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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新校长来了。。。吗？ 

12. 《太子妃升职记》此剧有毒 

06. 快播庭审，世纪之战 

        撰稿 吴徐栋 

 

二月八日，便是一年一度的中国传统节日“春节”了。春节是指汉字文化圈传统上的农

历新年，俗称“年节”，传统名称为新年、大年、新岁，但口头上又称度岁、庆新岁、

过年，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春节被普遍认为是个辞旧迎新的日子，所以虽定

在农历正月初一，但春节的活动却并不止于正月初一这一天。从腊月二十三小年节起，

人们便开始“忙年”：扫房屋、洗头沐浴、准备年节器具等等，为的是给新的一年开个

好头。春节也是祭祝祈年的日子，人们常常借此酬谢诸路神明过去的关照，并祈愿在新

的一年中能得到更多的福佑。春节更是全国人名娱乐狂欢的节日。元日以后，各种丰富

多彩的娱乐活动竞相开展：耍狮子、舞龙灯、扭秧歌、踩高跷、杂耍诸戏等，为新春佳

节增添了浓郁的喜庆气氛。 

 

当然， 春节也是个享受美食的节日。春节吃年糕，寓意万事如意年年高；北方年夜饭有

吃饺子的传统，虽然各地吃饺子的习俗也不相同，但吃饺子都是为了表达人们辞旧迎新

之际祈福求吉愿望的特有方式。在江浙，上海等地，大年初一早晨都有吃汤圆／元宵的

习俗，是取“团团如月”的吉祥之意。当然也不能忘了春卷：吃春饼讲究将和菜包起

来，从头吃到尾，叫“有头有尾”，取吉利的意思。 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当然也不能忘

了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春晚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新民俗，新文化”，是每年除

夕夜必看的电视大餐。虽然大家身处茉莉，但也希望大家能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一起观

看并分享春晚的乐趣！这里也祝福大家春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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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万圣节去过校长家活动的同学们都应该记得我们的

校长 James Wagner 那憨态可掬的笑容。但天下没有

不散的筵席。Wagner 校长在陪伴了埃默里师生十二个

年头之后，将与 2016 届的同学们一同从埃默里毕业。

接踵而来的，自然就是新校长的选举。作为埃默里华人

群体的发声器，SEN 对数位埃默里教职员工以及在校学

生进行了采访。接下来我们将与大家分享他们对新校长

选举的看法，以及对埃默里新校长的期待。 

 

戴君怡：Yvonne 同学, 请问你对明年换校长这件事情有

什么看法？ 

 

Yvonne Zhao: 我觉得每个校长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 

但是我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新的校长更加强。 

 

戴君怡： 那么你对新校长有些什么展望呢？ 

 

Yvonne Zhao: 我希望新校长能改善 DUC 的伙食， 并

且照顾到各国学生的口味。 比如说，早饭的时候可以有

荷包蛋或者煎鸡蛋，中饭的时候能有鸡汤面，鲜虾小馄

饨，热干面，香菇包，粉丝包，腊肉肠粉，晚饭可以有

担担面，红油抄手，还有好多好多其他吃的。最好还有

芒果冰沙，花生冰沙和红豆牛奶布丁冰沙。说到住宿的

问题，希望新校长能让学生在放假的时候也能住在学

     

        撰稿 戴君怡 

 

         

校，不需要搬出去。还有能减少 summer storage 

fee。寝室每层楼都能配有厨房，灶台和锅子。最好能

给水龙头接上滤嘴。最后我希望新校长能去掉 emory 

hospitial 的挂号费。这样就完美了。 

 

戴君怡：赵青同学，请问你对明年的新校长有些什么展

望？ 

 

赵青：我希望新校长能让我们吃的更好点， 并且能在宿

舍里装摄像头，这样就可以防止偷东西之类的事情发

生。 

 

戴君怡：Kent 同学，请问你对明年的新校长有些什么展

望？ 

 

Kent Zhang：我希望新校长可以赋予学校更多的学校

荣誉感，通过推广校园内的体育比赛和增加更多与别的

学校交换的机会。我个人建议学校每年提供一个全年主

题，这样就可以联合更多的学校进行参与。 最后我想

说，我大一的时候 Emory 还是前 20，大四就跌出去

了。新校长如果不把 rank 提上来，我就要求退四年学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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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 沙仲文 

         

采访者：吴徐栋 

受访者：Yuhai Ren 教授 

 

首先，我非常感谢 Emory 现任校长 Wagner 积极的态度以及他对于我们工作的支持。特别是在去年的时候，当孔

子学院总部主任徐林女士来访 Emory 的时候，通过 Wagner 校长的沟通和帮助，我们成功的创建了更多在 Emory

的中文教授的职位，所以我认为 Wagner 校长对于我们孔子学院工作是非常支持的。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任校长也

能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并且也能对孔子学院大力支持。孔子学院也会尽我们所能来帮助学校完成教学使命，特别是在

学术研究和社区拓展方面。Emory 有着超过一千人的最大的中国学生团体，所以我十分希望下一任校长能够支持

孔子学院举办的一些文化交流活动，例如学术讲座，社区活动等等。顺便说一下，我们的孔子学院负责人，蔡荣教

授，和我们的副教务长，Weinwright 教授，有着很好的联系与合作关系，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维护这良好的合

作关系。此外，由于我们与中国南京大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希望 Emory 大学也能在将来与南京大学有更多的

学术交流机会！ 

 

采访者：吴宇轩 

受访者：黄皓教授 

 

大家好！我是黄皓，现在是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的助理教授，这学期我教的课程是 An Introduction to 

Optimization Theory, 翻译成中文大概是“最优化理论简介"吧。因为我是上个学期才来到 Emory 的，对于现任校

长即将于 16 年离职和即将进行新校长选举这件事情，我也只是有所耳闻，并不知道更多的内部消息。至于对于新

校长的期待，大概就是希望能更多的重视 STEM 学科，然后在 fundraising（资金募集）方面能比前任更加有经验

和更成功吧。我以前并不知道 Emory 中文报，收到你邮件之后看了几期，内容相当有趣，关于在亚特兰大生活方

面的信息也很实用。你们可以适当宣传一下，这样更多中国老师/学生或者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人才能知道。 

 

 

 

 

 

 

 

 

 

 

2016 年伊始，ECTC (Emory Chinese Theater Club) 

即将推出开年新剧 《柔软》。继 2015 年年末的收官

之作《中式英语》后，《柔软》将是 ECTC 又一次大

胆的尝试。 

这部戏讲述的是三个人的故事，但同时也是身份十分

特殊的三个人的故事：三个完全不同的年轻人，三个

“女人”，三种不同的爱情观，三者之间两两兼容与

冲突并存的关系，以及一场只有三个人的婚礼。 

从“柔软”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来看，这部戏并不是以

犀利的言辞和直白露骨的阐述为主。恰恰相反的是，

这部戏透过极限的运用直白甚至有些令人诧异害羞的

言语，将每个角色所表达的内心世界的最后一块遮羞

布给扯开，直达灵魂深处。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和惊

愕，再到逐渐的适应，最后再到严肃的思索和感动。

也许八个字能很好的概括这部戏：“撕开身体，直达

灵魂。”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块柔软，而《柔

软》这部戏，就是一次让你身临其境地体验主角之间

求同存异的柔软，也是对自己内心那一块的深度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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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的书里，我很多次想捏死斯内普。很多人说，JK Rowling 在第一部就已经铺下伏笔，说明斯内普不是坏人，但是谁能否认他

做过多少丧心病狂的事，说过多少尖酸刻薄的话。我真的不相信一个忠实的 Harry Potter 迷能非常的爱这个人（Anyway，这是

个人看法）。 

 

如果说斯内普是一个成功被 JK Rowling 洗白了的人的话，我觉得邓布利多应该是一个稍稍黑化的角色。我觉得多次看完书以

后，总结的看一下邓布利多的一生，就是邓布利多指挥着所有的人干他想干的事情。邓布利多想得到死亡圣器，他利用他的朋

友，牺牲了自己的家人。邓布利多觉得世界和平是消除伏地魔，那他就带着所有人反抗黑势力。邓布利多机智，有远见，但是冷

血，势利，不在乎他人的死活。我觉得邓布利多就像养一只待宰的家禽一样养着哈利波特，反正最后的结局就是邓布利多知道哈

利波特迟早要死。还好哈利波特有主角光环，死了以后还能在梦里逛一圈再回来。看前几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邓布利多就像一个

无所不知的人，特别的神，但是越往后看就越觉得这个人性格也不是我想的那么大气凌然。（虽然他死的时候我哭的超伤心）后

面几部 JK Rowling 成功黑化邓布利多，可能也是不想把一个人写的太圣洁吧。 

 

其实不知道其他人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整本书看下来，我最喜欢的角色不是男主光环的哈利波特，不是机智的赫敏，而是罗

恩。多亏了这个傻朋友，哈利波特才能成他应该有的样子。我觉得罗恩就像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他的生活中除了

帮助哈利波特完成复仇，还会吃醋，还会犯错，还会生气，还会放弃。他更像是一个真实的角色，不是哈利波特那种 “我要完

成天下大业，杀掉恶势力来造福人类”。 

 

当时正在上八点半 CS 课的我看到了斯内普教授的去世的消息，让我不禁想到了很多原来哈利波特的故事情节。我一直超级伤感

哈利波特完结了，毕竟，我 11 岁生日的时候，我认真的等着猫头鹰给我寄来霍格沃茨的录取信；毕竟，我等 Emory 的录信都没

有那个一半认真。 

 

 

 

 

 

 

 

 

 

 

 

 

 

 

 

 

 

 

 

 

 

作为一个哈利波特的死忠粉，Alan Rickman 的去世真的挺令人伤心

的。虽然我对于这个演员的其他作品真的没有任何了解，但是不得不

说他演的斯内普非常的逼真。我的脑海里大概没有别的演员可以来演

这个角色了。上一次在娱乐新闻上看到 Alan Rickman 的名字，还是

说他终于结婚了，没想到第二次看到他的新闻居然是逝世。他把斯内

普的阴郁，油腻，深情都演得非常传神。那么多名场面里，我记得最

深刻的是第四部《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电影里面，哈利波特和罗恩上

课讲话，斯内普拿书打罗恩的头的场面。真的很难想象，一个如此

mean 的角色就这样去世了。 

 

其实，斯内普是很多人喜欢的角色，特别是他一句“Always” 融化

了多少人。但是说句实话，作为一个把哈利波特从头到尾读了不下 10

遍的人来说，我很难对这个角色产生多大的喜欢。毕竟在前六本 

 

 
撰稿 哈利波特的远房亲戚 

爱茉莉大学全球中国链接 

 

爱茉莉大学全球中国链接（Emory Global China Connection）是 60 多个

GCC Global 分支之一，作为一个非营利文化组织，我们致力于创造中国学

生与非中国学生文化交流的机会，提高学生社交能力并且加强多国之间友好

关系，为学生日后成功打下坚实基础。 

 

爱茉莉大学全球中国链接将在 2016 年 3 月主办美国南部地区的中国峰会。

这是一个让参与者社交和赢得奖励的良好平台。今年我们仍然采用案例竞赛

的方式举办中国峰会。现在的主题是网络发展与互联网信息安全。峰会希望

多元化背景的学生一起参与讨论，解决中国现阶段的问题。学生可以深化他

们对于网络环境的知识，发展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加强研究和展示的能力。

评委和发言人可以从中了解年轻一代对中国互联网时代的看法和创造性解决

问题的方式。竞赛一共有两个阶段，第一步在网上第二步在舞台上。学生将

会创造并且展示对中国现有问题对解决方案， 角色扮演政府雇佣的咨询人

员。每一队的解决方案都会依照创造性和可造作性被评分。 

 

我们欢迎您来参加中国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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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ECC publicity 

 
 

撰稿  赵新渝 

 2015 年 8 月 11 日，随着中国中央银行启动汇率改革，人民币开始“惨烈”贬值， 对美元的汇率仅仅三天便从 6.1162 暴跌至

6.4。距今已五个月，汇率继续走低，并在 2016 年初突破了 6.6。 

尽管央行不断调控，但收效甚微，汇率始终在 6.5-6.6 的高位徘徊。对于留学生而言，人民币的突然贬值无形中增加了留学成本；对于外贸

而言，显著增加了进口食品的价格，也给国际股票市场带来巨大下跌，震荡全球经济。许多人把这次贬值完全归结于汇率改革带来的波动，

其实汇改只是导火索，国内外的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才出现了如此巨大的跌幅。 

 货币汇率是由其中间价决定的，真实交易汇率在中间价附近波动。过去人民币中间价都由央行决定， 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高于市场

需求价格，政府抬高汇率短期提升了人民币的价值和市场权重但也带来了不断增长的汇率下行压力。2015 年 8 月 11 日汇率改革的措施是央

行不再把控汇率，将中间价决定权交还给市场，释放压力，让汇率回到市场需求价。因为市场需求价低于央行原来确定的中间价，一下子出

现了人民币贬值。 

但这只是表面原因，深层次的因素在于：最近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生产力逐年剧增，人民币也一直升值，对美元汇率在 2014 年 1 月一

度到达历史最低点 6:1，累计升值 30%至 40%。虽然人民币升值证明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迅速提升的地位，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副作用：

过度升值、人民币价值超过了市场期望。因此汇改应该是一个契机，使过度升值的人民币下降到正常水平。 

 2015 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从每年 GDP 提升 10%以上放缓到 6.9%，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人民币的强劲涨势也该终结，继续维

持高位只会增加调整压力。由此可见汇率改革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人民币贬值不仅释放下行压力，也同时顺应了 GDP 的增速放缓。 

同时美国退出 QE（量化宽松），美元存款利率增加，市场对美元需求增加；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放缓，人民币前期升值幅度过大，贬值预

期强烈，对美元汇率势必下降。 

 回过头再来看中国外贸形势。当前，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尤其是原油价格下降明显，已经接近极低位。人民币升值虽然可以在进口

贸易上占优势，但如果在价格低位上继续升值，显然弊大于利，停止升值也很有必要。 

对于此次贬值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经济的返璞归真，也有人认为这是一次竞争性贬值，意图增加出口。大幅度贬值确实会对中国出口有帮

助，但也是经济自我调整的重要环节。从 6.6 到 6.1，跌幅 8.1%，不小但也不足以到达竞争性质（国际上一般把 20%以上的贬值定义为竞争

性）。再从各种因素进行分析，我们更应该认为这是一次调控，一次为了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变革。 

 关于未来汇率到底会下跌到哪里，答案是不确定的。各大银行也开始对人民币最终汇率进行预估，基本都在 6.69 到 6.9 之间。人民

币仍有贬值的预期，未来很可能会继续下跌。最后，不可否认的是持续十年的“疯狂”升值已经结束，人民币汇率正式步入市场时代。 

 

 

ECC 一年一度 The Voice 即将盛大开幕! 

你爱唱歌吗？敢唱你就来! 

如果你爱唱歌，那么不要犹豫，把握机会报名参加吧！ 

在青春飞扬的日子里，show 出你的歌声! 

 

详情活动以及报名信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埃默里信息平台 ECC】以及 Facebook 主页【Emory China Care】。 

 

活动时间：2 月 26 日晚上 6 点 30 分 

地点：White Hall 208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成为我们的现场观众，来到现场支持你所喜爱的歌手， 

投出你心中神圣的一票，为你支持的歌手加油！ 

门票：$5/人 

购买方式： 

Wonderful Wednesday @Emory China Care Table 

也可以通过 ECC exec board member 购买门票 

The Voice 活动当天现场也可以购买门票 

 

活动所得都将交由半边天基金会统筹安排，用于资助中国孤儿的医疗和教育。 

ECC 全体成员期待你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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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海淀法院对“‘快播’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被告人王欣、吴铭、张克东、牛文举进行公开审理。 

面对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指控，王欣和快播 3 名高层均否认控罪，认为自己无罪，截至 8 日晚间，庭审阶段已经结束。对指

控事实也有意见，王欣称，快播是不具备传播属性的，也不提供内容给网民。 

此事也引发了广大网友的激烈讨论，而王欣在庭审期间的语录也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 

语录： 

1、王欣：快播的工资不高，为什么这么多人到快播来工作，为什么在公安查封下，仍然有很多员工周末加班，快播的员工为什

么会要拼了命的违法呢？ 

2、王欣：约炮不可能成就陌陌的今天，假货不能成就淘宝的今天。满足小众的需求不能成为主流。 

3、王欣：色情网站不是互联网的主流，不信你找两个色情网站给我看看。 

4、辩护人：相关监管单位对快播播放器被利用来看淫秽视频的态度是行政处罚，类似受到行政处罚的还有其他好多家。嗯，不

想一一列举。 

5、辩护人：微信工具从开发到现在，是有多少刑事案件是通过微信传播淫秽视频的，还有百度云，网易云，这个云那个云的，

对还有 QQ，QQ 最严重。为什么不去关停腾讯公司，百度公司。 

6、辩护人：第一，快播不是发布工具；第二，快播没有为淫秽视频提供空间。缓存服务器的文件用快播软件是无法直接打开

的。第三，快播和包括网联光通在内的运营商在没有收费的合作关系。 

7、辩护人：类似快播的案件，日本有，美国有，技术公司是不承担责任的。快播案在国内是第一起，很有代表意义。 

8、辩护人：我能不能问下公安部门，现在存在多少淫秽视频网站？如果说不清楚，我认为是 5000 个，快播屏蔽 4000 多个，

我认为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9、辩护人：证明快播一直在跟网监部门进行密切合作，自纠自查，并且超额完成任务。快播公司从来没有放任过淫秽信息在快

播服务器流通的。 

10、辩护人：快播 1000 多台服务器，怎么就直接奔着这四台来了呢？你怎么锁定的呀？只能说四个字：动机不纯！（辩护人认

为，这是在有意针对快播。） 

11、辩护人：我们手机天天都能收到诈骗信息，为什么中国移动不转型？ 

12、辩护人：我们并不是想要让法庭认定快播无罪，而是快播本身就无罪。 

13、辩护人：公诉人提醒我们关注行为，但是公诉方没有任何理由证明快播存在放任淫秽视频传播的行为。在深圳网监那，快

播是过关的。 

14、公诉人：希望不要再打着高新技术的幌子，认为自己无辜。 

15、王欣：如果你们听说了快播是一个看色情网站的播放器，您会安装吗？我相信不会安装。我恨色情网站咬牙切齿，他们抢

走了我们用户。快播不是色情网站的受益者，是受害者！ 

16、王欣：技术本身并不可耻。 

对弈 

（公诉人陈述自己的观点，主要是表达快播方面在拦截淫秽视频方面做得不给力） 

辩护人：希望公诉人要有事实依据，不要带自己的感情色彩。快播由于以前在互联网安全方面做出贡献，被深圳网监部门授予

奖励，得到互联网安全方面的表彰，而这个获奖正是在服务器被查封前后。 

公诉人：本案犯罪主体是快播公司，王欣是负责人，有不可推卸责任。快播公司以技术开发为中心，多年来，只管技术，不问

内容，使得快播成为和淫秽视频有挂钩关系。即便快播关闭后，仍然有很多通过快播搜索淫秽视频。对于王欣，建议判十年以

上，并处罚金。 

王欣：我谈自己的想法，公诉人列举了这么多证据，在我看来存在很多逻辑错误，互联网常识错误，以及偏见。公诉人通过搜

索关键字说明快播和色情网站有关系，这是不合理的。色情网站不是互联网的主流，不信你找两个色情网站给我看看。约炮不

能成就陌陌的今天，假货也不能成就淘宝的今天。 

辩护人：公诉人说为什么快播不改进业务，那为什么 QQ 和百度不去更改业务？不去终止微信业务，不去终止 qq 业务？因为

技术是没有标签的！ 

不能因为有人用菜刀杀人了，就说菜刀公司有罪。不能因为说有人用电脑犯罪，那就说电脑公司犯罪，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

么社会必定大乱！快播曾经受到行政处罚，百度、QQ 也都受到行政处罚，这些公司有变化吗？没有！ 

辩护人不是说拉谁下水，我想说的是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一些不良后果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个不良后果就一定需要刑事手段处

理吗？作为工具的开发者是不承担责任的。 

硬盘一会多一会少，到底是多少个？里面到底是几个缓存？到底是多少个文件？一团乱麻！在这个程序错误的情况下，这个证

据能作为判罚依据吗？ 

 

（文章内容搜集于网络） 

 

                              撰稿 贾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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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毕业季，在不舍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的同时，我们也关注着

他们毕业以后的安排，是有了更高的目标继续求学，还是已经拿到了

理想的工作 offer。在本期报纸中，小编有幸地采访到了即将毕业并已

经拿到心仪 offer 的学长 Tom，并与他聊了聊他的 job searching 经

历以及他的观点与建议。 

 

Kaiyue(Tom) Zhu, BBA senior, concentrations in Information 

System & Operations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他是我们学

校 student alumni board 的 president。在毕业之后，他将会以

Junior Consultant 的身份入职 MHP-porsche company。这是一家

保时捷旗下，专注于汽车和制造业方面的 IT 和 process consulting 公

司，其在美国只设立了 Atlanta 一家 office。初见 Tom 本人，小编觉

得他长相腼腆，亲切，但刚开口聊起来，便知道了他为什么会选择

consulting 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因为兴趣，因为合适。 

 

小编：很多人都说 full-time 难找，所以大家都会尽力在大三的时候找

一个实习，然后顺利拿到 retained offer，你也是这样吗？ 

Tom：我并不是。我现在工作的公司不是我暑期工作的公司。暑期的

时候我在 Manheim 工作，主要做的是 process engineering 方面的

工作。我可能与一些人不同，我找实习是冲着积累经验去的。因为对

我来说，我一直很喜欢汽车行业，从小就对汽车比较感兴趣，也看了

很多这方面的书，所以非常想从事和汽车有关的行业，但我不是对制

造业那么有兴趣，于是想着从 consulting 方面尝试。在 Manheim 的

工作我主要负责 internal IT area，经过一个暑期的实习，我才真正了

解到了自己的兴趣，并在这个实习的经验之上再找了后面的 full 

time。 

 

小编：原来是这样，那现在我们有很多同学都在找实习，大家都觉得

找实习也很不容易。许多人反应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不知道该如何

network,建立自己的社交人脉，在这方面，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吗？ 

Tom: 总的来说我觉得 network 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

有好的 network，你找到工作的机会很低，但如果你有了，那几率就

能很大的提高。就像我自己一样，我接下来要工作的这家公司，其实

是第一年开始对外招聘，而很多人以前也并不知道这家公司，包括我

自己在内。说来也巧，之前我在 alumni association 的一个朋友知道

        撰稿 小丸子 

我对汽车行业很感兴趣，又恰巧知道 b school 的一位

professor 有个学生现在是 porsche 的一个 director，于是我

那位朋友就把我推荐了那位 professor,而 professor 也很 nice

的为我给他的那位学生写了一封推荐信，但可惜当时 porsche

并没有空缺的职位，不过我们还是因此建立了联系。但就在上

个学期，我上了那位教授的课，而正好就在第二周，教授就请

MHP，也就是我即将入职的这家公司的人来给我们做 guest 

speaker。当他们介绍他们公司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兴趣，想

着既是和汽车行业有关又是做 consulting 的工作，这完全就是

我想找的。于是下课了以后，我又主动上去和他们聊，表达了

自己的兴趣。之后，我又利用了自己之前与 porsche 那位

director 的关系，和 MHP 的 recruiter 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联

系，后面就顺利地找到了。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找到自己的兴趣，为自己建议一个短

期的目标，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可以在 google 或者 linkedin

上面找出和自己兴趣对口的公司，看看近期有没有什么 career

的 event，积极的去参与。更重要的是利用自己的人脉，去认

识更多的人。 

 

小编：那怎么样维系这种 connection 呢，有的时候即使是在

event 上认识了，也会觉得比较难继续聊下去，这种时候该怎

么做？ 

Tom：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最好不要带着

目的性去认识人。我们不能一上去就说“这个工作如何如何”

或是“你能不能帮我怎么样”之类的，我们应该的真诚的去和

别人交朋友，即使不能帮你在职业上推波助澜，多交一个朋友

也是好的。你可以尝试着发 email 或者是打电话，一起约个

coffee 或者见面聊聊，也不一定要聊工作，可以是任何方面，

只要是能展现你自己兴趣爱好的都可以。Network 其实无处不

在，就像有次我从其他地方坐飞机回 Atlanta，我边上就坐着

一位 Coca cola 公司的 director。这就是很好的机会。 

 

小编：听了这么多，确实觉得是应该多与人交流啊。那不管是

为了和 recruiter 有更多的话聊，还是为了后面的 interview，

我们都需要做一定的 background research，那你觉得应该怎

么做才比较好呢？ 

Tom：说到这个，依然是那句——先了解你自己。你自己一定

要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感兴趣的是什么。就像我在面试的时

候一样，虽然 MHP 的面试时间很长，问题也很复杂，但是我面

得很自在，很舒服，但有些公司，既然面试很基本，我也觉

得，说实话，很痛苦。其实这都是体现了你兴趣所在啊。在做

research 的时候也一样，你要先了解自己，再发现自己与这家

公司是不是合适，或者说你才能找到自己与这家公司相似、

match 的地方，从而让你在面试中表现得更出色。你必须要证

明自己是适合这家公司，并能为其创造利益的。 

 

其实在这段采访中，小编不免发现对于 Tom 来说发现自己、了

解自己一直是最重要的，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也是最开心最自豪

的。希望在看了他的经历与经验分享以后，大家都能在不久的

将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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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月14日中午12时，举世瞩目的美国强力球彩票15亿

巨奖开奖结果出炉。据外媒透露，本期强力球至少有3人中奖。 

当天开出的号码是4、8、19、27、34，强力球号码是10。彩票

公司发言人表示，中头奖彩票来自加州洛杉矶的奇诺岗

（Chino Hills）、佛罗里达州及田纳西州，暂未确定中奖者身

分。发言人指，在奇诺岗售出的彩票中，其中一张6个号码全

中。另外有12张售出彩票中了5个号码，但没中强力球号码，但

仍可得100万美元奖金。 

 

强力球中头奖的机会率仅得2.92亿分之1，要中奖可谓难过登

天。要知道美国平均一年有19人受到鲨鱼的袭击，而在美国受

雷击的机率为12000：1。你当美国总统的机率也要大于赢得彩

票中奖机会。主办强力球的乐透总会表示，估计这次强力球开

彩有逾85%的号码组合被购买，终于有人中奖。 此前，由于连

续19轮无人中奖，强力球头奖金额达到15亿美元，创下了美国

彩票奖金的最高纪录；之前的记录是超级百万（Mega 

Millions）彩票在2012年3月开出的头奖6.56亿美元。这促使许

多美国人纷纷想要试一试自己的运气，并因此排着长队去购买

强力球彩票。 

 

强力球彩票在美国44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出售，另6个州则未有

出售。政府会对得奖者征收39.6%的奖金作税项。加拿大“近

水楼台先得月”，开奖前，数以千计加拿大人涌入美国购买彩

票。邻近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的美国一家加油站的员工说，12日

的某一时间段，似乎“一半加拿大人”都来这里买彩票了。花

费时间、精力去买彩票似乎成本还是高了些，美国一些个人和

机构从中发现商机，做起了彩票代购生意。开奖前夕，彩票投

注网站TheLotter.com为彩民开启“彩代”服务，吸引大批彩

民竞相上网购买，火爆程度一度令网站瘫痪。 

 

北美民众的购彩热情也传染给了大洋对面的中国。在美国工作

或学习的一些华人在网上做起了“彩代。”国内某家网店平台

上，一张原价两美元的“强力球”彩票售价大概人民币20元至

30元一张，彩民把中意的号码告诉店家，店家承诺代购回彩票

后将照片发给买家。一名自称在美国上学的店主说，他近3天来

卖出600张彩票。“以前我只知道美国人买‘强力球’彩票，而

巨额奖金诱发越来越多中国人关注‘强力球’，于是我开始卖

起了彩票，”他说，“我觉得能从中赚点钱。每张彩票我卖25

元，如果买家中奖，我会抽成10%。”根据网上成交记录，另

外一个卖家已经卖出大约890张彩票。个人资料显示，她是密苏

里州立大学的学生。 

 

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2014年美国男性全职工作者的平

均年薪为5.04万美元，女性全职工作者的平均年薪为3.96万美

元。如果按照税后5.6亿美元的中奖净所得计算，无论中奖者是

男性还是女性，若独享头奖都将少奋斗4000年以上。 

        撰稿  冯明泽 

中美彩票机制的差异又主要在哪儿呢？ 

差异1 、露不露脸谁说了算？ 

在我国“大奖得主需不需要公开”这问题争论已久。我国规

定，应当对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予以保密。简单来说就是我

国不允许公开中奖者信息。 

而在美国，各州均要求中奖者公开个人身份。对此美国立法

者的解释是：“彩票收入并非个人劳动或经营所得，而是直

接来自于广大购买彩票的社会公众。公众自然应该拥有知情

权，尤其是大奖的归属。” 

 

差异2 、奖金多少谁说了算？ 

在我们，奖金的最高上限在由国务院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市场

发展情况决定。在非特殊加奖时期彩票游戏的封顶金额按不

高于500万元设置。因此，在中国想要赢得亿元大奖，只能

通过“倍投”的投注方式。而美国的大盘乐透玩法普遍实行

高等奖奖金浮动制，且不对头奖金额进行封顶限制，因此，

在经过长期头奖奖金滚存之后，一旦有人中奖，就能把奖池

的钱全部拿走。也就是说，在美国，你只要运气好，就能中

超级大奖，而我国只有在奖池累计多了就有超级倍投清空奖

池了。 

 

差异3 、领取方式: 

在我国，彩票奖金应当以人民币现金或者现金支票形式一次

性兑付。根据我国税法相关规定，彩票单注奖金在1万元以

上即需缴纳20%的偶然所得税。在美国，大奖得主领奖时，

可采用一次性领取的方式，也可采用分期领奖的方式。 

差异4、领取时间： 

在我国以前为彩票中奖者应当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持中奖彩票到指定的地点兑奖。美国各州规定不同，但一般

也有半年时间让你慢慢考虑如何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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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 胡森皓 

 

选课重要，选对教授更重要。中文报特此提供给你一个平台，吐吐那些教

授让你不顺心，感到奇葩或者一定要避开的雷区！（教授不建议直呼其

名） 

 

 ECON 101 一个老师比一个极品，教材还都死贵，硬是把我打回

了 BUS 201。 (是想怎样!) 

 物理 152 这学期令人烦躁的印度哥哥，每周有作业就算了，每天

上课前都有作业 due！excuse me？物理一周三节课，不加 lab 

assignment 和 lab report 一周就至少要交四次作业！ 

 商学院的 Business Econ 是我大一永远的痛。 

 某肥邓教授教你吃五块 popeyes 炸鸡不眨眼，两杯 strawberry 

lemonade 瞬间消化。 

 窝邓就是强啊！ 

 212 某老师让我自学线性代数。 

 德哥哥和 soc 老爷爷。 

 boyi 不会讲课不写板书 问问题也不回答还说了解了也没有用 态

度极差 真是奇葩了 

 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教授。 

 MM 的 math。 

 计算机科学 170 的那位主要负责的女教师… 真的是让人呵呵呵嗒 

卷子难也不 Curve 说话还很 mean 反正让学渣简直无处生存... 

 经济杀神囧金儿（小编表示不止一次看到这个名字） 

 BUS350 Steve Walton...上课说的和考试考的 80%都不一样。一

节课没翘过，上课发言 ，去 office hour 平时分给 80 呵呵呵呵

呵。 

 某经济老师真是出了名的严厉苛刻好吗...（小编怀疑就是囧金） 

 日语 miyake 老师好像很注意课堂戴帽子一事，听说不会提醒戴

帽子一事，但是学期末会扣掉所有 participation 分。 

 有一位奇人在 rate my professor 的评分是惊为天人的 1.7 

并且第一条评论写的是 he speaks alien language...请大

家自行体会。  

 心理 330 的除了可爱的 barber 的另一个教授异常自恋 ，

上课一定迟到。还有人看着他走上了楼梯结果到教室不见

了踪影。 而且上课随心所欲不知所云全靠 TA 不懂他每天

在干什么...课上的心累。 

 上课的时候太激动把自己的西服刮烂了，然后那节课就没

有停止过和我们说这西装有多贵。 

 某 pols 教授的课 workload 极大 ，100level 的课让 pols 

majors 叫苦连连。 

 Roth 教的 Math 250 简直就是英语课... 

 PACE 课黑妈妈，害得我好惨啊。 

 苏珊是杀灭你学习 Accounting 热情的一把利剑。 

 经济 department 某 visiting professor 来的第一学期交了

我上的 ECON 112，开学一周以后就荣升为 rate my 

professor Emory Econ department 评分倒数第二，并且

直逼倒数第一． 

 我只想说某卡罗琳 fohlin 真的惊为天人。不上上她的课也

是不完整。 

 BUS 330 Emily 是我最喜欢的教授 so far... 

 一个活生生将 econ 215 讲成概念历史课的脑残老师...居然

还在 rate my professor 上有那么高的评分...也是不能理

解。 

 来自各个国家教授的口音...真是百花齐放 学子们一把辛酸

泪。 

 我发现...95%上学期上数学 361 的同学全是自学的... 

 推荐一门水课：THEA 101。又好玩又简单！上个 blaw 有

种在上 theatre 般的感觉，老师不去演话剧真的屈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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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没有圈 
        撰稿 吴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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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假已经结束，暑假还会远么？对于⼤⼀的同学来说，

来到⼤学的第⼀个暑假如何安排可是⼤有学问。去公司实习

？年龄⼩经验少不占优势；在家闲着？浪费时间又⽆聊寂寞

。留校上暑校？汇率疯涨宝宝们已吃⼟！不如申请

International Transient Study 项⽬，既能回国陪家⼈看朋友，

又能轻轻松松把学分转回学校。 

International Transient Study Program 是 EMORY 给⼤⼀国际

⽣的福利，只有⼤⼀才有资格申请。在⾕歌搜索“emory 

international transient study”，第⼀个⽹站就是详尽的关于这

个项⽬的解释。点击进⼊并登陆 CIPA 的申请页⾯后，能看

到申请中包括填写暑校及课程信息，⼀些需要本⼈阅读并签

字的⽂件，护照签证复印件，成绩单等，其中真正⽐较有技

术含量的就是课程转换，需要填⾃⼰想上的课和在 Emory 的

对应课程。注意只有在 Emory College 有对应课程的课才能转

学分，建议⼤家在填写之前咨询暑校校园代表。这个项⽬的

申请费是 100 美元，并且只接受 check 和 money order。提交

申请⼏周后，CIPA 会发⼀个⽂件告诉你你想上的课被

approve 了没有，如果是，上⾯还会有⼀个回寄成绩单的地址

。把这个地址给暑校，他们会负责在暑假结束后把成绩单邮

寄到 Emory。 
 
 

       既然要回国上暑校，选择靠谱的机构⾃然是⼗分重要。经

过历届 EMORY 学长学姐亲⾝验证，北京对外经贸⼤学国际暑

校（UIBE）在众多机构中脱颖⽽出，承包了⼀届又⼀届

EMORY 学⽣们的暑假。 

为什么选择 UIBE？ 

1. 全国唯⼀由⼤学⽽⾮校外机构主办的暑校，学⽣可持对外

经贸⼤学学⽣证使⽤⾷堂，图书馆，⾃习室等学校设施； 

2. 学长学姐铺路，转学分有保障； 

3. 北京第⼀所暑校，课程规模和种类最多 

4. 北京唯⼀⼀所开设 6 ⽉四周项⽬的暑校 

5. 教授质量⾼，Harvard，Berkeley，Amherst， 各种⼤⽜教

授带你飞！ 

6. 地处三环四环中间，两条地铁线经过，交通便利； 

7. 提供校内住宿，安全有保障； 

8. 密室逃脱，求职 panel，后海 party，跟⼩伙伴们⼀起浪遍

京城！ 
 
 
 
 
 
 
 
 
 
 

 

手把手教你申请 International Transient Study 
                                                                                    撰稿  张锦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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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妃升职记 
                                撰稿 熊玉格 

      在同期《芈⽉传》的⼤势宣传中夹缝偷⽣，却在⽹络上意外收获年轻⼈的疯狂追捧，⽽在⼤结局放送后

不到⼀周的时间⾥，这部风头⼀时⽆两的⽹络剧却又被传因内容有伤风化⽽被强制下线。不谈故事情节和拍

摄⽔准，⾄少在其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和热议程度上，《太⼦妃升职记》（以下简称《太⼦妃》）在 2015 年

末的影响⼒⽆疑是现象级的。追捧者众，诋毁的声⾳也不绝于⽿，但归根结底，《太⼦妃》所引起的争议不

过是是现代社会年青⼀代与上⼀辈价值观的又⼀次摩擦⽽已。 

现代都市花花公⼦张鹏，⼀夜醒来穿越成未知朝代的太⼦妃张芃芃。不同于时下流⾏的穿越⼩说中或热

衷宫⽃或风花雪⽉的⼥主⾓，⼥⼉⾝男⼉⼼的张芃芃⾃⼰就已对常见的⾔情桥段开启了吐槽模式。如他⼥扮

男装逛青楼，却被⽼鸨⼀眼识破，此时背景响起主⾓内⼼ os：“这⼥扮男装⼀眼就能被认出来，那⼥扮男装

了⼗集的古装剧，也真是够拼的。”诸如此类的主⾓⼀本正经的胡说⼋道，符合了时下的“⾃⿊”热潮，也制

造了不少年轻⼈才懂的笑点。⽽主创团队对待其剧场景简陋，服装廉价等批评的“耿直”回应，也博得了很多

观众的好感。这样⼀部因情节经不起推敲反⽽“不烧脑”的荒诞喜剧，成了很多年轻⼈释放压⼒的不⼆选择。 

⽽《太⼦妃》因被⼴电总局临时叫停⽽暂时

下线也反映了这样⼀部过于“离经叛道”的作品离

被全社会接受，还有很长的路要⾛。剧中暴露的

服装，以及⼥主⾓与皇上及各妃嫔相处时隐含的“

性放纵“观念，都和中国传统保守的主流⽂化所冲

突。批评者认为，先不论剧组所谓的“经费紧张”

不过是其营销⼿段之⼀，“穷”也不能成为该剧逻

辑混乱、演技尴尬等许多不⾜的遮羞布。更有甚

者觉得，这种“我穷我有理”的观念⼀旦被普及，

将阻碍未来⾼质量剧集的制作。 

《太⼦妃升职记》的“雷、污、腐、穷”既是

槽点也是卖点。⽽吐槽⽅和簇拥者都有各⾃或讨

厌或习惯该剧的原因。笔者认为，喜欢的⼤可以

夜夜追剧，会⼼⼀笑，但实在没必要“神话”它。

不喜欢的也尽可以拒绝贡献点击率，⼀笑了之，

切勿⼈⾝攻击。只希望双⽅多⼀些相互理解，⼀

时的争议和⼈⽓都不过是时间的泡沫，《太⼦妃

》的光环也终究会被后来的新剧取代。毕竟在⼀

个娱乐⾄上的年代，谁也不要把⼀部消磨时间的

肥皂剧太当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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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erness  
ECTC Spring 2016 Production  

 

Translated by Zhongwen Sha 

Emory	 Global	 China	 Connection	 is	 one	 of	 over	 60	 chapters	 of	
Global	 China	 Connection,	 an	 internation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strives	to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bridge	the	
gap	between	Chinese	and	non-Chinese	students,	as	well	as	assist	
students	develop	global	communication	skills.		
	
Emory	Global	China	Connection	 is	hosting	the	4th	annual	China	
Summit	of	the	Southeast	region	in	March	2016,	which	i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networking	and	winning	prizes.	This	year	we	are	
continuing	 the	 case	 competition	 format.	 Current	 theme	 is	
Internet	Development	and	Cyber	Security.	The	Summit	 involves	
students	 from	diverse	 backgrounds	 coming	 together	 to	 dissect	
and	 attempt	 to	 solve	 problems	 in	 China.	 Students	 will	 acquire	
new	 knowledge	 on	 Chinese	 Internet	 environment,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polish	research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Speakers	 and	 judges	 will	 learn	 about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perspectives	of	 Internet	 era	of	 China	and	 its	 creative	approach	
to	solving	Cyber	security	issue.	
	
There	will	be	two	stages	in	this	competition,	the	first	one	online	
and	the	second	one	on	stage	at	the	China	Summit.	Students	will	
be	 invited	to	develop	and	present	solutions	to	China's	modern-
day	challenges,	role	playing	as	teams	of	consultants	hired	by	the	
government.	 Teams'	 solutions	 will	 be	 judged	 based	 on	 their	
creativity	and	practicality.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hear	 your	 voices	 at	 the	 China	
Summit!	

China Summit 
 

Translated by Qin Zhao 
 

The	 beginning	 of	 2016	 spring	 semester	 will	 witness	 a	 monumental	
moment	with	ECTC’s	(Emory	Chinese	Theater	Club)	upcoming	production,	
Tenderness.	 Like	 the	 impressive	 Fall	 2015	 production	 Chinglish,	
Tenderness	will	be	yet	another	boldly	artistic	attempt	by	ECTC.	
	
It	is	a	drama	about	three	people.	More	precisely,	it	is	a	story	about	three	
young	 adults	 with	 special	 identities.	 These	 three	 women	 hold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love.	 A	 conflicting	 yet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manifests	 among	 the	 three,	 ending	 with	 a	 wedding	 with	 only	 three	
people.	
	
On	the	most	 literal	 level,	“tenderness”	seems	to	suggest	that	this	drama	
will	not	 involve	sharp	wording	or	blatant	narratives.	But	 it	 is	not	so;	this	
piece	 is	 extremely	 blatant,	 unabashed	 to	 an	 extent	 that	 makes	 people	
uncomfortable.	 The	 production	 aims	 to	 bring	 the	 audience	 discomfort	
and	 shock,	 in	 turn	 hoping	 to	 push	 them	 to	 think	 at	 a	 deeper	 level,	 to	
“reach	their	souls.”	
	
Every	person	has	his	or	her	own	tenderness	inside,	and	the	purpose	of	the	
play	is	to	reflect	on	different	types	of	tenderness,	to	let	the	audience	get	
in	touch	with	his	or	her	own.	

B4 



Issue 16 February 2016 
 

 
 

The Voice 2016 --- Emory China Care	
	
The	Voice	2016	hosted	by	Emory	China	Care	will	be	on	6:30	pm	February	26	(Friday)		
@	White	Hall	208.		
	
Admission	fee:	$5/person	
	
Tickets	will	be	available	at	Wonderful	Wednesday	and	from	ECC	executive	board	
members. 	
You	can	also	purchase	tickets	@White	Hall	208	on	February	26th	before	we	get	
started.		
	
All	proceeds	will	go	to	Half	the	Sky	Foundation	to	help	improve	the	lives	of	
orphaned	children	in	China.	
Come	and	enjoy	the	performances!

Presidential Selection — Our Voice(continued) 
         

Interviewer:	Xudong	Wu	
Interviewee:	Professor	Yuhai	Ren，co-director	of	Confucius	Institute	
I	really	appreciate	President	Wagner’s	positive	attitude	and	his	supports	to	our	work.	Especially	last	year,	when	headquarter	director	
Xu	Lin	came	to	Emory,	we	actually	succeeded	in	establishing	the	China	Study	Professorship	with	President	Wagner’s	negotiations	and	
tremendous	 help.	 So	 I	 think	President	Wagner	was	 very	 supportive	during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and	of	 our	work	 at	 Confucius	
Institute	in	general.	We	hope	that	our	next	President	will	continue	to	possess	that	positive	mindset	and	be	supportive	of	Confucius	
Institute.	Confucius	Institute	is	also	trying	our	best	to	help	fulfilling	the	mission	of	Emory	University,	especially	in	areas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community	outreach.	Emory	has	the	largest	Chinese	student	body,	which	I	heard	is	over	1,000	students,	so	I	really	hope	
that	the	next	president	will	support	those	cultural	events	held	by	Confucius	Institute,	such	as	the	academic	lectures,	colloquiums,	and	
those	 community	 outreach	 programs.	 By	 the	 way,	 we	 have	 very	 good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director	 of	
Confucius	Institute,	Professor	Cai	Rong,	and	the	Vice	Provost	and	board	director	of	Confucius	Institute,	Professor	Weinwright.	So	we	
really	 hope	 that	 this	 good	 communication	 can	 be	 maintained	 and	 we	 look	 forward	 to	 having	 awesome	 cooperation	 between	
Confucius	 Institute	and	Emory	University.	 In	addition,	since	we	have	very	good	connection	with	Nanjing	University,	which	 is	also	a	
very	prestigious	University	 in	China,	we	hope	that	we	as	Emory	University	could	have	more	exchanges	with	Nanjing	University	and	
more	participation	in	academic	research	programs	with	them	in	the	future.	
	
	
Interviewer:	Yuxuan	Wu	
Interviewee:	Professor	Hao	Huang	
Hi,	my	name	 is	Hao	Huang,	and	 I	am	currently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The	
course	that	I	am	instructing	this	semester	is	An	Introduction	to	Optimization	Theory.	Since	I	just	started	working	at	Emory	from	last	
term,	I	know	little	about	the	presidential	selection.	As	for	my	expectation	of	the	new	president,	I	hope	he/she	can	put	more	focus	on	
the	STEM	subjects,	as	well	as	being	more	experienced	and	more	successful	in	terms	of	fundraising.		
Also,	 I	 haven’t	 heard	 of	 SEN	 before,	 and	 I	 looked	 over	 a	 couple	 of	 issues	 since	 I	 received	 your	 email.	 I	 found	 your	 topics	 really	
interesting,	 and	 the	 information	 that	 SEN	 provides,	 such	 as	 life	 in	 Atlanta,	 is	 very	useful	 too.	 I	 hope	 you	 can	work	on	 publicizing	
yourselves	a	bit	more,	so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are	able	to	recogniz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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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ial Selection — Our Voice 
 

Everyone	 who	 had	 been	 to	 President	 James	Wagner's	 house	 for	
Halloween	 should	 remember	 his	 heartwarming	 smile.	 However,	
enjoyable	 moments	 will	 not	 last	 forever.	 After	 twelve	 years	
working	with	Emory,	President	Wagner	will	graduate	with	the	class	
of	 2016.	 Who	 is	 going	 to	 carry	 on	 that	 legacy?	 Voicing	 for	 the	
Chinese	in	the	Emory	community,	SEN	interviewed	several	faculty,	
staff,	 as	 well	 as	 current	 students.	 We	 will	 share	 with	 you	 their	
thoughts	on	the	upcoming	election	as	well	as	their	expectations	for	
the	new	president.	
	
Junyi	Dai:	Hi	Yvonne,	what	you	think	about	the	upcoming	Emory’s	
president	election?	
	
Yvonne	 Zhao:	 I	 think	 each	 candidate	 has	 one’s	 own	 style	 but	 I	
believe	that	the	new	president	would	be	better.	
	
Junyi	Dai:	What	are	your	expectations	for	the	new	president?	
	
Yvonne	Zhao:	 I	 hope	 the	 new	 president	 can	 improve	DUC’s	 food	
quality	and	diversity,	which	will	benefi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are	 from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For	 example,	 DUC	 can	 offer	
fried	 eggs	 or	 poached	 eggs	 for	 breakfast;	 chicken	 soup	 noodle,	
shrimp	 dumplings,	 hot-and-dry	 noodle,	 mushroom	 bun,	 noodle-
bun	and	meat	 rice	 noodle	 roll	 for	 lunch;	Dan-dan	 noodle,	 boiled	
Chaoshou	 with	 pepper	 for	 dinner,	 etc.	 If	 DUC	 offers	 all	 sorts	 of	
smoothie,	 such	 as	 mango,	 peanut,	 red-bean	 with	 milk	 and	

pudding,	 that	will	 be	 even	 better.	 About	 on	 campus	 housing,	 I	
wish	 the	new	president	 can	make	all	 dorms	open	during	 school	
breaks.	In	addition,	 if	there	is	a	discounted	summer	storage	fee,	
that	 would	 be	 helpful.	 Also,	 if	 each	 floor	 of	 the	 dorm	 can	 be	
equipped	with	a	kitchen,	utensils	and	filter	tip	on	the	water	tap,	
it	 will	 be	 even	 better.	 Last	 but	 not	 least,	 I	 suggest	 that	 Emory	
waive	Emory	Hospital‘s	registration	fee.	
	
Junyi	 Dai:	 Qing	 Zha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upcoming	
Emory’s	president	election?	
	
Qing	 Zhao:	 I	 hope	 the	 new	 president	 can	 improve	 DUC’s	 food	
diversity	and	equip	cameras	in	dorms	to	prevend	stealing.	
	
	
Junyi	Dai:	Kent,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upcoming	Emory’s	
president	election?	
	
Kent:	 For	 the	 new	 president,	 I	 hope	 we	 can	 have	more	 school	
spirits,	a	stronger	 sports	 team	and	more	cross-school	 education	
opportunity.	 I	 personally	advice	to	have	a	 themed	campus	wide	
event	 annually	 which	 can	 encourage	 various	 schools	 to	
cooperate	 and	 interact.	 Lastly,	 when	 I	 was	 a	 freshman,	 Emory	
was	top	20,	and	now	 it	 is	out	of	20.	 I	 think	 if	the	new	president	
cannot	 raise	 the	 ranking,	 I	 demand	 the	 return	 of	 my	 4-year	
tu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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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Festival 
	 	 	 	 	 	 Written by Xudong Wu 

Translated by Yifan Liang	
February	 8th	 will	 be	 the	 annual	 Chinese	 festival,	 the	 “Spring	 Festival”.	 It	 is	 the	 traditional	
Lunar	New	Year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sphere,	which	is	also	called	“the	festival	of	the	year”.	
Its	other	names	 include	 the	 “new	year”,	 the	 “big	year”,	 “passing	 the	year”	and	 “celebrating	
the	 New	 Year”	 etc.	 and	 it	 is	 the	 biggest	 traditional	 festival	 of	 Chinese	 people.	 The	 Spring	
Festival	is	a	time	of	“ringing	out	the	old	year	and	ringing	in	the	new	year”.	Although	its	date	is	
fixed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first	 lunar	month,	 the	 activities	 of	 the	 Spring	 Festival	 are	 not	
limited	to	this	day.	From	the	“small	year”	 (the	23rd	of	 the	 last	 lunar	month	of	 the	old	year),	
people	begin	to	“prepare	for	 the	Year”:	cleaning	the	home,	cleaning	the	body	and	preparing	
all	kinds	of	 things	 for	the	New	Year.	This	 is	to	give	a	good	start	 for	the	new	year.	The	Spring	
Festival	is	also	a	time	to	offer	sacrifice	and	to	pray	for	happiness.	People	often	give	thanks	to	
deities	for	their	care	in	the	past	and	wish	they	could	get	more	blessings	in	the	new	year.	The	
Spring	Festival	 is	also	a	 time	 for	people	to	 entertain.	After	 the	 first	 day	of	 the	new	year,	all	
kinds	of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begin	 to	 take	place,	 including	 the	 lion	 dance,	 dragon	 dance,	
Yangko	dance,	stilt	walking	and	juggling	etc.,	which	add	to	the	 festive	ambience	of	 the	New	
Year	Festival.		
As	 it	 should	 be,	 the	 Spring	 Festival	 is	 also	 a	 time	 to	 enjoy	 good	 food.	 Eating	 the	 rice	 cake	
symbolizes	that	everything	will	go	well	and	that	each	year	will	be	“higher”	than	another.	On	
the	New	Year’s	Eve	dinner,	northern	people	have	the	tradition	of	eating	dumplings.	Although	
the	customs	in	different	places	could	be	different,	eating	dumplings	is	always	the	special	way	
for	praying	for	good	luck,	passing	the	year-end	and	welcoming	the	new	year.	In	Zhejiang	and	
Shanghai,	people	have	the	tradition	of	eating	rice	dumplings	on	the	morning	of	the	first	day	of	
the	lunar	year.	While	enjoying	the	delicious	food,	people	also	watch	the	annual	Spring	Festival	
Gala	on	TV	because	 it	has	become	the	new	culture	and	custom	of	Chinese	people	and	it	 is	a	
must	on	the	Spring	Festival	Eve.	Although	we	are	now	at	Emory,	we	still	hope	that	friends	can	
watch	the	Gala	together	and	share	our	happiness.	Happy	Spring	Festival	to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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