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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还能回去吗
——�专访郝雨凡教授

过去几年间，中美关系风云突变，中美各个合作领域都出现下滑甚至倒退。2021 年拜登当选美国总统，

学界一度寄希望于拜登政府对华态度能有所转变，而今看来这种希望似乎非常渺茫。拜登政府对华态度

依然强势，甚至有被强化的趋势。面对大变局、大动荡，中国应当如何与美国共存？中美关系将会有怎

样的变化？

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郝雨凡教授领衔，澳门大学王建伟教授、由冀教授、盛力教授、吴湘宁教

授一众国关学者共同发声，出版《悬崖之上 - 从贸易战看中美关系》一书。该书深度剖析中美关系最新变动，

并指出有智慧、有技巧的处理两国关系，使之不失控、不脱钩，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重要举措，为如今

嘈杂的中美关系舆论环境中注入一股清流。

本刊邀请郝雨凡教授解读书中核心观点以及受众关心的中美关系热点问题。

郝雨凡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

人文社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全球研究项目主任

郝教授先后于 1984 年和 1989 年获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硕士和博士，多年以来坚持不懈地在

中美关系、东亚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澳门学及区域发展、

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等多个领域耕耘，曾先后任美国知名文理学

院科盖特大学 (Colgate University) 终身教授及何鸿毅亚

洲研究讲座教授；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澳门研

究中心主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研究国际问题的著

名专家，其先后出版了 30 多部中英文学术专著和编著，并

有众多学术文章在国际主要学术刊物中发表。中文近著有《民

族政策与中国边境安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回顾与

前瞻》《转型中国的社会正义问题》《19 世纪中叶美国人在

澳门》《中国外交决策》《布什的困境》《白宫决策》《瞬间

的力量》《无形的手》《限制性接触》等。

学生记者 / 杨滨伊

<<<<<<<<<<<<<<<<<<<<<<<<<<<<<<<<<<<<<<<<<<<<<<<<<<<<<<<<<<<<<<<<<<<<<<<<<<<<<<

<<<<<<<<<<<<<<<<<<<<<<<<<<<<<<<<<<<<<<<<<<

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大桥  杨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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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记者：郝教授您能和我们谈谈写《悬崖之上 - 从贸易战
看中美关系》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吗？

郝雨凡教授：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梳理自特朗普发动贸易战

以来中美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改变了什么，以及我们能为中美关

系做些什么。现阶段，中美关系愈加恶化，不论是学界、政界以及

媒体中普遍存在一种悲观情绪，认为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相对平和

的过去，美国已与中国掀桌子了，中美关系会持续恶化，此时中国

应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面对国内普遍的悲观情绪，我认为有必要

从学者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中美关系到底发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变化，

为何能演变到今天的样子，我们应对已发生的事情冷静复盘。

这本书以“贸易战”为切入点，考察特朗普届内中美关系恶化

的美国国内背景和过程，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动因，如何开打，具体

做了什么，使其能够用短短不到两年时间就将过去花了四十年建立

起来的中美关系恶化至今，以及破坏的广度和深度是否仍能修复且

如何修复。我们想从学者的角度去分析思考美国社会对华态度转变

的深层原因，中国在处理如此重要的双边关系的时候，是否也有值

得商榷及改进的空间，即使不能完全避免两国关系的恶化，但可否

使其恶化的速度稍作延缓，尽量降低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的阻力及成

本。

学生记者：您认为拜登上台以来现阶段的中美关系与特朗
普政府时期相比有什么不同？

郝雨凡教授：我们国内曾经对拜登上台存有幻想，认为拜登政

府会多少扭转特朗普时期对华全面打压的局面。然而拜登上台后，

其对华政策不仅延续特朗普时期的强硬态度，且打压措施更为精准，

从贸易向科技、金融、外交等领域迅速扩展。

但近期，拜登政府似乎开始释放一些试图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

这从侧面佐证拜登政府头六个月对华强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基于

恢复两党共识来推动国内议题的需要。拜登的国内议题如抗击疫情、

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共和党的支持，两党在许多议题上都无

法达成共识，而只有在对华政策态度强硬上高度一致，因此拜登政

府初期在对华政策上并没有太多回旋的余地，只能延续特朗普时期

的政策方向。近期随着国内议题的逐步推进，美国方面出现了一个

明显的变化，即相较于之前强硬的对华政策而言，美国现在似乎开

始思考究竟该采用何种对华政策才能更好地服务美国的利益。

过去 20 多年，美国对华政策的主线是“接触中国”(engaging 

China)，即，试图以接触的方式改变中国，但在特朗普时期，美

国政界、学界和舆论界普遍认为这种以改变中国为目标的接触政策

失败了，因为中国没有出现美国精英层所希望看到的改变。目前，

虽然这一政策似乎已不再被精英层接受，但拜登政府并没有想清楚

该采取怎样的对华替代政策，可以有效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而又不

伤及美国的利益。现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库尔特·坎

贝尔在最近的一个采访中就表示，美国对华政策处在没有明确目标

的困境之中，白宫目前还没有想清楚该以怎样的目标与标准去引导

与框定美国的对华政策。而美国真正想要的，应该是在不带来灾难

的情况下，与中国竞争。我认为美国的目标并非是要与中国全面对

抗，而应该是以遏制为手段防止中国侵害到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

更多是想维护一个现有的、在他们观念中正在被中国挑战的体系，

以及美国在该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正如现任国务卿布林肯在今年五

月的采访中指出，美国的目标不是牵制、压制中国，而是维护基于

规则的现有秩序，而中国目前正在挑战这一秩序。现在国内的舆论

普遍认为美国是在想方设法打压、搞垮中国，我认为这种认知可能

并不十分准确，中美两国的经济已高度交织，对抗没有赢家，经济

上双方也都不希望彻底失去对方的市场，在这样高度依存的情况下，

未来的世界可能会迎来的是“冷和平”而非“冷战”时代。

学生记者：您认为中美关系未来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

郝雨凡教授：我认为美国拜登政府把中国作为最大的安全竞争

对手是肯定的，但当下并未就如何应对中国挑战而最终定调，中国

政府尚有可运作的空间，使美国的对华政策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

去发展。而目前，国内新闻界、政界甚至学界都很少有关于这方面

的讨论，反而国内舆论一边倒地出现敌视美国的趋势，认为美国容

不下“中国第二”，“我们必须要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这是一

种极端民粹式的民族主义。诚然，美国有相当一部分右翼人士的确

是抱有这样的武大郎心态，但美国并非是只有一种声音的“铁板”

一块，美国商界在中国的发展中仍有巨大的利益。美国鹰派现今这

些甚嚣尘上的对华强硬观点自澎湃，但为何这些观点在过去的三十

多年间并没有影响从克林顿、小布什到奥巴马的各界政府的对华接

触政策，没有成为白宫对华政策的主流观点呢？中国越来越强大的

确是一个因素，但是否有其他的因素深值我们思考与研究。

客观上讲，国内的国际关系学者就曾误判形势，没有准确判断

中美关系会恶化至此。而今更是做反向摇摆，在尚未掌握中美关系

变化的实质，厘清美国对华政策背后成因，缺乏应对策略之际，就

摆出“战狼式”的态度。在谈判桌上，斗争态度是需要且有效的，

打压之下，我们可以通过强硬的态度表明立场。但我们学者内部

应该保持理性，思考分析美国到底想在中国干什么，只有知己知

彼，才能从容应对。现在国内普遍的声音是美国把中国当作一个

敌人干掉，而原因似乎就是美国不太可能容忍第二，这种心态，

需要警惕。美国鹰派一直存在，与其斗争是需要的，但现在国内

亦有把美国全面妖魔化的倾向，民间真的以为中美关系就没救

了，我认为美国现在的困惑期，给了国内一定的斡旋空间，一定

程度上我们的努力也可以防止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的

未来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到底怎么看美国，如果我们也把美国看

成敌人，那它百分之百是敌人，如果我们把美国视作良性的竞争

对手，那它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成为一个竞争对手。竞争与敌

对是不一样的，竞争对手彼此追求的是在一个公平场域下的速度

竞争，而敌对则是你死我活。对此，我们的政策，需慎之又慎。

学生记者：最后我们想帮计划出国深造的同学们问一
下郝教授，中美之间紧张的关系是否会影响想要去美
国留学的同学们呢？

郝雨凡教授：我认为同学们不需要对去美国留学这件事情

过分担心，美国并没有关闭对中国留学生的大门。最近媒体广

为流传美国拒绝了五百个中国理工科研究生的赴美签证，但事实

上，美国总领馆和大使馆也批准了一万一千多中国学生签证，批

准率与疫情前其实没有太大差别，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美国并

没有关闭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大门。这也侧面印证了中美关系仍存

在改善空间，提醒我们国内对此应正确、客观解读。在两国关系

逐渐恶化的大背景下，保持民间人文、文化方面的交流反而愈发

重要，因为交流能够减少彼此间的误解，增进理解。在此困局之

下，隔阂愈加深厚，更加需要有像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这样的交

流行为，拓宽两国了解彼此的渠道。即使中美关系短期内无法明

显改善，也不会给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人文社科以及管理类专业

带来太大影响，而且我们也应该抱着正面、鼓励的态度去看待这

种留学生之间的交流，或者就叫学术交流，因此同学们不太需要

担心去美国留学的问题。

美国纽约  石天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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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WILL BE PART OF 
THE PEOPLE THAT 
LEAD THE WORLD

Dear President, Colleagues, Dear Students, Parents 
and Anyone who is watching this ceremony,

Good morning!

This is indeed a very special commencement. 
Although I cannot see the faces of the students in 
person, however, I can feel your energy, your hope 
and your anticipation!

This occasion reminds me of when I was one of 
67 science students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Yes, there were only 67 
science students in my class when I entered HKU. 
From that day to the present time, I spent 25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22 years in Hong Kong and 10 
years in Shenzhen. Today, I’m going to tell you 3 
stories, each happened at one of the 3 places.

The first story was when I was 27 years old, being a 
fresh Ph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 
I went to Cornell University on 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Fellowship. There, I met a person who 
would forever change my life. This person was 
Lester Germer. Germer himself studied Physics at 
Columbia University under Sydney Davisson. He 
then worked with Davidson at Bell Labs. There, they 
performed the famous Davisson-Germer experiment 
that proved the wave nature of electrons. This is a 
found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The Davisson-
Germer experiment won Davisson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In their paper, Davisson and Germer wrote 
that the diffraction of electrons could be used as a 
powerful tool to determine surface structure, much 
like the diffraction of x-rays was a powerful tool to 

determine the interior structure of crystals. 
But it was not that easy to turn the measured electron 
diffraction data into surface spacings, because it 
required detailed numerical simulations. So, for over 
forty years, the problem remained unsolved.

When I arrived at Cornell University, I was looking 
for a problem to do. Germer, at that time was in his 
early seventies and he has moved from Bell labs 
to Cornell University and he has this problem that 
required someone to work on. We had a chance 
meeting at one of the Cornell seminars and Germer 
took an interest in me. So, for three months, we 
spent every Saturday afternoon in my tiny office at 
Clark Hall of Cornell. For some unknown reason, 
everything seemed to come together. I soon found 
that I had what was needed to solve this long-
standing problem. I worked exclusively on this 
problem for 13 months, and during the X’mas 
holidays, I wrote the paper, submitted it to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and the paper was published in less 
than 6 weeks. In the following years, I was invited 
to speak on this work at every major conference 
in Physics, Chemistry and Materials science, on 3 
continents. So, I got to see the world by invitation 
and I was not yet 30 years old. The method that I 
developed and the book I wrote on it are still being 
used by researchers all over the world to determine 
surface spacings to an accuracy of one-hundredth 
of a nanometer. I am eternally beholden to Lester 
Germer, the man who introduced me to the LEED 
problem. Unfortunately, Germer died while he 
was rock climbing 7 months after my work was 
published.

David TONG Shuk Yin

Dean of Graduate School

Professor David TONG Shuk Yin,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Dean of the Graduate School, reminded new students to prepare for the future by sharing 

several thought-provoking stories of him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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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tmosphere. At present, China produces 27% of 
the world’s CO2 emission. It is the world’s largest 
contributor of CO2 emission. To reach its goal, 
approximately 50% of China’s coal burning power 
plants will need to be replaced. However, I believe 
that reaching China’s CO2 reduction goal offers both 
a challenge and a tremendous opportunity for China.

This is because up to now, if you are lucky like 
Saudi Arabia or Kuwait, that sits on a pile of oil 
reserves, you can drill for oil and sell the oil all over 
the globe and become extremely rich. But in 9 years’ 
time, you can no longer burn oil at will. Therefore, 
whichever country that can harness the sun’s energy 
and store it as a green liquid will become the new 
energy provider of the world. The new energy from 
the sun, or green oil, cannot be dug up. It needs to 
be produced through high technology. I envision 
a future that China will become the world’s main 
provider of this green liquid energy. And I plan to be 
part of this quest. 

I tell you these stories not to bring attention to 
myself. What happened to me is not that important. I 
tell you these stories to show that you should always 
be well prepared and that fate will grant many 
opportunities to those who are open and ready to 
accept challenges. In your generation, I foresee that 
you will be part of a China that leads the world i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scientific pursuits and in 
cultural development. Under this new world order, 
the world, with your participation, will be more 
inclusive, rather than divisive.  A world that seeks 
winning solutions for all, rather than pathways that 
benefit some, but hurting others.

Let me fast forward 23 years to the time when I 
left the United States, giving up a named chair 
professorship, to take up the Chair of Phys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t HKU, I hired a 
young faculty member and he used Molecular Beam 
Epitaxy (MBE) to grow a strange crystal. This crystal 
cannot exist by itself because it is unstable.   It can 
only be formed as a thin film on a suitable substrate. 
But the crystal gives out a very bright blue light, at 
a brightness not seen before. The faculty member 
and myself determined the surface structure of this 
new crystal. One of the places that I gave a talk on 
this new crystal was Peking University. There, an 
old professor pulled me aside after my talk and said 
if only someone can make different colored light to 
come out of this crystal, it will be used everywhere 
as a lighting material. I did not pursue his suggestion 
because I have studied in detail this crystal and 
found out that it contained 1 million times more 
defects than a silicon crystal.

Well, this strange crystal is, of course, GaN and now 
15 years later, LEDs made from GaN with phosphor 
are used everywhere for lighting and decoration. You 
see them at night bringing color and life to many, 
many tall buildings here in Shenzhen. I was on GaN 
research very early in the game, but I missed its huge 
potential in lighting because I knew a bit too much. 
Sometimes, knowing too much is not a good thing.  

Let me fast forward again, to the present time. 
China has signed a proclamation that in 9 years’ 
time, it will reach maximum CO2 emission. In other 
words, every factory that produces one extra ton 
of CO2 will need to reduce the same amount from 

我妈妈常常同我说，你吃点亏是没有问题的。当一
个人不介意吃亏的话，如果有什么大事情发生，自
然有人会伸手帮你的。吃亏的人吃不了大亏，假如
大家都不介意吃亏的话，这个世界將会变成太美好
了，大家不必去你争我夺。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同
西方文化不一样的地方，中国儒家最高境界是“仁”，
所谓仁者，可以理解成一个不怕吃亏的人。

Finally, I wish to leave you with this 
thought. What is a successful person? 
How do we or should we measure 
success. If you think through this, I hope 
you’ll come to the same conclusion as I 
did, that the best way to measure success 
is by how much you have helped others. 
We do not measure success by how 
much you take from others. So please, 
be positive, be friendly, be helpful, be 
humble and I can assure you, many 
good doors will open for you in your 
lifetim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My mother used to tell me that it's 
okay get the short end of the stick. 
When you don't mind leaving some on 
the table, someone will naturally reach 
out to help you when you are in need. 
If everyone doesn't mind leaving some 
on the table, the world would be a much 
gentler place and we wouldn't have to 
fight each other for the last bit. This is 
where the Chinese culture differs from 
that of the West. The highest level of 
Chinese Confucianism is "benevolence", 
which can be understood as a person 
who is not afraid to get the short end of 
the stick.”

倚海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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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扬生）校长、各位理事、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我很高兴能够通过视频参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21 年度开学典礼。新学年的开

始为同学带来新的盼望和新的目标，相信大家都会为实现理想而奋力拼搏。对即将加入港中大（深

圳）大家庭的新生，我对你们致以诚挚的祝福。

教育是社会人才之源，而高等教育是香港特区的优势之一，特区政府一直支持各大学在粤港

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办学，助力大湾区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事实上，今年 3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纲要》就表明，支持高质量建设大湾区，推进各项加强教育交流及便利香港

学生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就学的措施。

港中大（深圳）是大湾区高等教育协作的成功典范。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港中大（深圳）按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
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21 年度

入学典礼上的致辞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设立，传承香港中文大学办学理念和学术体系，

并致力培养具国际视野、中华传统和社会担当的创新型高层次人才。

我当年就以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身份来到建校的地方与时任广东省

委书记汪洋共同见证港中大（深圳）展开校园的建设。自 2014 年

开始运作以来，港中大（深圳）在教学与科研方面表现卓越，各项

工作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港中大（深圳）现设有七个学院及

一个研究生院，共开设 22 个本科生专业和 24 个研究生专业，为

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在校生提供优质及多元的教育，连续六年成为

广东省内录取分数最高的院校，成绩有目共睹。

转眼间，港中大（深圳）的成立已经踏入第八个年头。港中大

（深圳）今年迎来第一批临床医学本科生，医学院的成立除了是港

中大（深圳）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更是对接大湾区国家战略的

总体部署，对促进大湾区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持续深化深港两地在

医疗、教育领域合作新模式、提升专业服务水平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作为大湾区内第一所合办的医学院，港中大（深圳）医学院及其附

属医院将充分利用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的契机，把港式医疗经验带

到内地，建成具备高端医学人才培养、先进医疗服务和创新医学研

究三大功能的国际一流医学中心，未来发展令人期待。对这个办学

办医计划得以顺利开展，我藉此机会感谢国家的支持，特别是教育

部、深圳市政府及各相关部门的积极推动和配合。

我祝愿各位同学在港中大（深圳）有一个精彩又难忘的学术生

活，希望你们在青春岁月里发奋图强，未来既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

也为自己编写灿烂的人生。我也希望疫情尽快过去，在不久的将来

可以再次来到港中大（深圳）校园与各位见面。谢谢大家！

陈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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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卸下城市生活的疲惫，看海 ，入山，

寻找这个城市的美好自然，也在自然之间重拾朴素的生命性自我。

自然赋予深圳绵延 230 公里的美丽海岸线，还有连绵起伏的峰峦叠

嶂，无论是面朝大海，抑或翻山越岭，山海连城的自然深圳总能予

人宽阔无边的慰藉，治愈我们。

身处这个山海包容的城市，你是否真正走近它，与城市对话，

与自然对话？本期主题报道通过对深圳海岸线与山脉的全景呈现，

带大家一起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美丽城市――山海深圳。

山
海
深
圳
<<<<    

陈鸣 /摄





坝光 

较场尾

东涌（冲）

金沙湾

西涌（冲）

小梅沙 & 大梅沙

柚柑湾
（有一个海边的建筑装置）

背仔角

西湾红树林公园

莲花山

观音山

翠竹山

平峦山

前海湾

海上田园（东宝河入海口）

蛇口港

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

深圳湾公园 

官湖沙滩

桔钓沙

杨梅坑

1

5

6

 白沙湾

白沙湾段的起点便是深圳与惠州的交汇处，现已经修建了白沙湾公园。

 坝光古村

坝光村由多个自然村组成，散布在海岸线旁，曾经是深圳最美客家村落

之一，拥有许多百年古树、大片的红树林、成群的白鹭。

 坝光国际生物谷

坝光国际生物谷核心启动区规划面积9. 4平方公里，作为深圳生物医药、

生命健康、海洋生物等新兴产业的重要布局点，致力于建成“国际领先

的生物科技创新中心、全球知名的生物产业集聚基地”。

 坳仔湾

����廖哥角
����红排角
����虎头咀（嘴）

 蟹岩

 长湾

 大鹏所城

大鹏所城，全称为“大鹏守御千户

所城”，是明清两代中国海防的军

事要塞，目前保留有近 10 万平方

米的古建筑民居，其街道格局、民

居风格都是明清时期遗存。深圳又

别称“鹏城”，即源于此。

 较场尾

较场尾海滩是深圳东部的黄金海岸

之一，三面环岸，风缓浪小，水清

沙细，海边水浅，适合海上运动的

新手们在此练手。海岸上有各种风

格的民宿客栈，民宿街的巷子都能

通向海边，出门便是沙滩。

 龙岐湾

东涌海岸位于深圳大鹏半岛的东南端，位于西冲海岸线的东

面，距离仅三公里远。东涌沙滩是一个天然的海滨浴场，与

三门岛遥望，沙滩呈银白色，远处便是原始山林。深圳大鹏

半岛东涌海岸线与西涌海岸线，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

国最美的十大海滨徒步路线之一。

金沙湾三面背依群山，拥有绵延四公里的沙滩，海水清澈透亮，

沙子洁白细软，沙滩内含度假区，娱乐项目很多。

 叠福湾

西冲沙滩位于大鹏半岛南澳镇的最南端，沙滩长约 5 公里，就

像一条蜿蜒的银带连接在两山之间。它全国最优美八大海滩之

一、全深圳最大的沙滩，东西冲海滩穿越是深圳海岸线经典中

的经典路线。此外，这里有很多冲浪俱乐部，专门教授冲浪。

 牛奶排

 大鹿港

又称大鹿湾，怪石林立的露营胜地，由于地处偏僻，游人少至。

海水清澈，即便是离沙滩几十米远的地方，都能见到海底。大

鹿湾也是穿越大鹏半岛海岸线的经典路段。

 大梅沙海滨公园

大梅沙海滨公园是深圳市著名休闲旅游热门景点，游客众多。

 小梅沙

深圳著名滨海度假区，由于收费，游客少一些，拥有成熟的商业配套。

 盐田海鲜市场

 盐田港

盐田港是现代化集装箱大港，为中国华南地区重要的集装箱运输港。

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是世界最大、最先进的集装箱码头之一，是全球

超大型集装箱船舶首选港，在区域经济和全球外贸运输网络中发挥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沙头角

沙头角街道区域内沿着深圳与香港边界形成的“中英街”，被评为“中

国历史文化名街”，盐田海滨栈道的西段。盐田区拥有长达 19.5 公

里的海滨栈道，集景观步行道、自行车道为一体，西起中英街，东至

背仔角，可近距离体验深圳东部壮丽的山海美景。

隐藏在小森林里的一片纯美海滩。一弯清澈的海水，一抹细腻

的沙滩，在原生态的丛林中搭几个小屋，就有了一份难得的静

谧。

 鹅公湾

沙滩背靠群山，面朝大海，沙滩后一条银白色的瀑布，从山涧

飞流下直冲蔚蓝大海。但目前已开发为养殖场，不允许游客进

入。鹅公湾穿越也是深圳一条经典的户外线路。

 洋畴湾

 月亮湾

南澳月亮湾是天然的避风塘和国家级渔港，海湾呈月牙形。最

美是在黄昏，斜阳西下时，金黄的轮廓映射出的光芒，天与海

的光晕连成一线。

 水头沙（盆仔湾）

水头沙村处于大鹏湾畔的盆仔湾，拥有两处天然沙滩，分别是：

南澳海滨浴场和海贝湾沙滩。沙质较好，坡度适宜，海水清澈。

水头沙除了海滩有名外，还是深圳知名的海鲜集中地之一。

背仔角位于小梅沙往东行 3公里的背仔角检查站旁。这里沙滩不大，

但水清沙幼，只有银沙、礁石和海浪，这里也是盐田海滨栈道的最

东端，徒步海滨栈道，可以一路近距离感受海浪蓝天。

背仔角位于小梅沙往东行3公里的背仔角检查站旁。

这里沙滩不大，但水清沙幼，只有银沙、礁石和海浪，

这里也是盐田海滨栈道的最东端，徒步海滨栈道，

可以一路近距离感受海浪蓝天。

莲花山公园位于深圳市中心区的最北端，公园主峰建有山

顶广场，是深圳市中心最高的室外广场。山顶广场中央矗

立着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塑像。

深圳观音山公园位于深圳大鹏，寺庙后可登高眺望整个大

鹏，海天一色。山腰上 500 多年历史的“龙岩古寺”旁有

沁人心脾的山泉水，当地人称之为“仙水”。

翠竹山位于翠竹公园内，整个公园以山地丘陵为主，多山

头，坡势较陡，最高峰位于公园南部，海拔 153 米。

平峦山公园是深圳市宝安区规模最大的城市公园，紧邻深

圳最大水库——铁岗水库，景色优美，最高峰 238 米。

 蛇口价值工厂

 妈湾港

 小南山公园

 前海石公园

 欢乐港湾

 金湾大道

 太子湾邮轮母港

中国华南地区的大型邮轮母港，主要承担中国华南地区国际邮轮停

靠、粤港澳大湾区水上快速交通和“湾区海上游”游船进出港功能

 赤湾左炮台

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作为深圳湾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以红树

林命名的公园西部，是绵延 368 公顷的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也

是全国唯一一个位于城市腹地、掩映在高楼大厦间的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园区湖面有两座生态浮岛：公园采用“人工积极干预”举措，

鸟类可以在浮岛上栖息出没，又可以与人类活动保持距离，人们可

以赏鸟但不会伤鸟。在这里，红树林被大量恢复，旧新州河入海口

处的红树林虽然还矮小稀疏，但游人已经可以重新看到本地种红树。

 欢乐海岸

深圳湾海岸线由已开放的红树林海滨生态公

园和深圳湾滨海休闲带两部分组成，依着美

丽的滨海大道而建，面朝香港，全长近 17 公

里，串联起欢乐海岸、深圳湾超级总部、后

海中心区、深圳湾口岸、蛇口山、蛇口渔港

和海上世界等 7 个滨海片区，沿线分布有 20

余个主题公园，被称为“都市最美海岸线”，

从红树林出发沿着休闲带西行，可直接通达

海上世界。

 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

 后海

 深圳人才公园

 深圳湾口岸

 海上世界

官湖沙滩位于唯美清新的官湖村庄，是一个靠海的小渔村，在村庄的

公路上就可以看到海。官湖村附近不远，藏身山海间，有一个艺术园

区——艺象，周围满山绿植，非常安静。

 沙鱼涌

沙鱼涌村坐落在山脚一方伸出的平地上，沙鱼涌河环村流过直通向海，

这个古朴小村落，曾经是惠州、东莞、宝安三地最大最旺的港口、最

繁华的商品集散地，被人们称为南粤“小北京”，抗战胜利后，东江

纵队两千多名官兵也是在这个海滩上，告别父老乡亲，登上轮船北撤

上烟台。

 玫瑰海岸

玫瑰海岸景区内建有海边婚礼教堂、异国情调建筑、城堡等，是深圳

以及周边城市婚纱摄影的热门聚集地。

 溪涌

 华侨墓园

 七星湾

七星湾拥有天然形成的

半内凹式浅水湾，其所

在海域水质优良，三面

环山。2011 年，七星湾

曾作为第 26 届大运会帆

船比赛运动的分赛场，

承担大运会的帆船赛事、

公开水域自由泳赛事。

 桔钓沙

桔钓沙拥有深圳沙粒最

细的海滩，沙白细软，

水澄澈而温柔，被当地

人称为“银滩”，因为

沙滩在酒店里，所以人

很少。

因有一片长满了杨梅的山丘，被叫做“杨梅坑”，从杨梅坑到鹿

嘴山庄，是一条约5公里的美丽海岸线，这就是杨梅坑沿海公路，

是深圳目前唯一最近海的观海公路。

 鹿咀（嘴）山庄

鹿嘴山庄山林茂密，海风轻柔，林涛阵阵，座座木屋错落在山林

之间。这里的海岸非常陡峭，悬崖峭壁耸立，有不少崖壁伸入海中，

海浪拍打，浪花飞起，气势雄壮。鹿嘴山庄曾作为周星驰电影《美

人鱼》人鱼洞取景地。

 大雁顶（鹿雁科考线）

 大水坑湾

 海柴角

这里是深圳大陆最东边，深圳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但地势险峻，

巨浪汹汹。海柴角山海穿越被誉为深圳最难走最危险的穿越路线

之一。海柴角几乎不受尘埃和灯光污染，是看星星和日出的好地方，

星座、星云清晰可辨。

 大深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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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山

七娘山

梅沙尖

大笔架山

排牙山

田心山

鹏城第一峰，海拔 943.7 米，横跨罗湖、

盐田和龙岗三区，包括东湖公园、仙湖植

物园和沙头角林场，是国家级森林公园。

梧桐山自西南向东北渐次崛起，在其主要

山背线上，分布着三大主峰“小梧桐”、“豆

腐头”、“大梧桐”，其中最高峰大梧桐

也是深圳的最高峰，登高远眺，可以将整

个深圳的风景都尽收眼底，还能看到隔海

相望的香港大雾山。梧桐山是国内少有的

邻近市区、以滨海、山地和自然植被为景

观主体的城市郊野型自然风景区，景观以

其“稀”、“秀”、“幽”、“旷”为显

著特征，其中“梧桐烟云”被评为深圳新

八景之一。

阳台山

马峦山

小西天顶

银湖山 ( 又称鸡公山 )

塘朗山

凤凰山

大南山

求水山

小笔架山

阳台山位于宝安、龙华、南山三区交界处，为莲花山余脉，

属海岸山脉高丘陵地，海拔587米，是深圳市西北部的最高点。

由于其层峦叠峰、深林茂密、怪石奇洞、溪瀑连湖，形成的“阳

台叠翠”被列为“深圳八景”之一。

马峦山南临大、小梅沙，自然

风光得天独厚，大部分山峰海

拔在 500 米以下，溪水清澈见

底，山谷两旁植被浓郁，有深

圳最大的瀑布。

 打鼓岭

打鼓岭，也叫打鼓嶂，位于三

洲田水库北面，为坪山龙岗、

盐田交界之处，海拔 562 米。

为马峦山脉的最高峰，山顶可

以向西眺望梧桐山脉，向南观

望大小梅沙，向北望坪山、坑

梓及龙岗，向东还是马峦山脉。

小西天顶海拔 492 米位于罗湖区、福田区、龙岗区、盐田

区四个行政区交汇处。

银湖山郊野公园位于深圳市区域中部，跨罗湖、福田、龙岗、

龙华四个行政区，公园内沟深林茂，时有流水。银湖山最高

峰——鸡公山（海拔 445 米）拔地而起矗立在深圳湾东北部，

与东部的梧桐山（944 米）、西部的塘朗顶（430 米）构成深

圳经济特区北部的一道天然屏障，也是一条绿色风景线。

塘朗山，属于鸡公山系，是位于南山区东北部的山峰，主峰塘

朗峰海拔 430 米。登高望眼，东看梧桐山、鸡公山（银湖山）

等连绵起伏山脉，远处蔚蓝大海一望无垠，近处罗湖、福田、

南山三区尽收眼底，可以欣赏到深圳山、海、城相依相融的景观。

凤凰山被誉为宝安第一山，位于珠江口东岸，山系呈南北走向，

最高峰为福永与西乡的界山大茅山，海拔 376 米，建有凤凰山

森林公园。凤凰山有着非常浓厚的人文气息，山下的凤凰古村

是文天祥族人后裔的祖居和民居，被《深圳市紫线规划》列为

六大重点古村落之一。

位于深圳市西南的大南山，为南山一带山脉的主峰，主峰高

336 米，山上有古庙和清代的烽火台遗址。山上树林茂密，

景色宜人，登高望远，整个深圳湾畔景物尽收眼底：远可观

深圳市中心区楼群、香港流浮山脉，元朗景色，近可俯视南

山半岛、宝安。

求水山公园位于龙岗区布吉镇南岭村，主峰求水顶海拔

253.26 米，主峰可尽览深圳水库景色和眺望深圳美景。

公园里隐藏着深圳“小长城”，仿八达岭长城1:1比例建造，

全长 380 米，拥有 4个独立烽火台。

笔架山公园，位于深圳市中心北侧，毗邻福田中心区，

是一片有十余座小山峰的丘陵起伏地，其中三座主峰东

西鼎立，形同笔架，因而得名。笔架山主峰海拔 178米，

环山顶视野开阔，近可俯瞰地王大厦、赛格广场等标志

性建筑，远可眺望深圳湾、蛇口和香港的上水及元朗等

美景。

七娘山位于大鹏半岛南部，是国家

地质公园的核心区域，三面环海，

主峰海拔 867.4 米，是深圳第二高

峰。七娘山是沿海地区“燕山运动”

留下的火山喷发地遗迹，可见熔岩

痕迹，更可追溯到侏罗纪世纪，海

蚀、海积地貌随见踪迹，是深圳唯

一国家级地质公园。七娘山山高谷

深，溪涧蜿蜒，并有多处瀑布。由

于雨量充沛，易于形成云雾，即使

是晴朗的天气，山上也经常能看到

云雾忽然而起又悄然消散的景象。

最为壮观的是在东南风吹拂下，海

面来的水汽爬坡而上，遇冷变身为

云雾，翻过山脊后顺势飞泻，形成

瀑布云奇观。

 大雁顶

七娘山附近还有山峰数座，以大雁

顶 ( 海拔 796 米 ) 最有名。相传每到秋冬时节，成群结队的大雁南飞过冬迁徒

的季节，大雁顶上都可以看到成群结队休息的大雁，大雁顶是他们在大陆上休

息的最后一站。

从七娘山穿越到大雁顶、鹿嘴山庄，全程 15 公里左右，一路穿越山海之间，

遥望大鹏湾一望无际的大海，大雁顶视野开阔，风景极佳，远眺三门岛。从大

雁顶到鹿嘴山庄，约 4公里，这条路是鹿雁科考线，大部分是台阶路。

梅沙尖坐落于盐田街道，大梅沙旁，最高峰海拔 753 米。其山脉连绵起伏，所

属山头包括海拔 619 米的鹅公髻、海拔 599 米的园山、海拔 553 米的大王顶，

远望如巨大的尖锥从群山中拔地而起，因此而得名。登上山顶瞭望，大小梅沙

美景、三洲田风景区等一览无遗。

 鹅公髻

鹅公髻的北面山势陡峭，古木参天，原生林木附被，偶露几处石壁，气势恢弘，

海拔高度 619 米。攀上峰顶可鸟瞰横岗全貌、深圳市中心、龙岗区中心城、三

洲田水库。沿登山道可览一线天，猴子观海等景点。

 园山

笔架山起点位于深圳东部葵

冲镇的坝光村，海拔717米，

其所属山头海拔：火烧天

665 米、十二栋 578 米、石

头岗 540 米。整座山如屏风

一般呈东西走向，为深圳与

惠州界山，山北属惠州。其

西偏北 15 度、直线距离约

6公里处是689米的田心山。

排牙山为大鹏半岛北岛的主要组成山脉，海拔 707 米。该山

三面环海，山石嶙峋，景色极佳，海风对岩石长年累月的侵

蚀造就了排牙山如牙齿般的险要悬崖地貌，由南面望去，山

脊线的一个个小山峰酷似一排排错落不齐的牙齿，驴友们因

此喜欢戏称爬排牙山为“刷牙”。这里可以登山，感受百米

悬崖绝壁一线天路的刺激，属于登山爱好者发烧级穿越线路，

难度属于中上。

田心山山脉与附近的葵涌笔架山、三杆笔山，都是龙岗区坪

山街道与葵涌街道、惠阳淡水镇相连的山脉，其中最高峰田

心山海拔689米，附近的东门寨高585米，石桥坑高529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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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外青山，与山结缘

朱校长出生在浙江西南山区遂昌县的一个农村，从小他便生活在被山包围的

地方，对崇山峻岭有着特殊的感情。后来，他前往杭州、加拿大汉密尔顿、瑞士洛桑、

新加坡、香港、深圳等地求学与工作，加上假期旅行，他爬过许许多多名山大川。

朱校长打开电脑给我看他在各处爬山时的照片：“这是加拿大落基山，我自

拍的，他们跟不上来，拍得还不错吧？”

“这是大鹏那边的东西涌，你去过没？”

“这是杭州的西山，我冬天下雪的时候去的，很美。”

“这是梧桐山，上次和年轻人一起去的……”

梅沙尖、排牙山、七娘山、银瓶山、马峦山、神仙岭……朱校长如数家珍，

准确地说着每张照片的地点和背后的故事。看到深圳的登山照片时，朱校长还会直

接指向窗外，告诉我附近有哪些山，在哪个方向。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就是坐落在神仙岭脚下的学术园林，学校上下园之间

的许多小路蜿蜒穿梭在大运山中。不论春夏秋冬，一个背着双肩包，精神矍铄的身

影总会往来于上下园道路上，他就是朱校长。“我不用车，每天走路上下班，常常

翻大运山来回，很快的。你看，学校后面就是大运山，同学要爬山其实特别方便，

大运山很安全，我经常在上面碰到同学。”

到港中大（深圳）任职以后，朱校长也和不同的老师一起爬过神仙岭。除了

人物简介：

朱世平教授于 1982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并留校工作，1991 年，获加拿大麦克

马斯特大学 (McMaster) 博士学位，并于 1994 年起任教该校化工系和材料系，2017 年，

入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担任校长讲座教授、副校长、深圳先进高分子材料研究院

院长等职位。朱教授长期致力于聚合反应工程的研究、从事高分子化工与材料的教育与

科研工作。

深圳梧桐山

朱校长接受本刊学生记者采访 陈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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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外，朱校长也会通过网上预约参加一些暴走村等户外兴趣社团的活

动，和陌生的登山爱好者们一起爬山。

“我上周去了梅林山，上去以后发现年轻人特别多，有些队伍有

四五十个人，这是好事，很好的。”朱校长很重视同学们的健康，他认

为我们应当多参加户外运动。

“其实做事业就像是爬山，如果把登顶看作是目标和奖励的话，

那么这爬山的过程很重要，一定要学会享受这漫长的过程，沿路风光，

一步一景。登顶虽然有压力，如你享受着一路上的景色，就不觉得累，

就不会觉得坚持不下去。”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一点‘大’，像是山上俯瞰到的景色啊，西

北的沙漠啊……那会让我们的心态开阔起来。”

在我提到学校的深度户外社团后，朱校长说“下次你们有什么活动，

叫我一起去，我也参加一下。”

 

同登大运山，山顶遇夕阳

9 月 3 日，朱校长带着我们一行七人前去爬大运山，“很多同学在我们学校读了四年书，连

神仙岭在哪里都不知道嘞”。在行政楼一楼的集合处，大家围在暑假新布置的校园微缩模型旁边，

朱校长给我们指出了他每天上下班常走的几条路，并表示今天我们将会翻过大运山直接到达学校

上园，然后一起去吃饭。

途中，朱校长和大家分享着自己的登山经历，“上周末我爬了银湖山，都是走野路”，“我

经常到梅沙尖的，那边翻过去，只要四五个小时”。在听闻我中秋假期要参加徒步露营活动后，

朱校长来了兴致，“那条线路是怎么样的？在哪里可以露营？”

除了自己的爬山经历，朱校长还聊了许多别的教授的“光辉事迹”，“戴（建刚）院长爬山很厉害，

上次爬梧桐山的时候，他爬的比我快！”“郑永年教授户外徒步特别厉害！”

“好好做这期校刊，很好的，多鼓励同学们参加户外活动，大学期间，要劳逸结合，要开开心心。”

大概二十分钟的路程，我们就到达了大运山顶，正是六点出头，我们还在凉亭里偶遇了两个

一起来看夕阳的大一新生。不多时，西侧天上的夕阳开始泛红，随即变成完整发红的圆盘，正挂

在第四幢教师公寓顶上巨大的“K”字标牌上方，刚好成了一个‘OK’的图案。随着夕阳继续下坠，

逐渐淹没在云层里，我们踏上了下山的路。

下山途中，朱校长打开地图介绍起了四栋教工宿舍后面的山，山里有一片人工种植的土沉香

和罗汉松，“我可能是学校里为数不多上过神仙岭的人！下次有机会带你们一起去看看。”不久，

我们停在了山路的分岔口，朱校长马上给我们指出了分开的两条路各自通往的目的地，又问两位

学妹，“你们是不是这条路上来的？我们今天走另一条路下去，直接就到了祥波书院的后面。”

 

后记

聊着逸夫新开的食堂，我们转眼就到达了山脚下。朱校长请我们一起到祥波食堂吃饭，饭后，

他笑着和我们说：“特别感谢大家今天陪我爬山，我们下次再约！”深圳东西涌穿越 东莞银瓶山 朱校长与同学们一起在登山后用餐

浙江遂昌

神仙岭落日  徐辰锐 /摄 朱校长与同学们在大运山顶合影 李嘉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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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户外社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一个致力于开展骑行、登山、徒步等户

外活动的学生团体，以探索、发现、挑

战为理念组织户外探险，为有意愿的同

学提供指导和帮助。

他们用脚步丈量七娘山的高度，在

梧桐山巅留下足迹，沿着东西冲海岸线

大步向前，马峦山穿越，桔钓沙攀岩，

三门岛露营……他们溯溪而上，背上行

囊，把汗水和怯懦留在山野，带来一个

更加勇敢的自己。

七星湾——桔钓沙徒步攀岩路线

该线全长 4 公里，一路上以岩石、

礁石错落分布，且经过两处呈白色且沙

质细腻的沙滩。这样一条攀岩线路，很

有挑战性但对体力的消耗又不大，一路

风景别致。

张静远：去桔钓沙的路属于人迹罕

至的险道，当然，旅途不仅有挑战，陡

峭奇崛的山景与纯净绚丽的海水搭配，

带来了不一样的观景体验。总之，希望

大家能够打破沉闷的生活节奏，真正与

大自然亲密接触，不但能振奋精神，愉

悦身心。

陈翊嘉：在桔钓沙，没有烈日，没

有寒风，没有多得像蚂蚁一样的游客，一

切似乎都是为了这次徒步而存在的。在梓

泉队长的带领下，我们小队在悬崖峭壁间

穿行，每个人都发挥得很出色。虽然在石

块间爬上爬下很费劲，但是，当我们最终

到达一处悬崖的最高点时，我们都觉得：

值！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脚下是被我

们征服的山峰，面对着这一切，之前徒步

流下的汗水也似乎算不了什么了。海到无

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

 壮志凌云梧桐巅

梧 桐 山， 鹏 程 第 一 峰， 主 峰 海 拔

943.7 米，从东、南、西、北方向都可登顶。

迟百丰：“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这句诗形象地诠释

了我在刚刚踏上梧桐山前的豪迈之情。

然而紧张又疲惫的行程让我无力思考太

多，但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地印刻着我们

在汗水与泥尘中放肆的笑，纵然我现在

还没有从酸痛中恢复，内心却是充实的。

这真实存在的经历，以及认识的一些新

朋友，都让我对生活有了别样的认知，

这些苦痛是完全值得的，这样的经历，

你值得拥有。

陈梓泉：大梧桐登顶算是我在深圳

所发现的最具经典的几条路线之一。一

路上沿着龙岗区与罗湖区的区界，穿越

丛林，走在梧桐山的山脊上，我们是如

此的接近自然。山顶风比较大，东侧就

是大鹏湾，而正南方向则是香港岛。这

条线路总体来说难度并不算大，但部分

路段坡度较大，需要多加注意。另外，

由于总体爬升海拔较高，对体力的消耗

会比较多，体力不好的同学，请务必保

持自己的节奏。登山贵在坚持，当你站

上山顶的那一刻，你会发现，所有的汗

水都是值得的。

韩冰：登山的乐趣，在于豁然开朗

的那一瞬。其实当我抬头看见前面的山

路以 60 度角向天边延伸完全看不到尽头

的时候，内心真的有过绝望的感觉。可

是当我埋着头大汗淋漓双腿灌铅地向前，

突然走到一个开阔空地的时候；当我一

转头，蓝天白云、芦苇港湾、群山以及

山脚下的房屋一股脑儿地映入眼帘的时

候；当风一瞬间带着清凉向我扑来的时

候，我真的觉得一切都值了。再多的汗

水与无奈也在那一刻被满心的舒畅与惬

意补偿。

 七娘山

深圳七娘山位于龙岗区大鹏半岛，

是深圳市内山脉中仅次于梧桐山的第二

高 峰。 它 有 七 个 山 峰， 主 峰 海 拔 高 度

867 米。

史晓宇：此次登山活动刷新了我对

"低难度"的理解，在艰难的前进过程中，

我才领悟到这是一种运动而不是出游。

组织活动的学长学姐劳累中不忘考虑队

员，真的很不容易。一次登山，收获一

个新朋友，认识一群人，擦去汗水在山

顶欣赏脚下碧水山青的风光，一段时间

心里的积郁都散去在风里。不能说有趣，

但真的很有意义。

七娘山 Fandy / 摄 七娘山 Fandy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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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恬：一开始谁也不认识的我，只

是跟着大家，埋头向前走着。不断向前

迈进。向上，向上，向上，休息。即使

这这样，也觉得浑身是愉悦的。感觉自

己在走向健康。到达一个又一个观景台，

看到了海与山中的风景，虽然阳光强烈，

却因风和这景而感觉清爽起来。更重要

的是，慢慢的认识了新的伙伴。彼此连

名字都记不清的孩子们，因为同样的户

外爱好聚在一起，一起登上山顶，拍着

傻傻地照片，感受攀登的酣畅和风景。

 穿越东西冲

东冲、西冲 位于深圳大鹏半岛最南

端，离市区七八十公里，是相隔仅十五

分钟车程的两个海港。细白沙滩、湛蓝

海水，因没有被开发，东西冲的景色有

着最原始最淳朴的自然之美。它是深圳

的“黄金海岸”。 ――《中国国家地理

选美中国》

东西冲是经典穿越路线，整段海岸

线长达 9 公里，徒步穿越需要 4-6 小时

完成。由于多礁石山岳，对体力与穿越

技巧有一定的要求，整体评级为中等难

度。

郑子萱：我记得我十八岁生日是在

东西冲的海边过的。那是我们第一次户

外社的活动，二十几个人，就那么大大

咧咧的从下午才出发，穿着不一的凉鞋

或是拖鞋，走在东西冲海岸线上。穿梭

在山崖，礁石，沙滩之间，很累很累，

但是很愉快很幸福。晚上露宿在沙滩上

的帐篷里，打着扑克，哼着小曲，听着

海风。隔天早上，掀起帐篷，就是大海。

光着脚在海边吹风，感受着阳光是不是

穿过乌云洒下来的温度，我想这是我最

难忘的十八岁生日吧。

黄展博：东西冲穿越虽然是入门的

徒步路线，但是其中的艰辛和困难还是

超出了我的想象。作为一个男生，我感

觉这条路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着我的身体

能力和体力。但我看到同组中的女生都

能够坚持完，真的很敬佩。

张娜：东西冲，跳大石，爬陡山，

步步惊险却时时刻刻都有支持与帮助。

我喜欢自由，喜欢冒险，喜欢在无拘无

束的大自然中尽情享受，这无疑是为我

的大学生活增添了一抹色彩，一处生机，

一段段友谊，一层层欢乐，一种对一切

充满希望与自信的激情。

 杨梅坑骑行

南澳杨梅坑环海公路：从杨梅坑向

东，有一条接近 5 公里的海岸线，一直

延伸到大鹏半岛的最东端鹿咀。而这短

短五公里的路程，却可以将深圳的无敌

海景尽收眼底。左边是一览无余的浩瀚

大海，右边是连绵不绝的七娘山脉。

曾嘉汇：从学校出发到杨梅坑，来

回接近 150 公里的路程，说长不长，说

短不短。路上的辛苦让海风变得更舒适、

晚餐变得更美味。深切体会到什么是“累

瘫”后，我也曾想过：为什么要这么“折

磨”自己。可能，是因为喜欢耳边的风声、

爬坡时的咬紧牙关、下坡时不踩刹车的

失控感……可能，更是因为喜欢路上变

换的风景、有朋友相伴的安全感、努力

达到目的地后的成就感……重复简单甚

至枯燥的踩脚踏板的动作，竟神奇地可

以让我抛掉杂念，感受自己的呼吸和姿

势。其中的酸甜苦乐，尽在会心一笑中。

总之，是很难忘的体验，和很有趣的朋友。

江煜骏：海边的风景非常 nice，不

过个人觉得最有趣的部分倒还真不是看

风景、吃海鲜啥的，而是骑行本身，看

着里程表上的数字一点点跳动，感受到

微风迎面吹拂，内心便感到非常自由。

自由，这也是我喜欢骑车的理由。

张骐凡：在路上的感觉我认为是最

美好的体验，沿途风光飞快从身边流过，

看着地图上的我们队伍小点缓缓前进，

我从心底发出对大自然的敬畏，这种感

觉是其他旅行形式继续不了的！

 三门岛露营

三门岛，位于大鹏湾与大亚湾的汇

合处，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自然生态海

岛之一。三门岛面积约 5 平方公里，海

岸线长 13 公里，距深圳大鹏半岛 1.5 海里。

黄永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第一次坐快艇出海，浪花打湿了脸

同时，也打湿了我的心，狂野，不羁，自由。

第一次在海边露营，听着海浪声睡

得不太香。

重温了烧烤技巧，重新定义了 Uno

规则，还学了一个掰指头的小游戏。

一次旅行，不过是几张照片，几次

欢乐时光罢了，我不禁怅然若失。但仔

细一想，旅行的意义不过是暂时逃离现

有的生活吧。

                      

东西涌穿越 深度户外社提供七娘山 Fandy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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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江西的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只有小山丘，那

时候就特别想去看看高山大海。怀着对大海的憧憬，

大学毕业后选择的城市都靠近海，深圳就是这样一个

有山有海的城市。喜欢徒步大概是从在澳洲读书开始

的吧，悉尼是个环境极好的海滨城市，有闲时就会用

脚步去丈量这个南半球的国度，行走在大自然中，让

人身心放松和愉悦。

这几年在港中大（深圳），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

友，周末偶尔去爬爬山看看海，相当地惬意。刚开始

也不知道怎么去找线路，带着一颗探索的心，在地图

上找到起点，走着走着，就走出了好几条经典的线路。

行走的路上也会遇到同行者，交流经验，发掘出好几

个登山的好 app，比如“磨房”，“两步路”，“深

圳十峰”等。有时难约伴，又挡不住这颗想出去行走

的心，就开始报驴友团，大家拼个路费一起探索深圳

的山海。

推荐几条经典线路给大家。如果你是初级登山者，可以选择离学校比较近的园山或马峦

山郊野公园，这两个地方都可以延伸走到大梅沙，可以看个人体力情况走其中几段；如果你

住在深圳的城里，可以去银梅塘穿越（银湖山 --- 梅林后山 --- 塘朗山）；如果你喜欢海景，

可以去东西冲穿越 / 大雁顶 / 梅沙尖 / 七娘山 / 排牙山；如果你对自己体力有信心，可以去

试试深圳登山毕业线路三水线，全程约 16 公里，大约走 8-10 小时。

深圳及周边城市的路线，我基本都探索过了，最美丽的日落是在七娘山上看到的，海岸

线的海景也是各有千秋，最惊险的一次登山是走到了黑夜。和朋友原计划是走台阶上山，但

看到很多驴友走野路，于是我们也萌生了走野路的想法，走野路总感觉对膝盖的损伤没那么

大，也比走台阶有趣味性。走着走着，就到了傍晚，但我们还在山腰上盘旋，幸好路上遇见

了几个驴友，立刻抱团一起下山，借着手机的微光慢慢摸索，白天和黑夜在山里走的感觉完

七娘山

三水线 马峦山

鹿嘴山庄

文、摄影 / F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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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一样，黑夜中的那种不确定性是令人恐慌的，还好最后

顺利地走到了大路上安全返程。借此建议大家最好是提前做

好路线攻略，不走野路，约伴同行，山上景色再美，也要及

时在黑夜前回到起点以确保安全。

有人会说登山不是找虐吗？登山的乐趣到底在哪里呢？

或许是大汗淋漓后的全身舒畅，或许是探索新路线后的满足

感，或许是登顶后的成就感，又或许是自己与自己、自己与

大自然的对话……于我而言，平时久坐在办公室，登山可以

使身体彻底地放松，登山时的汗水带走了身体的负能量，偶

尔的脑子放空释放出了更多的容量，多看看山和大海总能感

觉世界之大人类之渺小。

有时跟朋友或驴友登山，会发现有些人刚开始走的很快，

到后面反而不行了；刚开始慢悠悠走着的，到后面也能一直

坚持走到最后。我觉得登山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调整自己的气

息，不要因为别人超过了你而急躁乱了气息，也不要因为自

己掉队而打乱了气息，只要调整好自己的节奏，就不会那么累。

生活也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找到那个自己觉得

舒服的节奏，才能开心快乐。

梅沙尖

神仙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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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蒋紫涵

从小生长于被山环绕的县城，常觉此心与山有缘。虽然离乡赴远，长居海畔，但是每当想起

山风裹挟草野的气息扑向我，我就知道，我身入山，我心亦归山。

我喜欢山的灵气，它自由、蓬勃，又野蛮。

晴天时，山中的万物仿佛都在沉睡，庄严而沉默地生长着，只留几只难以安静的鸟雀呼喊；

但是每到雨天，山中的一切都热闹起来，淋漓的大雨唤醒了难以掩藏的生命力，整座山都流淌着汹

涌磅礴的生机。

每当山雨将至，山里常常会先聚集起层层叠叠的云，有时厚重，有时轻薄。耀眼的阳光在此

时就黯淡下来，收了炎热，蓄积着力量要将雨后的山间照的灿烂。而后是风，不知从何而起的山风

精力充沛地奔过田野或是山谷，裹挟着空气中残留的热气，带着不可遏制的惯性一头撞向山林，将

万千叶片震的颤颤，仿佛雨前的一场神秘仪式。

等太阳彻底隐去，山间的气温已经降了下来，山风也不再燥热，而是变得像初秋的风一般凉

爽透彻。此时的天彻底阴了，不多时，大滴大滴的雨水就会撞向树林，仿佛一去不返英勇无畏的战

士般冲锋陷阵、摇旗呐喊。等雨水摇动枝干，满足所有渴水的生物，此时的泥土也已浸饱雨水，散

发出新鲜的芬芳气味。于是，整座山都活了过来。

万物疯狂而野蛮地生长着，拔节、蔓延、舒展、攀爬，无所顾忌、没有规则，只有浓艳欲滴

的深绿色和遏制不住的生命力，摧枯拉朽般冲破所有的枷锁。

此时站在山中，闭上眼，蓬勃的生机与灵气几乎变得实体化，裹着风与水，流淌过我赤裸的皮肤。

呼吸一口空气，大自然的能量争相涌入肺中，无需任何媒介，瞬间闯到体内的每一个角落，连指尖

都变得灵动。

一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所写的那样 :“五行之气往者过来者续于此，而春木之气始至。”

充沛的灵气，让山里的一切都是有力的。即使是微风吹过树梢、阳光落在草地，闭眼凝神时，

仍然能够感受到所有细微轻柔处流动着的勃勃生机――生长，生长，还是生长――风雨阳光的能量

交织着万物旺盛的生命力，阐述着天地间最朴素的循环――生命的轮回。

山间总是这样，连冬日的枯枝都要暗暗屏息，在第一阵春风里抽出新芽。

行笔至此，如山风入怀，足踏荒野，于是借用以前写的一段短文结尾，且将此心送归山：

清晨露浓，山谷起白雾，渺渺天地模糊，鸟鸣声悠远。而后日出，妃色朝阳升于林木，雾尽散，

空谷回温，暖我手足。

半山野竹，于春生时节迎风而生。竹间蛛网晶莹，朝露落其上。檐下亦有新竹两三株，秀骨挺拔，

朗朗如美君子。晴夜，皓月当空破云，竹影落竹窗，室内光影摇曳，风叶声簌簌。时有夜雨，星影

月藏，雨落芭蕉打竹叶，点点滴滴入清梦。

山有万千野物，起自苍茫，饮风食雨宿岩穴。性野蛮，好奔啼，生于山川，长于山川，终归于山川。

我常慕其自由，感其自然，唯借山居与之亲近。

归
山

郑泰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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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看
海
去

太阳从海面升起的一个清晨，天与海的颜色都在迅速地

变化着。如果此刻你站在海边的礁石上；如果你在照相机的

取景器后面观察到眼前这一切；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的人，你

会看到、想到什么呢？

这里是深圳大鹏半岛的海岸线，这海的水连着全世界，

这海水的世界似乎也连着宇宙的高远与无尽。

我在这样的时刻，拨通远在地球背面的朋友电话，第一

句话便问，“你那边是涨潮还是潮落？”

一条小鱼被遗忘在潮水退下后的潮池里，无从躲避。

我一路沿着海岸线的指引，高低不平，上上下下，尽管

潮起潮落，也有很多风险，但是海岸线的确是迷人的。

请问海是什么颜色？海没有颜色，海的颜色是我们想象

的。这个没有颜色的海洋，就成了我的信仰。

时间就这样一段一段地留在了身后，一转眼我已经在这

里边走边拍 20 多年，拍了无法计算数量的照片。

2005 年我拍的这些照片，起了一个真正的作用，深圳

大鹏半岛由此入选由中国国家地理评选的“中国最美的八大

海岸线之一”。

2006 年，我们一批热爱海洋的公益人，成立深圳蓝色

海洋保护协会。我的镜头也确定了焦点所在。

当暴风骤雨，海上台风来临时，我会在哪里？在波涛汹

涌的海面上有一只小船，阿勇两兄弟，一个船头瞭望，一个

在后面掌舵。浪头像城墙那么高，从天上压下来，随后又将

小船推到巅峰之上。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一位“海民”。

2021 年 10 月 20 日

周炜：公务员，人文与环境影像聚焦者。行走深圳海岸线 20 余年。专注于中国最美八

大海岸线之一的深圳大鹏半岛。文图 / 周炜

面朝大海，人生渺小如沙，沧海一粟。

我喜爱大海，大海也容留了我。南澳渔村是大鹏湾一个很忙的渔港，我开始在这里生活。

还是一个早晨，我在渔村海边的一个房子里醒来，就像打赌一样，但是这一次我赢了。

在一千个人的眼睛里，大海有一千种模样。

太阳出来了，我们看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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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地处沿海丘陵地带，拥有大大小小数十座山

峰。深圳的山脉从东到西贯穿整个城市，形成了人在

山中、山在城里、山城相依的地理风貌。登遍深圳的

山可以俯瞰深圳城区的全貌。

深圳东部山峰，如梧桐山、梅沙尖、七娘山，

以自然景观见长，临海而多水汽，云雾易于形成，山

峰在无边无际的云海中穿梭，景象瞬息万变，最具代

表的便是“鹏城第一峰”梧桐山，“梧桐烟云”是深

圳新八景。登梧桐山顶，可揽深圳市区、香港新界、

盐田港及大鹏湾全景；沿登山道探幽，可见深潭、流

溪、叠泉、瀑布等水系美景；梧桐四季可观花海，以

每年春暖时漫山绽放的“云端仙子”毛棉杜鹃最为震

撼。深圳西边的山如阳台山、大南山、凤凰山，则更

多地贯穿于城市脉络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市民茶余饭后登山锻炼、纳凉赏景，这些海拔不超过

600 米的山都是最佳选择。

深圳的山峰是深圳历史变迁的见证者，从由古火

山喷发而形成的七娘山侏罗纪化石群，到文天祥族人

后裔祖居的凤凰山凤凰古村；从抗日时期阳台山上演

的“胜利大营救”，到改革开放后见证深圳市发展的

莲花山……深圳的山是深圳的脊梁，深圳“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

城市精神在这座城市的登山精神中傲然四野。

登山运动贯穿在深圳市民的业余活动中。早在世纪之交时，深圳的

登山户外运动已蜂拥成群。随着深圳登协的诞生和专业户外培训的开展，

普通爱好者的登山行为逐步走向了规范化和专业化。20 年来，越来越多

的户外俱乐部、山野清洁义工组织、青少年登山团队在这座城市一路蜿蜒，

也将一种登山文化渗透进深圳一代代人的血脉里。2020 年，“爱自然、

爱运动、爱深圳”的口号随着“深圳十峰”打卡运动，成为山野攀援的

另一高峰。

目前深圳成功登顶珠峰者达到 41 人，从业余登山的角度看，深圳无

疑是全球登顶珠峰人数最多的城市，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登山之城”。

城市的活力来自于每一个人对庸常与暮气的反抗，来自于对理想保持继

续追逐的动力，将壮怀激烈、慷慨激昂又韧性持久的登山探险精神融入

城市精神，沉淀为新的深圳观念的一部分，深圳这座“山”会越长越高。

大南山

大雁顶

梧桐山

张梁：中国登山探险家，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会长。

2017年 10月张梁完成登顶地球上全部14座8000米以上山峰，

2018年 6月完成登顶全世界七大洲最高峰  ，完成“14+7+2”

人类登山探险终极梦想。

高览深圳的山
文图 / 张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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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是驱动我们学习的原动力	

“我是 1989 年上的大学，那时候，金融和经济这样的学术领域与现在所呈现的很

不同。对学科的理解决定了我当时不会选它们作为我的本科专业，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理工科。直到读博士的阶段，我才发现经济和金融与个人的兴趣更加匹配。”回忆起求

学时找寻学术发展方向的经历，熊伟教授在采访中一再强调“兴趣”的重要性。

而“兴趣”是在学术实践中寻找到的，熊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的第一个暑假前往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N）进行暑期实习时，他看到了

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协同工作来完成大规模的粒子对撞项目，感受到高能物理研究与自

己的预期很不一样，熊教授对未来又有了更多的想法。在初谈转变专业方向时，熊教授

说：“物理和金融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它们都是运用数学工具来解决实际问题。经济

和金融对我来说更具体，而且商科领域的思维方式和我自己设想中的研究领域的思维模

式还是很相似的，也更匹配我的个人兴趣，因此我转投到了经济和金融领域攻读博士。”

他这样说道。

作为经管学院和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的学术院长，他帮助和推动经管学院和深高金

在短短几年中发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一流的经济、金融与管理学术中心，高水平的研究

和交流平台。据学校数据统计，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20 届经管学院毕业本科生就

业率高达 94.74%，其中有 72.83% 的学生选择继续升学进修；而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

2020 届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更高达 98.5%，平均年薪达 23.9 万元，有近 60% 的毕业

生选择在粤港澳大湾区工作……可以说，两个校园在为粤港澳大湾区培养和输送人才方

面成绩卓然。熊教授解释道，这两个平台聚集了一大批对经济和金融领域抱有浓厚兴趣

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为他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他说：“兴趣是驱动我们学习

的原动力。”他希望同学们能够充分挖掘自己的兴趣，虽然能参考学长学姐们的经验但

不能照搬，同时要在不断尝试中找到合适的机会来探索不同的方向，从而找到真正的兴

趣――这将为将来同学们面临人生重大选择的时候提供更多的参考。

学生记者 / 高逸

陈鸣 /摄

人物简介：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学术院长、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学术院长。

熊教授于 2001 年获得杜克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在此之前，他获得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学士

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熊教授是全世界金融界中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学者之一，在国

际学术圈及政府决策层中都发挥过重要影响力。他在世界顶尖经济及金融杂志发表过四十余篇关于

各类研究主题的论文，例如投机泡沫、金融危机、行为金融学、大宗商品金融化、中国金融市场、

数据经济等。熊教授曾获多项荣誉，包括美国金融学会 2012 年度史密斯·伯林顿最佳论文奖、美

国西部金融学会 2013 年度纳斯达克集团最佳论文奖、中国 2015 年首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2018

年中国当代经济学奖。他于 2016 年出任美国金融学会旗帜期刊 Journal of Finance 联合主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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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出点成绩，必须持之以恒	

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熊教授都是旁人眼中

的“学霸”。他曾经在一次颁奖仪式上提到，当

初从理工科转向经济和金融学研究时，“凭借理

科的基础，应付作业和考试没有问题。”但当他

接受了导师的指导并逐渐掌握了经济学的思维方

式后，他不再机械地用数理模型来解答金融学中

的问题。可以说，数理基础和经济学思维的有机

结合让熊教授在之后的学习和研究中所向披靡。

此次采访中我们也让他分享了学习上的心得体

会，首先他认为学习的方式和方法是因人而异的，

找到合适自己的方式最重要。 同时，要充分利用

个人的直觉（intuition），保持专注，这二者有

很强大的作用。除此之外，他认为，不管是学习

还是研究，基础概念一定要搞懂，不然往后的工

作将很难开展。

作为全球金融界中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学者之

一，熊教授经常和许多不同的中外学者一起开展

课题研究，并且已经共同发表了许多具有国际学

术影响力的论文。当被问到做学问最重要的品质

是什么时，他提到协作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

各个领域的主导趋势，他进行的不同研究有不同

的合作者，他们的国家、民族和社会文化背景迥

异。在这些合作对象当中，既有具备资深研究经

历的前辈学者，也有他的同辈和学生，和他们做

研究，必须具备两种品质――灵活与坚持。

“我们的研究越来越需要有不同背景的研究

员来参与。不同背景的学者思考问题的角度不一

样，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熟悉的数据也不一

样。这样不同背景的研究者一起工作就有可能碰

撞出多样的、有创造性的研究。这个过程中也需

要我们适当地去包容和妥协大家的性格和偏好。”

而谈到坚持，他认为要真正做出一定的成绩，短

暂的热情是不够的。研究当中必然会遇到许多起

起落落（ups and downs），保持良好的心态

坚持下去是最重要的。

中国经济在世界上越来越重
要，要让大家充分又准确地了
解它

2018 年，熊伟教授获颁第三届当代经济学奖。

在颁奖仪式上，他提到“让国际学术界了解中国

金融是经济学家的使命。”在此次采访中，他对

这句话进行了更全面、更深入的阐释。“在现在

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体量大，发展快，

影响大，并且在将来会越来越重要，这就需要国

际学术界充分又准确地了解中国的经济和资本市

场，深入理解它的运作机制和原理。”他认为，

中国经济既受到海外经济环境和别国经济政策的

影响，也对他国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状况有着深厚

的影响，这些都是中国经济成为国际学术界重要

研究课题的原因。

“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我们的经济体制进行

了深入的市场化改革，与此同时又保留了很多有

特色的成分，最终形成了一个特有的混合制市场

经济――政府在这其中发挥了很大的调控作用。”

熊教授解释道，这并不是一个过渡性质的体制安

排，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由于它具有

开拓性质，很多方面的发展进程都仍处于摸索阶

段，而在国际上，海外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的市场

经济了解就更为有限了。这就要求中外学术界进

行充分的讨论和沟通。

为梳理中国金融体系框架做了
一次努力

为了促进中外金融和经济学术界的交流，熊

教授参与搭建了 VoxChina 这个学术交流平台，

他目前担任这个平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学者在上面公开发表最新的有关中国

经济和金融方方面面的研究论文，极大地促进了

海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经济的了解。而在去年，熊

教授和经管学院前教授、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主

席 Marlene Amstad 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

策司司长孙国峰教授共同编纂的《中国金融系统

手册》也正式发布。谈及编纂这本书的初衷，熊

教授说：“近几十年，中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大、

越来越复杂，但是现在国内高校的金融课程采用

的都是海外的教科书，对金融体系的讲解也以欧

美的金融市场为基准。所以这本手册是我们为梳

理中国金融体系框架所做的一次努力――我们力

图让这本手册能够覆盖中国庞大而复杂的金融体

系，把其中特有的元素和机制进行一次梳理，努

力提炼出完整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以帮助国内的

学生和研究者以及海外学术界都能充分了解中国

的金融体系。”

谈到中国金融体系的独特优势，熊教授认为，

这个问题和他前面所提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混合

制的市场经济密切相关。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它们的自由化经济是以维护和扩大个体利益为出

发点来进行经济活动从而让个人和企业做出最利

于自身利益的选择。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充分发

挥个人积极性，但它的缺陷在于个人的最优选择

有时会导致“外部性”进而损害公共利益。欧美

国家经常出现的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外部性的一种

突出反映。而在我们国家，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

的宏观调控在中国市场经济中持续发挥作用，“外

部性”的问题是相对容易解决的。这个差别在疫

情期间尤其明显――欧美国家的个人和经济体开

展市场经济活动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不在意公

共卫生安全，这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

控制疫情传播的效果也远不如我国。当然，凡事

都有两面，混合制的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由于政

府在其中具备强大的干预能力，有时也会降低或

干预个体的主观积极性。

熊教授也针对手册中提到的中国目前的经济

发展趋势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书中强调，我国的

宏观经济在大方向上已经逐渐进入了一个平稳发

展的阶段――从高速度发展转为高质量发展，而

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熊教授

提到，在这方面需要我们充分发挥市场活力，进

一步发挥个体激励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国家需

要更多地参考借鉴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

经验。同时，我们自身的优势也要更好地发挥出

来。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来消除外部性的影

响，化解金融系统风险。总的来说就是要更好地

结合市场经济的优势和我国经济体制的优势，助

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我国的金融业发展前景广阔

关于“金融和经济这两个学术研究领域是怎

样影响世界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熊教授提到无

论哪个领域，学术研究都偏重于原理和机制的探

究。对经济和金融原理的研究具有微观和宏观层

面的影响。微观上，这些领域的研究可以帮助个

体投资人和企业优化投资组合和经营策略，分散

投资风险，从而有利于在整体上维护金融市场和

国家经济的稳定；宏观上，经济与金融学术研究

能帮助政府在决策时更好地理解市场和经济发展

的模式和机理，正确解读市场存在的波动，从而

更有效地做出政策反应，缓解宏观经济的压力，

化解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除此之外，我们还

和熊教授探讨了在如今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出现的

一些新特点，比如说金融科技的高速发展。诸如

腾讯、华为等的一些信息技术企业，正在推动金

融业和数字平台紧密连接在一起。企业内的一些

大型数据平台可以利用数据优势为个人和中小企

业提供更高效、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可以说是

大幅提高了金融行业发展的潜力。而谈到近年来

备受瞩目的，同时也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所

在的粤港澳大湾区，熊教授认为这里的发展具备

天然的地理和经济带优势――大湾区既包含香港

这样的有着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大都会，也具有

经济活力十足的珠三角城市群，这其中还有作为

全国科技创新基地的深圳。 他希望此后粤港澳大

湾区的发展能够充分结合深圳科技和金融上的实

力以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优势，协同构建

一个创新的、健康的金融体系。

熊
伟

熊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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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ask students who is the 
most popular teacher in our university, 
then Chris (Dr. Christopher Kluz) 
will be a competitive candidate. If 
you ask students what is the dominant 
phenomenon in our university, then 
Peer Competition will be their intuitive 
answer. If you ask students which 
mood is constantly hovering over their 
minds, then Anxiety will receive most 
of the votes. Finally, if you ask me 
what is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the 
Anxiety caused by peer competition, 
then I will strongly recommend you to 
do philosophical thinking. 

In this dialogue, Chris will share 
his insights into Peer Competition 
and Anxiety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as well as give us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and his 
philosophical life.  

IN DIALOGUE WITH 
PHILOSOPHERS (1)

On Peer Competition and Anxiety
Student Journalist / Zhang Zhiyuan  Wang Yifan

Dr. Christopher Kluz
Lecturer in General Education,
Deputy Director of GE Division

Dr. Christopher Kluz was educated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received his Ph.D. in 

Philosophy from Emory University. He has taught at Emory University as well as a number 

of liberal arts colleges in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Korea. While having some research 

interests in moral psychology and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Dr. Kluz is primarily interested in 

teaching the classic philosophical tex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addition, his philosophical 

and personal interests cover a wide range of topics in literature, art, and film.

Hi, Chris, I think you are quite famous in our 
university, and many students in our university 
are curious about your philosophy career, like 
why you choose to study philosophy and how you 
join our university. Can you share your experience 
with us?
 

When I was an undergraduate, I initially wanted to study 
physics, but I didn't do well in physics in my first semester. So 
I thought maybe physics wasn't such a great idea. And at that 
time, I was also taking a philosophy course, which was about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I really enjoyed that course. So in the 
second semester, I started doing modern philosophy and I read 
Descartes. All of a sudden, I realized that I really want to study 
philosophy. So I declared philosophy as my major. For me, 
when I decided to major in philosophy, it was a commitment to 
academic life. 

While writing my dissertation during graduate study at 
Emory University, I found out that I didn't like doing research 
so much. I was doing something very specific, and I didn't really 
have anyone to talk to. I finally realized that what I rather do 
was teaching philosophy. After finishing my dissertation, I went 
on the job market twice. As you know, it’s really difficult to get 
a job in academia, especially in philosophy. There are few jobs 
offered in any given philosophy area and almost none that are 
teaching positions.

I did get a teaching position in a Korean university, but 
it didn’t satisfy me much. Finally, my friend Lucas saw a job 
posting about the recruitment of lecturers that teach General 
Education, which was posted by CUHK-Shenzhen. We both 
applied for the job and we both got it. 

It turns out to be an amazing job for me, not just because 
it's a wonderful school, but also because teaching courses under 
General Education is exactly what I want to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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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se years in teaching, 
are there any students that 
really impress you? 

In general, I'm really impressed by 
the students here in all of my classes. 

And I think that there are many 
s tuden t s  who  I  t h ink  I 'm  qu i t e 
impressed by. Right now, there are 
two that I am thinking of, and I'll 
tell you a little bit about them. They 
were both students from the school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SSE) and 
they were very good in their major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really loved 
about them was that even though they 
were SSE students, they were really 
interested in philosophy and other 
cultural, intellectual things. They wrote 
wonderful papers, and their discussions 
always involved many deep ideas. For 
example, I'm really surprised by the 
paper written by one of them because 
she referred to Tolstoy and many other 
deep ideas that we didn't talk about in 
the class. 

I really got this impression that she 
is a very well-rounded person who's 
very good at not only her own field 
but also many other areas that she is 
interested in. 

Some people may think that philosophy is quite 
far away from our everyday life. What do you think 
of such a view? Can you explain what philosophy 
is to them?

Yeah. So I can talk about philosophy in many different 
ways. Philosophy is a very nebulous term. There's academic 
philosophy, and there are other kinds of philosophy. I think there 
is a historic way of thinking about what philosophy is. When 
the university was created, there were four things that you can 
study: Theology, Medicine, Law, and Philosophy. So everything 
that was not theology, law or medicine was considered to be 
philosophy. 

So I think philosophy used to be the study of almost 
everything. It's literally the love of wisdom. And I believe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is still a general discipline. We can 
have a philosophy of almost every other discipline. There 
is philosophy of art, philosophy of physics,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etc. So philosophy is more like a critical way of 
thinking about other disciplines.

Philosophy is also a way of life. I think studying philosophy 
is not merely about studying a set of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a 
domain, I mean, it is also about transforming the knowledge 
we get from the world into the way we live in the world. My 
favorite philosophers are exactly those who live a philosophical 
life, such as some ancients like Plato and Aristotle, as well as 
som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 especially Stoics and the modern 
Stoic Spinoza. 

So if philosophy can be taken as a way of life, then we 
can all be philosophers as long as we live in a certain way. 
Doing philosophy is not necessarily equivalent to writing great 
philosophical work, which is a great difficulty even for many 
academic philosophers. 

Now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 peer 
competitions among students in our 
university. I think most of the students 
in our university are quite competitive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but few 
of them get satisfactory academic 
outcomes (e.g.,  satisfactory high 
GPA). Many people think that students 
in our university are facing excessive 
internal competition.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phenomenon, and can 
such phenomenon be averted?

I think some people are overly ambitious. 
But one problem is that there are really limited 
resources. The resources will not change even if 
you compete really hard. So sometimes people’s 
ambitions are not fulfilled, and they may then 

feel a sense of meaninglessness of competition. I 
think such meaninglessness goes well beyond those 
people’s thoughts on it. Even when you get what you 
want, you may still have a sense of meaninglessness. 
I think this is where we have to reflect.

I think our activity in life should be one that we 
enjoy for its own sake.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enjoy 
what you're doing. And this is why I mentioned those 
students who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I think that 
they really enjoy what they're doing. I think there's 
a problem with students who work really hard at 
something that they're not interested in. They may 
often have a kind of so-called “existential problem” 
because they feel like they are forced to work on 
something.

Sometimes it could be difficult for us to choose 
to work on what we are interested in. We don't all 
get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on the things that we 
want to. This is why it's important for one to be well-
rounded because a job is just a job. You need a job to 
survive, but there are other things in life too. 

And it doesn't have to be that your entire life is 
revolved around making money or being successful. 
You can define what success is for you. And I think  
the problem with involution is that we are looking at 
success by a certain kind of standard that'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extreme that causes people to work 
in a more and more extreme way. But we're not 
questioning whether this is actually what we defined 
as success for ourselves. Right? This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philosophy can teach us. Stoic once said: 
“don't compare yourself to other people.” 

So if you want to study really hard and you enjoy 
it, then do it. But don't be envious of other people's 
high GPAs. You have to think in this way: “do I want 
to do all the things that they do?”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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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y observation, many students 
will use the word “involution” to criticize 
someone whoever is considered to be 
putting excessive effort into studying. 
Do you think such a critic is ethical? 

I think it is a natural tendency for one to use the 
word “involution” negatively in order to criticize 
others. We live with other people. We're constantly 
comparing ourselves with other peopl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do is we want to affirm that our 
way of living is better because we're anxious about 
measuring up to other people. This is just a natural 
tendency for human beings. 

But we also have philosophers like Kant 
and Hegel and the Stoic, and they are constantly 
advising us not to do this because for them morality 
is about overcoming this natural tendency. 

For me, there isn’t anything unethical about it. 
But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be aware of why 
we do such criticism, and to figure out what we're 
really concerned about. We all have to define what 
a good life is for ourselves and not worry about 
what success means for other people all the time.  

I think working hard will not necessarily 
bring us a good life if our life quality depends 
upon external goods. Our life quality will then be 
dependent on fortune, which is out of our control. 
And what we should do, is eventually, to make our 
lives more immune to the fortune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eople seem to 
be more anxious than before. What is the 
main cause of such phenomenon?

This is a huge question, and there are so many 
aspects of what I would say. I think such modern 
anxiety that people now have indicates that we live a 
better life than before.  

We are no longer concerned about mere survival, 
right? We have more time to reflect on our lives 
in a certain way that might lead to certain kinds of 
satisfaction. 

In the premodern era, people were just absorbed 
in doing things and surviving. They may seldom 
reflect on things like “what counts as a good life”. 
But in the modern era, people may go to the other 
extreme: they may be overly reflective.

I am thinking about a novel called Madame 
Bovary. Madame Bovary is a woman who lives in 
a province of France, and she gets married, and she 
has a perfectly fine bourgeois life. She loves reading 
exciting romance novels, and she wants to get 
such excitement in real life. So she becomes quite 
disappointed about her marriage which is kind of 
dull. And she has affairs. And She ruins her life. And 
she commits suicide in the end. Why she eventually 
commits suicide? Well, I think it is because of her 
over-reflection on the meaning of life. 

We are overly reflected, not because we're 
philosophical, but because we're constantly forced 
to be thinking about how to live in an unhealthy 
way. We are surrounded by so many advanced 
technologies. We don't relax. Have a relax, guys. 

I  think sometimes studying philosophy 
makes people sad. When we realize how 
widely the opinions of those great human 
minds can diverge, we may feel a kind of loss: 
What is the truth? What do you think of such 
sadness of studying philosophy? If possible, 
how should we avoid it or cope with it?

There's a couple of things I’d like to mention.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idea that philosophy might make people 
a little bit sad and melancholy or depressed because of its 
content. 

But I think in the opposite way. I think philosophy 
is a kind of remedy. I think people who are attracted to 
philosophy may have a certain kind of sickness of the 
soul.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attracted to philosophy 
because they have questions that they want to answer. 
They may have a certain kind of anxiety and they start to 
wonder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When I was younger, I was very much appealing to 
certain philosophers. At that time, I felt a certain kind 
of anxiety and I was questioning what's the meaning 
of life. So I was very attracted to certain philosophers 
who addressed this issue, for instance, Nietzsche and 
Kierkegaard. And as I was getting older, I turned to favor 
in some philosophers that really provide solutions to this 
issue, like Spinoza the Stoics. This is a big issue, right? 
But we can try to deal with them. 

I am kind of reluctant to admit that studying 
philosophy will bring people a kind of sadness or 
anxiety. My favorite philosopher is Spinoza, who is often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happiest philosophers. He died 
at a pretty young age. I think I'm now older than him. 

He was exiled from his community, and it was quite 
odd to be out of the community in that era. He was 
dealing with the big issue (i.e., the meaning of life). But 
he lived a good life regardless of all these things. 

Last question. I think many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our university are 
interested in philosophy especially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but they just 
don't know where to start. Do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for them? Like can 
you suggest some philosophical texts 
for them to be the starting point?

Well, I think this is always a difficult 
question because the answer depends on what 
kind of philosophy you're interested in. So 
what I can do is to share my reading interests, 
which I think can also work for a lot of people. 

I’m interested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so I think it's always good to star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because you don't need to know much about 
philosophy before reading. For example, you 
can read someone like Plato. I suggest Plato 
for several reasons, one of which is that his 
work is enjoyable to read.

 I also think Descartes is an interesting 
place to start. And this suggestion, again, is 
for historical reasons. One of the features of 
Descartes’s philosophy is that he starts his 
arguments from the beginning. Well, he's not 
really starting from the beginning, because you 
have to understand all the people before him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his philosophy. But 
anyway, his philosophy is an interesting place 
to start. 

Another book that  I  would suggest 
is  Bertrand Russell’s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which is a short little book.
Those are all interesting places for one to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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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张瓅文博士是我校人文社科学院翻译硕士项目的负责人，师从译界泰斗 Mona Baker

与 Luis Pérez-González 的她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极高的职业素养，作为一名优秀

的译者和教师，她深受学生爱戴。同时，她也有“讲不完的故事“：她曾在与世隔绝的

爱斯基摩小木屋里边写博士论文边追逐永夜的北极光，曾花费十天从葡萄牙波尔图一路

徒步北上 240 公里与各国有缘人共赴西班牙圣城圣雅各，也曾在氧气稀薄的珠穆朗玛峰

山脚下为学院录制招生视频……本次专访，笔者试图从不同侧面勾勒出她的形象，几组

看似对立的词汇却在她的生命里相互调和，它们仿佛遥远无关却又紧密相连。

因
为
她
是
如
此
爱
世
界

人生，有限也无垠	
 

在我校翻译专业的圈子中，一直流传着张老师的绰号――“大魔王”。多少同学对

她“又爱又怕”，在她的口译课堂上悄悄抹过眼泪，又在离别时依依不舍地写下发自肺

腑的感激。作为第一位加入翻译硕士项目的老师，她在这几年间陪伴了一届届学生受挫、

挣扎、进步、成长的蜕变历程。但令人惊异的是，看似对翻译有着极致执着和热爱的她，

最初走上这条道路并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

张老师说，当年联考后心仪的专业其实是法律和新闻，结果被母亲填写的志愿录取

进了全台湾当时唯一一所开设翻译系的大学。或许这一美妙的阴差阳错正是所谓“缘分”

吧：在学习英文的母亲耳濡目染下，她从小接触英文广播和电视节目；在英语教育还未

广泛普及的年代，小学毕业时她便独自踏上了新加坡游学之旅；她厌倦过学习语言的枯燥，

但却又逐渐体味到了语言间碰撞交融的美感……就这样，翻译成了她生命中的一部分。

当问起张老师是否有幻想过“平行宇宙”中的另一种人生时，她释然地摇摇头：“我

似乎没有想过，也不敢去想，因为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由翻译带来的。”她对目前的状

态非常满意，如今回头望去，“在那懵懂却气盛的年纪，所谓‘喜欢’也很肤浅，正是

当年母亲的提议让自己不过早设限，从而有了未曾想象的可能性，这也是翻译教会我的

最重要的事情。”她说。

聊起对翻译专业学生的期望时，张老师用“盖房子”来打比方：“本科阶段是打地基，

夯实语言功底，并保持对各个领域的开放心态；而研究生阶段则是 ‘顶层设计’，打磨

的是作为一名成熟译者的风格和个性。但许多时候，年轻人总对于喜爱的方向趋之若鹜，

对于恐惧的事物则避之不及，有时所谓‘选择’反成为了逃避，”张老师说，“许多人

左顾右盼却往往忽视了脚下的那一步是否踩稳。”她对学生的严厉并不是对能力的苛求，

而是身体力行地传达着她一直践行的原则――对翻译或是任何职业的尊重。当翻译成了

工作，受众不再只有自己，而牵涉到作者、读者、出版社等方方面面的要求。译作众多

的张老师在接受邀约时从不挑主题，她说：“这是对我的挑战，但我有自信不论何种主

学生记者 / 金乐洋

——
专
访
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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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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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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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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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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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博
士张瓅文博士

2020 台湾绿岛象鼻岩

2019 西藏

2018 格陵兰冰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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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都能交出令人满意的作品。不是及格就好，而

是追求满分，甚至尽力超越满分。”在翻译《天

堂际遇》时，她碰到了翻译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次

挑战。书中描写了一名哈佛神经外科医生濒临死

亡时“灵魂出窍”的体验，其中涉及大篇幅的关

于量子力学的阐释。为了还原精准的学术表述，

自中学起不擅长理科的她额外花时间啃下了曾视

为“天书”的知识，遇到问题时还向专业人士请教，

争取词词确凿。张老师坦言，当时未尝没有过挣

扎，后悔接下了这一工作，但想着既然作出了选

择那一定要拼尽全力做到极致，因为“令人佩服

的不是‘我想做才做’，而是把不喜欢的事情也

做好。”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翻译不过是单纯的语言

转换。其实，翻译也是不同文化的“互涉”，若

要将严复的“三字箴言”推敲到极致、追求盐化

于水般浑然天成的效果，又未尝不是一门需潜心

雕琢的艺术。张老师回忆起学生时代时为了练习，

下课后任意推开一间教室的门，不论里面在进行

怎样的讲座，坐下便开始“同声传译”。当然，

即使攀到了“巴别塔”的高处，也总有心服口服

地承认自己有限的时候，但似乎踮踮脚就能望到

更广袤的天空。张老师说，正是翻译将她引向了

多彩的世界和多元的价值观。在翻译《我在法国

僧院学到的 40 件事》一书时，她发觉仅把词汇

一一对应地转换成浅显易懂的语言还远远不够，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其中的蕴意总显得隔靴搔

痒。为追求身临其境之感，她二话不说便定下了

前往法国的机票，在一行禅师修行的梅村住上了

一个礼拜，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一起体验正念、

冥想。在寻觅到久违的内心宁静的同时，她惊喜

地发现笔下的文字竟有了可感的温度。

就同任何职业一样，人们欣羡于顶尖译者会

议上风光的发言、高昂的薪水，但他们“十年磨

一剑”的匠心却鲜有人看见。张老师的话语不仅

展现出一名翻译工作者的严谨和认真，更是以一

种任何领域都应贯彻始终的谦逊姿态告诉我们应

如何面对选择和个体的边界。

自由和自由背后的责任

在最开始认识张老师时，笔者被她身上“有

趣且自由的灵魂”吸引，感叹于她渊博的学识、

丰富的阅历，还有那“说走就走”的洒脱和勇气。

但在话匣子被打开后，令人深深触动的却不是“自

由”，而是自由背后须肩负起的责任。

许多时候，我们追求叛逆的、张扬个性的自

由不过是它透过棱镜折射后的幻影。张老师说，

真正的自由是建立于责任上的――不仅是对自己

负责，更是要对他人负责。她认为，尽好自己份

内的职责是自由的首要前提，撇开责任的自由不

过是他人纵容的践踏。除了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对学生“传道授业”的职责，与普通人无异，张

老师身上也承担着回馈父母的责任。

或许说来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平时假期里像

“风”一样四处游历的张老师也度过了一段极为

艰难的日子。2016 年，由于母亲不幸检查出了癌

症，她心情低落甚至产生了辞职的念头。虽然母

亲不愿拖累女儿，劝她不要因自己而放弃了事业，

但她毅然地每周在完成教学工作后往返深圳与台

北，与家人轮流照顾病重的母亲。因放心不下他

人代劳，她争取所有琐碎的看护都由自己亲力亲

为。“这一年间总有人问我，但我说哪里也不想

去，只想在床前陪伴着我的母亲。”回忆起那些

不分昼夜的日子，张老师认为那是目前生命历程

中最值得感激的时光。在学勤书院“思想的苹果”

分享沙龙上，张老师讲起带母亲重游朝圣者之路，

为给她留下最后的回忆时，张老师的声音因哽咽

而有些颤抖，令我们不禁动容。在母亲去世前的

最后几分钟，她将那次旅行中记录着难忘瞬间的

照片递到母亲面前。看着母亲在洋溢的幸福之中

安然合上双眼，她倏尔意识到有时面临死亡也无

需过分悲伤，因为她庆幸自己在母亲生命的最后

已尽到了身为子女的全部责任，“毕竟死亡带来

最大的痛苦往往是遗憾和‘来不及’。”

张老师最吸引人的魅力在于绝妙的“平衡

感”：批评学生时丝毫不留情面，犀利的话语下

却是个温柔到骨子里的人；学生时代起在课余玩

摄影、学冲浪、考下了专业品酒师证书、背着行

囊游历异乡，好似心里装着星辰大海，但比起前

方旖旎的风光她更珍重身后流连的目光。或许从

本质上来说，人生没有所谓“平衡”，能做的不

过“取舍”。对于酷爱旅行的张老师来说，这场

席卷全球的疫情最大的影响并不是封锁的国界阻

碍了她远行的脚步。她说，是这场疫情让她更加

明晰了心中的排序，没有什么比想要回家却不能

随时如愿更令人沮丧的事情了。她愈发担心年龄

渐长的亲人们呼唤自己名字的时候不能及时陪在

他们身旁，给一个大大的拥抱。“所以，能随时

回到家人身边的人一定要更加珍惜这份幸运。”

当问起张老师下一站目的地，她稍迟疑了一

下，说是要取决于下一个假期的长短：如果有两

三周的时间，她想要从阿根廷的最南端乘船前往

南极，看看真正的“世界尽头”；若是有两三个

月的空闲，她想挑战日本四国遍路 1200 千米的

大徒步；假如有一天给自己放了一两年的长假，

她便踏上“不买回程机票”的环球旅行……

她说：“有些地方一辈子或许只会去一次，

我喜欢的就是旅行中内心到达的过程和这种‘不

回头’的感觉。”

因为她是如此爱世界

去年，张老师考过了国际认证的开放水域潜

水员资格证，常常用海中摄影为我们分享海底的

绮丽见闻：斑驳的珊瑚和穿梭其中的小丑鱼，比

指甲盖还小的纸片海马和色彩诡谲的海蛞蝓，还

有每只都长相各异的海龟……

人们对大海的未知总抱着向往和好奇，殊不

知海底的世界远不如想象中美好。当张老师怀着

期待潜入深海时，却被目不暇接的垃圾所震撼，

在无数次地将漂浮的塑料袋误认为水母后她为海

洋污染的程度感到沉重而无力。她报名参加了一

期海龟生态潜水课程，在海底观察海龟的分布和

习性，并学习它们生育及保育的相关知识。在对

海龟排泄物进行成分检测后，她发现了一个惊骇

的事实：海龟粪便塑料覆盖率达到了 100%，也

就是说每一只海龟肚子里都因误食而含有塑料！

她报名课程的初衷是想站在海洋生物的角度了解

它们的生存状况，“因为人类往往从自己的利益

最大化出发，但无知带来的伤害最大。”她说。

在目睹为了家乡生态环境孜孜不倦工作的人们做

出的努力后，她感叹道，他们对于社会的价值，

不比一份坐在办公室里的“体面工作”差。

张老师坦言，作为一名老师最期待的从不是

谢师宴或毕业晚宴的时刻，而是在每个学期最后

一堂课的最后十分钟，她总会传达自己对学生们

的最大期许：不是翻译做得有多好，而是始终做

个“手心向下”的人，多去给予而非索取。她时

刻铭记着母亲曾说过的一句话――“赚钱不是为

了个人享乐，而是要用来帮助他人”。在这几年间，

她持续资助着近十位来自偏远山区的孩子们的教

育费用，当收到孩子们寄来的信，上面用尚稚拙

的笔迹表达着真挚的感谢，她觉得所做一切皆值

得。为了告慰母亲的遗志，她与家人决定在台湾

捐赠一辆“复康巴士”，接送行动不便的老人就

医。张老师始终身体力行地为学生传递着这样的

讯息――“给予”并不困难，可以是金钱，亦可

是超越物质的援助。虽然绵薄之力看似微不足道，

但聚沙总能成塔。

如果说，有的人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裹

挟着一切向前走，那么张老师更像一片大海：执

着的、热爱的、笃定的、从容的、怜悯的、关怀

的……因为她是如此爱世界。在这个被四面八方

的焦虑笼罩的、有着众多不确定性的时代，看着

她身上那些我所憧憬着的特质，就像看见了那片

她曾经泛过独木舟的太平洋海域，在黎明的朝阳

下正熠熠生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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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何为

作者 / 王伊依

授课老师 / 雷仕伟

课程名称 / 与人文对话

《庄子》、《论语》和《圣经》都对人生方向和人生价值进行

了多方面探讨。本篇文章，我挑选了这三篇经典中有关人生价值的

部分内容进行解读，并分别对《庄子》与《圣经》，《论语》与《圣

经》进行比较，探讨它们在有关人生意义上的理念异同。

首先比较庄子与圣经的相通之处。第一，它们都提出一个终极

存在。在《庄子》中 , 终极即是“道”。在《圣经》中 , 终极存在

就是上帝。人类的最高理想追求，人类存在的意义价值都是与“上

帝”和“道”相关的。

第二，它们都认为人不能通过自身而达到至善，必须依赖于该

终极存在的引导。与终极存在达成完满就是人生的最高意义。《庄子》

提出万物本源是“道”，“道”为万物立法。人生不幸的根源是不

遵从天道的“人为”，只有效法“道”才能克服“人为”的局限性 ,

避免“终身役役而不见成功 , 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而遵从“道”

的“无为”，是获得幸福摆脱苦难的唯一途径。如《养生主》提出“保身、

全生、养亲、尽年”，《人间世》提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等。

（《庄子集注》页 52-102）故人生价值在于通过对“道”的不断追求，

最终达成“天人合一”的逍遥境地。《圣经》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救

赎”, 原罪与生俱来，亦是人生痛苦的根源。人生的价值即是赎罪。

人类应该以上帝为侍奉对象，以期“神人合一”，方可最终得到拯救。

《圣经》说“神爱世人 ,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踢给我们 , 叫一切信他的 ,

不至灭亡 , 反得永生。”（约 3：16）这说明信主是获得永生的前提，

人得救是源于神对人类爱的恩赐 , 是藉着人类对上帝的信仰而获得

——《庄子》《论语》和《圣经》的比较分析

<<<<<<<<<<<<<<<<<<<<<<<<<<<<<<<<<<<<<<<<<<<<<<<<<<<<<<<<<<<<<<<<<<

的。在这句话中，得到永生即是被拯救、获取幸福的一个重要表现。

其次比较《论语》和《圣经》的相通之处。《圣经》和《论语》,

都不主张人与万物对立和冲突，而是倡导通过“仁”或者“爱”实

现自我超越。《圣经》中“爱”的含义和《论语》中“仁”的含义 ,

我认为二者都强调了主体与客体的“和谐”。“仁”是《论语》的

核心，“成仁”是孔子一生追求的高度和目标。“仁”从根本上说

是人与万物之间的平衡和谐状态。孔子怀有“朝闻道，夕死可矣”

的心态，力主人们在现实社会中行“仁道”, 最终达到人、社会和

国家之间的和谐统一，获得成仁成圣的完美人格。此外，“成仁”

目标的实现主要靠人的自觉性，保持“成仁”之心要有不懈努力的

意志，极端情况甚至要求“杀身成仁”。正如“志士仁人，无求生

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所言，一个人为了求

仁成仁而甘死，这种行为能将死亡的意义全部显现，使生命的价值

得到最大的提高。

《圣经》不光要求人们爱神，还要求人们“爱人如己”(《圣经·利

末记》19:18)。如耶稣对众人说 :“我怎样爱你们 ,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

要彼此相爱”。（《圣经·约翰福音》13:34) 因为“爱”从上帝那里

来，爱别人就是对神的爱最好的回应 , 其结果是帮助人们达到“神

人爱合一”。

综上，三部经典都认为人生意义在于追求某种至善至美的境地，

达到生命的和谐。而相异之处是达成的手段和具体目标。《庄子》

认为人们应该顺应自然规律，以“无为”的状态得“道”。《论语》

认为人们应该通过不断追求“仁”来提高自我道德水准，以达到“天

人合德”的完美人格状态。（《论语新解》页 37）《圣经》认为

人们应该依靠虔诚的信仰得救，爱己爱人，实现人与爱与神同在。

通观三部经典，我最为欣赏《论语》的价值观念，因为它不光

把个体的人生意义与社会大环境联系在一起，还与现实情况较符，

相比起《庄子》与《圣经》更具有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

首先，孔子强调了自我价值满足和社会价值实现，体现了强烈

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孔子要求个体实行“仁道”，积极入世，

成仁成圣。这些追求都蕴含着个体为构建新社会秩序而努力的价值。

孔子强调人的社会属性，所以在他看来，人们在为社会价值做贡献

时，自我价值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孔子

的许多学说既可以解释个体，也可以运用到政治中。我认为庄子的

“无为”难以操控，且始终要求自己接受外力的引导，并不十分利

于我们对人生的整体把控。

其次，相比起上帝之爱，我认为孔子有差别的爱更利于个体发

展。尼采认为基督教之爱是一种怜悯，它败坏了生命力，消减了高

尚的生活格调，使人走向脆弱，从而最终产生了虚无主义。（《上

帝之死》页 7）如果把希望全部寄托于上帝身上，会使主体的积极

性和能动性日渐丧失，极易使人走向尼采所言的消极之局。而在对

“仁”的追求过程中，人类需要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孔子气势磅

礴的“仁”的人生哲学思想中仁义至上的积极因素在正派的知识分

子和广大劳动群众中的传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优秀传统。

（《孔子评传》页 391）

但是孔子的观点我也并非全盘认同，比如《论语》中有关天命

的论述。我不相信天命的存在，也不认为人类一定要顺从某种神秘

的法则，达到和谐后，才是最完美的境界。尽管《论语》相较于其

他两部经典，已经大大强调了人的自主性，但是仍旧没有摆脱天命

学说的色彩。

《庄子》《论语》和《圣经》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明珠，各自就

人生价值作出了精彩的解释。每种学说没有优劣之分，人生意义的

话题也没有标准答案。选取遵循自己喜欢的、合适的价值态度便足矣。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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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费城读书的时候，与一位退休的华人老教授相熟，他是位

著名的学者，无锡人，是中国最早出国的那批留学生中的一员。这

位老先生是我所读学科的开创学者，更可敬的是，他的文学功底亦

十分扎实，那时候他时常邀我去他办公室聊天，诗词歌赋，无所不

谈，但我那时忙于学业与研究工作，无奈每每婉拒了他的邀请。

有一天，他又打来电话，说：“你到我办公室来吧，我这里有

月饼。”原来他想用月饼来“引诱”我，我想，那不如就去一次吧。

其实他的月饼并没有那么诱人，出于礼貌，我还是尝了一小块，随

后便听他与我滔滔不绝地谈论起有关中秋的诗词。原来，明天就是

中秋节了！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老先生才意犹未尽地起身送我离开。

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回宿舍的路上，经过一大片草坪，皓月

当空，整片草坪有如丝绒一般，月光真是太神奇了！我还从未见过

月光下的草坪如此美丽，如此安宁，如此令人神往。也许是刚刚才

文 / 徐扬生

月
光

聊过古人赏月吟诗的风雅，我不禁也想在长椅上坐一会，独自欣赏

一下月色。

古诗之中首推咏月之诗数量最繁，佳篇最多。杜甫的“露从今

夜白，月是故乡明”，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独

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王建的“今夜月明人尽望，不

知秋思落谁家”……这些有关月光的诗句，写得真是太好！好到我

甚至怀疑在人类历史上，还会不会有比这些诗句更美的作品出现。

突然间，我脑中冒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看到月亮的时候

就会想起故乡，想到故乡的亲人呢？”

你看这两千多年来，有那么多诗人所写的吟诵月亮的诗，为

何皆与故乡故人有关呢？现在连我自己都在月光下思念故乡了！这

或许有一个原因吧。要不然，人们为何在望着太阳的时候不会想到

故乡呢？ 图片也许是受了古人所写的“望月思乡”的诗的感染，

所以我才会一看到月亮就想到那些诗，继而又联想到故乡故人和故

情……可是，那古时候的诗人，又是受到什么感染而写出这些诗的

呢？

也许是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月的“阴晴圆缺”往往使人

联想到人的“悲欢离合”，月能圆，人难全，看到明月就会触景生情，

想到远方故乡的亲人。

也许是因为古时候，人们没有通讯工具，觉得月亮能够望到远

方故乡的亲人，云聚云散，飞鸟往还，或许能带来故乡亲人的音讯，

一轮明月也可寄托故人的相思。

也许是当人们看到月亮的时候，一天的喧嚣已归于宁静，心安

静下来之后，才体会到藏于深处的寂寞与孤独，当再望到同样孤独

凄清的明月时，不免会感到伤感。

清晨与黑夜是一天的两极，正如太阳与月亮是天上的两极一样。

每天清晨，太阳升起，带来了光明与一天的希望，我们开始兴奋、

忙碌、张扬、激动、挥洒汗水和精力，我们的心逐渐离开原本的位置，

愈行愈远。直到夜晚，月降临了，月光下一切又恢复了最初的安静，

我们的心就像绷紧的橡皮筋一样又弹回到了原本的位置。如果说，

太阳给了我们向前走的冲动，月亮则赋予了我们向后看的雅情。这

或许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月光底下常常会想到故乡和故人的缘由。

童年时在家乡很喜欢过中秋节，那晚常常有许多亲友带来各种

好吃的东西。傍晚在天井里，八仙桌上陈列着各色果品，中间是一

块巨大的圆形月饼，天井的石板上都插着红蜡烛，感觉十分浪漫，

小孩们绕着桌子，跑啊跳啊，跑累了还不肯停下来，心里惦记着桌

上的大月饼……

后来，”文化革命“开始了，月饼不见了，更不要说在天井里

的石板上插上红蜡烛来行祭拜礼了。记得有一年中秋的晚上，家里

只剩下我与祖母两人，祖母煮了一只鸡蛋给我吃，说鸡蛋也是圆的，

蛋黄也是黄色的，姑且当做月饼吃吧。我背着一顶小桌子到园子里，

躺在桌子上，祖母坐在我身边，一把大芭蕉扇慢慢地摇着，我静静

地望着天上的圆月，问祖母：“这月亮怎么不会掉下来啊？”祖母

说：“月亮不会掉下来，因为有星星陪着她。”我又问：“星星为

什么不会掉下来呢？”祖母也回答不了。我又问了很多问题，祖母

都讲不出来，她说不如给我讲天上月亮里的故事吧……

再后来，我去下乡了。有一年中秋，村里晚上熄灯很早，月光

下躺着安静的村庄。我独自在河边洗衣服，大大的月亮映在水里。

在这个家家户户都应团圆的时刻，我却孤身一人，在河边洗衣，心

中感到有些凄凉。正想着，忽然从远处传来一阵歌声，好似仙乐一

般。怎么会有人在如此寂静的村庄里唱歌呢？仔细一听，那歌声好

像是从附近的变电所里传来的。变电所里面住着一群“工人阶级”，

高高的围墙将他们与我们分隔开来，我们从未走进去过。不过此时，

听着这歌声已是十分享受的了。从这之后，我每天都在这个时候去

河边洗衣服，那个人也总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唱歌……直到有一天，

歌声再也没有响起。我始终不知道唱歌的人是谁，也不知道她为何

而来，又为何而走……

故乡就像茫茫夜空中的明月，那清冷皎洁的月光陪伴我们走过

人生的漫漫长路，照耀着我们来时的方向，在那最远的尽头，或许

就是我们心中最近的那点。

钮扣尔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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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理念下
的正向价值观引导实践

文 / 王丛（逸夫书院院长）

我是去年 11 月份接任逸夫书院院长一职的，到现在已经有将近一年时间了，自己对于书院

的工作也有了一些感悟。书院的工作比较繁杂，好在书院办公室的同事和舍监、住宿导师都比

较给力，也使得我作为院长的工作容易了许多。尽管传统上我们理解学生在学院聚焦学业，在

书院聚焦生活和“全人培养”，但是我发现两者是不可能完全隔离开来的。学生在生活中的状

态、情绪、心理状况很多情况下跟他们在学业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息息相关。所以，我在院长

茶聚跟学生聊天的过程中，谈的最多的也是把自己过去求学的经验分享给他们，在学业、实习、

申研、职业选择等方面给予指导。从中我也体会到了学校邀请资深教授做书院院长的良苦用心。

下面来具体谈一下我的心得。

——��书院大家长的育人心得

<<<<<<<<<<<<<<<<<<<<<<<<

<<<<<<<<<<<<<<<<<<<<<<<<

 尹一智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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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的校训是“博文约礼”、逸夫书院的院训

是“修德臻善”。这里面有两个字很关键，一个是“礼”, 一

个是“德”。“礼”是“礼仪”、“礼法”的意思，“德”

就是价值观。所以我一直认为，书院的全人教育应该以“价

值观”教育为核心，培养孩子们“正直、善良、乐于助人、

勇于奉献、造福人类”的价值观。所以我们的各种活动、规

章制度、老师们的言传身教，都贯穿着培养正向价值观这一

主线。比如我们宿生会组织的武汉研游活动，同学们今年清

明假期前往武汉，通过实地参观火神山、雷神山，通过自己

的所见所闻，深深感受到了这所英雄的城市在抗疫中的伟大

付出。同学们也通过这次游学认识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平安背

后又有多少人在默默守护，学校和社区日常的防疫工作对自

己生活造成的小小不便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再举个例子，

我不时会带逸夫的学生去参访深圳的优秀企业。上次去参访

独角兽行云集团的时候，我刻意引导同学们关注行云的企业

文化，去了解这家全球商品综合服务平台是如何以帮助跨境

交易中的买卖双方解决问题为己任，“让全球买卖变得更简

单”。其实很多成功的企业，赚钱并不是目的，而是真心为客户、

为社会解决问题，创造价值，赚钱只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的事情。

另外，“博文约礼”中的“礼”也有“礼法”的意思。除了引导

同学们树立正向价值观，书院也有很多规章制度，即“礼法”中的“法”。

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没有规矩、没有约束，一个集体、一

个组织一定会朝着无序、混乱、散漫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们在书院，针

对违规违纪的情况，也会由书院纪律委员做出相应的惩戒措施。

在引导正向价值观这条主线下，我们针对“全人教育”开展了几

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思维，一方面鼓励学生

多读好书，特别是社会学、文学、哲学、历史等方面的好书，让学生从

优秀的作者那里理解“思辨”的含义。新的学期开始，我们会在每一栋

住宿楼的大堂设置“院长书架”，会摆放我定期推荐给同学们的好书供

学生借阅。另一方面也通过学生自己的参与来鼓励思辨，比如接下来我

们要组织的辩论会等等。“全人教育”的第二个方面是培养学生自我组

织与管理的能力。在书院，学生们自发组织了很多社团，我们也刻意让

同学们自己提出活动的想法、计划、预算，就像写一个商业计划书一样，

我们会从中选取有创意、参与面广的活动计划与同学们一起来实施。

第三，在“全人教育”下，我们会着重强调挫折教育和逆境管理

的能力。我们这一代孩子总体来讲还是比较顺的，平时看到的、听到的

也大多是成功的故事。比如学生们去教授们的网页上看老师们的简历，

各个都是光鲜亮丽，发表的文章一大串。可是他们没有看到的是教授们

收到拒信的日常和发表每一篇论文背后的艰辛。我们金融学领域，从选

题到论文发表有个三五年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也一直在想怎样进行

挫折教育和培养学生逆境管理的能力。目前，我们一方面是多举办一些

体育活动和比赛，因为体育是最好的挫折教育，训练中的酸甜苦辣、运

动中的喜怒哀乐、竞技中的风云变幻，正是我们培养逆境管理中最需要

的要素。同时，运动也是让同学们走出内卷、减压放松的一剂良药。另

一方面，我们在书院也新设立了“励志”奖学金，不以学业绝对成绩为

标准，而是颁发给那些克服了生活、学习中的困难，从逆境中走出来的

同学。

“全人教育”的第四个方面我们侧重在对学生美学意识的培养上，

比如书院会举办摄影、舞蹈、戏剧欣赏等方面的活动。当我们的物质生

活越来越丰富后，人们会对精神层面的追求更为渴望。而培养对“美”

的感知对于我们将来不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在数学研

究中要去发现数学定理的美，化学要发现分子构成的美，金融学要看到

金融市场中的“美”和“丑”才会有理性的价值发现。

书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我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大家庭里日常的活

动、交流、与生活把“全人教育”的理念贯穿其中，让我们的孩子在价

值观形成的这个关键四年，能够成长为情志健康、心有国家、将来能够

为社会、人类造福的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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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圆规”离开后的这天，深圳的天空中仍有阴霾。雨在神

仙湖名家讲堂开始前一刻钟降临了，临近下午四点，教室里涌入湿

润的人群。就在这样的氤氲里，纪录电影《九零后》的导演，徐蓓，

翩翩登场。

神坛上的西南联大：时代的使命感

随着“烽火连八载，弦歌壮古今”的解说词，荧幕上闪过熟悉

的脸庞：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吴宓、沈从文、杨振宁、吴大

猷……结尾处，荧幕上是“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

西南联大校歌歌词――正是纪录片《西南联大》的先导片。

徐蓓由此向我们娓娓道来。当《西南联大》播出的时候，媒体

的讨论中常引用这样的数据：“这所大学只存在了短短 8 年，却诞

生了 172 位院士，8 位‘两弹一星’元勋，2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9

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外界用这样强烈的对比，来凸显西南联大所

做成就的不可思议。徐蓓则认为，西南联大就应该这么牛。

徐蓓解释道，西南联大作为北大、清华、南开的联合学校，集

合了当时国内顶尖的教育资源。既有有中国大学的基因，又因为学

习了西方大学体制而兼具国际视野，成长为东西方碰撞后最好的样

子。西南联大自由、开放、民主的氛围，为学术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而在文盲率超过 90% 的年代，能考上大学的学生凤毛麟角，西南

联大的学生自然是学术的精英。加之西南联大是特殊时代的产物，

时代造就强者集合，所以人才迭出，逻辑是通顺的。

南方周末有一篇为《九零后》写的文章叫《天才为什么会成群

结队的来？》。其中指出，在北大、清华和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之

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就已经达到了一个接近巅峰的状态。如果不是

日寇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的侵略，可以预料到十年内中国就会出现

世界顶级的大学。同时这也源于时代的赋予，是那个时代赋予了每

个人极强的使命感。使命感让人极为纯粹和专注，这群如今平均年

龄九十岁以上的老先生，就是当时的“九零后“，他们的使命感就

是让中国不灭亡，这就是他们读书的目的。

神坛下的联大人：一群 pure 的九零后

徐蓓喜欢在创作纪录片时无限接近历史，“人就像树一样，有

他的土壤和前世今生。”所以她总会在访谈中回溯源头，例如询问

访谈对象：“你的故乡是哪里？”然后一段连贯而立体的人生就呈

现在大家眼前了。

访谈巫宁坤先生时即是如此，他从家乡扬州彩衣街讲起，讲到

中学时因日军轰炸，校长召集师生宣布学校解散，有女同学上台唱

文 / 邓可萌、吴冰雁、谢晓信

编辑 / 韩慧瑜

摄影 / 张凌康

——�徐蓓导演谈西南联大暨《九零后》放映会

我们的西南联大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他唱起歌曲，却最终呜咽，不能自已。

徐蓓导演说：“战争对于今天的人，是一段文字，但对那一代

人而言，是血与火，是生存与死亡。如同今天的新冠之于我们，几

十年后，它会成为书上的一段历史，我们可以向后代讲述这个事或

是发表相关的论文，但是切身的感受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有。所

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或是‘感同身受’其实是做不到的，我

们只能无限地去接近它。在这些先生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时刻，我们

能够记录下他们对青春、母校的回忆，他们在这一刻的状态是青春

的。”

徐蓓最喜欢的部分是片尾先生们念出自己在联大的学号的片

段。不论先生们日后的人生境遇或身份，他们最终都回到西南联大

学生的身份。她喜欢这样的 pure（纯粹），不管他们经历了什么，

内心始终有最干净的一块留给自己。“这种 ‘pure’在今天，当

下的社会显得更加珍贵，拥有已经很困难，而守护它更需要一生的

努力和智慧。”

这种历史表达的价值，不是要道德绑架大家，也不是盲目指责

如今的人为何不能像先辈们那样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因为时代背

景早已变换。但历史的作用，可以比作“提示器”，帮助我们确定

自己在空间和时间里的座标，只有我们知道了自己是谁，我们才不

会那么茫然。

《九零后》的节奏：丰富而克制

徐蓓一再强调纪录片的节奏。她所说的节奏并不意味着快速，

不是五十分钟用了一千五百个镜头。有时候这种过快的镜头，反而

是没有节奏，因为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节奏。电影或者纪录片，我

觉得有两个点是最重要的：一个是结构，一个是节奏。

徐蓓对节奏的理解是，对《九零后》里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九十

岁以上的老人，首先基调应该是从容的。哪怕他们心里再年轻，这

种青春不能够用一种所谓的“快”去呈现，这种快是很肤浅的，跟

他们整体的状态是不合适。

然后是丰富。徐蓓认为之所以很难做到丰富，其实正是因为每

个人心里头都有对选题的 overwhelming the understanding（不

可克制的理解）。比如说她在创作《九零后》时，就非常喜欢这段

战火纷飞的视野。这段历史让她觉得很有情感，这些老先生坚忍不

拔的精神让她特别感动。但是如果她将所有情感都倾注在这种视角

的解读上，就会失去了历史原有的多样性。

因此徐蓓提倡回归到人本身。去思考，作为一个人，我对哪些

东西感兴趣？思考当我在一个学校里做学生的时候，作为一个年轻

人，我是怎么度过的？我要努力学习，可是我也有青春，我也有爱

情。我和这个同学之间的关系是有友谊，可是也有互相的较劲儿，

也有老师学生对老师的调侃。从人的角度去理解，这群神坛上的人

其实应该是丰富的，应该在过神坛下的生活。当确定要把这所有的

丰富都放在一个片子里以后，自然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理解，于是

也就能够掌控节奏。

徐蓓还强调了创作的克制。她特别不愿意在她的任何一个片子

太泛滥的去抒情。因为她觉得高级的创作应该是克制。所有的一切

都要克制，要克制伤感，克制开心，克制痛苦。她认为，“克制的

呈现才能让观众觉得这是一个客观的距离。这样才是观众自己在做

一些理解，他们自己在做一些判断。”

徐蓓 邓康延

《九零后》电影放映会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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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湖者，

其实载乎神州，

其名遥乎银汉，

其清决于洪淼，

其静阂于尘嚣。

南眺阔海，北望巨畴，托宇接梦，丰臻处周。

中秋良期，月盈仙岭，皦光罔丽，廖静飞尘，

庭筵皓月，廊贯清雯，众星陪耀，山岭披痕；

满月初盈，旻蕴清氛，霜霏涤皎，绾玄溯光，

华灯秀灼，飞云褰潋，墀除耀边，栊栋辉间。

月色闪激，灼绞错绮，

沉微云于天暮，映朵花于穹苍；

月气迈流，浏漓晔扬，

落霜露于浩汤，凝星辉于细芒；

月颜贞润，嫽妙丽娇，

滋嫮目以翘盼，形猗艳以貌康；

月音清角，微徵雅昶，

汇鸾凤以飒松；昭翔龙于寒冽。

朗月过空，神仙越岭，博情羡溢，拓奇厥新；

应符秩序，贽珍播义，炜烨漫空，千载终一。

心恬恬以克勤，志淏淏以忘劬，

歌飉飉以厉厉，舞跹跹以裔裔。

颜值臻月，心数溢闲，含道会仙，通灵自觉。

仰见秋月之孤荧，垂现秋水之复茫，

起盼千绪之飘思，遥映双颊之浮望。

落霜露于浩汤，凝皎光于细芒。

飞花入户，烁星翳夜，路野潇潇风无依 ;

流晖度寮，月光炤空，云薄俏俏思无痕。

诗歌 POETRY

神
仙
湖
畔
的
中
秋

易榕 / 摄金楚仪 / 摄

诗 / 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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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邓康延

陈鸣 /摄

龙岗上，风云聚。

自是豪雨丰沛。

湖山叠映的一步一景观，晨读可携自然；名号隽永的一楼一设计，晚习

辉映星光。原本香港中文大学的蓝图和理念，当下国际高等学府的师资和教案。

铺排来，美育通识的底色，专业纵横的学科，大家流动的讲坛，师生阖家的书院。

新生是知识世界初添的壮丁，毕业生是创新世界的再增将才。教育承载

着先贤的河山之托，叠涌着人类的文明波澜。奠基学者风范，涵养艺术气质，

忠贞科学人格，铺设青春可期的创造和理想的赋能。

博文约礼，回溯乃一泉，奔流则四海。

深圳龙岗，东部一方厚土，时代一番气象，足以种植任何希望。

时间将予证明：“港中深”和她的每一位师生员工，今世互为依托和骄傲。

散文 ESSAY

拔地而起“港中深”
——�写在 2021 级新生入校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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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点，我在一片寂静中醒来。抬眼，看到窗外淡

紫色的天光愈来愈亮。在我不知不觉的时候，整个夜晚就

这样过去了，悄无声息，只是一闭眼的功夫，曾经闪烁过

的星光终究是泯灭在更璀璨的天色中。

再睡不着了，便起身，披上薄衣，出门去走走。将近

清晨，凉风吹过来，有着海浪般微冷的气息，带着微苦的

涩味，显得成熟而熨帖。我意识到，夏天，这个光听名字

就会感到快乐的季节，缓缓地结束了，宛如一个盛大的节

日欢庆到了尾声，你不舍得它离去，但它还是会慢慢地离开，

有着一丝不留情面。

幸好，凌晨四点，在除却淡淡的悲伤之外，我也惊喜

地邂逅了一朵正在绽放的小花，它一定整个夜晚都没有睡

觉呢。想起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有一篇散文《花未眠》。他说：

“海棠盛放，含有一种哀伤的美”。起初，我不懂，为什

么花儿连绽放都是哀伤的呢？海棠在盛开的时候，花瓣上

的露水里都饱含着青春的味道，迷人的香气散发出惊喜的

滋味，美得动人心魄。可是等到了第二天，再去看它时，

它衰败了。花柄无力地支撑着花盆，宛如病恹恹的凄苦女子，

随意地东倒西歪。只有柔弱的叶子还碧油油地绿着，像战

士守住最后的尊严。这是匆匆流淌的时间的罪恶，还是本

就残酷的自然法则。我不得而知。无论怎样，不可置否的是，

所有美丽的鲜花在决定绽放的同时，也就英勇无畏地迎接

了下一刻的凋零，也就欣然接受了死神的拥抱。这之间的

缓冲短暂得像是虚无般缥缈。或许这就是川端康成的文章

里一直蕴藏的“物哀”的象征吧。

夜间生长的海棠花孤独寂寞，它的美无人欣赏，时光

却极其公正，不会为这一生灵停下匆匆的脚步。璀璨片刻

之后的死亡像是一个必要降临的节日，海棠它只需安静地

生长着，安静地自我欣赏，安静地为自己而活。

记忆的翻动让我想起那只停息在树上的小蝉，潜伏在

地下十七年，出来只为一个夏天。数不胜数的蝉在每一个

夏天都声嘶力竭地吼叫着、呐喊着，只为了用一个夏天的

聒聒来对抗整整的十七年的地下昏暗无望的日子。

有没有点像自己呢？寒窗苦读十余年，只为了高考时

片刻的爆发吗？只为了以后找到更好的工作吗？这样过法

的人生，是不是太匆匆了？

看到过许多大城市里的上班族。他们每天早晨起来，

穿和昨天一模一样的西服，不分昼夜地挤地铁、坐公交，

吃快餐食品，喝素冲咖啡，过着日复一日麻木而机械的生活。

匆 
匆

文 / 金珠淇

<<<<<<<<<

对他们来说，如果这样活过的时间意味着对等的金钱回报，

他们的脸上或许会扯出一个不咸不淡的笑容，可也仅此而

已。

我问自己，如果像他们一样，凭着时光匆匆的借口，

用“忙”来掩盖生命的美学，用焦虑来充斥生活的空闲，

用麻木来营造虚假的氛围，直至在这复杂的世界迷失了真

正的自己。我会愿意吗？

我决不愿意。这样的匆匆竟或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浪

费。

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烟雨霏霏的黎明》中写：

“我们所爱的一切，我们难得遇到。”是的，夜晚过后，

你不会再看到夜里为你盛开的海棠了；夏天过后，你不会

再听到任何同一只蝉的鸣叫；今天过去，你将和今天的自

己匆匆道别，和明天的自己握手问好。古有人说：“天地者，

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时间是最公平的，

因为它极具秩序性和法则性，像是天平上的砝码，你无法

改变一丝一毫，可是它却可以左右你的一切、甚至生死。

由此而知，对等的时间换来不对等的结果，是给人造成“匆

匆”错觉的根本原因，是世上所有人哀叹光阴似箭日月如

梭的缘由。明白了这一点，我轻叹了一声。

回想起过去的一个月，我去过的地方，说过的话，写

下的文字，看过的书，相遇的人，它们会在我的记忆中匆

匆离去吗？还是停下脚步，稍稍休憩，印下烙痕。至少现

在的我不得而知，而以后的我必将为此感怀想念。或许这

也是时间给予普通人的最大幸运。

渐渐地，路上喧闹的声音开始响起来。早餐店里飘出

的白蒙蒙的烟绕着风徐徐而上，终是氤氲在晨雾里，不留

下一丝痕迹。

万物归于自然，匆匆何必匆匆，这似乎成了给我的最

好回答。

李睿彬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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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22 日到 6 月 4 日，在四川省遂宁市常乐镇街头

到常乐初级中学这一段乡间小路上，时常可以看到一群大学生志愿

者青春洋溢的身影，感受到他们散发出的活力与热情。这都缘于一

封微光公益发出的义教召集令――邀请 22 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和 14 位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在初夏时节走进四川遂宁

的山间小镇，开启为期两周的支援遂宁市蓬溪县常乐镇初级中学的

义教活动。

志愿者用开阔的眼界、深刻的学识、真诚的沟通、负责的态度

和无尽的关怀温暖了孩子们的心，点燃了他们的学习热情，也照亮

了他们未来前行的路。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公益之行，一场微光公

益志愿者与常乐中学孩子们的双向奔赴，一次回归质朴、传递信念、

荡涤心灵的难忘之旅。

在考察、调研、策划、沟通等前期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之后，项

目以邮件、微信推送和海报的形式向全校招募志愿者。项目组成员

们希望找到关爱孩子、关注教育、渴望讲台、有能力和信念传递温

暖与爱的大学生参与此次义教行动。选拔面试既囊括了对志愿者真

诚、善良、吃苦耐劳等优秀品质的检验，也注重对其授课表现的综

合评估，可谓面面俱到。时至今日，项目组的面试官们，依然可以

回忆起当时的一些情形：“他授课时像极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

而且备课内容可以被初中生所接受……”“她的表现很真诚，讲课

逻辑清晰……”同时，志愿者们也有自己的心得：“我认为保持真

诚与尊重是与小朋友们沟通的要领……”“微光一直以来拒绝一次

性公益 , 他们负责任的态度让我十分感动，这坚定了我认真准备面

试以争取参加这次义教的信念……” 历经层层考验，二十二名能力

出群、热情洋溢的志愿者最终成团。

本次义教项目组规范化地组织了两场具有首创性的线上试预

营――主要包括讲解行程安排和注意事项，听取前辈们传授的义教

经验，进行教学小组分组，安排教案撰写任务等流程。试预营内容

全面而细致，达到了三个目的――使志愿者对活动流程熟稔于心，

以便更好地开展义教活动；对志愿者提出了详细的要求和规范的标

准，以确保其对待义教认真的态度；通过线上教学内容的交流，完

成志愿者之间的初步破冰。2021 年 5 月 22 日清晨，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微光公益的志愿者们准点出发，飞越一千五百多公里山河，

奔向此次义教活动令人充满期待的起点。

义教生活丰富多彩，志愿者们从未松懈在备课和教学上的功夫。

在班级大课中，志愿者为孩子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课内外课程，既

有弥补孩子们薄弱学科的课内模块，如古诗词意象、几何变换、英

语音标、阅读与写作、各个学科的学习经验与技巧分享等；亦不乏

妙趣横生的课外拓展，如中国传统戏剧文化、小说描写技法、饮食

地域差异、短视频上瘾机制、宇宙结构的奥秘等。志愿者们轮番上阵，

用新的知识、新的见识和新的体验迅速抓住孩子们的注意力，孩子

们的学习热情很快被调动起来，上课的专注度也得到很大提高。

这其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教学双方在互动交流中彼此磨

合、包容并最终建立起沟通和信任的桥梁的过程：课上，为了照顾

孩子们的理解程度，志愿者会调整讲课的语速，有时会重复多次讲

解来加强孩子们对知识的理解。同时，志愿者通过提问鼓励孩子们

更多地参与思考，积极踊跃地举手发言。几日磨合后的成果让志愿

者们颇为欣喜――许多孩子不再惧怕被点名，甚至主动举手发问，

课堂气氛其乐融融。志愿者也会收集孩子们对课堂的反馈，征求学

生感兴趣的学习内容和课堂改进意见，为活动后续的顺利开展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丰富了活动的体验层次，增加了教学双方的收获。

小班教学当中，多样精彩的活动和更加亲切的交流进一步拉

近了志愿者和孩子们的距离。一些比较腼腆的同学也在志愿者的鼓

励和引导下敞开心扉。在这你来我往的交流当中，志愿者们做孩子

们看到外面精彩世界的眼睛，孩子们是志愿者们获取童真、美好和

幸福感的源泉。志愿者对学生们的尊重关怀和将心比心换来了同学

们的理解和信任，一同做手工、玩游戏、打辩论赛、排演节目的经

历给了孩子们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展示自我，为之后深入的朋辈心理

交流和一对一的心理辅导奠定了基础，让孩子们逐渐缓解和释放来

自生活各个方面的情绪压力。志愿者和小朋友们之间的心灵交互在

引导孩子们树立正向心理观念和锻炼心理素质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学生们和志愿者们也充分发挥了课余时间所带来的机会

来联络沟通感情，为建立起师生间的信任和情谊提供了支持。在面

对面的交谈外，义教中创新引入文字形式搭建师生交互联络的桥

梁――“龟背本”的使用是一大特色，即每个孩子均拥有个人“龟

背本”，并在白天自由写下希望志愿者解答的疑惑或奇思妙想，每

位孩子对应负责的志愿者在晚间收回并抒写自己的见解，隔天返还，

周而复始，构成志愿者与学生们无言的、默契的心灵对话。

在后期的教学过程中，孩子们和志愿者们逐渐熟悉了彼此，课

堂的形式也许不似起初那样别开生面，但他们始终对志愿者们每一

天的到来保持着充足的热情和期待。无论是同学们认真准备的六一

联欢汇演节目还是他们为志愿者们精心准备的小礼物，都让志愿者

们感到欣慰和感动。此行的记忆对于志愿者们来说，是无私奉献的

真心迎来的珍贵回馈，是领悟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见证，是

知晓了教学相长与彼此感恩原是洄游……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本次

义教对于常乐初级中学和义教团队都是一次互动研学之旅――志愿

者们每天都会在学校科任老师授课时进行旁听学习，科任老师也会

在志愿者们的教学中汲取新的教学经验，对于保持常乐中学的教学

活力也有着珍贵的意义。

两周的教学过程接近尾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微光公益四

川遂宁义教项目组与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常乐镇常乐初级中学的校

领导们展开了一次战略合作会议。常乐中学何明校长对此次义教活

动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一次传统与文明碰头的盛会，是一次震撼

乡村教育的洗礼，常乐中学应该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它带

来了灿烂的都市文明，驱袭了乡村的慵懒，浸润了都市的柔情，树

立了常中学子的目标，这种活动应该永远传承下去。”双方就此次

会议达成了将常乐初级中学作为港中大（深圳）微光公益长期社会

实践基地的战略合作协议，并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渝
宁
同
行——

四
川
遂
宁
义
教
纪
录



{ 撰文 }

杨滨伊 / 全球研究项目研二 / 学勤书院

蒋紫涵 / 2019 级 / 数据科学学院 / 学勤书院

金珠淇 / 2020 级 / 人文学院 / 学勤书院

高逸 / 2020 级 / 经管学院 / 学勤书院

金乐洋 / 2018 级 / 理工学院 / 学勤书院

王伊依 / 2018 级 / 经管学院 / 祥波书院

张致远 / 2019 级 / 经管学院 / 逸夫书院

张致远 /2019 级 / 经管学院 / 逸夫书院

王逸凡 /2017 级 / 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 / 思廷书院

王丛 / 逸夫书院院长

邓康延 / 驻校艺术家

朱熹 / 理工学院

Fandy/ 副校长办公室

{ 摄影 }

黄鹏晋 / 2018 级 / 经管学院 / 祥波书院

郑泰烁 / 2019 级 / 数据科学学院 / 逸夫书院

肖楠 / 2020 级 / 理工学院 / 学勤书院

杨宇 / 2017 级 / 理工学院 / 学勤书院

石天宇 / 2016 级 / 理工学院 / 逸夫书院

李睿彬 / 2020 级 / 经管学院 / 逸夫书院

陈鸣 /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

易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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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dy/ 副校长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