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片落叶在眼前落下。 

十一月的北京，在落叶间起舞。 

笑靥如花的是她在残枝间的回眸； 

含情脉脉的是雨落在檐角的温柔； 

引吭高歌的是风起青萍末的离愁。 

我想这是十一月最该有的样子。 

  
新外大街的行人裹紧棉袄，杏坛路的灯光照亮街道，学院南路的早点铺子等待明早
的豆浆，还有北太平桥上的车辆驶入夜晚迷离的光芒。 
  
你的城市瞬息万变，我的疆域彻夜无眠。 
  
城是人的诗，人是城的魂。给十一月穿上棉衣的，是每一个寒冷又别致的灵魂。让
北京落黄满天的，不是时间，便是你我。 
  
我在等一个故事啊，关于一座城池，关于一首歌谣，关于某个时令，关乎你的所有
愿望。 

我在等一个季节啊，关于雪的颜色，关于冬日的记忆，关于冷的浪潮，关乎我的所
有向往。 
  
我有温热的铅字，我有沾香的书页，而你，是否有心绪？ 
  
真好，又见面啦。我们依然在这里等你。

2018 年 11 月
院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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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歌随君而起 
        故事因你而生。



新歌随君而起 
        故事因你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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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22 日，“研究生推免服务系统”正式开通。这个时间成为一个被人为附加多种意义的节点，
像是庄重按下的一颗按钮，仅仅是“按下”这个动作，就承载了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活动、丰富多变的情绪以及
对未来不定向的多重期许。而所有的这些都被拉长、放大，然后混合着其他味道，一起稀释在长达三年的时间
光影里。也像是一道关卡，得到资格认定的人才能通过，但绝不是通往终点的最后一道。

2018 年 9 月 28 日，又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研究生推免的预录取结果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陆续
公布。直到亲眼看到跳出来的网页上显示出“待录取通知”，之前几个月间承受的种种压力和困扰才敢成为过
去时。别人看来或许轻松省力的捷径，也许是自己默默背负的一块“巨石”。

数据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2015 级学生（非师范生）共计 111 人，32 人获得保研资格，其中 1 人为研究生支教团保研。
学院实际获得保研名额 31 人，实际保研成功 31 人，17 人选择继续留在本校学习。研究生是一个新的起点，可
以选择利用四年本科的积淀打下的坚实基础，继续在原专业领域不断开垦、挖掘，也可以大胆尝试新的领域，
进行“跨专业”挑战。2015 级保研成功的同学中，共有 25 人选择了原专业或与原专业相关的方向，其他同学
则主要选择了世界史、法律（非法学）、心理学等新的领域。

外文院刊年度采访——外文保研故事
Journal ING Annal Interview——Postgraduate 
                                                               Recommendation
■采访 | 王祎璠 郭思缘     ■撰稿 | 王祎璠 刘希睿 任枭航 高雅      ■编辑 | 王祎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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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2014 级毕业生去向情况来看，29%
的同学选择继续攻读硕士学位。首要迈出的第一步，就是研
究生招生考试。除了每年 12 月 23-24 日进行的全国研究生
统一招生考试，少数人通过“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
攻读研究生”，简称“推免”或“保研”，也可以成功拿到
攻读研究生的入学资格。如何成为这幸运的少数人？这个问
题既可能是前行路上不断产生的焦虑根源，也可能成为支撑
自己顺利通过关卡的持久动力。

保研故事

人的性格迥异，灵魂千奇百怪，对这个世界的感知程度各有不同，所以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可复制。有些人
总是对未来抱有特定的期许，并且一直有着无比清晰的规划。有些人在前行的路上遇到一些阻碍，然后生出迷
茫的窘态不知所措，甚至停滞不前。有些人天性乐观，无论如何都坚信出路总是有处可寻，或者更愿意随波逐
流，用“淡然”的静态对抗一切挑战。可尽管每个人都有保持自我、掌控未来的权利和可能，至少现在的我们，
还是会不可避免地被抛到一些选择面前，比如，“保研”。

人生虽然不可复制，但却值得借鉴。我们采访了三位 2015 级成功保研的同学，她们分别被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预录取（按照下文顺序）。希望通过她们的人生片段，能帮助你消除迷茫和疲
惫，增加坚定和勇气。

适合自己：综合素质的作战

得知预录取结果当天，朱炳霖发布了一条朋友圈，“还好我有机会在师大重新开始，弥补遗憾。再也不想
要提心吊胆地等结果了……谢谢这个不太自信却不断尝试的自己”，算是为这段难捱却值得的时光画上了休止
符。

从大二下决定保研开始，朱炳霖用了三个学期来准备。“首先准备的就是专业课成绩。”脱口而出的这句
话如今看来有着十足的底气，但朱炳霖大二上的成绩并不是很理想，“大概就在保研的边缘。”于是她下定决
心大二下开始拼命地学习，成绩的确有所提高。“大三上也还行，保持在中等这个层次吧。保研名额确定前还
是担心成绩拖后腿。”这也正是她在朋友圈中所说的“遗憾”。

在认真研读保研细则之后，朱炳霖发现不只是专业课成绩，社会工作、科研竞赛、学术论文等都能成为获
得保研资格的筹码，于是她开始在这些方面努力争取和尝试。朱炳霖收获最大也付出最多的尝试是学生工作。
担任分团委副书记和班长让朱炳霖获得了保研社会工作模块的最高加分，但同时也占据了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最开始只想浅尝辄止，没想到我还挺适合学生工作的，就是对专业成绩影响比较大。”积极参加科研竞赛和
社会实践也是她加分的重要来源。“做科研搞竞赛一部分是为了加分，更多的是想要锻炼自己学术水平，找到
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社会实践也是因为想尝试新角色。”朱炳霖强调好成绩当然是硬道理，但综合评价的
机制更符合她对于保研的理解：选拔全面发展的人才在研究生阶段继续某一方面的科学研究。

不仅仅在成绩与综合素质方面存在取舍，对于考研与保研，朱炳霖认为同样要做出选择。考研有利有弊，
一是并非所有人都擅长考试。“因为我应试能力很差，感觉保研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三年学到的东西，发
挥我个人的综合能力。”二是对于她来说，考研有很大风险。她坦言如果保研不成功，至少还有考研或者找工
作的机会，但把所有赌注押在考研上，机会只有一次，她没有承担失败后果的觉悟。“所以要了解自己，看自
己更适合什么，能够接受什么样的挑战。” 

在压力加身的时候，朋友让朱炳霖感到无限温暖。保研让室友变成战友，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小到早睡

外文院刊年度采访——外文保研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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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起的提醒，大到共享资料，互查缺漏。“没什么可敏感的，我也听说有些学院（的同学）会为了一个名

额争破头，但我感受到的是像高三那会儿大家互相帮忙一起进步的踏实感。大家勤勤恳恳地学了三年，都明白
彼此的艰辛吧。”一些打算出国的同学甚至主动放弃了保研名额，把机会让给更需要的同学，也让朱炳霖无比
感动与敬佩。

从决定保研开始，专业学习、学生工作、科研竞赛、社会实践全被塞进三个学期，朱炳霖整个人的精神和
身体都绷得很紧。自身的目标和环境的压力迫使她去进步，熬夜成为家常便饭。朱炳霖说起大二上频繁生病的
时期，还是苦笑摇头叹气，她建议师弟师妹们“早做安排，规划好时间，提高做事效率，多多锻炼，好好地保
护身体，保护头发”。

保研成功之后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朱炳霖在得知自己获得保研资格时“感觉很惊喜”。“把保研、考研
往积极的方向想吧，不要太紧张。这就有点像爬山，你找准了要登哪个顶，就要找路；路可能有很多条，选好
了一条，就开始走呗。就算没爬上去，沿途的风景你也领略过了，说不准会发现一片世外桃源。也像一次打猎，
你得练好自己的技术，达到巅峰造极（的水平）当然可以打到好猎物。如果你觉得自己没那么强，也可以准备
一些兽夹之类的辅助手段，一样可以捕到（猎物）。只要你别偷懒，总能有点收获。”

尽管从决定保研到最后成功保研，中间的准备和等待过程并不那么顺利，但对于保研，朱炳霖更多地抱着
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她觉得更应该着眼当下，认真做好手头上的事情，时候到了，机会自然会找上门来。

排除法：尝试过后的选择

两个月前，当决定周雅婷最终去向的网页出现在她眼前时，所有的焦虑和忐忑在那一刻都化为了释然。面
对不同选择的纠结茫然，参加初试复试时的战战兢兢，以及等待结果时的担忧和急切，都让最后的结果来得更
加真实、痛快。萦绕在心头的阴霾逐渐散去，未来好像在光线穿过后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她做到了，至少在这
个阶段，成为率先找到出路的少数人。身后的脚印有深有浅，断断续续，踏上新的征程前再回头看看，走过的
路也不是那么顺利，甚至迈出的几步算得上吃力。

“从大一知道考研要考政治的时候，就坚定地决定不考研。”周雅婷笑着承认政治恰好是自己的弱项。于
是摆在眼前的三条路——考研、保研、出国，只剩下两条。保研对成绩的要求很高，周雅婷也在心里坚定要好
好学习。大一的成绩还让她有足够的信心，但是被突然塞进大量专业课程和各种社团事务、学生工作的大二让

朱炳霖熬夜准备团委答辩材料后看到的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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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始产生焦虑——“失衡”造成的成绩下降，让她为数不多的选择也开始受到威胁。
“那就出国吧。”周雅婷也想尝试地球彼端不一样的生活，抱着一种试探的心态，她参加了学校国际交流

合作处和英国曼彻斯特大特大学的交换项目。不同于国内的教学体制和学习氛围，完成作业要阅读很多相关文
献和资料，经常耗费她大量时间。但她表示很喜欢国外的学术环境，“学习理论更加深入。” 特大学的交换项目。
不同于国内的教学体制和学习氛围，完成作业要阅读很多相关文献和资料，经常耗费她大量时间。但她表示很
喜欢国外的学术环境，“学习理论更加深入。” 可也许是生活环境的突然改变让她在异国也无法找回自我，“经
常昼夜颠倒地生活，早上睡觉睡到中午再起来去上课，生活很不规律，饮食方面也特别不注意。”以及那种强
烈的孤独感，“外国人还是比较喜欢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国籍不同的尴尬让所有欲喷涌而出的情绪都无处
安放，只能在繁忙课业之余自己偷偷消化，或者干脆直接吞下。

三条路，一条被自己的短板否定，一条在试探之后返回然后否定，最后只剩一条——保研。当选择只剩下
一个，想法就变得简单，之前所有附加在选择上的困顿与摇摆，都转化成坚定和果敢。因为半年的交换导致她
错失了很多活动，这或许是她保研路上的最大障碍。但排名靠前的成绩让她对保研这条唯一剩下的路心生希望，
并且最后助力她取得成功。

可即使拿到了保研资格，选择还是接踵而至。报考本校还是外校？留京还是离京？就连是否继续攻读自己
的本科专业，周雅婷都产生了一丝动摇。多重选择叠加在一起，索性再尝试一次。于是她参加了南京大学新闻
传播学院的夏令营，不论是学校、地域还是专业，都算得上是一次全新的转变。“后来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喜欢（新

周雅婷参加暑期国外研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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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就放弃了。”这次全新的尝试最后还是就此终止，但对周雅婷来说，尝试过后的选择才没有遗憾的余地。

周雅婷在叙述时语调和情绪一直都很平稳，很难想象如何承载这过程中掺杂的大大小小的选择，好像在讲
别人的故事。“到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做就行了”，周雅婷笑着总结三年来自己的心态。如果焦虑和困惑是必
要的，那就索性统统接受，然后试着把踏踏实实的努力揉进时间里，抚平心中惊起的波澜。

跨专业：挑战下的另一种可能

和陈瑞青见面当天，她刚结束国庆假期，乘火车回京。不幸的是，脚受了轻伤。但即便如此，陈瑞青依然
准时赴约。

谈到前途未卜的保研，陈瑞青也觉得很有压力。“保研就像一场马拉松，需要从大一开始积累的点点滴滴
的努力，而考研就像是百米冲刺。”陈瑞青根据自己的情况，大二决定挑战这场不算容易的马拉松。

从决定要准备保研开始，她就感觉到了保研的压力。繁重的专业课学习加上各种学科竞赛、社会实践和科
研项目，如何让自己优雅地走在这根平衡木上，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道难题。同时保研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一
定的风险，“担心如果自己在保研上花了太多的时间但又没有拿到资格，那考研的准备时间可能就不够了。” 
但陈瑞青并未感到过分焦虑，“就是尽力去尝试，争取不留遗憾。争取到自然好，争取不到也不后悔。”

几乎所有人都会去争取保研的机会，但综测排名排出来之前，谁都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有保研资格。“因
为只知道自己的成绩和加分，所以基本都是考研保研两手准备。” 她将大量精力分配到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
也做好了考研突击的准备。而即使获得了保研资格，陈瑞青仍然做了两手准备，甚至选定了保研失败后准备考
研的学校。她回忆自己的抉择过程，“我当时想如果我保不住，可能就考本校，所以跟我考研的准备也没有差
很多，当时保研也是英语和法律两手准备。”

陈瑞青本科专业是英语，却跨专业选择了法学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学科领域。在选择专业时，她在本科接
触到的英语教学领域和很感兴趣的法学之间自然纠结了许久。“因为我一直对英语教学很感兴趣，北师的英语
教学又是最好的，我就很想留下来。老师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职业。”但是到大三下学期时，陈瑞青才发现了
自己对法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法律是一门很实用的学科，它会对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在对英
语教学的热爱和对法学的兴趣中权衡许久，也对人生未来的规划重新考量之后，陈瑞青更想让自己“多一些挑
战、多一些可能”。

感受不同学校和不同学科领域的别样氛围也许能重新赋予生活一种新鲜感，但同时也充满着挑战。跨专业
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学科体系，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但陈瑞青这样解读自己的选择，“如果没有读法，我以后
可能会后悔当初没有多尝试这么一下，但尝试了以后不管是好是坏，好的话自然很好，坏的话说明我也许可能
更适合英语教育，就会更踏实地在英语教育这条路上奋斗。”

不是终点

阶段性胜利之后，“巨石”可以放下了吗？尽管已经保研成功，她们仍有新的事情在大四忙碌。除了参加
专业实习，朱炳霖还要继续做项目实习和课题项目，准备翻译资格证考试，协助老师办公。周雅婷也计划找一
家互联网企业继续实习，不断调整自己的状态。跨专业的陈瑞青虽长舒了一口气，但巨大的专业跨度依然让她
有些不安，她准备在大四繁忙的实习、论文和考试之外，开始自学法律。

人生无法复制，步伐的大小、快慢、方向终究是自己把控。可即便如此，选择也不该被附加孤独、焦虑、
迷茫等负面情绪。任何一种选择，都因提供了不同的可能而值得被肯定。就像一道道横亘在眼前的关卡，闯过
去后朝哪里继续前行依然可能成为一个问题，而即使不闯，也总有能够避开的出处可寻。至少这三位取得阶段
性胜利的“成功者”告诉我们，没有选择是可以一劳永逸的，也没有选择是有标准答案的。因为生活处处都是
惊喜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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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座毗邻俄罗斯的边陲小城，似乎也没有什
么引人流连忘返的景点或令人赞叹不绝的美味。

品味起这座城，似掬起一捧冰沁的雪，一眼便能
看得剔透，一触便能感到严凛。

故乡无春秋，惟冬夏。煦煦春风，飒飒秋风，似
被闷热夏风与呼啸冬风夺去一般，匆匆忙忙，不见踪
迹。

于是夏夜有了儿童嬉戏至晚的笑声，于是冬夜有
了流浪猫乞求收留的喵呜声。

 
从朝阳崭露头角开始，城内大大小小的早餐店内

就开始这座城的第一次呼吸。

升腾的白雾，或蒸发，或冰冻，扑在就餐人的脸上、
眼镜上，一副格外富有生机的场景。

公交车与私家车运转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颠簸
出忙碌的节奏。

晨雾里，偶尔可以发现结上了树挂的行道树，熹

微时与阳光的碰撞，可以奏出金色的音符。

这里的商业不算顶发达，最繁忙的街道应属旗镇
街，整整齐齐的商铺罗列在街上，多是贩卖俄货的。

商家总会把店内的专卖用红色加粗的字体打出来
贴在橱窗上，连起来，是一段别样的风景。

 醇厚的烈酒，甜美的糖果，新鲜的海鲜，琳琳琅
琅地分布在街上，最金贵的却是看店的花猫。每每路
过，总能见到它一脸享受地卧在货箱上。

从国门川流不息流入的车辆，似乎永不因斜阳迟
滞。然而一天的劳碌奔波后，倦鸟归巢，人亦返家。

隔壁飘来的饭菜香气，街旁小贩的响亮吆喝。伴
着渐亮路灯绽放的，是山城的人间烟火。

我曾在初春嫩黄的柳芽上抚过，在盛夏的艳阳下
跑过，在深秋的落叶上踏过，在隆冬的大雪中迷惘过。

我现在已不在那里，只是在这个季节，有些怀念
起绥芬河早早到来的初雪。

绥芬河
文 |梁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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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她相遇是在一个清晨，她在雾茫茫中留给我一
个清新的背影。

        
走在重庆，脚下的每一个足迹都是一段历史的缩

写。我仿佛看见当年挑夫担子上挑满的岁月，听见纤
夫拉纤时的号子，闻见山城醪糟小汤圆的香气，还有
老人们说起的邹容，历史课本上背过的民权民生。        

我本不该这样与她相遇，我这颗浮躁的心本不应
该这么与她相遇的。        

重庆是在小市民的气息中生长起来的。的确，我
穿着两个拖拉板，背个双肩包在这座山城里逛荡，那
么地放松和随意，看看周边精美的重庆小吃和重庆人
听起来似打架的方言，感觉这才是老百姓的日子。

江风拂面，重庆的气候不湿不燥，白昼黑夜都有
清风游走于两颊间。去过南山，沿路有白头发长胡须
的测字先生，也有配秘方的老叟正在装一袋袋说不上
名字的药材，在下坡的路上任两腿不使力地走，眼却
忙着看马路两边的那些麻将桌子哗啦啦的，好悠哉。
慢慢走完陡坡，回头望去，南山的青翠，高山上的楼房，
秀美的山城像一幅有声的工笔画。伴着哗啦啦的麻将
声音，我被投进了山坡下的闹市里。        

当高山上的高楼亮起了轮廓，江边的大船也都把
船灯开起来，照着那黄澄澄的涛涛江水泛着金色流光
淌过东方。河水任自流，而车流在大桥上也拉成一条
黄光，不间断地，和江水一样。桥下江水茫茫，桥上
车流忙忙。天空更像是一面镜子，倒映出了这座城市
的繁华与辉煌。远处几座长江大桥各自忙着，眼皮底
下的汽车声船笛声谱出这个城市夜的交响曲，忙碌又

寂寞。

说到重庆，总要提到美食。作为一个资深的“吃
货”，一锅红得发亮翻着油花的重庆火锅总能将我轻
易俘虏。走过重重叠叠的小巷，绝不会错过那些深夜
还腾腾冒着热气的火锅店。一盘盘新鲜可人的蔬菜、
弹脆鲜嫩的肉片毛肚，在“哼哧哼哧”的喘息里快然
自得。舌尖上的重庆满足了我对一个如小说般跌宕起
伏的城市的全部向往。也对，麻辣本就是重庆骨子里
的特质。就算是街上水灵的重庆姑娘，在火锅边照样
摆出爷们儿的样子，喝啤酒那更是不在话下的。       

 悠然自在，即使说话和吵架也是那么和谐。这里
也有破被单，乱电线，濒临倾塌的房屋和横流的洗菜
水，但这是生活的文化，是活着的姿态，是给这城市
带来勃勃生气的元素。那一碗碗红色的辣椒和一锅锅
油汪汪的火锅，都是重庆印象。        

我想，重庆是轮渡上环绕青山、胸怀两江的山城
少女，望着朝天门的滔滔江水，在涨潮时走得那么急。
来势汹汹的时候，她就把脚丫放进黄黄的也不知是在
长江还是嘉陵江的江水中去，然后抓一把火红的辣椒，
抛出去，点红深夜亮在巷口的灯。

因为求学而离开的时候，我突然便明白了“从此
故乡，只有冬夏，再无春秋”的落寞。

但我一直都知道，她就在那里，是我的归属。当
我遇见她的时候，仿佛所有星星都落在了我头上。我
就是生活在她怀抱里的幸运儿。        

  相遇故乡
文|

王
雨
婷



2018.11  ING  | 19   

houghts | 随想T

那座城在晨曦破空而来时总与轻盈朦胧的白雾缠
绵难舍，在夜幕初上时总会披上绣着点点繁星的墨蓝
色丝绒般的天，在莺歌燕舞的春日里躲在含苞待放的
花丛中笑，在山花烂漫的夏日里纵容热气嚣张翻滚，
在红衰翠减的秋天随着淅沥小雨一起萧瑟，在寒气袭
人的冬天里将人温热的心交给冷冽的风肆意宰割。那
是山城雾都——重庆。

别人口中的那座城好像常年飘着火锅的热辣气
味，晨起深吸一口——是花椒，午睡过后再闻——是
小米辣，临睡前再分辨一番——是香油。那座城里的
人个个都好似易燃易爆炸的鞭炮，直爽又泼辣，轻易
惹不得；那座城里的路弯弯绕绕像是走不出的迷宫，
“一步错步步错”，世人戏称“8D 魔幻城”。可事
实并非如此，那座城里中心的空气是经济繁荣的工业
气息，城外郊区是自然林木自带的纯净气息。城里的
人各有脾气，有人是炮仗有人是香烛，但大多都坚信
着人性本善。城里的路也只是无可奈何。这座城不过
是在以它独特的方式挽留着各色过客。

周将在其诗《沙漠》里说：“这里荒芜寸草不生，
后来你来这走了一遭，奇迹般万物生长，这里是我的
心。”那座城于我大约也是这样。生于斯长于斯，那
座城早已在无形中牵绊住了我的脚，永恒地盘踞在我
的心上，叫人舍不得离弃。免我惊，免我苦，免我四
下流离，免我无枝可依的地方，只有那座城。也只有
那座城，才是我的归属。 

   城
文 | 子宁不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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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小城

名叫“我的家乡”的那座城，很小。虽然它也足

够大，但它没有高得吓人的各种经济指数，没有称得

上“甲天下”的风景或者名胜古迹，也没有好吃到让

人慕名而来的美食。它很小，但是我喜欢她，就像我

喜欢看似开未开的花一样。也许她不如其他盛开的花

美，但欣赏她时，不需要与全世界的熙熙攘攘争抢某

个最爱的角度，不用担心在我还想多看看她时被人潮

裹挟向前，正是她的不完美给了我欣赏她所拥有的全

部完美的机会。这样，当我凝视她澄澈的眸子，我可

以安心地感觉到，她是完完全全属于我的。“若待上

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可不喜欢长街满是看花人的感觉。

细细想来，真正意识到自己对那座小城的情感是

在来到北京之后。以前，不论是出生还是成长，我都

在这座小城里，从没有真正地离开过，反而意识不到

“自己在一个城里”的事实。只有当真正离开她时，

才意识到这一点。城之于人颇有些像水之于鱼，一直

习以为常，直到离开才感到珍贵。这种“得之无感，

失之方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与城之间，是

不一样的。古语有云：“城，所以盛民者也。”城里

有人，所以有故事；因为人不同，所以城不同。因为

不同，才会有游子的陌路感，从一城到另一城时，才

会“中宵误入函谷路，方知咸阳非吾乡”。也因为不

同，曾经的种种习以为常变成了他乡难以享受的“小

确幸”。

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从家到学校的这一个小圈

曾是我生活的全部。所以我对这个范围内的一切人事

物景情抱有最大的感激和喜爱，庆幸它们让生活没那

么单调。生活本是简笔画，而它们用时间为我的时光

涂上色彩、染上光晕，让一切有了青春该有的样子。

我“谢谢”说不出口，不如“我爱你”。

我爱街角的饮品店，是她好心地收容了我很多闲

暇时光。因为常去，很早我就认识了饮品店的经营者。

初中时，他们是一双情侣；高中时，他们就成了一对

夫妻。店里人多的时候，他们会互相叫着对方的小名，

一个接待客人，一个去做顾客点的饮品。每每这种时

候他俩都会忙得团团转，但是店里却并不显得乱，他

们甚至有些像舞池里优雅的舞者，节奏准确默契十足。

我会去想他俩闲暇时会做什么，也许他们喜欢看书，

在氤氲着茶香的店里，或各自读着各自的书，或两人

共读一本，依偎着携手着，不时聊聊书又不时聊聊柴

米油盐，这样的小日子想想就觉得美好。好久不见，

希望他们的饮品店和爱情，都好得不得了。

饮品店对面是一座二层楼，楼下是一个舞蹈室，

楼上是一间钢琴房，不时我会看到一个女孩出入这里。

如果说这个琴房是一个巨大的八音盒，那么她就是八

音盒的钥匙。她走进那里，音乐便从那里传来；她走

出，音乐就戛然而止。有的时候，我会专门来饮品店，

点一种叫做“天空之城”的饮料，听着她周末的琴声，

与我的物理作业殊死搏斗。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觉

得我想认识她，又不愿认识她。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尽管我们仅一路之隔，但这段距离已是邈若山河，她

文|

孙
建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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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想过来，我也没有胆量过去。我所能做的，就是在

城墙边上，听听墙那边的声音。这种感觉大概就是“墙

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如果真是

这样，那么苏学士的词也一语成谶，说中了最终的结

局——“笑渐不闻声渐悄”。最终，我仍未知道你的

名字，也再不能听见你的琴声。

遇见你之前，我不信“只缘感君一回顾，使我思

君朝与暮”。后来悄无声息的分别，我又明白了什么

叫“看得懂风花雪月，走不出沧海桑田”，也想通了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向，“你有你的八千里平川，我

有我的九万里山河”。我们在城里相遇却又陌上相逢

不相识，匆匆一瞥已是最久的相知。我们从未真正熟

识，但我总觉得欠你一个好好的道别。没有杯酒折柳、

绿水人家，没有寒沙新雁、遥寄芳华，我只好把祝福

织进天空的蔚蓝，愿你能在头顶的天空下，追逐属于

你的幸福。

城是会变的，一个人离开一座城的那一刻，城就

变化了，即使返回，城也无法变回原来的那一座。对

离开的人而言，他记忆中的那座城就仅仅存在于记忆

中了。记忆荒了，城就会变成沙城。沙城里，只有浩

漠的黄沙。

当稻谷化成沙，

当城池喑哑，

当荒野寂风不远万里地到来，

当塔沉楼陷，地崩山塌，

冷月又临天边。

我们失了怀中虚幻的影子，

我那珍藏了许多的

幻境的你，

像无边红叶，

没有去向，不知踪所。

我不知道我能记得我离开时的小城多久，但我知

道，我会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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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和城市一样，封闭地不允许别人靠近。但新

事物的入侵带给了他们新生，仿真人第一次突破定律

带有情感地活下去；战争后原来的城市覆灭，却有另

一个创世降临。当我背着难以逾越的高耸城墙前进，

我渴望的是你接近我，触碰我，侵入我，或驯服我。

                                                                         

——前言

全地球人口急减到一座像旧金山那么小的，末日
后的世界。资源匮乏，食物稀缺。

少部分英勇的人类跨过广阔海洋，终于来到这片
曾经因为战争而荒芜的未开发地。许久之前，它有一
个名字，叫做蜂蜜。

老人说，那曾是一个文明而封闭的城市，摧毁它
的战争源自一个男孩。记录中，那男孩比同龄人长得
瘦小，皮肤光滑，五官清秀，有宛如上帝在复制出女
性时找错了容器一般的忧郁和美丽。宽大的乳白色麻
制睡袍与拖鞋，碎刘海齐耳短发，日光灯将睫毛与前
发的阴影一并投影到苍白的皮肤上。男孩就是由这些
构成的。

男孩住在这座城市最高的医院里，作为研究对象，
被确保充足的睡眠与读书时间。一切以静养为最终目
的，培养出一种温顺无争的性格，为的是在心理上杜
绝任何反抗他人的可能。一日三餐极为平淡且终日如
一，仿佛世界上不存在其余食品。不容许他人带有感
情的接触，阻止善意的接近，就连他能获得的书籍与
电视节目都有严格的筛选。爱与恨，是字典里一笔带
过的词语，他必须孤独。医院足够辽阔，别栋的禁闭室，
犯规的人会被毫不留情地在里面关上很久，没有人声
与光线，唯有城市海岸传来的潮声随时涌进。

因为男孩是用于观察的科技产物，是当时技术最
成熟的具有学习和成长能力的仿真人。

从他诞生那一天起，人类统一口径，将这件事对
他一人保密。

但系统成长的速度让他早已悉知自己，并且成功
隐瞒过每三月一次的程序检查。在无数人类构建的条
例里，他用最简单的二进制观察，知道自己要遵循亘
古的三大定律，知道他大脑的机制迫使他对任何新出
现的事物产生强烈的好奇，接近并且定义，存储数据
与信息。

在城市图书馆一半书籍都被他阅读之后，他对这
座城市失去了兴趣。

除了静静坐在床上，他唯一去的地方只剩下医院
的花园。他喜欢那里。

他喜欢生机勃勃的植物和动物，也喜欢白昼与太
阳，喜欢扶着扶手爬上高高的旋转楼梯直到天台——
这个全城最高的地方，用目光捕捉一切，定义，深谙，
然后回想圣经的一节：“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但就
算站在这个全城最高的地方，就算自由的风如此蛊惑
人心，所有的事物皆已厌倦，他都没有想过要离开这
座城市。城市，甚至世界与历史，都不值一提。他来
仅仅是因为，一种莫名的与冰冷不同的，在身体里涌
动的感觉。那个词，喜欢。他喜欢这里，这里离太阳
最近，最自然也最干净。

绳子上密密麻麻地晒满白色的毛巾、床单与换下
来的睡袍，他以眼皮上炙热的程度来判断眼前是否有
晾晒物的阻挡。因为他在这个时候，已经看不见了。

他的失明源于一场人为的事故，有人用针刺穿了

蜂蜜之城

文 |kas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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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双眼。

令他失明的是一个画家，从海的对面偷渡而来，
过去相当有名，躲在医院楼顶花园某一件睡袍之后。
那是他在失明之前见过的最为英俊的人类，五官的配
置都像经过精密的计算。

男孩没有和人交谈的习惯。

画家在些许惊愕中，用深情的眼光赞美男孩身上
具有的绘画一般的美感。

可男孩连对这样的赞美都缺乏兴趣。他的眉毛非
常淡，眼窝也很浅，不如说是如纯净水一般乏味的一
张脸，保持着应有的礼貌却绝不开口。

我快要死了，是绝症，画家说，所以我想在死前
多看一看这个世界。我去过很多地方，只有你这座城
市，最与世隔绝。我花了十三天，穿过你们的城墙。

男孩没有说话，他知道死亡，他计算出画家最后
的日期。他站在原地看着画家，并且注意到对方也同
样地在凝视他。当晚的月亮非常明亮。 

孩子，画家说，你在看着我。

男孩点了点头，他的确在看着他，他就在他眼前，
他凭本能用视线捕捉眼前的东西。那时他脑海中组织
的语言是：世界不及这一座城市。 

直到画家从背包中拿出一小罐食品，轻轻转开铁
盖，用手指蘸取并舔舐。从罐中传来甜蜜而浓郁的独
特气味，针尖一般刺激着男孩全身的感官。

男孩经常在夜晚入睡前来到楼顶花园与画家见
面。他把这个行动归结为求知。

画家身上有很多他所不知道的事情。

画家破烂的夹克里有几只干裂的画笔，他有时会
蘸着阳台废弃花盆里积攒的雨水在地上圈圈点点，有
时轻轻在男孩手心画几个简单的符号。你知道，很久
之前，它们曾作为文字在时间中流传。画家说。那时，
人们可以尽情饮酒，有一种食物叫做无花果，芬芳。
有一种昆虫叫做蜜蜂，在自然中建筑蜂房而酿蜜。

画家还有一些破碎的诗集，他宝贝似地捧在手心，
自言是博物馆毁灭之前的人类留下的无法长存的经
典。因为过于破碎，有时画家上一句在读兰波，下一
句就变成弗罗斯特，他为此感到尴尬，而男孩毫不关
心。他对读书已经没有兴趣，直到这些一段一段的文
字使画家的声音越来越迟钝，越来越轻，直到听见规

律的鼾声，他才忽然有一种被富有温度的阳光照射的
感觉。

在这之前，他的大脑无时无刻都在紧张地自行进
行运算，而画家的鼾声仿佛是缓解它的有效解药，好
像宣告全世界都陷入休息状态，只有他一人在安逸中
平静清醒一样。画家金茶色的头发，发丝从男孩带有
敏感神经器的指缝中滑过，毛发的触感让这个人类在
他心中更接近几年前第一次拥抱的小动物。这些酥痒
的感觉，一点一点被芯片处理过去。

人们曾经将一片沉重的金属片强制塞入他紧紧咬
合的牙齿之间，也曾经用夹子拉出他膨胀的舌头。男
孩一次一次从梦里醒来，有时听见身体里金属撞击的
声音，想起他从未见过一面钟表。

四周依旧流动着谈话的声音，低笑的声音，空气
流动的声音，源源不断地涌向他，就像环岛的洋流潮
汐。他的牙齿经过修补，手腕上也有未消的伤痕。他
并不关心，一切照旧接受。只是后来有时候会想起画
家说过，其实人类最伟大的感受是疼痛。

我要死了。画家说。

死就是离开这里，再也不回来了。

男孩没有声音。

我知道你为什么从来不对我说话了，我终于知道，
你就是这个城市保护着的那个机器。你不是人类。我
真傻，你怎么会是人类，我对你说的那么多话，只是
你一秒之中处理过的信息罢了。

男孩的神情像是默认。

可你又怎么可能不是人类呢，你在看着我。

你在看着我，你应该在第一眼见到我的时候，就
知道我死亡的日期。

而你现在多像是在舍不得我。

不然跟我走吧，离开这个城市。

就算这里有发达的科技文明，但是为了保护而杜
绝一切外界接触的城市，存在有什么意义呢，我早就
厌倦这里了，你跟我走，我们可以横渡海洋，去地球
上另一个新的地方。或许那里就是一块平原，没有高
墙也没有大楼，一些巨大的动物穿行在群山之间。

画家以喃喃自语低声向自己确认，然后极其轻柔
地抬起了男孩的下巴，像极了接吻之前和谐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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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第一次被这样对待，他没有反抗，没有反抗的理
由。他调整了一下变化的视线，仍是凝视着画家，就
像是在索吻。然而，画家没有落下那一个吻。他有备
而来，他用针刺穿了男孩的两只眼睛，针尖触到了眼
球表面，两只眼睛都很快被刺穿。

男孩在视网膜上留下他们见到的最后的画面，而
刑警们就通过他的视网膜来复原凶手的长相，进行追
踪。但是画家全然不在意。

世界在发展中消逝，画家知道自己的画笔已经来
不及描绘末日，他要尽可能地在旅途中不断寻找可以
残存这个世界美貌的容器。现在，他终于找到了最为
合适的容器，就是男孩的眼睛。一个虚假的，人造的，
布满电路的晶体，却没有丝毫欲望与波澜，没有丝毫
被杂质入侵的痕迹，不但丝毫不会玷污美，甚至可以
用这种纯净和空旷赋予美最大的生存空间。画家心满
意足。

我对你说的话算是我给世界的遗言，而你的眼睛，
我要带走它们。

明天就离开。

突如其来的失明，眼部的电流在男孩的全身流窜。
疼痛，这是疼痛，第一次的，男孩感受到了他，异于
疼痛的疼痛，发源地已不再是眼睛。画家的声音回荡
在他的耳边，两只人造音响。身体向后弯曲成一张被
拉到极限的弓，为什么世界上出现了弓箭，为什么有
人拉开他而不将他射出，他不由自主地想上前走出一
步，却重心不稳地扑向画家。

画家笑着，旋开背包里放着的小小的罐头。我知
道你一直很好奇。画家说，语气像是要奖励一个做完
家务的孩子。那是画家随身携带的土产，一种叫做蜂
蜜的古食品。他将手指伸进去，从罐里拖出一道垂到
衣襟的丝线，送向男孩。

男孩终于得偿所愿。

过于甜腻过于浓郁，一直被他无味的体液稀释到
大脑表层，顿时像有上万只蜜蜂停驻在他的感官上，
一刻不停止嗡嗡的鸣声，反复密集地叠加在他的每一
种感觉上，好像有千万种语言对他言语，与地狱里
千万重呜咽只有一墙之隔。

他尝到了他曾经见过的一大片稻田的花朵，被风
吹起后好像厚厚的飞毯，还有密集的荧光郁金香，收
割季节屋檐下的日阴里站着的一对黑色眼睛的兄弟，
还有那朵过渡贪恋阳光的向日葵甚至令太阳也感到恐
惧。

有一天他和画家躺在高高叠起的衣服堆上，几只

甲虫爬到他的四肢上，他感到昆虫细细的手脚所带来
的痒意。当画家捉起甲虫叫他观察它流光溢彩的那种
鲜绿色，酥痒的感觉就遍布叠加到他的全身。瞬间画
家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远，远到好像从最高的楼
顶坠落下去，而他挣扎着起来却相反方向地陷入洗净
且消毒后的医院白布里，白布厚厚地包裹着他如同形
成了一具灵柩。他感到窒息，他感到他的神经是一条
条细细的白线，现在有千万种感觉正重重压在上面，
那些线不断用张力抵抗断裂的预感，却被压得越来越
弯，越来越弯，几近极限。

画家满足地欣赏男孩的恍惚神情，他没有将第二
口蜂蜜送进对方的口中，而是等到红色的小小的舌尖
变得急躁后，才让男孩用对甜味最为敏感的地方舔舐
他的指尖。现在他们极其细微地共享同一种酥痒，可
画家好像故意坏心地折磨目盲的男孩，将手缩回。男
孩无需视觉也准确地察觉到了对方手腕的位置，他用
细瘦的手指抓住了他，拉回了他。一种味道，不，不
需要味道了，他要的不是这些，他继续吮吸他并且终
于演变成由轻及重的咬噬，他再次无法控制自己牙齿
的咬合，他第一次尝到人类血液的味道。他成为病毒，
成为感染，成为所有不合理的侵略和暴力。

这是仿真人第一次对人类的反抗。

无从得知的是，这个男孩的反抗是处于机器对陌
生味觉鉴别的自带程序设定，还是出于某一种不愿让
画家离开的复杂感情。

礁石又一次崩塌。夜空下，月亮宛如巨大的蜂蜜
球，刻印整座城的背影。

战舰从海面缓缓浮现。定律被破坏的这座城市，
战争在等待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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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的这个北部城市，干燥难耐，偶尔夜间的即
兴雨在日出时与空气缠绵，便可滋生出一层诡异的薄
雾将明媚的阳光闷死在路上。又还不到冬日里手插口
袋挥霍暖阳的时节，只好一直是这种不太清冷处于明
暗过渡色的投影。少年提着手中热腾腾的包子，步履
匆匆地走在雨后还充斥着潮湿的泥土气息的街，身旁
飞快略过的景致未曾使他逗留，直至眼底略过一抹砖
红，他抬头看，只见几只飞鸟停在砖红色的屋檐，叽
叽喳喳叫着，他忽然驻足，想起了多年前的那座城…

那年小城春意正浓，暮霭沉沉，烟雨如梦，下过
雨后，便如一幅未经雕琢的水墨画，红砖绿瓦都在纸
上洇散，灯光桨声都在河岸错落。镇上不乏现代风格
的建筑，少年住的地方却真实保留了小城原始的红砖
绿瓦。他最大的乐趣便是在窗前搭小板凳，伸着小脑
袋往窗外看。     

街上行人走的很慢，连夕阳也慢下来，那个年代，
没有匆匆。每个人对这样日复一日的轮回自得其乐。
胸无大志，甘于平庸。

人们固然知道城市的浮华，殊不知城市之间，人
与人的情份寡淡，物质与金钱，名声与利益，都远在
其上面。所谓情分，在喧嚣之中，竟然远不如金钱来
的珍贵。

少年最为开心的时刻不过家中传来的阵阵饭香。 
“爷爷 , 今天的馄饨老远就闻到香味了，是奶奶做的
吧…”少年调侃道，并接过老人手中的碗。老人只是笑，
脸颊上错综复杂的年轮舒展开来，透着化不开的慈爱。

夜晚的气息逐渐弥散，暮色悄然沉于彼岸，少年
和老人喜欢拿着木椅在庭院下乘凉。屋檐上几只飞鸟
叽叽喳喳的叫着，老人总是幼稚的回应着他们的叫声。

少年拿着书，缓缓地吟诗。那些霓裳羽衣所舞出
的恩爱与缠绵，那些七夕夜里缱绻的情话，那些马嵬
坡下的泥土中疯狂滋长的离恨与无奈，那些未央宫里
的流萤与秋草所慰藉的君王的思念，被他缓缓读出。
窗外，几家灯火明亮，一如太白笔下旧时长安夜里笼
罩过万户捣衣声的那片长安月。

看江面斑斓的灯光，模糊却也辉煌。老人苍老的
声音响起，缓缓吐出一个故事，那是属于他的年代，
他的英勇。那些回忆浸透着陈旧的美，泛着潮湿与明
亮，在他的叙述中清晰得如同此刻正划过耳畔的时光。
少年偏头看他，只觉得他的眼眶里似乎含着一汪热泪。

老人将身上的玉佛摘下，递给少年，只说是能保
平安的。在老人沙哑的嗓音中，他在木椅上静静地睡
着，只记得眼前斑驳的木门上刻着隽永的“梦里话离
别，江南柳风新”的字样。

我缓过神来，手中的包子早已凉透。

飞鸟已经叽叽喳喳叫到沙哑，却再没有了应答。
我从脖子上取下那串玉佛，指尖传来暖暖的热流…

每个人对城市的感受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对那座城，我只知道，我思念它，就如飞鸟思念灰蓝

的天空，热带鱼思念霓虹的海洋。正因为年少，我与

它之间只有干净缄默的存在，故我可以不去衡量它给

我的机会和人脉，不去在乎它是否适合现阶段的自我，

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所有美好都留在梦里，所

有青春都留在那座干净的城市里。                               

——后记

一城一少年，一梦一年少
文 |郭瑜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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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已忘记了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市所需要的理
由。人常说“择一城终老”，我每每是盼望着的，却
又是不信的。我总觉得这世间的这么多座城池，人都
是要去体会一番的，可等到你行将就木，又能走完几
座城呢？在北京的街巷里喝一碗浓茶，听几句北京人
的闲聊，转头却又能在中关村大街上数着周围有多少
高楼分割了这里的天空。单单是一座城，就有这么多
故事，更何况，你还要在世界地图上行走？看江南诗
画里的小桥流水，听巴黎落日下的阵阵钟声。于是便
有一座城，在最不经意间闯进你的心底，从此你的每
一个动作，每一种挂念，都与它不离不弃。

我在逐渐忘记我为什么会爱上北京。

那是中国地图上一颗常年闪烁着的红星。故宫的
红墙，国庆的红绸，新年的灯笼，或许红应该是北京
最好的代名词。走过车水马龙的街头，驶上霓虹闪烁
的高架桥，白色与黄色的灯光又在迎接北京的夜晚。
北京究竟是什么颜色的？我不知道。我开始思考北京
的意义，在某一天的地铁上，那一刻我觉得北京该是
黑色的。我看着北京地铁上形形色色的人群。长发的
男人，红唇的少女，叫嚷的孩童。每一种存在都被允
许于地铁，允许于北京。在幽深的隧道里，穿梭着属
于一个城市最真实的灵魂。他们或许行色匆匆，渴望
在燕山下的大片平原上觅得一处栖身之所；或者优哉
游哉，要在北京的胡同里饮尽历史。所言黑色，是数
人数以万计的颜色融合而后的色卡，是无数人心甘情
愿成为“北漂”的奋不顾身。

不只是异乡人的温柔乡，亦有大浪淘沙后的流年
与往昔。我在深红色的宫墙中追思古人，冷漠的帝王，
哀愁的怨妇，尽职的臣下。螽斯门外，过而生子的传
说在流传；长春宫内，谁又知晓自称“十全老人”的
君王在怎样思念他的嫡后。我会在每一条马路上畅想

清人是怎样在这条路上走过，会因在彩和坊路不经意
瞥见的四合院而雀跃许久。颐和园的大门，日复一日
地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来来往往的人们涌向盛名的
古迹，忘记了时间的隔离。北京本该是这样有魔力的
城市，一块糕点，一顿早餐，足以让你留恋；一张地
铁票，一堵红墙，又足以让你留下。

去年六月，在我准备从北京返乡的前一晚，我沿
着亮马河边散步，从使馆街走到东四环桥，那些“我
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的旋律突然在我脑海里
响起来。我开始明白，北京对万千人而言，到底意味
着什么。

北京，林立的高楼大厦，明亮的霓虹灯光，车门
内是未知的人去往陌生的城。我在这里，我们在这里，
是旅客，是流浪者，是主宰。北京，幽深的寻常巷陌，
乌黑的石板砖瓦，红门内是老北京的夫妇坚守着原本
的生活方式。我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是游客，是客人，
是寻觅着的好奇者。

古今，旧剑与新琴在这里合奏；红色与黄色之间，
老人，青年，皆有地可容。灯光没有停歇，车流依旧
涌动，流淌着的是满腔的情怀热血与古老传统。人们
在这里追寻，欲求安抚；人们在这里固守，无风曾来。
有权利，有愿望。因为，这里，是北京，是车辆在写
字楼间川流不息的北京，是青年在十字路口久久驻足
的北京，是古砖旧瓦历经风雨的北京，是一碗清茶里
凝着浓浓过去的北京。

我在北京未成诗句的夜色里伏案写下这些言语。
万家灯火映着北京，但总是在北京的夜色里，暮灯晚，
晓灯迟。

灯迟
文|

玖
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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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оя поездка в Тяньцзинь 

 В этом году на каникулы Праздника 
Весны и Труда мы с Ксенией и Леной в 
сопровождении Нины вместе ездила в город 
Тяньцзинь. Там мы провели весёлые и 
свободные два дня.

  Благодаря  пре зент ации  Нины в 
прошлой недели, мы уже познакомились с 
Тяньцзинем до отъезда. Но только увидеть 
своими глазами, вам можн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аслаждаться его красотой.

  В эти два дня, мы посещали много 
д о с то п р и м еч ат е л ь н о с т е й .  Н ап р и м е р 
Район Вудадао, улица древней культуры, 
в итальянском стиле стрит и так далее. Но 
самый незабываемый вид для меня является 
ночью Хайхэ. Мы в 7:30 начали наше 
посещение по Хайхэ на пароходе, когда 
уже зашло солнце и фонари горели. Все 
были золотыми. Друзья вытерли усталость 
днём ветером реки, слушая объяснение о 
Тяньцзине, восхищались прекрасным ночным  
пейзажами. Вскоре посещение 50 минут 
окончились, но наши души ещё катались на 
реке.

  Другим из символов города является 
завтрак по Тяньцзински.Мы попробавали 
锅 包 菜 , 老 豆 腐 , 煎 饼 果 子 .Всех покормили 
хорошо. 

  Наш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было коротко, но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о и богато. Раньше я считала 

Тяньцзинь только маленьким простым 
городом, он ничего не особенного. Но 
этот раз он оставил во мне прекрасн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Я хочу посетить ещё раз этот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ый город.

译文

值此五一之际，我和 Ксения、Лена 在 Нина 的
陪伴下踏上了前往天津的旅程。在那里，我们终于偷
得浮生 “ 两日 ” 闲，拥有了一段欢愉而随性的时光。 
多亏 Нина 的讲述，我们在动身前就对这座城市有了
些许认识。然而，只有当你亲自踏足这座城市，把你
的目光倾注于它的每一隅，才能寻觅到藏匿其中的美。 
在这两天里，我们行走过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景点，
五大道、古文化街、意式风情街都囊括其中。但
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久久无法消散的，是夜晚的海
河。7：30 的时候，太阳早已隐了它的光辉，华灯
初上，我们乘着轮船在海河上缓缓游行。这一刻，
周围的一切都是金色的。聆听着天津的故事，惊
艳于美妙的夜色，海河上吹过的风轻轻地拂去了
我们的倦意。五十分钟的游览时间匆匆逝去，但
是我们的心仍然停留在海河上，不愿轻易离去。 
天 津 另 一 种 美 在 于 它 丰 盛 的 早 餐。 锅 包 菜、
老 豆 腐、 煎 饼 果 子， 都 是 不 可 多 得 的 美 味。 
两日的游览固然短暂，却别有一番趣味。我曾以为天
津只是一个小小的简单城市，没有什么出奇的色彩。
但这一次它却在我的心中刻上了深深的烙印。如果有
机会，我还想再一次来到这个城市，在它的大街小巷
留下属于我的足迹。

文 |罗曼平

李心宇、高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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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坐上的飞机缓缓凌空时
                                                        
                                                                     北京的夜景就像光阵一样不断汇聚

                                                                                      随着飞机不断上升

                                                                                        光阵也不断完整

                                                                                              慢慢  慢慢

                                                                                   北京市的灯光像夜空 

                                                                                      而我们像乘着飞船

                                                                                             从星空起航

                                                                                               驶向地面

                                                                                        但飞船不愿降落

                                                                                       只贴着地面前行
        
                                                                                              缓缓  缓缓

                                                                                                   突然

                                                                                        又一片星光灿烂

                                                                                        那是另一个星球

                                                                                               那是成都

                                                                                               那是故乡

 
入蜀

文 |钱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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ふるさとは，
  心の中にある

文|

コ
ガ
ワ

「あなたは，どこから北京に来たの」と聞くと、

様々な答えが出てくるだろう。もちろん，ふるさと

は人によって違うのが，みなさんは故郷に懐かしい

感情を持つの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ろう。日本で大人気

であるアイドルグループ嵐は，「ふるさと」という

歌で自分の気持ちを表すだけでなく，ふるさとは心

の中にあるという大事なとこも伝えている。

この曲は第６１回「紅白歌合戦」のために作られ

た曲であり，全国各地の子供たちの歌声を集め，生

放送のときに嵐の声と一緒に流された。アルバムに

載せられなかったが，初披露の後すぐ大ヒットにな

った。そのわけは，歌詞を読むと分かるはずだと思

う。

夕暮れ迫る空に / 雲の汽車が見つけた / 懐かしい

匂いの街に / 帰りたくなるひたむきに時を重ね / 想

いをつむぐ人たち / ひとりひとりの笑顔 / いま僕の

そばに ...

もしある日，異郷で働くあなたは，上司にひどく

叱られ，大変忙しい一日が終わり，霞に染まれた空

を見上げた。その時，何を思っているの？多分ふる

さとの人々，そして景色を思い出すだろう。ふるさ

とは，すべての甘いメモリーを載せる場所だろう。

昔のいい思い出が浮かんだら，気持ちは少し安らぎ

になるはずだ。この曲は心の中に潜む想いを描き，

皆さんのこころと共鳴するのがヒットになれる鍵で

あった。困難と戦う人々にとって，「ふるさと」は

彼らに勇気と信念を与えられる曲である。

しかし，あの災害がなければ，この曲は毎年歌わ

れないかもしれない。２０１１年，あの怖すぎる午

後，津波が東日本の海岸に押し寄せ，およそ２万人

の命を奪い去ってしまった。沿岸の町はほぼ滅ぼさ

れ，残されたのは瓦礫しかない。そんな美しかった

故郷は一瞬で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はまるで世界の

終わりのようだ。目の前の廃墟を見るたび，進むこ

とが怯えた。しかし，その時，世界中からの助けが

来てくれたおかげで，陰からだんだん踏み出す人々

は，「雨降る日があるから虹が出る / 苦しみ抜くか

ら強くなる / 進む道も夢の地図も / すべては心の中

にある」を覚えながら歩き始めた。だから，その最

もつらい時とともに，「ふるさと」の歌詞は心の奥

で刻まれた。

我々は，時々越えにくい困難や挑戦と遭う時があ

る。その時，「ふるさと」を聞いて，音楽の力で心

の痛みを癒しましょう。心の中では，いつもふるさ

とがあり，後ろであなたのことを支えてくれるため

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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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你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大家会给出

各种各样的答案吧。虽然故乡因人而异，但是我们对

于家乡怀有的那份真挚的感情应该错不了。在日本大

受欢迎的爱豆组合岚，用一曲《故乡》表达了自己对

故乡的那份感情，还让我们知道，故乡就在自己的心

中。

这首歌是为 61 届红白歌会创作的，在节目的制

作过程中，节目组收集了全国各地孩子们清澈的声音，

在直播的时候随着岚的歌声一起放了出来。虽然还没

被收录到专辑里，却迅速成为了网红曲。读罢歌词，

想必你就能理解其中的原因了。

在暮色渐染的天空 / 发现了云朵样的火车让我好

想回到那 / 飘着记忆中味道的城镇 / 时光不断地逝去

/ 编织着思念的人们 / 每个人的笑容 / 现在就在我的

身边…

想象一下，某一天，在外地工作的你，被上司狠

狠地训斥了一顿，结束了一天不堪重负的工作，你仰

望着被晚霞染红的天空。那时会想起什么呢？大概是

家乡的人们和景色吧！故乡是承载着那些甜蜜回忆的

地方，回想起了温柔的往事，心情大概会变得舒畅一

些了吧。没错！这首歌把人们心中潜藏着的，对故乡

深深的眷恋描绘了出来，与千千万万的游子的心形成

了共鸣，这才是这首歌打动人心的关键。对于在他乡

与艰难险阻奋战中的人们来说，《故乡》是一首能带

给他们勇气的歌。

可是，这首歌本来可能并不会变成如此受欢迎的

曲子。2011 年 3 月 11 日那个噩梦般骇人的下午，海

啸朝着东日本的沿海呼啸而来，夺走了大约两万人的

性命。沿岸的城镇几乎被毁灭，留给幸存者的只有一

堆瓦砾。如此美丽的家乡一瞬间被抹去，就像是世界

末日一般。可是，这个时候全世界向灾区伸出了援手，

灾区的人们一点点从灾难的阴影中走出，回想着《故

乡》的歌词迈出了重建的脚步。“倾盆大雨之后彩虹

方能现身 / 从痛苦中走出来就会更加强大 / 前进

的道路和梦想的地图 /都在心中引我前行。”就这样，

与这最痛苦的时刻一起，《故乡》被人们所铭记，再

也无法忘掉。

我们也时常会遇到看起来难以逾越的困难和挑

战，那时愿你听一听《故乡》这首曲子，用音乐的力

量来治愈内心的伤痛。毕竟，无论你身处何方，你的

身后，还有你的心中，都有故乡在为你助威。

コガワ 译

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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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里曾经是一座城。
带路的当地导游对一行人说。

（二）
西北沙漠里的风景不算好看，灰黄色的沙土上零

星几簇深绿色的沙葱，但视野着实开阔，沙地向远处
延伸着直到天际，灰黄和浅蓝相接处晕染开来，仿佛
循着一条路就能走到天尽头。

驼铃声悠扬着飘向远方，广袤沙漠上只有这一支
骆驼队，今天的天气其实还算不错，阳光明媚万里无
云，可放在沙漠里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太阳炙烤在沙
子上，浇上去的水能听到咝咝啦啦的响声，仿佛下一
秒就要烧滚开来。这里是中国最西北部，塔克拉玛干
沙漠腹内，传说中的“死亡之海”，流传在这片土地
上的传说算不上少，当地导游刚开始还能跟我们侃侃
而谈，后来也不再说了，只一味在前头默默赶着路。

一行人除了导游都不是当地人，一时半会儿习惯
不了当地的天气，连着赶了整个下午的路，身体实在
扛不住，队长决定暂停休整。

“哎呦，这到底是什么破地方啊，晒得人家头痛，
你看看嘛 ~”女人的尾音拖得老长，状似无骨一样依
在身边男人的身上。

周围传来一声冷哼：“出来办正事还带着女人，
这里可不是给你们过家家的地方，受不了就趁早滚回
去！”

女人委屈得红了眼眶，梨花带雨的样子看得周围
人心疼，“林立，你怎么说话呢？”，男人递过帕子，
转身跟说话人对峙，林立也不甘示弱：“怎么了？我
这么说话怎么了？我哪里说错了？”

“你，你简直不可理喻！”男人作势要挥拳，看
到林立的体格又作罢，转而指着他的鼻子骂，林立从

鼻子里又挤出一声冷哼。
“我们的大知识分子也不怎么样嘛，全靠一张嘴

皮子过活，遇人就怂得厉害啊！”
任谁被这样嘲讽都是要生气的，男人趁林立大笑

的空档冲过去，两人瞬间扭打了起来，沙子被带得扬
起，一旁的骆驼受了惊，顿时骚乱起来。

“林立，李牧！你们两个够了！是嫌力气多没地
方用吗？别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队长被吵得头
疼，终于发了话，被训的林立还有几分不甘心，作势
还要往上扑。

“你给我滚去看骆驼！”
“可是老大……”
“我说话你听到没有！”
林立没敢再耽搁，只是回头望向李牧的眼里带着

警告，李牧也没理，正在耐心安慰怀里的女人。

“刘教授，您觉得它大概在什么位置？”队长把
地图铺在地上，躬身问旁边的老者，老者头发花白，
许是经过西北风沙的侵蚀，颇有几分迟暮之感。老人
戴上眼镜，在地图上摩挲了半晌，指尖落在一处，

“大概就是这里了。”老人手指微微颤抖着，神
情激动，“快到了，就快到了！”队长不动声色地收
起地图，沙漠生活难捱，无边无际磨人耐心，这边结
束后应该能歇上一阵。

“日落啦！沙尘暴要来啦！”当地导游匆匆卷起
祷告的毡毯，冲着人群大喊，“老天爷发怒啦！快走！
快走！”

他声音急切，一队人看着滚圆的红日，半分看不
出日落的征兆，任由导游催着，慢慢悠悠地收拾东西，
女人嚷着手酸脚痛，李牧在旁边哄着，不时跟林立吵
上两句，队长扶着刘教授上了骆驼，几匹骆驼却好似
受了惊，前蹄不断走动着，几乎要把人掀翻下来。

导游早已经上了骆驼，闭眼对着圆日祈祷，天边

乌塔城日落

文 | 王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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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阴影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靠近，众人看到黑压压

的远方，终于乱了手脚，女人这时倒不显柔弱了，脚
一蹬上了骆驼，太阳逐渐被蚕食，导游也不再祈祷了，
后头喊了一句跟紧。

“日落之前走不到，我们都要死在这里！”

驼铃声再次响彻在这片沙漠上，阵阵铃声催得人
心慌，人们被死亡追赶着，每一步都像是要被吞进巨
大的黑色云幕里。

当最后一丝来自太阳的光芒被吞噬掉，身后的巨
大怪物终于还是追赶了上来，风暴卷起的黄沙迷住了
眼睛，身体丧失了对周遭事物的所有感知，只余下恐
怖的呼啸声，似乎是对这群不自量力的闯入者的嘲讽。

（三）
不知过了多久，耳边的呼啸声终于停了下来，灰

黄色旋涡翻滚着驶向远方，天空恢复了原来的颜色。

劫后余生的欣喜并没有持续太久，所有的行李都
被埋进了茫茫黄沙里，导游和驼队早已不见踪影。

“我就说那个什么导游有问题！神神叨叨地跪在
那边不知道念叨些什么，现在好了吧？怕不是早带着
骆驼和我们的东西跑回去了！”林立用力踢着沙土，
把导游的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

“够了，闭嘴吧！”队长皱着眉头，又重新清点
了一遍人数，“你们有谁看见李牧了吗？”

“我明明和他在一起的……他……”女人转头看
向身侧，发现自己手里只抓着半截衣袖，衣服的主人
早已不见踪影，她“啊”地一声松开那截衣袖，吓得
瘫坐在了地上。

“你，一定是你”她拽着林立，声音尖锐且颤抖，
刺得人耳膜发痛，“我们所有人都是拉在一起的，李
牧左边是你，是不是你故意放手的？你说啊！”

“你哪来的证据？”林立不耐烦被女人纠缠着，
手臂大力甩开，“你怀疑我？我还怀疑你呢！昨天晚
上你们俩吵了些什么，不用我再提醒你一次了吧？”

“你……你偷听？”女人脸色苍白，满眼都是不
可置信。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刘教授，你说是
不是？”

刘教授没回答，或许林立也没期望得到什么回答，
他丢下这颗炸弹后转身离开，只留女人在原地哀嚎。

“老大！找到了！找到入口了！”林立从远处跑

过来，手舞足蹈。
“他是谁？”队长没应答，盯着林立怀里抱着的

小孩。
“嗯？你说他？”林立把孩子放下，孩子不怎么

怕生，老人和女人一叫就凑了过去，“他说叫小山，
我在那边看到的，小孩儿蹲在通道入口旁边，”林立
靠近队长，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低声说，“我
估计着可能跟古城有点儿关系，左右一个小孩儿也翻
不出什么花儿来，索性带了回来。”

小山长得讨喜，没一会儿就哥哥姐姐爷爷地叫开
了，哄得几人开心，身上仅剩的吃食都塞进了孩子手
里，小孩儿带着零食凑到了队长身边，笑眯眯地盯着
他看，“叔叔，你在干什么呀？”

“你父母呢？”
“阿妈说我没有阿爸，其实我知道是阿爸丢下我

和阿妈走了”小孩子的笑容纯粹天真，队长一顿，随
后伸手轻轻揉了揉小孩儿的头发，动作有些生疏。后
伸手轻轻揉了揉小孩儿的头发，动作有些生疏。“那
你阿妈呢？”

“阿妈病死了。”队长的手僵在那里，久久没有
回神。“叔叔，你怎么了呀？”队长没回，只起身催
促众人启程。

众人似乎都忘记了李牧的存在，黄沙留不住脚印，
整片沙漠像从未有人踏足过一样。

一行人沿着漫长而曲折的通道往前走，等到钻出
来的时候日暮已西沉，借着些许月光，古城的面貌终
于在众人眼前揭开。

刘教授对着地图比对了半天，最终激动地宣布，
这里就是乌塔城。

传说中乌塔文明的发源地，数千年前乌塔古国的
兴盛和覆灭终于不再是历史书上的寥寥几句，而是具
化成了眼前残垣断壁的古城。岁月在古城上留下沧桑
痕迹，只有淹埋在沙漠中的无数骸骨知道，有多少人
前仆后继，只为了证明历史的发现，亦或是传说中无
尽的财富。而如今，这片土地就躺在他们脚底下，众
人神色激动。

沙漠的温差实在是大，早晚冷得刺骨，寒意透过
外套打在皮肤上，虽说古城是找到了，但实际上早已
破败不堪，众人决定先找个能遮蔽的地方休息一晚上。

晚上的沙漠又起了风，这一天经历得太多，没人
能伴着拍打在断壁上的风声入睡，只小孩子一个人蜷
缩在角落里睡得香甜。

沙漠的夜景算不上好看，但漫天的星星看得清晰，
近得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浩渺星海下的人们显得格



2018.11  ING  |  34

houghts | 随想T
外渺小。刘教授就着手电的灯光翻阅笔记，纸张

沙沙作响，队长靠在残壁上，模糊的记忆紧抓着不放，
有些不该想起的东西重新涌进了脑子里。

“老大！那女人不见了！”林立的声音把他从记
忆中拉回，慌乱的叫声吵醒了睡熟的孩童。

“你说什么？”
“那女人……刚刚说要去方便……我喊了半天没

人应，找过去的时候才发现人不见了。”

众人的脸色都说不上好，如果说李牧的消失可以
推说是天灾，女人的失踪实在是不算正常，队长扫了
一下眼前的几个人，脸上的惊讶和害怕都不像是在作
假，他无法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能先安抚众人的
情绪。

夜渐渐深了，没人能真正睡着，清醒的时候身体
器官尤其敏感，饥饿尚且可以忍耐，但缺水是大问题，
几个人显然有些吃不消了，刘教授尤其明显，嘴唇几
乎干裂，说话都能扯动嘴唇上细密的小伤口。

“叔叔，爷爷渴了吗？”小山不知道什么时候移
到了队长身边，扯着他的袖子发问。

“小山，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水吗？”刘教授抿
了抿嘴唇。

“我知道哪里有水。”孩童稚嫩的声音响起，落
在林立耳中宛如天籁，他立马起身就要跟着走，被队
长拦了下来。

 
“老大，你为啥要拦着我？你不渴吗？” 
“我说过谁都别信，你也想死在这里吗？”
“我……”林立有些气恼，但还是收住了脚步。

刘教授和小山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的，队长摩挲
着手里的地图，许是因为天气，阴影遮蔽住了大半个
月亮。

“那女人究竟怎么回事？”
“什么女人？我怎么会知道？”林立踢着脚边的

石子，浑圆的石子滚向远方，很快就失去了踪影。

“我不管你有些什么心思，最好给我收起来，别
忘了我们是来干嘛的。”

“我……那女人的死真的跟我没关系……”

“她死了？”声音骤然拔高，在寂静黑夜里尤为
突兀。

“不……大概吧……我不清楚……”林立烦躁地
揉着头发，始终没抬头。

“你……”队长还要说些什么，余光里已经瞟到

一大一小两个人影。

补充了水分的刘教授看上去精神了不少，连带着
说话也有了中气。

“多亏了小山啊……小林啊，你不喝水吗？”

“我……”
“不了教授，我们不渴。”

已经近二十个小时没有摄入半滴水分，林立逐渐
焦躁。

“老大，我想喝水。”

队长望向老人和孩童，又盯着林立苍白的嘴唇看
了半晌，艰难地发出了声音。

“喝吧。”

干涸的喉咙终于碰到了清水，自动向里吞咽着，
清水流入四肢百骸，意识却逐渐涣散，终于眼前一黑
晕了过去。

（四）
冷水泼在脸上的滋味并不好受，队长环顾四周，

半圆形的高台角落跳动着火焰，底下黑压压的人群，
表情庄重肃穆。双手被粗绳紧紧缚住，他努力将手探
到裤缝，什么都没摸到，心骤然沉了下来。

林立还在昏睡着，周围的阴影逐渐散去，圆月终
于显露出了全貌。

“乌姆塔塔尔吉！恭迎圣主、圣子！”随着众人
的齐声高呼，人群分散开来，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披挂
着白袍，在火光映照下逐渐露出了面容。

是刘教授和小山。

“所有的一切都是骗局吗？乌塔城，古国遗产，
引路人……全都是圈套对不对？我就知道……我就知
道……”

“金钱，名利，人们总是追逐在它们身后，为了
获取它们，他们不择手段。”

“为什么？”
“年轻人总是喜欢问为什么，他们从来不反思自

己做过些什么。”

“你究竟是谁？你到底要做什么？”
“我是谁？哈哈哈哈哈哈……”老人的面目忽而

狰狞了，他猛地一把将小山推出来，“你倒不如问问
他是谁！”

“他就是你妈妈说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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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答案呼之

欲出，他却不敢再想下去了。

圣主回过身面朝着众人，声音响亮而宏远。

“圣神在上，信徒蒙泽，本应秉持慈悲，然此子

契鬼神，背伦理，戮生灵，

人间律法虽未能束，天地规则却不能容，特启祭

坛，以告其罪，

一罪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二罪罔顾人伦，抛妻

弃子；三罪屠戮生灵，残害性命，

吾女何辜！吾孙何辜！万千生灵又何辜？”

“何辜！”众人附和。

“大恶不除，何张至善？

愿请圣火，夺其肉体，荡其灵魂，祭奉上天，以

慰众灵！”

“祭奉上天，以慰众灵！”众人高呼，面目狰狞。

“去吧，小山。”圣主递过火把，眼里有些浑浊。

孩童举着火把，一步步走到了队长面前，他歪着

头，似乎有些疑惑。

“妈妈？”

“是，妈妈……小山……你妈妈呢？她一定会救

我的……救我……”

“好啊，”小孩笑得更加开心，手中的火把落在

粗绳上，瞬间席卷了衣物，“妈妈说要带走你呢。”

火舌炙热赤诚，卷着他的身体，他已经记不清女

人的样子，却不敢忘记孩童的眼睛，那是纯粹的、懵

懂的、天真的，也是残忍的、冷酷的、嗜血的，如同

月光般纯洁，又比太阳更炽烈，直到光斑逐渐涣散，

他看到自己的灰烬飞扬着，飞扬着，终是看不见了。

这漫长的夜晚，终究是要过去了。

（五）

乌塔城的太阳照常升起，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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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背后
但
问
我
心
，
无
问
西
东

诗与远方的风情，开始于泥与肉的朴质。
文艺背后，是人间烟火，是饮食男女。
缓缓放映的影片，收藏悲喜的书页，故事之外总有些什么
值得探寻。

文艺背后，长设专栏，欢迎投稿。

文|

王
雨
婷

还记得刚去看《无问西东》的时候，太久没看过文艺片的我有些难以适应。面面俱到反而失去亮点，
那么此处就谈谈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吧。

电影中，沈光耀在路过三个穿着旗袍的西南联大女学生时，头也没有回。女孩抱怨说：“光耀怎
么老是不理我们，看都不看我们一眼？”灿烂的阳光洒满校园，更衬得年轻姑娘朝气蓬勃。这才是青
春吧。可说起青春，总不觉想起现在那些攀附在这个美好的字眼上的东西。是大众的审美转向，还是
我愚钝了呢。

回到正题，这个美好的镜头当时令我觉得突兀与无厘头，却很快被淹没在了宏大的时代背景里。

后来，沈光耀牺牲，其母整理其素描本。她翻阅得很快，但素描本里有一页，却深深印在了我的
脑海中。那看似不经意的一幅画，是沈光耀手绘的那三个女孩的背影。

原来，他的不回头，不是清高的自持，而是迈向战场的坚决。他也正当青春，阳光健康，为女孩
的明丽所吸引，却因怕回头流连而失去那份勇气。

家书中，他写道：今饿殍遍地，哀鸿遍野，儿怎敢言累？

他何止不敢言累，他连那份对美好的流连都不敢面对。

他所延续的吴岭澜的勇敢，是面对偌大的北平竟容不下一张课桌的局面时，弃笔从戎奔赴沙场的
勇敢。但同时，他也深深埋藏了他流连于那些女孩的青春明丽的勇气。

今饿殍遍地，哀鸿遍野，他怎敢流连于那份美好？

所以他努力地去呵护那份美好，去抵抗敌人的入侵，去做他认为他应该做的事。这不是源于沈家
三代五将的责任感，而是源于家国危亡之际，一个本就具有飞行员潜力的人的使命感。

国将不国，当站在自己最适合的岗位上，砥砺前行。

青春不是只有恋爱、读书和各种乱七八糟的荷尔蒙。在这些琐碎之上，我们还可以追求浪漫、诗
意以及值得付出一切的——信仰。

“世俗是这样强大，强大到你们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可是如果了解到青春只有这些日子，不知道
你们是否还会在意那些世俗让你们在意的事情，比如占有什么才荣耀，拥有什么才被爱？”

但问我心，无问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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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情书》的时候，窗外是北京难得的阴雨天。故事节奏很慢很悠长，带着点点悲伤，
将一切的羁绊与执念都细细渲染开来。
       
        电影开头是倒在雪地里的女主苏醒过来在大雪地里奔跑的样子，整个世界都是一片纯粹
干净、没有丝毫杂质的白，而随之而来的也有一种世界仅我一人的巨大孤寂感。整部电影的
基调就是在这样寒冷的白色冬日里。长期不能从恋人逝世的悲痛里走出来的女主，偶尔间寄
出了一封希望发向天国的信，却意外收到了与恋人同名同姓的另一个女孩的回复。那些关于
青春过往的经年秘密，就这样在一封封信件的来往中徐徐展开。那是关于一段从没说出口的
暗恋，关于少年时嬉笑打闹的不羁表面下隐藏着的小心翼翼的喜欢，关于我喜欢你你却从来
不知道的永恒话题。
        
        影片在叙述两个人的国中时代的故事时，不再是单调的白茫茫一片的景象，而变成了阳
光灿烂，色彩艳丽的一幅幅画面。或许那就是青春的颜色吧，连空气里都洋溢着少年人们身
上特有的香气。窗明几净的教室里，起哄打闹的同学们，含羞眼红低下头默默生气的女孩，
挥起拳头打向嘲弄同学的男孩，这大概也是许多人都会有的青春时代经历吧。还有总是调皮
捣蛋不好好学习的男生，总是用各种方法欺负你折腾你，可这烦人讨人厌的坏男孩或许就是
在吸引你的注意力呢。女孩子总是要早些成熟吧，对恼人男孩的种种幼稚行为总是不以为然。
可这不掺任何成人世界利益与欲望的简单的感情，才是人一辈子中遇到的最珍贵的事物吧。 

        电影中藤井安静地站在窗前看书，白色窗帘在他面前飞舞的样子真的是太让人心动了，
那一瞬间世界仿佛就剩下他和树两个人，抬起头对视，眼睛里都是无限温柔与美好。特地到
我家来送书，故意拿错的试卷，昏暗灯光下的独处，一起骑车穿行过的道路……一点一滴与
你有关的青春记忆，与你有关的最初心悸的萌动，都终究是埋葬在了再也回不去的时光里。
       
        电影和现实一样，都是残酷的。那段不敢提起无人知晓的暗恋，那段意外死亡造成的天
人一方，那经久才恍然大悟得晓心意的后知后觉，那已生死永别再不可能相见的人。生活有
时候总是沉重的，逝去的亲人，错过的爱情，落空的愿望……可我们却还是要勇敢的面对生活。
因为毕竟不能回到过去，一直沉湎和追忆并不能使我们生活的更好。影片最后，博子一直朝
着埋葬恋人的大山呐喊：你好吗？我很好。这或许也就是对生命中所有遗憾的回答吧。
       
          人终究是要向前看的。  

时
间
尘
封
的
记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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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背后
影片最大的特色是运用三种不同画幅，带来对三个时代最直观的不同感受。且形成一个

总体回环的形式，与叙述的发展相契合。从叙事视点来看，故事并没有由一个人从头讲到尾，
而是通过一个又一个媒介将我们带入故事之中。影片开头是由一个女孩带着一本布达佩斯大
饭店的书在纪念碑旁看，然后进入第二个视角，老作家叙述作家怎么得到故事，接着转到以
六十年代青年作家视角讲述与老穆斯塔夫相遇，再就是以零的视角讲述他在布达佩斯大饭店
的故事，影片的结尾也以女孩看完并合上书时结束。同时采用章回式的转场，加以画幅的变化，
这样的处理，使得观影者能清晰的理解剧情，且有一个完整的观影体验，好像真的如女孩一
般看完了这个“荒诞得忠于自我，却又真实得令人信服的故事”。

另一点便是影片的色彩运用，每一个镜头都如油画一般，有的和谐，有的冲击感十足，
且运用时均有特定的目的。首先影片开端就是小女孩在一片白雪皑皑的雪地上，背景纯粹，
此时突出肃穆的氛围，六十年代的饭店色彩黯淡，这与三十年代的以强烈的红色为主色的暖
色调形成强烈对比，凸显不同时期布达佩斯大饭店的境遇，而三十年代时有一段零和阿加莎
掉入蛋糕车时，马卡龙色系的粉色和蓝色达到了极致的和谐，虽然当时的剧情紧张，但那个
瞬间会顿时让人的心融化，又利用光影明暗的强烈对比表现追逐，追杀等场景，让人随着剧
情紧张起来。

除了色彩，还有构图的和谐。整部影片所有瞬间的构图都让人处于一种十分舒服的状态，
黄金分割比例，所有的远景都是绝对对称，处女座表示看处女座导演的影片十分享受。

就剧情而言，看完之后整体感受是震撼。在详略的处理上，导演更加突出追击的紧张感，
而对于结果的处理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所有的死亡瞬间，只有一秒的停留，就在这一秒
的交代时间中，一个生命就逝去了。这对心灵的冲击感是前所未有的。影片创造的世界真实
残酷却又令人发笑。在战争时期，任何生命的消逝都不足为道，但总会有人去用最微不足道
的举动去反抗。就像古斯塔夫先生，他在影片开端的形象文质彬彬，随时保持优雅，在面对
严酷的战争暴行时，他极力维持着自己优雅的人格和他想象的世界，哪怕是以一种毁灭的方
式。正如他所说的，“在野蛮的屠宰场上，还是有些文明的微光存在，就是人性。”

影片结尾处作家问穆斯塔夫：“保留布达佩斯大饭店是对古斯塔夫的纪念和感怀吗？”
他回答道：“我并不是为了古斯塔夫，而是为了纪念阿加莎。”这就是这部影片最后给人留
下的思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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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ly, I have learned some new articles. In these new articles，“A Rose For Emily” and “ 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 attracted me most. The first article talks about a man while the other talks about a woman. Although characters are 
different, both of the stories make close  connections between reality and illusion.

 
The story of “A Rose for Emily”，began with the death of Ms. Emily. After her death, the people in the town came and 

mourned the death of Emily. As we can see, Emily was the descendent of the old noble Grierson family. After her father’s 
death, Emily, as a little young girl, was disappointed. Luckily, the mayor pretended that her father had loaned amount of 
money and freed her from all the taxes. However, when the new mayor came, he asked Emily for the taxes again, but was all 
refused. Miss Emily had once fell in love with a Yankee Homer Barron who liked freedom and didn’t want to settle down. 
For her own selfish desire，she bought some poison and killed him, in order to made him company with her until she was 
dead. Emily was alive in her father’s world, and never came out. She liked being controlled by her father, for she couldn’t 
face the death of her father. She loved her father, so she killed Homer Barron and let him company with her forever. All of 
the behavior was supported by her illusion. Before the arrival of Homer Barron，she pretended that her father was alive. 
He appeared, she paid her attention to him, imagining a world where there was a man still accompanying her.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the reason why the boundary between reality and illusion blurred for Emily is that she was so fragile that she 
cannot accept the death of her father and create an imagining world to make herself feel safe.  

 And another story of the man called Walter Mitty who is quite like Ms. Emily. Walter Mitty is an ordinary person living 
in his real world. However, as  an ordinary person in the story, he was fond of imagining himself as different identities. At 
first, he began to imagine that he were a military hero when he was driving the car on the road. Then his second imaginative 
identity was a famous expert, saving his VIP’s life. For the third time, he were a defendant in the courtroom. When he hears 
a newsboy shouting about a trial.And then as he was waiting for his wife’s haircut, he imagined himself as a British pilot who 
was willing to sacrifice himself for his country. In the end, during the time of waiting for his wife to buy things in a drugstore, 
he was thought to be a bold and brave man who was going to be shot by a firing squad with his imaginary vanity.For 
Walter Mitty, he was a man bored with the reality and attracted by his illusion. Though he lived in the reality, he couldn’t 
concentrate on the things in the face of him. Every image can reflect something else. He wanted to be a military hero because 
he hoped everything could be controlled by him. As his second identity, he desired to get the authority and some special 
knowledge. For the imaginary on the third time, his thought was filled with killing and dangerous things. And on the forth 
time, he was desire to have a romantic death as a dandified captain for his country. The final image was mysterious, and he 
was thought to be inscrutable and undefeated because of a utter delusion. In my opinion, the reasons why the boundary 
between reality and illusion blurred for Mitty was that he was disappointed with the reality and he cannot accept the real 
world so that he created a world full of illusion.
     
Both of the two people are disappointed with the real world they are living in. In order to free their mind, they do the same 
thing that they both decide to live in the world created by themselves and give up the real world. To be honest, they are too 
poor and their souls are too lonely. If there could be someone to help them, they may not be trapped in the illusions.

文艺 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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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把握一个女人，最简单的方法无外乎两种：给她年轻时所向往的一切，亦或是满足她现在

可望而不可即的。

在电影《廊桥遗梦》中，女主人公弗朗西斯卡和自己的丈夫、两个孩子住在郊外的小木屋里，
家的附近还有一个农场。弗朗西斯卡像一般的家庭主妇一样为日常琐事而忙里忙外，过着平淡毫无
激情的生活。有一天，丈夫和两个孩子去集市并且过上四天，卡洛琳便迎来了自己独自一人享受的
时间。就在这时，一辆旧车从远方开来，停在了弗朗西斯卡面前。这个人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摄
影师，他名叫罗伯特 ・ 金凯。这个男人为弗朗西斯卡带来了她丈夫不能给她带来的一切——激情与
浪漫。这让弗朗西斯卡内心又一次充满了少女情怀。于是，两人在无人打扰的情况下，开始了一段
浪漫的恋爱之旅。可惜的是，弗朗西斯卡介于内心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以及对丈夫和孩子的爱，最终
拒绝了罗伯特 ・ 金凯的邀请，回到了小木屋，继续平淡的乡村生活。故事采用了倒叙的手法，这一
切都在弗朗西斯卡死后揭晓。当卡洛琳和迈克一起翻开妈妈的旧物时，他们发现了被隐藏的这一切。
被妈妈所感动，面对家庭纠纷困扰的卡洛琳和迈克决定重新审视各自的婚姻，开始各自新的生活。

纵观全剧，让我最为之一振的人物，毫无疑问是女主人公弗朗西斯卡。人类本性中的恶与善都
完美地展现在她这个人物身上。所谓恶，即长期为家庭操劳过度，想要逃离这种无趣的婚后生活的
邪恶念头。所谓善，即强烈遏制自己的欲望，要求自己对家庭负责的道德意识。也许弗朗西斯卡目
前的婚姻生活是快乐的，但她是不幸福的，因为她内心的欲望没有被满足。突如其来的摄影师给她
带来了其好丈夫不能给她的幸福：世界各地的异国风情、恋爱的新鲜感等等。这不正是她年轻时所
向往的，也是她那时所可望而不可即的吗？这些都让她再一次体会到了身为少女的喜悦和美好。最终，
在道德意识的制约下，她内心的那份善良战胜了邪恶。她成功地将这个自认为不光彩却又不后悔的
事情隐瞒到自己的孩子长大。但真相总会大白，事实也总会水落石出。弗朗西斯卡始终难以把这件
事情带入棺材里，于是她还是以信的形式坦白了多年来埋藏在她心里的这一切。孩子们看了母亲的
所作所为后，也不责怪她，反而为自己的母亲感到骄傲。就是这样一个鲜活的人物，让我为之一振。

 爱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女性，不管是女孩也好，女人也好，不受
年龄的制约，这个群体的内心永远有对爱情的向往。她们一直都在渴望轰轰烈烈的爱情，这种爱情
只会给她们带来激情和快乐。然而，现实往往不尽人意。爱情，有时候像一颗毒苹果。剧中的弗朗
西斯卡在面对“毒苹果”的诱惑时，她毅然选择了婚姻。其实她完全可以选择逃避现实，但是她被
满满责任感所充斥。她不愿看到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因此而遭受被人唾骂的下场。同时，她也明白即
便自己称心如意，在享受这份甜蜜的“爱情”时，也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所以她作出了最明智
的选择——留在那里，守住婚姻。婚姻不等同于爱情，幸运的人儿可以在收获婚姻的同时享受爱情。
像女主人公弗朗西斯卡一样，婚后的女人往往会放弃爱情，而更倾向于家庭。

 诚然，最理想的事就是爱情与婚姻的双收。可是又有多少人能真的达到这种理想的状态？或许，
婚姻在人们面前呈现出来的更多是责任。岁月无情，光阴婆娑，平日里的操劳在她们的脸上留下岁
月的痕迹。忙忙碌碌一辈子，当她们蓦然回首时，或许只会说一句话：“为了你们，我愿意放弃自己。”

为
了
你
们
，
我
愿
意
放
弃
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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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典型的凶杀故事，没有黑色幽默的尖锐，当然故事背景也绝非是轻快愉悦，
而是显示出一种灰色模糊之中隐晦的光芒。

故事的开头，很容易让人以为这是一个黑白分明的故事，痛苦绝望的母亲，伤心破碎的
家庭，无所作为的警长，树立的三块广告牌宣告着向罪恶的宣战，一场正义与非正义的对决
和悬疑大片即将开始？非也。

编剧的高明之处，影片的深刻之点以及让这种灰色基调中多了一抹亮色的原因就在于——
人性。

115 分钟的电影，看似平淡的情节却塑造出若干形象饱满的角色，对人物形象极强的表现
力正是此片的一大亮点。角色的成功塑造当然离不开演员们高超的演技，从主角到配角：奥
斯卡影后 Frances McDormand，扮演警长的 Woody Harrelson，《权力的游戏》中的“小恶魔”Peter 
Dinklage，凭本片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 Sam Rockwell……每个演员的演技都可圈可
点，为我们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同时，编剧对人物形象的表现也是角色塑造成功原
因之一。

或许本来以为广告牌中“HOW COME CHIEF WILLOUGBY"（”怎么回事威洛比警长“）
直指的威洛比警长贪污无能，欺压百姓，后来却发现他一直和蔼可亲。在癌症晚期的生命尽
头仍为案子尽心竭力，自杀之前还帮女主付了一个月广告牌的钱，是一个开枪自杀前还要在
头上套上写着”不要摘下头套，打给警察“的老好人；

再接下来，可能以为女主角 Mildred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女人，不停地用愤怒伤害别人。
但又发现，她曾经在不幸的婚姻中遭受家暴，面对丧女之痛，在众人包括亲生儿子的不理解
之下坚持寻找正义，她也会温柔地帮翻倒的甲虫翻身，在和幼鹿聊天时想到女儿而大哭，炸
警察局之前事先拨打电话确认没人才投掷燃烧瓶，是一个坚强又善良的母亲；

又或许曾把 Welby 从二楼扔出窗外的 Dixon 视作无能的白痴警官，但你在警长的信中发
现他在父亲去世后不得不照料母亲和一切而内心怀仇恨，你看到在被警长的信感化后他从被
Mildred 纵火点燃的警察局满身是火逃出来仍不忘把 Mildred 被奸杀的女儿安吉拉的卷宗救出
来，不惜冒着被揍一顿的风险去取得疑似嫌疑人的 DNA，他原来是一个正直善良的“深柜”
警探；

如果故事是从母亲 Mildred 的视角出发，也许这就是一个复仇女神的故事，然而编剧的巧
妙之处正在于他选取了“上帝视角”。把对人物评判的权力交给了观众，正是这样的手法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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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生动。 

我们会发现，对错并非如此简单，受害者在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施害者，施害者在别的方面可能也是受害者。
好人？坏人？仅凭一己之见对人下的定义真的就真实可信吗？在不知道所有真相之前，我们又真的能够高高在
上的去评价谁吗？不同的人物去掉一个个长长的修饰定语，留下的最本质的都只是人。故事的灰暗和温柔，也
全都来自于这一个出发点——人性。

从人性出发，返回人性，这部电影就是这样一场人性之旅。

也许我们需要的其实只是爱。

电影中最让我受到触动的一个镜头，是女主角 Mildred 将一个翻过去的甲虫轻轻扶起来。电影的开放式结
尾其实处理得非常温柔，在全片中一直苦瓜脸的 Mildred 最后也露出了一次笑容，看起来是不是也有点像开了
上帝视角的编剧把 Mildred 轻轻扶起来了呢？

看完电影，自然不是轻松爆笑，但也不会是绝望的痛哭，累积在心中的几分，大概就是人性的味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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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美丽心灵》讲述了约翰・纳什传奇的一生，也让我们看到了伟大背后的真实。故事
从纳什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开始讲起，他的同学们都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而他却面临着失业的
危机，在好友查尔斯的帮助下，他摆正心态，发现了博弈论的原始理论，从而进入惠勒实验室。
但天才与疯子往往只有一步之遥，那份对于自己的偏执也同样带给纳什一生的痛苦 --- 他患了
精神分裂症。当老师期间，他邂逅了美丽的艾丽西亚，并与她结婚。但他的精神分裂也愈发的
严重，最后终于爆发，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进行治疗。之后他病情反复，但在艾丽西亚的帮助下，
他学着去与自己脑海中的幻想和平相处。影片最后定格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与妻子艾丽西亚
一起离开，他的幻想默默地跟随在他们身后的瞬间。
         纳什是博弈论的创始人，他在博弈论的研究上做了出巨大的成就；他这一生也都在与病魔
缠斗，与自己博弈。
        在影片中，纳什共有三个幻想出来的对象：“浪子室友”查尔斯・赫曼，“Big Boss”威廉・帕
彻和小女孩。这三个对象也分别是纳什心中对于友情，事业和家庭渴望的化身。他对自己有着
近乎极端的偏执，他希望做出成绩，受到别人的肯定，但大学的平淡生活让他觉得自己失败而
无用，所以在脑海里创造了另外的人物来弥补他自我心中的缺失。
       浪荡室友查尔斯，是纳什的挚友，他给了纳什从未有过的友情。现实中，纳什在普林斯顿大
学并不受欢迎。他孤僻，高傲，不善言辞。正如他的小学老师所说，他有两个脑袋，却只有半颗心，
那缺少的半颗心使他没办法融入正常的大学生活。纳什的内心是渴望的，向往的，但同时他也
是自卑的，他觉得人们并不喜欢他，所以他选择不断地去逃避。在英才济济的普林斯顿大学，
他并未取得什么成绩，这也给了他巨大的压力。与汉森的一次对弈，纳什落败。他输了成绩，
输了棋局，以为自己输了整个人生。在学校学业与社交的双重压力下，查尔斯出现了。他的浪
子室友，满足了他对于现实的逃避。他会温柔地说“你是一个既幽默又风趣的人”，他会在初
见就跳上他的桌头，与他嬉笑，他会在他爱上艾丽西亚时为他出谋划策，他会叫他一起喝酒，
派遣心中的苦闷。
          纳什的第二个幻想人物是“big boss”威廉・帕彻。五年后，纳什已经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老师，
也是惠勒研究室的领导人，有时还会为五角大楼工作。在普通人眼里，走到这里已经很不容易，
但对于纳什来说，这样的 " 普通 " 生活并不能使他满足，他需要更大的成就和荣誉。他不甘于
自己的平凡，可是还有什么能让他不再平凡？在当时的美国，应用是数学的目的，还有什么能
够比为成为国家的英雄还要振奋人心呢？于是纳什幻想了一场惊天的阴谋，把自己沉溺其中。
在他的幻想中，他要用自己的数学天赋去破解苏联的暗号，事发之后，他被苏联的间谍监视，
跟踪，威胁。威廉・帕彻给了他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报负。纳什把自己淹没在杂志中，一遍又一
遍地看着那些字母，试图去找到其中的规律，他把杂志贴满整面墙，每天战战兢兢，觉得被苏
联间谍监视，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终于，他，病发了。
        他的最后一个幻想是小女孩，小女孩是他心里对亲情，温暖的渴望。她是查尔斯的侄女，
可爱又温柔。在幻想中，他会一脸宠溺地抱着她，和她玩耍，但在现实中，他却连照顾自己的
儿子都不会，只能僵硬地抱着他不知所措，甚至差点将自己的儿子溺死在浴缸里。他不懂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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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善意传达给身边的人，只能在自己的幻想中不断地试错又重来。
这些都是纳什心中另外的自我，在他的幻想里，他有挚友，有温暖，有荣誉，所以当罗森医生告诉他事实的时候，
他并不接受。他所赖以生存的世界崩塌了，他无法接受现实的一切。精神病院的电击治疗给纳什的身心留下巨
大的创伤，出院后用作精神治疗的药物也使纳什无法专注于数学研究。纳什的事业被迫停止，他必须停下来面
对自己，战胜自己。
       艾丽西亚是纳什生命的光，她的爱与牺牲是纳什能够战胜自己的力量源泉。在神秘的爱情的方程式中，他
才能找到逻辑和缘由。他不愿再看到周围的人再受伤害，他还要实现他的抱负，继续再进行数学研究，他只能
用自己的理性去与自己的幻想战斗。

ision | 乐读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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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赤子心，悠悠华夏魂

八连五排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徐珊珊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数百年前，在中华民族为难坎坷时期，梁启
超先生犀利地指出我中华一时受欺凌的症结：是缺少敢为天下先的青年人。而今，我们步入新时代：两个一百
年目标触手可及，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召唤前方，华夏崛起，青年为先。

溯古，青年一代从来就是中华民族之魂，揭竿而起，奋勇反抗的项羽孤胆义勇，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至近
代公车上书，青年人时刻以家事国事为一体，以强国盛民为目标，用行动、热血与生命来诠释“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义与使命，来拓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内涵。将
国家命运与自身小我紧密相连，“舍小我为大我”从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青年人敢为天下先的宣言与行动。

忆今，青年一代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应明确肩上责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我们作为新
时代的接班人应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脚踏实地，仰望星空，志存高远，
不懈奋斗。

“红日初开，其道大光。”而今，我们是站在时代潮头的当代中国青年，虽然不用像以前一样为祖国抛头颅
洒热血那样总是在战场上与敌人战斗，但在信息时代快速发展的今天，保家卫国、富国利民需要更全面充分的
准备积累。航天领域、量子通信、高铁等一个个跨时代的新变革无不昭示着中国当今发展的多元化与全面性，
而这也不可避免地决定了人才供应的充足性与专业素质的扎实性，而这正是我们中国青年目标所在、眼光所汇
之处。审瞬息万变之发展世界，引领中国伟大复兴中国梦。

飒爽英姿，敢为人先，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保家保国鸿鸪志，廿年数载艰辛尝。正如电影《红海行动》中
女兵原型，方是当代中国青年人缩影宋玺，能文能武，以高智慧水准与高水平体魄，展示出青年人对祖国的热
爱与守护，其蓬勃朝气如东开旭日，喷薄而出青春的活力。要学，就要学得好，她十年磨一剑，成功考入北京
大学全国高等学府；要唱，就要唱得漂亮，在声乐指挥上，她成功拿下世界冠军；要当，就要当最优秀的兵，
于是她在最磨练人的地方中国海军陆战队中加强训练，最终成功入选为亚丁湾护航队员。正如她所言：奋斗出
来的人生才是最精彩而美丽的。的确，作为青年一代的我们，不崇尚蛮横武力，但会在非常时刻，以正当形势
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与荣誉。

#说说你与军训的故事#



2018.11  ING  | 47   

ander| 漫游W
习近平总书记言：“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我们青年人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筑路者、追梦人，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而今，在这砥砺奋进
的关键时刻，我们有志青年应该怀着“得其大者可乘其小”的宏愿，将人生的“小我”理想融入到国家复兴之
业中，不负芳华，无问西东，以青春之我建设青春之国家。以自己一涓一滴之开拓进取为祖国之发展添砖加瓦，
以一拳一步之砥砺前行为祖国之腾飞助力远航。“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坟，以就万仞之深”，在“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之蓬勃发展时期，与同学切磋，与书籍相伴，心无旁骛，求知问学，养成自觉的道德认知，行动积
极的道德实践。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每一个不曾奋斗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亵渎。朝气蓬勃的中国
青年啊，让我们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指点江山，挥斥方遒”！

青春理想 时代新声

八连五排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周邓锦玥

百年前的一代改革大家梁启超先生曾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如今，百年已逝，中国青年，仍是社会的焦点，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是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言：“世
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青年于时代中抉择命运，如何于理想中实现自我？这是每个
屹立于新时代的人都应思考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青年人的讲话中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昔有少年宗悫，谈及理想时，
他说：“当乘长风，破万里浪。”而当今的青年人，应“慕宗悫指长风”，树立“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济沧海”的理想，于时代激流中争做“弄潮儿”。

万事开头难。一切伟大的理想都始于一个“敢”字，北宋儒家学者张载曾说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雄心壮志，“敢”使他终成一代大儒。而我们新时代的青年人“做梦”
时，也都离不开“敢”字。“听从你心，无问西东”，电影《无问西东》中刻画了一位位投身于学、于国、于
社会的清华学子，不喜理科却天赋于文的才子最终敢于面对那个热爱文字的自己；天资聪颖的小伙儿，在国灾
族难之际，敢于担起救助孤儿、为国捐躯的使命；成绩优异的金领不顾旁人的猜忌，敢于去领养三个刚出世的
女孩儿，为慈善事业出力。“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敢于有梦”，让人们迈出第一步，去完
成回报自我、国家与社会的梦想。

“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湍急的河流。”理想之路上，往往要遇到挫折与磨难。“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
挫愈奋，愈挫愈勇。”面对已有的理想，要“勇”于坚持，勇敢地克服困难。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中，穷困
潦倒的父亲，为养活自己的家庭，重拾自己的天赋，志于成为股票投资人。在六个月的培训中，他经历了许多
打击，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妻子的抛弃、流落公共厕所等凄凉苦难。但他并未被困难吓跑，而是利用好每一
分可用于学习的时间，钻研书本，最终通过审核，成为著名的股票投资人。

“天道酬勤”，“勤”亦是我们圆梦路上不可或缺的品质。无论是一个自己定的小目标，还是紧系国计民生
的宏图伟愿，都离不开一点一滴的积累与勤奋。《宋史》记载，“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宋初名相赵普，“手
不释卷”，勤于学习，勤于政务，勤于反思，为宋朝天下的一统与治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我们的伟大
领袖毛泽东，亦是一位勤奋刻苦，将“终身学习观”践行到实处的优秀领导。年轻时他热爱文学，善于作文，
在领导人们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过程中通读二十四史，笔耕不辍，以史为鉴，反思自我，最终成立新中国，
实现了时代理想。

不仅要树立理想，当代青年人更应将理想与时代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说：“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
青年人应脚踏实地，“节物风光不相待，沧海桑田须臾改”，跟紧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大学》中有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人将“平天下”看作君子之责任。“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但如今的我们，应更进一步，就算是“穷”，走投无路，也应心怀国家。唐朝“诗圣”杜甫
便是这样一位“穷亦兼济天下”的忧国忧民的君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刻画出当时官僚的混用奢
侈和基层的穷困潦倒。他的一生，便是在乱世中救国救民的一生，他的理想紧系时代。

“东风得势，时代更新，趁此时机，奋勇前进。”关心时事，对乱世心怀怜悯，对盛世心怀感恩。我们生活
在一个太平的国家，但并不代表世界上其他人都活得潇洒自如、和平安逸。我国大学生都参与的军训，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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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接汇昨日与未来、和平与危急的关键纽带。“居安思危”永远是和平年代应该铭记的古训，军训磨

炼着当代大学生的体魄、气节与精神，让他们学会不再在和平粉饰的危机面前冷眼相待，不再在权利装点的物
欲面前选择沉默，不再在劫难饥荒与颠沛流离依然存在的时代中独享快乐。军训，是体味人生百态的必修课。

“为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我们已步入新时代，进入 2018 年，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之邦，
正如一颗新星一般冉冉升起，崛起于世界之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祖国的政策无时无刻不在顺应全球
变化浪潮，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政策、理念，为国际社会色和谐稳定、世界人民的友好团结出了一份
力，而我们祖国新一代的青年人，亦要了解国家战略、政策走向，结合自身实际、树立远大理想。

“家国情怀，世界眼光”，已为国家未来栋梁的青年人，其身姿英勇飒爽，其精神皎洁无瑕，其理想熠熠
生辉。“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为国坚守，为新时代担当，树立远大理想！

“天戴其苍，地覆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
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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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记·大千世界

“你累积了许多飞行
 
你用心挑选纪念品
 
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
 
你拥抱热情的岛屿
 
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
 
你流连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

 
——《旅行的意义》

图|

袁
思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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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 | 孰予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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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我贴着玻璃，不为告别，
只为念着凌晨三点，我的国。
    那一天，我一连吃了五顿，不为果
腹，只为追着晨线，抵达日不落的彼
岸。
    那一月，我们截十一路大巴二十余
次，不为赶车，只为雷打不动早晨九
点，我们的华威！

     剑桥水，牛津雨，巴斯泉，伦敦眼，
湖区烟华，科茨沃尔德云，凯尼尔
沃思城堡与茶，斯特拉特福德原木
与灰泥，合英伦奇观，绘吾斋壁。
    大英展，画廊画，王尔德箴言，华
兹华斯诗，伍尔夫意识流，道尔笔
下探案，莎翁沙鸥与海涛相遇，简
奥斯丁永不褪色印记，收古今绝艺，
置我山窗。

“阿联酋航班为您服务”，
这句话从单调的广播中立收了回去，
降落的飞机重回万里高空，
北京，滚滚热浪退却，
迪拜，水瀑布逆流而上，
伯明翰，免税店流连忘返，
英国的天，还没黑。
译心的眼泪憋回了眼眶，心心念念地给 David 发邮件，
破碎的节操逐渐拼合完整，
“What ！ Where are my glasses?”
翠玉师姐一声吼哑然失声，还没石破天惊。
箱子里收好的行李自动归位，
锅里煎着鸡蛋滋滋作响，
我们还是康河柔波里的水草，
荡一池溶溶曳曳的梦，
梦遗牛津，
未醒，逆流而上，
辩论的剑拔弩张松弛，火信从未点燃，
未酣，寻本溯源，
莎翁故居里影影绰绰，云飞雾扰不减其辉，
入梦，
“阿联酋航班为您服务”
一切，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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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都以為
阿威羅海岸邊的房子 是彩色的
陽光
彷彿永遠也照不進
它的背面

                                      圖文 | 岑鵑如

“whenever, I am here.”

                                       圖文 |　岑鵑如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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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的阳光颇有点有悖兵法的感觉，它并不以正合，以奇胜，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用
堂堂正正的炎热压的你喘不过气来。就在这样的阳光里，我们吃过饭，乘了车，从新泽西
往曼哈顿开拔。

早餐时有些许的不快，国人的拖沓暴露无遗。但无论如何，旅途毕竟是我的旅途，心
情也总归是我的心情，如何能让别人影响了去？

但这都算是闲话了。纽约的人口，从地理学角度来讲，尚不完全算是超大城市。这对
拥有着十余超大城市的中国来讲，似乎有些不够看。但一处锦绣的震撼须得置身于此才能
完全领略，曼哈顿这岛屿的精干，能使一切的旅客合不拢嘴。当你驻足于街区的拐角，踽
踽于参天的大楼之间时， 你会生出一种迷惘，仿佛即将迷失在这花花世界里。事实也是如
此——有多少年轻的人们，在这里蹉跎了一生呢？

我们的第一站就在那钢筋水泥的丛林之间——联合国。这里一切的一切都与想象中等
同——门口飘扬的一百九十三面旗帜，那枪口打结的著名雕塑，还有中国回归时使用的那
神圣的会议厅。同行的人欣然前去同遇见的小女孩说话，我也乐得看见这一切——这便是
联合国的宗旨，让这世间不论黑人白人，人人平等。

一趟行程之后，人们纷纷在联合国的纪念商店中采购。我不能免俗，也买了些许东西，
因为我感激联合国所努力的一切。我购置了一面旗帜。我想，这除了是个纪念，总归也是
一面明镜，反射出这世间还有多少人还在水深火热间挣扎，让我不得不胸怀天下。



一趟行程之后，人们纷纷在联合国的纪念商店中采购。我不能免俗，也买了些许东西，因为我感激联合
国所努力的一切。我购置了一面旗帜。我想，这除了是个纪念，总归也是一面明镜，反射出这世间还有多少人
还在水深火热间挣扎，让我不得不胸怀天下。

之后的一站是渡轮。船上很是颠簸，但若是渐渐习惯，却也有长风破浪的快意。自由女神的塑像，也便
是此时摄得。美丽的景色自有一种震撼，总能够洗涤你的心灵 : 倘使眼界拓宽，心胸总也是随之开阔的。此时，
看着那波光粼粼，头顶的阳光即使毒辣至极，却也再唤不起心中的燥热。

曼哈顿的建筑大都是摩天大楼，运用着大量的落地窗。这样的效果，配合着一旁的苍蓝碧翠，正是自然
同人文的完美结合。这样看着，这座伟大的都市似乎离你很近，又虚幻无比。

我喜欢在下面仰望这里的大厦，它会提醒你人类那无比的智慧，和你自身的渺小。一个人，在这现代都
市的洪流中，只有谨记你的根——你来自何方，是个怎样的人，才能够足下生根，坚守航道。

会有这样的感慨，大约源于这里的环境。这里有五湖四海的人们，也就有全球各地的文化，形形色色的
人们会给你不一样的冲击。在三一教堂时，我无意间发现了有人篡改主传播福音的卡片，而又被改了回去；在
百老汇门前时，我见到的是只穿一条内裤的、满口粗鄙之语，充斥着美式幽默街头艺人，见到的是街头沉浸在
自己世界中的流浪吉他手，见到的是充满魅惑向人推送传单的女郎；在渡轮上，我见到的是四处找人联系中文
的美国小伙，还有同我以美国方式问了好的潮流青年。这样的经验，也真的就是我所来的目的啊。

但我没有忘了自己的根——不，当你看到大都会博物馆中那形形色色的中国展品时，你是忘不掉的。
祝福这个城市！我想，我还会回来的，但一个成功人的脚步，绝不该止于此。

图 |赵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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