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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桑奇
Zheng Xu
WRITNG EDITOR

在他20岁那一年，他和两个在BBS认识的小
伙伴把目标放到了“美国国防部网络信心中
心”上。他们成功入侵了美国国防部的根服
务器并且留下了后门。

之后的几年里，阿桑奇依然沉迷于他的黑
客游戏，他入侵了电信公司的主终端但是并
没有作任何损害系统的事情， 他给系统管理
员的留言“我在你的系统里玩得很开心。我
没有做任何损害系统的事情，反倒在有些地
方给它作了些改进。请不要通知澳大利亚联
邦警察。”

管理员还是通知了警察，澳大利亚警察
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对阿桑奇以及他小伙伴
们的行为进行调查，阿桑奇很快就被警察抓
获，并在1996年以25项罪名起诉。鉴于他的
行为并没有造成实际上的严重损失，他免于
了牢狱之灾。

阿桑奇最终进入了墨尔本大学学习物理与
数学，他希望依靠探索宇宙的秘密来替代黑
客行为带给他的刺激，但是这却并不能让他
感到满足。这个已经快三十周岁的中二病选
择思考人生思考社会，他逐渐确立了自己的
理念：“人类最关键的斗争，并不是左派与
右派之争，或信仰与理性之争，而是个体与
组织之争。” 这一次，他觉得终于找到了自
己人生的目标与方向，不合法的统治从本质
上来讲就是阴谋，是当权者策划的，损害大
众利益的产物。而“曝光”则是对抗这种阴
谋最好的手段。

2006年，阿桑奇从墨尔本大学退学。

同年12月，维基解密正式诞生，开始了他
颠覆这个世界的步伐。

从诞生之初，维基解密便公布了大量的
关于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的机密文件，
阿桑奇和他的小伙伴也开始了与各国情报部
门捉迷藏的日子。在各国之间不断的流窜，
东躲西藏。2007年，他因为曝光了肯尼亚大
选中的舞弊事件遇到了武装分子的袭击，侥
幸逃脱。但维基解密不断地收到来自各方各
边的打击，情报来源被发现并铲除，成员被
捕，内部接连丑闻传出（财政丑闻以及阿桑
奇本人被指控强奸），维基解密收到了严重
的打击。阿桑奇本人也于伦敦自首，维基解
密的步伐在随后的两年几乎处于停滞的状
态，不过阿桑奇很快就从官司之中脱身出来
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征程。在接受时代杂志采

访时，阿桑奇说：“我是一个记者、出版人和投
资人。在维基解密中，我努力建立一个体系，
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过媒体审查制度解决所有问
题。”这个大龄中二病想要建设的，是“世界人
民的情报机构”。

那阿桑奇这样一个反对强权，崇尚自由的左
派人士却为何和希拉里这个尊重女权，LGBT左派
标杆过不去。如果排除掉幕后有肮脏交易的可能
性的话，在笔者看来这也只能怪希拉里自身实在
是丑闻太多，看看曝光出来的那些事情，现实真
的是比纸牌屋还纸牌屋，虚假选票，实习生抹
黑，供权贵享受的萝莉岛，花钱买大使。而这
些，正是阿桑奇所厌恶的事情。

而对比下来，虽然川大帝吹牛逼，满嘴跑火
车，毫无执政经验可言，但至少，这个看起来特
别不靠谱的人，却并没有道德上的大瑕疵，比起
希拉里来说，这个商人简直是个圣徒。

不管怎么说，这个一直在幕后的重要人物已
经达成了他的目的。未来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他
并没有好好的考虑过，他所追求的，无非是自己
的正义罢了。

二零一六年的尾声，伴随着冬季的寒
意，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美国这

座人类的灯塔，目睹着人类产生政治这一
概念以来历史上少有的荒诞的闹剧。

出身纽约，身家数十亿的资本大鳄唐纳
德,特朗普在全世界懵逼的眼光之中出人
意料地击败了在大选前普遍被大家所看好
的，克林顿家族的老牌政客希拉里,克林
顿，成功赢得大选，登上了灯塔国总统的
宝座，号川普大帝。

那天晚上单说笔者所在的哈里斯，几乎
所有的美国人不是表情严肃，就是愁云满
面。第二天白天从教授到学生，不知多少
人痛哭流涕，破口大骂这个破国家药丸。
商学院的人心痛自己跌到爆炸的股票，人
文类师生除了理念上的不和之外更担心川
普大帝上台会兑现他之前说的要削减大学
人文类学科经费的举措（毕竟关系到自己
的饭碗）。理工类的就相对好很多，除了
对政治的敏感度较低之外，本土理工学生
表面上要表现出一副哀痛的表情，心里说
不定会窃喜以后机会的增加，但中韩印三
国的非绿卡，非公民留学生反而要担心以
后在美国的工作签证问题。

这要身处这个国家，各行各业，无论社
会阶层，财富多寡，所有人都不得不苦恼
自己将来的前进方向，思量这个最强大国
家的未来。而就在芸芸众生不得不苦恼的
时候，那个改变了本次大选进程的人却又
在不知不觉之间隐入了幕后，消失在了大
众的视野当中。

说不定，他此刻正打开自己的笔记本，
喝着咖啡，冷漠地欣赏着由他所催化出来
的混乱局势，揉着眼睛说：“凡人的智
慧。”

朱利安•阿桑奇，维基解密的创始人，
改变了美国大选局势的人，特朗普来自海
外的神助攻。在笔者看来，这个人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换另一种说
法就是一个大龄中二病。

阿桑奇出身于澳大利亚，从很小的时候
就颠簸流离，据称他上过37所学校，6所大
学，但是并没能读到毕业。阿桑奇在少年
时期就显露出了他的天赋，他少年时经常
在家对面的电子商品店的电脑上玩编程，
并很快掌握了如何破解应用程序的技术。

未来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他并没有好好的考虑过，他所追求的，无非是自己的正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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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胜围棋之后，人工智能将会
走向何处？      	 	 	 	 	 ——ALPHAGO登顶职业围棋排名小评
Xinyu Zhao
WRITNG EDITOR

自去年3月人工智能（AI）ALPHAGO以4:1大胜韩
国顶尖围棋棋手李世石后，世界掀起对AI是否

称霸围棋的讨论。评论褒贬不一，有些人认为李世
石并非世界顶尖，而且ALPHAGO在下棋时失误颇多，
所以AI仍然逊于人类棋手。然而去年下半年到今年
年初，ALPHAGO假借一个 “MASTER”的账号在棋类
网站上与中日韩顶尖棋手交锋，60多局无一败绩，
甚至在世界职业围棋排名中一度超过世界第一的柯
洁。人们终于承认，围棋上人类已经被AI战胜。AL-
PHAGO登顶围棋标志着AI划时代的进步，并且预示着
在未来AI将会给人类社会巨大改变。

ALPHAGO标志着AI时代到来，计算机的进化。计
算机从发明到现在，计算速度爆发式增长。1997年
计算机在国际象棋比赛中击败人类顶尖高手，2006
年再也没有人类可以在国际象棋上战胜计算机。然
而围棋和象棋不同，围棋每步骤所产生的可能性是
象棋的百万倍（见附图），就算是计算机，也不可
能在短时间计算出那么多可能。但是，这次ALPHAGO
不同于计算机的是，ALPHAGO已经进入到了AI的领
域，工作原理类似人类的大脑：一层神经网络会把
大量矩阵数字作为输入，通过非线性激活方法取权
重，再产生另一个数据集合作为输出。就像生物神
经大脑的工作机理一样，通过合适的矩阵数量，多
层组织链接到一起，形成神经网络“大脑”进行精
准复杂的处理，就像人们识别物体标注图片一样。
除此以外，ALPHAGO还用到了蒙特卡洛树搜索法，深

度学习等尖端技术，使其实力有了实质性飞跃，
甚至在一些领域超越了人类的大脑.

拓展阅读：ALPHAGO围棋运作步骤详细：

第一大脑：落子选择器 （MOVE PICKER）
ALPHAGO的第一个神经网络大脑是“监督学习

的策略网络（POLICY NETWORK）” ，观察棋盘
布局企图找到最佳的下一步。事实上，它预测每
一个合法下一步的最佳概率，那么最前面猜测的
就是那个概率最高的。这可以理解成“落子选择
器”。

第二大脑：棋局评估器 （POSITION EVALUA-
TOR）

ALPHAGO的第二个大脑相对于落子选择器是回
答另一个问题。不是去猜测具体下一步，它预测
每一个棋手赢棋的可能，再给定棋子位置情况
下。这“局面评估器”就是“价值网络（VALUE 
NETWORK）”，通过整体局面判断来辅助落子选择
器。这个判断仅仅是大概的，但对于阅读速度提
高很有帮助。通过分类潜在的未来局面的“好”
与“坏”，ALPHAGO能够决定是否通过特殊变种
去深入阅读。如果局面评估器说这个特殊变种不
行，那么AI就跳过阅读。

ALPHAGO战胜人类棋手，给世界围棋运动带来

启示。中国围棋职业九段棋手聂卫平说：MAS-
TER（即ALPHAGO）技术全面，从来不犯错，这一
点是其最大的优势，人类要打败它的话，必须在
前半盘领先，然后中盘和官子阶段也不容出错，
这样固然很难，但客观上也促进了人类棋手在围
棋技术上的提高。不同于人类棋手，下棋使用棋
谱，ALPHAGO使用深度学习，精准判断走棋，形
势，超越了所有的棋谱，也给棋手们带来一种新
的下棋思路。人类也不会因为没人能下赢AI而放
弃围棋，这次人机大战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也燃
起了很多人对围棋的兴趣。

ALPHAGO不仅在2016年7月18日登顶世界职业围
棋排名，战胜了人类，还击败当前世界其它三个
尖端AI，轻松登顶世界最先进的AI。研究者让“
阿尔法围棋”和其他的围棋人工智能机器人进
行了较量，在总计495局中只输了一局，胜率是
99.8%。它甚至尝试了让4子对阵CRAZYSTONE、ZEN
和PACHI三个先进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胜率分别是
77%、86%和99%。谷歌DEEP MIND CEO戴密斯•哈
萨比斯宣布“要将阿尔法围棋（ALPHAGO）和医
疗、机器人等进行结合”。因为它是人工智能，
会自己学习，只要给它资料就可以移植，哈萨比
斯2016年初在英国的初创公司“巴比伦”投资了
2500万美元。巴比伦正在开发医生或患者说出症
状后，在互联网上搜索医疗信息、寻找诊断和处
方的人工智能APP。ALPHAGO和“巴比伦”结合，

诊断的准确度将得到划时代性提高。到时候，医
疗行业将会受到冲击，去医院问诊开药的传统医
疗时代也许会就此消失。

人工智能在社会中还有很多潜在应用，很多初
创企业已经着手诸如汽车制造，互联网销售，农
业等领域的人工智能开发。有些金融公司已经开
始使用人工智能进行智能化投资，增大收益。人
工智能普及仍然遥远，但对比十几年前，ALPHAGO
已经进步惊人。ALPHAGO展现了人工智能的无限可
能，更为未来发展指明了道路。就像计算机的几
何式发展一样，人工智能的成型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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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总统的第一个十二天
       ——承诺与行动

Zhaohan Li
WRITING EDITOR

从参 选 到 当 选 再
到 就 职 ， 川 普

以一张什么都敢说的大嘴
和一个什么都敢发的推特
账户稳居各大媒体的热点
头条。新官上任三把火，
短短十二天里，川普就已
兑现自己竞选过程中许下
的的众多承诺：退出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禁止
穆斯林七国公民入境，叫
停奥巴马医改法案，任命
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
人们到底该为他的“言必
信，行必果”喝彩，还是
该为他的诳语变成现实而
感到恐惧和忧虑？在“美
国优先”理念的指引下，
川普领导的国家又将要走
向何方？

“从此刻开始，一切
都是美国优先。”2017年
1月20日，川普在美国国会
宣誓就职，正式成为美利
坚合众国第45任总统，同
时宣告着川普时代的正式
到来。华盛顿的冷雨中，
有人高举“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
强大）”的标语为其欢呼
助威，也有数以万计的人
涌上街头，示威抗议。对
美国未来的预期，各方的
意见也是非常不统一。但
川普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针
对其竞选承诺的行动。

“奥巴马法案是个大
灾难，这个灾难正在毁灭
我们的国家，正在毁灭我

们的商业，我们必须，必
须要废除它。”——川普
于第三次总统大选辩论。

1月 20日，宣誓就职
当日，川普签署了首道行
政令，要求联邦政府各部
门“减轻奥巴马医保的负
担”，完成废除奥巴马医
保法案的重要一步。这一
举动预计将要影响到两千
万美国人，而至今川普政
府的替代奥巴马医保的方
案还没有出台。奥巴马医
保法案成为共和党的“眼
中钉，肉中刺”已经不是
一天两天的事了，现在共
和党已经控制了参众两院
的多数席位，奥巴马医保
法案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
威胁。比如 1月 4日国会
通过的预算决议就为废除
奥巴马医保法案奠定了基
础。

“TPP是对美国的劫掠
（rape）。没错，劫掠这
个词很刺耳，但是这就是
事实。”——川普于俄亥
俄州竞选活动

1月 23日，特朗普在
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正式
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TPP），由此
扭转了美国的贸易政策。
至于川普要怎样践行他“
发掘双边贸易机会”的承
诺，以及TPP成员国该怎样
面对失去盟友美国后的窘
境，只能等待时间给出答
案。一直遭受川普炮轰的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
TA）同样也是前途未卜，
但是川普贸易保护主义
和“闭关锁国”的倾向绝
对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
在全球化的利益链里，美
国凭着领先科技占据上
风，依赖于人口和资源的
加工组装过程早已转移到
低成本的国家去进行。美
国商店里没有美国制造的
商品一直是稀松平常的事
情，川普的指控，“别的
国家夺走了美国的工作” 
固然引起众多全球化“受
害者”的共鸣，但是他在
就职演说上强调的逆全球
化的两条原则：“买美国
货，雇美国人”恐怕并不
是复兴美国的可行方案，
也难以让美国获得持续性
的发展。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
些人是什么来头，难民可
能成为威胁美国的特洛伊
木马。”——川普于CNBC
采访

1月 27日，川普再度
签署总统令，规定今后
120天内所有难民禁止进
入美国；今后90天内来自
伊拉克、叙利亚、伊朗、
苏丹、利比亚、索马里和
也门七个“有恐怖主义隐
患”国家的普通公民将被
禁止入境；美国国务院将
无限期对叙利亚公民停发
签证并停止处理所有叙利
亚难民的庇护申请。川普

称此举旨在不给“极端恐
怖分子”提供任何进入
美国的机会。“禁穆令”
愈演愈烈，奥巴马总统任
命的美国代理司法部长萨
利·耶茨表示，她无法为
特朗普的旅行禁令辩护，
同时告知司法部的属下，
在法院遇上相关争议时，
不用遵行特朗普的移民
禁令。因为她认为司法部
的职责是寻求正义，为对
的事情挺身而出，但她并
不认为川普发布的行政命
令是合法的，因此她拒绝
为其辩护。川普立刻以火
速开除耶茨为回应，并指
责民主党是在干扰政治进
程。究竟川普的铁腕政策
是根除恐怖主义的妙招，
还是美国自由民主的倒
退，这些答案并不确定，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那就是“禁穆令”的风波
还将持续，并对美国和国
际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斯卡利亚大法官是
一个伟大的人，我当选之
后会提名一个像他一样的

人。”——川普于华盛顿
大学竞选活动

1月31日，川普普提名
高萨奇为美国最高法院大
法官。他保守派的立场与
他所接替的已故的斯卡利
亚大法官一致。由于最高
法院法官任期是终身制，
判例对政治社会也具有深
远影响，总统的提名至关
重要。在斯卡利亚大法官
去世后，奥巴马曾经提名
加兰德为新一任大法官，
但是遭到了国会共和党的
搁置。如果高萨奇的任命
被国会通过，他将打破目
前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
派4:4的僵局，他的决定因
而会对美国方方面面的政
策产生影响。

重 温 川 普 的 就 职 演
说，一句话生动概括了他
上任以来的这第一个十二
天：“空谈的时候已经
过去，现在到了行动的时
候。”川普已经把承诺付
诸实践，究竟美国会不会
因此而变得再次伟大，只
有时间能够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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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采访情侣 
Mingxi Yu
WRITING EDITOR

你的声音最好听，你身上

的味道最好闻，你笑起

来的样子最好看，你陪着我的

时候，我从没羡慕任何人。幸

福大概就是你喜欢念着的那个

人永远都不会嫌你烦。

清晨的阳光，繁华路口人

行道的绿灯，出门时口袋里的

钱包和钥匙，或是手机屏幕上

显示的满格电量，都比不上你

一个温暖的拥抱、过马路时紧

握的手来的有安全感。

脱离了塞小纸条、传简

讯的青涩时代，趁着情人节快

要来临之际，我们采访了四对

情侣，来分享他们的日常美（

虐）好（狗）生活。为了让这

份采访的答案更真诚/无拘无

束，每一对情侣我们都是分开

采访的哦~ 直到看到这期中文

报，他们才会知道自己另一半

的答案嘿嘿，保留惊喜。

Q1: 即将到来的情人节是

你过的第几个？和现在的男（

女）朋友相处多久了？今年会

一块儿过节吗？

C1 B: 第二个。 之前的

那一个也是和现在的女朋友过

的。我们在一起快一年半了，

今年当然也会一起过啦。

C1 G: 第二个。一年三个

月，一起过哦。

C2 B: 这是我过的第三

个情人节。和现任女朋友交往

了四个月了，当然会一起过节

啊。因为今年情人节是周二，

就会一起上上课，吃吃饭呗，

没啥特殊的。星期二能干嘛...

顶多出去吃一顿咯。

C2 G: 是第一个嘻嘻

嘻。127天嘻嘻嘻，会一起过节

呀。

C3 B: 第二个。在一起一

年半了，当然会一起过啦。

C3 G: 即将到来的是我过

的第二个情人节。和男朋友在

一起快一年半啦，今年会一起

过节的。

C4 B: 活了18年，这应该

是我过的第18个情人节了（没

算错吧？？？）之前那么多年

都和书本以及英雄联盟一起过

的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101
天了。她情人节那天要上四节

课，能让我溜进去的有三节，

陪她一起上，情人节就这么过

了。

C4 G: 第一个。102天，会

一起过节啊。

 

Q2: 今年有准备礼物吗？

有期待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

C1 B: 对方在身边就是最

好的礼物吧。对于我而言有没

有礼物真的没差哈哈。

C1 G: 今年说好不送礼物

哈哈。去搓一顿贵的，收到什

么都行。

C2 B: 礼物暂时还没准备

好，也没有什么期待，反正只

要是她送的就好了呀~

C2 G: 没有！但是你提醒

了我所以我现在去准备嘻嘻。

期待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呀...其

实他抱抱我就好了嘻。

C3 B: 有准备，秘密。 她

说喜欢惊喜！只要是她送的礼

物都喜欢。

C3 G: 嘿嘿有准备礼物

的。因为在一起的这一年多，

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节日。每

个节日都想给对方一个与众不

同的惊喜。我去年给他准备的

礼物是自己制作的我们的照片

文字集。今年的话...寒假刚送

过他衣服，所以这次情人节想

给他一个又实用他又喜欢的礼

物---一套渔具（鱼竿转轴鱼线

诱饵）哈哈哈。（不知道这个

算不算太奇葩，但因为男友这

两个月一直在看他朋友在加州

钓鱼的视频，加上跟我说他也

想钓鱼，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

喜欢的吧~）我自己倒没有什么

期待的礼物啦！因为反正我们

俩平时也会时不时突然给对方

一个惊喜。

C4 B: 礼物嘛...我觉得

我MULTIVARIABLE CALCULUS学

的不错，她正好在上这门课，

我准备把我MATH211的笔记送给

她。期待收到的礼物是女朋友

的法语笔记。

C4 G: 会准备礼物，期待

他陪着我就好。

 

Q3: 能回想起的你们相处

中有过最温暖的细节？还有觉

得最被撩到的一瞬间是？

C1 B: 其实在一起一直都

挺温暖的。失落的时候有人给

你支持很重要。

C1 G: 出去旅游都会给

家人寄明信片。仰头看他的时

候。 

C2 B: 最温暖的是我寒

假回国前在她房间跟她告别时

她扑倒我怀里的样子。而她看

我的每一眼都是最被撩到的瞬

间。

C2 G: 我们曾经四点出去

看星星，在CARLOS MUSEUM的

阶梯上抬头看一整个宇宙和银

河。我们曾经坐在DOBBS门口的

长椅上，深夜，说些话，看草

坪开始喷水，看夜色渐浓，水

喷起来的时候他怕我被溅到就

把我埋在他怀里护着。我们手

牵手走过BULFORD HIGHWAY。

一整条路，很远。我们走走停

停，看到好玩的东西就停下

来。看到想吃的就停下来吃。

  更想念那些平凡的时

刻。每天去找他吃饭，去图书

馆和他一起学习，去LOUNGE和

他学习。去他房间，去我房

间，去吃COX，去吃DUC，去吃

妈妈虎。去LULLWATER TRACK 

ANIMAL，去HEALTH LIBRARY读

BUS 201。学FA，学数学，学经

济。去INFO SESSION，去NET-

WORKING EVENT，去ASCEND的活

动。

  这些事情，微小的，

日常的事情之所以有它们的意

义，是因为我可以骄傲地说，

这些，是我们一起做过的事

情。

  人们因为分享过同样的

经历而珍贵。因此，占了我生

活这么一大部分的他，更加弥

足珍贵。

  这些，平凡或者不平

凡，就是我觉得的温暖嘻。

  哈哈哈哈我家冷冷太

帅了他随便干什么都可以撩到

我。他一招手，我便溺三分，

他一凝眸，羞得夜也湿。他一

开口，他岂需开口，他站在那

儿，我自醉三分。

C3 B: 太多了，印象最深

的就是大一的时候有一次下暴

雨，我忘记带伞了然后困WOOD-

RUFF在，她冒着大雨过来给我

送伞，自己被雨淋湿了。她做

好吃的给我，还把我房间收拾

的特别干净！

C3 G: 温暖的细节有好多

啦！（捂脸）最温暖的是每次

和男票走在路上，他必定会站

在靠近马路车多的一边。最被

撩到的是去年情人节...一睁眼

就是他和一大捧玫瑰花还有热

腾腾的早餐。

C4 B: 最温暖的就是每天

一起学习，相互辅导。最被撩

到的就是她答应帮我练习法语

然后掏出课本的一瞬间（自行

脑补闪耀着的女神光辉），哇

简直太美了。

C4 G: 温暖的细节是尽量

都会安排自己的时间来更多的

陪伴对方。最撩的瞬间是每个

瞬间。

 

Q4：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

好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呀？

C1 B: 两个人的生活很自

然地结合在一起。

C1 G: 最好的状态感觉是

像家人一样。

C2 B: 就是一起学习、一

起吃饭、一起出去玩。最珍惜

的是平平淡淡中的点滴。

C2 G: 寒假的时候我在武

汉，一个傍晚。那时候暮色刚

降临，过往是行色匆匆的人，

广播里响起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的前奏，重复听了好多遍的熟

悉感，一瞬间，感觉冬天的冷

风，街上的人流，整个世界

都是他。是那种，在一起时望

向彼此能够觉得确定的那种状

态。是那种望向他，我知道不

会被丢下也不会被舍弃的那种

状态。是那种，我们可以说好

多好多话，也可以相对静坐无

言而不觉得尴尬的状态。是那

种，即使他不在身边也觉得他

永远在身边的那种状态。是那

种，他一走过来，我就好想抱

他啊的那种，状态。

C3 B: 不拘谨，随心所欲

（就像现在）。

C3 G: 我觉得两个人在

一起最好的状态是彼此互相信

任、互相依赖但独立，给彼此

一定的空间。虽然自己一直还

没有能完全做到，但还在努力

哟。

C4 B: 每天一起泡图书

馆，好好学习，携手走向人生

巅峰。

C4 G: 让自己和对方都变

得更好。

Q5：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有什么感情保鲜的小细节？

C1 B: 每天说早安晚安。

还有就是男孩子记得认怂哈哈

哈。

C1 G: 没什么秘诀吧，就

是每天都当成刚在一起的时候

过？

C2 B: 每天亲过好几下之

后才去睡觉。

C2 G: 亲亲他，抱抱他，

陪陪他，说甜蜜的情话，干净

地亲密，陪他去远方也为他囿

于昼夜厨房和爱。只要一直怀

揣当初的那种坚定，感情就不

会过期呀。

C3 B: 多给女生准备惊

喜，然后不能太直男癌（我正

在努力）。

C3 G: 比如充分相信对

方，或者时不时给对方一点惊

喜。另外就是在对方需要你的

时候及时出现。

C4 B: 互相帮助，保持友

爱和新鲜感，平时一起学习，

放假（一起出去旅行的空隙）

再一起写写作业，有着GPA4.0
的共同目标。

C4 G：发现共同的爱好

吧，比如一起看一部新电影，

计划新的旅行什么的。

 

Q6：对广大单身贵族说几

句吧~

C1 B: 不要急着去寻找，

慢慢等待就会相遇最合适的。

C1 G: 希望大家早日找到

属于自己的男女朋友。

C2 B: 有志者事竟成。

C2 G: GOOD LUCK! HAPPY 
NEW YEAR!

C3 B: GOOD LUCK!

C3 G: 2017，会遇到你的

那个TA的！

C4 B: 我觉得吧谈恋爱，

尤其在大学的时候，不能为了

谈恋爱而谈恋爱。一定要遇到

对的人再鼓起勇气争取机会，

哪怕等一段时间都可以。对的

人要抓住，但其余不要强求。

祝愿广大单身金毛早日遇到对

的人，告别单身～

C4 G: 每个人都会遇见自

己的小幸运啦。

老人踽踽，孩提丫丫，

你在其中像清风闯进来，与清

泉同欢，与星月齐饮。枝桠挤

出了新芽，繁花馥郁了一世，

粲然一并。你一出现，世界都

如你一般美好。人们一定是认

为温暖的季节适合谈情说爱，

才把所有情人节安插在春夏之

中。情人节仅仅是爱情的千分

之一美好，要记得把TA小心翼

翼地捧在手心。毕竟爱对了

人，每天都是情人节。

嘻嘻，看到这里的你，是

不是早已被狗粮喂饱？所以，

遇到合适的人，就不要再退缩

了啊。愿看到这篇文章的你，

情人节可以和喜欢的人一起度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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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ldren  论儿女
Kahlil Gibran           Junyi Han
WRITING EDITOR                TRANSLATER

是否还记得那一次中国男足距离小组出线只有一分之遥，

是否还记得男足再踢胜某支小国弱旅便可冲出亚洲，走向世

界？对不起，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你并不需要记住这些残酷

的历史数字，因为相似的剧本一直在上演。然而自从当年野

兽德罗巴登陆上海滩，中国资本便以一种气吞山河，企图重

塑足球世界之势，完成了一笔又一笔令人咋舌的转会交易。

首屈一指的就是中国足球为数不多的骄傲，亚冠冠军

广州恒大淘宝队。作为一支南派球队，恒大并没有沿袭前身

广州医药的地面传控，快速推进的打法；相反，在世界杯功

勋教头里皮的带领下，恒大靠着成名已久价格不菲的外援以

及超过十名国脚的豪华班底，打造出了一套欧洲大陆型的

踢法。想当年碾压豪强，手起刀落，三分煞是轻松到手。

直到如今，能与恒大叫板的也只有区区两三支江浙球队。

江苏苏宁是另一支背后金主是电商的巨无霸球队。遥想

十多年前，和广州医药在次级联赛打拼的江苏舜天摇身一变成

为新贵，就连球迷也没有反应过来。不过随着5500万欧元天价

外援的到来，强力外援和厚实青训相辅相成，苏宁的成绩也是

稳步提升。可苏宁的布局不仅仅是局限于国内这么简单。在去

年在国内资本引领的欧洲收购大潮中，国际米兰，这支老牌豪

门，也成为了江苏苏宁的卫星队。不久的未来，会有更多的国

内好苗子通过国米这块试金石，登上更高的世界足球舞台。

最后要说的，则是中国足球教父徐根宝所建立的上海

上港队。十年磨一剑，徐指导在崇明岛上不惧寂寞艰辛，带

出了一批优质的足球精英，并且随着国企高额资金的赞助，

上港队逐渐获得了可以与申花争一争上海滩老大的实力与财

力。在上一个转会期中，上港更是一掷千金,6000万欧元夺

下了许多欧洲豪门的目标球员，誓与传统强队扳一扳手腕。

除了上述所提到的三支争冠球队，北京国安、山东鲁

能、上海申花、华夏幸福、天津权健等等球队也都有足够的实

力成为新赛季出乎意料的惊喜。让我们拭目以待，来看看焕

然一新的中超联赛是否能给我们带来对国家队的新希望吧！

中超风云
Senhao Hu
WRITING EDITOR

Which you cannot visit, not even in your dreams.

那是你们即便在梦中都无法触及的归宿。

You may strive to be like them,

你们可以努力变得与他们相像，

But seek not to make them like you,

却无法使他们变得与你们一样，

For life goes not backward nor tarries with 

yesterday.

因为生命本无可回头，亦不念过往。

You are the bows from which your children

你们是备好的弓弩，

As living arrows are sent forth.

儿女如待发的箭束。

The archer sees the mark upon the path of the 

infinite,

射箭人会于无穷之中寻得归处，

And He bends you with His might,

他用神力张满弓弩，

That His arrows may go swift and far.

让箭在倏忽间发往远处。

Let your bending in the archer’s hand be for 

gladness;

就让射箭人以喜乐之名引弓吧，

For even as He loves the arrow that flies，

因为他爱那远去的箭束，

So He loves also the bow that is stable.

一如他爱那稳固的弩。

Your children are not your children.

你们的儿女并非你们所造之物。

They are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Life’s 

longing for itself.

他们来自生命对其本身的渴慕。

They come through you but not from you,

你们是他们的来路，却不是他们的来处，

And though they are with you, yet they be-

long not to you.

他们虽与你们相处，却并不归你们所属。

You may give them your love but not your 

thought

你们可以用爱把他们呵护，却无法把你们的思想

一同交付，

For they have their own thoughts.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不容碰触。

You may house their bodies but not their 

soul

你们可以将他们的身体庇护，却无法为他们的灵

魂提供住处，

For their souls dwell in the house of to-

morrow,

因为他们的灵魂居于明日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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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评论日本作家作品，

以前也不是从来不看日本

文学，只是看了也大多不太明

白，或者让人觉得思想太超出人

类理解范畴（比如谷崎润一郎的

《痴人之爱》）。今天想说的《

伊豆的舞女》，是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川端康成的作品，讲了一

个高等学校的学生在独自旅途中

偶然遇见一位舞女的故事。第一

次对川端康成的文章产生强烈感

觉的时候是读他的《春天的景

色》。在《春天的景色》中，人

物反而成为了配角，阳光，风，

竹叶以及一切自然的事物是最跳

跃的字符。印象很深的一句话

是：“他发现逆着阳光看树林，

分外奇妙。而顺着阳光看，则平

淡无奇了。倘若不是你这阳光，

就看不清竹叶和阳光挑起古典式

的轻柔的舞步。”在这里，春天

的景色是忧郁的少年的眼睛，忧

郁却仍旧清新，是新的希望，带

着一种令人敬畏的理智地冷静。

回到《伊豆的舞女》，与

其说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倒不如

说这是一段爱恋。“我任凭泪泉

涌流。我的头脑恍如变成了一池

清水，一滴滴溢了出来，后来什

么都没有留下，顿时觉得舒畅

了。”未到爱情，因为爱情在最

后分开的时候总是撕心裂肺的。

而且自始至终，少年和舞女谁也

没有向对方倾吐一句爱慕之言，

彼此之间的感情都处于似乎觉察

又似乎没有觉察之间。这种似似

是而非的感觉像是初恋。 二十

岁的男孩子遇见了十几岁穿着和

服，温婉又俏皮的舞女，很容易

就产生暧昧的情愫，何况这是一

段独自的旅途，“重叠的山峦，

原始的森林，深邃的幽谷”，静

谧而又纯粹 。文中的“我”想

要追赶上舞女一行人的步伐，但

追上了，又不好忽然放慢脚步，

便样装冷漠的样子，赶过了她

们，直到找到机会放慢脚步，才

如释重负。 又比如当舞女那显

得有些不自然的秀美的黑发几乎

触到“我”的胸脯， 她的脸倏地

绯红了，慌张地扔下棋子，飞跑

出去。“我”和舞女的爱恋像是

一池湖水，倒影出理想中初恋浪

漫的模样。那时候，我们变地很

老套，想吃爆米花看电影，牵手

逛街，但指尖互相触碰的那一瞬

间，却羞红了脸；想小心翼翼地

跟你道早安，午安和晚安；想在

回家的路上就预见有你的未来。 

在之后漫长的人生中，会遇见很

多爱你和你爱的人，在一次次失

败和受伤之后，我们变得偏执而

敷衍。但最初的那个人，可能已

经走远，但当初我们纯真开朗的

样子永远保存在心中最柔软的角

落里。在难受的时候拿出来看

看，看见那个仍旧对我灿烂地笑

的你，青涩笨拙，害羞真诚的样

子，就觉得暖洋洋的，可以瞬间

充满力量，继续勇敢地前行。

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川

端康成被意识流小说所吸引。所

谓意识流，就是着重描写人物的

心理活动。对意识流小说的模仿

导致川端康成的作品表现出一定

的无逻辑性和动态性。但正是这

种思维的跳跃和自我联想，营造

出一种虚无缥缈感。像在《水晶

幻想》中，“尽管这种震惊与孤

单的寂寞是同样的东西，然而，

倘使把诸如蔚蓝的的天空，大

海，湖水之类，是做当今人们能

想象到的远古人类的感情中最为

显著的物质，那么夫人的寂寞就

是原始性的悲哀。”我从未想象

过悲哀的不同性，什么是原始性

的悲哀？相对应的是当代性或者

未来性？但看着天空，大海和湖

水的时候，的确是有一种不可名

状的忧伤，像是与生俱来，毫无

缘由的一样。特别是看见广阔海

洋中的孤岛，伴随着一种悲哀的

力量。这些都是地球几十亿年演

读《伊豆的舞女》
有感
漫长的荒凉飘荡在天空中，是一种似有若无的忧伤，但是再回想起时，觉得很
快乐。

Serena Yu
WRITING EDITOR

世界各地火热
电视剧剧评
小编为你带来最新影视资讯。

Irene Qi
WRITING EDITOR

《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

    论现在最火的电视剧，

绝对非这部《鬼怪》莫属！故事

讲述了高丽时期的大将军金侁（

孔侑饰）因为受到王的猜忌而遇

害，身为王后的妹妹金善也不幸

被王赐死，死后被神诅咒获得不

死之身，成为鬼怪，为了结束自

己无限循环的生活,大将军必须找

到“鬼怪新娘”，并让她拔掉当

年王插在自己身上的剑。但他却

却与成为王转世并失去记忆的阴

间使者王黎（李东旭饰）开始了

奇妙的“同居”生活，并遇到了

传说中的“鬼怪新娘”——一个

十九年前机缘巧合之下自己拯救

的少女池恩倬（金高银饰），而

王黎也遇到了王后转世成为炸鸡

店老板的Sunny（刘仁娜饰）……

整部电视剧除了韩剧必备的

浪漫剧情+唯美镜头+动人OST，实

力偶像派演员孔侑和李栋旭的出

演，让粉丝对这部双男主的韩剧

更是欲罢不能，编导们更是贴心

在剧集完结后即将送上特辑，充

分满足粉丝对男主们的爱。除了

爱情主线，整部电视剧还穿插着

层层叠叠的“宿命论”，金侁和

金善被王黎赐死，转世的王黎和

金侁成为挚友，金善和王黎再次

相遇，而恩倬不拔掉鬼怪身上的

剑就会死去，被拔掉剑后的鬼怪

则会消失，再加上神的化身和旨

意，让整部剧的情节越发紧凑，

充满了悬疑和惊喜。

《放弃我抓紧我》

故事以服装设计和时尚圈为

背景，讲述了著名服装设计师厉

薇薇（陈乔恩饰）因意外溺水，

失去了部分记忆，记忆停留在了

23岁。记忆中热恋的同为设计师

的男友成了竞争对手，而男闺蜜

霍骁（乔任梁饰）却成了她的未

婚夫。然而，缘分天注定，失忆

后的厉薇薇再度爱上了前男友陈

亦度（王凯饰），并努力追求心

爱的人，而霍骁则选择守护在薇

薇身旁。回忆过去，薇薇想起和

陈亦度当初分手的原因，是两人

在追逐事业的过程中，忽视了爱

与沟通，在斗气和误会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30岁的厉薇薇决定改

变现状，解开过去的误会，最终

和陈亦度冰释前嫌，不但找回了

爱情，也重拾了初心和梦想。

整部剧穿插着各种浮夸的剧

情和人设。 配角们和男女主角分

化的事物，远早于人类出生的时

间，却与人类产生一种奇特的共

鸣：不为特定的事悲哀，只是悲

哀，毫无理性的悲哀，一种原始

性的悲哀。摸不到，更看不见，

飘渺而又虚无，但真真切切地就

知道它们在那里。

“悲哀”像是黏在川端康

成小说中的一样。即使是在描写

爱慕的《伊豆的舞女》中，也是

一种虚无的忧郁。“冰凉的水滴

滴答答地落下来，前面是通向南

伊豆的出口，露出了小小的亮

光。”“南伊豆是小阳春天气，

一尘不染，晶莹透明。”（我找

了很久可以算是“忧伤”的描

写，但只是单看这些句子都是美

好而又积极的，放在一起又是如

何变得忧郁的呢？）如此看来，

忧郁竟是事物最美的样子了。记

得以前读的一首诗《地铁站的一

瞥》，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的作

品。全文只有两句话：“The ap-
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之所

以没有使用翻译之后的版本，因

为我觉得原文更能保留住想象的

空间，营造一种幽灵般的压抑的

氛围。但是越是虚无诡异，就越

是寂寞，越是寂寞，也就越美。 

“物哀”最早出现在日本江户时

代本居宣长所著的《源氏物语》

中，指情感主观接触外界事物

时，自然而然或情不自禁地产生

的幽深玄静的情感。而太过快乐

的情感总不会是平静的，因此“

物哀”是带有惆怅的美。纵观全

文，这种若有若无的悲伤也不并

不只是为了“物哀”，而是有迹

可寻的，伴随的是成长历程和社

会气氛。文中的少年“我”从小

就是孤儿，为了缓解长年肆无忌

惮地生长的抑郁阴沉的心灵，才

来到伊豆。除此之外，文中两位

主人公，一个是高等学校的学

生，另一个是社会最底层，不受

人待见的舞女。他们人物地位的

不平等已经注定了他们的感情无

疾而终。

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看《伊

豆的舞女》，人生，社会或者爱

情。但其实并不用想得那么复

杂。就像是年少的那些事，在可

望而又不可及的那些年的秋天

里，他们相逢，弯曲的山路，茂

密的杉林，深邃的幽谷，然后又

都走远了。漫长的荒凉飘荡在天

空中，是一种似有若无的忧伤，

但是再回想起时，觉得很快乐。

分合合无数次最终HAPPY ENDING

的俗套剧情，会让你瞬间感觉回

到了小学初中时期看过的狗血偶

像剧。看到陈乔恩这个年纪还在

演比《命中注定我爱你》剧情更

要狗血、主人公还要脑残的电视

剧，小编也是心疼。然而凭着

KKW的颜值和演技，以及一言不

合就上来的各式吻戏，电视剧依

然吸粉无数，加上观众朋友们和

小编一样也一眼看透此剧狗血偶

像剧的潜在属性，许多人抱着“

看无厘头搞笑偶像剧图一乐”的

心态竟然不知不觉就追完了这部

剧。不得不说，剧情虽脑残，人

设虽俗套，但没有这些特点，又

怎么能被称为一部成功的狗血偶

像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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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名字。》影评
Yuxuan Wu 
WRITING EDITOR

写在前面：《你的名字。》将于4月7日正式登陆北美。小编由衷地推荐有条件的读者前去现场观影，收获一份只属于你的感动。因
此，本文将更多介绍该电影的制作故事和赏析，而非剧情本身。

日本动画，作为现在最流行的
影视类别之一，在全世界各地

都有着忠实的爱好者。而如果要说
谁是日本动画第一人，那么宫崎骏
这个名字一定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
应。那么，在宫崎老师逐渐退隐，
吉卜力动画风光渐失的“后宫崎骏
时代”，谁又能算得上是宫崎骏老
师的接班人？也许这个问题在2016
年8月26日以前还众说纷纭，但从
那一天起，不少人心里已经有了答
案——因为新海诚导演用《你的名
字。》交出了一份近乎完美的答
卷。

在谈及电影之前，我们先来
说说新海诚导演。日本动漫界有两
个令人敬佩的诚哥，其中一个已经
挂在天上，成为了所有男性敬畏的
对象；另一个，则是如今如日中天
的动画导演新海诚。新海诚从小家
境优越，为他创造了良好的学习动
画的条件。他的父亲是工厂厂长，
因此新海诚也有了更多的动手实练
以及与人沟通想法的机会。早年，
新海诚制作了许多动画短片。虽
然剧情篇幅有限，且以黑白为主，
但是我们还是能从中找到一些他的
影子，比如熟悉的电车、泪别的情
侣、交错的光影等。2004年，新海
诚推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作品--《
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故事讲
述了在架空世界的日本，作为战机
驾驶员的男主角通过自己的努力去
拯救被梦境所囚禁的女主角。抛开
让人羡慕的羁绊不谈，这部作品其
实在整体节奏上把握的不是很好，
故事剧情的结构性也有所欠缺，部
分场面更是让人犯了尴尬症。不
过，在这部作品中，新海诚却是发
现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并直接孕育
出了一部“毁誉参半”的作品《秒
速五厘米》。誉，誉的是在这部作
品中，新海诚用三个极其简单的小
故事为我们带来了少年和少女的渐
行渐远，通过艺术的手段，展现了
一种名为错过的遗憾。而唯美的画
面、散文般的风格，更是让不少观
众感同身受，回想起自己过去的青
葱爱恋。而毁，只是单纯的让不少
观众产生了炸掉片尾处那辆火车的
念头。所以客观来说，《秒速五厘
米》是新海诚在《你的名字。》之
前最成功，也是最能反映他个人风
格的作品。其后的《追逐繁星的孩
子》，则更像是新海诚在尝试更加
宏大的世界观时的一次触礁。经不
起推敲的剧情和对吉卜力风格的过
度模仿，反而使新海诚失去了仅属
于他的东西。2013年5月，诚导推
出了距今第二近的一部作品《言叶
之庭》。这部作品小编有幸在香港
看过首映，而其观影体验只能用心
旷神怡四个字来形容。是的，放弃
了宏大世界观和故事性的赘述，新
海诚用最简单的生活细节，如对视
时视线的转移、电车中三言两语的
怦然心动等，构成了一个支撑全片
的日常大网，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
沉醉其间。总的来说，对新海诚作
品的评价可以说是两极分化。通过
生活中细节的把握和精致的描写，
新海诚在他的作品中融入了散文般

的意境，会让有共鸣的观众爱不释
手；但同时也会让部分观众觉得有
些矫情和空洞。

 然后，让我们来谈谈《你
的名字。》电影本身。电影的票房
从来都不是衡量一部片子质量的唯
一标准。因为卖座的商业大片，很
可能会在剧情上殴打你的智商，或
是用无脑堆砌的大场面、大制作震
撼你的眼球，然后戛然而止。而一
部剧情向的作品如果能有着商业大
片般的票房，并且树立起自己的口
碑，那么这才是一部真正值得二
刷、三刷的电影。《你的名字。》
正是如此。截至笔者撰稿之时，《
你的名字。》在日本本地已经达到
了235亿日元的票房，位居日本电
影本土总票房榜的第二名，在70余
年的日本电影史上仅次于《千与千
寻的神隐》这部神之创造。而在海
外市场中，《你的名字。》则雄踞
几乎所有动画类影片的历史票房榜
首，并不断刷新着记录。二回头、
三回头的观众比比皆是。其实，以
一部剧情向作品而论，多次观影并
不能带来更多故事性上的震撼。然
而，《你的名字。》却用它无与伦
比的精良制作和各种前后呼应的精
彩细节，让观众在不同的观看轮次
中，收获不同的观影体验。《你的
名字。》的剧情框架十分简单。它
讲述了两个高中生通过某个特殊
事件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
穿插以两个人不同的视角，通过平
凡的日常生活和两个人因为扮演角
色不同而产生的差异，为我们诠释
了最真挚、最纯粹的爱恋。其中，
男女主角还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一类
人。男主角立花泷出生在东京，从
小在喧嚣的水泥丛林中长大。在一
成不变的生活中，他逐渐燃起了对
未知的向往和追求，并勇于付诸
行动。而作为一个正常的男子高中
生，泷的一些想法和行为也充满了
年龄特色，让观众不禁莞尔。女主
角宫水三叶则出生在乡下，过着极
为传统的日本式生活——她兼职巫
女，还常和家人去例行参拜、祭祀
等。三叶身在其中，心却飞向了如
东京一般的大都市中。三叶曾经许
愿，如果有来世，一定要转生为一
个出生在东京的人。两人最初的心
愿是如此相悖，而随着剧情的推进
和矛盾的展开，两人的心境逐渐发
生着转变，心中也更多了一份对方
的影子。奔走相寻、辗转反侧的日
日夜夜之后，配合上结尾处的“你
的名字是？”，勾勒出一曲平凡却
又动人，非现实而又现实的二次元
恋歌。这便是《你的名字。》的大
略剧情了，而小编的文字功力远远
未及那画面所带来冲击感的十分之
一。

虽然小编并没有上过f i l m 
study一类的课程，不过《你的名
字。》中的一些优秀的影视元素
却让我历历在目。首先是它的主题
曲。四首主题曲各个经典，成为
了很多人音乐列表里不停循环的热
门曲目。片头曲《梦灯笼》节奏明
快，日系风格明显，搭配上学校、
神社等画面，迅速将观众拉入观影

状态之中；片尾曲《何でもないや》
深情流露，让人不停回忆起两人走
到结局之时经历的点点滴滴；插入曲
《Sparkle》最初平静，仿佛有静静
的感情流淌。而后激扬，搭配上流星
坠落的场面，给人以宏大、悠远的感
觉。而另一首插入曲，最出名的《前
前前世》更是有着超强的感染力，配
合日夜交替，男女主角的一系列轻快
日常，以及“我从你的前前前世，
就开始不断地追寻你的足迹……哪怕
回到最初的原点的1，哪怕是回到宇
宙的原点0，只要能再次追寻你也无
妨”这样动情的歌词，让观众们深深
记住了这个名为RADWIMPS的乐队，
以及才华横溢的编曲家野田洋次郎。
除了音乐，新海诚在影片中也展现出
了他对画质近乎偏执的追求。据悉，
从《秒速五厘米》开始，诚导的所有
作品的背景原画都是由画师一笔一笔
勾画出的。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
陨石交错的画面。在那张女主角仰望
星空的背景图中，三叶身着和服，立
于画面黄金分割点的位置，抬头看向
划破天际的两道光芒。她身边随风摇
摆的小草，天空中交错闪动的繁星，
以及提着福袋微微攥紧的柔荑，都给
人以强烈的视觉享受。诚导在采访中
提到：“我所追求的并不是与现实完

全一致的画面，而是令人看着舒服，
印象深刻的画面。有想要的场景时，
我也会动用一些想象力和创造力，让
画面呈现出更多的美感。” 所以，
对于光影的运用，让《你的名字。》 
在静态的背景中呈现出动态的美。
在男主角和他打工处的前辈对话的桥
上，我们可以从桥两边的扶手上分别
看到太阳的反光，一强一弱，层次感
分明；几次重要的场景和视角切换，
如从陨石坑切换到学校，从石穴切换
到女主角的家里等，前后的色调截然
相反，在视觉上向观众传达了剧情转
折的先兆。而如果有幸能在电影院的
大荧幕前享受这等色彩、光影的完美
融合，想必对于电影爱好者来说不亚
于一顿饕餮盛宴吧。

 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新海
诚终于凭借《你的名字。》让更多人
记住了他，一跃成为日本动漫领域的
翘楚。而巧合的是，当年因独立指导
《风之谷》而成名的宫崎骏，在该
作上映之时为43岁；2016年的新海
诚，也正是43岁。这也许是偶然，但
却也预示着时代的交替。以《你的名
字。》为标杆，日本动漫或将走向新
的纪元。而作为见证者、爱好者，愿
我们能一起守望它的未来，并迎来更
多能让我们震撼和共鸣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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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EDITOR

The 2017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is imminent. It 

will be on the 28th of Jan-
uary. If we consider the 
difference in terms of time 
zone, then the festival will 
actually be on the 27th for 
Eastern US.
2017, the year of Rooster. 
The second year for me 
who stay outside of China 
to celebrate another new 
year. The year for interna-
tional students who do not 
spend the most important 
festival with their families. 

Am I a bit sentimental 
in my introduction? Prob-
ably not. The mood set for 
the celebration of the new 
year has long been faded 
little by little in distance. 
While I may attribute 
the fact to overwhelming 
workload and fast-paced 
school life, I still recognize 
the need to celebrate it with 
just a good meal or some 
collective activities. 

As a Chinese club, 
Sino-Emory Newsletter 
does a special job every 
year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new year. At the end of 
club’s meeting, publicity 
team members come to the 
Dooley statue and make 
some decorations that fit 
with the ambience of the 
festival. If you stop by the 
statue around Chinese new 
year, you will definitely 
be attracted by Sir Dooley 
with his traditional Chi-
nese decorations. Such 

decorations spread the 
new year message around 
the campus and make stu-
dents and faculty aware of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New Year. 

Apart from Sino-Emo-
ry Newsletter, other stu-
dent organizations or even 
Sophomore Advisors host 
interesting activities to cel-
ebrate the new year. Last 
week I attended the New 
Year Gala hosted by CSUE 
along with other student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in Atlanta. The 
show was pretty impres-
sive.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dance, hip-pop, and 
even Beijing Opera were 
displayed on the stage. For 
the audience ranging from 
children to the old, the di-
versity of the program ca-
tered to all of them. As 
for the activities hosted 
by Sophomore Advisors, 
they also encompassed the 
essence of Chinese new 
year: dumpling making, 
Mahjong and etc. From in-
dividual students to large 
student organizations, all 
Chinese attempted to con-
vey a sense of belonging as 
if they were at home on the 
new year day. 

For Chinese students, 
another good way to cele-
brate the new year is to go 
to restaurants on Buford 
Highway to have some 
Chinese food. Although 
the quality of the food may 

not be as genuine as what 
Chinese students expect, 
the celebration with fel-
low students is definitely 
a compensation for the ab-
sence of family members. I 
still remember the day my 
friends and I went to La 
Meizi, a Taiwanese restau-
rant on Buford Highway to 
celebrate the new year. The 
food might not be as good 
as what we had at home, 
but the talks we had, ex-
pectations we shared for 
the New Year and the am-
bience we felt at the restau-
rant did make my new year 
day. 

In my past few new 
year days spent with my 
family back at home, I 
noticed a few changes 
throughout years. The first 
aspect was on firework ex-
travaganza. When I was 
still 6 or 7 years old, setting 
off firework was one of my 
favorite activities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At the 
night before the New Year, 
my father, my brother and 
I would come out of our 
house and set off firework. 
During my first attempt to 
set off the firework, I was 
nervous. It took me quite a 
long time to take the light-
ed cigarette from my fa-
ther’s hand and set off the 
firework. Yet when I saw 
firework up in the sky, I 
was intrigued by the beau-
tiful view. Every year my 
father spent approximately 
2000 RMB on this activity, 

an amount that he would 
pay for without hesitance. 

When I was in middle 
school, the government set 
up rules that strictly prohib-
ited the firework extrava-
ganza around city. Thence-
forth my father stopped 
purchasing firework. Grad-
ually I got used to the next 
few new year days without 
any firework. When we 
abandoned the habit of set-
ting off firework, we tend-
ed to focus more on the en-
tire family. While we were 
watching the Spring Festi-
val Gala, grandma was pre-
paring tangyuan for us to 
eat as our midnight snack. 
We sat down at the table, 
ate tangyuan and waited 
for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year. 

The second aspect was 
on transportation. Chunyun 
or Spring Festival travel 
period has long been the 
characteristic that high-
lights the crowded popu-
lation. Back in the early 
2000s, the transportation 
was not as developed as 
that of today. Rail transport 
was the main way workers 
used to commute between 
cities. The overload had its 
peak period on trains start-
ing 15 days before the new 
year. People take planes 
and other transportation be-
sides trains nowadays. Yet 
according to recent data, 
the number of passengers 
during 2016 new year was 
over 2.9 billion. The largest 

annual human migration 
had not yet been changed 
by the improvement on in-
frastructure.

Now that I am in US, 
the firework, tangyuan, 
and crowded population 
become memories in my 
mind. But I should never 
forget new year greetings, 
an important way to con-
nect with my family back 
in China. Grandma was 
shocked and dissatisfied 
with me on the new year 
day last year. She did not 
receive any new year greet-
ing message from me, not 
to mention a brief phone 
call or a chat over Face-
Time or Wechat. I tried to 
excuse my inadequate re-
sponse by claiming that I 
was too preoccupied with 
my school work . Yet I 
still recognized the impor-
tance of sending greetings 
as a way to compensate for 
my absence. On the eve of 
new year (the morning of 
January 27th EST), please 
spend a little time to send 
new year greetings to your 
family. A phone call. A We-
chat message. A piece of 
love. 

On behalf of all the 
crew members in Si-
no-Emory Newsletter, I 
would like to wish every 
reader a happy New Year. 
A new year of a fresh new 
start of every goal you 
want to reach. A new year 
of a greater life. 

 Spring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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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n Assange, Donald Trump, 
Hillary Clinton: Interrelationship

At the end of 2016,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ere keeping close eyes on 
the United States, witnessing 
one of the most dramatic po-
litical campaigns in history.   

Donald John Trump, a mil-
lionaire from New York, sur-
prisingly defeated the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s, Hillary 
Clinton, ending this fierce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night of the election, 
people around me were up-
set and disappointed. After 
several hours, I went to class 
and then noticed that nearly 
everybody, even including 
the professors, were emo-
tional. People in the business 
school complained about the 
big drop in the stock market, 
and  Liberal arts professors 
were worried about the future 
budgets of their departments 
while attacking Trump’s ide-
ologies. For students who 
major in STEM, they were 
glad that they could benefit 
from more conservative eco-
nomic policies, but interna-

tional students began to wor-
ry about their future working 
opport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Trump, again, gained 
attention from everyone. 
However, one person who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is 
election disappeared from 
the public and media. May-
be he is just seating in front 
of this laptop, looking at the 
chaos with a smile.

Born in Austria, he showed 
his talents when he was a 
teenager. By using a comput-
er in a mall,  he learned how 
to code and program by him-
self. At the age of twenty, he 
successfully entered the root 
servers of the Pentagon with 
two mates. From then on, this 
person was ‘obsessed’ with 
his hacking games. He then 
hacked a company’s prima-
ry terminal without stealing 
commercial secrets or doing 
anything harmful. Instead, 
he even improved the securi-
ty protections of the compa-
ny’s system. Although he got 

caught by the police and was 
prosecuted for 25 crimes, he 
was not put into prison given 
the fact that he did not con-
duct anything against that 
company.

After that, he tried to run 
away from hacking and 
computers and to find other 
challenges. However, it did 
not work. After studying in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it 
is said that he attended to six 
different universities without 
an undergraduate degree), he 
realized that physics or math-
ematics just could not give 
him the pleasure brought by 
programmings and hackings. 

However, he lost passion 
over simply hacking into oth-
er’s computers and started 
to think what is the ultimate 
goal for his life. Fortunately, 
he found out the answer: “The 
most critical struggle for hu-
man beings is not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left and the right, 
nor the struggle between faith 
and reason, but the struggle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in-
stitutions.” By using his in-
credible ability in hacking, he 
could reveal the darkness and 
evilness of institutions, or the 
authority, thereby challeng-
ing the status quo.

December 2006, this very 
person, Julian Paul Assange, 
established the Wikileaks, 
starting its muckraking leg-
end.

Initially, Wikileaks published 
secret documents about Iraq 
and Afghanistan public, stir-
ring public’s anger toward 
the government. After this 
exposure, Assange had to 
play the hide-and-seek with 
intelligence agencies, fleeing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under extremely dangerous 
situations. To illustrate, he 
was attacked by the Nigerian 
militia after he released the 
document indicating electoral 
fraud in Niger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Furthermore, the 
Wikileaks has been under tre-
mendous amount of pressure: 
the information sources of 
Wikileaks were eliminated; 
staff members were under ar-
rest; financial scandals were 
reported and Assange was 
accused of sexual assault and 
turned himself to the police 
in London. Wikileaks, as a 
result, nearly stopped its op-
eration in the following two 
years.

Nonetheless, this could not 
stop Assange from doing his 

Although Donald Trump is also a controversial person, especially after the CIA report released, Assange does not or did not 
believe that Trump poses as serious moral problems as Clinton does. 

Xiaoyi Lu
WRITING EDITOR

mission. After Assange went 
to the embassy of Ecuador 
in London, he resumed his 
work. At this time, Hillary 
Clinton was the next target.

Why it is Hillary Clinton, not 
Donald Trump, that is tar-
geted by Assange? Besides 
cynical hypothesis about 
Assange’s secret trades with 
Russians, it is not unreason-
able to assume that compared 
to Hillary Clinton, Donald 
Trump is much cleaner. Ac-
cused of providing the Lolita 
Express, coercing Lewinsky, 
bribing ambassadors, etc. 
All of these political scan-
dals revealed how corruptive 
people in power can be, and 
this is what Assange wants to 
achieve: expose the dark side 
of the authority. 

Although Donald Trump is 
also a controversial person, 
especially after the CIA re-
port released, Assange does 
not or did not believe that 
Trump poses as serious mor-
al problems as Clinton does. 
Regardless of what the fu-
ture of Trump’s presiden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Assange did what he thought 
was right: Tell people the 
truth about the authority. 



February 2017
11

AlphaGo: Present 
and Future
AlphaGo’s invincibility suggests the epochal advance of AI and its unlimited potential that could significantly impact the 
human society.

Jiyuan Shi
Writing Editor

Since AlphaGo’s 4:1 tri-
umph over Lee Sedol last 
March, there has been a 
heated discussion on wheth-
er an AI could dominate 
the game of Go all over the 
world. Some argue that Lee 
is not among the top pro-
fessionals, and some claim 
that many mistakes were 
made by AlphaGo during 
the match. Thus, they be-
lieve that the AI is still infe-
rior to a human mind in the 
game of Go. But in the last 6 
months, we have witnessed 
AlphaGo’s overwhelming 
victories: by the account 
name “Master” (former-
ly Magister), AlphaGo 
has won exactly 60 games 
played on FoxGo server 
by Jan.5th, 2017. Among 
the defeated players are Ke 
Jie, Park Jeong-hwan, Yuta 
Iyama, and the legendary 
Nie Weiping. Now, it is fi-
nally admitted that human 
has been beaten in Go. Al-
phaGo’s invincibility sug-
gests the epochal advance of 
AI and its unlimited poten-
tial that could significantly 
impact the human society.

The arithmetic of computer 
has evolved at a speed of 
exponential growth. In 1997 
the chess world champion, 
Kasparov, was defeated. In 
2006, no one was able to 
ever defeat AI in chess an-

AI’s undefined potentials could be 
applied wherever one could im-

agine. Many innovative enterprises 
have commenced development upon 
vehicle manufactures and agriculture. 
Moreover, some financial firms have al-
ready been making investments that is 
optimized by AI. 

ymore. When it comes to 
Go, which involves a com-
plexity that takes millions of 
times of computations more 
in each move than it does in 
chess, the fastest computer 
cannot make the calculation. 
But AlphaGo is different. 
It is an AI, which functions 
similarly like human brains. 
It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first one, the Move Picker, is 
a cyber neural network that 
supervises the strategies of 
learning. It forecasts the best 
probability on each legal 
move. The other, Position 
Evaluator, is an aid to eval-
uate the positions of stones 
(Go pieces) on the board. It 
estimates the possibility of 
a player to win the game. In 
this way, the speed of ana-
lyzation is increased, and 
AlphaGo can decide wheth-
er it shall enter the mode of 
“deep reading”, when there 
is a special variation of the 
situation.

According to Nie Weiping, 
“Master” is a comprehen-
sive player that never mis-
takes. Human player must 
secure his advantag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game, and 
make no mistake in later and 
final phases. The challenge 
lies there, but it will hone 
the skill of human players, 
eventually, and lead them to 
a new mindset of playing Go 

that differs from studying manuals. The advent of AlphaGo also attracts many beginners to 
study Go, the oldest board game wit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2,500 years.

AI’s undefined potentials could be applied wherever one could imagine. Many innovative 
enterprises have commenced development upon vehicle manufactures and agriculture. Moreo-
ver, some financial firms have already been making investments that is optimized by AI. Even 
though AI is not so common nowadays, it might illuminate our path on future researches and 
someday, we might see AI unleash its full potent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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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春节之地域差异––– 广东篇
Yuxuan Wu 
WRITING EDITOR

高墙窄巷，斑驳的青石板
路，厚重的门楣。这是

我的家乡江南水乡小巷的模
样，静谧而悠长。而现在，定
是另一番风味。新年将至，
小巷里的每家每户想必早已
挂上了预示着红红火火的灯
笼。原本宁静的巷子里，也定
萦绕着孩子们的嬉戏打闹声。
想象中的他们互相追逐、使劲
踏着石板路上的积水，从巷子
这头跑到那头，还不忘偷偷地
踮着脚去碰那高高挂着的红
灯笼。这时，定会有迈入古
稀但身子硬朗的老人们，倚
着门柱，笑着望着这群调皮
的孩子。这是记忆中的江南
小巷的年味，祥和而挚热。

兴许是跟爸妈视频、看着
他们置办年货的时候；兴许是
翻着手机相册，不经意间看到
小时候拍的全家福的时候；兴
许是听着朋友们讨论今年的年
夜饭在哪家中餐馆吃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第三个不在
家过的年。往往每年除夕的早
晨，便会和妈妈一起装饰家
里。不论是贴福字，或是摆插
花，每当看到焕然一新又充满
年味的家，心里便是满满的充

江南的年味
Yujie Xu
WRITING EDITOR

实感。除夕的午餐通常是吃自
己家包的馄饨。往往装饰完家
中，便和爷爷奶奶一起包馄
饨。假装包一两个馄饨，实
则拉着爷爷奶奶闲聊，最后
吃上这热腾腾的刚煮好的美味
时，才觉得这是真正的过年。
到了晚些时候，我们一大家子
通常会去酒店吃年夜饭。吃完
便回家找个最舒服的姿势，慵
懒地躺在沙发上，和一家人一
起守岁。记得小时候的我，每
次等不到零点的钟声响起，便
依偎着爸妈睡着了。而现在却
不同，有时的除夕夜我们一家
会去天宁寺敲钟祈福。有的时
候，便由着电视里头放着春节
联欢晚会，我在一旁和家里人
聊着天。偶尔大家一块儿刷刷
手机、抢个红包，等着一起倒
数时间。过年不就是这样，和
家人团聚、唠嗑便好。伴随着
零点的钟声响起，便是彻夜的
烟花炮竹声。大年初一的清
晨，要是往窗外看看，星星
点点的鞭炮碎屑会提醒你，
真的是新的一年了。大年初
一早早就起床的我们穿上新
衣左邻右舍挨家挨户拜年问
候，待到拜访一圈后，便是拉

是内地人，每年春节之时也大
抵会回老家过年。不过，正是
如此，许多广东人年前、年后
的特殊庆贺方式，却更在对比
之中跃然纸上。首先，年前的
准备活动必不可少。以汕头、
潮州人为主，把农历十二月廿
三日称为送灶神日。传说，这
天灶神上天，向玉皇大帝禀告
人间善恶。人们把灶君神位打
扫干净，置酒、糖、国、糕，
焚香祭灶。希望他“上天讲好
话，下届保平安”。民间传
说灶君是个大老粗，怕他讲错

话，故祭品有用糯米做成的糕
点，意在把灶君的牙粘住，不
许他乱说。灶君升天后到大年
初一清晨才回来。相传灶神长
官一家之福祸，故广东的农村
至今仍很重视送灶神。在十二
月廿四日，人们将会将家里进
行大扫除，或大扫除。因为“
尘”与“陈”同音，寓意着洗
去所有过去的不顺，以最齐整
的姿态跨入年关，辞旧迎新。
这可以算是年节的开始。而整
个大年持续到元宵之日，因为
广东人信奉“未过十五都是
年”。所以，广东的一些公司
和店铺甚至会到正月十六才恢
复营业。

在最重要的除夕和春年那
两天，广东人也有着特色十
足的庆祝方式。除夕的年夜饭
必不可少，但里面的菜色可颇
有讲究。席上一般有鸡（寓有
技）、鱼（年年有余）、蚝豉
（寓好市）、生菜（寓生财）
、腐竹（寓富足）、蒜（寓会
计算）等以求吉利。广东有的
地方还流行在吃团年饭时，如
有远行的人未归，则在桌上摆
未归人的座位及碗筷，象征团
聚，以示怀念。若有新婚夫
妇，也多摆一副碗筷，取来年
添丁吉意。团年这顿饭，一般
故意多做些，吃不完，留到明
年，表示丰盛有余有剩。此
后，长辈会给小字辈派发压
岁钱，而能挣钱的后辈也要

又是一年春来到，金鸡贺
喜送福报！虽然报纸出

版之时可能元宵节已过，不过
小编还是先给大家拜个晚年，
祝中文报的读者们新的一年万
事如意，学业进步！每逢新春
佳节，中文报总少不了关于贺
新春的文章。这次，我们将有
三位来自华夏大地不同区域的
成员，为大家带来充满当地风
情的，独特的庆贺春节的方
式。本文将是“广东篇”。

说起来，小编的家庭组成
和广东没有一点关系…父母都

送钱给长辈。如其他很多地方
一样，这些钱很讲究地装在一
个利市包中，或者用一块红纸
包着。这俗称为“压肚腰”，
意味一年从头到尾，腰包里都
会满满实实、富富裕裕。特别
有趣的是，年纪很小的孩子临
睡前，许多父母会将一张大面
值钞票放在小孩衣物中，睡醒
后即将钞票取回。年初一起，
就是人们身着新衣，亲朋好友
间回想走动的日子了。在广
东，出现频率最高的祝词一定
是“恭喜发财”。而从吃初一
至初十，每一天都有特定的“
生日”，是为“一鸡、二犬、
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
人、八谷、久兵、十贼”。所
以在年初七，人们多会一起庆
贺“人日”，亲戚聚在一起席
间畅谈，把酒言欢。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外
来人口的激增，许多广东独有
的庆贺方式可能也在被新的方
式所逐渐取代。不过，正可谓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融入了外来文化的广东，仍
有着许多让人向往的风情。中
华文化的璀璨，在每一件小事
上都体现地淋漓尽致。虽然
我们大家身在异乡，但每逢佳
节，我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
或繁杂，或简单，来表达心中
的喜悦和思念。不分地域，无
关信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必
将伴随我们走过精彩的一生。

上家人组一局掼蛋休闲娱乐
了。从初一至初四，我的主
要任务便是大快朵颐，吃遍
美食。待到了初四晚上，江
南的各家各户便“按捺不住
了”。因为初五是财神日子，
初四深夜，家家户户都得抢
着“迎财神”。 有时刚过了
十一点，你就能听到响彻整

个城市的鞭炮声。江南的街头
巷尾都像是在向着天际呐喊、
祈福似的，年味愈发浓郁了。

其实家乡的年味就是甜甜
的麦芽糖味儿，香香的腊肠味
儿，浓浓的人情味儿！

想家，想记忆中江南的年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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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Trump’s Inauguration and oth-
ers: A Brave New World Come

January 20, 2017 will defi-
nitely be a �ay of history. At 

that day, Mr. Donald J. Trump 
took his oath of office, and made 
many firsts in the U.S. histo-
ry. He is the oldest president 
elected, and the first president 
who had served in neither gov-
ernment agencies nor military 
in the U.S. history. In the noon 
of January 20th, Mr. Trump, or 
President-elect Trump, became 
the official President Trump. 
He sworn on two bibles, one 
his personal and the other the 
historic Lincoln Bible. He then 
delivered his inaugural speech 
for 16 minutes, the shortest in-
augural speech since 1977. After 
the inauguration, several other 
events were held, including the 
Luncheon, the Parade and the 
inaugural ball. Everything went 
smoothly just like the inaugura-
tion of prior presidents.
However, there are many signs 
indicate that this is not a usual 
ceremony to confirm an accom-
plished fact. Just a few miles 
away when Trump took the oath, 
in the Washington downtown, 
hundreds of protesters were 
marching through the streets and 
expressing their anger. In L.A., 
New York, Chicago, Boston, all 
major cities of America, people 
did the same thing. The protest 
grew larger on Saturday, Janu-
ary 21, when women worldwide 
protested for their rights and 
dignity. In Paris, Berlin, Lon-
don, women went on the streets 
to express their anger to Trump’s 
extremely rude comments on 
women. Not to mention people 
in Washington D.C., who crowd-
ed in front of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Not only women, 
but also men joined the crew of 
demonstrators. 

It is not a surprise to people both 
for and against Trump that the 
inauguration would lead a chaos. 
But it is bizarre, even absurd, to 
see the public’s view of Trump, 
and view of Trump and his 
supporters. In his inauguration 
speech, he says: “Today’s cere-
mony, however, has very special 
meaning because today, we are 
not merely transferring power 
from one administration to an-
other or from one party to anoth-
er, but we are transferring power 
from Washington, D.C. and giv-
ing it back to you, the people. ” 
Such statement sharply contrasts 
with the reduced attendance of 
the ceremony and increased size 
of protest,  making people won-
der if he is building a govern-
ment that is 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but not by the people. 
While the dissatisfaction grows, 
Trump’s supporters also make 
their moves. To them, the pro-
tests are unnecessary, even fool-
ish, as President Trump would 
bring more jobs, build a wall 
between Mexico and the U.S. 
to stop immigrants, and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On Janu-
ary 21, on his first press briefing,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Sean Spicer denied the fact that 
the audience of the inaugura-
tion ceremony has reduced from 
513,000 in 2009 to 193,000, 
according to Washington Met-
ro. On January 22, during her 
interview with NBC ‘Meet the 
Press’, Counselor to the Presi-
dent Kellyanne Conway created 
the famous phrase “alternative 
fact” to cover up the falsehood 
of Mr. Spicer. This political lan-
guage of falsehood reflects the 
attitude of Trump supporters, 
which is to ignore the reality 
and to continue living in their 
own world.
 
The inauguration is the first 
piece of Domino. Besides the 
media turmoil, the new Pres-
ident Trump actually started 
working on what he said dur-
ing the campaign—abandon-
ing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building a wall between 
Mexico and the U.S., and ban-
ning the entry of citizens from 
seven Muslim countries, togeth-
er in his first week of presiden-
cy.  Although the TPP. itself did 
not pass the Congress, Trump’s 
withdraw would still profound-
ly affect the global trade and 
economy. Although Trump says 
this act is to protect the work-
ing opportunities of domestic 
workers from low-wage work-
ers in regions like South-eastern 
Asia, the perspective result is 
still complicated and unpredict-
able. There are worries that Chi-
na would exploit the economic 
vacuum and expand its trade 
outside Asia .

While the withdraw of TPP is 
comparatively smooth, the plan 
of “building a wall between 
Mexico and the U.S. and make 
Mexico pay for it” creates much 
more uncertainty both on socie-
ty and on diplomacy. Facing op-
positions within the country, on 
January 26, Mexico President 
Enrique Peña Nieto cancelled 
the meeting with Trump sched-
uled on January 31. On the same 
day, Trump tweeted on this can-
cellation: “The U.S. has a 60 
billion dollar trade deficit with 

Mexico. It has been a one-sid-
ed deal from the beginning of 
NAFTA with massive numbers 
of jobs and companies lost. If 
Mexico is unwilling to pay for 
the badly needed wall, then it 
would be better to cancel the 
upcoming meeting.” The back-
and-forth argument between 
two leaders of major countries is 
more like a childish quarrel than 
a serious political conversation. 
Tweeter became a more efficient 
White House Statesmen in this 
situation. The building of the 
wall seems unlikely to many, 
but no one could say with confi-
dence that it is impossible. After 
all, as a man who made many 
‘firsts’, President Trump may 
actually accomplish the task of 
“the (American) Great Wall”.
However, the series of act above 
is apparently not enough. On 
January 27, Trump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which bans both 
VISA and green card holders 
from Iraq, Syria, Iran, Sudan, 
Libya, Somalia, and Yemen en-
tering the U.S.  The travel ban 
would also keep refugees out of 
America for several months, left 
their human rights unprotected.  
As a result, several hundreds 
of people were detained in the 
airport, and a judge had to block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an 
for those people on January 28 
and enable them to be admitted. 
On January 29, the White House 
revised the order to exclude the 
ban on green card holders. Even 
with the revision, the ban made 

a landmark on the U.S. history. 
America had long made its fame 
of freedom, openness and inclu-
sion, but now the ban seems to 
disillusioned many who believe 
in these values.  Trump says this 
order is not to ban Muslim but to 
“terror and keeping our country 
safe.”, but is it? American allies 
in the Middle East warned that 
the ban might benefit ISIS prop-
aganda and deteriorate the U.S.-
led counter-ISIS movement. The 
Democrats in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Senate condemned the 
ban “not only unconstitutional 
but immoral”. Many university 
presidents denounce the travel 
ban, while the 62 institutions 
comprising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AAU) 
filed a statement urging the end 
of ban. Meanwhile, demonstra-
tors start expressing their angers 
and confusions.

Now is the time when people 
look at the news and ask “What 
comes next?”. Mr. Trump cer-
tainly would materialize what 
he said during the campaign 
“exactly and literally”, as CNN 
commented. On January 31, af-
ter firing Acting Attorney Gen-
eral Sally Yates, Trump picked 
his nominee for the open seat of 
the Supreme Court, Neil Gor-
such, who is a reliable conserv-
ative figure. This move leads to 
some worries on LGBTQ rights, 
but no further actions are taken. 
Another report on a draft execu-
tive order, which probably will 

Peiyi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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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e the H-1B visa holders to be 
130,000 dollars, attracts more 
attentions. If this executive or-
der had been issued, it would 
have enormous impact on for-
eign workers and students in the 
U.S. Considering this is only the 
second week of Trump’s presi-
dency, many people do have 
the reason to panic, while some 
may want more champions and 
celebrate ‘Trump’s Great Amer-
ica’. To the liberal Americans, 
the inauguration might be like 
opening the box of Pandora. 
But no one should be desperate, 
because there is one last thing—
the hope—inside the box.  

“Donald Trump’s full inaugura-
tion speech transcript, annotat-
ed.” Washington Post, Jan 20, 
by Aaron Blake.
https://www.washington-
post.com/news/the-fix/
wp/2017/01/20/don-
ald-trumps-full-inaugura-
tion-speech-transcript-annotat-
ed/?utm_term=.7f56d59eb834

 “Trump Abandons Trans-Pa-
cific Partnership, Obama’s Sig-
nature Trade Deal”, New York 
Times, by Peter Baker. https://
www.nytimes.com/2017/01/23/
us/politics/tpp-trump-trade-naf-
t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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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春晚观后感
Shiyi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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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是中国传统佳节除

夕。除夕，意为辞旧迎

新，是农历腊月的最后一个晚

上。在这大年三十的晚上,按惯

例,除了赶回家同家人一起吃上

一顿团圆饭,酒足饭饱之余，我

们往往打开电视，在鞭炮声声

中观看春晚。随着媒体日益发

达，有关今年央视春晚的新闻

早在年前便开始在网络传播，

猜测层出不穷。一想到去年令

人大失所望的春晚节目，刚刚

开始忙碌新学期的我原本并没

有准备看春晚的想法。奈何第

一年在国外过年心中实在有些

惆怅，又架不住各色宣传，最

终还是看了大部分。虽说比

不上记忆中那几年一般精彩绝

伦，却也差强人意，不乏让人

眼前一亮的看点。

先说聚焦大部分目光的歌

舞类节目。为了抓回年轻观众

的目光，愈来愈多的当红明星

登上了春晚舞台。今年春晚一

开始便是年初爆红电视剧《欢乐

颂》的主演们及偶像组合TFBOYS

合作的歌舞《美丽中国年》，相

信令不少粉丝准点守候在电视机

边。再到紧接而来胡歌王凯两位

国民老公的一首CP感十足的慢板

歌《在此刻》，酥倒万千迷妹，

甜炸广大腐女，在网络上造成巨

大反响。与之热度匹敌的是男神

陈伟霆鹿晗的改编歌曲《爱你一

万年》以及“小鲜肉”井柏然张

艺兴带来的活力儿歌《健康动起

来》。除了这些备受关注与好评

的节目，由一系列实力歌星带来

的表演亦是不容错过。从年轻一

辈的邓紫棋张杰林俊杰李汶到偏

年长受众群的毛阿敏韩红张信

哲，均给观众带来了令人回味的

歌声。尤其是韩红演唱的《千

年之约》，歌声悠扬婉转，完美

诠释西域大漠风光，极有代入

感。由成龙大哥带领两岸三地

大学生演绎的《国家》虽是典

型的爱国情怀歌曲，却出人意

料的气势磅礴，热血沸腾。由

李谷一老师一如既往精彩的《

难忘今宵》的压轴，今年的歌

舞类节目总的来说还是可圈可

点的。虽说春晚不复以往“谁

上谁红”的盛景，近年来模仿

卫视春晚增添年轻面孔，但这

也是大势所趋，颇为用心了。

虽有欠缺，但瑕不掩瑜。

而再说近年来质量下滑严

重的语言类节目。不知是因为

题材缺乏还是编剧能力不足，

近年的小品相声总是带着淡淡

的尴尬。采用过时流行语，强

行搞笑的现象越发严重，这一

点在去年春晚上体现得尤为明

显。而今年的春晚，从我看的

几个节目来说，倒是有所改

善。以蔡明潘长江的《老伴》

为例，本以为会听到一系列老

套的年初词汇，不想却是别样

的新颖，相当贴合年轻人的思

想。由沈腾、艾伦表演的小品

《一个女婿半个儿》，贴近生

活，真实不尴尬也值得一看。

然而虽然有精彩之处，总体而

言今年春晚语言类表现依然有

些疲软。不少节目都让人有

种“啊？这么就完了？”的感

觉。看了半天，没几个笑点，

草草结束的结尾突兀又生硬。

其中以小品《真情永驻》尤为

严重， 描写的是一对离婚夫妻

在相亲节目意外相遇的故事。

当时看完我就被表达的价值观

和诡异的结尾震惊了，同座朋

友们相顾哑然无话。我猜想编

剧是想用当下流行的争议性话

题来吸引眼球并驳斥封建的生

育观念，然而结果似乎适得其

反。失去了小品应有的轻松气

氛，夫妻间的争吵和女方的哭

诉并没有带来泪点，反而给人

一种违和感。今年的春晚小品

相声采用了更多社会因素，有

巧妙令人捧腹大笑的，也有怪

异生搬硬套的，还需要更多的

改进。

在海外求学的你我，在

国内小伙伴呼朋唤友，合家欢

聚的时候，却不得不继续埋头

准备即将到来的考试。看着年

味十足的朋友圈，你是不是也

有点眼热，也想借着春节抚慰

自己过去一年的疲惫。那么不

如看看春晚吧，祝大家观看愉

快，新年快乐。

年
Tianyi p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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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总想起过去在农村

奶奶家过年时候的场

景，想起天井里的柴火味，墙

边的鸡笼和害怕鞭炮声的大

狗，热炕头上的瓜子皮和扑克

牌，“嘚嘚嘚嘚”的剁饺子馅

的声音，还有寒风下那个暖暖

的小平房。

过年的气息是从进了腊

月就开始逐渐浓厚起来的。一

放寒假，我就被“发配”到开

发区的大姨家住，每天拿着花

不完的零用钱跟着表姐吃吃喝

喝。我特别喜欢过年前的商

场，因为总是放着“恭喜发

财”这样红红火火的歌曲，人

很多但是挑着年货的感觉很喜

庆，而且每次去总能买上一根

冰糖葫芦或者抓上一包糖炒栗

子。过去冬天总会下一场大

雪，大人们会说“瑞雪兆丰

年”，明年定是个好年。那个

时候我就带上大姨家那只叫“

克鲁”的喜乐蒂牧羊犬，冲向

早上还没有脚印的雪地里，克

鲁在雪地里撒花拱上一鼻子

雪，我也和表姐一起躺进雪地

里，大姨就从窗里探出头来喊

我们，说地上太冷，叫我们快

起来。到年根的时候，我就变

成跟屁虫一样，大姨走到哪我

就走到哪，大姨说，“忙年

嘛忙年，过年就是得忙一忙

啊。”还记得大姨带着我去一

个很大的集市上赶集，对于从小

在城市长大的我来说，一切都是

那么的新奇。那片露天的土地

上，一个摊铺挨着一个摊铺，卖

红包对联红棉袄，卖碗筷糖瓜蒜

臼子。还记得有一位独眼的老爷

爷，满脸的皱纹和笑咪咪的脸，

拿着一把生了锈的大剪刀，不紧

不慢地剪出一张张巧妙无比的红

窗花。一张窗花也卖不了几毛

钱，大概也就是图个乐子吧，想

想现在的窗花都变成了轧出来的

贴纸了，不知道这样的手艺还能

不能流传得下去。

到了年三十的上午，爸妈

就开着车来接我回奶奶家过大

年。妈妈说打从我出生后的第一

年，就年年都会回到在农村的奶

奶家过年，从来没有间断过。

我知道后备箱里定是装的满满当

当，我把自己的新衣服单独找个

小角落放好，在车上听着最喜欢

的音乐，然后看着路边的楼房由

多变少，进到那些方方正正特别

难拐弯的胡同里，就要到奶奶家

了。一下车我就跑进奶奶家的天

井里，向长辈们问好后我把堂哥

叫出来帮忙搬年货，院里拴着的

大土狗汪汪地叫个不停，我只管

抱着自己的新衣服赶紧跑到里屋

找个最“安全”的旮旯放好。大

伯在当门那和浆糊贴对联，姑姑

在天井里收拾刚杀好的鸡，哥

哥在天井里的压水井那儿洗着

茶碗，奶奶在门里往大锅灶台

里填着柴火，拍拍大腿让我坐

下，用她粗糙的手掌摩挲着我

的手，“哎哟我的大孙女哟，

想奶奶吗？”“想！”“哪想

啊？”“心里想！”这大概

是每次回到老家都会进行的一

番对话。爷爷是一位老战士，

双目失明很多年了，总是坐在

炕的一边，墙上挂着他的帽子

和会报时的钟，偶尔会戴起帽

子，被奶奶扶着下炕走一走。

小的时候过年就跑到炕上站在

爷爷身边，爷爷就用手掌量一

量我长了几扎高了，总是会感

叹一句孩子长得可真快啊。后

来，爷爷用手掌开始扎不过来

我的身高，爷爷的身体也一天

不如一天，就总是躺着或者偶

尔坐起来喝口茶，但是总觉得

只要爷爷在那里，这就是一个

完整的家。

依照老家的传统，年三

十的白天要去上坟祭祖。老家

那里没有规划好的陵园，只有

一块大空场，这个村里祖先几

乎都在那里安息。年三十中午

的时候，通往那边的小路总是

挤满了人和车，最多的是横背

着挑鞭的杆子还有纸钱的摩托

车，整条路都熙熙攘攘的。因

为都是一个村里的人，人们大

都互相认识，爸爸和大伯总

是摇下车窗和路过的人打着招

呼，说着过年好，再给我们讲

着他们村里人小时候的故事。

一整个下午都是噼里啪啦的鞭

炮声，好像整个世界都尘土飞

杨。再回到奶奶家的时候，奶

奶早已开始准备年夜饭。天渐

渐黑下来，炕桌上的饭一道道

摆上来，直到那个小小的炕桌

挤得再也放不下盘子，电视上

响起了春晚的序曲，大人小孩

都上炕围坐一圈，我们的年夜

饭就开始了。大人们红着脸絮

叨着这一年的事儿，祝贺着这

个，许愿着那个，碰杯喝酒的

声音好大，都听不清电视里在

讲些什么。我收集起来鸡骨

头，再偷偷拿个鸡蛋，跑出去

让那只大灰狗也能过个年，它

总被鞭炮声吓的蜷缩到狗窝的

角落里。那个夜晚，窗户上氤

氲着雾气，厨房里传出奶奶剁

饺子馅的声音，炕上的大人们

围坐一圈嗑着瓜子打着老家传

统的扑克打法“够级”。我有

时候帮妈妈摸扑克牌，有时候

帮爸妈一边会报着收到的短

信，一边编辑回复着拜年的短

信。无聊的时候就去把瓜子皮

和花生皮扫进炕前的小炉子

里，再去找奶奶剁会儿饺子

馅，我握着菜刀，奶奶握着我

的手。那时候从来没看过完整

的春晚，因为电视信号不好，

屏幕动不动就会花掉，但是那

个小房子里充满了笑声，充满

了温暖。等到零点的钟声一敲

响，饺子就被端上了桌。有的

饺子里包着钱，说是吃到钱的

人新年定会发大财，还有饺子

里包着糖，新的一年会甜甜蜜

蜜。爸爸总是偷偷把饺子弄破

塞进硬币，再夹到我眼前，要

是被我发现的话，我还总是生

气他骗我。院子里空气冷的刺

鼻子，没有路灯的天漆黑漆

黑，放礼花的时候整个天空都

能被照亮似的。

 后来，爷爷奶奶相继

去世了，寒假不再回大姨家忙

年，大年夜也不再回到那间小

平房。今年过年的时候跟爸妈

视频，视频里看到哥哥抱着孩

子时宠爱的样子，突然发觉我

们被带着回家过年的日子已经

一去不复返。那个记忆中的“

老家”好像已经永远被定格在

了回忆，我们已经变成中间一

代，我们的父母的家也变成了

孩子们的“老家”。时间不知

不觉地流走，父母老了，我们

长大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总

会给回忆加上无限美好的滤

镜，过年的记忆变的愈发的温

暖美好。现在时常怀念，也不

断感恩，自己能拥有那么淳朴

幸福的过年的记忆，那些干净

到透亮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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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ry University Global China Connection is a China-focused student 
organization that provides a forum of exchange and dialogue among stu-
dents, business leaders, and scholars on China’s progression and involve-
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ur mission is to help Chinese and 
non-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build connections, and develop the skills 
and long-term positive relationships necessary to succeed both in China 
and around globe.
Our signature annual event, China Summit, is a brand platform that com-
bines case competition, panel speech, and network mixer. It engages stu-
dents, professionals and scholars alike in the discussion of hot issues in 
China. Last year, our topic was mobile payment. We challenged partici-
pants to come up with strategic plans for a US company to enter Chinese 
mobile payment industry.
This year, starting from January, we began to prepare for the event. We 
will deliver the case around March and eventually hold the event in mid-
April. If you are interested,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our Face book page 
@emorygcc and WeChat page @GCCEmory. We will post all the updates 
as well as interesting episodes during preparation.

社团
介绍

驴得水 －－ Incredible China
古有指鹿为马，而今有以驴为师。在那个缺水缺粮的饥荒时代，
人民都流离失所。当时延安正处于整风时期，一群怀揣着革命激
情大学教师来到偏远乡村开办了一所三民小学，旨在改变农村人
民的“贫愚弱私”。可是艰苦惨淡的山区生活使得老师们不得不
给一头驴伪造了一个“英语老师吕得水”的身份来获取一份额外
的薪水。可是教育部特派员要来突击检查的消息打破了他们还算
闲适的生活，为了掩饰不可告人的秘密，一场滑稽可笑的大戏就
此拉开序幕 ————
《驴得水》是一部幽默中有酸楚，荒诞中见真实的作品。挥舞着
喜剧的大旗，却咿咿呀呀地唱了一场黑色幽默的悲剧。那些掩埋
在笑声和黄段子之下的，是这个半疯半魔的荒诞世界。那些愤世
嫉俗和宁直毋屈的都被改变，甚至被推向另一个极端。
王小波曾自问自答过一个问题：知识分子最怕什么？他答曰：这
知识分子最怕生在不讲理的社会。比如外有哥白尼、布鲁诺的灾
难，内有陈寅恪、老舍等的悲剧。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
时代。可是一赶上了这么个年代，只怕你和杀害了烈士的小丑走
在同一条路上。
“每个曾经特立独行的人，都抛弃了曾经的自己。每个想改变中
国的人，都被中国所改变。Incredible China.”

CUSO (Chinese Undergraduate Student Organ-
ization)致力于增强中国学生的社会意识，帮助
中国学生在校园内的个人成长。CUSO目标在于搭建
亚裔学生和国际学生之间的桥梁，作为中国学生在校
园内的发声渠道，通过一系列活动促进学生的领导才能以及
个人能力的增长。
 三月的最后一周将迎来由CUSO承办的China Week。届
时，CUSO将带来以Taste of China为主的一系列中国文化活动。
同学们在校园中将能品尝到具有中国特色的饮食和小吃，体验中
国传统小游戏，欣赏中国经典电影，并且通过讲座深入了解中美
国际关系的发展。相信CUSO将通过China Week带来校园里中国文
化的大活跃，同学们请多多期待哦！
逄天怡 Tianyi Pang

春暖花开的三月，万物萌动的闲暇里，你是否想
一展歌喉？

周末的大好时光，厌倦了KTV里翻来覆去寥寥无几
的歌曲，觉得不够尽兴？Emory好声音，给你机会将你

的声音带出宿舍，带出KTV昏暗的包间，在更大的舞台上绽
放！ECC The Voice 将在温暖的春天为莘莘学子带来一场盛大
的视听盛宴。专业评委，各路嘉宾，跃跃欲试的参赛选手，无论
只是想要轻松地唱一曲，还是想与人一争高下，我们为你提供舞
台，为你打造属于你的魅力镁光灯！你对音乐的热爱，我们为你
开路！藏在茫茫人海中的美丽的歌喉，无论走到哪都会熠熠闪
光。我们致力于中国孤儿的慈善事业，也同时为学生们带来更多
有趣的活动，在你的歌声中，也一定会有鼓舞人心的力量传达给
需要帮助的人们！请有兴趣参与的广大同学关注ECC的微信公众
平台，我们将在后续推出更多信息和活动哦！

Emory CSA祝大家新春快乐！上个周五，CSA在Clairmont Tower
举办了温馨的过年活动。组织为大家准备了饺子皮和馅，照烧饭
和贤惠的厨娘学姐们精心熬煮的红豆粥。除了吃热腾腾的年夜饭
和愉悦地包饺子，大家还围坐在一起看了春晚。伴随着春晚有趣
的节目和同学们的欢声笑语，吃着传统的美味佳肴，大家都感受
到了家的温馨。除了看春晚，大家还一起玩了德扑，狼人和各种
桌游，真是其乐融融呀！
Emory CSA为了帮助即将到来的2021届学弟学妹们，我们隆重推
出新的Mentorship Program! 我们安排了六组靠谱的学姐学长
们，帮大家解答任何关于大学的疑问，包括选课，餐厅，宿舍，
保险，吃喝玩乐等等。如果你们有职业规划类的问题，我们也会
帮你们咨询大四和往年毕业已经工作的ECSA学长学姐们。请大家
敬请期待！

木兰舞社作为Emory唯一一个中国舞社团，一直致力于通过展示
不同种类的中国传统舞蹈的魅力，在校园内宣扬宏大精深的中
国传统文化。在上个秋季，木兰的汉舞“礼仪之邦”充分的体
现了汉族人民的大气稳重；而今年的“爱莲说”体现了中国舞
的柔美缠绵，轻快的新疆舞则热情奔放，让人心生愉悦。
    在每年三月底四月初，木兰舞社都会举行自己的showcase。
不同于每学期的feature dances，showcase上会有更多样的表
演，包括人气极高的女团舞蹈，以及TNT社长Kevin精心为我们
编排的hip-hop。同时，为了丰富表演的多样性，我们会邀请嘉
宾来表演，包括邀请十大歌手的前三名来演唱歌曲，以及多才
多艺的同学表演乐器。
    为了让同学们在课余时间能欣赏到多种舞蹈，木兰的成员们
一直在努力！
    今年3月底，木兰2017年showcase，我们希望能看到你们的
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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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T学员志】24小时真实还原Sales and 
Trading实习生活

作者：小月

地点：东京一家顶级投行

时间：早6点到早6点

身份：初出茅庐的实习僧

一枚

TOPIC：24小时真实还原

SALES AND TRADING实习生活

为“打消”你的投行梦尽一

份绵薄之力

读后不怕的都是真爱 :-)

投行的生活

你考虑好了么？

不停歇的汲取知识

不停歇的思考

不停歇的做个“让别人喜欢

的人”

七小时的睡眠俨然成为一种

奢侈

这是真实的生活还是一场虚

梦？

1第一天：0 - 24H

• 6:00：闹钟响了。

困到不能自主，但我还是挣

扎着爬起来，早早地坐在办公

室才能给老板留下好印象。

• 6:30：早餐吃点儿什

么？

在一家便利店买了瓶装的绿

茶和一个饭团，上班路上顺便

听听NIKKEI SHIMBUM （类似于

华尔街日报）。

• 6 : 5 0：曾对自己承

诺，一定要向老板证明我有多

么努力。

我算是第一批赶到办公室

的，很庆幸老板还没来，虽然

有时候他也很早到。我开始做

些小碎活儿，比如复制些材料

（如研究报告，回顾其他市

场，最新的一些数据等）然后

放到每个交易员的桌子上，虽

然不知道那些研究员到底会看

多少。

• 8:00：办公室开始忙

碌起来了。

我会浏览些金融网站和

BLOOMBERG上的文章，这样和别

人聊起新闻的时候会感觉我了

解很多（注：许多实习生不看

BLOOMBERG，因为每月要花1500

美元订阅）。我同时试图预测

这些新闻会怎样影响今天的市

场。

• 8:15：早会。

所有股票交易员都到了（固

定收益交易是在另一个层）。

所有人都来开早会，包括一些

和交易员一起工作的销售人员

也会来听。从事不同交易类型

的人会做一个简短的发言，关

于前一天发生了什么以及他们对

即将开盘的预测。一夜之间美国

和欧洲市场发生的事也自然地成

为讨论的重心，因为市场倾向于

互相影响。虽然有时候我很难理

解他们评论时用的行话或者具体

概念，但大体我还是理解他们所

说的。

• 9:00：股市开盘。

在征得某位股票期权交易员

同意后，今天最初的几个小时我

都坐在他旁边“暗中观察”。6

个屏幕，2个打开着EXCEL（里面

的数字每一秒都在变化），2个

打开着BLOOMBERG（经常是一些

图表），一个打开着REUTERS，

一个给MICROSOFT OUTLOOK。我

看到这个交易员皱了下眉头，我

很想知道为什么，不过我得保持

绝对安静，因为这是他们最忙碌

的时候。

• 10:00：等旁边的交易

员终于不那么忙的时候，问了下

他刚刚发生了什么。

显然他的GAMMA没有对冲到

他理想的程度，开市后虽然上升

了很多，也同时意味着他承担了

比预想更大的风险。我对他的回

答表示了感谢，我知道很多交易

员不会在乎我提的问题。

• 11:30：今天的市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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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虽然该吃午饭了，许多交

易员都不想离开办公桌。

我负责去给大家跑腿买汉

堡。心里一千个不情愿也坦然接

受了，毕竟我只是一个实习生，

至少比”LIAR’S POKER”里的

实习生要好。

• 12:30：看着交易员的6

个屏幕，脖子要脱臼了，眼睛也

要瞎了。

现在市场缓和一点了，我决

定回到自己的办公桌读些文章再

回顾下中午市场。我也在做选股

分析，老板让我做的，但我知道

可能要下午晚些时候我才能认真

的做。

• 13:30：为了避免这位

股票期权交易员觉得我过度打扰

了他，试图看看有没有别的“平

易近人”的交易员能允许我坐在

他旁边。最终我坐在一位关注零

售类股的旁，很不幸，他比较内

向，而且很难让他多说话。我看

着他做完今天最后的两个交易。

• 15:00：股票市场关闭

了。

当然，还有许多盘后交易工

作要做。我看到了那位股票期权

交易员去了咖啡室，我也 “碰

巧” 起身一起去咖啡室休息。

聊天时，我感谢他让我今天坐在

他旁边，并尽我所能对今天的股

市提出些看法，在一些问题上我

也问了他的意见。他说，我是在

实习生中懂得挺多的，看起来我

给他留下了好印象。我想对自

己说，“更得到全职更进一步

了……”

• 16:00：作为一个实习

生，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和你出

去喝咖啡，但除了经理和明星交

易员，你也可以从其他人身上学

到很多。

我出去和一个中台的人喝咖

啡，之前和他预约好了的。他

资历没那么老，所以并没比我年

纪大多少。我不断套他的话，哪

位交易员好相处？怎么和他们相

处？如果交易不太对该怎么做？

我们也聊聊办公室哪个女孩更可

爱……

• 17:00：他告诉我竞争

全职很激烈，我得继续更努力得

工作，给每个人都留下深刻印象

才行。

经理带我去了一个小会议

室，开展每周10分钟的会议。我

不断反思：到目前为止我学到了

多少？哪种类型的交易是我最感

兴趣的？

• 17:30：我又开始工作

做我的选股分析项目。

从BLOOMBERG下载几千只股

票的数据（包括基本数据和技术

分析数据）放到EXCEL，试着找

出一些好的看涨或者看跌股票，

这仅仅是我需要做的几个项目之

一。

• 19:00：这是交易员一

天最放松的这个时候，我能更容

易与他们交谈。

我漫步在交易大厅，试图找

到不急于回家的人，试着和他们

交谈，学习了解他们的交易。

• 19:30：我收到一个50

页的研究小组的经济报告。我停

下工作来看这份报告。

• 20:00：几乎所有的交

易员离开了办公室。可是我的经

理还在工作……

• 20:30：我的经理终于

回家了。

我试着至少等他离开15分钟

后再走，这样看起来不是特别迫

切着急地想回家。虽然与投资

银行相比你见到BOSS的可能性不

大，你仍然不想比你老板更早下

班——尤其是实习的时候。

• 21:00：晚上和一个朋

友和她的一些朋友聚餐。

我到的时候他们大多吃完

了，但至少我还能去打打招呼。

• 23:00：晚上终于回到

家了。

原本打算30分钟内就睡，但

我查邮件熬到午夜才结束。很害

怕想到明天起床会多困难。然后

又想到我的同在投资银行实习的

朋友，他们仍在办公室忙碌，我

心里似乎就平衡了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