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边的人 

 

（何晶 /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2015 年 9 月 3 日，6:20， 

我好困，但是醒了，并且睡不着了， 

因为必须起来了， 

起来完成一个任务， 

不是去出席今天的阅兵式， 

我其实没有收到请柬， 

不像很多人在朋友圈秀的那样…… 

 

今年的川西多友之旅，生生成就了一个人， 

此人上天入地，翻江倒海， 

在已经开学和即将开学的这个节点， 

将全国新闻传播院系的一批青椒折腾得天翻地覆、

不得安宁， 

我想不提此人的名字， 

多友也知道他是谁。 

 

 

拜他所赐，我也被玉莲老师冰桶了， 

一开始，我深知这对于此刻的我，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于是用有些多友的话说，“隐遁”了， 

可是在这样牛气的新媒体时代， 

怎么遁得了呢？ 

感觉自己简直都要被“炖”了…… 

 

 

李师说，想哪写哪，没有压力， 

我就写写这次同车的几个人吧。 

史上最长乘车季， 

这几天的行程里， 

在一起时间最多的， 

也就是随机落在前后左右的这些多友了。 

我对于游玩的态度， 

也一向是觉得玩伴大于风景， 

有了有趣的人同行， 

再普通的风景也会镀上金边。 

更何况， 

这一路的景点全是我曾经走过的， 

在蓉十年， 

周边的哪个好去处没有疯过呢？ 

风景于我， 

吸引力不大， 

（悟空） 

 
(这就是黑我的玉莲老师和她的

公子呼延同，同同提交的游记令

多一代们击节叫好。) 

 



之所以义无反顾、再经历一番长途颠簸， 

也只为一年一度，跟这群人在一起。 

缘来缘去， 

聚在一起的都是有缘人， 

所以这趟身边这几位， 

都是最值得被写进我的记述里。 

 

紧挨我坐着的，                             

是王妃/蕾。 

从某一次出行开始， 

我们就成了稳定的室友。 

自从去年内蒙她被册封， 

我也陡然觉得自己的身价上涨了， 

和王妃同进同出， 

那不是一般人享有的待遇。 

王妃很美很温柔， 

而且动作很利索， 

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她飞快地收拾停当， 

而我还在磨磨唧唧。 

王妃也很讲义气， 

在关键的小团队合作时刻， 

她总能迎难而上， 

高效完成任务。 

王妃还喜欢玩抢红包游戏， 

这恰恰是我最不擅长的， 

我不仅抢不上， 

而且似乎也常常看不到红包， 

所以王妃常常会娇嗔我没有提醒她发现红包…… 

王妃各种优点集于一身， 

我那么喜欢她， 

所以以后我要多给她发红包^.^ 

 

这次阴差阳错， 

正好坐在李师和师母的旁边。 

本来另一辆车上有我和王妃的位子， 

快开车时没有了， 

所以我们换乘， 

就落座在李师师母的旁边， 

隔一条过道， 

我的右手边就是二位长者。 

在多闻雅集的圈里， 

人人都知道李师和师母的琴瑟和谐。 

行程结束后李师错发到群里的一条微信， 

 

（王妃举手投足，都是仪态

万千。我这里有她太多美照，

却不敢随意乱发，捉急。。。） 



是对他们缱绻情深的最好注解， 

李师说这趟川西之行， 

有师母陪伴，他很感安心、幸福。 

我想去年来几个场合听李师讲研究方法， 

都会讲到“你侬我侬”一例， 

一定是有来自生活的真切感受。 

此次同行我有一个小发现， 

李师爱嗑瓜子， 

虽然嗑得慢， 

但是很享受。 

不过嗑一会儿， 

师母会温柔地提醒不能吃太多， 

李师便乖乖作罢。 

这对大家长， 

言传身教， 

相信雅集群里家庭幸福指数也会被拉升。 

 

 

我的正前方， 

坐着葆华顿珠。 

此次他的“十一大关系”， 

传为多闻美谈， 

与去年郑欣的“草原十一问”交相辉映， 

让人好生期待明年香港雅聚的发言人将以什么来应和。 

在他的冰桶作文里， 

葆华顿珠说了郑欣和海龙如何被拉姆青眼有加， 

却绝口不提另一个只有我等全程近距离观看者才知道

的事实—— 

拉姆最中意的其实是他！ 

拉姆就在葆华的右侧坐，中间隔着一条过道， 

在拉姆心情不好的时候， 

最希望的就是和葆华说说话。 

在拉姆对我们“打瞌睡、不听讲”表示不满的时候， 

也是葆华一句话让她转怒为笑。 

当给予在全车自由挑选的特权时， 

拉姆首先指的就是葆华， 

“葆华顿珠”也是因适应将被留下的形势所得来的藏名。 

 

我的左前方是川大张玉川， 

资深驴友。 

此行川西之旅如此顺利， 

与他前期率先头小部队实地考察和“试游”密不可分。   

他所代表的川大小组， 

 

 

（看顿珠如此起舞，也是醉了） 

 

（幸福无需注解） 



为三车老老少少的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功劳大大。 

可惜大多数时候他都蒙面而行， 

留存在雅集成千上万照片中的形象， 

也是蒙面大汉， 

大家仔细寻找吧， 

找找我们的安全卫士！ 

 

 

 

 

 

 

我的身后， 

是沈菲和菁菁一对佳侣。 

不知为什么， 

他俩总会让我想起神雕侠侣， 

大概是因为菁菁清纯可人、翩然若仙吧。 

不过，当我知道菁菁喜爱拳击时， 

着实有点意外。 

这个纤弱的小姑娘其实蛮健壮哦。 

因为坐在前排， 

沈帅说什么我都能听见， 

我发现，他对事物的形容，逼真生动得可怕， 

比如…… 

你们还是自己问他吧。 

 

 

（这样来增加神秘感，真的好吗？） 



我的右后方， 

是许静和 Kitty。 

许静在今年四月南京多闻论坛上的一席发言， 

火遍多闻圈， 

经典语录各处被念及， 

这次的冰桶作文里又有人引用了， 

如果是学术论文， 

这引用率着实令人艳羡啊。 

Kitty 很可爱， 

她说我跟你们一起玩好多次， 

我觉得你们好会玩好会打扮好会摆 pose 啊， 

我每次都简简单单一身衣服， 

到哪里随便一照就 OK 了， 

回去看照片，也不过如此了。 

所以我现在有学习啊， 

我带多几件衣服，化化妆， 

我今天还对着镜子练练哪种表情好呢。 

是啊， 

我注意到 Kitty 有化妆哦， 

很美的样子， 

她会越来越美的。 

在这个群里待着的人， 

都会越来越美的， 

因为这里的人， 

爱学术、爱生活、爱朋友， 

不美都不行。 

 

 

同车的还有小超人张志安， 

他这些年学问、行政两不误， 

“飞行”速度惊人。 

不过见到他妈妈之后， 

就有答案了。 

他的妈妈那也是精力旺盛、活力四射啊。 

跟我们同样折腾、却比我们精神还好， 

步履轻快，谈笑风生， 

在高原上起跳拍照， 

才从川西回、又向西藏去， 

那真是跟小超人一样一样的节奏， 

一样一样的活力。 

有这样健康达观的老人， 

真是为人子女者的福气。 

 

（许静端坐中间，仙气十足。） 

 

（艳起来的 Kitty，耶！） 



 

（多么孝顺的儿子，多么有福的长辈，多么亲切的多友！那个，我也有份的呀，伞是我

的，我还在镜头外拍摄记录这一刻哟。） 

 

同样带母亲出来的还有颜梅， 

也在我们这一车。 

母女相处又是一种感觉， 

感觉她们好贴心， 

既是母女，又似姐妹。 

我也好想带老爸老妈来， 

可是老妈一听说坐那么久的车子，            

又要爬雪山、上高原， 

连连摆手。 

跟这几位阿姨比起来， 

她是不是有点娇气呢？ 

我要跟她谈谈。 

 

（
小
棉
袄
和
小
棉
袄
的
妈
妈
，
甜
！） 



车上的还有海龙果和雷大神， 

他俩其实不是一个风格， 

但在一起也蛮搭， 

多友就是这么亲切而随和。 

在某景点， 

海龙果豪请众人， 

我蹭了酸奶和烤玉米； 

我在寺庙里随喜了自己的雨伞， 

雷神湿了自己的鞋， 

回到小金县城， 

许燕、雷神和我， 

先去吃了烤串，（当然，雷神照例要发很多图） 

然后各寻所需， 

我买伞、雷神买鞋。 

我看中两串藏式风格项链， 

店主却不讲价， 

太不接地气了。 

找雷神上场， 

结果一会儿他出来说， 

我给你贴五块钱吧，就当讲下来了， 

虽然我没要， 

但，多友们，就是这么亲切而随和！ 

 

徐沛、李立和李谢莉， 

是我的同班同学或院友， 

再续前缘，特别愉快。 

徐沛没有了上学时的婴儿肥， 

清瘦帅气， 

可当我们那届的代颜人。 

李立多年未变的狮吼式大笑， 

与他土豪的 iphone 6 plus, 

为我们旅途增加很多欢乐。 

谢莉的宝贝女儿， 

以她的乐于分享（我一路收到她太多的小花小果小石头） 

和她人兽平等的亲和力，为众人带来好多惊喜。 

 

 

 

（亲切的多友代表） 

 



梁君健之前一起参加过 4 月的多闻论坛，  

但那会儿人多没交流， 

只默默地盗过他发在群里的美图。 

这次见到了， 

并亲自成为他美图里的一景， 

感觉甚好。 

这位多友谦谦君子，才华满腹， 

近期大作就是《喜马拉雅天梯》， 

我看到有关这部片子的新动向就转朋友圈， 

多友们一起转起来啊。 

 

 

说到片子， 

地球人脑海中都会浮现起何舟老师的身影。 

他这次驾着无人机穿云拨日的形象真是深入人心。 

我们那车的司机， 

最后一两天到了差不多的景点， 

都会喃喃自语： 

“把那飞机飞起来噻，这里不错”。 

前几天， 

何老师的作品已经在群里公演了， 

美轮美奂。 

但是真的好辛苦， 

记得康定那日， 

吃完晚饭我们几个正准备约茶， 

结果何老师说白天摄了像的需要配音， 

让我们去录音。 

结果我们三个人录了一个多小时， 

离开时已经快 10 点了。 

而后续还有好多人， 

我陆续通知了一些人， 

记得最后一个通知发出去时， 

已经快 12 点了。 

那是一个不眠夜， 

多友珍贵的集体记忆也是在一个个这样的夜晚上累积起来的。 

 

林芬，刷新了我对女神的认知。 

诚如某粉丝所言， 

有才华的女子不少见， 

有才华有美丽的女子少见， 

有才华有美丽还能攀上欧洲第一峰的女子就罕见了。 

如果我手中只有一朵玫瑰花， 

我一定献给林芬， 

我觉得， 

她像多闻雪莲。 

 

（走到哪里都不放下的器材箱） 

（人气梁君健，这一景点，旁边的 

人换了个遍，他自岿然不动。） 



 

 

同行的还有好多人， 

千年好友丽丽、红雨、章燕、郑欣、山冰、老军、王斌 

还有可爱的多二代思博、子豫、甜甜、先先、在在及各路精灵小公子 

就不一一尽数了， 

其他美人美景在各多友作文中都有神般描述也不赘述， 

最后只说说那个吓史我的人。 

在四姑娘山最美的一条步道上， 

李立、许静、沈荟、我正昂首前行， 

有人说需要补充一点， 

我们就停下来吃了点点心。 

接着沈荟就说要慢点走，觉得胸闷， 

我们放慢步履。 

到了下一个景点，我们几个跳下车准备瞥一眼， 

沈荟在停车点小摊处歇着等我们。 

五分钟后我们回来， 

没人了。 

我们也赶紧上车，往会合处去， 

好着急。 

同车的陈少华老师安慰我， 

说刚才的上车点就那么多人， 

多友也好多批， 

估计跟谁一起走了， 

不必太担心。 

回到会合点的车上， 

果然看到沈荟， 

她软软地坐在座位上。 

我让拉姆快点去找氧气， 

 



这次小姑娘动作还挺快， 

氧气拿来沈荟吸上， 

闭着眼， 

我说“你要挺住”，（电影看多了吧） 

她居然“噗嗤”笑了。 

在此之前， 

我其实心里很害怕…… 

身边的人儿啊， 

有时你浅浅一笑， 

那可是千金难买的幸福！ 

    

 
 

两周前先红经年努力见证日——新闻史学会公共关系史研究委员会成立时， 

许多多友前去捧场。 

我刚到会场， 

何舟老师晃悠过来握手，    

他说“我跟黄煜就隔一条街， 

三年来今天才见到。 

咱们离那么远， 

隔月见一回。” 

是啊， 

因为多闻雅集， 

因为多友情谊， 

远远近近、时长时短， 

总能见到，常常见到！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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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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