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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都创造未来，我们创造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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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一会
往返生活裡，

哲思偶爾生。

時空多變幻，

往返盡包容。

智慧常來去，

常識往返明。

悠然成歲月，

往返總關情。

　　　　　　　　　　　 ——宫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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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
军训
@16统计 方惟予

    军训是一个“治疗”刁

钻矫情脾性的契机：硌人

的硬板床成了孕育香甜梦

乡的安稳睡所，原料重复

的菜品成了在训练场上挥

汗如雨时的心之所向，甜

腻的绿豆冰沙亦成了烈日

炎炎的午后最大的味蕾慰

藉……

　　或许皆因电子产品的

缺席，严格掐表计时的生

活实则并不忙碌，甚至比

往日更多了几分闲情惬意。

漫空星野、瑰丽霞光、嶙峋

黛峰、云卷云舒，无声无息

地挟着浪漫与诗意游入脑

海，为刚硬如铁的军训生

活增添了弥足珍贵的一抹

柔软。

　　尚忆那个全班一起静

静凝望飞机穿梭于云层的

晴朗下午，真美，真好。

1@宋子雯 

  军训十四天，酸甜苦辣咸，军姿正步军
体拳，拔河比赛合唱团，拉练打靶体验
馆，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意义非凡。

2@刘明鑫

  削掉各自的棱角，我们学会在单一的
服从里交融，然后惊奇地发现，原来
炽热的感动就隐藏在那些疲惫和辛酸
的背后。

3@张林峰

  军训，感觉坚持也是幸福啊！去过怀柔
才知道良乡有多美好。教官很帅很幽
默。“有红旗就扛，有第一就争”的团训
让我受益匪浅，人不拼搏枉少年啊！军
训真很美好。

新生发言丨 Freshmen

1 要做让自己开心的事。——黎思琦



4@李梦菲

  每天早上起床掰着手指数日子，每
天中午皱着眉头抢肉吃，每天晚
上裹着厚衣服练拳……那些或欢
乐、或痛苦的时刻，就这么飞快地
过去，只留下一片颇具魅力、朦朦
胧胧的阳光岁月。训练场边的柳树
们、站过岗的楼梯间、小卖部的石
台阶……我还记得你们，你们也要
记得我呀。

5@钟丽君

  有一种友谊叫同患难，有一种勇敢
叫敢尝试，有一种记忆叫军训，纪
念青春，纪念军训！

七律 军训
燕都学院  王娅晴

燕栖湖畔秋高爽，

首师学子尽武装。

赤日炎炎烤肌肤，

热浪滚滚灼衣裳。

军歌嘹亮震沙场，

血气方刚挺胸膛。

不经磨砺非骄子，

军旅苦练塑栋梁。 

   

问君军训有何感，道是无情却有

情！军训无情：任凭你脚跟巨痛也

须纹丝不动地站军姿，哪怕你曾弱

柳扶风也要刚劲有力地踢正步；军

训有情：热火朝天的拉歌赛让我们

激情满怀，庄严整齐的大阅兵让我

们心潮澎湃。军训，这一场青春征

程中的别样风景！

军训
大学第一课，
宝贵的时光。

新生发言丨 Freshmen

2Knowing yourself is the begining of all wisdom.——于水擎



特别企划丨 Special Layout

境内外访学活动是燕都学院的一大特色，

从境内到境外，

从长江以北到长江以南，

从京至沪粤鄂渝，

燕都人的行迹将会走遍全国，

走遍全世界。

燕都创造未来，我们创造燕都。

燕都 • 行走：

万水千山走遍

3 愿你有梦为马，随处可栖。——郑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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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都六月初季夏
燕都踏进此山城 庆重

@王乙斐：
最后，还是要感谢燕都学院为我们提供的这次访
学机会，让我有机会去感受一个城市的凡和华，去
接触更多的处于同一学术位置的更优秀的同学，
体验其他高校的课堂。就像白落梅所说：“世间所
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感谢，所有的相遇。

@过婕：
这次重大之行也让我感受到，博雅学院与燕都学
院相同，强调精英教育，但这不是特权，而意味着
更多的阅读、思考与责任。我们都拥有比学校其他
学生更加优越的学习资源和学习环境，这不应该
单纯地成为我们引以为傲的资本，而应当促使我
们付出得更多、成长得更多、收获得更多。这才是
学校设立荣誉学院的真正初衷。愿与大家共勉！

4朕非善文者，望众卿勿将作文托与朕。——钟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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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 见闻

江南佳丽地，
金陵帝王州。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

南京，既有六朝古都的底
蕴，又有秦淮两岸的脂

粉，更有近代惨痛历史的刻
骨铭心。

仙林校区的教学建筑

大都线条硬朗棱角

分明，体现出书香浓郁的学

术气息。 我认为衡量一个大学水

平的最重要的因素之

一就是图书馆。

这里绿植萦绕、古朴静

穆，树木参天，古色

古香，历史文化气息浓厚。 

五六月交替的夏日时节，燕都学院2015级理科班的

17名同学，在学院老师的带领下，赴南京大学进行

为期一周的短期访学。访学归来，有一些见闻和感

悟愿与大家分享。

五月梅雨至，
燕都遇金陵。
quaspic tecusam et quatus eicabores

特别企划丨 Special Layout

5 “看似寻常最奇崛 ,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肖梦然



悉尼行
燕都学院2015级访学之旅

行走
2016年的暑假，

我们踏上了异国的土地，
开始了一场难忘的旅程。

悉尼 学习

作为燕都人，
行走，成为了使命。

拥有远大的理想，
也拥有宽广的心胸。

在这里，所有的车都会耐

心地等待行人先过，哪

怕只是擦肩而过的路人，在眼

神交错的瞬间，也会微微点头

一笑。（by.王乙斐）

我想出国去访学的意

义，并不是学习知

识，而是去了解其他国家大

学生学习生活的状态与方式。

（by.王岑）

教授们在不同领域都能发表有价值的见解，并且他们课后

能让同学们提课程知识外的问题，这反映出他们除了专业领域

的知识，也重视其他领域的知识，均衡发展。这也是我们需要学

习的地方，把自己也培养成一个不局限于自己专业知识的人。

——刘昆兰

中国的学生与外国的学生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当一位讲师

提出一个问题时，外国学生会争先恐后地举手回答，不论他们

答得正确与否都不肯放过表现的机会，而中国学生则会思考良

久，等确定答案无误后才会回答，甚至有时就算知道了答案也

不会举手回答。首先我们在这里明确一点：中国学生不回答问题

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思考，而外国学生积极回答问题也同样不代

表他们思考得有多么深入，但是就我自己而言，我还是觉得积

极参与课堂交流这种学习方式更好，自己独自思考固然是需要

的，但是仅仅局限于一人的思考就会显得非常狭隘。

——杜颖

特别企划丨 Special Layout

6喜欢就要爱，所以我爱你们所有人呀！——戴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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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士为信仰死，女为己容。——齐美华



.          但无
清晨时分不愿醒的草木

是昨夜人散后偷醉世间一壶

酿过了百年的苦

向隅而哭

不成欢而将别而哭

长歌以后一哭

不是言及旧事多孤独

是最不可惜

原来心思种种都辜负

“笑你当年留不住”

尘土归尘土

“我亦只有一个一生啊

不能慷慨赠予不爱的人”

而今漂泊江渚

五六年来多阔步

笑里忘读诗书

羁旅人间曾入梦

问及尚有心事否？

曰无。

都了了。

报以            .
你报以生长一束玫瑰的荒漠

给不知行往何处的孤独

你报以不胆怯的独白

某一天的清晨

阴雨天和自然醒的热爱

一盏热茶兑酒

风流处如你眉眼清秀

一颦一笑的一醉方休

醉也不休从来难休

直至死方休

你报以冷眼旁观的坚硬的沉默

给不肯演出也不谢幕的生活

你报以冰凉的梦境

仓皇的冷清

尚可和解的侥幸

心思太难解无人猜到

遗憾和所有的可能争吵

不愿挣扎又从不需要

得吹一个多大的牛逼

才能足够多

才能对得起人世间的少

悲莫悲兮荒唐

谈一番梦想后睡去

看一幕别人入戏

如刀兵相见白首重逢

黄梁一梦看不破

最精彩不过人间事

问苍天此生该快意否

说笑间却挥手了了恩仇

最惬意不过人世风光

开怀前先把悲字饮过

悲莫悲兮最荒唐

愿你有充分的忍耐去担当，有充分单纯的心去信仰。——魏叶芊

诗

四酒

为天亮之前所有不肯黯淡的星星敬一杯酒

为梦醒之前一切不愿回头的别扭敬一杯酒

为沉睡之前全部不欲人知的心事敬一杯酒

为向隅而泣者、

辗转难眠者、

忧患实多者，

洒一杯酒。

举凡四杯酒，祝尔万寿春。

生来无所苦，人间两踌躇。

8

诗和远方丨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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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还是要做一个会生活的人哈哈哈。——陈钰

社团速递

羽
毛
球
社

燕都学院羽毛球社成立于2015年 12月，

是燕都学院最早一批成立并活跃至今的社团。

社团成形前身由几个热爱羽毛球运动的同学

约球开始，然后在学院的倡导和支持下，定

下了固定的活动时间并逐渐发展了规模，最

终注册成立了社团。社团由社长、组织部、

宣传部以及技术部构成，现有社员 37 名。我

们社团本着以球会友，以技服人的精神，接

纳并欢迎每一位对羽毛球运动有兴趣的同学，

希望能在燕都学院为同学们开拓一块新鲜而

富有朝气的领域，丰富课余生活的同时也锻

炼体魄。与其他社团的不同之处在于，燕都

羽社同时强调技术的专业性，我们有专业的

羽毛球教练、专门的羽毛球活动场地、每周

固定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正式的院级羽毛

球比赛。我们尽最大可能将一切做到规范，

只希望参与活动的同学都能收获一份运动的

快乐。

燕都风采丨 Club

9



9繁华声，遁空门，折煞，世人，债，等。——计宝祥

羽毛球社社团负责人
田旭平

首都师范大学燕都学院14级数学与应用数

学专业学生。燕都学院羽毛球社现任社

长。工作认真负责，热爱球类运动，喜欢

优雅又具有挑战性的网球，更喜欢速度与

激情并存的羽毛球。2014年在良乡参加基

础学部羽毛球社组织的大一校内的羽毛球

赛，并获得女子单打第二名的成绩；2015

年加入学院羽毛球队参加体研部组织的羽

毛球赛与赵珠慧同学共同获得女双第五的

成绩；2016年参加学院组织的羽毛球赛，

获得女单第一的成绩。她喜欢羽毛球运

动，不是只为了练就一项技能，更多的是

享受羽毛球带给她生活的乐趣。

组织部部长：
2014级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朱潇璇

宣传部部长：
2014级 汉语言文学专业 牛涛

技术部部长：
2015级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赵赫

赵珠慧

首都师范大学燕都学院14级统计专业学

生。燕都学院羽毛球社第一任社长。性格

开朗、热爱运动，喜欢跑步、羽毛球和篮

球运动。具有亲和力，平易近人，善于与

人沟通。有很强的团队精神。2014年在良

乡参加基础学部羽毛球社组织的大一校内

的羽毛球赛，并获得女子单打第一名的成

绩；2014年参加良乡校区新生运动会，获

得跳远第五名的成绩。2015年加入学院羽

毛球队参加体研部组织的羽毛球赛；2016

年参加学院组织的羽毛球赛，获得女单第

二和女双第一的成绩；2015年参加第十八

届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2016年参加

首都高校大学生“star”杯篮球联赛，为

首都师范大学燕都学院女篮副队长。她非

常热爱体育运动，希望可以将这种热情传

递给燕都学院的每一个同学，所以发起燕

都学院羽毛球社，希望可以带动每一个同

学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

我们的宗旨：

将热爱羽毛球运动的人聚在一
起，在属于自己的天空中，锻
炼身体、增强体质，为大家提
供一个展示自我、互相交流的
平台。

燕都风采丨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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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昌小传

文学院汪大昌老师专访

采访 / 魏叶芊
文 / 魏叶芊 胡玉蓥

虽然我能力小，但是，有什么能帮你的吗？——高淼

汪大昌老师，首都师范大学文

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

事现代汉语教学 21 年，主讲语

言学概论、秘书语言学、语法

和修辞、现代汉语语音学、现

代汉语语法研究、近代汉语语

法研究、语言与文化等课程，

主编教材《普通语言学纲要》，

在权威核心等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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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气
中国的文人是讲求“气节”的。浩然之气在谈吐四方，凛

然之气在举止之间。遇上学问，一板一眼的求真都透着一股正

气和英气。

文人气在大昌身上，少了一份傲态，多了一分淡泊。少了

一份自恃清高，多了一分执着可爱。 

在谈到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时，大昌表示很多文学现象和文

学作品都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作家很多的技巧也都是由语言

形式来构成的。我们可以通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来打开挖掘一部

作品深层的大门。要想把语言学应用在分析文学作品的过程中，

发现作家在作品中表达的“语不惊人死不休”，需要研究者有

较高的语言学素养。而且从语言学角度去分析一部作品时，一

定要把作品看完，分析作者在表达时如何调动不同的语言形式，

而避免断章取义，进入到一个死角。

语言学现在相对于文学而言，在高校教育这方面一直处于

劣势的地位，大昌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对语言学感兴趣的学生

占少数，因为它跟社会现实离得比较远，从学科内部的平衡来说，

语言学占相对较小的领域也是合理的……最大的问题在于语言

学，尤其是一流的语言学家距离社会太远了，不足以让社会上

其他非语言学专业的人理解，会造成语言学“高处不胜寒”的

局面。而且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还是以感性思维占主导，

“研究语言学重要的是思维方式而不是理科基础”。

在大昌看来，学术和吃饭还有相通之处。聊到文人、人生

和和社会，大昌形象地用吃饭来做了比喻。“你觉得这个菜这

么做好吃，可是来吃饭的人不这么看，那老板就说这个菜不能

这么做，你得那么做才能卖出去，可这厨师要真想保住菜的原

汁原味，那这个餐馆赚不到钱，甚至就会倒闭。”但是大昌老

师依然鼓励学生做自己想做的学问，他认为，其实现在的大学

教育没有绝对的自由，师生都被一些条条框框限制着，就从写

论文做科研来讲，应当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论文，应该是

科研成果的一个表达。那科研是什么呢，真正意义上的科研大

量的是失败的，成功的是极少数，这才是逻辑。”大昌以居里

夫人为例，居里在提炼那一堆沥青渣滓的时候是不知道里面会

有镭的，“所以居里最大的风险不是辛苦，不是沥青渣滓怎么

难弄，不是家里小孩嗷嗷待哺，不是家里还有老人，这些困难

谁都能咬牙坚持，她最大的风险是，最后什么都没有。”但是

她能够做到踏踏实实地做，不怕失败，有成果自然是好的，没

有也不强求，这才是科研，“科研就是创新，创新就是未知……

真正的科研应当是水到渠成的。”大昌这种对待科研的态度，

令我获益匪浅。

 

文人气
烟火气

就算做不到完美，也不要让之后的自己后悔。——王泓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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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一直觉得当代文坛有些鱼龙混杂的现象，于是请大

昌老师为我解惑。“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我们身处的

时代教育得到普及，识字读书的人多，懂得文学作品的人多，

随着受众的增多，文学的类型也就多了。古代也许也存在着这

样的问题，就如同古代不会只有一本《红楼梦》，只是随着时

代的不断沉淀，大浪淘沙过后，我们慢慢就不知道了。”

大昌老师最初吸引我的，是他的课堂。一个个恰如其分又

接地气的例子让语言学相关知识深入浅出，专业的同时又不失

风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大昌在初为人师时，遇到了一

位好老师，这里暂且称之为“鲁先生”。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鲁先生教导大昌，上汉语课要特别注意举例子，要把例子想好，

因为同样的道理可以有很多例子，那些例子都对，举对了，不难，

举好了，很难，要反复地掂量，这会对教学效果起很大的作用，

好的例子就来源于你平时的积累，看报、看电影，等等。数十

年如一日，大昌对于尊师“积累在平时”的教导，一直铭记在心，

才有了现在如此生动的课堂。

·烟火气

地气两个字，不适合放在嘴边，就该闲着没事走出高楼书

阁，在土地上硬气地踩上两脚，扒着泥土猛地吸上一口。呀，

就是这种感觉，这世界上不管谁，不管什么姓什么名，遇上“地

气”，不多说，心里都明白。

遇上大昌的时候，也是这么着，听上一节课，心里就什么

都明白了，这老师说“人话”，心里惦记着学生，一言一语都

挨着学生心走。课堂上来一把叫作幽默的调料，那热情的小火

一开，他和你的心啊，就像慢熬的骨头汤，随着时间一点一滴

地浸润，终于有了味道。

问起大昌退休之后打算做点什么，大昌一拍大腿特别坚定

地说：“看书啊！读书是件好事儿啊，这么多年我就只有这一

个念头……还有就是字写得太差，要好好练字了……然后再适

当地做点体育活动，也就这个了。”难道大昌就没想着出去走

走旅个游吗？大昌特别可爱地笑着摇头：“不不不，我挺宅的。”

说起旅游那些事儿，大昌也有自己的感受与看法。在他看

来，现在的人们生活节奏太快，生活压力太大，就像在一根指

挥棒下生活，有些人的一些想法是不现实的。“什么我向往着

那样一个地方，我向往着云南，人们生活节奏都很慢，没有都

市的喧嚣，那是你作为一个旅游者去看的，其实你要是作为当

地居民，压力是极大的……”

虽然大昌没有专门旅游过，但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旅

行”——“我理想中里的旅游就是看外国小说，看看老外还有

这么一种生活，这就是旅游了……旅游从不是到一个人山人海

的景点去买张门票硬着头皮看。比如说成都，我最感兴趣的是

找一张地图，然后借一辆破自行车，谁也别管我，我兜里有几

块钱能吃午饭，就够了，我就在这个小胡同里转。我也买东西，

但我绝不买北京有的，找那种小铺子，我看见一罐儿酱豆腐，

看见一个做饭用的锤子什么的，这我一定要买，我感兴趣的在

这儿。南方跟北方大不相同……我对这个特别特别痴迷……但

这跟现在的旅游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现在是哪儿人多奔哪儿去，

我就不喜欢有人管我，我就自己走……就看那儿的普通的小铺

子是什么样，看看那儿的普通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看看他

们吃什么呢……去上海看上海人吃的那些饭菜，那么一小盒儿，

一层米饭，一层雪里蕻炒黄豆，我看着了，知道了上海人吃这

个。再看成都，看看成都马路上拉车的妇女，南方的妇女比北

方的妇女能吃苦，女人干男人的活儿，拉那么大的一个人力车，

很重很重的，拉到地方了，去饭馆儿吃饭，那么大一碗粗米饭，

一毛钱，往上扣一碗回锅肉，红红的辣油，这么大一碗饭，然

后拌，哎哟你看着真是，你都馋得慌。劳动之后的那种快乐啊……

这样很好玩儿。可现在，做不到。”

乌云后面依然是灿烂的晴天。 ——王悦莹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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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父亲”的大昌，也为孩子的教育感到过烦恼。大昌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太“怪”了，“恨不得从怀孕的时候就琢磨我们

这孩子将来是考北大还是清华”，父母不敢不给孩子报辅导班，都想着要对孩子问心无愧，这跟当年的教育已经完全不同了，“过

去是谁上奥数班谁优秀，现在是谁不上奥数班谁就要被淘汰。那我可以不优秀，但我不能被淘汰吧……其实孩子的发展过程中有很

多因素你是不可控的，但人不能这么超脱啊……真是苦恼啊，这个问题。”

大昌又谈起一次中学在职教师的研究生答辩会，感觉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学路子有些偏了，“一天到晚谈审美啊情感啊，这些

东西都不是语文课的本质，语文课的本质是通过语言形式来表达字词句篇，叶圣陶先生说的太对了。那么这里头有没有思想？当然

有思想了，只要有语言就有思想，就有政治就有道德等等，这些东西是暗含在课本里头的，不是你明说的，明说的那叫政治课、思

想品德课。”中学老师首先就应当把语言文字这个工具教会给学生，把基础打好才是关键。

最后问起大昌为什么会喜欢语言学，老先生特别干脆地说：“因为它讲理啊！”语言学比较客观，而文学一深究起来就非常磨人，

就好像你看着一个美女觉得真美，可一旦要让你把她眼睛长多少宽多少都说出来，就绝不是美女了。不求甚解啊，古人研究文学就

不是这么个态度，古人从来不给你写什么性格什么思想之类的，人家没那个。你喜欢，就够了。”其实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

在大昌眼里，如今大学生做学问的态度就应当效仿古人，“虽然这个社会外部条件对年轻人的诱惑很多，但人生还是需要踏

踏实实清清白白的。你很难找到一个完全理想的世界，但我们需要靠我们的自控力扎扎实实地一点一滴地去做。”

你爱上这个集文人气和烟火气于一身的大昌了吗？

烟火气
文人气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高楹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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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准备这次采访之前，我们找到世界史的霍欣蕊同学，想问

她世界史专业有哪个老师比较受学生欢迎，她欣然向我们推荐了

研究古希腊史的李永斌老师。

       10 月 11 日下午，我们和张月瑶一起来到了李老师的办公室。

看到我们带着相机，李老师穿上了外套，开玩笑说，“穿上之后

会显得瘦一点”。我们的采访就在这样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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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慢一点，走稳一点。——胡玉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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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阅读

首先，我们和老师谈到了燕都的培养方案的问题。学院一直致力于培养素质全面，具有跨学科知识基础的学生，所以汉语言

文学专业的学生也和历史、世界史专业的同学一起上过很多院内专门开设的历史课，比如《史记》研读、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

全球通史等。李老师认为，这样的培养方式非常好：“有一位学者曾经说过，我们上大学归根结底的目的，就是获得自知之明。

自知之明从哪里来？就从认识自己、认识自我开始，然后认识自我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认识自我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而如果

要认识自我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认识自我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那么就要认识自己所处的世界、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因此，

阅读以及大学里正规课堂上开设的一些课程是非常重要的。广博的知识基础与课堂（比如《史记》研读）上的研读相结合，可以

引导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先在广博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方向性的研究、研讨，然后再慢慢地确定一个专业方向。

因此这样的培养方案非常有必要。同样，对历史学——包括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同学来说，汉语言文学类的平台课也是非常有

必要的。学习汉语言类的课程、开拓眼界，也会奠定广博的知识基础。”

李老师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不主张本科生过早地进入专业的研究，或者说不主张本科生过早地进入较细的专业的学习。“因

为对本科生来说，更重要的还是广泛的阅读，就是有广博的知识基础。甚至我还鼓励所有的学生——不仅历史、汉语言、世界史

专业的——其他专业的学生也要多读书，多读与自己专业不相关的书。这样可以积累很多知识，而知识的积累有助于思维能力的

培养。很多理科的科普性的书、心理学的书等都对同学们的成长有非常大的好处。”李老师本人读书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当我们

请李老师推荐一本对他个人影响比较大，而且适合所有同学阅读的书籍时，他推荐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这本书对

我的思维、他看待问题的一些方法有较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的影响上。弗洛伊德讲潜意识、讲人的很多下意识

的行为，因此读过书之后，我能比较宽容地理解一些看似不太好理解的人和事。因为这些都是潜意识的行为。”

很多同学虽然也知道广泛阅读的重要性，但是在选择书目时往往会抱有这样的疑惑：不知从哪里入门，不知阅读哪本书更好，

不知随便翻阅是否会有太大收获，不知要看多少书才能有所收获。李老师指出了问题的关键：“要看很多书才能有所收获。现在

资讯十分发达，很多人都很早地就知道了专业领域的一些问题，所以看书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带有一种目的性：‘我看这书有什

么用？’‘我看这书对我学这个有什么帮助？’。实际上本科阶段最好的读书状态是什么目的都没有、也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

只是胡乱地读书、随便读。读得多了，就能够较快地把握书的精华部分和书的逻辑了。”对于闲书，李老师主张“随便读”。李

老师很喜欢读金庸的作品，绝大部分的作品都读了十几遍，都是抱着轻松的玩乐心态去读的。读得多了，思维就会变得开阔，这

对读者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而阅读一本专业书，则可以写一篇读书报告巩固阅读过程中的收获。李老师也与我们分享了他的撰

写读书报告的心得：“读书最好读自己买的书或者复印的书，就在书旁边边读边写。看到一句很感兴趣的话，或者有必要引用在

读书报告里的话，就用笔画下来，然后可以分析这句话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和结构。边读边做笔记。之后把画下来的句子和这些

笔记抄下来，就形成了一篇草稿。最后再按照逐级的逻辑结构把草稿整理到一起，就是一篇很好的读书报告。”

很多同学在读书方面也会面临一些困扰，比如读书速度比较慢的问题。李老师对此传授给我们一些读书的“秘诀”：“为了

快速地掌握一本专业书，首先同学们可以把目录给背下来。这种背不是死记硬背，而是理解性地背。一本书的目录是有逻辑关系的，

把目录理解并记住，在学习中学到相应的知识时，同学们就可以把知识带回到同学们自己的知识体系里去。目录也起到索引功能。

知识的输出需要一个线索，而背目录能做到迅速地通过这个线索把同学们头脑中储备的知识找出来。”

针对同学们读书存在的另一个普遍问题——读完就忘了，李老师的话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与宽慰：“读书的目的在于培养自

己的表达能力、分析能力和思维能力，不在于记住多少知识。因此，踏踏实实地读书、不断地读书，最后一定能取得很大收获。”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采访 / 戴嘉琪 宋慈 张月瑶             文 / 戴嘉琪 宋慈  魏叶芊 胡玉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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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说：“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赵紫涵



·老师的经历与未来的选择

有的同学很好奇，李老师当初选择世界史、希腊史方面的研究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呢？老师解释说：“对历史学的、

对历史的兴趣与我的生活经验有很大关系。我小时候在一个很贫穷的山村里长大，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但是我家里书比

较多，主要是历史类的书，如四大名著、演义小说等。我的爷爷、父亲都喜欢看演义小说。我常看蔡东藩的《隋唐演义》

一系列演义小说，所以小时候对历史还比较感兴趣。从初中到高中，历史这一门课程都是我的强项，都是我一直很感兴

趣的。所以我从高中开始就确定了历史学为大学专业。历史学实际上是一个很泛的概念，现在来看演义小说也算不得很

严格的历史学史料，但是对我的兴趣有很大帮助。”谈到上大学后是如何找到了研究方向，老师说，“我一直对中国史

感兴趣，比如我本科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建国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不过在大学阶段，我遇到一位老师，这位老

师讲课讲得特别好，他的名字叫廖建林，他是我大学时期讲课讲得最好的一位老师。廖老师讲中世纪史，其中对基督教

讲得比较多，那门课我学得特别认真，做了非常多的笔记，因此我就对基督教史产生了兴趣。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在

曲阜师范大学跟着田德全老师学罗马史，田老师讲基督教的产生与罗马帝国初期，所以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基督教的产

生的问题。但是我考博士的时候因为机缘巧合考了北京师范大学郭小凌教授的博士生。郭教授是希腊史的专家。郭老师

对学生非常宽容，学生选题选什么都可以，所以有人的博士论文写埃及，有人写罗马。不过郭老师对我说：‘你研究基

督教的，研究宗教的话最好还是要从较早时期来研究。’因此我在这个过程中就选择了阿波罗崇拜作为博士论文。从此

我就进入了希腊史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后来以我博士论文为基础，再结合阿波罗本身具有的东方元素，我开始关注希腊

和东方的文明的交流。最近几年我的学术兴趣一直在希腊和东方的文化、文明的交流这一方面。”

李老师在不断的升学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学术兴趣，但是我们很多同学在考研就面临着专业选择，可能有些同学

在大学本科期间还没有发现自己的学术兴趣。对我们考研、选择科目李老师提出如下建议：“我一贯以来的观点，就是

不主张本科生过早地进行专业领域的研究。因此我在考察硕士研究生面试的时候对他们的要求就是你读过多少书，谈谈

你对你读的书的认识和理解，然后考察你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理解能力和阅读的广泛度。我不是特别地主张较早地

进入专业领域的深入的研究，因为人的可塑性很强。所以本科考研究生时，你以前学的有兴趣的完全可以再深入下去，

如果说你想换一个方向也完全是没问题的。甚至有很多硕士毕业了然后在博士又换一个（研究）方向的也是很多的。但

是硕士到博士阶段要换（研究方向）不太容易。本科到硕士阶段这个大转变，在现在学科专业化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下，

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

随后，李老师举出了几位资历比较老的知名教授的例子，如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的前任所长吴宇虹教授，

他本科在吉林工业大学学工业电子，硕士去学了历史学、世界古代史、亚述学，之后又到牛津大学读亚述学硕士、伯明

翰大学读亚述学的博士。南开大学的王以欣教授本科学物理，然后才学世界古代史。华东师范大学的刘延刚教授毕业于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他从2005年开始读历史学的研究生，然后再接着读博士。对于这种跨学科深造的现象，

李老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也认为人的天赋和能力其实是多方面的，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多个领域里发展。但是学术

的专业化要求我们在一定时间段尽量向着一个相对有连续性的方向发展。当然如果有相应的机缘你也可以向其他更好的

方向发展。”

李老师在进行世界史的研究过程中，自己的心态也在逐渐地发生改变。“我博士论文研究阿波罗。阿波罗的形象

一般来说是一个年轻的、帅气的形象，他的职能包括音乐之神、医药之神、太阳神等，明亮、节制。阿波罗神谕也有一

些关于节制的思想。所以，希腊人的这种对美好精神的一些寄托和向往都能在阿波罗身上得到体现，我认为阿波罗是希

腊精神的代表。因此，研究阿波罗史的我的心胸也变得更加积极、年轻、阳光。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更深入一

点，我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主要做文明的交流——希腊和东方文明的交流，我就了解了更多的形态，这使我在日常生活

中能更宽容地来看待不同的事物，能够容忍、容许更多不同形式的不同形态的文明以及人和事的存在。你了解的更多了

以后，你就会发现希腊文明有希腊文明的优势，希伯来文明有希伯来文明的优势，那再扩大一点中华文明也有中华文明

的优势，都有好的方面，都有不足的方面，但是我们尽量看到好的方面。”

会名师丨 Communication

17 淡泊名利，宁静致远。——邰梦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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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有据
 

其他学科的同学，尤其是学过历史的汉语言专业的同学们可能会问，历史学的研究方法

对于其他学科有什么帮助呢？

李老师表示，概略地说，历史学对其他的学科的思维和能力的培养的借鉴作用在于考据。

在写历史学的论文的时候老师对同学们有八个字的要求：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在

前面，言之有理在后面。可能很多学科，或者说科学的研究基本上都要注重言之有据、言之

有理，但是历史学对前面这四个字要求更高一些，即对言之有据要求得更精确一些，对证据

的探究和辨析的要求要更高一些。文学更看重创造性和思维的能力，它在一定的常识的基础

上可以有发挥和创造，但历史学更看重精确性和准确性的史料的判断。所以这两个学科对人

的思维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对言之有据的要求落实到实处，再去结

合创造性思维可能就更好了。

·丰富课余生活

张月瑶同学在采访中提到，她喜欢利用假期时间旅游。李老师鼓励这种生活方式，不过

他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去旅游是为了积累经验和智慧，那么我们必须深入地掌握基础知识。

这些基础知识往往是来自于课本和书本，如果我们外出旅游获取的经验和智慧没有和我们深

厚的知识基础结合起来，那就是空的、虚的。

我们还谈到，很多同学喜欢听讲座。对此李老师也是非常鼓励的。他说道：“讲座可以

参加，但是参加讲座有两类，一类是非常专业的，那你就要有非常专业的知识的基础再去听，

还有一类就是开阔眼界的，那么听讲座就跟旅游是同一回事。既然我鼓励你们去旅游，我就

鼓励你们去听讲座，但是归根结底你要有阅读的基础，你要有知识储备的基础，所以说所有

的事情我都鼓励，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的基础是阅读。”

·终生学习，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采访进入了尾声，李老师向我们提起了大学期间对他今后的学术研究有比较深远的影响

的一件事，那就是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讲话时说：“我们虽然暂时离开了

校园，但是我们要保持学习的状态，终身学习。”在李老师讲完之后有一个老师代表讲话，

这个老师重复了李老师说的问题，说：“前面这个同学讲得很好，终生学习，应该是我们的

目标。”所以李老师就记住了这四个字，一直不断学习。这大概也是李老师在本科毕业后从

事了两年高中教学，还能考上研究生、博士生，并一跃成为大学教授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老师也对我们燕都的学生寄予了期待：享受丰富多彩的生活，并把享受生活以外的时

间都用来阅读。潜心阅读，深入思考，放松心态，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尽管我们已经离开了老师的办公室，但老师的教诲与期望还回响在耳畔。我们已经成为

了大三的学生，在大三这一年里，我们更应该为自己树立起一个读书的目标，抓住有限的时

间努力学习，并且在课余时间好好地享受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会名师丨 Communication

18燕都学院让我们在忙碌的学习生活中，体会到了大学生活的真正魅力。——高睿璞



今生遇丨 Rendezv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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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和，今年新加入燕都学院的老师。

不长的相处时间里，任和老师又对燕都有着怎样的印象呢？

无界者生，朦胧者永。———张卓然



20或许成功就是一直走下去，不停也许就是前进。 ——季亚南

今生遇丨 Rendezvous

任 

和

Q：请用几个关键词总结一下您眼中的燕都人。

A:   认真，尽责，玩得动，学得好。

Q：您认为燕都人有哪些优点吗？

A:  优点有很多，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家每天都在自习室全神贯注地学习，能看出来同学们对未来很有信心，并且行动力都很强。

    有很多同学在学习之余还在做志愿者，为关怀、帮助他人而竭尽全力，从这些公益活动中，能体会到燕都人集体的力量。

Q：您成为燕都学院辅导员之后有什么心得体会吗？

A:  每一次发奋努力的背后必有收获。希望燕都人不做生活的旁观者，战胜困难，认真对待在校生活的每一天，下决心实现自己的     

    目标，这样就一定能梦想成真。

Q：请您说说对燕都人的寄语。

A:   学好语数外史地政理化生，走遍天下都不怕。同学们加油，努力成为学霸吧！



赌书泼茶丨 Live

编者按

如果有一天连记忆都变得模糊

那么活在记忆里的那些人

是不是就会像从未来过一样

彻底消弭老杨
Mr.Yang

文 / 杨宇情

    儿时的世界中，人被单纯地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像老杨

一样可怕的人；另一类就是比老杨和蔼可亲得多的人。而后

者所占的人数，显然是多的。

     身材短小，弯腰驼背，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而再细看，

引人瞩目的便是他总是皱着眉头的脑门。在我的印象里，除

了唱歌，很少有什么别的事情能让他紧皱的眉头松弛下来。

每每唱歌时，他就仿佛是变了一个人，背脊挺直，双目炯炯，

明明穿着的是背心短褂，登着的是塑料拖鞋，却能生生的让

我想到“不屈的脊梁”。因而别的孩子从小听摇篮曲入睡，

我听的是“小小竹排江中游”；别的孩子学的第一首歌曲是《小

燕子》，而我学的是“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别的孩

子听的是流行歌曲，我每天都被迫“单曲循环”着“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熟悉的人的记忆中，只知道他是个

唱红歌的，十分严肃可怕的老歌手；而在我看来，他是个歌手，

更是个老师，但是个极为可怕苛刻的老师。

       犹记得“被骗”开始学歌的场景，小孩子都爱吃糖，

我也不例外。因而狡诈的老杨每天都溜达到小卖部买来两根

棒棒糖，状似不经意地摆放在桌前。而他自己呢，便气定神闲

地坐在桌旁等我放学回来。每天一进门，看到的都是这样一幅

场景：古香古色的木质家具背景下，一袭布衣头发花白的老翁

低头轻靠着木制的椅背，背脊佝偻，聚精会神地看着摊在腿上，

被翻得书页翻卷翘起的歌本；而他的嘴中，叼着一根，粉色的

棒棒糖。让人感叹场面之诡异的同时，却也让人哭笑不得。而

对于那时的我，看到这幅场景时，更多的是对于糖果深深地“着

迷和渴望”，小小的身躯小心翼翼地靠近他，他预料到一般缓

缓抬起头，再缓缓拿起桌面上的另一根棒棒糖，一改平时的眉

目紧缩凶神恶煞，用苍老却磁性温柔的声音将我蛊惑：“唱两

句，给你糖吃。”现在想来，点点头答应他或许根本不是糖果

本身的诱惑，而是他温暖噙着笑容的时刻实在太可贵，太令人

难以拒绝。

    “严师出高徒”是他教我唱歌恪守的唯一准则。每天早晨

天未亮，便被从床上捞了起来，练发声；每天傍晚吃完晚饭，

便跟着他来到了公园，来到能够俯瞰整个燕山的观景台。我站

在他身边，简单地和他学唱歌曲，更多的时候，是他自己独自

唱歌，偶尔也会朗诵诗词。在清风舒朗、夜色淡薄中俯瞰

21 对艺术和知识保持同等好奇与敬意。 ——李倩



整座城市，本应是一种舒缓惬意的感觉吧，可当他挺着脊背站

在这里，却让人觉得更加的严肃，锁着眉，紧抿着嘴，不言不语。

儿时的我倒也乐得他一个人静默不语，孑然而立，趁他不注意

就一个人跑到别的地方疯玩去了。

    孩子的兴趣总是容易轻易改变，我也不例外。而叛逆的细

胞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生越多。我可以裹着被子直接睡到快要

上学迟到，因而不用练声；我可以借口作业太多实则偷偷看闲

书，因而不去观景台。起初他会用凶神恶煞的目光凝视着我，

而后他便软下性子，像几年前一样到小卖部买两根棒棒糖，最

后，只得不言不语，不再提学唱歌这件事。中考前夕，听闻他

参加了北京市的唱歌比赛，拿了银奖，但我却因考试而没有到

场。中考后放松下来便急急赶向他家，那也是一个傍晚，突然

想起这些年来他一直保持的习惯——傍晚去观景台，便转路来

到了公园。看到公园又重修了亭子，树木又剪了新枝，但走在

通往观景台的路上，却发现一切如旧。难道是因为去观景台的

人太少，因而忘了修剪枝丫，除除草？未来得及细想，耳畔便

响起了熟悉的歌声。我顿下脚步，情不自禁地闭上双眼让自己

全身心的投入到歌声中去。还没体味到个中滋味，歌声便被咳

嗽声打断，猛烈的咳嗽一阵强过一阵，响亮得早已盖过了刚刚

那练了几十年的、获了银奖的歌声。我的心随着咳嗽声一阵阵

战栗着，被莫名的痛苦紧紧攫住，突然发现，老杨真的老了，

老到已经不能唱歌了。而我呢，却像眷恋生命一样眷恋那歌声。

想摆脱开这种快要喷薄出身体的巨大痛苦，出乎意料地，我没

有走上观景台，而是转身离开，由快步最后变成了奔跑。      

再美的笑容最终也会定格于照片。

  再雄浑的歌声最终也只复刻于光碟。

没人渴望说再见 ,

我们却在一遍遍重复着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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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杨留给了我一沓歌本，只是他再也不会给我唱了。我

去了无数次观景台，只是观景台已经被整修了。站在被修剪

过的树木葱郁中，倚在涂过新漆的栏杆上，我翻开歌本中混

入的一本诗集，纯手抄，不禁惊异于他字迹不同于外表的柔

软细腻。润润嗓子，朗诵起第一篇：

素履之往，其行天下。

士如皓月，其心朗朗。

素履之往，彼道坦坦。

士如昭日，其姿阳阳。

君子之行，君子之往。

山兮悠悠，水兮泱泱。

幽人其幽，良人其良。

独行愿也，志兮四方。

    在清风舒朗，夜色淡薄中俯瞰整座城市，本应舒缓惬意，

可是我哭了。

赌书泼茶丨 Live

22从秋分走到初夏，从假期眠回高四，燕都一年，感谢这段经历。——付麟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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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
——苦难的宿雨洗净心灵的沙尘

文 / 赵璨

2003 年的时候，作家张者曾经采访过杨绛先生。和她说“你的身体很好，能活到一百岁以上。”                    

而杨先生说：那就太苦了，我这几年活过来就不容易。我为什么要翻译《斐多》呢？这是一本非常难译的书，

我就想把精力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

按：杨绛（1911 年 7 月 17 日—2016 年 5 月 25 日），

本名杨季康，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

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由她翻译的《唐 •

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她早

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

达六十多年；93 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

96 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

岁出版 250 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2016

年 5 月 25 日逝世，享年 105 岁。

生活像个庞大而复杂的迷宫，别担心，总有个出口。  ——张辰彦

赌书泼茶丨 Live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会听到什么样的歌，看到什么样的文，写出什么样的字，遇到什么样的人。    ——刘荷欣

赌书泼茶丨 Live

24



25

5 月 25 日凌晨，杨绛先生去世。无论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还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百岁老人的那些故事，终究都

是昨夜星辰昨夜风了。

知道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听陈平原教授的讲座——周氏兄弟与上世纪 20 年代的美文。陈老师的课讲得真是好，然而看到这条

消息之后，陈老师的课我一个字没再听进去，收拾东西便匆匆离场了。

那时忽然觉得，我可能要泪流满面了。

然而“我们仨”，终于可以团聚。

夏志清曾说：“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有一对像他俩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幸福夫妻了”。佳偶天成，

学者伉俪，钱杨的结合早已成了文坛的神话和楷模，不可复制。然而，杨绛晚年，被她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媛病逝，

次年钱锺书逝世，只留无法逃走的杨绛一人，“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

只是，当大家都说杨绛坚强、从容的时候，她也会说“我这几年活过来就不容易”，也会说活过一百岁“那就太苦了”。我想，

杨绛心中不是安详得没有一点悲苦，或许她只是不愿去表达。就像 1978 年，杨绛译本《堂吉诃德》出版，邓小平诧异地问她“什

么时候开始翻译的？”而杨绛只说，今年出版的。其实，《堂吉诃德》译本出版背后的辛酸难以道尽。文革爆发的时候，杨绛被打

倒，未完成的《堂吉诃德》译稿也被收走。她在打扫厕所的时候曾打扫出自己的稿子，那样劫后余生的相遇想必只有凄楚。文革结

束后，一切翻译工作只能重新再开始了，曾经半本书的翻译工作也都是付之东流。然而，杨绛却不会去说这些，只说，今年出版的。

所以钱锺书去世，她只会说，我不能逃走，我要留下来，打扫现场。所以钱锺书葬礼上，她没有掉眼泪，只是站在那里，久久不离去。

2014 年，凤凰视频出了一套《我的中国心》名人纪录片，其中杨绛那一集用的标题是《坐在人生边上——杨绛》，四十五分

钟的片子，我印象最深的却只有一句，1997 年钱媛去世，北师大师生将她的骨灰埋葬在学校的一棵雪松旁，杨绛曾遥遥望着雪松，

套用苏东坡的悼亡词“从此老母断肠处，明月下，长青树”。杨先生还说“我肯定，圆圆不在树下，看了树，只叫我痛失圆圆”。

愿我们的心不是招摇的枝柯，而是静默的根系，永远追求内心的充实与满足。――石鑫

赌书泼茶丨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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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其实，杨绛只是一个断肠的母亲。

我们在不断地宣扬杨绛淡定平和，赞美她整理钱锺书海量遗稿、出版大量书籍，却好像没有人在意，她怎样忍受痛失女儿丈

夫的悲痛，她不说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她的悲痛。

在当今的文化名人当中，杨绛恐怕是公众视线中最突出的一个。然而杨先生不喜欢媒体，不爱见客，不爱接受采访。这和钱

先生生前一般无二。杨绛在自己的《隐身衣》中写过，她问钱锺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夫妻二人不约而同地选择

了隐身衣。“万人如海一身藏”。

纵然杨先生不接受采访，舆论还是不停地盛赞她，对她格外关注。然而我总觉得，媒体笔下的杨绛，那不是杨绛，或者说，

远远不是杨绛。

我们的媒体，或许把杨绛神圣化了，杨绛不再是杨绛，而变成了一种心灵文化的标签。成为标签并不是不好，以杨先生光风

霁月的为学为人，也正应该成为文人学人的典范。可是更重要的是，应该有更多的人能静下心来去读杨绛，而不是被舆论的几句赞

美所左右。杨绛逝世，无论圈内圈外人士，全都是饱含深情一阵唏嘘。就像陶渊明是中国文人的心灵家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

争我都不屑”的杨绛先生早已成了现代人的心灵家园。因而杨绛先生逝世，对于公众而言，是一种文化的崩塌，是公众心中一种灵

魂典范灵魂向往的崩塌。然而，我们把杨绛视为灵魂高地的时候，却并不明白杨绛，并不懂得杨绛。我们只知道“人生最曼妙的风

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却不知道，这淡定和从容是经过了无数苦难的洗涤才变得温厚而纯净。

留白是件很精巧的事，如文学言有尽而意无穷。——赵赫

赌书泼茶丨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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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这样流转
花就这样一年一年地盛开

有前进的动力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刘昆兰

赌书泼茶丨 Live

27



29

高中时，在法源寺对面的小区里租了房，和母亲搬出了原来的家，开始了新的生活。每一个新的环境都让我感到莫名的隔膜，

无论是地域上，还是感觉上，我似乎都无法接受这种落差，这可能出于对居住环境的某种倔强，也有可能是出于从未离开过自小长

大的地方而在不远的地方重新开始的陌生感。总之，最初我对这种生活和这片地域，都处于一种彻底的抗拒中。

对居处对面的法源寺，虽然早有耳闻，但并不熟悉，也不了解，只知道父亲每年会去那里拍丁香花。我没有想到，我会一再

来这个地方，把自己几乎全部的青春记忆都给了这里。无论是欢笑，还是泪水，一并交付。而古刹依旧无言静默在那里，不来不去。

那些年属于少女的痴怨和幻想，无处可说，也不知道向谁说，于是它成了笔尖下思情缱绻的日记，成了那些稚嫩而懵懂的诗词，

还有那天外一次又一次的眺望。或许这种徒劳，也只有自己才会明白为什么。而将这一切汩汩流出，化作清流的地方，正是在法源

寺前的那片广场。

每天放学以后的下午，只要有时间，多少会来这里坐一会，写东西也好，发呆也罢，总之，是要将自已这一天的思情辗转全

部在此倾吐出来。下午的阳光，散漫而闲适，慢慢地在地面上游走出时间的的印记。在这里享受这种闲适的，只有老人、小孩和佛

学院下课休息的僧人，而我，怀揣着心中的那些琐思，远远观望，隔岸气结。

北京城。它是个血脉和浓情，厚重和清新并存的地方，可在历史上，它始终与征战的风尘形影不离，无论它叫燕蓟，还是幽州。

法源寺就是在这与烟尘相伴的日子里诞生，那时，它还叫悯忠寺。高丽之征和安史之乱中的那些亡灵，靖康之难后千里跋涉受尽屈

辱的徽钦二帝，留下的是难归的忧怀。而如今，历史的残云淡去，它负载着每个人心中的那些记忆，傲立于闹市之中。

而那一次真正走进它的机缘，是在一位好友意外去世的两个多月之后。我带着关于生死的疑问，带着高三一年来的疲惫，我

想去追索一些东西，却又无从谈起。好在有丁香花，莹光洁净，香气如盖。

北 京法源寺
文 / 顾依然

在燕都与优秀的人相识，与优秀的人共同学习是我的幸运。但要用平常心和责任感保持这份优秀。——段宇彤

赌书泼茶丨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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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后的同一天，天不负我，再度赴约。去年节气晚，

丁香还没有完全盛开，却也娇俏可人，悄露芳姿。这一年，于

花，不过是叶落重生；于人，却是发生了太多：上了大学，和

昔日的同窗各奔东西，又认识了新的朋友，有了新的机会……

我们就这样流转，花就这样一年一年地盛开。有些人已

经不知道去了哪里，花却年年如昔，不违先约。

晚课的时间到了。在最后一进院落远远听到了钟鼓齐鸣

的声音。

近前。这是第一次听到那梵唱，百折千回，听得人心旌

摇荡。这震动天地的音声，让我不禁问自己，我在哪里，我从

何来。我默默站在栏杆下，合掌随喜，感恩这不期而至的殊胜

因缘。

师父们开始绕殿了。伴着佛号的阵阵唱颂，一步又一步，

扎实而坚毅地迈出。在一旁的我只有屏息凝视，深追这红尘一

点不到。

于是，那些萦绕在我心头的疑问，那些萦绕在这里的负

累和记忆，是不是可以真的放下了？

法源寺不是一个能一来再来的地方，每一次来，我都需

要做好和过去见面的准备。因此，我不敢过于亲近，只有在完

全做好准备的时候，我可能才会去吧。

我还记得走出山门风拂杨树的画面，那么静，那么美。

今年，依旧是同一天。我带着周南的伙伴们来到这里。

于我而言，从冥冥中的巧合到坚守的约定，都是因缘使然。

同伴里有很多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流连在香雪之间，深味这

一点春心。丁香们依旧肩负着年年开花的使命，一点点吐露

香心，一点点织就回忆。僧人们也依旧在馥郁的花香里暮鼓

晨钟。

古诗中有“丁香空结雨中愁”的句子，满怀愁绪的丁香，

就这样被种在梵宫香火里，这本身就是值得参究的公案。

或许，会有人触碰到我当年留在这里的秘辛吧。我这样想。

依旧坐在大雄宝殿后的台阶上，一如过去的那两年一样，

任由思绪被花香缠绕。

过去的两年里，我很迷茫。到今天依旧很迷茫。不过，

还好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

这就不枉我坚守这个约定了。我相信，冥冥中结下的缘，

千年的古刹自会见证。花一年一年地开，人一年一年地来，

光阴，也一年一年地过去。

而我们，也在这光阴中流转。而唯有古刹，在红尘里，

自在傲然。

不负青春，顽强生长。——王彤彤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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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马牛羊
也相及

文 / 过婕

——漫游锡林郭勒记

心路或许不畅，情路或许泥泞，总之还是要努力做一个积极乐观的人！   ——王岑

图 / 一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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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伏绵延的草原上，眼前是一条望不见边际

的土路。早上六七点钟，空旷蔚蓝的天空中。晨光

熹微之中，颠簸的路况使得车子开的很缓慢。我却

也不觉得无聊，看着窗外紧跟着妈妈的小羊羔，小

土包中睡的四仰八叉地小牛犊，肆意奔跑的黑骏马。

不知不觉间，东方的曙光越来越深厚、宽广，愈演

愈烈。 仿佛火烧一般，染红了整片天空。

终于，我们在晌午时分到达了身处在内蒙古锡

林郭勒盟深处的牧民家。热情的草原人把我们引进

了摆满好丰盛午餐的蒙古包。饿极了的我们狼吞虎

咽地吃了起来。向导大大是爸爸的朋友，长得极像

成吉思汗。他年轻的时候为了收购原著牧民家的蒙

古包，曾经游说于茫茫的草原之上。其实，他是个

血统纯正得不能再纯正的汉人，全因为长得有几分

像元太祖忽必烈，尽管做的是这不讨人喜欢的“拆

迁办”之职，也让淳朴热情的内蒙人民当坐上宾一

样礼遇。讲起当初“拆迁”蒙古包的经历，大大仿

佛又变回了从前那个驰骋在草原之上风风火火的少

年，那般热情洋溢：那是二三十年前，在哈萨克族

老夫妇手中买下的，是老奶奶年轻时候嫁给老爷爷

的嫁妆。为什么要收人家牧民家用过那么久的帐子

呢？叔叔说，那时候的蒙古包是牧民们唯一的家，

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02
就像那个哈萨克族的老奶奶，尽管她搬到城市

中居住后蒙古包早已放在院子里闲置，对于卖掉它，

依然是百般不愿，因为那蒙古包的龙骨是奶奶的爸

爸肩挑手扛搭建而成的、帐子精致的布面是奶奶的

妈妈一针一线缝制，寄托着游牧民族父母对子女美

好生活的期盼。可最终还是在叔叔的巧言令色面前

败下了阵来，叔叔说把蒙古包买下来是要送到北京

去的，到了北京就能“见到”毛主席。心里想想油

嘴滑舌的大大也是好笑，但还是不禁为这片草原之

上最淳朴真挚的人们所感动，那是他们住了大半辈

子的家呀。

听着蒙古包外面，隐隐约约愈来愈近的牛羊声，

大大说是到了牛马归家前来河边饮水的时候里。我

听了赶快放下手中未吃完的羊肉，跑出了帐子，一

屁股坐在了帐前的小河边上。大概无论多大年纪的

人，置身于大自然之中都会变回一个不谙世事的孩

童，对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吧。每一会大家也

都出了帐子，围着我坐了下来，牧民家把煮好的奶

茶也端了出来。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围坐在一起前喝

着热气腾腾的奶茶，望着马儿成群结对赶来小河边

饮水，“水足草饱”的牛羊各自归家；看着苍茫天

空中千变万化的云，太阳降落未落、月亮刚刚升起

时的日月同辉下，仿佛整个世界仿佛一个梦，一个

草马牛羊和我都伸出于梦境之中，唯有苍茫无垠的

天地是真实的。

01

在燕都的每一天都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陈陆阳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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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忽然间被孜然和羊肉串的香味打

断了思绪，牧民阿姨递给我一串，我

吃到嘴里，又不禁看看眼前无忧无虑

饮水吃草的羊群。它们是被未来的屠

宰者眼看着长大的生命呀，他们为了

它们能有最鲜嫩多汁的青草不惜举家

迁徙。那些善良淳朴的牧民又能有什

么恶意呢？就算从羊妈妈身边第一次

拾起那个初生的小羊羔那刻起起，牧

民将其烹而食之的目的就已经确立，

主人在对它们无微不至地照顾中不可

能是完全冰冷不含一丝温暖的。

但就像哈萨克作家叶尔西说的那

样：“你不因有罪而死，我们不为挨

饿而生。” 春天接羔，夏天催膘，秋

天配种，冬天孕育。羊的一生也许只

是牧羊人的一年，那牧羊人的一生呢？

这广袤无垠的草原上，为了丰美的水

草而一生忙于奔波又安于奔波的草原

儿女，将青春呀，爱情呀，子女啊，

衣食啊，一切的希望啊，都交付给了

这片草原。牛羊无怨，人也无悔啊。

我忽然被脑子里杂乱无章的小念

头吓到了。我究竟有多久没有静静的

一个人天马行空地沉浸在自己脑海中

的小世界里和自己谈天说地了呢。是

啊，这草原的深处水电资源严重匮乏，

没有网络，连手机信号也是微弱，我

终于又有了与自己独处的时间。看着

霞光仿佛火烧一般，染红了整片天空，

愈演愈烈。太阳愈渐倾斜，把我们的

身影在广袤的草原被愈拉愈长。

04 

我不想要离去呀，一如我未曾想过

有一天会来到这里。上帝注定了你的出

生之地，但他并没有将你禁锢在哪一方

土地，但首先你要学会把脚步迈开。

听说你久居那热滚滚的都市，诗意

呀，人生呀，社会呀，已争辩了很多。

而我不想和你谈论它们，你难得来到这

里，我要带你去看广袤的草原，去领略

遍地的牛羊，去探望牧马的人、牧羊的

犬，去触摸清凉的河水，感受与大自然

共同起伏的呼吸。

【风马牛
羊也相及】

做一个明媚的女子，不倾城，不倾国，以优雅姿势去摸爬滚打。——牛玉卿

逍遥游丨 Joy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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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出戏的最后一句话叫“冷眼看月”，我很喜欢。

无论是台下的观众，还是台上的演员，都在冷眼旁观着那个活在剧本

里的角色。这三幕分别叫“戏、弄、人”，是戏场弄人，同样也是，

人弄戏场。”

冷眼看月
人弄戏场
文 / 顾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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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都没有改变我，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我。  ——冯苏

青梅煮酒丨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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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看戏长大的，也是学戏长大的。随

着年龄的增长，对新编戏总是有一种难以言说

的情结。一方面，戏曲虽然固然需要博物馆式

的传承，但始终还是和现实隔着一块玻璃，而

这块玻璃也同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因为理解

这种表达方式本身就需要时间；另一方面，很

少能有新编戏能真正做到在保留传统的同时融

入现代，两边都不偏废的例子极少，而其中的

主流则是规模宏大的“编导演”，为了参加比

赛或者艺术节排一个新戏，最终却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这种戏演的人累，看的人更累。恐

怕我们需要的，更多还是关于“怎么做”的探

讨和实践。

三十年前，一群台湾的年轻人深知京剧

在台湾日渐式微的事实，创办了当代传奇剧场，

目标是以京剧的四功五法生旦净丑来传达现代

故事，发掘传统的无限潜力以树立戏曲艺术当

代标杆。自创团作《欲望城国》上演以后，这

些人在这条道路上，从未止步。

 

我感觉吴兴国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他

说，“我从做当代传奇第一天开始就再也没有

想过回到传统”。这并不是抛弃传统，而是根

植于传统的创新和发挥，“因为传统的东西已

经发挥到极致了”。在他的自传中提到他和老

师周正荣先生决裂的场景并把这称作“用传承

的剑斩断了师徒情分”。我能理解这种感觉，

毕竟在戏曲行“师徒如父子”的传承脉系中，

能走出这一步是极其不易的。传统和创新有关

艺术形式，而观众所关注的还是戏本身和演员

本身。你的戏精不精彩，演绎得好不好，才是

真正关键的事情，而很多人似乎并不明白这一

点。形式本身也有规则，但更广泛的规则是在

于表演。吴兴国曾在演讲中提到，“传统给了

他们这一代太多的限制和压力”，走出传统的

朽与桎梏，走进传统的美和活力，才是创新的

真义吧。

这是我在《李尔在此》上演之前想到的，

更多的话，只有坐在舞台之下才能进一步想到。

 

子之间的情感纠葛，在李尔王落魄时节弄臣的

陪伴，都被一一展现。由于京剧实际上没有独

角戏这种形式，我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如何真正

完成角色的随意切换。而让我感到耳目一新的

是，吴兴国成功利用京剧的程式和身段完成了

这一任务，虽然观众在台下会感觉到角色转换

时的忙碌性，但角色与角色的界限依旧分明，

依旧清晰。

第一幕。李尔自我放逐，狂奔在郊野中，为自己的昏聩愚蠢愧悔不已。在

演员表现狂奔的一系列身段中，我看到了《徐策跑城》、《问樵闹府》等戏的影子。

虽然他们都能找到传统的源头，但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动作或念白是什么，这也

增加了观剧的刺激感。一切的元素都是熟悉的，可又是那么陌生。淋漓尽致的表

演之后，最出乎意料的是，吴兴国从李尔的状态里跳脱出来，抹掉了脸上的妆，

脱下了身上的戏服，跳脱出了角色，做回了自己。虽然这一安排在吴兴国之前的

演讲会里有所提及，但当它活生生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时候，还是感到了无言的震

撼。

第二幕。也是最精彩的一节。吴兴国一人演九个角色，以弄臣为核心，在

角色的交汇辗转中跳进跳出。李尔王三个女儿的言语和遭遇，葛罗斯特和两个儿

正所谓身边的人虽多，但可与言者无几，所以人最好的朋友是自己，耐住寂寞，享受孤独，甚好。——王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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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抓人”的

新编戏了。虽然有些新编戏形式也很不错，但

始终有种疏离感，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别人故事

的疏离感，和台下的自己没有任何联系。而《李

尔在此》却给了观众一个将自己和戏剧融合为

一的机会，一个台下的每个人都在追问“我是

谁”的机会。或许戏剧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

表达和升华，而且是极尽外化的过程。戏剧本

身的教育意义已经被发掘，而戏剧之于生命的

意义则是另一个古老的命题。早在希腊悲剧的

时代，史诗剧就已经被赋予了这样的意义。我

们有很多思索和表达这种思索的方式，而戏剧

就是其一。

“抓人”的另外一种表述方式，就是用心，

也就是把自己的心掏出来演。在演后谈的提问

里，我问了吴兴国这样的问题：怎样做新编戏

才能真正“抓人”。吴兴国给我的回答很震撼，

他说能做出好戏的关键就是用心，而且是把自

己的心掏出来演。没有生命的投入，你演的始

终是别人的故事，困在传统的桎梏里。我很感

佩吴兴国的用心，正是他的用心和制作班底的

努力，才奉献了这样一台生命的极致欢愉。尤

其是吴兴国，在舞台上的翻腾扑跌毫不惜力，

根本看不出他已经是一位 62 岁的老者。

吴兴国在自传中提到，在《欲望城国》

首演以后，台湾戏剧界流传着这样的段子：有

三个人来看《欲望城国》，甲说“不是京剧”，

走了；乙说“不是话剧”，走了。只有坐在中

间的丙看了下去。当代传奇初创期间，谴责其

欺师灭祖、离经叛道之声不绝于耳，可当代传

奇还是坚持到了今天。无论是东方的戏曲，还

是西方的戏剧，都无法回避一个命题：戏剧本

身所传达的到底是什么。或许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回归戏剧本身。其实传统和创新的争论，

在我看来，有点像当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争

来争去，其实并无益于解决问题，不如就这么

做，做成什么样，大家都看得清楚。

第三幕开始之初有关于“我”一连串的

叙述，几乎都是陈述句。这种不给人任何空隙

和喘息的叙述才能真正地进入深刻的思考。同

样喜欢一句话，是在第一幕吴兴国脱去李尔王

戏服以后所说的：“做出这个突破，比出家还

高贵”。 

整出戏的最后一句话叫“冷眼看月”，

我很喜欢。无论是台下的观众，还是台上的演

员，都在冷眼旁观着那个活在剧本里的角色。

这三幕分别叫“戏、弄、人”，是戏场弄人，

同样也是，人弄戏场。

第三幕。吴兴国一袭黑衣，手捧李尔王

的戏服款款而出。在这之前，是吴兴国的画外

音，是一连串关于“我”的意义的追问。一段

反二黄，依旧没有走出李尔王角色本身，但更

可以看作吴兴国自己的呼唤和呐喊。

我从来都不是那么喜欢学校，但我爱这么一帮人。——王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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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中，史铁生引诗：“我们叫作开始的往往就

是结束／而宣告结束也就是着手开始”。

传说与真实在这里混为一谈，那么时间的页脚也

不过是随手一翻罢了。世界上每天都会发生相似的事

情，一旦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就产生不同的效果，

发展成不同的真相，从远处飘来，便成了一个个传说。

残疾人 C、医生 F、诗人 L、画家 Z、WR、女导演 N、女

教师 O、X、T……从相似的起点出发，却渐从相似中分

裂出来。

残疾人C是史铁生的一个印象。残疾并不是缺陷，

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世界的一种本质，史铁生说：“人

所不能者，就是限制，就是残疾。”人往往缺陷的是内心，

正如残疾人 C，怀着火热的爱情愿望，却像一朵枯萎的

花，面对恋人 X，内心的自卑和落差使他痛苦万分。命

运在删改 C的肉体时，忘记了删改他的爱欲。

一个男孩在九岁的下午走进了一个美丽的房子，

在那里，Z 看到了一根括在瓷瓶中的羽毛：一根大鸟的

羽毛，素雅，蓬勃，仪态潇洒。在窗旁的暗影里，洁

白无比，又大又长，上端坚挺峭耸，末端柔软飘逸，

安闲又动荡。迟早都要到来的艺术家的激动引领着他，

如同团聚，与它默然相对，忘记了在哪儿，忘记了回家，

忘记了胆怯，呆呆地望着那羽毛，男孩成为了画家 Z。

残疾人 C 在九岁时走进的房子里看到的，是女孩

的美丽。残疾还没有降临，于是 C 用他那奔跑的

激情热爱着那份美丽，与诗人 L 重叠着、一

同奔跑。L 是命定的情种，残疾人 C 没来

得及眺望到远方的梦想，诗人 L 却开始

了他的远游。C 的梦想，C 所想象的传

说，是 L 的不折不扣的真实。但 L 拥

有的仅仅是一场孤独的爱情，他公平

地爱着每一份美丽，以至于他的爱人痛

苦地离开了他。诗人 L 疲惫地对医生 F 倾

诉痛苦，医生 F 忧愁地吸一口烟：这些话为什

么非要说呢？

﹁
我
﹂
，
爱
情

                          

梳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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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美丽房子里住着的，是一个精致的女孩，T。但

与诗人 L 的恋情使得 T 撕心裂肺，不复存在，变成了

女教师 O和女导演 N。

医生 F 与残疾人 C 面对的是同样的选择：做一个

众口皆碑的“好人”，或者是千夫所指的“坏人”。

C 和 F 明白，世间的话并不都是为了表达意义的。泪水

流进心里，被那无以诉说的苦难熬干。他们选择了离开。

X 对 C 说：“你的骨头呢？你的男人的骨头呢？”在那

个让N枯了爱情、让F白了头发的夜晚，N也对F说：“你

的骨头呢？”这成为折磨 F 的噩梦。多年后 F 夫人听

到了他痛苦的梦呓，凄然恍惚，面对女儿担忧的疑问，

她也明白了：有些话，为什么非要说呢？

女教师O死了。当医生F踏进隐隐嘈杂的房间时，

也许感到熟悉。女教师 O 身上有着女导演 N 一样的无

望，这种无望让她勇敢、无所畏惧，她选择一点一点地、

有条不紊地踏入死亡。她到死都爱着丈夫画家 Z，诚实

而坚定地，只爱了他一个，然而她还是选择了死。O说：

“Z 这一生都在画那个下午。”——那个下午，女孩的

母亲在门内用轻蔑的语气谈及 Z，这瘦弱的、九岁的男

孩，在长长的走廊里，突然看到了那根优雅飘蓬的羽毛。

在梦途攸关的童年里，他触到了寒冷又看到了远方。

从那时候开始，Z，这个画家，他眼里便没有别的什么了。

他的一生的追逐，就是那根羽毛——优雅、孤傲的羽毛。

 WR和Z，在他们幼年形象中是混淆的。

他们都听到了一条消息，一条令人警惕而

沉吟不发的消息，他们更多地想着自己，

毕竟那样的岁月里，除了他们，没有

人会多余去想着。在那样一个动荡

的年代，谎言和暴力肆意横行，右

派后代的标签足以毁掉一个少年的

前程。（史铁生的散文《奶奶的星星》

中写过他童年的这一段回忆）

青梅煮酒丨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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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WR 和 Z 都想过死，然而

没有。他们踏上了自己的路，就无法成

全恋人的期望。Z 沉默而自我，WR 却始

终轻蔑。选择了从政的路，WR 从不感到

孤独，他手里抓着力量，什么能伤害他

呢？没有。他最大的牺牲不过是丢弃了

爱，然而只要他不认为那是牺牲，又有

什么能伤害他呢。

他们，残疾人 C、诗人 L、画家 Z

甚至 WR，他们都没有健全的爱情，Z 的

叔叔却有。葵林里的女人哭着对 Z 的叔

叔说：“你的骨头里没有一点儿男人。”

那个年代，最忌讳的就是背叛，她却完

成了一场。自然一生遭人唾弃。她背叛

是为了活，而活，是为了等候，一场漫

长的、一心一意的等候。谁也不说叛徒

有美德，然而这份近乎盲目的信任就不

是美德了吗？

几十年后，葵林里的女人，还是等

到了 Z的叔叔。

“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你，要是我

有力量再爱一回，我还是选择你。” 

     

           ——O遗言

但是，真实是什么呢？真实？究竟什么是真实？

当一个人像我这样，坐在桌前，沉入往事，想在变幻不住的历史中寻找真实，要在纷纷坛坛的生命中看出些真实，真实

便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真实便随着你的追寻在你的前面破碎、分解、融化、重组……如烟如尘，如幻如梦。

我走在树林里，那两个孩子已经回家。整整那个秋天，整整那个秋天的每个夜晚，我都在那片树林里踽踽独行。一盏和

一盏路灯相距很远，一段段明亮与明亮之间是一段段黑暗与黑暗，我的影子时而在明亮中显现，时而在黑暗中隐没。凭空而

来的风一浪一浪地掀动斑斓的落叶，如同掀动着生命给我的印象。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这空空的来风，只在脱落下和旋卷起斑

斓的落叶之时，才能捕捉到自己的存在。

往事，或者故人，就像那落叶一样，在我生命的秋风里，从黑暗中飘转进明亮，从明亮中逃遁进黑暗。在明亮中的，我

看见他们，在黑暗里的我只有想象他们，依靠那些飘转进明亮中的去想象那些逃遁进黑暗里的。我无法看到黑暗里他们的真实，

只能看到想象中他们的样子——随着我的想象他们飘转进另一种明亮。这另一种明亮，是不真实的么？当黑暗隐藏了某些落叶，

你仍然能够想象它们，因为你的想象可以照亮黑暗可以照亮它们，但想象照亮的它们并不就是黑暗隐藏起的它们，可这是我

所能得到的唯一的真实。即便是那些明亮中的，我看着它们，它们的真实又是什么呢？也只是我印象中的真实吧，或者说仅

仅是我真实的印象。往事，和故人，也是这样，无论他们飘转进明亮还是逃遁进黑暗，他们都只能在我的印象里成为真实。

真实并不在我的心灵之外，在我的心灵之外并没有一种叫作真实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呆在那儿。真实，有时候是一个传说

甚至一个谣言，有时候是一种猜测，有时候是一片梦想，它们在心灵里鬼斧神工地雕铸我的印象。

而且，它们在雕铸我的印象时，顺便雕铸了我。否则我的真实又是什么呢，又能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印象。这些印象的

累积和编织，那便是我了。

    有过一个著名的悖论：

    下面这句话是对的；

    上面这句话是错的。

    现在又有了另一个毫不逊色的悖论：

    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

    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

《务虚笔记》节选

时光清浅，许你安然。——杜瑾

青梅煮酒丨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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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死而生
            ——《维罗妮卡决定去死》书评

青梅煮酒丨 Comments

39 宇宙不公平吗？不啊。他只是漠不关心。——张靖



41

《维罗妮卡决定去死》是继《牧

羊少年奇幻之旅》后又一部探讨

生命意义的激情之作。通过描述

年轻姑娘维罗妮卡因厌倦平凡生

活而决定自杀，以及获救之后的

一系列经历，从一个独特的视角

洞彻人生。

在卢布尔雅那的一个美丽的傍晚，玻利维亚乐手正在广场上演奏，一个

青年在她窗前走过，而维罗妮卡决定去死。让她开心的是，她不需要看着同

样的事情发生三十、四十乃至五十年，那样，人生不但了无新意，更会变成

一场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悲剧。

然而当她睁开眼，她看到的不是天堂，而是天花板的荧光灯和遍身的疼

痛——她没有死，她来到了维雷特精神病院。

小说家都喜欢把人物放在一个不正常的环境，来观测一个人是怎样去生

活，去面对的。他让生活很美满的人突然之间觉得不对劲，会让本来很可爱

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变得非常残暴，让一对很般配的情侣因为种种误会而互相

伤害，让生活异常平静的女孩维罗妮卡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服安眠药去死、却

在精神病院醒来。把人物从一种平衡的状态打入动态的状态中，把人物从合

理的关系中嵌入到错位的关系中，这才是小说艺术精髓中最美丽最尖锐的部

分。

保罗 • 柯艾略巧妙地运用了这种手法。在一个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活下去

的世界里，如果维罗妮卡没有决定去死、如果她在吃下攒了几个月的安眠药

后如愿地安详赴死、如果她醒来后仍然在自己的床上，那么情节发展就不会

如此揪人心魄，人物所处的矛盾就不足以让她重新审视世界，不曾改变的环

境就不会让人物的思想进行碰撞。

当她醒来，并终于接受了自己没有死去，而是被送入了精神病院这一事

实后，医生又告诉她一件事：她的心脏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害，很快就会停

止跳动。也就是说，她需要等五天，不管愿意与否，死亡都会降临。

当天夜晚，她便害怕了——服药速死是

一回事，躺着等死是另外一回事。

泽蒂卡问了她一句话：“你知道什么是

疯子吗？”维罗妮卡说：“不知道。”

泽蒂卡给维罗妮卡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一个巫师给王国的井水里下了

咒语，所有喝了井水的人都会变成疯子。第

二天，所有人都变成了疯子，而国王没有，

因为另外有一口井供王室饮用。他忧心忡忡，

想控制住大家的行为，下达了一系列指令。

但大家都觉得国王的命令荒谬不堪，要国王

退位。”

“国王绝望了，准备放弃王位，但王后

阻止了他。她说：‘我们现在就去那口井，

也喝那儿的水，这样我们就和他们一样了。’”

“国王和王后饮下了魔水，马上开始胡

说八道。于是他的臣民决定让他继续治理国

家。”

“从那以后，国家内一派祥和，国王一

直统治着这个国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泽蒂卡问：“你知道维雷特围墙的另一

边是什么吗？”

维罗妮卡笑了：“喝了同一口井水的人。”

维罗妮卡终于从矛盾中找到了一个奇妙

的、近乎虚假的完美地方。从她醒来的那一

刻起，她就被重新给予了一个机会，看一看

她内心想要的世界究竟长什么样子：在维雷

特，人们承认自己是疯子，没有人会为了别

人中断自己的乐子。甚至有人装成疯子，只

为了继续在这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这样

的环境下，她反思自己决定去死的缘由：一

次次地选择隐忍和顺从，一遍遍地看着周遭

一切并且努力成为芸芸众生中不特别的一个，

最后她得到了生活中希望得到的一切，却发

现她无法忍受这样一成不变的生活。

不知不觉间，来到燕都的第一个学年已经到了尾声；放下包袱，继续上路吧。——汤寅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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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有这样的体会。就像你置身于另外一个国度，你明白身边发生的一切，但是你无法张口，也无法得到旁人的帮助，因

为你不懂那样的语言。而如果你来到一个所有人都不一样的世界，没有任何人生的规则和牢笼，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划定自己的

行为和思想，以燃烧自己来实现自己，以叩击生命来成全生命，以涂鸦纯洁来塑造纯洁，生活怎么会一成不变？死又怎么会被视为

欢愉和圆满呢？

维罗妮卡开始后悔自己的自杀，像个疯子一样在钢琴上发泄她的恨意。当月夜降临，她用狂风暴雨的琴声将内心的不满和指

责都发泄干净之后，维罗妮卡看着静谧的夜晚，又开始深爱这个世界。精神分裂症患者爱德华用近乎膜拜的虔诚欣赏着她的钢琴曲。

她被判了死刑，却被音乐的魅力和爱德华的眼神渐渐地拉回到这个世界，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希望。

她爱上了自己，爱上了生命，爱上了爱德华。

“我想离开这里，在外面死去。

“我想要爬上卢布尔雅那的城堡，从前我总去那里，可是从来没有在近处好好看过它。

“我想和那位冬天卖栗子、春天卖鲜花的女人说说话。我们总是擦肩而过，可我从来不曾问候她一句。

“我想让雨水打在我的脸上，我想向对我有兴趣的男人微笑。我想要吻我的母亲，告诉她我爱她，在她的怀里大哭一场。

“我想投入地爱男人，投入地爱这个城市，投入地度完这生命，最后，投入地死亡。”

当生命还有最后的二十四小时，维罗妮卡用祈求的语气对她的医生说。

维罗妮卡和爱德华逃离了维雷特，他们热烈地喝酒大笑，爬山谈话，她恳求爱德华重新拾起画画的梦想，回到那条半途而废的路。

夕阳中，维罗妮卡慢慢闭上了眼睛，安静而甜蜜地接受死亡的到来。

另一边维雷特的医生写着关于“苦病”的论文，他发现苦病的唯一治疗方法就是死亡意识。当他敲下论文最后一章的题目——

“死亡意识激励我们活得更久”——维雷特的护工们告诉他，维罗妮卡和爱德华逃跑了。

然而逃到了哪里呢，维雷特围墙的里面和外面其实也是差不多的，然而自由的意志是无法被禁锢的。当生命被逼到没有平常

的路可以走的时候，它唯有飞起来，远离平常。而维罗妮卡的以后，必将把每一天都视为奇迹，用将死的心绪去生活。

“维罗妮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保罗·科埃略，巴西著名作家，生于 1947 年 8 月 24 日。

1988 年出版著名寓言小说《the Alchemist》中译名《牧羊

少年奇幻之旅》。他的作品语言富有诗意和哲理，内容涉

及宗教、魔法、神秘传说等，带有奇幻色彩。他的著作全

球销量已经超过 1.6 亿册。他是称为历史上最畅销的葡萄牙

语作家。

2007 年 9 月 21 日，因为《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等作

品对人类的巨大影响，保罗·科埃略被任命为联合国和平

大使。

人生如茶需慢品，岁月如歌要静听。慢慢来，都会有的。——柴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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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接住她，

    这是一个母亲

    在捧着自己的婴儿”

   ——读《穆斯林的葬礼》有感

“请接住她，这是一个母亲在捧着

自己的婴儿。”这是霍达在后记里写的

最后一句话。

初次听说这本书还是在高中时期，

在好朋友的推荐下，我买来这本书。第

一次看到这本书的书名，我擅自进行了

解读：一个与穆斯林有关的故事，一个

震撼人心的悲剧。因为之前对穆斯林并

不了解，我怀着忐忑不安又敬畏好奇的

心情翻开了这本书。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穆斯林葬礼上的

祷辞，初读时并没有什么感触，只知道

是这穆斯林的传统。读完全书再回看时，

才恍然大悟，看似简单的几句话，蕴含

了回回对已逝同胞的真心祝福与无尽的

怀念。                                                                 

全书共有玉魔、月冷、玉殇、月清、

玉缘、月明、玉王、月晖、玉游、月情、

玉劫、月恋、玉归、月落、玉别十五章

和名为月梦的序曲、名为月魂的尾声，

起初看时有些令人摸不出头脑，后来才

明白，章名中的“玉”就是主人公梁亦清、

韩子奇毕生的追求，并且是他们看来最

为重要的东西，为了玉，他们可以放弃

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但是，命运

与他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尽管玉器

收藏者都希望自己是玉器的最后一位拥

有者，用尽毕生把玩、收集，但他们却

忘记了最为重要的一点：玉器是历史的

产物，终究也会归于历史长河之中，并

不属于某一个个体；而玉器收藏家，只

是玉器的保管者，甚至是奴隶。而“月”

则指的是以主人公冰玉为代表的人们心

中真正善良、美好的事物。霍达笔下的

冰玉纯洁而完美，也许正是因为太过完

美，作者才会为她配以最为令人痛心的

结局——英年早逝。序曲和尾声则是对

主人公梁冰玉数年后重回故乡但故人不

在的叙述，首尾交相呼应，相得益彰，

犹如发源于唐古拉山的长江，奔流而下、

气势磅礴、蜿蜒东流，在流经 10 个省市

后汇入东海，一切归于平静。   

文 / 刘荷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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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线索清晰明确地贯穿全书，无情地揭示出三代人各自不同而又同样悲惨的命运，勾勒出一个玉器收藏世家的跌宕起伏

与一波三折，描绘出三代人看似无尽的、时隐时现的未来。正如冰心先生为此书外文版撰写的序言所说：“她是现代中国百花

齐放的文坛上的一朵异卉奇花，挺然独立。”一部长篇小说所展现的不仅是一个令人怆然泪下的故事，更将我们所不熟知的穆

斯林的传统、精神、生活、内心世界统统展现在世人面前，她并没有故意烘托穆斯林的神秘，只是单纯地将其展现出来，这才

是这部小说真正的伟大之处。

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穆葬》贴切地对这句话进行了阐述，但她并不同于一

般意义上的悲剧，因为她悲得真实、悲得有力、悲得令人感同身受，这种悲包含了最纯洁的梦想、最凄美的爱情与最痛苦的命

运。正如作者浓墨描绘的那样：“穆斯林的葬礼隆重、庄严而简朴，没有丝毫的浮华。”在我看来，这部小说何尝不是这样呢？

作者以冷峻严酷的笔锋，在白纸上勾勒出一个空灵、圣洁的世界，这个世界属于所有人。好人，坏人，男人，女人。

“请接住她，这是一个母亲在捧着自己的婴儿。”这是霍达在后记里写的最后一句话。

附：

霍达，女，生于 1945 年 11 月 26 日，回族，北京人。国家一级作家，1976

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发表第一部小说《不要忘记她》，1987年创作长篇小说《穆

斯林的葬礼》，该作于 1991 年获得茅盾文学奖。

《穆斯林的葬礼》是霍达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该小说以回族手工匠人梁亦

清的玉器作坊奇珍斋升沉起伏为主线，在历史的背景下描写梁家三代人不同的命

运变迁，表现了主人公为追求理想和事业，为完善自身素质所发出的蓬勃不息的

命运意识。

小说着眼于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冲突，在中国社会和世界格局

的大历史背景下以小见大，通过讲述一个穆斯林家族六十年间的兴衰，三代人命

运的沉浮以及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容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融宗教信仰与

现实生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人性之美与价值之美于一体，折射了在漫长的

历史进程中，回族既有保持其阿拉伯民族的 文化渊源的一面，又有与汉文化相

互渗透、相互融合的一面。因此，冰心称“它是现代中国百花齐放的文坛上的一朵异卉奇花，挺然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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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无意义（节选）

米兰·昆德拉

    

第二天上午将近十一点钟，阿兰跟他的朋友拉蒙和凯列

班约好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的博物馆前见面。走出工作室以前，

他转身跟照片上的母亲说再见。然后他上了街，走向他停在离

家不远处的摩托车。他往上跨时，隐约感觉背后有个人似的。

好像玛德兰与他在一起，轻轻地在碰他。

这个幻觉使他感动；好像在向他表示他对女友的那份爱；

他启动车子。

然后他听到身后一个声音：“我还要跟你说。”

不，不是玛德兰。他听出是母亲的声音。

道路堵塞，他听到：“我要肯定你与我之间不存在误会，

我们彼此都很理解……”

他不得不刹车。一个行人钻进来穿过马路，转身向他做

出威胁的手势。

“我说话坦白。我一直觉得把一个不要求到世界上来的

人送到世界上，是很可恶的。”

“我知道，”阿兰说。

“瞧你的周围：就你看到的人中没一个是出于自己的意

愿来这里的。当然，我刚才说的话是所有真理中最平凡的真理。

那么平凡，又是那么基本，以至大家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

几分钟里一辆货车和一辆汽车把他夹在中间，他继续他

的路程。

“大家都喋喋不休谈人权。闲扯淡！你的存在就不基于

什么权利上。即使你自愿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人权骑士，

他们也不会让你这样干。”

摩托车上的对白

4444我不想知道十年后的我是怎么样，我只想知道十年后的我怎么看现在的我。——郭岁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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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在十字路口上空亮起。他停下。

马路两边的行人开始朝着对面的人行道

走。

母亲继续说：“瞧瞧所有这些人！

瞧！你看到的至少有一半长得丑。长得

丑，这也属于人权的一部分吗？一辈子

长个丑相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没有片

刻的安宁！你的性别也不是你自己选择

的。还有你眼睛的颜色。你所处的世纪。

你的国家。你的母亲。重要的一切都不

是你自己选择的。一个人只对无关紧要

的事拥有权利，为它们那就实在没有理

由斗争或者写那些什么宣言了！”

车又开动了，母亲的声音温和下来：

“你成为现在这个样是因为我软弱。是

我的过错。我请你原谅。”

阿兰没有出声，然后他声音平静地

说：“你觉得你在什么事上有过错？没

有力量阻止我出生？还是没有跟我的人

生和解？我的人生幸而还不是太差的。”

她沉默了一会，回答说：“可能你

是对的。我在两方面都有过错。”

“请求原谅的应该是我，”阿兰说。

“我像一堆牛粪那样落入了你的生活。

我把你赶往了美国。”

“别道歉了！我的小傻瓜，你对

我的生活知道什么！你允许我叫你傻瓜

吗？是的，不要生气，依我看来你是傻瓜。

你傻的根源来自哪里你知道吗？你的善

良！你可笑的善意！”

他来到了卢森堡公园附近。他停好

摩托车。

“不要推托啦，让我请求原谅吧，”

他说。

“我是个赔不是的人。你们——你

与他——把我生出来就是这样的。作为

赔不是的人，当我们——你与我——相

互原谅时我觉得很幸福。相互原谅不是

件美事吗？”

然后，他们朝着博物馆走去。

“相信我，”他说，“你刚才跟我

说的事我都同意。一切都同意。你与我

一致不是美事吗？我们的联盟不是美事

吗？”

“阿兰！阿兰！”一个男人的声音

打断他们的对话：

“你瞧我的样子好像从没见过我似

的！”

是的，是拉蒙。

“今天早晨，凯列班的妻子给我打

电话，”他对阿兰说。

“她说到你们的晚会。我都知道了。

夏尔去了塔布。他母亲不行了。”

“我知道，”阿兰说。“凯列班呢？

他在我家的时候，从椅子上掉下来了。”

“她跟我说了。伤得可不轻。据她

说走路有困难。现在他睡了。他原来要

跟我们一起看夏加尔的。他看不着了。

我不也是？我受不了排队等。你瞧！”

他朝慢慢向着博物馆人口往前移的

人群做了个手势。

“队排得不算太长，”阿兰说。

“可能不算太长，还是教人没兴致。”

“你来了又走已经有几回啦？”

“已经有三回。其实我到这里不是

来看夏加尔的，而是为了看到队伍一星

期比一星期排得长，也说明地球上人更

多了。你看他们！你以为他们一下子就

爱上夏加尔了吗？他们是哪儿都会去的，

是什么都会干的，只是为了消磨他们不

知用来做什么的时间。他们什么都不懂，

因而让人带领着。他们实在是太好带领

了。原谅我。我心情不好。昨天我喝多了。

我真的喝得太多了。”

“那么你现在要做什么？”

“我们一起在公园里散散步吧！天

气晴朗。我知道星期天人比较多一些。

但是还可以。你瞧！阳光！”

阿兰没说什么。确实，公园的氛围

是平和的。有人在那里跑步，有人路过，

草地上有几圈人做着奇怪缓慢的动作，

有人在吃冰淇淋，还有人在围栏后面打

网球……

“这里，”拉蒙说，“我感觉好些。

当然到处存在一致性。但是在这座公园

里有较多的一致性。这样你可以保持你

的个别性的幻觉。”

“个别性的幻觉……奇怪：几分钟

前我有一次奇怪的对话。”

“对话？跟谁？”

“然后肚脐……”

“什么肚脐？”

“我没有跟你说过吗？最近我想肚

脐想得很多……”

仿佛有个隐身的导演安排了似的，

两个青春少女优雅地露出肚脐从他们身

边走过。

拉蒙只能说：“是的。”

阿兰说：“露着肚脐这样散步是今

日的时尚。风行至少十年了。”

“它像其他时尚一样也会过时的。”

“但是不要忘记肚脐的时尚开创了

新的千禧年！就像有个人在这个象征性

的日子把一张帘子拉开了，它几世纪以

来不让我们看到这个基本事实：个别性

是一种幻觉！”

“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跟

肚脐有什么关系呢？”

“在女人性感的身体上有几块黄金

地段，我从前一直认为有三块：大腿、

臀部、乳房。”

拉蒙跟阿兰讨论
肚脐的时代

希望大家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追求到自己的理想。——杜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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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蒙想了一想，然后说：“没错……”

“然后，有一天，我明白还必须加

上第四块：肚脐。”

拉蒙思索片刻后，同意说：“是的。

可能是。”

阿兰说：“大腿、乳房、臀部在每

个女人身上都有不同的形状。这三块黄

金地段不但令人兴奋，也同时表示一个

女人的个别性。你爱的那个人的臀部你

不可能弄错。你爱的那个臀部，你在几

百个臀部中间一眼就能认出。但是你不

可能根据肚脐去识别你爱的那个女人。

所有的肚脐都是相似的。”

至少有二十个孩子笑着叫着，跑步

向着两个朋友交叉而过。

阿兰继续说：“这四块黄金地段的

每一块都表示一条情色信息。我问自己，

肚脐跟我们说到的情色信息是什么呢？”

一个停顿后他说：“有一件事是明显的：

跟大腿、臀部、乳房不一样，肚脐对于

有这个肚脐的女人的事什么都不谈，它

谈到的不是这个女人的事。”

“它谈到什么呢？”

“胎儿。”

“胎儿，那当然，”拉蒙同意说。

阿兰：“爱情从前是个人的节日，

是不可摹仿的节日，其光荣在于唯一性，

不接受任何重复性。但是肚脐对重复性

不但毫不反抗，而且还号召去重复！在

这个千禧年里，我们将在肚脐的标志下

生活。在这个标志下，我们大家一个个

都是性的士兵，用同样的目光盯着的不

是所爱的女人，而是肚皮中央的同一个

小圆孔，它代表了一切情色欲念的唯一

意义、唯一目标、唯一未来。”

突然一次意料不到的相遇打断了这

场对话。

在同一条小路上迎面走来的是达德

洛。

他也喝得很多，睡得很差，现在到

卢森堡公园借散步来清醒清醒。拉蒙的

出现首先令他尴尬。

他邀请他参加鸡尾酒会只是出于礼

貌，因为是他找来了两名和气的服务员

帮他办酒会。但是由于这个退休者对他

再也没有用处，达德洛竟然没想找点时

间在酒会上招呼他，欢迎他光临。现在

他感到理亏，张开双臂，大叫：“拉蒙！

我的朋友！”

拉蒙记得自己跟老同事没有道别就

从鸡尾酒会上溜了。但是达德洛响亮的

招呼声舒散了他的不安心理；他也张开

双臂，喊叫：“好哇，我的朋友！”他

向他介绍阿兰，热烈邀请他跟他们一起。

达德洛记起也是在这同一座公园里，

突然来了灵感，让他编了个可笑的谎言，

说自己患了绝症。现在怎么办呢？他说

话不能自相矛盾，只得继续装成重病在

身的样子。然而，他很快明白毫无必要

为此压住自己的好心情，他觉得这么做

并不过分为难，因为谈笑风生只会使一

个楚楚可怜的病人更加引人注目，更加

可钦可佩。

他在拉蒙和拉蒙的朋友面前，交谈

时的口吻轻松风趣，说到这座公园已是

他最亲切的风景的一部分、他的“乡下”，

他这样反复说了几次。他跟他们谈到这

些诗人、画家、大臣、国王的雕像。“你

们看，”他说，“从前的法国还是一直

活着呢！”然后带着温和好玩的嘲讽，

他指指法国贵妇人——王后、公主、摄

政女王的白色雕像，每个都是竖立在一

个大基座上的全身像，高大伟岸。每尊

像之间相隔十到十五米，一起形成一个

非常大的圆圈，居高临下，下面是一个

美丽的水池。

更远处，从四面八方，哗啦啦过来

几群孩子进行集合。“啊，这些孩子！

你们听到他们的笑声了吗？”达德洛微

笑。“今天有个节日，我忘了哪个节日。

是什么儿童过的节日。”

突然，他集中注意力：“那边出什

么事啦？”

过来一个打猎的人和一个撒尿的人

从天文馆路过来的一条大道上，一

个男人五十岁左右，上唇蓄胡子，穿一

件磨损的旧派克，肩扛一支长猎枪，朝

着大理石贵妇人绕成的圆圈奔过去。他

挥手、尖叫。周围的行人停了下来，瞧

着他，惊讶、同情。是的，同情。因为

这张留胡子的脸有什么东西很祥和，这

使公园的氛围清新，有了一种从古时带

过来的田园气息。他教人想起了好色者、

乡村的轻狂之徒、冒险家，往往步入中

年变得世故后更讨人喜欢。他有乡下人

的魅力、男性的善良、民间的土风，人

们见了感到震动，向他露出微笑，他也

兴高采烈回应。

然后，他不停在跑，朝着一尊雕 像

的方向举手。人人都朝着他的手势看去，

看见另一个人，这人很老，瘦得可怜，

留一撮尖尖的山羊胡子，他为了不让好

奇的人看到，躲在一尊大理石女像的大

基座后面。

“嘿嘿！”猎人说，把枪搁在肩上

瞄准，朝着雕像放枪。这是法国王后玛

丽·德·美第奇，以她的老、肥、恶、

傲慢著称。一枪打掉了她的鼻子，使她

显得更老、更恶、更肥、更傲慢，而那

个躲在雕像基座后面的老人吓坏了，跑

得更远，最后为了躲开好奇者的目光，

蹲在奥尔良公爵夫人米兰的瓦伦丁娜后

面（那位要美丽多了）。

达德洛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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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声意料不到的枪声，这张削去了

鼻子的玛丽·德·美第奇的面孔，起初

使那些人发呆；他们不知道如何反应，

东张西望，等待信号，好让他们明白这

个猎人的行为怎么解释，应该把他定为

破坏分子还是恶作剧？应该报以嘘声还

是掌声？

猎人好像猜到他们身陷困境，大叫：

“在法国最著名的公园里撒尿，是禁止

的！”然后，他瞧着那一小群人放声大笑，

笑得那么开心、自由、天真、憨直、友善、

有感染力，四周的人都像松了一口气，

也跟着笑。

山羊胡子老人从米兰的瓦伦丁娜雕

像后面出来，还在扣裤子前门襟的扣子，

满面露出舒心的幸福。

拉蒙也是一脸的好心情：“这个猎

人没让你想起什么吗？”他问阿兰。

“当然：夏尔。”

“是的。夏尔跟我们一起。这是他

那出戏的最后一幕。”

这时，五十几个孩子从人群中脱离

出来，像合唱团那样排成半个圆圈。阿

兰朝他们走去，好奇地要看看接下来是

什么，达德洛对拉蒙说：“你们看，这

里节目很精彩。这两人完美无缺！肯定

是没有工作的演员。失业者。你们看！

他们不需要剧院的舞台。一座公园的走

道对他们就够了。他们不放弃。他们要

演戏。他们为生存奋斗。”

然后，他记起了自己的重病，为了

让人记得他悲惨的命运，他低声加了一

句：“我也是在奋斗。”

“我知道，朋友，我钦佩您的勇气，”

拉蒙说，他希望在他不幸时撑他一把，

接着说：“达德洛，很久以来我都想跟

您说一件事。说无意义的价值。那个时

期，我尤其想到您与女人的关系。我那

时想跟您谈谈卡格里克。我的好朋友。

您不认识他。我知道。那就不谈。现在，

无意义在我看来跟那时相比另有一番面

目，在一个更强烈、更有启示性的光照

下。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

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

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

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这经常

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

直呼其名。然而不但要把它认出来，还

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

爱它。这里，在这座公园里，在我们面前，

您瞧，我的朋友，它就绝对明显、绝对

天真、绝对美丽地存在着。是的，美丽。

就像您自己说过的：完美无缺的节目——

根本是无用的，孩子们笑——不用知道

为什么——不美吗？呼吸吧，达德洛，

我的朋友，呼吸我们周围的无意义，它

是智慧的钥匙，它是好心情的钥匙……”

 恰好在这时刻，在他们面前几米远，

蓄胡须男人搂着山羊胡子老人的肩膀，

用一种庄严动人的声音向围着他们的人

说：“同志们，我的老友以他的荣誉向

我发誓，他今后决不会在法国贵族夫人

身上撒尿了！”

接着他再一次放声大笑，大家鼓掌、

高叫，

母亲说：“阿兰，我很高兴在这里

和你一起。”

然后她的声音转化成一声轻微、安

静和温柔的笑。

“你笑了？”阿兰问，因为这是他

第一次听到母亲的笑声。

“是的。”

“我也是很高兴，”他说，动了感情。

 达德洛则不出一声，拉蒙知道这个

人那么斤斤计较伟大的真理，听了他对

无意义的赞颂不会开心；他决定对他予

以不同的对待：“昨天我看见你们了，

您和拉弗朗克。你们两人都很美。”

他观察达德洛的表情，看到这次他

的几句话中听多了。这次成功给了他灵

感，他立刻来了个主意，想到一个既荒

谬又奇妙的谎言，现在他决定把它当作

一件礼物，一件送给来日无多的人的礼

物：“但是要多加小心，当大家看到你们，

一切太明白了！”

“明白？什么？”达德洛问，难以

掩饰心头的快乐。

“明白你们是情人。不，不要否认，

我都懂。不要担心，还没有人口风比我

还紧！”

达德洛直视拉蒙的眼睛，那里像一

面镜子，映出一个楚楚可怜的病人，样

子还是很幸福，毕竟做了一位名女人的

男友，他从没碰过她，一下子却成了她

的秘密情人。

“亲爱的，我的朋友，”他说，他

拥抱拉蒙。

然后他走开了，两眼湿润，幸福快乐。

儿童合唱团已经排成一个完美的半

圆，指挥是个十岁男孩，穿礼服，手执

指挥棒，准备给出信号，让音乐会开幕。

但他还是要等待一会儿，因为一辆小敞

篷马车，车身漆了红黄双色，由两匹小

马驹拉着，滴滴笃笃驶近来。穿破旧派

克的蓄胡子男人把他的长猎枪高高举起。

赶车的也是个男孩，听命令把车刹住。

蓄胡子男人与山羊胡子老人登上车，坐

下，最后一次向观众致意，观众兴致勃勃，

挥手，这时儿童合唱团开始唱《马赛曲》。

马车启动，顺着卢森堡公园的一条

大道，朝着巴黎的马路慢慢驶远去。

庆祝无意义

编辑：陈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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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referendum: 
Would Brexit 
violate UK citizens' rights?
By Laurence Peter BBC News

Exiting the EU would mean UK citizens losing their EU citizenship. That might sound like a formality, 

 but actually it has big legal consequences.

Over the decades of EU membership the UK has incorporated a vast body of European law into its 
national laws.

Unpicking all that is going to be a mammoth task, likely to keep lawyers busy for years. And it's not yet 
clear when all that will start.

Is there any legal certainty 
about the UK leaving the EU?

No - the UK is not compelled to leave, because the 
referendum was "advisory", not legally binding.

But many commentators take the view that the Brexit 
triumph - 52% for Leave, 48% for Remain - provides a 
political imperative to exit.

The EU's Article 50 - a treaty clause on withdrawal from 
the 28-nation bloc - provides an orderly procedure for 
Brexit. That is the way the UK is expected to go.

But some legal experts say Article 50 would have to be 
triggered by an Act of Parliament - they argue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alone could not legally do it. And most 
MPs are in the Remain camp - so they would be voting 
for something they disagreed with.

Article 50 sets a two-year deadline for leaving the EU, 
once the article is triggered. It assumes that a new 
agreement would be reached between the departing 
state and the EU, but does not demand it.

In order to scrap EU laws before Brexit the UK could 
repeal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ct 1972. But Prof 
Mark Elliott, a constitutional law expert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says to do so "would risk legal chao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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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n  t h e  U K  g o ve r n m e n t 
simply strip its citizens of their 
EU citizenship?

placing the British and EU legal regimes on a collision 
course with one another prior to the UK's having 
extricated itself, as a matter of international law, from 
the EU legal order".

There are various legal opinions about this -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the UK has an unequivocal right to do it.
Brexit would set a legal precedent - it is uncharted 
territory, because no EU member state has left the bloc 
before. Greenland left as a self-governing territory in 
1985, but it remained part of Denmark, which is an EU 
member.

Prof Sionaidh Douglas-Scott, a European law expert at 
Oxford University, told the BBC that if the UK was no 
longer in the EU, "this would suggest its citizens are no 
longer EU citizens".

But she said a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 ruling 
- the Rottmann case - "held that deprivation of EU 
citizenship (albeit in circumstances different from 
Brexit) might not be a matter just for member states, 
but that the EU might have a role as well".

In a blog analysis on Brexit, Prof Steve Peers, a law 
expert at Essex University, says that "if a country ceases 
to be a member state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n 
obviously its nationals therefore cease to be citizens of 
the Union".

Prof Catherine Barnard, a European law expert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says some argue that "UK 
nationality is the gateway to EU citizenship and EU 
rights and if we are not in the EU any more UK citizens 
do not get those additional rights".

But, she adds, EU citizenship in the context of Brexit is 
"a really big question - and no-one knows the answer".

Brexit does not mean withdrawing from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 the fundamental rights 
law enforced by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ECHR) in Strasbourg. The ECHR is not an EU institution, 
so Brexit does not affect it.

And the convention has legal force in the UK through 
the 1998 Human Rights Act.

There is a move i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to replace 
that act with a new Bill of Rights. That would be 
complicated, however, because the rights guaranteed 
under the convention are also written into the Good 
Friday Agreement for Northern Ireland. That agreement 
underpins the Northern Ireland peace process.

Various EU rights - such as the Working Time Directive, 
stipulating working hours and time off - are already 
enshrined in UK law. But they could be scrapped after 
Brexit.

Brexit could remove rights enshrined in the EU treaties 
- unless the UK agreed to keep them under a new 
settlement with the EU.

They include the right to move freely to another EU 
country and work there, and the right to stand for 
election in another EU country.

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attached to the EU 
treaties, would no longer apply to UK citizens.

Prof Douglas-Scott says "all Charter rights are currently 
effective in the UK", despite a UK opt-out from the 
Charter's fourth section, called "Solidarity", which deals 
with workers' rights. That opt-out was found to be 
ineffective, she told the BBC.

She says the UK Human Rights Act (HRA) "would not be 
an adequate replacement for the Charter".

"The Charter contains 47 rights - which is about three-
and-a-half times as many rights as the HRA. So all those 
other rights would be lost," she said.

UK  law prov ides  enough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for 
UK citizens, doesn'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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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n't the EU itself infringe 
some citizens' rights?

A debate is raging in the EU about this - it really 
depends where you stand politically.

Some argue that the EU's treatment of Greece - the 
painful austerity demanded as a condition for the 
bailout - was itself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Many 

Greeks suffered from the cuts to jobs and welfare that 
were required for Greece to remain in the eurozone. 
Greece's lenders refused to write off its colossal debts.

The EU's deal with Turkey on sending migrants back 
from the Greek islands has also drawn criticism. There 
are serious concerns that Turkey may not adequately 
safeguard the rights of migrants - many of them Syrian 
refugees.

英语学习
小贴士

徐爽昕

语言学习都是很漫长的过程，没有捷径，能得到多少回报取决于下了多少工夫。希望大家秉持这样的心情和期待来看接下来

的 TIPS。这一篇重点在于解释我所理解的一些原理，希望能帮助大家进行自我语言能力定位，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任何语言的学习和使用都可以分为输入（听、读）和输出（说、写）两大类。其中，听与说、读与写是两对相辅相成的关系。

影响输入和输出方面的因素几乎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点：词汇词组表达法、语音及发音习惯、语法句式、社会文化背景等。

大家可以在自学的时候注意自己的问题在哪儿，然后针对自己的问题去学习。

具体解释一下这几点，词汇词组表达法之所以放在一起，是因为它们都属于死记硬背的东西并且都由变化的词汇组成，量的

提高只能不断积累，除了背单词 APP 和各种 list 外，美剧、阅读题、生活里遇见的标识，都是很好的材料，希望大家不要浪费；

语音主要是发音规律，推荐大家自学“自然拼音法”，和音标之间是“渔”和“鱼”的关系，非常有用；发音习惯包括吞音、连读

和弱读，这三点都能在度娘上找到非常好的规律总结，大家自己做功课就好 ~；语法方面，推荐薄弱的同学去买一本英语五三，非

常详尽，非常好用，非常充满回忆；句式方面，任何复杂句都是简单句的组合，大家尝试去掉所有从句，就能分析出这句话的基础

结构，然后看各个从句所处的语法地位，就能得出一份非常“不说人话”的翻译，基本做到这一步就能完成理解复杂句的意义了，

所以复杂句的基础是建构在对语法的熟悉程度之上的，先学好走路才能好好跑步；社会文化背景和词汇一样，也只能靠不断积累，

区别在于这个点没有固定的材料去积累，大家不如顺其自然，遇见了就记下，没遇见就等着遇见的时候再记下来，举个例子，英国

结账的时候会问你 do you need cash，我一开始是懵逼的，根本不知道收银员问了啥，后来知道他们那边收银员可以帮你多刷一

些金额，多出的部分兑换成现金给你，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因为不熟悉社会文化背景而听不懂。

贴士丨 Tips

50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高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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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在各部分学习中帮助大家少走弯路的 TIPS：

如果是急需单词量提升，建议规律使用各大背单词 APP，但不推荐百

词斩，因为图片和单词连在一起的方式并不有利于大家学习单词，好的

APP 比如乐词、扇贝，大家都可以自由选择；如果不是急需单词量，建议

大家选一本原版小说来看，见到不认识的词就有道，但千万别抄在本子上

给自己一种我很用功的错觉，要是每个不认识的词都抄下来，估计这本书

你也读不完了 ...... 和不认识的词面熟就好，如果这个词很高频，那你

查词的频率也会很高，查的多了也就记住了，如果这个词很低频，那你记

住了却不常遇见，早晚也是要忘的。【敲黑板】词组之间的区别需要抄在

本上经常看，你可以不抄 make 这个词的全部中文意项，但你要记住 make 

of\make out of\make through 等词组的区别。

背单词的方法

语感语音

最迅速的提高口语语感、语音的方法就是

唱歌 ...... 一切吞音弱读连读都可以在唱歌

中解决，一切发音的方式也都可以在唱歌中解

决 ...... 唱歌吧旁友们！最开始选慢歌，一点点

加快，最后上 Eminem，你可以的。口语语感上来

了听力其实也就上来了，初中的时候我们有一回

期中考的听力材料就是 Eminem 的 Beautiful，当

时觉得也能听清（感谢老天让他是个白人）...

材料选择
【敲黑板】选学习材料的时候请大家秉持

1+1 的原则，就是比你现在的水平高且只高一级。

如果你现在四级听力还有漏听的词，那么请你不

要尝试靠 Eminem 练听力，Lady Gaga 才是你的好

伙伴。欲速则不达啊 ~

写作与语法
提高写作和语法，除了练习和看干货书之外，最

有用的我觉得是背书。

 以上只是一部分语言学习的心得，希望大家唱得高兴，学得开心 ~

51 好好学习。——霍欣蕊   



读者反馈单

读者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年级      专业               联系方式

内容调查
你对本期《留白》的整体评价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非常不喜欢

你对此次《留白》改版的评价
□喜欢   □一般，无所谓   □不喜欢，完全没有必要区分 A、B版

你对本期《留白》板块的评价（请用“√”选出你最喜欢的板块，可多选）
□卷首语   □特别企划   □诗和远方   □会名师   □今生遇   □在路上   □燕都风采   
□赌书泼茶   □逍遥游   □青梅煮酒   □新生发言   □美文   □贴士

你对本期《留白》文章的评价（请写出你最喜欢的文章，可多写）

你对本期《留白》视觉设计的评价
□很好   □还不错   □一般   □待改进   □难看

你希望在校刊中看到哪些内容？（可多选）
□学院新闻资讯   □学院活动报道   □师生人物报道   □考研信息   □知识介绍   
□文艺作品推荐   □时事评论
□其他（请注明）：

邮箱：ydliubai@163.com 微信平台：cnu_ydxy（或扫描右侧二维码）
如果你想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欢迎加入我们。

感谢你参与本次反馈。欢迎你对《留白》畅所欲言，发表感想、评论、意见，可另附纸或发
邮件给我们，也可以在燕都微信平台回复。我们将选择优秀反馈在下期《留白》中刊登。

首都师范大学燕都学院留白工作室请沿此虚线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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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一问

毕业后想做什么？

答案可通过燕都微信平台或公共邮箱反馈给我们哦 ~

首都师范大学燕都学院留白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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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留白》杂志是首都师范大学燕都学院院刊，首刊发行于 2014 年 12 月，旨在为广大燕都学院师生服务，
营造良好的学院学术文化氛围。现面向燕都学院全体师生征稿。

征稿内容及要求：
A 版 ( 学术专刊 )

学术文章，内容主题不限。所投稿论文需经专业教师指导。

B版

【逍遥游·Joyride】我们将向着光明旅行。

游记类作品，字数 3000 字左右为宜。

【色·界·Colorscope】爱的光线醒来，照亮零度以上的风景。

摄影作品，内容积极向上，可配简单的文字。

【青梅煮酒·Comments】一盘青梅，一樽煮酒，话尽英雄。

评论，包括书评、影评、漫评等，1500—3000 字为宜。

【诗和远方·Writings】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散文、诗、随笔等，1500—3000 字为宜。

【赌书泼茶·Live】赌书消得泼茶香，非道寻常。

虚构类作品，小说、剧本等，短篇 3000—10000 字为宜，长篇可连载。

投稿须知：

1. 作品内容完整，主题鲜明。投稿请提前进行稿件校对。

2. 鼓励原创，非原创作品均需注明原作者。已发表作品需注明发表时间及发表刊物。

3. 燕都学院学生原创学术文章需导师签字之后方可投稿，投稿时请附导师签字确认表。

4. 投稿时请注明“院刊投稿”，并注明所投稿栏目名称，专业，学号，个人姓名等信息。

投稿邮箱：ydliubai@163.com

燕都人的平台，燕都人成长的记录者。

首都师范大学燕都学院留白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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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