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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春，香港经历了十六年以来最意外漫长的一轮雨季，一场接一场的

大雨，悄然浸润泥土草木，洗刷尘埃，沐浴心灵。我于 4月 5日抵港，5月 5日

离开，在这个非凡雨季中的三十天经历宛若熠熠生辉的一颗明珠，照亮了困顿人

生中的远方和未来，让人终生难忘。 

一、 缘深缘浅 

初识 CC 老师是在 2003 年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讲座上，

那时的我刚刚从中国的西北赴英伦读书，心中正满怀着各种各样的忐忑不安和对

异域文化的强烈隔膜，对学界更是青涩地一无所知，全然不知晓这场相遇的意义

和分量。现在虽已想不起当时讲座的具体题目和内容，但我仍清晰地记得会场中

有众多中国留学生在座，那真可算作自己到英伦后第一次完全听懂了的专业课，

它给我了在异国他乡坚持完成硕士学业的莫名勇气和巨大信心。十二年后，在香

港九龙塘，再次与 CC 老师相遇，恰逢自己又处于生活事业的低谷，真是感慨命

运之奇妙，人生的不可预期以及个人的好运气，能够在人生的迷茫时刻再次得到

CC老师的意外指引和特别助力，缘分似乎天定。 

 



二 、别样的春天，别样的港岛 

4 月 5 号，港龙 943 航班徐徐降落香港国际机场,正值华灯初上时，我独自

一人背着双肩旅行包拖着行李箱跟随着陌生的人流前行通关。负责这次访学接待

工作的梁燕芬老师早在 3月份已经电邮给我们大家各自一份详细的路线指引，建

议搭乘机场快线转地铁到九龙站再换计程车抵达宾馆。但在机场快线售票处买票

时，耐心的售票员好心建议了我另外一条既便宜又快捷的新路线（需要转乘四趟

地铁），自己的好奇心又一发不可收拾，立刻决定放弃原先的既定计划改走新路

线。这个贸然的决定虽然让我在当晚寻找“海棠轩”（入住宾馆名）时遭遇到了

一个不靠谱的指路人，来回走了些冤枉路，但却让自己有机会全面感受到了香港

地铁的超级便利和快捷，全程的四次转乘几乎全部是在同一个月台上完成的，无

需爬高就低，一点也未经历有如在北京东直门地铁中转站那样令人恼怒的暴走和

方向混乱，这个重要的第一印象让我对香港的打分瞬间提升。 

坦白说，虽然自己是新闻传播学出身，但在赴港之前，关于这里的各种负面

报道还是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我对香港的判断和认知。所以，本次城大之行的最

大收获之一是它深深地改变了我之前累积多年的关于香港的刻板印象和不实清

单，比如说香港仅仅是一个 modern city , 这里最好的只有 shopping mall，维多

利亚港就是唯一的 super star 等等 outdated concept。在经历过城大老师们一场场

精彩纷呈的头脑风暴，吹拂过长岛、西贡、大屿山、南丫岛的咸咸海海之后，我

眼中的香港早已改变了旧时摸样。她是如此百转千回，绰约多姿，有时你仅仅只

需搭乘一趟地铁或者一班轮渡就可从喧闹的市中心抵达宜人的山水佳境，慵懒的

世外桃源。记得我和多友王薇在雨后的清晨登上龙脊之巅时，石澳海天一色的景

象曾刹那间让人屏息瞠目，远处若隐若现的几座小岛宛若在云海中漫步，山间盘

旋的鸟儿不时发出几声空灵清脆的鸣叫，像要唤醒还在微微晨曦中沉睡的翠绿山

谷，此时此刻，我们的心灵和身体都已在云端了，中环的巨型摩天轮和绚烂的维

多利亚港夜景也为之逊色。 

 



三、款款师生谊、浓浓多友情 

如今离港一月有余，当我在余温未退的回忆中细细品味之时，更觉此番城大

之行犹如一杯滋味绵长的威士忌酒，味道浓烈且层次感十足，这酒杯中不仅盛满

了珍贵的师生谊，难忘的多友情，更有砥砺学问的思想碰撞和奇妙人生中的相遇

相知，让人沉醉。 

 关于多友 

“多文雅集”是我所知的学术团体中最为特别的一个，不仅名字意蕴悠扬，

而且组织模式也别具一格，它已发展成为大陆百余名新闻传播学青椒们的聚集地，

并从这里成长出一批学界和业界的风云人物。 

“友多闻”的题词至今还悬挂在城大李老师的办公室里，具有国际视野和

开放精神的 CC 老师，让“多闻雅集”从一开始就以不同以往的姿态示人，它通

过全国公开遴选的方式，向内地新闻传播学领域里的中青年研究者全面开放，使

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得以汇聚港岛，并提供一月之花费使他们能够在香港城市

大学进行深入的学习交流体验。到访者可藉此机会分享各自研究道路上的心得体

验，细致探讨学术生涯中的困惑与不解，以明确未来之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 

可以说，“多闻雅集”事实上是一个远离了日常时刻的特定时空平台，让年

轻的我们得以放下各种各样的现实包袱，敞开心扉地面对自己纯粹的学术理想，

它若一场涤荡心灵之旅，帮我们找回初心，这是“多闻雅集”这一学术共同体的

精髓所在。 

 

CC 老师和城大传播系在前三周为我们安排了密集的研究分享会,所以我们

几乎每天都要跑去系里上课。城大传播系在半山上的邵逸夫媒体创意中心大楼里，

从“海棠轩”走过去有一段不短的路程。庆幸的是，每天从达之路走来的一路上

都有好看的风景，街口十字拐角处绿荫如盖的大榕树，“又一居”（达之路上的一



个高档住宅小区）庭院里伸出墙外的三角梅和南山村公屋小路上落英缤纷的木棉

花总是让人流连忘返，每次经过都让我停下脚步看了又看，格外地喜欢这在北方

难得一见的大树和繁花。 

 

正如 CC老师所言，城大是所名不虚传的大楼大学。我们每天几乎都穿梭在

现代感十足的三座学术大楼里，而且 AC1、AC2 和 AC3 被神奇地桥接起来，出入

口四通八达，仿若迷宫，一不留神就会走错了路。 

然而，这里却没有想象中钢筋水泥的单调泛味，得益于人性化的空间设计

和色彩运用，楼宇内反而呈现出一种少见的通透和灵动气质。特别值得称道的是

公共服务区的设计，各种颜色款式的沙发和书桌椅几乎遍布大楼内的所有公共区

域，甚至在不起眼的角落，给学生们的自修和联络带来极大便利。平日内地高校

中比较少见的学生讨论和交流互动在这里成为常态，每日都可见青春洋溢的孩子

们在开放舒适的密闭楼宇中谈天说地，准备课堂小组发言，赶功课备考或者参加

社团活动，大楼里人气兴旺，充满生机。想来内地大学无一不在扩张地盘，每每

号称校园占地几千亩，却常常是大而无当，粗糙冰冷，既浪费资源，也有碍观瞻，

城大的“大楼”经验值得借鉴和反思。  

 



 师生谊 

传播系处于邵逸夫媒体创意中心大楼的五层，它也是整个 Run Run Shaw 

Creative Media Center 的精彩所在。根据当初全权负责传播系室内设计和布局装

潢的何舟老师介绍，传播系是整座大楼里最有个性和特色的院系，也是城大进行

外交接待的首选地。何老师的得意之作是大会议室里的那张梯形玻璃桌，见到时

果真是时尚气派、别具一格。整个四月的研究分享会基本都在这里举行，乳白色

舒适的真皮座椅能够让我们在此消磨若干小时也未觉疲乏。 

就是在这间大会议室里，我们第一次结识了香港城市大学的李喜根、祝建

华、周南、何舟、小林哲郎，梁励敏，林芬，李宏宇，蒋莉等诸位老师，并有幸

聆听他们风格迥异的研究课题和学术心得，收益良多。 

 

来自城大商学院市场营销系的周南教授让人印象深刻。虽已到花甲之年，这

位老教授依然精神矍铄，活力不减，一开讲就有别开生面之感。特别的是，周南

教授竟将中国古典文化中的《道德经》理念融汇入市场营销策略的思想体系之中，

着力重新发掘东方文化之普世价值，弥显其学术气象之宏大。那次课程结束后，

周老师仍时时在“多闻雅集”微信朋友圈内与大家分享文章和资讯，继续鼓励年

轻人“不流俗”、不盲从”、“明得失”、“省吾身”，做具有独立学术思想和人格的

学者,让人心生敬佩。 

 



研究分享会中最有香港本土味道的是林芬老师的讲座。来港之前，虽然占领

中环的学生示威游行在内陆早已人尽皆知，但是大家对于香港半世纪以来学运发

展的来龙去脉却知之甚少，对我而言，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的空白。林芬老师以社

会变迁之视角为我们详细解析 20 世纪 60年代以来香港学生运动的发展历程，并

深入阐释香港人国族身份认同的历史性转折和变化。这场讲座影响特殊，它让我

们第一次直面香港的社会现实问题，并开始有意识地摆脱“他者”眼光重新感受

此时此地，重新思考香港的现在和未来。以后我们八人时而感慨：林芬老师那样

纤细小巧，甚至让人有弱不禁风之感，真没想到她的研究竟然是这般的有力道！

后来听说林老师还是户外登山运动的爱好者，攀登过乞力马扎罗，我们就更为惊

叹了，那瘦弱的身体里是怎样一颗强大而自由的灵魂呢？ 

 

祝建华老师的研究分享会稍后于 4 月中下旬进行。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

天清晨待我们赶到时刻，西服笔挺的祝老师早已在会议室落座。他穿一套笔挺的

深蓝色西装，里面搭一件硬朗有型的白衬衫，袖口处露出一对精致的金色法式袖

扣，显得绅士极了。当时我强烈感觉实证研究的规范性和自信心就像祝老师的外

表一样不言自明，能顷刻间使人信服，更不用说祝老师的大数据魔力了。 

 



    梁励敏老师是我在城大期间的研究导师。来港之前早已耳闻她卓越出众的英

文演说和扎实深入的电视文化研究，等到初见时，温婉内敛和清瘦少言却是对她

的第一感受。一直等到月末听完那堂厚重丰盈的文化仪式讲座之后，励敏老师的

功底学养方全部显现，让大家啧啧称道。在我还未回神之际，励敏老师又打来电

话约我一起赴又一城的 Amaroni’s 餐叙，以尽地主之谊。我内心既惭愧又欢喜，

本该早去主动请见却迟迟未动，还是改不了偷懒认生的老毛病。记得在那间奢华

幽暗的意大利餐厅里，我和励敏老师在微亮的灯下畅谈了大约三个小时，话题有

大有小，从专业到家庭，至今想来也不知道为何刚一见面就觉她亲切温暖，不停

地想要说话。临别时还意外收到了励敏老师赠送的精美丝巾和日本小点心，心里

的温暖又平添几分，情谊难忘。 

 

CC 老师的研究分享会开了不止一次，对我们耳提面授的机会也比其他老师

更多，其中两次比较正式的授业解惑也是在传播系的大会议室里完成的。第一次

是关于如何提高英文阅读和论文写作的能力，另一次是讨论研究论文的选题设计

和框架展开，都是难得一遇的思想大餐。CC 老师的课堂从来不拘泥于 ppt 之固

定内容，时而穿插各种香港新闻界和台湾政界的逸闻趣事，又总能将问题分析得

深入浅出，一语中的，每每有醍醐灌顶之效。有次课后大家意犹未尽，再约 CC

老师一起晚餐聊天，在城大八楼的中餐厅，大家一起举杯欢谈至深夜，真可谓良

师益友，乐不思归！ 

 



 多友情 

坦白说，我是本期多友队伍里货真价实的“新人”。来港之前，要说自己唯

一知道的人，就是刘宪阁了，那还是由于凤凰纪录片《报界宗师张季鸾》的缘由，

对其他七人俱不相识，不像另外几位多友此前已有机缘交往，是校友抑或故交，

不怕陌生孤独。 

想想看，自 2011 年春在上海大学博士毕业后，我即回西北蜗居，并一改多

年忙碌奔波的求学节奏，开始埋头过居家的小日子，并渐渐地远离了学术圈，不

知不觉中几年过去，终于滋生出可怕的倦怠和怯懦情绪，恍然间才发现自己在专

业道路上已经落后掉队，快到悬崖边上，正待重拾信心、迎头赶上。相比之下，

其他几位多友则不是中坚力量就为后起之秀，让人相形见绌，倍感压力。 

但事实证明，我的提前担心和不良情绪都是多余，一月下来，和各位多友之

间不但未发生想象之中的陌生隔膜，反因他们而勇气倍增，一扫往日学术研究道

路上的寂寥无助之感，浓浓多友情还促我下定决心和大家一起奋斗打拼。 

记得当初独自抵港的第一晚，刚到宾馆落定，隔壁入住的王蔚就率先打来电

话问候，并热情邀我去她房间分享上期多友走时留下的多余粮草（方便面、辣椒

酱、洗衣粉，洗发水，牙膏，拖鞋等等），对于忘记了带洗漱用品的我来说，就

是一场及时雨！从那以后，王蔚的热情和贴心就一直全程相伴，让人时时感念。

这位在上海生活的北方女子融合了南北文化之优势，既有骨子里面北方人的热情

大方，又不乏南方女子的温柔细腻，总是不怕费时劳力，耐心帮助每位多友。在

我错过了 CC 老师精彩的龙脊之行后，王蔚更是不顾舟车劳顿之苦，主动陪我再

度登高。在那日烈日炎炎的打烂埕顶山之巅，我们一起品鉴了雨过天晴后如梦如

幻的石澳美景，了却我心中遗憾。 

 

向芬是我赴港后见到的第二位多友，窈窕温婉的京城美女一枚。来自土家族

的她天生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虽说比我小好几岁，但总是落落大方，处事周到



妥贴，而且不断给大家带来意外惊喜，真称得上内外兼修的奇女子。我们仨人不

足半月就成了促膝夜谈的好友，搭伴去铜锣湾逛特色书店，相约去佐敦吃地道的

双皮奶和四宝汤，一起探访中环陆羽茶室、到太平山顶吹风……同为女博士和女

性研究者，她们都让我见证了知识女性所特有的果敢自信和优雅从容。 

 

来自复旦的郑雯是我们队伍里的小八。虽然一起相处的时间不足半月，但

她和大家的交流分享却一丝不少。郑雯正在进行当代中国网络使用行为的大数据

研究，这位研究小超人总是任务不离身，来港数日还是忙个不停，但只要和大家

见面，小八就会热情洋溢地向我们报告她的最新研究成果，闲暇时还不忘为大家

贡献复旦特色八卦。虽然她的迟到早退让大家颇感遗憾，但正缘于此,小八得以

租住城大马会楼“豪华公寓”，让我们大家有了难得一次的机会亲自动手招待 CC

老师和师母聚餐，尽享一晚美妙谢师宴。 

 

另外四位异性多友的加入让我们的队伍更加彩色多元。来自北师大的刘斌

是我们的大师兄，平日里也一身户外装束的他酷爱远足登山，到港后第一次集体

远游的长岛之行就是“老大”的亲自策划。后来刘斌又多次带领几位男同胞遍游

香港知名海岛——塔门、东平洲、南丫岛、大屿山……风雨无阻，精力过人。 

张杰则是典型的江南才子，为人细腻温和，谦虚多礼，社会学出身的他分



析问题时总能入木三分，抽丝剥茧，理论思辨的扎实功力着实让人佩服。城大访

学结束后，在家中新近读到张杰在《国际新闻界》2016 年首期刊发的论文，更

觉他社会学研究理路的精深通透。 

 

齐辉和宪阁都是东北人，但性格却迥然有差。现在重庆大学的齐辉快人快

语，喜欢各种新鲜事物，但和我一样，方向感不好，走去新地方时常会走错路，

可他一点也不会沮丧，每次总能开心找回海棠轩。          

相反，沈阳大学的刘宪阁则内敛沉静，方向感极强，尤其他深厚的史学功

底和信手拈来的掌故逸闻总让人心生羡慕。一整月里，宪阁成了我们的“福星兄”，

让大家有机会到香港大公报社和中文大学参观访问。我至今难忘《大公报》编辑

部和报史馆资料室内鲜活的历史场景和发黄发脆的卷宗档案，犹记中大新亚书院

“天人合一”处近池远海间的微澜细浪、巧妙合一。 

 

 



值得一提的是，那日中大之行不仅有幸得到新闻与传播学院陈韬文、罗文辉

和黄懿慧教授的热情接待，还觅得额外机会深入探访闻名域外的中国研究服务中

心。记得在二楼资料库的开放书架上我意外翻看到了一名西方中国学者的研究笔

记，在那本老旧的日记本里，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各种剪裁不一的中国新闻简报，

发黄的小纸片上时有用红色水笔划出的波浪线，旁边空隙处还有工整的中文笔记。

此番情景让我动容，暂且不论中西方学术之优劣，仅这样的仔细认真就可想见其

研究成果之扎实！ 

从服务中心一层的落地玻璃窗向远处眺望，可见青山叠嶂，云卷云舒，书香

绕梁中那些久违了的对于专业研究的执念和热爱不觉从心底升腾…… 

 

四、 课堂外的精彩与邂逅 

每次满当当的课程过后，我们的四月多友小分队就会马上开始户外行动，美

食、美景一个也不想错过，几多课余中的精彩与邂逅。在此要感谢 CC 老师，特

别是温婉秀丽的师母，一月中几次至今难忘的游山逛水都由老师和师母精心策划

安排，让我们得享美好时光。 

 “好彩”读诗会 

记得第一次与师母相见是在 CC老师宴请大家吃早茶的尖沙咀“好彩”海鲜

餐厅。那日清晨的瓢泼大雨耽误了路上的不少时间，待我们赶到时，“好彩”早

已宾客盈门，但有好运气相随，大家如愿得到了紧靠落地玻璃窗的大桌，位置极

佳，窗外隔街就是著名的尖沙咀海滨长廊，举目即可远眺维多利亚港，真是名副



其实的海景餐厅。师母贴心地为我们点了十余种香港早茶中的经典特色：叉烧酥、

流沙包、虾饺、牛肉肠粉、蜜汁鸡翅、蒸鱿鱼、卤鸡翅……那是我这个北方人第

一次体验正宗的香港早茶，地道的美味自不必说，更添精彩的是餐后的读诗会。 

那天，白发儒雅的城大前任校长张信刚教授专门挑选了李白的《关山月》

为大家讲读。理工科出身的张校长是世界生物医学领域的佼佼者，可素来对历史

和文学情有独钟。那次张校长讲诗中的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唐代诗

人王之涣在《凉州词》中说‘春风不度玉门关’，可是李白在《关山月》中为什

么要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呢？”这一问可真是难倒了大家，到底是“度”

还是“不度”呢？为了解答清晰，张校长专门打开了随身携带的地图，指点在甘

肃玉门关四季风向的不同走势，以及由此影响到的古人们的不同感知体验，让大

家豁然开朗。在对一首诗的态度里我们看到了上一辈学人的孜孜以求和严谨细致，

深受启发。张校长讲解过后，我们大家又尝试用各自的家乡话诵读《关山月》，

东北话、扬州话、湖北话、河南话、陕西话的轮番演绎让这场读诗会顿时妙趣横

生，郑雯妹妹最后的即兴演唱更是赢得满堂彩，当时大家的心情真是畅快极了，

以诗会友的快慰体验可谓人生第一次! 

 

午后大雨初歇，CC老师又带大家去海滨长廊漫步，虽然还有小雨时而落下，

但大家依然兴致盎然。在斜风细雨中，李老师热情为大家指点半山风景，将港岛

风貌的历史演变娓娓道来，对岸鳞次栉比的摩天楼顷刻间从一栋栋冰冷的钢筋水

泥建筑变成了承载时代和社会变迁的文化符号，维港景致顿生姿色和韵味。 

 



 西贡海鲜乐 

第三周的周日，雷阵雨预报再次取消了筹备多日的登山计划，CC 老师和师

母体念我们失落的心情，邀约大家改道去西贡吃海鲜。中午十分，双层大巴车载

我们穿越弯道起伏的颠簸山路到达西贡码头的洪记海鲜酒家。传说中与城大结缘

的张经理果然热情招待，成就了我们港岛美食经历中的史上之最。师母亲点的龙

虾，螃蟹，鲍鱼，蛏子，石斑鱼样样鲜美无比，一改那日我们在长洲形成的对于

香港海鲜的负面印象，惊喜连连。午后大雨来袭，形成倾盆的雨柱，可大家的心

情却格外的轻松欢畅，一点也不觉败兴。餐后我们先行送别 CC 老师和师母，然

后又继续结队在雨中的西贡小镇漫步，如此看山观海，别有一番滋味。等到雨势

减弱，大家又乘兴搭小巴去往黄大仙。免费的香火，曲径通幽的院落，池塘里悠

闲自若的许多乌龟，使这座处于闹市高楼中的寺庙显得别具一格，不落凡俗，让

我有了一次不同于内地去到庙宇中拜佛进香的自在轻松和诚心诚意。虽然那一整

天都是大大小小的雨，可心中却是晴空万里，碧海蓝天。 

 

 

 历史博物馆、文化沙龙和书画展 

4月 16号,淅沥沥的雨又下了起来，今天难得一天无课,大家商量好午后去

参观坐落在红磡的香港历史博物馆。吃饱喝足，下午一点左右我们开始赶往目的

地，雨势渐大，每人需撑一把伞独行，速度走不快，这样却刚好多出了时间看路

边风景。途径粉红色梦幻城堡般的香港天主教圣母玫瑰堂时，大家停下脚步在街

头观赏，不觉感慨香港宗教文化之多元与繁盛。 



香港历史博物馆和科学馆是近邻，但时间仓促，只能挑选先去前者看看。

有趣的是，尽管香港只是弹丸之地，但历史博物馆设计的故事起点仍然是从宇宙

裂变，人类起源的进程开始的——一枚海贝、一粒沙、一块岩石、一丛海藻……

移步换景，时空转换中我们穿越了千万年的历史隧道。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大家

才游览到英殖民时代的港岛，这个展览区中的陈设酷似老电影中的摸样，我在一

座模拟搭建的电影院里观看了一部有关香港娱乐业发展的小片，发现了李小龙、

张曼玉和邓丽君等老明星，倍感亲切。 

下午快四点的时候,大家进入第八区参观，香港 97 回归庆典的巨幅照片赫

然在目……老故事到此结束，新故事未完待续。历史的风云变幻、惊涛骇浪虽已

浓缩成文，难以重现，但如此一程的观看体验还是多少增加了我们对港岛的感受

力，不虚此行。 

 

当天晚上如约去参加葛兆光教授主讲的小型文化沙龙，这是 CC老师给我们

吃的小灶，机会难得。其实一知道葛兆光教授要来的消息，我早早就乐不可支，

兴奋不已。记得自己当年读过《中国思想史》后，对葛老师仰慕有加，后期写博

士论文时，开篇就引用葛老师的话打底，但自己却从未有机会一睹真容。当晚在

城大中餐厅八楼的一间中型会议厅里，偶像就坐在几步开外的对面，真觉得又惊

又喜，葛老师就是我想象中的那般模样，挺拔儒雅、谦逊温和。 

等到沙龙开始，才知道大家云集，张隆溪教授，李欧梵教授、陈国球教授

等均在座。那天葛老师和大家分享了他的新近研究成果——“明治大正时期日本

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全面评估了晚清时期日本东洋学在中国的影响力，论据扎

实、很见功力。发言结尾时葛老师提出的“学术与社会关怀”、“学术与政治”

的关系问题当场引发了在座十余位学者的热烈讨论和激烈交锋，如此开诚布公的

研讨气氛实属少见。 



 

    会后我们中了大彩蛋，意外得到了与李欧梵教授单独聊天的好机会，那天碰

巧这位头发花白的古稀教授会后去洗手间最晚离开会场，我们才在同一班电梯里

与他相遇。一想到《上海摩登》、《铁窗中的呐喊》，大胆的小伙伴们马上提出

了与他合影留念的额外要求，李老师一点也未推辞，亲切与我们拍照。为了还能

与他多聊会，大家甚至不惜绕道送李老回家，一路上欢喜雀跃，夜半方归。 

 

临别之际恰巧赶上台湾故宫博物院在城大举行“郎世宁书画展”，CC老师参

加过盛大的开幕仪式后向大家强烈推荐，因为这次的展览不同以往，它借助现代

数码技术和新媒体平台，以全新的动态方式呈现郎世宁经典画作，可以说是一场

由声光电组成的视觉盛宴。 

那天一入展厅，我们就被眼前的《孔雀开屏图》震慑住了，光影之间，两只

艳丽的孔雀栩栩如生，仿若闲庭信步，美轮美奂。移步再观巨型长卷的《百骏图》，

画布上马儿奔，溪水流，有疾风骤雨来临，有四季色彩变幻，完全就是一幅被激

活了的骏马图，精彩绝伦！展览中还有虚拟立体的花鸟作品和加了配音效果的铜

版画，件件都是对郎世宁传世之作的重新演绎。于我而言，这样解构和重建经典

的方式既不失传统美感，又充满时代新意，让人耳目一新。 

 



现在想来，这些来自课堂之外的收获和启迪终难枚举，就像孩子在柔软的沙

滩拾贝，一个又一个，惊喜不断，它们是正剧中的美妙穿插，是大片中的非常镜

头，可遇而不可求。 

五、 春风化雨，生命中的四月 

记得去年刚刚得知自己入选“多友”之际，沈荟老师在微信上留言说“姑娘，

我们是学友了，多友。” 看到这些字时我心中一阵悸动。在上海大学读博期间和

沈荟老师相识多年，她对学术研究之尊重，日常钻研之刻苦总让我心生敬佩，是

心之楷模，今天沈老师竟以多友相称，真是倍感荣幸。 

赴港前与王晓梅老师话别时，她也非常认真地告诉我，“你现在是多友了，

这是一个新的平台，也是你融入新闻传播学术圈的重要一步。”果然如晓梅姐所

言，在被接纳进入“多闻雅集”朋友圈的第一天，就发现这里云集着中国新闻传

播学界内的重要中坚力量，五湖四海的多友齐聚于此，而且不时有珍贵的学术成

果和文化资讯在圈内分享，这个新身份一下打破了我之前总觉闭塞的研究气氛和

学术环境，大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之感！  

4月 5日至 5月 5日，满满一月倏然而逝，快到临别时，才发现时间完全不

够用，图书馆里的海量珍藏还未好好发掘，逸夫楼的角角落落尚未及走遍，中环

湾仔尖沙咀的美食美景小荷才露尖尖角……我们就要离开。大雨还在一场接着一

场地下，港岛的四月成就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丰沛雨季，滋润万物，我们的希望

和勇气也在风雨中播种，破土而出！ 

 

 

 



全家福 

 

 

 

 

(第一排左起:王蔚,向芬,郑雯,李莉；第四排左起：刘宪阁、齐辉、张杰、刘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