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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援Peter Liang
华人最强音

撰稿 贾东岳

2 016年2月20日，值得所有华人华侨铭记的一天。这一天，华人为了声张正义，
为了平等的权力，为了公正的司法，走上街头为受到过失杀人罪等五项罪名，
将面临15年监禁的纽约市华人警官Peter Liang进行抗议游行。这是美国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一次华裔维权运动，声势浩大，决心坚定，来自40个城市的华人为了共同
的目标，聚集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2014年11月，梁彼得与一名搭档在布鲁克林区一座公寓楼内巡逻时，手枪突然开
火，子弹击中墙壁后反弹，击中无辜非洲裔男子阿凯·格利并致其丧生。梁彼得受到
过失杀人等5项罪名指控。审理此案的陪审团本月11日裁定Peter Liang所受指控全部
成立，从而面临最高15年刑期。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当地最高法院的判决激怒了全国的
华裔社区。很多人感到梁是政治正确与华裔族群长期沉默的牺牲品。

案发时，梁彼得和搭档从警时间均不足两年。美国国会众议员孟昭文和纽约州议员
威廉·卡尔顿等人指出，纽约警方派这样两名缺乏经验的警察到犯罪频发的廉租房巡
逻，且楼内电梯故障、楼梯间没有照明，一系列因素导致悲剧发生，说明纽约市在政
府廉租房的维修和管理、警察培训和管理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在纽约，在华盛顿，在亚特兰大，在美国大大小小四十个城市，华人们走向街
头，举着“Justice for all”, “One tragedy two victims”,以及 “Tragedy not 
crime” 等标语，不分职业，不分年龄，团结在一起为Peter Liang声援。
     作为美国历史最大的一次华人大游行，它的效果如何呢？首先此次游行，并没有在
媒体中引得强烈反响，只能在各大新闻网站上看到只言片语，而大多数西方媒体都选
择了回避，华人的维权之路相当任重道。

 让我们再一次为220游行者赞！为他们的勇气而赞！

最近引力波的发现引起了社会各界广
泛的关注，那么究竟什么是引力波？

记与吴建民先生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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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海峡两岸四地共庆春节联欢晚会在
Emory大学圆满成功

二月七日，春光明媚云淡天高，Emory大学礼堂
里张灯结彩，充满欢歌笑语。在2016年丙申
猴年春节到来之际，由亚特兰大中国学生学者

总联谊会主办，在顾履冰教授，曹聪同学和张斌同学
的组织下，由埃默里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亚特
兰大中华生命科学协会、佐治亚理工学院中国学生联
谊会、佐治亚州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佐治亚
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以及肯尼索州立大学中国学
生学者联谊会共同承办的亚特兰大中国学生学者2016
猴年春节联欢晚会在全场观众和演员们的掌声雷动中
获得了圆满成功。

说不尽的中国年，品不完的中国味。整场晚会高潮
迭起，精彩纷呈，来自中国、中国台湾、以及美国当
地海峡两岸四地的观众及演员齐聚一堂，共迎新年。
整场晚会共有12个精彩的节目，包括舞蹈、歌曲、武

术、魔术、器乐演奏等。
本次晚会迎来了埃默里大学校方代表、亚特兰大学

生学者,华人华侨以及来自各个国家的国际友人共400
余人。休斯顿总领事馆赵宇敏领事、张铁虹领事出席
联欢会并致辞，为大家送来新春的祝福，对大家提出
殷切的期望；埃默里大学ISSS（International Student 
and Scholar Services）的代表Joan Lindsey女士也来
到了现场与同学们共迎新年。

ECC好声音

ECC The Voice 是Emory University最大的歌唱类竞技
活动，其原型来自于著名娱乐节目The Voice. 每年这
场音乐盛宴都会吸引大量热衷音乐的观众和优秀的评

委，ECC会邀请全校接近20名热爱唱歌的选手来到舞台上
进行两轮的竞技，第一轮为小组比赛，每组由评委选出
一名选手进入最终轮。最终轮中由观众和评委选出的前三
名将得到ECC fundraising部门提供的“丰厚”奖品。同
时，ECC还会在The，ECC将捐赠给亚特兰大的当地孤儿。
因此，The Voice是个慈善性质的活动，但也同时更是给了
所有喜欢唱歌的朋友一个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唱功和个性
的机会。

今年的冠军角逐可谓是超强阵容，现场几乎座无虚席，
气氛之嗨可以掀翻whitehall屋顶，小编认为冠军可以去中
国好声音一展歌喉。是不是没有施展歌喉的你行动了呢？
明年The Voice我们不见不散！

二月十三号，情人节的前一天，ESCA在White Hall 
208举办了一年一度的非诚勿扰节目。这次的活
动以没有门票，Bubble Tea和豪华的男女嘉宾阵

容，吸引了很多中国学生。本次活动特别加入了微信墙，
让每一位到现场的观众都可以通过微信发送文字或图片到
大屏幕来参与互动，大家的脑洞真的都非常大，还放出了
很多男女嘉宾的精彩照片，惹得现场笑点层出不穷，惊叹
不止，一个个简直都是“段子手”。作为本次活动男嘉宾
的小编，对于现场气氛是深有感触，更有为我而来的“亲
友团”不断的起哄，使得整个节目在愉快的气氛中度过。
虽然，最后小编被自己的心动女生拒绝了，但对整个过程
都很享受。希望大家可以一直支持ECSA，多多参与我们举
办的活动！

ECSA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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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卡病毒肆虐
撰稿 牛天悦

近期，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寨卡病毒在
美洲引发大规模疫情，预计有百万人
感染，其中巴西的疫情尤为严重。巴

西政府计划动员现役军人加入抗击病毒的斗
争。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表示，他们将密切
关注疫情发展，尽力让里约奥运会远离寨卡病
毒。

除美洲之外，非洲、南亚和西太平洋等
地区也都受病毒影响。患有寨卡病毒的病人往
往会出现轻微发热、结膜炎、皮疹、肌肉关节
痛、全身乏力等症状。症状通常持续 2-7天，
且暂时没有特异性治疗办法或者疫苗。

虽然寨卡病毒感染者一般症状轻微，但自
2015年，巴西发现的寨卡病例与小头症病例同
时增多，之间可能存在正向联系。小头症是新
生儿在出生后头部停止发育，导致儿童发育障
碍的一种疾病。每几千名新生儿中，有一名新
生儿小头症患者。

在大多数情况下，寨卡通过热带和亚热带
地区的伊蚊传播，所以蚊虫滋生对寨卡病毒的
感染与传播带来极大危险。使用驱虫剂、穿戴
浅色衣服、采用纱网、蚊帐等防蚊屏障可以有
效预防病毒。

近期，Emory Student Health Service针
对传染性疾病给学生发出邮件。对即将外出旅
游的Emory教员和学生，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提供有利的预防控制信息。学生也可以提前与
Emory Student Health Travel Clinic预约，接
受疫苗或备好处方药。如果春假结束后学生有
任何发热、感染的迹象，也应即刻联系有关诊
所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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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中国故事，身边的故事
  ---记与吴建民先生访谈

                                                                                                                           撰稿 麻瑞俊

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关于“中美印象”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埃默里大学Ethics 
Center, 一场研讨会正在进行，人们聚集一堂，
聆听一位老者讲他的故事。“40 years ago, we 

took a long flight to New York and people waiting for 
us at the Kennedy Airport held a flag saying ‘sincere 
welcome from America’s running dogs’ .” 说到这
儿，这位老者笑了，在座的各位也笑了。1971年, 中国
重返联合国，美国民间诸多人士抛开中美之间意识形态
的对立，以这种特有的美式幽默欢迎迟到了二十多年的
中国客人。这个故事不仅是70年代中美长期对立后坚冰
消融的象征，更是这位老者自己外交生涯的起点。
     24日下午本报记者有幸就本次研讨会采访了这位中国
卓越的外交前辈，与其探讨了他的外交理念以及他对埃
默里大学中国学生的期许。
    吴建民先生本次是应吉米卡特中心中国项目的邀请来
埃默里大学访问的。他十分感谢吉米卡特中心以及Emo-
ry University Halle Institute对本次活动的倾力协助并十
分赞赏两者在过去数年中对中国项目的支持。他认为吉
米卡特先生和埃默里大学对中国的高关注度有利于促进
中美两国政治文化交流，有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长
期发展。
    正如他长期以来所强调的那样，促进交流和了解是避
免政治对立的重要途径。而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互
动和交流不仅仅是学术机构的任务，他同时也认为在埃
默里大学和其他美国高校的中国学生应该在这一过程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吴建民先生告诉本报记者， 他希望中

国学生能尽可能利用机会和自身条件在他们的美国朋
友中讲中国故事，身边的故事。文化的传播和文明的
交融有时候并不一定需要我们引经据典，高谈阔论。
实际上，身边发生的许多小事就是不同的文明和思维
产生碰撞的地方。相比几十年前美国校园里的中国前
辈们，今天的中国留学生思想更开放更包容，语言能
力更强，更易于融进美国学生的圈子中，而这正为两
国人民的交往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机会。
             此次研讨会，吴建民大使以淳朴的语言，幽默的
表达方式向在座各位讲述了他的“中美故事”，使人
们能够了解中美两国关系的过往，今天和将来，认识
到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吴建民先生业已76岁高龄
仍奔波各国之间，讲他的“故事”，就是维乐架好中
国与世界的桥梁。本报记者认为，本校的中国学生正
值青年，表达能力和交往能力都很强，更应担负起促
进中美友谊的重任，讲起“中国故事”。而我们之中
已经涌现除了一批有志于此的人物，譬如说以黄采薇
同学为首的East Asia Collective已经多次协办国内人士
在Emory的讲座活动并且正在组织包括East Asia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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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美国法院对一位叫彼得梁（Peter Liang）
的华人警察过失杀人的判决激起了全球华人
的不满，美国各地华人走上街头，抗议判决

不公。迫于压力，法院却让人觉得法院的判决并非无
理。虽然此事尚未尘埃落定但愈发肯定的是，双方都有
信服的理由和一定的错误。 
    彼得梁是纽约一位刚上任一年半的新手警察，在一栋
事故多发楼巡逻中因为楼道内灯光昏暗，掏枪警戒时不
小心扣下扳机，射出的子弹被墙壁弹射击中无辜并未携
带枪械的黑人男子阿凯·格利（Akai Gurley）并致其
死亡。事后美国法院因二级过失杀人罪，渎职罪等6项
罪名控诉彼得，并使其面临15年的监禁。
     彼得梁被华人媒体刻画成美国无数误伤误杀却逃脱惩
罚的警察们的替罪羊。曼哈顿当地华人居民形容警察误
伤的结果是“从未获得他们应有的惩罚”。当一个社会
坏现象总是发生没人阻止，必定会让人产生不满。但政
府不能完全阻止此现象发生，只能象征性地惩罚几个个
例，掩人耳目。彼得梁作为新手警察受到了严惩，而先
例均是无罪释放，不得不让人怀疑彼得是否被政府用作
了安抚市民情绪的替罪羊。除此以外一些华人甚至认为
此事已经上升到了种族歧视，因为一个针对亚裔人的现
名CAAAV的组织，一直在支持格利的家人，其行为很可
能已经影响最终判决。一个歧视亚裔人的组织从中作怪
是明显的种族歧视，必然引起华人的愤怒。
    然而当局认为控诉理应成立：数据表明纽约警局内
的G19走火一年仅有20次左右，并且极少由枪械本身引
起，纽约警察的配枪为防走火专门改进了弹簧增大叩击
力度，皮特的配枪经检测叩击力度在11.5磅，检察官们
一致表明“并不好扣下”。并且梁当时并没有明显威胁
需要拔枪，此时他不仅拔枪还开枪，都是违反警察条例
的。同时彼得梁承认在这栋建筑物内巡逻超过一千次，
并不能因为任职时间就武断的认为他是“新手”。而
且鉴于梁的情况，法院定罪为“鲁莽（reckless）”杀
人，因为他处于射击优势位置，同时楼道狭窄确实有流
弹伤人的可能，但他仍然不计后果拔枪并开枪。最后一
点，在意识到有人受伤后，他没有联系总部呼叫救护，
却思前顾后，害怕受到惩罚而耽误了宝贵救助时间。
    本人认为这个案例恰恰是美国长期以来复杂种族关
系的体现。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人种混杂且又有种

族主义的历史。近年来，虽然美国政府尽力淡化不同
种族、不同肤色间的差异，想做到treating all indis-
criminately，可是收效甚微。种族矛盾以及少数族裔
对政府的不信任在媒体的夸大与弯曲下也变得愈发显
著。再者，美国司法与管制体系复杂，普通民众对其鲜
有了解，故其对于种族冲突案件的态度往往易被媒体和
他人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种族矛盾以及其所引起的官
民冲突往往是一触即发，这在过去类似Ferguson Un-
rest的事件中已有所表现。在本次全美声援Peter Liang
的活动中，令全体华人欣慰的是美国华裔在长期的缄默
之后终于站了出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但同时我们也要注
意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必须基于理性思考和判断的基础之
上，否则华裔很难确保不走向其他少数族裔的老路，高
声疾呼之中权益保障变化不大社会对其整体评价却不断
下降。

社评：

彼得梁   ，案 谁对谁错？

撰稿 赵新渝

阿凯·格利
（Akai Gurley）

彼得梁
（Peter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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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引力波的发现引起了社会各界
广泛的关注，那么究竟什么是引力
波？它又有什么样的科学意义呢？

引力的存在体现于日常我们每时每刻感受到的
重力。在广义相对论中，引力可以用时空弯曲
来解释。如果时空是一张蹦床，一个网球放在
蹦床上，蹦床并不会有任何的影响。然而如果
坐在蹦床上的是一个人，那蹦床就会下陷，网
球也会滚向这一方向，离得越快，滚的速度也
就越快。这样的现象可以理解成网球被这处凹
陷吸引了。如果坐在蹦床上的人的体重越大，
那么下陷的幅度也会更加明显，产生的引力也
就越大。

那个人坐在蹦床的那一瞬间，蹦床的弯曲会
从下陷的中心向外扩散；如果用高速摄影机观
察并回放，会发现这一过程是以波动的形式进
行的。就好像平静的水面上投一枚石子，会产
生一圈圈的涟漪，这就是引力波。

引力波的科学意义在于，它将彻底改变物理
学对于宇宙的认知。科学家可以用这个理论研
究大爆炸事件的后续影响，还能够更精确地观
察宇宙并理解宇宙的构成。

  引力波

Gravitational Wave
“发现引力波的农民”

除了权威的攻击
我们还要反思什么?

五 年前，一位辽宁的初中学历的下岗
工人参加一档节目，在自我介绍中
提出新科学当中，是加速系＋引力

波＋物质波，他的速度可以极大超过光速。在
阐述过程中，他被方舟子打断，方舟子基于他
的初中学历对他进行了质疑，并发表看法“这
是你自己发明的，世界上没有哪个物理学家可
以看得懂，我们这个庙太小，你应该去拿几个
诺贝尔奖，而且他的发明如果成立的话，我们
物理都不用学了。”

直到最后他也没有机会阐述自己的理论，便
草草收场。

学历可以提供科学研究所需的知识，但是低
学历也不能代表一个人不能在科学上有自己的
造诣。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严谨的态
度，无关学历。民间科学和权威在国内目前是
处于一种几乎对立的状态，而事实上两者并不
矛盾，甚至可以说是互补。如何解决这样的对
立并且正确，理性的对待和接受民间科学将是
未来科学进步的重要一环。

撰稿 方宸

社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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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锯战
撰稿 贺雪吟

      历届中文报都刊登过很多有关找实习，
   找全职，甚至是读研的相关文章。感兴趣的
  同学可以去关注“埃默里新生平台”或者去 
    sinoemory.com 上仔细研究一下。

 

回 头看我找internship的这条路，我觉得最重要的
事情就是要早点开始准备。我其实开始一直比较
犹豫我到底是想读研还是想找工作，所以我决定

留在college读Econ 和Applied Math专业，给自己留了
两个选择。经过了长期的思考和咨询以后，我在大三开学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确定了我一定想找到工作这件事。其
实现在想想，如果我能早点意识到并下定决心知道自己想
做什么，可能会多少轻松一点。

    总的来说我觉得找IB的intern是一件非常耗体力和时
间的事情，需要一定的决心和持久力。我非常想做前台，
所以主要申请的是两个方向: Investment Banking Divi-
sion， 和Sales & Trading。因为Emory对于很多公司
都是non target，所以想只在Eagle Ops找banking的实
习很难，所以对于我们来说networking就很重要。Net-
working就是一件比较需要花时间慢慢build up的东西，
如果我能早点下定决心做这件事，可能我的recruiting的
路会走的更顺一点。

    除了networking，找实习还需要掌握一定的techni-
cal知识。因为我不是商学院的，所以finance的知识我
要自学，这也耗费了我一定的时间。例如面IBD的时候要
准备的technical的内容和面S&T的时候要准备的内容不
一样。但这也同时说明，并不是只有商学院的才能找工
作，college的人同样可以参与竞争。只要肯花功夫，花
时间，找工作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面试的时候除了technical以外就是一些behavioral的
东西要准备了。我的behavioral没有找别人做过专门的修
改，都是自己看着做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人能给我个帮
助的话，behavioral可能会答的更好。Behavioral就是
看你能不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只要掌握这个技能，
然后拥有一定的沟通能力，我觉得behavioral还是很好准
备的。

    还有两点我想要提醒各位学弟学妹。第一就是要di-
versify your portfolio。这件事情是我开始找intern-
ship的时候别人教我的第一件注意事项。不要想着自
己非bulge bracket不进，非高盛不去，这样的想法是
很智障的。毕竟竞争那么激烈，总有人network到的人
比你强，总有人知道的比你多,总有人比你更努力的在
找实习。永远不要觉得自己非常厉害，非常无敌。虽然
妄自菲薄是不能够的，但是狂妄自大是万万不能够的。
一定要了解自己的competition pool再对自己做适当
的规划和定位。

    第二就是要对自己申请的职位有足够的了解。在
networking之前，在面试之前，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都要对你即将面对的东西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一个是进
一步确定你是否喜欢这份工作，其次就是让别人不会跟
你讲完话之后满脑子都是“妈的智障”。不管你是否真
的机智，一定要表现的足够机智。这样，跟你说话的人
才不会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和生命跟你闲扯。毕竟大家
都比较忙。
    最后我想说，在整个申请季当中，真的非常感谢学
长学姐为我做向导，在我不懂的时候帮助我，让我有足
够的勇气走完整个recruiting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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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 梁溯

开始找IBD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大概是十月中旬的时候。准备过
程其实也断断续续的，中途经常有想放弃的念头…回顾一下整个
recruiting做得最不够的地方在于每次没拿到面试或者面砸了就

非常灰心，但其实后面机会真的很多，并没有所谓”Recruiting season is 
over”的说法。所以，建议大家准备要趁早，而且尽量坚持别放弃，努力
一定会有回报。

我面过的职位主要有sales and trading, investment management, in-
vestment banking. 面试难度取决于公司，但是感觉s&t和IBD大部分还是几
乎不问behavioral 少量resume-related大量market and technical.

原先和投行的人聊天时不知道说什么，后来发现是我对这个行业真的不
了解，不知道整个deal process如何work，也从心底里觉得这些hours不是
人受的…这种心理让我很难真的和人沟通，只是为了迎合对方去说话。但
是当我比较熟悉投行里不同职位是在干嘛，而且真心觉得这个地方对于年
轻人是个很好的挑战和学习机会时，谈话质量自然而然地高了。

拿到德意志IBD offer真的很幸运，之前没有network仅仅在网上投了简
历，某天recruiter发邮件让我去纽约面试，如果过了一面下午就留在纽约面
二面。一天下来最难的地方在于逻辑思维要清晰和表现冷静不慌张。一面
是two on one比较aggressive, 有被问到很难的technical，但是我没有急着
给答案，先讲了自己的reasoning最后推出答案，让面试官比较满意。（不

过后来我翻了下wall street guide发现是原题，所以看书真的要仔细啊）接着二面最棒的事是碰到一个Director是Emo-
ry alum，面试聊得非常开心。希望我的经历能对各位想进投行的学弟学妹有用，祝大家都能拿到自己理想的offer，今
后在Wall Street的Emory中国小伙伴越来越多！

撰稿 金陵
·关于Netwrking

Networking是投行的敲门砖。想要进入这一行，求职者必须跳出自己的comfort zone去结交校友和投行的内部人
员，展示自己对这行的兴趣和将其作为职业道路的动力和决心。对大多数人来说，这都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
自己在整个求职季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调整自己Networking的心态。在了解到Networking并不是一个一分

投入一分回报的过程，机遇和缘分同样重要之后，我试着以交朋友+学习经验的心态去和校友交谈。我会在与他们交谈
之前上LinkedIn查看他们的相关背景，根据他们的经历准备一些我真正想了解，他们也可以回答的问题，然后尽量自然
地开展一段对话。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初步了解到各个组不同的工作职能和性质，依稀体悟出不同公司/不同部门的
文化差异，并逐渐形成了个人偏好和初步规划。在Networking 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有很投缘的，有很热
心帮助我的， 也有可能因为工作压力或者性格差异不大来电的。不论交谈结果如何，对这些愿意从他们的时间表上划出
十五分钟和我交谈的职场人士，我心存感激。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Networking就是在不断地犯错和积累经验的过
程中为自己的软实力投资。这个过程有点辛苦也有点有趣，值得养成习惯。 
·一些资源
(1)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了解金融市场时事新闻的利器。商学院学生可以免费注册账户。 日常的积累和总结对
将来面试时遇到的市场方面的问题有很大的帮助。下载一个手机客户端，平时抽一点刷朋友圈的时间看一看，又方便又
有趣。
(2) Goizueta Finance Group 的 Investment Banking Academy。 活动每周一次。录取了全职工作的大四学生会对
想要申请投行暑期实习的大二/大三学生进行指导。个人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平台，可以听取不同背景的申请者的求职经
验，并初步了解投行实习申请的流程和准备步骤。
(3) Wall Street Oasis (WSO) 论坛。 一个值得常逛的论坛。了解除了投行以外的各种金融职业路线。在听取百家之言
同时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和方法。各种疑难杂症也经常能在论坛上搜索到解答。

     要想知道更多找投行、咨询等金融类实习信息，微信扫码:

IBD 实习

管中窥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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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经历
Author: Alva Jiang

“ 早上刚睁眼，他就手捧玫瑰和早点出现在我眼
前。那一刻觉得他特别帅。”
“Double date+NBA all star.”

“他叫我dress classy，然后带我去了很美的餐厅。我
们两个都是dancer，那天晚上伴着darte un beso跳了
一晚上的舞.”
“就情人节那天一起去楼顶看日落。然后看着对面新建
起来的大楼说，这是朕为你打的天下！然后不顾人群的
基吻，十指交扣。”
“那天我回家，家里放了好多包裹，我没买东西，但他
硬说是我的包裹。结果一拆开都是他给我买的礼物，说
是把圣诞新年情人节礼物一起送了。”
“因为是异地恋，TA寄了巧克力和戒指，写了贺卡给
我。”
“她在老家，什么也没干。反正平时每天都像过情人
节。”
“吵架。大事吵小事也吵。我命令他剪了玫瑰上所有的
刺，摘掉所有烂掉的花瓣。我那天对他很mean，但其
实内心很感动。”
“一个人过呗。”
“学习了一天。”
“最大的悲哀就是不记得自己情人节干了什么吧。”

UIBE暑校四周课程，你的学分收割机!
五月份回国后的一个月，既不能与国内小伙伴一起约，更
没有实习机会，在家寂寞无聊还浪费时间，UIBE暑校给你
最贴心的解决办法：

· 5月底开课，28天（4周）时间结束课程 
· 轻松修掉两门课，8个EMORY学分Get√。
· 暑校结束时，刚好国内同学都已放暑假，约起来
吧！
· 2016年5月30日——2016年6月24日，你准备好
了吗？



Issue 17 March 2016
©CGLin

B7

朋友没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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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Week
       撰稿 Siyue Zong

去 年的12月，世界气候大会巴黎峰会COP21成功的举办，使得签订了关于将近192个国家和地区的
未来环境保护协定。这是第一次全球能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我有幸成为了Emory前去
巴黎的一员，参与了很多COP21的一系列活动。其中，中国元素总是最引人关注的。中国政府和

中国企业们将会在巴黎气候议定中承担不可忽视的作用。
巴黎议定已经签订，更重要的在于如何实现这个全球升温不超过2°C 的目标。全球目标不仅仅是能靠这个
领域内科学家的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环境保护刻不容缓，也需要我们大家的力量。为了能让Emory更加了解
巴黎峰会及其成果，这个学期我们有丰富多彩的各种活动来使得所有Emory的人们参与到环境保护和了解如
今的现状之中。

首先是与Atlanta Science Festival 一起成为关键之中一环的panel。这个panel将会聚焦于中国与美国的
环境问题上。4位亲历过巴黎峰会的同学将会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巴黎峰会的议定，更会将焦点聚焦在中美两
国的问题上。辩论总是能够激发出不一样的火花。紧接着的辩论会会将重点放在地球工程学上，是否它就是
一棵并没有什么副作用的救命稻草？

不仅仅只是Atlanta Science Festival, 三月底Climate Week 将会用更丰富多彩的活动！
从艺术方面，我们将会展出一系列的相关照片，更有互动艺术作品环节让你体验到何为绿色艺术品。一周中
有丰富有趣的讲座和科普等你来了解。最后，你可以来我们的Climate Party狂欢。

欢迎关注我们的Snapchat, Twitter, Facebook获得更多的信息！
世界因你变得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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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球大战：原力觉醒》影评   
     撰稿 沙仲文

这是一部承上启下的电影。尽管它的剧情与《新希望》
有些雷同之处，但它是开放性的。对于老观众来说，承
接老三部的设定宇宙的做法能挽留住他们的心；而对于
新观众来说，这一部能让他们回去补一补从前的星战历
史，也可以继续向前看。只要新老观众都能接受部分新
演员和新的设定，星战的故事就能继续下去。从这个角
度来说，这一部极好的作了承接上下的作用。

虽 然笔者是在香港提前看的《星球大战：原力
觉醒》, 但还是想对这部贺岁档电影作出一
些简短的影评。

《星球大战：原力觉醒》是继六部星战之后的正统续
作，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完全是。它的剧情的时
间设定是发生在原作三十年之后，而且剧情中的主人
公也不再是卢克或者天行者阿纳金。

这一新设定对于星战老影迷来说也许会让他们感觉有一
些小小的失落，但是剧情的本身依然秉承着星战一如既
往的风格: “used universe”建筑设计概念使得建筑
呈现出饱经风霜之感；如韩索罗和莱娅之类的角色一如
三十年前的默契，毫无打酱油之感；经典的光剑和原力
打斗场面再现以及那句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插播一条广告！又到了春夏之交，想必很多同学都开始为summer school和明年的housing发愁，爱茉莉中文报为
此向全校征集了租房信息， 以下是部分房源，详情请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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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上海女逃离江西凤凰男，
这个假新闻告诉了我们什么？

撰稿 麻瑞俊

春 节前后，一则微博在网络上引起一阵轩然大波，一位自称上海人的女生在春节前往江西农村男友家过节后，因
受不了男友家庭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毅然决定马上返回上海并和男友分手。此新闻一经爆出，网络上即展开了
激烈讨论，一派支持女孩称门当户对的婚姻才有可行性，另一派则高调声援其男友称其值得更好的女孩。 在两

派激烈讨论之际，可靠消息却证实此新闻其实是一条假新闻，为网上的争论画上了休止符。

在这条新闻和其在网上引发的大爆炸之中，值得我们思考的太多。为什么有人要设计这样一条假新闻？ 为什么众人没
有怀疑其真实性？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这则“新闻”之中的内容恰恰戳中了中国当下社会的痛处。

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的城镇化突飞猛进，京沪繁华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崛起的重要象征。 相比之下，中国的农村面貌却
没有焕然一新，大多数的农民阶层在过去几十年中的生活质量虽然有所提高，但与城市相比依然是大巫见小巫；与此同
时，日益流失的壮年劳动力（民工）也使农村的活力大大下降。在中国迅速崛起的经济之中，农村扮演的角色就是提供廉
价劳动力供给城市经济，而自身地位却迅速下降。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农村人口已不再是绝大多数，在中国
的社会转型之中，农村人不得不离开故土走进城市，与那里的人们进行融合。而在这融合的过程之中，人们必须经历的阵
痛便是如何逾越巨大的差异。不光是经济上的差异，更是价值观上的差异。

这则新闻虽然是假的，但其引发的全社会的讨论确实真实的。 讨论中对立的双方举出各自的理由支持着这个虚无的“
事件”中的双方，却真真实实地道出了中国社会当下城乡融合之际实际存在的两个对立面。上海女生的支持方以“门当户
对”为理由，支持女生离开男生的决定，而另一面，则斥责女生的无情和”不珍惜”，悲叹那位男生的命运。前者维护的
是现在业已建立的城市阶层，而后者觉得才华和能力足以打破这种阶层的禁锢。然而后者却没有注意到对女生而言，能力
和才华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往往家族在经济条件和价值观上的匹配却是一段婚姻成功的基石。对一个人而言，农村的出
身很有可能已经在其融入大城市的考试中为他减了分，无论他如何努力，他无法摆脱他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和他的家庭，而
这一切都与城市格格不入。 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显著的，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就有着人口和阶层流动缓慢的特点，农
村和城市阶层的长期固定以及两者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极大地撕裂了中国的社会而又难以弥补。对于正在进行社会转型的
我国来说，这无疑是非常不幸的。 如何融合两个也已被撕裂的社会群体是给中国领导层的一个大考验。

这则新闻的出现打破了春节喜气洋洋的气氛，很多人以为不耻，我却以为这是给中国的一大警示。可以说，中国未来的发
展能否成功，城乡融合的问题当属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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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ka Virus Outbreak
Authur: Mingze Feng

Zika virus, transmitted by daytime-active Aedes mosqui-
toes, continues to spread in Americas, presumably infect-
ing millions of people. Brazil, being the originating coun-

try, becomes the hotspot of the outbreak. Brazil’s government 
says it will deploy 220,000 soldiers in its fight against mosquitoes 
spreading the Zika virus.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pres-
ident Thomas Bach believes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across South 
America will not adversely affect the Rio de Janeiro Games in 
August yet announces that IOC will keep track of the outbreak.

Africa, Southern Asia, Western Pacific and other regions are 
also effected by the outbreak. The most common symptoms of 
Zika are fever, rash, joint pain, or conjunctivitis (red eyes). Other 
common symptoms include muscle pain and headache. The in-
cubation period (the time from exposure to symptoms) for Zika 
virus disease is not known, but is likely to be a few days to a 
week. There is no vaccine to prevent or medicine to treat Zika 
infections.

We need to point out that the illness is usually mild with symp-

toms and people usually don’t get sick enough to go to the hospi-
tal. For this reason, many people might not realize they have been 
infected. (http://www.cdc.gov/zika/symptoms/). Brazil considers 
most of the cases of babies born with microcephaly to be related 
to Zika, though the link between the virus and the birth defects 
has not been scientifically established. Microcephaly is a medical 
condition in which the brain does not develop properly resulting in 
a smaller than normal head. Microcephaly is not a common condi-
tion. State birth defects tracking systems have estimated that mi-
crocephaly ranges from 2 babies per 10,000 live births to about 12 
babies per 10,000 live births in the Unites States. (http://www.cdc.
gov/ncbddd/birthdefects/microcephaly.html#ref)

Zika is transmitted via the Aedes aegypti mosquito in tropical, 
subtropical, and temperate regions under most circumstances. 
Mosquito breeding habitats, thus, could be potentially a hotbed 
of the mosquito-borne virus. When traveling to countries where 
Zika virus or other viruses spread by mosquitoes are found, take 
the following steps:
1. Wear long-sleeved shirts and long pants.
2. Stay in places with air conditioning or that use window 
and door screens to keep mosquitoes outside.
3. Sleep under a mosquito bed net if you are overseas or 
outside and are not able to protect yourself from mosquito bites.
4. U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registered 
insect repellents.
(http://www.cdc.gov/zika/prevention/)

Emory Student Health Service has sent an email to all Emory 
University students regarding this infectious disea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ould be an effective resource 
for Emory students and faculty travelling within and outside the 
Americas. Students could also make a reservation with Emory 
Student Health Travel Clinic to get vaccinated and to obtain the 
prescription drugs in advance. For students who experience fever, 
red eyes and other symptoms after returning from spring break, 
immediate contact with his or her healthcare provider is strongly 
adv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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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16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Handed out in Emory University 

with Great Success
Author: Alva Jiang

On the night of February 7th, Emory University’s Glenn 
Memorial Auditorium was gaily festooned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s celebration and full of joyful 

chatter and laughter. Hosted by ACSSA, organized by Cao 
Cong, Zhang Bing, Professor Gu Lubing, jointly held by CSUE, 
ACLSA, GTCFA, CSUGSU, UGACSA and CIKSU, the 2016 
Atlanta New Year’s Gala, celebrating the year of Monkey, shone 
light of the night and received accolades and ovation from its 
attendees.

With infinite topics and traditions to explore, the evening 
won cheering and loud applause. Loads of Chinese, Taiwanese 
and American audiences and performers flocked to the gala for 
the celebration. Twelve exquisite shows were brought to the 
stage to spice the night up, featuring in dance, songs, Chinese 
martial arts, magic, and instrumental performance. 

The gala has also invited representatives of Emory University, 
Atlanta scholars, and over 400 overseas guests. Two Chinese 
Consulate Generals in Houston, Mr.Zhao Yumin and Ms.Zhang 
Tiehong, gave opening speeches to greet the new year. The 
representative of Emory International Student and Scholar 
Services, Ms. Joan Lindsey, also attended the gala to celebrate 
the big night.

ECC 
The Voice
Translator: Sophie Xiong

Presented by Emory China Care (ECC), The Voice of Emory 
is one of the biggest singing competitions on campus. Based 
on the popular TV show The Voice, it annually invites 

some of the most excellent judges and welcomes a large audience 
who appreciates music. Each year, ECC invites approximately 
20 talented voices all over the campus to this contest, which 
consists of two rounds. At round one, participants are divided into 
groups and compete within their own group; the participant who 
receives the most votes from judges in each group will proceed 
into the next round. At round two, the first three places will be 
decided by votes from both the judges and the audience and be 
rewarded with prizes, provided by ECC Fundraising Department. 
Moreover, there will be a bubble tea sale before the competition. 
All profits made from this event will go to help orphans in 
Atlanta. Therefore, The Voice of Emory is much more than a 
singing competition: it offers an opportunity for people who love 
singing to present their passions and singing talents while serving 
for something bigger. 

The lineup of participants this year was especially strong, and 
the auditorium was packed with audience. I think that the winner 
is able to go even further—singing in The Voice of China. Are 
you ready to show off your talent? We will see you next year!

On Feb. 23rd, ECSA held Emory’s annual If you are the 
one, a show aimed at matching couples, to celebrate the 
Valentine’s Day. This year, to have more Chinese students 

involved, we diminished the charge of participation, offered 
a better catering which included bubble tea and also a more 
charming and professional group of guests. Also, we utilized 
technologies to improve the experience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show. For example, the Wechat Wall enabled interaction through 
communication on the LED screen. With all these improvements, 
our show managed to provide a motivating ambience where every 
participant enjoyed the experience regardless of the outcome of 
matching. By annually holding this show, ECSA is committed to 
a better life of Chinese students on campus. We wish more people 
could join and support our future activities.

ECSA
If you are th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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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Peter Liang, 
          Chinese Strongest Voice

Author:Xinyu Zhao    Translator:Junyi Dai

February 20th, 2016 is a date that is worthy of being remembered by all the Chinese 

and Chinese Americans. On that day, Chinese Americans paraded on the streets in 

order to advocate justice and equal rights and just laws for Peter Liang who is an 

Chinese American police in New York facing a upcoming 15  year  long imprisonment. This 

is the biggest Chinese American parade in American history. It is incredibly large scale and 

it gathered Chinese Americans from 40 cities who came together to express their requests.

    In November, 2014, Peter Liang and his police partner were patrolling stairways in a 

apartment in Brooklyn. Meanwhile, Peter Liang’s firearm discharged accidentally. The bullet 

ricocheted off the wall and Akai Gurley who is an African  American died from the shot. The 

Brooklyn Supreme Court found Peter Liang guilty of five charges which are manslaughter, 

assault and other criminal charges, and Liang faces15 years in prison. The decision made by 

Brooklyn Supreme Court enraged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Many people feel like Liang is the scapegoat for the politics and the long term silence of 

Chinese Americans.

       Let us praise for the two hundred and twenty paraders and their courage!

The 2016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Handed 
out in Emory University 

with Great Success

02.

03. Zika Virus Outbreak
Zika virus, transmitted by daytime-ac-
tive Aedes mosquitoes, continues to 
spread in Americas, presumably infect-
ing millions of peo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