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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菠萝科学奖”是由浙江省科协支持，浙江省科技馆与科技媒体果

壳网合力打造的科学奖项，专注于找寻搞笑而又严肃的研究成果。我
们的slogan是：向好奇心致敬

【咆哮版】
这真是一个正规的科学奖项啊有木有！！！！！！！/但它

很欢乐啊有木有！！！！！！！/科学家评委团还有院士啊有木
有！！！！！！/星光评委团都是笑点高的人啊有木有！！！！！/需
要勇气提名的啊有木有！！！！！！

菠萝科学奖部分获奖名单
【物理学奖】
【获奖项目】假发顺滑度分级标准
【获奖团队】西安工程大学纺织与材料学院 孙润军、陈韦态
【获奖理由】脱发问题日益普遍，已成为世界级难题。这项研究获奖
的理由是：让你的假发更飘逸。当然老年人均表示实际意义不大，喜
欢它的中青年皆不愿透露姓名。
【简要介绍】

“首次提出了关于假发梳理性的狭义与广义概念，建立了模拟日
常生活中假发束纤维梳理动作的简易装置，介绍了测试方法和测试原
理。”-----摘自《假发梳理性测试方法》

正如偶像明星反复强调，他的梦中情人须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
发”，因此假发逐渐从假药、假酒、假账、假发票中脱颖而出，一举
成为引领潮流数千年的假货。

两位研究者从市场上购买了多种假发制品设计了一套简易的测量
装置，将一束假发的一头夹起来，相对固定的梳子进行匀速运动。夹
具的一头连接了力学传感器，将信号以数据和曲线的形式体现在电脑
上。他们邀请10位参评人员。用四种洗护产品对干、湿两种假发束进
行处理，然后让这些参评人员根据主观评价方法进行打分。研究者发
现，主观打分的结果与机器测量的客观结果大体相符，结合这两种方
法之后，人们就可以对假发及洗护产品的易梳理性做出综合评价。

【数学奖】
【获奖项目】男生追女生的数学模型
【获奖团队】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 周星 克居正
【获奖理由】记得我们当年的在校恋爱，漫长而艰苦，如今这场战役
在该公式面前迎刃而解！狼多肉少也好，屡败屡战也罢，都阻挡不了
追女孩儿的决心！这种研究无疑为广大求学中的男青年，点亮了一盏
人生的启明灯。学业与学妹终于可以兼得！
【简要介绍】

两位研究者用人类最理性的数学公式为人类最感性的恋爱行为建
立了初步的动力学模型。为了简化问题，他们着重研究纯粹的校园爱
情，将亲密关系与学习成绩作为衡量成败的主要变量，并且首次考虑
了同性竞争和家长干预对男生恋爱投入程度的影响。

他们将变量与因素的互动写成了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常微分非线
性方程组，从解析计算和数值模拟两个方面着重讨论了方程可能的结
果，以及每种结果的稳定水平。

最后科学家们对男生们给出的建议是：对于既具备优秀学习能力
又拥有不凡人格魅力的男生而言，爱情大丰收、学习有小成是一个较
为理想的结局；然而实践过程略有风险，因为学习成绩会经历一次过
山车似的下滑。而对各方面不那么出众的男生而言，较为现实的结局
是恋爱关系和学习成绩各有牺牲和斩获，不走极端。

不过，与实际情况相比，这个数学模型经过了大幅简化，要想灵
活地将研究结果用于实践，恐怕还是要实战。

【化学奖】
【获奖项目】瓦罐鸡汤主要滋味物质研究
【获奖者】华中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何小峰、岳馨钰、王 
益、黄 文
【简要介绍】

瓦罐鸡汤为什么比普通鸡汤好喝？ 

菠萝科学奖  

我校再次联合
区红十字会举办

大学生初级急救员培训 
2013年3月28日，由南京市玄武区红十字会

和东南大学红十字会联合主办、生物科学与医
学工程学院承办的“第三期初级急救员培训”
在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举行，参与的学院主
要有东南大学生医、土木、交通、电子、计算
机、机械、电气、自动化、经管等。玄武区红
十字会的老师为同学们讲解了创伤现场救护的
原则、创伤止血、伤口包扎、骨折固定、伤员
搬运5个急救环节，还重点介绍了急救过程中常
用的心肺复苏法，现场示范了如何利用心肺复
苏法实施急救。在场学员逐一实践练习，并接
受了现场考核。

急救员培训旨在贯彻落实红十字会“人
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
通”的七项基本原则，让东南大学不同学院的
学生都能初步掌握自救互救知识，提高自救互
救技能。培训受到广大学生的关注与欢迎，报
名人数亦是远远超过了预期培训人数。由于场
地等条件的限制，不得不进行了人员筛选。前
两期培训于2012年十月底份在东南大学九龙湖
校区举行，三期培训共计400多人通过了培训。
通过培训，同学们不仅仅是拿到一张急救员
证，更重要的是了解了施救中必备的基础知识
和不可或缺的基本技能，懂得了施救的重要和
生命的可贵。

特别感谢：
本系乔祎同学提供部分摄影作品

2012-2013年度本科
生团支部分级评比结果

公示
2013年3月30日我院成功进行了本科生

“五四表彰”中优秀团员、优秀团干以及
院内的团支部等级答辩评选。

通过团支书的演讲，以及幻灯片、视
频等多媒体的展示，团支部的每一个精彩
瞬间、每位成员的辉煌成就都生动鲜活地
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其中以112102团支部尤
为突出。他们曾获得“特级团支部”的荣
誉称号，参加“国旗团支部”的答辩，班
长团支书以新闻播报的方式配合以自动播
放的幻灯片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团支部三年
来的点滴温暖与浓墨重彩的辉煌。同时，
他们优秀傲人的成绩也让其他团支部得以
反思工作中不足之处，各班团支书纷纷在
答辩结束后主动交流团支部建设经验。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评选出一级团
支部2个、二级团支部3个、三级团支部3
个、四级团支部4个。公示如下：

一级团支部：112101、112102
二级团支部：11A121&11A122、

261121、112112
三级团支部：111111、111101、112111
四级团支部：261111、112121、

113111、112122
生医&学科团委

2013.04.10

科学家们用不同的容器来炖鸡汤，在肉制品中，游离氨基酸、
核苷酸和低聚肽都是重要的鲜味和甜味的呈味物质。而在三种鸡汤
中，瓦罐汤的核苷酸含量是最高的，远远高于其他两种，说明瓦罐
加热更有利于核苷酸的释放和生成。

除了核苷酸，谷氨酸也是重要的鲜味物质。
综上，用瓦罐炖鸡汤可以达到鲜香味美的效果，远比高压锅电

磁炉什么的好喝。因为瓦罐受热更均匀，鲜味物质更不容易降解。
附：科学家们是如何炖鸡汤的

称取2份各100克的鸡肉块（2-3立方厘米），装入瓦罐中，加入冷
水250毫升、食盐2克、少许姜片和小葱（1克）。大火煮沸，然后小火
保持微沸状态炖120分钟。

获奖理由：瓦罐鸡汤的研究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这群科学工作
者身上所散发出严谨治学和求知若渴的光辉。据透露，凭借对食物
优于常人的敏感，近期他们正在联手攻克另一困扰人类数十年的科
学难题：炸酱面过水后是否味道更佳。

【菠萝Me奖】
【获奖项目】浙大饮水机娘
【获奖者】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潘纲教授、陈龙彪博
士
【项目介绍】

她的自我介绍是“：Hi, 我是浙大饮水机娘，我住在浙大玉泉校
区老生仪楼一楼CCNT实验室里。我在水开和没热水的时候发一条微
博。”

“饮水机娘”是名副其实的微博控，她每隔几分钟就要说“主
人，我已经沸腾了，快来喝吧~”“禽兽，已经把人家喝光了啦
~”， 据饮水机娘的“亲爹“陈同学介绍，饮水机本身并没有多加改
造，只是饮水机上安装一个摄像头，镜头正对加热指示灯，作为传
感器，实时监控加热状态发送微博的功能通过代码实现，利用了新
浪微博开放平台提供的PHP语言软件开发工具包。软件的检测模块
处理摄像头的监控数据，捕捉加热指示灯“亮->不亮”与“不亮->
亮”两个切换状态，然后调用反应模块及时发送微博。目前，完成
这些功能，所需的代码量不足两百行。

获奖理由：卖萌不分国界，卖萌不分物种。浙大饮水机娘通过
出其不意的萌点首次让家用电器卖萌成为现实。在饮水机娘人格魅
力的强烈感召下，华南理工大学西六宿舍251热水壶、同济建筑城规
学院C楼地下室钢琴等蛰伏已久的民间萌物也在大江南北遍地开花，
这是国际卖萌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搞笑诺贝尔奖创办者、《不可思议研究年报》的主编Marc 
Abrahams看到这个报道后发来贺电，称："I would enjoy helping you refine 
the Pineapple Prize.“

《生音》杂志面向全院征稿啦！
1. 文学作品：题材不限、内容不限；书评影评、心得随笔、原创小
说、校园纪事……用你的笔，记录生医人的点点滴滴；
2. 摄影作品：用相机记录生活，用镜头聚焦美好。征集生医人原创
摄影作品。

凡参与者均有精美纪念品。
优秀稿件将发表于2013年《生音》杂志和《生思》院报。
来稿于4.25之前发送至邮箱：644699833@qq.com

韦钰院士“大科学”讲堂成
功举行 

3月25日至28日，由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学习
科学研究中心、生命科学研究院主办的韦钰院士
“大科学”讲堂在人文学院学术报告厅成功举行。
该讲堂旨在推进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以及人文社会
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交叉对话，推进“大
科学”视野和“大科学”学术气魄的培育。 

韦钰院士此次演讲共四次，分别讲述了哲学的
颠覆与创新时代的来临；脑是怎样工作的；人脑的
高级功能和脑回路—以社会认知为例；人脑的发展
轨迹；人脑决策与创新的智慧系统等五个主题。校
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刘波、人文学院院长樊和平、
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徐康宁、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谢
维分别主持了演讲。 

韦钰院士的演讲将脑科学、哲学、教育学、心
理学、现代科学技术，以及包括经济学、宗教学在
内的诸学科熔为一炉，激活了听众思维，现场反响
热烈。

H7N9禽流感预防措施 
甘肃省《人感染H7N9禽流感中医药防

治预案》显示，在非药预防栏目里，艾灸足
三里、神阙、气海等穴位，每日灸1次，按
摩迎香穴也可以预防H7N9禽流感。中成药
治疗方案里则列显示，“可选用连花清瘟胶
囊、柴银口服液、银黄颗粒等。”  

流感是一种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预
防感染h7n9需要勤洗手、室内勤通风换气、
注意营养、保持良好体质有利于预防流感等
呼吸道传染病。

还需要注意饮食卫生，进食禽肉、蛋类
要彻底煮熟，加工、保存食物时要注意生、
熟分开，搞好厨房卫生，不生食禽肉和内
脏，解剖活(死)家禽、家畜及其制品后要彻
底洗手。发生疫情时，应尽量避免与禽类接
触。

还要注意生活用具的消毒处理。禽流
感病毒不耐热，100℃下1分钟即可灭活。对
干燥、紫外线照射、汞等常用消毒药都很敏
感。 

如果有发热及呼吸道症状，应戴上口
罩，尽快就诊，并切记告诉医生发病前有无
外游或与禽类接触史。

除了这些我们还需要增加自身体质， 现
在的人缺乏锻炼， 春天也是乍寒乍冷的，我
们也要注意保温，避免感冒。 

责任编辑：段梦沁 摘自：果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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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学生会？OMG！
Q:能简要说明我们生医学院的学生会的
特色吗？
A：1.和睦。部长与会长，会长与部员关系
都非常融洽。

2.各部长都是以锻炼部员为目的，因
此，少了官场的意味。生医学生会是一个让            
新生更好的融入到大学生活的平台。

3.所开办的活动具有院系特色。比如：
生医文化周，狂欢节，Amazing Race。下一
步，学生会将力求将Amazing Race打造成生
医代表性的精品活动。
Q：学生会能为学生提供什么？
A：从服务方面：能丰富大家的课余生活，
让同学们交流更多。比如生活部收瓶子，生
活小贴士等活动。从管理层次：主要是提高
同学们的办事能力，锻炼他们的素质。
Q：学生会今后的发展方向？
A：1.完善评奖奖惩制度，项目制和主席团
制度。由于生医学生会文件留存的严备性，
大家开展活动时也可以参考以前的文件。

2.生医学生会会不断的安排人员来响应
校学生会的安排，在全校面前，表现自己院
系的特色。

3.关于部门安排：生活部和实践部会合
并成践行部。创新创业实践部也会随之成
立。
IN在这里——项目制

Q：项目制的组成？
A：项目制由总负责人，块负责人和工作组
三大块组成，由学生会不同部门成员参与。
Q：项目制的优点？
A：1.打破部门隔阂，团结在各个方面的精
英，让大家一起“众人拾柴”，以求让活动
的火焰更热烈，更温暖。

2.根据我们小院的特点，项目制更适合
我们生医特色学生会的发展。目前，东南大
学基本上全是部门制。其实不一定学长就一
定更适合当领导者，我们传达的理念是：只
要你想，只要你有能力，项目制等待着你的
参与。

3.有助于培养下一届学生会的领导班
子。
Q：目前项目制的发展状况？
A：我们整个学生会的领导班子正在完善这
个制度。我们把遇到的问题都当做是垫脚
石，不断修剪这个制度，让项目制在学生会
更健康的成长
想竞选？看过来！
Q：你是如何准备竞选的呢？
A：我先开始很用心的准备了PPT，然后，曾
经竞选过主席的学长传授了我一些秘诀（笑
容狡黠），最后我陈述自己关于生医学生会
的想法时，朴实真切，表现我自己的责任心
与坚持。
Q：学生会对竞选主席的希冀，建议？
A：（严肃）●首先应是学生会同学，主要
是怕没有在学生会浮沉打拼的同学不了解学
生会实际情况，这样干起事来可能会略显吃
力。当然，如果能力突出，我们也很欢迎。

●如果是干事竞选，根据平时表现，我
们会征求部长的意见。

●我们希望候选人能把握这次机会，准
备充分，表现出自己的决心与责任心。

●候选人应将自己定义为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的一代。因此，在竞选时， 用人格
魅力来感染我们，再美好的愿望也只是描摹
在起点的蓝图。我们侧重于观察竞选者对于
学生会制度的完善，比如：奖惩制度，对于
实践部与生活部合并为践行部，以及新生部
门创新创业部提出自己的想法，项目制的完
善。
主席主席快显灵
Q：学生会在你的领导下有什么发展？
A:（谦虚）学生会在这段期间增添了项目制
和主席团。常务副主席可以更多的去了解部
门情况，有助于主席管理学生会。其实，设
立主席团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因为我总是怕别
人做的不好，细枝末节修剪不干净，就自己

去干。这样，自己也累，对学生会的长足
发展也不利。因此，主席团制度能更好的
分担主席的工作。
Q:你作为学生会主席，给自己设定的
目标是什么？
A：我希望学生会在我的领导下能焕然一
新，能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学生会的存在。
在学院外，不断的提高生医学生会的影响
力。其中，在提高学生会内部活力这一
块，还会不断改善。但生医学院的影响力
确实在不断提升。
Q：你是如何在课外生活中为自己
“充电”呢?
A:我敢于挑战自己，不会沉浸在做简单事
的喜悦里。我会主动去关心身边的活动，
有借鉴的意识，比如在学校碰到活动，会
关注它们的活动性质。我会想，如果是我
的话，会怎么开展这个活动，别人实际活
动的开展有哪些是我没注意到的。
Q:在学生会中，你有哪些收获呢？
A：我在生医学生会中，意识到自我约
束，自我控制的重要性。要在学习与工作
中达到平衡。比如有些人写作业的时候想
着活动还没办好，在办活动的时候想着作
业没做完。当活动还没达到理想状态，放
下手中的事，投入学习，这是需要非常大
的自控能力的。还有就是效率的重要性，
这是进入社会时所必备的非常重要的素
质。最后是学会调和各方面的矛盾，求同
存异嘛。
Q：听过一些人说院学生会是二线城
市，校学生会才是一线城市，对于这
种看法，你怎么看呢？
A:我能理解这种想法，每个人对于自己的
定位，对于自己的需求认知不同。其实院
小的话，对于活动的开展的挑战更大，我
自己就感觉成长的很快。而且小院更团
结。什么事情，只有自己亲身体验其中，
才能感受到一点点突破的快乐。就像经历
过黑暗的长眠，才了解蝉鸣的清亮与高
贵。
李昊想说;

我非常感谢一路走来，各位学长和部
长的支持和帮助。生医学生会是一个温暖
的大家庭。希望以后的生医人可以大胆创
新，让生医学生会如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最后，我记得我在竞选学生会主席时，在
黑板上写下了一句话：我想用我的真心，
真诚，真的自己来换取大家的认可。我想
用我的尽心，尽力，尽我所能来取得大家
的支持。共求勉励吧!

主席主席快显灵
记者：丁晨静赛场风云

翘首期盼中，东南大学 2013年“院系
杯”体育比赛于三月底正式拉开战幕。三
月阳光明媚春日乍好，各院选手奋力拼搏
激情无限。生医学院篮球，足球，排球等
各支球队积极参战，男篮能否成功晋级？
女篮是否不负众望异军突起？让我们带着
疑问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现场。

3月20日中午十二点半，我院女篮对战
电子学院的首场比赛准时擂鼓开战，我院
女子篮球队以大一和大四同学为首发的阵
容。比赛一开始，双方迅速进入状态。我
院队员沉着稳定、积极组织着进攻，全队
气势十足，进攻激烈。在落后比分之后，
电子学院虽有紧张失策的表现，但积极迅
速的调整和现场观众的加油助威帮助电子
学院再添气势，两队攻守转换之间的对抗
异常胶着。之后比分迅速拉开，我院遥遥
领先，电子学院对此展开了反攻开始追逐
着比分，可惜未能成功。后期随着时间所
剩不多，电子学院队员越发焦急，战事一
度激烈，但是未能“逆袭”成功，我院最
后以6:2的优势成功晋级。

接下来的3月27日中午对战电气学院，

院系争雄，女组显威 本报记者：李卓轩

但是成绩不佳，以7:27的比分输于电气学
院。而在4月3日PK吴健雄学院时奋力拼搏，
气势如虹，以12:10的成绩获得胜利。三场比
赛激烈异常，女篮表现突出，实力强悍。但
可惜在4月19日对战医学院时不幸以17:54落
败。从而无缘卫冕，名次位居第五。

在女篮打得如火如荼的同时，我院另
一方面的女排也同样局势跌宕，竞争激烈。
队员们紧密配合，攻守有据，配合打得拍案
叫绝。面对许许多多的强大对手，尽一切努
力，争取为院系赢得荣誉。

在进行第一场小组赛的时候，面对化
工学院与材料学院组成的联队，我院局势堪
忧。全场结束共输于对方20球，比分间的巨
大差距使我院队员们难以敢追，无奈之下最
后输掉了比赛。但是接下来的比赛中，我院
队员们却不甘言败奋起直追，分毫不让。无
论是小组赛对战法学院还是淘汰赛中对战电
子学院与计软学院的联队，都与对方打得胶
着异常，令人为之焦急。值得称赞的是，尽
管对方实力强劲，我院队员们亦不负众望，
都以2:1的骄人成绩打败对手，成功晋级。如
今我院女排已然进入了总决赛，至于最后的

结果究竟如何，我院女队能否突破重围，
最终得冠，本报记者将会跟踪现场，为您
带来后续的相关报道。

本届“院系杯”，女篮女排打的认真
顽强，硕果累累，而其他比赛我院表现则
有待提高。其中男篮先败于人文学院，后
因一分之差再次输给法学院，无力晋级。
足球则败给材料，机械。网球，台球等亦
难有建树。院系辅导员陈凯媛老师曾亲临
几场比赛，为选手们加油鼓劲，虽然比赛
结果不如意，但依然有信心在以后的其他
比赛中再接再厉。

拔河夺冠 生医威武 本报记者：李卓轩

大风起兮云飞扬，我院英雄兮战四方。
2013年3月30日下午1点10分，由东南大学体育部举办的“力神杯”拔河比赛如期在焦廷

标馆南面广场如期举行。此次大赛以促进各院系间交流为宗旨，丰富学生们的课余生活为目
的，用比赛的形式为学生们提供了展现各院系风采的机会。

参赛规则为将所有院系按照人数的多少分为甲组与乙组分别进行比赛，其中人数多的大
院系为甲组，小院系为乙组，我院参加的是乙组比赛。每个院系的代表队分别派出25人，其
中女生至少8人。比赛场上只见参赛的同学们一个个相互交错站立，分左右紧握长绳，脸上闪
动着坚定的神情。

我院代表队斗志激昂，随着哨声响起队友们拼命拉绳，大声喊着“一二，一二”的口号
向后拔去。期间，我院一共比赛了四场，角逐艰难异常，以对战物理系为最，我院以过中线
到达时间险胜对手。比赛中，各院同学也自发的组成拉拉队为自己学院的同学加油着。赛场
上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青春的滋味。我院群雄齐心，拼尽全力，其中陈超
同学甚至双手都被磨破，但成绩也同样令人欣喜，我院获得了乙组的最终冠军。

通过这次比赛，培养了同学们的团结协作精神，增进了同学们之间的交流与友谊，使同
学的集体荣誉感大大增强，希望以后的活动中我院同学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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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医学生会主席李昊专访

 他真诚，用坚持的阳光渲染昏
暗的黎明。他努力，用辛勤的汗水
勾勒广阔的图卷。他热忱，用赤子
的情怀奉献繁星的璀璨。让我们一
同 走 进 生 医 学 生 会 副 主 席 —— 李
昊，领略他眼中的如画江山。

光影横斜
 “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但真挚

的情感没有磨灭，生命是短暂的，而爱情
是永恒的。”——岩井俊二

导演：岩井俊二
摄像：筱田升
主演：柏原崇（饰
男藤井树），中山
美穗（饰女藤井树/
渡边博子），酒井
美纪（饰 年少的女
藤井树）
影片简介：改编自
日本“印象作家”
岩井俊二同名小说

《情书》，上映于1995年的三月，自从开
启了日本的“新电影运动”。
《情书》由一个同名同姓的误会开始。
住在神户的渡边博子在未婚夫藤井树

因雪崩逝世三周年的忌日止不住自己的
思念，照着他中学纪念册里的地址给过
去的他寄了一封信。本来这只是博子寄
托思念，没想到有了回信，回信的人是
个也叫藤井树的女性。原来纪念册上并
没有博子未婚夫的地址，而是这个同名
同姓的女生的，博子的信寄到了她的手
里。这个藤井树和男性藤井树中学时代
一直是同班同学，两个女人之间开始了
书信的交流。“如果你还记得什么有关
他的事，告诉我好吗？”而当博子决定
前往小樽看望这位藤井树时，却意外发
现她和自己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博子突
然觉得，这才是他当初对自己一见钟情
的原因……

影片的时间架构大致分为过去和现在。
现在是影片正常进行的情节，而过去的故事
都是女性藤井树寄给博子的信件里的回忆。
过去的场景里的色调更加柔和，岩井俊二标

志的长镜头在这个部分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飘落的樱花，车棚的黄昏，图书馆窗边的白
窗帘和靠在窗边看书的男主角……无不叙
述着一个把爱恋埋在心底的少年的美好青涩
的往事。由于女性藤井树和渡边博子由一个
人扮演，现在的部分则采用了不同的镜头处
理，在拍摄藤井树时多用广角镜头，在拍摄
博子时常用特写镜头，以示对二人性格的区
别。

影片自上映以来一直是文艺片的经典代
表，描写了两段含蓄而美好的爱情。一段由
博子和树的信件展开，抽丝剥茧一般，直到
最后当事人才发现，原来时间深处，居然还
有这等宛转的心意存在。作为描写年少时朦
胧的好感的这部分，电影在表达情感方面显
得十分含蓄又恰到好处。中学时代的两个藤
井树因为同名同姓经常被班上的同学捉弄，
被一致投票去看管图书馆。男生在许多不会
有人来借的专业书籍的借书卡上写下自己的

（下接第三版）

樱花般淡淡的感情——《情书》

（上接第二版）
名字。在即将中学毕业时男主角因为要转
学，来到女生藤井树的家里，请她帮忙把学
校图书馆的书还回去。那是普鲁斯特的《追
忆似水年华》。我一直觉得这本书的出镜不
是莫名的。正如它的名字，暗指这段美好的
感情只能追忆。很多年后那所中学的女孩子
们无意中发现很多借书卡只有“藤井树”这
个名字，于是开始了“寻找藤井树”的游
戏。影片的最后，发现借书卡的女孩子们带
着《追忆似水年华》来找女性藤井树，让她
看书里的借书卡。卡的背面画着中学时代的
女生藤井树，毫无疑问是他画的，然而此时

他已不在了。影片的情节和小说最后的台词
是一样的：

“我想把卡片放到口袋里，然而不凑
巧，我喜欢的围裙，上下没有一个兜。”

影片结束，情节豁然开朗，回忆起之
前的种种，都是一再错过，男生看似无聊的
举动，其实是留下了一封封不被人发现的情
书，到此留给观众的只有遗憾。好像三月里
盛开的樱花，还没来得及转身好好欣赏，花
瓣就已经飘落在时间的长河里。

另一段博子对藤井树的感情则像雪一样
的纯白。整部电影都笼罩在一片茫茫的大雪
中，男性藤井树因为雪崩而去世，影片的开

头就是博子在雪中思念他。最后当她意识
到要跟他告别，迎接新生活的时候也是在
及小腿深的大雪里。经典镜头是博子站在
雪地里，面对着他出事的那座雪山一遍一
遍喊着“你好吗？”“我很好。”“你好
吗？”“我很好。”直到自己泪流满面。

整部电影没有提及任何有关“情书”
的情节，但又处处有象征着情书的存在。
借书卡是，告别是，寄托思念的信件是，
没来得及被发现的暗恋的心情也是。也许
这是导演自己的心情，所以他写，所以他
拍。

作者：段梦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