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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级

13 级

14 级

1121231         张娅莉
1121215         王艺
1122311         白晨曦
1122324         齐海梅
1122224         王晓培
5121231         周春亚

1131213         李艳姣
1131129         董雪丽
1132115         马晓惠
1132231         何俞瑾
5131207         王长浩
5131216         赵迪
5131225         于富慧

1141227         李瑞雪
1141215         周颖
1142226         胡南
1142324         杨春莉
1142413         陈佳佳
1142320         李瑞

12 级

13 级

14 级

1121211        管开轩
1122420        胡滢
1122424        彭圆圆
5121213        徐超

1131128        南雪
1132325        谷昕
1132419        武珊珊
5131124        翁雨桑

1141116        李睿
1142411        耿捷璇
1142113        杨宇凡
5141206        郭达



经济学院第一届科技文体艺术节
      暨迎新晚会成功举办

10 月 30 日，我院第一届科技文

体艺术节开幕式暨迎新晚会于大学会

馆一楼礼堂成功举办，我院院长初钊

鹏，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邹振栋，副院

长王宪良、李刚、贾卫萍，各专业教

师和辅导员到场观看。

   晚会以“青春飞扬，经采起航”

为主题，气氛热烈。在热闹喜庆的开

场舞《花开盛世》过后，现代舞、古

典舞、音乐剧和、 舞台剧及歌舞串

烧等节目轮番上阵，异彩纷呈，更有

魔术让人大开眼界。其中，邹振栋老师和大学生歌手大赛秦皇岛赛区冠军黎晓东带来的歌舞

串烧《会呼吸的痛》和《日不落》洋洋盈耳，嗨翻全场，经管健美操联队的《青春活力健美

操》自信向上，活力四射。晚会在党校团委学生会及辅导员助理们带来的歌舞《向快乐出发》

中落下帷幕。

经济学院班徽班旗设计大赛答辩大会顺利举行

11 月 6 日，我院班徽班旗设计大赛答

辩大会于地质楼 412 教室顺利举行。我院党

委书记兼副院长邹振栋，学生会主席孔凯，

宣传部代表周磊，网络技术部代表甄诚，新

闻院刊部代表甘健担任嘉宾。

大会分为班徽答辩、班旗答辩两个环节。

各班设计匠心独运，别出心裁。首先设计者

分别从设计来源、设计寓意等方面做出详细

介绍。 

随后，五位嘉宾分别就设计配色、设计原则等方面作出点评。最终，班徽设计中 71521、

71532 班荣获一等奖，另评出二等奖 1 名，三等奖 2 名，优秀奖 3 名；班旗设计中 71523 荣获

一等奖，另评出二等奖 2名，三等奖 2名，优秀奖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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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

全国高校行校园分享会顺利举办

11 月 6 日，由光线传媒主办、东北

大学秦皇岛分校社团联合会承办的陪安

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全国高校行校园

分享会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站于大学会

馆一楼礼堂举办，最世文化签约作家安

东尼担任主讲人。

安东尼通过讲述初到墨尔本时的心

路历程和转专业时内心的挣扎，分享了

他和“不二”的漫长奋斗岁月，就学生

提出的“在忙碌的大学生活中如何处理

与父母关系”“如何适应大学里独自一

人生活”等问题给予回答，并结合亲身

经历给出了“广泛交友，积极面对”等

建议。

经济学院第八届DIY
 蛋糕大赛顺利举办
11 月 7 日，由管理学院与经济学院联合

举办的第八届 DIY 蛋糕大赛于第一学生餐厅

举办，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刘宏志、

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邹振栋等作为嘉

宾到场观看。比赛吸引了 114 支队伍参与，

各参赛选手充分利用自备的各种材料，发挥

想象能力，创造出红裙少女、七彩虹、小木

屋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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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第一届“经采杯”汉
语争霸比赛决赛顺利举行

11 月 17 日，我院由新闻院刊部主办的

第一届“经采杯”汉语争霸比赛决赛于大学

会馆三楼顺利举行。校语委办公室主任及教

务处副主任王建，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邹

振栋，教务处老师迟俊希，我院团委书记王颖，

新闻院刊部部长富玉，组织调研部部长、校

第一届汉语争霸赛冠军郑佳其应邀担任嘉宾。

本次比赛旨在考察选手的汉字发音及成

语书写等知识储备程度。比赛过程中，选手

们沉着冷静，思维敏捷，展现出深厚的文学

积淀。随后，王建进行点评，强调汉语文化

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希望我们能够担当起汉

语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责任。

最后，经综合评定，71532 班刘阳荣获

一等奖，71532 班童珊珊荣获二等奖，11412

班杨然荣获三等奖。据悉，本次比赛前三名

将代表我院参加校赛。

我校第十二届“东采杯”
演讲比赛顺利举办

11 月 14 日，我校第十二届“东采杯”演

讲比赛于大学会馆三楼学术报告厅顺利举办。

我校团委书记、大学生文化艺术中心主任问

望强，校团委老师卢艺思担任嘉宾，我校吉

羊教授，校演讲与辩论协会顾问周晓燕等担

任评委。

经过初赛、复赛的激烈角逐，包括我院

陈思汝在内的 10 名选手晋级校赛。本次比赛

中，选手们激扬顿挫、感情充沛，或畅谈人生，

或呼吁本真。在即兴演讲中，选手们随机应变，

侃侃而谈，赢得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随后，

评委从演讲内容，声音，表达方式等方面做

出点评。最终，我院选手陈思汝荣获三等奖。

据悉，本次比赛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

奖三名，三等奖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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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资讯

雅思

英语四六级

会计

ACCA
最近周边雅思考试：
2016-01-09
A+G
北京
国试考试中心
地址：海淀区上地 6 街 1 号
国试大厦
笔试考场：海淀区上地 6 街
1号国试大厦四层
口试考场：海淀区上地 6 街
1号国试大厦四层
电话：（010）61957900
邮箱：lelts_gs@mail.neea.
edu.cn
报名截止：2016-12-21

2016-01-14
A
河北   石家庄
石家庄信息工程信息学院
地址：石家庄高新技术开发
区湘江大道 39 号
电话：0311-85900921
报名截止：2015-12-24

英语四六级考试是教育部主
管的一项全国性的英语考
试，分为四级考试 (CET-4) 
和六级考试 (CET-6)，每年
各举行两次。
题型：
1) 写作
所占分值比例为 15%，考试
时间 30 分钟。要求考生根
据所提供的信息及提示（如：
提纲、情景、图片或图表等）
写出一篇短文（四级 120-
180词，六级150-200词。）
2) 听力理解
语速四级约每分钟 130 词，
六级约每分钟 150 词。听力
部分分值比例为 35%，其中
对话占 15%，短文占 20%。
考试时间 30 分钟。
3) 阅读理解
阅读理解部分包括 1 篇长篇
阅读和 3 篇仔细阅读，长篇
阅读（每篇四级约 1000 词，
六级约 1200 词）占 10%，仔
细阅读（每篇四级为 300-
350词，六级为400-450词）
占 25%。考试时间 40 分钟。
4) 翻译
所占分值比例为 15%，考试
时间 30 分钟。四级长度为
140-160 个汉字，六级长度
为 180-200 个汉字。

考试时间：2015-12-19

会计考试技巧：
计划答题时间，保持稳定的
答题速度。
仔细审阅题目，按题目要求
答题。
运用排除法，尽可能排除一
些选择项，就可以提高你选
对答案而得分的机率。
运用比较法，直接把各项选
择答案加以比较，并分析它
们之间的不同点，集中考虑
正确答案和错误答案的关键
所在。
计算题问什么答什么。不需
要计算与本题要求无关的问
题。
注意解题步骤。
计算题尽量写出计算公式。
（最近的一场考试报名已经
截止）

2015 年所有 ACCA 考试均已
截止报名

2016 年 3 月 ACCA 考试相关
时间：
报名开始时间：17 August 
2015
提 前 报 名 截 止 日 期：9 
November 2015
正 常 报 名 截 止 日 期：1 
February 2016
最 迟 报 名 截 止 日 期：8 
February 2016
考试时间：7-11 March 2016
考 试 成 绩 发 布：8 April 
2016

其余考试时间分别安排在 6
月和 9月。



TIME  时

Age has reached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of a word. May be guilty in his seems to 
passing a lot of different life became the 
appearance of the same day; May be 
back in the past, to oneself the paranoid 
weird belief disillusionment, these days, 
my mind has been very messy, in my mind 
constantly. Always feel oneself should go to 
do something, or write something. Twenty 
years of life trajectory deeply shallow, 
suddenly feel something, do it.

一字开头的年龄已经到了尾声。
或许是愧疚于自己似乎把转瞬即逝的
很多个不同的日子过成了同一天的样
子；或许是追溯过去，对自己那些近
乎偏执的怪异信念的醒悟，这些天以
来，思绪一直很凌乱，在脑海中不断
纠缠。总觉得自己自己似乎应该去做
点什么，或者写点什么。二十年的人
生轨迹深深浅浅，突然就感觉到有些
事情，非做不可了。

The end of our life, and can meet many 
things really do?

而穷尽我们的一生，又能遇到多
少事情是真正地非做不可？

During my childhood, think lucky money and 
new clothes are necessary for New Year, but 
as the advance of the age, will be more and 
more found that those things are optional; 
Junior high school, thought to have a crush 
on just means that the real growth, but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later, his writing of 
alumni in peace, suddenly found that isn't 
really grow up, it seems is not so important; 
Then in high school, think don't want to 
give vent to out your inner voice can be in 
the high school children of the feelings in a 
period, but was eventually infarction when 
graduation party in the throat, later again 
stood on the pitch he has sweat profusely, 
looked at his thrown a basketball hoops, 
suddenly found himself has already can't 
remember his appearance.

童年时，觉得压岁钱和新衣服是
过年必备 , 但是随着年龄的推进，会
越来越发现，那些东西根本就可有可
无；初中时，以为要有一场暗恋才意
味着真正的成长，但三年过去后，自
己心平气和的写同学录的时候，突然
就发现是不是真正的成长了，好像并
没有那么重要了；然后到了高中，觉
得非要吐露出自己的心声才能为高中
生涯里的懵懂情愫划上一个句点，但
毕业晚会的时候最终还是被梗塞在了
咽喉，后来再次站在他曾经挥汗如雨
的球场，看着他投过篮球的球框时，
突然间发现自己已经想不起他的容颜。

外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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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erson's time, your ideas are always 
special to clear. Want, want, line is clear, as 
if nothing could shake his. Also once seemed 
to be determined to do something, but more 
often is he backed out at last. Dislike his 
cowardice, finally found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love, there are a lot of miss, like shadow 
really have been doomed. Those who do, 
just green years oneself give oneself an arm 
injection, or is a self-righteous spiritual.

一个人的时候，自己的想法总是
特别地清晰。想要的，不想要的，界
限明确，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撼动自己。
也曾经好像已经下定了决心去做某件
事，但更多的时候是最后又打起了退
堂鼓。嫌恶过自己的怯懦，最终却发
现有很多缘分，有很多错过，好像冥
冥之中真的已经注定。那些曾经所谓
的非做不可，只是青葱年华里自己给
自己注射的一支强心剂，或者说，是
自以为是的精神寄托罢了。

At the moment, the sky is dark, the air is 
fresh factor after just rained. Suddenly 
thought of blue plaid shirt; Those were 
broken into various shapes of stationery; 
From the corner at the beginning of deep 
friendship; Have declared the end of the 
encounter that haven't start planning... 
Those years, those days of do, finally, like 
youth, will end in our life.

　 此刻，天空是阴暗的，空气里有
着刚下过雨之后的清新因子。突然想
到那件蓝格子衬衫；那些被折成各种
各样形状的信纸；那段从街角深巷伊
始的友谊；还有那场还没有开始就宣
告了终结的邂逅计划……那些年那些
天的非做不可，终于和青春一样，都
将在我们的人生中谢幕。

Original ly,  this  world,  can produce a 
chemical reaction to an event, in addition to 
resolutely, have to do, and time.

原来，这个世界上，对某个事件能
产生化学反应的，除了非做不可的坚决，
还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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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想你，妈妈》 
                     ——2015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

【作者简介】
    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
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白俄罗
斯作家，1948 年生于乌克兰，毕业于明斯克大学
新闻学系，曾做过记者，作品以独特风格记录了第
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
利事故等重大事件。
    多次获奖，包括瑞典笔会奖（1996）、德
国莱比锡图书奖（1998）、法国“世界见证人”奖
（1999）、美国国家书评人奖（2005）、德国书业
和平奖（2013）等。2013 年、2014 年，连续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入围决选名单。目前其作品
已在全世界被翻译成 35 种文字，并创作有 21 部纪
录片脚本和 3 部戏剧（曾在法国、德国、保加利亚
演出）。

作者 :S.A. 阿列克谢耶维奇
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出版年 :2015-9

2015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S.A. 阿
列克谢耶维奇力作，关于“二战”震撼人心的
亲历实录。
    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数百万苏
联儿童死亡，本书是幸存者的口述实录。战争
发生时，他们只是 2—12 岁的孩子。这本书就
是孩子们眼中对战争的真实再现。这是孩子们
讲述的战争，不是战士，不是政治家，不是历
史学家讲述的战争。孩子是战争最公正，也是
最不幸的见证者。在他们眼中，战争有不一样
的面孔……这本书比《我是女人，也是女兵》
中女性视角记录的战争更加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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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想你，妈妈》节选
                    S.A. 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不想……我不想再重复“战争”这个词……

    战火很快就烧到了我们这里。7月 9日，才过了几个星期，我记得 ，为争夺

我们的地区中心塞诺市就展开了激战。出现了许多难民，那么多啊，人们都没有

地方安置，房子不够用。比如说，我们家，就安置了六个带着孩子的家庭。每一

家都是这样。

    首先涌来的是人潮，然后转移的是牲畜。这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简直太可

怕了。恐怖的画面。离我们最近的车站——博格丹车站，现在还有这个车站，位

于奥尔沙和列佩里之间。往这里，往这个方向转移的牛羊，不仅是来自我们的农委，

而是来自整个维捷布斯克州。夏天的天气炎热，大群的牲畜：奶牛，山羊，猪，小牛。

马群是分开来驱赶的。那些驱赶牲口的人，简直累极了，对他们来说，牲畜怎么

样都无所谓了……那些饥饿的奶牛，冲进院子，要是不驱赶它们，会一直涌到台

阶上。路上给它们挤奶，挤到地上……特别是猪，它们忍受不了炎热和漫长的道

路。走着走着，就倒在了地上。因为天气炎热，这些死尸在膨胀，简直太吓人了，

我甚至晚上都不敢走出家门。到处躺着死去的马、羊、牛，人们来不及掩埋它们

的尸体，每天都因为炎热而腐烂膨胀，不断涨大，像被吹得鼓鼓的……

那些农民，他们知道养大一头牛需要付出多少劳动。需要多长时间 。他们

看着，哭，就像死去的是亲人。这不是草木，倒下了，不出声，这是活物，它们

叫唤着，呻吟着。痛苦地死去。

我记得爷爷说过的话：“哎，这些无辜的牲畜，它们为什么要死？它们甚至

都不会说些什么。”爷爷在我们家是最有学问的，他经常在晚上读书。

   德国人是怎么到来的，不

知为什么，我记不清了，我只

记得，他们早就在这里了，驱

赶着我们，整个村子的人。用

机枪在前面押解着，讯问：游

击队员在哪里，去过谁家？大

家都不说话。于是，他们就找

出三分之一的人，带走枪杀了。

枪杀了六个人：两个男人，两

个妇女和两个少年。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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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窗外是绵绵的细雨；今夜风声又敲打着我的窗棂，思乡的心犹如一粒浸透了的种子，无端地
膨胀起来。漂泊了许多日子的梦就模糊地爬上了村中那条弯弯的小路。

那是谁，在月夜里用笛声吹奏着那支思乡的歌，忧伤的曲调不经意塞满了我心中的荒原；是
谁在夜夜释读那首思乡的古诗，忧伤的平仄滴动着无垠恬静的乡愁。曾一度认为自己在这陌
生城市过惯了朝八晚五的日子，在流水般失意的日子里，故乡的山山水水，已渐行渐远。蓦
然回首，才发现那尘封于心底地芳香，才明白，自己是一只放飞的风筝，无论身置何方，身
在何处的心灵之绳永远栓在故乡门前的梧桐树上。

一场霁雨打湿了我所有的记忆，乡愁尤如满园的韭菜；长了割；割了又长。故乡的一切都在
我的记忆中闪烁。在我孤寂的心灵中思绪如鱼在畅游。一度沉湎于生活的失意，然而那山那水，
那纯朴的人家，故乡的恒古不变的姿态，在诗歌中演译着淡化成一首无字的歌，一篇无韵的
诗章，而我的灵魂早已游离出去，透过千山万水，回归了故里，正和憨厚的乡亲们一起品尝
那纯纯的米酒。

当空中再也望不到南飞的雁群，当梧桐树上的叶子黄了又青，我那不变的乡愁却又如此悠悠
荡荡地演奏着，一如故乡那清远的笛声，缕缕不绝；亦如李后主的“离恨恰如青草，更行更
远还生”。

枯藤老树昏鸦
淡淡的夕阳余晖斜斜地洒在漫天黄沙的大漠上。

孤独之旅也在苍茫中延伸着，延伸着。呼啸的北风
撕扯着，仿佛要把焦渴的心也拔起。天是黄的，地
是黄的，前方是黄的，后方还是黄的，在黄色的裹
挟中，流淌着野菊花的轻吟。盘曲嶙峋的老树桩，
裸露在贫瘠的黄土上，那斑驳的年轮依稀记载着曾
经的沧桑和风雨。那奇形怪状的根须在风中簌簌抖
动着，如泣如诉，重复着那古老的哀怨。枯萎的藤
蔓静静在一旁聆听着，曾经的翠绿在漂泊的风口褪
色，颓唐在老树瘦削的臂膀上。揪心的鸦叫划过天际，
落在低矮的海棠上，几许凄凉，几丝诡秘……

小桥流水人家
仰望黄天，思绪飘飞。那江南的美景历历在目，

那乡亲的笑音声声在耳。古朴的小桥边，绿柳成行，
莺歌燕舞，伴着那潺潺的流水声，和着村姑的捣衣谣，
在蓝天白云下跳跃。燕子轻唱春之歌，鱼儿翻腾夏
之浪，梅花吐露冬之香，即使是自古悲寂寥的秋天，
这儿有的是金黄的麦浪，金黄的笑声。炊烟袅袅，
阡陌边，石桥上，原野里，怡然自乐的人们，正走
向暮色中的家，走进甜美的梦……

古道西风瘦马
合上记忆的像册，那温馨的家园，在黄沙中慢

慢地泛黄，模糊，消失。天地悠悠，古道漫漫，荒
无人烟中，一阵阵朔风卷起漫天黄沙，氤氲弥漫，
尘土肆虐……踽踽独行中，这竟也成了天籁之音。
马也消瘦，人亦憔悴，何处犹有绿洲？心的方向也

在黄沙中迷失。前不见路，后不见路，怆然涕下。

断肠人在天涯
天边残霞中的归雁呀，可否告诉我乡关在何方？

可否为我捎来家园的消息？漫天风沙挥不去，印着
海棠血泪。边塞残阳徘徊在枯藤老树，撒了一地阴
霾。孤独之旅还在苍茫中延伸着。不再去想天无垠，
也不再去想海无垠，因为，天之涯，海之角，并没
有想象中的神奇秀美。此刻 , 断肠人在时与空的边
缘徜徉，他在苦苦追寻着一个千古不变的童话，他
在热切地渴盼着那个魂牵梦绕的家园！
　　一片大漠，两株树藤，几度春秋；一匹瘦马，
两行归雁，几许漂泊；一抹夕阳，一轮明月，满腔
愁心。在杨柳荫下，那秋思的羌笛曲子，莫非“春
风不度玉门关”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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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于歌中

应该有棵灰色的树种在这里。风，微微吹过，那样才有
宁静的感觉。或者还应该有挂脆生生的风铃，起风时，
可以在那些寂寞的晨昏，悄然歌唱。                           

很多人喜欢在夜暮寂静无声的时候听一首《异乡人》，试图从

那浅浅歌词中勾忆起往日春光，又有那么一些人喜欢读着古书黯听

一首《车站》，梦想能与曾经来得及遇见而又终生错过的人在这首

歌中重新相逢。

你曾像繁星闪烁 / 当你从浩瀚星空坠落 / 如同从未发生过 / 这世界

不会在意你的微弱 / 可我知道从此后 / 这世界少了一份光亮 / 多了

些许的失落    —《如果可以》

记得以前听过最动人的一句情话是“在我这里，没有什么是你

不能要的”，而当听过这首李健作曲填词的《如果可以》以后，我

才悄然发现原来所有的爱都不是想象的如此简单而又炙烈，而是一

杯水，随形而定，而润物无声。

多少恍惚的时候 / 仿佛看见你在人海川流 / 隐约中你已浮现 / 一

转眼又不见 —《假如爱有天意》

如若看过了《太平轮》，你定不会忘记这首歌，它仿佛就是

为这部电影而生。听《假如爱有天意》时总有恍惚出很多曾过去

的事，像雾一般，巨大的迷惘牵扯出的飘然却让人安定，这首歌

就如同诗人李健一般温润，纯粹，让我们那些反反复复的往事慢

慢凝聚，然后缓缓晕染出情恨离愁。

多少年以后 如云般游走 / 那变换的脚步 / 让我们难牵手 / 这一

生一世 / 有多少你我 / 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 / 多想某一天 /

往日又重现 / 我们流连忘返 / 在贝加尔湖畔    —《贝加尔湖畔》

听《贝加尔湖畔》的时候，最好面前一杯清水，面前有一面

很大的落地玻璃，远处有绵延的山，天外云卷云舒，那种感觉很

肆意，就好像往回忆以北的方向追逐，没有必要紧张，这首歌不

会给你带来任何焦虑，你只需放松自己，随风摇摆，沉吟其中。

不知听过李健歌的你有没有发现他声音中最舒展的在于每句

歌词的末尾，婉转的弹动流沙般的气声，或是一段哼唱，或是一

截灵光忽现的高弱音。你会不自觉地跟随着他的曲调转音陷入一

个只属于自己的空间之中，而后安静镇定下来。

也许在你那里他仍旧是那个唱《一生有你》的歌手，又或许

一首《传奇》才知道李健不为你知的一面，再或许《风吹麦浪》

才让你渐渐喜欢上了这个温润歌者，那么读到这的你爱上这个纯

色诗人——李健了吗？                                                   文：蔡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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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说 ——让你心动的瞬间

他总是粗心大意，从自己的水杯到室友的手机都被摔

了无数次，每次也只能在对方一言不发的注视下低头认错。

那天走在路上又不小心摔得一身伤，被男生一点也不

温柔地处理伤口时他看着对方不爽的表情几乎不敢出声。

“说多少遍了，”蹲在面前的人突然冷冷地开口，“要

对我的东西小心一点，记不住？”

在某产妇产科的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

了一个宝宝，当天半夜护士去婴儿房巡视

情况，意外发现该婴儿已经全身冰冷无呼

吸，死亡了。

知道此事后院方决定隐瞒此事，用一

个也才刚出生没几天的孤儿婴儿取代那名

死婴，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也还

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因此理论上以还

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

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见到那名代替

的婴儿，但她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这

不是我的宝宝！”

每隔两三天他都会去那家书店买一本书。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喜欢看

书，另一方面……是因为那个在书店打工的女孩。

“这本《情书》你上个月不是已经买过了吗？”这次到柜台

付 款 时 女 孩 问 他。“ 这 本 送 人。” 他 说。 说 完， 他 转 身 便 走， 

“先生，你的书！”女孩在身后喊道。他没有停下，快步走出了书店。

通文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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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先生追了石头小姐好多年，石头小姐最后还是
决定嫁给剪刀先生了。

“让我最后再为你做点什么吧。”布先生在心里
对石头小姐说。

然后他找到了剪刀先生……据参加石头小姐和剪
刀先生婚礼的人后来说，石头小姐结婚那天穿的那件
婚纱实在漂亮极了。

  “妈你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新衣裳” 
  “妈你看这是我给你做的你最爱吃的菜” 

  “妈你看这是你的孙女” 

  “妈你好好看看呀。” 

   

   她对着母亲的遗像说……

他因车祸而失明，所以从不知女友
长什么样。那年，她得了胃癌，临终前
她将眼角膜移植给了他。 

他恢复光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她
的照片，然而只找到她留给我的一封信，
信里有一张空白照片，照片上写有一句
话：“别再想我长什么样，下一个你爱
上的人，就是我的模样。”

微小说 14通文馆



2015 年 11 月 16 日 dk 俱乐部首席执行官宣布：受中国电竞电竞大环境影响 dk

俱乐部解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中国电竞史。

2011 年起，一大批富二代进入电竞业，他们投资电竞俱乐部，当上老板，给选

手开更高的薪水，也催生了更为浮躁的行业气氛。资本的涌入使得俱乐部竞相抬价，

选手薪酬水涨船高，工资由两三千元变成一两万，十多万的签字费、转会费开始出

现，整个电竞业人心惶惶。“就是你今天打这个比赛，你都不知道打一半以后，这

个队还在不在。就连主办方都很头疼，打着打着这个队解散了。”裴乐解释。

作为报道这个圈子的媒体人，周奕见证了这个泡沫膨胀的过程，他从业以来听

得最多的两句话是“我 们老板不缺钱”和“老

板是傻逼”。他见过 太多抱着宏图大志进

入行业的纨绔子弟， 起先意气风发，无知

无畏，之后折戟沉沙， 悄然退出。而大多数

俱乐部由于缺乏造血 能力，支出全靠老板

的个人投资，往往随 这些富二代的退出而

解体。

很难说，这些富 二代老板和选手们

的心智谁更欠成熟。 LGD 俱乐部前老板是

个 1986 年出生的澳洲 富二代，一次醉酒，

他亲自上场代表战队 打比赛，被玩家讽刺

为“ 全 宇 宙 最 垃 圾 Carry( 即 主 力 )”。

2011 年，他瞒着全队要将俱乐部卖给一家页游公司，起因仅仅是手下一位选手拒绝

陪他打DotA，并且拉黑了他。“生气了他就把战队卖掉，他并不是说他要赚一笔钱，

也没有。”潘婕说，“他性格像小孩一样。”

这一行最有名的富二代，是万达董事长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2011 年，他成立

了 iG 竞技俱乐部，宣称“强势进入整合电竞”。刚进这一行时，他给 iG 开出业内

最高工资，亲临许多比赛观战。

“他开始更夸张。像WCG冠军 3万，他给 15 万的奖金，我们就活不了了。”

裴乐后来劝王思聪说，“你给你队员多少钱，他都不会认为你给得多。”

2012 年 2 月，iG 联络各大俱乐部成立了反对无序挖角的 ACE，借鉴了韩国电

竞业的规则：选手擅自离开原俱乐部，会被禁赛；俱乐部擅自挖人，会被处罚。但

实际上作用有限。                   

西恩电竞大环境不改
s6 依然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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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比王思聪更愿意投钱的富二代的涌入，电竞选手的薪资一日千里，欲望潜滋暗

长，永无餍足。某俱乐部老板用“心寒、手捧刺猬”来形容自己的处境：他给队员开了

5万的月薪，队员仍旧无休止地要求涨钱，“你不加我就不打”。

收入指数式的暴涨，从徐志雷的经历中可窥一斑：2011 年 1 月，徐志雷被 DK 挖角

时，5万元可称“天价”；同年 8月 iG 建队时，王思聪给徐志雷开出 10 多万的签字费；

今年 8月徐志雷宣布退役前，来找他的俱乐部仅签字费就一两百万。

现在 iG的人他们就抱怨校长，说校长不给力啊，都不给我们钱了。俱乐部要解散了，

做不下去了。”潘婕说，如今 iG 的工资在业内不再居首，当初豪情万丈的王思聪也越

来越少在俱乐部露面。“选手不在乎你工资多少的，他要的是几十万签字费。比如说，

你跟他签了两年，他会说当时被骗了，老板让我签两年，今年还不知道给不给我签字费呢。

老的选手你别企图引导他了，他们会觉得就是不想给我钱嘛，还跟我逼逼。”

唐问一说，现在很多选手“手朝上在打游戏，不是手朝下握着鼠标在打游戏。手朝

上就叫讨饭嘛，要钱嘛。这样打游戏，不是在用脑了，用手了”。

S5 赛季中国的战绩大家都知道了，可是，如果中国电竞的大环境不变，也许 S6 赛

季中国同样无望取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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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普罗旺斯薰衣草庄园，创建于 2009 年，地处北京怀柔，占地面积 10 亩右，为华

北地区较大的单体薰衣草庄园。

进入五月下旬，随着气温升高和花期到来，位于怀柔镇郭家坞村

的东方普罗旺斯薰衣草庄园鲜花绚烂，游人如织。一片片紫色的薰衣

草让人沉醉其中，油菜花、虞美人等美艳花卉竞相绽放，纷纷为园区

增光添色。风车、秋千椅、爱情小车等颇具异国风情造型的道具打造

出了爱的世界。在这里，游客可以赏花、观景、拍婚纱，尽情欣赏唯

美的东方普罗旺斯薰衣草庄园。

因为薰衣草喜阳光、耐热、耐旱、极耐寒、耐瘠薄、抗盐碱，所

以栽培的场所需日照充足，通风良好。它的花期一般为 6 月至 8 月，

所以东方普罗旺斯薰衣草庄园的适宜游玩季节为 7-8 月。

日出东方，红霞万里，花瓣上的露珠折射朝阳，而散发着五光十

色的迷人景致。一阵风吹过伴着花香，颤颤巍巍的滴下融入花海！带

着帐篷看暮色再看晨曦，美好时光尽收记忆的画面里。

夕阳与红霞漫天散开，光影糅合大片花海，只能用震撼形容了！

银色、紫色、金色、绿色、红色层次分明，胜似天上人间！

东方普罗旺斯薰衣草庄园

归去来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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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大风车

这用集装箱环保材料特制的哦，专为情

侣的缘分转起来而设。颜色艳丽，拍摄

效果超棒呢！还能勾起儿时玩转风车的

美妙童真回忆吧……还有钢琴模型和秋

千等。

普罗旺斯葵花园

这里种植了几十个品种的向日葵近百

亩，形态各异。波斯菊、马鞭草、油菜

花等花海景观，摄影及户外爱好者的关

注焦点，新婚恋人们理想的婚纱摄影和

婚礼庄园。

普罗旺斯草坪

大面积的高档草坪，可以举行各种类型

的户外婚礼，除户外摄影外，还设有室

内摄影棚。搭建了各种风格的背景装饰

和道具，仿佛置身恬静的东欧农场。

如梦似幻的景色

公交路线：
　　在东直门坐 916 到怀柔青春路北口下车，向前直行到青春路北环岛，再向西
直行 1000 米路南即到。

自驾路线：
　　①走京承高速 13 号出口 ( 北台道宽沟 ) 方向，过收费站后直行 5 公里见到十
子路口向右拐（怀柔城区方向）2 公里后进入石厂环岛向左转（怀柔城区方向）
直行到第 3 个红灯后，向左转（路旁标志中国税务大楼）进入青春路直行 3 公里
后见到青春路北环岛，再向左转（慕田峪长城方向）直行 500 米后见到路牌掉头
即到。
　　②走京承高速怀柔城区 14 号出口出来后直行到开放环岛进入怀柔城区，走
慕田峪长城方向找到青春路北环岛，向西直行 500 米见到路牌掉头即到。

约上小伙伴一起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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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位于中国西北

边陲，首府乌鲁木齐，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
区之一，也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
面积 166 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总面积六分之
一。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陆地边境线 5600 多
公里，周边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印度、阿富汗斯
坦八国接壤，在历史上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现在是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战略
位置十分重要。


＊ 历史沿革

新疆自汉朝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公元前 60 年，西汉中央政权设立
西域都护府，新疆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884 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省。1949 年新疆和平解放。1955 年 10
月 1 日成立新疆自治区，新疆现有 14 个地、州、市，89 个县（市），其中 33 个为边境县（市）。

＊ 气候
新疆远离海洋，深居内陆，四周有高山阻隔，海洋气流不易到达，形成明显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气温温差较大，

日照时间充足（年日照时间达 2500 ～ 3500 小时），降水量少，气候干燥。新疆年平均降水量为 150 毫米左右，
但各地降水量相差很大，南疆的气温高于北疆，北疆的降水量高于南疆。最冷月（1 月），平均气温在准噶尔盆
地为零下20℃以下，该盆地北缘的富蕴县绝对最低气温曾达到零下50.15℃，是全国最冷的地区之一。最热月（7
月），在号称“火洲” 的吐鲁番平均气温为 33℃以上，绝对最高气温曾达至 49.6℃，居全国之冠。由于新疆大
部分地区春夏和秋冬之交日温差极大，故历来有“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之说。

＊ 瓜果之乡
新疆素有“瓜果之乡”之称。由于这里的气候对瓜果糖分的制造和积累十分有利。因而，所产瓜果特别甘

美爽口。据调查，新疆是中国瓜种植面积较大、品种和品质均居前列的一地区，年产各类鲜果数万担。
新疆常见的瓜果有葡萄、甜瓜（哈密瓜）、西瓜、苹果、香梨、杏、桃、石榴、樱桃、无花果、核桃、巴旦杏等，
优良品种达数百种之多。其中吐鲁番的无核白葡萄，鄯善的哈密瓜，库尔勒的香梨，库车和轮台的白杏，阿图什
的无花果，喀什的樱桃、核桃、光皮桃、叶城的石榴、旗盘梨，和田的蜜桃，伊犁的苹果等，均享有美誉。新疆
葡萄干、哈密瓜、香梨更是国际市场的畅销品。

＊ 旅游
全疆共有景点一千一百余处，居全国首位，在这广阔大地上，冰

川雪岭与戈壁瀚海共生，高原山水景观蕴含在天山、阿尔泰山、昆仑
山等世界名山之中，有着众多的雪域冰川、叠嶂雄峰、飞泉瀑布、珍
奇异兽。这里有海拔 8600 米的世界第二高峰，又有低于海平面 154
米的中国最低洼地，既有一泻千里的河流、万顷碧波的草原，又有光
怪陆离的戈壁幻境，神秘莫测的沙漠奇观。保存完好的原始动植物种
群，更显出得天独厚的大自然的本色。

＊ 著名人物
体育界：杜锋、王燕红、王洁、刘丽娜、阿迪江
影视娱乐：陆川、佟丽娅、王洋、迪丽热巴、王学兵、王海燕、

李亚鹏、徐佳、毕淑敏
作家：北野、刘亮程、董立勃
主持：李咏、尼格买提、李霞、李佳明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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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

1、某人有十元，啤酒 2 元一瓶，
两个空瓶可以换一瓶，四个瓶盖可
以换一瓶，问此人一共可以喝到几
瓶啤酒？

4、有两根分布不均匀的香，香烧完的时间是一个小时，
你能用什么方法来确定一段十五分钟的时间？

2、有两位盲人，他们都各自买了两对黑袜和
两对白袜，八对袜子的布质、大小完全相同，  
而每对袜了都有一张商标纸连着。两位盲
人不小心将八对袜子混在一起。他们
每人怎样才能取回黑袜和白袜各
两对呢？ 

3、你有四个装药丸的罐子，每个药丸都有一定的重量，
被污染的药丸比没被污染的重量多 1个单位，只称量一
次，如何判断哪个罐子的药被污染了？

20趣味问答
1.10元买5瓶酒，得5瓶子+5盖子

5瓶子+5盖子可以换2+1=3瓶酒+1瓶子+1盖子，得4瓶子+4
盖子
4瓶子+4盖子可以换2+1=3瓶酒，得3瓶子+3盖子
3瓶子+3盖可以换1瓶酒+1瓶子+3盖子，得2瓶子+4盖子
2瓶子+4盖子可以换2瓶酒，得2瓶子+2盖子
2瓶子+2盖子可以换1瓶酒，得1瓶子+2盖子     
所以一共5+3+3+1+2+1=15瓶

2、每个盲人都有两双白袜子和两双黑袜子。八双袜子混在一起，那么一双袜
子是连在一起的，只要每一双袜子拆开对分一只，那么最后的结果还是每人两
双白袜子，两双黑袜子。

3、给四个罐子编上号，1、2、3、4。然后1号拿一个，2号拿2个，3号拿3个，
4号拿4个，称一下，若是都没被污染，应该重10个重量，若是11个重量就

是1号罐，12就是2号罐，13就是3号罐，14就是4号罐。

4、一只两头点燃，另一只一头点燃，当第一只烧完后，第二只丙再头点燃，
就可以得到15分钟。

5、10盏是亮，90盏是灭的。

5、对一批编号为 1 ～ 100，全部开关朝
上 ( 开 ) 的灯进行以下操作：凡是 1 的
倍数反方向拨一次开关；2 的倍数反方
向又拨一次开关；3 的倍数反方向又拨
一次开关……问：最后为关熄状态的灯
的编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