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ch 2017 2

中美领袖的这通电话，比以往来的更晚一些

Zhaohan Li
WRITNG EDITOR

交，各方始终在探索中国、美国、台
湾方面的利益平衡点。至于特朗普和
蔡英文的那通史无前例的电话，我认
为那并非代表美对台政策的根本性改
变，更多是证明刚上台的新总统还在
对国际关系进行摸索。但习惯于挑战
各国底线的特朗普总统很快就会意识
到，在中国问题上，他走的太远了。
相比之下，中方对这一举动的回应很
具有大国智慧。当天通话后，中方就
表态“这只是台湾方面搞的一个小
动作。”这句话一下把矛盾焦点推
给了台湾而非美国，中方一如既往地
冷静克制，毕竟这位新总统到底是有
意为之还是浅尝辄止，还需观察。一
贯不怎么“冷静”的特朗普也不值得
中方大动肝火，引发什么中美大战。
特朗普打破的政治惯例除了这一通电
话之外，他也没有像前任总统那样给
华人拜年，只是令其女儿伊万卡于春
节期间访问了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
大使馆。也许他最终意识到（或者他
周围的幕僚意识到）中美关系只会越
来越僵，直到走到尽头。所以在元宵
节特朗普拜了个晚年。中国随即回应
这一友好姿态，两国元首终于通上了
电话。不得不说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
还是审时度势，及时软化了自己的态
度。本以为这位“非传统”的总统上
台之后，能够占据外交主动权的台湾
方面可能没有料到自己最终再次成为
了美国在地缘政治里的谈判筹码。

对于特朗普，中国不仅要观其言，
更要察其行，因为很多时候总统候选
人坚持强硬立场是为了拉选票，但是
如果真正到了操作层面，折中合作是
更行之有效的策略。特朗普也应该意
识到让美国“再次伟大”不一定要牺
牲同其他国家友好关系，而应该考

虑更多的合作可能性，比如中美在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就存在很好的合作前景。
诚然特朗普想先安内后攘外，但是如
果“安内”意味着国际关系的一团糟，
那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内忧外患。让特
朗普退步的情况并不多，中国凭借其强
国底气和大国风范在这一回合的过招中
占据了上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纸
老虎，硬碰硬也不适用于所有的情况。
与此同时，中方可能也要重新考虑与这
位“商人总统”打交道的方式方法。若
想维系奥巴马政府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
系，或许晓之以理并不是最有效的方
法，“晓之以利”才是。比如在特朗普
跟中方的第一场过招里，中国让他明晰
了“一中政策”是一，其他的都是零，
没有这个一，神马都是浮云，美国一点
好处都捞不着。

中美两国的关系，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单一领导人的一言一行也很难彻底
扭转政治经济多方面的规律和格局。中
国政府之所以能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
背后是强大的综合国力作支撑，所以中
国在关注特朗普政府的动态的同时，更
重要的是进一步促进本国的发展，只有
这样，在未来的博弈中才能继续挺直腰
板，占据上风。

自从1月20日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
上台以来，已经有二十多个国

家的政要对其表示祝贺。比起跟他
打的一团火热的莫斯科，北京方面
自从去年11月14日特朗普当选就再
也没了动静。直到美国东部时间2月
9日晚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
特朗普才通了电话。特朗普最终表
态，“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
政策。”此时距离特朗普正式宣誓
就职已经过去了三周，也正值日本
首相安倍启程访美前夕。在这样一
个微妙的节点，新任美国政府和中
国政府终于释放出了对彼此的友好
信号，共同往前迈进了一步。

从参选到当选，特朗普对中国
的态度一直很强硬，他指责中国故
意使其外汇贬值，修建基础设施
以“占领”南海岛礁，他还声称要
对中国商品收百分之四十五的关税
等等。1月13日，特朗普在接受《
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提出可能
要动摇“一个中国”的原则，并想
以此作为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
筹码。但是坐久了CEO位置的他没
有考虑到国家和企业有着本质性的
区别，也不是所有的关系都能够被
量化和交易；其次无论是政权还是
经济个体，核心利益永远不会摆到
谈判桌上进行博弈。中国基建外交
部发言人陆慷在接受CNBC的采访中
回应提问“如果特朗普采取更多的
行动来承认台湾，你觉得中方会如
何回应”，他说“一个中国原则是
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谈判
的。”“百分之百不可谈判？”“
百分之百。”

从一九七二年《中美上海公报》
的出台，到一九七八年中美正式建

中美两国的关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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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男遇刺—世袭政治的悲哀
他们的自由也是带着枷锁的，而这枷锁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摆脱。

Ruijun Ma
WRITING EDITOR

2017年2月13日，马来西亚吉隆坡国
际机场，一名朝鲜籍男子遇袭死亡，
次日被确认为北韩前任领导人金正日

之“庶长子”，现任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之同父异母兄。在官方调查的不断深入之
下，证据不断将矛头指向北韩当局，显
示朝鲜官方策划了此次刺杀事件。此事一
出，便引起全球媒体的关注，自金正恩上
台以来，朝鲜对外关系不甚明朗，就连
长期盟友中国都在朝鲜不断的核试验之后
选择对其进行制裁。与此同时，北韩亲华
派张成泽被处决等事更使半岛局势愈发紧
张。此次金正男遇刺，对朝鲜局势来说，
更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在这种背景
下，全球媒体对金正男之死也是格外高调
地关注，一盏盏闪光灯在马来西亚的机场
和医院外聚集，不放过任何一丝会被遗漏
的信息。

吉隆坡中央医院的停尸房里，金正男
的遗体冰冷地躺着，他的家人正从澳门赶
来，穿过媒体的层层围堵，就是为了与他
们的亲人见上最后一面。这个体态臃肿的
中年男人一生起起伏伏，也许他曾期待自
己死后能像祖父金日成，金正日一般置于
太阳宫的水晶棺内供人瞻仰，或是政治
前途没落后，期待像其他千千万万的人
一样，成为墓园里平静的一角。但是命运
中他的结局还是如他最不希望的那样，悲
剧性地结束在了吉隆坡，痛苦地在各方博
弈和闪光灯聚焦的喧闹中死去。很可惜，
他，注定不能做一个普通人，即使在他退

出政治之后。这不光是他的悲哀，也是
朝鲜政治的悲哀，古代政治的悲哀。

金正男1971年出生于朝鲜平壤。作
为已故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长子，他长
期被作为未来领袖而培养。童年便前往
瑞士留学，直至成年后回到祖国，这名
浪荡的北韩公子哥与朝鲜压抑的政治氛
围格格不入。不光是政治氛围的压抑，
亲情的缺失更让这名看似光鲜的北韩“
太子”忧郁不已。作为金正男第二任
妻子成蕙琳的儿子，其母系亲属的不
断出逃和对金正日的背叛，更使其从小
在一个极度矛盾的环境中成长。在这种
情况下，金正男尝试将自己埋头于纸醉
金迷之中，麻痹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而
恰恰是因为如此最终断送了其政治生
涯。2007年，金正日访华，在与东道
主的欢声笑语之中，媒体却传来让人大
跌眼镜的消息。北韩“太子”金正男持
假护照前往东京，被日本警方遣返。作
为一国领袖的金正日岂能堪此大辱。终
于，金正男“太子”之位被废，只能流
亡澳门。

流亡后的金正男还会时不时在媒体
上发发牢骚，评判朝鲜时政，但其政治
影响力已大幅削弱。在其弟金正恩上位
后，他基本上已是默不寡言，成为了一
个地地道道的生意人。可他的沉寂还是
没能替他换来一丝生机。作为金正日的
庶长子，张成泽的好侄子和中国的好朋
友，即使金正男选择退出政坛，他还是

对金正恩的政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在北韩宪法确立了白头山血统的世
袭制度之后，朝鲜最高领导人的“大
位”就已经和金家男性后代产生了割
不断的联系。作为朝鲜的“改革派”
，在中朝关系日趋分裂之时，金正恩
无法不担忧他的哥哥可能有朝一日取
而代之。正因为如此，对他而言，金
正男此人，必定是除之而后快。

这便是世袭制政治的悲哀。政治
的斗争是必然的，区别只在于退出这
种斗争的代价大小。就在金正男遇刺
之前，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安顾问MI-
CHAEL FLYNN因亲近俄国而不得不下
台。虽然其政治生涯遭受重创，但并
不影响他的基本人身安全。在体制化
的现代政治之中，政治权力来自于法
律授权，而并非血统或是个人魅力。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放弃了法律地
位，便可全身而退。可惜的是，金正
男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当你成为金家
一份子的时候，你的命运便不单单是
个人选择能够决定的了。你退出或不
退出政治并不重要，因为你的血统已
经为你贴上了沉重的标签。

金正男和其他金日成家族的成员
可能是北韩最自由的人了。在朝鲜人
的自由迁移都成问题的时候，他们开
豪车，喝好酒，到处巡视。可他们的
自由也是带着枷锁的，而这枷锁可能
一辈子都无法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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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大“撕名牌”事件
Zhongwen Sha 
WRITING EDITOR

2月13日晚，落下帷幕的第59届格
莱美颁奖典礼，似乎没有想象中

来的那么平和。舞台之上车祸频发，
舞台之下暗流涌动，评论区里更是吵
得热火朝天。

各项大奖尘埃落定之后，格莱美
的亲女儿ADELE五提五中，再一次横
扫年度专辑、年度制作、年度单曲，
囊括了最重要的几项通项大奖。而
RIHANNA, KANYE, KATY PERRY等全程
陪跑。

这场颁奖仪式在开始前就被称作
是ADELE和BEYONCÉ两人之间的较量。
奖项名单公布之后，有人评价说，“
这是令人大失所望的一届格莱美，也
是人心尽失的一届格莱美。”我觉得
这个评价毁誉参半，也不尽然。

首先要承认的是，虽然对这些颁
奖礼还有些关注，但是我其实很少听
这些欧美的主流音乐。

ADELE的《25》确实是一张不失
水准的优秀专辑。无论是制作、包
装、还是发行，《25》都符合了一张
优秀专辑的“标准”：极其优异的唱
功，足够的话题制造量，先行单曲
《HELLO》的MV更是打破了吉尼斯播
放量最快破10亿的纪录。

ADELE过去的成绩足以肯定她在
大众中的受欢迎程度，得奖无可厚

Grammy
Sylvia Li
WRITING EDITOR

非。但是从横向对比来说，虽然《25
》也同当年的《21》一样强劲地包揽
了格莱美的通项大奖，它的含金量却
没有达到当年《21》的被赞美的高
度。这也使得很多喜欢《LEMONADE》
的粉丝替BEYONCÉ打抱不平。这样一
张神专真的一个奖都不该得吗？就像
阿呆调侃的那样：“WHAT DOES BE-
YONCÉ HAVE TO DO TO WIN ALBUM OF 
THE YEAR?!”同时，格莱美把阿呆捧
到这个高度并不见得有多好，因为她
今后要面临的压力将成几何倍数的增
长。继续沿着老路线走下去呢，听众
说不定不买账；转型换风格呢，需要
途径的磨砺更不必说。

但是格莱美是美国的唱片工业
奖。因为是工业奖，所以这个奖项不
单单只关注唱片的质量，还结合了音
乐市场的状况、作品的畅想程度来做
出综合的考量。BEE的《LEMONADE》
从制作来上来说，完全达到了年专的
水准，于情于理，这个奖她值得拿。
但同时，《LEMONADE》的流行程度的
确不如《25》。在如今流媒体点播逐
渐取代实体CD的大环境下，阿呆在逆
势中创造了惊人的数据 – 首周销量
达到338万张。

所谓提名靠实力，获奖靠运气。
从音乐层面来讲，阿呆和碧局长的水

AFFAIRS)，亚裔美国人学生会，“中
国全球连接“组织 (GLOBAL CHINA 
CONNECTION)，中国学生社等组织签
署了一份声明，以期提高种族正义，
反对歧视的意识。

校园撕名牌事件从本质上来说属
于一种极端的情况，在一个大学校园
风气环境良好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出现
上述事件。以EMORY的校园文化中的
包容度来看，不同的文化的学生之间
的相处还是较为融洽的。

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在仔细地
观看了3分钟的视频之后，我对于中
文名字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意义产生了
一些共鸣。许多人看完视频之后对英
文名字产生了反感，而我对此持保留
意见。诚然，留学在外的我们会因为
一些原因无法向外国朋友，教授等清
楚地念出自己的中文名字。但由此而

使用的英文名字却也不是一件丢脸的
事情。

我的英文名字是JACK，一个很常
见的外国名字。不同于许多中国同学
起英文名字的时间，我的英文名字是
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帮我起的。
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现在，我的英文
名字一直没有改变过。看见我的外国
同学和教授会叫我JACK，甚至一些中
国同学也会如此称呼。是否我的做法
违背了我中文名字所代表的一种身份
呢？显然并没有。我的英文名字只是
令外国朋友，教授称呼我的时候觉得
更方便罢了。

我的高中是上海的一所国际高
中。我还记得第一节ESL课上英语老
师让我们分别介绍自己。他并没有强
迫每一个人一定要说出自己的英文名
字，但到了最后班里的所有同学都说
的是自己的英文名字。难道这一共性
说明整个班的学生都羞于说出自己的
中文名字？当然不是。如果让外教叫
出所有人的中文名字，那么大半节课
甚至整节课的时间就会在念名字的过
程中度过。

在进了商学院之后，我拥有了自
己的名牌。上面写着我的中文全称
ZHONGWEN SHA。但我还是习惯性地
在ZHONGWEN后面加上了一个括号，里
面写着我的英文名字JACK。诚然，一
些教授可以较为准确地念出我的中文
名，但是大多数教授并不能准确地念
出我的名字。这样的情况并不仅仅发
生在我的身上。我室友的拼音全称是
JUNHAO CAO，他的名字被达克一楼
发放包裹的大叔大妈们读成了“混豪

一则关于“哥伦比亚大学撕名
牌”的新闻最近同时出现在微

信朋友圈和脸书上。一时间许多中国
人和外国人都纷纷转载了名为《说
出我的名字》（SAY MY NAME）的视
频。在短短三分钟的视频中，哥大的
中国学生们纷纷说出自己的中文名
字，并介绍这背后的含义。

事情的起因是由于校园内发生
的“撕名牌”事件。适逢2017年中国
农历新年，不少哥大的中国留学生发
现自己的宿舍楼的门牌上自己的名字
被撕毁，究其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用
了中文拼音。而另一些中国留学生由
于在自己的名牌上写了英文名而躲过
一劫。这种专门针对中文名的行为，
受到了哥大中国留学生的强烈谴责。
事情发生几天之后，哥大多文化事务
办公室(OFFICE OF MULTICULTURAL 

K.O.“。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们都觉
得挺搞笑，也觉得无伤大雅。但试想
一下如果这样的情景换成了一堂课。
教授要发第一次期中考试的试卷，他
需要一个一个的叫名字。一整个班一
共170余号人，光是发试卷的时间就要
花去20多分钟，加上尝试念准名字的
时间，也要将近25分钟。由于考试时
需要写上全称，教授尝试念准名字的
时间没有办法省略。然而若是在非考
试的课堂上教授念了英文名，那么课
堂的效率将会有小幅度的提升。

再者，几番尝试之下念出的一个
不准确的名字并不能完全诠释中文名
背后的含义。在一次打UBER的时候，
车到了之后司机开始尝试着念我的
名字。几次尝试之后他念出了ZONE 
ONE。的确这样的念法比我听到的许
多版本要精确一些，但和原本的“仲
文”两个字还是相差甚远。我会觉得
他错误的念法并不能很好地诠释我的
名字以及其背后的含义。与其不准确
地念出我的名字而无法很好地突出我
的中文名，不如用一个简单的英文名
字来准确地称呼我。名字的确是一个
重要的符号，但同时，每一个人也需
要在环境的改变之下顺着做出一些适
应性的融合。对于一个中国留学生来
说，中文名也好，英文名也罢，都是
一种令别人称呼你的方式。说到底，
哥大撕名牌的事件还是属于少数，重
要的是不管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自
我，保持初心。

平不分伯仲；《25》的艺术性和创新
性不及《LEMONADE》, 但销量确实超
过后者良多。ADELE的歌迷群体愿意
为她的实体唱片买单，成为了格莱美
颁奖归属的很大的考量。

现场表演虽然事故连连，但是
QUEEN B挺着怀胎六个月的大肚子的
演出绝对霸气。虽然不能跳舞，但是
舞台设计的创意绝对一流。碧局长摇
身一变化作生育女神，用全息投影渲
染出华丽辉煌的光影。碧局的气息从
头到尾都很稳，表演全程散发着母性
的光辉。即使在奖项上面没能获得大
丰收，可她把母爱洒遍大地的姿态足
以惊艳全场。

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去年
的格莱美颁奖仪式上，阿呆在唱《ALL 
I ASK》的时候，由于钢琴音响问题，
阿呆唱歌一度走音。几天后她在ELLEN 
SHOW上面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说，假如
是她自己的演唱会而不是电视直播的
话，一定叫停乐队重新开始。而今年在
致敬GEORGE MICHAEL的环节，阿呆开唱
《FAST LOVE》没有找准调子，真的现
场要求重来了一遍。不得不说，敢在这
样世界性的直播上喊停重来，要给阿呆
的气度鼓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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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Mingxi Yu
WRITING EDITOR

据美媒报道，近年来，留学生恶

意伤人事件、抑郁症自杀事件频

发。微博、朋友圈里，不少学生却提到

自己留学时曾经或正在遭受心理问题的

困扰。当留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亮起红

灯，如何避免“玻璃心”成为了人们关

注的焦点。

留学生活，听起来是享受着比大

多数同龄人更加优越的教学资源、国

际视野，怎么会导致不容小视的心理

困境呢？

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的留学生

活，实际上压力重重：来自学业的压

力，语言沟通的压力，文化冲突的压

力，肩上背负着父母期待的压力，对个

人定位感到困惑的压力，来自同龄人的

压力……哈佛大学健康中心主任，哈佛

医学院精神科教授的PAUL BARREIRA认

为：大部分学生人生中第一次远离家

乡，虽成绩优异，但缺乏对情绪的处理

能力。所以当面临多重压力时，他们却

脆弱得不知所措。

心理学家有这样一个比喻：设想

如果人的心理是一个气球，随着外界各

种压力增大而日益膨胀。如果找不到“

撒气的渠道”，这个气球要么自己爆

炸，要么被外在的刺激因素引爆，造成

一个个令人惋惜的事件。新闻中的留学

生恶性事件，表面上是一时冲动的行

为，实际则是内心负面情绪积攒过多、

无处宣泄的结果。

“既然无法改变生活本身，我们

应当学会改变生活中的自己。”那么，

面对充满挑战的海外生活，留学生应该

怎样应对呢？

培养有效的“应激手段”

丰富的校园生活不仅仅由学习构

成，还有多种多样的课外活动，例如

体育训练队、义工团、社团、学生会等

等。课下积极参加社团活动，保持规律

的运动，都是调整心态的好方法。这些

活动可以帮助留学生充实生活的同时，

释放压力，结交好友，扩大交际圈，可

谓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咨询专业人士

有些同学觉得去看心理医生是“

难以启齿”的事情，担心会被身边的人

贴上“异类”、“精神病”的标签。其

实，这样的顾虑是多余的。就像身体机

能出现问题时，人们会去看内科医生一

样，去看心理医生是自爱的表现，体现

了对自我的关注和对心理健康的重视。

当负面的心理情绪堆积到一定程度，朋

友的关心也不能有效减轻负担的时候，

咨询专业人士是必要的。很多美国大学

都有针对留学生的心理健康中心。比起

身边的朋友，经验丰富的心理专家往往

受过更专业的训练，可以鼓励学生正确

看待学习上的阻碍，引导学生健康对待

生活中的挫折。

和家长保持沟通

身在异国他乡，留学生们与家人

相隔万里。当面对陌生的文化，繁重的

学业负担时，学生很容易钻进牛角尖。

和家人保持联系，可以让同学们感受到

家庭的温暖和关怀。现在的通讯技术如

此发达，一个视频通话就可以使留学生

看到屏幕那端，妈妈温柔的微笑和爸爸

语重心长的教导。想一想关爱我们的父

母，再大的烦恼也烟消云散了。

谈到了和家长的沟通，再来说一

说家长可以怎样做呢？

注意沟通方式

身在海外的学生们非常渴望和

家人沟通的机会，需要家庭的温暖来

帮忙度过在异国他乡的“适应期”。

特别是家长的话语会对学生的心理产

生极大的影响。和学生聊天时，家长

可以尽量多鼓励，多赞美，少贬低，

少指责。例如，当学生烦恼自己的考

试成绩不理想时，就不要再灌输“学

习好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争第一”

这样的思想，而是为学生鼓气“别灰

心”“不要紧，爸爸妈妈支持你”。

同时，家长应引导多问一些具体的问

题，比如“最近社团开展了什么活

动”，鼓励孩子多融入群体，不要把

自己封闭起来。

寄爱心包裹

在美国大学，留学生们都有各

自的邮编号，以便接收包裹。家长可

以在学生压力很大的时候，寄送爱心

包裹，制造温暖的小惊喜，同时表达

自己的关心。例如在期末考试前夕，

寄一些家乡的小零食，补充能量的同

时，让学生感受家人无条件的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肉类食品、奶制品有

被海关查处的风险，应当避免寄送。

留学生活是一场未知的旅行，享

受新鲜过程的同时接纳变化的存在，

因为这是一场由内而外的成长之旅。

学会处理负面情绪是留学生活的必经

之路，更是人生中的一笔宝贵经验。

抑郁症究竟是什么
Mengtong Hu

WRITING EDITOR

最近一段时间，朋友圈和国内各大

新闻媒体都纷纷以类似花季留学

生少女自杀这样的标题，报道一个20岁
加州留学生女孩在宿舍轻生的故事，这

让人感到十分惋惜。虽然没有直接的证

据，但是我认为这位女孩子选择自杀的

原因与抑郁症脱不开关系。

我还想再来提提乔任梁。乔任梁

患有抑郁症的影子在他的微博里可以很

容易地被找到。他多次提到失眠，吃

药，活着，好好调整。2015年8月5日，

做完瑜伽的乔任梁发了这样的一条微

博：“每天都像癌症晚期病人一样活

着、、都忘了之前是听谁说的、但现

在才初有体会、棒棒哒、真的不留遗

憾、FIGHTING.”结尾处还画了一个小

太阳。没有人知道他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的真正原因，但是种种迹象包括他10秒
中内秒删的疑似自残的图片都表明他的

确饱受心理问题的困扰。

抑郁症究竟是什么？抑郁症就一

定会走向自杀吗，抑郁症能不能彻底

治疗好？

和很多事情一样，没有经历过的

人永远都不会明白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

的感觉。就算经历过的人可能也无法向

外界去形容那是一种怎样的痛苦。大

一的时候上过一节ABNORMAL PSYCHOL-

OGY（非正常心理学），比较深刻地学

习了很多心理疾病，比如强迫症，焦虑

症，甚至我还学到了一种东亚地区的地

域性心理疾病“神经衰弱”。我一直觉

得人的心理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准确的

说我感兴趣的是人的大脑，时时刻刻有

着奇怪的念头在曲里拐弯的线路里跑来

跑去。不论你外表是多么的刚强，拥有

再多的腹肌，你心理的声音还是很强

大，可以让你一会儿愤怒，一会儿悲

伤，一会儿绝望，甚至让你陷入到不开

心的声音中很难走出来。幸运的是，多

数时候，人有更强大的意识去控制住这

些稀奇古怪的念头，他们来的快去的

快，无声又无息。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我深刻

地意识到了很多心理疾病的诊断标准虽

然是白纸黑字，但是病情本身的确诊却

常常是模糊的。许多心理疾病应该用程

度来衡量，想象一条长长的绳子，把这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看做一个点，然后

按照他们的心理状态把他们排列好，多

数的人都集中在这根绳子的左端，就是

说多数人都没有可以诊断的心理疾病，

然而有少数的不幸的人们在这根绳子最

右端。很多因素可以导致一个人患上抑

郁症，亲人的离开或者感情的创伤作为

诱因，性格特点或者周围人的影响放大

诱因，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在基因和大

脑神经递质的作用下，让有些不幸的人

注定逃离不了换上抑郁症的魔咒。

我们先来看抑郁症的诊断标准：

根据美国通用的精神疾病与统计

手册－第5版 (DIAGNOSTIC AND STA-

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

DER- 5TH EDITION

在同一个2周时期内，出现与以往

功能不同的明显改变，表现为下列5种
以上，其中至少1项是（1）心境抑郁，

或（2）丧失兴趣或乐趣。

注：症状的诱因不可归为一般躯

体疾病。 

（1）每天大多时间存在心境抑

郁＊

（2）明显的丧失兴趣和乐趣

（3）显著的体重下降或增加

（4）失眠或嗜睡

（5）精神躁动或迟滞

（6）虚弱或精力不足

（7）感觉没有价值感或过度自责

（8）思考能力减弱

（9）反复想到死亡

＊心境抑郁就是常说的情绪低

落。心境抑郁者常用活着没意思，高兴

不起来来描述内心的体验。

B. 这些症状产生了临床上明显的

痛苦烦恼，或在社交，职业，或其他重

要方面的功能缺损；

C. 这些症状并非由于某种物质或

由于一般躯体性疾病所导致（直接）

生理效应

D. 此重性抑郁发作不能归与分裂

情感性障碍，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

样障碍，妄想性精神障碍，或其他注

明的或未注明的精神障碍谱以及其他

精神病性障碍

E. 从来没有过躁狂发作，或轻

躁狂发作

我想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有过上

面提到的这些状况，但幸运的是，这

些状况在我们身上停留的时间总是短

暂的，不足以击垮我们。然而当失眠

成为一种常态，当反复自杀的念头总

是缠绕着个体的时候，这就是一种疾

病了，一种一定要寻找专业人员寻求

帮助的疾病。就好像是白血病，是癌

症，一定要接受系统的治疗才有恢复

的可能。抑郁症并不是伤风感冒，挺

过去就好了，抑郁症的自愈率微乎

其微，积极接受药物治疗是最好的选

择。

留学生活的确没有表面上看起来

的那么光鲜亮丽。有时候和父母交流

学校的事情我都觉得很困难，当最亲

密的人和你的生活脱节，不理解你的

抱怨，本来想找个依靠却让自己更加

的迷失方向。异国他乡很容易没有强

烈的归属感。一个人坐下来的时候就

又开始怀疑人生。

最后我想说，生活的确不易，希

望大家都能遇到好的朋友可以一起分

担烦恼。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有过不去

的坎，那么一定不要耻于向专业人士

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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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临水照花人
如果你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会原谅现在的我。

Lydia Fu
WRITING EDITOR

奥兰多童
话之旅
她满足了我内心所有对于童话的渴望的同时，也

向我诠释了那些故事如何可以在现实中得以延伸

Jiawen Zhang
WRITING EDITOR

张爱玲，民国时期的临水

照花人。她说“也许每

一个男人全都有过这样的两

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

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

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 “床

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

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

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

痣”；她叹“生命是一袭华美

的袍，爬满了蚤子”；她懂“

因为相知，所以懂得；因为懂

得，所以慈悲”。就是这样一

位明澈的女子，在人们细读她

的文字时，总觉得她参透了人

生，看透了爱情，却不料，她

也是一个俗世女子，免不了落

入到那最深的红尘之中。民国

的青年才俊数不胜数，张爱玲

却偏偏爱上了那最无情的那一

个。她说“见了他，她变得很

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的

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

花来。”遇见爱情的张爱玲是

如此卑微，但却又如此幸福。

见到胡兰成的那一瞬，张爱玲

的心，春暖花开，但也正是这

花开，耗尽了她所有的激情与

冲动，于是当他转身背离时，

张爱玲的一生只能慢慢枯萎。

出生在一个逐渐衰败的

大家族，张爱玲深深受到母

亲黄素琼和姑姑的影响。她的

母亲和姑姑是新时代女性，渴

望着最新的教育，最广阔的世

界，裹着一双小脚不断地游历

天下。张爱玲敬佩她的母亲，

赞同她的种种思想。但因着父

母间的矛盾，以及母亲长期的

外出旅行，张爱玲从小缺少着

母亲的关心与柔情，所以张爱

玲不论是从个性还是文笔上总

是带着一种女性少有的清冽。

白落梅说，“她的文字像一把

华丽的剑，而她是那个临水照

花人，优雅地挥舞着她的剑，

可以舞动落花的烂漫，亦可以

粉碎明月的光芒。”张爱玲自

中学时期便常常独自一人伏案

于书桌前，带着一副眼镜，一

坐就是好久。她个子高，又清

瘦，一身简单朴素的衣着让她

散发出浓浓的书卷气息。她

也许不够美丽，但一定迷人，

那种清雅高傲的气质总是让

每一个人为她驻足。有人曾说

过，“像张爱玲这样的才女，

只要有缘与她擦肩，必然会为

她回眸。”

每每说起张爱玲，我的眼

前总是浮现出那张黑白照，第

一眼看到她的相片，我有过失

望，在我的想象中，能够写出

那样动人词句的女子，不必如

周璇，阮玲玉一般明艳动人，

但必是有着林徽因般淡婉的面

容。但很快，这张沉封多年的

照片让我再也忘不掉：穿着一

身得体的旗袍，双手叉腰，嘴

角微微扬起，昂着高傲的头，

画着淡淡的妆容，眼睛好像在

望着远方，她是那样的冷淡而

漠然。张爱玲有的是一种孤芳

自赏的自信，她不管别人是否

会喜欢她的文字，她只是写着

自己的世界；她不在乎别人是

否会唾弃她的爱情，她只知道

胡兰成是她想要用尽一切去爱

的人。她遵从自己的一切决

定，顺从自己的一切想法，也

接受着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

后果。张爱玲的一生好像就

是这样淡淡地度过，哪怕是名

气最为鼎盛的时期，她留下的

也仅仅是报纸上几个版面的连

载文章，但她也轰轰烈烈地爱

过，尽管在世人眼中记住的也

只是她爱上了一个汉奸，然后

凄凄惨惨被抛弃的结局。很多

人为她可惜，为她不平，但我

想，这也许正是她想要的一

生：爱过，便不悔；爱过，便

静静地离去。

民国时期的女子，我喜欢

过三个，对于她们三人，有敬

佩，有叹息，但惟独对张爱玲

情有独钟。林徽因应该就是一

朵白莲，清傲完美，但她太过

于清洁与理智，我总想她这一

生是否真的为自己活过？如此

自律正统的生活，对于芸芸众

生来说，也许只是可远观而不

可近赏。而陆小曼充满着激情

与热情，她就像一朵牡丹，从

不在乎别人是否嗤笑于她的张

狂，但如此浓烈的爱是否也是

造成了徐志摩和她自己凄婉的

结局？但张爱玲不同，对于我

来说，她是一枝怒放的玫瑰，

艳丽骄傲，但浑身长满了刺。

她恣情盛开，自己不会轻易落

入俗世，也不许常人随意的靠

近，但她终究还是爱上了那样

的一个人，她开始拔掉身上所

有的刺，只想呆着他的身边，

贴近，再贴近。她不在乎自己

是否低到尘埃，不在乎这段爱

情是否理智，而当那个人最

终舍弃她时，她亦不会自怨自

艾，只是慢慢的枯萎着...

我不知道当她最终一个

人静悄悄地死在他乡的小屋中

是有过怎样的思绪万千，她是

否会后悔爱上了胡兰成？是否

也怨过他的无情？亦或是带着

满心的知足与淡然离世？张爱

玲明白爱是不可触碰的禁区，

却因为胡兰成，做那只扑火的

蛾；她低微到尘埃中去爱，却

在被抛弃后，留下一句“我不

会去寻短见，也不会再爱别

人，我将只是萎谢了”。她静

静地转身，默默地移居国外，

她就这样孤独遗世，也许慢慢

忘记了自己的名字，也许出乎

我们所有人的预想也忘记了那

个男子，只是这样淡淡地孑然

独我地活着。我相信，在某天

的梦中，那个叫张爱玲的女

子，会穿着一袭华丽的旗袍，

撑着一把精致的油纸伞，穿过

雨中大上海的弄堂，依旧是那

样孤傲地，淡然地，轻昂着

头，微笑着向我款款走来...

18岁生日那天我踏上了

去Orlan d o的春假之

旅。撇开同行的家人和好友带

给我的快乐，单纯地回忆这趟

旅行本身，她满足了我内心所

有对于童话的渴望的同时，也

向我诠释了那些故事如何可以

在现实中得以延伸。

Hollywood Studios是第

一站。走过那么多地方，也去

过好几个城市的Disneyland，

却还是毫无防备地在大清早6
点不到的闹钟响之前就在那股

兴奋劲儿下自然醒。在米奇头

形状的机器上刷卡入园，看

着街两旁装饰成童话镇的商店

以及远处猩红色的Twilight 

Tower，满满的不真实感。一

天下来印象最深刻的除了Rock 

n’Roll Roller Coaster，

大概就是路中间走过的一只鸭

妈妈，后面跟了一群鸭宝宝，

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一摇一晃

走在人群中间为它们让出的

道，气定神若。大家一边喊着 

“OMG”和“Aww”，一边忙着

拍下这萌化人心的瞬间。Dis-

neyland作为面向所有年龄群

体的游乐园，并没有什么特别

刺激的项目，却胜在情怀和无

敌的装饰细节。即使什么也不

干、很悠闲地坐在路边啃着经

典的Caramel Apple,一边擦

着嘴角溢出的糖浆，一边看着

过往的人群、感受身处童话世

界的美好也是一种享受。满园

随处可见一波波组团来玩的学

生肆无忌惮地聊着笑着；一对

对年轻的情侣幸福洋溢地靠在

一起、仿佛踮着脚尖在一蹦一

跳；爸爸妈妈抱着推着牵着跟

着各种年龄段的小朋友，快乐

着孩子们的快乐，用最温柔的

语气和宝贝们说话、再疲惫也

在尽力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

还有手牵手的白发爷爷奶奶，

虽然可能大部分项目都不能乘

坐，但彼此相望的眼神里是一

辈子的宠溺和恩爱……Disn-

eyland的魅力之处就在于她可

以是所有人记忆中的美好和情

怀，贯穿了我们在人生每一个

阶段的快乐和回忆。

第二天怀着最澎湃的激

动出发去Disneyland的保留项

目---Magical Kingdom，特意

应景地穿上可爱的卡通衣服，

毕竟这是唯一不会被他人议论

穿衣风格的地方。远远看见标

致城堡，童心就已经开始大爆

发，所有的回忆也冲进脑海。

以往去过的Disneyland都只有

Magical Kingdom一个Theme-

Park。所以手拿地图看到熟悉

的Splash Mountain、Space-

Mountain、ThunderStormMine 

Train和SevenDwarfMineTrain

等等熟悉的名字时，迫不及待

打开官方APP看好排队时间快

速大概计划了一下游玩顺序，

挨个奔向一个个项目排队，

心情好到排队时会时不时随着

背景音乐扭两下。因为是最

早一批进园的游客，当天三个

fast pass的机会都用在了最

热门的项目上，真的觉得有赚

到。记得在一列过山车上，最

后快要停下来时，坐在前排的

爷爷很慈祥有爱地问他的小孙

子 “Did you have fun?” 

小男孩特别激动地重复了两

遍“This is the best day 

EVER!”那个瞬间忽然就被戳中

感动的点。

蹦跶累了就去玩一些例如 

“小飞象” 之类排队时间在

十分钟内的蠢萌项目，或是逛

一逛让人心情愉悦的糖果店,买

上一根巴斯光年冰棍、巧克力

爆米花坐在路边看表演，都会

很开心。天色将晚的时候脚后

跟就开始隐约发酸了，于是我

们早早买上吃的去蹲点了一个

好位置，准备看烟火表演。那

是一天中Disney最美的时间，

城堡和旋转木马在自然夕阳与

浪漫灯光的渲染下都呈映出浪

漫到不真实的画面，难怪那么

多影视剧都将傍晚的Disney-

land作为男女主角感情升华桥

段的背景。当第一发烟花点燃

在夜空，发现比记忆中的还要

绚丽，太多的情绪和回忆片段

涌出。这一次我没有一直举着

相机。Disneyland的烟火只能

现场用肉眼欣赏，那份浪漫只

有在场的人们才能体会，照片

拍了给谁看呢？极致的视听盛

宴，那些年的心境却再也找不

回。不变的是，每一次看烟火

都坚定地想，如果是和喜欢的

人一起看，该有多美。半小时

的表演结束后，心情还是波澜

起伏，跟着人潮挤得走不稳，

却不忘感叹被气球装饰的main 

street华灯初上，美丽得过

分。我们正好被挤到星巴克门

口，实在不喜欢人那么多的街

道，于是顺道就进去买杯咖啡

坐下休息。Disneyland特别装

饰的纸杯一下就点亮了疲惫的

心情。

最后一次穿出城堡已经过

了午夜。意犹未尽地坐上最后

一班Winnie the Pool小火车，

结束从开园到闭园的16小时游

玩，打卡30000步、根本感受不

到自己的腿、脚，却还是依依

不舍地一步三回头。

接下来的一天实在没精

力折腾，一觉睡到中午，去

Disney Springs购物街逛逛。

遇见一家叫Morimoto的亚洲

餐厅，意外的好吃到令人想流

泪。吃饱了在飘着小雨的街上

散散步，或是走进躺椅影院看

场电影，或是坐进音乐餐厅点

一份南方特产Short Ribs，或

是冲进Ghirardelli Chocolate 

Factory买上一只冰激凌……度

假就是应该这样享受。

最后一天在Disneyland

去了Animal Kingdom和Epcot. 

Epcot是除了Magical Kingdom

之外带给我们最多惊喜的一个

园区。异域风情地带让大家喜

欢的不行，虽然东西卖的都有

一点小贵，但绝对是吃货们

的天堂。喝着奶茶、英国下午

茶，吃煎饺、乌冬面，再带上

几袋太妃糖回去，Disneyland

原来也是一个可以抓住人们味

蕾的地方。

旅行的最后两天是最让

人期待的Hollywood Studios. 

Harry Potter Theme Park的入

驻，让环球影城变得让人无法

抗拒。作为哈迷，看见King’s 

Cross Station的那一刻，世

界都明亮了----他们真的搭建

出了每一个喜欢HarryPotter的

小朋友梦想过无数次的世界。

最让人惊喜的是连接环球影城

两个园区的火车，和电影中通

往Hogwarts的那列一模一样，

五分钟的车程上还在窗户上播

发3D小短片让人更加身临其

境。每一个游客站在魔法镇的

门口时都被逼真的还原效果惊

讶的迈不开腿，所有细节都处

理得无微不至。喷火龙趴着的

城堡、魔杖店铺、卖鼻涕味道

橡皮糖的糖果店……我们幸福

到快窒息，买了frozen butter 

beer平复混合了感动、激动和

兴奋的心情---却又被butter 

beer的美味程度震撼到。

相比Disneyland，Hol-

lywood Studios更像是给年轻

人游玩的乐园，婴儿推车荡然

无存。喜欢惊险刺激项目的我

们买了比门票还贵的express-

pass, 跳过长队，把每个过

山车都连坐了好几次，玩了个

够。

夜晚的魔法镇比白天更

美，过山车也是晚上乘坐顺便

在高空看夜景更有意境。心心

念念的Orlando之旅落下帷幕，

身上被晒出了衣服的痕迹，那

一道道颜色差的分界线记录下

了旅行的所有快乐。看着镜子

里的自己变得那么tan,我不禁

莞尔，心满意足。



March 2017 7

《驴得水》：
囿于悲喜
Junyi Han
Writing Editor

 大时代与小人物的矛盾，善与

恶的矛盾，悲与喜的矛盾都不会仅

仅囿于那个年代，在三民小学发生

的故事一如西北的一抔黃土，散到

风里可以成为过去，也可以成为现

在；可以成为我，也可以成为你。

周四晚上，刚被MIDTERMS轮番摧
残过的自己和朋友一起跑去看

了ECTC的《驴得水》。由于没有看过
电影，我一直以为这会是一部轻快
的喜剧，没有想到最后呈现在自己面
前的其实是一个无比沉重的故事。
陈佩斯说，喜剧都有一个悲剧的内
核，ECTC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把这句话
诠释得淋漓尽致。剧场舞台不大，角
色也不多，但对于命运纠葛和复杂人
性的刻画却没有因此变得苍白单薄。

孙恒海和特派员大概是那个时代
背景下官僚的缩影。校长为了改变中
国农民的贫愚弱私来到偏远山区建学
校，然而一个自诩一腔热血的教育工
作者，却为了所谓的大局步步背离了
自己的初衷。最终决定虚报职位的人
是他，默许张一曼“睡服”铁匠的人
也是他。看完话剧，有人会把张一曼
的悲剧命运归罪于复仇心切的铁匠，
有人会把周铁男最后的趋炎附势归罪
于阴狠毒辣的特派员，道貌岸然的校
长似乎并没有直接伤害任何一个人，
可他才是这场闹剧的根源。起初“
吕得水”存在的意义是保全自己的
理想，最终却逐渐凋零成一句保全自
己。侵蚀他理想的不是西北的风沙，
而是求生的本能。人到了孙恒海这个
年纪，已经太明白实现自己理想的方
式不是勇于与制度抗衡，而是善于向
制度妥协。我们无法断言这种领悟是
应被千夫所指的糟粕，还是令人扼腕
叹息的悲凉。

特派员是整部剧权力的核心，宦
海浮沉至今，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求
生之道。她可以“欣赏知识分子的脾
气”，可以容许学校内部的贪腐，甚
至能够将生杀予夺之权交给一文不名
的铁匠。她的底线不高，刚好划在自
身利益之前。看到她，我总是想起《
北平无战事》里的马局长。作为北平
民世调配委员会的副局长，于国于
民，马汉山都是个不折不扣的贪官。

联大学生处处与之抗衡，似乎这样就
可以救国救民于凋敝。然而马汉山其
实只是决策的执行者，深陷国民党新
旧势力博弈的漩涡，他个人根本没有
选择的余地。话剧并没有对特派员的
背景有过多的介绍，然而我相信他与
马局长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当各
方力量的博弈达到一定程度，特派员
也好，马汉山也罢，都不过是掌权者
手中的一枚棋子，没有李大洋，也会
有张大洋，没有马汉山，也会有赵汉
山。诚然，后人可以轻易地将他们定
义为社会的渣滓，即便令其承担所有
的污名毁誉也无可厚非，但归根结
底，他们也不过是在夹缝中挣扎求生
的政治牺牲品。

特派员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周铁男
的人生。周铁男是整部话剧中我最喜
欢的角色，因为他前半程的纯粹和简
单，也因为他后半程的苟且和挣扎。
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他不甘与
人世糟粕一同浮沉。他会喜欢孙佳，
因为他曾经和孙佳如此相似——他们
同样的干净澄澈，都相信自己可以把
光照进黑暗里，哪怕这黑暗源于一
部庞大的政治机器。帕斯捷尔纳克
说：“少年就是那清澈的一瞬。”我
相信，那大概就是周铁男冲向特派员
的那一瞬。他绝非虚张声势，而是真
的甘愿为了他所相信的事去死。假如
那一枪打中了周铁男，其实是成全了
他，可惜编剧不甘如此慈悲。对于周
铁男来说，让他苟活远比容许他死去
更残忍。他的命运让我想起了《一九
八四》一书中温斯顿的结局。面对装
满饥饿老鼠的笼子，温斯顿最后一道
防线也彻底崩塌，当他喊出那句“DO 
IT TO JULIA！“的时候，思想警察知
道他们的”政治性再教育“成功了，
温斯顿的”癔症“就此痊愈，随之而
去的还有他苦苦坚守的良知。从此以
后他可以全心全意地爱老大哥，因为
从此是非于他已无意义，尘世也再无
可眷恋，他不会再奢求成为任何人的

庇荫。从前我不明白为什么思想警察
不直接判处温斯顿死刑，直到我看过
了《驴得水》才有了答案——仅仅杀
死一个反叛者是一种无效的镇压，因
为他的勇气和信念仍有燎原之势。哪
怕只是星星之火，也足以照亮千千万
万个反叛者前赴后继的征程。所以特
派员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周铁男得以
偷生，那个少年却永远死去了，从此
世上苟活的唯余鄙陋的爪牙而已。正
如温斯顿最终背叛了茱莉亚，周铁男
也甘愿让自己喜欢的姑娘扮成铁匠的
未婚妻。这种残酷的抉择，即便是戏
外人看来也多有不忍。

如果说周铁男和孙佳之间的感情
虽然短暂，却简单纯粹，那么裴魁
山、铁匠和张一曼三人之间的纠葛则
杂糅太多的世故与无奈。铁匠这个角
色真的演得太成功，从那个见到大盖
帽就跪地磕头抖如筛糠的愚民，到后
来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吕老师，我
始终觉得毫无违和感，就是一个挣
扎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真真切切地站在
我的面前。真正改变他的不是春宵
一度，而是一个“上等人生活”的幻
影。他改变了口音，学会了浪漫，这
一切不是为了张一曼，而是为了拼命
靠近一个并不属于他的人生。他对张
一曼的留恋大多源自一种感激，而那
句“你在我心里跟牲口没什么两样”
彻底扯下了铁匠正拼命试图挂上的遮
羞布，击碎了一切虚无的奢望。铁匠
成为了滩涂搁浅的鱼，当他意识到他
再也无法忍受平凡和安逸的时候，张
一曼却告诉他此生都将与他渴慕的生
活无缘。这对他来说何其残忍。在
某种程度上，他与裴魁山是相似的，
他们对张一曼的恨不是由于前缘难
续，而是由于一击即碎的自尊。裴魁
山始终站在一个救赎者的高度爱着张
一曼，他所谓的不计前嫌更像是一种
施舍。因此他无法容忍一个“婊子”
对他的拒绝，张一曼自由的生活方式
于他而言与蔑视并无二致。正是这种

不甘将裴魁山推向了虚荣和利己的极
端。张一曼是这一切矛盾的核心。她
是一个向往自由的女人，这种向往甚
至强烈到可以逾越伦理道德的束缚。
有人将张一曼与羊脂球相较，认为她
们都是多数人暴力的牺牲品，我却不
敢苟同。“睡服”铁匠是她自己的选
择，她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就也必须要承担随之而来的后果。单
纯或是随性都无法为其开脱，因为这
种近乎天真的人都带着一种原始而又
极端的力量，足以摧枯拉朽地倾覆一
个又一个人生。如果说她是无辜的，
那么谁又该为铁匠妻子的遭遇负责
呢？死前流连周旋于一个又一个男人
之间的张一曼或许并不知道，那些所
谓命运赠予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
了价格。

整部话剧里的每一个角色都是鲜
活的小人物，他们是利益的追求者，
却也是利益的牺牲品。三民小学真切
得令人后怕，整个故事摄人心魄的力
量源于平实，我们每个人在一生中或
许都会依次成为孙佳、周铁男、张一
曼、裴魁山、孙恒海、特派员。我们
无力去责备剧中任何一个人做出的任
何一个决定， 因为假如每个人都有
向死而生的勇气，那英雄也再不必被
写进诗篇。个人有若蓬草，没有人可
以保证假如面对这场闹剧的人是自
己，故事的结局会有什么不同。

驴得水是一味苦药，剥离所有诙
谐夸张的糖衣，整个故事其实无比沉
重，因为它背负着一整个时代的残酷
和荒诞。大时代与小人物的矛盾，善
与恶的矛盾，悲与喜的矛盾都不会仅
仅囿于那个年代，在三民小学发生的
故事一如西北的一抔黃土，散到风里
可以成为过去，也可以成为现在；可
以成为我，也可以成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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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
Chujun Huang
WRITNG EDITOR

那里静静躺着一片看似无
害的，明黄色的向日葵花瓣。

02
百度，无解。
知乎，无解。
找遍网络也才寻得一篇很

早的网络日记，阐述了相同的
状况。

2010. 3 雨
“我从三天前开始吐出

花。这太奇怪了，人怎么能吐
出新鲜的花呢？而且，好像见
到她，我的心脏就跳动得越
快，花就吐得越多。”

“医生查不出我是什么疾
病。开的药都没用。我不停不
停地咳嗽，总觉得喉咙里堵着
无数的花朵。这些花，呕出后
过了一会就消失了，没有证
据，没人相信我。”

“我好想她啊。可就算是
简单的触碰，也像是要耗尽我
的生命。我害怕极了，我咳出
来的花更大了。”

2010. 4 霾
“怎么办，怎么办，我是

不是要死了。”
“我觉得不对劲。这些

花……它们从哪里来的？它们
是不是我身上的一块肉？”

2010. 5 阴
“好疼啊。这份爱恋 太疼

了。”
“可我放弃不了爱她。”
林的后背窜上一股刺骨的

寒意。
她合上电脑，喉咙却不合

时宜地烧灼起来。她几乎能感
觉到，有一团鲜活的，有生命
的东西在她的呼吸道里！那团
花膨胀着，叫嚣着，她一把扼
住自己的咽喉，开始疯狂地干
呕。

令人反胃的咳嗽声中，她
眼睁睁地看着另一团花瓣从嘴
中掉出来。

晃悠悠地，落在她因恐惧
而颤抖的手臂上。

03
“你没事吧？”
林对旁人模糊的关怀充耳

未闻，摆了摆手，又把口罩往
上推了推。

过去几天攒起来的花瓣，
真的就在她的注视下变成了灰
烬，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
样。她无法求医，她既不能保
存证据，又不想被当成变异的
怪物，更不想向世界坦白自己
的特殊——

她生于平凡，也将死于平
凡。腐烂在肚中的朦胧的，不
甚明了的少女情愫，本应永无
天日，但这些金黄色的花瓣，
无情地剥开她沉默的外皮，把
她那一点缠绵的，星火般的心
思曝晒在光天化日之下。

绚烂的花朵，此刻在她看
来却丑陋而令人憎恶。

残忍得可怕。
从她的身体中生出的花

瓣，是她懵懂的渴望和心伤，
是灰色天空的飞鸟，是见不得
光的暗恋，是她百般抗拒的死
亡。

相思之苦，如吐花之痛。
越是无视，那细微的感情

愈发鼓动，她想要逃避，但双
眼再度背叛了她。

林出神地望着隔了几个座
位的翰。

他初显宽阔的肩膀，骨节
分明的握着笔的手指，他刚刚
开始刮须后泛青的下颚，和夕
阳余晖照亮的，有细微绒毛的
侧脸。

她无声爱恋的道路，却也
是通往痛苦。

你写的……哎，林？” 
此时此刻，林突然对于翰

的一无所知感到万分愤怒。他
的存在是她的心结，是她万
分折磨的源头，可少年依旧清
清爽爽地站着，他什么都不知
道。

她彻夜的辗转难眠，
她撕心裂肺的呕吐，
她卑微到尘土里去的爱意，
她在沉默中慢慢死去的躯

体。
他温柔至极，却一无所知

这份阴暗的痛苦。
“别碰我！”
林用力地推开了他伸出的

手。
少女踉跄，双手抓紧自己

的脖子，急促地喘息，在少年
惊慌的呼喊中大口呕吐着。
先是掺着鲜血的胃液，然后是
黄色的花瓣，花蕊，蜷缩的叶
子。她梗住了，痛苦地捶打着
自己的胸口，枯瘦的身子筛糠
一样疯狂颤抖。她毫无遮拦地
干呕，不停地把由肺腑而生
的，她濒死的，有毒的爱往外
吐。

终于，那截向日葵的花枝
从她的嘴中吐落，巨大而鲜艳
的花朵在一地狼籍中极诡异地
舒张着，在她痛楚的喘息中盛
放。

......可以了。 
结束了，这段爱恋，和她

仓皇掩饰了这么久的异样人
生。

林从未感到如此释怀，不
曾有的勇气凝聚到了她脆弱不
堪的肢体上。她摇晃着直起
身，想要大笑，大哭，放声大
叫，把剩余的这一点肉体的碎
屑也燃尽，然后彻底在这段荒
唐的感情前分崩离析。

翰惊恐万状地瞪着眼。他
不再是冬天的海了，那眼眸里
盛满了汹涌的，不可置信的波
涛。

“……你看到了吗！翰！
我喜欢你！” 少女张嘴，但
是已经没有了声音。她仅有一
次的告白，她无声地嘶吼，泪
流满面地质问。

“你……咳、咳！” 
翰想要回答什么，却趔趄

着往后退了一步，弯下腰唐突
地咳嗽起来。

少年的身体发抖，他想说
话，却不停被咳嗽打断。半
晌，他像是噎着了什么东西，
发出了难受的噪音，一阵剧烈
的咳嗽后，整个人的颤抖终于
停止。

09
他张开捂着的嘴。
一片黄玫瑰慢悠悠从他的

嘴里落了下来。

01

即使是从国中生的流行
审美来看，林也算不

上好看。
短发不过耳垂，内双的眼

睛挡在粗框眼镜后面。中规中
矩的五官算不上精细，凑在一
起便是不出挑的模样。她平凡
的脸和紧张耸起的肩膀像是昭
告着主人的沉默寡言，说好听
了是内向，点破了便是懦弱不
安，像是怕被扔进茫茫人海，
就再也找不出来。

没有擅长的东西，成绩永
远停留中游，遣词造句时容易
磕巴，就连贫瘠的身材，都犹
如她整个人一样，好似食堂锅
底的萝卜汤，一瓢的清汤寡
水，无色无味。

如果说班级的金字塔分出
三六九等，那林定是将自己归
类于吠舍，数量庞大，与世无
争，又碌碌无为。

如果硬要说有什么特点能
让她变得与别人不一样，那就
是她从两周前，开始吐出花。

起源于一场无关紧要的小
感冒，她隐隐作痒的呼吸道总
像是有团东西堵塞，咳嗽连接
不断，五脏六腑都跟着刺痛。
快要接近期中考，她耗不起一
场病假，于是只能强打精神，
继续做着山一样高的试卷。晚
自习的下课铃打响，身边的同
学稀稀拉拉离开，剩下为数不
多几个磨蹭的人。

“啊——翰啊，你做完了
没有啊，我们走吧。”

前面几排有男生的抱怨声
响起来。

“可以了，走吧。”
林抬头看了那个方向，正

巧对上他的视线。
用她的形容来说，翰算不

上惊为天人，但却长得没有拒
人千里的距离感。

少年一直有一双安静的眼
睛，不温不火，黑白分明，嵌
在挺拔的眉骨下方，玻璃珠一
样，扫视之处都熠熠发光。他
的眼眸在夜晚结束的时刻仿佛
格外宽容，里面倒映着林的影
子，深邃得像冬天的海。

“咳、咳咳……”
林猛地咳嗽了起来。
“你还好吗？” 
少年的声音凑得很近，挺

拔的身姿在她的桌面上投下一
片阴影。

林拼命点头，又摇头，捂
着嘴，剧烈地干咳着，视线在
生理性泪水的影响下模糊。一
直到翰和同桌离开，她才停止
咳嗽，大口大口地喘息。

她的视线落在自己摊开的
掌心中，最不应该出现的一样
东西上。

林疑惑地紧盯着自己的手
心。

快乐和心碎殊途同归，十
架和救赎源自同处。

04
她一定是盯得太久了。
翰侧过头回望了她的方

向。林快速地埋头，太过用力
折断了自动笔芯。她似乎听到
了一声轻笑，忍俊不禁似的，
又可能是冰冷的嘲笑，穿透纸
笔的沙沙声刺中她。

林无法克制地颤栗，喉咙
的瘙痒像潮水般袭来，她紧紧
咬住下唇，呼吸渐轻，血从咬
破的唇瓣上划开。

呕吐的欲望越来越强。
“砰！“
她趔趄着撞开了桌子，往

厕所的方向冲去。
身后嘈杂的人群和窥探的

眼睛，好像躁动的蜂群嗡嗡作
响，黑压压的，探究的目光像
是毒淬的蛇信子，一点点把仓
皇的她剥光。

05
“林，英语作业。” 翰的

手摁在他的书桌边缘。
少女像是触电一样猛地瑟

缩起来，手胡乱在抽屉里掏
着，满桌的卷子被翻得哗啦啦
地响。

“哎，别翻了，” 翰带着
笑意的声音响起，“不是在这
吗。”

他的手臂越过她去够桌面
上的练习本。

砰咚。
砰咚。
她心脏在耳鼓里擂动，暧

昧的电流夹着荷尔蒙要把她撕
碎，卑微的快乐又要将她的灵
魂重组。

“对不……咳、咳咳！” 
翰的手僵在原地。
“你怎么了？”
林瘦弱的身躯里此刻有一

架风箱，呼啦呼啦扇动着她整
个胸膛。

“你不能说话了吗？要不
要去医务室？”

林的花残忍地盛开又凋
谢，她笼罩在少年热滚滚的气
息中，惶恐不安，紧紧地蜷缩
成一只虾米。

“喂，你流血了！” 
毫无预兆地，翰的手指掰

开林的手，扣住她的下颚。
“不要......等下……！”
林绝望地闭上眼。
翰怔怔地看着她，瞳孔因

惊愕而震颤。
嘴唇，舌苔，牙龈，她张

开的嘴里，血肉模糊，四处都
是被花叶划开的溃疡和豁口。

翰僵在原地，嘴一开一
合，半晌竟是吐不出一句话。

06
她发誓不是有意要看到的。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球场

边被拉长的两个阴影上。男孩
用校服下摆擦着汗湿的额头，
修长的身躯是阿波罗的月桂树
一岁一枯荣。少年青春蓬勃的
热度源源不断地辐射，惹得站
在他身前的女孩双颊绯红。

林站在窗边，俯视着女
孩，看她半垂着头，把拧开的
可乐递给翰。女孩短裙下的腿
在晚霞中紧张地交叠，校服薄
薄的布料贴合着柔软的，隆起
的胸脯，在腰线处掐进去。

林伫立原地。透过窗棂的
她，像个在看一部甜蜜电影的
路人。

翰显得有些害羞。
林想象他的眼睛，在夕阳

里，羞怯的，是盛夏可乐嘶嘶
作响的冰凉气泡。

沉静，温柔，他是她冬天

的海。
他是所有人冬天的海。
林觉得自己不会哭的。
这是场一厢情愿，注定无

疾而终的暗恋，不是吗？
她的喉咙在火辣辣地烧

灼，霞光同样炙烤着她单薄的
血肉，仿佛她纸片儿的身子也
要在太阳的苟且残喘中点燃。

喉间拥堵的花朵争相往外
涌。林放弃了阻拦，干脆任由
自己的身体颤抖着跪倒，费劲
地呕出大团大团的花。褶皱的
花瓣，花蕊，残破的叶子，混
着唾液和血渍，啪嗒啪嗒地坠
落。

眼泪也随之滚下，明黄的
倒影映在被余晖烧得通红的玻
璃上，她整个人都变成了一朵
逐日而生的向日葵，飞蛾扑火
般在男孩遥远的距离中灭亡。

07
放弃吧。
一场普通人的，不太普通

的暗恋，从阴暗角落萌芽的情
愫，却越是中了蛊般敏感，一
丝风吹草动，一刹眼神触碰，
都让她在绝望与希冀中煎熬。

林愈发憔悴。吐出的花越
来越多，每一次咳嗽都是一场
凌迟，向日葵的花朵是她的骨
架与血肉浇灌出的无限猜疑，
嫉恨，自卑。

她鼓不起勇气去做那个递
给翰可乐的人，她甚至不敢好
好和男孩说上一句话。暗恋的
可怜人呐，她是卑微的一粒浮
尘，是一场虚假甜蜜里的逃
兵。

“好疼啊。 这份爱恋 太疼
了。”

“可我是个胆小鬼。”
“瞻前顾后，百般猜疑，

不敢告诉他我的心意，甚至不
敢放弃爱他。”

没有告白的爱情是畸形的
慢性病，正如一无所知的翰是
冬天的海。

无知，无辜，却逐步将她
溺死。

病入膏肓。
08
再如何躲避，林也躲不过

期末总结会。
烈日煎熬着没有荫蔽的校

园，火红的凤凰花像往年一样
在送走学子的时刻盛开。晴日
被凤凰花冠烧得殷红，林的心
也被烧得殷红。

翰慢吞吞地收拾着书包，
清空抽屉时从角落扒拉出一封
不知道哪个大胆女孩放进去的
书信。少年捏着信封，讶异地
挑着眉，然后四处环顾一圈，
撞见踌躇在原地的她。他尴尬
地挠头，笑了笑，深色的眼眸
中亮闪闪的，盛满羞涩，和一
丝狡黠。

“嘘——能当作没看见
吗？” 

翰问道。
“……不打算收下吗？” 

林听见的自己挤出的回答，干
巴巴的，陌生得不像自己。

翰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等下，这不是你写的

吧？” 他又猛然抬头，开玩
笑一样询问。

苦涩席卷着林鼓噪的胸腔。
“ 不 、 不 是 … … 咳 ，

咳——” 林赶忙澄清，但是
过于急切的否认让溃烂的口腔
万分痛苦，说话再度扯开嘴里
的伤口，血的铁锈味在唇齿间
渗出。

“你身体是不是很不好
啊………” 翰的手无措地僵
着，不知道是否该扶住她，“ 
我开玩笑的，我知道肯定不是

花
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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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学姐公益分享：
回顾过去的一年 

机会，是自己争取的

By failing to prepare, you are preparing to fail

大学阶段最重要的求职季就在大三上学期，距今只剩9个月了

给大家来个过来人案例分享，看看“别人眼中的孩子”在过去一年内的蜕变

大家好，我是Amy，普通美国大三留学生，
暑假即将入职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纽约。最近收到很多大二学弟学妹各种关于
recruiting的问题，主要都是围绕着如何规划自
己的金融/咨询/商科求职，大二是否应该开始准
备了，以及该如何准备。今天刚好借着这个契机
统一解答下大家的问题。职业规划究竟是什么？
上网查查资料，递交几份申请就是尽力了吗？背
背Interview Guide就有用了吗？

和大多数美国留学狗一样，我每天奔波于课堂
和宿舍间，努力刷GPA。然而对于职业规划却是比
较茫然的。我的学校以及实习背景并不突出，以
下是我刚参加项目时，作为一个大二学生的背景
总结：

• 文理专业背景，缺乏金融知识背景；
• 简历空白，实习背景比较薄弱；
• 想做金融但是不知道如何入门；
• 也同时在考虑金融，咨询，或其他行业

大部分人看到的，是我有3张九大投行offers，觉得
我很厉害。然而却忽略了图中的第一和第二阶段。职业
规划，需要主动出击，而不是坐以待毙。大二的时候，
虽然学校的Career Center也和我说作为大二的学生我
的机会几乎为零。但是当时我很清楚的知道，大三没有
好的简历，我面试都不可能拿到。于是，终于在近百个
电话后拿到了不知名的小公司的offer。这也为我后续
的大三主申请季申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很多同龄人到
了大三的时候才知道，大四全职offer的90%的spots是留
给表现好的大三summer interns，于是开始跟风式地投
简历。然而因为直接跳过了第一和第二阶段的prepara-
tion stage直接进入主申请季，大多数人最终也都以失
败告终。而我，有了前面两个阶段的简历以及各项Hard/
Soft skillset的长期针对性积累，在进入大三主申请季
的时候，我知道：我和其他同学不一样，我不是来碰运
气的，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很清楚我已经达到了能拿
offer的水平。

作为一名过来人，我了解很多人有这样那样的顾
虑，“如果我选错了怎么办？如果我不喜欢这个领域
怎么办？” 其实，很多时候职业规划也是trial and 
error，在尝试中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机会。你不尝试，
又怎么会知道所选的职业方向到底包含了什么内容，到
底适不适合自己呢？这个时候选职业就像是去餐厅点
餐，看到的听到的不如自己的那一口尝试。但是，现实
生活中太多人苦苦纠结于该从哪个行业下手而迟迟不行
动，错过最佳时机，最终一无所成。北美大部分金融/咨
询/商科职位是严重倾向招本科生的，因此若是错过了
大三这个大学阶段的最重要申请季，那么研究生阶段的
recruiting机会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在求职的过程中
应反客为主，给自己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时间作为buff-
er。求职，固然是结果导向。但是，同样也是一个自我
提升、自我发掘的过程。在求职准备的过程中，你也许
会遇到很多拒信，但你也会遇到可能影响你一生的导师
或者朋友；你也许会否决某个行业或者领域，但你也可
能找到自己想要奋斗一生的职业。最后，希望明年的大
家会比今年的我要好！



March 2017 10

Chinese Speech Contest 2017 获奖作品

中国和美国的大学录取方式
有很大的区别。首先，中

国和美国的学制完全不一样。
中国的学生在高中就读三年，
而美国的学生在高中就读四
年。第二，中国的考试更多，
除了高考之外，学生上高中也
要参加考试。第三，在美国，
标准化考试只是招生过程的一
部分，有些学校甚至不要求标
准化考试成绩。美国大学录取
主要是看学生在高中的成绩和
所参加课外活动，并参考他们
的 SAT或ACT 成绩。此外，录
取办公室也考虑学生的种族背
景、家庭收入和背景。中国大
学录取时对考生也有一些特别
加分的地方，但主要是看学生
的高考成绩。

 中国的高考在每年六月
初，高考内容包括中文、数
学、英语、历史、地理、生物
和化学。高考历时两天，每天
差不多9个小时。考生的现场

发挥往往决定了他们是不是能
进入自己理想的学校。考生的
紧张和焦虑程度可想而知。相
比之下，尽管美国大学录取学
生时也很看重SAT和ACT成绩，
但是高中生可以多次参加这些
标准考试并向申请学校报送自
己最好的成绩。美国的高中生
还可以参加最擅长的SAT分科
考试，使他们能够在自己喜爱
的学科大放异彩。同时，推荐
信、平均成绩和其课外活动所
占的录取比重大大超过标准考
试成绩。因此，美国高中学生
在报考大学所面临的压力要
小，学校也有更加客观和全面
的评价标准。

无论是美国的大学还是中
国的大学，它们的使命都是为
国家输送各种人才。在美国，
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可以说是
平分秋色，它们的毕业生可以
平等的地位走入市场。在中
国，私立学校还是属于被歧视
的教育机构，它们的毕业生在
就业方面要面临更多的困难。

美国的大学生毕业后进入
市场，根据市场的供求情况
择业和就业；中国的大学毕
业生曾经不用考虑自己去哪里
工作，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份国

理解美国的社会和文化，我们
必须要理解农村、农民和农业
的情况。我觉得美国现在的农
村还有点儿落后，农民也有点
儿穷。然而美国农村对美国的
经济有影响，对我来说，无论
在很贫穷的农村还是比较富裕
的农村，我们还应该更重视农
民，因为凡住在农村的人都很
努力。

首先，为了理解美国的农
村情况，我们得分析美国人对
农民的看法。很多美国人，
特别是美国城里人，还是对
农民有点儿歧视和不屑。城里
人认为农民的生活方式有点儿
落后，因为大部分农民没上过
大学，也有时候不会说很标准
的英文。当然有的农民不太文
明，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所有
的美国农民，就很难一概而论
了。城里人也认为农民不如他
们自己，因为大部分农民比较
贫穷。然而，我觉得如果你真

的要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你
也应该看看他们的生活观念。
美国农民很重视他们的家人和
传统文化。比如说，很多美国
农民世代务农，住在爸爸妈妈
或者爷爷奶奶所拥有的土地
上。这样的传统让他们深刻地
理解土地的需求。美国的农民
也很辛苦，因为农民占美国人
口的很小部分，但是美国人所
吃的东西都由农民供给。我认
为我们真的要感谢美国的农民
和他们的工作。

 其次，我们也应该分析
美国农业的情况。最近四十
年，美国农业方面的技术越来
越先进。比如说，为了提高农
业的生产率，大部分从事农业
的人已经开始使用拖拉机和更
复杂的灌溉系统。美国经济
中大农业公司的数量也不断增
加，由此看来，美国农业的产
量当然提高了。这样的农业情
况还有些不足，比如说，比较

美国固然是个发达国家，
但是美国的农村、农民和

农业仍然对我们的社会有巨大
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

贫穷的农民没有办法买拖拉机或
先进技术的，因为买先进技术的
成本很高，而且他们没有足够的
金线。先进的农业技术有优越的
质量，但是如果大农业公司让小
的农业公司停业，那也对美国社
会有很多坏处。为了排除这样的
农业困难，我觉得美国政府还应
该进一步支持小的农业公司和从
事农业的家庭。

对我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
理解美国的文化和社会，分析农
村、农民和农业的情况是必要
的。我认为美国的农村当然跟城
市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城市人和
农村人都有美国人，都对美国社
会具有重要性。美国城里人也应
该再次反思他们对农民的歧视，
因为所有的美国人都应该得到平
等的重视。如果美国没有农民、
农村和农业，城里人就没有办法
买价格低廉的粮食。

家分配的工作，但是这份工作
不一定是毕业生喜欢的工作，
单向选择的结果是双方可能都
不满意。中国目前除师范院校
外，基本上所有的大学毕业生
跟美国的大学毕业生一样需要
自主择业。

综上所述，中美高等教育
既有区别，也有相似的地方。
在大学录取方面，美国的方式
相对灵活，不仅大学有更多的
自主性，学生也可以多方面地
展示自己的天分和才华。中国
大学的录取方式相对单一，学

生面临巨大压力，常常因为一次
考试不好而丧失进入名校的机
会。但是，在中国取消高考似乎
并不现实。其次，大学毕业生就
业市场化在美国一直如此，在中
国是近20年才有的事，两国区别
不大。最后，中美高等教育的在
国有和私立方面差别巨大，美国
国立和私立平分秋色的局面有利
于竞争，而中国国立大学一统天
下的局面并不利于提高教学质
量。大批中国学生到美国念大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中国高等教
育的相对滞后。

第一名

美国的“三农”问题
康雨琴

次的大学，有名校也有社区大
学。我认为社区大学应该像现
在这样宽松，因为所有想要受
到教育的人都应该一律都享有
这个机会。但是名牌大学还是
应该比较严格。首先，希望上
好大学的学生会从小努力锻炼
自己的能力，也能保证学生们
不断挖掘自己的潜力。其次，
大学也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好的
教育资源。因为大学入学要求
严格了，录取的学生也会更
少。这样大学的资源更能为优
秀的学生所利用。但是，就算
入学要求严格，大学也不应该
考虑学生的经济情况。优秀的
学生不应该被贫穷所困扰，而
学校应该多资助学生，提供奖
学金和助学金

入了大学以后，我认为学
业要求还是应该宽松一些。在
学业上老师应该多激励学生培
养对课题的兴趣与爱好，而不
是专顾着给学生留作业并看重

学生的考试成绩，对学生的评
价也不能仅仅建立在学习成绩
之上。很多大学生天天忙着完
成作业和复习考试，每晚也只
能勉强睡上几个小时。不要说
出去跟朋友玩了，甚至连按时
吃饭都保证不了。学校给大
学生的压力很大，也有过学生
因为受不了压力而决定自杀，
不过这样的例子不多。我认为
大学应该给学生创造一个充满
希望的环境。大学氛围应该让
学生感到自己前途光明，培养
出学生对世界的独特观念，让
学生意识到如何能够改善社会
现状。如果学业条件太严格，
这不仅会影响学生对学习的态
度，还会阻碍学生发展自由的
思想和创造力。很多教授都说
过，学生创造力的不足源于现
在的教育体制。学生太看重学
习成绩和书本知识会使他们难
以形成自己的观点和新视角。

总之，大学应该“严进宽

有些人认为大学招生标准应
该宽松，但学生入学后学

业上应该要求严格；这就是“
宽进严出”的观念，而我却不
以为然。我认为大学招生应该
严格，学生入学后在学业上要
求应该宽松。现在对于没有受
高教教育的学生来说就业机会
逐渐减少。社会上的竞争也越
来越激烈。大家都在竞相寻求
好的工作。然而，就算美国大
学的学费比较贵，争取受到高
等教育的人也越来越多。如果
入学要求不严格，大学会遇到
很多麻烦。再说，现在我们的
世界最需要的是创造力。我认
为优秀的大学生进入好的大学
不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因为
这样会影响大学生的发展和抑
制大学生的创造力。

大学的入学要求应该严
格，才能招到优秀的学生，保
证进入大学的学生不仅用功而
且有能力。美国有许多不同层

出”－这样大学不仅会招收到优
秀而用功的学生，学生们也可以
无压力地寻找自己的学习兴趣和
爱好。这不只会给学生带来好
处，也会给社会培养出有影响力
的毕业生。

第二名

大学“严进宽出”的观
念
王雪瑶

第三名

中国和美国录取方式
的比较
刘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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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城川菜宝典｜阴天，下雨，我算了
一卦：施主五行缺辣

外，老四川在食材以及摆盘方面也是下

足了功夫，真正意义上做到了色香味俱

全。吃腻了便宜鱼片的大家，在这里会

吃到新鲜的活鱼切片做的水煮鱼哟～当

然，老四川的价格也是和他的逼格等高

的哦。

3. 台湾菜？川菜？－辣妹子LA 

MEI ZI

又是一家BUFORD上的有名餐厅，藏

在SWEETHUT那个PLAZA的角落里，好几

次都不小心错过。名字起得很辣，但其

实大改正宗天朝川菜风格，走起了台湾

菜路线 。说到台湾菜，小分队有一个

非常珍贵的亚城最好吃台湾菜地方的文

献，戳我（链接！）。当然，辣妹子的

台湾菜无论是生炒花枝，卤肉饭，还是

豆浆，都是好评如潮，并不逊之前小分

队推过的AH－MA‘S，然而像回锅肉，川

味干辣子鸡，夫妻肺片，凉拌牛筋这样

菜单上带小辣椒🌶️的菜也让你的味蕾与

欲罢不能，既然是川菜合集嘛，就推荐

这些吧！

麻辣水煮鱼片

避风塘虾球

4. 不能吃太辣－GU‘S DUMPLINGS

这家店原来一GU‘S BISTRO的名字

出现在BUFORD上，但是因为饺子和成都

冷面实在太受欢迎，CHEF GU和他老婆

就在KROG STREET MARKET开了这家餐厅

啦。但是为了迎合美国人民的需求，这

家店主营的是改良过的川菜，虽然从宫

保鸡丁，担担面，到麻婆豆腐都有，但

是辣味少一点，甜味多一点，口感更细

滑一点，整体更有一种广式小厨的精致

感。这家店UBEREATS也可以，打个电话

外卖就到家了。

SZECHUAN CHICKEN PO’BOY

经典的中美混配，INS上美国网友

举着拍照片所以爆红，身为抵制邪教的

小分队吃完以后，赶紧买了杯仙草蜜压

压惊。没错，有仙草蜜。

5. 西北风味－御膳房GOOD LUCK 

GOURMET

江湖上盛传的BUFORD HIGHWAY尽

头的御膳房，平日里服务员不会很多，

但是上菜在不满桌的情况下还算比较

快。御膳房的菜不算很辣但是可以GET到

TASTE，量很足，十二个人一个大桌吃饭

的话，算上主食一共十个热菜，一两个

凉菜足够吃到心满意足，很适合聚餐，

人多的话价格划算，人均20-30刀不等。

菜单非常规矩条理按凉菜，猪、鱼、

牛、羊、虾、鸡肉，砂锅，蔬菜类以及

主食（饭、面、米粉、河粉等）分类。

普遍评论的雷区：

第一大雷：醋溜土豆丝／青椒土豆

丝 （味道有点诡异，小分队不知道该如

何形容）

第二大雷：干煸四季豆（可能运气

不好，盐粒不太均匀，四季豆角没有入

味的香）

第三大雷：砂锅。汤底有很重的黑

胡椒＋味精的味道

当然大多还是非常推荐的明星菜

品：

陕西凉皮

因为老板是陕西人，不但会做川

菜，还可以做地道的陕西菜。凉皮、夫

妻肺片、口水鸡算是比较经典的必点凉

菜。凉皮凉粉类每次上来的时候都是要

自己拌，很有国内坐在马扎上面前一个

小桌子拿着盆套塑料袋吃五块钱一份凉

皮的感觉。

西安羊肉泡馍

YELP以及INS上点名率最高的菜，

也是御膳房本身的推荐菜品。最具陕北

风味特色的羊肉汤泡饼，虽然正规来讲

面饼应该自己先掰后撕再掐放入羊肉

汤，但是这种预先把馍切成丁状再泡入

的方法倒更像喝了一碗暖暖的汤。

众口难调，如果说一人食SAF E 

CHOICE，小分队只服素菜鱼香茄子主食

扬州炒饭。卖相不好但是真诚好吃好香

好饱。

6. 假川菜－XIN‘S CHINESE 家味

居

这家店虽然享有30096这个充满美

食味道的邮编号码，但是它所在的PLAZA

可谓是天黑黑好怕怕。不大的店面两个

大的圆桌不到十个小桌子就坐满了的空

间，倒是有点舒服的家的感觉。与其说

是川菜，不如说是天津北京菜系，凉菜

一上来就是很天津菜的风味，川菜也没

有很辣，很能吃辣的小分队有点失望，

有人说小分队不推中餐？这我就不

高兴了。 

辣的川菜，不辣的假川菜，都有。

1. 味觉刺激- 名厨堂MASTERPIECE

在BUFORD HIGHWAY上，坐落在DU-

LUTH。 被ATLANTAMAGAZINE评选为亚特

兰大50大餐厅中的第22位，也是小分队

最喜欢的川菜餐厅。

重庆小面

上来的第一道菜！酱汁很好吃 麻

辣度适中 面全部浸在酱汁里味道很棒。

口味稍重不过辣椒油很香吃到嘴里有麻

麻的感觉，很开胃，推荐推荐！

沸腾鱼

沸腾鱼应该是本店的一绝！沸腾鱼

片并不是我们常吃的有汤的水煮鱼片，

满满的豆芽铺在最下层 过了油的鱼片

滑嫩嫩口感超级棒，而且没有鱼刺是不

会吐鱼骨头星人的福音 表面撒了大量

的麻椒粉和辣椒，一勺烧的滚烫的油泼

下去，最大程度的激发出麻椒粉和辣椒

的香气，吃完绝对麻痹味觉，连铺在下

面的豆芽都很好吃。 总之是一道很浪费

米饭的菜。

蒜泥白肉

猪肉味道很棒 大赞！肉片肥瘦相

间，虽然看起来稍微有一点肥 但是吃

多了也不会腻，瘦肉的部分也嫩嫩的不

会柴，处理的很好没有肉的腥味，切得

薄薄的裹上红红的辣油，味道一级棒。

2. 吃装修吃氛围－老四川SICHUAN 

HOUSE

老四川是温村较为知名的一家川

菜馆，相对于其他川菜店，老四川店面

大，装修高档，菜品也精细一些。有分

为中式菜单和美式菜单两种，和很多亚

村的中餐馆相比，除了环境很是出彩之

但是干锅一定是这家店的亮点🌶️ 

非常不好吃的雷区是回锅肉和水煮

鱼。要说推荐的话，大肠香锅和虾仁米粉

还是很不错的，相比其他几家川菜讲，油

还不算很大，可选择的菜也不是多到眼花

缭乱无从下手，家位居的主食反而丰富一

些。单单米粉就有五六种，还有炸酱面、

西红柿打卤面。

7. 地段最好，价位最高－JIA

舌尖上的中国有过特辑介绍的明星

餐厅！之前在MARIETTA开川娃儿的老板转

移战地到这里开的一家店，算是在亚特兰

大川菜的杠把子。因为口味正宗，口碑

非常不错，平时人气也很旺，但是近日以

来，惨被很多人吐槽“服务太差了”。菜

单非常的丰富，选择很多。主要以川菜

为主，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杂七杂八的

菜品。虽然坐标PONCE CITY MARKET，但

JIA完全没有美式中餐的痕迹，个人觉得

每道菜都可圈可点。菜的口味以咸、辣味

为主，绝对是“重口味”小伙伴的不二之

选! 然而，小分队都替这家餐厅感到尴

尬，内部测评都两极分化极其严重，慎

喷。

8. 隐居小店，实是大戏－CHONG 

QING HOT POT巴蜀川菜

藏在CHINATOWN的这家小店也被挖出

来了，小分队优秀，是一种习惯。菜品分

汤类、鸡类、牛肉类、猪肉类、羊肉类、

海鲜类、蔬菜类、凉菜、面食米饭类、炒

饭炒面类、还有火锅。撇去它略小的店面

更像是街头风的点餐取餐用餐不说，这家

的川菜才是亚城川菜的杠把子，无论是毛

血旺红油抄手还是蛋炒饭，这家店几乎就

是零差评，不在乎情调只在乎味道的来拔

草～

八珍豆腐

9. 九宫格－SICHUAN GARDEN蜀香园

从装修开始就浓浓的一股川味儿，

菜单上从头台、面食、蔬菜、肉类，从麻

辣香锅系列、干锅系列 到砂锅煲系列，

让选择恐惧症的人真的无从下嘴。这的

招牌一次可是吃不完的~强烈安利巴蜀烤

鱼、锅贴、清蒸龙虾和四川扣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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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赢家，只有输家
——记北美留学生日报“撕逼”事件

二月中旬，在北美留学
圈中人气颇高的微

信公众号“北美留学生日
报”被曝出在其头条文章
《出国的女生，请远离这
些外国渣男！警惕这些“
洋”套路》中，未经当事
人许可，使用了一位名
叫“JACKSON文杰”的英国
年轻人的照片，来佐证“
用几句学的烂透的中文和
你套近乎”这一观点。而
当事人文杰，却是一名酷
爱中文的普通英国青年，
该照片则是他参加“汉语
桥”世界中文大赛时的
参赛照片。于是，文杰“
找到”了微信公众号“武
楷斯”，并委托后者全权
处理此事。武楷斯随后也
发布文章披露这一事件，
并怒斥日报，指其在整个
事件中违背了媒体行业的
基本素养，且事后处理不
利，毫无诚心。此文一
出，舆论哗然，一时间微
信朋友圈充满了对日报的
质疑和谩骂之声。

 小 编 自 日 报 成 立
之初，便是日报的忠实
读者。虽然这一年多以
来日报文章的质量有所下
降，但是仍有一些北美留
学的“干货”能够帮到读
者，尤其是初到美国的留
学生们。所以在这次事件
刚曝光的时候，小编坚定
地站边了日报。小编个人
也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发布
了长朋友圈，指出如果侵
权属实，那么日报在侵犯
肖像权和对当事人的敷衍
搪塞上的确犯下了严重的
错误。希望能看到日报积
极处理的后续。

 然而，双方其后的
反应都让小编感到无比痛
心，甚至是恶心。

 果不其然，日报隔
天就回以文章《我们当然
会道歉，但同时也拒绝成
为别人炒作自己的工具》
。在看到文章题目的一瞬
间，小编就觉得完了。文
章内容也无非就是对文杰
表示郑重道歉，下架该篇
文章，以及对武楷斯的指
鼻子骂脸。日报方宣称，
文杰对武楷斯的委托不合
法，因此日报才迟迟没有
动静。而文章后半部分的
中心，便是日报用其以往
的文章试图为把自己的道
德位置做高，甚至还隐
隐指责了文杰与武楷斯合
作这件事情本身，才是真
正的踢皮球。这篇看似道
歉，实则为自己狡辩的文
章一出，武楷斯可以说是
大获全胜。其后，武楷斯
也接连发表两篇文章《致
北美留学生日报，公道自
在人心》和《一个“来路

不明”的人？》来宣告胜
利，以及向对方嘲讽。这
其中，小编最关心的，是
事件的唯一受害者文杰。
他是否得到了理应的补
偿？他是否因为这次事件
而对学习中文，甚至对中
国这个国家失去信心？武
楷斯只字不提，日报也再
未做出回应。

 小编也不是试图看
破人心，或是说为哪一方
说话。小编只是想站在第
三方的立场，为大家分析
一些这次事件中的细节，
和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可以
学到的东西。首先，以文
杰的视角来说，作为一个
对中华文化充满热情的英
国青年，自己的参赛照片
被盗用，且与一些作案嫌
疑犯一起被放在“国外渣
男”的类别里，心情自然
会是愤怒和难过的。且不
谈文杰与武楷斯是否真的
是朋友，是谁找到了谁，
在当下“小人物”难以发
声的年代，武楷斯的介入
至少给了文杰可能为自己
正名的机会。有人可能会
问，文杰不是英国人吗，
那他为什么不自己去聘请
律师，维护自己的权益？
小编可以很负责任地说，
就算是在西方社会，也不
是每个人都有勇气，或是
有毅力，去迈上茫茫维权
之路。很多人在不危及自
身生命的情况下，也会选
择忍气吞声、得过且过，
却会在内心中埋下一颗不
满，甚至是仇恨的种子。
文杰这件事上，这个种子
很可能就会演变成对中华
文化的疏离和厌恶。从小

我们就被灌输什么宣扬中
华文化，协力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尔尔。如果我们
对于法律意识的淡薄，造
成对于外国友人缺失基本
的尊重，又谈何“中华文
明的使者”？只是沦为跳
梁小丑罢了。

 再说说日报。首
先，最直观的一点，日报
侵犯了文杰的肖像权，并
且日报缺乏作为职业媒体
人（这个说法没有问题，
小编曾经看到过日报的
全职招人宣传）的基本素
养。据他们自己说，他们
寻找配图的方法仅仅是在
搜索引擎里输入AMERI-
CANLEARNCHINESE，然后
就进行刊登。转载权？肖
像权？不出事儿就无关，
出事儿了删了就完了。同
学，知道什么叫说出去的
话，泼出去的水吗？对普
通民众而言，“人无信而
不立”已是基本素质。而
对于媒体从业者的你们来
说，这不应该更是最最重
要的考量吗？其次，如果
日报真的认识到了错误，
就应该在文杰与他们接触
的第一时间，就下架文
章，予以道歉，而不是在
事情发酵之后再马后炮地
删除和道歉。更让人难以
接受的是，日报同时发送
了两篇文章，而通过其排
位和大小就能看出日报对
于两件事的重视程度。很
显然，日报极力为自己辩
驳的文章被放在了专开的
道歉文章之前。做错了，
承认错误，给予当事人赔
偿，并认真总结、广泛接
受质疑并改进，才是读者

乐于看到的，积极上进的
体现。而一味地辩驳，试
图做低对方身份来抬高自
己，甚至用出了“碰瓷”
这等文不贴实的滑稽词
语，实在是让读者愤怒不
已，让其他媒体从业者贻
笑大方。这次事件后，日
报的头条文章要4-5天才能
阅读量达到10W+，比之以
前1-2天就能达到这种效
果的时候，确实掉了不少
粉。但仍未取关的小编依
然希望日报能够从这次事
件中吸取教训，而不是抛
到脑后，继续我行我素。

至于武楷斯，小编也
想说上两句。小编觉得不
论多么恪尽职守，无私奉
献的人，都会有想红想火
的一天。武楷斯当然不会
达到超然物外，视名利如
粪土的地步。武楷斯那篇
揭露这个事件的文章以FK
作为配图，首先就让人很
不舒服。而文章本身过度
地凌驾于道德制高点，从
对文杰的维护提升到对日
报攻击。文末“莫打赏，
求转发”的字眼和打赏功
能的开启，如果不是因为
日报的回应实在让人难
以接受，恐怕连小编都会
将这篇文章划作单纯的炒
作一类。小编也不想去分
析武楷斯公众号以往的文
章，或是日报所提及的朋
友圈一类的事情，因为不
论之前的历史和之后的回
应，事件本身应该停留在
武楷斯替文杰发声，日报
表达自己的歉意上。这一
切之外的话题，对受害者
文杰来说是不必要的，也
都是打着他的旗号实现自

Yuxuan Wu
WRITING EDITOR

己目的的象征。所以总的
来说，这次的事件没有赢
家，只有输家。一个被伤
害，一个被取关，还有一
个被质疑。

小编的父母从小就教
导，做错了事情要勇于承
担；被批评了要静心聆
听，有则改之，无则加
勉，而不是第一时间想着
去反驳。如此简单的人生
道理，却还是有很多人抛
之脑后。多少过去的、现
在的纷争，都是因为当事
人不能，或者不敢正视自
己犯下的错误，而导致愈
演愈烈的。同时，作为事
件旁观者的我们，也一定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
地看待每一件事，而不是
随波逐流，乘着舆论的
浪潮抨击一方，或是凭着
感情维护一方。正如前段
时间的“罗一笑事件”一
般，不带思考的转发，不
加辨别的同情，让当事人
以外的我们也会深陷矛
盾，甚至诱导身边的亲
人、朋友做出错误的选
择。套用中国社会学微信
公众号于二月十二日发布
的文章的标题，在这个信
息爆炸的年代，“比起守
身如玉更重要的，是在
漫天流言中的守脑如玉”
。希望读者朋友们能在这
次的北美留学生日报事件
中，初步体会到这句话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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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X与旭暗中的
太空物流 
Zheng Xu
WRITNG EDITOR

说起物流，大家首先所想到的应该是国
内当天到达的顺丰快递，马云爸爸的

江浙沪包邮，占据广大国内大学生市场的
三通，美国群众引以为豪的AMAZON PRIME，
和坑死无数北美大学的不知道为何还没有
倒闭的UPS（UNITED PARCEL SERVICE, OR 
ULTIMATE PERUVIAN SHIT）。 不过，著名
的硅谷大佬埃隆马斯克却想将他的SPACEX
打造成最强的物流公司，并想将地面上的
物流理念运用到太空当中，打造他理想中
的太空物流帝国。

SPACEX这个名字也许大家都听说过，
它是由埃隆马斯克所创建的目前世界上名
气最大风头最盛的私人太空公司。但是相
信许多人都对这家公司的经营范围感到疑
惑。虽然他们有足够的技术实力来承接发
射卫星的任务，但是这样的业务毕竟数量
稀少，而且市场竞争激烈，目前处于一种
僧多肉少的状态。其次，目前除了中国以
外，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每年往太空发射的
卫星数量在不断减少。本来欧盟航天局雄
心勃勃的想要推行自己的伽利略计划来打
破GPS的垄断地位，结果欧盟自己的问题却
是接连不断。欧债危机，英国脱欧，难民

潮带来“绿化”，以及国内治安问题，还
有各成员国内逐渐兴起的右翼势力。欧
航的大佬们看着一团乱麻的欧洲局势只
能掩面痛哭，一个个告老回乡后组团去
阿尔卑斯山滑雪。而美国这一人类的灯
塔，却满足于吃自己前辈们所留下的老
本，全社会的精力都放在了与自己选出
来的新总统互怼以及尊重LGBT上了，L-
MAO。

通俗的来说，SPACEX的主要经营业务就
是一个太空版的“饿了么”。SPACEX公司
的“龙”飞船现在已经逐渐成为国际空间
站最主要的补给来源。虽然这很大程度上
是美国为了制裁俄罗斯的政治手段之一，
毕竟本来国际空间站最主要的补给来源是
俄罗斯所发射的联盟号飞船，补给运送的
价格笔者并不清楚。但以2016年为例，每
个宇航员搭乘联盟号前往太空的票价为
6700万美元，就算随便运上四五个人，对
于经济吃紧的俄罗斯来说就是一笔不菲的
外汇收入。

由此可见，比起不稳定而且有着极大风
险的外包卫星发射来说，定期给国际空间
站送外卖无疑是一个好差事。订单稳定，
业务相对简单，利润也足够丰厚，这对于

SPACEX这种烧钱烧破天际的公司来说肯定
是至关重要。

所以说，虽然被埃隆马斯克吹的天
花乱坠，但是说白了，当前技术条件下
的太空物流也就是给空间站内的宇航员
们送送外卖，清理清理生活垃圾的水
平。

当然作为一个一心想上天，以殖民火星
为终极人生目标的梦想家，埃隆马斯克肯
定是不会满足于现状的。所以说，SPACEX
在二月份又搞了一个新的大新闻。在去
年成功回收了猎鹰9号火箭之后，SPACEX
又一次成功回收了他们所发射的火箭，
不过这一次的回收和上一次有所不同，
上一次回收的是空载的火箭，而这一次回
收的火箭却还有着运载“龙”飞船的任
务。所以说，比起上一次宛如作秀的成功
回收，这一次的回收才有真正的现实意
义。

虽然回收后的火箭究竟能不能重复使
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在许多人包
括笔者看来，埃隆马斯克所说的，所谓
回收火箭能够节约百分之99成本更多是
他作为一个商人所惯用的吹牛技巧。但
不可忽略的一点是SPACEX的猎鹰9号是

目前世界上综合成本最低的火箭，没有
之一。（中国长征二号火箭的报价其实
更低，但是在运载能力上要稍逊一筹。
）

不可否认，在成本控制上，SPACE X已
经做到了非常优秀的地步。但想要真正的
实现太空物流，以目前的技术还是难以实
现的。不管马斯卡吹得再天花乱坠，从投
资者的手中骗来再多的资金，技术的发展
却不能一蹴而就。在取得革命性的技术突
破之前，太空物流的发展问题仍然是无
解。

不管怎么说，SPACEX的成功还是值
得肯定的，让我们期待埃隆马斯克在
未来几年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惊喜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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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to Samsung Empire?
Samsung is in trouble.
Eric Yang
WRITING EDITOR

Samsung is in trouble. This state-
ment itself might be deemed 
troublesome in the past. How 

could an international world conglom-
erate, one of the most respectable 
phone companies, Apple’s neck-to-
neck competitor as well as the pillar 
of Korean economy ever get into trou-
ble? But the breaking news came out 
last week that Samsung heir Lee Jae-
yong was charged with bribery and 
embezzlement. People in the western 
world might think it is quite common 
for a head of a company to get into 
legal trouble and even go to jail. After 
all,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bogged 
down some of the countries’ most 
successful bankers and entrepreneurs. 
However, it is a totally different story 
when you replace “a company” with 
“Samsung” in the previous sentence. 
To give you a little bit of background 
on Samsung as a company, it contrib-
utes nearly 20 percent to Korea’s GDP, 
a scary number that is unlikely to ap-
pear in any other country. The closest 
parallel I can draw is Saudi Arabia’s 
state-owned company, but Samsung is 

a private entity. To put the statistics 
in a better context, Apple, which 
is currently worth more than sev-
en hundred billion dollars, is the 
most valuable brand in the world, 
but it does not contribute to even 
one percent of the U.S. GDP. Some 
people might argue that Ameri-
ca’s economy is a lot broader than 
that of South Korean, but keep in 
mind that Korea is a highly devel-
oped country and one of the most 
formidable economies not only in 
Asia but also in the world.  Sam-
sung Group controls many affili-
ated companies such as Samsung 
Electronics (the world’s larges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pany 
measured by 2012 revenues), Sam-
sung Heavy Industries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shipbuilder meas-
ured by 2010 revenues), Samsung 
Engineering (the world’s 13th larg-
est construction company) and the 
list goes on. It is not an exaggera-
tion to say that any of Samsung’s 
affiliated companies would be a 
world phenomenon on its own, but 
they are all parts of this enormous 
Samsung Group. It is not surpris-
ing when people say that Samsung 
actually owns Korea instead of the 
other way around. 

 Samsung’s Electronics is 
the world’s largest mobile phone 
producer and by far Samsung 
Group’s most valuable asset. There 
are usually three kinds of phones 
you see people carry around on the 
street: Apple, Samsung and other 
phones. Samsung smart phones 
have a dominant presence in the 
market due to their sleek design, 
variety of choices and generally 

affordable prices. Although An-
droid is an open-source system, 
Samsung is undoubtedly the leader 
in Android. Tech junkies always 
compare Samsung with Apple be-
cause they together control over 
50 percent of the market. Apple 
looks cooler and is more popular 
among young people, but Samsung 
phones have a more professional 
touch and are widely used by busi-
ness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fi-
cials. To be constantly compared 
with the world’s most renowned 
company Apple is an honor in it-
self. Samsung also owns the most 
luxurious hotels in Seoul, partici-
pates in railroad construction and 
produces military supplies. 

 Samsung has always ex-
erted heavy influence over Korea’s 
economy and politics. Because of 
its particularly cozy relationship 
with the Korean government, Sam-
sung has always been involved 
with political scandals and cor-
ruption. Common people in Korea 
often have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with Samsung. On the one hand, 
Samsung’s products are benefit-
ting people’s everyday life and 
Samsung is Korea’s most notice-
able brand internationally, which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people 
who are patriotic and take national 
pride. Meanwhile, Korea claims to 
be a democratic but yet the elec-
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poli-
cies are so heavily influenced by 
big corporations like Samsung. In 
fairness, Samsung is not the only 
Korean company that is criticized 
of bribing officials to achieve their 
unlawful ends. Companies like 

Hyundai, Lotte and LG are often as-
sociated with government scandals. 
It has almost become part of Korean 
culture where Korean companies de-
velop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holding high public offices 
and sometimes even presidents them-
selves in exchange for their protec-
tions and favorable policies. What 
might seem bizarre to lots of people 
is that even when the heads of those 
Korean corporations were brought on 
trial, they would eventually get away 
without any punishment. For exam-
ple, Lee Jae-yong’s dad, the current 
chairman of Samsung, Lee Kun-Hee, 
was committed guilty but later par-
doned by the president. The situation 
is quite different this time. 

 Korea is experiencing a polit-
ical turmoil right now. It started last 
year when the public came to light 
of President Park Geun–hye’s scan-
dal. Once a respectable politician and 
strong woman leader, President Park 
is now ousted and suspended of all 
powers. This massive uproar start-
ed with a regular girl at a renowned 
university in Seoul. She got admit-
ted into this university without prop-
er grades and did not come to class 
most of the time, but yet she could 
make a professor fired for not giving 
her an A in that class. A small local 
newspaper looked into the matter 
and to everyone’s surprise, they dug 
out the news of a lifetime. It turns 
out that this spoiled little princess is 
the daughter of President Park’s best 
friend. This hidden friendship was all 
of sudden revealed to the public and 
examined on the spotlight. President 
Park’s family businessmen. He got 
his education in America and grad-

uated from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In the traditional Korean culture, there 
is a great distinction between social 
classes and large businesses like Sam-
sung that are usually controlled by 
one family and its members, forming 
the so-called family business. This 
upfront nepotism could get in the way 
of a company’s daily operations and 
hinder its future growth. Thus, the 
management team of Korean compa-
nies are not particularly known for 
their effectiveness. Lee Jae-yong, 
whose American name is Jay, is set 
on the path to change that. He treats 
his employees as friends and does not 
make an exception for himself when it 
comes to company’s regulations. For 
example, when he introduces himself 
to other people, he always says “nice 
to meet you, I am Jay.” He insists on 
wearing his name tag like what regu-
lar employees do when he’s in office. 
These things might seem trivial to 
people in the west, but they are quite 
unprecedented in a culture where so-
cial privileges are so entrenched. 

 Lee Jae-yong is arrested now 
and ready to be tried. If he is sentenced 
to jail, it will not only affect Sam-
sung’s future (Samsung’s valuation 
has decreased by 20 billion dollars 
since he’s arrested) but also take a toll 
on Korean’s economy. Korea is at a 
crossroad right now. They can choose 
to endure the repercussion of putting 
Samsung heir in jail or give him a free 
pass this time and hope he will change 
Samsung’s culture or even the way 
business works in Korea as a whole. 
Lee Jae-yong is a capable young man 
with acute business sense, so I think 
no matter what’s awaiting him, he will 
make Samsung great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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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wo Colossuses Meet: Trump, Xi and 
China-United States Relations
Peiyi Zhang
WRITING EDITOR

On February 9th, 2017,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China had a conver-

sation over phone.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Trump spoke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since his inauguration. The White House 
stated that the two presidents “discussed 
numerous topics, and President Trump 
agreed, at the request of President Xi, to 
honor our ‘One China policy’.”Trump’s 
concession with the One China policy was 
clearly a move to relieve the tensed Chi-
na-United States relations after he spoke 
with Taiwan president as President-elect 
on December 2, 2016. He spoke with the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 about 
“the clos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ecu-
rity tie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
ed States, and “congratulated President 
Tsai on becoming President of Taiwan 
last year.”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Times, Trump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r 
President-elect who had ever spoken with 
Taiwanese president since 1979 . Such un-
orthodox phone call immediately alarm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w, President 
Trump, who had little heed for diplomatic 
sensitivity, finally made his first move to 
warm up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two 
presidents also agreed on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be-
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

ferring to a series of issues needed to be 
discussed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
ton, including economy and trade, com-
munication and global stability. Previous-
ly, Trump had sent a letter to Xi, wishing 
him happy Chinese Lantern Festival. It 
was worth noting that, unlike his prede-
cessors, President Trump did not send out 
any letters to greet the public for Chinese 
New Year. The belated greeting on the 
Lantern Festival could be viewed as a 
clumsyattempt of Trump, who seemed not 
used to act as a professional politician, to 
reverse his previous take on the relations 
with China. 

However, it had been almost a 
month since the two leaders spoke, and 
several incidents had been destabiliz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gain. On February 18,The United States 
deployed the aircraft carrier USS Carl 
Vinson to controversial area of South 
China Sea and claimed it was a “routine 
operation” . This again, added tensions on 
the relations and showed a tougher atti-
tude towards China. Some Chinese naval 
experts worried such military maneuver 
might cause frictions over the South Chi-
na Sea, since China had long valued the 
territorial rights over the area. The U.S. 
had stepped into the sensitive issues of 
China twice and tried to establish a strong 

position on the interest conflicts.  
As Trump claimed during his campaign 

and first month of presidency, that he would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hat, of course, 
includes gestures to prove its strength as 
a superpower. However, it is suspicious 
whether such gestures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series of confrontation with other large 
states, for instance, China and Russia. Trump 
began his presidency with the withdrawal 
of 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was 
determined to negotiate with other countries 
on bilateral trade relations. His intention was 
to “prevent low-payedwork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teal work from the American peo-
ple”. He also promised, as all other presidents 
did, to reduce unemployment. Nevertheless, 
messing up with China would seem to be a 
bad move on achieving such goals, since it 
not only has a strong trade relation with the 
U.S., but also could take the economic vac-
uum after the U.S. left TPP.   On the other 
hand, the U.S. government might want to 
find out how inequality has influenced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unemployment. 
According a research on “index of American 
Dream” by Raj Chetty, an Economics profes-
sor of Stanford University, the possibility of 
earning more money than one’s parents did 
drop fifty percent from 1940 to 1980 , which 
means people born in 1980s are half less pos-
sible to earn more money than their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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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who born in 1940s, which might re-
sult from a compound of economy growth 
and other reasons. The American Dream is 
dying. It would be suggested that the U.S. 
government might want to fix its own prob-
lems rather than blaming foreign workers.

The recent test of Nuclear weapon in 
North Korea and the scheduled deployment 
of so-called Terminal High-Altitude Area 
Defense System, or Thaad, in South Ko-
rea had again further increased the tension 
between U.S. and China. Both America 
and South Korea claimed that the defense 
system was to defend South Korea against 
growing missile and nuclear threat from 
North Korea, but China considered it other-
wise . It viewed Thaad as an eminent threat 
to its security and nuclear deterrent capac-
ity. A retired Chinese general, Luo Yuan, 
told Global Times that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choose not 
to respect China’s major security concerns, 
China does not need to be a gentleman on 
everything, We must not undermine our 
own security interests while respecting the 
security interests of others.” Early in 2016, 
China had already imposed a ban on Kore-
an television shows and pop stars, taking 
a heavy toll on South Korean economy. 
Recently the Chinese state news outlet sug-
gested a boycott against Korean products 
from Lotte, a Korean company who provid-
ed the government with land for the Thaad 
program. As a close ally of the U.S., South 
Korea was not at ease when dealing with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its destabilized 
political power had added more uncer-
tainty. After the impeachment of Park Ge-
un-hye in 2013, the candidates of president 
would be crucial for Kore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specially when Korea is under 
the double pressure from both U.S. and 
China. If it were not to play the card well,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three countries 
would be tenser than ever. Overall, the U.S. 
government seemed to stick with the idea 
of challenging with other major powers in 
the world with relative right-wing policies. 
It is hard to say such ideology is the sin-
gle brainchild of Donald Trump; it seemed 

rather to be a shift of mentality in D.C.
U.S. would not be the only country 

that has a candidate like Mr. Trump. It is 
possible that Trump would soon be greet-
ed warmly by his counterpart in France if 
Marine Le Pen win the election. Being the 
daughter of an extreme right-wing poli-
tician, Marine Le Pen is the candidate of 
right-wing party National Front. She was 
viewed by some as the “French version of 
Donald Trump”. Although She tried hard to 
change Frenches’ view on National Front, 
which was once a synonym of “fascism”, 
hercampaign promises still seemed some-
what far right. She called for a complete 
cease of legal immigration and exit of Eu-
ropean Union. With Britain exiting the EU, 
the world economy would be shaken again 
if Marine Le Pen is elected, not to mention 
further and more sever immigration prob-
lems. 

On Tuesday night, February 28, Pres-
ident Trump made his first speech to the 
Congress. His popularity increase sharply 
among his voters after the speech, and many 
Americans think he acts more like a presi-
dent now. However, the enthusiasm seemed 
suspicious, even somehow dangerous to 
some observers. As the Economist said 
in one of its article, Trump’s power came 
from the acclaim and applause of the peo-
ple. As long as he keeps the popularity, he 
could maintain great power even his poli-
cies offend the Republican Party orthodoxy 
. However, it would be a horrifying thing 
if Mr. Trump takes his campaign promises 
literally, including building a war between 
the U.S. and Mexico and make Mexico pay 
for it. One who had a little knowledge in 
history would also think twice before ap-
proving Trump’s actions, if he or she recall 
what it means to be a populist in 1920s and 
1930s. On the issue of China-US relations, 
it would be easier for both countries if Pres-
ident Trump acts more as a pragmatist than 
an ideologist who hold firmly on his own 
belief. After all, no one would like to see 
two colossuses c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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