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向：

一、莎士比亚经典剧作，莎剧四大悲剧之一。
二、国名，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
三、我国古都，位于河南，世界文化名城。
四、一种较广地分布在北半球高纬度地区的冷水鱼类，肉质非常鲜
美，中文学名为大马哈鱼。
五、成语，争夺名位和利益，出自《西游记》第一回。
六、报刊以本社名义发表的有关当前重大问题的评论。
七、四川绵竹出产的名酒。
八、《泰坦尼克号》主题曲。
九、《仙剑奇侠传》中人物，李逍遥的师傅。
十、台语，通常指脾气很古怪，有怪癖行为的人。
十一、任贤齐的一首经典歌曲，首句是“离开真的残酷吗”。

横向：

1．前NBA巨星，曾效力于猛龙，魔术，火箭，尼克斯，活塞，老
鹰，退役前曾短暂效力于CBA。
2．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借指国家。
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然后能改”的前半句。
4．形式逻辑间接推理的基本形式之一，由大前提、小前提、结论
三部分组成。
5．用别于文言的现代汉语书面语写的文章。
6．邓丽君经典曲目之一，风靡大陆以及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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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系友会筹备会
议圆满召开

12月初，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
工程学院上海系友会筹备会在浦东陆家
嘴顺利召开！生医学院副院长汪丰、生
医学院医学电子学实验室主任、博士生
导师、全国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类教指委
主任万遂人、院办公室主任高庆华以及
各届上海系友代表参加了会议。许多因
故不能前来的上海系友及其它分会系友
也纷纷发来祝福。

会议气氛热烈，大家分享了各自的
生活工作情况，一起回顾了美好的大学
时光。会上老师们与参会的校友共叙师
生情谊，顺利推选出1986级大师兄池家
武为上海分会筹委会主任，2001级卢智
博为上海系友会筹委会秘书长以及筹委
会委员：张樵，吕夫合，程浩，潘艳，
孟勤海， 殷明等。

会议后将正式开展上海系友信息
收集以及后续活动组织，预计不久将来
将会有一个云集在沪各届系友，人数众
多，遍布各行各业的上海分会的正式成
立。让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尽快到来！

（文/智博、程浩）

学院成功举办大一大二
素质拓展活动

为了培养同学们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增
进彼此间的合作默契，全面发展同学们的综合素
质，同时加强大一大二同学间的合作交流。2013
年12月15日下午一点，我院于桃园体育场组织素
质拓展活动。本次素拓活动在资深的素质教育团
队“深呼吸”的指导下顺利展开。学院党委副书
记程斌老师也亲自到场指导。

活动开始之前大一大二的同学们被随机分为5
个教练带领的5队，进行了“极速60秒”、“巧解
手环”、“穿越电网”、“鼓动人心”等游戏环
节。这些游戏具有趣味性和挑战性，让参与的同
学体验欢乐的同时得到思维的锻炼，体会团队合
作精神。素拓过程中教官们对同学们的表现给予
了肯定，激励的话语让同学们更加自信。活动结
束时全体参与学生合影留念。

“急速60秒”要求参与者在60秒内识别卡片
并依次找出代表从一到三十的数字，这个游戏考
验了学生们的竞争与合作精神，这种精神是大学
生逐渐要接触并且学习具备的素质。而“穿越电
网”要求同学们依次通过大小不同的模拟电网网
孔。在严苛的规则面前，学生们的团队协作能力
受到了挑战，许多同学在这项活动中深刻体会到
合理分工，承担责任的重要性。“鼓动人心”则
要求组员每人牵一根系在鼓上的绳子，以鼓面垫
网球。同学们需要齐心协力保持鼓面的平衡，考
察团队凝聚力，富有趣味。

通过本次素拓活动，同学们得到了体质和心
智的锻炼，也体会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加深了
彼此间的友谊，相信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同学们
会保持素拓中的热情和团结，努力拼搏，止于至
善。                                                  （文/金静）

2013迎新年万人长跑
生医&学科喜获第三名

12月21日中午13:30，一年一度的迎新年万
人长跑活动在逃园操场举行。比赛分为三组:
女子竞赛组、男子竞赛组、健身组。首先出发
的是女子竞赛组，孙灵钰、孙文华、张璇、刘
文、赵海桐代表我院参赛，并获得了女子竞赛
组24支参赛队伍中的第八名！

 对于男子竞赛组的比赛，大家也充满期
待。代表我院参赛的有:王韬、闪紫阳、唐健、
戴兵、华林、水恒涛、蔡维嘉、殷豪景、张啸
天、孙炜。发令枪响后，我院选手基本也都以
势不可挡之势奋战在在第一、第二梯队。男子
组全程有4500米，途中很多人因体力不支开始
走，而我院健儿基本都坚持跑完全程。最后王
韬获得了第二名！其他同学也有较为满意的成
绩。在长跑比赛中，坚持就是胜利！男子组获
得了24支参赛队伍中的第三名！

 最后出发的是健身组。赵乐手执院旗，带
领我院同学向4000米外终点进发。万人长跑虽
然运动量大，但也及时提醒了同学们在学习、
玩电脑之余也不要忘了运动，毕竟健康才是最
重要的。

 大家取得的优异成绩还有体育部后勤人员
的功劳。谭儒昕为了给大家指引站队位置，扛
着院旗早早地来到桃园体育场;郑镠铮赛前为运
动员保管衣物，赛后为大家提供饮用水和食物;
赵新雷回收号码布、名次牌，在第一时间把成
绩报给工作人员，还为大家领回了奖品……

本届万人长跑中我院健儿的优异成绩展示
了生医学院学子的蓬勃向上，也祝愿我院师生
能以强健的体魄，高涨的热情，以矫健之姿迎
接新的一年到来！

我以我的风采
为我的骄傲代言

  ——九龙湖团总支
 代言人活动圆满结束

2013年12月8日晚，由九龙湖团总支
主办的“生医&学科代言人”评选比赛于
圆报二楼如期举行。参与此次比赛评定的
嘉宾有：党委副书记程斌，教学副院长
汪丰，团委书记史红叶，大一大二辅导员 
陈凯媛，大四辅导员时玉娟，学生会主
席 谢静怡，学生会副主席 黄琰亭，学生
会秘书处处长林鑫翔、党支部代表 刘雨
霄，马宁。此外大一四个班级的同学们也
作为观众参与其中。

此次评选由郭明洋与王歆悦主持，分
为个人演讲、才艺表演、知识问答、人气
投票以及最后的颁奖仪式等环节。

比赛以我团总支通力制作的宣传视
频引来的笑声拉开帷幕。各选手依次上
台，做了自我介绍与才艺特长展示。选手
们或是轻吟浅唱，或是深情朗诵，或是舞
蹈，或是脱口秀，引来了嘉宾与观众不断
笑叹。之后的知识问答，选手与一起参与
其中的汪丰老师等嘉宾充分领略了题目的
“刁钻”，另类的回答与观众的“添油加
醋”让大家笑声不息。

在各竞赛与展示环节中，应邀嘉宾
做了评比记分。最终综合各个环节成绩
与选手展现出的台上素质、人气，选出了
“最佳人气奖” 杨淑慈；“最佳舞台表
现奖” 张艺馨， 而陈卓玥同学以优异的

综合评定赢得了“生医&学科代言人”称号，
并将作为接下来的微电影的主角。

此次活动，让各选手有了一个剖析自我，
展示自我的舞台，锻炼了大家的心理素质与应
变能力，让大家收获颇丰。

正如最后程斌书记所说，“我们每个人都
应是生医学院的‘代言人’！”，“我们要记
住，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进入社会，我们时刻为
自己的院系代言，为东南大学代言！”

此次“生医&学科代言人”评选活动圆满
结束，希望同学们能从中收获自己的感悟。
“我以我的风采为我的骄傲代言，并不要一个
称号：人人皆是代言人——看你，有没有这个
觉悟。”

                                          （文/申云鹏）

2013生命科学主题文化周
成功举办

2013年11月26日至30日我院成功举办了为
期一周的生医文化周系列活动，在达到了宣传
我院目的的同时，为我院的院庆献上了丰富殷
实的绚丽一笔。

26日下午我院院学生会生活实践部承办
的“玩转大活”如期举行。活动包含了四个简
单有趣又与生医密切相关的小游戏，现场气氛
热烈。27日晚学院学生会学习部与研究生会合
作，共同举办了主题为“我们与你一路同行”
的2013级研本交流会。充分达到了加深我院研
究生学长学姐与大一本科生的经验交流，加强
新生的院系意识的目的。28日晚，圆报二楼展
厅播放精彩电影“战争之王”与29日晚举办的
万遂人教授的关于医学成像的讲座都能使各院
同学们可以更加清楚的了解现代化医疗的研究
动态以及我院现阶段各个领域的一系列努力，
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30日晚，“创医无
限”决赛之夜暨生医文化周闭幕式举行，五组
选手紧张激烈地角逐，创新思维碰撞智慧的火
花。

本次生医文化周内容丰富多彩，让同学们
更加体会作为生医人的快乐，宣传生医文化，
引导全校师生共同探索生医精神。

7．传说专诸刺杀王僚所用的武器，由铸剑大师欧冶子所铸。
8．保佑人间性命年寿的神仙，民间称作寿星。
9．毛主席的一句诗词，其下句为“只把春来报”。
10．刘德华演唱的歌曲，此歌曲翻唱自美国摇滚歌手Joan Jett的单
曲。
11．意大利球星，行为举止特立独行，效力于曼城。
12．我国曾经的国家领导人，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缔造了“深圳奇
迹”。

填字游戏
制作/李一鑫

海边的山东海边的山东美食地图

谣言粉碎机 圣诞节之传言揭秘
传言一：圣诞老公公不存在
真相：这是谣言。根据NORAD过去50 多
年来追踪圣诞老人所收集的信息，我们坚
信圣诞老人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是存在的，
并活在全世界孩子们的心中。

N O R A D 全 称 是 “ 北 美 防 空 司 令
部”。这是美国和加拿大联合建立的军
事组织，正是他们，一直在追踪圣诞老
人。NORAD的这个工作开始于1955年。
当时，美国的一个零售商在报纸上刊登广
告，特别设立了专线，让孩子们可以给圣
诞老人打电话。可惜由于印刷错误，电话
被印成了NORAD的前身北美防空联合司
令部（CONAD）的。当年的平安夜，很
多孩子拨打这个圣诞老人热线。值班的
Shoup上校不想让孩子们失望，于是下令
用雷达检测圣诞老人的行踪。于是，打进

这个电话的孩子们都得到了圣诞老人的最新行
踪。追踪圣诞老人的传统由此诞生。后来，
NORAD成立，这个传统也延续了下来。

圣诞夜当晚，NORAD会为我们传来圣诞
老人带着他的驯鹿环游世界的图像和视频。

传言二：平安夜送苹果仅仅是中国特色
真相：这也是谣言。

西 方 的 圣 诞 夜 和 苹 果 树 是 有 联 系 的 ，
“Apple trees were commonly grown in early New 
England and there was an old English tradition 
of wassailing or wishing health to apple trees on 
Christmas Eve.”表示这个风俗真的不是中国特
有的。

在德国，圣诞老人会扮成圣童把坚果和苹
果放在孩子们鞋里。他乘双轮马车四处漫游，
观察人们的行为，尤其是小孩，如果表现好，

将会得到苹果、坚果、糖等诸多奖品。坏孩子
则得一鞭子。家长们灵机一动纷纷采用此传说
来鼓励孩子们听话，并赠送孩子苹果来表扬孩
子。

另外，在捷克的圣诞传统习俗中，切苹果
是一种对来年的预测。他们将苹果切开，如果
第一下能看见苹果核，就预示来年好运气，如
果没有就表示来年不顺。

圣诞节送苹果的习俗传到中国后，受到中
国传统文化影响，又有了新的寓意。中国人取
的苹果里“苹”字的谐音“平”，寓意平安吉
祥。所以送苹果代表送的人祝福接受平安果的
人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在今天这个圣诞节的晚上，看着NORAD的探
测器发回的圣诞老人的影像，吃着苹果，度过
美好的节日~

新闻部大部长跟我邀稿，很激动有
木有！我多年来无病呻吟的文章终于有
欣赏的了有木有！赶紧问了一句，“什
么题材的呀？”（请自行脑补我一脸人
生终于圆满的表情= =）

“嗯，就是美食地图，谁让你你整
天吃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呢。”……

回归正题。
提到山东，都会想到煎饼卷大葱的

对不对。话说从小在山东生活吃这东西
的次数还真是不多，顶多就是在家里确
定不会出来见人的时候当做两顿饭中间
用来填饱肚子的临时补充啦，大葱的味
道真的不是盖的。不过呢，煎饼和大葱
还是山东的最正宗，招牌怎么说都是不

文/孙晓梦

能舍弃的。
既然是海边的山东，肯定要说海鲜啦。这方

面我还算有些研究啦，虽然我对于自己从来不在
家外吃海鲜这个习惯真的是奇葩了，但还是有原
因了。靠海边远的地方，因为运输等原因，为避
免时间长海鲜变质，通常会添加一些化学物质来
维持新鲜，对健康多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强烈
推荐的就是嘎啦，你们可能叫它蛤蜊，或者干脆
叫贝壳。贝壳的种类也是很多的，毛蛤、纹蛤、

花蛤、沙蛤、白蛤、乌蚬蛤、飞蛤，还有跟它
们差不多的蛏子，海虹等等，个个都是味道鲜
美！所以来青岛呀日照啊这些海边城市，烧烤
摊上的特色就是各种各样的贝壳类的美味，保
证是吃到吐啊！要是遇上海鲜自助，那得嘞，
可劲吃吧！

相对于其他来说，嘎啦比较便宜，但是味
道真心鲜美。做成一道菜之前，一定要把它们
放在水里足够长的时间，把里面积累的沙土吐
干净，这样口感会更好。做入味了连汤都是鲜
到骨子里。每次回学校都会带好多嘎啦，那个
时候觉得自己是特别受欢迎的~

哦对了，如果你来海边，有机会还是看一
次打渔归来的场景，徐徐海风夹杂着咸咸的味
道，连同满载而归的喜悦迎面扑来，伴着傍晚
在海天交界处的晚霞，心都会宽阔起来的。当
然啦，也可以找我玩的喽~蓝天碧海金沙滩，
还有美好的阳光，慢慢的节奏，海边的日出也
一定让我们永生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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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遗书 还在欣赏三行情书？你out了！三行遗书用其或甜蜜，或幽默，或恶
搞，或戏谑的调侃为这个雾霾中的冬天带来一抹亮丽的黑色幽默。

生医&学科代言人采访专访

陳卓玥（生医代言人）:
Q:恭喜你获得了这个称号，你是怎么看待
这个称号的呢？

两个方面吧。一是对学院以外的。
我觉得代言人是生医形象的缩影，在大、
小场合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生医，其实也
不止是代言人才有代表意义，大家都是一
样的！让外院的更了解生医，更好的展现
生医的魅力，还有我们生医人的风采。二
是对学院内部的。通过这个比赛，也能让
我们更了解我们的专业，更爱我们的专业
呀，再说了我们院那么有爱，要说不爱不
容易！
Q：恩，可以体会到学姐在台上那种“诉
说”的感觉，那你给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一
年来你在大学的收货与感慨吧。

大学绝对不是想象中的轻松。
首先是学习，课程的强度和难度明

显远远大于高中，平时能用于安心学习的
时间其实并不多。一年过下来，想通了很
多，很多事情并不是依着兴趣就能继续
的，有兴趣没有能力也是一件很无可奈何
的事情。培养能力的过程必定不是轻松的
过程，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过程中“挣扎
着”寻求出路。能力可以算是决定自己是
不是依着自己的兴趣的前提，而且很多现
在看不到意义的事情，其实在潜移默化中
奠定了以后的道路。记得一句话，高中寻

求着大学的自由，却不知道自己正迫不及待
的逃离天堂。现在也是一样，走进社会，没
了大学这样相对简单的环境，想学点什么都
发现挤不出时间，再感叹现在浪费的都是青
春啊。  

再就是各种活动。大学里活动太多了，
所以有所选择很重要。虽然我除了学生会只
加了一个舞团，可是依然有时候忙的三天睡
8个小时什么的……这时间的安排就显得格
外重要了。不管参加什么活动，最好对一个
星期的时间安排有个估计。还有就是，晚上
尽量早睡，熬夜对身体伤害很大。到了期末
的时候，一定要空出时间复习、刷题，毕竟
成绩还是很重要的。至于其他人际交往方面
的能力，在学生会里或者加个不是只有百团
大战才出动的社团，不知不觉就长进了。
Q：卓玥姐从小就练习舞蹈，难怪如此有
“底气”。我们了解到很多同学一听说有才
艺展示就避之不及，说“我没什么才艺”。

其实并不是说非得有什么可以表演的
特长才行的，这个活动考验的是综合素质，
只需要把最好最真实的你展现出来就好了。
其他选手都展示了自己的特长，也都很精彩
啊。内容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展示出
的“你”。这些素质不仅是“代言人”需要
的，也是我们大学生还有将来步入社会应该
具备的。
Q：参加这个活动前后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发
生了什么变化？

在平时生活上是没什么变化的，比较大
的变化应该是心理上的变化吧。对院里的事
情会更上心一些、对于手上的工作也会想要
做的更好一些，学习啥的也想更努力一点才
能有好成绩啊！原来跟同学聊天，听到她们
对生医的错误理解，也会解释，但更多的是
无奈；现在的话，对生医有了更深的了解，
再向她们解释，就不再仅仅是“我们不是兽
医，不是医学院，不是公卫”了~

張藝馨（最佳舞台表现奖）：

Q：能给我们说一说你在台上的心理状态
么？回忆整个过程，有没有一些触动到你的
地方呢？

一开始肯定会有些紧张，但我很享受站
在台上的那种感受。当我跳完舞后，大家热
烈的掌声让我很受触动，能得这个奖是对我
的最大肯定。
Q：嗯，很佩服你的这份勇敢。那在你看来
这个活动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活动不仅为参赛者提供了一个展示
自己的平台，也是在为我们院传递一种青春
与激情。这个活动也让我比以前自信多了，
对自己也有了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Q：我们都看到了你在台上的舞蹈，很棒。
这么多才多艺的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跳舞
啊？

兴趣是最大的动力吧，当然也离不开母
亲的督促，小时候贪玩，经常不想去上辅导
班，但都是我妈妈逼着上的。这一切真的离
不开妈妈。

楊淑慈（最佳人气奖）：
Q：淑慈你在台上说喜欢弹吉他，还有在弹
的UKUKELE，是从小就喜欢吗？

小时候学的是琵琶啦！现在练的是吉
他和UKUKELE。遇到琵琶其实也算误打误
撞。本来是比较想学扬琴，后来某个奇妙的
契机，就跑去练琵琶，后来就被它征服了。
高中的时候开始关注UKULELE，就做了很
多准备，到高考结束后，正式去学了，同时
也为了可以学的更顺畅，就辅修了一下吉
他。哈哈，学习音乐的过程真的是超级享受
呀。
Q：你的外号叫“汉子”，能谈一谈它的由
来吗？

哈哈，随口叫出来的啦，其实也不是
让人把自己当“汉子”，只是觉得可能骨子
里是比较倔吧，可以不依赖别人就很厉害哈
哈，而且“汉子”听起来很棒！

记者/申云鹏  戴兵 东门 文/王泽远

颜如玉

特别狼狈。快到下午六点的时候，漆着行政
执法的汽车缓缓地停在学校门口，然后慢悠
悠的走下几个腆着肚子的城管。随意地转悠
一会儿，再和小贩唠两句家常，看看表，约
摸着时间差不多了，温和的对小贩说一句：
“差不多了啊，等会儿再来啊！”然后默默
地注视着小贩，就像看着自己不争气的小兄
弟那般和蔼和无奈。小贩一边满脸赔笑的回
答道：“好！好！马上。我说你们今天还没
放假啊？”一边继续忙活着手上还没有做好
的食物，继续着刚才的话题。毕竟，每日的
相见，早已让城管和小贩成了话题颇多的老
熟人了。

忙完了，他们小心翼翼的瞥一眼站在不
远处的城管，慢悠悠的收拾好零钱，摘下手

套，将各种食材，一次性餐具和液化石油
气罐不紧不慢的搬到自己那辆赖以生存的
肮脏又掉了漆的三轮摩托车上。盖上几块
大木板子，等着前方其他小贩收拾好东
西，才离开。可下午四五点的那份繁华并
不会因为城管的到来而瞬间消逝，它总是
还要挣扎一会儿才会散去。而那些前往东
门购买食物的学生，大多数会提着各种饭
盒，纸杯和塑料袋，三三两两的结伴聊天
返回学校，去寻找他们停在东门口的自行
车。

于是，小贩云集，摩肩接踵的东门
小吃只剩下了油腻的发黑的地面上躺着的
烂菜叶子。，塑料袋，饭盒和杯子。而方
才被小贩遮蔽了的出租车则在此刻的东
门口显得格外醒目。出租车司机依然抽
着香烟，拉着学生去百家湖地铁站，坚持
着他不打表的原则和底线。结伴的朋友或
是情侣来到东门口，却是习惯性的遵从着
出租车司机不打表的底线。如今的学生，
或许真的是一个忍耐性很强的群体。无休
止的玩心或是因应试教育而略显呆板的大
脑让他们是那么的短浅有那么的容易得到
满足。也不知他们能否意识到，他们需要
的，已经被行政力量所驱散；可侵犯他们
权益的，却依然长久的停在那里，等着他
们。

夕阳的余晖斜映着大地，温暖着靠在
东门边长椅上吃着小吃的情侣们的心灵。
东门外一片狼藉，从那遍地的饭盒塑料袋
以及烂菜叶的痕迹中，似乎还能勉强一见
方才的繁华——可现在，却是空荡荡的。
只有几辆出租车胡乱的横在学校门口的斑
马线上，司机开着车门，双脚放在又黑又
油的地面上，歪着脖子坐着，懒懒的抽着
香烟，一边招揽着同学去百家湖地铁站，
一边宣扬着自己不打表的原则。

兴许有些初来乍到的学生会为着这不
打表的规则费上几句口舌，久而久之也就
习惯了。就像人们看惯了世间的不公后心
中再也没有正义的天平那样——毕竟某些
现象不是我们能够改变，所以这些现象就
会长久的停留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十指
相扣的买些吃的然后靠在长椅上笑着搂着
吃着比较实在，沐浴着每日的最后一缕阳
光，那温馨的画面，倒是颇为符合当今和
谐的精神。

学生兴许就该辛苦，该默默地受气。
不打表的出租车还留在门口，可他们专程
跑来寻找的小吃却已被城管送到了两条街
以外。那留在地上的垃圾可以理解为在告
诉我们小贩离开时的狼狈，可我更想理解
为那是在透露给我们饮食的卫生条件。

可我觉得，小贩走的时候并没有装作

光影横斜

有一次，一位朋友偶尔对我提起他最
近看完《未闻花名》之后泪流满面，当时
只觉得好笑：一个大男生竟然会为了一部
动漫哭。而出于好奇将它看完之后，只后
悔自己当时的肤浅。现在，几乎是带有使
命感地，觉得不写点什么似乎有些愧疚。
从上次看完宫崎骏的《龙猫》到现在，不
知道已经有多久不曾看过如此治愈系的动
漫了。

《未闻花名》是一部用直达内心的笔
触描写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在面对恋情、友
情、纠葛时，有欢欣笑容也有伤心泪水的
青春原创动画片。从小时候起一直青梅竹
马的6人，仁太、面码、anaru、雪集、鹤
子和波波曾经一起度过了很多快乐的童年
时光，还成立了“超和平busters”。他们
本以为这样的友谊会天长地久，他们的秘
密基地——山里的小屋将永远为他们遮挡
来自现实的残酷风雨。然而他们错了，上
帝给他们开了个残酷的玩笑。那个夏天，
当anaru试探仁太对面码的心意时，仁太
紧张的说了“谁会喜欢那种丑女”之后跑
了出去，面码在追出去的路上失足落水而
溺死，之后剩下的5个小伙伴从此渐渐疏
远了彼此，走上了各自的路。动漫以他们
长大后的情景作为背景展开，不太与人们
接触的主角宿海仁太一直呆在家里不去上
学，anaru（安城鸣子）变得有点小太妹气
息，松雪集与鹤见知利子（鹤子）进入了

重点高中，久川铁道（波波）也放弃了读高
中而展开旅行的，只有幼年死去的本间芽衣
子（面码，但是是灵魂，只有仁太能看见）
还是一如从前。

起初仁太仅仅把面码的出现，当成是他
长久以来所积累压力所产生的幻觉，他希望
摆脱面码，摆脱这种压力，所以他愿意帮助
面码实现那未知的愿望，那么面码的愿望究
竟是什么呢？当年无情的流水已经带走了面
码的生命，仁太只能够去回忆，过去的一幕
幕在不断闪回，未知的过去像一道大门敞开
在了他面前。当其他人听到仁太说面码就在
他的身边，他要帮助面码实现愿望时，雪集
和鹤子一脸的不屑，嘲笑仁太活在阴影之下
不肯走出来；波波则依旧像当年把仁太当做
大哥那样相信仁太；anaru从小到大都一直爱
着仁太，所以也愿意借此机会再续前缘。

而在偶然的一次聚会中，面码灵机一
动，通过在自己曾经的日记本上写字的方式
让其他人相信了她的存在。所有人这才真正
开始实现面码的愿望，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寻
找和失败，五个人似乎找到了面码的愿望：
燃放亲手做烟火。为了这个愿望，仁太甚至
没日没夜地打工来筹集请人做烟花的钱。在
烟花升空的当晚，剧情达到高潮。烟花升空
之后，面码却并没有消失，这时，大家才挑
明了自己的心态，哭着说出自己丑恶的所作
所为，原来大家想到的都还是自己的利益，
仁太深爱着面码,不想让面码成佛,就留在自

文/张少华

己身边，anaru想到面码成佛后就可以占据
面码的位置到仁太身边，雪集可以除去只有
仁太才看得见的对面码的嫉妒，鹤子会成为
雪集唯一的理解者，即使不能成为恋人，波
波就可以逃开眼睁睁看着面码被冲走的罪恶
感。

没想到最后所有人会以这样的形式敞开
心扉，面对应该去面对的。当他们决定向面
码道歉时，面码却要消失了，因为她的愿望
已经实现，那就是——希望大家都好好的，
还是以前的超和平Busters。

仁太突然看不见面码之后发疯般的满
山寻找面码，五个不同的声音呼唤着同一个
名字，这个场景是震撼的。在清晨第一缕微
光出现的时候，鸣子发现了面码放在树下的
给每个人的留言，看完之后每个人都泪流满
面，每个人都大声地说出了自己想对面码说
的话。在这时，奇迹出现了，在面码即将消
失的时候，每个人都变得能看到她，虽然时
间短暂，但是足够成为永远。

在为面码和仁太的结局惋惜的同时，我
又想，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面码终于可以
“成佛”，可以“投胎转世”，可以“与大
家交流”，每个人也终于都走出了阴影。在
将要结束的音乐中，生活继续，面码永远在
他们心中住着。

我们在成长，我们还不知道那朵花的名
字

如果我临终前眼前的人不是你，却幻想出了你
离开的那一刻

我会是哭着还是笑了？
（张静逸）

舍友让我去梅园买早餐
我去了

没戴口罩……
（胡高宁）

雾霾? 
雾霾!   
雾…

（钟琳）

数学考试背面的题怎么做？
数学试卷居然还有背面？
刚刚居然考得是数学？

（万逸铭）

我走了
请假装我
从未来过

（屈冠雯）

拍遗照时 
麻烦 

使用美颜相机 

亲们
我最后一餐
在梅园吃的
（佚名）

雪是云的尸体
终究和我一样

飘在天际 埋葬人间
（林鑫翔）

吵了一辈子
有种这次

你别来找我 
（陈卓玥）

我们在成长，
我们还不知道那朵花的名字

——影评《未闻花名》

紧张激烈的“生医&学科代言人”
比赛于12月8日晚圆满结束。比赛选出
了第一届代言人：大二四年班的陈卓玥
同学。另外两名同学张艺馨和杨淑慈则
分别获得了“最佳舞台表现奖”和“最
佳人气奖”。本报新闻部对三位获奖者
进行了专访。我们来听听她们参加这次
比赛的心路历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