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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议会恐怖袭击

关于萨德，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了。从

去年6月份开始酝酿并且不断发酵

的萨德事件一直都在吸引着公众的眼球。

以萨德事件为起点所引发一系列的接连不

断的大新闻更是显示出了这个事件的特殊

性。

回想一下以萨德为导火索，后续围

绕着韩国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从早期

的禁韩令，到随后的三星爆炸，还有之后

的青瓦台年度大戏，朴槿惠与女闺蜜那不

得不说的小秘密……文化输出被限制，国

民经济的支柱企业严重受挫，背景深厚的

总统突然被爆出接连不断的丑闻并被弹劾

下台。一个经济体量世界第十一位，工

业，科技水平世界闻名的地区性强国突然

就给世人一种“药丸”的印象。

在这里，我想用尽量通俗的语言来

向大家说明一下萨德是一个什么样的存

在，以及在韩国部署萨德为什么会让中国

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应。萨德系统，（TER-

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能防备

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的防御系统，拦截精

度高，拦截范围广，反应速度快。是美军

技术实力的结晶。中国对萨德产生如此巨

大反应的原因也有几个，其中最吸引眼球

萨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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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下面这一条：

THAAD理论上来说能够拦截从中国本

土发射的东风快递（核武器）。

为什么说是理论上?因为不管是中美

都没有机会也不想尝试THAAD能不能拦截

核武器。

其次，THAAD的雷达号称目前世界上

最强的陆基雷达，探测范围据推测能够

达到2000公里。在韩国部署的话能够探

测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说得夸张一些，

中国日后在内陆进行的导弹试验，军事

演习等大规模军事活动都将处于美国的

监视之下，而这无疑是中国所不能接受

的。

在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面前，不

论你有多哈韩，多喜欢韩剧，韩国化妆

品，都阻挡不了国家的意志。当东北亚

的战略平衡被打破，当美国有能力在你

的头上种蘑菇而你却没办法中回去的时

候，不管他会不会在你头上种蘑菇，你

内心总归是慌张的。相信大部分人都是

分得清先后主次的，但大家的小命收到

了来自外界威胁的时候，个人的喜好也

只能抛在脑后了。

都在世界各地发生至少一起恐怖袭击：1
月份的利比亚；土耳其伊斯坦堡；2月土

耳其安卡拉；3月比利时布鲁塞尔；6月
美国佛罗里达和土耳其伊斯坦堡；7月孟

加拉首都达卡、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法

国尼斯和德国慕尼黑；12月土耳其、埃

及和约旦。

七月初笔者在学校官方FACEBOOK上

看到了两名同学在孟加拉遇难，当天晚

上朋友圈被R.I.P刷屏。一些同学表达了

强烈的追悼之感，遇难的其中一名同学

曾经和他们同上过一门商学院的课程。

而对于另一名原本可以从OXFORD转来主

校区就读商学院的同学来说，这个机会

永远消失了。

七月中旬笔者在德国距离杜塞尔

多夫的一个小镇上实习。有一天晚上公

司的MD邀请我前去家里做客。餐桌上相

谈甚欢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这起

慕尼黑恐怖袭击案。那时距离实习结束

还有一天，实习结束后我会和全家在德

国南部游玩一个星期，而其中的一个城

市就是慕尼黑。得知了这则新闻之后，

我迅速地将这则新闻发到了家庭微信群

里，并提出在慕尼黑旅游的两天必须避

免奥林匹克中心的区域。七月份连续发

生的两起恐怖袭击案件由于和我产生了

一些关联令我十分关注，也让我第一次

感受到，原来ISIS的恐怖袭击距离我并

没有那么远。

ISIS作为一个国际恐怖主义组织，

已经在全球引起了仇恨的心理。而这种

仇恨也不知不觉扩展到分布在世界各地

的穆斯林。最近微信公众号北美留学生

日报发了一篇报道，标题叫做“伦敦恐

袭后，一张现场的穆斯林女性照片被推

上风口浪尖，引发巨大争议”。事件的

起因是由于一个名叫TRUTH BOMBERS的

人发了一条推特，配了一张照片，并配

文暗讽在照片中的一名穆斯林女性“冷

漠”地走过受害者。照片中的这名女性

戴着浅褐色头巾，身穿灰色外套，一只

手拿着手机，而另一只手放在了脸颊

上。这条推特发出了之后，一场关于道

德的审判就此拉开了序幕。许多人纷纷

义愤填膺地在推特上谴责这名女性，并

说一些诸如“这就是穆斯林和基督徒之

间的区别”的话语。随后拍摄这张照片

伦敦时间3月22日，一辆灰色现代I40 
SUV在英国议会附近的西敏桥行

驶时，冲上了人行道，撞倒了许多行人

之后撞上了议会前院的北侧栅栏。一名

男子手持两把刀下车步行，想要闯进前

院，被警方阻拦。在和警察的冲突中，

该男子刺伤了一名警察，致其死亡。随

后他被携带自动火器的警察在近距离内

开火，击中了胸部并当场死亡。这起英

国伦敦议会大厦的恐怖袭击事件已经造

成了5人死亡，40人受伤。就在事件结束

的第二天，不出人所料，世界极端组织

ISIS宣布对此事件负责。

纵观近年来的恐怖袭击事件，似乎

大多数都和这个极端恐怖组织脱离不了

干系。2016年一整年，几乎每隔几个月

的摄影师立即站了出来，表示这张照片被

很多人错误地理解了，并称这名女性当时

的表现并非是冷漠，而是被吓坏了。事实

证明摄影师的分析是正确的，这名穆斯林

女性在一个名叫TELLMAMA的慈善组织的官

网上捍卫自己的立场。她表示事发后自己

在与其他目击者试图交流到底发生了什

么，并想着是否能给这些受害者提供一些

帮助。现场已经有许多人在帮助伤者，但

是这些在这张照片并没有体现出来。

网友对于一张照片进行了过度揣测， 

仅仅凭借这一张照片并不能说明什么。在

真实的施救过程中，施救的人可能是游

客，本地人，白人，黑人，也有穆斯林。

这样的现象不禁让人觉得“仇穆”心理已

经在英国埋下了种子。前几年在中国也发

生过类似的现象。2014年左右在中国发生

了几起砍人以及袭击乘客事件。广州，昆

明等地的事件的矛头似乎都指向了新疆的

极端分子，也因此引起了全国人民对于新

疆人和新疆的仇视之感。诚然，连续发生

的几起事件并不是可以预测的，这种不预

测性迫使人们将所有的新疆人纳入了不安

全的范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高

度的自我防范。

总的来说，全球对于ISIS的仇恨和警

觉的根源也是对于这个极端组织毫无预警

的暴力袭击的恐惧。他们将人类的安全感

玩弄于股掌之间，虽然只是一个种族身份

的极端体现，却令人不自觉对这整个种族

起了一种戒备之心。

至于韩国这个马前卒和他们亲爱的

总统以及一群和中国有往来的大企业一

起成为了替代美国承受中国主要怒火的

牺牲品。

拥有深厚人脉和政治背景的女政治

家朴槿惠，年幼丧母，父亲也死于政治

暗杀。通过卧薪尝胆数十年的不懈努力

终于达到了自己父亲曾经的地位。然而

这一切的成就，却因为一个没有太多回旋

余地的选择在须臾之间就化作了泡影。

在历史和地理的双重影响之下，当年

的日本殖民地如今成为了拥有数千万人口

的地区性强国，然而就算是这样，也只能

无奈地作为棋子，在新兴准超级大国和老

牌超级大国的夹缝之间毫无选择的承受来

自双方的压力。

Zhongwen Sha
WRITNG ASSOC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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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VS伊朗——德黑兰之战复
盘，以及小组出线分析

三月二十四日在长沙以1:0击
败韩国之后，全国上下为

之一振，也让广大球迷为接下来

客场挑战伊朗的比赛增加了许多

幻想。然而，现实总是很骨感，

巨大的差距是在短时间内无法逾

越的。三天后在德黑兰，中国队

还是以0：1输给了强大的伊朗

队。

两场球究竟差在了哪里? 通

过数据对比，可以看到中国队在

与伊朗队比赛的进攻中，遇到了

很大的麻烦。主场对阵韩国时，

国足在进攻30米区域的传球成功

率和传球次数占总次数的比例

上，都明显更高，前者高达62%，
后者达到了18.2%。然而对阵伊

朗时，则下降到了51%和13.3%，
分别下降了11和15个百分点。整

体的传球成功率，中国只有70%， 

比拥有78%传球成功率的伊朗低了

整整低了8个百分比，所以也完全

无法很好地创造有威胁的传切和

渗透配合。而吴曦在比赛下半时

刚一开始的受伤，也给里皮的排

兵布阵带来了麻烦，以至于让他

早早地用完了所有的换人名额，

导致中国队始终无法通过跟多的

调整威胁到对方球门，最终只能

饮恨落败。

下面再来关注一下0:1输给

伊朗之后，中国队的出线形势。

接下来中国队的赛程依次是，客

场对阵叙利亚，主场迎战乌兹别

克斯坦，和客场挑战卡塔尔。目

前的积分榜上，除了伊朗摇摇领

先，中国的追赶目标只剩下了积

13分排名第二的韩国队和积12分
排名第三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中

国队目前以一胜两平，积5分排名

第五位。如果剩下的三场比赛全

部获胜，将取得14分。在这样的

情况下，对手韩国队必须全部输

球，或者乌兹别克斯坦队一平两

负只得1分，中国队才能力压对

手，在12强赛中出线。

因为在接下来的赛程中，韩

国和乌兹别克斯坦还将再有一场

对决，并且很有可能决出胜负，

中国队只能将打入2018世界杯的

希望寄托在所在小组，B组的第三

位。下面假设实力更强劲的韩国

队在这场比赛中取胜，那么中国

如果想拿到小组第三的位置，则

需要三场全部获胜。对于乌兹别

克斯坦而言必须三场全败或者两

胜一平。

而如果中国队三战两胜一

平，国足依然有出争取小组第3
的机会，但乌兹必须全败，且国

足在净胜球上力压对手。也就是

说，国足必须战胜乌兹别克，拿

下叙利亚和卡塔尔中的一队，打

平叙利亚和卡塔尔中的一队，积

分达到12分才能与乌兹别克持

平，那么中乌两队将比较净胜

球。

除此之外，国足身前还有排

名第三的叙利亚。叙利亚目前还

积8分，最后三轮将对阵中国，卡

塔尔，和伊朗。若叙利亚一胜两

负或三连平，那么积分将达到11
分。卡塔尔最后三轮对韩国、叙

利亚、中国，即使两胜一平积分

也只有11分。国足两胜一平或者

三连胜，积分都将压过叙利亚、

卡塔尔。

然而，因为中国队与乌兹别

克斯坦队依然有7分的差距，即便

中国三战全胜，依然要看乌兹别

克斯坦队的脸色，才能决定能否

获得附加赛资格。因为本场败于

伊朗队的脚下，中国队距离出

线已经越来越远。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国

足出线已经几乎无望。在这种

情况下，中国男足应该把注意

力放在2019年的亚洲杯，以及

下一届世界杯的预选赛了。根

据近日的国际足联的官方消

息，2026年世界杯将扩军，亚

洲将获得8个席位，也大大增加

了中国队进入世界杯的机会。

中国目前应该大力加强青训对

年轻球员的培养，以让未来的

中国队更上一层楼，给球迷带

来更大的欢乐。

致国足——敢问路在何方？路就
在你们的脚下 

2017年3月28日，德黑兰，没有

奇迹。一如既往，历史没有

被改变。中国队第六次做客德黑

兰阿扎迪国家体育场，依然没能

从伊朗人身上带走哪怕一分。中

国球迷遵守了“赢韩国，输谁都

行”的承诺，没有愤怒，也没有

谩骂，他们为拼尽全力的国足送

上掌声。就像奥运之父所说的“

对人生而言，重要的绝不是凯

旋，是战斗。” 拼搏过的中国男

足，可以昂首离开。

从塔什干到昆明，到长沙，

再到德黑兰，我们经历了从绝望

到惋惜，到充满希望，再到扼腕

叹息。在国足0：1输给伊朗的同

时，乌兹别克斯坦在主场战胜了

卡塔尔，在还剩三轮的情况下领

先中国队7分。国足只能寄希望

于乌兹别克斯坦最后三场比赛场

场阴沟翻船，同时国足也必须拿

下剩下的所有比赛，这样才有可

能晋级附加赛，命运已经不再掌

握在国足自己的手中了。

与卡塔尔和韩国的两战，

国足让世人看到了他们的潜力和

无限的可能性。里皮带来的不

仅仅是技战术的改变，更多的是

自信心上的增强。流畅的进攻，

稳固的防守，让卡塔尔人和韩国

人无机可乘。在里皮帐下，37
岁的郑智回到了他熟悉的场上位

置，发挥了中场指挥官的关键作

用，很好的完成了后卫线与前卫

线的对接，并在防守中成功的保

护了身后的两名中后卫身前的

空当，为零封对手立下汗马功

劳。31岁的冯潇霆，防守已经不

再能够满足他的求战欲望，与韩

国一役，他尤如化身基耶利尼，

频繁带球突破中场，送出直塞，

让人不由得回想起那个12年前名

扬世青赛，与梅西齐名的中国少

年。30岁的蒿俊闵顶住了韩国队

强大的紧逼，盘活了中场，稳定

的向锋线输送炮弹。28岁的于大

宝没有辜负里皮对他的信任，又

是长沙，又是雨夜，又是一次角

球破门，于大宝的进球又让悬崖

边上的中国男足力挽狂来。31岁
的王永珀，29岁的黄博文，29岁
的郜林，29岁的于海，28岁的吴

曦，28岁的李学鹏，他们用自己

一次一次的努力，希望为自己，

也为国家去争取一次进入世界杯

的机会，也可能是他们唯一次也

是最后一次能够参加世界杯的机

会。

没错，这支在昆明，在长

沙，在德黑兰给全国球迷又一次

带来憧憬的中国国家队，他的平

均年龄已经超过了28岁。他们

这批人成长于中国足球最好的年

代，那是假赌黑到来前的黎明。

冯潇霆，蒿俊闵，郜林，王永

珀，他们是震惊世界的那批85国
青。他们勇夺亚青赛亚军，在05
年荷兰世青赛上小组赛三战全

胜，仅仅是在淘汰赛中一球小负

德国国青。王大雷，李学鹏，于

大宝他们是本世纪中国足球唯一

一次夺得亚洲冠军的04年亚少赛

中国国少的成员，并且在世少赛

小组赛中帮助中国队保持不败。

他们是幸运的，他们接受了最系

统和最全面的青训，早早的就在

甲A联赛中坐稳主力；他们经历

了世少赛，世青赛，还有08年北

京奥运会等等国际大赛的考验；

他们中的很多人又在中国足球最

黑暗的年代，获得了前往国外高

水平联赛效力的机会，在没有世

界杯的日子里，我们有幸能够看

到郑智在英超赛场上功城拔寨，

蒿俊闵在德甲沙尔克04的边路风

生水起，于大宝在葡萄牙完成帽

子戏法，冯潇霆在K联赛豪门全

北现代托起整个后防。是他们，

在足球运动员最黄金的年龄段，

撑起了中国足球的希望。在连续

三届无缘世界杯预选赛最后阶段

的比赛后，中国队终于回到了这

个舞台上。

然而，兵败德黑兰，让刚

刚看到一丝曙光的中国男足，又

回到了起点。没有人过多的指责

国足本场的表现，实力上的差

距，和伊朗的魔鬼主场，让所有

人只能带着那一丝希望去面对残

酷的现实。世界杯，在终场哨音

响起的那一刻，离中国队又远了

那么一点。那么，这批人中，谁

又能坚持到2019年阿联酋亚洲

杯，谁又能坚持到2022卡塔尔世

界杯？假赌黑风暴带来的剧烈影

响直接体现在了萎靡不振的青训

上。中国国青已经11年未参加过

世青赛；国奥则连续无缘两届奥

运会；国少则更为凄惨，连亚少

赛的预选赛都成了一道越不过

去的坎，更不要说更高的舞台

了。93-97年龄段的球员，普遍

存在着基本功不扎实、比赛经验

过少、心理素质不过硬的问题，

这严重制约了这批球员在发展过

程中的上限。表面上看起来，

这一年龄段的球员很多都拥

有“留洋”经历，但是他们的

留洋更多的是混迹于葡萄牙和

西班牙等国的超低级别联赛，

像张玉宁，林良铭这样算的上

是“真留洋”的球员，简直是

凤毛麟角。一纸U23新政，貌

似是给了年轻球员上场比赛的

机会，实际呢？“15分钟换下

U23”显然已经成为很多中超球

队的固定套路。

我们期望这支国足无论结

果如何都能昂首战斗到最后一

刻，因为这对于已经12年没看

过国足世界杯外围赛的中国球

迷来说，这就是我们的世界杯

了！同时，努力继续培养95-99
年龄段各级国家队，毕竟17岁
到22岁的球员，他们依然拥有

很大的上升空间。

敢问中国男足路在何方？

其实路就在每一个中国足球人

的脚下。

Yuchen Leng
WRITNG EDITOR

Dongyue Jia
WRITNG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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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攻略 Serena Yu
WRITNG EDITOR

以出发去海岛，找专门的潜水学校学习Open Water Dive 

Course，这是所有的PADI课程中最基本的课程，他在4个
全天的课程中教会初学者在18米深度范围内潜水所必需的

装备知识，潜水技能，潜水理论依据。

地点推荐：

涛岛。涛岛在曼谷的南边，是泰国最大的潜水基地，

这里有最多姿多彩的珊瑚礁和丰富的海洋生物。岛上的登

记居民只有2000多人，大部分的岛民都是从岛外来做生意

或者从事潜水教练的工作的，这种多元化的氛围使涛岛看

上去十分独特。

岛上有大约200家的潜水学校，教练都很友好也很专

业，价格相对于别的岛屿也相对合理。Sairee beach由于

面朝西，傍晚的时候的落日很美。

帕劳：帕劳是西太平洋上的岛国，由一个大堡礁和无

数小岛和较小堡礁构成。主岛本身其实也由多个小堡礁

构成，较大的有安加尔、Babeldaob (Babelthuap)、Ko-

ror、Peleliu。全国有三分之二人口在首都柯若居住。在

主岛群以北，是Ngeruangel和Kayangel。主岛以西是Rock 

Islands，无人居住。最受欢迎的就是黄金水母湖，这里

生活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无毒水母，数量已经超过了1千
万只。每天正午时分便会成千上万地浮到水面，置身其

中，水母滑滑得触碰着肌肤，这种感觉，没有亲身体会过

是无法想象的。

Study Abroad:

Emory每个学期都会提供出国学习的机会，如果担心花

费春秋季学期会落下很多专业课程的话，暑假是个很不错

的选择。用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细细探索一个城市，你可

以充分感受当地的文化和生活，很慢很慢地走在一条铺满

梧桐落叶的街道上，闻咖啡的香气或者在周末的上午，跟

好朋友一起向当地人一样吃一顿brunch，这些都不能由走

马观花的旅游所提供的。有足够的机会和当地人交流，也

会有 Emory的教授带领着你参观最特色的景点，品尝最正

宗的美食。选择的课程也都是关于语言或者历史文化的，

我们常说学习语言，最重要的就是环境，因此和在

Emory学习语言课程不同，生活并且融入在所学外语的

环境之中，8个学分的课仿佛就一边玩一边就学完了。

去年我选择去了韩国，韩国的语言项目不需要

prerequisite，当时的我正在纠结是学习韩语还是法

语，因此借助study abroad的项目我就可以先去韩国

感受一下再做决定。七八月的韩国天气燥热，却是欢

快的 。每天都游走在历史与现代的交接处，参观了

历史悠久的寺庙和制作了传统年糕，也品尝了很多好

吃的，炸鸡啤酒，沙冰，大盘鸡，烤肉，排骨，参鸡

汤… 还常常逛着逛着就惊喜地发现此情景曾出现在某

部韩剧中，满足了我作为一个喜欢看韩剧的小女生的

愿望。周末的时候，可以漫无目的地逛街，手里拿着

小吃，跟一颗觉得很好看的树或者其他什么有趣的东

西拍照，然后随便走进一家咖啡店，点一杯咖啡，假

装拿一本杂志读，然后偷偷看路上的行人，和朋友讨

论哪个女生的衣服很好看。晚上可以去弘大附近的夜

店，由于韩国有限资源和土地给人们造成的压力，酒

是韩国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韩国的年轻人

都很喜欢去夜店玩。我很喜欢韩国的农村，因为不象

首尔一样过于拥挤，可以看见很蓝的天空上飘飘悠悠

的云朵和田野上一垛一垛的干草，有一种宁静致远的

味道。

除了考潜水证和出国学习之外，暑假里还有无数

事情可以做，实习或者健身也都是很好的选择。只是

好不容易可以有时间回国的我们，也要多陪在家人身

边，跟着他们去买菜，聊天或者即使只是在一起各做

各的事情也觉得很幸福。我们渐渐长大，从连吃饭洗

澡都要依赖父母的小孩子，长成现在可以独自在异国

求学，冷静地处理问题的成年人，日子一天天过，我

却开始想念以前。 我很想回到很多年前的夏天，知了

不知疲惫地叫，从家里的窗户外看出去可以看到学校

空无一人的操场，树的影子落在跑道边，我记得我当

时想好无聊啊，又不想写作业，不如上课啊，常常是

偷偷看了一整天的台湾偶像剧，等到妈妈快下班回来

才开始装做认真写作业的样子。怎么就又过去这么多

个夏天了呢？

考潜水证：

对于生活在陆地上的生物来说，海洋像是遥远的

故乡，茫茫然无边无际看不到尽头。在城市里

的时候，视野总是被高楼或者山脉阻挡，而看着大海

的时候，一望无际。夜晚在海边看星星，没有其他别

的光，只是海水反射着星光，听着海浪的声音，并无

乡愁，却也伤感。可能是对一个未知的世界产生的两

种矛盾的态度，恐惧和向往。因为未知，所以向往，

但也因为未知，所以恐惧。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今

天，想要了解海洋似乎并不是一件难事，只是在网络

上看海洋的照片或者海底生物的视频，总不比亲眼见

到来的生动活泼。所以趁着暑假，花上一周的时间，

喝冰凉的椰子水，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吃烧烤，再顺便

考一个潜水资格证，以后再去海边，就可以自由地潜

水，看海底的鱼和海草了。

想要考潜水资格证，一定要学习PADI(Profes-

sional Association of Diving Instructors) 提供

的潜水课程，因为PAPI是全世界最权威公认度最高的

潜水协会，考取他们的潜水正可以在全世界几乎所有

的潜水中心租借潜水工具。考试分为两个部分，首先

是笔试，可以直接在网站上学习，通过笔试后，就可

终于到了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暑假。在漫长的4个月的假期里，终于可以摆脱被midterm和final支配的恐惧，做一些快乐而又冒险的

事了。有人在假期里偷偷健身，练出了马甲线，有人努力实习，拿到了老板的推荐信，有人看了这么大的世界，变的淡定从容。

你说你不想要一个不是每天摊在床上看剧玩游戏的假期，于是神就让我告诉你我的想法。

TIPS之FINAL篇
Yujie Xu

CHIEF EDITOR

吃好睡好也非常重要。大家可以泡杯热茶或是咖啡并随身

带着，这样复习时可以保持精力充沛。最后，复习前有一

终极秘籍:就是把手机关机或是放置在离自己远一些的地

方。手机之类的电子产品会极大地分散我们复习时的注意

力。往往小编刚做了几道题或是刚写了一段作文，便习惯

性地拿起手机，刷刷朋友圈、逛逛微博。所以，和宿舍的

床一个道理，小编也建议大家离手机越远越好。当然了，

长时间专注的学习是非常耗费体力的。想要保持一个良好

的精神状态，也要懂得学习期间的放松。学习四十五分钟

或是一小时，可以放松一下。这时候大家可以刷刷手机，

运动运动或是小憩一会儿。

    接下来，小编想要谈谈如何复习及备考。复习的过

程其实就是一个巩固知识、查漏补缺的过程。在复习的时

候可以先把所有的知识点过一遍，大概罗列一个知识结构

图，继而围绕着每个知识点开始复习。我们知道记忆是建

立在理解的基础上的，所以若是发现知识点中有自己理解

不透彻的或是自己认为较为薄弱的地方，可以把它圈出来

并重点复习。对于考试的重点、难点及易错点，我们需要

将其罗列出来，一一吃透并学会灵活运用这些知识点。同

时，可以勤问同学和教授，理解透彻每个知识点。对于不

同的科目，选择不同的复习方法也是提高复习效率的一种

方法。对于数学之类的理科课程，当理解了概念及做题方

法后，最重要的是实际运用。所以刷题不失为一种好的复

习方法。当然了，也不能一味的刷题，刷题也是为了查漏

补缺。对于做错的题，要积极订正并且寻找与其差不多的

题型进行再次练习，做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对于

文科的课程，小编觉得该背的知识点一定要背。若是

因为忘记了某个理论的名称而丢分，那就太可惜了。

最后，小编认为各科都要均衡发展。提早复习可以给

自己充裕的时间复习每一门科目。

   最后，小编想聊聊Final大考。考试的前一天，

小编觉得大家一定要均衡饮食并保持充足的睡眠。切

记不要“用力过猛”，通宵复习，这会导致第二天考

试的时候精神状态不佳，从而发挥不好。考试时心态

的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过度紧张，也勿过于自

信。平稳的心态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距离期末还有3周左右的时间，小编认为最后

一波midterms过后，我们就可以着手复习及备考final

了。不论是应对理科的期末大考还是文科十几页的论

文，往往未雨绸缪比考试前一夜临死抱佛脚所得到的

成果要好得多。Final week固然艰辛，但小编希望大

家都可以吃好睡好，平安度过那一周!

Final将至，图书馆内默默学习至深夜的身影渐渐变

得多了起来。就连平日里爱和朋友们出门闲逛，

亦或是爱窝在家中打游戏、看剧的同学们也晋升“学

痴”，整日泡在图书馆里，为了学期末的Final而做准

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小编觉得，一个适

合自己的复习方法会让大家事半功倍。在此，小编整

合了许多学霸的复习及备考方法，希望大家可以在其

中找到对自己有所帮助的小建议。

    首先，小编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复习前的准备工

作。对于小编来说，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会在很大程

度上提高学习效率。所以，小编觉得复习前大家可以

选择一个舒适并且有一定的学习氛围的地方。一个有

学习氛围的环境，会使我们充满学习的动力。另外，

舒适的学习环境会让我们心情愉悦，从而全身心地投

入复习中。 但舒适并不意味着懒散，小编认为复习的

时候大家务必离床越远越好。其次，小编觉得复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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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吉岛攻略 
北纬七度的普吉岛，夏天和海岛总是更配一些。去海边，自由行是最无拘无束的，攻略是最必不可少的。走呀，
让这篇攻略伴着你，一起去看海。

酒店：
普吉岛有三大海滩：芭东、卡塔、卡隆。

芭东海滩最热闹，人最多，有夜市、酒吧一条街、
江西冷购物中心，夜生活多姿多彩。但是海滩质量
不高，不适合想在海边一个人静静发呆、思考人生
的朋友。入住时建议选择靠近沙滩和主干道的酒
店，外出步行即可，否则需要临街打TUTU车很不方
便。卡塔和卡隆海滩人烟稀少，海水清澈，适合拍
照。可以安排在行程最后两晚，享受一下轻奢的酒
店氛围和属于自己的私人海滩。

行程：
骑大象+查龙寺+神仙半岛看日落
推荐指数：★★★★
这三个项目通常是捆绑在一起的一日游项目，某

宝上可以搜到~骑大象绕走一圈，多花一百泰株可以
亲手喂香蕉，看小象赖着不走用鼻子卷起香蕉，超
级可爱。查龙寺推荐选泰国服饰写真的项目，有温
柔的小姐姐帮着挑选纱笼、首饰、画泰式妆容，然
后就可以去寺庙前照相啦，这么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可以让我们和到此一游游客照说拜拜。神仙半岛在
普吉岛的最南端，是一个180度看海的地方，山海一
色，这里的日落给人特别的感觉。在山顶的咖啡店
喝上一杯现磨的拿铁，尽享悠闲时光的感觉真美好
呀。

丛林飞跃
推荐指数：★★★★
如果在岛上安安静静的享受阳光沙滩不足以安抚

体内的躁动因子，那么丛林飞跃这类活动很适合追
求刺激的你。森林里蚊子太多，建议穿运动鞋和运
动长裤。茂密的植被，原始森林的感觉，吸进去的
都是高级的负氧离子啊。 30站的丛林飞跃，是以很
高的绳索速降为结尾，从一棵很高的大树滑下去，
垂直降落，有0.5秒自由落体的感觉，然后徐徐下
降，下面有气垫保护。所有的器械操作都非常严谨
规范，绝对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前两站适应以后，
后面就会很享受的飞啊飞啊，在丛林放飞自我。

皮皮岛浮潜
推荐指数：★★★★★
从普吉岛到皮皮岛需要到码头坐大船，携程上代

理订票，每天有很多时间段可以选择。浮潜项目通
常是一日游，上岸后直接找当地一日游代理，价格
比某宝便宜很多。建议早上不要吃太多，防止浮潜
时胃不舒服。猴子岛上的猴子很机智，投给它们矿
泉水瓶的时候会自己拧开瓶盖喝水。玛雅湾据说是
小李子某部电影的取景地因此一炮走红，竹子岛的
白沙滩很吸引人。浮潜时看到黄色的小丑鱼环绕在
四周，小TIP是丢一块饼干进去，马上有很多小鱼从
四面八方游过来，如果准备了防水袋就可以拿出手
机咔嚓咔嚓狂拍啦。注意不要开闪光灯哟，照片是
会过曝的。一天的浮潜虽然很消耗体力，但是超级
值得。

幻多奇乐园
推荐指数：★★★
梦幻王国的表演很受欢迎，2小时的紧凑表演，

以歌舞形式讲述大象之所以成为泰国如此神圣代表
的故事，穿插烟火表演、魔术表演。人和动物之间
的互动，令人感慨默契度好高！即使是看过世界各
地各种演出的人，也会被泰国的这场表演所震撼。
乐园里的布置梦幻而精致，但游乐设施不多，很快
就可以逛完。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把这里列入行程~

西蒙人妖秀
推荐指数：★★★
华丽雅致的舞台，个性出彩的服装造型，还有美

艳的人妖小姐姐，西蒙人妖秀是值得期待的。从中
国的神曲小苹果、贵妃醉酒，韩国的高丽参，西方
的埃及艳后等世界各国元素，每一场演艺秀都十分
精彩。买票时慎选前三排靠过道的座位，很有可能
会在热场时被邀请上台和人妖小姐姐一起尬演。演
出结束后，演员们会站成一排，这时候就可以和喜
欢的小姐姐招呼合影啦，每人一百泰株。有点坑的
是经常会有三四个人妖凑过来跟着一起合影，索要
额外小费，不想给的话婉言谢绝就好啦。

美食:
泰式菠萝炒饭
新鲜爽口的菠萝、什锦蔬菜，配上香喷喷的泰

国大米，酸酸甜甜的口感，才一口就会让人食欲大
开，撘配腰果一起入口，口感层次丰富，值得推
荐！经常可以看到别人抱着菠萝壳低头狂吃炒饭，
顾不上一桌的海鲜大餐。吃过泰国的菠萝炒饭，甚
至再也不想去鹿港小镇吃菠萝炒饭啦。

泰式炒空心菜
炒空心菜算是常见的家常菜啦，但泰式炒空心

菜的特色在于加入耗油和虾酱，用新鲜的小红辣椒
和蒜粒调味，最后炒出来辣中带着爽口的清甜，怎
么吃都不腻。可以说每次必点，清爽的口感还可以
去除荤菜的油腻哦。

芒果糯米饭
泰国特色的甜品小吃，将一大个芒果整颗切块

装入盘中，另一侧放入淋上椰汁的糯米饭，闻上去
一股浓郁的椰香，令人食欲大增。芒果是甜中带
酸，与糯米饭的甜味相得益彰，回味无穷，长胖什
么的吃完这顿再说吧!

香蕉煎饼
超级超级超级好吃!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小吃，

有点类似天朝的煎饼果子，不过味道是甜的。摊薄
的面糊中加入切好的香蕉片，再将面糊折叠成方块
状后淋上巧克力酱、炼乳等。热腾腾的时候吃起来
香甜可口，好吃到流泪啊。

椰子冰淇淋
入口即化的椰子冰激凌，配上炒过的脆花生或

者是水煮的甜玉米，不仅提升了椰子冰淇淋的口
感，而且还降低了它的甜腻。通常是用天然的椰子
壳作为它的容具，底部都会放上些鲜滑的椰子肉，
用底下的椰肉蘸着冰欺凌吃，超级满足。很多小摊
的椰子冰激凌加的配料是自助形式的，水果、干

果，想加多少加多少，不限量哟。

泰式奶茶
不要被美国的THAI TEA欺骗了，正宗的泰式奶

茶是现冲现泡，颜色是橘红色的，在路边的可移动
推车上就可以买到。将刚煮好的红茶、绿茶用纱布
过滤几次，配上浓郁的炼奶和冰块，茶的清香、奶
的纯香结合的天衣无缝。比起国内的奶茶，泰式奶
茶偏甜哦，建议HALF SURGAR。

购物
化妆品
走在街上感受到泰国少女们满满胶原蛋白的好

皮肤，在普吉可以采购一下当地的化妆品。近几年
一直具有极高人气的SNAIL WHITE蜗牛霜，ELE睡眠
面膜，本土彩妆护肤品牌 BEAUTY BUFFET等，价格
亲民且好用，在江西冷购物中心就可以买到啦。欧
莱雅也是到泰国必囤货的品牌，价格比国内便宜一
半以上。

曼谷包
因为可爱的造型，漂亮的花色，曼谷包俘获了

众多游客的心。最有名的品牌是NARAYA，从零钱包
到单肩包应有尽有，色彩丰富，价格在20-700泰铢
不等，而且轻便好带。普吉岛的江西冷购物商场中
能够找到NARAYA，但是跟曼谷相比，样式较少。很
多款式花色略显夸张，送个长辈可能不太实用，不
过留个纪念也是可以的啦。

皮革制品
独具泰国特色的鳄鱼皮、象皮、珍珠鱼皮制品

在普吉岛销量很高。芭东海滩的小店里能找到各种
皮革制品，价格因为物品的不同有些差异，皮革钱
包价格约2000泰铢。

如果你想象中的度假，就是躺在细软的白沙上
吹吹海风，边听歌边喝汽水，那么普吉岛足以满足
你所有的幻想。这个夏天，GO TO PHUKET!

Mingxi Yu
WRITING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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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齐放，却也百味杂陈
——浅谈大网络直播时代
Yuxuan Wu
WRITING EDITOR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和普

及，越来越多的人们熟悉

并热爱上了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技术。而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

不断升级，万维网技术的逐步完

善，人与人的距离也已经真正接

近到了“地球村”的地步。“秀

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也终于

成为了现实。同时，传统电视、

媒体类节目也受到了巨大的冲

击。“自媒体”，即即时网络直

播，悄然成为了时下许多年轻人

所钟爱的娱乐项目之一。因此，

不少人用“大网络直播时代”来

形容越来越火热的各大网络直播

平台。而在这个潮流之下，各类

直播平台却也是鱼龙混杂，甚至

屡屡出现违规、违法行为。

在此之前，小编想先给不

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普及一下，什

么是网络直播。网络直播的大头

是电脑游戏。其中，以《英雄联

盟》、《炉石传说》、《DOTA2
》这三款游戏最为火热。除此以

外，电子竞技和传统体育的比赛

项目也有很高的人气。大型的直

播平台，如斗鱼、熊猫等，都有

自己的比赛解说团体和职业主持

人。大到四年一度的奥运会、世

界杯，小到每年人气颇高的S系

列锦标赛、TI国际邀请赛、欧洲

冠军联赛等，都会进行现场直播

和评论。而一些小众向的直播，

则更是囊括了所有你能想到和想

不到的领域。以斗鱼平台为例，

大到时事、财经、军事、科研，

小到胎教、手工制作、甚至吃饭

走路，都有人实时直播。去年，

小编在上CS 255这门课程的时

候，甚至找到了GATECH某位直播

学习类似课程的学长，还收获了

不少Tips……可以说，如今的网

络直播森罗万象，任何人都能在

其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地方。

那么，网络直播为什么有

如此高的人气？除了兴趣使然之

外，更多的原因还是因为利益。

通常，以个人为单位的游戏主播

们会在进行游戏的同时，将自

己的操作和心路历程展现给观众

们；比赛解说们，则会将自己的

专业素养体现出来，为观众带来

深入的赛事剖析；技术主播们，

会把自己专精的领域，以专业

的语言呈现给观众。另外，还有

一大类主播，以面容姣好的女性

为主，通过直播自己的生活，抑

或是单纯的与 “弹幕”（从屏

幕上飘过的观众评论，中国及日

本视频、直播的特色）交流，来

获得关注和人气。主播聊到兴起

时，大到人生经验之谈，小到柴

米油盐之论，都可能给各个年龄

层段、各个背景的观众以共鸣。

那么这时，观众们可以选择“打

赏”主播，即用现实货币，或现

实货币购买的虚拟货币，来赠予

主播，藉此表达钟爱之意。打赏

的数额从价值一分钱到上无封

顶，普通的观众老爷们可以花几

个字儿表达支持之意，狂热的粉

丝们也可以一掷千金，满足自己

的追星梦想。这其实与古代街头

卖艺者索要打赏并无不同，可以

说是观众和主播互惠互利的有益

手段。然而，在利益的驱使下，

有少部分主播，为了博人眼球、

攫取打赏，开始干一些越来越出

格，甚至是有违人伦的事情。而

这些主播，也成为了主流和传统

媒体竞相报导的对象，也让“网

络直播”这四个字在许多人心中

做坏了形象。

2015年12月31日，在上海

的普陀区，一辆GTR跑车与一辆

海博出租车相撞，事故造成3人
轻伤，2人重伤。本来并非值得

深究的交通事故，却因GTR的驾

驶员“熊大”的身份而一石激

起千层浪。熊大是知名直播平

台“斗鱼”的当红主播，司职《

炉石传说》项目。每日人气最高

时，熊大的直播间能有50-60万
同时在线观看的观众。事件发

生时，熊大正在用手机进行“户

外直播”。所以，他的直播间清

楚地记录下了他是如何违章地“

弹射起步”，从而导致了这一

起悲剧。因此，“超跑”、“网

红”、“直播出车祸”等关键词

一时之间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讨

论。部分人认为，熊大为了吸引

人气，驾驶豪华跑车完成各种违

章的驾驶操作，从而导致了车

祸，为情理、法理所不容；还有

部分人，认为即便事件本身是个

悲剧，熊大的行为也违法，但还

是让他因为网络直播的存在一炮

而红，成为社会焦点。也有一些

喜欢引领节奏的个人和媒体，大

力渲染网络主播的低素质、不道

德，将网络直播这个行业打上了

这样那样的标签。不过不管怎么

说，熊大事件确实还是属于意外

一类，并非有心人刻意为之。然

而，下面这几起事件却让见者失

色，闻者震惊。

首先，在2015年1月10日，

于凌晨三、四点左右，一名女性

主播将直播间标题改为了“直播

造娃娃”，并在部分家具的遮挡

下公然与另一名男性进行不雅行

为。本是人与人之间最私密的行

为，此时却公然呈现在网络上，

可以说几乎是丧心病狂。整个直

播过程持续了约十分钟，随后

被网友举报，并被网管封停。而

这十分钟以内点开过这个视频的

观众则纷纷表示“目瞪口呆”。

这名昵称为“放纵不羁123”的

主播，旋即被网友人肉，发现她

原来是台湾的一名舞者。而她后

来也公开表示，自己这么做只是

为了展现“真实的自我”，也不

后悔自己的行为……所以说，这

些人不仅厚颜无耻，连最基本的

道德观都没有吗？小编看了之后

也是惊呆了。以这起事件为分水

岭，网络平台的主播开始要求实

名认证、注册时间限制等，而直

播规章里也多了着装要求和动作

规范等。部分平台甚至指明，女

主播的衣领不能低于哪个位置，

哪些动作会被视作挑逗等等。虽

然有些不尊重女性，但明确的规

章确实也有效减少了色情、淫秽

类直播出现的频率。然而，上有

对策，下有政策。在大型直播平

台加强监管的情况下，一些不择

手段的主播选择了小型平台进行

自我宣传。2015年7月14日，“

北京三里屯优衣库事件”的录制

视频首先在某直播网站放出，而

当事主播称自己和视频中的男女

并无关系，只是“友情扩散”，

并“请求打赏”；而就在2017年
3月底，令人发指的“黄鳝门”

直播事件爆发。小编实在不愿在

此提及该事件，因为其已经恶心

到了有违人伦的程度。

通过以上的例子，我们不

难看出，网络直播的规范性还存

在着极大的不足。首先是监管手

段的时效性。每一个网络平台都

有着自己的规章制度，也有着在

线巡查的网络管理人员。然而，

这些人员的数量有限，很难顾

全到方方面面。因此，在违章直

播出现的第一时间，可能还是会

有部分观众对其进行截图、截

屏，进而把这些所谓的“资源”

放在网上流传，造成了极坏的影

响。其次，就是主播自身的素质

和职业道德了。在上面的几个例

子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主播

们可以说是将最基本的羞耻心，

或是职业操守抛到了脑后，为了

人气和打赏全然不顾自己的尊严

和安全。实际上，随着实名制进

程的推行，这些足以构成犯罪的

行为已经可以追究到个人了。然

而，部分主播浑然不觉，为了走

红和利益铤而走险，让大部分观

众在排斥、鄙夷的同时，也为他

们感到痛心。

在每一个行业的起步初

期，不断的自我完善以及因不

健全机制所造成的阵痛都是必然

存在的。作为互联网的重要衍生

产品，网络直播也是如此。它进

一步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革命

性地颠覆了传统的娱乐和交流方

式。然而，与经过不断编辑再上

传的视频不同，网络直播就如

同现实中一样，说出去的话和做

过的事都是无法更改，不能撤回

的。所以，其间暴露出的人性恶

的一面，如惟利是图、语言暴

力、思想扭曲等，也是客观存在

的。诚然，网络直播森罗万象、

百花齐放。然而，有底限，有良

知的观众，却也苦于它的五味杂

陈、鱼龙混杂。小编由衷地希

望，每一位读到这里的读者，都

能为网络直播机制的建设和发展

做出自己的贡献。宣扬正面的主

播，抵制低俗的主播，净化网络

环境，从你我做起。



April 2017 7

西西弗斯之石 
Chujun Huang

                WRITING EDITOR

01

东京的清晨苏醒得很早。

稍微有点潮湿的空气挤压进盥洗室的

窗棂，我挤出残余的那一点薄荷味的牙

膏，睡眼朦胧地伸出手摸索洗手台边上的

剃须刀。在初秋有些许寒凉的气温中离开

温暖的床榻，真非易事。

新干线窗外的景色该死的熟悉。即使

笼罩在朝霞金色的光晕下，走过上百次的

线路依旧平凡得无趣，闭眼也能描绘出轮

廓。

我知道这个街区我已经找过无数遍。

但还是抱有侥幸似的，好像这次，我便能

寻回我想见的人。轻车熟路地找到他常来

的那家速食店，我俯下身朝卷帘门内张

望。老板有着银白的鬓发，神态自若，仿

佛我这个清早打搅的高大男人不过是一个

普通的顾客。

我从包里掏出那张照片。与往常一

样，我把这张照片递到对方面前，放慢了

声音问道，

“您好，请问你有见过这个人吗？”

“谁？”

老人的耳朵终究还是不太灵光，于是

我从身边的柜台上拿下一包米饼，一并塞

给她。她转过头，熟练地收了钱，带着皱

纹的手指在零钱里翻找着，哗啦哗啦，像

在铜腥的海洋里寻找一条鱼。

“您有见过他吗？”我把照片押在柜

台上，像个赌徒交出自己在掌心早已捂热

的筹码。

“对，照片上这个。他的名字是，森

岛正人。”

02
森岛失踪是在一年半以前。

那天的东京下着大雪，而我和我的消

防分队忙成一团。

他是在在高架上堵车的时候接到我的

短信。

城区的建筑失火，刚落成的公寓楼在

电路焊接的失误中化成一片火海。大雪没

能阻止易燃物的爆炸，那段狭窄的城区，

迅速变成冬日里熊熊燃烧的稻草。

与往常一样，在发了短信告知着火地

点，我的分队号码和进入火场时间后，我

便关闭了手机。

那个堵在高架上的警察先生大概也如

平常一般，每隔五分钟打一次电话轰炸。

明知我会把手机关机，也要持续不断地拨

打，说是确认我的手机没有炸掉他会心

安。

云梯被堵死在路上，高处的楼层在火

舌的封死下难以突入。我背着沉重的装

备，防火服的背后，火焰燃烧的大楼传来

熊熊热度。

冒险的事情我干过很多，从小我便是

一个渴求着刺激的人，年少时我曾对于篮

球一腔热血的喜爱，多半也是来源于肢体

相撞时毫不退让的勇猛。后来成为一名消

防员，在火场中出生入死，在分秒间隙与

生命博弈，也是一样。

征服火，和征服篮球，或多或少在我

看来有着相通之处。

都是走高跷一样，一步不稳便是万劫

不复。

直到三米外的液化气罐爆炸的前一秒，

我都是这么想的。

被热浪卷起来抛向空中的时候我都还紧

抱着一个孩子。耳朵里轰鸣的爆炸声席卷走

孩童断断续续的哭声，把这仅剩的唯一一点

悲壮也冲得破碎。我笨重的身体像是一截在

劲风中翻滚的木杆，或是一只挪不开身的甲

虫，被用力甩向空中，然后往下坠。

幸运的是，我竟然活了下来。但是却摔

断了腿，在医院躺了半年。

我终于醒来后，同事告诉我他没有来。

03
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我问遍那天和森岛同一个警局的人，得

到的答复是那个黑发男人在打通我的电话的

一刹就摔门而去，车辆堵在高架上，他便丢

下车子徒步开始狂奔。

这或许可以是被称得上浪漫的，有时我

会想象那个雪天，我在空中翻滚的时候，他

顶着鹅毛大雪，在寂寥的高架桥上，穿着那

身笔挺得可恨的警服和锃亮的皮鞋飞奔。

他的随心所欲一如既往的令人讨厌，可

是见怪不怪的同事无一阻拦。

奇怪的是他再也没有回来。

然后在那样一个大雪封城的昼夜之交，

森岛正人这个人，就从世界上消失了。

04
我恢复得挺快，职业带来的过人的身体

素质也许起到了作用。

但就算在复健结束后，我的脚也一直跛

着。

我无疑已经不能再胜任这个需要冲锋陷

阵的高危职业。

队里给我举行了一场饯别宴，一场以可

乐代酒的，安静得接近尴尬的道别会。队长

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想了想，口中碳

酸残留的甜蜜逐渐化成一种酸涩的余韵。翻

滚的二氧化碳压在咽喉中，让我的话语都变

得艰难。

“我要去找他，”

我说。

我第一个见的熟人是我和森岛共同的朋

友，高中就相识的同学。罗现在已经是有名

的小说家，他在靠窗的座位打盹，头发乱蓬

蓬，青色的胡渣和敞着领口的衬衫，我盯着

看了老半天，才问：“你是不是在赶稿？”

“是，最近编辑催得有些紧，真是抱

歉。”

熟悉的淡漠语气，听起来掺杂着说不明

白的疲累，罗点了一杯黑咖啡。

“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说好了，”我挠挠

头，“你知道那家伙去了哪里吗？”

罗盯着我看了许久，慵懒却尖锐的眼神

像是在解剖我。这大概是他作为小说家观察

力的体现吧，虽然有些毛骨悚然，但我却分

明从他眼中看到了一种复杂的怜悯。

“我真的没有头绪，” 他摘下黑色的细

框眼镜，很累似的揉着自己的眉心，我兀自

叹气，靠上椅背。

“真的是莫名其妙，” 我烦躁极了。“

常去的地方都去找过了……我再问问他警局

里的人好了，” 我翻了翻包，黑色的皮夹

里躺着单薄的一张照片。

夹层里是我们的合照，黑发和红发男人

勾肩搭背，左下方龙飞凤舞地签着 “森岛

与北条，2010年冬。”

“身体，不要紧吗？” 罗抬头问道。

“哦，恢复得还算不错，医生说没什么

大碍，”我的指尖抚过照片翘起的一角，“

不过这条腿，大概也是没办法了。”

“我很抱歉……” 他叹了口气。

“毕竟是我的职业，当时也没有想什

么。”

并没有在考虑着非常高尚的东西，支持

我的皆是本能。

“谢谢你这么担心我，” 我低下头，

眼神无自觉的又瞟回那张照片，“……阿

罗，” 我不自觉的模仿着森岛的口吻，压

低了声音唤罗，突然听到哐当一声，我抬起

头，看见对面的人打翻了咖啡。

“我没事，”罗的手有些僵硬，他的

睡意好像瞬间全无，眼睛里翻滚着惊慌无

措的波澜，“为什么突然这么叫我？”

“哦，这个……不是看到照片嘛……

想到森岛平时总是叫人小名，就下意识

的……” 我挠着头发，瞥见罗的脸色并不

太好。他的脸色相当沉重，却又带着一丝

难以察觉的难过。

05
从某天开始我就一直在做梦。

灰沉沉的天空离地面特别的近，世界

万物都像脱水的纤维，在烈焰的烘烤下逐

渐被抽干。雪飞落的声音意外吵闹，像是

引擎转动的声响，机械而单调，咯吱咯吱

的蜂鸣重复着。

我的眼前燃起火光，鲜活的炽热扑面

而来，我看见红色的，穿着消防服的身影

被爆炸卷起，像一只桌上的蚂蚁一样，被

巨大的冲力弹飞出去。失去平衡的身体是

被镰刀收割下的麦穗，直白又沉重地往地

面上落去。

下一秒，我感到自己的身体也被往下

拉，失重的感觉刺激我的神经，然后我一

蹬腿，猛地醒来。

只要一入睡就是这个梦，循环往复，

所有的细节都不见踪影，铺天盖地的灰色

里，唯有燃烧的火焰分外清晰。

06
三个月后我回到医院复查。医生照例

检测了我的身体指标。我转着手中的棉

签，问我的主治医生，“医生，我的腿还

是老样子吗？”

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子在椅子上不舒

服的挪了挪，然后摊开了病例，“……是

的，而且，肌肉有轻微萎缩的倾向。非常

抱歉。”

“没什么好道歉的吧，”我有点莫名

其妙，“不过我也一直在用这条腿啊，走

路也走得并不少，复健的按摩也有好好完

成，为什么还是碰上了呢？”

手术完成的时候就曾被告知这条伤腿

有40%肌肉萎缩的可能，但是我明明认真在

做着运动了，却还是像是躲不开一样慢慢

朝着糟糕的方向发展下去。

医生看到我苦恼的样子，掏出本子，

快速潦草地记着什么。

“那么你自己最近感觉怎么样？”

我愣了愣，“我很好啊，就是，一直

在做着相同的梦。”

医生抬起头来看我，“是什么样的

梦？”

“呃……我看见爆炸发生时候的我掉

下去，就是这样的场景，只要睡觉就会看

见，”

“你看见你自己？”

我努力回想，“是的，是好像看着另

一个人，这样的视角。”

医生点点头，唰唰的在纸页上记录

着。他显得有些难堪，或许是我的多疑，

但他皱起的眉头和鬓角渗出的汗珠，总像

是别有用意地要掩饰什么。

“医生，” 半晌，我开口问他，“

我住院昏迷的那段时间，森岛真的没有来

吗？”

医生手上写着字的动作停下来，他正

视着我的眼睛，摇了摇头。

我不是第一次问他这个问题了。

但仅仅是怀揣着微弱的希望，甚至只

是一种无力的习惯，我每一次复检，都要

问这样的问题，问森岛有没有来过医院找

我，有没有接过类似的电话。

即便得到的都是否定的答案，我下一

次还是像忘掉了被否决时的沮丧般，一遍

遍阐述着相同的，愚蠢的期望。

“……我出去买瓶水，” 有点尴尬的

低下头，我走出了白色的房间。

07
找到贩卖机，我从口袋里掏着硬币，

却突然听见身边一对护士有一搭没一搭的

对话。

“你昨晚值班有看见2号床的病人吗？

烧伤的那个？”

“有啊，说是家里煤气突然爆炸了，

因为肾脏衰竭现在要做移植。”

“找到匹配了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但是昨晚进

来的时候，那位恋人急的满脸都是泪，还

一再说如果可以的话从他身上拿走什么移

植都行。”

易拉罐哐当一声砸出来的声音吓了我

一跳，我才回过神去拿冰镇的饮料。我哆

嗦着，伸手去拿那罐绿茶时，才注意到自

己的手心湿漉漉的，全是冷汗。

我知道如果不查清楚的话，我会非常

的不安。

档案室周六是休息的，而且值班护士

总是忘记锁门，这些因为多次出入医院而

了解的细节，帮助我不用费太多功夫的潜

入科室的这个房间。

我翻着柜子里的文件夹。这样不正常

的调查让我心惊肉跳，翻动着器官移植记

录的手指几乎要不自觉的痉挛起来，不大

的房间充斥着油墨的味道，而我粗重的呼

吸中，只觉得心脏犹如火上烤着的蚱蜢，

充满了凌迟一般的煎熬。

白底黑字的一个个记录在眼前分散又

合拢，变成一个个活生生的小怪物，在我

的眼前跳来跳去，忽大忽小，远近不定。

我的手越翻越快。随着纸张沙沙作

响，我的喉咙里也开始发出一些，如同踩

入网罗的兽类，在困窘之中惊惶的嘶鸣。

“森岛…….”

像是魔咒一样，我念着这个名字。

我已经不明白自己到底想不想在这份

档案中看到森岛了。

快点让我解脱吧。

就在我这么想着的时候，映入眼帘的

是文件夹底部蓝色的光面。 

我翻完了，没有他的名字。

瘫软着靠在桌边，我看见自己的手指

早已被纸页的边缘划破，殷红的血缓慢地

渗出。我身心俱疲，一抹手指，红色就顺

着指纹的纹路蔓延开来。

08
我走到球场的边上的时候还是忍不住

瞟了一眼，熟悉的场地和篮筐好像在召唤

着我，我握紧拳头，感觉到脚腕传来的一

阵钝痛。

我坐下看着场上来回奔跑的身影。没

有了我们的球场依旧有别的热爱篮球的生

命来填补，这片场地永远不会枯干，因为

人难得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即使燃尽了

光和热，熄灭之后依然会被人补完。叹了

口气，我垂下眼帘盯着自己跛着的腿。

“哎？好久没见你来了！要不要来打

一场？” 

猛然抬头，面前的人好像也是个常来

的业余球手，而且是个运动复建专业的实

习医生。

“不，那个……” 我苦笑着扯了扯嘴

角，“我已经不能打球了。”

“啊？还想着你们很久没出现了是发

生了什么事，你受伤了？”

“是的……我工作时腿受了伤，” 我

试图表现得更加无谓，但唇齿间却不忍泛

上苦涩的滋味。

我恨透了向外人提起我的受伤，这让

我重复回忆那团明艳的火舌，重蹈覆辙，

往返以复，痛苦已经麻木，仿佛越来越

记不得受到的伤害，却只残留了无尽的遗

憾。

而我更加厌恶外人听毕对我致以的一

切夸赞，再光鲜高尚的奖章都无法遮盖斑

驳的背景墙，无法弥补我失去的事实，

反而更极端地提醒我自己的无力，重申着

告诉我，人的意志永远战胜不了肉体的辖

制。

于是我低下头，不看他的眼睛。

他蹲下身，小心翼翼的翻开我的裤

脚，仔细查看着我的脚腕和膝盖。

“你这样有多久了？”

“呃……一年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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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大理
“某年某日自己曾被异乡的歌声感动得一塌糊涂，却不是因为那夜有

酒。”

JUNYI HAN
WRITING EDITOR

行前便应许过的游记，却

一直懒怠提笔，因为很

多故事一旦落笔就成了被封存的定

数，起承转合都难再有续。时至今

日，思绪清明，此程方可言说。

旅程的第一天基本在路上消

磨，傍晚乘机离青，一路南去，不料

西南的日色淡退得晚，到达昆明时竟

还是暮云苍渺的模样，沿途夜色淡

泊。我们一行人自机场至火车站前往

大理，火车晚点直至凌晨，登车后我

却全无睡意，听着旧铁皮一路西去，

一夜无眠。凌晨四点索性起身，摆脱

狭小逼仄的卧铺，临窗等天明。直到

将近六点，深黛的天空才泛起茸茸的

鼠灰，融进夜色的树影和远山一点一

点明朗起来，先是聚成模糊的剪影，

后像水墨画般有了明暗，厚重的墨

色渐渐溶释成青黑，然后终于变得苍

翠。半明半暗的云揉进胭脂的温润，

层层叠叠地自天边铺展开去。沿途路

灯渐次熄灭，早起的人家却又点起灯

火。此时还没有晨光，山前安卧的村

落却已经可以看得真切了。

不久火车入站，终于来到大

理。实不相瞒，小时候第一次听说这

座城是因为《还珠格格》。在剧中大

理就像一处世外桃源，远离纷争，爱

恨简单。故事里的处所总是脱俗，在

现实中的投影却大都难免招惹尘埃，

大理不会是乌托邦，只是个离天很近

的地方，随便去往哪里，都有酡红的

三角梅在余光里蓬蓬燃烧。苍山洱海

不是买门票才能看到的风景，她们安

稳沉默，与流云相依托，从来到大理

的那一刻起，就住进眼底。

 ［古城］

我们先在洱海公园绕了一圈，

然后去逛大理古城，实话讲，很失

望。总感觉古城该是一个值得慢慢思

量的地方，而不该是同几十人一齐挤

入一个展馆或是一处厅堂，仓促地拍

照片几张，然后风风火火乘电瓶车奔

赴下一个地方。古城内有名的景点确

实都一一看过，可留下的印象大多模

糊仓皇，最后记得的大多是在辗转间

隙匆忙尝过的那些小食味道怎样，反

倒失却了说“到此一游”的底气。

给我感觉最好的其实是当天晚

上从苍山门走进古城找餐馆时走过

的那一段小巷，因为在古城深处，少

有游人来往，店铺都布置得安静不张

扬，门前会有小狗眯着眼消磨天光，

石板路两侧的房檐宽大低矮，上面大

多生有细密轻软的青草，偶有二三野

花亭亭其间，竟也觉得惊艳。晚上的

古城和白天不一样，古城在晚上会

歌唱。路边的店里会传来手鼓的清

响，也有推车卖一些民谣唱片。那天

晚上我平生第一次走进酒馆，吸引我

的不是深巷酒香，而是歌声悠扬。那

是一家叫喜多的小店，没有服务员在

门口招徕顾客，玻璃门后面，酒馆老

板坐在一个不大的舞台上弹着吉他轻

声唱，蓝紫色的灯光随乐声旋转，把

周遭渲染得柔和，一切都是刚刚好的

样子，让我们一行人忍不住走进去坐

坐。听他从南山南唱到少年锦时，竟

让我有种他乡遇知音的恍惚，不由想

起了很多与这两首歌为伴的朝朝暮

暮。我很高兴，因为日后再听到这两

首歌，又多了一段故事可说——某年

某日自己曾被异乡的歌声感动得一塌

糊涂，却不是因为那夜有酒。

［喜洲］

第二天去了喜洲，镇口的古树

让人很想在它身边驻足久坐，或许风

吹过时，它会把千百年来看遍的兴衰

荣辱轻轻诉说。看着这棵树，即使是

少年也会忽然生出三生九世的沧桑，

在某一瞬有了些对永生永世的向往。

喜洲的游人比大理古城要少很多，大

多都挤在严家大院里。走在路上常有

白族老者从身边缓步经过，空气中有

炉灰浮浮沉沉，让人想起柴米油盐的

平凡生活。那些炉灰来自卖粑粑的店

家。喜洲粑粑确实值得一尝，个人偏

爱玫瑰蜜馅儿的，外皮焦黄酥软，蜜

糖甘甜清香，趁刚出炉的时候掰成小

块，烫得人倒抽冷气，却还是忍不住

去尝。我原本计划在喜洲小住两日，

无奈跟团出游，只能匆匆经过，没有

把小巷都走完，也没有看到古戏台，

希望来日会有机会弥补遗憾。       

从喜洲古镇离开后，我们前往

周城村做扎染。这门工艺真的很有

趣，从前不曾想过板蓝根和素绢竟也

能写一段姻缘。与江南的锦缎不同，

扎染没有太多繁复的花色，藏蓝和留

白调和成山水画的古朴，让人想起大

理清透渺远的天空和总是坠得很低的

云朵。无奈我太粗拙，在亲自尝试做

扎染的时候只能看着匠人穿针引线风

景万千，自己空留几句苍白的赞叹。  

［苍山］

只要来到大理，就能看到苍

山，然后你就会想，这名字是有多贴

切啊，是有多贴切。连绵不绝的群山

像是自上古洪荒起就蹲踞在那里的巨

兽，站在风里雨里云里雾里，苍茫蓊

郁的，看在眼里真是种叫人无路可走

的壮丽。乘坐索道上山，沿途都是高

大苍翠的松树和秀气的冷杉，偶有清

涧自山间蜿蜒而下。索道升得很快，

转眼云雾就已经到了身侧，洱海和大

理古城溶成一幅遥远而平坦的画，山

终究是模糊了天与地的界限，高与低

的距离。

下索道后，离洗马潭还有近一

千米，气温回落得厉害，那些在索道

上看不真切的山花野树都明晰起来。

栈道是沿着溪流修建的，一路都能听

到水声淙淙，循声望去也总有山花烂

漫。云雾停停走走，山景和游人也只

好放慢步子，在这样的温吞里若隐若

现。拾级而上，终于到了洗马潭，可

滇雾茫茫，放眼望去，近在咫尺的清

潭竟唯余雾气缭绕。遗憾之余只好离

去继续向山顶进发。

当山顶慢慢走进视野时，那一

直笼罩着我们的云雾也终于郁结成

冰雹和雨水，痛快又欢实地砸了下

来。方才明白“千峰随雨暗，一径入

云斜“是怎样一番盛景。我们加快步

子跑进山顶的休息站，屋里已经挤满

了人，雨幕把视线划得模糊一片，瓢

泼二字用在这里也是谦虚了。好在滇

雨性子直爽，来去匆匆，不似江南的

梅雨，淅沥过整个季节，让人柔肠百

转，心有千结。不久雨过天晴，云雾

散尽，天色清明，我们一行人玩着歌

词接龙悠哉悠哉地向山下走去，惊喜

地发现可以看到洗马潭了。其实也不

过是一泓寻常潭水，只因为在这苍山

之巅，又有着古时枭雄的传奇色彩，

方令人如此神往。如今回想，经过洗

马潭时唱过的歌说过的话和身边的人

仿佛还离得很近，可潭水如何澄澈，

却是记不真切了。

［北归］

从大理开往昆明的火车条件比

去时要好很多，但仍是一夜无眠。我

们彻夜打牌儿聊天儿，把完结的故事

讲给所有人听，一个晚上竟然这样轻

易就能消磨。这次旅行有太多故事可

说，其实离开后，会让我怀念大理这

座城市的不是某处风光，而是一些零

散的片段，比如那些九个人挤在一间

屋里玩狼人打uno炸金花的晚上，比

如在苍山索道车厢里丝毫不顾他人

眼光唱过的一首又一首歌，比如在熄

了灯的火车上偷偷泡好的方便面，比

如调不好角度的手电，比如两个活人

与一只蜘蛛的尴尬对峙，比如在火车

站变成凳子的行李箱，比如让人不

能理解的葡萄味儿蓝莓，比如熬了一

个通宵以后去吃早点时看到的麻青色

天光。可能我注定写不了好的游记，

因为我记住的都是这样空洞的边边

角角，但有时候我又觉得这样也未尝

不好，毕竟大理的高山流水是一直在

的，可那些瞬间却只能在某一刻归属

于某些人。

三年过去，很庆幸在自己身边

的一直是同一群人，这条路走了千百

个日夜，还好没有人走散。能一起走

过这一程，我很珍惜，也很感激。谢

谢你，谢谢每一个你，希望再过一

年，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我们还

能坐在同一列火车上把往事谈起，铁

皮南去北归都无异。

市的不是某处风光，而是一些零散的

片段，比如那些九个人挤在一间屋里

玩狼人打uno炸金花的晚上，比如在

苍山索道车厢里丝毫不顾他人眼光唱

过的一首又一首歌，比如在熄了灯的

火车上偷偷泡好的方便面，比如调不

好角度的手电，比如两个活人与一只

蜘蛛的尴尬对峙，比如在火车站变成

凳子的行李箱，比如让人不能理解的

葡萄味儿蓝莓，比如熬了一个通宵以

后去吃早点时看到的麻青色天光。可

能我注定写不了好的游记，因为我记

住的都是这样空洞的边边角角，但有

时候我又觉得这样也未尝不好，毕竟

大理的高山流水是一直在的，可那些

瞬间却只能在某一刻归属于某些人。

三年过去，很庆幸在自己身边

的一直是同一群人，这条路走了千百

个日夜，还好没有人走散。能一起走

过这一程，我很珍惜，也很感激。谢

谢你，谢谢每一个你，希望再过一

年，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我们还

能坐在同一列火车上把往事谈起，铁

皮南去北归都无异。

“一年多？”他狐疑地瞪着我。

“是啊，怎么了？”

“……这个，我就一实习生也说不准

疑难杂症，” 他伸手抹了把脸，正视着

我，“但是你的腿，不是好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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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我盯着卧室墙壁上的小篮筐发

呆。

我想了想，有点犹豫的站起身。

愚蠢的冒险，但是我得一试。

我在心中默数，三、二、一，

然后向着篮筐纵身跃起。

一阵钝痛像是千斤重坠一样拉紧我的躯

体，我的腿，连同我的灵魂，好似吊着千斤

重，我倒在地上，倒吸着凉气，紧紧地抱住

我看上去明明毫无伤痕，却格外疼痛的脚。

那种撕裂的剧痛，不像是来源于肉体，却是

神经里的，是每一寸逾越了身体极限，幻觉

一样无可击败的苦楚。

我被烈焰煎熬着，身躯麻木着，燃烧在

每一寸衣料上的火焰却是冷的，冷得像被冻

过的磐石。

睡梦中，我看见火红头发的男子安静地

阖眼，他的面容模糊不清，火光温柔的吞噬

他，将他一点点往深渊咽进。光明的尽头是

破损的空洞，就像一团生动的，活着的巨大

咽喉，像已死的子宫，像时光的黑洞，蠕动

着，一寸寸的把男人拉扯下去。

10
我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走访森岛的家，

他的家人依旧拒绝见我。

我清楚他的父母对我的愤恨。

我断了他们传宗接代的希望，我什么

都不能允诺他们的独生子，还导致了他的

失踪。

大概他们在猫眼的另一头窥视着吧，

带着不可原谅的仇视紧紧盯着我这个混

蛋——我已经视心头的刺痛为平常，我再

次鞠了一个躬，然后转身离开。

我的脚步声独自回响在空寂的走廊

里，一瞬间我好像听见身后传来熟悉的步

伐，熟悉的，汲着拖鞋摩擦瓷砖的声音。

我停住，回头，然后是一片空白。

森岛的家里隐隐约约传来他家人的抽

噎声。

11
意外之后我的情绪就一直很不好。

医生说这是正常的，大概人类经历风

险之后便会将歇斯底里视作常态。

但我知道还是有哪里不一样了。日益

变得更加暴躁而易怒的我，总是不安，像

是灵魂正在炙烤，正被撕裂。

我看向窗外，想起很多年前高中毕业

的夏天。和森岛一起痛快打完几场篮球

后，身体叫嚣着酸胀，耳鼓间不断放大的

喘息，两人一起傻笑，像是未来无可畏

惧，抬头看天也是这般绮丽的霞光。

他穿过大半个国家给我带土产，

他出警回来后的深夜撑着疲惫的身体

给我的拥抱，

他烧得焦糊的蛋炒饭，

他在暴怒的父亲面前紧紧抓住我的

手。

我剩余的所有有生命的色彩，都与他

有关。

残留的所有泪水，遗憾和痛苦，之后

的许多岁月，都像是被夺去了应有的份额

般，他不见之后，我的人生宛如寒冰，再

无颜色。

我弯下腰，慢慢把头枕在小臂上，前

额的碎发有些过长，瘙痒得我太过难受，

几乎要在这冰冷的晚霞中挤出几滴眼泪。

“……你在哪……”

你究竟在哪。

12
我收到了罗的包裹。他还是不按常理

出牌的神出鬼没，连给我的东西也难以理

解。

“希腊神话……？你给我这个干什

么？”

电话那头顿了顿，是罗一如既往平淡

如水的声调。“西西弗斯的宿命，便是一

生一世永无止境地推石上坡，一旦滚石到

达山顶，就会再度落下，”

“所谓永无尽头而又徒劳无功的痛

苦，”我听到他叹了口气，“奔走找寻，

却无法承受的领悟。”

我放下书，发了好一会儿呆。

寒意顺着洞开的窗棂倾泻进屋内，我

觉得背后总有那挥散不去的刺骨寒冷，便

走回浴室，拧开热水。升腾氤氲的雾气

中，我注视着镜中的自己。

无尽的晚霞映照着男人的脸颊，在他

的唇边落下明快的色调。他向后倒去，艳

丽的霞光忽的便灼烧起来，劈啪作响，红

发男人倒进那升腾的烈火中，逐渐褪色，

每一片云朵都燃成火苗，蚕食着他的面

容。

西西弗斯之石。

永无休止的轮回，永无止境的徒劳。

我伸手，指尖触上镜面，指缘在光滑

的平面上划拉出一道湿润的水渍。

“……森岛，”

陌生的，古怪的音节，沙哑的从我的

喉间敲出。

我看着镜中人陌生的面孔，一只手抓

起了潮湿的头发向后梳去。

“——森岛。”

像是尘封许久后的一次醒悟，神经质

的痛楚击中了我，我哆嗦着双唇，第一次

叫对了自己的名字。

被一手梳起的，我那潮湿的红色头发

根部，露出身为失踪的警察，森岛正人那

标志性的，夜空一般浓黑的发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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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货小分队的小编之一初到美国，最想念的就是烤串儿。羊肉
牛肉鸡翅鸡心牛蹄筋牛板筋还有馒头片儿——不管是在夏夜

三五好友喝着冰镇的啤酒，来上它几串儿，还是在冬日嘬着几口白
的取暖，大口吃肉无辣不欢，简单实在，咱就是好这口儿！
亚城的烤串儿店并不算多。接下来咱要聊聊的这几家，估摸儿着大
家也已经尝过鲜儿了。小分队在这儿所幸就来给大家做个总结，纵
向对比一下，看看咱下次馋串儿的时候去哪家比较合适；也欢迎在
评论区给我们补充，推荐被我们忽略掉的隐藏菜品！

京味园 · Beijing Kabobs 🍢
5090 Buford Hwy NE，Ste 103，Doraville，GA 30340

Mon, Tue  5:30pm - 12am
Wed, Thur  12pm - 12am
Fri, Sat  12pm - 1:30am

Sun 12pm - 1am
从名字上就不难感觉出，这家店的北方味儿十足。老板和老板娘说话
都是纯粹的京腔，进店吃饭总会跟他们聊上几句。别的不说，京味园
的氛围真的是无比的亲切。
菜品也沿袭了一样的风格。烤串的种类很全，在国内吃到的在这里基
本都能找到。不像日下越来越多的虚头巴脑儿的小店，京味园的分量
很实在，每一串都足够不紧不慢地细细咀嚼品味，眼大肚子小的
一些朋友很容易点多。肉质鲜美是必然的，盘盘都能唤起
记忆深处那些暖人心的味道，串串都能抚慰你日渐强烈
的归心。
小分队最喜欢京味园的地方在于，烤串以外的其他
菜品也很勾人心魂。西红柿鸡蛋面是每一位吃过
的朋友忘不掉的佳肴，有人说这滋味让他想起小
时候家里人给他精心煮的面条；小分队偏爱这
里的芝麻烧饼，没有馅儿，只有的芝麻和烙饼
独有的浓香，南方的同学品尝过后也是赞不绝
口；还有大碗的羊汤，汤浓味儿正，慢慢的都是
情怀；还有夫妻肺片、羊蝎子火锅、各种麻辣烫
串……京味园的菜单值得探索。
需要提醒的是，京味园的价格有一些偏高，性价比
和其他串店相比，不能说是最好的。但是对于来自
北京的小编来说，这里总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每次
一进门，叫上一句阿姨，听到一句“哟，来啦”，恍惚
间以为自己还在京城，还从未离开过。

Kochi Maru 🍢
5805 Buford Hwy NE, Ste 103, Doraville, GA 30340

Tue-Thur, Sun  12:30pm - 12am
Fri, Sat  12:30pm - 1am

这家串店走的则是韩风，店里的装潢简洁清新，冰柜里摆满了琳琅的
韩国饮料，主菜上来之前也会有可爱的小菜附赠。很其他串店不太一
样，Kochi Maru的串儿需要自己烤制，掌握好火候。DIY的设计，其实
可以让肉串更贴近你的口味；若是大家伙儿在一起聚餐，更是增添了
不少乐趣。
菜品上，Kochi Maru有很多独有的类别和惊喜的创新：比如烤鱼，猪
肉类烤串，鸭舌，烤年糕；凉菜类有海螺，猪头肉，猪耳朵，还有牛
百叶；虽说连菜谱都有韩文标注，而像水饺蒸饺这样的温馨款中国菜
还是会映入眼帘。在这里小分队推荐Kochi Maru的鱼豆腐和饺子，绝
对征服你的味蕾。

聚点串吧 · Kabobs House 🍢
3780 Old Norcross Rd，Ste 305，Duluth，GA 30096

Mon-Fri  1pm - 1am
Sat-Sun  11am - 1am

若是要比拼综合口味，小分队一定毫不犹豫地把聚点排在第一位。
当一家店的肉好吃的时候，光看菜单，光看串儿的姿色，你是觉察
不出任何端倪的。只要咬下去的那一口你才能发现，聚点的食材质
量完胜其他几家串店；跟火候没有太大联系，也无所谓添加的调
料，只是单纯地，他们家的肉质，太嫩太好吃了。小分队认为，评
价一家串店，其实尝过羊肉和鸡翅就足够了；而恰恰聚点踏踏实实
地做好了这两种串。给满分。
菜单很像是一家北京马路边被雪藏的精致的串吧。大家伙儿普遍爱
吃的一些串品一应俱全，诸如红油百叶，水饺，炒冷面，夫妻肺片
的其他菜肴也是彻彻底底让我折服。在这里还可以吃到肉丸儿，金
针菇培根卷儿，还有各种锅类。

🍢 90 Kabob 🍢
4897 Buford Hwy, Ste 123, Chamblee, GA 30341

Mon, Tue, Thur, Sun  2pm - 2am
Wed  2am - 2:15am
Fri, Sat  2pm - 3am

这里咳咳、小分队有单独写过推文！粉丝留言
也说，大抵确实是约会圣地。要不然一家串店
怎么会有这么多甜品：芒果班戟，杨枝甘露，
芋圆……90的店面是相比之下最小的，但暖心
的氛围会让你不知不觉得爱上它，和你对面的那

个人。

麻辣涮串 Boiled Skewer 🍢
2180 Pleasant Hill Rd，Ste B3，Duluth，GA 30096

Mon-Fri  11am - 11pm
Sat, Sun  11am - 12am

如果比起烤串儿，你更偏爱麻辣烫，那么麻辣涮串绝对是你的首
选，它是唯一一家专注做麻辣烫的店。店面很新，汤底有经典红油
汤，鸳鸯锅和原味骨汤锅。养生菌锅和海鲜锅也要来了哦！
麻辣涮串的北方口味儿从它蘸料里便可见一斑：最受欢迎的是经典
花生碎，经典芝麻酱和经典香油。个人感觉芝麻酱+腐乳+韭菜花的
搭配也很不错，这三种放在一起，一定要拌好搅匀！

除了冰箱里的串串肉，还有切片的肥牛，肥羊，五花肉和鸡肉。冰
箱里的串儿就很多了，味道和普通的涮串儿大同小异，只是穿在签
子的做法别具一格。价格绝对亲民，每个串串5毛，正常胃口的朋
友，人均绝对不超过$15。

亚村烤串儿合
集：山珍海味不如
撸串醅酒小火炉
---吃货小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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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港铁飞驰，灯光绚
丽，我拖着疲倦的身体

走出了观塘的办公大楼，在
M记拿好包食之后便坐上往东
涌的城巴开启日复一日的通勤
旅程。想到还有1个小时的车
程，我不免疲倦，便合上眼睛
休息，早上的一幕幕又在我眼
前浮现。

早上8点，我刚走进小隔
间，老板DAVID便着急叫我过
去，“阿忠啊，快来见CLI-
ENT！”还来不及吃一口早
饭的我匆匆来到DAVID的办公
室，看到了一位膀大腰圆，
满脸横肉的中年男人。“孙老
板，这是我的得力助手阿忠，
你的CASE包在我们身上了。”
中年男人瞥了一眼我，说道“
一看就是学生仔，到底行不
行？”我一脸堆笑，开始向孙
老板推销我们的保险产品。孙
老板在广东行商多年，资产亿
万，怎奈内地政府最近开始限
制资金外移，孙老板只能找到
我们来转移资产。作为香港仅
次于保诚、友邦的保险公司，
我们已经多次帮助内地富商通
过抵押保单的形式完成资产转
移，即使是上亿的资产转移也

不在话下。好不容易废了半天
的口舌，这个“肥孙”终于
同意签单，我心中窃喜，想
来今年的业绩无忧，升职也
有保证。我快速取来POS机，
见“肥孙”掏出20多张信用卡
准备刷单。见到此景，我和
DAVID都已经眼中放光，5千万
的保单直接GUARANTEE我今年
有600K以上的TAKE OVER。这
笔收入加上之前几年的结余终
于能让我供起沙田一套房的首
付，这样明年便可以同LAURA
结婚。看来当年弃“工”从“
保”真是正确的决定，要知道
当年我港大毕业在HP做了3年
的EE，每月入手也不过30K。
想到这里我愈发激动,拿起POS
机准备开工，恨不得把20张卡
全部刷爆。 “OH, SHIT!”试
了几张卡，发现都被DECLINE
掉，我便问“肥孙”是否是
信用卡额度不够。“怎么可
能！”“肥孙”大怒，“我看
是你们机器的问题。”我连忙
赔不是，又去换POS机重新再
试，可依然不行。“肥孙”既
尴尬又愤怒，对我和DAVID一
顿臭骂，便甩门而去。好不容
易到手的单子就这样黄了。

想到此处，我双拳紧握，
愤愤不平，赚不到钱又要受阿
陆仔的气，真是不可理喻。想
到这些年内地富人来港大肆消
费，抬高房价；蝗虫到处抢
奶，污染环境，如今我却还要
给他们赔上笑脸以赚生计，
真是可笑！此时，IPHONE响
起，我打开一看，BREAKING 
NEWS“在泛民派的支持下，胡
国兴当选香港第五位特首”，
我不禁激动，回归20年，中央
终于给到港人普选权利，废除
立法会功能界别，民主人士终
能当政。胡国兴此人原为资深
大律师，港区法官，多次强调
法治和香港的自主性。我激动
不已，觉得看到了香港的希望
与未来！董曾梁等人当政多年
简直是港奸走狗，出卖港人福
祉，如今民主福星来到，港人
终于自主独立，不用再看蝗虫
的颜色。城巴在大道上飞驰，
香港的夜从未如此美丽，我望
向中环，展望香港的未来。

三个月后。。。。。。
胡某人上台三月，连续推

出政治措施，限制内地自由
行，批准新界土地开发以增加
土地供应，更是连续发声与

2017年香港双普
选
Eric Ma
WRITING EDITOR

谷歌“广告门”
风波

广告行业的技术突破可以让广告以更低成本精准地找到自
己的目标消费者。但在对技术追求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

Xinyu Zhao
WRITING EDITOR

3月20日，英国著名日报《
卫报》震惊地发现自己的

广告内容出现在恐怖组织ISIS
以及纳粹支持者于YOUTUBE上
传的内容旁边。该报主要广告
投放方式是运用谷歌的程序化
广告平台DOUBLECLICK ADX，
而显然是该平台将自己的广告
放到了不合适的地方。该报随
即公开宣布停止了与谷歌的合
作，此后此广告平台的几大欧
洲客户如奔驰，HAVAS也宣布
暂停了费用支出，因为他们认
为谷歌无法保证对广告投放渠
道的监控。此事愈演愈烈，全
球各公司对谷歌平台逐渐失去
信任。截止3月27日，已经有
包括AT&T，VERIZON和WALMART 
等250多家公司撤销广告。分
析师预测谷歌将会面临7.6亿
美元的广告费损失，这也导致
谷歌股价下挫4%。虽然谷歌已
经做出回应会更加严格地界定
呈现广告的渠道，但是想要完
全解决投放问题仍然是一项巨
大的挑战。

是什么导致了程序的投放
失误呢？这就要说说什么是程

序化购买了。程序化购买是
广告行业目前流行的主流媒
介购买方式，其因为高效、
精准及无人工操作的方式，
被视为广告行业的一个技术
突破。平台可以将公司的广
告通过实时竞价的方式，自
动购买并且投放到成千上万
的媒介渠道上——当然广告
主也会限定自己的目标。通
常在YOUTUBE上看视频时跳
出的广告，或者手机游戏弹
出的广告，都属于程序化购
买的一种呈现。但这一次《
卫报》的广告乱投暴露了。
谷歌的程序化购买无法有效
地识别出投放媒介的负面风
险。好在平台的一系列策略
将错误投放的广告数量压到
了最小，因此带来的损失是
有限的。但是要根除这个问
题需要谷歌和YOUTUBE制定更
严格的内容政策，扩大评估
团队，所以短期内是无法实
现的。

程序化购买平台给谷歌
带来的收益是巨大的：谷
歌 2016年的收入增长主要

中央政府切割。长和系、新
鸿基等地产业大佬纷纷发声
反对新界开发计划，指其违
反基本法，乃至于联合向高
等法院上诉。中央政府对胡
某的大胆做法也采取回击，5
月以来大幅下调内地奢侈品
进口税率、限制企业赴港上
市、并屡屡发声暗示支持澳
门为另一个人民币离岸金融
中心。随着中港摩擦不断升
级，国际对港信心受挫，纷
纷采取观望态度，以至恒生
指数大跌，热心惶惶不可终
日。

又是一个深夜，我走出
大楼，却毫无心情享受夜的
繁华，半年来内地保险需求
大跌，公司裁员，我不幸中
枪。虽然金融业界多次呼
吁政府重视中港关系以维护
本港商业利益，但终是难见
成效。家门口，只见几个民
建联的志愿者散发着材料，
拿过来一看，苹果日报大标
题，“ 金融业大南进：港台
合作新南向”。

回到家，家兄SKYPE来
电，问我是否有意北上深圳
重操旧业做EE。我不禁犹

豫，这是窗外却传来阵阵嘈
杂声，我转头望去，两路游
行人马汇聚，一方“香港万
岁”，一方“爱国爱港”，
警察四布周围，我心中一阵
发蒙，对我哥说道：“什么
时候可以来？”家兄欣喜，
邀我明日便返大陆。于是我
打包行囊之后，便匆匆睡
下，窗外骚动依然，我心痛
又无奈，便迷迷糊糊地睡去
了。

清 晨 ， 手 机 作 响 ，
我 只 见 晨 间 新 闻 头 条 写
道：“2017年3月26号，林
郑月娥当选第五任香港特别
行政区长官。”原来都是一
场梦，我匆匆洗漱，换好衣
服，便前往城巴站赶去观
塘，半路匆匆拿走一份大公
报，只见上面写道，“…确
保香港法治、廉政、稳定发
展”。

来自于三大业务：搜索引
擎、YOUTUBE以及程序化购
买。它的广告收入在这一年
上涨了21%。但次轮事件之
后，广告收入受到影响，谷
歌必须保证投放渠道的内容
不会再带来任何负面因素，
根除潜在问题才可能继续保
持这样的增长。

广告行业的技术突破可
以让广告以更低成本精准地
找到自己的目标消费者。但
在对技术追求的同时，我们
也应该反思诸如大数据、程
序化购买这些手段，究竟可
以带来什么样的广告效果，
是否真的达到了投放目的，
消费者是否真的被打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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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会有期
——与中文报相处的四年
Shuran Hua
WRITNG EDITOR

时光荏苒，转眼间，已经是在EMORY的第四年，
大学生涯的最后一个年头，想来刚入学时青

涩的点点滴滴依然清晰地记在心中，怎么时间就“
嗖”的一下把我们带到了现在。回想过往的4年，
突然有了好多感触，感谢在这里的每一天，让我从
一个开口说英文战战兢兢，没那么有自信的小女孩
锻炼成了无论是在学校还是生活中都能大胆和他人
据理力争的人；让我学会了如何合理地支配时间，
合理地调整心绪，独自一个人面对、处理各种各样
突如其来的困难和挑战。我更要感激这个热情的校
园、美丽的城市，让我相识了好多导师、结交了好
多朋友，4年过去了，好多事都变了，连我自己都变
了，但是谢谢我的朋友们依然义无反顾地站在我的
身边，支持着我，鼓励着我，帮助着我——我知道
你们都会是我一辈子的朋友。

4年以来，真的有太多意想不到的经历以及数不
清相聚、分离，但幸运的是我依然待在报社里，看
着这个大家庭一路走来，变得更成熟，更有条不
紊，变得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加入我们，找
我们合作。这一切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真的突然
有了好多感动。应该有很多人和我一样，第一次知
道中文报是通过学校寄送的新生包裹，里面放着中
文报每年的新生特刊。当时看到这份特刊就觉得特
别实用，涵盖了包裹选宿舍、介绍食堂、如何办电
话卡、信用卡等一系列生活上的指南。同时，也觉
得这个社团一定很厉害，不仅发布的内容非常实
用，贴近生活，还能和学校合作，完成这么重要的
工作， 所以当创办人兼当时的主席张学长在上海见

面会找到我，问我要不要加入的时候，我毫不犹
豫地接受了，现在看来我真的是MADE A GOOD DE-
CISION。

从当年类似杂志的A-4版面改到了现在标准化
的专业报纸版面，从简单地使用WORD排版到现在
专业地运用INDESIGN编辑，从小小的20人社团到
现在60多人、EMORY中国人无人不知的大家庭，中
文报的发展与壮大真的是所有人有目共睹的。每
一个在报社里的同学都为之倾注了自己的努力、
时间与想法，这是大家的成果，不是一个人的功
劳。还记得在去年临选PRESIDENT之前，张学长找
我聊天时对我说的：“我们在报社里要做的不仅
仅是为了能在自己的RESUME上增添一份好看的经
历，而是真正地要为这个社团着想，为这个社团
努力，让他能够一届一届传承下去，变成一个大
家提到EMORY就能联想到的社团。”没错，我们就
是这样付诸行动的，我总是可以很自豪地说报社
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爱着这个集体，为之努力工作
着的：我们的TREASURER可以为了追讨打印的费
用一天又一天地跑去找SGA，一封又一封的邮件
发过去询问审批的进度；我们设计部的同学可以
为了完成一页好看的设计，不停地换图片，换字
体，换排版，夜深了还一遍一遍地修改，直到满
意为止；我们的宣传部更是不断地提高自己，挑
战自己，不停地寻思读者的口味，寻找创新的、
与时俱进的内容来编写公众号，甚至牺牲自己课
余的时间，花大量的精力，找赞助商，找合作商
等等，这样的例子真的数不胜数，作为一个在社

团里待了4年的学姐，真的不禁想对大家说一句谢
谢。谢谢你们这样不辞辛劳地努力着、认真着，
谢谢你们没有辜负已经毕业离开的所有学长学姐
的期望，把报社做得这么成功、这么好，带到了
今天的位置上，也要谢谢你们这么爱这个大家
庭，愿意为它继续拼搏，让它壮大。

前不久开会讨论本期报纸内容的时候，大家
都怂恿我写一篇感悟，当时还觉得我一定能洋洋
洒洒地写一个类似自传的文章出来，讲讲我在报
社的每一步，但真的下笔写的时候，我反而觉得
自己做的事情比起大家所付出的真的显得太渺小
了，所以请原谅我这个即将要毕业的老人把这篇
文章写得如此的感性，但也请你们相信这真的是
我最真实的、最饱满的感情。因为我和你们一
样，太爱这个社团了。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我
回到EMORY，还能在WOODRUFF LIBRARY门口拿到一
份中文报，也许上面的主编、编辑、设计人员已
经不再是我熟悉的人了，但是希望依然会是我最
熟悉的那份报纸，那种温暖。

再见中文报，我们后会有期。谨以此文献给为
中文报提出过想法、意见，为中文报工作、努力
过的所有人。

2017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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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hina Men’s National Soccer Team – 
Now where’s the road ahead?

Miracle did not happen on 
March 28th in Teheran. 

As always, history is hard to 
change. The national team failed 
to take away a single point from 
Iranians in Azadi Stadium at 
their sixth visit. Yet, the fans 
still gave the team their greatest 
applause for their unbending 
effort, as they are aware that the 
team, which had just offered 
us a great match against the 
Korean Team, has fought hard 
at this battle.

From Tashkent to Kunming, 
and from Changsha to Teheran, 
Chinese football fans have gone 
through desperation to mel-
ancholy, and they have hoped 
yet sighed. When China was 
0:1 defeated by Iran, UZ had 
just been victorious over Qatar, 
gaining a 7-points lead ahead 
of China. The slightest hope to 
enter the Play-off rounds left for 
the China was that UZ would 
lose the last three games while 
China would win all the remain-
ing games. Many people joked: 

they could only be promoted 
“theoretically”.

The Men’s Team had 
showed their unlimited po-
tential in the two matches 
with Qatar and Korea. What 
Lippi brought were not only 
tactical alternatives but also 
faith among the team mem-
bers. Fluent aggressive moves 
and steady defense were solid 
enough to fend off their oppo-
nents. Under Lippi’s instruc-
tion, the 37-year-old player 
Zheng Zhi returned to his 
familiar position in the midfield 
as a commander that integrated 
offense and defense, and he 
served as an important block-
ade that brought clean sheets 
to the matches. Feng Xiaoting 
was no longer satisfied with 
his defensive position. In the 
game against Korea, he took 
the initiative and broke through 
the other half of the field. His 
assistance reminded the fans 
of his previous years. All team 
members had proved, with their 

indispensable efforts, that they 
were struggling to bring back a 
ticket for World Cup. 

Perhaps this is their last 
chance. This team that aston-
ished us at Kunming, Chang-
sha, and Teheran is composed 
of members whose average 
ages were over 28. Most of 
them grew at the best age for 
Chinese soccer –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scandals. Those 
boys, including Feng Xiaoting, 
Gao Lin, Hao Minjun, were 
born in the 1985s and won the 
second place in AFC U-19 in 
2004. The team is lucky enough 
to have them, since they have 
received comprehensive train-
ing in their youth. They have, 
since then, secured a position 
as main forces in the league. 
Having gone through a series of 
important games and witnessed 
the darkest ages of Chinese 
football, they fulfilled their 
duties. 

However, the defeat at 
Teheran brings the team back 

to the origin. Although no one 
could criticize the team for their 
performance, the World Cup, 
when the final whistle blew, 
was farther away from them. It 
also leaves people wonder who 
will lead the team in the future? 
Players born in the 90s lack the 
fundamental training and expe-
rience in international games. 
No matter what the outcome 
is, the Chinese soccer fans are 
still glad to see each player 
running on the football pitch till 
the game is over. After all, this 
might be the closest moment to 
the World Cup for the team. 

The path is nowhere but un-
derneath each player’s footstep.

Jiyuan Shi
WRITING EDITOR

热剧热评
Irene Qi

WRITING EDITOR

《
鬼怪》刚完结，《三生
三世十里桃花》就立马
开启霸屏模式，再次掀

起一波国产剧热，随着电视剧
收视率上去的还有各种热门词
条，比如“大姑父”，一波接
一波的mid-term也被戏称为“
飞升上神在历劫”等，今日小
编就带你快速了解这部当红电
视剧，让你紧跟影视潮流。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根
据唐七公子同名小说改编，讲
述了青丘狐族帝姬白浅（杨幂
饰）和天族太子夜华（赵又廷
饰）的三生爱恨，三世纠葛的
故事。翼界神君擎苍向天族挑
起战争，身为昆仑墟掌门人的
战神墨渊（赵又廷饰）以自己
的元神封印了擎苍，留下女扮
男装为司音、借此拜师昆仑墟
的白浅，同年天孙夜华出世，
与墨渊竟生的一般长相。七万
年后擎苍破出封印，白浅再次
将擎苍封印，因此被封法力、
记忆和容貌，落入凡尘与夜华
相识、相恋，后被带入天宫。
天宫中，爱慕夜华的素锦屡次
陷害白浅，并让白浅误会夜华
冷酷无情，继而又害白浅被挖

双眼。白浅伤心欲绝，产子
后，纵身跃下诛仙台。因诛
仙台戾气破解封印，她恢复
记忆，为忘记夜华，饮下忘
情药。百年后二人在东海重
逢，夜华认出白浅，相随相
伴，再续前缘，更唤醒白浅
记忆。面对往日仇怨，白浅
问素锦讨回双眼，怎料又中
了素锦的计，再不肯原谅夜
华。此时擎苍再次醒转，夜
华来不及解释，亲自斩杀擎
苍，付出生命封印东皇钟，
面对魂飞魄散的夜华，白浅
悔恨自责，幸而三年后，夜
华苏醒，二人再续前缘。

作为翻拍的电视剧，必
然是要被原著党拿来和小说
比较的，作为一枚当年被原
著小说迷得不要不要的原著
党，小编表示这波翻拍真心
不错！原著内容没有被改得
特别大，白浅夜华的主线和
凤九帝君的副线都保住了不
说，一些原著里没有特别明
说出来的桥段也点了出来，
虽然一些细节还是改了，
比如白浅上夜华床的经典台
词，但是要知道广电总局也

不是白领钱的，原著党们要
理解啊。

除了剧情还原度，画质和
特效也是衡量一部电视剧的
重要标准之一，尤其是仙侠
剧，小编不得不说这部古装
戏绝对是继《琅琊榜》之后
国产剧画质的又一巅峰！画
质和之前的电视剧真心没得
比，看剧无数的小编当时也
是被做工如此精良的画质吓
一跳，就此开始一发不可收
拾地追剧。

说完了硬件，接下来开
始说说这部剧的软件了，也
就是演员。刚刚爆出赵又廷
饰演夜华君的消息时，不少
网友都表示伐开心，分分钟
要弃剧，觉得赵又廷的气质
演不了墨渊和夜华君的深沉
和对浅浅无言的爱，然而电
视剧一开播，大家就拜倒在
了“大姑父”的演技下，集
体被圈粉不说，纷纷化为赵
又廷的迷妹，就像大姑父微
博自己说的，“整容般的演
技”，粉丝们都表示赵又廷
成功用这演技将大家心里的
那个夜华整容成赵又廷的样

子，小编表示电影版的杨洋
压力得有多大。

总而言之，这部剧不仅做
工精良，演员们从主角到配
角也都证明了演技比流量重
要的硬道理，绝对称得上是
年度强推电视剧，不少粉丝
更是每天追剧等剧的同时前
前后后又刷了好几遍剧，眼
看着电视剧即将步入尾声，
凤九和帝君的副线也迎来虐
心结局，小编表示只求结局
不要太虐，坐等我大姑姑大
姑父大团圆！

最后，套用电视剧的经典
桥段和台词，祝大家早日飞
升上神，要知道，现在吃的
所有苦都是到人世间走一遭
经历的劫难罢了，剧本都是
司命星君早就写好的，但是
生活的精彩还是要自己活出
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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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杀辱母案者事件激起的千层浪
Mengtong Hu 
WRITING EDITOR

同样是一党控制两院，奥巴马政府在

2009年成功通过了《奥巴马医保法

案》，2017年3月14日，因为没有获得多

数派的支持，川普政府出台的医保改革草

案只能被撤回，其在众议院投票的进程也

被终止。竞选道路上，川普从来就没有停

止过对《奥巴马医保法案》的攻击，他甚

至称其为“我们国家的大灾难”。 2017
年1月21日，在入主白宫的第一天，川普

就迫不及待地签署了与废除《奥巴马医保

法案》相关的行政令。然而自我标榜“谈

判人才”的川普总统万万没有料到，新医

保法案会成为自己上任以来的第一个“大

挫折”，虽折腾了半天，但到头来还是竹

篮打水一场空。

这届国会中，民主党占据众议院近

190个席位，共和党占据了近240个席位，

本是稳操胜券的川普却并没有足够的盟友

来支持自己的草案：民主党一边倒，无一

例外投了反对票，反而共和党内部“窝里

斗”，有三十三个议员投了反对票。《纽

约时报》对这三个三个议员的选择进行

了详细的分析，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分居

IDEOLOGICAL SPECTRUM的两端，有十五个

人是强硬的保守派，要求彻底废除奥巴马

法案。十个温和派议员担忧川普新医保法

案会危害民生，导致包括穷人和老年人在

内的近三千万人失去医疗保障。剩下八个

议员因为各种其他原因拒绝支持川普，理

由之一是新法案会对“困难群体医疗补助

川普总统的四面楚歌

——医保草案分析

Zhaohan Li
WRITING EDITOR

（MEDICAID）”造成消极影响。

《奥巴马医保法案》自颁发以来

也是一直争议不断，其涉及到的“全民

医保”引发了很多人对于个人选择自由

被侵犯的担忧。对低收入群体的保费补

贴被很多人视为有失公平的“劫富济

贫”，他们认为自己的血汗钱被征收去

供养“懒惰的陌生人”。其他的不满来

源于保险公司盈利空间的减少，企业为

员工支付保费的负担增加等等。然而不

可否认的是，《奥巴马医保法案》施行

后，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数量大大减

少，下降了近百分之三十，近两千万人

拥有了医疗保险。

那川普的医保草案较《奥巴马医保

法案》都有什么区别呢？最主要的变化

有三点：第一，草案取消了对没有参保

的个人和雇主的罚款；第二，草案把本

来用于补助中低收入群体购买医保的财

政补贴，用于减免中高收入人群和医药

公司的税务负担；第三，草案废除了以

收入水平为标准的保险补贴，取而代之

的是以年龄计算的退税额度。从这些区

别里可以清晰看出，受到川普草案消极

影响最大的是住在城郊的低收入群体，

因为他们获得的税收优惠远不及城市居

民。而这些人在大选中是川普的坚定支

持者，也是共和党的主要选民。有点像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些选民好不

容易高呼着把他们的大救星送进了白

的城市司法现状。3.作为普通的老
百姓，我们应该如何的行使正当防
卫权。

令人更加感到心寒的是，案
中死者杜某曾涉嫌一起交通肇事
案。2015年9月30日，东古城镇一
名14岁女学生被撞身亡，身首异
处，肇事司机逃逸。这名女学生
的母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肇事当
天，杜的父母曾来给她送过东西。
她后来收到了中间人给的28.5万元
赔款，但自始至终没见过肇事者一
面。“交警说抓不到人。我一个农
民能怎么办呢？不然他得坐监狱，
他要坐监狱也就不会死了。”

这两个看似并不相关的故事却
反映了聊城这样小城镇的人情社
会，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关
系网的顶端就是那些你惹不起的
人。小心翼翼地做人，如果被 “
地皮蛇”招惹，也只能忍气吞声。
在这样的地方如果没有权力的话, 
呼啸而至的突发暴力，民主基本上
没有太多抵抗力和防御力。

这种不公平的事情也并非只发
生在小城市，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
市里，也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
情。一年前雷洋事件在网络上闹起
一片风雨，雷洋因为有嫖娼嫌疑被
警察抓捕，但雷洋反抗徒手制止他
的刑警，并坚称他们是假警察，随
后警察将雷洋带走，在途中雷洋身

体不适，最后在医院抢救无效身
亡。在后期对雷洋事件的报道中，
媒体有意强调做为人大硕士和刚出
两个月女儿的爸爸却花两百元去嫖
娼这个非主要细节，从而引起网友
的探讨。相关部门在回答问题的时
候，也并没有涉及过度执法这种更
为要紧的地方， 避重就轻式地回
应引得网友们的强烈不满。

最近几年，涉及普通人的个人
利益受到侵害的报道层出不穷，民
众们的讨论声也愈演愈烈。社交媒
体给了普通老百姓一个表达话语权
的平台。 很多凭借自身努力来打
拼的人看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看
到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与损害，都会
利用不同的途径来表达不满。当
这种不满的声音积累到一定大的时
候，社会治理层会开始重新审视曾
经的判决。从社会治理层的角度来
看，舆论的导向的确很重要，但是
究竟要从民意，还是法律，甚至其
他保证社会治安的因素，这真的需
要很多年的经验积累和对事件发酵
性的准确把握。也正是在这个层面
上，社会管理者们需要更多思考。
如果能从根本上保证普通人的权
利，将特权社会最小化，政府的威
信力也许会有质的提高。当然从量
变到质变，可能需要十年或者几十
年的积累。

于欢杀人事件，雷洋死亡事

“差异巨大的资源分配，让一部
分过于高光的生活掩盖了现

实，让笙歌高唱成为主流。只有偶
然这样的恶性事情发生时，才会重
新拨动一下普通人脆弱敏感的心，
大众一起，围观一路。”－EVENCE
伊文西，选自知乎。

前一段时间，山东聊城的杀辱
母案者事件成为了最热话题，在各
大社交媒体平台，许多网民纷纷加
入了这一场热议。以杜某为首的11
人高利贷讨债团伙长时间囚禁于欢
母子，对其辱骂、殴打， 用儿子
的鞋捂母亲的嘴、将烟灰弹入母亲
胸口。杜某甚至露出生殖器，疑似
有与于欢的母亲脸部接触 。多次
报警之后，警方才到达现场，仅给
出“要账可以，但不要打人”的说
辞，随后便离开现场。此前遭受了
奇耻大辱并被控制的于欢，情急之
下用水果刀刺伤了四人，杜某自行
驾车就医，并在医院与他人发生口
角，最终因失血过多身亡。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
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
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社会舆论一
片哗然，网民普遍对一审判决结
果表示不满。这次事件中，舆论的
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 判
决结果是否考虑到社会的道德标准
和底线。2.警方的不作为是否映射
了“黑白不分家“的中国某些地区

件，作为小概率事件，但却触动了
千万人的心弦 。民众参与实事的
空前积极性是中国社会不断优化的
一个标志。提出质疑—有关部门回
应—命中再质疑—再回应，在这样
的良性循环中民众得以了解真相，
管理层更了解民众的心声。信息时
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民主与上层的
交流的机会，警方以及相关部门需
要把握机会，及时回应，并毫无遮
拦的给出完整真相，说服公众，而
不是用胶带上封从而逃避。公众需
要质疑，但也要理性，并排除偏
见——比如，民主对警察暴力执法
的偏见和对政府勾结黑色势力的猜
疑。如果不从根本解决问题存在的
可能性，这样的偏见并不不会消
失，如果上下层交流的良性循环被
破坏，那么偏见将会演变成偏激，
甚至发生暴力事件。总之，我认为
民主参与司法正义的讨论是推进法
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

宫，刚刚上任，他就已经选择放弃他们

的利益以帮助中高层群体实现利益更大

化。

川普医保草案的流产或许也为这位

新任总统敲响了警钟，如何平衡好各方

利益，如何建立自己的权威，都是在制

定和推行政策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前路漫

漫，川普的其他竞选承诺是否也会遭遇同样

的命运？楚歌四面的川普究竟能否突出重

围？只有时间能够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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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Attack

A Car driven by a terrorist, Khalid Masoof, mount-
ed the pavement of the Westminster Bridge and 
ultimately crashed into the perimeter fence of the 
Palace of Westminster, causing several casualties. 
Then the attacker left the car and stabbed a police 
officer before Masoof was shot to death by the po-
lice. This tragedy, which caused five deaths and 
more than fifty people injured was officially identi-
fied as a terrorist attack by the authority, and the so 
called “Islamic States” (ISIS) claimed this attack. 

ISIS, an extreme Islamic terrorism group, had 
launched several attacks since 2016. In January, 
ISIS attacked a nightclub at Istanbul, leading to 39 
deaths and 69 injuries. In March, the Atatürk Boule-
vard in Ankara, the capital of Turkey, was attacked 
by car bombs, and thirty-seven people died in this 
attack. In the same month, Brussels Airport and an 
underground station near the EU headquarter were 
attacked by suicide bombers. Three months later, 
a nightclub at Orlando was attacked by an attacker 
who vowed loyalty to the ISIS. Forty-nine people 
died in this attack. In July, the capital of Bangla-
desh, Dhaka was attacked by ISIS terrorists while 
Baghdad, Nice, and Munich were also attacked in 
the same month. In addition, Turkey, Egypt, and 
Jordan suffered from a long-term terrorist assaults. 

Once Emory’s office Facebook account posted con-
dolence on two students’ deaths in Dhaka terrorist 
attack, many students shared that post, including 
even those students in the same class with the vic-
tims, and other student who transferred from the 

Oxford campus to the business school at the Atlanta campus. 
However, their lives halted tragically in the attack on Dhaka. 

When I was doing my internship in a German town, the attack 
on Munich happened. That was one day before the end of my 
internship. I was planning to travel around the southern Ger-
many, and Munich was one of my destinations. Although my 
family and I still went to Munich after the attack, we cancelled 
the trip to the Olympic Park, the place where the attack oc-
curred. This terrorist attack was so close to me that I suddenly 
understood terrorist attack could influence my life so directly. 

Unfortunately, the hatred toward ISIS has become an attack on 
the Muslim world. After the London attack, a twitter account 
named as Truth Bombers posted a twitter and stirred up con-

troversies about the Muslim. In this twitter, a woman 
wearing turban passed one victim in the Westminster 
Bridge without showing any intention to help. Some 
people condemned this lady fiercely and argued that 
is how a Muslim different from a Christian. Howev-
er, the photographer who took the picture explained 
that this lady was terrified instead of being cold about 
the victim. Later, the lady in the photo said she was 
not unconcerned about the attack at all. In fact, she 
talked with other people and tried to offer help, but 
since there were already so many people helping the 
wounded person, she decided not to make any pos-
sible chaos and therefore left. However, all of the 
above information was not presented in the photo. 

The photo itself means nothing but the hatred toward 
the Muslims. Not only in Britain,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also experienced similar prejudices 
against people who worship Muslim. After several 
racial Islamic terrorists attacked some Chinese cit-
izens in 2014, the public started to point fingers to 
Uygur ethnic group, who generally practice Muslim.

It is inappropriate to develop such indifferent ha-
tred attitudes toward the Muslims ethnic groups, 
and the reason behind this hatred is that the brutality 
of ISIS. These extreme Islamic individuals threaten 
everyone’s normal life, causing people to have the 
abnormal sentiment toward the Muslims. The dam-
age of prejudices caused by ISIS should be notic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as well as the authorities. 

Baker Lu
WRITING EDITOR

Recently the THAAD incide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had been discussed vigorously. 
Beginning from last June, the discussions and po-
litical conflicts surrounding THAAD unsurprisingly 
stayed in focus, further proving its significance.

Thinking back to the series of political affairs con-
cerning South Korea: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anning Korean entertainment, the technical incident 
of Samsung Note 7, and the scandal of President 
Park Geun-hye’s relationship with Choi Soon-sil. 
The cultural export was limited, vital component of 
domestic economy was degraded, the president who 
was elected with high expectation tangled herself in 
scandals and was impeached. South Korea, the 11th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a highly-developed 
country with strong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sud-

range of 2,000k, meaning that once THAAD was deployed, 
a large part of China would be under its surveillance. Ap-
parently, this is unacceptabl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face of significant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the 
Chinese people had no choice but reduce their consumption 
of Korean goods due to government policy. When the stra-
tegic balance of North-eastern Asia was broken, and Uncle 
Sam is able to do whatever he wants to your country, no 
matter what promise he gives, you would definitely think 
twice before voice any complaint to the government about 
your favorite Korean TV-show or cosmetics. When it comes 
to foreign 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 even personal safety, 
the Chinese people are pretty rational about their priorities. 

Unfortunately, for American’s satellite South Korea, 
along with its president, now officially former-presi-
dent, and its group of enterprises who have trade rela-
tions with China, it is time to play the scapegoat. They 
were forced to sacrifice their interests for the great-
er good of the great America under Donald Trump. 

Park Geun-hye, the first female president in South Korea, who 
lost both parents to political assassination and never married, 
turned to be nothing but the protagonist of an international 
scandal. She worked for decades to reach the position where 
her father once dominated, but had to lose it for her im-
prudence and the political gambl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eavily affected by history and geography, South Ko-
rea, the once Japanese colony became a regional super-
power with tens of millions of populations. However, 
despite its strength and influence, South Korea found 
itself struggled to live between a newly raised to-be su-
perpower and “the” superpower, with no better choice.

The THAAD Incident
Peiyi Zhang
WRITING EDITOR

denly gave the world an impression of vulnerability. 

It is important to know what exactly is THAAD, and 
why the deployment of THAAD would raise such in-
tense concern in Chinese government. THAAD, or 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is one of the few 
defense systems that could intercept large-scale bal-
listic missiles. Its interception of missile features high 
precision, large scale and quick response, a truly golden 
fruit of American military technolog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that get Chinese government alarmed 
is that it theoretically could intercept the Dong Feng 
Missile (ballistic missile with varies range). Why “the-
oretically”? Because neither China nor United States 
want to test whether THAAD could intercept a missile 
designed to deliver nuclear weapon. 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the radar of THAAD was claimed to be the most 
efficient land-based radar in the world, with a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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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T

马上要开始暑假了

大一大二的你有

什么打算呢？

爸妈是否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国内XX顶级公司的实习？

可是，你知道

在简历上这些实习的价值到

底有多少吗？

一、哪家实习对于求职主申

请季更有价值？

1）国内拿实习拼的是你

爹；美国拿实习拼的是你自己

美国顶级公司有非常严格的

申请流程，正式的暑期实习（

带RETURN OFFER的项目）只面向

大三的学生开放。因为公司希

望实习生们结束暑期实习后回

校学习一年后，再全职进入公

司效力。当然也有些公司有大

二项目（比如高盛的SOPHOMORE 

PROGRAM），但是这类项目竞争

非常激烈，每年全美名额个位

数。所以，这么多大二就有高

盛，中金，中信等顶级公司的

实习经历，而且地点在国内的

同学，99%都是通过家庭关系进

入。因此到了大三主申请季，

这些大一，大二BIG NAME实习在

简历上就没有什么份量，因为

美国公司知道：国内拿实习，

拼的是你爹；美国拿实习，拼

的是你自己。

2）项目参与度高，学习机

会多

国外小型的金融公司比如

精品投行、私募、股票交易机

构，公司规模小，但是因为人

少，所以很多时候实习生学习

一两周后，是被当做全职分析

师来用的，比如自己搭建一个

金融模型。因为给予的责任

多，压力大，相应的学习空间

大而且个人成长快。

而很多国内的实习缺乏系统

培训以及相应的实习生考核制

度，所以很多时候这类实习的

工作内容也比较散漫枯燥，很

难参与真正的项目，丧失了实

习本身的目的：去了解公司业

务、增进对相关行业的认识。

我接触到的很多在美国小型

金融机构实习过的学生，大多

数对DCF/LBO这些模型非常了解

而且自己有过实战经验。而在

国内知名公司实习过的反而很

多问题一问三不知。这就是差

异。只有真正的参与到一个项

目当中，到了大三主申请季面

试的时候才有内容/故事可说。 

3）体现一个申请者对一个

行业的重视程度和长久兴趣

大公司的流程是公司开放

式申请，申请者可以在官网上

直接申请。小公司的申请是不

透明的，由于招人需求少，仅

有的一些职位机会几乎是被主

动找上门的申请者给拿到的。

而这些申请者在找上门的时候

是通常不知道该公司是否招人

的，也就是说拿到小公司OFFER

的申请者大多是通过海量COLD 

EMAILS以及NETWORKING拿到的，

这个就体现了一个申请者对这个

职位对这个行业的重视程度以及

PASSION/INTEREST。

4）CULTURE FIT的力证，你

在文化融入上完全没问题

美国对于申请者是否能融入

公司文化（CULTURE FIT）的重

视程度远远高于其他考量指标。

最直接的证明CULTURE FIT的就

是有美国本地的实习。因此，地

理位置非常重要。你简历上右边

的那一列地址是大公司看国际学

生简历第一眼看的地方。

NEW YORK IS BETTER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US.

US IS BETTER THAN ANY-

WHERE ELSE IN THE WORLD.

总结：一个在大三求职主申

请季很有竞争力的简历，就是一

份积累了大一大二全是美国本地

实习经历的简历~

2017暑期将至

你还没有实习？

为了助你一臂之力

WST为你网罗了热门行业的

美国实习

二、WST美国暑期实习计划

6月份快到了，你还没有暑

期实习？

最后的关头，我们在最后关

头

奉上几大顶尖行业的实习岗

位

总有一个是你心仪的

WST美国精品实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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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学生保证拿到2017暑期实习

报名实习或VIP MENTORSHIP

请联系WST顾问团队微信ID：WSTXAC0
注：VIP学员享有本次实习高额折扣

和优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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