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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记者 姬庆庆

《长江图》 堪称是一部令人费解的文艺电影，
电影中相差二十年的时光交错和众多的魔幻色
彩， 更为影片的理解增加了难度。 影片主要讲
述了秦昊饰演的高淳 ， 与辛芷蕾饰演的安陆 ，
通过一本作者未名的手写诗集 《长江图》， 达成
了一段时光错乱的机缘后， 两人也借此完成了
穿越时空的交流， 而隔在他们之间的， 有二十
年的时光距离， 也有三峡大坝的矗立前后不同
的江景， 那些已经面目全非的情和境， 借着一
本诗集复活， 正如那两端的爱情， 借着这一卷
电影胶片重生一般， 戏内戏外， 莫不都是幻想
世界和影像艺术的奇妙。

信仰与爱情， 我们应当如何抉择？

安陆的父亲在早年便为了自己的修行抛弃
了她和她的母亲， 在上一辈， 自己最亲近的人
在信仰与爱情之间， 选择了信仰。 而当自己也
遭遇高淳的背叛， 面临同样的选择时， 她选择
与佛陀本尊进行辨难。 当她发现即使是佛也无
法让顶端密闭的佛塔内下起雪时， 她觉得神迹

不是信仰， 即使有神迹却也无法改变因果， 佛
的无能为力， 与众生又有何区别。 “手握屠刀
就不能成佛吗？” “罪， 就是冷漠， 就是没有信
仰”。 于是安陆放弃信仰， 盛装等待每一个尘世
中迷航的过客 ， 以肉欲施舍的方式普度众生 。
从这点而言， 安陆又仿佛是一位普度众生的女
菩萨， 她说她爱过很多人， 她用自己的肉体让
路过江边的人得以重生———当然高淳也是其中
一位。

高淳在船上翻出的诗集， 朦朦胧胧的记录
着他与安陆的爱情故事， 只不过随着时光的流
逝， 在他的记忆中慢慢淡去。 但此行在长江中
逆流而上， 当年的记忆又被重拾起来， 船行至
宜宾 ， 这本未名诗集让他彻底回忆起了安陆 ，
安陆也从她循环往复的轮回中解脱， 而这本诗
集， 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高淳撕碎的是诗集，
拾起的是回忆， 而无处可安的安陆也终于得到
了解脱。 对于每一个和高淳一样灵魂无处安放
的人而言， 信仰不在佛祖那里， 而在那纯净清
澈的眼泪里， 于是阿淳撕掉了诗集， 因为那也
无非是精神自慰的工具， 因为在时空交错的异
度空间里他看到了她 ， 正真遇见了他的信仰 ，

这种遇见不在现世而但却超越于现世。

现代社会，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在影片中， 导演通过视听语言巧妙的对现
代社会进行了批判。 船至三峡， 本应该向观众
展示壮丽的三峡风貌， 但影片却利用三峡大坝
给人一种极其压抑的感受， 观众仿佛置身囚笼
之中， 将要窒息。 船至云阳， 由于三峡蓄水导
致整体搬迁的张飞庙， 虽然是通过编号然后一
砖一瓦按照原样重建的， 但是在人们心中， 这
已经不是以前的张飞庙了。 船至宜宾， 高淳被
雇主派来的人捅伤以后， 画面出现了江边工厂
中冒着浓浓黑烟的烟囱， 这与长江清澈的江水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反差。 高淳行至长
江源头， 看到了安陆母亲的坟墓， 镜头特意在
墓碑上停留了数秒， 告诉人们安陆的母亲名叫
安裰 （duo）。 “裰” 字具有极强的农耕社会的
象征意义， 在这里， 在长江的源头， 导演用这
样的方式让观众对现代社会进行反思。 在影片
的结尾处， 导演利用旧影片中的画面在短短一
分半的时间里， 把近些年长江发生的巨大变迁
毫不留情的展现在观众面前。

不能借助海潮的推力从下逆流而上的货船，
不再能够直接用于洗衣做饭的江水， 不再能够
在其中游泳的长江……船至巫山之时， 江岸上
赫然写着 “打造宜居之城 ”， 难道对于人们而
言，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 黑烟滚滚的烟囱和
监狱般的大坝才是宜居之地吗？ 快速发展的现
代社会， 带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呢？ 是繁荣发
展的经济、 越来越富足的物质生活还是越来越
差的生态环境和越来越狭小的生存空间？ 这是
值得每一位观众深思的问题。

安陆安陆， 何处可安？

安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与高淳相遇， 本以
为遇到了能给他带来幸福和安稳生活的男人 ，
但是高淳最终却选择了逃离。 安陆本想借佛祖
来赎罪， 却发现连佛祖在万事万物面前都苍白
无力。 在自己的丈夫割腕自尽后， 她用一种特
殊的方式来赎罪， 同时也是对他人的救赎。 她
爱了很多人 ， 却又被很多人抛弃 ， 久而久之 ，
她在这样的轮回中不断循环。 直到高淳撕碎了
多年以前的诗集， 她才得以在宿命的轮回中解
脱。 但是， 难道获得解脱的安陆就能够安定下

来吗？ 长江作为母亲河哺育了千千万万的人们，
却无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给安陆这类人一个
安定的居所。

当然， 对于这本朦胧的诗集而言， 它又无
疑也是幸福的， 它用最后一丝微光， 和最后几
十天的存在， 缔造了一个 “我住长江头， 君住
长江尾， 却是相隔二十年的陌路与殊途” 的时
空交错故事， 在这个时空中， 一个苦闷而哀伤
的男人 ， 借助这本诗集 ， 一次又一次邂逅着
各种不同的 ， 却又似乎是相同一个的女人 ，
而在一段段的邂逅中， 如父的黑鱼， 神秘的货
物 ， 缓慢的航船 ， 阴森的寺庙 ， 高耸的大坝 ，
庞大的江豚……莫不都是一个个标志物似的见
证。

影片 《长江图》 通过诗歌勾连起亲情和爱
情的力量， 同时也以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颠覆
着一直以来近乎 “礼崩乐坏” 的电影视听感觉，
用隽永的、 悠长的， 且充满了意蕴力量的音画
世界， 重塑了长江与爱情相通的魂灵， 也记述
了时光流转后现代社会对长江带来的变化。 而
最后， 影片揭示了长江作为母亲河的重要地位，
其主旨得到了提升。

■精彩校园

■光影随行

仰望星空 脚踏实地
■青春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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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潇

北京市三好学生、 北京新星杯演讲比赛
优秀选手、 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校长奖学
金获得者、 博士生创新奖学金获得者、 科
技之星、 校优秀共产党员标兵、 校学术道
德先锋， 在旁人看来生命学院 2013 级生
物医学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孙国辉无疑是
浩瀚星空中一颗被众多光环倍加青睐的幸
运之星， 殊不知，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在
逐梦路上， 孙国辉的内心深处一直坚定着
一个信念--仰望星空还需脚踏实地。

做好科研其实并不难， 贵在坚持

2007 年， 孙国辉参加高考的时候， 像
很多一路走来的学子一样， 他对于报考志
愿也很迷茫。 因为计算机、 工商管理、 经
济和机械工程等专业是绝大部分考生和家
长心怡的热门专业， 于是他也在志愿填报
书上将这几个专业放在前面， 而把应用生
物科学放在平行志愿的最后一个， 机缘巧

合， 孙国辉被这个当时还比较 “冷门” 的
应用生物科学专业录取了。 “既来之， 则
安之， 无论学什么专业， 都要全力以赴”，
抱着这样的心态， 孙国辉在这个 “冷门”
专业里找到了自我， 大学读完后， 孙国辉
发现自己已经喜欢上了生物科学专业 。
2011 年， 他以总分 403 分、 专业第一名的
成绩考入北京工业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工
程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 期间， 又通过硕
博连读选拔成为博士研究生， 攻读专业为
生物医学工程， 主要研究方向为分子毒理
学与癌症防治。

博士期间， 在北京市教学名师钟儒刚
教授和北京市科技新星赵丽娇教授的指导
下， 他围绕着环境致癌物的致癌机理和烷
化剂类抗癌药的耐药性机理开展了一系列
的研究， 并获得丰硕的成果， 发表 SCI 收
录论文 9 篇， 其中 4 篇为 JCR 一区论文，
4 篇为 JCR 二区论文， 并且斩获国家发明
专利授权 1 项。 因为科研成果得到业内的
广泛认可， 孙国辉目前还担任 4 种 SCI 收
录期刊和 1 种 EI 收录期刊的审稿人 ， 为
业内的科技成果传播贡献力量。

在孙国辉看来， 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
里， 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 做好科研其
实并不是一件难事 ， 重要的是 “贵在坚
持”。

“我在刚上研究生的时候， 看一篇英
文文献往往要一个多星期， 有时候还看不
明白， 但我硬着头皮坚持去看， 遇到不明
白的就去问老师和实验室的师兄、 师姐或
者查阅相关资料。 就这样日积月累， 我逐
渐找到了阅读英文文献的感觉， 阅读一篇
英文文献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到研二的时
候， 我已经阅读了近 200 篇专业领域的相
关英文文献， 特别是借着跟师兄师姐讨论
英文文献的机会， 我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
实验室相关仪器的使用方法和一些实验的
操作方法。 我想， 这些通过坚持学习而积
累起来的点滴收获都为我以后开展博士课

题的相关实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孙国
辉如是说。

直到现在， 孙国辉几乎每天晚上都坚
持在实验室待到 11 点才离开， 他说晚上
的安静 ， 可以让自己的心更静 ， 心静下
来， 更多的科研灵感就会在脑海里闪现。

做学术科研的传播者， 更加开心

“做学术的传播者要比自己发表 SCI
文章还要开心”。 这是孙国辉常说的一句
话。

在校期间， 孙国辉担任了研会科技部
部长和 2013 级生命学院博士班的班长 ，
他热衷于学术传播， 更热衷于弘扬学术道
德。 作为学生干部， 他不仅协助学院组织
开展名家风采讲坛、 工程大师论坛、 企业
家论坛、 院博硕风采论坛、 留学生经验分
享交流会、 国奖经验分享交流会、 北京市
新星杯演讲比赛等一系列有助于传播科技
思想、 弘扬学术风尚的活动， 同时还积极
参与学校学术月和科技节的相关活动， 曾
受邀参加京津冀高校博硕风采论坛、 科技
夏令营和校级博硕风采论坛等活动， 并作
主题报告， 分享自己的科技成果以及自己
对于科研的态度。

作为 2013 级生命学院博士班的班长，
孙国辉每年都会组织班级开展博士生学术
沙龙活动， 除了本班的同学， 还要请其他
年级的博士生一起参与其中， 以学术沙龙
为平台， 促进博士生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沟
通 。 在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的影响下 ，
2013 级生命学院博士班几乎每个学期都获
得了学院年底评选的优秀班级， 更是荣获
得了 2015—2016 学年校级优良学风班。

孙国辉说： “科技类活动能够很好地
反映出科学思想， 参加科技类活动能使同
学们发散思维、 开拓眼界， 我愿意组织和
参与更多的科技类活动， 在科技活动中营
造科技氛围， 在科技氛围中和同学们一起
感受科技的魅力。”

积极建设基层党支部， 贡献力量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建立学习
型、 创新型和服务型党支部” 是孙国辉担
任生命学院博士生党支部书记以来定下的
目标，支部开展的所有活动都紧紧围绕着这
个目标进行，力求以支部活动为引领，实现
支部内涵建设和党员思想学术的双提升。

“与支部成员共成长” 是孙国辉在推
进支部工作过程中一贯秉持的态度。 他与
支委一起，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组织支部成员观看《红盾先锋》、《走出西柏
坡》、《湄公河行动》和《勇士》等红色电影，
并开展“两学一做”学习交流会和“践行四
讲四有，做合格党员”主题党课，与支部成
员一起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觉悟。

为持续推进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活
动， 把 “建强支部、 严管党员” 的工作目
标落到实处， 孙国辉还组织支部成员开展
了关于 “合格党支部建设规范和合格党员
行为规范” 的大讨论， 并且经过提炼和整
理， 形成了 《博士生党支部建设规范》 和
《博士生党员行为规范》， 以此指导支部建
设、 规范党员发展。

在孙国辉和支部成员的共同努力下，
孙国辉所在的博士生支部举办的一系列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活动已形成了自己
的特色， 该支部的事迹曾多次为生命学院
报道 ， 并发布于北京工业大学 “两学一
做” 专题网站， 并且作为特色活动在北京
市委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督导组调研督
导北工大基层党组织学习教育开展情的报
告会上进行展示。

看见支部取得的这些成绩和认可， 孙
国辉感慨地说： “我要为学院基层党建贡
献力量， 这是支部书记应有的担当。”

不管是科研、 工作还是生活， 一路走
来， 孙国辉有目标， 更有付出。 这也是孙
国辉最想要和同学们分享的人生态度———
“仰望星空， 脚踏实地”。

■阳少轩

我来卡内基梅隆大学已经一个学期了， 但每次经过学
校墙上那句” My heart in the work” 的校训时， 我都会回
想起大四申请季通过电脑屏幕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心情。
要是有人问我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上学的感受， 我想最
好的答案莫过于 “My heart is in the work” 这句话了。

初到美国

当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匹兹堡机场时， 心情是复杂的：
既有踏上异国他乡的激动， 又有远离祖国开始独自生活的
不安； 既有对未来研究生学习的憧憬， 又有对美国大学繁
重课业的担心。 都说留学是 “洋插队”， 这话一点也不假。
在刚来美国的那段时间里， 我对这一点的体会尤其深刻。
在国外留学除了要完成紧张的学习任务， 生活上照顾好自
己也是一项必要的任务。 比如第一天来到之前租好的住
所， 面对空空如也的房间， 我想这也许就是每个留学生遇
到的第一个挑战吧。 睡过地铺， 抱怨过为什么选择更辛苦
的求学方式， 坐过很久的车去购买家具， 汗流浃背地组装
过各种各样的家具， 给自己做过难吃的晚餐……其实在刚
来美国的这段时间里遇到了很多之前在国内没有做过的事
情， 有时候也会感到不知所措， 但是每次完成一件任务时
都会有一种玩游戏打怪升级的成就感。 渐渐地真的会感觉
到自己有所成长。

在校苦读

在美国计算机排名第一的学校学习， 想必不用我多
说， 大家都能知道在这边上学是什么感受。 给我最大的感
受就是同学们真的十分刻苦。 不管是学期的哪个阶段， 最
热闹的校车一定是半夜一两点的校车， 凌晨的图书馆还是
如白天一样， 第二天清晨的教学楼角落里经常有各种睡姿
的同学……还记得网上曾经有人开玩笑说： “在美国上
学， 你只能学习、 睡觉、 玩耍， 三选二。 但是在 CMU， 很多时候你
只能选择学习， 尤其是当你选的课比较繁重的时候， 你甚至都没有时
间去超市， 没有时间刷新各种社交软件上朋友们的动态， 没有时间认
真地坐下来吃一顿饭。 也许大家觉得这样学习很疯狂， 但是当你身处
这个学校时， 会情不自禁地这般疯狂： 遍布全校的计算机机房； 随处
可见能让人推导公式的白板； 走廊里时常出现最新研究的机器人； 走
在路上， 健身房里， 总能听到有人在讨论一些前沿的技术。 而这边的
课程从教授， 到助教， 甚至到每一次作业和实验， 你都能感受到一种
认真的态度。 很多课的授课老师都是相关领域里的大牛， 他们的研究
和发现甚至对我们现在的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他们在课上不仅
没有架子， 还非常和蔼可亲， 遇到不懂的问题， 你可以马上举手， 他
们都会耐心的解释。 平时助教和教授还会有大量开放的时间让我们进
行一对一， 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 如果有什么问题， 他们会认真地为
你解答， 直到你理解为止。 每一次的作业都会有详细的反馈， 如果你
认真地投入其中， 你一定会有一种从一无所知到一知半解， 最后到融
会贯通感觉。 在这边学习， 痛并快乐着， 能真正让你领悟到那句 “My
heart is in the work” 的含义。

感受匹兹堡

谈谈在匹兹堡这座城市生活的感受吧。 总的来说匹兹堡这座城市
给人的感觉还是很舒服的。 曾经被评为美国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之一。
在市中心人们能感受到城市的繁华， 市中心的摩天大楼们经常会出现
在美国的电影里。 在远离中心的居民区人们能体会到小镇的宁静， 经
常都能看见很多悠闲跑步的人们。 由于钢铁行业的衰落， 这座美国曾
经的 “钢铁之城” 已经不再充满重工业的气味， 散步在各个角落的画
廊和艺术馆让这座城市更有艺术气息。 居民区路边各种各样的花朵也
为这个城市增添了许多色彩。 周末闲暇之余你可以和朋友去爬山， 听
演唱会， 甚至在市中心的河面上泛舟， 都是美妙的享受。 匹兹堡当地
人都很热情好客， 并且非常礼貌， 匹兹堡就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

职规大赛中杀出的一匹黑马
——— 访第八届“未来之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冠军获得者王飞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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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 月 8 日落幕的的第八届“未来之星”
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中， 来自伊朗的留学生
王飞婷杀出重围获得了冠军。 “我真的没想
到，我太激动了！ ”她难掩心中的喜悦。

王飞婷是自己主动报名参加职业规划
大赛的，“当初报名参赛我就是想要挑战一
下自己。 希望在比赛中明确自己未来的目
标，在这之前我其实什么想法都没有。 ”她
不好意思地笑了。飞婷觉得自己很幸运。虽
然在外人看来她做了充足的准备并且十分
自信， 可是飞婷却说自己当时紧张的不得
了。如何克服这些完美展现自己呢？飞婷说
这要归功于石老师的赛前培训：“她教给了
我们很多化解紧张的方法，比如说，双手叉
腰，抬头挺胸，通过肢体语言让自己自信起
来，我上台前就一直这样做的。 ”说着飞婷
站起来示范起这个动作来。 另一个是给自
己适当的心理暗示， 比如站在镜子面前对
自己说‘你很棒！ ’”飞婷上台前就照着老师
所说的去做，“一点紧张感都没有了！ ”飞婷
开心地说。

除了良好的心理状态， 优秀的展示也
同样重要， 飞婷说自己跟别人最大的不同
就是自己的演讲和 PPT 都比较的简洁明
了， 这样更好的把想表达的内容传达给大
家，“别人的 PPT 虽然做的很华美，但是可
能掩盖住了重点。 ”在答辩环节，一些刁钻

的问题令中国的学生都应接不暇， 然而飞
婷都很好的应对了。 “这也得谢谢老师的指
导”，飞婷诚恳地说道，“老师培训时说当你
觉得问题难回答时可以先说 ‘这是一个很
好的问题’，然后重复一下评委的问题再回
答，这样会让评委觉得你什么都会，他没办
法问倒你。 ”她把这个小秘诀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对大家以后的答辩都能有些帮助。

中伊两国的感受

当然，除此之外，王飞婷对于自己的职
业规划也很有想法，她想在“一带一路”上
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为中伊两国的文化交
流做些贡献。 她认为“一带一路”可以带动
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增进文化融合。 “其
实中国和伊朗文化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
她说有些中国人对伊朗有很多误解， 比如
说很多男生会羡慕伊朗男人能娶四个太
太， 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也是个一夫一
妻制的国家呀！ ”飞婷强调道。 又比如伊朗
女孩都带头纱， 可她们不是时时刻刻都要
带着。 带头纱虽然是伊斯兰教由来已久的
传统， 但是在有血缘关系的男人以及家里
都不用带头纱 ，“很多人问我夏天会不会
热，我们当然也会热啊！ ”说完飞婷自己也
笑了。

谈到她心中的伊朗时， 她称之为蓝色
国，因为伊朗有很多伊斯兰教堂，屋顶都是
蓝色圆顶， 从天上望去就是大片大片的蓝
色，在飞婷的描述中，好像我们也能看见那
一个个圆顶， 我们仿佛也走进了那个蓝色

的国度。
“我觉得中国是红色的，”在对比两个国

家的时候飞婷肯定地说。 她来到中国有五
年之久了， 虽然一开始是因为父亲在中国
工作才“被迫”来到北京，“我当时不想来中
国，因为我觉得中文很难学”，然而飞婷的
中文水平已经达到四级， 家里在北京租房
缴费还有办理各种证件都是她来完成的，
所以可以看出她的中文已经学得很好了，
她在这几年里也渐渐成为了中国通： 她尝
试中国菜， 体验各种传统节日， 爱上了汤
圆，她还看中国电影，《洗澡》是她最爱的。
不过在来中国之前她对中国什么都不了
解。 她介绍，伊朗人对中国也有很多误解，
因为她们都是通过电影、电视来了解中国，
电影里的中国建筑还是民国风， 男子穿着
长衫女子穿着旗袍， 大家都会武术……可
是中国不是那样的，只有你自己来了，看到
高速公路看到高楼大厦， 才会知道现在真
实的中国。 ”

追求美好的未来

将来飞婷会继续留在中国。 “我很感谢
能够来到北京”，因为在这里她不仅学习了
新的语言，还锻炼了各方面的能力，现在的
飞婷变得很独立。 “而且还有一个很神奇的
事情， 就是虽然原来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
生活，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可在中国我认识
了许多伊朗其它地区的同学， 甚至了解了
以前不知道的伊朗各地习俗， 我觉得很神
奇，也很开心。 ”

能够在中国这么开心， 飞婷说很感谢
北工大， 学校除了教学课程外还安排了许
多特色活动，包括伊朗沙龙、国际日、汉语
之星比赛等活动，丰富了课余生活，还培养
了她的兴趣，她积极参与到这些活动中去，
收获颇丰。 这次的职业规划大赛她获得了
实习机会！

衷心祝愿这位美丽可爱的伊朗女孩王飞
婷能够学业有成，将来为“一带一路”中伊
两国的友好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 观电影《长江图》有感

———访校长奖学金得主孙国辉

职规比赛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