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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协 同 发 展 的 逻 辑
——�专访访张博辉教授、吴海峰研究员

张博辉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执行副院长

校长讲座教授
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与社会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数据科学理学硕士项目联合主任

吴海峰
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学生记者 / 许靖彤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19 年 2 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粤港澳大湾区 11 个

城市在一体化协调发展中各自的定位。2021 年 1 月，由我校张博辉教授和吴海峰研究员编写的《协同发

展的逻辑――先行示范区及其周边城市群协同发展实证解析》正式出版 , 该书通过对大湾区内部 11 个城市

自身的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和环境变化以及法制建设四个层面具体分析，总结归纳了大湾区在一

体化道路上的独特定位以及未来协同发展面临的痛点难点，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政策建议。

本次采访将聚焦书中核心观点，解析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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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记者：《协同发展的逻辑》这本书的撰写背景是怎样的？

张博辉：首先，从 2019 年出台了一个具体的发展纲要之后，

我们社会各界人士、机关、企业，以及所有的参与者都希望去了解

一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背景、国际出发点，还有纲要的重要目标

和纲要的发展指示，这是整体的一个政策背景；第二，我们需要一

本书去了解港澳大湾区的“9+2”个城市，它们现阶段所具备的发

展优势是什么？所面临的发展挑战是什么？我们如何去解决或者是

规避这些挑战？如何去发挥或者是拓取潜在的这种优势？因此，我

们需要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第三，我们需要一本书帮助我们去梳

理一下从一开始到 2017 年以后的这段时间，我们国家对于粤港澳

大湾区出台的政策到底有哪些。

学生记者：粤港澳大湾区 11 个城市的调研思路是怎样的，
你们团队收集和处理的数据和信息包含哪些？

张博辉：首先，我们希望能从历史上或者是从改革开放以来，

把整个粤港澳大湾区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

第二，我们需要深入了解这“9+2”个城市的政策特点，包括城市

经济、社会、生态，以及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具体发展特点和

数据，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非常颗粒度的各个城市的信息。第三，我

们需要把经济学、金融学或者是管理学等许多学科的知识点，系统

地应用到城市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逻辑判断当中去分析这些城市。

第四，我们希望全面观察这“9+2”个城市在近年取得的变化。我

们团队需要收集、处理这些数据。

学生记者：可以谈谈粤港澳大湾区对于中国经济的特殊
意义吗？

吴海峰：首先，大湾区发展对实现我们国家十四五规划以及远

景目标有一个很强大的标杆作用。第二，粤港澳大湾区是我们国家

实践“一国两制”的重要且生动的实证基地。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从小的方面看，是关于大湾区“9+2”个城市未来的经济发展；从

大的方面看，它实际上对我们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创新模式、

可持续发展模式、生态环境安全模式、社会治理模式，起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所以说，粤港澳大湾区身上承担的历史责任

和使命是非常重大的。

学生记者：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如何借鉴目前世界的三大湾区？又将如何通过自己的独特定位，
在世界湾区发展中找到自己的准确位置？

张博辉：纽约湾区最主要是金融行业，它是以金融行业带动科技和文化等产业。东京湾区是以制造业

为主，日本很多的著名企业，比如汽车、照相机、电视机、洗衣机公司，都是分布在东京湾区的。而旧金

山湾区的一个特点就是科技助力整体园区的发展，很多大的科技型企业，例如谷歌等都坐落于旧金山湾区。

对比这三个湾区，首先，我们的土地面积应该是最大的，承载的人口应该是最多的，但是我们的人均 GDP

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这说明我们有很大的空间来进一步发展。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发展特点就是我们有

一个很大的提升空间。第二，我们和另外三个湾区进行对比时，我们可以看到粤港澳大湾区这几个城市整

体来讲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说东莞、佛山、广州是以制造业为推动的，澳门是以世界休闲产业为主力，香

港是金融业，深圳是科技创新产业为主。我们需要去促进这几个城市进一步的深度融合。第三，就是跟其

他三个湾区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是“1234”，“1”是一个国家，“2”是两个体制，“3”是三个关税区，

“4”指的是四个中心城市。这一方面创造了很大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的政策的制定者、产业的联

盟、去助推湾区发展的参与者，提供了很大的一个挑战。

学生记者：与其他湾区比较，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还面临哪些痛点难点？针对这些有哪些建议？

吴海峰：我们最大痛点是我们缺乏一些能具体落地的，可推广、可复制，能够一目了然的城市之间协

同发展的策略。举个例子，深圳的土地贵，土地少，惠州的土地多，供给量大。现在，在惠州围绕深圳周

边的土地上，地铁通过去了，高速公路也开了，但是惠州不能很好地承接深圳的功能。为什么？首先，两

个城市之间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很好的衔接。在深圳工作的人群（包括退休人群），他们的社保在惠州

能不能使他们享受到深圳待遇？第二，深圳有很多高技术产业因为土地因素需要找其他地方承接，但是别

的地方光靠提供土地是不够的，土地虽然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但是，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

能不能跟得上，也很重要。我们发现，惠州那边除了能提供土地之外，其他它的很多产业发展的要素是没

跟过去的。还有一个例子，香港是国际的金融中心，但是我们发现，最近这几年并没有很多香港过来的资

金投资内地的科技企业，特别是初创类科技企业。如何用好香港的资金助力内地科技转型，值得认真研究。

当然两边法律制度和金融体系不统一，也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

学生记者：下面我们可以重点谈谈深圳发展的问题吗？在您的设想中，未来深圳会是什么样的，
包括经济金融、产业结构、文化生态、人居环境等？

吴海峰：这不是我们可以设想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已经赋予深圳的一个很重大的战略课题。深圳要

在这几个方面――人居环境、科技创新、教育医疗、营商环境，金融服务、社会治理、行政效率等多个方

面都起到先行示范作用。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它的未来发展肯定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可以想到，作为经

管学院学生，在未来，我们所学的经济金融管理知识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和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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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记者：那么您对于深圳的发展有哪些建议？

吴海峰：深圳的发展，我觉得这几块东西还是可以去持续地关

注的。第一个是我们的基础学科教育。之前我们作为外国产能的一

个转移点，提供劳动力和各种廉价的基础设施服务，所以过去把资

源都砸在了这些领域，现在我们要弥补过去对基础教育、基础学科、

基础理论研究投资的历史欠缺。第二，还是要说说金融。金融的发

展要是绿色的、可持续的、普惠性的发展，重点要助力科技创新和

实体经济，而不是一谈到金融，就是炒房、买股票、境外投资，搞

虚拟货币等。第三，就是资源分配制度。比如教育资源，我们深圳

高中的升学率一直偏低。但是，这对于培养本地人才，是很关键的。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人才国际化程度。我觉得中国的人才国际化的

城市太少，例如海外大学毕业生工作首选地，他们最先想到的是纽

约，伦敦，香港，新加坡等，但是想到来深圳的就非常少。我们要

真正把深圳这个城市推向国际，不仅仅是要吸引国内人才，更应该

让国际人才发自内心的想来深圳。

学生记者：深圳与广州及周边城市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怎样
更好协同？

吴海峰：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城市间的竞争是有好处的，

我们需要良性竞争，也需要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关系下面各系统

是不矛盾的。竞争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但是协同的话就要看顶层的

布局和顶层的设计，所以，中央制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纲要给每一个城市的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有明确的指示。我们要根

据纲要，根据国家的意志，充分调动地方城市的积极性。这样，我

们湾区未来发展才能走上一个良性的发展轨道。

学生记者：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是否能够带动周边欠发
达省份和地区的发展？

张博辉：我们知道当某个区域发展快的时候，首先土地价格会

上升，第二用人成本会增加。这会对周边的省份起到一个联动效应，

那么这种联动效应指的是什么？比如说从其他周边的省份会吸引很

多的劳动力，也会使得我们一些产业得到一个高效的转移。这些产

业会转移到周边的城市和省份。第三点是技术要素，指的就是知识。

当一个区域发展起来的时候，它所生产的、或者承载的这些高科技

企业专利，会通过区域经济辐射到周边的省份或者是城市，就会进

一步带动周边省份经济体的快速长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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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CAN BE A 
WONDERFUL ADVENTURE

I am here today to celebrate you, the graduating class 
of 2021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chievement 
today of graduating from this fine university. 

Earning your undergraduate degree is an exciting 
milestone that takes hard work and dedication--
more so than usual in a year during which you have 
had to learn remotely, without the in-person energy 
and dynamism that comes from being in a physical 
classroom with your peers. Like everyone, we miss 
sharing our joyous moments with friends and seeking 
comfort from them in sad moments. But as creative 
thinkers, there are other losses as well. Who will 
inspire you and offer suggestions to combine with 
your own ideas? Who do you ask when something is 
confusing? 

An extra kudos to you all for graduating during such 
a difficult time.

So here I am, to talk to you all in a commencement 
speech--I am supposed to tell you how to be 
successful, how to be a good leader, how to be 
a well-rounded human being. Well, these are 
complicated questions, and the answers are different 
for every person. There is no “one size fits all” 
formula for success, being a great leader, or even 
being a happy person, but I have been asked here 
today because of what others see in me. My 2020 
Nobel prize is one indicator of success in my career 
and of intellectual leadership. I have also led some 
extremely successful advisory teams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saving billions of dollars for my 
clients, and trained many very successful students. 
As for the last goal, I’ve found a large measure of 
happiness in my personal life. 

I do not attribute my successes to any single factor. 
Luck and happenstance played a huge role for 
me; and so did the unwavering support I received 
from so many people. For me, as for most of you, 
that support begins with the parents and family 
who raised us and sent us to college. If parents are 
there in the audience, now would be a good time to 
applaud for them!

Our supports include our teachers and others who 
gave us chances to show what we can do. Some 
never get that chance, but all of you have. Don’t 
waste it! Be aware that your own decisions can also 
play a decisive role. Today, I will mostly reflect on 
how my own decisions contributed to making me 
who I have become.  

If I can offer you any insights into how to be 
successful in life, the first one would be this: Be 
clear-minded, unafraid, and decisive -- ready to seize 
opportunities when they arise. In my own life, I have 
embraced some quite-unexpected opportunities for 
change and growth that seemed to fit who I am or 
want to be. Yes, I have been fortunate to have had 
a lot of good opportunities, but you guys are being 
given opportunities now, too, and this will not be 
the last time. Most of us stumble across chances for 
change and growth from time to time. Too often, we 
back off, feel stuck and fail to grasp what could be 
great opportunities. Be vigilant and ready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that you encounter. 

I will tell you three of my personal stories about big 
changes I made to grasp opportunities, including 
how I became an academic researcher, how I met my 
wife, and how I began designing real markets, which 
built my business and led to my Nobel prize. 

By Paul Milgrom

2020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 Sciences

Special-Term Professor of Shenzhen Finance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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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uarial society, but I was still bored. So, I enrolled in the Stanford MBA program, planning to pursue a 
broader business career. 

My more technical MBA classes were boring, too, targeted at a lower level than suited a math student like me, 
so I began thinking about new ways to do or understand the computations. When I explained to one professor 
that the rate of convergence of a certain calculation depended on the subdominant eigenvalue of a Markov 
matrix, he told me: “You enrolled in the wrong program!” Stanford offered me a scholarship to switch from the 
MBA program into their research-oriented doctoral program. How strange! I had never applied to any doctoral 
program nor taken the requisite exams. If I switched, I would earn a lot less money. Would I even be good at 
this? 

I thought about it and what my publications as an actuary said about who I was. At least I wouldn’t be bored! I 
might even have fun, study challenging issues that I picked for myself! Two days later, I switched. It turned out 

Of course, this will be a highly selective account. There are other stories about gambles that failed and about 
opportunities I missed. The main lesson from the whole set is unchanged: chances for change and growth are 
neither common nor rare. Not so common that you can afford to ignore the good ones. Not so rare that you 
should give up hope. And failures need not be devastating; life goes on.

My first surprise story is about how I became a professor. You all see me that way now, but this was not at all 
a path that anyone expected for me in view of my family history. My father had dropped out of high school in 
the 1930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to help support his family. My mother was a high-school graduate, but 
my older brother, like my father before him, had dropped out of high school. I was the first man in my family 
to graduate high school and I went on to get an undergraduate degree in mathematics. Apart from mathematics, 
I did not earn especially good grades nor did I earn any honors. I was hired by an insurance company to be an 
actuary, doing insurance and pension computations. It was boring as hell! To make it more interesting, I wrote 
two papers about ways to improve and gain insight into what we were doing. Both papers won awards from 

陈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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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research really was fun for me, so I continued 
and became a professor. Notice all the elements:

1.Luck! I had no idea what I would discover as a 
student at Stanford.
2.The essential nudge and encouragement from 
another person – my teacher – to whom I offer my 
undying gratitude.
3.My own decisive choice to change my life path, 
after just two days of reflection!

My second story is about how I began a high-
stakes auction business, both designing new auction 
markets and advising bidders in auctions where the 
stakes were measured in billions of dollars. I did not 
search for this opportunity; I stumbled upon it in the 
course of living my regular life. 

The story begins in 1993, when the US Congress 
decided to use auctions to sell radio spectrum rights 
to mobile phone companies. There were hundreds 
and later thousands of inter-related licenses to 
allocate to the competing companies, and nobody had 
a good idea of how to do that. Should the licenses 
be sold one at a time in sequence, as some smaller 
companies wanted? Or in large combinations, as 
some big companies then preferred? 

The FCC issued a report in which it tried to mix 
those solutions in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political compromise. It was ugly! Ugly! To justify 
its conclusions, the report cited various academic 
papers about auctions, including my own, as if 
my paper about how to sell a simple object like a 
painting could have something useful to say about a 
multi-product auction of this scale and complexity. 
I figured I knew next to nothing about this problem, 

but it nevertheless proved to be my big break. 

At the request of a now-defunct telephone company 
– Pacific Bell, I read and reflected on the FCC report. 
I thought to myself, “They don’t know what to do 
either! I may not know what is best, but I can sure do 
better than that ugly mess!”

For awhile, I had Pacific Bell’s support, but 
when critics claimed that my solution was too 
complicated to be practical, I decided to spend my 
own money to advocate it more effectively. I hired 
a research assistant to code the rules to run in an 
Excel spreadsheet and carried that to Washington, 
DC, where it convinced the FCC staff that this was 
actually doable. In the years since, the Milgrom-
Wilson design became the basis of auctions used for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f spectrum sales. 
By continuing to create new designs and to advise 
confused bidders, I was able to start a profitable 
business.

Again, this story has all the important elements. 
1.There was luck: the unexpected opportunity for an 
inexperienced theorist to contribute to help solve a 
practical problem. 
2.There was another person: my PhD adviser Robert 
Wilson who worked with me and encourag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in ideas.
3.There was also my own decisiveness. We created 
and advocated a completely new auction design and, 
when my initial sponsors abandoned me, I spent 
my own money to push ahead with my proposal, 
ultimately convincing the skeptics and helping to 
create what has become the new field of market 
design, and my company, Auctionomics.

My final story is the most fun one. It is about how 
I met and wooed my wife, Eva. It required both my 
heart and my brain to win the woman I wanted.

Neither Eva nor I were supposed to attend the 
event where we met, which was the 1996 Nobel 
prize dinner. When laureate William Vickrey died 
suddenly, I was asked to come to Stockholm to 
deliver the lecture on his behalf. Eva was not 
supposed to be there, either. Her ex-husband – the 
chairman of the Economics Nobel committee – had 
fought with his girlfriend and needed someone to 
accompany him to the dinner, so he invited his ex! 
How’s that for luck!

We had a lovely time talking at dinner with the King 
of Sweden in attendance and then dancing at the 
formal ball. But I lived in California and she lived 
in Stockholm. Surely, nothing could come of that. 
Still, when I got home, I had Eva on my mind. Could 
anything be done?

I worried that if I reached out, Eva’s friends would 
counsel her that nothing could come of such a 
relationship. I needed to do something bold enough 
to overcome her friend’s objections. So, I wrote 
her a letter, telling her how much fun I had with 

her that evening and saying this: “Since you live in 
Sweden and I live in California, I’ll send you a plane 
ticket and meet you anywhere in the world.” Pretty 
decisive, huh!!?? 

I used other important symbols, too, to show her 
how special she was for me. Then she moved to 
California, where we married in 2000.

So, my message to you is that if your lives are 
anything like mine, they will continue to present 
important growth opportunities that will require you 
to be bold. With help and encouragement from one 
another, you can seize those opportunities to make 
your lives happier and more successful and to fit 
better with your true selves.

At least a few among you have already seized an 
opportunity that will define the next years of your 
life. Most of you will have more chances to make 
big changes and grow into happier, more productive 
people. Don’t be afraid of change that moves 
you forward and fits who you are. Life can be a 
wonderful adventure!

Congratulations to all of you!

陈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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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是叶小钢教授在就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院长仪式上的演讲。

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

语 · 泰伯》），把培养国家人才的最后完成归于乐教。同时代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则把音乐

教育作为塑造人的心灵构建理想国的重要方案。经历两千多年岁月，中西两位哲人的共识智

慧依然照亮人类文明进步的前程。孔子又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

法国文豪雨果指出：“开启人类智慧宝库有三把钥匙：数字、文字与音符”。 音乐是所有

艺术中最抽象但最打动人心的艺术，是世界艺术殿堂之瑰宝，蕴含人类文明进步的文化基因

及精神密码，音乐教育则是对人的全面教育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今天，我欣喜地看到，

深圳市政府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联手再次擎起思想的火炬，以高度的文化自觉、非凡的

文化魄力，负重弘毅，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在中国的“世界之窗”深圳建起一座

胸怀国际的高等音乐学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是一所亚洲顶尖、

享誉国际的公立研究型综合大学，也是香港唯一有四项诺贝尔奖得主任教的大学。学校以“结

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为使命，以书院制、中英兼容和多元文化为特色，以“博

文约礼”为校训，是世界大学联盟和亚洲首家 AACSB 认证成员，是新儒家的重要学术阵地，

先后聚集了钱穆、林语堂、饶宗颐、杨振宁、蒙代尔等一批学术巨匠，培养了以史学家余英

时、数学家丘成桐等各界杰出人才。香港中文大学同时还是首个发起中文运动，成功终结英

文垄断官方语言地位，改写香港教育历史，产生划时代影响的高等学府。香港中文大学（深

圳）自建立以来，以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为己任，致力培养有国际视野、中华传统与社会担

当的领袖创新型高层次人才，取得了重大成绩。深圳是我国最早的中国经济特区，是全国超

大规模的经济中心与引领潮流的科技创新、文化创意中心城市，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

引擎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也是目前全国最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化大都市之一。 

我相信，在这几种崇尚开拓创新、融会中外古今，勇于站立潮头，尊重学术独立的积极文化

交汇下建立起来的音乐学院，能汲取世界上优秀的办学理念与教育经验，创办具有国际视野、

时代气息与中国特色的新时代高等音乐专业教育，给中国与世界带来更大惊喜。我荣幸地承

蒙信任被聘为首任音乐学院院长，成为领跑这非凡事业建设的首棒火炬手，在此我深表感谢！

张
凌
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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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教育历史上，有两所音乐院校在不同时代最早成立且引领中国高

等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一所是 1927 年在上海成立的由蔡元培担首任院长，萧友

梅担任教务主任的国立音乐院，即后来的上海音乐学院；一所是 1949 年在天津

成立由马思聪担任首任院长，吕骥、贺绿汀为副院长的中央音乐学院。前者在新

文化运动后起步，后者与新中国同年创立；前者初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后者完

善当代专业音乐教育机制，与同时代相继成立的兄弟音乐院校一起，形成中国现

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基本格局。今天，深圳音乐学院成立于新时代，中国已从站起

来发展到强起来，用更开放、更包容的胸襟面对世界，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力争重塑人类文明的新秩序，从而呈显大国担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

而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拼搏。目前，与国家文化发展大势不完全

相匹配的是我们高等音乐专业教育体系的主体依然沿袭欧美与苏俄，百年中国近

现代音乐教育发展尚未走出西方学术框架。建立民族音乐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中国

现代音乐教育体系，已成音乐发展的时代最强声。所以，要问我们办学的使命与

愿景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专业体系。现代高等

教育早已不局限传统知识与技能的教授与传承，在我心目中，深圳音乐学院应五

位一体。一是科研：世界一流的高校是社会新文化的策源地、新思想的发源地、

新知识的产生地。对此，深圳音乐学院将建成一支高水平的音乐研究人才队伍，

扎根中华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吸收人类一切先进音乐文化发展成果，

与现实问题接通，与时代发展同频，最终通过科研推进，建构形成中国特色的新

时代音乐专业知识体系。二是教育：学院将在中国特色新时代音乐

专业知识体系基础上，开发形成特色课程与人才培养体系，吸引国

际高水平专业音乐教育人才形成一流师资队伍，培养出有着深厚民

族文化素养、广阔人类文化视野、精湛音乐技能技巧的、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高水平音乐创作与表演人才。三是创作：音乐事业发展的

核心是创作，没有音乐经典之作积淀，音乐文化就不会有真正发展。

另外，中国特色音乐知识体系必然包括中国特色的音乐创作理论体

系，这一体系的可靠性必须有作品来验证，否则只是空中楼阁。因

此，学院将通过引进和特聘的方式建立一支一流的创作与研究人才

队伍，不断推出具有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与中国韵味，能够“走出

去”和“传得开”的音乐精品力作。四是艺术实践：音乐艺术具有

突出的实践品格，舞台是音乐家才能历练与才赋兑现的场所，所以，

学院将建设数支高水平乐团和设备一流的音乐厅，向社会公众开放，

接受观众与市场的检验。五是音乐文化生态：世上万物都是在关系

中呈现价值，没有大众接受的音乐只是自娱自乐，没有学术接受的

思想只是喃喃自语。为此我们将依托学院，聚集与引领社会资源协

同创新，立足粤港澳，面向全国、面向亚洲与世界建成国际化的音

乐作品展演中心、音乐版权交易中心、音乐学术交流中心、音乐专

业新型学科发展中心，让中国特色音乐文化在交流与砥砺中健康发

展。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精神，不同时代的精神形成不同时代的

文化；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使命，每个时代中国谱写出不同的中

国故事。总起来说，我提倡：铁肩担道义，俯首为孺牛，任重又道远，

弘毅决绝行。我们要怀揣高远的梦想，为中华音乐文化复兴而奋斗，

为人类文明的未来而办学。未来人类需要什么样的音乐文化？我们

民族应为人类音乐文化发出什么样的时代贡献？我们该用什么样的

方法培养民族的音乐家、未来的音乐家？中华民族和人类未来的音

乐教育需具备什么样的全球视野与禀赋？如何打通未来音乐与人类

社会文明发展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新时代

音乐专业体系中，尤其是深圳音乐学院需要探索并实践的课题。当

然，现在面临的问题也很多，学科建立、学术招聘、本科招生、研

究生院建立，师资队伍、管理队伍的建设的工作都十分艰巨，包括

过渡校区的修缮与未来新校区的建设，都有巨大的困难要去克服。

但我相信，我们乘势而为，抓住国家大力实施“粤港澳大湾区”

战略发展契机，在全体同仁的齐心协力、开拓进取、锲而不舍的奋

斗与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实现民族的百年梦想，建设成中国特色的

新时代音乐专业教育体系，在新时代开创出中国音乐高等教育的新

生面，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积极贡献。

 最后，我再次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和深圳市政府对我

的信任，由我来担任深圳音乐学院首任院长，我相信，在我们大家

共同的努力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一定能在未来绽放

出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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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是李世鹏教授在一次论坛活动上的演讲内容。

大家好，我是李世鹏，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很高兴有

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人工智能的一些前沿研究。

其实，人工智能跟我们的网络互联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回顾一下互联网的发展史，互联网的出

现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离不开互联网了。

互联网的实质是打破了距离的限制，不单连接信息，也连接信息到人。今天我们享受所有的互联

网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好处，完全归功于它把信息连接起来了，把信息跟人连接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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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网络互连密切相关

在互联网的基础上，我们有了社交网络，社交网络打破了维度的限制。以前在没有互联网的情

况下，人际圈子就是我们生活周围的一些人。今天有了互联网，我们可以建一个更大的网络圈子，

它不单把人连接起来了，同时把人的思维也连接起来了。通过互联网和每个人在上面的一些活动，

我们能很清楚知道每个人在想什么东西。

接下来互联网发展到了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更进一步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们无论

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都可以使用互联网。我们在网上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它连接信息和

位置，也连接人和位置，这跟以前固定的互联网有重大的区别。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在手机上做的各

种活动，都归功于移动互联网。

接下来是物联网。物联网真正打破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界限，它连接了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

把整个物理世界数字化了，把物理世界由一个不可计算的世界变成一个可计算的世界。我们说的很

多东西包括数字孪生都归功于物联网。

然后是 5G 网络。大家知道现在 5G 特别热，5G 网络带来什么呢？它实际打破了带宽、时延

的限制，让我们可以在大带宽、低延时的情况下传输很多东西，并且可以远程连接一个实时世界，

让我们真正实现一个时空的“穿越”。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不在那个地方，但可以通过 5G 网络进行

实时操纵或者是活动在远程实际里面。

量子这个词现在也特别时髦。但它是一个特别深的课题。量子纠缠究竟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东

西呢？它彻底打破了我们传统通讯方面的一些概念。因为量子纠缠本身的含义就是不管这两个量子

相隔多远，总是同时发生状态变化，一个量子发生状态变化，另外一个量子也会同时产生相应的变化，

没有任何时延。这就彻底颠覆了我们熟悉的一些传统的通讯原理。量子纠缠会给我们带来量子通讯、

量子计算等一些崭新的学科。

人工智能如何处理数据？

人工智能现在是一个特别热的课题，不管在研究上，还是在应用上。前面说的种种网络产生了

巨大的数据，那么怎样有效地处理这些数据呢？按照传统的方法已经处理不过来了。人工智能通过

机器学习的方法，从人类标注的数据里学习到一些模型，让我们用有限的算力处理更多的数据，产

生我们想要的一些结果。人工智能实际上是连接人类智力到机器智力的桥梁。

谈起人工智能，就涉及到具体的深度学习。深度学习是近十年来人工智能发展最伟大的一个进

步。其实深度学习也没那么神奇，它是个什么概念呢？

简单打个比方，深度学习其实类似我们考试的时候的“押题”。我们知道考试之前，你把试题

押对了，你学习了，你在考试的时候正好碰上了押的题就会得高分，反之考试结果就可能没那么理

想。现在人工智能的本质也是这样，它是依靠大量的训练数据来训练一个模型，最后再放到实际中

进行测试。如果训练集包含测试集，效果就很好，反之就可能不理想。

那么为什么今天人工智能在很多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呢？这是因为我们的训练集远大于测试

集，不管人脸识别也好，不管语音识别也好，人类提供给深度学习引擎大量的数据。所以它可以在

大部分情况下做到我们想要的事情，甚至有时候超越人类的能力，这就是深度学习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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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来说，前面说的所有的网络，包括物联网、互联网、

社交网，本质上是关于数据。数据的核心是关于人的数据，关于物

的数据，还有一个往往被大家忽视的，就是关于环境的数据。我们

在提取数据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它所处的一些场境。现在我们把这个

场景也放到人工智能的大框架里面，就发现以前很多东西被我们忽

视掉了。

把一个场景放到这里面，就会取得更多的智能，这尤其会涉及

到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他们之内的关系，包括联结、关系、交互、

集合和协作的一些数据。人工智能正是把数据、知识，还有情境这

些数据融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的智能。

以前的深度学习，大家考虑更多是数据。近几年的深度学习框

架越来越考虑到知识。未来我们会把场景，包括时间、地点、为何、

如何这些信息融入这些新的框架里面，就能取得比以前更强的智能。

再回过头说物联网。物联网其实是连接物理世界跟数字世界

的一个桥梁。最开始的物联网实际上也没那么多智能。基本上就是

一些传感器，它用于采集物理世界的数据，数字化物理世界，然后

把数据传给处理器处理，所以采集和通信是它两个主要的方面。基

本的物联网是没有太多的智能。即使有智能，可能仅限于 IFTTT。

IFTTT 是英文 If this, then that，就是如果这样，然后那样。它是

一个简单的逻辑电路，一个基于条件的逻辑反应。

在这个阶段，物联网集中在通知的功能，它更多需要人工去做

一些工作。通过物联网连接的家电，我们就叫智能家电，大部分功

能还是限于可以遥控它，因为它联网了，但其实它没有太多的智能。

大概 5 年之前，AIoT 这个名词出现了，AIoT 就是智能物联网。

这个时期才真正把一些智能的因素引入到物联网里去。在 AIoT 时

代，我们把一些自然交互和数据处理的功能放进来，用 AI 的方法

来解决，开始对数据进行处理和计算。在 AIoT 产品里面，大家可

能用得最多的就是智能音响。比如说阿里的天猫精灵，还有亚马逊

的 Alexa，它们可以通过 AI 的接口更加自然地进行交互，这就是

AIoT 的特色之一。

AIoT 在算知、感知方面有很多进步，它对特定任务处理做得

很到位。比如你问一个，Alexa，今天天气怎样？它会很明确给你

今天天气预报，而且用自然语音告诉你。这类东西是现在 AIoT 中

大部分人、厂家和服务商在研究的一些内容。

而将来，我们并不仅仅通过网络把 IoT 的设备连接在一起，把

人工智能的处理方法放进去，而是把多个智能体联系在一起。它主

要看重的是人群或者是一个智能群体在一起，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虽然我们每个单个智能体能力有限，但它们联合起来就能达

到更大的目标，具有更强的功能，这就是智联网，英文叫 Internet 

of Intelligent Things。

回过头来，协作是物联网内在的属性。物联网就是要靠不同的

设备、不同传感器、不同智能体之间的协作，这样才会把它的功效

发挥到最大。不管是对智能的数据处理，还是智能交互，甚至智能

协作，都离不开里面各种物体的协作。

下面我通过几个例子展示一下什么是物联网之间的协作。

第一个是一个基本 IoT 的设备资源协作，反映了一个很简单的

设备之间的合作。这里面只需要用到一个设备之间相对定位信息，

动画人物就可以从一个屏幕跳到另外一个屏幕。还有一点，它一定

需要一个中心的控制器来控制一个人物从一个屏幕跳到另外一个屏

幕。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仅通过简单的位置传感器可以做到屏

幕之间的协作。

而 AIoT 的协作其实是在另外一个维度。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刚才提到智能音箱，智能音箱里面很重要的，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就是远场语音识别，远场语音识别为什么困难？因为距离远了，声

音信号就弱，信噪比就低了，识别率就低了。距离远了的话，要么

就扯着嗓子喊，要么就走到离设备离得很近的地方，现实中这是一

件很麻烦的事情。

那么通过多个智能音箱之间的协作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呢？

答案是可以的。我可以多布置一些互相连接的智能喇叭，在你跟它

进行交互的时候，你就以正常的语音讲话，离你最近的那个喇叭就

可以把你的声音收集过来进行识别。虽然你是离其他喇叭比较远，

但因为喇叭之间有协作关系，你可以通过一个离你最近的喇叭控制

所有其他的喇叭，这就是 AIoT 的协作。这种协作还有一个好处，

因为现在我的位置信息定了，比如说我在这个房间里讲话，离我最

近的一个喇叭反应了，它就知道我离这个喇叭最近。

大家如果用过智能音响，就知道要给它下达一个命令是很困难

的，因为你必须说全了。比如说打开电视，你必须说打开起居室的

电视，还是卧室的电视。现在通过协作，我在卧室里说打开电视，

肯定是会打开卧室里的电视，不用说特别长、特别明确的命令，这

就是场景在这里面起到的关键作用。

群体协作的威力

关于群体的协作，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观察过蚂蚁？我小时候比

较爱看蚂蚁上树，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这里有一个经典的例子，说的是群体效应。蚂蚁没有通讯功能，

彼此之间没有像人这样的语言，或者声音，它只能通过信息素通讯、

交流。蚂蚁从食物源取食物到蚁穴里去，如果中间没有障碍物，它

的路径是直线。但加了一个障碍物之后，你会发现到最后所有的蚂

蚁会按照一个最佳的路线去运送这个食物。

为什么会做到这一点呢？因为蚂蚁在走过的路径上留下信息

素，通过多个蚂蚁在一个路径叠加的信息素越来越多，它们就觉得

这是一个最佳路线。最优路线其实是整个蚁群一起记录的。另外，

它的交互是分布式的、鲁棒的、自适应的，你再把中间的障碍物移

动一下，它又会生成一个新的最佳路径。蚁群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

交流和协作，这是一个群体的行为。它们在测试各种各样路径的时

候，群体就走出最佳的路线，这是自然界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启示。

另外一个例子――鸟群。鸟群在一起有一些很神奇的现象。第

一个，鸟群在一起变得很强大，或者至少看起来很强大。老鹰想抓

鸟群中的一只鸟，但它不敢靠近――群体在一起显得更强大。第二

点，所有鸟的个体实际上是一个智能体，它有自己独立的一些判断

和飞行的模式。那成千上万只鸟在一起的话，它是怎么进行通讯和

反应的？这么多只鸟在一起飞，沿着一个大的方向去移动、变化，

怎么保证所有鸟都不会碰撞？这给我们很多思考，第一，通讯机制

是什么？第二，反应机制是什么？这对我们多智能体协作有很多启

示。

回到刚才所说的智联网群体协作的一些准则。这里面我觉得最

重要的一点，就是怎样在一个群体中制定一些基本的规则，大家都

按照这个规则进行各自的运动。同时，也会不妨碍它自身的自主的

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运动。这里面有效通讯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它必须知道自己的能力，也必须知道群体的其他伙伴的能力。

举一个例子，蚂蚁要跨越一个没有桥的路径时，很多的蚂蚁会

连接起来搭桥让其他蚂蚁在上面通过。我们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

人研究院的林天麟教授做了一款和这个类似的机器人。他设计了单

个智能体，自己本身有很多的能力，比如说运动、爬行，还有一些

导航能力。但最强是多个智能体自主地在一起进行协作，达到以前

没有的一些能力。比如说它们协作爬楼梯，和协作翻越一个东西等。

我们通过自然的启示把这个做起来，这里面的想象空间无穷之大，

我们可以用多个单体智能机器人实现遇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功能。

另外一个例子是车路协同。单个自动驾驶的车永远超不过人类

驾驶体验，因为视野其实都受限在车这个位置上。如果我们把路的

信息也放进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可以做到更安全、更可靠。

我们知道弯道不能超车，因为你看不见对面是不是有车来，但通过

车路协同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将来车路协同在一起，可以真正做到

车辆组队通过路口，极大地增强我们通过交通路口的效率。

人与机器的关系

将来的社会，机器人会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那

么人跟机器之间怎么进行交互，怎么去协作？这之间有什么准则，

包括一些伦理方面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我们在研究的一些课题。

还有刚才说到的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如果仅仅利用像现在的深

度学习框架，一定会在某一时间遇到它自己处理不了的情况。这个

时候该怎么办呢？机器怎么样可以提醒人类说，对不起，现在的情

况我无法处理了，人要接管，而且接管过程要变得平滑，不能说撞

上去了，人再接手。这也是一个研究的课题。

另外一个是人类群体智能，今天的智能说是人工的智能，为什

么？因为我们要为学习引擎提供很多的数据，这些数据是靠人类来

标注的。那么除了我们人类标注是发挥人的群体智能的一个方面，

有没有更深刻的一些人工智能框架，把人类智能，比如说提炼规则、

认知学习的过程也整合起来，变成更强的智能呢？这也是我们在研

究的课题之一。

还有，现在我们对数据处理只是考虑到它的相关性，而没有考

虑它的因果性。要考虑因果性，我们要整合更多的数据，也就是知

道事物数据发生的一些时序和背景，即前面说的场境。这是我们将

来实现因果性推理的决定性的因素。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

我建议大家读一下 Judea Pearl 教授的《The Book of Why》。

总结一下，新的通信方式及计算方式能联接更多的数据、设备、

人群和智力，物理和数字世界的界限逐渐消失，人工智能水平不断

提高，通过协作而获得能力会越来越强。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值

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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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日落，时间的河流淌而过，人们在世界各地过着各色

的生活，奔忙抑或缓慢。人们究竟是为了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用“好的”、“幸福的”来形容我们憧憬的生活状态，

然后奔赴千万种路径。

“媚俗”意义之下簇拥起来的商业神话，背道而驰回归乡

野的实践尝试，在“小径分叉的花园”里，有人不累于“意义”

所在，不回头；有人在泥淖中也要做虔诚的艺术的信徒。“生

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探讨“生活的意义”的意义是什么？

在本期的专题中，老师、同学们试图从哲学、艺术和生活

实践等多个角度思索并回答这个亘久的问题“何为良好生活”，

所有的解读似乎都指向这样的答案――

 “行于途而应于心，良好的实践就是良好生活本身。”

何为良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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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ll academic philosophers take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very 
seriously. Take the following example: several 
years ago, I sent a rough draft of an essay to 
my octogenarian mentor. It was one of my 
first attempts to reflect on the meaning of 
‘meaningfulness’ in life from an academic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After he read it, 
he remarked that he hadn’t spent much time 
thinking about the topic, a reply that caught 
me off guard. My mentor’s response was not 
merely that he hadn’t considered writing on it 
qua professional philosopher but that he hadn’t 
spent much time thinking about it period, a 
surprising answer since he was a sharp and 
reflective individual. Nevertheless, he led, as 
far as I could tell, not only a happy life but 
one busily involved in various meaningful 
pursuits and relationships. Even if one can lead 
a meaningful life without thinking too much 
about it, many of us may be inclined to ask 
whether our lives are meaningful. Indeed, at 
certain times in life, this question may press 
itself upon us with some urgency. But what is 
this question getting at? The answer is far from 
obvious.

For those who take the language of life having 
‘meaning’ seriously, it remains a task to clearly 
define what this means.1 A prevailing view is 
that the term ‘meaningful’ when applied to our 
lives covers a lot of different ground; it doesn’t 

pick out just one thing. So-called “pluralists” 
insist that ‘meaning’ means several different 
things.2 Here are some common suggestions 
that have fed various philosophical theories: 
that our lives make sense to us, that we have 
a sense of purpose or direction, that our lives 
are driven by something we care about, that 
our lives make a difference or contribute 
to society, that our lives connect us with 
something outside ourselves, that our lives are 
objectively valuable. As people use the term 
in ordinary life, it can mean any or all of these 
different things, and various philosophical 
theories usually draw out one or more of 
these lines of thinking.3

[1]Recent discussions in analytic philosophy commonly 
distinguish talk of the “meaning of life” from talk of 
“meaning in life.” For example, see Thaddeus Metz, 
God, Soul,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19) § 2.1.

[2]Notably, Thaddeus Metz, Meaning in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T.J. Mawson, God and the 
Meanings of Life (London: Bloomsbury, 2016).

[3]For those interested in perusing what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s are saying about this topic, here is a 
brief summary of various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theories. So-called ‘subjectivist’ theories tend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an agent doing what he or 
she desires or cares about. For examples of this type of 
theory, see Richard Taylor, Good and Evil: A New Direc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256-268; Harry Frankfurt, 
The Reasons of Lov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4). 
By contrast, so-called ‘objectivist’ theories emphasize 
making a positive difference to the world: Aaron Smuts, 
“The Good Cause Account of the Meaning of Life,”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51 (December 2013): 536-
562; Ben Bramble, “Consequentialism about Meaning 
in Life,” Utilitas 27 (December 2015): 445-459. Other 
theories emphasize transcending oneself: Robert 
Nozick, 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81), ch. 6. So-called ‘hybrid’ theories 
emphasize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dimensions. 
The most famous example is Susan Wolf, Meaning in 
Life and Why it Matt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10). 
Still other theories will emphasize the structure or 
intelligibility of a person’s life, including the stories told 
of it. For instance, Antti Kauppinen, “Meaningfulness 
and Time,”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84 
(2012): 345-377; Helena de Bres, “Narrative and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Moral Philosophy 15 (2018): 545-571.

章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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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only is the meaning of life’s ‘meaning’ 
various, but the occasions on which one asks 
about it are themselves quite diverse. Consider a 
few examples. One might ask about meaning, as 
did Tolstoy’s famous character Ivan Ilych, when 
one is on one’s deathbed, an unfortunate time to 
do so since one has little time to fix anything.4 Or 
one might—as Tolstoy himself did—ask about it 
after achieving fame and feeling a nagging sense 
of emptiness or incompleteness in life.5 Or one 
might ask about it in a state of depression, as was 
the case with the young John Stuart Mill, who 
questioned life’s meaning when he imagined how 
he would feel if he accomplished all his goals.6 
Still other occasions might be prompted by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circular character 
of life as embodied in Albert Camus’s famous 
example of Sisyphus, the mythical Greek figure 
who was condemned to the futile task of rolling 
a stone up a hill only for it to roll back down 
again.7

Students too may find themselves occasionally 
wondering about what makes a life meaningful—
and, more specifically, what will make their own 
unique lives meaningful. The open horizon of 
the future, the uncertainty surrounding life’s next 
steps and one’s ultimate aspirations, may prompt 
students to ask meaning-related questions such 
as: how should I spend my life? How should I 
prioritize my various goals in life? Will I regret 
doing X? Will I regret not doing X? What is it 
that I really want out of life? Given the gravity of 
these questions, it’s worth pausing to reflect on 
the nature of the challenge of thinking about life 
at this juncture.

Let’s suppose for the sake of argument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students: (a) those with 
clear and determine goals and (b) those who are 
wandering and unsure. Of course, in reality there 
are many possibilities here; however, sometimes 
simplifications lend clarity to the essential 
issues. Many students of the latter type—those 
questioning themselves and unsure about what 
they most deeply want—may envy the former’s 
self-certainty and clear direction. They may even 

feel bad about themselves for lacking a lucid idea of what 
they desire most in life. I want to suggest, however, that 
both types of student face existential challenges, albeit of 
different sorts. Each type has, as it were, its own distinct 
advantages and its own distinct difficulties when dealing 
with questions of life’s meaning.

Let’s start with the first type—those with clear goals. 
These students feel driven and compelled towards certain 
ends. Not only this, but they may also have a strong sense 
of passion and build their identities around particular 
aims or ambitions. For example, a student might feel 
something like a calling to become, say, a doctor. Such a 
student faces an uncertain future, but the question is less 
about what she wants and more about how to achieve 
it. Both intuitively and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s of 
recent philosophical theories, such lives seem to be good 
candidates for leading meaningful lives: they possess 
a clear purpose, exhibit coherence or continuity, and, 
assuming that one has picked worthwhile goals to pursue, 
are doing things of value. Yet might such commitment 
also turn out to be a disadvantage?

There’s an old saying “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which reflects, I think, one of the dangers to this 
approach to life. Assuming one has built one’s life around 
one clear goal, or even set of goals, problems might arise 
if one encounters insurmountable difficulties. If one’s 
sense of meaning and identity are built around that thing, 
what Bernard Williams calls a “ground project,” one 
may face devastation in losing that source of meaning.8 
Failure may leave one feeling disoriented and life devoid 
of meaning. Indeed, this may be a reason, as Iddo Landau 
has suggested, for us to try to diversify our sources of 
meaning to avoid such shocks.9

But there’s another, less obvious, danger than that of 
failure—namely, the danger of success. In a beautifully 
written little book called Midlife, the philosopher Kieran 
Setiya diagnoses the stereotypical “mid-life crisis” as 
being of this type: one has accomplished many of the 
things one has wanted out of life, checked off all (or 
many) of the boxes on one’s list of life-goals, so to 
speak, and now wonders ‘is this it?’ The danger is that 
in completing our goals, we also seem to rob our lives 
of what has previously organized them. His suggestion, 
which to my mind is helpful, is to not orient one’s life 

[4]Leo Tolstoy, ‘The Death of Ivan Ilych’ [1886] in The Death of Ivan Ilych and 
Other Stories, trans. Ronald Wilks, Anthony Briggs, and David McDuff (New 
York: Penguin, 2008).
[5]Leo Tolstoy, A Confession [1882], trans. Jane Kentish (New York: Penguin, 2008)
[6] John Stuart Mill, Autobiography [1873] (London: Oxford UP, 1963), pp. 112-113.
[7]Albert Camus, ‘The Myth of Sisyphus’ [1942] in The Myth of Sisyphus, trans. 
Justin O’Brien (New York: Penguin, 2000).

[8]Bernard Williams, “Persons, Character and Morality,” in Moral Luck: 
Philosophical Papers 1973-1980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81), pp. 11-15; 
similar themes are discussed in Todd May, The Fragile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ch. 1.
[9]Iddo Landau, Finding Meaning in an Imperfect World (New York: 
Oxford UP, 2017), p. 24.

倚海若 /摄 

皇甫睿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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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rates famously said that “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14 Even if we don’t take such a harsh stance 
against unreflective living, the circumstances of life may 
compel us to raise questions of meaning. For many of us, 
our university days were or are a time of soul searching. 
Fortunately, if you are one of those people who is 
struggling to discern what you want out of life, you can at 
least take heart that you’re not alone and that this too may 
have its advantages for meaningful living.  

exclusively around goal-oriented pursuits but also to find 
pleasure in process-oriented activities and things like love 
or friendship that do not have a goal-oriented structure.10

Having a clear sense of purpose, then, faces challenges 
both in failure and success. While these are by no means 
insurmountable, they are things that our goal-directed 
student should keep in mind.

What about the second student—the one who is unsure 
about what he or she really wants, who may be adrift 
and looking for something to do with his or her life? On 
the face of it, this student may be lacking a clear sense 
of purpose or direction. Perhaps he or she is filled with 
uncertainty about what to do with his or her life. The 
wandering student may be unsure what to do next or how 
to spend one’s life. In the meantime, it may feel like he 
or she is wasting time. Trying lots of different things but 
failing to find something around which to organize one’s 
life, it may feel, at an extreme, that life is disjointed and 
lacking an overarching coherence. 

Yet this uncertain path may turn out to have its own 
blessings. As Zhuangzi put it, some things that are on 
the face of it useless can,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turn 
out to be quite beneficial. He called this “the use of the 
useless.”11 This ancient wisdom may help the wandering 
student find comfort in that her various endeavors and 
false starts may themselves turn out to have a silver lining. 
A chance encounter or random experience, something that 
initially struck one as a waste of time, may provide crucial 
insights later on. 

More than that, a lack of clear goals may provide on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try various things, to engage in 
what Mill called “experiments in living,” which allow 
one to arrive at a deeper knowledge of oneself, even if 
one is still seeking direction.12 Above all, it may educate 
one in resilience, the ability to adapt and find meaning 
in whatever situations one encounters. It may teach on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various sources of meaning in life 
along the way, including those that are quite unexpected 
or those non-goal-oriented sources of meaning such as 
friendship that Setiya sees as vital to staving off mid-life 
crises.13

[10]Kieran Setiya, Midlife: A Philosophical Guid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17); also see Landau, Finding Meaning in an Imperfect World, ch. 11.
[11]Zhuangzi, trans. Burton Watson (New York: Columbia UP), p. 62.
[12]J.S. Mill, On Liberty [1859] (New York: Penguin 1982), ch. 3
[13]As Iddo Landau has observed, it’s important not only that our lives 
do something valuable, but we also need to perceive and acknowledge 
the value that inheres in our lives, something that may require work 
in becoming more sensitive or aware to all those aspects of our lives 
that make it meaningful, including the small things that are easy to 
overlook. See Landau, Finding Meaning in an Imperfect World, ch. 17.
[14]Plato, Apology, trans. G.M.A. Grube in Plato: Complete Works, ed., 
J.M. Cooper and D.S. Hutchinson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7), 38a.

刘
晶/

插
画



48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henzhen

47

T O P I C  FEATURES

澄
怀
观
戏文 / 曾麟茜

特约编辑 / 希腊

多年来的塞壬还是夜雨，寻声而去便忘所从来。倒也不见得是凄风苦雨，却密

密缝着旧时愁绪。一更二更三更天，雨光交融看罢，蟾蜍梦游看罢，叶影婆娑看罢，

而纸页依旧空白。

生活就在那里。那些空白里。未曾被记录，未曾被遗忘。

1

午觉时梦见旧友。惊醒后好久那绿阴幽草胜花时的夏日午后才失落落地遁去。

想起方玉润解“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时道，“夫风雨晦暝，独处无聊，此时最易怀人”。

于是四处搜寻旧友们的音讯，问候一二。见他们在世界各地过着各自各色的生活，

如同《纯真年代》里 Newland Archer 推开窗见纽约万家灯火，甚是心安。

生活是令人敬畏的。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生活。我不会假装知道存在某种“善

好的生活”。就如同人们总是欢快地谈论存在主义困境一样，人们常常怀着善好的

希冀过着糟糕的生活。生活是每时每刻的艺术，每时每刻是诚实无欺的。其他的，

自欺欺人，可以抱佛脚（包括但不限于考试、写作、思考）。生活与这些行为的关系，

就有点类似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形容的存在与其他动词的关系。善好与否，

是一种感官，每时每刻的感官。

所以生活只能被它的主人所了解、所感受、所评估，并且强迫它的主人每时

每刻与之对视。无论生活多么糟糕，人们总是孜孜不倦地追寻着某种更加善好的生

活――就好像它存在一样。这种未知先信的执着（还有譬如对真理、真我和自由）

让人可悲又可敬。我不确定“善好的生活”是不是西西弗斯之石，但面对它，人们

确乎是早有西西弗斯之心。

我感受过生活“变得更加善好”的过程。于我而言，指引我走向那里的就是

ἀταραξία (ataraxia)，我借佛家语译作“澄怀”。

2

ἀταραξία (ataraxia), 一般译作“内心的宁静”（但我觉得“澄怀”更有味道），

指一种“强大、清醒的宁静状态”，据说最初是古希腊怀疑主义哲学家皮浪的术语。

皮浪派、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苹果派或是香芋派，对此的理解各异。在这里我

只取它作为一种状态的意思――至于达到它，各有各的小径，各有各的分岔，各有

各的花园。善好的生活大概就是这座小径分岔的花园。

我的花园里有些什么呢。肉体的健康，精神的丰腴，恒长的恬静，饰以即兴的

即兴（比如买薯片、夜游、看展、练琴、大悲大喜）。书一摞，笔一支，热牛奶一杯；

知交似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频率适中的灵感与顿悟，灵魂的促席；当然

还有爱，不论是烤箱里的，冷冻柜里的，晾衣绳上风干的，还是地窖里发酵的爱……

当下我就生活在较几个月前更加善好的生活里，走在路上常常感叹，活着真是一件

极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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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怀假我以澄明。“日冲海浪翻银屋”或是“夜静海涛三万里”，只要我能感

到海底岩层的宁静，我便明白这是我想要的生活。

像是一个叩问内心的过程。假如真如赫尔曼·黑塞如此笃定地默认不仅存在“真

我”而且它还可以被寻找的话，寻找善好的生活，寻找澄怀的条件，就像是寻找“真我”

的过程。我不曾窥视别人的内心，但在我的心这里，在我的“真我”面前，外在的标准、

世俗的成见、无谓的喧腾、一叶障目的作秀，很久以前就被拒之门外。我不会理所

当然地认为我心目中善好的生活也是任一他人心目中的善好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

黑塞说“觉醒的人只有一项义务：找到自我，固守自我，沿着自己的路向前走”时

我只冷冷准备好迎接陈词滥调，而当他接着说出“不管通向哪里”时我就开始痛哭

了――要毅然决然地走，即使向着深渊。因为真我万千，世界只有一个。世界有它

的喜好。也许苏格拉底手捧毒堇汁时也曾羡慕那些逃走的人，他只能叹口气说，“只

可惜那不是我啊。”

当然也有人，看清自己的真我指向深渊时，会背弃真我。“赢了世界，输了自己。”

未尝不可。只不过每时每刻与生活的对视可能要变得煎熬，倘若可以忍受，或是终

于麻木，未尝不可。

只可惜那不是我啊。

无论如何，我相信澄怀指向真我，指向善好的生活。就像顾城曾说：“人如果

要去寻找什么，必定是在他自身混乱的时候。如果你安定，你就不找了――你就是。”

至于找到之后，如何处置，又是各人的选择了。

3

如果说澄怀是一种状态，那么与之相辅相成的应该是一种观戏的心态。

“不幸中之幸中之不幸中之幸中之……谁能置身于这个规律之外。理既得，心

随安，请坐，看戏（看自己的戏）。”（木心）

因为叩问真我，达到澄怀的过程中需要我与我的对视，需要我从我中短暂抽离

出来，以哲人的冷静甚或冷酷来审视自己。这时进行审视的我和被审视的我之间的

距离，就是看台到戏台的距离。戏台上嬉笑怒骂，看台上波澜不惊，后者守着澄怀

的方向，前者铺就澄怀的道路。但是人难免有时全落入戏里，或全缩在戏外，这时

往往生活不甚善好，因为离澄怀又片刻的远了。但是在此之后，生活往往要变好，

也算是以退为进了。

幸运的是，不论好坏，不论是否在乎好坏，不论是否存在好坏，生活还是要继

续的――夜雨还是要下的。

曾麟茜 /摄 倚海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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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接到《神仙湖畔》的约稿时，我正坐在下沉广场的木质阶梯上晃着腿，等待

钢琴小提琴二重奏“情书”音乐会的开场 , 手里攥着一支粉紫色的玫瑰。

“什么是好的生活？”当这个过于开放又似乎高深莫测的问题抛向我，我一时

间手足无措，踌躇甚久也未成功概括出精准的答案。二十一岁的我，普通得就与校

园里任一个步履匆匆的同龄人无异：阶段性的压力在大学第三年达到峰值，不想被

视作对未来毫无规划的人于是尝试用铅笔在空空如也的白纸上勾勒理想的图景，但

现实总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每当此时，我总想起这个年纪的黑格尔也曾写下“面

前看似无限广阔的空间却在不远处不知不觉地收窄”这般满载怀疑的话语。我被体

内几股不安分的力量来回牵扯，生怕达到极限负荷后被撕成碎片。我笨拙地、滑稽

地试图证明自己，接踵而至的总是更深的否定。我曾深夜里蒙在被窝中无声哽咽，

也曾拂晓时分站在无人的天台上仰面吹着冷风。看着人行天桥上晃曳的汽车尾灯拖

成一道弧线，所有的人都像是在驶向某个目的地的路途中。“他们前往的是怎样的

生活呢？”我喃喃道，“那究竟什么才是好的生活？”

这个问题若是问柏拉图，那他老人家大概会捋着花白的胡须，给出这样优雅明

晰的回答：“这种生活本身便是好的，并通常能同时带来好的结果。”但说实话，

抽象的哲学命题似乎并不能完全驱散生活中那些“啮齿性的烦恼”：蓝牙耳机不小

心掉进了面条里、货架上最后一瓶橙汁恰好售罄、新买的白色球鞋磕上了抹不掉的

黑印、思考了好几个小时也没有思路的证明题……生活好像正是一出坂元裕二笔下

的剧本，将人击溃的往往不是惊涛骇浪，而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负面念头堆砌起来，

垒成了密不透风的、足以将人淹没的空气。

不知何时起，我们也身不由己地沉溺于这样窒息的空气之中了呢？记得去年的

一天，一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上的文章《顶尖高校：绩点考核下的人生突围》引

爆社交平台，“内卷化”这一生僻的社会学术语以脱缰之势闯进了大众视野中来。

当“内卷”从原语义泛化成为“极有限的资源恶性竞争而造成的严重内耗”时，话

题的半径也逐渐从为绩点焦虑的“学生党”辐射到为生存担忧的“打工人”。人们

就如亚马逊雨林里的灌木争夺阳光一样争夺上升的空间，犹如抽打陀螺一样拼命鞭

打自己，明明精疲力竭了也不能停下。

这样广泛的共鸣绝不是偶然。在媒体的渲染下，当一个精辟的字眼将人们心中

积攒已久却难以贴切形容的情绪揭露后掀起了一场网络狂欢。殊不知早在一百多年

前，马克思就用“异化”的理论直击这种现象更为深远、更具普适性的本质。马克

思批判工业革命后期由于阶级的绝对冲突而导致的多方对立关系使人们都陷入了名

为“异化劳动”的囚徒困境：工人呕心沥血创造的产品不属于他自己，愈是提高生

产效率却愈是反被产品带来的效应所压抑。人已不再是能够发挥自主性和自觉性的

人，而沦为了被剥削剩余价值的机器。即使时代在变迁，语境亦不同，可我总觉得

颇有些似曾相识的味道：为何“绩点”本是量化学生课业水平设定的参考依据，这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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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字却成为了打开未来之门的唯一钥匙？为何“标签”本是为人们便于了解彼此的个性宣言，这些

符号却成为了束缚手脚的牢笼？为何人类永不停歇地追求真正的自由，在这过程中却反被自由奴役？

或许是我们都太急躁了吧。我总感到奇怪，从学生时代的课堂上“考高分”的勉励，到书店入

口最显眼处摆放的“成功学”书籍，好像这个世界传递的永远是功利主义导向的讯息： “少走弯路”、

“不要后悔”，“效率至上”……好的工作被金钱的尺度定义，好的生活被惹人艳羡的精致照片定格。

可当奔跑的脚步因失去方向而停驻了、故作坚强的外壳因不堪四面八方的应力而坍塌了，我们又该

何去何从呢？

我想起手中这支粉紫色的玫瑰。在供听众挑选留念的各色争奇斗艳的花束中它显得毫不起眼，

可我第一眼却便瞥见了它，于是，几乎没有迟疑地将它拾起――它让我想起了天空的颜色。都说神

仙岭落日时分的天空总是分外好看，有时即使没有碎金鱼鳞般绚烂的彩霞，就会呈现这样柔和且不

俗丽的粉紫色。钢琴和小提琴，像两只俏皮的小精灵，在乐谱上追逐、嬉闹，凑近到你鼻尖前来，

又一溜烟窜逃开去。听着流淌的乐声，看着暮色一点点降下来，总让人有种小酌莫斯卡托起泡酒后

微醺的惬意。

或许，我们的生活也需要这么一支“粉紫色玫瑰”吧。小时候路过花店，我常不解人们为什么

愿花钱购买如鲜花般生命短暂的东西，明明在绽放的一刹就被宣判了“零落成泥碾作尘”的命运。

但后来，我逐渐懂得了篮里挎着柴米油盐的母亲为什么会在一成不变的餐桌上更换着四季，懂得了

徘徊大半小时的男子为恋人挑选一捧花束时忐忑却幸福的心情。生活不止有低头的苟且、抬头的星空，

还有更多平凡、无用、不能果腹也不能愈伤却矜贵无比的东西：去看偌大放映厅只有独自一人的老

电影，去听抱着民谣吉他的街头艺人黄昏下的演唱会，去怀揣躁动的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去坚持

那些不能被当成“正经”事情却不愿放弃的执着……它们就像开在我荒芜记忆中的花，支撑起我内

心中值得为之努力的世界。

正如预料那样，那支粉紫色的玫瑰很快就凋零了，被抽干水分的丰盈花瓣迅速干瘪下去，褐黄

色斑块从边缘沿着褶皱蔓延。过了好几天，我才舍得把它从桌面清走，因为它直到完全枯萎都未尝

耷拉下脑袋，好似倔强地告诉我：“看，我也曾经绽放过！”若要说在这万物速朽的时代还有什么

永恒的东西，这便是其中一个。

如果百年后遇到了柏拉图，我们再次讨论起了“什么才是好的生活”，不知他会不会认同我的

答案？（编审 / 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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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良好的生活，如何获得良好的生活，一直被各个时代的不同个体所阐述。

不论是毛姆笔下完全不在乎他人眼光、只为自己而活的思特里克兰德，还是马可·奥

勒留对宗教与自我的深刻思考，又或者是纪德对神圣与道德败坏的全盘接受，每个

人都有着自己的理解。但是，在我看来，不论一个人对生活聚焦于哪个方面，良好

的生活总是逃脱不开真实、探求，与丰盈这三个要素，而由虔诚带来的快乐则是精

神最坚实的盔甲，得以保护良好生活的正常运行。

由此，我时常想起王尔德，一个在悲怆与泥沼中对快乐进行全新探索的实践者，

一个在狱中展现出生活真实、探求，与丰盈面貌的信徒。他用最朴素而深刻的文字

告诉我们，虔诚是在逆境中稳定下来的第一步，真实是我们要求挺直脊梁立身天地

时获得的伤口，探求是我们精神最纯粹的主观能动性，而丰盈是一种不可说的奇妙

快感。

奥斯卡·王尔德是 19 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与艺术家之一，也是 80 年代美学运

动的主力和 90 年代颓废派运动的先驱。才思敏捷的戏剧与小说创作让王尔德获得了

极高的认可与赞誉，在当时的文艺界挣得了引人注目的一席之地。但是，与男性爱

人波西纠缠四年以后，四十二岁的王尔德跌落神坛，从名扬四海的当世才子变为了“与

其他男性发生有伤风化行为”的罪犯，随即破产入狱。

但是，跌落无边的泥淖与黑暗，何谈“良好生活”？

身份的巨变与真爱之人的背叛对王尔德造成了非常巨大的打击，但是他并没有

停止创作，相反的，他在狱中那些生于苦痛与悲怆的文字，展现出一种纯粹的虔诚。

这种交织着深厚的苦难，却裹挟着爱与激情的虔诚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更教会了

他另一种意义上的快乐。 

坚实的快乐带有生命的厚度。

我并不认为，苦难是值得感恩的。所有的悲怆在本质上都是一种伤害，“甚至

爱的手碰了，也必定会流血的”。可是，苦痛的锤炼，常常更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它催人思考，磨人心性，训练一个人保持稳定的能力，甚至打穿一堵执念的石墙。

倚
海
若/

摄

张凌康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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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刀霜剑，经年累月，生命在反复的思考与疗愈中逐渐坚韧，某一瞬间，当灵魂抬起头在悲怆的荒芜

中四顾时，忽然看见了旧日的阻碍与执着满地坍塌，于是，自由的风开始在宽广的心灵游荡――

悲怆不带来快乐，但是经历过苦痛的生命，更容易成为虔诚的信徒，而虔诚，常常给一个人带来

精神的自由，也带来纯粹而坚实的快乐。

王尔德是艺术与爱，是不可知与悲怆，最虔诚的信徒。

在整日劳作的黑暗囚笼中，王尔德发展出一种坚不可摧的认知。他认为悲怆中自有圣洁之境，认

为爱是灵魂真正的救赎，认为艺术是生命真实的激情，明白灵魂的不可知是终极的智慧。

于是，他摒弃了绝望，摒弃了那些他认为会腐蚀人心的仇恨。爱扶植他的才智，帮助他重新审视

自己的艺术，展开全新的创作。一如他所写的那样，“对肉体每一丁点的降格，我都必须设法变成灵

魂的精神升华。”

王尔德甚至在担心，被仇恨蒙蔽双眼的爱人在思量自己一手造成的可怕后果时，会是多么的惊惧；

波西的想象力能否从它那漫长的昏睡中苏醒过来；他是否开始理解爱的本质――“你真的就认为自己

配得上我那时对你表示的爱吗？我知道你配不上的。但爱不在市场上交易，也不用小贩的秤来称量。

爱的欢乐，一如心智的欢乐，在于感受自身的存活。爱的目的是去爱。”

    一个普通的灵魂，可以完成一场这样伟大的自我和解与自我救赎。

王尔德展现了一种全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灵魂与现实的碰撞，

生于才智与激情的交融，在黑暗的苦痛中擦出人类精神的光亮。他的虔

诚与快乐是精神的盔甲，为他在狱中真实、探求，与丰盈的生活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直面自己和生活常常需要巨大的勇气。“诋毁自己的经历就是遏制

自己的发展。抵赖自己的经历就是让自己的生命口吐谎言。这无异于排

斥灵魂。”

对于王尔德而言，承认自己的处境本身就是一件充满痛苦的事情，

但是他全盘接受了这一切，并表示“不因为受过惩罚而羞愧，是必须首

先达到的境界之一”。

这种想法帮助王尔德在狱中稳定下来，诚实地感受痛苦，坦诚地审

视错误，随即开始进行思考――“遵循自我完善的必然法则，诗人非唱

不可，雕塑家非用青铜思考不可，画家非以天地为他心绪的镜子不可”。

同样的，王尔德非创作与表达不可。

在接受现实的处境以后，王尔德没有丧失生活的热情，反而得以拨

开外界纷杂的评价与期望，看见自己真正想要追寻的东西，继续自我的

创作与表达。

波德莱尔在《伊卡洛斯的哀怨》中写道：“幸有星辰灿亮，在银河

迸射光芒，令我病眼一双，犹存丽日怀想”。这句诗和王尔德的名句“我

们都身处阴沟，但仍有人可以仰望星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于深重

苦难中保持对美的热爱与探求。

也因此，即使在与世隔绝的枯燥监狱中，王尔德的精神世界仍然是

丰盈的――他的生活充满了对艺术的追求与对想象力的开发。 

从“平庸说穿了就是人性中不为想象照亮的那一边”到“我希望有

生之年能写出这类作品”再到“能看着世界的可爱，同时又分担它的悲哀”，

王尔德不仅在一步步开垦自己的想象，更是变得悲悯，开始逐渐领悟宗

教的奥秘。

因此，我始终相信，王尔德自由的精神为他带来了另一层面上的快乐。

他对生活的探寻，对艺术与爱的虔诚，对自我不加掩饰的真实剖析，对

苦难与悲怆的重新审视――这一切都坚定而有力地在幽暗监狱中行进着，

帮助一个陷于苦痛的灵魂，坚韧地汲取爱与智慧，开出花，逃离怨恨的

高墙。 

王尔德曾立志将生命交予艺术，交予他永不停止的创作。因此，我

们得以拨开外界给予他的得失，于他悲欢交错的文字中，窥见一场真实、

探求，而丰盈的生活，更窥见一个虔诚的灵魂对欢乐的另一种理解――

“单单一个花蕾，可以藏着整片春光，云雀在低处地上做的窝，可以盛

着预报许多玫瑰色黎明到来的欢乐；所以，要是生活还留给我任何的美好，

那也许就包含在某个屈服、落魄和羞辱的瞬间。不管怎样，我可以纯粹

按自己的发展顺其自然，对身受的一切全盘接受，以此来使自己配得上

这一切。” （编审：北海）

陈
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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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的时候，我和一位研究移民的社会学博士生聊天。她跟我说和其他族裔比，

在美华人的特质之一是我们的文化中对成功的定义相对同质化。从香港中文大学（深

圳）毕业之前，我设计过一个装置表现类似的思考：如果参观者走到我的装置面前，

会发现自己头上是一面由许多真实成绩单组成的天花板。成绩单组成了统计里正态

分布的形状：两头少，中间多。我想用这个装置隐喻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断听到的声音：

不管是学校里的 GPA，还是毕业以后就职的第一二三梯队公司，大家都会在心中根

据这些指标排出个高低，然后据此判断彼此生活的价值。

当然，我也多少享受过在竞争中超越别人，名列前茅的时刻。但如果要让这样

的活法主导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太“卷”了，不管是活在前面还是后面会都很累。

相信不止我一个人会想，如果可以选的话，生活可不可以多一些维度？启发了我的，

是本文标题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先不说这番想象是否现实，但存在某

种自由、解放、反异化的生活方式的希望对我是有吸引力的。从校园到毕业的这几年，

我进行了一些这方面的自我实践。

在港中大（深圳）的前几年，虽然各种 Presentation 和 Group Project 锻炼

了我受益长久的沟通技巧，但我其实一直对商科本身提不起太多热情。大一大二的

时候特别迷摇滚，有时候会一个人在学校琴房玩到半夜三四点才回宿舍。当时，我

就认真地想，以后要不要去全职搞音乐？结果查了资料以后发现自己最喜欢的乐队 1

成员没一个把玩乐队当主业，平时都是做设计、开店等等。当时的我很受打击，于

是全职搞音乐的事就暂时作罢。不过直觉告诉我，音乐制作过程中对细节的把控，

持续的重复练习和积累都是我享受的职业特质。事实也证明我之后热爱的其他活动

或多或少都带着类似的性质。

早
上
打
猎
，

下
午
钓
鱼
，

晚
上
养
牛
，

吃
完
晚
饭
后
讨
论
哲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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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时，很偶然地，我迷上了一门选修的社会学课程 2（大喇叭感谢

通识的课程设置）。当我阅读社会学家是如何从数据和逻辑中抽象出组织

与社会运行的规律时，就忍不住想在课程之外继续探索这种智性的活动。

于是直到大四的一年多时间，我的大多数功夫都花在钻研社会学上。过程

苦乐参半――熬夜是家常便饭，有一次还因为憋不出点子把自己关在空房

间通了宵，但把自己的观点用数据佐证写成文字的瞬间，快乐依然是无与

伦比的。毕业在即，好在最终我被一所纽约的学校的社会科学专业录取，

有了可以继续深造的平台。

到美国以后，我继续上课、联系教授、参加学术会议、认识同行。

我和社会学的蜜月期在这时稍稍变了色：我开始认识到以学术为业也并不

完美，学术界也面对着资金短缺，研究范式过时，社会影响有限等等的挑

战。于是，我开始思考是否要把从事学术工作作为唯一出路，想到了去

LinkedIn 上接触不同的人，比如一个没有去任教却到 Airbnb 做社会学家

的大叔，和一个兼职读完了博士的哥们。他们告诉我，做社会学的方法不

止一种。你可以去任教，但也可以把它当作兼职，甚至业余爱好。我觉得

当时的自己还无法毫无顾虑地开始读博，所以在硕士毕业的 2020 年初，

我选择了暂时不申请博士学位。

考虑再三，我开始寻求同样注重分析技能不过应用是在业界的数据科

学家工作。多少有些巧合的是，因为我感兴趣的是社会学中应用大数据方

法的分支，我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倒是成为了求职简历中有力的敲门砖 3。

做了一年下来到今天，我发现这个被炒到风口浪尖的行业除了满足从业者

的虚荣之外，也确实为商业世界带来了很多有趣的技术和革新；因为能攒

下钱了，我还发现自己之前对全职做音乐或学术的经济担忧其实没那么必

要。于是，今年我又兜回了原点，开始挠头考虑去读博然后从事学术的可

能性。如果今年申请读博成功了，我会把业界工作中学到的项目管理、沟

通成果的经验继续用到学术研究上，想必依然会带来不一样的视角。

从音乐折腾到社会学，到数据科学，最近又绕回社会学，虽然“主业”

一直在变，但我一直持续给自己的这几个爱好投入积累。不管是上学还是

工作时，我都会抽出每周几小时来阅读和做研究。如果职业中无聊的数据

项目和流程让我 burnout 了，回头做一些学术的量化分析总能让我找回

一些自己对数据工作的热爱和敏感。玩音乐的乐趣也依然不减，所以，即

使到现在，乐队和录音都是我每天盯着电脑屏幕之外生活的重要部分。在

职业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的当下，发展主业、副业和爱好的投入即使从功

利主义的角度出发也不一定会是负担，还可能成为优势。当然，能够同时

从事好几样自己热爱的事情，既需要相应的投入，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奢

侈。但对我个人来说，它也确实是我实践至今的切实可行的生活方式。

也许马克思“早上打猎，下午钓鱼，晚上养牛，吃完晚饭后讨论哲学”

的一天放到当代依然显得不太现实，但如果把时间跨度放大到几个月，几年，

通过积累实践这种拥抱多样性的生活并非不可能。只要走出自己独特的生活

方式，和别人的比较就既不可行，也没有意义。虽然过程中难免犹豫挣扎，

但相比从起点到终点画一条直线的高效率，我相信尝试这种兜圈绕弯的走法

也许会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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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打工人”常常挂在嘴边，是自嘲的玩笑，也是现实的妥协。边际效益

递减的内卷漩涡里，焦虑成了常态，大多数人，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在对意义的迷茫

和对躺平的挣扎里反复横跳。优秀有迹可循，而快乐所需要的自洽却往往被忽视。

考试—申研—实习—工作的套路背得滚瓜烂熟，GPA4.0—年入百万—有房有车，

并不代表就能够生活地快乐、自如。拼命卷进互联网大厂热门岗位，研究出了冲 KPI

的制胜法则，两点一线的生活里，空闲的时间被各种碎片化内容毫不费力地挤占，偶

尔提前下班却也不知道回家后该做些什么，在心里默问难道生活就只能这么无聊吗，

一觉醒来又开始重复新的征程。

诚然，物质是生活的基础，社会成就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认可，追求精进是积

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勇于奋斗大胆尝试的经历都会成为宝贵的人生财富。但不能自圆

其说、自我驱动的人是很难获得快乐的，总觉得像在为了谁卖命、被赶鸭子上架似的。

笔者以为，可持续的、发自内心的快乐才是人生的终极奥义，毕竟其他都是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一 位 教 授 在 结 课 的 时 候 送 给 同 学 们 一 句 话，“It’s absolutely right that 

there’s nothing absolutely right. 你不知道要怎么抉择的时候是因为你还没有想

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能够坚定地做出选择，并怀着不后悔的心境奋勇前行，大概率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然后顺便一不小心就实现梦想成为人生赢家了。而这需要我们先

了解世界，探索内心。

时代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热门行业的井喷和多元新兴职业的热闹，没有一定适合

所有人的路，也难有一成不变的路，只有或许更适合你的路。信息渠道的拓展让我们

有机会以更低的成本去了解、体验更多不同的道路。在尝试中找到自己的能力和热情

所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差异化竞争。
章
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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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毕竟客观现实很难允许我

们不停地尝试。 标准、规范的道路也有它的好处，往往更加稳定、可靠。只是平凡

的生活需要涟漪，来自感知，指向快乐。

疫情期间徐校长发过一篇文章，其中一句话让笔者感触颇深，“Life is not 

about purposes, life is a collection of experience.” 很多时候，带着目的赶路

寻找，会错失沿途许多美好的风景；而带着开放包容的探索之心，却能感知到不少

新奇、有趣的惊喜。平常日子里的快乐，同样来自于这样的感知。

可能是偶遇老朋友的欣喜，瞥见一朵花含苞盛开的感动，出门撞见橙红淡紫绝

美晚霞的幸运，阳光午后公园躺草地的惬意，尝试新活动收获启发的感激，优化工

作方式高效完成的成就感，路过前台保安惯常问候的温暖，等等。感知是人类非常

重要的能力之一，在生活的水池里激起涟漪，并散开来去。

谈及艺术与生活的联系，我很认同艺术家 Olafur Eliasson 所说，“希望艺术

品可以激发人们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尤其是那些存在于你的生活之中，却没有被你

认真感受过的事物。”欣赏艺术的过程也是锻炼感知、汲取灵感的过程。

艺术无处不在，是两点之间连埂的曲线，是拥有无穷解的可能性。当代艺术的

门槛据说是大大降低的，各类作品的形式也百花齐放。在技艺的精进之外，更为丰

富有趣的是作品背后的想法，以及留给解读的空间。艺术是另一种形式的语言，创造

出充满趣味的解密游戏和交流空间。这是一种非常自由的语言，不以对错为评判标准。

创作者自由，因为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情感、故事；观看者自由，因为是在理解自

己的认知、感知、无知。

从某种角度来说，生活本身也是艺术。没有标准的“良好生活”，只要你在探

索世界了解内心后，听从内心勇敢前行，各人自有各人独特的道路，也不必畏惧定义

与标签。人生并不需要那么精确，很多时候体验比结果珍贵得多，并会真正成为你的

故事。不粉饰世界的善良，也不承诺努力之后一定有回报，但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过

得更精彩，成为更想成为的自己。

很喜欢白落梅的一句，“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人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

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过程与结果，都要我们自己承担。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

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劫数、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生动而干净。” （编审：北海）
Anish Kapoor

展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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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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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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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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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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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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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像
在
世
界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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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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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位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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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担
心
他
们
没
有
生
活
，
他
们
担
心
你
不
懂
生
活
。

章璇 /摄

章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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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源文 / 发条蓝

直到离开家乡迈入大学校园为止，我的世界都仅限于家—学校—故乡这三点一

线之中，在每日琐碎茫茫的日常中，音乐是我世界中唯一的烛火。而那时的世界对

我而言很小很小，一点点光就能照的通亮。正因为如此，我也才会在高中阶段立下

不切实际的音乐梦想。

未见差距，不知绝望。十九岁的我第一次走上了触摸世界的旅途，后来才发现

每一脚都踩在了理想的尸体上。当我抱着一身高三才开始自学的三脚猫音乐知识进

入大学校园时，我才发现之前高中老师真的没有骗我，在日积月累的现实面前，自

以为是的一点天赋和兴趣什么都不算。我看到了从小稳扎稳打有着良好的童子功的

乐观开朗的同学，相比起来，从未踏出过家门半步，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跟同龄人相处，

音乐基础薄弱却又固执地坚守着自己那些小众的音乐偏好以维持可悲的优越感的自

己几乎就是个小丑。音乐依然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光亮，我没变，但世界变了，在广

袤的冰原上，一点烛火再也无法为我带来温暖与希望。

再加上一线城市夸张的房价，“来了就是干电池”的恐惧与日俱增。那个时候，

我突然羞愧地发现，自己竟然莫名开始羡慕起来曾经的自己最为摒斥的那群剥削普

罗大众的炒房投机分子。一直以来赖以维生的理想主义的阁楼在现实的风吹雨打之

下一点点土崩瓦解，最终轰然倒塌，荒诞与无意义的霉菌在腐烂的遗迹上肆意泛滥。

因此，我开始思考，如果一个普通无产阶级工人辛辛苦苦工作四十年，只是为

了跟房地产老板打工，同时再让自己的下一代为了搬出四十多年前自己买下的那间

老破小而继续为房地产老板打工四十的话，那生存、努力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对于

没办法过上一天属于自己的生活的社畜而言，与心灵面对面对话的艺术究竟还有什

么立身之地？如果只是为了追求娱乐放松的话，那么凭什么不能选择其他更加轻松

愉悦的工业产品？

但，或许是出于执念，内心深处最后一点理想主义的星火不愿熄灭，在两种观

念的冲击下，我陷入了思考与辩驳的泥淖中。
张
凌
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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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自救，我在网上找了许多相关的书籍、文章来规劝、勉励自己。看到最后

却发现无一例外都是在重复那些我已经熟知的道理。什么“生活的意义在于过程而

非结果”呀，什么“人要自己赋予自己意义”呀之类的……没有一份鸡汤谈到了现

实的困境，但抛开鸡汤，从书中走出来时，我们仍要面对这些困境。

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面临整个社会的困境，我们可以做的

其实只有两件事。要么像那些盖世英雄一样，迎难而上去解决它；

要么选择像那些隐士一样，超脱世外无视它。然而不是每个人都

有勇气、能力和意愿去当盖世英雄，在全面工业化、信息化的当

代社会，归隐也成为了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那么，我们究竟能

做什么？

于是，在这个时期，我又把目光投向了我曾经爱得热切却又

一度放下的音乐。

就像我之前很喜欢的一部漫画中的角色说的那样：“人如果

不沉醉于某些东西，估计都活不下去吧？所有人都是某些东西的

奴隶。”有的人选择了毒品，有的人选择了宗教，有的人选择了

科研，更多普通人选择了像我一样平凡却不失伟大的各种爱好。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重新回头审视起了自己对音乐的态度，

最终才发现原来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偏离很远很远了。最初，就算

是高三再忙，我也一定会抽出足够的时间学琴、练琴、学乐理，

因为这是唯一一种能让我完全沉浸进去，与曲子里所蕴含的情绪

进行直接沟通的事物了。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只有听到那些喜欢

的曲子，才会让我恍惚间意识到自己仍在呼吸，还有心跳，一分

不早一秒不晚地在当下活着。这是我与世界之间的呼吸和对话，

一种纯粹而又极致的，发自我本人内心深处的喜悦。而后来，渐

渐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的目的变成了通过音乐来获得别

人的认同，进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乐器演奏投注过多心血，并且

不求乐曲理解，只追求难度和炫技（我并不觉得这些有难度的、

炫技的曲子就不是好音乐，只是它们确实既不符合我的客观条件

又不符合我的初心）。蓦然回首，最让我动容、羡慕的其实依旧

是两三年前那个笨拙而又简单地爱着音乐的自己。而像音乐这样

的事物，又何尝不是我们当代青年灵魂的桃花源呢？

陪你走过漫长孤独的东西，终将融入你的灵魂。而我始终不

愿意相信我们人类的灵魂、我们人类的自由意志是可以肆意被工

业所侵占、操纵的。抵抗这种侵蚀的唯一手段似乎就只剩下了艺

术。那些能够和我们的灵魂产生对话，让我们在风雨飘摇的人生

航线上找到一点方向的灯塔般的艺术作品，就是良好生活的关键

要素之一。逃避可耻，但有时候真的很有用，心灵的桃源才是我

们永远的故乡。（编审：北海）

张凌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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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火中跌宕的少年求学路

“轰隆隆……日本人的战机在头顶划过，老师背上小黑板，赶忙带领学生躲到树林

里面，黑板挂到树上，学生坐在地上，老师继续上课，周围不断传来炸弹掉落的轰鸣……”

1934 年，何继善院士出生于湖南省，此时正值战乱，小小年纪的他跟随家人辗转逃

难到各地，在炮火的夹缝中学习。在何院士求学过程中，他一共经历了四次辍学，在这

跌宕的求学路上，何院士却说自己是幸运的，他遇到了学识和思想素质都很好的老师。

老师们经常拿不到薪水，生活都非常困难，但他们非常忠于职守。当时，他和家人逃难

到新田县，那里很重视教育，有很多从北方逃难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来当老师，老师教学

的时候还很注重书法，除了交一般作业外，还要交两张书法，所以，他很自然就学习了

书法，这也成了他一生的爱好。尽管生活困顿，但人们很重视文化生活，即便没有广播，

没有报纸，当地人的文化生活依然丰富，朋友们庆贺生日以自己创作的对联相赠，人们

将收到的对联放于大厅，来者皆互相点评，形成当地的一种文化气氛。正是这种氛围滋

养了他的文化底蕴，也成就了他后来在书法上的造诣。

战争中哀鸿遍野的景象历历在目，所以，何院士无比渴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如

果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我们就不会受到侵略，我们每天都在死亡的威胁中度过，这种生

活在现在的和平年代是无法想象的。”那个时候，何院士特别希望能够继续学习，“老

师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被侵略，就是因为落后。”他把学习当成一种责任，正是抱着这种

信念和态度，何院士始终秉持坚持学习的态度，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寻求学习机会，从

未放弃。

学生记者 / 余励航

陈鸣 /摄

人物简介：

何继善院士于 1960 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为应用地球

物理学家，曾任中南工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成员、

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主任、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

部常委等职，现为美国勘探地球物理学家协会终身成员。

何继善教授从长期致力于地球物理理论、方法与观测仪器

系统的研究，创立并发展了以“双频激电法”、“伪随机信号

电法”、“广域电磁法”和“拟合流场法”为核心的地电场理

论和仪器，在国内外得到广泛成功应用。

1994 年，何继善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2020 年 11 月 25 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成立城市地

下空间及能源研究院，何继善院士担任创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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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上班，晚上点煤油灯自学
考入大学

何院士很感谢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也是出

身穷苦家庭，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工作的

时候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因此，他的父亲希望自

己的孩子能够受到更全面的教育，即使生活艰苦，

何院士也在家庭的支持下得以继续学习。除了家

庭的支持，何院士的成就与他在艰苦环境中坚持

学习密不可分。在艰苦的学习环境中，何院士养

成了自学的习惯，辍学之后他会自己去完成没有

学到的课业任务，自学也成为他后来在科研中所

需要的宝贵品质。

系统的学习对他来说有两个阶段，一个是他

参加工作后：由于通货膨胀交不起学费，他高中

只读了一个半学期，于 1950 年 3 月参加工作。

工作后，他非常希望能够继续学习，就买了一整

套由东北人民政府出版的初中到高中的教材，白

天上班，晚上点煤油灯一本一本自学，在五到六

年时间里，他补齐了自己中学阶段的空缺，完成

了系统的自我教育，这是一个对他而言很重要的

阶段。

 第二段是他的大学生涯：1956 年，他以同

等学力的资格报考大学，进入长春地质学院学习

地球物理。考上大学之后，他既感到幸福，又感

到非常的不容易。因此，他很珍惜进入大学学习

的机会，那时，每门课程他一定都先预习，会把

第二天老师讲的先看懂，老师讲的时候，他已经

是在复习了，可以重点听没有看懂的部分。事实

上，何院士大学入学的时候学习是非常困难的，

那个时代是学俄语的，而在去大学之前他并没有

学过俄语，其他学生在中学阶段是学了俄语的，

所以他还需要加紧补习外语。毕业的时候，他是

学校唯一一个全五分的学生。

为地球把脉，走遍祖国的崇山
峻岭

谈及选择地球物理的初衷，何院士表示：那

个时候，国家百废待兴，非常需要资源，他之前

也在矿山工作过，所以就选择了学习地球物理。

地球物理简单来说是用物理的方法设计仪器

去探测地球，来了解我们看不到的地方。通过地

球物理的探测，我们可以发现国家需要的资源，

比如煤、石油、天然气及铁、铜、铅、锌等各种

金属，来为国家的建设服务。这些资源是大自然

给人类的礼物，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需要依靠

这些资源，但核心的问题就是怎样绿色地勘探和

开发这些资源，地球物理恰好就是用绿色的方法，

用仪器探测，不会破坏环境。除此之外，我们还

可以探测地下的灾害源。现在的地球物理更加智

能，科学家可以用仪器把地下的三维空间显示出

来，探测的速度和探测的精度有了很大的提升，

成本也降低了。

中国的地球物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几乎是

零，开始很多知识是从前苏联引进的，苏联专家

援助的时候来到中国上课，此后，地球物理在中

国逐步发展。何继善院士一生的研究奋斗与中国

地球物理的发展紧密相依。他创立的双频激电法、

伪随机信号电法和广域电磁法等地球物理探测领

域的重大理论方法，使中国在频率域电磁法领域

独树一帜，远居世界领先地位。他一生致力于为

地球“把脉”，为了实地检测，他带着自制仪器，

和学生们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崇山峻岭，从山区到

荒漠，从海洋到河流，说起祖国山河壮景，如数

家珍。 

谈及地球物理在中国发展迅速的原因，何院

士提到两点：首先，我国对于资源的需求是世界

上最多的，研究也是最深入的，且资源勘探和开

发起来较困难，需求推动地球物理的发展。其次，

地球物理的高速发展也得益于国家的政策支持，

不仅仅是一些国有研究单位进行研究，还有民营

的单位参与科研，加之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大家都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何院士也相信：“中

国现在的发展进步是不由他人意志控制的，不会

由于他国的压制而停止，现在的中国一定是压不

住的。”

我国的探测技术向着“三深”的方向发展，

包括：“深地”、“深海”、“深空”，地球物

理也要为这个“三深”战略负担自己的责任，科

学家们希望探测得更深，精确度更高，这样的话

人们可以更好使用资源。今后，大湾区的地下空

间会更充分的利用，可能很多的交通会放到地下

去，同时也会对地下的资源加以有效利用，比如

地热可以用来发电，是特别清洁的资源。作为海

洋中心城市，何院士也希望大湾区海底和海里的

资源都可以为社会充分利用，为社会建设服务。

泼墨人文情怀 

何继善院士从小酷爱书法艺术，几十年来，

他在科研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投入极大的

热情钻研书法艺术，临帖不止，耕耘不断，篆、隶、

楷、行、草均有较高造诣。这与他幼年的经历有关，

他的中小学就读于战时的贫困地区，那里唯一有

的就是当地做的毛笔，基本没有人拥有自来水笔，

所以记笔记交作业都靠这只毛笔，无论是数学还

是英语，都是用毛笔来写，这也形成了何院士此

后用毛笔写英语书法的一大特色。 

谈及体会，何院士认为，书法和写字不是同

一个事情，书法是一种艺术，写字是一个个字写

出来就行了，书法的一幅字不仅要写得很好，还

要搭配得很好看很舒服自然。书法都是通过不多

的文字，希望表达一种思想。评价一幅书法，除

了看字本身之外，还要看内容。写书法让何院士

的生活更加充实，既是一种放松的方式，对身体

和心情也是一种锻炼。写书法一个是要稳，一个

是要有旁若无人的心境，集中于书法本身身上，

这就是写书法对于人的锻炼。

对未来学子充满期待 对祖国
未来有信心

孜孜不倦几十载科研探索，何院士总结做科

研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发现问题；一个是

解决问题。发现问题需要我们发现不完美，我们

所用的东西都是可以改进的，只要找到了问题的

关键，就可以解决好。所以，我们的学生要培养

这两方面能力，一个是发现问题的能力，一个是

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还要培养自学能力及保

持持之以恒的态度，大学所讲的只是一个入门，

只有坚持长期自学才能使自己不断提高。

何院士对未来的学子充满期待：“现代大学

生的确很幸福，我也很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是我

们的未来，特别是这几年，我感受到大学生的爱

国热情高涨，这也增加了我对我们国家发展的信

心。我很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和年轻人在一起

我就忘记了年龄。现在的大学生可以很好把个人

兴趣和国家需求结合，今后发展会非常好的。”

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何院士，尤其希望我们

的国家可以持续稳定发展，“只有稳定了，才有

发展的可能。所以，同学们要像爱护我们的眼睛

一样爱护我们的稳定，我们内部稳定了，那些想

推翻我们国家的敌人就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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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水教授 人物简介：

彭小水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

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具重要药理活性天然产物的

全合成研究、环境友好型催化合成方法学研究、药物

合成化学等。

彭小水教授分别于 1999 年和 2002 年在兰州大

学化学化工学院获得理学学士和理学硕士学位；2006

年，彭教授于香港中文大学化学系获理学博士学位；

2006-2008 年，彭教授在新加坡 A*STAR 化学合成实

验室 @Biopolis 从事博士后研究；2009 年，他加入

香港中文大学化学系与合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020 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

彭
小
水
：

化
无
为
有
，
不
辍
耕
耘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领域”

“对化学分子的研究改变了整个世界，两百年前氨的合成（推动了氨工业的发展），为

人类温饱问题的解决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之后化学分子中关键分子的发现、合成让我们的

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便捷，才有了我们现今使用的化妆品以及洗涤用品；化学对医药领域的发

展贡献更是巨大，这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更健康地成长和生活。”彭小水教授评价如此重要

的“化学”学科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他的学习方向。

 “进入兰州大学时，我选择的是物理专业。后来，大学在对新生介绍专业的时候，对于

有机化学的介绍让我认识到‘有机合成化学’这个领域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能

为社会提供各种新的合成物质，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 powerful（有力

量的）的领域，于是就通过校内的选拔考试进了化学化工学院的化学基地班，就这样进了化

学专业，我为能进到这个领域可以创造新的物质，在实验中激发新的 idea（想法）感到激动！”

学生记者 / 高逸 唐璨

责任编辑 / 王倩倩

张凌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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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记者：您在本科、研究生以及博士生这三个

学习阶段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彭教授：打个比方，本科阶段的化学学习，

就像是学习钓鱼的技能。它侧重于接触和吸收已

经经过层层验证的基础理论，这期间实验科学的

学习又能够提升本科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验技能。

而在研究生阶段，就像是要到实际情况当中钓鱼

了，当然还是小范围的，比如到河里或者湖里钓

鱼，范围不大并且是已知的领域，这样就可以应

用学到的知识钓到鱼。最后在博士生阶段，就像

到海里去钓鱼了，未知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可能

一无所获，也有可能发现“新的物种”。这三个

阶段是相辅相成的。

学生记者：您的学习与工作经历跨越了大江南北

甚至是海内外，您能否简述一下您在兰州、香港、

新加坡这几个地方学习和工作的经历？这些城市

或大学有给您留下哪些深刻的印象？

彭教授：本科阶段的学习给我一种贴近生活

的真实感，我是从湖南高考考到了兰州。兰州大

学当时已经是国家重点高校，但是我们对其了解

很少。去到以后才发现那个地方很荒凉，黄沙漫

漫。然而当地的人民很淳朴善良，氛围很好。而

且我们那个年代跟今天比起来最大的特点就是网

络不发达，好处是我们都可以沉下心来学习。博

士研究生阶段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当时内地和香

港比起来还是有很大差距。香港在科研方面已经

是现代化管理模式，技术自动化水平和科研国际

化水平都很高，实验平台和鉴定平台都很完善。

博士后阶段，我去了新加坡的化学实验室，是由

新加坡科技局支持的。当时新加坡重视新药研发，

很看重培养合成化学领域的人才，之后这方面的

发展极大推动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成为了新

的经济增长点。

学生记者：您提到了很多过往研学的经历。那在

科学的世界里探索，少不了老师的引导和帮助，

想请问您有没有对您来说影响非常大的老师？ 

彭教授：一直以来我都受到很多恩师的帮

助，比如在兰州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的导师

是潘鑫复教授，他当时已经是国内比较有影响力

的有机合成化学家，给予了我很多帮助和教导；

之后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跟随黄乃正院士攻读博士

学位，黄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积极地推动内

地与香港学术上尤其是化学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新加坡我的导师是天

然产物合成领域国际著名的 K. C. Nicolaou 教授，

当时黄乃正院士推荐的时候和我说只要能跟着 K. 

C. Nicolaou 教授工作哪怕是去非洲都应该去，

因为 K. C. Nicolaou 教授代表的是有机合成化学

领域的国际领先水平。

“以深圳为据点，做出我们应
有的贡献”

学生记者：您在 2006-2008 年期间在新加坡顶

级的 A*STAR 化学合成实验室进行博士后工作，

之后您又加入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

室，现在您在深圳继续进行化学领域的研究。您

在不同的化学实验室当中您的研究经历是怎样

的，有什么不同的体会？什么契机促成您到香港

中文大学（深圳）继续您的科研生涯？

    

彭教授：我当时加入 K. C. Nicolaou 教授的

新加坡研究团队主要是想在有机合成化学这个领

域进一步提升自己，他们当时进行的实验包括抗

癌分子合成以及天然有机分子药理活性的研究；

之后因为港中大即将建立合成化学国家重点实

验，所以当时黄乃正院士询问我是否对回到港中

大继续从事研究感兴趣，并邀请我回到港中大化

学系加入他的团队，我就欣然应允了；而来到港

中大（深圳），是因为我看到国家现在十分重视

基础研究，我们就想以深圳为据点做出我们自己

的成绩。

学生记者：我们刚刚提到了您工作过的三个化学

实验室，每个实验室的科研侧重点是否有所不同，

研究氛围有什么差异？目前，港中大（深圳）的

化学实验室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有哪些？您对实

验室未来的又怎样的期许？

彭教授：三个化学实验室的研究项目基本一

致都是有关有机合成化学，天然分子合成，合成

方法学，以及复杂药物分子和药物中间体的合成。

但是，三个实验室的氛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兰

州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当时研究资源研究器材相

对比较落后，但是学校和我的导师们都非常重视

研究和实验技能的训练，为我之后研究生的研究

提供很多帮助；在香港时期可以接触和聆听到国

际知名教授报告，开拓我们的国际视野并且更加

了解我们当前的研究水平；新加坡时期，我感受

最深的是 K. C. Nicolaou 教授在研究合成策略上

高屋建瓴的设计，同时新加坡也十分重视科研实

验室与企业的合作。

在港中大（深圳），我们的研究团队着眼

于具有重要活性的药物分子的研究以及发现新颖

高效的合成方法来合成新药分子，我们目前有承

担来自国家基金委以及深圳市的研究项目，同时

还与企业合作来共同优化活性药物分子的合成策

略。

我们目前还是定位于对学生的培养，并且期

望在天然有机分子合成领域实现突破，从而在国

际上形成影响力。与此同时，目前深圳十分重视

生物医药领域的研究，我们很期待研究成果可以

转化为产品来推动经济发展，造福社会。

学生记者：您目前的研究领域是具有生理活性的

天然药物全合成研究以及一些环境友好型的化学

合成方法，中国目前这个领域的研究处于什么水

平？这个领域目前的机遇有哪些？

彭教授：我们国家最近二十年很重视基础研

究，化学领域可以说是突飞猛进。我们这个天然

有机分子合成领域在国际上是首屈一指的，甚至

领先于欧美，我们很有信心做得更好。

研究机遇的话，首先当然是国家重视这一领

域的研究，投入大量经费进行研究平台建设，并

且推动学生在不同领域的就业。我们目前也在以

团队形式申请重大研究计划，配合国家未来的发

展。我们希望在这个领域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学生记者：您的科研成果对于人类医药学的发展

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或者说您如何看待合成

化学和医药学的关系呢？

彭教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领域的人士被

问得很多。我用数据说话吧，目前医药制造 80%

的产品是使用化学合成方法制成的，又有超过

50% 的药物是基于天然活性分子骨架基础上研发

出来的。这些具备天然药用活性的分子可以说是

自然界的结晶，它们身上特定靶点的结合作用导

致有特殊的药用价值。而医药制造目前面临的一

大问题就是，这些物质在自然当中提取量是十分

有限的，需要通过人工合成来进行开发，这就决

定了选择高效合成分子的路线，以及找到并修饰

这些分子结构，完成新药分子的发现这一系列的

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学生记者：您目前还会从事合成一些本身具有生

理活性的生物分子，比如信号分子或者激素之类

的物质。我想请问，您认为人类人工模拟具有生

理活性的分子并进行人工合成对于现有的化学工

业以及生物化学研究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彭教授：这些天然具有药用活性的产物是

自然界的结晶，我们通过研究这些物质可以了解

自然界中这类分子的生源合成过程，有助于我们

了解自然界的生命形成过程。同时，生物医药和

生物仿生合成领域的研究能够提升我们合成的效

率，从而快速地发现药用分子。

彭
小
水
教
授

彭
小
水
教
授

R R



T O P I C  FEATURES

8281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henzhen

学生记者：我相信您一定有听说过阿尔法折叠

（AlphaFold）精准预测蛋白质三维结构的新闻，

那么我想请问您计算机甚至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技术对于预测有机化学物质的分子结构以及您目

前从事的天然药物合成工作会起到什么样的帮助

呢？您觉得计算机或者人工智能在这方面的创造

力是否可以超越现有最优秀的化学研究人员呢？

彭教授：首先我可以给你一个答案，目前为

止 AI 无法取代人工参与我们当下的研究。原因在

于 AI 技术的模拟合成过程是基于合成化学家得出

的研究数据所设计合成路线来进行的。目前来看，

一些结构简单的分子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合成。

然而，AI 实则是在大量数据中获取经验，鉴于我

们人类目前对于分子微观层面的认知水平有限，

AI 数据库仍不完善，所以目前来看我们这一领域

AI 可以做的很有限。但我相信将来 AI 领域的进

展会为合成化学领域的研究大幅提升合成效率，

从而节省大量的空间和时间。并且 AI 算法将为我

们提供可行可靠的合成路线，这会让我们合成化

学家可以腾出更多时间从合成策略性的角度上进

行更多的思考。

学生记者：近段时间我听说有公司在研发有机分

子合成软件，通过将 target（目标）分子的化学

式输入软件就能反馈合成路线。但是实际结果并

不如人意——软件提出了不合理的合成反应，这

反映出它们的数据库存在缺陷。请问您如何看待

这一问题呢？

彭教授：也不能说是缺陷，当前的数据库确

实可以提供逆合成分析从而有机会来模拟出相关

的路线。问题在于，AI 并不能够进行更多创造性

的工作，我刚刚提到的分析是非常简单的水平，

意思就是我们只能教会 AI 人类认知领域完全确定

的化学实验步骤来合成一些分子，脱离了数据库

进行合成路线的模拟目前无法实现。要知道，我

们都希望 AI 学会自己思考和选择性地“钓鱼”

（记者注，彭教授之后表示目前 AI 模拟合成路线

忽略了很多重要的但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实验信

息，如电子效应、立体效应、溶剂效应等，由于

目前研究数据对具体分子的相关效应的认知还在

提升中，从而导致了 AI 设计出实际操作中不合理

的合成路线，所以我们需要提升对化学反应的微

观认知，才可以为 AI 提供更完善的数据信息，最

终 AI 技术也将服务化学，推动化学研究），毕竟

AI 学习能力的提升确实会解放化学家的双手，但

目前来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化学在国家的关键领域来解
决某些‘卡脖子’的问题”

学生记者：作为有机合成领域的专家，您是如何

看待科学研究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关系的呢？

您认为化学领域的科研突破是如何挑战我们的思

维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呢？

彭教授：我在不同的国际会议上老是听到他

们问“化学有什么用”，说说我自己的理解吧，

我们的日常生活是离不开化学的，我们的食品生

产是离不开化学的。而我们如果利用天然分子的

水平去理解化学，那么将帮助我们理解自然界中

生命的发展过程。同时，化学在一些国家生活中

更关键的领域，比如材料领域，来解决某些“卡

脖子”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比如材料领域当

中芯片研究发展的关键技术就需要化学来帮忙。

我很欣慰的是，我们在国家以及整个社会层面都

越来越重视化学的基础教育，并且是真的带动了

化学当中的各个领域的认知与探索。

我们的理工学院今年开始招收化学专业的学

生，目前我们的师资力量在中国、东南亚首屈一

指，包括我的导师黄乃正教授，因为出色的研究

贡献，他在 1999 年就获得了院士称号。我们还

有以诺贝尔奖得主名字命名的化学实验室，我们

还在建设新的理工实验大楼，可以说我们学校化

学事业的发展前途不可估量，我们非常鼓励大学

本科生加入教授研究团队，我们希望可以培养本科

生的研究兴趣，同时希望他们能够在更高层次的研

究领域应用基础理论知识去探索更多的化学现象。

大学在政策、资金、项目申请、实验室安全培训等

方面都给予了本科生从事科研很大的支持，能够很

好地提升本科生参与研究团队进行合作研究的能

力。我觉得会对他们未来职业的选择提供很多思考，

可以让他们提前去思考、筹划未来的专业发展，这

对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很重要。

学 生 记 者： 请 问 您 可 以 介 绍 以 下 我 们 学 校 的

E-Learning 平台吗？

彭教授：这个平台就是为了规范化化学实验操

作，这是为教育服务的。目前，这个平台我们集中

规范化化学实验基本操作，例如“萃取”这个化学

操作，我们会邀请本科生参与进行实验操作并录制

操作视频，同时会中英文配音。这个平台会同时面

向多个学院（LHS,SSE, 医学院），目的是为了规范

化学操作，提升化学实验技能。因为这能让学生在

开始实验之前就能了解操作，提高安全水平，很多

意外事故都是因为学生不了解化学安全操作就进行

实验而造成了。

彭
小
水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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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记者：您觉得做科研什么样的特质最重要呢？

您对当代的大学生有什么期待、建议和鼓励？对于

现在想去从事科研领域的同学，您对他们选择研究

方向有什么建议？

    

彭教授：我觉得“兴趣”最重要。必须要有足

够的好奇心来探索你的领域，你才会去做更深入的

研究。同时“坚持”也很重要，我们在失败当中仍

然要坚持下去，并在其中学到新的知识，探索出新

的研究策略。首先我想说，选择专业方向的时候，

兴趣排在第一位，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同时，

也请大家提升自己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然后，当

下社会各种诱惑很多，希望大家做好自我管理和自

我约束。最后就是好好锻炼身体。

彭
小
水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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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VIEW 
WITH 
THE JONES-KATZ 
FAMILY

By So Ry Park

If you’re a CUHK-Shenzhen member, then 
you must have come across the Jones-
Katz family, an American family who came 
to Shenzhen, China in 2016. This lovely 
family consists of Gregory Jones-Katz, 
an intellectual historian and a lecturer in 
General Education, Laura Jones-Katz, a 
lecturer and the coordinator of the Center 
for Self-Access Language Learning (SALL 
Centre), and their 12-year-old son Oliver, 
who is growing up in China.

Once in a while, when I go out for a walk 
for some fresh air around campus, I see the 
Jones-Katz family. I did not have the chance 
to talk to them together until very recently, 
when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listen to their 
fascinating and meaningful experience in 
CUHK-Shenzhen and China.

What is it like to live on campus as an expat 
family?
 
Our campus feels like a protective bubble. The university 
provides a comfortable, convenient, and safe place for our 
family. We appreciate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university 
offers. We enjoy going out for a walk as a family, especially 
around the beautiful lake between the upper and lower campus. 
Also, we’re grateful for the family-friendly environment. Our 
child can grow up in a neighborhood-like place, where he can 
meet people across different generations – whether university 
students, grandparents, or other kids of his age. Even during the 
pandemic, we felt safe on campus. 

Do you like traveling? Can you talk about 
your traveling experience in China?
 
Yes, we love traveling. Whenever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we try to explore different places in China. For example, 
we’ve visited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in Xi’an, the mountains 
in Yangshuo, and the Great Wall near Beijing. We hope our 
next big trip will be to Dunhuang to see the camels in the Gobi 
Desert.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Shenzhen?
 
Shenzhen is a wonderful city. Although it is very young, it 
is fascinating to observe its transformation over the years. 
It is sometimes strange for Gregory, as a historian, because 
Shenzhen is a city without a very long history. But that is also 
exciting, because we can be part of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the 
city’s traditions. There are also many places we can visit and 
things we can do. We like to go to restaurants, museums, and 
Shenzhen’s one-and-only record store in Nanshan (if you know 
of another one, please let us know!). And like we mentioned 
earlier, we love nature, so we appreciate the many green spaces 
in Shenzhen, like local parks, forests, and mountains. We were 
both born and raised on the Ea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we enjoyed four seasons. The weather in Shenzhen can 
be challenging for us, particularly the heat. But at least we can 
see the clear blue skies, which we prefer over snowy weather 
and polluted air.
 

Oliver gazing at the 
breathtaking mountains in Yangshuo

Gregory and Oliver walking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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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has the pandemic positively affected your 
life and that of your family?
 
The pandemic really made clear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mindful 
and grateful. Before, we did have some family time, but the 
pandemic helped us focus even more on quality time. We have 
better sleeping habits, time for self-reflection, and interactive family 
moments. We have been playing board games and watching all-age-
appropriate TV shows like The Flash. 
 

How has the pandemic negatively affected your 
life? How have you been coping with it?
 
It has been a little challenging for us, especially as parents, during 
the pandemic. Our son grew up in Shenzhen, so he speaks Chinese 
fluently and feels comfortable here. But our parents and siblings all 
live outside China, and we want our son to know them and spend 
time with them. He has been having video calls with them, but 
it’s not the same. We believe that offline interaction is still more 
valuable than online, and as soon as it’s possible to travel outside the 
country, we will take him to see his grandparents. 
 

What during-pandemic-change would you 
continue doing even after the pandemic ends?

We would continue to be mindful and grateful, to put our 
discomforts and losses in perspective. If we think of what others 
have endured during the pandemic, we are very fortunate to be 
living a harmonious life in China. Our son could start attending 
on-site classes. We can still work in a physical place and see our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in person.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are 
safe and healthy.

How has the University helped you adjust well to 
the pandemic life?
 
Above all, the University has provided a sense of community. 
We have a support network here. There is administrative support, 
such as notification of changes in the epidemic situation or remote 
teaching assistance. But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there is a 
sense that the people who live, work, and study here care about each 
other and will help each other when needed. Living in a foreign 
country has been especially challenging during the pandemic, but 
feeling that we are also “home” here makes it a million times easier.

If you happen to see the Jones-Katz family, don’t be afraid to 
talk to them! They are more than eager to share their stories 

and listen to yours. 

Also, feel free to share with them any hidden eateries, family-
friendly TV shows, and historical places!

THE JONES-KATZ FAMILY

陈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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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泓
宇
：

人物简介： 

吴泓宇，2014 级 经管学院 经济科学专业 学勤书院

高中毕业于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研究生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金融数学专业，毕业后

接到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 PhD 免面试 offer

 怎么面对世界、自我与他人是每个人永恒的命题。每个大学生都面临着“内卷”的外部环境，

而吴泓宇在这场“内卷”风暴中选择向自己的内心寻求答案，在自我认知中破除这“浮云”的迷障、

攀越生命中的高峰，一次又一次。

" It is what it is "

和吴泓宇的聊天无可避免地从他拿到的耶鲁 PhD offer 开始。在被问到申请 PhD 过程中印象深

刻的故事时，吴泓宇表示，“整个申请过程其实都没怎么焦虑，只要尽力做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

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与成长就好。”这份尽己所能的坦然心态背后无疑是面对外界压力的巨大定

力，对大多数人都知易行难。于是继续追问是否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吴泓宇给出的答案是：It 

is what it is （世界就是它原本的那样），很多时候事情都不一定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发展，但当想清

楚了自己要做的事情后，拼尽全力是一定可以带来一些回报的。“当然，”他补充道，“这种信心

的形成需要经历过一些挫折的磨练。”

吴泓宇在高中时代就经历过一段低谷时期。数学竞赛出身的他在高中前期将大量时间投入到了

竞赛备考当中，而当重新回归课堂与同学们一起复习高考知识时却感到有些力不从心。眼看着一次

次联考的排名不断下滑，从前作为优等生的骄傲被打碎。在倒数生的世界里，没有老师和同学的鲜

花与掌声，有的只有自己内心反复的诘问与煎熬。可吴泓宇的身上有这样一股韧劲，让他跌至谷底

后仍愿重头再来，以更好的状态重新站起来，拼尽全力去赌一个更好的未来。“那时候距离高考大

概只有半年，我给自己一个说法：尽全力去拼一把，不管结果成与败”。而上帝也往往眷顾破釜沉

舟的少年，高考最终结果的柳暗花明让吴泓宇对自己“看轻外界、尽己所能”的策略有了信心。

申研过程对他而言同样是一段充满压力的历练。回忆起研究生项目的申请季，如今吴泓宇只用

一种平淡的语气讲起当时的煎熬：一直到 4 月才收到了自己的 dream offer，之前在周围的同学早

倚
海
若/

摄

学生记者 / 项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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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斩获 dream offer 而自己仍在焦虑等待的过程

中，也曾深陷压力的漩涡。然而最终等来 offer 后，

再度回想起这段时光，他则表示：其实过量的压

力和焦虑是没有必要的，每个申请者的实力已经

摆在那里了，那么对应的结果也就该是这个样子，

拼尽全力、无愧于己就行了。

即便是入学哥伦比亚大学后，生活也绝非一

帆风顺。摆在吴泓宇面前的，一边是进业界还是

进学界的追问，另一边是在很多美国同学的竞争

下找工作与 RA（研究助理）的困难。他坦言，

很多美本（在美国读本科）的同学已经非常熟悉

当地找工作与 RA 的流程，也很会社交。而对于

初来乍到的吴泓宇，纽约的一切都人生地不熟，

也没有可以求助的学长学姐，一切都需要靠自己

摸索。

也许是始终乐观与坚韧的心性帮助吴泓宇克

服重重难关，在研究生第一个学期结束后，他便

确定了自己未来的方向：从事公司金融与资产定

价领域的学术研究工作。谈起学术，吴泓宇有一

种像被点燃了一样的热情，他非常享受深入钻研

问题，喜欢做出来研究成果后在大家面前展示并

能得到反馈的感觉，“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因为

相同的学术兴趣而抛弃成见的桎梏本身就是个奇

迹。”听到他语气中藏不住的那份激动，似乎也

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可以做到“愿意牺牲休闲的

时间去做研究，愿意晚上不睡觉做研究，也愿意

早上很早起来去做研究”。

活在当下是吴泓宇的生活态度。他也坦然承

认，世界上确实有大量的未知和不确定因素，但

他选择去“拥抱不确定”。对经济、金融与数学

三大学科的多年学习让他在看待世界时，习惯于

用量化的思维去理解事物的本质。他对自己的“拥

抱不确定”进一步解释道：“不确定中也有确定

的因素，我们其实可以找到能够被量化的因素，

从而得到确定性的期望值。”

" Don't Make Yourself 
Miserable "

吴泓宇至今仍记得罗智泉校长的一句箴言：

Don’t Make Yourself Miserable（别让自己痛

苦不堪）。“很多时候是自己让自己痛苦，”吴

泓宇是个喜欢反思的人，“其实大多数时候自己

能判断什么该做 , 什么不该做，如果自己都觉得

不该做的事，就不要去做，无论别人是否知道。”

真实的自我犹如暴风雨来临前的海面，平静

而汹涌，令很多人怯于或羞于面对，而吴泓宇却

一再强调“自知”的重要性。“就是一定要知道

自己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他解释道，“生

活是自己的。”吴泓宇很喜欢这两句励志的话：

一句是“低头需要勇气，抬头需要实力”，另一

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句曾激励过每个高中生的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自己对不起曾经受的苦难”。

“可能听上去会有些鸡汤，”吴泓宇笑着说，“但

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低头认清自己的勇气。”

正是这份自知和探索，让吴泓宇在本科经济

科学专业的学习中发现自己对于偏向实践的金融

更感兴趣，从而在研究生申请时选择了金融数学，

最终又发现了自己对于学术研究的兴趣从而步入

学术殿堂，也正是这份自知和探索，让他在重重

“内卷”中，仍能有“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

啸且徐行”的定力。

吴泓宇坦言，外界对个人总会有很多期待，

“但不要被这个期待捆绑”。面对“内卷”的趋势，

他更希望学弟学妹们“互相帮助，不要苛求于己，

尽量做到自己能做的最好就行”。他也承认，这

种乐观的心态是自己性格底色中的一种，他是个

容易获得快乐，也想把轻松和快乐传递给别人的

人。这或许和他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关――在

很小的时候，父亲每天问他的不是“今天你的功

课怎么样”，而是“今天你快不快乐”。大二那年，

他曾经历过一段 GPA 不如人意的时光，母亲为

此和他促膝长谈，一句“我们对你是抱有一些期

望，但是如果你现在是快乐的，那么就是可以的”

让他记到了今天。

研究生阶段，吴泓宇的日常生活单纯而规律，

常常是起床后伴随着自己喜欢的背景音乐开始做

研究。偶尔有空，他会随手抄起一把吉他，弹给

自己听，静静地感受每个音符背后的故事。“我

很喜欢音乐那种纯粹的感觉。”他表示。

芥子须弥

“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对我来说非常解压。”

吴泓宇喜欢与人交流，很多时候都能充当朋友聚

会中的“气氛组”，让周围的气氛融洽起来。回

忆起本科时光，最令他难忘的是认识了许多关爱

学生的老师与互相扶持的朋友。吴泓宇用“一个

多元包容的历练场”去形容他研究生阶段就读的

哥伦比亚大学，而母校港中大（深圳），在他看

来则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家一般的存在。

在本科阶段，吴泓宇曾和好友一起创立了校

篮球社。在他看来，篮球是一项复杂又单纯的运

动――一方面，球场上瞬息万变，内含很多博弈

论的知识，是对一个人脑力、体力与协作能力的

综合考验；另一方面，球场上的合作又只为了投

篮这一个目标，“投篮的那一刻是绝对单纯的，

这种心无杂念的感觉很棒。”

除了篮球，吴泓宇也热爱历史，尤其是中国

古代史。他着迷于历史人物身上展现出的人性的

丑恶与光辉，既会被忠义之士的信仰与坚韧激励，

也会为历史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心折。前者比如“粉

骨碎身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和“秉

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的荀彧，后者则比如一

方霸主吴越王钱缪也有柔情满怀喃出“陌上花开，

可缓缓归矣”的时刻，玄武门之变的唐太宗李世

民英雄迟暮时亦有因思念儿子而写出“忆奴欲死”

的瞬间。

历史为吴泓宇打开了另一扇交流的窗口，与

古人的“交谈”让他身上沉淀下来许多品质：从

刘备与刘邦等人身上，他学习到百折不挠的精神；

从他最喜欢的君主赵匡胤身上，他领悟了格局与

仁厚……更多名垂青史的仁人志士们的共性则是

拥有可以为之燃烧生命的志向与抱负。就像苹果

现任 CEO 蒂姆·库克在与何同学的对话中提到的，

“真正适合你的工作不需要你去费力寻找，它会

自己告诉你――如果每天早上你都被工作的热情

唤醒，那么恭喜你找到了它，否则就还没有。”

面对还没有找到自己方向与抱负的同学，吴泓宇

建议道：“不一定要随大流――可以随，也可以

不随，重要的是思考后做出自己的选择。不妨停

下来认真整理和反思一两天，去认识自己，去想

清楚什么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可以多找同学、

教授交流，也要不断地尝试和坚持自己的选择。”

有时候，看着汉武帝时期打下的河西四郡至

今仍存在于中国地图上，吴泓宇会有种奇妙的时

空感与文化认同感。也有时候，在漫长历史长河

中，他会突然意识到身为个体的渺小性。古与今、

大与小的对比都是历史让他着迷之处。“但渺小

并不代表着没有意义。”吴泓宇补充道，作为历

史尘埃的我们亦可以从前人身上学到良多，完善

自己的人生，同时构成历史。

就像芥子与须弥，作为个体的我们都只不过

微小如芥子，却可以在与他人、与世界的交手中

构成整个须弥世界。

后记：

采访结束前，我问吴泓宇学长是否有需要补

充的内容。

“没有啦。”他想了想，又认真说道，“我

希望给所有的学弟学妹们一些鼓励――你们正在

走的这条路是可以走的，并且已经被证明是可以

走得通的。”

吴泓宇与阮健骢副校长合影

吴
泓
宇
在
纽
约
大
都
会
博
物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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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泓宇的母亲，于源女士，就职于中国科学院，理科背景出身的她也十分重视人文科学。

帮助小孩择校的过程中，正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全人教学培养理念吸引了她的目光。

“中国的学生受到的更多的是技能与知识的培养，缺乏社会科学方面的底蕴。”于女士

曾在北大百年校庆时拜访了我国有机化学知名教授邢其毅院士，当她走进邢先生的家，琳琅

满目的书架吸引了她的目光。书架上除了化学相关的专业书籍，还有许多人文相关的读物。

出于好奇，于女士询问邢先生对于教育的看法。邢先生认为，即便是专业能力极强的理科生，

如果缺乏人文科学的滋养，未来也是走不远的。在现实工作中，对美的感受、对文学的理解

让人与人接近彼此，并更加愿意深入探讨专业知识与技术相关的问题。美学与文学作为通识

教育重要的课程，受到学校高度重视，列入人才培养体系之中，无疑对学生未来的全面发展

有极大助益。

当今时代，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于女士自己的工作需要不断了解海外的高科技，这

也让她意识到如果能够掌握多种语言，便能够更便利且高效地接触世界各国的科技前沿，了

解世界高科技动态。同时，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渐趋多元与复杂。

港中深秉持的全人教育理念和全英文教学体系，深深吸引了于女士一家，帮助她更精准地给

予自己的孩子选校与专业的建议。

向下扎根 向上发展（先打好基础 再自由转向）

吴泓宇主修经济科学专业，但在专业选择时，他曾经周旋于经济科学和应用经济学。于

女士也对此进行了建议，一方面，于女士认为更加基础的学科能够培养更加综合的视野，通

过广泛的接触，能够更了解未来的方向。另一方面，经济科学的数学课程挑战性更高，这对

热爱数学的吴泓宇而言，可以充分发挥他的长项。

吴泓宇在专业学习时，也未停止过对自我的探索。他发现――经济学所研究的是理想化

的问题，往往相对滞后现实中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时，他对定量经济十分感兴趣，喜欢

通过数据的分析与应用得出结论，金融，便是他的心之所向。
学生记者 / 刘熙越

责任编辑 / 韩佳利

肖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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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金融的热爱，是吴泓宇早在初升

高时便埋下的种子。亚洲的金融危机让吴泓宇看

到了金融对世界格局的巨大影响力，而去美国的

一次夏令营，让他认识到金融对于改变整个产业

的积极作用。于女士也认为，在强调科技创新的

当下中国，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助力，

就于女士所从事的生物医药产业而言，天使投资、

风投在前期研发中扮演者不可缺少的角色。而在

整个成果转化过程中通过资金的合理规划从而实

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是金融从业者

应担负起的责任。

大一的探索让吴泓宇更加清晰地找到了自己

的方向，大二在普华永道的实习他意识到――职

场与学校的巨大差异。职场人的工作时间受到公

司制度的约束，但专业发展和职场技能是需要需

要不断提升的，这要求个人需要不断平衡生活与

工作，在工作之余，不能停止职业方向探索和能

力提升的脚步。于女士还曾为吴泓宇的邮件书写

提供指导――从邮件的标题到内容，都应保持既

突出主题有保持礼貌的态度，在突出自己的工作

能力的同时也体现个人修养。如果对方没有及时

回复，用一封礼貌的邮件询问，既可以避免无意

的忽略，也可以体现求职者对工作的重视。

做“粗枝大叶”的家长，放手
让孩子成长

在吴泓宇的成长过程中，于女士认为自己可

以算是一个“粗枝大叶”的家长。

与很多家长不同，于女士和先生会在和吴泓

宇交流时，用“责任”、“诚信”、“尊重”等

抽象的词汇。旁人会觉得小孩子听不懂这些，但

于女士认为，今天听不懂，下次再听就会多懂一

些，长此以往，孩子自然会懂得这些词语意味这

什么。比起关注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她将把重点

放在孩子的理想、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上。同时，

她也会指导孩子如何高效管理时间，用精力最旺

盛的时间做最重要的事情。

“言传身教的过程中，身教胜于言传”，这

是于女士秉持的教育理念。她认为最高境界的家

长应当是实现人生价值，给孩子做榜样。在吴泓

宇的成长过程，他们充分尊重孩子个人的选择，

而非居高临下地给孩子下达命令。小学时，她陪

孩子一起解决问题；初中时，她会建议并监督孩

子解决问题；高中时，她只会给出建议；到了大

学，她成为一个“旁观者”。这是家长放手的过程，

也是孩子成长的过程。

当吴泓宇升上大学，于女士也会与他交流工

作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并且处理得很好的案例，在

一些议题上询问吴泓宇的看法，在交流过程中，

于女士会发现吴泓宇思想中的闪光点，并予以肯

定和赞美。这种基于信任的交流，是吴泓宇锚定

航向，乘风破浪的助推器。

“粗枝大叶”，意味着抓大放小，在重视人

格养成的前提下，给予孩子足够的空间。

在最好的时光 找寻更好的自己

问起吴泓宇进入大学之后的变化，于女士不

仅谈及了他增强了专业能力，在为人处世方面也

有了很大提升。

在港中大（深圳）这个学习环境中，吴泓

宇结识了兴趣爱好各不相同的朋友――有爱读书

的、爱音乐的、爱运动的……大家在学习上互相

扶持，生活中也互相关爱。毕业之后，吴泓宇的

好兄弟们分布在天涯海北，工作的、创业的、继

续深造的……每个人在不同的领域绽放不同的色

彩。在于女士的鼓励下，吴泓宇也克服了对教授

“高不可攀”的印象，勇敢迈出与教授交流的第

一步并获得了正面反馈。大学四年，吴泓宇也感

受到学校自由开明的学术氛围，而这也激励着他

大胆质疑、小心求证的学习方法，在自主探索中，

积极寻求专业导师的帮助以克服障碍，寻找解决

问题的最佳途径。

于女士说到自己孩子的成长时，也回忆着自

己的大学生活，她笑称自己经常往返于图书馆和

操场，除了用在专业上的三分之一的时间，还系

统的学习了心理学、美学、哲学等人文社科方面

的知识。在她看来，大学生活是开启智慧的过程，

在此期间应学会如何学习，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应

有系统的理论框架并加以自己的理解，再不断深

入探究本学科是否能够解决在产业中出现的现实

问题。

就大学生极其颓废和极其用功的两个极端状

态，于女士认为，人总是要有放飞自我的时间，

玩乐是天性，这是一个正常现象，而反常的是在

于正需要学习和成长的时间却被荒废，或者是以

绩点为王的惯性思维限制个人成长。青年学子需

要明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对生命的敬畏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感

悟与收获。家长应该培养孩子自主自立的意识，

更需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作指导并适时给予建议。

最后，于女士鼓励同学们做心动与行动都到

位的人，在最好的时光，好好读书，了解自己。 

就像文理皆通的徐扬生先生倡导的具有国际视野

和全球竞争力的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的新时代新青

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毛润博 /摄 *（带 *照片选自学勤书院光“核”作用摄影大赛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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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在有关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研究中

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亦是中国古代文明当中十分独特与神秘的

存在。以往的许多专家学者深入地探讨了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

蜀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殷商文化、良渚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为

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三星堆遗

址中出土了大宗的青铜雕像与黄金制品，这些文化因素在古代中国

的其他地区都是十分少见的。因此，本文将结合现有的考古资料以

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来分析三星堆文化与印度、近东等异质文

化之间的碰撞与交融，以期更好地理解与研究三星堆文化形成和发

展历程中的多元性和开放性。

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海贝。根据《三星堆祭祀坑》

报告，一号祭祀坑中出土的海贝，“主要出自 K1:258 龙虎尊内，

被火烧后全部化为碳化物……共 62 枚。另在 K1:6 铜头像内出土 20

枚，在 K1:11 铜头像出土 42 枚”，二号祭祀坑也出土了约 4600 枚

海贝 1。出土的海贝包括货贝、虎斑贝和环纹货贝三种。其中的环纹

货贝据考证只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 2。再者，在云南大理地区的剑

川鳌凤山古墓中也曾出土有来自印度地区的海贝，其测定年代为距

今 2450±90 年 3，大致相当于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其他出土有来

自印度地区的海贝的遗址都分布在云南昆明和四川凉山州 4 等地区，

不过其出土海贝的年代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春秋时期，而三星堆遗址

中出土海贝的测定年代为距今 3005±105 年，明显早于其他地区。

在云南和四川的其他地区至今还没有发现处于这一时期的海贝。段

渝先生正是基于此，得出“三星堆的海贝，应是古蜀人直接与印度

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5 这一结论。

除海贝之外，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了 13 根象牙，二号祭祀

坑内出土了 67 根象牙 6。诚然，在古籍当中存在关于中国南方地区

产象的记录 7，不过所指的多为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结合古地学

资料分析，“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固然森林茂密，长林丰草，然而

沼泽甚多，自然地理环境并不适合象群的生存”8。何况，除三星堆

遗址和金沙遗址外，成都平原并未发现其他的大象遗骸，由此可以

推断三星堆遗址中的象牙并不是产自本地。华北地区在商代确实盛

产大象，不过根据甲骨文和古代文献当中“征蜀”“伐蜀”的记载，

段渝先生推断在三星堆祭祀坑所处的年代，殷商文化与古蜀文化之

间存在着严密的军事壁垒，三星堆当中的象牙不可能是通过贸易、

赠予或俘获等方式从中原商王朝获得的 9。而 1921 年发掘的摩亨佐·达

罗遗址（距今四千多年）中却出土了大量未完全加工的象牙，根据

中国古文献记载，古印度亦是象牙的重要产地。结合之前所讨论的

海贝，可以推断三星堆遗址中的象牙同样来自印度地区。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

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

[2]熊永忠：《云南古代用贝试探》，《四川文物》

1988 年第 5期。

[3] 云南省博物馆：《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

告》，《考古学报》1990 年第 2期。 

[4]王大道：《云南出土货币初探》，《云南文物》

1987 年第 12 期。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西

昌市郊小山火葬墓群试探记》，《考古与文物》

1981 年第 1期。 

[5] 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

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历史研究》2009 年

第 1期。

[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

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

[7]《国语·楚语上》记载:“巴浦之犀、牦、兕、

象 , 其可尽乎 ?”

[8] 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

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历史研究》2009 年

第 1期。

[9] 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

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历史研究》2009 年

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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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古蜀国与物资原产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有学者

提出双方是通过贸易交换的方式来获取异国物资，也就是为众多

学者所认可的“南方丝绸之路”。前文所提到的海贝部分背部磨平，

形成穿孔，便于串系起来，被认为是对外贸易的货币。不仅如此，

方国瑜先生还认为，古蜀人与其他地区的商品贸易可能以海贝为

媒介，成都本地并不生产海贝，所以这一方式是受印度为代表的

其他文化影响所致 10。云南的部分遗址中出土的来自印度的海贝亦

可以被解释为是在与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化经济交往中所

获得的 11。

而三星堆文化在对外贸易中所输出的重要商品则被认为是当

地盛产的丝绸。夏鼐先生提出蜀地丝绸的织造技术在商周时期就

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 12。此外，三星堆遗址当中出土了 18 件陶纺

轮和 14 件石纺轮等用于纺纱织线的工具。在近年来的三星堆祭祀

区新一轮考古发掘中，更是在土样检测中多次发现蚕丝蛋白，证

明当时已经开始使用丝绸 13。埃及出土的公元前十一世纪（相当于

中国的商末周初）的丝织品遗迹 14 同样也是三星堆文化向外输出

丝绸的有力佐证。在印度古文献中 15 同样出现了对蜀地丝绸的记载。

《史记·大宛列传》中也有这样一段记录，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向

武帝汇报“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从蜀，宜径，又无寇”，

结合前面的考古资料可以推断出，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一条

从蜀地出发的贸易路径。

三星堆文明在商品贸易之外，还同样接触并吸收了近东文明

当中的一些文化要素。不同于中原文明中常用青铜做礼器、乐器、

兵器或食器等，三星堆遗址当中出土的青铜器多为青铜雕像或是

青铜面具。这一文化要素在古代中国的其他地区是十分罕见的。

而在公元前约 2900 年，乌尔地区和尼尼微等地就形成了青铜人

物雕像的传统，在艺术风格上与三星堆的铜像也较为相似，一些

雕像“眼睛瞪得很大 , 几乎睁裂眼眶”16。这一地区同样存在着在

雕像上覆盖金面罩或是金箔的传统，在乌鲁克寺庙伊娜娜女神殿

中出土了一尊真人大小的白色大理石女性头像 ,“从头像残留的痕

迹来看 , 她原先可能覆有一层金箔或铜箔”17。三星堆文化中神秘

的青铜“神树”与“神柱”，在古代西亚也有类似器物被发现。

在土耳其阿拉查山岗曾出土一类青铜“神柱”, 上面同样饰有许多兽、

鸟及挂饰 , 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神树”在主体纹样上十分

相似 18。

综上所述，在三星堆文明的发展过程当中，其通过贸易交换

的方式向外输出丝绸制品，以获取海贝、象牙等重要物资，同时

不断地吸收其他文明当中包括青铜雕像、黄金面罩、青铜神树在

内的各种文化要素，进而创造出这一光辉灿烂又独特的青铜文明。

[10]参见方国瑜：《云南用贝作货币的年代及贝的来源》，《云

南大学学报》1957 年第 12 期。

[11] 参见段渝著：《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

明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年，第 395-409 页。

[12] 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

1972 年第 2期。 

[13]霍巍：《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的世界性意义》，《北京日报》

2021 年 3 月 29 日，第 11 页。.

[14] 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

绸之路》，《历史研究》2009 年第 1期。

[15]（印）谭中、（中）耿引曾著：《印度与中国———两大

文明的交往和激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 71、72 页。 

[16]（埃及）尼阿玛特·伊斯梅尔·阿拉姆著：《中东艺术史 -

古代》，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 123-124页。

[17]（埃及）尼阿玛特·伊斯梅尔·阿拉姆著：《中东艺术史 -

古代》，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年，第 30 页。

[18] 霍巍：《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四

川文物》1989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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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读感悟

静，是生命的一种状态，人在静态中得以休息生长。我祖母常说，日吃夜长，意

思是小孩子的生长大多发生在夜里，这说明了静对人体的作用，静能赋予人以能量。

每当我们身体不适去医院一阵子，恢复了过来，有时候並非是医生用药把我们治好的，

而是我们自己的休息慢慢使之复元的。老子说，万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

曰复命。相信有一天大家会意识到静具有无穷的力量。

2021.3.27

天才是如何产生的？现在的学校能否培养出天才？我的答复是，学校培养不出天

才，学校不仅培养不出天才，而且倒有可能扼杀天才。所以，我们学校的培养宗旨不

是培养天才，而是谨慎地设计学校的学术规范，不要以至于扼杀可能的天才学生。大

学要做的是打造一个氛围，包括美的艺术的创新的上进的氛围，我们今天在大学打造

这种氛围，明天这种氛围将打造着我们自己。

2021.3.13

晨间答同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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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夜行

人生就像一次匆匆的夜行，夜行里大多数时光是没有星星和月亮的黑夜。我们要

感恩的人就像那些在我们前面一闪一闪的路灯 , 福分大的人，灯就多一些，亮一些，使

我们在夜行里多一份温暖，多一份希望。

2021.6.8

什么叫痛苦呢？痛苦在某种意义上是指我们己经突破了我们自己的极限，大自然

有一条规律，如果要进化，你就要突破极限，经受痛苦，因此当我们经受痛苦时也许

我们应该感恩大自然所赋予我们的痛苦，意识到我们已经几乎超越极限，离我们的目

标愈来愈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耐下心来，而这种耐心最后将构成我们坚毅的品格。

成大事者，无此品格，仅凭聪敏，是走不到最后的。

2020.12.19

为一位正在经受痛苦的同学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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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到家：
家校携手，共育未来

文 / 陈永勤（思廷书院院长）

我从大学的沙田校区过来龙岗校区工作快三年了。回想在港中大（深圳）这所“不一样”的大学

这几年，最让我惊叹的就是学生家长们，他们实在是太“不一样”了：不论是招生宣传还是校园活动

随处可见“紫衣军团”的身影，无处不感受到他们对大学的信任、支持和奉献。我常常在想如果有“世

界最强大学家长”评比的话，这个世界纪录非他们莫属！

家长和大学能够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和合作，这在全球范围内都难得一见，具有鲜明和独特的时代、

地域和文化特色。大家能够走到一起来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使命，那就是携手合作、同心

协力通过大学的全人教育培养并期盼着见证同学们终将拥有一段崭新而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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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育人，就难免要讲一讲书院制，这是我们这所大学的最大特色和优势之一。

这乍一看似乎是一个舶来品，但其实自古早已有之（如中国历史上的四大书院）。

从中学到大学，同学们告别和父母在一起的“小家”住进书院这个“大家”。在书

院大家庭里，同学们可以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外的很多东西，通过体验书院生活

和参加全人发展项目和活动来培养终生受益的综合素质。每个书院都建立起一套丰

富多彩、五花八门的全人培养计划。例如，思廷书院通过“活动 + 项目”这两个抓

手将“道器并重、兼善天下”的院训贯穿其中，我们给自己的活动体系命名为“MUSE

一二三四”，从合一作坊（Unifun Workshop）不二倾谈（Equote Salon）再到三

思讲堂（Muse Lecture）和四方广志（Muser Action），这其中有培训技能、知

识的小型工作坊，有打造嘉宾和受众之间平等对话、平台的小型沙龙，有鼓励学生

勤思考、多思辨、常思念的大型讲座，还有最受同学喜爱的外出考察活动。除了单

次的活动，我们还有一个多方位的全人发展项目体系，包括思源公益、同舟成长、

百灵鸟晨读、I-Cube 文化探索、YU 你聴说计划以及外出交流访学计划，通过这些

项目同学们可以参与社会服务学习和志愿公益服务，加入心理动力小组探讨各个成

长阶段的议题，和伙伴们一起早起晨读培养自律，在一个无国界、多元化的思廷社

群里体验各种文化的精彩，还能与院长和院务主任相约倾谈聊天，在寒暑假跟随书

院老师一起外出交流访问。书院不仅仅是一个让同学们和院长（Master）、舍监

（Warden）以及楼层导师（Resident Tutor）共同生活成长的物理空间和场所，

更是一个通过非形式教育培育人才的社群空间和大家庭。

同学们从自幼成长的原生小家庭来到一个陌生而又新奇的书院大家庭，对于每

个人而言这个从家到家的转变恐怕都需要花些时间、做些调整才能适应。

首先，对于考入我们大学的大部分年轻人而言，九年义务教育加三年高中教育，

已经把他们训练成为做题高手，在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标准化评估中，他们早已站稳

脚跟甚至驾轻就熟，做好充足准备从而打赢了一场可以改变命运的高考之战。而除

了高考所需的知识技能之外，他们在中学阶段接触到做人做事的方方面面恐怕还很

有限。小到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社交出行，大到对自己人生道路的设计和选择，

基本上由家长和学校照顾和管理。而走过高考，来到大学，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崭新

和不同的生活场景。在这个人生中特别重要的四年大学阶段，他们需要作为成熟独

立的个体，在学习和生活各个方面迅速成长，在建立宽阔充实的知识体系（不仅是

专业技能）的同时，学会为人处世，选择发展方向，培养兴趣爱好，最终具备适应

真实社会的综合能力。这样的成长过程既有和风细雨、日积月累的渐变，也有疾风

骤雨、茅塞顿开的突变。有时候一段时间不见一个同学，再见时发现他 / 她成熟了

很多甚至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多半是在人生道路上有了些际遇甚至是坎坷，方才促

使蜕变的发生。书院扮演的角色有时是提供成长的机会，有时是催化成长的发生，

更多的则是在同学成长的过程中时刻为他们提供一种支持和陪伴而不干涉的力量。

其次，每个孩子从一个家到另一个家这件事，对于这些优秀年轻人的父母而言，

又何尝不需要假以时日去调整和适应呢？没有人天生就会做孩子在不同成长阶段的

父母，子女进入大学之后的为人父母之道可能比此前十八年的披星戴月、起早贪黑

陈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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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需要一种智慧和学识的投入。在这一点上，我想或许也

正是我们家校合作的核心。去年九月初在大学新生家长晚

会上，徐扬生校长讲了三点对家长的希望和要求。他希望

家长们第一要放手，第二要在旁边看着和提供意见和指导，

第三要不断学习，与孩子共同进步。结合自己近三十年来

做老师和家长的体会，我非常赞同这三点。

放手实在太重要了！为人父母，疼爱孩子是人之常情。

但是，过度担心、操心和保护对一个大学生的成长而言实

际上往往事与愿违、甚至有百害而无一益。原因很简单，

就是同学们在成长过程中绝对需要学会独立和锻炼自己，

我们只能把他们托起来和提供初始燃料，但能否飞起来和

飞得多高，真的是靠他们的翅膀和力量。我见过一些父母

总不放手、事事干预甚至过度溺爱子女，问题挺多挺大的，

轻则老长不大，不懂得生活自理，重则困扰情绪，学业受阻，

令人惋惜。我的经历和体会是，家长只要尽力确保孩子的

三观正确（value, 做好人）、懂事识礼（manner, 会做人）

和求知好学（learning）就基本上够了，除此之外，应该

放手让他们去摸索、尝试和寻找发现自己的人生意义、理

想和道路。特别是上了大学之后，如果家长做不到放手，

大的方面，同学就很难选择自己真正喜欢和擅长的学科专

业，对他们的学习和成长可能造成抱憾终生的影响；小的

方面，同学在遇到问题和困难时，也总是想找父母帮忙甚

至依靠父母来学校解决，毕业后怎么可能不遇事时缩手缩

脚，不知所措呢？所以，家长们请学习放手吧！让你们的

信心、信任和信念成为同学们成长、成熟和成功的助力、

推力和动力。

放手和放心不等于放任和放纵，反而是要投放更多更

高层次和水平的关注，因为同学们上大学后往往有更多更

大和更复杂的问题甚至难题需要与家长一道去探索和解决。

也就是说，家长在放手让子女自己想办法去摸爬滚打、甚

至试错碰壁的同时，也要关心、协助并适时提供指引。一

方面我们要相信这班年轻人才是最了解自己情况的人，而

且他们真的已经长大和不断成熟，在知识、能力和视野等

各方面或者已经超过父母，另一方面，我们也明白家长的

人生故事也是一笔宝贵财富，通过与子女平等融洽的沟通

和交流，上一辈的宝贵经验和智慧一定能转化成为指导和

引领下一代大步向前、不断收获的重要养分和甘露。

伴随着世界的快速发展和变化，信息爆炸和知识更新

使终身学习本来就愈加重要。在日新月异的二十一世纪，

聪明、勤奋和好学的同学们在大学里一天天地成长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高级知

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家长自然也更加需要终身不断地学习才能与他们有共同语言，

维持有效和良好的沟通和共鸣。同学进步了，家长也进步了，建基于互动沟通和互

相学习的朋友般的代际关系绝对是家庭的无价之宝。

在书院这个大家庭里，我们努力地充实和丰富同学们的大学生活、促进他们的

全面发展，从而为未来职业和事业的发展以及追求美好人生的各个方面打好基础和

做好准备。大学里的老师和长辈们以“一腔热血、百年大学、千载品牌、万世良心”

的情怀和使命，尽心尽力地传授他们知识技能以安身立命，教悔他们为人处世以立

业齐家，培育他们品味格局以丰盛人生。就请家长们放心目送你们的孩子走入书院

这个大家庭，也请同学们尽快融入书院这个大集体，相信这四年与书院朝夕相处的

旅程和影响一生的缘分必定会让你们拥有多一重身份，多一段关系，更让你们收获

一份份丰厚的人生珍宝。

陈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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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通过回顾围绕着“后真相”展开的诸多案例，去阐释我们

所看到的“真相”经历了怎样的肢解、扭曲与掩盖，并最终影响

我们的思考与判断的。推荐这本书一方面是希望能够激发我们对

于社会科学的兴趣，加深对于各类社会传播现象的思考；另一方

面也希望我们能够学以致用，去更理性地面对生活中或是网络上

的各种声音与舆论，做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垃圾是一切加上了时间的物品。”本书探讨了隐匿在日常生活

中的种种“弃物”及相关：人们对于城市垃圾的逃离、对洁净的

虚假想象；信息时代下的过往自我（社交媒体上的记录）、如何

与自我剥离；太空垃圾、人类废墟等等。两百页的小书，思想性

与文学性兼具，值得一读。

大家都很喜欢苏东坡，很多人读过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

我是很早时候读的。几年前读了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繁体

字版，甚为惊叹，明显胜过林书。怪不得李书己在一年里出了七版，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读一读。

这位李一冰先生是谁呢？他是我校李东教授（Tony Lee）的父亲。

后真相时代
作者：赫克托·麦克唐纳

弃物·游走在时间的边缘 苏东坡新传
作者：布莱恩·蒂尔作者： 李一冰

  推荐人：徐扬生校长

  推荐人：梁湛非 2018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In this captivating book, Girard presents the most elaborate 
explication of his stunning thesis on violence and religion. 
In conversational style he responds to questions by two 
psychiatrists who explore with him an amazing learning across 
the fields of anthropology, religio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modern theories of society and culture… .  Girard’s 
thesis on mimetic desire and the spiral that leads to conflict, 
violence, and the eventural restoration of social order by 
means of sacrifice is known to readers of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and The Scapegoat. What the present work add is a 
remarkable disclosure of the way in which Girard comes to his 
thesis, reflects upon its significance, and shares his views on 
the twentieth century.

  大学图书馆推荐

THINGS HIDDEN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

Author: René Girard 

  推荐人：余洋希 人文学院 逸夫书院

荐书 BOOK RECOMME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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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意义
有意义

我听见我们扔出的石头掉落

我读了一天的书

感觉世界在向我呼啸而来

其实不然

是我正奔赴属于我的世界

金风玉露 亭中看花

和喜欢的老师与朋友聊天 

和喜欢的人说话 

教育熊孩子

夜半留灯 灯是只为你而明

去齐贤楼给朋友送饭 然后悄悄溜走

觉得落在地上的小花很好看

于是把它捡起 送给喜欢的小孩

喝蒸汽奶 吃提拉米苏还有牛油果蛋糕

快乐与脂肪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把一切无意义的事情做得有趣 

为热爱的人与事去奋斗

明天有空去爱 ta 啦！

无意义

我坐了十一点的末班车回校外的家

排了半个小时买的冰淇淋掉了

和你打了一夜电话 

你说见面没有意义

谁给我的等待与期待一个交代？

我用半年积蓄攒一张见你的出国机票自以为珠联璧合

你却用两载异地告诉我

什么是石沉大海再也无桂馥兰馨

手里的雪糕快要融化

不知道下次见面的机票钱从哪来

You thought it would make sense

It turned out to be nonsense

读了一天的书

现在额叶痛 颞叶痛 枕叶痛 

顶叶痛 脑岛也痛

可是书它不懂我

你也不懂我

我像一只抓钩在世界底部拖滑

什么是意义

我也没有答案

书托邦社团“无意义主题月诗

歌接龙活动”提供内容

陈俊豆 /插画版面设计

诗歌 POET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henzhen

130129

F I G U R ET O P I C  LAKESIDE

-I’ve heard many of you saying the word ‘hygge’, what does it mean exactly?
-Extremely happy and cozy life, with unexpected surprise…

HYGGE, HYGGE

文 / 安泽晨 

责任编辑 / 韩佳利

散文 ESSAY

安泽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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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追着太阳，一同降落在哥本哈根凯斯楚普机场，温暖且灿烂的晚霞，把大地笼罩成一片橘黄色。意外的是，

这段旅程中从落地那刻的夕阳开始，我仿佛都在收获童话，让我往后每次回味都像是喝下一瓶橘子汽水，甜在心口。

第一个童话――在空暇时间里寻找不一样的自己。

在课堂上，教授除了传授专业知识与理论，他们还努力培养我们独立思考与自主选择的能力。在丹麦的学

业压力不大，所以在课堂外自由支配的时间，我会约教授们在咖啡厅或是在校园的一角，拿上一杯咖啡，随意闲

逛。就算几句闲聊，我也能从他们的经历中得到启发，越发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学习之余，我用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去欣赏哥本哈根的美，去感受这座城的魅力，去思考自己想要追随的目标。在有阳光的日子骑车去兜风，

在市中心的长椅上晒太阳，在海边看月光静静洒在海面，或者从走街狂奔到新港去追一场日落……途中我从未停

过与自己的内心对话，努力在学习与生活找到平衡，并适应一直在变化的环境，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努力着。

第二个童话――因为一群闪闪发光的人，让我对未知的日子充满期待。

同专业的丹麦同学在我初到哥本哈根时带我熟悉校园，感受当地文化，尽全力让我在异乡感受到归属感；

一群同住宿舍的中国留学生，在昼短夜长的日子里聚在一起做饭、聊天，母语将大家紧紧联结在一起，如有家的

温馨；还有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当地人，他们在街头弹一整天钢琴，在沙滩上与老朋友完成一场艺术秀……对眼下

的生活他们总是充满敬意，主动创造乐趣且乐此不疲。在寒冷的北欧城市，这些人就像是阳光一般，让这座城市

充满生机，让沉闷的日子也有光亮，让我也有了更多憧憬。

第三个童话――游走于欧洲的其他城市，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这次的哥本哈根游学之旅，我也到了欧洲的其他城市――“音乐之都”维也纳、“文明摇篮”雅典、“爱情圣地”

圣托里尼，每一次停留都看到别样的风景。维也纳金色大厅听一场贝多芬、海顿，在阿尔贝蒂娜博物馆欣赏梵高

的向日葵、莫奈的睡莲，浓厚的艺术氛围绕着我；古典建筑帕特农神庙上的印记，我仿佛听到历史的回响；奥林

匹克竞技场的奥运火炬展，属于世界的运动精神在源源不断地传承；圣托里尼干净的蓝与白，点缀着金色的日落、

粉色的晚霞、繁星与银河，我沉浸在那一刻的静谧与美好。

……

这趟旅程仿佛一场梦一般，温柔绽开后缓缓散去，但在我的心底留下浓重的回忆，每次想起都泛起层层涟漪。

飞机落地。还是同样的傍晚，落日余晖还是照耀在窗上。我睁开熟睡的双眼，轻轻吸一口气――橘子味儿，

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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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 绘 纸本油画 /大学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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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许靖彤 / 2020 级 / 经管学院 / 学勤书院

项心力 / 2018 级 / 经管学院 / 祥波书院

章璇 / 2018 级 / 经管学院 / 祥波书院

曾麟茜 / 2020 级 / 经管学院 / 祥波书院

金乐洋 / 2018 级 / 理工学院 / 学勤书院

蒋紫涵 / 2018 级 / 数据科学学院 / 学勤书院

田朗邑 / 2014 级 / 经管学院 / 逸夫书院

发条蓝 / 2018 级 / 人文学院 / 学勤书院

余励航 / 2019 级 / 数据科学学院 / 学勤书院

高逸 / 2020 级 / 经管学院 / 学勤书院

唐璨 / 2020 级 / 理工学院 / 逸夫书院

刘熙越 / 2020 级 / 经管学院 / 思廷书院

So Ry Park / 2018 级 / 经管学院 / 祥波书院

刘兴龙 / 2018 级 / 数据科学学院 / 逸夫书院

安泽晨 / 2018 级 / 经管学院 / 祥波书院

陈永勤 / 思廷书院院长

Dr. Lucas Scripter / Lecturer of HSS General Education

摄影：

张君逸 / 2017 级 / 理工学院 / 逸夫书院

郑泰烁 / 2019 级 / 数据科学学院 / 逸夫书院

章璇 / 2018 级 / 经管学院 / 祥波书院

皇甫睿捷 / 2019 级 / 经管学院 / 祥波书院

毛润博 / 2020 级 / 人文社科学院 / 学勤书院

肖楠 / 2020 级 / 理工学院 / 学勤书院

杨凤仪 / 2019 级 / 数据科学学院 / 祥波书院

洪明雁 / 人文社科学院

陈鸣 /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

潘莹 /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

尹一智 /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

倚海若 /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

张凌康 /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