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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逼何处是底线

隔空对决了大半年，万众瞩目

下，2016年9月26号，希拉

里和川普终于迎来了第一次当面对

（撕）决（逼）。第一场辩论，川

普继续高喊自己华而不实的竞选口

号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希拉里也总在重复那些老生常谈

却很难兑现的承诺。两个人大多数

时候是在兜圈子，几乎没有什么实

质性的交锋。整场辩论，侃侃而谈

的老政客希拉里和“熊孩子”“表

情帝”川普总不在一个频率上。比

如当川普自信满满地说道：“我觉

得我自己最大的优点是我的性格

(temperament)，我有胜利者的性

格(a winning temperament)，我

知道如何获胜，希拉里不知道，她

的性格是有缺陷的。”语罢他歪过

头用经典的傲慢目光盯着希拉里。

主持人示意希拉里回应，希拉里耸

耸肩，一句含笑的“好吧(okay)”

让全场爆发了笑声。但在之后的回

合里，希拉里就川普的“胜利者的

性格”做了精彩的抨击，“我听到

川普说过，他听到几个伊朗水手在

嘲笑美国水手，他说如果他们再这

么嘲笑美国水手，就把他们炸飞，

这不是美国三军统帅该有的反应。

一个能被推特轻易激怒的人不应该

掌握核武器的按钮”。从这一个细

节就能够看出两人在整场辩论中的

基调和策略：川普还是一如既往的

满嘴放炮，希拉里则还是一副“老

司机”的形象。

如果说第一场辩论还在相对有

礼貌的氛围中结束，十月九号第二

场辩论开始时，川普和希拉里两个

人则连手都没有握。但这也是意料

之中的事情，当川普自夸性骚扰女

性的视频在辩论前流出，一时间

就连GOP的大佬都纷纷与之划清界

限，何况是想要尽力争取女性选票

的希拉里。更不要提川普把当年指

责克林顿性侵的女性请到辩论现场

的这一举动了。在充满敌意的开场

之后，整场辩论剑拔弩张的氛围愈

演愈烈。比如在提到希拉里邮件门

的时候，川普说道：“如果我当上

总统，我会任命一个特别检察官彻

查你的案子”，希拉里回应“像你

这样的脾气(temperament)，幸亏

你不掌管国家法律”。此时川普爆

发了又一辩论“金句”： “因为

如果我去掌管法律，你就要进监狱

了。” 这句话我一开始是当笑话

听的，但是一同观战的一个美国同

学说，川普的这句话让她想起了集

权国家的独裁者，但这句话竟出自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口，这让她难以

接受。

辩论结束于一个有趣的观众提

问，“你们能不能说一个对方身上

你尊重的优点。”听到这里，全场

观众笑了，川普和希拉里也笑了，

剑拔弩张的气氛一瞬间轻松了下

来。希拉里说川普的孩子很优秀，

川普说希拉里是个永不放弃的战

士。然后两个人走到舞台中央，微

笑着握了手，结束了辩论和这90分

钟的恶意与攻击。纵观充斥着恶性

攻击的2016大选，这片刻的友善和

包容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两场辩论过后，两人大多数的

支持者还是没有动摇自己的立场，

很多人还是站在了各自党派的线

后，无论领导这个党派的人在这场

疯狂的权力游戏里错的多么离谱。

但是权力争斗再疯狂，有些良知和

底线是不应该被一场政治游戏僭越

的，比如那个握手里体现的尊重和

包容。

2016 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简评

飓风“马修”来袭
              美国多州进入紧急状态

十月七日清晨，在中国的小伙

伴们还在享受美好的国庆假

期。然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四

级飓风“马修”已在美国佛罗里

达州东海岸悄然登陆。

据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

这是2007年以来大西洋上威力最

大的飓风。截至目前，飓风“马

修”已经导致110万户停电，超

4200班航机取消，以及15人死

亡。其中包括北卡罗莱纳州5人死

亡，佐治亚州4人死亡，佛罗里达

州6人死亡。此外，在北卡罗来纳

州坎伯兰县还有4人失踪。

以下是进入紧急状态的4个

东南部沿海州州长发布的官方指

示：

南卡：州长向沿海居民发出

紧急撤离令，25个县的学校和政

府部门均已关闭。官员们呼吁民

众至少准备三天的食品和药物。

超市里基本食品、瓶装水、电池

等，已被一抢而空。

北卡：中部和东部的部分区域

进入紧急状态。

佐治亚：沿海的13个县于5日

进入紧急状态。

佛罗里达：超过150万人已转

移至疏散区。距离海岸线350英里

内的地区均会遭受损失。著名景

点劳德代尔堡，卡纳维拉尔角等

也会受到影响。

天灾无情人有情，这次风暴中

也产生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瞬

间，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最治愈的一幕

总统奥巴马针对飓风“马修”

在白宫发表讲话：“如果你在的

社区收到了撤离命令，一定要认

真对待。家园可以重建，但珍贵

的生命只有一次。”总统的这份

鸡汤十分鼓舞人心，劝励大家一

定要珍惜生命，积极疏散。

最逗比的一幕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欢乐的美

国人民并没有被飓风击跨意志，

仍旧娱乐精神十足。即使在重灾

区，趴踢照样开。社交网络上有

人发布了照片，临建房的外面有

涂鸦笔字迹“Hurricane Party 

Open Inside.”外面飓风咆哮，

室内快乐轰趴，想想也是有些小

激动。

最辛酸的一幕

一位60多岁的老妇人在外面喂

养动物时，倒下的大树砸在她身

上。老人不是住在被认为最容易

遭受飓风危害的沿海岛屿。但由

于暴风雨，医疗人员无法回应她

的求救电话，因此遗憾错过最佳

抢救时期。

隔空对决了大半年，
万众瞩目下，2016
年9月26号，希拉里
和川普终于迎来了第
一次当面对（撕）决
（逼）。

李兆涵
WRITNG EDITOR

十月七日清晨，在中国的小伙伴们还在享受美好的国庆假期。
然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四级飓风“马修”已在美国佛罗里达
州东海岸悄然登陆。

Mingxi Yu
WRITNG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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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地震预警解除 
                          专家提醒民众做好预防措施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加州州长紧急服务办公室(CALIFORNIA OFFICE OF EMERGENCY SERVICES) 9月
27日发布的关于南加州地震强预警于当地时间10月4日解除。

Mingxi Yu
WRITNG EDITOR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
加州州长紧急服务办

公室(CALIFORNIA OFFICE OF 
EMERGENCY SERVICES) 9月27
日发布的关于南加州地震强预
警于当地时间10月4日解除。

加州政府曾发布地震警
报，宣布从9月27日至10月4日
这段时间，南加州一带可能强
震来袭。并提醒加州多地民
众，从现在起做好抗震准备。
而如今强预警的解除，终于让
提心吊胆多日的居民松了一口
气。

是什么预兆导致众多地质
学家预测10月将袭来强震呢？

据中新社报道，9月26日，

南加州索尔顿湖附近发生了
140多次1-4.3级地
震，至今已有
200多次。南
加 州 大 学
地 震 学 家
郦永刚指
出：“这
种群震就
是标志性
的地震预
兆 。 群 震
集中反映了
地球内部应力
的变化。就像弹
簧压紧了会回弹一
样，如果内部应力超过两大板

块界面上的摩擦力，板块就在
极短时间内发生10米位

错，把250年累积
下来的能量释放
出来，产生相
当于8级的地
震。” 

 与 此
同时，洛杉
矶市水电局
岩土与地震
工程师、国际

华人岩土工程
协会副会长颜利

平表示，虽然地震
警报已经解除，大家不

能因为“只听狼叫不见狼来”

“但如果我们可以充分
做好预防措施，就可以
有效地将震后灾害降到最
低，更好的保护自己和身
边的挚爱。”

便松懈警惕，而是应更加重视
平日的预防工作。

 那么当大地震来临
时，我们可以采取哪些预防措
施呢？

1. 建筑物中的非结构因
素。比如家中摆放的工艺品，
厨房存放碗筷的壁橱，墙上的
字画、镜框、挂件等，都可事
先加固，以避免地震导致屋内
物件横飞伤人。若是在室外，
不要靠近任何可能倒塌的高大
建筑物或树木，同时小心远离
桥梁、立交桥等。

2. 地震前的准备工作。
家中的煤气开关、水电总闸等
的位置，民众也应事先了解演

习，如何在逃生之余迅速关
闭，避免气、电爆炸起火。在
过去的特大地震中，因水管破
裂造成更深地震损失的案例屡
见不鲜。

3. 储备生活必需品。民
众自己应该为突发地震做好饮
食准备，比如水、食物（可长
时间保存的压缩食品和脱水食
品）、医药包（抗生素、维C
等，如果生病时会是救命药）
、现金（离开地震区后会很实
用）充足的准备在等待救援的
过程中体现得尤为重要。

现如今的科技水平再发
达，也无法帮助我们真正避免
毁灭性地震。但如果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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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梦路在何方
我相信像YG这样嚣张的种族主义者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华人在美国的生活环境也会越来越好，那时候我们才能
真正毫无顾忌地追逐自己的美国梦！

Eric Yang (杨仲钦)
Writing Editor

美国洛杉矶说唱歌手
YG 在最近几周从一

个名气不大的小歌手跃
升为占据各大报纸头条
的“明星”人物，他在
美国华人圈的知名度更
是直线上升，甚至在不
久之后有机会得到白宫
的亲自过问。中国的一
句古话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在YG的
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他在2 0 1 4年的一首歌 
“MEET THE FLOCKERS” 
怂恿公众去抢劫美国的
华人家庭，因为“华人
不喜欢把钱存在银行，
家里总会有大把的现
金” 他甚至在这首只有
3分钟的歌中详细介绍了
入室抢劫的全过程，比
如如何敲门，如何销赃
等。这首歌在刚推出的
时候就已经引起了广大
华人的不满，但是因为
种种原因这首歌还是一
直在市面上流行。近期
的一起入室抢劫华人家
庭的事件又把这首歌推
上了风口浪尖。9月16
号的晚上三个歹徒闯入
亚特兰大的一个华人家
庭实施入室抢劫，所幸
这个华人妈妈勇敢的拿
起武器和歹徒进行了交
火， 一个歹徒被当场击
毙，另外两个逃跑，这
些歹徒入室抢劫的手法
和YG 在歌中的描述如出

一辙。许多华人在美国
多个城市举行了游行示
威活动，并且自发向白
宫发起了禁止这首歌继
续传播的请愿书。据美
国法律规定，当请愿书
签字的人数达到一定数
量时，白宫必须作出回
应。以上是这次事件的
大体概述，但是通过这
次事件体现出的是整个
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以及
亟待改变的社会问题。

 美国虽然是一个
由移民组成的国家，但
是美国的种族歧视一直
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历史
遗留问题，甚至在当今
美国社会有愈演愈烈的
趋势。美籍华人一直都
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在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
都遇到了不公平待遇，
这次的说唱事件更是上
升 到 了 人 身 伤 害 的 严
重程度。给大家简单举
几个例子：华裔学生在
申请大学的时候经常被
无缘无故的拒绝，因为
美国大学不希望拥有“
太多”中国学生，录取
标准本来应该是优胜劣
汰的公平标准，但是到
审核华裔学生的时候就
变成了“我只能录取X
个” 的限量标准。再
比如现在妇孺皆知的林
书豪，哈佛毕业的高材
生，就是因为自己华裔

的身份在刚进入NBA的时
候饱受教练和队友的歧
视。另外像“两个中国
女生因为在地铁上说中
文被殴打”等新闻更是
让人气愤不已。至于华
人在美国求职、工作和
生活中遇到的其它MI-
CROAGGRESSION更是数不
胜数。很多华人背井离
乡千里迢迢来到美国是
对美国梦的信任，是对
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但是种族歧视的劣根性
让很多在美华人失望不
已。种族歧视无法根治
也与美国的政治大环境
有很大关系，今年的美
国总统大选更是把这一
点体现的淋漓尽致。美
国共和党候选人DONALD 
TRUMP是国际社会公认
的“奇葩” 他能走到今
天是对美国价值观和使
命感的极大讽刺，因为
他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
是他那毫无约束的大嘴
巴。TRUMP对中国和华
人的言论尤其出格，群
众集会的时候说“中国
在国际贸易上强奸了美
国”， 总统辩论的时候
提到了中国18次（没有
一次是积极的）。TRUMP
的很多言论都是为了达
到他个人的政治目的，
但是他作为一个目前最
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如
此公开地发表种族歧视

的言论无疑会让华人在
美国社会的地位进一步
恶化。

 再往深处研究，
不管是YG还是TRUMP 都
滥用了美国“言论自
由”的宪法法规。美国
作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代
表国家，经常拿“言论
自由”攻击包括中国在
内的其他国家。言论的
自由自然有它积极的一
面，但是如果不加以正
确引导和规范，言论自
由这个民主制度的标
志有可能就会变成颠覆
民主制度的利器。Y G
的这首歌已经超越了言
论自由的范畴，这是赤
裸裸的犯罪行为，他不
仅蔑视了广大华人在美
国的合法地位，更触发
了新一轮的种族歧视行
为。 这首歌被令行禁止
才是对言论自由最大的
保护，如果听之任之本
身就是 对美国公民的
歧视，民主制度名不副
实。言论自由的初衷是
鼓励美国公民对政府政

策的公开批评，防止独
裁者的出现，但是近些
年言论自由变成了某些
人违法犯罪的护身符，
如果这种现象不加以制
止，美国将变成一个有
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国
家。法律是美国民主制
度的保证，如果法律都
不能严格执行的，民主
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谎
言。

 除了寄希望于美
国政府和社会之外，在
美国的广大华人群体也
应该积极的展开“自
救”， 用实际行动获得
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尊
敬，狠狠地打种族主义
者的脸。印度人就是我
们可以学习的好榜样，
因为印度的贫穷和落
后，最早的印度移民在
美国的处境和现在华人
差不多，甚至比我们还
要差很多。但是经过几
代人的努力，如今很多
印度人跻身到了美国主
流社会，成为了很多领
域的主导者，整个民族

的地位也得到了显著的
提升。比如美国科技巨
头云集的硅谷现在被戏
称为“印度人的天下” 
因为谷歌的CEO，微软的
CEO，ADOBE的CEO都是印
度籍。美国很多大律师
及医生也都是印度人。
反观我们华人群体虽然
在美国数量庞大，但是
真正称得上美国社会领
袖的人物屈指可数，所
以我们作为在美国留学
的新一代中国学生必须
要用实际行动和成绩捍
卫我们的尊严，维护我
们的权利。当美国的政
商医法界都有我们中国
人的身影时，我相信像
YG这样嚣张的种族主义
者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
线，华人在美国的生活
环境也会越来越好，那
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毫无
顾忌地追逐自己的美国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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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嫌弃的机遇 
               ――挣扎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和TPP
TPP曾经是美国最饱受争议的话题之一：围绕着它的正反双方无数交锋使特朗普和希拉里不得不数次改变自己的立

场。

Carter Center

TPP曾经是美国最饱受
争议的话题之一：围

绕着它的正反双方无数
交锋使特朗普和希拉里
不得不数次改变自己的
立场。 
目前的形式一边倒地倾
向了反方。特朗普自打
参选就旗帜鲜明地反对
这份协定。而希拉里的
反对则尤为令人惊讶。
曾经职为国务卿的她曾
是协定的支持者，而她
在2012年赞扬TPP是“贸
易协定中的典范，确保
了开放、自由、透明、
公平的贸易关系”。但
是在民众的呼声下，她
罕见地做出了毫不含糊
的承诺——绝不支持
TPP。
希拉里认为这份协定有
可能让中国绕开贸易谈
判，白白捞个大好处。
特朗普则更为犀利地指
出TPP给中国开了后门，
使其可以提供汽车原部
件给墨西哥，然后销往
整个太平洋。
中国对总统候选人的批
评早已屡见不鲜。从货

币政策、到贸易逆差，
再到工作流失，中国都
是被喷口水的主要对
象。当然这些指责并不
是空穴来风，中国有时
确实违反了国际贸易规
则。但这次是个例外，
指责中国那是疑邻盗
斧。
中国甚至不是TPP的一
员！中国自己也惧怕美
国通过协定进一步获得
国际影响力。如果我们
看一下协定成员国的地
理分布，我们将会发现
TPP是美国重回亚太战
略，限制中国日益增长
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的
重要一环。该协定并没
有任何给中国好处的意
图，恰恰相反，它提高
了各类标准，降低了中
国制造业竞争力。美国
本土企业和工人或许也
能绝处逢生。
但是为什么两位候选人
还是对协定的缺点小题
大做呢？为什么中国横
竖都要被批评呢？TPP
对美国是一次机遇，可
是它为什么遭受人们的
嫌弃呢？要解决这些问
题，我们必须先了解什

么是TPP？

什么是TPP？
TPP是一份由环太平

洋12个国家共同签订的
贸易协定，而成员国包
括：澳大利亚、文莱、
加拿大、智利、日本、
马来西亚、墨西哥、新
西兰、秘鲁、新加坡、
越南以及美国。其主要
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
减少贸易壁垒，建立投
资者和国家之间纠纷解
决机制。同时，其也旨
在提高工人工作坏境，
推动可持续发展，保护
知识产权。

为什么机遇会被嫌

弃？
该协定对美国利大于

弊的事实不容置喙。如
此千载难逢的机遇，为
什么会遭受美国最精明
的政治家的白眼？答案
是显而易见的：在大选
这个戏台上，事实并不
重要。重要的只是如何
迎合选民。

大部分的美国选民并
不是政治或经济方面的

专家。他们只能碎片化
地了解总统候选人的一
些只言片语。因此，他
们的观点是畸形的。这
也注定了他们在选择总
统时，只能通过他们身
上的一些标志，比如说
他们所属的党派意识形
态来决定。

对于总统候选人来
说，空喊“中国偷走了
我们国家的工作”这样
的口号，要比教育选民
国际政治关系、“比较
优势”和国家战略，更
容易赢得美国社会主要
群体——蓝领工人的
心。

赢得大选的三个关
键词是：奥巴马、贸
易、中国。这些都是候
选人试图吸引选民而抛
出的最简单最基本的概
念。“特朗普和希拉里
们”运用这三个词创作
出了无数骇人听闻的“
故事”。

就特朗普来说，这
三个词就是他一生的敌
人：奥巴马是一个糟糕
的总统；国际贸易正在
使美国失去工作变得贫
穷；而中国总是用各种

见不得光的手段从美国
那里捞好处。于是，特
朗普根本没想过教育选
民TPP对于美国限制中国
战略的意义，甚至或许
他自己也不了解。他只
是拿出了大喇叭高喊“
任何国际贸易协定都是
长中国士气，灭自己威
风”。

对于希拉里，她不能
直白地指责曾经与她一
起工作过的奥巴马。但
是对于中国和贸易，她
就没必要有什么顾忌。
更何况事实也清楚地摆
在了眼前，美国的制造
业在近数十年里连续下
滑，工资没什么变化，
工作、工厂和企业却都
跑到了中国。为了迎合
底层的美国工人们，希
拉里不得不把中国当做
替罪羊。假如她试图告
诉选民，“我无力抗衡
美国经济结构转型导致
失业；我无法阻止贸易
逆差；我不能限制美国
企业在全球贸易的权
力”，那么大选的结果
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她绝对不可
能把这些话说出口。她

只能说贪婪的大公司和
政客不顾普通美国人的
生存，与“中国们”勾
结，牺牲大多数人的利
益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美国“人民”们就这样
被自己的国家背叛了。
于是乎，TPP这样一个从
长远角度看利远远大于
弊的协定，也就注定了
要遭受所有人的背叛。

但是民粹主义抬头对
国家，对国家的影响就
一定是负面的吗？不一
定。当选后，“特朗普
或希拉里们”会做他们
认为对的事。如果TPP是
有利的，他们会签订。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站
上了大选这个舞台，他
们关注的只能是唱好眼
前的这出戏。当下一个
大选来临的时候，又会
诞生一批新的打着“同
情美国人民”招牌的政
客。

而早已习惯了承诺与
背叛的选民们又会继续
麻木地投票给那些讲述
好听故事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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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yu Zhao
Writing Editor

三星公司在8月发行的
NOTE7因不明原因产

生大量爆炸起火事例，各
种手机爆炸后惨不忍睹的
照片在网上热传，拥有该
机的人坐立不安，纷纷找
三星讨要说法。面对愈演
愈烈的局面，三星紧急召
回全部的NOTE7手机并承
诺换新。然而换新后的手
机仍然爆炸，三星面对巨
大的压力只好宣布全面停
产停售该机。这部新生代
机皇，号称“IPHONE7最
大竞争者”，却因为自身
的“易燃易爆”属性仅仅
面世了半年，就退出了手
机市场。三星公司也因这
个致命的错误，蒙受了至
少150亿美元的损失，几
款项目也被迫推迟，品牌
形象大受影响。

NOTE7能在全球卖出
快三百万台，证明了三星
的宣传能力和手机本身的
竞争力。2K屏幕，防水防
尘，手写笔，虹膜扫描
仪，超长续航等优势均让
这款手机有着足够的市场
竞争力。然而，极力使用
最好的元件，却忽略元件
之间兼容性的NOTE7，势
必会出现巨大隐患。上市
一个月不到，世界各地便
已经出现三十多起爆炸起
火事故。三星官方称手机
爆炸是因为两大电池供应
商之一的SDI电池设计缺
陷导致手机短路，国行销
售的手机因为电池是另一
供应商ATL提供的没有问
题，因此只召回了SDI电
池的手机并承诺换新。

然而召回开始几天后，国
行的手机也出现了爆炸案
例。三星至此才发现问题
远比手机电池严重，在10
月11日宣布永久停产停售
NOTE7。

巨大的失误将三星的
收入打入谷底。此前三星
第二财季利润因为S7的强
劲销量，达到历史高点。
然而最新财务报表显示三
星第三季度收入较上一季
度下降33%，显然上一财
季的风光荡然无存。市场
预测三星收入增幅将严重
放缓，上一季的强大表现
将不复再现。投资者的热
情也因此大受影响，三
星股价大跌8%，融资减
少……收入减少将直接给
三星带来150亿美元的损
失。与此同时召回和处理
手机所产生的费用预测将
达到百亿美元。亏损如当
头棒喝，三星短期无法集
齐足够资金去继续研发项
目，电池隐患的暴露同时
遏止了三星所有后续产品
的生产，云整合，虹膜扫
描技术，S3手表等计划
只能暂停。有消息称，三
星已经内部通知全球全部
门裁员，裁员人数将不低
于9%，数千员工将饭碗不
保。

NOTE7爆炸事件给三
星营造的优质品牌形象
泼了一桶污水。在10月5
日美国西南航空宣布公司
旗下一架航班号为994的
客机因为机上一个NOTE7

冒烟起火而发生火灾。随
后全球大部分航空公司宣
布禁止携带托运NOTE7，
部分邮递公司禁止邮递
NOTE7，美国交通部在15
日甚至明文规定全美禁止
NOTE7携带登机。三星用
户的自豪感骤减。同时，
三星召回手机时差别化对
待中国消费者，不仅推迟
召回，而且补偿仅为国外
的一半。这种做法使很多
中国消费者对三星看法骤
降，差评连连。同时和三
星合作的众多厂商极度失
望，OCULUS和GEAR VR均
宣布停止三星手机技术支
持。 

大公司的产品出现严
重质量问题危及到使用者
安全，实在是让人吃惊。
在手机领域，质检一直是

重中之重，毕竟手机不是
消耗品，一部手机使用者
至少要用一年以上，长久
使用而不出问题的手机才
是众望所归。即便是风光
不再的诺基亚，至今人们
还会津津乐道其手机质量
十分可靠，可以防火防水
防魔法。质监局检验员称
现在的手机市场耐用的手
机质量问题在百万分之一
左右，NOTE7竟是这个值
的50倍！背后所透露的信
息我觉得虽有三星对用户
的不负责，但更多的是急
功近利。在苹果创新出现
瓶颈，各种新兴手机品牌
群雄割据的背景下，三星
只有快人一步，推出更强
大的硬件，想出更方便使
用者的功能，加快产品推
出才能致胜。然而质检流
程是快不起来的，检验一
部手机最快要3天，快速

更新换代等不了质检。三
星这次把存在隐患的手机
推上市场，也是为了赶在
IPHONE7之前发售NOTE7从
而分流消费者掌握先机。

其实比三星品牌形象
下降，收入降低更加可怕
的是，爆炸原因至今尚未
查明，没人知道该隐患是
否只存在于NOTE7。如果
问题真的严重，所有三星
产品都有爆炸风险，那么
三星将花费更大的成本去
处理社会上的风险设备，
消耗更多的时间去整改新
产品。NOTE7问题也许将
导致三星手机市场的衰
落。作为旁观者的我们，
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爆炸
原因的查明和明年S8的表
现。

三星Note 7炸了
“小米冬天可以当暖宝宝，三星过年可以当炮放！

这不仅是一部手机还是一个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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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评说之
小说改编电视剧

近些年来，无数小说都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从《小
时代》到《甄嬛传》，到《花千骨》，再到暑期档
的《微微一笑》，因为小说的成功，加上超强的演
员阵容，许多影视剧从拍摄初期便备受原著党们的
关注.尽管最后众评好坏参半，但热搜度绝对是妥妥
的。

Irene Qi 

这一期，小编便带你一看近期大热的根据小说改编的电
视剧，重温那些年我们看过的大部头。

近些 年 来 ， 无 数
小 说 都 被 改 编

成影视作品，从《小时
代》到《甄嬛传》，到《
花千骨》，再到暑期档的
《微微一笑》，因为小说
的成功，加上超强的演员
阵容，许多影视剧从拍摄
初期便备受原著党们的关
注。尽管最后众评好坏参
半，但热搜度绝对是妥妥
的。这一期，小编便带你
一看近期大热的根据小说
改编的电视剧，重温那些
年我们看过的大部头。

1. 《小别离》
改编自鲁引弓同名小说

《小别离》，该剧围绕中
学生出国展开，讲述了三
个家庭面对孩子升学、留
学、青春期的故事。

看点：看到剧中男女
主角备考托福、SSAT的场
景，小编表示又想起那些
年我们刷过的红宝书，那
些年背过无数次的ABAN-

DON；看到女主方朵朵（张
子枫 饰）回国在机场和接
机的爸爸（黄磊 饰）和妈
妈（海清 饰）热泪相拥
时，小编也想立马飞回大
洋彼岸的SWEET HOME……剧
情许多关于留学备考的情
节都十分写实，都深深戳
中小编的心，相信同样身
为留学生的你看完此剧一
定感触良多。

2. 《青云志》
根据萧鼎小说《诛仙》

改编的古装玄幻电视剧，
讲述了草庙村少年张小凡
（李易峰 饰）投身青云门
下，与鬼王之女碧瑶（赵
丽颖饰）、好友林惊羽（
成毅 饰），以及陆雪琪（
杨紫 饰）、曾书书（秦俊
杰 饰）等少年们一道，帮
助良善，斩妖除恶，最终
挫败鬼王复活兽神颠覆青
云阴谋的故事。

看点：此剧一开播，因
改编力度过猛，深遭原著

党吐槽，众多小说粉纷纷
表示弃剧，身为《诛仙》
粉的小编刚开始也的确是
决定弃剧的，然而此剧的
正确打开方式是——看剧
时请忘记你看过的小说情
节。小编表示当你手动忘
记小说的人设背景，此剧
还是可以看的，而且小编
个人认为因为男主傻白甜
的人设，L姓小鲜肉凭其呆
萌的长相出演此剧真是再
合适不过，演技更是在这
部剧达到巅峰。

3. 《幻城》
改编自郭敬明同名小说

《幻城》，讲述了在远古
传说中的两大神族——冰
族与火族间，一次百年大
战之后火族大败，而冰族
幻雪王国王室的年轻一代
仅剩下两位皇子。卡索（
冯绍峰 饰）在王位更迭过
程中先后失去爱人梨落（
宋茜 饰）和弟弟樱空释（
马天宇 饰），登上王位
后，他意外发现冰族圣地
幻雪神山内有邪恶力量存
在，便和六位身怀绝技的
部族年轻人进入神秘莫测
的幻雪神山。然而，当他
们与占据神山的渊祭斗智
斗法，并打败渊祭强大的
四大护法之后，才发现一
切都是渊祭布下的惊天阴
谋。期间卡索也费尽艰辛
寻找梨落和弟弟，但樱空

释却记忆全失，被渊祭送
入火族成为了火族王子。
当冰族与火族间的大战再
次爆发时，火族皇子率兵
攻破幻雪国，这对昔日的
亲兄弟面临生死对决。最
终关头，正义唤醒良知，
兄弟相认，主谋渊祭也得
到了应有的惩罚。

看点：与《青云志》一
样，电视剧开播初期也深
遭原著党的不满和弃剧，
迷之人设，迷之造型，迷
之特效，粉丝们表示已无
力吐槽。然而小编再次强
调——请忘掉你看过的小
说，重要的事说三遍，专
注主演演技一百年你会发
现这部电视剧也是可以看
的。小编表示看完此剧已
爱上马天宇，小鲜肉演了
这么多年男三男四都快成
老咸肉了，这次演男二终
于演出名堂了，而樱空释
和火族公主（张萌 饰）相
爱不能爱的虐恋虽然仅是
电视剧的众多辅线之一，
却是成为此剧一大热点，
看得小编也是根本停不下
来。

4. 《步步惊心：丽》
近期大热韩国史剧，

韩国版《步步惊心》，讲
述了高丽太祖王建的四皇
子王昭（李准基饰）因自
幼毁容，一直把自己封闭
在冷酷的面具之下， 在遇

到从21世纪穿越到高丽时代
的解树（IU饰）后，渐渐敞
开心扉，并在解树的鼓励下
摘下面具，开始新的人生。
深陷高丽宫廷火热的皇权竞
争，解树也开拓着自己全新
的命运，与王昭以及一众王
子，三王子（洪宗泫 饰）
、八王子（姜河那 饰）、
十王子（边伯贤 饰）、十
三王子（南柱赫 饰）发展
出友情和爱情，并从中逐渐
成长。

看点：集结了众多当红
小鲜肉，小编表示看到如此
强大的演员阵容已经舔屏，
你们爱的伯贤更是在此剧中
献出银幕初吻，许多粉丝也
表示本来是冲女主追剧，然
而却因为李准基的强大演技
纷纷化身迷妹，八王子党们
表示在人物黑化前也是被姜
河那暖得不行。虽然此剧被
批情节玛丽苏，然而这并不
能阻止这部剧的大热，毕竟
有演技有鲜肉有女主就足够
粉丝们自动脑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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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棘之城》书评
Roking Liu
WRITING EDITOR

作为一个被张嘉佳原著推进电影院的人，我对这部电影抱有

很高的期望。但或许是因为期望过高，我觉得这部电影没

有想象中动人。想要在一部电影里同时讲述三个故事真的很难，

导演试图面面俱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情节浅尝辄止，逻辑支离破

碎。原本应用镜头语言推动的故事情节交由旁白代劳，而原本应

用做旁白的心灵鸡汤却直接变成了故事中人物的台词，整部电

影就像是给有声读物配上一个长达两小时的MV，让观众看得无

比尴尬。从前喜欢张嘉佳的故事，是因为他笔下的爱情不像很

多烂俗的爱情故事那样出世，仿佛发生在平行时空，故事里的

人这一生似乎除了相爱无事可做。张嘉佳的故事好像就发生在

自己身边，没有刻意煽情，悲欢离合都落地生根，而非虚无飘

渺。然而遗憾的是，这部电影硬生生把那份真实感又架到了空

中。无论是“我是蠢货”的游行，还是全城双闪的夜晚，抑或是

猪头莫名其妙去非洲卖小吃然后上了电视，都像是成年人在做

初中生的事，把过分梦幻的列车押上现实的铁轨，带给观众的

就只有不可理喻而不再是感同身受。画面没有让故事变得更加

生动更加富有感染力，更不如书中用文字表达来得自然真挚。

作为一部电影，它不算成功，因为它没有讲好任何一个

故事，但故事本身依旧值得思量。这是一个关于得与失，离与

合的故事，它想让我们知道，原来真的会有爱情无疾而终。

看到小容放弃了陈末，有人说是小容太过物质不懂爱情；

看到燕子离开了猪头，有人说燕子只是把猪头当作跳板，我却

不敢苟同。如果说小容不爱陈末，那又为什么甘愿把自己唯一

的青春交给陈末？如果说燕子不爱猪头，那又为什么要相守八

年后才提出分手？爱到最后，不是两个人之间没有爱情了，而

是两个人之间只有爱情了。可惜少年的爱情太纯粹也太单薄，

白月光和朱砂痣都是年少轻狂时发的梦，太美好的东西总是易

碎，无力支持两个人共度余生，于是只好一别两宽，各自前行。

会开花的爱情大概就像猪头对燕子，陈末对小容，眼睛里

除了爱的人什么都没有。然而世间没有不会凋谢的花。少年总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影评
Junyi Han
WRITING EDITOR

是相信不朽，相信爱就是燃烧自己，然而当岁月淙淙而过将热忱熄灭，又有谁能依靠余温度过一生呢？只有

当两个人的目光望向一处，甘愿为了所爱的人变得更好，甘愿携手奔赴更艰难却也更丰盈的明天时，爱情才

会结果。就像茅十八，从前他想当发明家，破坏的东西却比修好的东西还多。他整日在陈末家里白吃白住，

没有自己的人生。遇到荔枝后，他却甘愿放下自己遥不可及的空想开一家小维修店，让自己和荔枝的未来落

地生根。可以说茅十八不是为了爱情放弃了梦想，而恰恰是因为爱情实现了梦想。作为一个笨嘴拙舌的理

工男，他从没给过荔枝山盟海誓的承诺，甚至求婚的时候也只有一句我爱你，但他做了比千百句情话还要

深情的事。他让爱人相信两个人会有一个看得见也走得到的未来，因此电影中只有他们的爱情有了结果。

爱与热忱会给人新鲜感，责任与担当才会给人归属感，一个人做出来的事永远比说出来的

话要动听的多。如果仅仅依靠新鲜感来为爱情做担保未免太过天真，因为爱情会自然发生，却也

可能无故消失。有情人终成眷属这话没错，只是世上从来都不只有一个有情人，只有两个人都足

够成熟，都愿意为了另一个人将人生之路走得更为高远时，爱情才有可能开枝散叶，细水长流。

虽然故事里有太多离合，但《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仍是温暖的，因为从中我们还能看到希

冀与祈愿：愿所有人能不失所爱，愿所有人都不必通过故事里那样的起承转合去证明爱情。毕

竟，“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远没有“我们一起路过全世界”那样听上去令人心生眷恋与欢喜。

德，成为莫德的女佣，和绅士合伙骗走莫德的财产并将莫德送入精神病院。然而，两个年

龄相仿的少女在相处之中渐渐产生了爱情。正当苏珊在情与财中两难时，剧情反转，其实

莫德早就和绅士合作，计划让苏珊取代自己，自己则可以逃离舅舅家。计划成功，苏珊被

当成小姐莫德送入了精神病院，莫德则和绅士远走高飞。小说花在苏珊被送进精神病院的

篇幅非常之短，剧情扭转得雷厉风行，读者还沉浸在苏珊对爱情与财富的犹豫当中，转眼

间苏珊已经不由分说的被塞进了前往医院的马车，这一番变故令人膛目结舌。正当读者为

这一番精彩的骗中骗暗暗喝彩时，剧情又一次直转急下：十几年前苏珊的养母萨克斯贝夫

人就精心酿造了这个阴谋，女佣和小姐的身份早已调换，正当莫德以为自己逃离了变态舅

舅的手掌心，却发现这样一个晴天霹雳般的真相正在等待着她。而在精神病院里近乎绝

望的苏珊，抱着复仇的心态逃出医院。两个少女再次见面，已经物是人非，当初对对方

懵懂的情感和曾经热烈的情事此刻已经冷

却。苏珊被人误会病扔进精神病院固然遭

人同情，然而莫德十几年如一日的人偶般

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地狱般的折磨。自以

为的欺骗者其实是被欺骗者，欺骗者背后

还有欺骗者，其实两人都是受害者。是复

仇还是原谅，是忏悔还是逃避？当一切都

尘埃落定，她们心里的疲倦，只有她们才

能懂，她们受过的伤，无法向别人言说，

只能在狂风暴雨过后，终于坦诚面对自己

的感情，小心翼翼地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平

凡。

最后，笔者给大家科普一下维多利

亚时代的地下文学。文章中莫德的舅舅将

莫德禁足在自己的房子中，让她每天抄写

情色小说，并且时不时召集伙伴到家里做

客，由莫德朗诵情色小说的内容。如莫德

的舅舅和他的朋友那样道貌岸然的上流人

士，在当时并不新鲜。在维多利亚时代，

性欲受到极力压制，然而关于性的情色文

学却悄然发展得十分壮大，这放映了一个

社会现实：压力越大，反弹越大。禁欲不

成，反而让人们私底下变本加厉的纵欲。

不难想象，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莫德，被

自己的舅舅强迫阅读各种情色小说，心理

该是如何压抑，自尊心又该是如何一步步

被消磨，以至于对于这种差事接近麻木。

荆棘之城（FINGERSMITH）是萨拉·

沃特的一本小说，也在英国被改编

成电视剧《指匠情挑》；前段时间在韩国

很火的电影《小姐》就是翻拍的这部英

剧。萨拉·沃特是典型的学者型作家，先

后在肯特大学和兰凯斯特大学攻读英国文

学，其研究领域是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历

史小说，曾在许多刊物上发表关于性别、

性和历史的文章。

书中两个主角共同沿一条单线叙

述，读者跟随着不同叙述者，从不同的角

度反复观看同样的情节，一次次修缮自己

对情节的看法，同时被故事中的陷阱和悬

念感所折服。故事中包含了英国人一贯喜

欢的“流于表面的正常和深埋在地下的

畸形”的套路。阴谋之下的禁忌之恋，为

财为色，真实虚假，上层下流，一切都美

妙地组合起来，渐欲迷人眼。文中人物都

充满着欲望，其中以对财富和肉体的渴望

尤其突出：有人可以为了钱近乎冷漠的将

与自己相处了十几年的小妹妹送进精神病

院，也有人可以为了满足扭曲的性欲将自

己的侄女禁足在深宅中给自己和朋友朗诵

情色小说，并在意淫中获得满足甚至达到

高潮。在作者笔下，人性的阴暗面就像伦

敦穷人区臭水沟里的水一样，缓缓溢出河

道边缘，粘稠漆黑的让人窒息。

小说讲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在

盗窃犯老窝里长大的少女苏珊，在一次偶

然的机会下被绅士指派去接近贵族小姐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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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
介绍

On the weekend of 15th Oct and 16th Oct, ECC held its semi-annual event, “Spe-
cial Weekend” for the fall semester. This event was scheduled for two days and 

was comprised of “Running Man,” a movement social for raising funds for Chinese 
children adopted in the U.S, and “Crown of Chess,” a volunteer program for promot-
ing Chinese-culture awareness among these kids. During the “Running Man” activity, 
candidates were divided into two teams and played against each other through multiple 
games and a final Name Card battle. Students had great fun and all proceeds earned in 
this activity went to the Sky Foundation, a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 that helps 
Chinese orphans. On Sunday, we introduced Chinese chess games, including 
Chinese Checkers, Ludo, and Connect Five, to kids and their parents. 
Kids had an enjoyable afternoon with our volunteers and learned cul-
tures about Chinese Chess. Parents found our student-run program 
a great opportunity to learn Chinese culture and share communi-
cations with other families as well.

by Irene Qi

爱茉莉大学全球中国联合会（Emory Global ChinaConnec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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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之间
友好关系，为社员们日后的成功打下坚实基础。

Emory University Global China Connection is a China-focused student organi-
zation chartered by Emory University. It strives to provide a forum of exchange 
and dialogue among students, business leaders, and scholars on China’s pro-

gression and involv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mory GCC 
is one of the 60 university branches of Global China Connection.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GCC network, please visit: 
http://www.gccglobal.org/

by Yarong Sun

CUSO(Chinese Undergraduate Student Organi-
zation)是Emory官方认证的中国学生组织之一，旨

在搭建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之间交流的桥梁，宣传中国文
化，并帮助学生在活动中培养领导能力，融入校园生活。
10月13日CUSO成功举办了茉莉中国文化夜，吸引了上百名
同学的参与。大家一起观看了ECTC带来的的古筝表演，木兰舞
社等带来的精彩舞蹈，并在游戏中学习体验了中国文化，品尝了美味
的传统中国零食，度过了忙碌的学习生活中一个愉快的夜晚！
11月CUSO将携手OISL(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Life)一同举办国际文
化周，将在11月16日Wonderful Wednesday带来中国文化活动和美食，欢迎
同学们积极参与。11月17日，CUSO将参加OISL带来的International lounge 
Opening Ceremony event，欢迎同学们到LSM lobby和我们一同感受多元的
国际文化！
更多活动COMING SOON! 关注CUSO微信：emorycuso, Facebook: Emory 
Cuso了解最新活动信息和福利哦！ 

by Tianyi Pang

Mulan is Emory’s only Chinese style dance troupe. 
Every semester, Mulan comes up with a new Chi-

nese dance performance. Members will choose different 
outfits and learn new techniques to show the beauty of the 

long-lived Chinese art form. 
Mulan recruited eight new membe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The new members have already finished practicing the new dance for this 
semester and started to perform in different activities. Up to date, Mulan has 
already performed for Mooncake festival celebrations in GT, SigEp Art show-
case, CUSO’s Chinese culture night and 2016 COREtural Showcase. 
Every Spring semester, Mulan holds its own showcase which consists of Chi-
nese dances performed by Chinese dance team, and Hip-hop dances by Hip-
hop team. The Hip-hop is led by Kevin Zhou, the former TNT president who 
has expertise in Hip-hop and breaking. 
The next event of Mulan will be Cultural Shock, on November 11th. We wish 
to see all of you there!

by Roking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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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Presidential Debate from 
a Chinese Student’s Perspective

The First Presidential De-
bate was held on Monday, 

September 26 at Hofstra Uni-
versity in Hempstead, New 
York. It was the first time to 
watch an entir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debate for most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ther than excitement, we 
may find it hard to understand 
and follow some of the con-
tent of the debate. Many inter-
national students coming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lack certain degree of knowl-
edge required to interpret the 
jokes or satire. Yet, we can 
still learn from two candi-
dates’ perspectives on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their policies 
on creating jobs and treating 
of race discrimination. We 
can thus interpret those ma-
jor issues from a nation-wide 
perspective to reflect about 
domestic issues that origi-
nates from similar problems 
and question ourselves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The two major par-
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Donald 
Trump is one of the debaters 
who are the candidates from 
the republican party while 
Hillary Clinton is the candi-
date from the democratic par-
ty. Both candidates started the 
campaign long ago to prepare 
themselves for the presiden-
tial election in November. The 
idea of the presidential debate 
is to provide an interactive ap-
proach to engage more people 
so that they will know more 
about their future president. 
As a result, people can vote 
for their ideal candidate. In 
addition, the presidential de-
bate provided a good platform 
for both Trump and Clinton 
to express their political ide-
as and to persuade their target 
groups. For example, Clin-
ton said “I think building the 
middle-class, investing in the 
middle class, making college 

debt-free so more young peo-
ple can get their education… 
are the kinds of things that 
will really boost the econo-
my, broad-based, inclusive 
growth.” (Hillary Clinton, 
Fact Check: Trump and Clin-
ton Debate for The First Time) 
Given her background as a 
child raised in a middle-class 
family, it was clear that she 
was trying to appeal to the 
middle-class voters. Appeal-
ing to target voter groups is 
the approach of almost all 
politicians. It quite important 
that we consider who will be 
benefit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ertain policies. Thus, we 
can understand the points 
those politicians made dur-
ing the debate. Additionally, 
Two presidential debates and 
a vice presidential debate will 
be held in October. They will 
give people opportunities to 
further explore their policies, 
gain a more profound under-
standing of candidates, and 
picture the future of nation. 
Therefore, people can vote in 
accordance to whoever they 
think is the most qualified on 
November 8,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day.
 One of the issues 
that candidates addressed in 
the debate was race relations 
which is also tightly related 
to gun control. Indeed, this 
is a topic that most Chinese 
students are not familiar 
with since in China, almost 
all Chinese citizens have the 
same race while guns are pro-
hibited. However, the topic 
of race and guns is still worth 
considering for Chinese stu-
dents since we can hear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Dif-
ferent perspectives will open 
more ways for us to think 
about things the way we have 
never ever thought of.  Stating 
that African-American com-
munities have been decimat-
ed by crimes and violence, 
Donald Trump argued that 

law and order were required 
to restore community be-
cause guns were given to the 
“bad” people that shouldn’t 
have it (Donald Trump, Fact 
Check: Trump and Clinton 
Debate for The First Time). 
On the flip side, Hillary Clin-
ton spoke of the importance 
of mutual respect between 
races within a community 
and then called for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According to 
Anya Kamenetz, she indicat-
ed that “Black students are 
2.3 times more likely than 
white students to be referred 
to law enforcement or ar-
rested as a result of a school 
incident”(Anya Kamenetz, 
June 7 2016). Indeed, race 
discrimination does still exist 
for its historical reason while 
Chinese students might not 
have that sense but we can 
interpret the approaches of 
mitigating and solving them. 
Therefore, we can appreciate 
people’s different perspec-
tives. 

 The tendency of 
grouping of the same races 
and suppressing the different 
races only cause higher and 
higher internal cost within a 
divided nation, such as crimes 
and violence, which backfire 
significantly. In China, even 
though we share the same 
races, we still have a problem 
in so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from different regions 
or classes. The reason behind 
such problems is the lack of 
mutual respect among indi-
viduals, which applies to all 
human beings regardless of 
their races. For that reason, 
all of us regardless of races 
can learn from other’s expe-
rience. 
Even though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cannot learn from 
the Presidential Debate, such 
as how intense the race con-
flict is in certain areas or 
how can’t we take guns away 
from those who may commit 
crimes. But those things that 
we cannot learn inspire us 

We can thus interpret those major issues from a nation-wide perspective to reflect about domestic issues that originates from 
similar problems and question ourselves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Vince Wu
WRITING EDITOR

to think about them. In oth-
er words, it gives us a wider 
view of the world, a differ-
ent perspective which people 
think accordingly.
 Therefore, watching 
presidential debate is not only 
a way for us to understand 
current situations in the Unit-
ed States but also an approach 
for us to see things from dif-
ferent perspectives, which 
will bring us more insights 
about ourselves and through 
gaining of such insights, we 
can thus question ourselves.
The presidential debate is 
worth watching for us. Even 
though we are not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can 
connect to people whom we 
have different cultural back-
grounds with. It provides us 
with various perspectives to 
observe and consider things 
from other approaches. Thus, 
we can question our point of 
view and explore more ideas 
that are new and appreciate 
the diversity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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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dly Hurricane 

“Matthew”
 Approaching

On the early morning of 
October 7, when most 

people were still sleeping, 
Hurricane ‘Matthew’ had al-
ready quietly landed on the 
eastern coast of Florida.  Ac-

cording to American Broad-
cast Company (ABC), hur-
ricane Matthew is the most 
powerful hurricane from the 
Atlantic Ocean since 2007. 
Till October 18, this Cate-

4 in Georgia, and 6 in Flori-
da. Also, there are still 4 peo-
ple missing in Cumberland 
County, North Carolina. 
The four threatened states 
had been in emergency state. 
Governor of South Carolina 
issued emergency evacua-
tion order to costal residents. 
Schools and government in-
stitutes in 25 counties were 
closed. Officers of South Car-
olina encouraged people to 
store food and medicines for 
at least three days. The mid-
dle and eastern North Car-
olina also entered the emer-
gency state. For Georgia, 13 
counties on the coastal region 
were under emergency state 
as well. In the most endan-
gered Florida, over 1.5 mil-
lion people have been evacu-
ated. Estimation showed that 
the region which is 350 miles 
away from the coastal line 
were still affected. Fort Lau-
derdale and Cape Canavera 
were also be influenced.
However, although the hur-
ricane is terrifying, there are 
still some touching moments.
   The warmest mo-
ment: President Obama gave 
a speech about hurricane 
Matthew: ‘And if you get 
an evacuation order, just re-
member that you can always 

rebuild, you can always re-
pair property; you cannot re-
store a life if it is lost.’ Those 
encouraging words call for 
people’s action to value their 
own lives over any other 
things and follow the evacua-
tion orders.
   The funniest mo-
ment: In contrary to the gov-
ernment’s serious attitude, 
the residents in the emergen-
cy region seemed to take this 
hurricane arguably lightly. 
Even in the most affected 
area, there were still parties 
going on. There are pictures 
on the social medias showing 
paints on the wall of tempo-
rary houses: ‘Hurricane Par-
ty Open Inside’. American 
people showed extraordinary 
resilience and optimism to-
wards natural disaster. 
The saddest moment: an old 
lady over sixty was hit by 
a fallen tree when she was 
feeding animals outside her 
house. Although she did not 
live in most dangerous area 
under hurricane, the emer-
gency care personnel cannot 
send ambulance to her imme-
diately because of the heavy 
storm. When the emergency 
personnel arrived, she had 
missed the best rescue time. 
R.I.P.

On the early morning of October 7, when most people were still sleep-
ing, Hurricane ‘Matthew’ had already quietly landed on the eastern 
coast of Florida.

Peiyi Zhang
WRITING EDITOR

The Earthquake Alert in Southern California Lifted

On October 4, according 
to United States Geo-

graphical Survey, the Earth-
quake Early Alert issued by 
California Office of Emer-
gency Services in September 
27 was lifted. 
A week ago, the California 
state government had warned 
that there was an elevated 
risk for a big San Andreas 
fault earthquake in the week 
of September 27 to Octo-
ber 7. The government also 
encourage residents to take 
precaution and preparedness 
to earthquake. Now, with the 

alert lifted, the resident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can relax 
and live their normal life.
What makes the geologists 
predict that there might be 
an earthquake in Southern 
California in October? China 
News Service reported that 
there were over 140 earth-
quakes with magnitude 1-4.3 
degrees near the Salton Lake,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over 200 up to the reporting 
time. Semiologist Yonggang 
Li in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pointed out: ‘This 
kind of grouped earthquake 
is a typical early warning of 
earthquake. Grouped earth-
quakes reflect the changes in 
the Earth internal stress. Just 
like the string would rebound 
if compressed, If the internal 
stress exceeds the friction 
between two plate interfac-
es, there would be a 10-me-
ter dislocation between the 
plates, release the energy 
cumulated for 250 years, and 
cause a magnitude 8 earth-
quake. 
   At the same time, geotech-

nical engineer at Los Ange-
les Department of Water and 
Power Liping Yan suggests 
that although the earthquake 
alert has been lifted, Califor-
nians still should take pre-
cautions and prepare for the 
earthquake in daily life. Here 
is a list of actions people 
could do:
1. The non-structure 
factors in the buildings, for 
example crafts, photo frames 
and paintings and cupboard 
hanging on the wall should be 
fixated, to prevent them from 
falling down in the earth-
quake. Also people should 
keep distances from any tall 
buildings, trees or bridges if 
received an earthquake warn-
ing.
2. Once received an 
earthquake earning, residents 
should make sure to turn 
off any electric gates or gas 
valves before leaving their 
houses to prevent from gas or 
electric explosion. In the past 
earthquake, water pipe rup-
ture was also caused many 
damages to households.

3. Reserve life neces-
sities. People should have 
reserves for basic food (in-
cluding dehydrated and com-
pressed food), water, a med-
icine box, including first aid 
kit, vitamins and antibiotics, 
and cash. Such preparation 
would be extremely impor-
tant especially when people 
are waiting for rescue. 
Even with today’s technol-

ogy, destructive earthquake 
cannot be fully avoided. 
However, if we get prepared 
for it, we can reduce the 
damage of earthquake to the 
lowest level, and thus protect 
our lives and property from 
earthquake.

On October 4, the Earth-

quake Early Alert issued 

by Claifornia Office of 

Emergency Service was 

lifted.

Peiyi Zhang
WRITING EDITOR

gory 4 hurricane has caused 
a large area of power-off, 
affecting about 1.1 million 
households, over 4,200 flight 
cancelled, and 15 deaths, in-
cluding 5 in North Caro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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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 and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
tions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is a trade agree-
ment between twelve of the Pacific Rim countries 
signed in February 2016: Australia, Brunei, Canada, 
Chile, Japan, Malaysia, Mexico, New Zealand, Peru, 
Singapo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Carter Center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
ship (TPP) has been a 

highly contentious issue in this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ndi-
dates from both parties have 
allegedly shifted positions 
multiple times regarding their 
support towards the trade deal 
negotiated under the Oba-
ma administration. Both the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candidate are now jumping to 
show how against the trade 
agreement they are and how 
consistent they have been on 
this issue. Even the Demo-
cratic Party candidate Hillary 
Clinton, who a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Obama adminis-
tration said in 2012 that “[t]his 
TPP sets the gold standard in 
trade agreements to open free, 
transparent, fair trade,”  is now 
saying she can’t support the 
“maligned” TPP in its current 
form . 

China has been the center-
piece of their criticism towards 
the TPP. Clinton thinks the 
rules would allow China to 
go around trade agreements . 
Trump’s much harsher words 
warn that the TPP creates a 
backdoor for China to sup-
ply car parts for automobiles 
made in Mexico, and that the 
deal “was designed for China 
to come in…through the back 
door and totally take advantage 
of everyone.”  China-bashing 
is not uncommon in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rhetoric. 
China has been blamed for 
many things that go wrong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ur-
rency manipulation, America’s 
trade deficits, to offshoring 
of American jobs to China. 
A lot of these claims are not 
unfounded and there might 
be goo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China is indeed not playing by 
the rules. But this time it’s dif-
ferent. China is under fire from 
both candidates for somewhat 

misleading reasons. The key 
problem, which many Amer-
ican voters are unware of, is 
that China is not even part 
of the TPP! China isn’t a sig-
natory to the TPP and China 
doesn’t want the TPP to be 
negotiated or implemented as 
much as the fooled voters in 
the US.

So why are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making such a fuss 
about TPP and why is China 
the target of blame for a trade 
deal that it’s not even part of? 
To better make sense of this 
electoral cycle’s China-bash-
ing rhetoric, we need to first 
look at what is TPP and why 
is it important.

WHAT IS TPP?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

ship (TPP) is a trade agree-
ment between twelve of the 
Pacific Rim countries signed 
in February 2016: Australia, 
Brunei, Canada, Chile, Ja-
pan, Malaysia, Mexico, New 
Zealand, Peru, Singapo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It’s designed to promote eco-
nomic growth, lower both 
tariff and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 and establish an in-
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
ment mechanism . Hillary 
Clinton’s running mate Tim 
Kaine once viewed TPP fa-
vorably for its upgrades in 
labor standards, environmen-
tal standard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s, before 
agreeing to run as Clinton’s 
VP and started to openly op-
pose it .

Notably, China is not a 
signatory. If we look a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ignatory 
countries on a map, you could 
argue that the TPP is a strate-
gic move by the US to contain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a 

counterweight to China’s po-
litical and economic prowess 
in the global stage as part of 
President Obama’s “Pivot-to-
Asia” grand strategy . TPP is 
the linchpin of the Asia rebal-
ance. It is not designed to give 
China an advantage in glob-
al trade, but it is instead de-
signed to raise the standards 
of competition for China and 
propel it to raise regulatory 
rules and standards to those 
of TPP members, leveling the 
ground of competition for 
American workers and enter-
prises . TPP is essentially try-
ing to write the rules of trade, 
rights protec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and to bring Chi-
na’s neighbors closer to the 
US.

WHY THE FUSS?
So if the TPP is a deal that 

benefits rather than harms 
America’s strategic interests, 
why are the politicians all 
jumping on the bandwagon 
to oppose it? The simple an-
swer is: facts don’t matter that 
much in elections; what mat-
ters is how you the frame the 
facts. 

Most American voters 
are not political scientists or 
economists, or even savvy 
readers of the news. Most of 
them have occasional expo-
sure to the news media and 
it’s very likely they can only 
get a glimpse of the candi-
dates’ positions and broken 
segments of media reports on 
an issue. They form their own 
opinions on a particular top-
ic mainly from signals of the 
candidates such as partisan 
ideologies. It’s much easier to 
win the hearts of a blue-col-
lar voter by saying “China is 
bad and is stealing our jobs” 
than it is to lecture them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
omy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Voters are not 
necessarily dumb (though a 
great many of them are), it’s 
more often that they either 
don’t have tim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issues or they just 
don’t care about the truth.

To win the election, the 
three key elements of the 
TPP are: Obama, trade, and 
China. These are the simplest 
concepts that a candidate 
can efficiently communicate 
to the voters. Politicians can 
frame a thousand stories us-
ing these three signals. For 
the Republicans, all three are 
bad.  Obama is a bad presi-
dent; trade is stealing Amer-
ican jobs and lowering wages 
for average Americans; and 
China is always cheating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Amer-
icans. It doesn’t matter that 
TPP is used as tool to con-
strain China’s behavior, which 
is too complicated to explain 
to voters who only have a few 
seconds each day to scroll 
down news on Facebook pag-
es. What matters is that China 
is the big bad guy in trade and 
anything that promotes trade 
is going to be bad for Amer-
ica and be good for China. 
For the Democrats, they can’t 
outright say that Obama is 
bad due to partisan loyalty. 
But the China and trade com-
bo sounds pretty bad already! 
It’s true that the Americ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declined significantly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wages have 
remained stagnant and jobs 
are lost, mostly as a result of 
increasing competition from 
China and offshoring of jobs 
and industrial relocation 
from the US to China. In or-
der to appeal to the aggrieved 
American working class, the 
Democrats have to use China 
as a scapegoat as well. They 

can’t just tell voters that, “the 
industry has to upgrade and 
you lazy bones need to learn 
new skills to keep up with the 
change! The Chinese produce 
much better stuffs than you 
do and they cost much less! 
You can’t make the American 
companies give up profitable 
opportunities overseas and 
come back home to hire you 
low-skilled, undiligent basket 
of deplorables!” 

No, it’s probably not a good 
idea to say that. So what they 
say is that the greedy big 
corporations and politicians 
don’t care at all about the wel-
fare of ordinary Americans 
and they collude with bad 
guys like China to make mon-
ey at the expense of average 
working-class, hardworking, 
innocent, unprotected Amer-
icans. It’s a much more digest-
ible message for the voters 
and that’s why what really 
goes on in the TPP doesn’t 
matter that much in elections. 

So is this bad for the coun-
try and for democracy? Not 
necessarily. After being elect-
ed, politicians go back to do 
what they are supposed to do. 
If the TPP is a really good deal 
for America based on a lot of 
empirical evidence, they will 
sign it and implement it. As of 
now, they only care about get-
ting the votes needed for the 
election. When it comes to 
the next election, the candi-
dates will just express anoth-
er round of sympathy for the 
average Americans, distaste 
for big corporate interests, 
and vigilance against China 
the bad guy. The voters, who 
again feel discontented, cheat-
ed, and not cared for, will go 
on to vote in office the politi-
cian who again tells them sto-
ries they want to h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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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AN:

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也不

知道你最近过的怎样。亚

特兰大的天气依旧很好，阳光明

媚，气温终究是降了，有点秋天

的味道了。上周末放秋假，去了

西雅图。几乎是穿越了整个美

国，从东南到最西北。这是一个

静谧而且悠远的城市。现在的季

节正是西雅图雨季开始的时候，

一直要持续要明年的三四月份。

气温很低，从太平洋吹来的西风

抵达这里的时候还未减弱，肆无

忌惮地吹起地上的落叶。由于是

沿海的关系，海水湿咸的气味无

时无刻不飘荡在整个城市的上

空。

 最开始的那天早上便去

了最著名的PIKE MARKET，有人

说这是西雅图的心脏和灵魂。天

气竟然开始放晴，风依旧很大，

但阳光很好，被雨洗过的城市像

是崭新的一样，天空是一种澄澈

的蓝色，云也是飘飘悠悠的，给

人一种宁静安定的感觉。市场里

主要卖海鲜，鲜花水果和一些手

工制品。东西很便宜也很新鲜。

看着鱼贩们热情豪放地卖海鲜的

样子，总很容易被他们的快乐所

感染。100多年前，现在风靡全

球的星巴克选择在市场旁的小路

上开了第一家咖啡店，而如今这

家店已成为了热爱咖啡的人们的

朝圣地。店面很小，挤满了人，

用咖啡豆做成的象征派克市场的

小猪被放在了门上方，印有最原

始棕色双尾美人鱼的各种马克

杯，还有铜版的1912数字挂在门

口，标志着开张的年份。咖啡独

特的味道混合着旁边面包店面包

的香味，在深秋的季节，让人觉

的暖洋洋的。我们买了星巴克，

一边喝咖啡一边走在市场边的路

上，这里的建筑朴素而又古老。

房子矮小破旧，门上的把手有着

好看的弧度，泛黄的墙面上的

字迹图案都已经变的斑驳，但总

会爬满了爬山虎或者有盛开的红

色花朵。路边的高大的梧桐树，

顶层的叶子已经变成金黄色，越

往下逐渐变绿，阳光透过树叶，

零零落落地洒在门外的桌椅上。

花朵与树似乎已和这些房子融为

一体，绝不会有突兀的感觉，总

觉得他们本该这样生长，这样开

花。路边还有很多街头艺人，有

转着呼啦圈弹吉他的，也有装雕

塑站着不动的。我看见街角的一

只猫，拿着相机给它拍照，它也

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很落寞地望

着人来人往，可能是在鄙视无知

的人类不懂它的世界？转过头，

可以看见远处的海。海岸使眼前

的世界被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

部份，一边是被截成很多的巨大

几何图案以及在其中穿梭的热闹

的人们；一边是平静地反射着太

阳的光芒的海水。一半是喧嚣，

一半是静谧，在这里很容易找到

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感到累的

时候，就可以闭上眼睛，听见海

浪的声音，跟着去很远的远方。

 傍晚的时候去看电影，

从电影院出来，天已经黑了，又

开始下雨，也没有撑伞，站在街

边商店门口等车。时不时会有雨

打在身上，是一种冷冽的味道，

对面的大楼还是灯火通明，路上

的行人来去匆匆，街角的灯光被

雨水模糊。我只是站着，却始终

觉得周围的一切很熟悉，不知道

是出现过在梦里，又或者也有人

曾在雨天的夜晚驻足于此。穿过

梦境，历史与现实相重叠，仿佛

给陈桉的信
—西雅图游记

我们像是曾经在一条河里的鱼，现在在大海中改变了方向，但我依旧坚信

在某一片水域中有你的存在。

Serina
WRITING EDITOR

《阴阳师》
游戏测评
最为引人注目，吸引了大批脑残粉的，便是最近

爆火，刷遍微博朋友圈的网易大作《阴阳师》。

Zheng Xu
WRITING EDITOR

今年的手游市场尤为火爆。

从在上学期掀起一阵风潮

的《CLASH ROYALE》，到开发商

MICA-TEAM没钱继续，粉丝急着

要投钱的《少女前线》，再到

BILIBILI投入巨大，拿下国服独

家代理的情怀手游《FATE GRAND 

ORDER》，还有MIHOYO精致细腻，

完美戳中死宅萌点的 《崩坏学

园3》…当然，最为引人注目，吸

引了大批脑残粉的，便是最近爆

火，刷遍微博朋友圈的网易大作

《阴阳师》。

毫无疑问，阴阳师是一款非

常优秀的手游。在发行的一个月

的时间中，阴阳师已经取得了市

面上百分之99.9的手游到关服都

无法达到的成绩。网上甚至有传

言说阴阳师一个月吸金过亿，虽

然说有些夸张，但也确实表明了

这款游戏的优秀。

从类型上来讲，阴阳师是

一款典型的日式RPG（角色扮演

类）手游，故事背景选择了平安

时代的古日本。游戏中的主角“

安倍晴明”是日本历史实际存在

的名人。而“阴阳师”的概念，

虽起源于中国，却广泛流传于日

本。 除此之外，游戏中的全日文

语音，大牌云集的CV（声优）阵

容，精美的人设，成功的吸引了

大量的ACG（日系动画、漫画及游

戏）爱好者。而这些人，正是阴

阳师的主要玩家群体。

除此之外，就算不是ACG爱好

者，阴阳师也有许多吸引人的地

方。

首先，阴阳师构建了一个

人，鬼，妖，共同存在的世界。

剧情也围绕着这样一个奇幻的世

界展开。在故事中，主角“安倍

晴明”，是一位强大的阴阳师，

但是却不知为何失去了自己从前

的记忆。剧情的重要主线就是主

角找回自己记忆的过程。故事被

分为了几个不同的章节，每个章

节都有新的角色出现。每一个角

色，无论人妖鬼，都有属于自己

的故事。再配上日本一线声优高

水平的演出，毫不夸张的说，阴

阳师的剧情在市面上的主流手游

中，绝对算得上是顶尖。在笔者

看来，阴阳师也许不是游戏性最

强的手游，也许也说不上是剧情

最出彩的手游。但是，游戏性比

它强的剧情比不上它，剧情比它

好的游戏性又有差距。也无怪乎

阴阳师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

功。

不过客观的来说，阴阳师的

画面只能勉勉强强算得上优秀 。

虽然细腻的水墨渲染和贴图给游

戏增色许多，但是人物建模上存

在瑕疵也是不争的事实。就算是

在高配模式下运行，角色的锯齿

依然让笔者这样的核心玩家感到

非常的刺眼。横向对比同期国内

的3D手游，比如《崩坏学园3》，

画面上的差距非常的明显。

其次，阴阳师对肝度（苦

练）与氪度（充钱）的设定也是

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笔者自己

是一个非常核心向的玩家，周围

的朋友也大多是愿意在游戏上投

入时间与金钱的人。但是，只有

非常小部分的玩家能够在一款游

戏，特别是一款手机游戏上即投

入金钱又投入精力的。而阴阳师

在镜子里看见了另一个自己。

 后一天去做鸭子车，我

们的车从SPACE NEEDLE底下出

发，穿越了大半个城市。我们热

情地对路人吹鸭子哨，他们开始

先被惊到，然后也微笑着招手回

应。路上的风景神奇的有着同一

风格，不像是城市，更像一个小

镇，安静的街道，古老的建筑，

悠闲的晒着太阳的人们。可当鸭

子车变成鸭子船，下海的那一刻

起，一切又重新变得新奇起来，

带有一种老式的美式幽默。海面

上飘着很多装饰各异，带着强烈

个人喜好的船，这些船让单调的

蓝色海面变得五颜六色起来。每

一艘船就是一座“房子”，当船

上的人开始厌倦某一个地方的时

候，他们就可以解开栓着船的绳

子，听着美国水手听的歌，穿着

蓝白条纹的上衣，去下一个未知

的世界。只要有海的地方，都是

可以成为家的地方。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去

做了海边的摩天轮。摩天轮转动

着把我带到更高的地方，这个城

市在我眼里一点点变小，我仿佛

站在了上帝的视角，以全知者俯

视这个川流不息，光怪陆离的城

市。太阳慢慢地沉下去，天空带

着淡淡的粉蓝色渐变，远处的

SPACE NEEDLE华灯初上，远远望

去，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海

水从闪着金光变成了蓝黑色，有

一种孤独感，像是独自欣赏夜晚

盛开的花朵，亦或是飞鸟盘旋在

废弃的游乐场。从这里看这个城

市，他反而变得具有现代感了，

终究还是躲不过机器的大时代，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这是一个有花，有咖啡

的城市，我喜欢这样的城市。从

西雅图回来以后，我总是会想，

如果我们能一起住在这里，就可

以在每天清晨的时候走过开满花

朵的花园和有好几百年历史的建

筑，买一杯大杯的现磨咖啡，坐

在路边的长椅上，吃松软的可颂

面包，运气好的时候，还可以遇

见那个大提琴手，他拉着圣桑

的《天鹅》，带着一种神圣的样

子。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

始，我们开始越离越远。我们像

是曾经在一条河里的鱼，现在在

大海中改变了方向，但我依旧坚

信在某一片水域中有你的存在。

这款游戏，在大部分情况下只有

两者兼备的玩家才能够出头。这

个问题让许多玩家在接触了一段

时间之后选择放弃这个游戏。当

然，这样设置也能让这款游戏长

久地保持对玩家的粘性，从而提

高游戏的生命力。

值得一提的一点是，阴阳师

在安卓系统下的表现和IOS系统

下的表现有非常明显的差距。

 

在安卓手机上运行的阴阳

师，画面渲染略逊，而且有掉帧

的问题

 在苹果手机上运行的阴阳

师，画面的渲染要比安卓手机要

出色

手游市场的竞争远比大众想

象的要残酷的多

每一部玩家所见到的作品，

不论玩家如何的批评谩骂各种各

样的缺陷。画面太差，经常崩

溃，游戏性太低，坑钱等等。只

要被玩家所看见的游戏，必定是

经历过重重筛选，踏着众多尸体

才突破重围，而能够在这些游戏

中脱颖而出的，其素质自然值得

肯定。总的来说，阴阳师绝对是

一款值得去体验的手游。

最后，也给想要体验这款

游戏或是已经入坑的同学打个广

告。由大三一位同学建立的“克

莱蒙特”阴阳寮，汇集了EMORY

大量玩家，并有着很好的公会福

利制度和较为完善的规章。欢迎

大家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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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圣诞节好去
处--波多黎各
希望大家也能在那里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异域风情，获取宝贵的回忆。

Geqiong Zhao
Writing Editor

必带推荐
防蚊液：去VI E Q U E S和

CLUEBRA岛的时候，岛上基本
是树木，蚊虫较多而且很毒。
一不小心就能给咬个大包，所
以防蚊液是必须携带的。

防晒霜：波多黎各的紫外
线度数相对较高，稍不注意就
能被晒的黑好几个度，一般建
议带SPF50的防晒霜。

交通 
波多黎各主要由一个主

岛，和两个较为有名的小岛 
VIEQUES和CLUEBRA组成的。主
岛上两个比较有名的城市是
SAN JUAN和FARJARDO。两个
城市相距较远，开车可能得两
个小时以上。一般飞机都会
在SAN JUAN的机场降落，SAN 
JUAN 本身又分为老城与新
城。新城和老城距离不远，一
般打车就可以，价格大约是在
二三十美金左右。新城相对于
老城来说比较没有特色，但好
吃的餐厅比较多，所以如果要
去SAN JUAN 的话住在老城里
感觉更好。在SAN JUAN的话可
以选择租车，也可以选择打
车。因为SAN JUAN的出租车系
统还是比较方便的，司机都很
友善，都会主动帮忙搬行李之
类的。

从SAN JUAN到两个小岛有
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去FARJA-
DO 乘船前往。所以如果租了
车，自驾开车前往FARJADO 会
比较方便。沿途还能经过美国
唯一的一个热带雨林公园。在
FARJARDO 码头排队买票去两
个小岛，但值得注意的是，两
个小岛之间并没有开通的船。
所以如果要去另一个岛，只能
返回FARJARDO码头中转前往。
船票价格不贵，印象中在五刀

波多黎各是美国在加勒比海的一个自治邦，
所以去波多黎各不需要办理额外的签证。

有美国学生签证就可以顺利过关啦。当地主要还
是讲西班牙语，但是日常的英语交流也没有问
题，所以去波多黎各也不需要担心交流的问题。
手机信号的话，也跟美国本土一样，不需要另外
换plan。波多黎各四季如春，气候宜人，感恩节
圣诞节期间去旅游非常舒服。但是相对来说紫外
线度数也比较高，所以要注意防晒。

到十刀之间。
另一种方式相对来说更为方

便，但是金额也较高，就是乘
坐小型飞机。小型飞机可以前
往任何一个小岛，并且两岛之
间也有航班提供。一架飞机最
多坐六个人，所以有计划的话
可以早点预定。小型飞机可以
欣赏到无敌海景和森林，还是
比较推荐的。飞机对于行李的
重量要求较高，超重的部分会
被罚款。

到了小岛以后，最好能够自
己租车。因为小岛上设施不够
完善，出租车行业基本上形同
虚设。打了电话两个小时都没
司机来接都是有可能的。所以
在VIEQUES和CLUEBRA岛上建议
租车。租车的话，在飞机场落
地就可以直接租，不需要提前
预定。但如果想确保行程以防
万一的话，可以提前约一下。

景点推荐
OLD SAN JUAN/彩色房子
住在老城的话，就可以随

处可见彩色的房子。随便哪个
当背景拍照都很好看。大部分
店家就在彩色房子里面，整个
老城走走逛逛也能淘到不少的
小东西。走累了，也可以坐在
街边点个当地的特色PINA CO-
LADA。这是一种装在真的菠萝
里面的饮料，可以选择带酒精
或者不带酒精的。（对了，波
多黎各的合法饮酒年龄是十八
岁。）

OLD SAN JUAN/古堡
在老城的一角分别矗立的两

座古堡，是当年西班牙殖民的
产物。古堡早在1983年就入选
为世界文化遗产了，城墙炮台
基本保存完好，充满了历史的

痕迹。古堡建在海岸边，站在
古堡上，大海一览无余。两座
古堡之间距离较近，走路大约
十分钟即可到达。一座相对来
说规模较小，一座较大。

VIEQUES/BIO BAY
全世界有名的荧光海大约

有五处，其中三处在波多黎
各。所以荧光海是波多黎各必
去的一个景点。三个荧光海，
有一个在FARJARDO，但是最有
名最亮的是在一个叫VIEQUES
的小岛上。乘坐飞机前往的
话，记得提前跟酒店说好让人
来接，不然从机场到酒店会费
一番功夫。岛上的旅游产业基
本依赖于荧光海，所以很多酒
店会帮忙预定荧光海的TRIP。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可以自行
上TRIP ADVISOR预定（亲测比
较靠谱）。去荧光海的日期也
很重要，一定不能选月圆的夜
晚。荧光海的光来源于海里独
特的微生物，当月亮太亮的时
候，会把微生物的光遮盖住。
在荧光海里的时候，拿手轻轻
拨动海水，水就会泛起幽蓝色
的涟漪。整个场景真的让人永
生难忘，强力推荐。

CLUEBRA/FLAMENCO BEACH
FLAMENCO BEACH据说是世

界上第二美的白沙滩。沙滩上
为游客提供的服务很全面。在
入口处，就有一个小哥专门提
供阳伞和椅子出租的服务。他
会帮你把伞搭好，走的时候把
阳伞留在沙滩上就行，非常方
便。沙滩上有很多椰子树，在
别的游记里看到说，会有人直
接爬上树摘椰子卖给游客。我
没有见到这样的人，但是新鲜
的椰子可以直接在沙滩边的店
里买到。

CLUEBRA/浮潜
CLUEBRA的海比VIEQUES的

更为适合浮潜，在CLUEBRA的
镇上有一家店专门负责出租浮
潜的道具，很专业。他们还
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比较适合在
哪片海域浮潜。凭借他们的指
导，我们有幸看到了海龟成群
的出来觅食。因为岛上的海域
比较分散，没有车或者高尔夫
车的话比较难出行，所以有能
力的还是建议租车。

CLUEBRA/DIVING 
潜水的话一般网上提前两

到三天预定，会有人在当天联
系你。一切的道具与服装都是
提供的，有些船还会包午餐（
不太好吃），因为深潜需要出
海，所以需要提前预约。

美食/餐厅
MOFONGO
当地的特色。很难形容的

食材，但是味道不差，咸咸
的，可以试试。

PINA COLADA
前面介绍过啦，超好喝的

饮料，无酒精的比较好喝。

这两样在OLD SAN JUAN看
到的比较多，在小岛上很少
见。

CHOLI: (VIEQUES)
一家当地人推荐的餐厅，

不在沿海的餐厅一条街上。
在一片小森林里面，有一种完
全融入大自然的感觉。这家有
MOFONGO，还有很多当地特色
的海鲜例如龙虾，扇贝之类
的。食材都非常的新鲜。

EL QUENEPO: (VIEQUES)

这家餐厅在当地算是最为
高档的一家了，不论是装修还
是服务都是比较上档次的。当
然价位也相对较高。建议点一
个LAMB，羊肉选的很嫩，非常
入味。甜品的话，店里的招牌
椰子芝士蛋糕，到现在令人难
以忘怀。这是我迄今为止吃过
最好吃的芝士蛋糕。

DINGHY DOCK: (CLUEBRA)
这家餐厅建在一个码头

上，是岛上最火的餐厅。整体
格局是开放式的，做到靠海的
位置，可以一边吃饭一边欣赏
海上的风景。这家餐厅还自己
养了食肉鱼，可以用剩的肉去
喂。这家餐厅的菜品选择不
多，但是蟹饼非常惊艳，都是
真正的蟹肉。

VIBRA VERDE: (CLUEBRA)
这是一家只吃BRUNCH的餐

厅，所有的座位都在室外。餐
厅非常火，基本上都在排队。
店里的特色是ACAI BOWL，装
在一个晒干了的椰子壳里，还
是蛮有趣味的。早餐的话，煎
蛋做的非常好吃，各种各样的
三明治基本都还不错，不会踩
雷。（旁边就是租浮潜用具的
店哦）

以上就是笔者给大家带来
的一些波多黎各的旅游攻略
啦。希望大家也能在那里收获
一份属于自己的异域风情，获
取宝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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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前两日落幕的上海大师

赛中，穆雷成功背靠背夺

冠，今年的主要网球赛事便已为

数不多。当费天王数月前因伤退

赛与此同时纳达尔近年来成绩平

平，德粉如我也不禁怀念过去网

坛的黄金岁月，更勿论两位天王

的粉丝是如何心痛了。然而竞技

体育少得了谁也少不了竞争。感

叹一下费纳时代，作为德约死忠

的我今天还是要重点讲一讲另外

两位天王，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

和世界第二穆雷。

当今年六月，德约科维奇在

欢呼声中接过火枪手杯，完成职

业全满贯并成就诺瓦克全满贯（

连夺四大满贯）之时，想必连亚

军穆雷都不相信在年末自己就能

发起对于第一的冲击。当人们期

待着塞尔维亚天王持续2015年和

2016上半年的光芒，完成更多创

举之时，天公却不作美了。看着

温网和奥运的爆冷、辛辛那提和

中网的退赛以及美网再次败给近

几年的苦主，看着不断缩小的积

分差距以及层出不断的伤病，我

心里也是又着急又心疼。“小德

到底怎么了？”无论是焦虑不安

的德粉，满怀期望的雷粉还是幸

灾乐祸的费纳粉，心里都暗暗疑

惑。

回想过往的战绩以及场上的

表现，无论有些黑粉如何叫嚣，

德约的能力都毋庸置疑。年少之

时便能给德纳天王带来一次次挑

战的小德，这几个月却不止一次

败给并非顶尖的选手。而作为竞

争者穆雷，自法网决赛后不曾有

过一次与德约交手而屡次夺冠。 

如此，并非是能力下降，并非是

对手变强，也不可能是年龄的缺

陷。那么，德约不得不正视的就

是自己曾经拥有如今却逐渐消失

的大心脏和野心了。曾经在战火

中依然坚信自己能拿世界第一的

少年如今功成名就，完成了作为

一个网球运动员能够完成的几乎

所有成就，说自己不在纠结于第

一之位。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

曾经有一刻对他十分失望，觉得

他对不起自己曾经的雄心。但是

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回想法网

过后，不说德约，连我也迷茫他

以后的目标是什么。纳达尔的14

个或者费德勒的17个？又有何意

义, 一两个差距证明不了什么，

五六个又太难了。金大师？是史

无前例，但是大满贯在前，谁在

意大师赛拿得全不全。当时贴

吧里一片欢庆声之中往往能看见

如“拿了法网我就心满意足了”

、“小德以后随便怎么表现我看

比赛都不紧张”的话，那么德约

生了惰性也不可厚非吧？我们粉

我眼中，小德的2016

让我们共同等待时间冲刷他的焦躁，治愈他的伤痛，带给我们全新
的德约科维奇。

Grace Chen
WRITING EDITOR

风雨飘摇长久时

显而易见，大众对于国足缺乏宽容与真正意
义上的支持。球队水平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
的，过于急切的期待永远只能得到事与愿违
的结果。

Jiyuan Shi
WRITING EDITOR

每逢国际性足球赛事，关于

中国男足的消息都能令人

群激昂。胜则豪气万丈，锣鼓震

天；败则悲天怆地，如丧考妣。

在这个话题上舆论的氛围是永远

是极端，没有一种处于二者之间

的状态。显而易见，大众对于国

足缺乏宽容与真正意义上的支

持。球队水平的提升不是一蹴而

就的，过于急切的期待永远只能

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

从这次兵败塔什干被迫二度

下课的主教练高洪波说起。他作

为临时教练，从今年年初因为世

预赛失利下课的佩兰手中接过国

足这个烫手山芋，把丧失主动出

线权的中国队带入十二强，本已

仁至义尽，功德圆满，此时离开

会是完美收官；可他选择继续征

战，于是乎他为四场不胜的中国

队买了单。虽然高指导在比赛人

选方面的选择值得推敲，如启用

频频失误的后卫任航等，但也许

他有自己的想法，在不知道结果

之前他也永远无法知道阵容合适

与否。每一任教练都需要足够的

时间与球队相互适应，充分考察

队员与他们适合的位置。至于期

望高洪波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全

熟悉整个队伍，只是不切实际的

空想罢了。更何况没有人会相信

国足真的能打进世界杯，其实不

妨让这次的比赛作为一次缓冲，

令高指导有机会调整队伍。可惜

他的时间已在舆论的指责中耗尽

了。

任何失败总得有人负责，这

次虽然离开的是高洪波，但在国

家队这几年经历了如此频繁的主

教练更迭之后，我们不得不怀疑

高层的管理方式。让时间回到

2011年，彼时执教两年的高洪波

将中国队从世界排名108位上升到

69位，比赛胜率将近60%。这样值

得称道的成绩却依然抵不过一纸

赞助合约——中国足协为了五亿

人民币的赞助费与万达集团签订

合约，合约明确要求更换外籍教

练。就这样，高洪波赢了最后一

场比赛却丢了工作；足协的背叛

也令中国男足自食恶果——“世

界排名26的名帅”卡马乔带领着

国家队刷新了惨败记录：0比8负

于巴西、1比5负于泰国。当时的

新闻是否还历历在目？整个国家

的球迷为此而惊怒。相较而言，

还是那个高洪波带领的被戏称为 

“热身赛之王” 的中国队更令人

怀念。

世人皆以成败论英雄，这是

亘古不变的常理。可中国男足从

来就不是英雄，永远是水平有待

提高的队伍，但就算是一个小角

色也应该默默奋进，如同本届奥

运夺金的斐济橄榄球队，他们作

为业余的队员一路走来，奋斗到

冠军的位置。那么国足何尝不能

做到呢？可令人担心的是，目前

队伍人心涣散，几场失利后就百

般刁难的舆论也不屑于给国足任

何支持，最终导致国足失去提升

空间，而永远处于尴尬的境地。

只有天知道国足这块牌子还将经

历多少年的风风雨雨。

丝和媒体是不是需要给他一点时

间与空间呢？

不像跟随他数年，陪伴他

度过11年后的低谷的粉丝。许多

新粉丝知道他的时候，他已是光

芒万丈，大家也已经习惯了他的

胜利，当作理所应当，无法平常

心来面对第一可能不保的现实。

德约今年不够好？够了。德约职

业生涯不够完美吗？够了。穆雷

要再努力多久才能赶上他？不病

不伤后无来者打到40岁（开玩笑

~）这不就成了。让我们共同等

待时间冲刷他的焦躁，治愈他的

伤痛，带给我们全新的德约科维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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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T学员志】大三就拥有三份金牌实习，
我用超强行动力拿下德意志银行offer

我初中毕业就来到美国高中

念寄宿学校，比较早地独

立并开始融入美国社会。

大一之前我就在一家风投公司实

习，收获颇多，也是那个时候对

创业产生了很大的热情；大一

的暑假我选择了一家私募公司

实习，对金融领域有了更深的

认识；大二暑假我就去了BANK 
OF AMERICA.
正是这三份实习经历让我意识

到，自己对于金融是有热情和潜

力的。同时我也发现，要想在这

一块闯出一片天地需要知识与实

践经验的双重积累。理论和经

验，一个都不能少。

选择WST，永远不会太迟

我开始申请得很晚，那时候

很多人都已经结束了NETWORKING

这个阶段了，我才决定要开始找

WST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好在

WST有丰富的导师和教学资源，

所以我后来者居上，很快跟上了

招聘步伐。

结缘WST其实很偶然。一次

我看到微信里高中学长转发了

WST的一篇介绍文章，于是就开

始找学长咨询。因为这位学长一

直是我很崇拜的榜样，所以自然

而然后来也成为了我的导师。

在WST VIP课程里，导师给

了我很多建议。因为当时申请季

已经快开始了，我心里特别着

急，但是WST导师为我安排了很

周密的计划，有条不紊地给我辅

导，把时间都花在了刀刃上，让

我少走了不少弯路。

精致：用两节课学习一个最

简单的问题

每个面试都会问到的问题就

是TELL ME ABOUT YOURSELF, 这

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正是因为很

多人都忽略了它的重要性，所以

就潦草得准备完事，面试的时候

也就回答得千篇一律索然无味。

但WST的导师很重视，他光

是给我讲解这个问题，就花了两

个SESSION的时间。正是有了这样

精致的准备，所以最后打磨出来

的答案让我在第一个问题就有机

会脱颖而出，给面试官留下了很

出彩的第一印象。

NETWORKING: 提前计划，把

握机遇

NETWORKING的重要性就不必

多说了。关于如何准备，WST导师

也有他们的窍门。

导师教会我做EXCEL来跟踪规

划自己的NETWORKING的进程，这

让我很好地计划行程，不漏过任

何一个机会。

能最终拿到的DB的实习录

取，就是因为我当时的NETWORK-

ING准备得非常充分。我是唯一一

个从西海岸飞到纽约和芝加哥参

加INFO SESSION的人，以至于在

面试的时候，面试官一眼就能认

出我来。毫无疑问，这个脸熟给

我的面试加了分。

《爱茉莉中文报》编辑部

SEN Editorial Board

www.sinoemory.com

总编：华舒然 柯均元 财务：钱成阳 书记：赵雯卉 财务：钱成阳 孙明扬

文字部 主编：吴宇轩  责编：麻瑞俊 徐玉洁 编辑：冷雨尘 赵新渝 张沛怡 刘雨珊 张嘉文 于明晰 余悦 李羞
雁 付祉祺 庞天怡 黄楚君 戚静怡 吕一鸣 胡梦桐 赵戈穹 李兆涵 卢小雨 韩君怡 史济远 戴君怡 

陈诗怡 王一津 刘若芊 罗尚易 谈笑 沙仲文 吴徐栋 牛天悦

设计部 主编：王乐天  责编： 张雨晨 曹君豪 编辑:  蒯丽棽 孙紫诺 陈梦虞 周健融 张卓文 吕源鑫 赵晨仪

Lily Lu Teresa Pan

宣传部 主编：胡森晧 责编： 贾东岳 编辑: 吴倩如 张曦文 叶章忆 麦心怡

高级顾问： 张自豪 汤小苏 程柯 张伟轩 鲁禾雨 李恺熙 贺雪吟 

Sino-Emory Newsletter       

Confucius Institute 
at AtlantaEmory Media Council    

面试心得：理解比记忆更重

要

很多人觉得面试的准备就是

要走套路，反复地走，反复地

记。其实不然。

我在TECHNICAL的部分比较

出彩。一方面，确实是自己在这

方面下的功夫比较多。另一方

面，WST导师很多时候给我强调看

M&A GUIDE, WALL STREET OASIS

等内容，最重要的是要真正理

解，而不是死记硬背。

举个例子，当时DB最后的面

试问题比较难，很多学生都没能

答出来。那个问题大概是要我们

算跨国公司的DISCOUNTED CASH 

FLOW。很多人可能就是简单给出

了通常的式子，没能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如果真正理解DCF背后道

理，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

当时我的回答在理解上更胜

一筹。我基于自己对问题本身的

理解，考虑到了不同国家的IN-

TEREST RATE和EXCHANGE RATE的

不同，把这个问题答得更加细致

完整。

一有想法，马上行动

经历固然重要，但是生活中

处处充满选择，如何高效的做出

选择并用超强的行动力加以落实

更加关键。

什么时候开始行动最合适

呢？一旦你有了想法的雏形，

即使是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和框

架，也应该立刻动手，因为很多

时候当你开始付诸实践的时候，

你的目标就会越来越清晰明确

了。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职业准

备，越早越好，把握机遇，主动

出击！

早一点发现资源，早一点开

始NETWORKING准备面试，自己也

会收获更多投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