universi ty with several  well-

known  campuses, corporations, and  

institutions envisioned prospects for 

further cooperation. The University’s 

involvement in HSBC business case 

competition followed the same pattern, 

as CUHKSZ was recruited as one of 

the five L’Oréal partner schools in 

China. “I have a passion for building 

networks with other groups,” she 

added.

“Everybody is a salesman.”

“Marketing is for salesmen?” said 

Stella. “But you have to define the 

word ‘salesman’.” Far from the long-

held stereotype about salesman who 
huckstered insurance products, she 

argued everybody is a salesman. 

"CEOs, politicians, and even teachers, 

are salesmen. Some professors endear 

themselves to students, because their   

way of selling knowledge is well 

received." Marketing, according to 

her, was a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 

including idea promoting, selling 

strategies, and stakeholder analysis. 

"It’s ubiquitous in contemporary life."

"I enjoy marketing."

In Stella’s view, marketing included 

product development, service delivery, 

communications with people, and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customers’ 

values. It kept intriguing her. 

When it came to the best disposition 

for marketing, Stella thought extrovert 

personality was not necessarily a 

prerequisite for this career.  “As 

technology,  including Art i f ic 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plays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 in this 

profession, you can constantly absorb 

information to know customers, 

stockholders and suppliers better.”

About major selection

“CUHKSZ students usually haven’t 

been officially exposed to marketing 

management until the second year, as 

a result, students, especially freshmen 

are too bewildered to select marketing 

as their major. However, as the course 

initiates some students into marketing, 

they find it interesting and make up 

their minds to study this major.”

Stella mentioned the school already 

placed curriculum adjustments on 

its agenda. She also offered another 

suggestion. “To make early decisions, 

s tudents  can communicate  wi th 

professors of marketing to understand 

this profession in advance.”

“Not only knowledge, but also the 

culture matters.”

Stella studied in Britain. Like hundreds 

and thousan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experienced culture shock, she 

used to feel anxious and uncomfortable 

in a foreign land. “But after I got with 

it, I learned a lot in England, including 

its great culture.” “Nowadays, the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overseas or going on exchange has 

surged. That provides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ies to learn about other 

cultures.” She added, “But students are 

young. They need toadjust to a new 

situation, change their mindsets, and 

make plans in order to train themselves 

into better people.” 

"You need Chinese friends, but you 

also need local friends."

When studying abroad,  Chinese 

students usually stay away from local 

people and form their own groups. 

Stella commented, “There’s no doubt 

that we need Chinese friends, since we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and we eat 

the same food. However, students have 

to figure out the purpose of studying 

overseas.” She suggested, “Make sure 

that you spare some time to talk with 

foreign students, make friends with 

them, and get to know their lifestyles.”

Stella concluded, “When studying 

overseas, students need to improve 

language ability, understand local 

culture, and develop interperson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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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廷书院致力于开展院际交流活动。书院同学受邀去往香港科技大学，两

方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友谊足球赛；前往澳门大学张昆仑书院，双方通力合作，

呈现了一场院际音乐会；迎来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篮球队员，

开展了篮球友谊赛；邀请清华姚班同学，参与高尔夫运动，举行野餐会。

在活动中，同学们交流了书院制度与特色，在合作中建立了深厚友谊。

Muse College is committed to fostering intercollegiate exchange with 

other schools and residential colleges. In this section, students visited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KUST) and joined a 

football game with their peers. They spent a weekend at Cheong Kun Lun 

College of University of Macau, and gave performances at the music gala 

organized by CKLC. They welcomed SME students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enzhen (HITSZ), and played basketball with them. They 

invited students in Yao Clas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to play golf and enjoy 

picnic buffet. In a series of activities, students introduced features of the 

University’s college system, and established friendship through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2017 年 3 月 10 日，港中大（深圳）思廷书院受邀来到香港科技大学进行足球友谊赛。

傍海而建的港科大，空气中弥漫着海风咸咸的味道。阳光懒洋洋地洒在宽广的海边足球场上，激动人心

的足球赛即将在此展开。

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了。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娴熟的技巧、漂亮的射门，迎来了阵

阵欢呼和掌声。这场精彩的足球赛中，双方球员都全身心投入比赛。足球比赛不仅是体力的较量，更是毅力

与团队精神的角逐，双方球员也不负众望，引得台下喝彩不断。观众们也热情高涨，不断为球员们呐喊加油。

科

参观港科大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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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思廷书院足球队最终遗憾落败，但是我们很庆幸遇到如此强大、值得尊重的

对手。我们被港科大球员高超的球技折服，也看到了思廷球队队员们可贵的合作精神、

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奋斗精神，这就是我们渴望看到的足球精神！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两支足球队交换队旗，以示我们的友谊长存。思廷书院为

港科大的同学送上了精心准备的礼物，以感谢他们的招待和付出。最后，我们更要感谢

双方球员的共同努力，为我们呈现了一场足球场上的视觉盛宴。

思廷足球队，期待更好的你们

记得你们每一次精彩的进球和每一滴拼搏的汗水

绿茵场上再会

Intercollegiate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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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21-22 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思廷书院携澳门大学张昆仑书院一同举办了音乐交流

会暨足球友谊赛。

思廷书院的三十名师生远赴澳门，与张昆仑书院

度过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周末。21 日清晨，在一番舟车

劳顿后，思廷小分队终于抵达澳门大学横琴校区，而

张昆仑书院师生们的热情欢迎亦让旅途的疲劳一扫而

空。首先，思廷书院和张昆仑书院的院长分别致辞。

之后，大家还一起享用了美味别致的澳门风味的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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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八点，令人期待许久的音乐交

流会正式拉开了帷幕。思廷书院与张昆

仑书院的同学们轮番登场，携手为大家

献上一场高质量的音乐晚会。现场还有

张昆仑书院贴心准备的茶歇，同学们一

同度过了美妙的夜晚，音乐在我们之间

架起了友谊的桥梁。

次日，在张昆仑书院的食堂享用早

餐后，我们参观了澳门大学。这天恰好

是澳门大学校园开放日，校园里举办着

各种活动，热闹非凡。岭南与南欧交融

互补的建筑风格极具特色，而这也是澳

门大学中西方文化互补的缩影。

临近午时，足球友谊赛便开始了。

思廷书院与张昆仑书院的足球队在绿茵

草地上挥洒汗水，毫不让步。比赛有来

有回，十分激烈。比赛结束时，在场上

挥洒汗水时的角逐较量在场下已然化为

爽朗的笑声与真挚的认可。

两天的交换旅程到此结束，但是思

廷书院和张昆仑书院的友谊却远不止于

此。在音乐的海洋中徜徉，于绿茵球场

上驰骋，艺术与运动的碰撞之间，我们

的友谊必将长存。

Intercollegiate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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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4月 29日，思廷书院迎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经管学院篮球队的同学们。思廷书院同学们带领哈工大（深圳）

的同学们参观了书院设施，为他们讲解了书院制度及特色。

参观过后，双方举行了篮球友谊赛。思廷篮球队队员通力

合作，挡拆上篮，底线突破，他们得心应手，三分线外屡建奇功。

哈工大（深圳）的队员也互相配合，突出重围，夺得喝彩连连。

两队队员实力不分伯仲，他们均竭尽全力，场面一度难解难分。

最终，思廷篮球队勇夺桂冠。

篮球赛为观众呈现了视觉饕餮，参赛两方也互相切磋，建

立友谊。展望未来，双方均期待更多、更深层次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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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月 24日，思廷书院在龙岗公众高尔夫球场举行了高尔夫野餐会，并邀请清华姚班学子参加。

活动分为教学、练习及就餐三部分。教学环节，教练传授技巧，纠正姿势。练习环节，同学们进入球场，

实战演练。一些同学经验丰富，挥杆收杆，一气呵成，球已飞出百余米外；而新手则稍显生涩，多次竭尽气力，

球仍纹丝不动，所幸，经由指导，多加练习，最终熟能生巧。一番切磋后，同学们渐渐熟络，在野餐时畅

所欲言，互相了解。此次高尔夫野餐会为两校同学提供了交流契机，也增进了彼此友谊。

Intercollegiate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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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 Colloquium

思廷书院举办的系列讲座活动，以“传播优

秀文化、发展全人教育、培育人文精神”为

宗旨，以人文艺术、社会文化、道德伦理为

主要内容，定期邀请海内外文化学者开展主

题讲座。

Muse Colloquium aims at spreading fine 

culture, developing whole-person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humanistic spirit. We will 

invite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to deliver lectures on society, 

culture and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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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26 日，前国家女排

主教练陈忠和做客香港中文大学（深

圳），分享了他结缘国家队、成为主

教练、带领女排重回世界巅峰等一系

列人生故事与心路历程。观众们针对

排球或人生经历提出了问题，陈指导

予以耐心解答，并鼓励大家微笑面对

生活中的压力与波澜。

陈忠和指导谈起他结缘国家队的

经历，调侃自己是“中国最矮的男排

运动员”。而身高的劣势，带来了他

职业生涯的转变。由于他的身高与日

韩女排队员相近，1979 年，时任国家

女排主教练袁伟民将他选入国家队，

陈忠和从此开始了六年的陪练生涯。

他踏实稳重，深受众多教练肯定。他

随后协助胡进、郎平等主教练，担任

助理教练。二十余年后，陈忠和于

2001 年出任国家女排主教练。

陈忠和初登帅位时，国家女排正

处于低谷时期。他直面压力，进行改

革，摒弃 “部分换人”传统，大胆启

用新人，重组队伍。他订立七年计划、

七十条队规，进行爱国教育、感恩教育，

坚持半军事化管理，带领队员们每周

进行 56 小时的高强度训练，以期塑造

全新队伍。他执教八年间，女排姑娘

们仅有过一天假期。陈指导将这段岁

月戏称为“八年抗战”。女排夺得骄

人成绩，其背后承载的艰辛实难想象。

女排战绩重回巅峰，但 2002 年德

国世锦赛的让球事件，引起国内舆论

一片哗然，主教练的头衔岌岌可危。

在现场，陈指导笑谈这段自己险些“被

下课”的经历，他经历了风波之下的

压力与窘迫，更体会到愈显珍贵的团

结。他得到队员的宽慰，还在生日当天，

收到了她们的礼物和留言书信。姑娘

们的暖心话语，让他深受感动。这次

挑战并未降低他的威信，却凝聚人心，

让中国女排顶住压力、迎难而上。

 

在陈忠和担任主教练的生涯中，

2003 年是最辉煌的一年。该年世界

杯，在中国女排首战失利的局面下，

他化解了队员们的紧张情绪，最终带

领团队摘得金牌。同年又包揽了世界

女排大奖赛等各项比赛的冠军。谈及

中国女排 2003、2004 年的荣誉，陈

忠和指导称赞坐在一旁的张萍老师。

她当时任排球队国手，在关键时刻敢

打敢拼、冲锋陷阵。陈指导说道，

每次看到这些比赛回放时，他仍然

激动不已。不仅是因为胜利与奖项，

更是因为比赛过程中的每一秒，都是

队员们用汗水与伤痛换来的光荣。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女排未能夺

冠，估计是陈指导执教经历中一大憾

事。但那些璀璨岁月，是他和队员们

用最好的年华铸造的黄金时代，它将

始终铭记在国人心中。

讲座接近尾声，在场观众纷纷

举手提问。其中有专程从校外赶来的

女排铁粉，致敬陈指导的 95 后，还

有怀揣三代人热情的家族粉。当被问

及卸任时的感受，陈指导表示，自己

非常不舍，但也乐意接受这个决定，

同时透露，比起亲临指导，卸任后的

观赛体验更加紧张。学生们面临学业

压力，也向陈教练请教，如何在压力

颇大的赛场上，仍能表现得从容淡

定。他笑称自己也会紧张，但总会想

尽办法安慰自己和队员。赛场上，应

抛下杂虑，专注于每一球、每一分。

教练的情绪会影响队员们的发挥，

故即使在 0 比 2 的危急时刻，陈指

导也不忘面带微笑，为队员加油鼓

陈忠和指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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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9 日，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教授 Elena V. Poliscuhk

一行十余人，来我校参观。同时，书院邀请了 Poliscuhk 教授担

任思廷系列讲座首期主讲嘉宾，为书院师生介绍俄罗斯文化。

Poliscuhk 教授介绍了俄罗斯的地理气候、人文历史等众多方面。

俄罗斯疆域辽阔，位置特殊，气候多样；民族性格豪爽奔放；文化

兼具欧亚之特色；建筑别具一格；博物馆融合历史与革命时期元素，

俄罗斯现代史博物馆、克里姆林宫博物馆均为出色代表；艺术成就

斐然，列宾、苏里柯夫、列维坦均是绘画大家，同时，艺术陈列馆

也收藏众多瑰宝；文学源远流长，人才辈出，普希金、托尔斯泰、

契诃夫等均是享誉世界的文豪；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相互辉映，相

得益彰。

最后，同学们积极提问，教授都逐一解答。讲座结束后，包

智明教授向 Polischuk 教授赠予纪念品。双方希望友谊长存，期待

更多交流。

包智明教授向陈忠和指导赠送纪念品

包智明教授向Polischuk教授赠予纪念品

劲。排球迷们询问了女排现状和未来

展望。陈指导指出，目前女排队员的

身体条件等各项素质和往届相比，几

乎是最好的。他看好此届队伍，期待

她们在世界级赛事上的精彩表现。

提问结束后，包智明教授代表人

文社科学院和思廷书院，向陈忠和指

导赠送礼品。陈指导回赠签名排球。

我校排球社代表也献上鲜花和礼物。

此次讲座增进了大家对排球的理

解、对体育运动的热爱。思廷书院也

期待陈忠和指导的再次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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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下昏暗的奔走恓惶，笑“谈”

青春的云志风华。每种咖啡都能

被品味出与众不同的香醇，每个

人的青春也都被赋予了独一无二

的闪光。思廷书院咖啡慢谈每期

邀请一位书院隶属老师与大家一

同品咖啡、谈人生。在忙里偷闲

的午后，思廷学子围在三两张圆

桌前，听来自多元学术背景的教

授谈天说地，知无不言。话题上

至异国见闻、求学生涯的分享，

下至学科划分、专业选择的解惑。

与正式的课堂授课不同，咖啡慢

谈洋溢着欢声笑语，在近距离的

问答交谈中，风趣幽默的教授常

常让学子茅塞顿开，收获意想不

到的精神财富。

 Take your time to enjoy a cup 
of coffee and immerse yourself 
in this relaxing chat. Just like 
Cappuccino and Americano 
have distinctive aroma, everyone 
is shining in one's own way. In 
every episode of Muse Coffee 
Chat, an affiliated teacher will be 
there to talk with students about 
foreign culture observations, 
experiences of studying abroad, 
and major selection. Filled with 
joy, Muse Coffee Chat provides 
a platform where professors 
enlighten students with their life 
experiences through face-to-
face conversations.



第一期——人文社科学院：Matthew Morgan-James

第一期的咖啡慢谈，思廷书院请到了大家期待
已久、活泼可爱的英文老师——Matthew。活动全程，
Matthew 节奏紧凑，热情满满地回答了所有问题。
他和同学们讨论了关于英语学习的问题，并向同学们讲
解了一些提高论文写作的技巧和锻炼口语的方法，同
时告诫同学们不要只为了通过考试而学习，学到的技
巧绝对比你得到的分数重要很多。学习一门语言，绝
不是仅停留于学习这门语言的听说读写，更重要的是
其后的文化内涵。当提及异国文化时，同学们表现出
了对英国文化十足的兴趣，还就英国食物进行了探讨。
Matthew 用自己的幽默感染着同学们，使整场慢谈
变得活泼有趣。

“ Matthew 老师说，他当初离开故乡英国前往墨
西哥，现在又来到中国，一方面是出于对地方文化的兴
趣，另一方面则是想寻求挑战。后半句话深深地感染
了我。人要想在一个方面有所建树，就必须勇于离开
自己的舒适区，在挑战中历练自己。”

        ——仲韩啸 2017 级经管学院学生

第二期——数据与运筹科学研究院：张寅 

张寅教授身上散发着沉稳、淡然的气质。活动
全程，张寅教授侃侃而谈，用丰富的阅历和人生经验，
解答了同学们的疑惑。谈及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时，
教授提到了文化大革命和知青经历，让同学们体会到
不同时代的处境。同时，张寅教授也在学业方面给予
同学们鼓励和支持。“一定要选择自己喜欢的，能发
扬自己长处的专业，坚持初心。不要怕自己的基础不好。”
拿应用数学来说，教授坦言自己初学时，基础不是很
好，但是其他也很重要。“例如创新，即使做不来
纯研究型领域的东西，也可以转一条路，有很好的
创意也是很重要的。”教授回答了同学们有关数学领域
的疑惑，还为大家普及了一些应用数学的知识。

“尽管同学们的提问，大部分都是围绕着数学及
理工学科学习等看似比较严肃的问题，张教授的回答
却仍然不失风趣，还热情地招呼略有些拘束的同学
们喝茶吃蛋糕。张教授讲述的个人经历以及给同学
们的建议都十分中肯且具有启发性，尤其是对于数学这
门学科的理论学习和应用知识的见解让我感到受益良
多。”

             ——丁思元 2017 级理工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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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Kevin J. BRUESTLE 

可爱的 Bruestle 老师带着腼腆的笑脸。对于这位
掌握中文的歪果仁，大家对他的中文学习十分感兴趣。
活动过程中，同学们询问了一些语言学习方面的问题，
Bruestle 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第一，兴趣是最重要
的。第二，你需要尽可能创造学习环境。”当谈论到自
己的中文老师时，Bruestle 表示，他的老师十分的积极乐
观，也正是这点，对他的教学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Bruestle 对阅读有着很大的热爱，戏称图书馆就是他
的办公室。悄悄透露一下，他最喜欢吃的中国菜是红烧肉。

 “ 这学期特别幸运且开心可以成为 Bruestle 的学
生，本就已经不陌生了，但这次的咖啡慢谈，更加深
了我对他的了解和喜爱。他真的可以说算是很佛系的老
师了，从来没有强硬的 DDL，细节之处总是流露出对学
生们的疼惜（虽然打分从来不手软 )。无论是教授课程，
还是咖啡慢谈时，他都是个可爱的，容易害羞的大男
孩。但最令我敬佩的，还是他对待工作和批改作业时
的一丝不苟，回答每一个问题时的认真。更准确来说，
在我心中，他是一个真正明白学习和教育意义之所在的、
有思想的老师。他平和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对待梦想坚若
磐石的心。“

                ——程佳铭 2017 级人文学院学生

第四期——人文社科学院：肖越海 

这次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在慢谈开始前，肖博士突
然问了我们一个问题 : “What do you do before writing 
an A paper?”同学们瞬间有了一种回到英语课的感觉，
踊跃回答，有说先找参考文献的，也有说需要咨询老师
意见的，还有认为需要琢磨文章的语法的。在这种谈
论之中开始了这期咖啡慢谈。肖教授用自己的教学方式，
帮助同学们解决英语学习上的问题，大家在学术讨论之
中，收获满满。

“从如何写一篇优秀论文开始，肖博士不仅提供了
论文书写的建议，还强调了英文思考模式，并且分享
了自己在国外学习的经历。他还很可爱地说可以 shower 
talk，在睡觉之前总结一天发生的开心的三件事，达到
正强化效果（positive reinforcement）。当然，这都
要用英语，才能得到锻炼。海外留学又是一个重要的话
题，可以接触不同的文化，了解不同的思维方式。时
间过得飞快，一小时的谈话，或许改变一个人的选择，
甚至影响人生。“

                  ——赵元 2017 级经管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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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大学图书馆：张甲 第六期——Ester Aventin 海外交换项目主管

回忆起在北大图书馆系与美国读博的校园生活，
张馆长表示那段日子的确是工作与学习夹杂，先是读了
几年书，然后又在各个大学图书馆工作。这一段经历
中，对馆长影响最深刻的是斯坦福大学的图书馆。
馆长谈到，当时在斯坦福图书馆，要为其他教授服
务，并且还要进行工作测评。所以在那个时候，就
留下了图书馆工作要求严格、标准高的印象。关于“如
何度过大学四年”这一问题，张甲馆长强调说，“大学
四年的时候是一个人人生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阶段，
同学们应该更加关注自己的爱好，而不是为了现实经济
利益而学习。”

“从小就觉得图书馆馆长是个很酷的职业。但是
去过那么多图书馆还是第一次和馆长聊天，馆长非常
友善博学。他和我们分享了留美经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也和我们一起探讨了 CUHKSZ 大学图书馆的现存问题
以及一些未来的发展等等，令我受益匪浅。“

              ——朱谙语 2017 级经管学院学生

来自西班牙的 Ester Aventin 负责监督和管理英国
塞萨克斯大学学生在东南亚的海外学习项目，同时管理
和运营在东南亚、欧洲和北美的暑期学习项目。Ester
与同学们分享了许多在西班牙和英国生活的趣事，同学
们感受着不同文化的差异和魅力。

“来自西班牙的 Ester 超有激情，一口气讲一个半小
时都不需要停，有半杯水果茶就够了！这次聊到的许
多文化差异其实都是她的亲身经历，因为她现在在英
国的大学做招生工作。比如她怎样渐渐适应了英国人
的生物钟，怎样渐渐体会了英国人的性格特点，但
她怎样都适应不了总下雨的天气。因为我暑假要去英国，
所以和她私聊了好久，她细心地从过马路要看车一直
嘱咐到下载什么手机应用软件，如果我英语听力再好
点儿就能收获更多了！”

                ——史筱桐  2016 经管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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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世界，各种文化共生共存，相得益彰；多样文化孕育了不同节日，

多种节日又伴随着多元文化实践。思廷书院顺应节日热潮，开展了丰

富的手工坊活动。中国春节临近之际，同学们跟随艺术家，学习剪纸

技巧，尝试书写春联，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复活节到来之际，同

学们装饰彩蛋，接触西方节日文化。在活动中，同学们亲身实践，加

深了对节日文化的理解。

Diverse cultures nourish different cultural groups with a series 

of traditional practices and festival activities. Muse College set 

up festival-themed workshops, and engaged students in cultural 

practices. Following the instructions of handicraftsmen and artists, 

students learne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aper-cutting and antithetical 

couplet-writing skills to celebrate the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They 

also painted colorful eggs to celebrate Easter. While they enjoyed 

the activity, students developed deeper understandings of various 

culture values with appreciation and respect.



新的一年已至，思廷书院特此举办了“慧心巧思·宛然欢廷”
剪纸活动，在剪纸艺术大师袁曼君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完
成了一幅幅精致出彩的作品。

中国剪纸是一种用剪刀或刻刀在纸上剪刻花纹，用于装
点生活或配合其他民俗活动的民间艺术。 2006 年，剪纸
艺术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2009 年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申报的中国剪纸项目入选“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袁曼君，《袁氏剪纸》第五代
代表性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
《剪纸（袁氏）》代表性传承人，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深圳市首
届民间艺术大师，深圳市剪纸艺术
协会副会长，深圳市希思特文化
创意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

袁老师首先为我们介绍了剪纸的传统文化。作为袁氏剪
纸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老师对剪纸抱有非常浓重的传统情
怀，她为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中国传统剪纸的类别与剪纸习性。
在表达对中华文化传承的希冀同时，也鼓励同学们在生活中
保护和发扬我们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在袁老师悉心的指导
下，同学们带着新奇做出了第一次尝试，专注于手中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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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剪下“旺”的狗，新的一年一定也

会旺旺德福。春节将近，相信同学们经过这次剪纸活动，都感受

到了年味儿，也感受到了书院即是家。遇见思廷，无畏恋乡。

 剪纸是一门镂空艺术，

除了主要图案，会应用

多种元素，比如太阳

纹，螺旋纹等。剪

纸也有语言，这些镂

空就可定义为语言，

剪纸的时候需要这些

语言来丰富最终的作

品。在现场，袁老

师为我们示范了多种

剪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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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TUE, BENEVOLENCE, INNOVATION, RESPONSIBILITY

思源  |  MUSINGS

寒辞春来爆竹响，旧桃新符染墨香。

值此佳节来临之际，思廷书院组织了写
春联迎新春的活动，一份份祝愿伴着墨香在
同学们的手中生花，染成大红的春联和闪亮的
春色，从厅堂飞向书院的每一个角落。

此次活动我们有幸邀请到了
黄原老师，他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
美术学国画方向，是广东省民间文艺
家协会会员，也是深圳市美术家协
会会员。黄老师自幼跟随著名书法
教育家谢宙老师学习书法、国画、
篆刻。其作品曾入选第二届广东大
学生美术作品双年展”

 黄原老师先是为我们介绍了
春联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习
俗，讲解了春联的由来和发展。
然后介绍了一定的书法技巧，并为
同学们详细演示。在掌握一定技巧
之后，同学们便迫不及待地开始

挥毫泼墨，从基本的书法练习开始。同
学们在纸上练习多次后，便在大红的对
联纸上一展“身手”，表达对新春的期
许和祝愿。

笑语春满百载香，年年春意祈安康。
写下春意福来，希望大家明年也能阖家
如愿，福旺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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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节来临之际，思廷学子在书院隶属老
师、人文学院讲师 Dr. Charles Kie er 的带
领下，开展了一场趣味十足的 DIY 彩蛋绘制
工作坊活动。

 第一步，同学们先挑选一个合眼缘的水煮
鸡蛋，然后尽情地发挥想象力用五彩的蜡笔进
行绘制。可以是花纹，人物，甚至是单词或句子。

第二步，画完蜡笔的彩蛋可以放到 Charlie
老师精心调制好的颜料中浸泡，使你的彩蛋
具有耀眼的背景色。Charlie 老师会小心地使用
小勺子进行调整，并给同学们提供最佳配色的
建议。如果蛋壳不损坏，这个彩蛋可以维持
长达一个星期的美貌。

第三步，就是静静等待上色的过程了。
固色之后，在等待彩蛋自然风干后制作就圆
满完成了。最后，书院还为同学们提供拍立得，
记录下亲自制作复活节礼物的一刻。

这不仅仅是一次特殊新奇的复活节彩蛋绘
制初体验，还让我们了解到了不同的文化，
增加了我们对西方复活节的了解。在忙碌的期中
考试期间，这次活动缓解了紧张的考试压力，
给同学们带来了忙里偷闲的轻松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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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内埋头读万卷书，书院外携

手行万里路。在紧张焦虑的课业

考试之余，思廷书院组织一系列

践行活动，旨在提供贴近现实的

实景教学，带领思廷学子们走出

象牙塔，探寻深圳本土的自然风

光与人文历史。在仙湖公园中体

会自然的宁静，在大鹏古城感受

爱国将军的情怀，在法院中领悟

正义的威严，在博物馆中与历史

对话，在攀登中学会追梦，在采

摘中体验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

生活不仅仅是脚下的六便士，也

是抬头即可仰望的月亮。在短期

出游活动中，思廷学子有更多机

会了解深圳这座年轻而朝气蓬勃

的城市。改革开放前的渔村生活，

独具一格的客家文化，长而优美

的海岸线，无不昭示着这座城市

的魅力。

Overwhelmed by school work, students 

do need to step out of ivory tower, and 

spare some time to smell the flowers. 

Muse Outing provides them a chance 

to do so. It leads students to explore 

Shenzhen’s natural  landscape and 

historical sites, and combines theoretical 

study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a series 

of activities, students enjoy the tranquility 

in Fairy Lake Botanical Garden, admire 

national heroes in Dapeng Ancient City, 

experience the authority of the country’s 

legal system, converse with historical 

f igures in museums, and adopt an 

idyllic lifestyle in the strawberry orchard. 

Students also witness Shenzhen’s winding 

coastline, relive its fishing village lifestyle 
in the pre-reform period, and understand 

its idiosyncratic Hakka culture. The city 

keeps captivating them.



深圳的冬日有着与北国截然不同的风光，这里

依旧杨柳依依，日光和煦。新学期伊始，思廷书院

举办“思睿观通·绿草游廷”共游仙湖的活动，邀

请同学同游仙湖植物园，也带领刚抵至我校入住思

廷书院的交换生领略深圳的山水美景。 

仙湖植物园里一派生机盎然。苏铁化石馆内展

示了大量古老的苏铁类植物，同学们好奇地研究着

这些植物的化石，探索它们的起源。

最美的当属仙湖。湖面波光粼粼，湖边绿树成荫。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温暖着大家的心。湖畔的白

鹭孤傲地立在小石块上，霎时展翅高飞，还对着你

的相机回眸一笑，真有种飘飘然的羽化登仙之感。

建立在深山里的古生物博物馆也令人叹为观止。

同学们观赏各种恐龙模型的同时，也在认真听讲解

员的解说，了解到了很多来自远古时代的知识。

参观结束后，同学们兴奋地彼此交流着，似乎

都不舍得离开。大家一起聊天、拍照。欢乐虽短，

记忆却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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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前，思廷书院的同学们

前往大鹏，体验摘草莓、逛古城的文

化之旅。冬日的阳光暖烘烘的，大自

然的气息随之扑面而来。草莓园背靠

深圳第二高山——七娘山。进入园后，

同学们三三两两地分散在红绿相间的

草莓丛中。慢慢的俯身，鼻息间瞬间

充盈着草莓那香甜的味道。小心翼翼

地剪下它，放在手里有着些许的凉意。

阳光夹杂着微风，我们近距离地感受

着这水灵的果实。一番体验过后，大

家都是收获满满。看着自己亲手挑选

摘下的草莓，一颗颗安静的躺在篮子

里，饱满的红色的汁液像是要滴出来，

大家都迫不及待要品尝一番。

结束了愉快的摘草莓之行，大巴

车继续前行，我们正式前往古城。

窄窄的城门后，细长的街道，

山麻石，青石砖砌成的古城墙，

静静地刻印着斑驳岁月逝去的痕

迹。绕过错落有致的古朴的房子、

茶楼，途经古色古香的饭馆，沿

着凹凸不平的石板路，我们一步

步行走，走在历史的长卷上。阳光也

一丝丝地，从正午的略微耀眼，变得

温柔起来。环境中夹着些许静谧，让

你忍不住想坐在茶楼上，看着楼下的

萨摩耶，袒露着柔软的小肚皮，旁若

无人地酣睡。就这样，躲开 DDL，躲

开 quiz，静静地看着，日光的影，

慢慢地，一点点地，从绿的斜枝，移

到灰的砖石。导游还带大家参观了赖

恩爵将军的府邸，光绪皇帝亲手题匾，

赖氏家训“文官愿为清史瘦，武官敢

当沙场卒”……大家静静地，看着历

史，各自思索着。南门前的小食，还

有那时隐时现的融于古色古香中的咖

啡馆，带着特殊情调的小店，古旧的

小吃店，窑鸡，糍粑，艾粄，豆腐花，

茶果……一切都让人流连忘返。

时间流逝，岁月无痕。出城的风

微凉，大家的心却是格外的安静。慢

悠悠的午后时光，大家亲手摘了草莓，

游历了古城，满足了口腹，温暖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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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20 日上午，思廷书院师生来到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旁听“扫黑除恶”庭审活动，并参与了之

后的座谈会。庭审现场，法院对一宗黑社会性质组织及

故意杀人案进行二次审理。审判长宣读判决书，文件详述

了三名被告人罪行及采纳或驳回公诉人、辩护人意见的

理由。最终，法院对三名罪犯分别判处不同年限有期徒

刑及不同数额罚金。庭审结束后，同学们与前述案件主

审法官、法院其他领导、人大代表及媒体记者一道，参加

了座谈会。人大代表呼吁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将法律宣

传与公民生活相结合。书院同学也就如何平衡案件审理

速度与质量这一问题，向法官发问。会议中，参与者各

抒己见，交流观点。活动结束后，书院师生踏上归程。

同学们通过法院之行，了解庭审活动的权威性、程序性、

严肃性，倾听社会各界声音，体会到法律在维护社会正义中

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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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从上至下：

1：座谈会

2：旁听庭审

3：开庭全体起立



 2018 年 5 月 20-25 日，思廷书

院 10 名学生志愿者前往广东省梅州市

兴宁龙田镇秋水小学教学点，展开了

为期五天的支教活动。

胡雯静 2017 级理工学院学生

今天是支教第一天。

学校条件比想象中好很多，有电

扇有热水，教室没有想象中的破旧，

我们集体装饰了他们的幼儿园教室。

刚下车的时候，很多小朋友主动

过来帮忙搬东西，很难想象一箱箱的

矿泉水就这样被他们小小的身体抬起，

看着他们充满好奇却又害怕，不敢接

近的眼神，突然就对接下来的一周充

满期待。

晚饭是学校的阿姨特意帮我们烧

的，她用着我们并不是很能听懂的方

言，询问我们是否吃得习惯，吃得饱。

一切都很美好很温暖，期待明天

正式见到小朋友们。

黄悦宜 2017 级理工学院学生

今天是正式上课的第一天。虽然

知道课堂上即兴演讲、随机应变，上

课效果会更好，但我还是忍不住在上

课前准备了几个小时。结果一上课就

忘了准备过什么。内容讲完了离下课

还有十分钟，超级尴尬。

班上有个孩子让我印象深刻。她

不认字。上课我点到她的时候，旁边

的孩子争先恐后叽叽喳喳地告诉我，

“她不会的。”她在人群目光的焦点处。

我蹲下来和她讲话。看到她目光游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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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一双双求知的眼睛，我真的十分

紧张，害怕不能教给他们新的知识。

但当我拿起粉笔，正式讲起上课内容

后，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因为一年

级重点识生字，我就配合卡片游戏、

做动作等帮孩子们读对生字，写对生

字。40 分钟的课，我教了孩子们 7 个

生字，并以作业形式要求他们掌握。

课堂氛围总体不错，唯一遗憾的是没

有教他们字形结构。可能还是太紧张，

备课预期与实际效果存在差距。

有个小女孩让我印象十分深刻。

她是煮菜阿姨的孙女，所以这两天总

是早早地来到学校。我一下去吃早饭，

她就倚在墙边，对我腼腆地笑。后来

晚些时候，在路上看见我，她甚至会

整个人扑上来，一边甜甜地笑着。我

当时整个人的心都暖化了。大概这就

是爱的力量吧，淡淡的，但总是暖人

心扉。

接下来还有 3 天，虽然不长，但

我仍想竭尽全力能去教会她们一些新

的知识。看到孩子们的笑脸，再苦再

累也是值得的。

今天又是忙碌的一天。从早忙到

晚。直到深夜才得空坐下，写下今日

份的支教日志。但其实每天都是这样，

痛并快乐着。

语文课上我教了孩子们一首古诗

《峰》。以小蜜蜂为切入点，孩子们

的兴趣就很浓厚。而且他们的悟性也

很高，常常一点就通。更感动的是，

他们会在课后围着我，吵着让我帮他

们画小蜜蜂。其实，我教孩子们这首诗，

就是想让孩子们学习小蜜蜂的勤劳品

格。他们现在应该明白了这个道理，

或许还不深刻，但小蜜蜂的形象还是

深入了他们的心。我甚至在晚上还做

了一个小蜜蜂的贴纸贴在墙上，希望

孩子们能记住这首诗，明白这个理。

还有一点让我十分有感触。其

实前几天也都是这样，每次吃晚饭

的时候，总要让孩子们先回家，不

要在学校逗留。但今天，我印象很

深，是我们自己去关上铁门，赶着孩

子们出去。孩子们的不舍，我们做老

师的看着怎会不心疼。我们也很舍不

得他们，但分别就是分别。这让我不

禁有些担心后天，我们真正走的那

天。我不知道自己那天会不会感动

到哭泣，但真的会感到不舍与伤心。

还有今晚，我们在教师里做墙贴。孩

子们一直在外面敲铁门。哐哐的声

音听着令人好心碎。仿佛我们被囚

禁在里面，孩子们一心想着怎样把

我们救出去。孩子单纯、善良、天

真，小小的细节总是莫名感动到我。

王依融 2017 级经管学院学生

其实在来之前，在路上都多多少

少有设想过支教的生活，隐隐中带着

些期待。

到的时候正值中午，烈日当空，

温度也有着三十四五度。所有人都顶

着骄阳搬运物资，满脸的汗水和不服

输的表情相映衬着。就在这一刻，我

们才算真正从整日空洞的校园中走出

来，也就在这一刻，我们才不再只是

在温室中的花朵。

下午我们帮着幼儿园的教室重新

装修，我才真正发现，只有从细节中

才能体现出真实。当我从墙上撕下一

张张画纸时，一瞬间正反的差异让我

红了眼眶。每一张看着乐观向上的画，

其实都画在打印过的废旧 A4 纸背后。

我记不起我儿时画过的画了，只记得

在学儿童画时，那一张张触感良好的

进口画纸，却没有画出他们那般乐观

向上的态度。

从这几张画里，我开始有些期待

明天的几个小家伙了，相信他们如画

中天真乐观，开朗善良。

支教在我心中一直是十分神圣的，

这次思廷给了我这个机会，所以就来

了。第一天没有授课，主要是搬东西

布置教室。没有空调等设备的确又热

又燥，但也让我觉得，应该好好珍惜

学校的学习环境。

我为小朋友们装饰的教室以海洋

世界为主题，是希望小朋友们徜徉在

知识的海洋里，希望他们在赏心悦目

的环境中学习。

手指玩弄着笔盒的样子，我发现，我

做不到忽视她，并装作什么事都没发

生那样继续上课。我想起了我之前去

福利院当义工时看到的孩子们，他们

嘴角流着涎水，走路一瘸一拐。但护

工们耐心地听他们讲话，且对他们的

优点如数家珍。我的妹妹患有自闭症，

因此我也去查阅了不少资料。其中各

种各样的治疗方法，都离不开耐心二

字。你要耐心地一遍遍教她讲话，一

遍遍纠正她吃饭的动作，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从某种程度上看，我的妹

妹是幸运的。她妈妈会悉心照顾她。

而我今天碰到的这个孩子不一样。她

的父母、老师们无法以合适的方式教

导她。过多的否定，也让她抬不起头来。

如果我用足够的耐心对待她，事情会

不会有所不同？我无法做到绕开她，

我要走向她。

顾嘉禾 2017 级人文学院学生

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清晨早早

起床，忙着协助老师布置会场。很感

慨签约仪式上两所学校的成功合作，

期待未来举办更多的活动。

仪式结束后我去了一年级的教室。

教室里虽然只有 12 个孩子，但依旧充

满了欢声笑语，为学校增添了许多生

机与活力。我们与孩子们相互介绍了

自己。我很惊讶，一年级的小朋友能

读对我的名字。我认为他们的学习条

件虽然比较艰苦，但依旧能保证他们

学到许多应掌握的知识，甚至更多。

我下午旁听了语文课，对一年级的语

文教学有了大致的了解。识字、组词、

写字是重点教学任务。我课后与老师

讨论了接下来几天的教学安排，希望

能真的教会小朋友一些新的东西，同

时让他们热爱读书，多读书，为以后

打下坚实的基础。

今 天 第 一 节 课 就 是 语 文 课。

叮铃铃的铃声催着我走上了讲台。

踏上讲台的那一瞬间，仿佛真的感

受到了身为老师的责任感。看着讲

36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思廷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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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 2017 级经管学院学生

今天可以算是正式开始上课的第

一天，第一次和即将一起度过一周的孩

子进行了接触。我教的三年级只有九个

孩子，九个人的基础也参差不齐，但相

同的是他们眼中对我们的好奇，以及对

新知识的渴望。大家都很乖，上课的时

候也比较活泼，也都积极地回答我们的

提问，看得出来他们挺喜欢我们的。

在班里上课的时候，被点名的同

学会站起来回答，如果答完之后老师没

有表示，他们便会一直站着，不知道坐

下。

一方面来看，这些孩子的确是很

守规矩，学校老师把他们教的很好，另

一方面，或许他们也因此缺少了一丝灵

性。从短暂的交谈中不难看出，他们原

来的老师还是很严格的，上课也比较依

赖课本。希望我们的到来能用一种全新

的上课方式，为他们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接下来的几天里，希望可以为小

朋友们带去快乐和知识，助他们成长。

支教的第二天，也是跟小朋友正

式接触的第一天，和老师沟通后，才发

现原来一年级只有一个老师，相当于上

全科。小朋友们看到我们来，很开心。

第一节自我介绍的课，他们尽力地展示

着自己的才艺，努力地多说自己认识的

字，背还没上过，却因预习而会背的课

文。他们努力的样子让我既心疼又感动。

虽然可能学习的条件并不好，但他们努

力地做着最好的自己。

希望我们所能给他们带来的许多

手工课、音乐课，这些都将成为他们童

年美好的记忆。

支教的第二天，六点半的闹钟响

了，我本觉得自己起得很早，但打开门，

见在校门口已有了背着书包，等开校门

的小朋友；下楼遇见了二年级同学正在

打扫操场，真是无法想象地懂事，令我

有些心疼。

我上的第一节教学课排在写作课

之后。我希望自己能教给他们的，不仅

仅是课本上的知识，更是一些平时难

以听见、难以学到的更多的外部知识。

于是我介绍了数独的来源。他们听得很

认真，看着他们的小脸，我忽然觉得前

一晚的备课和这几天来的困难都不值一

提。也有三年级小朋友来问，我能否到

他们那儿上课，被认可的感动从心底而

生。

支教第三天，今天要上两节数学

课，还要安排同学们进行朗诵的排练。

刚进教室，迎面而来的一年级老师拿着

两个罗汉果，说注意到我们嗓子不适应，

还希望能帮助我们消暑。一向不喜欢接

受别人东西的我，一时竟无法拒绝。言

语已经描述不出我的感动之情了。

上课教了加与减的“满十进一”。

小朋友们都很厉害，虽然之前没有学过，

却有着很强的接受能力，很快能够应用

到实际的题上。还有小朋友来问我要数

独的题目。我相信以他们的学习热情，

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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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钧 2017 级理工学院学生

今天没有教学任务，但接到装扮

幼儿园教室的任务。鉴于我没有任何

绘画方面的天赋，于是承担起了刷墙

工作。所谓的感悟嘛，就是要合作。

铺一面墙，一个人肯定无法完成。所

以不仅是这次活动，在以后的生活中，

团队都是非常重要的，1+1>2 说的就

是这个理。

今天与任课老师进行了对接，大

致了解了教学进度。同时旁听了同学

的讲课。鉴于内容并不复杂，我认为

以后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教学方式

上面，教小朋友们如何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同时，

我认为，我们对待小朋友一定要有足

够的耐心，循序渐进最好。不在乎内

容教了多少，要的是培养兴趣。

王哲 2017 级人文学院学生

湿热的被褥、百无聊赖的蝉鸣，

还有令人头晕目眩的抢课……支教第

一天的打开方式不算元气。中午一顿

温馨的大桌饭过后，下午的上课就正

式开启了。小朋友们的悟性和灵性出

乎意料的高。他们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的态度和好学的热情，让我真切感受

到了他们的纯真和可爱。我更希望通

过这两天的认真备课，能营造出他们

平时课堂所感触不到的充满活力和新

奇的氛围。甚至在课下，小朋友们还

会友好地跟我们打招呼、送花和李子

给我们。还记得那一张张懵懂可爱的

笑脸，希望他们可以永远快乐下去。

今天放学后和校内老师短暂的聊

天，让我们了解到这里教育资源的稀

缺。老师们稍显古板的上课模式和偏

应试的教学，也让我暗自担忧。我想

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在这几天里尽可

能地给孩子们展现一个崭新有趣的课

堂，也尽力维系之后的长期联系和交

往，给小朋友们带来更多温暖和欢笑。

今天没有音乐课，一上午在一

年级的教室当助教，老师们的课都

很棒。原来助教也能在向对方学习

的过程中，找到乐趣，明天的三节

课希望能上得更好。昨天偶然给小朋

友们上的两节音乐课并没有提前准备

过，都是即兴发挥的，却能给他们留

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音乐老师”的

名字也一直被他们挂在嘴边，真的

很甜，很感动，明天三节正式课就

更不能懈怠。对于小朋友们而言，

这一周的快乐，会给他们带来许多

温情的回忆。我会尽我所能，把更

多平时他们所接触不到的有趣的音

乐环境带给他们，也希望通过课下

的交流和谈心，与他们增进友谊。

课后小朋友们的热情和友好，

让我们收获到了满满的爱。我看到越

来越多的同伴们成为“孩子王”，

在孩子们面前，展现出最童真最有

爱的笑脸。每晚六点，满桌农家乐

风味的菜摆在眼前，大家围坐一桌

的样子，真是一天中最好的收场。

当然，今天的尾声是充满惊喜和

意外的。谢谢有心的各位伙伴给何翰

文同学准备的生日蛋糕。愿我们永远

记得充满欢声笑语的瞬间和感动的笑

脸。

程译娴 2017 级经管学院学生

今天旁听其他同学为小朋友们上

课，他们都非常有耐心有爱心。在支

教的体验中，我自己其实也是受益颇

多的。

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同时能把

自己喜欢的东西传播下去，是一件让

人感到幸福的事情。

在这个集体里大部分同学对我而

言都是陌生的，但随着一步步的了解，

也让我们彼此之间更近了一步，如同

家人一般。为同学过生日也是非常难

忘的愉快经历。融入到小朋友中去，

融入到同学们中去，都会给我一种归

属感。

今天教了两堂美术课，分别是教

大家画海绵宝宝和线描装饰画小鱼。

每个小朋友都非常认真，部分非常有

天赋，让我觉得很感动。备课的时候，

第一节课自己备了四副稿子，不断调

整难易程度和绘画风格，并思考应该

使用什么材料和工具，才能保证能有

好的课堂体验，真的还是蛮费时费力

的，也由此更体验到老师之不易，所

以以后，要更加珍惜好的师资和良好

的学习环境。

做家访的时候，看到（部分）

中国农村里的孩子生来就是被选择，

而非主动选择的。真心觉得自己要

继续努力，为支教项目出工出力。

我担任美术老师。今天没有美

术课。由于小朋友们对数独有非常浓

厚的兴趣，所以临时代了一节数独

（我自己也是数独爱好者一枚）。

代课时为了讲清楚规则就先出了一张

入门级的，而同学们都觉得太简单

了，后来为提升难度出了一张中级

的。由于是临时代课，自己也跟着小

朋友们做（无答案），他们不仅上课

非常聪明积极，下课了自己仍然在讨

论题目，非常专注且投入。这些小

朋友都特别爱学习而且配合我们开

展工作，也让我自己更喜欢这份工

作，且希望以后还会有机会来支教。

农村里的孩子很明显缺的不是 IQ

而是资源和机会，所以我们要更加珍

惜当下，且为了他们的未来而奋斗。

何瀚文 2017 级理工学院学生

“最好的礼物就是你们赶快回

来！”

文艺汇演接近尾声，某个小朋友

大声地喊出了这句话，猝不及防戳中

泪点。

支教的时间很短，但孩子们教会

了我很多。

首先是“珍惜与感恩”。一年级

的孩子们年龄很小，但都很聪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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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懂事。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

候，我真的很惊讶他们能读对我的名

字。班上的每一个孩子都很棒，他们

的悟性超出了我的预料。其实，我很

想知道如果他们不是出生农村，不是

留守儿童，他们的生活会有怎样不同

的色彩。我要感谢这些孩子，是他们

让我明白，自己今天的成就很大一部

分要归功于父母提供的条件，这也让

我更加珍惜现有的生活，学会感恩。

其次是“爱心与责任”。阵爽朗的笑声，

看他们在操场上疯跑的身影。当灿烂

的笑容在小脸上绽放，我感到再苦再

累也都值得。而且，而且，这是我第

一次以老师的眼光，来看待一群小孩

子。身份的转变，让我感觉肩上多了

一份责任，我能更加切身地体会他们

的喜怒哀乐。他们笑了，我就很开心；

他们哭了，我也很心疼。感谢这些孩子，

让我懂得了“爱”真的有股神奇的力

量！

最后是“简单与幸福”。孩子们

总是单纯、天真的。你对他们好，他

们就会对你好，甚至加倍地对你好。

和孩子们相处的这几天，我体会到了

很久没有感受过的那份最最简单的快

乐。没有利益关系，没有官方形式，

只是“这是我亲手折的手链，送给你”

之类的小美好。或许我们已经听惯了

人情冷漠，这简简单单的幸福突然变

得那么刻骨铭心。感谢孩子们，是你

们给老师带来了久违的快乐，教会了

老师去体会最简单的幸福。

“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

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她（他）

会有多幸运。”

遇见你们，是我一生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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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挂科的唯一方法
作者：竹木悠同  2016级经管学院学生

一

我的专业—— “全知学位”就像

一条单行道，可以左走、右走、向前

走，走无数弯路绕无数远路，但就是

没有退路——不许退学、不许转专业。

虽然这规则任性又荒谬，但反正我从

未有过这样的念头，一心一意想要通

过考试。那是一场公认的评测，能使

我成为名正言顺的读书人。于是我每

天按部就班地读书。考试的日子渐渐

临近，可是我还有许多书没有读。

今天我拿着一本《下雨天的猫》

和一个大水壶来到饮水机旁边坐下。

这样只需要抬起手就能接水喝了。我

很容易口渴，每天都要喝很多的水，

但舍不得在这上面花费太多时间，于

是干脆搬到茶水间来学习。茶水间没

有窗户看不到外面的天气，我想象着

此时灰蒙蒙的天空淅沥沥地落着雨，

然后一只猫从墙角走了出来。

“……下雨天猫会翘起它的小指

走路以防粘到泥泞的脏水坑，因为小

指是猫身体最珍贵的一个地方……”

我抬起头看到两米外的灰色垃圾

桶，它现在在我眼里是一只灰色的猫，

它要怎么走路，走起来一摆一摆的吗？ 

这时有个人过来吃早饭，一脚踏

在了我的“猫”上，我惊呼，她奇怪

地看了我一眼。

“怎么了？”

“没什么。”我回过神来，对于

自己的沉浸感到很满意，“我刚才读

到一段文字，说猫和它的脚趾的。”

“脚趾？”她拿着包子还没有咬，

“为什么不是手指？”

“猫有手吗？”我反问。

“ 有 呀， 猫 捉 老 鼠 时 伸 出 来

的就是手。”

“那手是连在什么上呢？胳膊上

吗？”

“可以这么说。”

“猫有几条腿？”

“四条。”她好像又不太确定，

我接着问：

“那它的胳膊在哪里？”

她嚼着包子没法说话，而我也想

不出答案来，猫为什么不用四只手爪

一起捉老鼠，又为什么不用两只脚走

路？ 

又来了个人过来接水，我看见她

正一个一个地辨认我的书名，现在那

排字是倒着面向她的，但她没有说话，

于是我问她，

“什么东西既是手又是脚？”

她好像在思考。过了一会儿她松

开水阀，一边旋紧杯盖一边接着思考。

然后她想到了：

“是树根，”她睁大眼睛，灵感

闪在她的瞳孔上，“树依靠树根立足

于土壤，是它的脚；同时树根又在地

下抓取养分和水，所以也是它的手。”

好有道理，我和吃早饭的女生频

频点头，都在脑海里想象出一棵树的

影子，还有它扎进泥土中看不见的根。

“你们干嘛聊这个？”她好奇地

打量我们。

“因为这本书。”我碰了碰桌面

上的浅色书脊。

“书算是没手没脚吧？”她接完

水打算走了，临走时随便说道。

我 低 头 看 我 的 书， 它 方 方 正

正安安静静地躺在桌子上，找不

到哪里可以用来讨论是手是脚。

读它又发现里面有一股源源不断的涓

涓细流，我除了丢个石头过去看看能

激出什么样的水花外，别的也没有什

么能提供给它的。所以书应该既没手

又没脚，那个女孩说的没错。

我的读书笔记

［201X 年 4 月 28 日，天气：雨

第一个问题：猫宝贵的到底是它的手

指还是脚趾？

…

7，我这样读书能顺利通过考试吗？

8，为什么我总是口渴？］

二

明 天 我 不 自 己 读 书， 我 要 去

福利院和那儿的孩子一起读书。一

个人读书太无聊，没有人交流，

灵感都迸不出来，我需要搬一群

救兵，正好他们需要一个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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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十分忧郁，因为下周是考试周。

我的小本似俄罗斯方块，马上要满了

但有增无减。我很无奈，这些天一直

在坐公交车，从头坐到尾再坐回程的

一班，有时会在车上看看书，晕车病

没搞清楚缘由反倒变本加厉。于是决

定今天出去走走，去动物园。

看门的人打着呵欠查了我的学生

证，工作日的早晨动物园里没有什么

人，但是动物很全，我一路走来它们

都看着我，直到鹿苑，我看见有个人

背靠着围栏坐在地上。他身后的背包

有好几根长笋从口子里支出来，几只

鹿探出头挤在那里大嚼特嚼。我走过

去，原来这个人在读书，我在他身边

坐下，青笋被鹿咬碎喀呲喀呲地散发

着清香。他抬头看我，鹿好像也抬起

了头，因为投在地上的阴影一下子变

大许多，挡住了太阳让他可以睁大眼

睛看我。他看起来年长我十岁，戴了

一顶圆形短边帽。

“你在读什么书？”我问道。他

用拇指别住在读的那页，把封面翻过

“女孩悉心呵护的花草总是难逃枯

败，于是男孩从沙漠给她带回一株好

养的绿萝。男孩是这样判断它好养活

的：挨过了部队演习时的子弹、西北

经常一连三个月不下一滴雨、而且自

己总是可以带一株新的回来给女孩

养。于是她想象着他正在经历的天气

来照料绿萝，一直没有收到下雨的来

信。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它换上

了沙漠的颜色，仿佛也是他的颜色盛

开着，男孩再也不用带一株新的回来，

所以他再也没有回来。”

“我有一本想读的书，是……这

个，”我把书包从身后抽到腿上来在

里面翻着，然后拿出来： “《一盆盛

开的黄色绿萝》。”我扬了扬手，后

视镜里司机师傅飞快地抬了下眼皮，

但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看后面的小轿车。

我放下书捧在双手上看它的封面，封

面上是一盆盛开的黄色绿萝（画出来

的）。我觉得有点儿晕车。

“黄色绿萝…”检票阿姨比较闲，

不需要像司机一样眼观六路，所以她

发现了问题的关键：“那就是枯黄嘛，

枯黄不就死掉了嘛。这名说的是蹊跷

话。”定结论时她还在栏杆上敲了一

下手中的一沓票子。

“绿萝这种东西还真能黄着活挺

久。”阿姨靠着的椅背后面的后面还

有一个阿姨接话道，“去年我家装修

买的绿萝几乎没管，现在还活着。”

我点头，想象着她新家里的绿萝，

一年没管的花能有封皮画得这么好看

吗？

“哎呦，一年都不管呀，我养了

好几盆子花，那都是每天早一遍晚一

遍地伺候呀。”

“你可真细心，都养了什么花

呀？”

“好多花呀，有君子兰、栀子花、

芦荟……”又有新的阿姨加入到讨论

中，我脑海里浮现君子兰、栀子花、

芦荟……听说他们都会开花，但是我

见过一盆一盆的一年一年都是绿叶。

“为什么他们好几年不开花？”

“奇怪呀，你要这样……”

坐过站了。不过在公交车上读书

也不错。

［201X 年 5 月 4 日，天气：好晒

…

20，为什么我家的君子兰、栀子花、

芦荟从不开花？（已解决。因为……。

妈妈竟然说我们家是稀有品种不会开

花）

21，为什么我坐车读书要晕车？］

在这里摘一段《一盆盛开的黄色

绿萝》：

的人。

“书读得如何了？”教授问我。

“蛮好，明天去福利院读书。”

教授听罢稍微向椅背靠去，灯泡

映得他双眼波光粼粼。

“曾经我有一个学生，总去咖啡

厅读书。”

“这很常见诶。”

 “是的，但是他却挂科了，因为

他不能在咖啡厅考试。”我很想追问

挂科的事，但好像他还有话没说完，

于是我止住了嘴。

“我还有一个学生，总去动物园

读书。”学校旁边有一个免费的动物园，

我猜他说的就是那里。

“他考得怎样？”我问。

“不知道，还没考。”教授抖了

抖脚，单手抱怀托起了自己的下巴，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去福利院读书的

学生。”他觉得这是个好玩的发现，

可能要研究一下。

［201X 年 5 月 3 日，天气：夜已深

…

19，为什么去动物园读书？］

我坐公交车去福利院，车程大概

半小时，检票时，我说：“福利院”，

被司机师傅听到了。

“去福利院做义工呀？小妹妹。”

司机大汉爽朗的嗓门和车引擎发动的

轰隆声混合在一起，好像和我身旁斜

射来的阳光是一个色调。但我想了想，

还是回答：“不是，我去福利院读书。”

“哈？”大哥没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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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考试？”

“下周考试。”这人真奇怪，

好像不知道一般。

“那我去不了呀。”他双手交叉

枕着脑袋靠向围栏。那里有小鹿蹭下

的毛混着难闻的体味粘到他的帽子上，

但他好像很无所谓。

“你要去哪儿？”

“大兴安岭。下周驯鹿回迁，书

上说那场面真是美得动人，我要过去

亲眼看看。”

我仔仔细细地瞧他，觉得在这鹿

苑里他也像一匹鹿，四肢长长的，脖

子也长长的，是长颈鹿。

“也许教授能让你补考。”

他又笑了，这次笑得很大声，引

来了远处不知什么动物也同他一起大

笑。   

“没事，反正我一定考不过。”

“不会吧！”我才不相信。

“真的。”

“我都不这样想，我读的书还远

没你多。”

他转过头来打量我，好像要措辞

说些什么，我静静地等着他，良久，

他又转回去看原来的地方。

“你还不知道吧，全知学位有史

以来，考试的学生都挂科了。”

我很震惊，一时间不知道说些什

么好。然后我说，

“那怎么办？”

“继续读书，”他的眼睛澄澈明亮，

“就像我现在这样。”

［201X 年 5 月 11 日，天气：青笋

…

8，为什么我总是口渴？（已解决。在

动物园鹦鹉每天要喝三桶水而小鹿只

需要喝一桶，这是因为鹦鹉总是在讲

话而小鹿不是。我喜欢读书的时候讲

话，而我的书一直没有读完，所以我

总是口渴）

…

19，为什么去动物园读书？（已解决。

在动物园兼职做饲养员好挣学费，可

是工资越来越少青笋越来越贵…）

21，为什么我坐车读书要晕车？（无解。

每次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晕车）

…

36，如果我不去考试，我该做什么来

挣学费？（划掉）

37，怎样得到一份小鹿饲养员的工

作？］

来给我看。 

《假如我一直在行走》

我还没有读完，封面上除了标题

还有一段文字，这可能就是他不直接

把书名说给我的原因，我接着读下去：

“在我的理想世界中我能一直行

走，一方面这是锻炼身体有助于我维

持良好的体形，另一方面我喜欢，尤

其是走一段蜿蜒曲折的林间小路，每

拐一个弯儿都有我闻所未闻的奇妙东

西，留下我在这里好好研究一番直到

太阳落山。后来我发现读书就是这样。”

我思考了一下。

“你也喜欢走路吗？”我问他，

他的腿长长的但有点儿瘦，不过好在

穿了运动鞋。我知道动物园里有几条

路蜿蜒曲折，他走起来一定可以走到

天黑。但他说：

“不，我喜欢坐着。”说完还拍

了拍正坐着的柏油地面。

“那你为什么读这本书？”

“说来惭愧，因为我还在读一个

学位。”我吃了一惊，我才是在读学位，

从没见过像他这么老的同学。他好像

看出了我的偏见。

“我读的可不是普通的学位，是

‘全知学位’。”他辩解道，结尾的

四个字还要一个一个讲出来怕我听不

清楚。          

怪不得他喜欢来动物园读书呀，

原来是我们学校的学生，进动物园不

要钱。

鹿吃光了青笋走到一边玩去了，

猴子挂在树上嘎嘎地叫着，保安巡逻

过一次 , 不过问“奇怪老人”的身份

却要再查一次我的学生证。

我问“老人”，：“下周你去考

试吗？”

“不去。”他还在读书，今天看

完了三个章节。我用眼睛量了量，大

概有这本书的四分之一厚，所以我得

出结论：

“你看得完这本书的，在考试之

前。”

他笑了，这是今天下午他第一次

从书中抬起头来，并且把书合上丢去

了一边。我开始担心他看不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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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事， 上 海 家 里 只 剩 她 母

亲、 嫂 子 和 她， 她 自 己 也 想

到 内 地 去。 方 鸿 渐 说， 也 许

他 们 俩 又 可 以 同 路。 苏 小 姐

说 起 有 位 表 妹， …… 计 划 复

学。……将来也是旅行伴侣。2

从文中读出苏小姐和唐小姐二人去内

地的原因，然而方鸿渐为何莫名其妙

可以同路？好奇心令我们将书页向前

翻动十余页，终于在一大段描写生活

琐事的情节后找到因由。

…… 鸿 渐 在 点 金 银 行 里 气 闷 得

很，上海又没有多大机会，想有

便到内地去。 3

这时我们方知道，鸿渐意欲内迁缘是

工作不顺又难觅机遇。“草蛇”既已

被我们发现，谜团也就相应揭开。不

过想来读者一看到前文大篇幅的生活

琐事，便顿觉索然寡味，不由加快了

阅读速度，急着去寻觅后文更精彩的

故事。然而，可能顺带着导致读者忽

视了鸿渐同路的原因，掉入了作者设

下的圈套。

这般行文，顾此言彼，声东击西，

给读者留下翻书回来恍然大悟般的畅

快，我们隔着书仿佛看到了作者得意

的微笑。这便好像二人对弈，一方懒

散拖沓，看似毫无章法，却在对手自

以为将胜之际一招回马枪制敌，所有

棋子瞬间形成照应，达到出其不意的

效果。

再 看 一 例。 方 鸿 渐 因 无 意 诋

毁了苏文纨所作的诗歌引起她不

满，便要书写一封道歉信来和解。

他看了两遍，十分得意；理想中

倒不是苏小姐读这封信，而是唐

小姐读它。4

此处文字不免令人费解——方鸿渐给

苏小姐的信，为什么理想中却是唐小

姐来读呢？参照前文的方法，便向前

寻找线索，发现了鸿渐和唐小姐这样

的对话——

鸿渐被赞，又得意，又谦逊道：“……

写封信给你表姐，向她请罪。” 

“我很愿意知道这封信怎样写法，

让我学个乖，将来也许应用得着。” 

“假使这封信去了效果很好，我一

定把稿子抄给你看……” 5

于是我们知道鸿渐的想法果然师出有

因，而作者将这段对话巧妙地隐藏在

一长串无关痛痒的交谈中，成功地引

开了读者的视线。

如此，这些琐碎的生活细节便成

为《围城》中一种独特的叙述风格，

时常被读者忽略。只有细心之人掉回

头来找寻，才能发现作者留下的些许

“草蛇”——于极细微处将文章串联

成线。

其实，不止这些生活细节可以作

“草蛇”，文中某些人物的心理及动

作等亦可穿插于平淡无奇的对话之间，

作为“灰线”串起其他人物与情节。

众人在三闾大学时，赵辛楣于春

假的夜里和汪太太独处，被汪处厚和

高松年抓个正着。当读者正惊异于情

节发展突如其来得快，不知为什么辛

楣已与汪太太纠缠不清时，汪太太一

席话更是让观者云里雾里。

一、前言

《围城》面世七十余年，相关评

论文献浩如烟海，已构建了较为完备

的研究体系。赞美者称其立意新颖，

主题多解，语言巧夺天工。批判者多

言其结构与写法散乱，文中众多琐碎

的生活细节和不时探出头来的“小哲

理”，难免给读者留下文章散漫的印象；

亦有评论者认为“散文家钱钟书，经

常在故事中出现，与小说家钱钟书争

胜，给小说不必要的干扰，是美中不

足之一。”1 然而，小说自出版后多次

改版，作者均未对此作出改动，我们

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写法有其独到之处。

因此，本文将通过对小说文本的整体

观照，浅析这种叙述风格的合理性与

意义。

二、文本分析

（一）草蛇灰线——细微含联系

“草蛇灰线”最初比喻事物留下

隐约可寻的线索和迹象，小说写作的

“草蛇灰线法”最早由金圣叹先生提出。

一般来说，作者通过在前文隐秘处埋

下令人不易察觉的线索，与后文情节

构成紧密联系，从而在保证了逻辑完

整的同时，产生迷幻的艺术效果。而《围

城》中，这些线索时常埋伏在琐碎的

生活细节中，成为作者独特的风格。

本文将先运用这个理论，探讨这些生

活细节背后暗藏的玄机。首先从唐小

姐出场的片段分析。

苏小姐告诉他，她父亲已随

政府入蜀，她哥哥也到香港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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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家”4，钱钟书先生不仅能造出极

细微的枪，还在不断投放着“洲际导

弹”。许多评论家有心用“显微镜”

寻找到文中的细枝末节，却未曾用“雷

达”探寻到文中的庞然大物。最明显

的例子莫过于著作的结尾一段。

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

来，……响了六下。六点钟是五

个钟头以前，那时候鸿渐在回家

的 路 上 走， 蓄 心 要 待 柔 嘉 好，

劝他别再为昨天的事弄得夫妇不

欢；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等鸿渐

回来吃晚饭，希望他会跟姑母和

好，到她厂里做事。这个时间落

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

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

切啼笑。5

一本整整写了两年的心血之作，蕴含

着作者对于人生的深刻思考，最终却

以一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作结，

未免太过抽象也不可思议，无怪乎会

有评论家认为《围城》的结构散乱，

主题模糊了。然而，作者也并非成心

刁难我们，他在发射这“洲际导弹”

之前，早已给出读者种种信号，就连

“导弹”落地的动作也是十分轻柔的。

这颗“导弹”贯穿全文，我们用执果

索因的方法，试着把它的“弹道”发

掘出来。

在鸿渐夫妻二人彻底吵翻后，

老钟才“从容自在地打起来”，自顾

自报出一个“错误”的时间。我们不

妨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加以推测：相对

于北京时间或是“标准时间”，老钟

无疑是“自说自话”。而同样的，文

中的每一个人也都活在自己的世界

里，拥有着自己的“时间线”。这里

借用的个人时间线的问题，由爱因

斯坦 1905 年在狭义相对论中提出，

用“双生子佯谬”作出解释。有一

对双胞胎，一人乘坐宇宙飞船以接近

光速的速度远离地球，另一人则留在

地球。根据“尺缩钟慢”的理论，二

人站在自己的参考系下，均认为对方

的“时间”变慢了；换句话说，当

飞船返回地球时，两人在见到对方

之前都会认为对方比自己更年轻。

两兄弟的认知显然相互矛盾，然

而这恰恰可以解释鸿渐夫妇二人最终

矛盾爆发的因由——他们在各自的时

间线中设想着彼此的未来，将对方拉

入自己的时间线，却未曾考虑到对方

的时间线与自己不同。

我们既已尝试推测了结尾的内涵，

又何以知道其正确性呢？其实，作者

的“导弹”在落地前，几次都留下了

线索，给观者的雷达提供了发现的机

会，我们便可以通过寻找到这些线索

来验证上文的结论。例如，鸿渐和柔

嘉一同乘车回上海时，鸿渐作出了这

样的议论：

“ 譬 如 咱 们 这 次 同 船 的 许 多

人，……假使咱们熟悉了他们的

情形和目的，就知道他们乘这只

船 并 非 偶 然， 和 咱 们 一 样 有 非

乘 不 可 的 理 由。 这 好 像 开 无 线

电。……每一个破碎的片段，在

它本电台广播的节目里，有上文

下 文 并 非 胡 闹。 你 只 要 认 定 一

个 电 台 听 下 去， 就 了 解 它 的 意

义……”6

突如其来的一段话，道出了陌生人之

间彼此相逢这一现象背后的哲理，却

仿佛与《围城》的主题并无关系。如

果未探讨前文的“时间线”问题，观

者可能仅仅将这一段文字当作“散文

家钱钟书”的随笔，只是借鸿渐之口

表达出来罢了。然而正如我们在前文

中所讨论的那样，每个人都有着各自

的时间线，而陌生人之间的相逢恰是

这些时间线中的片段发生短暂交错的

结果。鸿渐已在无意识中道出天机，

堪破时间之妙，然而后来他却一而再

将别人拉入自己的时间线中，可谓当

局者迷，自身终究逃不出“围城”。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阶段性结论，

这段文字并不是所谓“散文家钱钟书”

在和“小说家钱钟书”争胜，其对于

小说结尾内容有着强烈的暗示性，并

从侧面反映了小说的主题。

我们带着已有的收获继续将弹道

向前推进，看到了鸿渐离开三闾大学

时学生相送的场景，鸿渐生发出如此

的感受。

1   钱钟书：《围城》，第255页     5  钱钟书：《围城》，第335页。

2   同前注，第233页                                                           6  同前注，第288页

3   同前注，第236页

4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1页。

“…… 高 校 长， 你 又 何 必 来

助兴呢？吃醋没有你的份儿呀。

咱们今天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

嗯？高先生，好不好？”1

高松年缘何要吃醋？汪太太又要说些

什么“亮话”？一连串的疑问将我们

的目光引回汪家夫妇首次宴请鸿渐和

辛楣的场景。席间汪太太回想起去年

逛寺院时丈夫说的情话，“忽然心上

一阵厌恨”2，初读时不解，再读方知

此处已暗示汪太太对丈夫的疏离，为

其不轨行为留下了“灰线”；赵辛楣

回校后犹豫地说出汪太太的神情像苏

文纨，也便成了上文事件的祸根。而

对于高松年，作者的暗示则更为隐晦。

高校长看汪太太请自己办她，大

有恃宠撒娇之意，心颤身热，……

汪太太冷笑道：“……当教员是没

有资格的－－”高松年喉间连作抚

慰的声音。3

由此高松年与汪太太的关系可见一斑。

这几章中处处伏笔环环相扣，不明就

里的读者恐怕会将这些“脱轨”的人

物描写看作作者的充数之文，进而留

下文章部分内容漫无目的的印象。俄

国小说家契诃夫曾论伏笔，谈到“如

果在第一幕里边出现一把枪的话，那

么在第三幕枪一定要响。”只不过作

者这把枪过于细微，尽管最后枪响猎

获了庞然大物，人们也难以第一时间

察觉枪在何处。只有当我们从写法上

进行分析，从文本中寻找到那些“草

蛇灰线”时，这些零散又寡淡的语句

才奇迹般地拼凑出一个个毫无逻辑漏

洞的故事。作者正是运用这样独特的

叙述风格将读者引入一个个圈套，又

期待读者能自行跳出来，从而获得阅

读文章最大的满足感。

（二）伏脉千里——大局存照应

“草蛇灰线”藏在琐碎的生活细

节背后，可以让普通读者不明就里，

却难以瞒过身经百战的文学评论家；

然而，为何众多评论家依然认为《围城》

的写法与结构散乱呢？

原来，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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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空间位置的不断变更，小说描写的

人物也随之更替；方鸿渐与其他人物

的关系总离不开“陌生——相识——

亲密——疏远”这样的过程。小说没

有了传统意义上“稳定的结构”，这

也是《围城》被某些评论家所批评的

原因之一。然而，作者早已将相关线

索藏在人物对话中，解释了这样不寻

常结构的内涵。

慎明道：“……仿佛金漆的鸟笼，

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

鸟想飞出来……”2

鸿渐每去到一个地方，都如这鸟一般，

厌恶自己当前的所在，歆羨其他的去

处。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鸿渐回国

后由家乡来到上海点金银行，又从上

海去往湖南平城的三闾大学任教，后

又返回上海一家报社，最终从报社辞

职，回到了失业的状态。在此过程中，

鸿渐与身边不断变化的人物之间的关

系也正如作者借柔嘉之口所道出的那

般：

柔嘉心慰道：“……这是不是所谓‘缘

分’，两个陌生人偶然见面，慢慢

地要好？”3

在这所谓“缘分”的作用下，鸿渐不

断结识新的朋友，如鸿渐与苏文纨因

成为同学并共同回国而熟识，与唐晓

芙因共同去内陆而经由苏小姐介绍相

识，与赵辛楣因苏文纨嫁给曹元朗而

化敌为友。然而，由于人物性格本身

的弱点，鸿渐终究难以与人长久地相

处下去，这也导致了人物间频频有误

会发生，最终分道扬镳也就无可避免

了。

如此看来，人物在不经意间说出

的某些话语竟是作者伏脉千里埋下的

线索，揭露了整部小说这样不寻常的

结构。如果说“草蛇灰线”是许多长

篇小说作家都掌握的小技巧，那么用

“伏脉千里”的线索暗示文章主题，

揭露小说结构，便注定成为钱钟书先

生的大神通。

三、结语

作为钱钟书先生仅有的长篇小说，

《围城》不仅表达了作者深刻的哲学

思想，更体现了他炉火纯青的叙述技

巧。精研这看似散乱的文章，我们既

能找寻到隐藏在琐碎生活细节中的“草

蛇灰线”，又能推测出贯穿全文、伏

脉千里的长线索，其叙述过程实为有

条不紊，无懈可击。这样独特的叙述

风格也使《围城》于中国现代文学一

众长篇小说中脱颖而出。限于本人学

术水平，对于《围城》叙述风格的探

讨便告一段落；然而，经典是发掘不

完的，语言文学的魅力将永远吸引着

一代又一代人去探索……

四、参考文献

1、钱锺书：《围城》，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0 年。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

3、黄国彬：《几乎笑尽天下——评《围

城》的冷嘲冷讽》，《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2期。

4、温儒敏：《《围城》的三层意蕴》，《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

5、石坚：《90 年代以来国内《围城》

研究综述》，《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

学学报》1999 年第 1期。

1   钱钟书：《围城》，第266页  

2   同前注，第89页                                                       

3   同前注，第287页

离开一个地方就等于死一次，自

知免不了一死，总希望人家表示

愿意自己活下去。1

这里的死显然不是指肉体和精神在现

实生活中消亡，而是说自己的身影终

将淡出别人的时间线，自己的所作所

为再也无法对别人的生活产生影响。

作者又一次借鸿渐的思想传达给我们

关于时间线的信息，可谓是用心良苦。

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看到那弹道

的源头，“围城”的真谛——人们困

在主观世界里，仅仅沿着自己的时间

线生活，既然不能了解他人的时间线，

也就无从跳出人生的“围城”。这样看，

小说中人物的行为仿佛全有了合理的

解释：苏文纨活在自己的时间线里，

一厢情愿地想象鸿渐的爱；赵辛楣活

在自己的时间线里，假想出鸿渐这一

个“同情者”，自讨苦头；还有李梅亭、

陆子潇等人，皆陷在自己的时间线中，

导致了种种矛盾的发生。

多么远的“洲际导弹”，多么妙

的伏脉千里，多么独特的叙述风格！

观者终于跳出了作者设下的小圈套，

却意识不到自己一直处在更大的圈套

中。这也仿佛印证了《围城》的主题——

人们跳出一个个小的“围城”，却始

终跳不出人生这个最大的“围城”。

然而，钱钟书先生的能力并不局

限于此，当我们将眼光超越作品内容

本身，去探究文章结构时，他这种独

特叙述风格的魅力更是展现得淋漓尽

致。

20 世纪 40 年代左右，中国优秀

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除了《围城》，

还有《四世同堂》，《边城》及《呼

兰河传》等。后三者有一个共同之

处，便是背景单一：《四世同堂》以

北平小羊圈胡同为背景，《边城》以

湘西小城茶峒为背景，《呼兰河传》

以北方小城呼兰为背景。如同《红

楼梦》一般，故事背景的单一性使

得人物在空间位置上具有相对稳定

性，在此基础上，小说的主要人物自

始至终生活在这个单一的背景之下，

小说情节也都发生在此处。而《围

城》偏打破了这个特点——随着方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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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之称，从京都到“小京都”，喜欢日本古建筑

的我非常期待此次旅行。

还未出车站，我就爱上了这座城市。整个高山站

都是木制装修，并且检票口是用石头筑造，让整个车

站看起来更加自然。出了检票口，我们可以看见两个

巨大的传统木制工艺品和数十个小型工艺品，让游客

对这座城市产生更多的期待。已经是夜晚，店铺基本

已经关闭，街道上也没什么人。即使现在是八月，绵

绵细雨，较高的海拔着实让人感受到寒冷。

第二天，早上七点就起了。每天早上，在沿河的

一条街道上，会有一个早市——“宫川朝市”。这并

不像中国的早市，人不多，但是商品却是多种多样，

日常用品、蔬菜水果等。由于高山市四周环山，森林

覆盖率高，造就了当地特有的木制手工工艺。朝上，

也有许多卖精美木制工艺品的摊位。每一件都是人工

制作，小巧可爱，讨人喜欢。在这不长的街道上，慢

慢悠悠地逛着，买点新鲜的蔬果，看看精巧的工艺品，

最后再找一家店坐下吃早餐，如此惬意轻松的生活让

我无比地留恋。

渐渐地，店铺拉开门帘，开始了新的一天。紧邻

朝市的街道，是高山市最繁华，最古老的街道。每天

早上开始，成千的游客聚集在这里。相邻的三条南北

走向的街道，聚集咖啡厅、寿司店、礼品店等各式各

样的商肆。我从北边向南走，丰富的小吃让我大饱“嘴”

福。高山最出名当属飞驒牛肉。在这里，烤牛肉、牛

肉寿司随处可见，回味无穷。吃够了，可以停下来找

一家咖啡厅坐着休息，也可以找一家茶屋品尝茶的清

香。或许，再去一家礼品店看看，挑选自己喜欢的物

件，也可以挑选礼物送给自己的家人朋友。

下午，断断续续的几场大雨淋透了整座城市。

坐上电车，一个站后到了飛騨一ノ宮。或许这就是

日本的乡村吧——寂静。在前往飞驒一宫水无神社

的路途中，整条街道只有我一个人，时不时有车辆

通过。大雨洗透了空气，洗透了远处的山峰，迎面

而来清新、香甜的空气。十几分钟后，到了神社，

却没有一个人。当我走向事务所，敲窗后，才有

拖着行李，在京都车站踏上了前往高山的旅程。

乘坐新干线抵达名古屋，之后再换乘特急。从名古屋

前往高山的高山线，是日本少数还未电气化的线路。

柴油火车沿着一条河流，在崇山峻岭中向上游驶去。

夜晚时向外看去，只能看见数不尽的树木，只有快到

下一个站的时候，才能看到稀稀落落的灯光。总共辗

转了四个多小时，晚上八点过抵达了高山。

高山市（takayama-shi）位于日本拥有 80% 以

上森林覆盖率的岐阜县的飞驒（tuó）地区，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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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出来接待。拜完后，看到了旁边的宣

传画，那是 4 月的女儿节。每年四月初，在

这里都会举行女儿节。届时，这里都会挤得

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而此时，却是如此的

安静，只有雨水击打屋檐的声音。最后来到

车站的后方，这里生长着一棵上千年的樱花

树。每年四月的女儿节，这里将会开满繁盛

的樱花，为节日增添另一份美景。

晚上，回到了高山。经过一天的繁盛后，

门帘落下，街道再次变得宁静。此时雨也小了，

我和朋友再次走出酒店，走进了一家居酒屋。

推开门，只有三个人，老板、老板娘和一个

客人。他们差不多六十几岁，不过看起来精

神饱满。我们都不太会日语，只想吃点烤肉、

喝点酒就回去了。但坐下后，他们的热情挽

留了我们。我们用着蹩脚的日语，他们写汉

字、谷歌翻译。语言的障碍也阻挡不了我们

的交流。我们聊着这次旅游，谈论歌手，还

在这里高声歌唱。虽然我们只点了三样东西，

但他们却不断地给我们倒上其他美酒，送水

果等。本来预计的半小时却待了两个多小时。

最后因为太晚，只能和他们告别。这一晚的

聊天，可能真的是永生难忘。这一家居酒屋

里的人，只是我们遇到的高山人的一个缩影，

他们热情好客，没有了大都市人之间的冷漠。

第三天，拖着行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这座城市。如果未来还有机会，我还会再次

踏上这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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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摇晃着酒瓶，按理说照他这

样的酒鬼，此时面前应该放着无数的

空酒瓶，当然是最廉价的那种。然而

今天晚上他已经在夜色酒吧里坐了一

个小时，一瓶啤酒只有半瓶下了肚。

他是个失败的人，一眼就能看出的那

种，那种走在街上能被看出有着怎样

过往的人，手腕上戴着的金表是象征

着曾经身份的最后一点标志。然而他

的衬衫不再整洁，两颊的胡须活像被

风暴席卷后的草地。即使他还有着一

份能维持生活的工作，所有人包括他

自己都知道，他不再有出头之日，至

少在这个地方，到今天晚上为止。凯

特透过酒瓶看着在灯光下舞动着的男

男女女们，那种疯狂的姿态早已和自

己无关，但是那曲面上映射出的景象

的确勾起了凯特的一些回忆，他突然

想多喝一点，但是正当他一抬手招呼

侍者过来时，却想起今天不能多喝，

只好尴尬的对那位侍者说，再帮我拿

一杯柠檬水来。侍者眼里的鄙夷之色

没有逃过凯特的眼睛，他低下头去，

看了看手上的表，现在是两点一刻了，

快了。

一阵寒风吹来，靠在后巷墙壁

的菲尔不由的打了个寒战。墙上的灯

有气无力地发散出昏黄的光，而他又

刻意站在这小小的光圈的外面，旁人

根本不可能看见他的脸。这该死的地

方还真是冷啊，一堆垃圾堆在那里连

苍蝇都不愿出来，还是老鼠最敬业，

这寒夜里依然在他脚边绕来绕去。他

被人称为“老鼠”，久而久之他对老

鼠也有了一种莫名的亲切。他是“老

鼠”，是人人喊打的蠢贼。警局住得

多了，每到重大节日之前，他和几

位“难兄难弟”都会被提前关照关

照，或者那几位嫌麻烦的警官提前找

些借口把他们送进去。他不愿意再过

这样的生活了。这也是他为何站在这

里的原因。他伸手想去拿只烟，然而

他触碰到的不是纸盒柔软的触感，而

是怀表外壳冰冷的触觉。是了，今天

不能带烟来。他从口袋中拿出怀表，

那是父母留给他的最后一样东西，表

链也早已被他当掉。我这辈子不可能

有什么出息，他们早知道吧。菲尔自

嘲般地笑笑，打开了怀表。现在是两

点一刻，快了。

“想什么呢？”老板的怒吼从

身后传来，皮特吓得差点将手里的托

盘丢出去。数落声不断传来，皮特唯

唯诺诺地回复着，继续做着手头上的

工作。也许是想到这是皮特最后一天

在夜色酒吧工作，老板也不愿再多说

什么，转头离开了。皮特是个英俊的

小伙，又凭着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和店

里的几位女顾客玩些纠缠不清的小把

戏。一直以来都是皮特赚些小费，老

板拿大头的酒水钱，因此老板也没有

管过什么。然而这种双方心照不宣的

合作终止于皮特最近一次失手。那次

皮特以为遇到了真正的大金主，还是

低调奢华的那种。一开始对方也算是

尽职尽责地陪着皮特演习，不论皮特

推荐什么酒水先是百般拒绝，皮特每

次都要费尽心机，百转千回般的沟通

交流，一周后情况大有改观，皮特不

论端来什么样的对方都不会拒绝，言

语间还暗示着一段时间后要开一个大

party，会找皮特提供酒水。一来二

去，皮特逐渐相信了对方是大公司的

领导，马上在住所要开一个年会。因

此在相遇后第三周对方找来一辆车装

酒时皮特怎么能拒绝这种诱惑，特别

是对方邀请皮特一起上车参加聚会之

后多给 1% 给皮特呢。当车发动之后

等着皮特的当然只有头上的黑色头套

和一顿老拳。最后皮特被丢在一处垃

圾场旁边。老板自然气得无话可说，

报警后当然也是杳无音信，请问只有

一个叫 kitty 的名字有什么用呢？自

然这黑锅得皮特背，老板在他从医院

回来上班的那天晚上就在所有员工面

前宣布皮特必须干到这月底，没有任

何工资，要不然就要雇律师起诉他。

当然老板对皮特的不信任也是昭然若

揭，要不是皮特的确伤得不浅，他都

想动用关系给皮特来一套“审讯室一

日游”的套餐。皮特也是十分窝火，

自己不仅没捞到多少钱，还基本贴到

医疗费上，本就浪荡的自己没有多少

存款，马上还要失去稳定的收入。他

不甘心，他至少要找到一个东山再起

的机会。他抬头看了看头顶的钟，已

经两点一刻了，快了。

凯特起身去趟洗手间，绕过舞池

后推开旁边一个小门，一共有三个方

向，向前就是酒吧后门，右手边是洗

手间，左手边则是酒吧老板的办公室，

凯特无意地往左边瞟了一眼，办公室

的灯还是亮着的，这个自然。但是不

知为何门口还站着一名的侍者，站在

办公室的门里看不见面孔。这倒也无

所谓，这样他也看不见凯特的脸。也

许是老板找来安排工作的，自己再等

一会就是了。卫生间里没有人，简直

是太好了，要不然又要等下一次了。

凯特找到了清理间里面的“禁止入内”

标志，放在门口并锁上了门。他进了

隔间，准备抽一支烟。可是他的手太抖，

好不容易从内衬口袋里拿出火柴和烟

盒，哆哆嗦嗦地不能将烟从烟盒里抽出

来。手再一抖，烟盒掉到地上。一边

安慰着自己不要无谓的紧张，一边低

下头去捡烟盒。可就在这时，他突然

看到了烟盒后有一双眼睛正直勾勾的

盯着自己。“啊”，吓得凯特双腿一软，

“咚”的一声摔倒在本就不大的厕所

空间里。这么说隔间还有人，他怎么

了？反正他也看不到自己怀里还有什

么东西，凯特给自己壮了壮胆，打开

48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思廷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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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时，突然想起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自己厕所隔间的门锁好了吗？然而顾

不了那么多了。他冲进办公室，坐在

老板的位置上，熟练地找到那个保险

箱，按照早已打探好的密码打开了它。

可惜里面装着的不是钱，而是另一个

箱子。没事，这个箱子的锁看起来就

很简单。就当他把这个箱子拿出来，

将椅子转过去打算起身离开时，一声

断喝和一把枪无情地阻止了他。他紧

盯着对方的双眼，手也没有离开箱子

的意思。这时墙上的钟显示是两点

二十九了。比自己的计划还提前一分

钟。可惜……

凯特见到老板的尸体后就冲向了

办公室，那个侍者绝对有问题。果然

他到的时候对方正在打开保险箱。那

清脆的“咔哒”声掩饰了他进入办公

室的脚步声和从怀中掏出枪的声音。

“你在干什么？”可是当他吼过之后

发现自己又能干什么？开枪？别开玩

笑，他又没想过杀人？让对方把箱子

放下放对方走？自己见过对方的脸，

对方也见过自己的脸，怕是难以达成

协议。

时钟不理会空气中近乎凝滞的气

息，一秒一次，哒哒哒，由内部电力

向前推动着。

要怎么做？

难道就此放弃。

该死，我该怎么脱身？

此时应该是我占优势，毕竟对方

不知道我的目的。

此时应该是我占优势，毕竟我在

暗处，他们争斗我就有机会。

此时应该是我占优势，毕竟只有

我知道……

警察来了好像我也能解释，可是

就这样放弃这个好机会吗？

销赃路线我是知道的，后面也有

人接应，看来我的确有机会。

怎么说我都能赢啊，要不要让这

个事件变得更有戏剧性呢。

那就这样吧。

那就这样吧。

那就这样吧。

哒。

哒。

“午间新闻，今天凌晨两点半，

知名酒吧夜色酒吧突发停电，引起大

规模恐慌和踩踏事件，目前人员受伤

情况不明。另据警局内一位不愿意透

露姓名的人士透露。酒吧老板办公室

内发现三具尸体，酒吧老板被发现死

于男厕所隔间，酒吧营业款也不翼而

飞。对此警局不愿意作出任何回应。

下面有请我们的特邀嘉宾……”

“啪”。威廉关上了电视。

他自然是得意无比，一切都在他

控制之中。

没有他，凯特只会永远在酒吧里

被现实和幻梦消磨殆尽。

没有他，菲尔这种做惯了小偷小

摸的毛贼怎敢对夜色酒吧下手。

没有他，皮特那种小白脸能拿到

密码？

当然他也没想到他找的每个人都

找了同一个时间下手。竟然还在一起

同归于尽了，甚至还包括那个狗屎一

般的老板，简直是太完美了。当然即

使是有人真正得手了威廉倒也无所谓。

因为那个小盒子本来就什么都没有。

真正的钱都在……

他得意地打开沙发旁的收纳箱。

下一秒他的表情凝固在脸上。

里面除了一片纸外什么都没有。

他双手颤抖着打开那张纸：

哒

已是两点半了。

天黑了。

我亲爱的 W：

你看见这张纸的时候应该是接近

正午了吧。昨晚辛苦你那么晚才回家。

那笔钱我就拿走了。当然它本来

就应该属于我。没有我出卖色相，你

从哪里去弄到保险箱的密码。

谢谢你，相信你不会报警的对吧。

最后再说一句：

F**k you.

     爱你的 ,

  M  

了隔间的门。倒在地上的却是个熟人，

酒吧的老板。哒哒。墙上的钟表提示

着离两点半还差三分钟。

菲尔又检查了下手里的工具，没

什么特别的，只是一些不同形制的铁

丝和镊子。他对此当然十分熟悉，这

些可是他的吃饭家伙。他给自己壮了

壮胆，将围巾提到遮住口鼻的位置，

提醒自己一定要表现出一副普通酒客

的模样，悄悄地推开了门。这时他听

到了左手边传来“咚”的一声，似乎

是什么沉重的物体落了地。菲尔吓得

又缩了回去，甚至差点把门重新关上。

慌乱中他扶着门栏的左手被门狠狠地

夹了一下。菲尔疼得直倒抽凉气，又

不敢发出大声音，只好咬住了袖子。

突如其来的疼痛倒也提醒了他，等着

那股子本能的抽搐劲过后，他毅然拉

开了门。前方一个男人的身影从小路

口一闪而过。他下定决心缓缓地走进

黑暗。他记起左手边是厕所的方向上，

好奇心让他最后瞥了一眼，没有什么

特别的，倒是只有一个禁止入内的标

志摆在男厕所的前面。现在不是关注

这种事情的时候吧。他暗中责备了自

己。然而当他刚刚挪动到右边老板的

办公室的窗下的时候，里面传来一声

男人的怒吼。“你在干什么？”他僵

住了，确认前方无人后他又悄悄地挪

到办公室门口，背靠着墙缓缓地伸头

看了一眼，紧接着立马收回了头。里

面那副景象深深的刻在他脑子里。两

个男人紧盯着对方，一人端着枪，一

人抱着菲尔的第二步目标——本应该

放在保险箱里的一个盒子。现在离两

点半只有两分钟了。

听到进入这一区域的门开的时

候，皮特暗呼运气不好。当然他的运

气已经够不好了。他在老板的咖啡里

用的量原本只够让他好好睡一觉。但

当皮特回来看的时候，老板的确倒在

桌子上，却也没了活人应有的气息。

那个卖药的，我说了要好货，没说要

这样的好货啊。皮特恨恨地想到。可

是事已至此，他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首先要做的自然是给老板挪个地方。

按计划好的，皮特将其拖进了厕所的

隔间。当他回到办公室门口，就听见

了开门声。他只能在门口站定，装作

如无其事的样子。没过几秒他就听见

对方打开了厕所门。正当他长舒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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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活在当下，为自己而活。起初我还

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愚昧原始的；然而

短短一周，我穿越于Suez的大街小巷，

盘坐在 Siwa 的一座高耸的沙漠之上，

改变了想法。

我甚至有点羡慕他们。

相比许多发达国家，埃及似乎在某

些方面更能体现“人本”思想：父母牵

着儿女的手在红海边散步，带着“伤

疤”的车在路上奔驰，餐馆里朴素实在

的食物，街边热情地讲着蹩脚的“你好”

的人们……极少有对物质的过度追求，

将重心放在自己、亲人、朋友身上。这

些也许比高速发展的科技和便利的生活

更为重要。

人们都在追求更好的生活，但许

多人终究被消磨得没有了棱角，日复一

日地在社会中打滚，不断用物质填补

内心的空洞，最终化为人间一抔土，

无影无踪。等回忆自己的一生，却发

现丢失的最最珍贵的东西竟是自己。

在老一辈，物质是匮乏的，但

快乐却是满满的，他们的记忆里有上

山抓的蚯蚓，溪流里光着膀子的嬉

戏，几分钱却还要一起分享的冰棒，

他们的记忆是暖黄色的，如傍晚的夕

阳照射。试想，新一辈为人父母，回

忆里将是冷冰冰的电子产品，是脆弱

易碎的友情爱情，是忙碌而又茫然的

日子；生活的色彩逐渐为电子屏幕的

刺眼白光、高楼大厦的灰色阴影、冷

冰冰的科技所替代。这真的是我们穷尽

一生想要得到的吗？我们追寻的幸福的

终点到底是什么 ?

这些问题很难回答，但此时此刻，

我选择放慢脚步，适应这里的生活节奏，

享碧蓝的红海和灿烂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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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三毛和荷西的爱情那

时就在西撒哈拉无际的黄沙上、烂漫

的银河下进行着，轰烈无比却又平静

安详。现在，跨越一万公里，我来到

荒芜而又神秘的非洲，令人神往而又

畏惧的大陆。

在车上颠簸十二小时，从 Suez 到

埃及西部边境的 Siwa，一个古老荒凉

的小城镇。难以想象，这样一个偏僻

的地方却藏有世上不可多得的美景。

刻着古埃及文字的残破神庙，死亡谷

里精致的壁画和故事，无边无际沙漠

中灿烂落日，黄沙中幽蓝色的湖泊，

奶蓝色的清澈的盐湖以及头顶上烁烁

的银河……奇怪又合理的簇拥于一个

小小的城镇。听当地人说这片沙漠恰

好是撒哈拉沙漠的一角，我再次想起

三毛，我终有一日追随了她的足迹。

有一幕在我脑海中频频回放：残日下，

一头小毛驴驼着沉重的布袋和一位身

着长袍的男人一前一后在土黄色房屋

围绕的街道上尘土飞扬地行进着。我

突然固执地觉得一千年前的古埃及也

是这番光景。

在 Moutain of Dead 的起伏的岩

石上，我回想起《撒哈拉的故事》中，

那本三个月才领到的结婚证，常年不

洗澡涂着刺鼻香料的沙哈拉威女人，

带神秘诅咒的致命项链······就

像落日在西撒哈拉沙漠上留下的红艳

的滚烫的唇印。三毛说过：“一个人

至少拥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理由去坚

强。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

都是在流浪。”当地人的生活态度

深深触动了我，他们不为柴米油盐

而烦，也不为空荡荡的钱包而恼，

每天和朋友们吃喝闲聊，沐浴在阳

光下，生活方式看似懒散无序，他们

依然怡然自得，走在大街小巷上看到

的满是笑容。虽然生活单调，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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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策划之托，更是内心的一种执念，六点多就醒了，

便起身前往蛇口港，希望在路上能够遇到，或是发现一种

叫做“深圳文化”的东西。

八时一刻许，饿得实在不行，亦想避一避早高峰，便

在福田站下了车，寻了一家包点店吃了个简单的早餐。

边吃边想着，或许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一个短

短三四十年就发展起来的城市会有自己的文化？

但又转念一想，三四十年的时间里，一个城市完全有

可能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更何况深圳又有过那么好的契

机。

突发奇想，我问店里的职员：

“你是深圳本地人吗？”

“不是。”

意料之中的回答。

之后，借着各种机会问过其它一些人，十有八九是外

地来的，移民城市的特点体现无遗。

早饭过后，在去蛇口港的地铁途中，早高峰还是在被

我撞上了。历经数次换乘，地铁的车箱满了又空，空了又满。

形形色色的人换来一拨又一拨，匆匆忙忙者居多，少有步

伐缓慢者。

列车上以年轻人居多，或许是早高峰的缘故，脸上多

有困意，下车后便急匆匆地离去。

每一个步履匆忙的人犹如城市这个巨大机器上的一个

齿轮，当一个又一个的齿轮旋转起来时，整个机器便醒了

过来。

蛇口港总算是到了，这条地铁线从深圳地东北角到西

南角，横亘了大半个深圳。

出了地铁口，热浪扑面，同样“热”的，竟是一股建

设的氛围。

我原以为蛇口港应该是已经成熟了的、建筑的基本布

局也是比较固定的。然而事实与这种想法背道而驰。

靠近海岸原先老旧的大楼正在被拆除，远处更高的新

楼拔地而起；走近港口，从远处便看到了宛如巨人手臂般

的吊车和途径的巨大货轮。

午后的返程中，我整理着一路的所见所闻，试图用拙

劣的文字记述内心之想法。

我对蛇口的憧憬，实际上夹杂着多种成分。有最初的

在历史书中、新闻报纸中对其的描述，亦有来到深圳后希

望体会其发展速度与变化的想法，更有对曾经以袁庚为代

表的那一批人突破桎梏、敢闯敢创精神的致敬。

深圳的文化，主要来看，一个是“容”，另一个“创”。

一个移民城市，众人来自五湖四海，难有自身作为当

地人的“优越感”，“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不只是停

在口头上。秉持着各种文化观念的人们能在此彼此尊重与

接纳，亦能融合与凝聚。

“创”字首先是破旧立新。在蛇口，这个号称改革“试

验田”的土地上，旧的理应拆去，为新的留出发展的空间；

而破旧立新的不只是楼房建筑，亦有思想观念。念及此，“时

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突然回响耳畔，这亦

是一句在当时冲击思想桎梏的口号。破旧立新乃是城市发

展的动力，也说明这个城市的年轻与活力，充斥着快节奏

的生活氛围与工作环境。

亦想像那些过去、现在、将来的人一般，敢想敢“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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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时代解决了大批量生产产

品的问题，大企业丛生，“机器加流水

线工人”模式极大地实现了经济增长，

从此人们进入物资不再匮乏的时代。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电子信息

技术广泛应用，后工业化时代来临，科

技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宰，拥有专业教育

和技术专长的人才成为新的宠儿，企业

只有生产出独特的产品，才能在红海经

济中博得一帆。这就出现了新的消费需

求，个性化服务的需求。而其中最绿色

最经济的服务，就是为别人提供智力服

务。  

随着互联网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

纽带，大量泛娱乐化的原生内容正在通

过文字、音频和视频等表现形式，刺激

着人们的感官，展现出它强大的经济价

值，这就是内容经济。在传统时代，一

个人要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必须向

着金字塔顶一层一层地往上爬，只有你

爬到上层的时候，才会获得一定经济地

位。而互联网时代是一个球面，只要你

在某一方面比别人做得好，那你就是最

高的。

罗振宇是在互联网传媒时代走

得比较快的，他推出了逻辑思维专属

APP，做的是纯内容经济。《李翔商业

内参》是他们推出来的第一个销量爆款，

年费 199 元，在仅仅 20 天内突破千万

收入，等于超过 5万人购买。

幻方秋叶从一个细分在线职业技

能课程 PPT 做起，从微博再到微信攒

粉，一直到在网易云课堂上开发系列专

题课程，在云课堂销量靠前，几乎每个

课程购买人数都在一万以上。在此基

础上，又出了书《幻方秋叶 PPT》。此

外，与传统培训师不同，创始人秋叶不

需要全国各地奔走讲课，只需要在线直

播课程就好。从一个人到创业团队到

一个专业公司，目前已到千万规模。

依靠综艺脱口秀节目“奇葩说”

走红的马东团队，在喜马拉雅推出关于

沟通的音频课程——《好好说话》，教

大家学有效沟通。优惠价 198 元，在它

推出来的第一天就突破了 500 万收入，

相当于超过 2.5 万人购买。

papi 酱靠微博“文化消遣”类型

视频走火，攒粉将近两千万。这是不直

接靠卖内容取得收益的，而是靠攒粉以

后的广告收益。随着 papi 酱首拍广告

拿到 2200 万后，标志着内容经济已经

走上了历史舞台。也就是说，在这创作

为王的时代，内容创业开始迎来一个黄

金时代。

2016 年是个新的趋势，知识经济

时代的到来也似乎给“寒门再难出贵子”

的论调打了一记强有力的耳光。要把握

这种趋势，仅仅靠学校里的教育是不够

的，课外的积累是更加行之有效的方式。

但与此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互联网却

为这类适应趋势的人设置了种种阻力。

因为，互联网最大的特点就是分散人的

注意力，各种碎片化信息无一不把你拖

走。这样子，一个人很难成为一个深度

思考者，更别说给别人提供有价值的信

息了。作为一个读书人，本来如果想在

知识经济时代有所作为，如何读书就显

得十分关键。

阅读是分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基

础阅读——这是最基本的阅读能力，能

认识字，理解书本每句话的字面意思。

第二个层次是检视阅读——在有限的时

间内完成一本书的阅读，能理解整本书

所表达的意思。第三个层次是分析阅

读——不停地完整阅读这本书，没有特

定的时间限定，主要是搞清楚自己是如

何理解这本书的。第四个层次是主题阅

读——搜集同一个主题下各类书本，花

时间去阅读它们，并分析不同书本的不

同观点。

所以在做阅读储备的时候不要什

么书拿来一通乱读，先找到自己的兴

趣点，慢慢去收集这一类主题下的纸质

书或者电子书，进行阅读。读完之后最

好能写下自己的感想，并且可以在豆瓣、

知乎上看其他人的阅读感受。豆瓣知乎

是文化年轻人的聚集之地，你可以从上

面看到文化趋势，里面也是内容经济的

消费主要群体。

物以稀为贵。你只有拥有跟其他人

不一样的标签才会具有核心竞争力。比

如罗辑思维的标签就是知识服务者——

我贩卖的不是书，是知识。papi 酱的

标签就是短视频“吐槽”，反映当今现

状而受到用户的欢迎。

木桶理论（短板理论）曾影响了一

代又一代人，认为一个人只有不断改正

缺点、弥补缺陷，才能变为更优秀。但

实际上比喻主体就错了，人的一生是有

张力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木桶，想要十

全十美耗费精力又往往徒劳无功。盖洛

普的优势理论在人才发展方面更有借鉴

意义，找准自己的优势，发挥自己的所

长，它反而会是你走得更远的资本。

如何找到自己的特质，方式因人而

异。可以做各类测评，比如“盖洛普优

势识别器测试”、“MBTI人格类型测试”，

“九型人格测试”等。可以与家人朋友

同事进行交流，了解他们对你的印象。

当然也可以自己进行反省思考等等。集

中反映出来最多的就是自己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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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流浪狗因为和我偶然的相见，

把我当成它的亲人就驻留我们家门口。

每次回家它都会异常欢快地呼唤我，发

出好似是撒娇的声音楚楚可怜。

它每天送我上公车，安静地坐在一

边，直到上了车我看到它落寞的身影回

了院子，有些不忍。

后来有一天，它又跟我去了公交

站，不过这次是在马路对面。一条黄狗

在小区里就跟着我们，也一路到了站。

以前我见过这条黄狗和他的主人，却也

只是匆匆擦肩而过。等车的时间很漫长，

它默默地瞅着我，黄狗则悠闲地卧在我

脚边。倒是我也很享受这段恬静安详的

时光 ......

那天回家后，门口没有往常娇小的

身影，我有一种预感，它丢了，一个多

礼拜的相伴，忽然有些担心它的处境。

可能它眼神昏花，因为它太老了，老得

逆来顺受担惊受怕。最终它真的还是丢

了，再也找不到了，任凭我处处留心也

不见一丝一毫它的踪迹，徒留相片和视

频还有一段回不去的相互陪伴的时光。

从那以后便是这条黄狗了，见到我

便跟着我，望着我从远处来便飞奔过来，

异常亲热。它身子颀长，面容俊朗，像

极了四年前我的乐乐，在我高中毕业后

乐乐被送到了农村。

不管何时何地黄狗都用乌黑的大

眼睛凝视着我，含情脉脉如一湖秋水。

不过它虽总是跟着我，却很聪明从

不入不是自家的楼口。我回家的时候它

并不踏进楼内一步，只是恋恋不舍地望

着。甚至卧在楼下凝望我家窗户。

它身边总有它的小伙伴相伴相随，

对它亲热得过分，它又好像是它们的首

领。

一开始是两条，后来四条，最多的

一次竟有八条狗。它远远看到我便欢快

地绝尘狂奔到我身边，带着八条形态各

异的狗围住我，簇拥着。小区里散步的

老爷爷看到不禁惊呼一声，念念有词地

数着。我知道这些狗都有主人和自己的

家，而我平时也很少施予它们。而那只

黄狗黑溜溜的眼神仿佛有融冰化雪一般

的魔力，也教人不禁多看几眼。

最后我明白了这条黄狗高大俊美，

一定被众狗奉为头目，而这小头目却与

我特别亲热，因此有了众狗簇拥我的一

幕。我不禁怀疑它就是长大后的乐乐，

已经从一个不知天高地厚活泼精分总是

带给我快乐的傻小子，变成这样一个大

哥，从不与小弟抢食，时时照顾着弟兄，

颇有些宅心仁厚。

还没搬家的时候老房子曾是乐乐

的乐园。它放肆忘我地在家里狂奔，瓷

砖地上来一个猝不及防的侧滑；爸爸做

饭时，它蹲在脚边安静地好似一座雕塑；

妈妈在窗边喊它回家吃饭时，它忘记要

上楼梯，急地嗷嗷叫挠墙欲爬上楼来；

在阳台它的小窝死搂着我的毛绒娃娃不

放，谁抢他就急眼 ......

黄狗如果真是乐乐固然好，只是四

年来它究竟去了哪、过得怎么样，我都

无从知晓。那陪伴我走过高三坎坷泥泞

之路，予我们快意笑容的乐乐，或许真

是它回来了呢？

要达到内容经济的效果，必须持续

地输出有价值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必须

是沉淀出来的、经过筛选后的才能更容

易被其他人认可。这就需要独立思考，

不管是空间还是时间。

首先要学会隔离习惯性的思想来

源。在要寻找某个答案前，不要急着通

过互联网搜索答案，先自己想想可能性

的回答。独立思考并不是说变成异类，

而是不因循守旧。第二，去体会和自己

现有观点矛盾的经历。可以尝试接触完

全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观点。不是

完全去接受他们，而是这些矛盾的东西

可能会激发你新的思想灵感。第三，以

旁观者的眼光看进程。当你陷入某种事

务之中无法脱身时，尝试把自己当作是

路人甲，或者是十年后的自己，从另外

的角度看待问题，可能就会找到一片新

的大陆。第四，你可以学会质疑。这不

是说让你成为一个病态的怀疑论者，而

是要寻找论点背后的事实依据 , 尊重

事实，再做出判断。

最重要的一点是，你的思考是你自

己的 , 而不是只是反刍媒体。

知识经济时代加上互联网传媒，内

容经济将会成为下一个收益风口。类似

于前些年的软件开发，只要开发出一个

好的软件，后期收益无限。内容经济也

是，开发出一个好的内容产品，不管是

属于文化消遣型、职业技能型还是人际

交流型，后期的收益也是无穷。这就让

读书人看到了一个趋势，社会规则在变，

权力地位不再是永恒不变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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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期笔者参与学校招生咨询会工作，心有感发，遂成文字。
本文原载于左舒雯个人微信公众号《小窗夜寄》，登于此刊前微有改动。

端的一副傲慢，掩不住。透过他的此刻，

可以看到无数个过去和将来，他也是这

样两腿一张，坐在这个人那个人的面前，

纵横捭阖地讲他的孩子。种种成绩，烂

熟于心。

有的家长，羡慕的、卑微的模样。

矮下一个头去。问你是上外附中的对伐，

我刚才听见了，你能这个那个。身后的

孩子，默默地听着。我的心里默默作痛。

为何有父母会放任自己在孩子面前流露

出对别的孩子如此强烈的羡慕？这种姿

态已是一种伤害。父母专注着羡慕的那

一刻，孩子从他们的眼里消失了。无数

的孩子在心底里都希望自己是父母的骄

傲。你转头回去，在他需要爱和鼓励的

时候，勉勉强强期期艾艾地告诉他你最

棒，你是我的骄傲呀。但是他已经不会

信了。他也不和你讲，只是心里明明白

白。

有的人满面苦相，言语冲撞，一看

以为是故意来找麻烦的。面色发乌，眉

头纠结，一脸嫌弃的模样，问话似骂似

寻衅。其实不是，生便如此，对谁都是

这般，自己也未必能觉察到。心中不由

升起怜意。依旧平和大方地回话，几个

回合下来，对方面色语气稍缓一些。

有的人双眼虽与你在同一水平

面上，目光却从侧面探来，从底下探

来。躲闪、飘忽，须臾不敢对视。

身躯的某一肢体，无意识地抖动。像

要笑起来了，眼里有精明促狭的光，

与任何和善的表情相违。嘿嘿，嘿

嘿，走了，带走他与身俱来的尴尬。

有的人浑然朴素，一切的装饰都已

脱去了。有的人致力维持着许多，身姿

的窈窕，衣装的妥帖。脸皮的白净，笑

容的体面。

一个人要像一支军队，一名家长可

以是一条河流，交通万千信息。父母，

原来是那么长于计算的一群人。一个又

一个的群，一本又一本的帐。孩子们站

在旁边，看着他们的父母算账。算账的

样子总不会很好看，因患得患失，因牵

肠挂肚。热心经营，没有办法的事。

来往驻留的客，无论是喜欢还是不

喜欢，都一样地应对，不在脸上表露出

不同。

孩子的气质，都不十分强烈。父母

的气质，却大多已沉淀下来，成木成石，

根深蒂固。各人有各人的偏性。信然，

一个人四十岁后的形态何如，尽归于自

身，与父母已鲜有关联。

站在展位上，浮光掠影地看过这么

多双眼睛，在喧闹嘈杂之中尽力地与人

对话。外面是一碗水端好，里面在想一

个一个的人是这样地不同，有时以至于

惊愕。造化，怎样的造化。深深地，在

入世与出世之间游移。恍惚的几个瞬间，

仿佛不是在介绍学校，而是在介绍自己；

不是在回答关乎学校的问题，而是在为

自己发声。本来就很难分别。

        戊戌五月十一夜于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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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是看众生相。

有的孩子考得好，家长坐下来，浑

身上下一股精神，眼波流转，油光水滑

的。小姑娘讨人喜欢，知道自己的分数

稳了，问完站定在不远处，望着这边的

摊子，听着来往的人问学校的各种问题，

兀自欢喜着，踮一踮脚，神采跃动。像

一块甜丝丝的桂花糖。我心里很喜欢她。

奈何忙得无缝插针，没有工夫对她笑一

笑，夸她两句。

有的家长坐下来，看是很实诚敦厚

的人。方便透露一下您孩子的成绩吗？

家长转头看一看身边的孩子，孩子是一

张不开心的脸庞，他这次啊，没有考到

理想。身上的气仿佛滞涩了。问了去年

的分数，放下招生手册，说，哦，那我

们应该是没希望了。孩子攥着书包，缓

缓的、彷徨的背影，教人如何不替他心

酸。昨晚高考成绩刚出来，他尚在消化

之中。往下一个展位去，似丧家之犬，

看看有没有一户人家能收留他。过往，

我相信，无论当下怎样的遭遇，十年之

后都付笑谈，三十年后全都一样。命里

有时终须有。但在这时终于深深感到，

无论日后如何，他此刻的心酸，却是如

此地真切，如此地不能避免。不仅此刻，

在他今后的两年光阴里，此痛或许都将

如影随形。那道背影，远去矣，远去矣！

有的家长坐下来，大谈自己的

孩子，这个那个，肯定是没问题的。

他的口语，他是什么中学的，他平

时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你们学

校呢？说说看，你们学校什么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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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ze》            

  作者：黄晶   2017级经管学院

《浴火重生》

作者：乌拉尔 2017级经管学院

黑暗的火焰缠绕着彩色的光，越前进，越发
明亮。我亲爱的少年从最初的懵懂无知，到
一步步成长最终能独当一面。
我懂得你所遭受的所有痛楚都是必经之路，
但终究意难平。
愿你眼底永远有光，即便孤身一人被黑暗包
围，也能无所畏惧一路前行；
终而，浴火重生。

你的记忆里有没有埋藏着这样的场景：
有一双眼眸注视着你，那一瞬间，整个世界
只有它在熠熠生辉，匆匆一瞥，却久久难以
忘怀。
很久很久的以后，你曾一次次把它回忆中翻
找出来，再细细品味。

你的记忆里有没有埋藏着这样的场景：

有一双眼眸注视着你，那一瞬间，整个世

界只有它在熠熠生辉，匆匆一瞥，却久久难以

忘怀。

很久很久的以后，你曾一次次把它回忆中

翻找出来，再细细品味。

黑暗的火焰缠绕着彩色的光，越前进，越

发明亮。我亲爱的少年从最初的懵懂无知，到

一步步成长最终能独当一面。

我懂得你所遭受的所有痛楚都是必经之路，

但终究意难平。

愿你眼底永远有光，即便孤身一人被黑暗

包围，也能无所畏惧一路前行。

终而，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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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手绘作品》  

  作者：宋定森  2017级经管学院学生

《猫》

作者：朱奕雯    2017级人文学院学生

龙岗周围有很多家猫咖，只要几分钟的车程
便可到达。那天我们去了其中一家，刚进门，
我们就瞥见了这只小家伙。她是一只英短，
懒懒地蜷缩在沙发边缘，睡眼惺忪，像是刚
被吵醒。如果用手轻轻抱起她，她也不会挣
扎，而是会乖巧地一动不动。

本作品为宋定森景观设计手绘线稿。设计主
体场景为带有廊亭、水池的多植庭院。画面
中的透视关系处理得当，建筑与植被的空间
感强，相互映衬，浑然天成。植被种类繁多，
用以刻画植被的线条也多样灵动，增添了画
面的生机和趣味。

龙岗周围有很多家猫咖，只要几分钟的车

程便可到达。那天我们去了其中一家，刚进门，

我们就瞥见了这只小家伙。她是一只英短，懒

懒地蜷缩在沙发边缘，睡眼惺忪，像是刚被吵

醒。如果用手轻轻抱起她，她也不会挣扎，而

是会乖巧地一动不动。

本作品为宋定森景观设计手绘线稿。设

计主体场景为带有廊亭、水池的多植庭院。

画面中的透视关系处理得当，建筑与植被的

空间感强，相互映衬，浑然天成。植被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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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了画面的生机和趣味。

笔底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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