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海外大学录取

王艺雯
卡尔顿学院 (ED)

李楷琳
埃默里大学 (ED)

黄嵩帜
南加州大学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杜兰大学
帝国理工学院
杜伦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

贺之阳
埃默里大学
南加州大学
卡耐基梅隆大学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波士顿学院
纽约大学
布兰迪斯大学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多伦多大学
帝国理工学院
香港科技大学 (HK$70,000 奖学金 )

廖亦琦
芝加哥大学 (EA)

李澈
芝加哥大学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帝国理工大学

任芷盈
埃默里大学
南加州大学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波士顿学院 (Honor Program)
纽约大学
多伦多大学
香港大学

陈柏君
罗德岛设计学院
芝加哥艺术学院

张月亭
乔治城大学
波士顿学院
纽约大学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东北大学
乔治华盛顿大学
福特汉姆大学
格林内尔学院
斯基德莫尔学院

万凤仪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布朗大学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波士顿学院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杜伦大学
华威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

阙榆
康奈尔大学
弗吉尼亚大学
塔夫茨大学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密涅瓦大学
纽约大学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伦斯勒理工学院
帝国理工大学
杜伦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
爱丁堡大学

石天宜
范德堡大学
莱斯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弗吉尼亚大学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香港大学

朱以文
范德堡大学 (ED II)

乔治亚理工学院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王元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范德堡大学
埃默里大学

弗吉尼亚大学
卫斯理安大学

陈相廷
卡耐基梅隆大学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罗切斯特大学

伦斯勒理工学院

黄泽毅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范德堡大学
卡耐基梅隆大学

陈嘉炜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弗吉尼亚大学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纽约大学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里海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宾州州立大学

俄亥俄州立大学
普渡大学

张铭
牛津大学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弗吉尼亚大学



2016 海外大学录取
华附 AP2016 届四个班 121 名同学已收到了包括美国、英国、香港、加拿大、澳大利亚多所顶尖大学和学院的 610 份录取通知，申请到的奖学金总

额超过 280 万美元。

在今年海外大学申请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华附 AP 的海外大学录取继续保持超过 90% 被美国排名前 50 的大学录取，57% 的同学被美国前 30 综

合性大学、文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加拿大大学及香港大学录取，20% 的同学被美国前 20 综合性大学及文理学院录取的喜人成绩。

* 由于幅度有限，更多录取情况请登录官网：www.gdihfi.com

钟欣霖
范德堡大学 (EDII)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普渡大学
罗斯霍曼理工学院

廖亦琦
芝加哥大学 (EA)

江苇杭
普林斯顿大学（$26,690 奖学金）

斯坦福大学
芝加哥大学
圣母大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代雨辰
普林斯顿大学

耶鲁大学 ($41,927 奖学金 )
剑桥大学

叶楚仪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弗吉尼亚大学
纽约大学

罗切斯特大学
布兰迪斯大学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华盛顿大学

悉尼大学

石天宜
范德堡大学
莱斯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弗吉尼亚大学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香港大学

朱以文
范德堡大学 (ED II)

乔治亚理工学院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王元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范德堡大学
埃默里大学

弗吉尼亚大学
卫斯理安大学

童逸飞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弗吉尼亚大学
波士顿学院
纽约大学
华盛顿大学
普渡大学
悉尼大学

韩清宇
纽约大学（ED)

刘韵
卫斯理安大学 (ED)

陈相廷
卡耐基梅隆大学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罗切斯特大学

伦斯勒理工学院

钟加宝
埃默里大学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迈阿密大学
布里斯托大学
谢菲尔德大学
爱丁堡大学

黄泽毅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范德堡大学
卡耐基梅隆大学

欧阳钰珊
圣母大学

南加州大学
卡内基梅陇大学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校区
伦斯勒理工学院

伊利诺伊香槟分校
宾州州立大学

迈阿密大学
俄亥俄州立大学

雪城大学

赖涵璐
瓦萨学院
科比学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波士顿学院
维克森林大学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东北大学
圣安德鲁斯大学
杜伦大学

温超伦
帝国理工学院

杜伦大学
华威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
墨尔本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波士顿大学
宾州州立大学

田海宇
南加州大学
波士顿学院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香港科技大学 (HK$70,000 奖学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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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dwin
领悟
文 / AP2 曾贻潞 Yolanda       特别鸣谢 / AP2 曾子睿 Allen

       你心目中的国际日是什么样子的？

     艳阳高照，花儿对我笑。笑看人络绎不绝，窃喜数着

钞票。游刃有余地翻动着章鱼小丸子，潇洒烤出肉中贵族，

水信玄饼信手拈来，花茶供不应求，大叔萝莉打出最萌抹

茶，蛋糕下啤酒走向人生巅峰。

       If only…

       贵人招风雨，风雨把电断。

     日本组，从手足无措，心力交瘁，到急中生智，化腐

朽为神奇，你只需要 Judgment, Angle, Perspiration 

And Never give up.

     德国组，日耳曼民族的迷之自信，靠的就是 Genius, 

Energy, Recognition, Money And Non-stop Yelling. 

 

速度与激情

     “在哪里在哪里到底在哪里！”

     “快点快点！”

     “跑啊！”

     “人呢人呢？”

     日本组大本营充斥着人们抓狂的喊叫，喊叫自准备起

似乎就没有停过。

     噩梦始于快递小哥的发货速度，离开始只有不到一个

小时，唯一的装饰鲤鱼旗兄却依旧在快递小哥的手里。凄

凉的日本组即将获得“真·家徒四壁”成就。正当人们准

备叹息一声接受现实之时，不知是哪位机智的帅哥开始麻

利地拆下章鱼小丸子的包装手忙脚乱地用绳子串起来强行

装饰。而当真正开始做招牌章鱼（鱿鱼）小丸子的时候，

突然有人惊觉“鱿鱼在哪里？”全场懵逼，翻遍全场鱿鱼

却依然毫无踪迹，无奈最后以百米冲刺速度跑去全家带回

了救急的自然派鱿鱼丝。这只是噩梦的开端，接下来的惨

痛事实证明，慢工出细活是没有前途的。

     “水信玄饼好可爱啊，还有吗？”

     “没，噢不，我想它值得等待。”

     “那我还是先走吧” 

     “小丸子还要多久啊？”

      “很快的，就五分钟” 

      “可是你刚刚也说五分钟啊”

      “妈妈我要小丸子” 

      “对不起啊小朋友，我们停电了” 

        转眼望向德国组。

      “烧烤还有吗？”

      “对不起，已售罄”

      “我要过啤酒瘾” 

      “不好意思，啤酒卖完了” 

        可怜的日本组则只能辛苦拉客。

     “这位美女啊，看在你这么美的份上，买一点花茶养

养颜？”

      “我还是看看别的吧”

        火的供不应求，受冷落的欲哭无泪。

      我以为我会暴富，可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远

去的脚步。

      拼不过时间，只有用激情征服世界。“各位帅哥美女

快来看看啊，纯手工制作的饼干，进口食材，新鲜出炉，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Franky 颜值兼销售天才率先满场

提着篮子吆喝着引领饼干潮流，赚来了我们的第一桶金，

他又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卖掉了一锅混搭玫瑰生菜烧酱带

壳的鸡蛋木鱼花的黑暗料理；坐地起价火爆的章鱼小丸子

争气地一刻不歇地火辣出炉，“十块三个？”“不！十块

两个！”。“听说，下雨天，抹茶和小丸子更配哦。”小

萝莉外援 Bowen 妹妹的笑容融化了冬日。

      跑不过时间，我们有一腔洒不完热血。我们需要更加

精准的 Judgment—市场预判，升级奇葩的销售 Angle—

混搭风，坚守岗位不歇息的 Perspiration，And 一颗打

不死的小强 Never-Give-Up 的决心。无论如何，国际日

把我们逼成了 Genius，耗尽了所有的 Energy，意外地

收获了家长小朋友们的 Recognition，满载着 Money 而

归，到现在，操场可能都还弥漫着当天 Non-stop 不要命

的 Yelling 吆喝声。

      我们没有暴富，但 Baldwin 在那个下着暴风雨的国际

日，爆发出了永不停歇的斗志。

我以为我会暴富，可是我没有 ......

——Baldw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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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glass
国际日感想

文 / AP2 贺文宣 Ricca

@

      从去年年底的国际日抽签开始，就听说了国际日是一

定会下雨的。三月十三国际日当天，果然天阴下来了，

就如同大家所说的那样，从始至终都飘着绵绵细雨。就

如同所有的感想中都会写的那样，大雨浇不灭我们高涨

的热情，国际日还是相当完满的结束了。

     回顾半个多月我和莉莉安负责宣传和布置方面的工

作，总的来说既快乐又有成就感，直到现在仍然怀念着

拿着自己亲手画的海报然后收到大家的好评的感觉。

     在准备的过程中，最有意思也花了最多心思的部分就

是画海报的过程。两幅海报加起来有一张全开纸那么大，

两个人一起一共画了一个星期，投入的时间应该有十五

个小时到二十个小时的样子，算是一个小工程了。那一

周每一天晚上我们俩人都以极其扭曲的姿势趴在地上，

一边上色一边闲扯。上色过程极其艰难困苦，海报是浑

身带满金银珠宝的一个印度美女和一个 gay 气逼人的英

国士兵小哥，细节都很多，我们抠细节的时候付出了很

多心血。尤其是印度美女沙丽，在透明纱巾的材质上和

复杂的刺绣花纹上都让我们下了好一番功夫。上完色了

以后还改了又改，怎样都觉得描线还不够漂亮，两张海

报下来高光笔和勾线笔都齐齐报废。

     最后终于画完时拿着海报像抱着刚生出来的孩子一

样。尽管担心海报在小雨里被淋湿，我们很认真地给海

报包了保鲜膜（尽管降低了海报的美观程度），海报还

是难逃一劫，烂了两个角，看着因春雨而皱面的海报，

总觉着挺可惜的。

     国际日当天，我待在印度组，负责与芒果还有香蕉战

斗，然后把它们做成奶昔。打出来的淡黄色的奶昔装在

小纸杯里排成一排，以果粒点缀其上，长得甚是可爱。

在班主任的儿子帮忙叫卖下，萌萌地小奶昔都卖了出去。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班的表演。准备的

时候有时候会看见要表演的同学聚在一起练习，但是始

终没看到完整的舞蹈。一开始还有点担心，觉得会不会

表演的时候出状况，毕竟很多参加表演的同学都是从来

都没有跳过舞的。没想到最后大家都觉得我们班的节目

很可爱，这个节目虽然谈不上是很有技术含量的那种，

但我还是看得特别开心，毕竟自己班上的同学表演的嘛。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次国际日我们这一组的前期准备

还是紧张有序的，采购组和表演组也都表现很棒。最后

以大家都没想到的速度回本了，还额外净赚了四千多，

作为第一次的国际日来说觉得大家都很成功啦。



校园
动态

9

Morrison
领悟
文 / AP2 唐子航 Terry       特别鸣谢 / AP2 曾子睿 Allen

     国际日和许多令人措不及防的 DDL 一样，当你才发现

自己没做时，就只剩下给你祈祷的时间了。对，的确，在

此之前你要去希望每位组员放下咸鱼的时间去做一件还有

几个月的事，你要去希望组长的预算和策划案能早点交，

你要去希望或许我们可以捞回我们的成本。

    其实我除了盼望，还是做了些别的事的。这次活动我作

为班长，作为一个观望者去监督他们。但实际上，我比他

们咸鱼的时间还要多；很多时候你想顾及每个组的每个方

面，却发现还有一个组需要你去顾虑，所以最终我没有什

么实质性的贡献，反而在活动当天加入了我们的新西兰组。

     这次活动分两个组，所以在这里要谢谢三个人，就是菲

律宾组组长 Jeffson& Steven 和新西兰组组长 Gary。

虽然这是一个集体活动，每一个人都该谢，但是作为组长

很多时候除了背锅，也有理由还应该代替整组摘下令人腼

腆的荣耀；这就是我们就这样完成了这个国际节，完完整

整地。

    虽然你们一开始的策划案拖拖拉拉没怎么写分配好，虽

然你们预算还有人员分配都没到位，虽然 Gary 那天活动

时去上海参加比赛了，但是你们在活动当天，把每个组的

摊位都做得井井有序，不管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虽然班内

之前有一些混乱矛盾，但是你们是那些能真正站出来的人，

所以这个荣耀次活动的成功你们当之无愧。

    其次，就是谢谢班主任 Helen 和每位组员了。从十二

月开始 Helen 就一直对我们的节目还有策划进行监督，

活动当天她在忙教师摊位之余也亲自过来支持了我们的摊

位。然后很多组员真的都很努力，像我们当时两个摊位里

留守的和烧烤的每个人，班里串烤串的人，采购的人等等。

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天晚上销售组的人逐个逐个把由于

预算采购失误而剩余的商品推销给学校里面能见到的任何

人，终于最后还是挽回了成本。

    最后，谢谢每位能冒雨前来观看的人，没有你们就没有

这次活动。希望明年能办得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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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华驰福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驰福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座落在广州市天河区广汕公路广州

汽车市场内（天河客运站附近）占地面积 5000 平方米，是长安福特马自达汽

车有限公司授权经销商，集销售、维修、零件和信息反馈为一体的 4S 汽车经

销商，也是全国首家福特主题 4S 店。

广州华驰福威拥有电脑检测仪、四轮定位仪、大梁校正仪、侧压力检测仪

及现化化的烤房等先进的汽车配套维修保养设备，是主修福特、斯柯达、罗孚

等车型的一类维修企业。从进车到完工，所有员工都以维修质量为依据，以客

户利益为前提，以 QC 规范和 5S 活动行为为标准，全心全意为广大客户服务。

广州华驰还是全国为数不多的通过机电 QC、钣喷 QC 双认证的福特 4S 店，

并于 2008 年 6 月成为“长安福特事故车指定维修中心”。

在不断的发展中，华驰人凭借先进的配套设备，雄厚的技术力量，向顾客

提供汽车购销、牌证代理、保养、维修，保险等一条龙的优质服务。华驰人始

终坚信：“我们还能做的更好！”

地址：天河区天源路 767 号（天河客运站附近）

电话：020-37200100



国际人俱乐部
始于 1999年

专注全球商业移民 20载！

国际人俱乐部（亚洲）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9 月，专注于全球商

业移民业务，在商业移民的领域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拥有一支优秀的专业

团队，在亚洲、北美及欧洲均设有分支机构。20 年来，为众多家庭成功设计

合理的商业模式，并取得移民身份。近年来随着全球一体化以及中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许多家庭因为家族生意、子女教育、海外投资等需求使得各种移民项

目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移民也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大环境下，

国际人俱乐部坚持专注于商业领域的研究与实践，通过对不同家庭、不同情况

的具体分析，结合移民国的实际情况，为客户量身打造个性化商业模式，使客

户在获得移民身份的同时，也找到了合适的商业项目，从而使整个移民的过程

更加顺畅，成果率更高。

在当今各国移民政策不断变化的形势下，国际人俱乐部本着更加专注、精

益求精的态度，必将在商业移民这一领域里为广大有需求的客户创造出更多的

创新模式，为更多的家庭快速而有效地获得移民身份提供更有利更可靠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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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
       6 月，毕业的季节。带走了一段青春，也留下了回忆和

梦想。

      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方式纪念这个充满着青春气息的

时节：从扔卷子撕书，到各种毕业狂欢……激扬青春的背后

是对一个人生阶段的告别，并宣告一段新的历程开始。

       6 月 11 日，华附国际部 2016 届毕业生们也通过自己

的方式举行了属于自己的毕业礼，为在 HFI 的学习和生活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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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雨一直下呀下呀下个不停……

也许连老天也舍不得你们这群小屁孩……

我们只好趁着挺雨的间隙把最最最重要的事儿给完成。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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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庄严而又不失幽默的毕业典礼正式开始！ 

今年，我们迎来了几位重量级嘉宾：华师附中朱子平校长、美国驻广州总领事

白智礼先生、美国驻广州副领事拉维拉女士、NCUK 英国北方大学联合会亚太

区负责人 Mr. TIM Carnley、华南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戴黍先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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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最喜欢 HFI 的一点？

Sabrina:

Ruby：

Linda：

Shane：

Bella:

都城！认真的答一下吧，我觉得在 hfi 最好的地方就是不用喜欢所有的东西。

你只选你对口的就可以了。就不是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还有老师，很多

老师都很有服务精神。

喜欢 Copland ！喜欢陈嘉炜！我觉得作为转学生，认识大家真是太好了。

更觉得很感激。

可爱的同学们和个别可爱的老师

后门就有星巴克

好多同学都好棒好 cool 啊

反正我觉得最喜欢的就是这些可爱的同学们！

当然还有乔尔！

C ！

Russ ！

Six ！

可以自由出入出东西！

美食街！

我喜欢大家：喜欢肾喜欢唱戏喜欢维克喜欢我挪喜欢尼某喜欢白皙喜欢麦克

喜欢 keira 喜欢 demi 喜欢 sandra 喜欢贝拉，纱布也喜欢，还有很多高二

的！

咸鱼们

牛杂粉，台湾店，还有好朋友都城。

喜欢很多行政办的老师，比如说超级甜的 Yuki 和 meg 申请什么的帮了我

们超多 还有 Eric 接受我们无限期的拖延症 /Smile

“C 看起来很严但是有一颗小公主的心”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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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用一首歌 / 一句话 / 一个动漫人物形容对方？

Sabrina:

Ruby：

Linda：

Shane：

Bella:

贝拉是 Zootopia 里的绵羊市长。

Ruby 很 hyper（亢奋）。

林大和肾是凤凰传奇……因为他们有两个人，而且配合得很好，就很传奇。

林大和肾很 Lucky。找到对方很幸运吧。

Bella 是披着羊皮的狼（因为你整天装作是咸鱼，其实你是 over-achiver）

贝 拉 是 Zootopia 的 兔 子， 因 为 感 觉 贝 拉 很 积 极 乐 观 开 朗 活 泼！ 还 很

sweet，还很逗 

纱布是正派的长得好的天启，就是很吊什么能力都有什么都会，然后统治小

宇宙的那种感觉。但是天启有点丑 ... 那就正常的长得好的天启吧。

Ruby 是 Radioactive ，主要感觉 Ruby 时时刻刻都很激情很活跃啊

纱布的话 immortals。因为这首歌听起来很有活力，纱布也很有活力，比如

说她现在一直在催我赶快去看她在泡的菊花茶。大家都能感觉到她对生活的

热情，比如说她可以盯着我送她的蚂蚁工场很久很久然后带去各个课上观察；

比如说她是我见过玩模拟人生玩得最久的人，玩到现在都还没放弃。

Ruby 像 finding dory 里的 dory

林大肾是最炫小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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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大家大学都选什么专业？

Sabrina:

Ruby：

Linda：

Shane：

Bella:

我想学哲学然后研究生学法律。我想学哲学是因为哲学很理性而且很

ideal。我很多时候活着活着就觉得很累，不想管人间的这点破事。所以我

还是比较适合去探寻天上的道理。

我自己专业还没有完全定，应该走 Bio/BME 这个路线。但是对 AI 也很感

兴趣所以会学 CS。

我想一个跟 econ 或者 business 有关的 major 和一个 stem 的 double 

然后 history 或者 pol sci minor 吧

我 自 己 是 history， 被 Wilson 影 响 程 度 很 大 但 是 对 humanities 有 很

broad 的兴趣爱好，想 double major 一个 humanities 的 major 和一个

business 类的

心理和 business：因为对 social psy 感兴趣但是很多人担心糊口问题所以

就再学个别的糊；对 business 也有兴趣 也觉得这个能和别的 major 结合

起来。我喜欢 social psy 因为我很喜欢看人和人之间的 interaction 然后我

和喜欢做 social psy 的实验。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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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觉得互相在学校做的最厉害 / 牛逼的一件事？

Sabrina:

Ruby：

Linda：

Shane：

Bella:

贝拉就是给人感觉很 nice 然后对人很好，大家都喜欢她。噢贝拉还成了咸

鱼群群主，这就很有能力了。

linda 和肾：找到一个自己爱的人并维持关系。

贝拉其实没有做什么特别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她每天都对我们很好很温柔然

后就是觉得有贝拉的话生活超级 sweet ！

纱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玩的小游戏！

 感觉所有女生见到 Bella 都要去捏她下巴

纱布去了四年 prom；不学习就能称霸【没错这就是个一本正经的吐槽】

贝拉挖掘了好多好吃的！贝拉最厉害的事情就是做了咸鱼教主然而反叛了

（微笑）贝拉建了个咸鱼群招揽了一帮咸鱼平时吃吃喝喝咸鱼的，因为是群

主所以自封咸鱼教主，结果她一点都不咸鱼，每次考试复习的特认真。批斗

贝拉——“如何反叛咸鱼教”。

Ruby 超级会玩（我们没上过同一节课吧所以很难讲 @ 二阙。哦统计！

Ruby 经常自己一个人去很远的地方玩认识很多看起来很有趣的人

好多老师祝 Linda 和肾幸福并把他们出到题目里面 hhh

Linda 总是有很多很棒的表情包 总是超级符合我想表达的东西

纱布经常可以一本正经地搞笑；纱布不用学习……

肾和琳达看起来很高科技：每次我电脑出了问题 video 放不了都是找他们…

（其实只是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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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觉得对方的性格和特点优点 应该选什么专业？

Sabrina:

Ruby：

Linda：

Bella:

我觉得 shane 应该学 political science 或者 physics

我觉得贝拉好适合教育哦，就是很 Sweetheart 嘛。

纱布很 law school 啊，就超级会 argue 超有逻辑。

Shane 因为太综合了文科理科都很好然后动手能力也很强，所以

engineering 和 history 的 minor 会很适合他。然后 Wustl 太多人 double 

major 所以他加个 business 类的也很正常。但 Shane 不是很理论 type

他比较 hands-on 所以 eng 可能更适合？

纱布学 law 简直不能再合适

Ruby 我也觉得是生物因为知道她生物一直很厉害，然后觉得学理科的妹子

学好了会很有成就所以我看好 ruby

纱布就是 law school 啊。纱布是 law school 因为她很有正义感

肾我觉得 political science 或者 physics. Physics 是因为 linda 好像说她

physics 不好 hhh；political science 是因为肾好像看很多这方面的书 然

后感觉比较理性很适合做世史 pirates 的 p 那一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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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

参与这次采访记录
的所有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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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
文 / 匿名

[1]

     “自黑暗中归来。”

       飞机驶入黑暗的山，远处有灯光。

      因而山的黑暗不是无界的，因而又

皆是黑暗。

     距上一次这样想、写些东西，也已

经很久了。

     远山，灯火，极深的喜悦与忧伤 , 

过去与现在交汇。

与文字无关，与音乐无关，与科学无关。

       6 月 X 日 

       飞机降落

[2] 

        6 月 X+1 日续

      当波浪涌上的时候我以为它很快会

被渗下。然而没有。清澈明亮的潮水漫

过大片沙滩，像一种流动的有韧性的生

命。然后它又褪回去，速度和姿态都舒

展自由。

       即使海潮由地壳、风与月亮控制。

[5]

我们在上午十点的日光下沿海边的小路

走，手里拎着被海水浸湿的鞋。石板路

很温暖。照片拍了很多，话都忘记了。

心里不再有第一次看到海时涌上的奇异

感情。

[6] 

        尾声

      在露天的海边吃了用奇怪的调味料

炮制的鱿鱼、虾、鱼和贝壳。天一点点

黑下去了，桌上的蜡烛照出摇晃的拉长

的影子，涨潮的时候潮水恰溢上桌脚。

说话，喝干了菠萝汁和啤酒；回去的时

候故意挑浸湿的沙子走；酒家的灯是昏

黄的，大海和天是黑的。那些脚印踩下

的时候很深，回头又模糊了。

       是绵延反覆，生生不息。

[3]

      夜里很黑 ，有空调和水流声。

     要在无人之所在梳理自我和他人亦

可算某种讽刺。

     大概无论和谁最后都要面对大海无

言。这并没有什么可以悲伤。

[4]

       6 月 X+2 日

       在海滩上拾贝。

    “你看这个纹路！”

    “漂亮吧。”

     她说要把这些都带回去，打磨成奇

形异状、色彩斑斓的吊坠，挂在胸前。

我笑她大概永不会打磨那些石头和珊

瑚。

一整个挎包都装满了。

你开心就好。















金融社
x

Gamble
for 

Crisis
三天的比赛下来，感受颇深的是“GFC 不止是商赛”。

经济学中的各种法则规律显得不那么的重要，反而人与

人之间的沟通能力、团队的效率以及执行力得到了考

验。虽然每个人都乐在其中，但是带着“玩”的心态参

加商赛是万万不可取的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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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6 号 -19 号，Gamble for Crisis

危机博弈商业模拟挑战赛决赛在深圳大中华

希尔顿酒店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各大高中的队

伍，在虚拟的金融世界中展开了角逐。作为

HFI 金融社的一员，我与同为 M 班的 Hokin

以及 D 班的 Sylvia 同学组成队伍并且取得了

不俗的成绩。设计精妙的赛制，各式各样的危

机，选手间有声有色的协商交易让我至今感到

意犹未尽。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乐在其中，

学在其中——我想这也是 GFC 商赛最为成功

的地方吧。 

三个人的团队

      晴天霹雳，直到比赛前一天，我才得知一

名组员不能前来参加。前往深圳酒店的路上，

我们这个 3 人的团队一直处于“懵逼”的状态，

更无法想像如何与其他 5、6 人的队伍抗衡。

好在心态调整过来后，公司还是顺利运行了起

来。回过头来看，三个人的团队还是有着不少

的好处：一是决策统一，避免了组内的分歧或

者争吵；二是没有人会想着去偷懒，因此我们

组的效率比大多数对手都快了许多。

不止是商赛

      三天的比赛下来，感受颇深的是“GFC

不止是商赛”。经济学中的各种法则规律显

得不那么的重要，反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能力、团队的效率以及执行力得到了考验。

虽然每个人都乐在其中，但是带着“玩”

的心态参加商赛是万万不可取的——许多

“赌徒”把资金全部投在一家公司上最后

血本无归；人云亦云、跟风操作而一败涂

地的公司也不在少数。由于比赛中特色的

广告宣传机制，各种迷惑、错误性的消息

给选手们带来了很大的阻碍。只有清晰认

识到自己公司的定位、坚定自己的目标才

能脱颖而出、赢得胜利。

在进步中改变不足

      必须承认的是，这次深圳的决赛有着一

些不足之处，比如线下不完善的股票系统

给选手操作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但是作为

主办方成员之一，从整个比赛筹备到举行

每个人都有努力：会务部的新人们满怀热

情的去拉赞助，后勤人员为选手提供温馨

的帮助，学术部的大佬们努力修改处完善

的赛制。在仅仅几年内，GFC 从默默无闻

成长为珠三角地区最大的高中生商赛之一，

许多的不足在一次次的进步中修正。我相

信，GFC 也会在 HFI 人的努力下继续发展，

越来越好。

 参赛感言

文 / AP2 李思达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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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感言

     作为高一新生，在纠结无数个选择和被选择

社团中，我如戏剧般地加入了金融社。很快在

社长的带领下，我们的第一次商赛也如戏剧般

地展开了。

Part 1. 会务

     会务部是整个商赛的基础，直到经过这次

商赛社长的指挥下我才领略到会务部要做那么

多各种大大小小的杂事－－从准备商赛的拉赞

助，宣传，到在商赛中接待参赛选手，检查房

间，准备开闭幕式，甚至细微到一间间房间送

上礼物，这些繁杂而细微的事情都要做到位才

能使商赛成功举行，所以也超乎想象地忙碌和

累。印象最深刻的是查房，那时已经穿着高跟

鞋在大堂房间穿梭爬上爬下了一天了，我们在

11:00 准时又穿上高跟鞋拿着一堆圣诞小礼物

一间间房间送上并确认房间正常。一开始我们

只是小心翼翼地敲门，小声地询问，后来逐渐

放开胆子拍门和查房也更加地熟练和大方。后

来还剩下几间房的时候我们的脚都超级累了只

希望房间离电梯再近一点。所以在会务部中我

们学会了如何井井有条和细致地准备一个活动，

如何大方地面对陌生人以及责任的重要性。

Part 2. 学术指导（学指）

     在这次商赛中我还很幸运地做了一回学指，

也才能了解到更多的金融知识和整个比赛的运

行规则并使这次商赛更加充实。一开始被叫去

当学指的时候我完全是一脸懵逼。后来在社长

们的轮番说明和 ‘传教’下，我才磕磕碰碰地

开始了学指生涯。一开始我们都坐在酒店大堂

里对着电脑向自己所负责的组及时地传递主席

团的要求和登上线上系统，后来随着比赛的深

入，组的交易都通过学指来完成，我们学指的

任务也逐渐增多难度也增大。很长时间里都坐

着时时刻刻面对电脑及时发现交易有什么新情

况和比赛组的要求与疑问。不过作为学指也很

开心可以感受到商赛中不同于会务部中忙碌的

氛围。这是一种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氛围。在

不断地激烈拍卖之间，可以几万几万地叫价，

有时候还收到来自有些组惊人天价的惊吓。组

与组之间有时候和谐，有时候充满背叛的合作

和有时候的一夜暴富到有时候一夜破产 ... 这些

都让商赛充满了危机挑战感。

      在商赛中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感受到了不同

于我们生活的氛围。下次下下次商赛我们再约

再再约。

文 / AP2 陈可玥 C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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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中某一次金融社开会时不知哪位大佬

提到了一句：商赛不是检测你制造危机的能

力，而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解决它的实力。虽然

是一句玩笑话，但经过一年的摸爬滚打，挣扎

在硝烟弥漫的商赛场，感受弥足珍贵的温情，

从一个会务部新人到校内商赛冠军，我逐渐发

现金融社的的确确是一个教会你如何和危机

打交道的地方。

     15 年 12 月，我跟我的队友们第一次参

与 在 入 学 前 就 有 所 耳 闻 的“Gamble For 

Crisis”复赛。即使我们全力以赴地避免不必

要的麻烦，危机还是会自找上门来，而我们除

了硬着头皮正面回应也没有别的办法。还记得

商赛的第一天晚上，我们经历的一连串乌龙

drama：在 check-in 处解释突发付款质疑，

踩着高跟鞋穿梭在 10 个楼层比圣诞老人还兢

兢业业地送节日温暖，鞋跟卡在电梯缝里拔不

出来，最后捂着西装外套在气温骤降的广州寒

夜里等外卖。当时纵是有千般委屈，可回过头

才发现自己并不会矫情地去放大让人疲倦

的遭遇，反倒更加回味那段略带狼狈的日

子里互相勉励的社员们，以及选手们打开

房门时惊喜的感激。

     这里有温情，但又不是矫情。正如每个

财年定时发布的危机一样，总是有许多突

发事件使得商赛的节奏变得残酷与紧凑。

从 12 月旁听了一场商赛竞拍开始，到 3

月校内亲自参与时组别之间暗里的互相猜

疑以及明里的直接叫板，商赛的快节奏以

及那股浓烈的厮杀气息还是那么让我记忆

犹新。可是当忙完一切后倚在门上望着学

术部成员们对着满白板的数据一丝不苟地

圈出重点并加权计算时，你会由衷地感受

到那份抑制不住的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在

向着理性的成长的路上，那些所谓的危机，

也不过是一个心直口快，敢用直白的方式

鞭策你的朋友罢了。

     So let’s gamble, let’s rock.

 参赛感言

文 / AP2 温钰菁 Jessica



篮球社
x

国际
篮球
联赛

第一届广州国际部篮球联赛于 3.5 号在磨碟沙篮球飞

体育馆进行。一连三个月的赛事安排在每周的周末，一

共由七间学校的国际部以及一支国际部联队进行参赛。

本次赛事参与人数多达上百名在校的国际部高中生，成

为近年来广州地区最重大最正规的一次国际部的篮球

联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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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广州国际部篮球联赛于3.5号在磨碟沙篮球飞体育馆进行。

一连三个月的赛事安排在每周的周末，一共由七间学校的国际部

以及一支国际部联队进行参赛。本次赛事参与人数多达上百名在

校的国际部高中生，成为近年来广州地区最重大最正规的一次国

际部的篮球联赛。

联赛分为 AB 两组各四支球队，赢为积 1 分，输则不算分，组内

积分最多前两组晋级四强，四强胜出者则参与决赛。

我校篮球队虽然在去年才正式组成，但成员们热情高涨训练态度

认真，在联赛开打前认真备战并在寒假参与正规系统的集训。队

内成员除了高三应届生：司永涛，吴柏希，陈嘉炜，王子寅，伍尚韬，

张凯豪以外，还从高二高一以及 ify 的同学里招纳了一批对篮球有

热情有兴趣的好手，分别是：陈星扬，杨耀龙，胡文浩，方平，

卢越和蒋子龙。

在 3.6 号的揭幕战，我校篮球队首战广州外国语学校，并在最后

8 分钟顽强逆转 10 分的差距，50：49 最后险胜一分，为小组

出线拿下先机。第二场对阵头号种子的国际部联队，但队员们毫

不畏惧齐心协以 6 分的优势，37：31 再下一城。由于省实国际

部的退赛，直接取得一分，最后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四强。四

强战中面对老对手广州附中国际部，在一开始的时候便多点开花

轻松领先到全场结束，最后大比分战胜广附晋级最后的冠军赛。

与广州 47 中的冠军赛相隔了两三周的时间，队员们由于疲于应

对学校期末的各种事务，在比赛的体能和准备上略有不足，所以

在开场陷入了被动。但在下半场，队员们众志成城敢于做出调整

打出一波流畅的进攻和坚韧的防守一直把比分优势带到了最后，

54：47 胜出夺得了本届广州国际部篮球联赛的冠军！

 赛后感言

文 / AP3 司泳涛 Ad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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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Teacher
x

招新
预告

我们没有办法让主讲者身上拥有很多很多的头衔，毕

竟，登上讲台的都是我们朝夕相处的小伙伴儿。于是，

我们努力做一个有内容的社团。我们做有趣的内容，做

有用的内容，上得了厅堂谈笑，下得了学海沉浮。我

们每次都带来满满的干货，希望能够填补你们在“水”

中漂流的忧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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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不改，
依然前行。
文 / AP2 陈诗霖 Selina

        你第一次听说 URTeacher 社团是在

什么时候？

      创办之初被拉着一起创业？朋友圈里看

见了我们招新说明会的推送？在自习室撞

上公开课，没有一点点防备？抑或是在公

开课前的微信公众号或教室黑板？

        URTeacher 到底是做什么的？

     （ 作 为 一 个 被 这 样 问 过 十 几 次 的 社

长）我依然没有找到一句短短的话，来把

URTeacher 说明白。

前有 TED 这高山仰止一般的存在，前有科

狂，SPE 等等等等经常开高大上讲座的社

团，前有同学们被榨得仅剩无几的时间（并

没有“后有……”，别失望啊看官们！）

URTeacher 的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

      你是否记得从“滚蛋吧，拖延君！”，“单

词才是王道！”到“视屏剪辑快速入门”，“无

日本，中国的历史进程（1886 ～ 1928）”，

我们这一路走来的足迹？

这些声音，这些公开课，就是我们的意义

所在。

      我们吸纳一切想要在 HFI 讲点东西的社

员，为他们提供公开课的机会，提供平台，

并包办各种宣传和借教室等等繁杂的程序，

所有你们可能并不是很擅长的杂七杂八的

东西。

      URTeacher 没有门槛，没有要求。我

们的公开课不限主题，不限内容，不限长度。

      （当然前提是不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之类：）

      （敲黑板，记重点！）

      我们为那些不能在其他地方找到窗口

的闪光的东西搭建平台。我们相信每个有

passion 的小火苗，或有技能点加持的小

伙伴儿，都应该得到一个机会，去分享，

去展示，去构建自己的影响力。我们也相信，

在 HFI 这样一个思想激荡，故事绚丽的地

方，应该有一个平台，让更多更多的小伙

伴儿们能够学到好玩的东西，逐渐积累起

自己的隐性技能点，然后，在未来的未来

的某个时机，内心 OS: “这个东西我会／

我知道！高中 URTeacher 讲过！”

      我们没有办法让主讲者身上拥有很多很

多的头衔，毕竟，登上讲台的都是我们朝

夕相处的小伙伴儿。于是，我们努力做一

个有内容的社团。我们做有趣的内容，做

有用的内容，上得了厅堂谈笑，下得了学

海沉浮。我们每次都带来满满的干货，希

望能够填补你们在“水”中漂流的忧桑。

        我们，是做平台的社团。

      创建之初，我们说，我们是做众筹的社

团。我们筹的只是你们脑中那些独特的知

识，故事和技能点而已。

      其实，与众筹相比，平台的概念更为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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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社长们不再是指挥方向的掌舵人，不

会发配命令和任务。社长们做的，只是维

持平台的日常运转，和拓宽平台。

       社员们，你们才是 URTeaher 的主人。   

       URTeacher 从来不限制你们成长的

空间。你们可以自己决定公开课的内容，

自己决定一个最合适的讲课的时机。再也

不用从学期开始忙到学期末，再也不用做

些不喜欢的事情，再也不用在一堆 due 来

临的时候，在社团与作业之间忙的像热锅

上的蚂蚁。

      我们花了大半个学期，终于在不断的改

革中，找到了一个类似于定位的东西。

      我们首先砍掉了并没有什么用的试讲制

度。我们砍掉了鸡肋的部门分工。我们让

组织架构完完全全自然地发展。我们有绝

对的自由。我们砍掉了几乎所有和定位无

关的集体活动。我们砍掉了门槛，只是为

了等你来。

      URTeacher 很 独 特，URTeacher

又很年轻。我们正前行在一条渺无人迹的

小道上。在我们这儿，失败几乎没有机会

成本。我们不断试错，我们磕磕绊绊，我

们一直前行。

     “不管你是傲视江湖的学霸

       还是充满阳光的逗比

       不管你是隐藏的大触

       随手画出一个锦绣江山

       还是景仰艺术的小伙伴儿，

       对色彩和线条有自己的执着

       不管你是录音棚里的灵魂歌者

       还是音乐爱好者

       跟着 hip-hop 哼两句

       不管你是身怀绝技的大神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还是阅读了一本好书，想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想要找到自己的舞台

       谈谈心得体会

      

 抑或是想找个空闲的时间

       提前听主讲人谈天说地

       提出自己的意见

       那么

       你不该错过

       姗姗来迟的

       URTeacher”

      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第一次推送时喊

出的宣言。回首创立之初，我们可以骄傲

地说，我们初心不改，依然前行。

       最后的最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URTeacher 全年无间断招新！

       URTeacher 全年无间断招新！

       URTeacher 全年无间断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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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ist
x

近期
活动

第一届广州国际部篮球联赛于 3.5 号在磨碟沙篮球飞

体育馆进行。一连三个月的赛事安排在每周的周末，一

共由七间学校的国际部以及一支国际部联队进行参赛。

本次赛事参与人数多达上百名在校的国际部高中生，成

为近年来广州地区最重大最正规的一次国际部的篮球

联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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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时尚？词典中，时，意为时下；尚，意为风尚；那

么时尚，便是“时下的风尚”。现如今，时尚早已成为世

界潮流的代名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类报刊杂志上，

可你心中的时尚，是什么呢？在 Fashionist 的心中，时

尚，不是 T 台上遥不可及捉摸不透的另类服装，而是一

种平易近人的生活元素；时尚，更不是奢靡浪费，而是一

种对生活的积极态度。自打这个词出现开始，时尚就已融

入每个人的生活，你也许在有意无意之中，就成为了一个

Fashionist。例如，你有没有在每天穿衣服时，搭配鞋子

和裤子的颜色？你有没有用手机的时候，想着换一个更好

看的手机壳？或者，你有没有洗完脸后照着镜子，梳理自

己的发型？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就是对时尚最完美的诠

释。同样，追求时尚，并不意味着购买华美的服装，只要

你有心让生活因时尚而变的更加精致美好，就是在追求时

尚了。时尚，简简单单，却又必不可少。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社团。

     我们始终追求着精致处细腻，繁华处琳琅，大气处洒脱。

     我们精雕细琢。

     我们执着于每一个细节。

     我们用画笔和妙手施展魔法。

     我们追求时尚，却不仅仅止步于时尚。

文 / AP2 黄子岚 Gl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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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hionists 社，说起来还是在宿舍夜聊中诞生的。刚

开学，关系并不熟络的几个女生，聊到时尚便 high 到停不

下来，刹那间关系就被这么个看起来似乎遥不可及的名词

拉近了。于是乎，一个关于时尚的社团就这么成立了。

     然而社团发展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招新、宣

传、策划社团活动，都是不小的挑战。还记得万圣节化妆

讲座前跟广州十佳化妆师 Lily 老师之间无数封邮件的沟通，

小饰品制作会前“迟到”的制作原料以及欠缺的摄影条件；

还记得设计师们在专业老师指导下改了一遍又一遍的服装

稿，逛到脚肿了的布料市场；还记得国际日服装秀前穿着

恨天高的 T 台训练，和当天让模特们险些“湿身”的倾盆

大雨；还记得强行占用晚自习的外拍，以及霸占摄影师们

睡眠时间的修图工作；还记得公众号小编 Maggie 收集社

员撰写的各种对时装周的点评，挑外拍照时发作的选择困

难症。然而，这一切我们都痛苦并快乐着地“熬”过来了。

这个新生的社团就像襁褓中的婴儿，在社员以及大家的支

持下茁壮成长！

文 / AP2 黄懿清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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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橡皮
文 / AP3 欧阳昱洲 Zoe

     205，学霸在一遍又一遍地翻着他们已经用旧了的

巴朗 3500，吃货在拿手指一点一点捻着蛋糕往嘴里送，

脱团狗在用爱的泡泡把整间教室填满。

       我在挖橡皮。

       攥着笔刀，45 度插到橡皮砖里面，划出这样那样

的线条。橡皮砖的彩色沫屑掉在桌子上，像莫奈画里色

彩艳丽，笔触自由的点。

      刻橡皮章，大概不是一个被人熟知的活动。即使是

不看球的女孩子也能像天才一样背出又长又奇怪的球星

名字，即使是不追星的男孩子也能模模糊糊说出几个当

红炸子鸡的新作品。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知道或是想知道，

在章圈，又有哪  一个好厉害的人，刻了哪一个很棒很

棒的章子。

      刻橡皮章，大概也不是一个谁都能参与的活动。毕

竟不是谁都愿意与一块方正笨拙的橡皮砖打交道；毕竟

不是谁都喜欢弓着背刻小细节直到眼睛快要瞎掉；毕

竟不是谁都喜欢拿着印台一点一点地像哄小孩子睡觉一

般温柔地拍在刻好的砖子上，再小心翼翼地在卡纸上印

上一个图案；毕竟不是谁都这么麻烦兮兮地花几个小时

刻一个几秒钟就可以打印出来的花纹；毕竟不是谁都有

时间去拿刀尖挑出一块章子——不是要复习世界史物理

C，就是要谈恋爱。

     所以，当人们走过看到一个像虾米一样蜷缩着，眼

珠子快要掉到章子上去的我，大多只是好奇地问两句，

然后笑笑走开。鲜少有人会贴上来热切地询问。

       那么，我为什么要刻章子呢？

     因为我喜欢刀尖顺滑地在密实的橡皮砖中划过的爽

快感觉；因为我喜欢一只百灵在我三个小时的努力后鼓

起羽毛活灵活现；更重要的是，我喜欢当我用卡纸把一

块章子包装好，即将送出去的时候的一点点自豪；喜欢

当我把章子送到朋友手上，他们的手指轻轻戳在我刀尖

划过的地方，然后急切地想要印一次看效果时心中盈满

的成就感。我不关心他们会不会回报，甚至不关心他们

说不说谢谢，我只是享受这种用一个填满了心思与真诚

的礼物，去感谢一种感情一段时光的幸福。

     所以呢。当学霸在翻乱他们已经用旧了的巴朗

3500，当吃货在拿手指一点一点捻着蛋糕往嘴里送，

当脱团狗在用爱的泡泡把整间教室填满，我在一个人挖

橡皮。

     看着渐渐成型的线条，听着微小的刀子与橡皮摩擦

产生的声音，心里想着的是这一个章子未来的主人——

也许是那个头发有些干大眼睛的会与我一起吃芝麻味雪

糕的矮个子，也许是那个头发永远分不清楚界的大多数

时间懒得动却会帮我装水的吵孩子，也许是那个后脑勺

有个璇儿平时特别爱捣乱关键时刻却能帮忙的白瘦子，

也许是那个婆婆妈妈又八卦却是真心关心每一个人的黑

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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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梦见自己与墓碑对立。”

     超脱是一部文艺片，十分平静。我当时

多么爱它。配乐是钢琴和弦乐，悠长沉静，

镜头色彩大块大块，黯淡、没有杂质，情

节推进的调子不起波澜，人物独白也忧郁

而不动声色。不像很多片子，你可以清晰

地预知后面要有人受伤，一个惊天的翻转，

一声枪响 , 诸如此类。这是为数不多我一气

呵成从头看到了尾的电影之一。从男主角

的视角看，世界流水一样过去了。在疏离

的眼睛里，诗，街道和寓居的小屋，万事

无非如此。他是个有情怀的人，虽然我们

现在已经把情怀和商业联系在一起了。然

而这部电影并没有长腿大胸的菇凉和青春

躁动，它在表达，很多很多的思绪；从开

头男主角 Henry 在大街上念诗，这种意图

已经清晰地被表明了。

     “but the tears were of myself, and 

that's where all went wrong."

      Henry Bath 是个高个白皙鹰钩鼻八

字眉穿西装的文艺青年教师，去一所差生

学校当临时老师，试图在课纲以外，引导

学生阅读和自我提升。在任教的一段时间

里 Henry 偶遇站街少女，带她回家，给她

住处和食物，又把她送进收容所。Henry

在老人院的祖父有一天死了，他曾经与

Henry 的母亲有过某些关系，并导致她自

杀，带来 Henry 长久的阴影。然而这并

不是一个死亡诗社一样的故事，后来学校

关了，学生们和更多的学生们还在浑浑噩

噩，老师们绝望于拯救和自救，边缘学生

Meredith，在家长开放日服毒了，Henry 

看着她倒下。故事结束在 Henry 坐在讲台

上，教室破败空无一人，他读完了 poe 的《厄

舍府的倒塌》。

      他所试图做的，大概是救赎他人，而开

头教师相继自白的，也无非是莫名其妙在

一条路上走到了黑，关于一个不甘平凡的

人沉寂。而他一直叹息的，大概就是人本

性和外部环境的恶，与救赎的对抗，以及

他的无能为力，因为他甚至意识到自己难

以自救。他与人为善，读诗写诗，收容迷

失少女，关爱边缘学生，因为那是他认为

正确的事，他比一般人疏离和冷静，判断

更为客观。然而回忆与创伤又令他无法坦

然面对祖父，和过于亲密的关系。从头到

尾没有名字的站街少女是更为外向的人，

不曾疏离过，她后部分在 Henry 家里的情

节和在收容所的镜头都十分明亮，然而即

使影片快结束的时候 Henry 去收容所看她，

两人拥抱，然而这不一定还是不足以说明

他们的关系和结局。在去之前他走在无人

的学校走廊上感叹让自己和所有人失望。

       电影里的每一个片段都似乎有深意，记

得有段时间我特别喜欢昏暗的主角自白的

片段，部分原因是觉得男主角风流倜傥。后

来少女心一变再变，倒也不觉得 alisdean

帅气了，更喜欢教员们的忧郁，和 henry

的朗诵。电影里有个片段，是将少年虐待

猫，有句话记了很久”I feel trapped, like 

the cat." 其实影片最后，Meredith 死了，

Henry 朗诵之前与学生讲的心上的沉重，

除了 Meredith 之外，大概是命运。片名叫

超脱，然而大概也没有谁终于超脱着自我

拯救。“却囿于昼夜、厨房与爱。”单向

去往平凡的列车上，有人回过头这样唱。“其

实我还没有真正长大”。他从头到尾沉默着，

试图超脱，又被情绪缠绕。电影的大环境

也在 flop。学校的命运可算作另一条线。

从一开始校长被威胁好好治理学校，到后

来广播统治学校倒闭，结尾灰尘和纸屑。

      一年多前的秋天我第一次看了这部片，

从头到尾，惊为天人，从此把它列为了最

喜欢的两部之一，几乎每次看都忍不住一

直 看 到 结 尾 alisdian 念 完“s sickening 

of the heart.", 然后听片尾弦乐渐强，很

好听很心塞。记得那时候（中二地）叹息

孤独和永恒的命运的悲哀，大概是心有戚

戚。然而现在似乎把情节看得更明白了一

些，譬如 henry 两次偶遇少女是因为少女

在他祖父的疗养院附近站街，然而却不那

么愿意沉溺在情绪里，大概悲伤的时节已

经快要过去了。你总能看到有人十分孤独，

十分不甘，试图自救，试图超脱，不得其法，

不愿得其法。

       或许是老了或许从未长大。

     人们第一次讲到孤独和悲伤的时候大概

多是依葫芦画瓢，而真正孤独时，很少自知。

只是喝了一杯酒或者听了一场雨，才模模

糊糊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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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yal Blood

Don’t say you want me, 

when I know you’re gonna do it again.

 <One Trick Pony>

      当这样一个只有一个贝斯手和一个鼓手的乐队用他们的 debut album 登上 Mercury 

Prize 王座的时候，大部分的摇滚乐队是拒绝的。

      Royal Blood 的名字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对于英国可谓「皇家」的 Garage Rock

血统的传承；然而这创新的，只用一把贝斯和一套鼓的风格，又让乐手们不得不质疑这

血统的真实性——这也是为何这张专辑被誉为 Groundbreaking 的原因。这种表现方

式从 Out of the Black 的前奏开始：Mike 就用贝斯的低音配合上各种 Overdrive 和

Distortion 的效果器，以及 Ben 通透的 Snare Drum，将整张专辑推向了第一个高潮。

紧接着的 Come On Over 和 Figure It Out 在贝斯低音的基础上，将四弦的电吉他属性

展现得淋漓尽致。在’Royal Blood’的 A-side 结尾曲 Better Strangers 的前奏里，

Ben 将自己控 hat 的能力融入了极其突出的一段前奏鼓中，Mike 的贝斯效果也在与人声

的协调中被推进到了一个极致——两句’Hollow’和’Follow’不仅展现了 Mike 最擅长

的哭腔，也将听众的胃口吊在了水星奖的颁奖典礼上。

      这张专辑的 B-side 也不得了。从第一首 Hole 的 49’’开始 , 饱满的高音和最后一

声滑音让人热血沸腾。最后一首 One Trick Pony 跟第一首 Hole 互相呼应。不过也无可

厚非——好的，抄自己的总好过抄别人的嘛。

        不过讲真的，贝斯手都好帅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文 / AP3 罗丁豪 L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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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丝不挂》收录于陈奕迅 Eason 于

2010 年发布的专辑《Times Flies》中，

是由《富士山下》的原班人马倾情打造 --

Christopher Chak 作曲、 林夕作词，描

述出了一个失恋后的男子一直无法斩断自

己对女方的情丝而苦苦思念的画面。

      自《富士山下》的成功之后，这个组合

再一次聚在了一起，欲求超越经典。“一

丝不挂”在这里形容的不是指一个人什么

都不穿，正相反，它形容的是歌曲主人公

想斩断情丝的想法，但讽刺的是，当女方

再次相约见面的时候男方才知道实际上那

绵绵情丝根本无法割舍。“一丝不挂”这

句佛语本身就十分精彩 -- 身上没有任何的

负担，心灵潇洒自由，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多么让人神往的状态！可怜的是故事

中的男主角却正相反，不仅做不到进入一

丝不挂的境界，反而在对女主角无绝期的

感情羁绊中欲断难断，深受折磨。

      整首歌以快速的钢琴旋律开始铺垫那焦

急苦闷的思绪，紧接着，小提琴和大提琴

的加入使得整首歌就像无数的丝线交织而

成的情网，让人一旦投入便无法自拔，加

上沉重的鼓点，使这首苦情歌就如同一首

黑色的小诗，将分手之痛表现得淋漓尽致。

总体的音乐时而急促又时而低缓，就如同

爱情的欲分愈合一样。

      由林夕执笔的歌词巧妙地用“扯线木偶

“，“风筝”等象征体现出了“丝”或者

说情丝，将其具像化，表达了男主角对爱

情的向往和思恋。再往细看，“如一根丝

牵引著拾荒之路，结在喉咙内痕痒得似有

还无。”这句词可以说是整首歌的点睛之笔，

沉重伤感的情感开始弥漫在听众的心中。

     最后也是最大的亮点，这首歌的 MV 拍

摄可谓是令人大开眼界—特别邀请了著名

沙画艺术家海潮操刀，用沙画的方式将一

个个意境完美展现。MV 中的 Eason 在屏

幕中央，旁边时而是大树，时而是断线风筝，

时而是流泪的眼睛，时而是天使飞往天国。

用黑白影像投影出来的沙画更是男主角心

灵深处的影子，孤独而无助。

    正如公元 1874 所说，《一丝不挂》更

像是《明年今日》的痛苦升级版，在时间

的腐蚀中愈发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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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语言婉转优美，又隐约透出凄哀叹息之感。主语“我”角

色基调似乎已被奠定，显然是一个被爱情、家庭所抛弃，无人理解

而出走异乡的流浪者。短短几行诗，已然将冬日苍茫的背景，人物

孤苦无奈的心情，和绵延无尽的愁思展现地淋漓尽致。

      这首诗取自德国诗人威廉 缪勒的《冬之旅》第一首《晚安》。

两百多年前，德国歌曲之王舒伯特受诗歌启发，以缪勒的代表作为

题赋上了一阙巨作；用男中音浑厚的歌声，钢琴的轻快灵动，配上

优美的诗歌，于是流浪者细腻而惆怅的感情流水般地触碰着从古到

今听众的灵魂。   

     《冬之旅》创作于西欧浪漫主义时期， 正值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

革命；许多艺术家着眼现实 , 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用自己的创作来

赞颂或鞭笞不同立场的角色。 然而也有一部分艺术家在黑暗的现实

中看不到出路，而着眼描绘与时代大背景无关的话题，如爱情，乡

村生活等。冬之旅正是如此，它描绘了流浪者在冬日里，因为爱情

的逝去、远离家乡的呐喊、愤怒、企盼、绝望而带来的的纷杂情感， 

让听众的思绪随着主人公的思愁波动，抗争，升华。 

Winterreise
文 / AP2 傅渝淇 Fran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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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听这张专辑是在车上。

     如今还记得午后遥遥的树影和光，略微颠簸的路，记得数不清的山山水水从车窗边上流畅地

淌过，和着 the Saltwater Room 柔软的旋律和清浅的小电音。

     夏日是一杯浸着的柠檬的苏打水，Ocean Eyes是冰块里的薄荷叶。轻敲杯壁，气泡摇摇摆摆，

侧耳听那些小巧的，清爽的 80 年代电子浮上水面，妙不可言。

     09 年出的专辑。身兼数职的乐队灵魂 Adam Young（也是个人才，其实乐队只有他一个人，

词曲唱修一人包揽）那时候还是个在辗转在明尼苏达的夜里苦于失眠的学生。六年里 Owl City

的作品听了不少，其中不乏佳作，但是始终少有回归这最早期的，夏日经典的味道了。整张专

辑极协调，曲曲贴合得天衣无缝。不间断地听下来，整张专辑就像一个软酥酥的故事，慢吞吞

地说给你听，里面有海水，沙滩，落日，长发的姑娘和香草冰淇淋。

     这张专辑总对我有些特殊意义。每次听，感觉都由此回忆起一段闪闪发亮的记忆。一家人在

车上，穿过海边的公路，花丛和树林，阳光下妈妈的丝巾白得发亮。我从车顶的窗子里探出脑袋，

迎风跟着曲子旋律高声嚎叫。帽子被风掀跑了，我大叫，大家笑成一团。

我至今想起那个画面就要微笑。当时车里播的就是 Ocean Eyes。

清爽的调子，明快的节奏，电子的味道像冰汽水里的气泡；仿佛黏腻的都市，凝结的热风，只

要被海风一样的音乐搅动起来，都会一并远远流走似的。十二首歌，都不长，翻来覆去地听。

那其中描述那些生活美好，小小恋爱，香草，落日，晚上的萤火虫，仿佛都在眼前似的，实在

真诚得叫人欢喜。词儿的韵脚押得讨喜，音符又全都极简单，听得心神爽朗。不花俏，不躁动，

不哭爹喊娘也不撕心裂肺，干干净净，高高兴兴，夏日云淡风轻。

     我猜这便是我总是对 Ocean Eyes 念念于心的原因了。在引吭高歌的吉他贝斯，狂烈不羁

的隆隆鼓面和诡谲离奇的先锋唱腔之后，在随着那些音乐心神激荡，拍案大呼，淋漓狂舞之后，

人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 Ocean Eyes，正如想起多年前的一个蓝色的夏日。明亮，清澈，

毫无杂念，就是一个人，在海边。

     这便是了。深深的藏在海洋之眼里面的，最舒适，最文艺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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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AP 教师 Lawrence Mullin

It is, first and foremost, an excellent biography of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and controversial figur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British scholar named T. E. 
Lawrence who joined the British army during World 
War One. Lawrence, usually referred to in the media 

of the time by his famous nickname ‘Lawrence of 
Arabia’ (there is a famous movie about him with the 

same name), has been the topic of a great deal of 
research and argu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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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history teacher, I get lots of questions 
from students, former students, friends, 
family members, and people I meet about 
figures and events in history, and how 
they shaped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One of the topics I get asked about most 
frequently is Middle East, and how it has 
come to be as it is today.

The book “Lawrence in Arabia” by Scott 
Anderson (I underlined the word “in”) 
explains much in regards to how the 
Middle East has come to be as it is today.  

It is, first and foremost, an excellent 
biography of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and controversial figur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British scholar named T. E. 
Lawrence who joined the British army 
during World War One. Lawrence, usually 
referred to in the media of the time by his 
famous nickname ‘Lawrence of Arabia’ 
(there is a famous movie about him with 
the same name), has been the topic of 
a great deal of research and argument. 
Anderson clearly has done his homework 
researching Lawrence and it shows.  But 
this book is much more than the biography 
of just one man. Anderson weaves the 
stories of three other central characters, 
an early Zionist, a German spy, and an 
American within the fabric of his tale, 

along with a complete cast of colorful 
characters, all of whom contributed to 
turning the Middle East into what it is 
today.  When Anderson tells their tales 
simultaneously, not only does he tell the 
story of the impact of World War One upo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but he is also able to identify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themes of the 
Middle East, such as oil, jihad, and the 
Arab-Jewish conflict. 

Anderson tells Lawrence’s story well, bu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really like about 
this biography is what Anderson does not 
tell. As I said, Lawrence is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figures in modern history. In 
most of the biographies I have read, the 
authors often will take one of two paths; 
they will focus on areas of discrepancies 
in the subject’s life, and then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put forth their own theory 
about what really happened, or will skirt 
around the areas of controversy or avoid 
them altogether. When Anderson is 
writing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aspects 
of Lawrence’s life, he does not avoid or 
pontificate. He takes the reader directly to 
these cloudy, unclear events, presents the 
evidence that he has found, and then lets 
the reader make up their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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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
文 /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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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与爱情的救赎

      1929 年夏，浑浊而闷热的湄公河边，

一个打扮怪异的白人少女站在独木舟上。

她十五岁的稚嫩脸庞在男士礼帽下轮廓分

明，梳好的麻花辫垂在极不合身的衣服上，

脚上套着一双几乎要被磨破的皮鞋。她蓦

然望向河的对岸，一个坐在黑色宽敞轿车

身着体面西服的中国男人发疯似地盯着她，

打量着她还未发育成熟的身体，手里的钱

赤裸裸地表达出购买她的欲望。她从船上

走了下来，坐进宽敞的黑色轿车里，鼓起

勇气与那个中国男人面面相觑。终于，那

泛黄而又消瘦的脸上微微浮出一点笑意，

他握着少女的手用着不流利的法语说他爱

她，即便不能与她在一起，他也爱她。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矛盾

      六十年后，当曾经的白人少女——玛格

丽特杜拉斯翻开家族相册看到那些泛黄的

照片时，在越南法国殖民地的种种往事又

重新浮出脑海。她想起了当初放荡不羁的

自己，嗜毒成瘾的大哥，关怀备至却又不

幸惨死的小哥哥，当然还有她曾经深爱却

又注定无法在一起的中国富家少爷。她用

极具张力的文字将情欲发挥到极致，毫不

避讳地描绘出年少气盛的她对爱情和金钱

的渴望。在爱情的漩涡中挣扎，她嘲讽自

己是一个可笑的白人小娼妓，一个为了金

钱而出卖自己身体的人，可是她却毫无防

备地爱上了那个表面看起来自卑懦弱，却

爱她入骨的中国男人。面对着家人对于她

爱上中国男人的反感，和情人家庭对她低

贱身份的蔑视，她明知道自己的爱情无法

修成正果却又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在这

矛盾重重的心境中，玛格丽特杜拉斯选择

逃避，不断地否认自己对中国情人的感情，

用离开终结无果的爱情。当她站在返回法

国的轮船上，向大海望去，她说，“她一

时之间无法断定她是不是曾经爱过他，因

为，他已经消失于历史，就像水消失在沙

中一样，因为，只是在现在，此时此刻，

从投向大海的乐声中，她才发现他，找到

他。”那深藏在心底的爱意，在那一刻如

焰火般从心底喷涌出来，吞噬着少女脆弱

的心，曾经的耳鬓厮磨，山盟海誓却已渐

渐走远，消失在记忆深处。痛苦折磨着这

个被情欲和金钱戏弄的少女，让她在成长

中明白面临命运时的无助和脆弱。

意识流的写法

      对于已近天命的玛格丽特杜拉斯而言，

爱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而只是她混乱回

忆中的一部分。这个极具写作天赋的法国

女作家用意识流的手法回忆起她在越南湄

公河边和回到法国后的点点滴滴，在模糊

的记忆下捏出一条爱情的主线。她是一个

寄宿学校校长的女儿，母亲却不能提供足

够的经济条件养她和她的两个哥哥，而她

大哥的挥霍无度更是将他们推入死胡同。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玛格丽特杜拉

斯，渴望着金钱，而她遇到的中国情人却

恰恰能为她提供金钱。她满足中国情人对

爱情的欲望，而她的情人满足着她对金钱

的欲望，两个人似乎可以各取所需。在叙

述爱情主线的其中，穿插着她回到法国后

发生的种种事情，她的大哥背叛了他的小

哥哥，让小哥哥惨死在德国人的手下。而

她则历经战争的洗礼，成为了一名小有名

气的法国作家，经过了好几次婚姻和爱情，

生下了两个孩子。原指望着时光能淡却记

忆，可关于过去的记忆却在玛格丽特杜拉

斯的脑海中变得越来越清晰。她不断地回

忆起与中国情人分开的痛苦，痛彻心扉的

无奈，想象着他的情人如何牵着一个同他

门当户对的新娘成婚。即便经历再多，有

些往事却是永远都忘怀不了的，那最初的

情欲，最初的情殇，让玛格丽特看清了这

个世界的残酷和物欲，迫使她硬着头皮往

前走，去咬牙咽下生活中更多的无奈和痛

苦。

极度的悲观主义

在玛格丽特杜拉斯创作这本小说的同时，

她便已经奠定了这本小说悲怆而绝望的基

调，她的爱情是绝望的，思想是绝望，而

字里行间中也是绝望。她说，“他们应该

继续一如既往地生活，身处荒漠，但心里

铭记着又一个吻，一句话，一道目光组成

的全部爱情”。在玛格丽特眼中，爱上这

个男人如同迷失在无人的荒原，她看不到

希望，也看不到未来，两人在夜晚时的拥

吻和言语成为他们爱情的全部维系。她在

无尽的痛苦中丢失自己，在漫漫长夜里无

可奈何地叹息。“他俩有着一样的归宿，

那就是他俩已被双双卷走，被运动着的时

间用同一种方式研烂磨碎，直到世界重新

获得那根光滑的纬线。”她早早就意料出

他们二人的结局，无非是两人互相折磨着，

互相毁灭，到最后步入同样痛苦的归宿。

这是一种怎样的无望，让她想到用“研烂

磨碎”这般不堪入目的比喻形容他们支离

破碎的感情？她是一个极度的悲观主义者，

过于敏感生活中的起起落落，总是将结局

想到最坏，直到最后连挣扎的余地也不留，

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只能看着自己沉入

无形的伤感中，受尽折磨。

意犹未尽

      在《情人》这部小说里，玛格丽特杜拉

斯用极其独特的结尾满足了读者对中国情

人后来生活的好奇，同时又有一番意味悠

长。“他给她打来电话。是我，她一听那声音，

就听出是他。他说：‘我仅仅想听听你的

声音’。她说：‘是我，你好。’他是胆

怯的，仍然和过去一样，胆小害怕。突然间，

他是声音打颤了。听到这颤抖的声音，她

猛然在那语音中听出那种中国口音。他知

道她已经写作，他曾经在西贡见到她的母

亲，从她那里知道她在写作。对于小哥哥，

既为他，也为她，他深感悲戚，后来他不

和她在说什么了。后来他把这意思也对她

讲了，他对她说，和过去一样，他依然爱

她，他根本不能不爱她，他说他爱她将一

直爱到他死。”当初的悸动在懵懂无知中

悄然流逝，而留下的不过是失去后的怅然。

多年以后，当爱人的声音从话筒的另一端

飘来，玛格丽特杜拉斯终于卸下了一直以

来在别人面前强装的坚强外表，露出了她

性格里最脆弱的一面，她捂着脸低声哭泣，

既为他，也为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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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菱三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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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阅读《红楼梦》，我喜爱的自然是

清傲的黛玉，圆润的宝钗，直率的湘云……

然而，在一次次的品读之后，最终留在我

心底深处的，却是一个温婉而又坚强的女

子——香菱。

初叹香菱，惋叹宿命。 

     “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

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

       香菱原出身于乡绅之家，却因佣人霍启

（谐音祸起）的失职而被拐；在遇见了真

性情的冯渊后，却又被薛蟠抢作妾侍；在

大观园安分的生活，却又因夏金桂的迫害

而无处容身；夏金桂死后被扶正，最后却

因难产而死。她的生平，充满了悲剧色彩。

香菱原名英莲，取应怜之意。卖身为奴后

被薛宝钗改名为香菱——正如亭亭玉莲沦

于淤泥，再造作的菱朵儿纵然芬芳，却始

终有无可奈何的意味。而在正室夏金桂的

刁难下，她被迫改名秋菱，取求怜之意——

这朵无欲无求的菱花，终究只能苟延残喘

地活着，祈求几分怜惜！

     这首判词，这三个名字，影响了香菱的

一生。每当她的生命中又有了一丝希望与

追求，命运总在冥冥中再一次将她推入最

终的命运归宿。吾等看客的一声叹息，又

如何能够承载香菱苦难人生的重量？

 再叹香菱，感叹勇气。

      香菱的人生一波三折，坎坷而辛酸。但

是，她却从来没有屈服于既定的命运中。

她虽然身份低贱，却温柔善良，从容地接

纳自己充满苦难的人生。而“香菱学诗”，

更是她的一则正传，是她对人生命运不断

追求的火花迸发中最为炫目的一刻。

     宝钗出于怜惜之情带她入园，她却主动

地提出了拜师学诗。看到此处，我不禁叹惋。

香菱原本出身于乡绅之家，豆蔻年华本应

待字闺中饱读诗书。但是在命运的驱使下

她被卖身，美好的未来就此破灭。诗，在

她这十几年人生中，又竟成为了遥不可及

的事物。然而即使如此，她依旧对诗一往

情深。那一刻，原本的宿命与当下的命运

惊人地交汇了，只因她满腔勇气，敢于争取。

香菱从此便开始如饥似渴地向宝钗、黛玉、

湘云等人学习，不仅刻苦地钻研前人的作

品，更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疑惑。即使招人

劝阻、嘲笑，她也“痴”劲不改，依然终

日痴痴地钻研。

    “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那

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

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

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

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

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这‘白’‘青’

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

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

个橄榄。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这‘余’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

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岸

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

家作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

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

了那个地方去了。”

     由此可见，她从最处苦恼于平仄的束缚

中脱胎换骨，懂得了去品味“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的意境。她以惊人的毅力与

勇气，领略到了她终其一生也无法见识到

的景象，拥有了她苍白的人生永未企及的

开阔浩荡。

      香菱开始写诗。从第一首的咬文嚼字到

最后梦中依旧苦苦思索而得的 

    “精华欲掩料应难，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更残。绿蓑

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倚栏。博得嫦娥

应自问，何缘不使永团圆。”

     好一个“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

更残”。这诗句中描述的开阔凄冷而又略

带几分朦胧的意境，与“大漠孤烟直，长

河落日圆”中的气质，又是何等异曲同工！

这首诗虽然带几分凄冷，但是意境开阔。

这诗中所呈现的，全然不似一个初学者、

一个饱受压迫的女子所能拥有的胸怀。若

首句“精华欲掩料应难”表达了对有才之

人无论身在何处必能绽放光彩的自信，那

么尾句“何缘不使永团圆”更是香菱对自

己人生命运坎坷造化多端的质问与不屈。

这所需要的，是何等的胸怀与何等的勇气！

三叹香菱，惊叹抗争！

     掩上书卷，香菱的音容相貌却始终在

脑海中挥之不去。怎能安然接受，如此一

个鲜活的生命黯然逝去？她所作的一切反

抗，在这宏大命运之下，好似显得如此苍

白。她的一生抗争，终抵不过一世注定的

苦难与悲剧收场。香菱不得不死！香菱的

死亡，是无情的命运将她置于既定的结局

之中——处身于这动荡无情的封建社会中，

地位低下香菱又怎有活路？ 

     可是，她早已知晓自己的宿命。可是，

她也从未因此而自暴自弃。她的抗争让她

这短暂而无力的人生中迸发出了最为绚烂

的光芒，让她拥有了连命运也难以左右抗

衡的人生。

      真正的斗士，并不仅无畏于未知，更是

敢于挑战已知的结局，敢于奋身与既定的

命运肉搏，敢于在悲剧中演绎悲壮！

      从英莲到香菱再到秋菱。她的人生一波

三折，充满苦难。然而在我心中，她永远

是香菱，那个温柔宽容、坚毅勤、勇敢敢

于追求的香菱！命运的黄土将你埋葬，你

的棺木上却染上了一抹壮丽的殷红。你早

已知道宿命的不可更改，但你依旧敢于直

视惨淡的人生。在你与命运对视博弈的这

一刻，你已经以一己之力，柔弱之身，战

胜了强大的命运。命运带走了你的生命，

你却因为这无畏的死亡而获得了最终的荣

耀！。

     《红楼梦》一开，一掩。这一刹，足已

沧海桑田地老天荒。只是，你的抗争，依

旧在你人生的河床里静静流淌。波澜不惊，

却连绵至今。

      香菱三叹。惋叹宿命，感叹勇气，惊叹

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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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儿时的玩伴

       回忆起小时候，眼前浮现的大约就是那

段被岁月模糊的旧时光。那时候，稚嫩的

我们手牵手穿过大街小巷，躺在乱花浅草

中任由阳光流淌，想象着软软的白云是不

是和棉花糖一样美味，用辛辛苦苦攒得的

零花钱买五颜六色的糖果，透过鲜艳的糖

纸看被甜蜜浸染的天空，为夜空中的烟花

激动不已。我们有时候会描摹一起住在一

栋大大的房子里，无忧无虑地砌积木玩卡

牌捉迷藏的未来，也会向往着大人那样无

所不能的模样，所以我们一边盼望着能够

快快长大，一边却又祈求天真永不走散。

我们都被时间的长河冲散在这个城市的各

个角落。现在回想起来，莫名地多了几分

心酸。有时候会想象着，儿时的玩伴再次

聚集在一次，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我们仍未知道那天所看到的花的名字》

（简称《那朵花》）在繁花似锦的季节，

带着少许伤感地诉说着有关少年少女成长

的温暖物语。

 

Part2 秘密基地

    “我们是超和平 busters ！”儿时的仁

太如是道。

      六个孩子每天都在享受着世界给予的快

乐。在茂密的森林里抓独角仙，追逐着用

塑料瓶自制的“火箭”，在仁太家吃着仁

太妈妈做的蒸蛋糕，在被当做秘密基地的

小木屋里刻上深深的“超和平 busters”

的稚嫩字样。一切的一切看起来都如同夏

天清晨绿叶上的露珠那么纯粹干净。

     可是，所有的梦想与友情都似乎在面码

死去的那一刻戛然而止。

      仁太，面码，安鸣，鹤子，雪集，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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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个人的夏天就这样突兀地结束了。

        十年后。

      队长仁太因为对面码的愧疚而自暴自

弃，只考上了一所普通学校，甚至直接翘

课宅在家里无所事事不愿外出。安鸣变成

她自己讨厌的样子，随波逐流。雪集和鹤

子考上了重点高中，但却对“面码”这个

名字忌讳莫深。波波没有去高中，而是周

游列国，偶尔回到秘密基地回忆泛黄的时

光。每个人的生活就像平行线，再也不会

有交点。然而有一天，面码回来了。【这

不是惊悚故事啊喂！】

 

Part3 面码的愿望

     面码来到仁太的家里，依旧穿着白色的

连衣裙，浅色头发和蓝色的瞳孔一如小时

候一般天真无害，仍像小时候一样喜欢吃

蛋花面，说起话来还是吵吵闹闹的，就像

当年那个善良可爱的面码只是随着时间长

大而从未离开一样。面码在自己家里看到

妈妈给自己的灵台放上的咖喱，和那个摆

在灵台上笑靥如花的旧照片时，面码的泪

水随着脸颊滑落：“知道的哦，面码已经

死了这件事，还是知道的哦。”谜底终于

浮出水面，面码的确回来了，但却是只有

仁太才能看得见的幽灵。第一话的最后，

仁太奔跑在夜幕中，竭斯底里喊着“面码”，

片尾曲清丽澄澈的声音恰好响起，打开了

被每个人深藏心底的匣子。

     面码说，她还有未实现的愿望，所以还

没有成佛。

     超和平 busters 的各位再次聚集在一

次，费尽心思地猜测着面码的愿望，最后

推测出面码可能想看超大的火箭烟花。于

是五个人齐心协力筹集经费，请教烟花大

师，一起动手制作……烟花在日暮中绽放，

虽然不及预期的那么漂亮，但面码仍是感

动得泪流满面，出乎意料的是，面码并没

有成佛 -- 看烟花并不是面码真正的愿望。

但是假如这个时候面码如预期一样成佛了，

剩余的五个人也绝不会像小时候一样的要

好了。对于面码成佛这件事情，每个人心

中都存在着私欲，或是为了从过去自责中

解脱，或是为了得到自己内心的宽恕。假

如故事就这样结束，面码的出现也许只是

一段令人揪心的小插曲，不和谐的主旋律

不会因此而产生任何改变。

     在烟花之夜，每个人都因为自己抱着

私心想让面码成佛而感到痛苦，从超和平

busters 的眼泪中，昨天的罪过和今天的

悔恨一并倾泻而出，洗去了所有的虚伪和

顾忌。最后，“冰山”鹤子说：“六个人

一起，才是超和平 busters 啊。”大家终

于能够敞开心扉，真心实意地帮助面码。

我也曾经想过，面码不成佛多好，这个故

事一直这么下去，通过日记本和大家交流

的面码，从未因为死亡离开大家。但是面

码不是这么想的，她说她要成佛，再和大

家面对面谈天说笑，这不是光靠仁太和日

记本就能完成的。因为故事是以面码的死

亡开始的，所以它注定不完美，和朋友的

离别早是必然。只希望，她可以圆满了这

一世的心愿，无牵无挂离开这个世界。

 

Part4 你与夏日绽放的花

     面码的愿望其实是让仁太毫无顾忌地的

哭出来。

      小时候仁太因为不想让病重的妈妈担

心，一直要求自己在妈妈面前展现出笑颜。

在一次与仁太妈妈的交谈中，面码向阿姨

承诺，一定会让仁太尽情哭出来。

      其实面码的愿望在这段大家重聚的时

间里已经实现了，但是因为对“超和平

busters”的牵挂，一定要好好道别才行。

最后的最后，连仁太也看不见面码，他们

玩了一生一次的捉迷藏，面码的消失是那

样令人恐惧，所有人都不愿迎来游戏的结

束。在一棵树下，大家找到了面码留下的信：

最喜欢努力的雪集，最喜欢有主见的安鸣，

最喜欢善良的鹤子，最喜欢有趣的波波，

对仁太的喜欢是想要成为仁太的新娘子的

那种“喜欢”。可是找不到面码怎么能算

捉迷藏呢？后来，五个人发现了面码在晨

光中若隐若现的身子，她泪流满面，却又

笑得那么幸福。“这样就行了吧，最喜欢

的大家，再见了。”

       我想，面码，总有一天会再见的吧。

      夏天蝉鸣与牛奶瓶开出的花，仍和那时

一样…… 

     喏，翻出了以前的漫评感觉实在是有点

羞耻（捂脸），不过同时也很感激当年的

自己这么用心地喜欢着这个温暖的故事。

后来看了剧场版，面码用稚嫩的语气说：”

口袋妖怪（Pokemon）就是 ' 外物 ' 的意

思哦，面码大概就是 ' 外物 '（不被需要的

东西）呢。" 当她第一次和好朋友玩口袋妖

怪的时候，用高级精灵只换来仁太的皮皮，

仍笑得比阳光更炫目：“没关系哦！我很

喜欢皮皮！因为皮皮的技能是大家一起快

乐地跳舞！”

    （特别喜欢仁太，是因为仁太在捉迷藏

的时候拉着她藏在一起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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