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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的狂热，
	 	 	 	 	 	 	 	 	 自由的沦丧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注定是
史无前例的，川普与希拉里

之间的对抗不光让人们认清了
美国社会撕裂的本质，同时也
让人们意识到美国传统价值的
核心、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
在政治对抗之中正在被渐渐侵
蚀。

2016年上半年，南方名校埃
默里大学发生了受人瞩目的川
普事件。 就在一夜之间， 带
有Trump的政治标语在整个校园
的每个角落闪现。凡是目光所
能及之处，都免不了被涂上了
川普支持者的口号。 这个行为
马上就激怒了学校的少数族裔
和民主党支持者。在广大学生
谴责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的同时，学校官方也立即作出
表态，说明会揪出肇事者，加
以惩处。 可以说，整个学校
对于此事件的态度是负面的，
批评的。当反川普的狂潮席卷
了整个校园之时，有一小撮人
站了出来，号召大家维护“言
论自由”，认为即使是支持川
普也不应因言获罪。 然而，他
们对于言论自由的捍卫精神并
没有获得多少的共鸣。 许多人
谴责他们是种族主义的帮凶，
为法西斯独裁发声。最后，这
场“捍卫自由的行动”只能草
草收场。

其实埃默里大学发生的这
起事件只是全美高校的缩影，
在整个2016年，全美各大院校
发生了不下数百起抗议川普的
事件。在校园里，反川普俨然
是一种“政治正确”，支持川

我们不会支持反对者，也不必
去选择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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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的声音被严重打压。很多人
内心支持川普，但迫于压力，
只能噤声甚至于口头支持希拉
里。 虽然对言论自由的捍卫
在美国人当中并没有起多大作
用，其却在在美中国留学生当
中引起了巨大共鸣。许多中国
学生对希拉里支持者产生了巨
大的不满，但却苦于无法发
声。 在这种情况下，知乎，
这个存在于中国高知识群体中
的问答网站，成为了诸多留学
生声援川普的重要平台。 自
2015年起，在全球各大传统媒
体以及主要社交媒体Facebook
和Twitter以唱空川普，看好希
拉里为主流的情况下，知乎成
为了一个异类，在所有关于川
普的问答之中，力挺川普成为
了主流。 

  知乎上的自干五人群和美
分人群终于在支持川普上达成
了一致。 “川普上台是对中国
梦的巨大助推力“， 一位立场
反美的知乎答主如此表达他的
支持。 与此同时，许多对美
国不持反对立场的答主则纷纷
认为：“川普当选将是里根在
世，再一次将美国从”白左“
风潮中拯救出来。”“白左”
一词是知乎群体对于西方自由
派思想的负面称呼，他们认为
支持移民, LGBT等少数群体将
摧毁西方文明。一位哈佛在读
的答主则谴责了学校的自由派
对言论自由的打压，在川普当
选之后，他欢呼雀跃地表达了
他的观点：“那些说‘If you 
voted for Trump, then un-
friend me’的啪啪打脸。“ 

由此，知乎成为了川普的忠
实”粉丝“。

与此同时，许多贬低希拉
里支持者的言论也在知乎上出
现。 “说实话，中国留学生里
面就没几个支持希拉里的，那
几个都是教育专业的吧“ 一位
答主以鄙视的语气说道。 与此
同时，许多没有表达对希拉里

支持，只是抱中立、客观态度
的答主获得赞的数量明显因为
没有支持川普而大打折扣。 许
多其他的答主光通过高喊支持
川普的口号和夸张的语气便大
力吸赞。可以说，川普在知乎
成为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
。 只要不支持川普那就很有可
能是幼稚的、愚蠢的， 必须屈
从于那些“看透了政治的”川
普支持者们。

当大家在知乎高呼着“反
白左打压政治自由，支持川
普”的口号是，他们俨然又成
为了另一批对言论自由的打压
者。2016年，知乎和美国的校
园是如此的相似， 两者都建
立了自己的“政治正确”的标
准，只要反对这个标准，便是
愚蠢的、要被批评乃至于惩罚
的。 那些政治正确的反对者们
在压力之下选择噤声，一些人
在发现支持“政治正确”有利
可图之后便选择迅速加入，使
这种政治正确的影响力迅速扩
大。在这种一边倒的舆论的影
响之下，许多原本没有态度的
人也选择了“政治正确”， 不
是因为他们真正认可，只是因
为在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
很多人的内心便认为这种政治
正确的确是正确的，我们不会
支持反对者，也不必去选择第
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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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川普，我们的时代	

2016，川普当选，几家欢喜几

家忧。推特、真人秀、平民

主义、反全球化，川普的胜利带

着深深的时代痕迹。无论是支持

他也好，憎恶他也罢，不可否认

的是他成功地打破了建制，利用

了这个时代。

·社交媒体时代

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们已不

再满足于只做个信息“受众”，

相反人人都想表达自己的声音。

言论领袖已经不能统一人们的思

想，取而代之的是人人都成了

言论领袖，一个个“我”被无限

放大。这也是为什么川普能够在

推特的140个字符里一呼百应。

他让人们觉得自己是新秩序的创

建者，要不惜一切代价推翻一切

精英主义。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

么CNN, WASHINGTON POST, NEW 

YORK TIMES 等主流媒体的民调和

分析与最终选举结果大相径庭。

回顾历史，罗斯福炉边谈

话，以其清晰的思路，坦诚的态

度，稳重的声音，让处于大萧条

和法西斯威胁的美国人重振信

心，也让他的支持率一路稳在高

处。1968年美国第一场电视总统

辩论，肯尼迪以其风度翩翩的外

表和自信潇洒的气质获得了数以

百万计的支持，打败了尼克

松，成为了美国历

史上最年轻的总

统。从收音机

到电视，从

互 联 网 到

今天的推

特脸书，

每一次抓

住媒体变

革 的 候 选

人都改写了

历史。如果

从这个角度出

发，川普的胜利

就没有那么的出人意

料了。

·真人秀时代

川普把美国政治生生的变成

了真人秀，用娱乐精神把建制翻

了个底朝天。竞选要的是政治正

确而在真人秀上，最博人眼球的

必定是最没底钱的。所以川普“

修长城”的提议获得了欢呼，他

贬低女性的视频也只是个无

伤大雅的“更衣室

谈话”，他也可

以在总统辩论

的舞台上称

对 手 为 “

你这个恶

心 的 女

人”……

川普就是

凭 着 自 己

的“直抒胸

臆”一举成

名，看似得罪

了一圈人，实则赚

足了眼球和噱头。你

知道他是不可理喻的，但是你又

忍不住去读，去看，去评论。因

2016，川普当选，几家欢喜
几家忧。推特，真人秀，平
民主义，反全球化，川普的
胜利带着深深的时代痕迹

为在今天，谁不喜欢看秀呢？所

以作秀的人也就有了市场。

·平民主义时代

大选结束，选举地图出炉，

决定川普胜利的几个摇摆州的结

果都惊人的相似：“农村包围城

市”，大城市的几点蓝被一片红

色的汪洋所包围。这个场景也曾

发生在今年六月的脱欧公投。两

件看似没有什么瓜葛的事件却说

明了一个潜藏的趋势，因为脱欧

派的和川普的支持者有很多相似

之处。第一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生

活因为全球化和移民变得越来越

糟。第二他们都怀有冒险心理。

选择留欧和选择希拉里都代表了

现状，而他们认为现状一团糟，

所以他们相信选择脱欧和选择川

普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变化。第

三是精英群体低估了“大众的力

量”。留欧派认为脱欧派不可理

喻，目光短浅，LIBERAL认为川

普的支持者是疯子，种族和性别

歧视者。而这恰恰点燃了这些群

体的情绪：既然你们这些高高在

上的“精英”瞧不起我们，我们

就偏让你们见识下我们的力量。

就像“PROUD TO BE A DEPLOR-

ABLE”的标语在希拉里贬低川普

支持者之后迅速走红一样，这

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的心态

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川普获得了胜

利。

从川普开始参选直到选举之

夜，在很多人的眼里他都只是个

笑话。但当“THE REALITY SHOW 

PRESIDENT BECOMES REALITY”之

后，人们却笑不出来了。因为这

场选举让他们第一次认识到美国

究竟有多么的分化，同时也暗暗

的预示着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

这个世界究竟驶向何方？是分化

还是包容，是绝望还是希望。川

普总统最多干个四年八年，还有

三权分立的系统制约着他。真正

需要我们反思和忧虑的恐怕不是

他的胜利，而是他的胜利折射出

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痛点。

记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特朗普胜选了。这个消息如

疾风般扩散，一时成为全

球普罗大众的饭后谈资。在朋友

圈、脸书、微博、推特、和IN-

STAGRAM等社交网站上，自选举

之日结束起，几乎所有的头条热

搜和人气话题都被这个年过七十

的“疯子”所占据。是的，谁又

能想到，这位竞选之初被视为“

送民主党安稳上位”的地产大

亨，竟真的能在一年多的选举造

势中，力压老政客希拉里及其家

族，一举成为白宫之主？今天，

就请随着笔者的撰述，让我们一

同回顾特朗普充满奇迹的人生和

竞选之旅。

 特朗普的成长之路宛如

起点小说的“龙傲天”男主角。

学生时代的他，可以说是出身豪

门、天资聪颖、跻身顶尖学府、

为人狂荡不羁。从宾大毕业后，

特朗普便着手当时规模尚小的

特朗普公司，积极向外扩张、拓

展见闻、结交权贵，并频繁曝光

在各房地产界的盛会之中。1980
年，年仅34岁的他便在纽约建成

了凯悦大酒店，红极一时，也让

他吸金无数。此后，特朗普向世

人展示了他兼具的神鬼之才和狂

傲本色。他将每一个经手的大型

项目以TRUMP命名，并用和传统

商人不同的逻辑，使自己的财富

持续走高，并最终成为了美国房

地产界的神话。为了展示自己的

财富，他甚至把地处纽约第五大

道的豪宅装点得如宫殿一般，并

在大门上镀上黄金。2015年，福

布斯对他的财产估值已达45亿美

元。而据他自己声称，他旗下的

资产总值已超过百亿美元。无需

怀疑，特朗普正是当代最杰出的

商界翘楚之一。

除了经商的天赋，特朗普也

是个不甘寂寞的社会人。自成名

之时起，特朗普就是各大媒体和

杂志争相报导的对象。他的曝光

率非常之高，以致于许多人起初

以为他是娱乐明星。特朗普是真

人秀节目《名人学徒》(CELEB-

RITY APPRENTICE)及其前身《飞

黄腾达》(THE APPRENTICE)的主

持人，而该节目一度是NBC人气

最高的娱乐节目。特朗普喜欢博

人眼球，更酷爱美女环绕。他多

次担任“环球小姐”选美大赛的

主席，并且也着实因为私生活的

一些丑闻而使人们对他褒贬不

一------他有过三任妻子和五个

子女，并且年轻时多次被媒体拍

到与时下知名模特交往过密。更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特朗普的身

影还多次出现在知名影片之中。

在风靡全球的《小鬼当家 2》
里，KEVIN拿着父亲的信用卡走

丢在购物中心时，那位好心为他

指路的先生便是由特朗普客串。

不过有趣的是，KEVIN走向了和

特朗普所指相反的方向，并找到

了正途……而在《华尔街II》

中，特朗普则客串了自己。

喜欢在人前崭露头角的特朗

普，自然不会放过政圈这样一个

好去处。虽未曾直接出任官方要

职，但是特朗普家族也不算未曾

涉身政圈。在过去的二十年间，

特朗普及其家族分别资助过民

主党和共和党的主要候选人。在

1980年的一次访谈中，特朗普开

玩笑地说“MAYBE I’D RUN FOR 

PRESIDENT. I DON’T KNOW”。

没想到36年后，当年的一句玩笑

话却成为了现实。在2012年，特

朗普也曾被提名为共和党候选

人，并提出了关于奥巴马出生地

的问题，一时惹得各大媒体争相

报导。虽然最后他退选了，但是

也着实在新闻报刊中露了把脸。

而2015年6月，刚满69岁的特朗

普在旗下的特朗普大厦宣布再次

参选，并提出了简单粗暴却又直

指人心的口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此后，关于特

朗普的各大花边新闻便络绎不绝

地呈现在美国选民和其他各国的

普通民众眼前。而他也通过自己

狂傲的性格和独树一帜的商人气

场，持续地坐高自己的人气。从

今年三月到九月，特朗普的党内

支持率从4%激增至36%；而他当

选的可能性预估也从2015年年底

的不到2%飙升到大选日前的56%
。而在几次总统辩论中，特朗普

的用词则更是极为接地气，甚至

让人捧腹。从“BIGLY”到“BAD 

HOMBRE”，再到用“THAT NAS-

TY WOMAN”公然打断希拉里的发

言，都让川粉们奉为真性情、无

城府，也同时让川黑们表示此人

就是个疯子，已经没救了。不过

从结果来看，特朗普一系列哗众

取宠的表现也确实为他带来了可

观的人气。

在大选结果尘埃落定之

后，美国民众则做出了不少史无

前例的疯狂举动。不少希拉里的

支持者走上街头，抗议此次选举

的结果；甚至连EMORY的部分教

授，都在结果出来的次日选择了

罢课，宣称自己“心力交瘁”

、“悲伤不止”等。而个别特朗

普的支持者则制造了一些混乱

事件，如用喷漆在公共区域喷

涂“TRUMP 2016”，甚至对部分

南美裔民和少数族裔拳脚相加，

喝令他们滚回去等。如此“胜

景”，作为吃瓜群众的中国留学

生群体自是以看戏的心态退居一

旁，并低头发着朋友圈。不过，

特朗普的部分治国理念也确将对

我们有所影响，还请大家不要全

然置身事外。

首先，特朗普对于白人的偏

袒有目共睹。从扬言要在美国

南境修长城，再到对于国内就业

岗位的护短心切，特朗普对于我

们非白人族裔的外国人是不友好

的。虽然这可能是竞选策略的一

部分，但是确有部分种族歧视者

借题发挥，并赋予自己的行为一

种被钦定的感觉。在具体的法案

和举措出来以前，留学生们也应

该注意自己的安全，不要卷入类

似事件中去。此外，对于经济问

题，特朗普作为一名成功的商

人，自有自己特殊的立场。因

此，我们需要辩证地去看他大力

倡导的减税政策。而关于热点话

题TPP的问题，特朗普则颠覆了

数十年来共和党的传统形象，大

力反对自由贸易，并称自由贸易

将使美国经济持续倒退。因此，

他拟提升关税和退出TPP，甚至

是WTO。近来的人民币暴跌或许

和特朗普的当选就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特朗普的另一项重要策

略便是产业回迁，旨在提供更多

的国内就业机会，并使得国内生

产力持续上升。而在增加国内军

事投资和大兴基建上，特朗普则

和希拉里有着相同的观点，并拟

斥资5000亿美元以上，用于重振

制造业。而在外交上，特朗普多

次强调“美国第一”的核心观

念，也就是说在国际舞台上他将

始终把美国人民的安全和利益放

在首位。而竞选之时对中国和俄

罗斯的淡淡敌意，也必将左右特

朗普这四年的外交政策。不过，

特朗普作为商人出身的新晋总

统，可能一时难以在外交上有太

过革新的改变，所以短期内国际

政局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最为关

心的还是H1B、就业机会等。笔

者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特朗普的

竞选政策而感到过于迷茫或是过

于兴奋，因为历代总统在竞选时

说的漂亮话，能够付诸实现的并

不多。而并非美国公民的我们，

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国家被引向何

种境地。因此，笔者会和大家一

起，以第三者的视角持续地关注

特朗普后续政策的出台，并将自

己摆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最近网上流传一个梗，说特

朗普当选，坐实了蔡依林“预

言家”的身份。在《今天你要嫁

给我》一曲中，结尾处有段歌词

是”DT IN THE HOUSE”，而DT正

是DONALD TRUMP的缩写。如果想

证明这不是巧合，则我们只需关

注下任美国总统是不是叫“JO-

LIN”就可以了（笑）。总之，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特朗普的任

期内究竟还会有怎样不容错过的

精彩，又会有哪些令人瞠目结

舌的事件，让我们从2017年1月
起，拭目以待。

吴宇轩 Yuxuan Wu
WRITNG EDITOR

李兆涵
Zhaohan Li
WRITNG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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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释法，捍卫国家尊严
言论自由不代表你可以侮辱你的国家！但是我们相信政府可以给那些热爱香港，热爱中国，努力为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人们
一个满意的最终答复。

上个月，香港立法会两
名新当选议员梁颂恒和

游蕙祯在宣誓就职仪式上未
按照规定誓词进行宣誓，将 
People’s Republic of Chi-
na 中的China说成”支那”
，并在现场打出 “Hong Kong 
is not China” (“香港不是
中国”) 字样的标语旗帜，被
立法会判定宣誓未过关，两
名”青年新政”党派的年轻
议员不能履行议员职责。后
来二人两度冲击立法会，引
起现场混乱。此次事件发生
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并
作出及时反映。2016年11月5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
条的解释》的草案，并于11
月7日表决时以155票全票通
过，剥夺了梁颂恒和游蕙祯
两人的立法会资格，并指出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公职人员
必须依法真诚地作出拥护基
本法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宣誓，并
谨守誓言。

此次香港立法会宣誓
事件及人大第五次释法引起
了香港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和世界各国主流媒体的高度
关注，支持声反对声此起彼
伏，而笔者对于此次事件也
有自己的看法。

言论自由，是港人的权
利；遵纪守法，是中国人的
义务

一国两制，是中央的
治港方针，同样也是治国方
针。一国两制赋予了香港极
大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
和人文自由。“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在过去 19年里
的高度贯彻，也是中央对承
诺的严格遵守。在香港，你
可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你
可以控诉法律的不公，你可
以宣扬自己的思想，你可以
因政见不一大打出手，你可
以为了自己的权利，走上街
头，大声呼喊！香港民众的
言论自由，在很多大陆同胞
看来，是无法想象的。香港
民众渴望民主，渴望让自己
的声音可以成为香港民主进
程的源泉与动力。对于这一
点，笔者支持但持不激进的
态度，笔者认为，在中国的
目前的大环境下，任何关于
民主，民权，普世的理念，
政策，及价值观都是应该循
序渐进地弘扬与发展，但是
同样我们也需要这样不同的
声音，因为正是这些异见在
很大程度上可以引起统治者
的注意，进而推动社会的发
展。

但是，言论自由不代表
你可以侮辱你的国家！

梁，游两人在立法会宣
誓期间的言行，是彻彻底底
的辱国及分裂国家行为。正
如一国两制方针所表明的，

香港的任何行为举动都是
以“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一部分”为前提条件下进
行的。而梁，游两人借宣誓
场合公然宣扬港独，侮辱国
家和民族，显然已经超出了
这个范围。他们的港独行为
也受到来自香港主流社会的
一致批评。更加重要的是，
身为国家公职人员的他们，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第104条》：“香港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
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
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
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
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他们已经触犯了法
律，同样也必须受到法律的
制裁。没错，港人拥有言论
自由的权利，但是不要忘记
权利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
的，当你的言论自由真真确
确违背了基本法，你作为一
个中国人，同样也应该受到
惩罚。

人大释法，断的不是法
治之路，断的是港独之路

在人大释法的决定作出
后，很多学者专家认为，人
大释法损害了香港的法律体
制，将中央的意志强加在香
港法律之上。

然而再让我们仔细体会
一下人大释法的内容：宣誓
人拒绝宣誓，即丧失就任该
条所列相应公职的资格。宣
誓人故意宣读与法定誓言不
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任何不
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誓，
也属于拒绝宣誓，所作宣誓
无效，宣誓人即丧失就任相

应公职的资格。

人大释法本质上，就是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104条》所谓的“依法”
两字作出了解释。简洁明
了，没有做过多延伸，仅仅
是对宣誓部分的要求加以解
释，以及对拒绝宣誓的后果
加以了规定。很多学者媒体
担心，中央会进一步管控香
港公职人员的言论自由，并
将他们的言论与他们的饭碗
挂钩。笔者认为，这完全是
子虚乌有。首先，人大此次
释法仅仅是就事论事，将范
围仅仅定在基本法第104条
与立法会宣誓规范上。目的
是为了根除立法会宣誓中的
港独行为，凡分裂国家、推
行”港独”的人，直接违反
宪法、基本法和香港有关法
律，”没有资格参选和担任
基本法规定的公职。” 最主
要的是，中央主动出击，为
的就是给那些分裂国家的人
敲山震虎之威，告诉世人，
港独”是”香港社会的毒
瘤，本质是分裂国家，若任
由其蔓延，整个香港将蒙其
害。” 所以在笔者看来，中
央并没有强势介入香港法律
之意，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
解决立法会历来在宣誓词中
不断加料，以及威慑港独势
力的问题。

虽然人大在香港最高法
院作出判决前进行释法的做
法可能有欠妥当，但是相信
政府可以在梁，游两人的事
件上给那些热爱香港，热爱
中国，努力为推动社会进步
与发展的人们一个满意的最
终答复。

贾东岳 
Dongyue Jia
WRITNG EDITOR

朴槿惠“闺蜜门”难以影响中韩关系
Baker Lu
WRITNG EDITOR

20 1 6年 1 0月 2 4日 ， 韩 国
JTBC电视台报道，非国

家公职人员崔顺实涉嫌非法
干政。据报道，在朴槿惠任
职期间，崔顺实接触过大量
韩国政府文件，其中有许多
是朴槿惠总统的演讲稿。朴
槿惠任由亲信干预政治的
行为激起了韩国民愤。目
前，朴槿惠“闺蜜们”政治
丑闻仍在持续发酵，韩国总
统府八名幕僚辞职施压，
韩国民众持续多日大规模游
行抗议，媒体批判声此起彼
伏······ 作为中国的
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亚太
战略支点、朝鲜核危机直接
受害国，韩国此次的国内政
治危机可能会直接导致短期
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的顾
虑。但是，此次事件难以改
变中韩关系的现状。

 朴槿惠总统上台初
期，中韩关系经历了一段蜜
月期：韩国加入由中国发起
组织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朴槿惠亲赴北京参加抗
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
显著加快，双方最终于2015
年 6月 签 署 《 中 韩 自 贸 协
定》。然而，自从朴槿惠不
顾来自北京的多次警告，毅
然同意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
统后，中韩关系持续僵化，
中韩贸易也受到了巨大的影
响，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今
年8月份，韩国对中国出口总
额为103.04亿美元，较去年
同期减少5.3%。

 由此可见，朴槿惠总
统对于中国的政策其

实是在寻求一个平衡点。她
不能被视作一个亲北京派，
但也绝不是一个亲美派，目
前中韩关系是利益平衡的产
物：韩国一方面寄希望能够
借助中国市场来保持其经济
的增长，同时也担心来自中
国军事同盟朝鲜的威胁。摆
在韩国面前的，是在经济发
展与国家安全之间的选择，
但是众所周知的是，这两个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至
关重要的。不论谁当韩国总
统，他（她）要做的都是在

这两个选项中妥协，并争取
国家利益最大化。因此，中
韩关系，至少从官方层面来
看，会一直处于一种不温不
火的局面。此次闺蜜门难以
解决中韩关系中这个无解的
选择题，故此，中韩关系不
会受到大的影响。

 当有一天这个选择
题有解的时候，中韩

关系才会迎来新的篇章。然
而目前来看这种希望颇为渺
茫：韩国经济在短期内难以
完成内部转型，中国仍将是
韩国最大的市场。而北京对
于金正恩政权的影响力也在
一次次出人意料的核弹与导
弹试射中不断减弱，韩国所
面对的，将是一个愈加难以
预测和危险的朝鲜。只要北
京与平壤的特殊关系有一天
不切断，青瓦台对于北京的
不信任便会更加深一层。朴
槿惠的”闺蜜门”，明显无
法解决以上两个中任何一个
问题，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幻
想中韩关系长期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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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 Paradox

We live in a three-dimen-
sional world. It means 

everything we see is a 3D 
object. Therefore, that most 
we can observe through the 
five senses is limited to 3D. 
The dimensions are known as 
the x, y, and z-axes in phys-
ics. However, if the world is 
solely 3D, there will not be 
objects moving and chang-
ing. Clearly, there is another 
axis, time. Thus, time can 
be categorized as the fourth 
dimension. Now the ques-
tion becomes, what if we can 
“move” on the time axis like 
we do on the other ones?

Imagine that someone, 
let’s name him Bob, is able 
to travel through time. Bob 
decides to travel back to six-
ty years ago and murder his 
grandfather before he has had 
any descendants. However, 
by doing so, one of Bob’s par-
ents would never be born, and 
consequently the existence of 
Bob is undefined and nulli-
fied. So who was, is, or will 
be Bob? And what would the 
“Bob” in the current time be-
come? This paradox, known 
as the “Grandfather Para-
dox,” is a famous example 
of a temporal paradox that is 
caused by time travel. 

Conversely, if Bob trav-
els to the future, similar is-
sues will be presented in a dif-
ferent way. For instance, by 
experiencing future events, 
Bob is able to forese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 original 
world, a tragic event—let’s 
call it event A. Yet, when 
Bob goes back to his world 
and makes lots of attempts to 
avoid the tragedy, he may end 
up going to another event, 
event B. Therefore, event A 
never actually takes place at 
any point. Then, how does, or 
did, or will Bob know event 
A? 

Some recent hypothe-
ses can explain these contra-
dictions to a certain extent. 
However, they are all based 
on imagination, and they 
are hard to be scientifically 
proved using our recent tech-
nology and knowledge. Here 

I will introduce some famous 
hypotheses. 

First, and the most con-
vincing one in terms of log-
ical reasoning, is the Time-
line Protection Hypothesis. 
In this case, the universe is 
described to have the pow-
er to fix the paradox caused 
by time travel. Bob, who in-
tended to kill his grandfather, 
might face barriers given by 
the universe to prevent him 
from doing so. For instance, 
he may not be able to find 
or recognize his grandfa-
ther. Even if he does find his 
grandfather, the lethal weap-
on he is about to use might 
be broken or dysfunction-
al. More crazily, assuming 
he successfully killed his 
grandfather, when Bob went 
back to his original world, 
he might find that one of his 
parents is his grandfather’s 
illegitimate child that no one 
knew at all before, or more 
tragically, he was not born 
from his original parents at 
all. From Bob’s perspective, 
things he does not know may 
be varied by the universe to 
fix the temporal paradox. 
Thus, his actions in the past 
will not affect recent life at 
all. 

Another well-known hy-
pothesis is the Timeline Cor-
ruption Hypothesis, which 
takes the exact opposite side 
of the Timeline Protection 
Hypothesis. It argues that a 
slight change caused by the 
time traveler will spur huge 
chain reactions and total-
ly change what the history 
should be. It can be described 
as a Butterfly Effect: in Cha-
os Theory, the butterfly effect 
is the sensitive dependency 
on initial conditions in which 
a small change at one place 
in a deterministic nonlinear 
system can result in large dif-
ferences in a later state. The 
name of the effect, coined by 
Edward Lorenz, is derived 
from the theoretical example 
of a hurricane’s formation 
being contingent with a dis-
tant butterfly that flapped its 
wings several weeks earlier. 

There is also a movie called 
Butterfly Effect that portrays 
the same idea. Now, get ready 
to be insane: Say Bob’s exist-
ence is not erased or affected 
by nature, but the world that 
he goes back to may not be 
his original, familiar one: 
humanity has declined. The 
reason is that his grandfather 
was the major contributor 
to America’s atomic bomb. 
Since he was dead, the Unit-
ed States finished the bomb 
at the same time as Germany 
did. Then, regardless of the 
consequence, the two coun-
tries during WWII bombed 
each other with uncountable 
atomic weapons, eventually 
destroying the whole world. 
Thus, by killing one person, 
Bob changed the whole di-
rection of the world and hu-
manity’s fate. 

My personal favorite 
one is called Multiple Uni-
verses Hypothesis. This 
theory states that there are 
infinite numbers of univers-
es, collectively known as 
the “multiverse.” If Bob is 
about to travel back in time, 
he will create his own paral-
lel universe upon arrival in 
the past. So if he kills “his” 

grandfather, a paradox would 
not occur because the grand-
father that he has killed is 
not his own grandfather in 
the universe which he came 
from, but that of the version 
of himself in the universe he 
is now in. This hypothesis 
is strongly logical in terms 
of the dimension reasoning 
that is previously mentioned. 
1D is dots and points, and 
they connect each other to 
become 2D, which involves 
lines that eventually form 
3D, stereoscopic objects. So, 
one of the possible method 
that 3D creates 4D will be 
numerous 3D objects that 
are parallel each other, which 
work simultaneously to hold 
a 4D region. Assuming the 
fourth dimension is time, a 
parallel universe is then per-
fectly rational, because many 
of the same 3D objects may 
be involved in a specific 4D 
region. Thus, similar to the 
Timeline Protection Hypoth-
esis, the Multiple Universes 
Hypothesis prevents people 
from changing the world 
through time traveling, and 
to some extent, they are both 
originated from the abstract 
power of nature. 

Clearly, there is another axis, time. Thus, time can be categorized as the fourth dimension. Now the 
question becomes, what if we can “move” on the time axis like we do on the other ones?

Yuxuan Wu
WRITING EDITOR

Nonetheless, the previ-
ous descriptions are all hy-
pothetical, because no one, at 
least no one in the open, has 
experienced a leap through 
time. But more seriously, 
according to Einstein’s The-
ory of Relativity, although a 
light beam has the same ve-
locity regardless of perspec-
tive from different people in 
different velocity and dimen-
sion, the closer you move at 
light speed, the slower your 
time passes as opposed to 
other points of view. Addi-
tionally, we still cannot de-
termine how things like black 
holes and white holes func-
tion. In these two regions, 
light beams are twisted, and 
time,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 is contorted as 
well. Will there be possibil-
ity of changing a time line? 
We really don’t know, and 
millions of scientists are ea-
gerly working on this. Yet 
surely, if we discover how 
to make time travel possible, 
human civilization will move 
towards a brand new century, 
and I hope I am able to see 
and experience it within my 
lif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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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5号
 
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Long March 5 Series Launch Vehicle），又称“大火箭” ，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为了满足进一步航天发展需要，并弥补中外差距而在2006年立项研制的一次性大型低温液体

捆绑式运载火箭，也是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中芯级直径为5米的火箭系列。

Zheng Xu
Writing Editor

2016年11月3日，在中国
文昌航天发射场，长征

5号火箭完成了自己的首
秀，成功搭载着一颗试验
卫星登上了天空。

比起近期万众瞩目的
神舟飞船上天来说，长
征5号的发射显得低调很
多，和长征5号有关的报
道也远没有神舟那样的铺
天盖地。就算是对于像笔
者这样的航空航天爱好者
来说，珠海航展上两架歼
20 的“无加力垂直爬升
机动”也比单纯的火箭
上天要令人惊艳的多。毕
竟，这些年以来中国作为
一个新兴航天国家，发射
火箭，甚至是载人航天，
对于我等吃瓜群众来说，
都早已经见怪不怪了。君
不见中学课本上曾经提到
过的欧洲“伽利略”项目
正苦于欧洲稀烂的政治经
济形势的时候，中国的“
北斗”系统已经5年打了
快三十颗卫星上去，并成
功占据了仅次于GPS的短
波频道。

伽利略：“明明是我先
的，确定项目也好，获得
拨款也好，还是发射卫星
也好。但是，为什么变成
这个样子啊。”

理由很简单，因为欧盟
穷啊，发完福利，救济完
难民，谁还有钱给航天项
目拨款啊。

但 是 ， 这 次 的 长

征 5 号 的 发 射 确 实 和
一 般 的 发 射 不 同 ， 有
值 得 注 意 的 地 方 。 

首先，是这次发射的
火箭型号，长征5号重型
运载火箭。比起大名鼎鼎
的，承担了神舟系列飞船
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家族
来说，长征5号最大的区
别就在于它的尺寸和运载
能力。就以长征2号系列
最新型号，长征2号F改
来说，火箭直径3.8/4.2
米，长度58.24/52米，
起飞质量约493吨，近地
轨道运载能力大概在8.8
吨左右。而长征5号，火
箭直径在5米左右，长度
56.97米，起飞质量高达
879吨，近地轨道运载能
力更是达到了25吨，是前
者的三倍！

长征5号表示，国内一
个能打的都没有，都是渣
渣。

其次，长征5号对于中
国航天发展有潜在而深远
的意义。从长远来说，未
来中国航天的任务，除
了继续完善现有的北斗系
统以外，不论是登月（嫦
娥计划的后续），火星探
测（萤火计划），建立空
间站（天宫的后续），大
型深空探测计划还是各种
科学应用卫星（墨子悟空
等），都需要足够强力的
火箭来将这些载荷运送到
太空。在笔者看来，长征
5号的出现可以说是填补

了目前中国在重型运载火
箭上的空白，未来中国
航天计划的展开也有了基
础。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
是，本次火箭的发射并不
是一帆风顺的。根据笔者
从国内各种论坛了解到的
传言，以及实际发射比预
定的延迟总结来说。本次
发射应该是遇到了不小的
问题，发射前发动机温度
预冷不足，主控计算机与
软件报错，甚至在预定发
射时间过后一分钟终止了
发射。现场人员甚至爆出
了“我靠，这样也能成功
的？！”粗口。也就是
说，这次的成功有很大一
部分是运气因素在里面
的。虽然不能确定这些传
言的真假，但其实也表明
了中国重型运载火箭技术
的不成熟。比起美国在上
世纪七十年代就设计建造
的土星5号以及前苏联能
源号运载火箭都有着巨大
的差距。

星辰大海的征途，还很
遥远。但是人类前进的步
伐，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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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自己还沉浸在感恩节每

天吃吃睡睡，看看剧买买

东西的潇洒（颓废）生活中，猛

一看日历，怎么就已经到12月了

呢。天哪，12月，一看到这个数

字不是想着马上就能到寒假，放

假回家，而是想到即将到来的，

可怕的FINAL WEEK...... 

作为一个大四的人，虽然已

经经历了三年高强度的FINAL复

习周，但每每想起，还是不禁觉

得心累。没错，就是每次想到就

会觉得心累，真正做起来，当然

也没有变得轻松，反而是心累之

上还有身体的疲劳。虽然FINAL

复习周确实是很辛苦，要准备的

东西很多，但是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也算是特别充实。所谓FI-

NAL，就是要回顾一个学期所学

的内容，复习整合，这必然是一

件非常耗费脑力、体力的事。我

相信学校里还是有不少同学像我

一样，平时不是每天都在学习，

也不是每节课的东西上过课、做

过作业就掌握的（所以在这里我

像能做到这些的同学表示由衷的

敬佩……），所以一些必要的、

实用的复习技巧和在FINAL周如

何合理的分配时间就显得格外重

要。下面，我就以自己的亲身经

历，讲述几点：

1. 合理规划时间。后考先

习，前考巩固。我想大部分同学

和我一样，每次FINAL WEEK就有

好几个考试，有些课虽然没有

最后的EXAM，但也有繁琐的FI-

NAL PROJECT，PRESENTATION或

者是20页长的PAPER，那么如何

合理规划时间一一攻克这些就变

得极为重要。怎么做才能保证每

一门课都能复习全面并且在考场

中完美发挥呢？我认为，如果除

了EXAM形式以外的所有FINALS都

应该最先，尽早完成。这里的尽

早，并不是指READING DAY，而是

感恩节一回来，就应该计划完成

起来，因为这些内容虽然不需要

你临场的发挥，但是往往也需要

耗费很多时间，所以尽可能早的

准备不仅能将其做到最好，也不

会耽误太多复习其他功课的时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WRITING 

CENTER或者EPASS在READING DAY

之前都会结束服务，所以要想找

TUTOR修改PAPER或是其他帮助学

习的项目真的要趁早）。在完成

这些之后，当然就是全身心的投

入到各科EXAM的复习中了。根据

我自己的经验和喜欢，我比较倾

向于后面考的考试先复习，越早

复习越好，然后最先考的考试放

在考前2-3天开始复习，因为这

样你就能让自己尽早的进入学习

状态，慢慢学起来，但也不用那

么高强度，等到真的要备考第一

门的时候，你其实已经为自己调

整到了一个较好的学习状态，这

个时间再全力复习，效果更好。

2. 复习板块以MIDTERM为

分割。经常听到很多人说只有到

考试了才会学习，我想说这么做

的不是只有你一个。在FINAL的

复习过程中，以MIDTERM为分割

线分割一个学期学习的内容是一

个很好的办法，因为通常来说

MIDTERM前学的东西都是之前已

经复习过的，至少可以说是已经

准备过的，而MIDTERM之后的内

Ooooops，HELL 
WEEK’S COMING. 

你准备好了吗？
小丸子

WRITING EDITOR

化妆品测评
近来，又到了SEPHORA的打折季，想必各位都已经
按捺不住自己早已想买买买的心，准备去血拼一通
了吧！但别急，在这之前，让中文报来告诉你，什
么值得剁手吧。

中文报从茉莉校园的女生那里采集了她们最喜欢的
各种产品，包括妆前乳，底妆，眼线笔，腮红和散
粉。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民意偏向什么产品吧！

Susie Liu
WRITING EDITOR

2. 底妆

在底妆方面，MAKE UP FOR-

EVER ULTRA HD INVISIBLE COVER 

FOUNDATION 名列榜首。这款自从

推出后就一直是SEPHORA底妆产

品方面的热卖。本款产品色号齐

全，无论你是什么肤色都可以找

到合适自己的色号。在轻薄方面

不是那么胜出，但换来了极好的

遮瑕力。持久力中上，涂上不会

有强烈的粉感或者面具感。四十

三刀的价格一大瓶，感觉可以用

到天荒地老，也是极其划算的产

品。

3. 眼线笔

在眼线笔方面，STILA 和 

KISSME 打了个平手。两款都是

不晕不染，坚挺一整天的眼部

产品。STILA颜色更加多样，有

酒红，淡棕，墨绿等颜色，但

KISSME胜在价格亲民，适合常

常吃土的学生党。然而遗憾的

是，KISSME因为是日本的品牌，

在SEPHORA上并没有购买渠道。

4. 眼影

眼影方面自然是URBAN DE-

CAY NAKED PALETTE 名列前茅

了。NAKED的几个系列各有各的

特点：NAKED 1以大地色为主，

日常且显深邃。NAKED 2 适合画

稍重一点的混血妆。NAKED 3 以
粉色为主，温柔可人。而NAKED 

SMOKY 自然盘如其名，适合画性

感的烟熏妆了。粉质中等，显色

度良好。五十四刀的价格也是可

以接受的范围内。

5. 散粉

在散粉方面，纪梵希四宫格

散粉与MAKE UP FOREVER 高清散

粉打了个平手。纪梵希四宫格散

粉有不同色号，其中一号一直是

热卖。细腻的粉质带着微微的闪

光，扑在脸上显得气色极好。而

高清散粉看似是白色的粉末，但

扑上脸却毫无颜色，只是整个妆

容则相对会比较生疏，那么从生

疏，对自己难的部分开始复习，

由难到简就变成了一个很可取的

方法。在攻克了这些之后，再去

回顾MIDTERM前所学的内容，对

之前不太掌握的东西再去学习，

也会比较有信心。

3. 熬夜与否取决于个人的

生活节奏。这个问题，我觉得我

自己还是挺没有发言权的。我

只能说，我平时就是一个会熬

夜的人，你和我说，FINAL是持

久战，要早睡早起，才会事半功

倍，我想说我做不到，因为我的

生活习惯一下子改不掉啊！所

以，如果你平时就是一个熬夜学

习，并且有时候晚上学习效率才

高的人，那么我建议你就按照自

己平时的生活节奏来，只不过要

比平时更抓紧一些，因为这些习

惯不是一下子能改掉的。我可以

这么说，你可以骗自己说今天早

点睡，明天早上6点就起来学一

天，但往往现实是，你11点躺在

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然后就

起身拿起电脑手机玩着玩着就到

了深夜…… 

4. 身体不是消费品，再努

力也不要消耗了身体。这一点，

我想是对各位学弟学妹们说的

吧，因为慢慢地你就会发现精力

不如从前，不能再像以前那么能

熬夜，不知疲倦地学习和玩了。

真的不是危言耸听，或者夸张。

我大一的时候，能复习通宵，直

接早上8点去考试，但现在根本

不可能，很多课我甚至都要提前

一周就开始复习，然后每天都一

定要保证至少7小时的睡眠，就

连平时聚会和朋友一起玩，过了

两点我就开始犯困。所以，在你

努力学习备战FINAL的同时，一

定要记得吃好休息好，千万不要

觉得吃饭或者睡觉浪费时间，因

为你少玩手机，或者在犯困学习

低效率的时候，你已经吃好饭，

能多睡一会儿了。

讲了这么多，也不过就是

希望大家都能顺顺利利的挺过

FINAL，开心地迎接圣诞和新

年！

面显得整洁而干净。两款散粉的

定妆力都有很好的保证。 

写了这么多，各位美少女

也知道该买些什么了吧！希望大

家在SEPHORA打折之际，黑五来

临之时，都能买到自己想要的东

西，将自己打扮的美美的，去迎

接每个晨曦与日落。

1. 妆前乳

夺得头筹的自然是大名鼎鼎的LAURA MERCIER 妆前乳了。这款妆

前乳分为HYDRATING, RADIANCE, OIL FREE 和 SPF 30 版本，根据

客户不同的肤质不同的需求而量身打造。使用时挤出是乳液状质地，

颜色是略带光泽的米色。上脸后贴合皮肤，延展性极好，且不像一般

的妆前乳一样充满硅感，而是不油不腻不闷，使用感极佳。后续上妆

更加服帖，并且延长了底妆的持久性。三十六刀的价格，1.7 OZ的容

量，可谓是性价比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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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鼠器

阿加莎 克里斯蒂的《
捕鼠器》是一部经

典的悬疑推理剧。 此剧
自1952年在伦敦西区上演
以来，已经被演绎了半个
世纪，可见其影响力非同

一般。该剧以其惊天大逆
转的结局而被观众津津乐
道。
作 为 一 个 中 文 戏 剧
社，ECTC的导演购买了中
文剧本的版权，从而将接

佳的短距离感体验。观众
对于ECTC十一月份的六场
演出的观影体验完美的诠
释了这两点。

演出的观众上座数量平均
在40名左右，在每周的周
五和周六两天达到了高
峰：比如在第一周周五的
演出吸引了近60名观众，
开演前只见工作人员忙碌
着加座的身影。即便是周
五的高峰时期，观众的数
量依旧保证了在黑匣子小
剧场和演员的近距离。无
论是感受着灯光的变化，
紧凑的音乐对于情节的渲
染，还是演员走心的台
词， 都令观众在看完了本
剧之后为之称赞。

究其原因有二：声音和导
演改编剧本的功力。作为
一部悬疑剧，一大难点是
配上符合剧情的带有悬疑
氛围的音乐。《捕鼠器》
整部剧中的音乐多元性很
强，声音设计师将脍炙人
口的《两只老虎》融入到
了悬疑音乐中，使得原本
带有悬疑色彩的音乐平添
了一分诡异之感。除了悬
疑的音乐之外，本剧开场
时的优雅和即将闭幕时的
温暖都通过柔和的音乐极
好地表现了出来。另外一
个亮点便是本剧中音乐和

人声的一次完美结合。 在
Boyle太太被杀的那段表演
中，恐怖的鬼叫声随着《
两只老虎》的口哨声完美
地加强了Boyle太太的挣扎
效果。不仅如此，Mollie
太太看到她被杀之后发出
的高音尖叫更是极具穿透
力，令全场观众被延续的
恐怖氛围所震撼。完美的
音乐配的上恰到好处的台
词。导演讲本剧原有的设
定改动了下，使得本剧更
加接地气。原有的杀人案
发生在英国，而改动后的
杀人案就发生在亚村。这
一改动使得观众更加有代
入感。为了更好的加强这
种代入感， 导演更是加
入了一些能代表亚村的元
素，例如Lenox Square的
收据, MARTA公交卡等等。
这些元素都完美地拉近了
台词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创造出一种既视感。

ECTC版的《捕鼠器》延
续了原剧中经典的悬疑
元素，同时也创造出了属
于自己独特的版本。这是
一部接地气的，融合了恐
怖，感人，搞笑等众多元
素的好剧。

ECTC版的《捕鼠器》延续了原剧中经典的悬疑元素，同时也创

造出了属于自己独特的版本。这是一部接地气的，融合了恐

怖，感人，搞笑等众多元素的好剧。

非诚勿扰	
遇见属于自己的小幸运

光棍节后一天11月12
日，室外气温降至

个位数，夜幕下的茉莉校
园如往常一样静悄悄的。
微寒的天气也抵挡不住大
家来观看2016非诚勿扰的
热情，White Hall 208内
座无虚席。在微晕的灯光
下，伴随着动感的音乐，
木兰舞社的hiphop成员率
先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
盛宴，将场内气氛调动起
来。        

随着熟悉的入场BGM Can 
You Feel It, 第一位男
嘉宾江仪钦略带羞涩的登
场。观众们对这位来自UGA
的邻居格外亲切，当他用
自己专属的打开方式手握
话筒时，弹幕刷屏 “男
嘉宾指法精妙”。 悲伤的
是，场上的十二位女嘉宾
对他并不来电。在一位女
嘉宾real耿直的提问 ：“
什么时候可以灭灯？”之
后，boom boom噼里啪啦的
灭灯声此起彼伏，台下观
众异口同声地发出哀叹。
仅仅几秒之间，十三位女

嘉宾的灯全部灭光。与此
同时，“可惜不是你”的
音乐声响起，一号男嘉宾
尴尬离场，令人心疼一秒
钟。

第二位男嘉宾是人称狼王
的Emory大二学生任子尧。
尽管第一段VCR里，亲友们
给出了高度评价，仍没能
抵过在场大家对他连番轰
炸。12号女嘉宾提问：“
你的VCR里有很多女生，
平时你是不是很喜欢套路
女孩子？”点评嘉宾接
问：“你自称不善言辞，
那请问你对自己社会尧的
外号怎么看？”不想，这
些刁钻的提问都被男嘉宾
真诚稳健的接住了。在第
二段VCR，他透露此次是
专门为一位女生而来，并
走心的回顾了他们经历的
点点滴滴，给入冬的大家
内心注入一股暖流。虽然
他的心动女生表示更希望
和他保持朋友的关系，不
要“跑偏到另一个轨道”
，但他的这份勇气值得所
有人尊重。正如点评嘉宾
的总结“有勇气站在这个
舞台，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情，无论结果怎么样，他
今天都是英雄!” 

而来自GSU的三号男嘉宾徐

伟一出场，段子手们就亲
切的点评他长相神似Emory
大三的木铜甲同学，并且
通过他放飞自我的舞姿解
读出男嘉宾是个内心闷骚
的boy。在和同校13号女嘉
宾共玩游戏大冒险的环节
中，他更是疯狂摇摆，舞
动四肢，来诠释“丧心病
狂”这个四字词语。虽然
他的表达方式很抽象，13
号女嘉宾还是默契十足的
猜中了词。值得一提的
是，本届牵手环节先由男
嘉宾用剪刀剪掉女嘉宾椅
子后面的气球，男嘉宾手
挽女嘉宾，最后女嘉宾手
握气球浪漫离场。“Emory
主办，GSU牵手。”两人
成为第一对牵手成功的情
侣，给大家喂足了满满一
碗狗粮。

第四位男嘉宾阎丞赋登台
时迎来了UGA亲友团高调的
欢呼声。亲切的观众们又
一次高度总结男嘉宾的长
相为“远看像小沈阳，近
看像张国立”，引得台下
笑成一团。第一段VCR里家
猫频频抢镜，获得了最佳
弹幕吐槽“拿宠物撩妹，
真的百用不厌。”当男嘉
宾提到自己擅长做饭时，
有一同来的朋友拆台“他
做菜，我们出去吃”，向

群众展示了交友不慎的危
害。在这样欢乐的气氛
下，男嘉宾凭借他独特的
个人魅力，和为他留灯的4
号女嘉宾甜蜜牵手成功，
获得了全场的祝福。

节目接近尾声时更是精彩
不断。之前承诺非诚勿扰
推送阅读量破五千就上场
的额嗒女神作为替补女嘉
宾闪亮登场，紧接着迎来
大反转：主持人王逸成变
身五号男嘉宾。有着Emory
小张学友外号的他献唱一
曲囚鸟，获得大家一致好
评。在爱之终决选的环节
中，12位女嘉宾全部为
他留灯。万万没有想到的
是，男嘉宾没有遵从民意
牵手好基友Richard，最终

和9号女嘉宾成功牵手下
台。

作为本届非诚勿扰的女嘉
宾之一，我近距离观察了
男女嘉宾的互动，感觉很
刺激。我认为，非诚勿扰
的意义有三点：其一，帮
助单身的同学们在青春年
华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其
二，拉近亚城不同高校学
生间的距离，提供轻松畅
谈的平台，作繁忙考试季
的一个调和剂。其三，通
过嘉宾点评，让大家对感
情问题以及社会现象有更
直观深入的认识和思考。
希望非诚勿扰越办越好，
也希望大家遇见自己的小
幸运~

Angela Yu
WRITING EDITOR

地气的中文版《捕鼠器》
搬上舞台。 本剧的舞台空
间并不大，是一个黑匣子
舞台（Black Box Theat-
er)。此类舞台空间的特点
有二：观众数量不大和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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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yi Han
Writing Editor

扬州是一座非常特别的城
市。曾经一度，我以为

这样的城市在中国已经消失。
扬州正如木心老师的诗中所写
那样，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
都慢。在扬州，一辆自行车就
可以走完老城。

到扬州后我先去参观了何
园、个园。走进这两处园林感
觉不像是游览景点，倒像是旅
人在途中误入一处人家，唯恐
扰人清幽。园中游人熙攘，却
不减古园古意。在被古时能工
巧匠的精巧设计惊艳到的同
时，我也有几分拘谨，每当想
到纵使时光如流，人来人往，
看遍岁月荣辱兴衰的花石草木
依旧，便觉得无论时空如何遥
长，古今间总有挂牵不能割
舍，亦无法断绝。仿佛转过石
墙，走过假山，还能看见曾住
在这里的和睦人家。

瘦西湖亦值得一游，因有
人较少，我觉得她比西湖更像
一首诗。园中山石交错，流水
清透如碧玉，时有画舫与群鸭
共渡烟波。唯一的遗憾是此时
已至仲夏，园中草木葱茏却无
芬芳为伴。想来若是烟花三月
下扬州，风景将更宜入画。

但真正让我爱上扬州的，
不是何园个园瘦西湖东关街这
些在各攻略网站上享有盛名的
景点，而是皮市街和大明寺，
在这两个不那么像景区的地
方，我才觉得自己不像一个游
客，而更像一个旅人。

离开瘦西湖，走十分钟左
右就能看到青灰的石阶，直往
草木深处去。拾阶而上，便可
看见山林掩映中的大明寺。因
是寻常日子，山上香客寥寥，
还能让人依稀看到书中清幽古
寺的模样。记得春节期间去普
陀山的时候，人山人海，来往

皆有求于神明，香火炉烟呛得
人涕泗横流。香火旺盛本是好
事，但本应清净的去处却成了
物欲横流之所，不免让人有些
怅然失措。这次来大明寺，我
们没有去上香礼佛，却真切感
受到了沉静禅意。山寺赠予的
静谧使我心怀感激与敬意，也
从此相信曲径通幽处该有神
灵。

山顶是栖灵塔，在塔顶便
可俯瞰暮色中的扬州全景。这
真的是一座很小的城，小的让
人想起水墨画中的半城山水，
或是书中烟雨江南。老城区没
有高楼，一川烟草萋萋，半城
葱茏亭亭，黑瓦白墙被落日余
辉摩挲得温存，镜头下如织车
流竟也流露几分古意。一切都
让人记起那些关乎岁月静好现
世安稳的字眼，温存得不容琢
磨。惟愿此生若此寺此城，晨
钟暮鼓，安之若素。 

离开大明寺到达古运河时
天色仍微明，因想看看华灯初
上时的运河，我们一行三人便
决定先去皮市街消磨天光。皮
市街是一条很有意思的老街，
少有游人，道路两旁星星点点
落有几家店铺，没有增添商业
感，反而浓郁了柴米油盐的烟
火气。淘换旧书古籍的书店灯
火昏黄，从身边有学生结伴骑
车经过，铃声同笑声一样清
亮，裁缝铺里传出缝纫机的
响，小吃店店主一边炒菜一边
笑着和来客拉家常，傍晚店铺
关门后会用木板把门挡上，一
如旧时模样。比起东关街处处
为吸引游人而特色化的设计，
皮市街更能让你读懂扬州。因
为一座城市的文化不会甘于蜗
居在刻意仿古的景区中，她融
释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市井生
活里开枝散叶，与整座城市一

同生生不息。
我们走进了一家名为浮生

记的书店，小店不大，却收拾
的整洁，又有书墨气。店主很
和气，让我们称他树掌柜。听
说我们是游客，他便放下工作
为我们讲起扬州，语气中带着
怜惜，又有骄傲。他说每当王
朝更迭，扬州城总难逃一劫。
如清军入关后，史可法拒不降
清，后扬州城破，清军屠城，
扬州仅有两户人家幸存。“可
很奇怪的是，即使全城悉数被
毁，每到盛世，人们总会发
现，扬州又已发展为一座极为
繁荣的城池。”树掌柜又为我
们拿来画册，指着其中的照片
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扬
州老城区，和几十年前并无太
大差别。因为扬州的老城区禁
止建筑高楼。“苏州、杭州都
已经不这样发展城市了，只有

扬州还是如旧。”那一刻我突
然明白，从始至终扬州都是一
座恋旧的城市，她的生命力也
正源于对往日时光的牵挂。时
光带着摧枯拉朽的力量奔涌向
前，扬州却不为所动，她看起
来那么柔弱那么不堪一击，在
风云变幻的时候却从不缺少守
护的勇气。她温柔而沉默，固
执地在原地亭亭，即使化为齑
粉，也能从埃土中生出花朵，
不争不抢，慢慢绽放成最年轻
的模样，依旧温和从容，对每
位来客都温柔得毫无保留。

从书店离开后，我们三人
去尝了树掌柜推荐的鸡蛋卷饼
和馄饨锅贴，南方的小菜总是
很有意思，菜量小却精致，味
甜却清淡，一如扬州。夜色渐
浓，华灯初上，我们骑着自行
车离开去往古运河。耳机里恰
好放到李荣浩的《老街》，阑

珊灯火将石板路上的每一道纹
路都盈满，思绪因风撩散，不
必清还。

相逢是首歌，唱的都是离
合，这边风景独好，我却只是
过客。这是一座我从离开的那
一刻就开始想念的城，无论是
善良的扬州人，还是温婉的
江南景，都让人感到莫名的
熟稔与心安。来日方长，希望
我可以再有机会与三五好友来
扬州，在古城街头走一走，直
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
留。

       希望这座如玉温润
的城可以走得慢一点，不必去
追赶时代的脚步，让自己静静
活成一首唐诗的韵脚，或是一
阙宋词的词牌，再等一等路上
的旅客，等他们如我一样，成
为来自异乡的故人。

扬州慢
相逢是首歌，唱的都是离合，这边风景独好，我却只是过客。这是一座我从离开的

那一刻就开始想念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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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 
Doomed or Saved?

Donald J. Trump’s victo-
ry concluded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To everyone’s surprise (in-
cluding me), the man who 
started as a joke and put 
himself in the center of so 
many controversies won 
the US presidency. Through 
this election we witnessed 
the charm of democracy, of 
which the seemingly most 
unreliable person could still 
stand a chance in the horser-
ace. This election proved 
once again that America is 
where the miracles come 
true. With that being said,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
tion was probably by far 
the most controversial and 
ludicrous election in histo-
ry. Both candidates, Hillary 
Clinton and Donald Trump, 
seem to have an equal num-
ber of supporters and oppo-
nents. The public couldn’t 
conceal their frustration 
over two parties’ nominees 
chosen from a country with 
318.9 million people.  A 
joke circulating around the 
Internet accurately reflected 
this sentiment “who will be 
saved if both Donald and 
Hillary fall into the ocean 
– America.” Let’s briefly 
discuss the two candidates’ 
glorious history and their 
performance on the cam-
paign trail before we make 
sense of the outcome of this 
election. 
Hillary Clinton has been 
known to the world as an 
extremely ambitious and 
skilled politician. She was 
the inspiration to many 
young ladies around the 
globe because she demon-
strated that women could 
be as competent as men. 
Hillary has been in public 
office for many years and 
we have never seen a for-

mer first lady prior to her 
have such a huge impact on 
American politics. She was 
apparently not satisfied to 
only be the woman behind 
Clinton. She wanted to run 
her own show in the spot-
light. She has made history 
in every position she took 
upon as the First Lady, New 
York Senator and Secretary 
of States. Hillary expect-
edly won the Democrat-
ic nomination despite her 
major competitor Bernie 
Sanders’ popularity among 
young people. When 
everyone thought Hillary 
would go on to be the first 
femal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he failed. 
She lost the opportunity to 
secure another “first” title 
on the night of November 
8. Hillary’s failure could 
be attributed to many rea-
sons. Some people say that 
Hillary’s email scandal se-
verely damaged her repu-
tation as a trustworthy per-
son. Others say that Hillary 
did not show enough lead-
ership when she was Secre-
tary of States. FBI director 
James Comey’s announce-
ment, days before the elec-
tion on reviving the inquiry 
into Hillary’s use of a pri-
vate email server also took 
a major toll on Hillary’s 
campaign. All of these rea-
sons could justify Hillary’s 
surprise election los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elect now, also 
made history on his way 
to the White House. He 
was the first person elected 
president without holding 
any public office before, 
although this might seem 
trivia compared to the fact 
that he could even win after 
his offensive remarks and 
blatant disregard for politi-

cal correctness. Trump was 
a real estate tycoon, billion-
aire and a reality show host 
before he decided to follow 
his political pursuit. Trump 
is not as brainless as peo-
ple thought he is. Inherited 
a decent amount of wealth 
from his father, Trump fur-
ther expanded his family 
business and showed acute 
execution in many business 
deals he has closed. No-
body took Trump seriously 
when he first entered the 
presidential race because 
it was almost appalling to 
put Trump and President 
in the same sentence. But 
he quickly caught people’s 
attention with his signa-
ture hand gestures, quipped 
comments during the de-
bates, tough position on il-
legal immigrants and other 
minorities, and attack on 
the establishment in Wash-
ington. Donald Trump did 
not present enough fea-

sible policies during his 
campaign as he preferred 
to take things to a person-
al level. Calling Hillary a 
“nasty woman” and justi-
fying his arguments by say-
ing “I am rich” are just two 
examples of Trump’s re-
sponses to people’s doubts 
in him. However, Trump 
still managed to win the 
“silent majority” in this 
election because a large 
number of Americans were 
too disappointed at the cur-
rent government and the 
so called “political elites” 
that they were willing to 
take a chance with Donald 
Trump. Whether you like 
him or not, nobody can 
deny that Mr. Trump is one 
of his own kind.
 There have been 
many protests across 
America after Trump’s win, 
but nothing will change be-
cause in a democratic sys-
tem, you no longer have a 

Through this election we witnessed the charm of democracy, of which the seemingly most unreliable person could still 
stand a chance in the horserace. This election proved once again that America is where the miracles come true. 

Eric Yang
WRITING EDITOR

choice after you made your 
choice. Reflecting upon 
this election, I can’t stop 
myself wondering the con-
cept of western democra-
cy. Majority of the people 
voted for Hillary (she won 
the popular votes) yet she 
still lost the election. On 
the other hand, even if she 
did win the election, would 
it really be a blessing for 
America and for rest of 
the world. Donald Trump 
would be ineligible to run, 
let alone to win, in most 
of the countries because of 
his disrespectful remarks 
and actions yet he still 
won. Would he really end 
the prospect of America or 
would he reinvigorate the 
economy? These questions 
remain to be answered and 
we shall see what is await-
ing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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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Time for the US to 
Learn from Other 
Democracies
What is interesting is in 2016, all that has been go-
ing on about the US presidential race was so similar to 
those that has happened in Taiwan. 

Annoynmous

2   016 is an important 
year for American 

politics as the US has its 
unprecedentedly intense 
presidential race between 
Secretary Clinton and Mr. 
Trump. Not just millions 
of Americans but also 
eyes from outside the 
country has been watch-
ing the race since the US 
politics is such a template 
of democracy for the en-
tire world. While the 
outside enthusiasm and 
interest grows, it seems 
that most Americans do 
not look out to other po-
litical progresses all over 
the world, which, in my 
opinion, could teach the 
US a lesson at this impor-
tant point!

Taiwan, this East Asian 
government went through 

its election earlier this 
year. While many people 
would choose to consid-
er it as an embodiment 
of the idea of US de-
mocracy, however, their 
democratic politics has 
always been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US to 
some extent. In the past 
years, when American 
politicians held inten-
sified discussion about 
diverse issues including 
economic growth, mi-
nority rights, the Tai-
wan election seemed to 
be all about its relation 
with the Chinese main-
land. Even though many 
people have tried to re-
focus the politics on 
more pragmatic issues, 
it turned out to be inev-
itable that most people 

vote alongside their affil-
iation on the Taiwan in-
dependence issue. Ever 
since 2000, the rivalry 
between anti-independ-
ence and independence 
brought by the Taiwan 
political agenda has re-
sulted in great segrega-
tion in this region. By 
far, all kinds of prob-
lems in Taiwan could 
be simplified into a Tai-
wan-China framework. 
Nuclear plants, trade 
deals and sometimes 
even a Chinese software 
installed on the snapshot 
machine could all be re-
lated to keywords such 
as “China is invading” 
,”Let’s go independent”. 
As a result, the entire 
Taiwan society was too 
segregated to have prob-

lems solved and policies 
implemented. Taiwan 
has only maintained a 
GDP growth rate of 1.31 
average since 1990. In-
deed, it seems in no way 
that Taiwan democracy, 
in such a divided socie-
ty, is working efficiently 
to maximize Taiwan’s 
social well-beings.

         What is inter-
esting is in 2016, all that 
has been going on about 
the US presidential race 
was so similar to those 
that has happened in Tai-
wan.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Times Exit 
Polls for the 2016 pres-
idential election, there is 
already divided voting 
behaviors along race and 
gender lines. That means 
we would have absolute 
majority among Afri-
cans Americans and His-
panics, relative majority 
among other minorities 
to vote against Donald 
Trump. Even though 
there are not solidly clear 
division among oth-
er categorizing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 and 
residential status (city 
or rural), there has been 
a clear trend towards the 
division though. This 
kind of new pattern of 
division is absolute-
ly on its way to forever 
change the US politics. 
Ever since the 19th Cen-
tury, what has been dom-
inating the voting divi-
sion was left and right, 
liberty and conservative, 
of which economic ide-

as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For years, Demo-
crats and Republicans 
has been fighting over 
whether we should have 
more regulation or less, 
more tax or not. The left 
and right game is never 
solely about ethnicity, 
sexual rights, etc and we 
would still have a large 
group of median voters 
who paid more attention 
to economics issues and 
cast their votes based on 
current economic situ-
ations. However, today, 
as the Democrats start 
to build its voter base 
on minority groups and 
republicans take the de-
fense for its white vot-
ers, the US is likely to 
become another Taiwan. 

           Think about it! If 
some day, Americans are 
choosing the presidents 
solely based on their eth-
nical or educational af-
filiation, will there even 
be somewhere to talk 
and think sensibly in the 
US politics? I guess Tai-
wan has already offered 
the answer.  History has 
proved that for a democ-
racy to run efficiently, 
there should not be a 
solid segregation among 
a society. Today, we are 
already on the path to 
such one, and it’s real-
ly time for the US, the 
forerunner of democra-
cy to take some lessons 
from the failure of its 
foll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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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龙获得
奥斯卡终生成就奖

11月13日，成龙亮相美国洛杉

矶，领取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

学院颁出的奥斯卡荣誉主席奖／终

身成就奖（Honorary Oscar）。

同成龙一同获奖的还有：资

深电影剪辑师安娜·寇茨（Anne 

Coates）、资深选角导演林恩·

斯塔马斯特（Lynn Stalmaster）

，以及老牌记录片制作人弗雷德

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

man）。

在获奖致辞中，成龙激动地表

示“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

。成龙还提到，在二十三年前，当

他第一次在他的朋友，史泰龙的家

中看到小金人的时候，就下定决心

自己也要拿下一枚：“I talked 

to myself—I really want one.”

成龙随后感谢了他的家人，好莱

坞，以及自己在全世界所有的影

迷，并表示影迷是他继续出演电

影，做出各种危险的动作甚至不惜

摔断骨头的动力。

当我们游走于美国的大街小

巷，与当地人聊天时提到我们来自

中国，很多时候对方都会兴奋地提

到他们对于中国功夫电影，特别是

成龙（Jackie Chan）的热爱。毫

无疑问，成龙已经成为了很多外国

人心中中国的一个象征——成龙在

全世界影迷心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其实，在成龙刚来到好莱坞

时，好莱坞的经纪人试图将其包装

成第二个李小龙。然而很快，成龙

就显示出了属于自己的特点和天

赋——将动作，喜剧，融为一体。

同样属于武打影星，李小龙，李连

杰等习武多年，通常是电影里最能

打的。然而成龙，却是在电影里最

经常挨打的一个。 在电影里，成

龙总是东躲西藏，利用各种道具去

与强大的对手搏斗，总是在最后一

刻才能战胜对方， 这也是成龙电

影最鲜明的特点。

成龙自己曾经说过，“李小龙

是超人。但是，我以为，观众想看

的是普通人，和他们一样的普通

人，历经许多错误以后获得成功的

人，有幽默感的人，不怕做懦夫的

人。”很多人不知道，成龙是学京

剧出生的，他擅长利用动作配合不

同的音乐，音效，创造出独特的幽

默感。

成龙的另一大特点，是他玩命

的精神。在拍摄最新电影绝地逃亡

的时候，就有媒体报道成龙拍摄时

险些溺水。在成龙早年拍摄警察故

事的时候，也因为拍摄大厦跳游泳

池片段而吐血住院。正是因为成龙

在自己电影事业上的献身精神，才

使得《警察故事》成为香港动作片

的经典，成龙所扮演的“陈港生”

也成为港人最信任的香港警察。

自1960年代以来，香港出生的

成龙经历了五十六年的电影生涯，

已主演、编剧、执导和制作约二百

多部影片。成龙，作为李小龙之后

在好莱坞最成功的中国电影人，获

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可以说是对其

个人，香港乃至中国电影界最大的

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现年六十二岁

的功夫影星成龙是首位获得奥斯卡

终身成就奖的华人，他亦是第四位

获此殊荣的亚洲人。在成龙之前，

日本导演黑泽明、印度导演萨蒂亚

吉特·雷伊和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

分别在1989年、1991年和2014年获

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纽约圣诞攻略
不论是在外旅行，还是回家团聚，都希望大家都能够一个温馨愉快的圣诞假期！

Union Square 热闹的圣诞市

集，时代广场的光怪陆离，法

拉盛缅街上熟悉的乡音和美食，

小意大利的涂鸦….万千姿彩的纽

约总有一面能够打动你的心。就

算是换上一双舒适的平底鞋，随

意信步曼哈顿，纽约的圣诞精彩

无限。各个大厦不尽相同的圣诞

装饰，充满节日气氛的圣诞树和

折扣诚意十足的精品商店都能让

你在每个街角流连许久。

纽约美食的选择也多种多样，

近到帝国大厦脚下的韩国城，远

到坐地铁将近一小时的法拉盛，

各式各样的餐厅中总有你的心头

好。如果想要尝试更有异域风情

的料理，还可以去little Italy

的意式甜品或是chelsea market

的海鲜…在城中还散布着大大小

小的日料等待你去探索。姜虎

东，Lady M，初花，鸟人拉面和

西安名吃等都是十分热门的餐

厅。如果想要感受fine dinning，

纽约作为米其林最密集的城市之

一，也有多种多样的选择。

纽约的包容不仅仅体现在各

式各样的美食，在各个博物馆里

我们也能感受到文化的交融和历

史的传承。 古埃及神庙和苏州园

林在大都会艺术馆里仅仅一墙之

隔；在别处稀缺珍贵的毕加索作

品在MOMA办特展时却挤满了整整

好几个屋子；古根海姆的螺旋楼

梯和New Museum的方形白盒；Sex 

Museum的猎奇或是911 Memorial 

Museum的沉重….先锋前卫的设计

理念或是各地的异域风情都能在

这个小岛上的某个博物馆里找到

自己的一处容身之地。

平安夜的重头戏在第五大道上

的各种展示，各个商店的圣诞橱

窗，St. Patrick's Cathedral

的彩灯音乐秀和Rockefeller 

Center的巨型圣诞树都集中在第

五大道的沿线。在边走边逛的同

时，还能顺便在各式商店中为家

人朋友挑好心仪的圣诞礼物。如

果逛累了，还可以在街边找到一

个教堂歇歇脚，静静聆听圣诞的

礼拜，净化心灵的同时也为自己

提前许下新年心愿。最后登上帝

国大厦的顶端，俯瞰万家灯火，

这个独特的圣诞体验一定会让你

记忆犹新。

厌倦了车水马龙的拥挤人潮，

纽约也有许多能够闹中取静的去

处。 在中央公园晨跑，乘跨过

东河的罗斯福岛缆车，在著名的

高线公园发呆，走过布鲁克林

大桥，坐轮渡去Staten Island 

….不再坐一个画中人，以一个局

外人的角度来观赏繁华都市的熙

熙攘攘，也是一件乐事。

除了上面说到的地方，纽约还

有许多戏剧演出、血拼据点和有

趣的角落，在这里就不一一详述

了。不论是在外旅行，还是回家

团聚，都希望大家都能够一个温

馨愉快的圣诞假期！

Yuchen Leng
WRITING EDITOR

 你是不是被沉重的final压得喘不过气，一天天期盼假期
的到来？你是不是和小编一样，无法忍受短时间内的倒时差
和长途奔波，所以圣诞假期选择留在美国？小编觉得要想体
验最浓郁圣诞气氛，那当然是非纽约莫属了！

Shangyi Luo
WRITING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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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片开头便是一组黑白照
片：巴西瑟拉佩拉达金

矿，矿坑中如虫般爬进爬出的
密密麻麻的人群，低沉的窃窃
私语和劳作声，挣扎的动作和
欲望。当巨大的内容被压缩进
一幅连颜色都没有的图中时，
它所传递的情绪更加巨大，所
有的情绪，那些压抑的疯狂，
拥挤着，渗溢着，最终迸裂而
出。

这样沉重的黑白照片穿插
在这部纪录片的各个部分，如
记事的绳结。尼日尔旱灾中排
队等着领取救济品的母亲、厄
瓜多尔“解放神学”运动中的
年轻教士、受洗前夭折的还睁
着眼睛的婴儿、巴西东北部背
井离乡的农民、埃塞俄比亚难
民营中正在死去的骨瘦如柴的
少年、马里沙漠中像树皮一样
干枯的老人、科威特大火中的
浑身泥泞的消防员……它们都
出自于同一位摄影师，赛巴斯
蒂昂·萨尔加多，这位自称“
业余”的社会纪实摄影家，追
寻人类的苦难拍摄并记录。

面对《地球之盐》中的这
些照片时，你很难准确地表达
出自己的感受。在无声的定
格中，一道皱纹一处伤疤一

一位摄影师的奥德赛—《地球之
盐》影评
他说，“我爱人类。毕竟，人类才是地球之盐。”

Xixuan Xing
GUEST WRITOR

个眼神竟比言语讲出了更
多的故事。而你不是被动
的听众，而是自主的观察
者。你的感受将你吞噬，
像个泥潭，越挣扎越陷得
更深。没有人比赛巴斯蒂
昂更了解自己的作品：“
肖像的力量，在看到这张
照片的一个瞬间，人们就
会了解照片中的这个人的
生活……拍摄一副人物肖
像，却不仅仅是拍一张照
片那么简单，而是要去呈
现和表达片中人物的情感
和思想。” 

他让生命得以在光影
下陈述自己，也把镜头对
准了死亡。最触目惊心的
是卢旺达大屠杀，路边是
一堆堆尸体，活着的人开
铲车将被随意丢弃的死去
的人清理开道；群像，在
罪恶和仇恨的扭曲下，生
者死者难以分别。你很难
想象镜头后是一个怎样坚
强的灵魂，才能如此冷静
地在暴力的风眼，为人道
主义唱安魂曲。然而无论
多么坚强的灵魂，在目睹
了如此之多的死亡之后，
都无法安然无恙。赛巴斯

蒂昂知道，“我的心、我的灵
魂病了”。

多年来他聚焦贫穷饥饿暴
力，因为他相信这些事情的发
生是因为公众的无知。“转变
观念，并通过这种情感同化，
最终改变人类的境况。”是他
前期几部摄影作品的出发点。
他像一个虔诚的传道士，期待
着公众的觉悟和改变。这样的
乐观主义无疑给予摄影师很大
的驱动力，但这驱动力被全部
系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场恍然
大悟上；而这，几乎预言了他
的崩溃。大屠杀后一部分逃离
出去的人试图返回卢旺达，他
们离开戈马聚集地后转而进入
刚果丛林。“联合国的一名高
级专员带着我去了这个区域，
他们有一辆火车，我就坐在这
列火车里，但火车却把人们留
在了那里。”这位传教士这才
明白，看不到是假的，视而不
见才是真的；无知是假的，麻
木才是真的。“我离开了那个
地方，在这个世界我已无所可
信，我不再相信那些所谓的人
类救赎，人类不应该像这样
活着，也没有人值得这样活
着。”

《文学回忆录》中木心讲

了这样一句话：“一切伟大的
思想来自悲观主义。真正伟大
的人物都是一开始就悲观、绝
望，置于死地而后生。”这句
话很适用于塞巴蒂斯昂。卢旺
达的经历摧毁了他的乐观，却
塑造了一个“真正伟大”的摄
影师。他回到家乡，在妻子的
建议下开始植树。大地慷慨地
回馈了这个受伤的人类，造林
项目意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赛巴斯蒂昂也由此开始了新的
创作，只不过这一次他走进了
风光、动物摄影的领域。他走
进冰原、森林，走近嬉戏的海
豹群、印第安人的原始部落，
在自己复活后的生命之绳上系
上新的结。“我拍摄这个项目
的最初想法，是想揭示森林破
坏或海洋污染。但事实上这些
都不重要。到后来，我决定拍
摄一个与之不同的项目，算是
对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的一种
敬意。”赛巴斯蒂昂在工作室
中边向导演展示着照片边讲，
语气中没有了之前的愤怒与失
落。仍旧是黑白胶片，这些图
像却显出了巨大的生命力，跳
动的，鲜活的，令人惊奇。对
生命的彻底绝望让赛巴斯蒂昂
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生命，理

解生命。加拉帕格斯群岛，塞
巴斯蒂昂拍下一只年迈的巨
龟。它望向他，也许百年前，
这深邃的眼神前站着另一个相
似的人类，另一个改变生物学
进程的悲观主义者。而他们的
作品，跨域时空和领域，竟好
似巧妙的互文。

纪录片的最后，赛巴斯蒂
昂回到自己种下的森林。在这
片乌托邦里，他回望过去，
那些所有的沉重都成了云淡风
轻。“这片土地对于我们非常
重要，我们与这片土地形成了
一片循环，这个循环见证了我
们的人生，今天它也会延续我
们的人生……当我去世时，我
们种下的这片森林，将会恢复
我出生时的模样，一切也因此
得以圆满。这就是我一生的故
事。”如今，这片曾经荒芜的
土地已经变成巴西的国家公
园，向世界示范：我们完全有
能力恢复已经毁坏的地球。赛
巴斯蒂昂还留了另一个命题给
后来人：我们该如何修复自己
这个种族的文明。

他说，“我爱人类。毕
竟，人类才是地球之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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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培角落
Yujie Xu

WRITING EDITOR

吃货的天下怎少得了甜
品的存在？今天便为大家
介绍几款易做又美味的甜
点。

香蕉蛋糕(12个)
用料：
香蕉(熟透的) 4根
面粉(Flour) 175g
苏打粉(Baking Soda) 1茶匙
黄油(Salted Butter) 4 OZ.(113g)
鸡蛋 2个
红糖 90g(根据个人喜好)
盐 根据个人喜好可放可不放
 (另准备12连圆形纸杯蛋糕烤盘和cooking spray)

做法：
1. 先将烤箱预热至350 ℉(180℃)。
2. 将熟透的香蕉剥好并捣成泥状放在一旁待用。(要用熟透的
香蕉哦！若是用不熟的，烘培出来的口味会略微偏涩。)
3. 在一旁的大碗中倒入过筛均匀的面粉和苏打粉待用。
4. 将黄油和红糖放入微波炉加热1分钟，拿出之后加
入鸡蛋混合、搅拌。
5. 将搅拌好的类似焦糖色的混合液倒入之前
放置面粉的碗中搅拌均匀。
6. 向其中倒入捣成泥状的香蕉并再一次 混合、搅拌均匀待用。
7. 在准备好的烤盘模具内用cooking spray或是黄油喷涂一层。(防止香蕉
蛋糕黏在烤盘上。) 
8. 将搅拌好的混合料倒入烤盘。
9. 放入烤箱烘烤25分钟即可。

 轻乳酪蛋糕(6寸)
用料：

           
     奶油奶酪(cream cheese) 125g  
           
     (新鲜中等大小的)鸡蛋 3个 
           
      牛奶或者酸奶 70ml
           
       低筋面粉 25g
           
      动物性淡奶油 50g
           
       细砂糖 50g
           
       无盐黄油 30g           
       玉米淀粉 10g(可选择性加入)

(另准备活底的6寸蛋糕模具)

做法：
1.先将奶油奶酪放置在室温中软化，将低筋面粉和玉米淀粉过

筛，并分离鸡蛋的蛋白和蛋黄放在一旁备用。
2.把黄油放入微波炉加热1分钟至软化。

3.将奶油奶酪、黄油和牛奶一同放入碗中并混合搅拌成无颗粒的奶酪糊。
4.在奶酪糊中依次加入3个蛋黄，快速搅拌使之混合均匀。

5.将之前已经筛好的面粉和玉米淀粉分多次倒入混合料中并搅拌至顺滑。
6.将搅拌后的混合料放入冰箱冷藏至浓稠。

7.接着来打发蛋清: 先将蛋白倒入容器中并在容器中分3次加入细砂糖。
8.在加入前两次细砂糖时，用打蛋器中速打发。

9.然后将打蛋器调至中高速继续打发并在其中加入剩下的细砂糖。
10.打发至湿性发泡(蛋白霜呈自然下垂的大弯钩状)。

11.将烤箱预热至160摄氏度。
12.接着拿出冷藏过的混合料，将之与蛋白霜混合。搅拌时应用刮刀从底部向上翻，忌用大力或是画圈搅拌。搅拌至浓稠细

腻即可。
13.将混合搅拌好的面糊倒入模具中(模具内部用黄油轻轻涂抹一层并在底部垫上烘培纸)。

14.准备一个比模具略大的烤盘。在烤盘中加入30-40°的水，并将模具放置在烤盘中，水淹没模具3厘米即可。
15.将烤盘和模具放入烤箱中，160℃烘烤20分钟后，将温度调低至130℃再次烘烤60分钟即可拿出。

16.拿出后冷却半小时可脱模。将脱模后的轻乳酪蛋糕放入冰箱冷藏一夜再食用口感更好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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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看一本小说的时候，下意

识把小说主人公的经历带

到作者身上，觉得一些虚构的场

景总是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

因此，我总会尽可能地忽略作者

本身的生活经历和情感态度，尽

可能地让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的

虚构环境之中。只是在看张爱玲

的《小团圆》时，无奈太难把小

说从现实中抽离，只要些许了解

张爱玲的读者都会意识到，书中

的女主人公充斥着太多作者的影

子。九莉像是重新过了一遍作者

的漫长的一生。她们的影子逐渐

靠近起来，但也无法完全重叠，

于是她们互相招手问好，看着对

方，颇带有欣慰的味道。她们心

心相惜，她们存在于不同于其他

人的空间，我们只是过客。

有人说《小团圆》杂乱无

章，从开始读头三章， 什么茹

璧剑妮二婶三姑老七项八韩妈大

爷碧桃邓升，絮絮叨叨令人头昏

脑胀。可这就是人生啊。人生总

是没有道理，出其不意的。这么

多年，遇见了那么多的人，大多

也都只是生命的过客而已。像是

宇宙间的尘埃，分分散散，偶尔

互相碰撞。新鲜的事物总是迅速

地淘汰掉陈旧的，可那些淘汰的

事物的记忆却是无法被淘汰的。

而张爱玲就通过九莉的角度，重

新叙述出生命中出现的那些人，

发生的那些事，时过境迁，当前

之境如隔着模糊的镜，看上去总

使人惘然。我的印象里，在张爱

玲的很多文章里，《小团圆》是

让我读起来最平静的一篇。平静

到让人不可抑制地忧伤，让人觉

得这么漫长的一生，怎么过都过

不完；那么漫长的一生，也就这

么过完了。这一个带走了十几的

光阴的故事，如此跌宕起伏，充

满戏剧性的人生，居然被描述地

如此清晰，理智得令人害怕。小

说主人公九莉在开头说：“过三

十岁生日那天，夜里在床上看见

洋台上的月光，水泥阑干（查了

一下阑干指编织的遮挡物或是纵

横交错的意思，这里可以用么？

）像倒塌了的石碑横卧在哪里，

与在晚唐的蓝色的月光中。”这

很美，却不快乐。快乐的人是无

论感受不到这样压抑沉重的凄凉

的。但这一种不快乐又不是九莉

本身的情感，因为三十岁的她已

经能够不带任何情感的说出自己

曾经的痛苦与不幸。这更令人心

疼。

有一段说：“有时候她想，

会不会这都是一个梦，会忽然醒

过来，发现自己是另一个人，也

许是公园里池边放小帆船的外国

小孩。当然这日子已经过了很久

了，但是有时候梦中的时间也好

像很长。”这段话“砰”地一下

就击中了我的心，我常常也会有

一种不确定感，日子过得太快，

一天天，我甚至可以以旁观者的

角度去看我生活中发生的一切。

我会想，会不会有一天我突然醒

过来，发现自己是一个正准备上

场的芭蕾舞演员，这是一场很

重要的比赛，可是我什么都还不

会。 

什么是爱情呢？九莉想得

很明白，她清楚地知道“她只不

过陪他多走一段路，在金色梦的

河上划船，随时可以上岸。”只

是，常常会明白很多事，等真正

遇上了，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陷进

去，找不到出路。二战快要结束

了，九莉却希望它永远打下去，

这倒是像《倾城之恋》中的白

流苏和范柳原，一座城市的沉沦

成就了他们的爱情。九莉从小被

锻炼地毫无好奇心，无论内心如

何波澜起伏，表面上依旧表现地

过去的事——读《小团圆》
我想这是一种告别，告别过去拥有强烈爱恨情仇的自己，勇于平静地
直视自己如同戏剧一般的人生。

Serena Yu
WRITING EDITOR

影评
新剧层出不穷，好坏参差不齐。

Irene Qi
WRITING EDITOR

新剧层出不穷，好坏参差不

齐，今日小编带你一览近

期热播电视剧！

剧名：锦绣未央

简介：南北朝期间，北魏元

帅为抢战功，欺君罔上擅自出

兵，北凉王族上下一夜之间血流

成河，导致北凉公主女心儿（唐

嫣 饰）被迫流落异乡。北魏尚书

府遗弃在乡下的庶女李未央意外

救了心儿，后又因掩护心儿被追

兵杀害。心儿不得不以李未央之

名，勇敢地活下去，一个人背负

起两个女孩的命运与苦难。回到

太傅府，化名李未央的心儿不仅

要与仇敌叱云氏一族斗智斗勇，

还意外卷入与北魏皇子的情仇纠

葛……

小编的感想：这部剧成功地

告诉了我们——小说改编电视剧

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小编表示当时看原著小说里

女主各种绝处逢生，真是大快人

心，然而唐嫣傻白甜硬变腹黑，

这波演技硬上也是蜜汁沉醉，整

部剧的演技担当刘雪华在出场三

十分钟后就领便当了，也是令人

不得不服。然而，最关键的是，

因为改变力度过大，这部电视剧

除了名字意外和原著并没有任何

关系，连最基本的感情线都被篡

改，小编为原著党表示看剧很心

累。

剧名：蓝色大海的传说

简介：1598年，江原道县令

金聃龄（李敏镐 饰）从当地富豪

杨某的手中救出美人鱼（全智贤 

饰），并将其放生大海。2016年
首尔，美人鱼从大海来到都市，

与外貌帅气、头脑灵活的天才骗

子（李敏镐 饰）再次相遇，展开

了一段势均力敌，火热炽烈又缠

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小编的感谢：这部韩剧是全

智贤产后复出的第一部作品，同

时也是李敏镐时隔3年之后的荧

屏新作，《星你》的编剧，《主

君的太阳》、《DOCTOR异乡人》

的导演，强强联合，以至于这部

剧成为2016年期待值最高的韩

剧！开播两日收视率爆棚，虽然

网友各种吐槽男主一言不合就施

展催眠大法，剧情略显拖拉而且

有明显漏洞，然而依旧阻止不了

这部剧的火热。全智贤和李敏镐

的演技也是此剧的看点之一，毕

竟这次咱们的女神饰演的已经不

是人类了，而是一只人鱼，另外

结尾是否会像都敏俊那样回到自

己的世界也是吊足观众胃口，如

何收尾又一次考验了伟大的编剧

朴智恩，也是她对自己发起的一

次挑战。虽然很多人表示这部剧

难以超越《星你》，小编表示开

播不过几日，且行且看。

除了电视剧，最近一部刚上

映的电影也是成功吸引了大批

观众走入电影院观赏，那就是冯

小刚指导的《我不是潘金莲》，

讲述了一个被丈夫污蔑为“潘

金莲”的女人，在十多年的申

诉中，坚持不懈为自己讨公道

云淡风轻。她听见之雍说他同时

爱上了两个人，听他赞美别人，

可是也再没有向他问起另一个爱

人，她也从不提醒他，只是等着

他自动放弃别人。即便如此，内

心总还是不甘心的，二战结束

后，之雍躲到了乡下，尽管路途

遥远，情况危险，九莉觉得自己

无论如何还是得见他一面，还是

要当面问之雍到底预备这样。“

这不确定，忽然一刻也不能再容

耐下去了。写信没用，他现在总

是玄乎其玄的。”九莉是如何理

智的人，她小心翼翼地地对待身

边所有的人，她敏感而又仔细，

脆弱而又谨慎，在爱情面前，却

狂热地不可收拾，也不在乎自己

会受到伤害，像是一种信仰。她

可以千山万水地去找他，会无条

件相信他，跟追随着他即使在他

落败到万劫不复的地步。但是就

突然的在某一瞬间，就是不爱

了。九莉再看之雍的文章，也都

不再欣赏了，有时甚至觉得是无

病呻吟；他们一起说话的时候，

九莉也会觉得反感不理睬；之雍

亲吻她的时候，她甚至想要呕吐

出来。最初的那些回忆依旧是温

暖的，那是因为一种吸引力，现

在无望了，总给人一种无缘无故

的痛苦，那也没有爱的必要了。

故事的结尾说，九莉常常

做考试的梦，总是噩梦，但只做

过一次关于她和之雍的梦，他们

在松林中，有好几个小孩，都是

她的，她和之雍的手臂拉成一条

直线。醒来之后，她快乐了很

久。考试如何能令她害怕，上学

时的日子或许是她一生中最纯粹

的时光了，只是这之后，就是无

法自拔的深渊。分明是不想再重

复之后的纠缠和痛苦，竟害怕起

上学的时光，仿佛这些日子都充

满了因果关系，上学时的考试导

致了日后之雍给她带来的痛苦。

这算是一种逃避吗？终究还是有

爱，不然也不会逃分开之后还是

思念。九莉总幻想着无法到达的

结局，但她还是知道等待是最恐

怖的，何况这还是没有结果的等

待。梦见过一次，快乐了很久，

最终就还是像石子被扔入湖里，

荡起涟漪，又归于平静。

那一年，张爱玲从香港坐船

去了美国。一去不复返。我想这

是一种告别，告别过去拥有强烈

爱恨情仇的自己，勇于平静地直

视自己如同戏剧一般的人生。

的故事。影片讲述了农村妇女李

雪莲（范冰冰 饰），在一场假

戏真做的离婚风波后，由于前夫

的一句话，说她是潘金莲，这位

本来怯生生、娇滴滴的女子，为

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洗刷不白

之冤，花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去

打官司、告御状，从镇到县，由

市至省，再到首都，一路与形形

色色的大男人斗智斗勇、周旋不

断。作为一部小说改编的电影，

电影直击官场中各种敏感主题，

以荒诞手法描写官民矛盾和官场

生态，尺度之大，令很多人颇觉

惊讶，也吸引了各路媒体的注意

力。除了批判的拍摄手法，电影

拍摄形式和手法也极具创新，采

用了非常多的圆形画幅，观影时

仿佛看古典的扇面、绘画的感

觉，而到了拍摄城市的部分，又

变成方形的画幅，影片最后则变

成了宽银幕画幅。最后，冰冰的

演技也是看点之一，小编表示几

场女主独白的戏确实演的不错，

而且冰冰并因此角色获得第64届
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的最佳女演

员奖。重点来了：影片已在REGAL 

HOLLYWOOD STADIUM 24 @ NORTH 
I-85上映，想看的朋友们赶紧抓

紧时间去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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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T导师志】在摩根大通的工作经历和体验是怎样的？

【导师介绍】

JUSTIN

TOP 5 UNIVERSITY IN ASIA 
经济与金融双学位

成功斩获香港J.P. MORGAN

全职OFFER

1. 投行人高收入的原因，

他们的价值体现在哪里？

个人而言，我觉得投行的

价值具体体现第一个是在于分

析师的ANALYSIS。因为做分析

师是需要做很多MODELING和RE-

SEARCH，并且要具备一些自己

的INSIGHTS，虽然你的SENIOR

也会为你提供一些意见，但我

觉得这是比较VALUE ADDED的

部分。例如我的老板也说，事

实上负责分析工作的就是下面

的ANALYST或者ASSOCIATE，而

上司是需要基于你所提供的数

据与工作内容来进行决策，这

时，你就需要保证数据的正确

性、工作的高效性，并且能够

提供一定的INSIGHTS，内容具

有逻辑性，让人一目了然。

其它的就是，即使你工作

时长很长，比如你有很多QUANT 

WORK要完成，而这些其实有些

高中生也能完成，这就并不能

成为你工作VALUE ADDED的地

方。最主要的应该是你提供的

工作内容的ACCURACY，SPEED，

和LOGICAL，以及排版要放的好

看。

2. 投行的上升模式

不同投行有不一样的模

式。大体上的上升模式为AN-

ALYST需要3～3.5年，一般是

3年；ASSOCIATE需要3.5年，

如果能再往上升就可以到VICE 

PRESIDENT，不过有一定难度，

因为ANALYST阶段会刷掉一批

人，ASSOCIATE时期又会刷掉

一批人。VP之后就是看个人造

化了，如果你非常适合这份工

作，且做得很好的话，之后会升

EXECUTIVE DIRECTOR甚至MAN-

AGING DIRECTOR。总的来说，投

行的上升渠道是比较扁平化，而

ANALYST和ASSOCIATE的上升模式

比较STANDARDIZE，一般到了年

份就会升，除非是做的不太好。

3. 在J.P. MORGAN中所属的

部门及职责

我在IBD下面，也就是传统

的INVESTMENT BANK DEVISION，

或者说叫CORPORATE FINANCE。

那职责其实就是平常帮忙做IPO,  

M&A，BALANCE SHEET和其他的一

些，并且帮企业融资，CAPITAL 

MARKETS操作的一些工作。

ANALYST来说的话，就是平

常做做PITCHBOOK，如果有DEAL

的话，就是一般DEAL上需要做

的文件和PPT，因为你要去DUE 

DILIGENCE要提前准备之类，大

概就这些。

4. 每周的工作的日常，工作

时间长达120小时？

我个人来说的话，工作日程

一般是早上9:30到10:00之间进

办公室，先回发邮件，然后去吃

个早餐喝杯咖啡回来开始工作。

平常白天工作量其实挺大的，时

间上也比较忙碌，跟INTERNS有

很多事情需要做，到下午一点多

去吃个午饭，下午继续工作。

四五点的时候我会去吃个下

午茶之类的补充下体力，人如果

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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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容易产生饥饿感的，这时就

需要懂得放松一下。工作持续到

晚上8点多后会去吃晚饭，回来

继续工作。晚上下班时间的话有

很强的不确定性，运气好的话12
点就可以走，运气不好就比较惨

了，可能要到凌晨两三点才能

走。之前大家有挺多人说是在完

成DREAM，但是我觉得要坚持下

来挺难的。

工作时间的话，一般是不用

每周都到120小时，但是总的来

说100小时是有的，很忙的时候

到120小时也是有可能的。总体

来说，我们的HOUR可能会比MOR-

GAN STANLEY好一些？

5. 对于想要进入投行的同

学，你的建议是？

• 多了解投行的工作内

容，包括BANKER工作的主要组成

部分，这份工作的具体要求，甚

至可以去了解一下他们每天的状

态是什么样的

• 掌握这份工作的必备技

能，包括基本的CORPORATE FI-

NANCE和VALUATION的知识、做

MODEL的能力

• 多关注市场和公司的动

态，经常FOLLOW一些公司包括

FUNDAMENTALS, FINANCIALS AND 

VALUATION, 他们在CAPITAL MAR-

KETS的动作等

• 培养出自己对公司和市

场的VIEW，做事多加思考

• 想完成投行工作，除

了以上的技能同学们还需要学

会排解压力，以及如何在工作

量巨大的时候依然保持高效。-

NETWORKING依然很重要，学会

与不同人相处，尊重不同的价

值观。加强身体锻炼，好的身

体素质才能更好的胜任工作。

关于WALLSTREETTEQUILA

我们的团队来自纽约、伦

敦、旧金山、芝加哥、香港、

新加坡等地的顶级投资银行（

高盛、摩根大通、摩根斯坦

利、花旗等）以及管理咨询

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贝恩

等）；

WST专注国际顶级公司RE-

CRUITING申请。200+顶级投行

和咨询公司的导师，VIP课程

100% TAILORED一对一辅导，帮

你斩获心仪的OFF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