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同辈压力”
Facing “Peer Pressure”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Enthusiasm as a Life-Long Friend
走在时间的长河边
Along the River of Time

和女儿谈挫折
Talk about Setbacks with my Little Girl
“我喜欢这样的自己”
“I Love Myself for Who I Am”

走过六大洲，十七国，人生的可能性在于Keep Moving
Keep Moving on the Journey, Keep Discovering Life



①乐活 LOHAS一词发源于美国，意为“Lifestyl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中国青年对“乐活”的十二项主张：完善自我、阳光生活、自由创造、强健身体、

绿色饮食、简约消费、快乐平和、善待他人、亲近自然、保护环境、热心公益、主动分享。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2020年逸夫书院创办四年了。四年对于很多大学生来

说，可能是我们视为最宝贵的那段时光——青春。当我每

每走在逸夫书院的路上，面对这群风华正茂的学生时，我

由衷地感到他们的生活之精彩，个性之鲜明。于是，我们

想用一本杂志，把每一年发生在逸夫书院最新鲜、最快

乐、最感人、最细腻的故事记录下来，让逸夫学子们乐活①

在此，舒展各式人生。愿本杂志能让读者感受到有温度、

有正向价值传达、可持续发展的、具有逸夫人的标签和烙

印的文字与成长记忆。Let’s LOHAS at Shaw!  

Dear friends,

It has been four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Shaw College. For many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four years at the 

university are the most precious period – youth. Every time I walk on the campus of Shaw College and meet our students 

in their prime years,I genuinely appreciate their splendid life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we launched a mag-

azine to record the freshest, happiest, most moving and delicate stories that happened at Shaw College, and to encourage 

LOHAS① and different lifestyles on this platform. I hope that through this magazine, you can feel the warm, positive, 

sustainable, and Shaw-style words and memories. Let’s LOHAS at Shaw! 

逸夫书院院长:王丛

Master of Shaw College: Cong WANG

创刊词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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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 with a generous donation from the Shaw 
Foundation (Hong Kong) Limited, Shaw College is the 
first College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Shaw College provides a home for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 to live and learn together, 
sharing the joys of knowledge discovery with teachers of 
the College and with each other. The College aims to 
establish an open platform for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programmes to implement the holistic educational idea 
through various activities and to live up to the motto of 
the College “In Pursuit of Virtue and Excellence”.

经过四年的发展，逸夫书院已打造出一支有理

想信念，有仁爱之心，专业一流的导师队伍以构建

新型的师生关系，落实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

与此同时，书院的品牌文化与品牌活动也在这一年

又一年的非形式教育活动中渐渐沉淀成型。截止目

前，逸夫书院的学生活动已涵盖了传统书院庆典活

动、科普教育、论坛讲座、学生辅导、文艺体育、

公益善行等，不仅增强了学生对书院的归属感和认

同感，也全面培养了学生的文化素养、批判思维和

人际关系技巧。

SHAW COLLEGE PROFILE

承蒙邵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的慷慨捐赠支

持，逸夫书院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第一间书

院，为学生提供一个融合住、 食、学为一体的温馨

的家，让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互相沟通、共同探

索、一起成长。书院致力于建立一个开放的平台，

让不同专业、年级、背景的同学聚首一堂，透过参

与及体验式学习活动去实现书院『修德臻善』的全

人教育理念。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we have formed an outstanding team of resident wardens 
and tutors with beliefs, love, and professional qualities, 
aiming to build a new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implement the “student-oriented” philosophy throughout 
the College. Simultaneously, the culture and activities of 
Shaw College have been gradually developed over the 
years. Up until now, our students’ activities have included 
traditional college celebrations, scientific education, 
forums and lectures, student guidance, art and sports 
events, public welfare activities, etc. These events are 
not limited to strengthen stu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and identity towards our College, but can also nurture 
students’ cultural literacy, critical thinking and interper-
sonal skills.

聚焦逸夫
书院简介

Tower A Warden - Murray JOHNSON A Place, A Space, A Room, A Home... A Tower. 01



2020年是逸夫书院砥砺前行的一年。新冠疫情蔓延全球，给世界带来了重创。然而任何不幸与灾难，都不能阻拦我们向

前走。逸夫书院在疫情初期的第一时间响应各职能部门的号召，封闭书院、开启在线办公模式并开展疫情下的常规学生工作，

包括每日监测全书院师生的身体状况，发热学生一对一跟进，住宿导师与居家学生“一对一”沟通，对学生心理危机进行有效排

查及干预等。疫情期间，书院无法组织同学举办线下聚集性活动，因此书院积极拓展在线文化活动，让同学们居家也能通过网

络体验及探索书院文化。据统计，2020年逸夫书院共举办活动近百场，平均每周2-3场书院活动，住宿导师平均每月组织3-4

场楼栋活动。在这个特殊的夏天，我们送别了329名本科毕业生，这也是逸夫书院的第三届毕业生。金秋九月，“逸”家人的队

伍又不断壮大，我们迎来了472名本科新生和256名研究生新生，共同在多彩缤纷的逸夫书院生活中留下属于自己的独家记

「逸」。

The year 2020 is a year of forging ahead for Shaw College. COVID-19 has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and brought heavy damages. 
Nevertheless, any unfortunate events would not affect our move. We are committed to protecting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all the students, 
staff and the broader community.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pandemic, Shaw immediately responded to calls from various departments 
and acted against the spread of COVID-19. We closed down the College Hostel, opened the online office, and carried out our regular 
student work such as keeping track of daily monitoring of all students’ and teachers’ physical condition, one-to-one follow-up for fever-
ish students, one-to-one communication between resident wardens and tutors and home-bound students to provide effective crisis 
management and intervention to students who may hav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During the pandemic, the College was unable to 
organize offline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Therefore, we immediately arranged and expanded our online cultural activities, allowing students 
to experience and explore the Shaw culture through the Internet in their comfort of home. Statistics show that our College has organized 
nearly a hundred activities in 2020, with an average of 2 to 3 activities per week. Moreover, our resident tutors have organized an average 
of 3 to 4 hostel activities per month. In this typical summer, we bade farewell to 329 bachelor graduates, who are also the third batch of 
graduates from our College. In the golden autumn of September, the Shaw family continued to grow. We welcomed 472 new undergradu-
ates and 256 new postgraduates to leave unforgettable memories of colorful and exciting life at Shaw College. 

郑泰烁 摄

修德臻善
In Pursuit of Virtue and Excellence

Tower A Tutor - 刘国龙 愿你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2



逸夫书院本科生性别比例（2020）
Gender Ratio of Shaw College 

Undergraduate Students（2020）

男 Male
女 Female

52%

48%

硕博生
Postgraduate students

本科生
Undergraduate students

逸夫书院本科生/硕博生人数占比（2020）
Percentage of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at Shaw College（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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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书院学生人数分布情况（2020）
Distribution of Students at Shaw College（2020）

75%

25%

Tower A Tutor - 徐彦恒 祝大家在五楼生活天天开心快乐，吃好喝好！03



生命健康科学
LHS, 4%

经管
SME, 48%

数据科学
SDS, 21%

人文社科
HSS, 8%

理工
SSE, 19%

经管SME 理工SSE 人文社科HSS 生命健康科学LHS 数据科学SDS

逸夫书院本科生学院构成比例（2020）
School Composition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t Shaw College（2020）

0

50

100

150

250

300

350

400

200

广
东

 G
ua

ng
do

ng

浙
江

 Z
he

jia
ng

福
建

 Fu
jia
n

湖
北

 H
ub

ei

山
东

 S
ha

nd
on

g

江
苏

 Ji
an

gs
u

上
海

 S
ha

ng
ha

i

四
川

 S
ich

ua
n

湖
南

 H
un

an

江
西

 Ji
an

gx
i

0

10

20

30

50

60

40

印
度

尼
西

亚
 In

do
ne

sia

韩
国

 K
or
ea

巴
基

西
坦

 P
ak

ist
an

马
来

西
亚

 M
ala

ys
ian

波
兰

 P
ola

nd

逸夫书院内地学生来源地Top 10（2020）
Top 10 Places of Origin of Domestic 

Students at Shaw College (2020)

逸夫书院国际学生来源地Top 5（2020）
Top 5 Places of Origi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Shaw Colleg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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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a better yourself!何钉萍－B Tower－Wander 01 To be a better yourself!何钉萍－B Tower－Wander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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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不完美的自己

Embrace the Imperfect Self

叙主题 ：

拥抱不完美
的自己
Shaw We Talk： 
Embrace the Imperfect Self



作者：吴炳辉（2017级 SSE 逸夫书院）

现已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交换学习

看到别人优秀的地方，我一开始想的不是怎样去学

习，而是思考自己为啥没有这样的成就。我总会告诉自己

这是客观条件导致的，有了那些条件，我也可以甚至会比

他做的更好。但我也知道这种心理暗示只是自欺欺人罢

了，在经历一段时间的 “peer pressure” 后，我开始尝试

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触摸自己，了解自己
学校的心理社团Ubuddies曾在内部试运行了一个

“Body Shame” 的workshop，我第一次和大家一起坐在一

间教室里去感受自己的身体，感受它陪伴你的时光。身体

放松的坐在椅子上，脚掌贴着大地，从头到尾的审视我这

个自认为不完美的身躯，我感受完真的有点想哭。它瘦

弱，而且溜肩，小时候还老是因为我淘气出问题，但是他

依旧在帮你完成你所有的活动：吃饭，奔跑，谈笑，享受

音乐。这些最重要的功能都是你的身体带给你的，我们往

往忽略了自己“理所应当”的部分，而去专注于所谓的“不

足”，从而使自己更加难受。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理所应当

的，学会感恩才会珍惜，从而健康幸福。同样的道理，在

我慨叹家庭条件不好的时候，我总是忽略了老爸老妈把我

养育成人的辛苦和他们的付出。我觉得很多东西是有人生

来就有的，不只有财富，更多的是健康与道德。应该多关

注你有的，而不是你所没有的。

我一直秉承的观点是感恩自己不能改变的东西，将自

己可以改变的东西尽力去做好。无论是我的性格、身材、

外貌、学习，还是家庭，这些”不完美”一定程度上构成了

一个独一无二的我。我渐渐学会了感恩自己，也感恩这世

间所有值得感恩的东西。

我也感谢在港中深的所有遇见与美好。

面对“同辈压力”
Facing “Peer Pressure”

学生
故事
Student Story

2017年的夏天，我做了个决定，选择了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一个当时只听说过的学校。从小到大没有出过

林州市的我，想走出小县城，想去看看大城市，想坐一次

飞机，想出国旅游。我向往外面的世界。

上大学前我拜访了亲戚朋友。爷爷当时在三叔家编篮

子，从兜里掏出来用塑料袋包裹好的五百块，说是给我的

零花钱。我到现在还放在行李箱的隔层里，不舍得动。

当时车票买的晚，只有高铁和绿皮硬座了。老爸支支

吾吾的说绿皮能坐，心疼钱，也没让老妈去。我们提了两

个行李箱，一个袋子。夜里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坐立难

安。老爸回去的时候还是坐的绿皮硬座，躺在绿皮座位的

底下。我心揪的难受，那时起我认识到自己得更加努力。

自卑，吗？
我其实一开始有些自卑的，因为同学们的见识也好，

家庭背景也好，深深地让我感到我“小地方”的自卑。花钱

的活动能省就省，能薅羊毛的地方我就去。能赚钱的学助

我就去做，能申请奖学金我就申。我大学的第一桶金是当

时做逸夫书院临时学助拿的60块钱，第一次感觉可以靠自

己劳动填充下可怜的钱包。

这样一次次的去参加活动渐渐的让我适应了这个新的

环境并且找到了归属感。第一次申请逸夫奖学金失败之

后，我认识到自己做的还远远不够，于是我开始参与策划

各种社团和书院活动，每一次的肯定和支持渐渐地让我意

识到钱不再是我的源动力，我是真正的想为书院和学校做

点什么。

“自尊心”
大一的时候，作为一个从高中来的“尖子生”，来到大

学发现了更加优秀的人，我所谓的“自尊心”总会让我去跟

别人比较，然而这种比较往往让我愈发难受。

Tower A Tutor - 余湘港 向别人学，跟自己比。 08



小Shaw君：

您在本科念的是理论数学专业，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了这个专业？

Mario：

说起来数学，我觉得我很幸运，好像从上学以来就确定了我对数学的热爱。当然选专业的时候我也有考虑

其他理工科专业，但我始终最喜欢数学，所以就坚定的选择了。

本期人物——黄俊波博士Mario（逸夫书院学术导师）
黄俊波博士于2008年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获得纯数学专业的理学学士学位，然后分别于

2009年和2014年在滑铁卢大学获得数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16年6月，他加入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理工学院担任讲师。他的研究兴趣主要分布在代数组合学，用代数方法去学习包括

图在内的离散结构。

采访丨杨蕙菡（2020级 SME 逸夫书院）

2016年6月，Mario HUANG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从此，立三尺讲堂，度四季耕耘。

没见Mario之前，有学姐告诉我他是“人生之光”。

第一次上Mario课的时候，他热忱而认真。

又看过Mario的一篇访谈，他说，在喜爱和有用里，他永

远选择喜爱。世界纷繁芜杂，岔路颇多，能坚守初心，

澄澈清明，不过寥寥数人。

在敲定采访的对象时，他是呼声最高的对象之一。

采访中，他道，如果我认为什么是对的我就会一直做下

去。言语间的纯粹与坚定好似肩担草长莺飞和清风明月

的少年，肩上亦有风，伴随着闪烁的星群。

采访后，他言，拥抱不完美的自己，大胆试错，未来可

期。如同里尔克给青年人的建议“好好忍耐，不要沮丧，

如果春天要来，大地会使它一点一点地完成。“

相信他坚持走下去的路，定繁花似锦。

你也是。

以下是小Shaw君和Mario的对话。

导师
专访
Interview with 
the Teachers

Enthusiasm as a Life-Long Friend

Tower A Tutor - 刘汝林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09



小Shaw君：

那您除了数学，还有其他兴趣爱好

吗？

Mario：

旅游和摄影，偶尔也会打游戏。

小Shaw君：

您平时是如何平衡兴趣爱好和工

作？

Mario：

确实两者有时很难兼顾，我又是一

个很贪（执）心（着）的人，不想

舍弃任何我热爱的东西。所以有时

候我会抢夺一部分睡眠时间来满足

我的兴趣爱好，不过我不太推荐我

的方式，这样不好。

小Shaw君：

您在之前一篇访谈中提到“在喜爱

和有用之间，我永远选择喜爱“。

您如何做到如此坚定呢？

Mario：

非常幸运的是我的父母一直希望我

听从内心，这给了我很大的底气在

年少时大胆选择自己热爱的事。同

时，我也不会顾虑太多我的选择是

对或错。我曾经在理论和应用数学

中纠结，都知道应用数学会有更多

工作机遇，但选择一条人迹稀少的

路也未必是错的。

小Shaw君：

您当年在学术这条路上有遇到困

难、想要离开的时候吗？

Mario： 

Master快毕业的时候我一度迷茫。

我一直以来的目标是搞科研，但跟

着导师做了几个programs却发现

research好像并非我设想那般。虽

然导师带领的guided research有

original result，但是我觉得缺乏自

我探索的新奇。正在纠结痛苦之

时，在几次tutorial过程中慢慢意识

到我对教育的喜爱。所以我决定继

续待在学术界，因为学术界还可以

选择教育这条路。

小Shaw君：

那您依然很幸运。

Mario：

可以这么说。不过通过这件事我领

悟到，其实人生路是有很多分叉路

口的。青年人无需死磕到底或孤注

一掷，或害怕一步踏错终生错。人

生可以不断diverge和修正。比如目

标是搞研究，就坚定前行，没准走

着走着会有新惊喜。

小Shaw君：

现在很多学生会因为自己不具备别

人某方面的出色而内心自卑。您在

学生时代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Mario：

学生时代的我身边有一些很会

social的商科朋友。每次看到他们

在各种场合侃侃而谈我内心会有自

卑，但更多的是羡慕。那时候我会

刻意去参加一些活动，但在现场我

依然是沉默寡言的那一个。所以我

会告诉自己，每个人各有所长，坦

然接受自己的短板，拥抱不完美的

自己实际是成就更完美的自己。

小Shaw君：

您说您不擅长social，但是您在学

生中特别受欢迎。下午一点半的课

我十一点去占座位的时候前四排已

经没了。

Mario：

首先，谢谢大家的认可。我一直尝

试做到"fun and serious"，专注和

乐趣没有冲突。我会很严肃地备课

与工作，也努力尝试带入乐趣。虽

然有时候可能会失败。（笑）但我

希望学生们能感受到认真与有趣的

融合。

小Shaw君：

我记得课堂的最后，当您问“is 

there any question？”的时候，教

室里经常会是一阵沉默。那时候您

会思考什么？

Mario：

首先，我理解在一两百个人的

lecture打破沉默是需要勇气的。第

二，我认为没有"stupid question"。

这种现象可能跟“卷文化”有关，我

们从小到大的教育氛围，让学生们

有“跟别人作比较”的惯性思维。其

实学生更应关注知识本身的获取，

而不是别人与你的差距。

小Shaw君：

如果您能穿越回到过去，您最想回

到什么时候？

Mario：

大学吧。我希望自己不要太小心翼

翼。我是有点完美主义的人。大四

的时候，我把两门考试的时间记反

了，导致那次考试分数很低，也陷

入长久的自责。但现在回看，那次

事情对人生来说未必是坏事，提醒

我直到现在重要的事情都会设定好

几个闹钟。人在大学期间犯错的成

本要比未来人生低很多，但会让你

学到很多。所以大学阶段不要害怕

犯错，不要过得战战兢兢。

Tower B Warden - 何钉萍 To be a better yourself. 10



本期人物：陈琴博士（逸夫书院学术导师）
陈琴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学院通识教育部教师，执教于GEA、GEB两个领域。

她于郑州大学取得历史学学士与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于武汉大学取得历史学硕士学位，

于香港中文大学取得哲学博士。

采访丨陈雅芬（2020级 SME 逸夫书院）

走下去
采访前，陈琴老师谈起了她初进修硕士时的经历。在武汉大学肃穆的学术氛围里，她回首本科四年，常遗憾所学未够功夫。

「身边优秀的同学，常常让我觉得，我读的书还是不够多呀！」

跨越十载春秋，其时与今朝的学生原来都具有同一款焦虑，常常担心着自己不够优秀，怕赶不及前方滚滚浪潮，怕跟不上身边

闪耀光辉。

如何面对？陈琴老师用三十年岁月给了一个答案。

生于河南，养于河南，陈琴老师的本科也完成于河南。黄河滚滚，在中原的大陆性季风气候里，她与郑州结了不解缘。她在这

座历史悠久的商朝都城完成了历史学教育，现在，她的研究重点也正是商周。

与历史学结缘始于大学。她没有沉湎于冷门专业的伤感，虽然处于迷茫与懵懂之中，她依旧以积极的心态，将自己的大学生活

过得快乐充实。被问「如果回到学生时代，有什么遗憾希望弥补吗？」，她笑言，「其实没有。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自己

走的路要对自己负责」。对于阴差阳错选择的历史学，她也没有如多数曾经的同窗一样，选择转身离开，而是耕耘了一整个本

硕博生涯。冥冥之中，她走上了教师这一条路，她也在让自己不断进步，战斗于学术前沿，更新知识，对得起教书育人的一份

责任心。

对于眼前的事物，她似乎永远抱持着一种“走下去”的态度。既来之，则安之。走一步，再一步。谈及如何应对人生中难免的挫

折、不甘或遗憾，她给出的答案是着眼于未来，继续前进：前方的路还远还长。

导师
专访
Interview with 
the Teachers

Along the River
of Time

Tower B Tutor - 曹美玲 好好学习，热爱生活，不负青春。11



走出去
「我总有一种“不安分”的心态」，陈琴老师笑道。

读书时代，这种“不安分”体现在择校。同辈们都向往去北京，她偏要一路向南，

到武汉，再到香港。

基于这种不安分，她说可以尝试到不同的可能性。大学时期进入各种社团与学生

会，做各类工作，大三又修读了一个英语语言文学的学位。她也乐意参加各种社

会活动，参加商业展览会、科协年会等组织活动，和热爱古物古迹的香港本地老

友们回归内地、参观遗址和博物馆等，在香港读博的时候，正是因为参与校友会

组织的活动，她结识了现在的爱人。

她鼓励同学们多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去体验不同的生活，去触碰不一样的事

物，「试过了，才有感受，才能比较，才知道要往哪里走。」

现在在高校从事教职，陈琴老师的生活相对稳定。但关于未来，她依旧有着想要

挑战的事情，想要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想要在专业上与其他单位建立更多的合

作，想要在教学上给同学们带来更多新的东西。

「放宽眼界，开阔视野」，她说。

每一步都算数
站在时间长河的这一岸，倒看陈琴老师迄今的人生脉络，我们看到了许多命运扣

上的阴差阳错。那时那刻无知无觉，回首时却看得清楚。

在郑州学历史的时候，她不知晓她将会成为一个这片土地的考古研究者；决定读

硕士时，她也不清楚将来是否会选择学术道路；修读英语双学位，她不曾想未来

会赴香港进修；参加校友会活动，也不知道会因此与未来的伴侣结缘......好像过

去所做的选择，都在无知觉间为未来做了铺垫；现在她所做的事，也许又会扣上

将来某处的哪一粒扣。

陈琴老师强调努力的作用性，「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做与自己的纵向对比」，

她说。

走在时间的长河边，也许此刻的努力似乎未见什么收获，如沙滩上的足迹，风吹

过则湮灭，不见踪影；但一路行走，步步相连，才成就前方某处彼时彼刻。她相

信，功不唐捐。

Tower B Tutor - 吴文英 四年转眼即逝，珍惜当下，不虚此行。 12



涵：

近段时间，你好像有很多的不顺：去湖南支教的申请没有选上；英语论文得分不尽如人

意；期中考试物理好像也不理想……你像一片羽毛，飘落在汪洋大海中，孤独、无助，不知

道该怎么办？你的一句“我开学到现在是真的没有什么做好的!”，真的让爸爸心痛，这是多

么深的一种挫败感啊！

其实，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蒋勋老师讲美学，园林中的设计是讲究“曲径通幽”的，为什么是曲径呢？因为只有

这样，你才不至于一眼看穿前面的风景，才会激起你继续探索的欲望，才会具有神秘感和吸引力。人生亦然，过于顺畅的话，

可能就少了趣味，所谓“人生百味”，如果你只经历过“一味”，其实也是挺缺憾的。俞敏洪、马云这些成功人士也有过无数

次失败的经历，他们的成功才显得精彩，他们的故事才显得传奇。

涵，你仔细想想，你现在其实并不存在很大的问题。你已经基本适应了大学的生活，每天很忙碌也很充实；你的课业暂时

虽然不拔尖，虽然学得辛苦，但你是跟得上节奏的。涵，你还记得小学体育运动会吗？100米短跑初赛时，是要将运动员分成很

多小组的，有些同学初赛时，成绩在小组第三名，却进入了决赛；而有些同学在另一个小组跑了第一名，却没有出线。为什么

呢？因为有些小组整体实力强，大家你追我赶，同组的同学就容易超常发挥；而有些小组，可能成员都较弱，跑第一的同学，

没有旗鼓相当的对手，他就很容易认为自己遥遥领先而懈怠。涵，你明白爸爸的意思了吗？你现在就处在那个整体实力强劲的

小组里，虽然你看上去很普通，可是你知道吗？你最后是会进入那个辉煌的赛道的。

爸爸一直希望你“只求耕耘，不问收获”，这样的要求，其实很高。在一片莽莽的原始森林中，向前没有曙光；向后，没

有退路，我却要你安之若素，不焦虑、不彷徨。真的很难。但我们除了百折不挠，没有其它更有力量的武器呀！爸爸这几天一

直在思索，什么叫内心强大？1998年冬，马云在北京呆了十三个月后，事业彻底失败。在即将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马云带着

自己的同事去爬长城，一登上长城，马云哭了。伫立在城楼上，马云一边哭一边喊：北京！我还会回来的！我觉得那就是内心

强大。就是在你很平凡，很困顿，甚至遭遇了很大挫折，连底裤也输掉了，但你依然不屈服、不放弃、有梦想、有斗志，可能

谁都不相信你了，但你自己还是坚定地相信自己、相信未来，就是内心强大。爸爸一直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能够

直面人生中的一切困难。

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爸爸其实觉得你的进步是很明显的：你更加明确了自己的人生规划，并为之付出辛勤的汗水；你

想方设法去适应大学带来的变化，原来很多你不擅长的方面，你都在努力的尝试和突破；你一直向优秀的同学看齐，把他们作

为你前进的方向；你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全面提升自己的各项能力……你好学、上进、坚毅、顽强，你变得更加开放、包容、

主动、勇敢，在爸爸眼中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姑娘。还有，这个学期你展露出来的文字才能也让爸爸惊叹，每篇文章都充满了

思想性和哲理性，你有一个会思考的灵魂。

我们都渴望登上人生的巅峰，可真正登山的人都明白，山的巅峰并非一个点，而是一个很大的平台，是可以容下很多人

的。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去登江郎山的情景吗？到达山峰可以有很多条路，到达山峰的时间可以有早有晚，同时站在山顶上的人

也可以很多很多，而且站在不同的位置，是可以欣赏到不同的风景的，无所谓谁站得最高，看到的风景就会秀丽一些。所以，

不要处处拿自己和那些耀眼的明星同学相比，不要计较眼下一时一事的得失，不要否定自己的才华，不要否定自己付出的努

力，只要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只要不停下脚步，你的前路也一定会鲜花芬芳的。

涵，爸爸真的很感激你。你总是把爸爸妈妈当成最可信赖的朋友，什么苦乐都愿意与我们分享，让我们感受到为人父母的

价值和乐趣，也让我们更深地体会到了生命的美好。所以我更加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热爱读书，日子过得充实而宁静。而每

天的阅读和学习，反过来，又进一步让我感悟到了生命的可贵和有意义。

爸爸的人生智慧是有限的，但我们可以从成功的人那里汲取经验和智慧，当你感觉很难很难的时候，可能就是桃花源那个

最窄的入口了。再坚持一会儿，再向前几步，也许展现在你面前的，就是一个豁然开朗的全新世界了。

爸爸希望你能早日从灰暗的情绪中走出来，重拾“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的豪迈和激情。

爱你！

作者：蒋裕建（2019级蒋紫涵父亲）

（注：本文创作于蒋紫涵入学一个月有余）

和女儿谈挫折
Talk ab�t Setbacks with my Li�le G�l 

家长
寄语
Letters from
Home

Tower B Tutor - 周苗苗 有时，生活就像压力锅，压力太大的时候，自己就熟了。13



作者：史爱峰（2017级李天宇母亲）

2020年，面对百年不遇的突发疫

情，我们每个人都见证着、经历了许多

感人至深的故事。我要说的故事也许与

疫情有关，也许无关，但对我的感动是

深远的。

朋友的孩子上小学五年级，成绩中

等偏上，在老师眼里是一个听话省心的

孩子。朋友多少年来因为开店没有时间

照顾孩子，正想利用这段时间好好陪孩

子，并下定决心，在家上网课也要保持

和在校上课同样的状态，给孩子制定了

严格的作息计划。从早晨起床开始，就

不停地管孩子。管的方式就是“吼”，孩

子起床晚了要“吼”，吃饭慢了“吼”，学

习内容一遍不会要“吼”。最常见的口头

语就是“你这样懒惰，将来怎么生活？

“你这样拖拉，将来什么也做不成！”

“你这样不认真，怎能考上好大学？”

“你这样”成了妈妈的口头语，开始“你

这样”后面跟着表现和后果，后来因为

厌烦，索性只说“你这样，哎”跟着一连

串的摇头叹息。

朋友说，那期间看孩子什么都不

顺眼，一开口分贝自动升高，根本无

法控制自己，也没感觉有什么不妥。

直到她看到孩子写的那句话，才后悔

莫及。孩子开学后，朋友在儿子房间

的床垫底下发现一个本子，崭新的本

子每一页都写着同样的字“我喜欢这样

的自己！”“当时我很震惊，眼泪唰地

就流了下来，我想到孩子太不容易

了。”朋友向我说的时候，眼里又蓄满

了泪水。

后来每当说起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也总是鼻子发酸。一个不过十二三

岁的孩子，天天面对妈妈狂风暴雨般

的“怒吼”，该有多大的心理压力。“我

喜欢这样的自己”是孩子对压力的发

泄，是对自己的接纳和鼓励。

我很佩服这个孩子，小小年龄竟

有如此强大的内心。这种面对压力的

方式值得我们学习。每个人都会面对

压力，当然朋友的关心、家长的鼓

励、甚至心理咨询师的科学治疗等等

都是很好的舒压途径。可很多压力有

时候是无处诉说、无人替代的，能化

解的只有自己。一句“我喜欢这样的

自己”会给压力中的自己带来云淡风

轻的快意。不管外界如何评价我们，

每个人都要无条件地喜欢自己。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

地方。没有完美的事物也没有完美的

个人，喜欢自己、接纳自己，才能让

生命自由舒展地生长。无论面对怎样

的风吹雨打，都要抬起高昂的头颅，

扬起自信的笑脸，大声说“我喜欢这

样的自己”。

“我喜欢这样的自己”
“I Love Myself for Who I Am”

Tower B Tutor - 金文亭 希望你们能成为尊重别人也受别人尊重的人。 14



本期人物——陈佳雯
2020届毕业生 SME 逸夫书院，目前任职：某互联网公司，职位：战略分析师

采访丨王祉贺（2019级 SDS 逸夫书院）

走过六大洲，十七国
人生的可能性在于
Keep Moving

眼前这个乐观、自信的学姐名叫陈佳雯，她被朋友调侃称为

“老年艺术家”。她行走过六个大洲、十七个国家，用她自己的话

说，她是把自己从舒适区扔下，在每个全新的地方开始她的生存

游戏。旅行对于她的生活似乎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旅行给我最大的感受是keep moving。我去不同的地方并

不是因为有多痴迷旅游，而是我想看到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

我是一个喜欢与人探讨问题的人，所以我会经常住青年旅舍，因

为你跟这里的人交集或许只有两三天，但却可能碰撞出最单纯的

感情。”

浏览过世界各地的风景，体会过各地的风土人情。看起来，

她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可她给自己的标签却是“无聊”。

2019年一整年，陈佳雯一直在gap 

year的旅程中。1月份，她去了欧洲爱沙尼

亚的winter school；一个月后回到了国内

做家教，考驾照；3月份去了上海进行了

为期两个月的实习，期间还去了一次朝鲜

参加马拉松比赛；5月份申请了哈佛的暑

校以及华盛顿一个学者项目，因此下半年

一直在美国；6-8月在哈佛学习政治和即

兴表演，还参加了哈佛的暑期合唱团；9

月-12月在华盛顿学者项目中担任记者的

职位；2020年1月她还去了一趟南美的雨

林，为自己的gap year画上了句号。

“我确实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聊的人，偶尔还有些钻牛角尖吧。我

有一些在别人看来很无聊的爱好，设想一下，你不会希望你的朋友半

夜十分兴奋地跟你讨论彻底的谎言和部分的事实，你更能接受哪一个

吧？可这就是我热衷于讨论与思考的话题。”

这位“老年艺术家”关注当代艺术、文学、音乐、戏剧等等看上去

有些“old school”的东西。与此同时，她的大学生活也十分与众不同。

Gap year这种事情多数见于当代大学生的叛逆的向往或是凌晨2

点的夜游奇思，但很少有人真的敢于实现gap year。 “我大一暑假开

始就有这个打算和规划，最终在2019年gap了一整年。其实最初的想

法就是比较想脱离这种同质化的环境，体验下不同节奏的生活，可能

再回到学校会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观念。”

“最后落实下来的gap year和当初的计划蛮不一样的，但其实gap year很大的一个特点就

是不确定性。虽然是在旅游，但其实也是玩乐与实习、学业并重的一年。”

说到实习，陈佳雯确实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从大二上学期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算上

gap year的一年，四年的时间里她一共有11份实习或PTA经验，康佳、特斯拉、沃尔玛等等

公司都有过她的足迹，并且她还不断地尝试着各种岗位：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分析师、产品

经理、记者、美术馆工作人员等等。

“我是市场营销专业，课堂中我们学到过两种战略：“Differentiation Strategy”（差异化

策略）和“Cost Leadership Strategy”（成本领先策略）。而我更倾向选择差异化战略（丰

富各种不同的经历）而非成本领先战略（强求GPA的数字）。我觉得这个专业更需要实习经

历去磨练自己，而且实习经历越早越好，更早了解到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技能，自己想要什么

样的岗位，更有针对性地培养自己某方面的能力。”

当然，除了培养自己在职场上所需要的能力时，陈佳雯也很好地权衡了学业、社团、职

场三者的关系。她曾经是CMA（港中深学生自媒体社团Campus Media Agency）的一员，

也曾经作为3位负责人之一在我校举办了一场时装秀，同时她也参加过一些商赛、辩论赛并

拿到过一些奖项，获得外研社杯全国一等奖等等荣誉。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佛系的人，不会太关注名次之类的。也因为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

天，不会总去跟别人比较，反而可以规避一部分焦虑。大家都想做台上那个人，我觉得做台

下那个鼓掌的人也蛮好的。其次而言，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没有办法在各个领域精

通，所以其实可以选定好优先级的事情‘all in’，剩下的就随它去。我向来是能少选课就少选课

的哈哈，但是会选觉得好玩的课。当然也会考虑到实习和社团的事情，我的工作量一定是自

己可以handle住的。”

在她眼中，当今内卷严重并不是因为资源变少了，而是大家的担忧变多了。大家总在担

心自己做得不够好，觉得自己不够完美，但是陈佳雯对于完美却有着自己的看法。

“完美这个词很难去定义吧，人本身就是动态的，并不存在什么完美不完美，做自己就

好了。我就是一个典型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不会留下什么遗憾，因为那是自己的选

择。如果真的有什么想不明白的事情，可以尝试站在十年、二十年后或者更长的时间维度来

看。当下你觉得非常困扰的事情，在10年的维度上看就是一件小事，在一生的维度上看就小

到不能再小。”

 正如她所说，be yourself确实远远要比be perfect重要，比起拥抱不完美的自己，更重

要的是拥抱自己。

参加华盛顿学者项目酒会

Tower B Tutor - 任书仪 希望大家在这里可以work hard，play hard～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自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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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落实下来的gap year和当初的计划蛮不一样的，但其实gap year很大的一个特点就

是不确定性。虽然是在旅游，但其实也是玩乐与实习、学业并重的一年。”

说到实习，陈佳雯确实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从大二上学期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算上

gap year的一年，四年的时间里她一共有11份实习或PTA经验，康佳、特斯拉、沃尔玛等等

公司都有过她的足迹，并且她还不断地尝试着各种岗位：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分析师、产品

经理、记者、美术馆工作人员等等。

“我是市场营销专业，课堂中我们学到过两种战略：“Differentiation Strategy”（差异化

策略）和“Cost Leadership Strategy”（成本领先策略）。而我更倾向选择差异化战略（丰

富各种不同的经历）而非成本领先战略（强求GPA的数字）。我觉得这个专业更需要实习经

历去磨练自己，而且实习经历越早越好，更早了解到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技能，自己想要什么

样的岗位，更有针对性地培养自己某方面的能力。”

当然，除了培养自己在职场上所需要的能力时，陈佳雯也很好地权衡了学业、社团、职

场三者的关系。她曾经是CMA（港中深学生自媒体社团Campus Media Agency）的一员，

也曾经作为3位负责人之一在我校举办了一场时装秀，同时她也参加过一些商赛、辩论赛并

拿到过一些奖项，获得外研社杯全国一等奖等等荣誉。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佛系的人，不会太关注名次之类的。也因为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

天，不会总去跟别人比较，反而可以规避一部分焦虑。大家都想做台上那个人，我觉得做台

下那个鼓掌的人也蛮好的。其次而言，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没有办法在各个领域精

通，所以其实可以选定好优先级的事情‘all in’，剩下的就随它去。我向来是能少选课就少选课

的哈哈，但是会选觉得好玩的课。当然也会考虑到实习和社团的事情，我的工作量一定是自

己可以handle住的。”

在她眼中，当今内卷严重并不是因为资源变少了，而是大家的担忧变多了。大家总在担

心自己做得不够好，觉得自己不够完美，但是陈佳雯对于完美却有着自己的看法。

“完美这个词很难去定义吧，人本身就是动态的，并不存在什么完美不完美，做自己就

好了。我就是一个典型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不会留下什么遗憾，因为那是自己的选

择。如果真的有什么想不明白的事情，可以尝试站在十年、二十年后或者更长的时间维度来

看。当下你觉得非常困扰的事情，在10年的维度上看就是一件小事，在一生的维度上看就小

到不能再小。”

 正如她所说，be yourself确实远远要比be perfect重要，比起拥抱不完美的自己，更重

要的是拥抱自己。

哈佛大学Summer School表演课

Tower B Tutor - 汪如蓝 抱最大的希望，尽最大的努力。 16



SHAW COLLEGE RESIDENT STUDENTS

宿生晴朗
逸夫精彩



首届逸夫宿生会干事会组织架构（任期截至2020年12月）

 The First Term SCRSA Executive Committe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term of office ends in December 2020)

逸夫书院宿生会干事会
SCRSA Executive Committee

秘书长
Secretariat

公关部
Public Relations

Team

权益部
Rights & 

Interests Team

活动部
Activity Team

宣传部
Communication 

Team

财务处
Finance Office

第二届逸夫宿生会主席团成员
The Second Term Presidium of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主席：陈玮（2019 SME）
President: Wei CHEN
(Class of 2019, SME)

秘书长：陈玥含（2019 SME）
Secretary: Yuehan CHEN

(Class of 2019, SME)

副主席：曾焯儒（2019 SSE）
Vice-President: Zhuoru ZENG

(Class of 2019, SSE)

逸夫书院宿生会成立于2019年底，是逸夫书院内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学生组织，其主要领导机构“宿生会干事会”成员

由来自不同年级、不同学院、不同地域的逸夫书院各类学生组成，严格遵守宿生会章程。成立至今，宿生会已成功举办过数场

意义深远的学生活动，内容新颖，活动参与率普遍较高。作为逸夫书院全体学生与书院办公室、大学之间的桥梁与纽带，宿生

会通过交流与探索发现书院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积极高效地参与解决问题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和建议，同时也为所有宿舍提

供温馨舒适的书院环境。

Shaw College Resident Student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in late 2019, is the larg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student organization in Shaw 
College.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of the SCRSA are from different grades, schools and regions, and strictly follow the Consti-
tution.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SCRSA has successfully held several meaningful activities with innovative content, and received high 
participation rates in general. As a bridge between all Shaw College students and Shaw College Office as well as the University, the 
SCRSA identifies problems in the college life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exploration, actively and efficiently participates in solving them, 
and proposes reasonable solutions and suggestions. It also provides a warm and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for all college resident 
students.

逸夫宿生会
Shaw College Resident Student Association

Tower B Tutor - 李璐 希望你们成为自己喜欢的人。 18



逸夫书院宿生会2020年活动回顾
2020 SCRSA Event Album

“勤暖疫情 思海逸家”
14天线上打卡挑战

2020.2
“白色情人节特别活动”

2020.3.10-3.14

逸夫文创系列
T恤设计大赛

2020.6-2020.10

首届逸夫跳蚤市场

2020.9. 12-9.13

白色情人节来临之

际，逸夫书院宿生会举

办了白色情人节照片故

事投稿大赛，征集有创

意 、 故 事 性 的 照 片 投

稿；并于3月14日当天，

邀请Christopher Kluz老

师进行了《霍乱时期的

爱情》白色情人节线上

座谈，与宿生分享古今

哲人和艺术家们的爱情

观念。整场讲座互动不

断，大家收益良多。

逸夫、学勤、思廷

三大书院宿生会联合举

办大型活动“勤暖疫情

思海逸家”14天线上打

卡挑战。通过在不同板

块线上打卡，同学们每

天都能互相分享自己的

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由逸夫书院宿生会

发起了逸夫文创系列第

一期T恤设计大赛，灵魂

设 计 师 们 积 极 踊 跃 报

名，宿生会共收到13位

设计师的26份作品。宿

生们最终投票选出最喜

爱的5款T恤。

9月12日与13日，逸夫

书院宿生会举办的首届逸夫

跳蚤市场活动在逸夫书院A

栋大堂举行，旨在将毕业学

长学姐们留下的教材书籍整

理后以低价卖出，实现资源

再利用，同时也为有书籍需

求的同学提供便利。

Tower C Warden - 方奕森 Caring, Connection, Commitment19



万圣节游园会

2020.10.31

一年一度的万圣节，逸

夫宿生会邀请到了学校7大社

团的朋友们来逸夫一起开万

圣party，Charles老师还教

我 们 雕 刻 南 瓜 灯 ！ 万 圣 美

食、手工制作、万圣妆容、

舞蹈表演、魔术、小游戏、

Cosplay一样不少！

FINAL助力特供大礼包

2020.12

FINAL季，宿生会贴

心的为考试周的宿生们准

备了“助力大礼包”，不仅

有咖啡、零食等小吃，更

有暖宝宝、减压玩具等贴

心小礼物。

Tower C Tutor - 徐尧 一步一个脚印，梦想从这里出发。 20



权益工作就像体育中考跑200米，既要耐力也要爆发力。你需要有耐心

去解决同学们时不时的投诉，也需要用激情去攻克一些大型问题。权益工作

也像高三复习，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目标，有不同的问题去冲刺解决，但时

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最基本的知识与细节，不能忘记回复邮件，噪音提醒等既

平凡但重要的职责。

以上便是我在宿生会工作了一年多的感想。在这一年多里，我的目标很

简单，就是尽可能地为同学们解决问题。一上任，踌躇满志的我便立志解决

F301噪音这个老大难，我们与书院老师沟通，征求同学意见，委托学代一同

起草规定，终于通过了限制噪音活动的规定。但这对解决问题还远远不够，

我们每周都需要查看预定情况，了解活动内容，并给组织方发邮件进行规则

提醒，同时劝导他们另寻场地，在活动举行的前一天，需要给全体宿生发噪

音提醒邮件，当天还需派人员处理投诉……这些工作程序化而繁琐，但稍有

懈怠便会使规定的执行大打折扣。偷窃问题也是如此，在与书院及校安保部

门协商后，我们简化了查寻监控的流程。但与之而来的，便是更多的责任与

工作：递交查寻请求、跟进解决过程、通知解决结果，常常是在赶DDL的同

时，我们也要分配时间跟进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看到在我们的努力下，偷窃

事件日渐减少，成就感还是不由得涌上心头。

未来，下一届权益部的同仁们还会面对更多问题，他们身上的担子也会

更加沉重，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伴随着许多看不见的长期努力，我衷心希望

下一届的学弟学妹们能够握紧接力棒，继续为逸夫宿生们服务，也希望宿生

们能够更多的理解、支持我们的工作，相信逸夫的明天会更好！

F301噪音问题
F301 Noise Issues

公共区域物品丢失问题
Lost Items

快递柜自助服务设施
Self-service Express Cabinet

2020年宿生会权益部解决问题
2020 SCRSA Rights & Interests Team Problem Solving 

宿生|工作谈
Words from SCRSA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各项生活申请
Applications

日常设备设施、物业服务维护
Facilities & Property Services

权系你我，益在大家
Rights and Interests for You and Me
黄苏鹏 2018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权益部部长）
Supeng HUANG, Class of 2018, Shaw College, SME（Rights & Interests Team Leader）

Tower C Tutor - 那文韬 少壮不努力，老大卷不过。21



为爱发电，明天更好
For a Better Tomorrow
吴炳辉 2017级 逸夫书院 理工学院（首届宿生会主席）

Binghui WU, Class of 2017, Shaw College, SSE（The first-term chairman of SCRSA Executive Committee）

还记得在一年多前的宿生会成立仪式上，我满怀着对学生工作的热情，期待着用自己的力量去把逸夫书院打造成一个温暖

的、有逸夫精神的、令每一个逸夫人骄傲的家园。作为逸夫书院首届宿生会干事会的核心成员，回望过去一年的工作，我感触

良多。

逸夫宿生会是一个平台，提升发展我们的各项能力；是一份责任，蕴含着伙伴们为同学服务的信念；也是一份寄托，承载

着我们这群人弥足珍贵的回忆。这一年的经历，很多时候让我真切的感受到做学生工作最需要的是热情以及奉献精神。在其

位，谋其职，只有真正的将集体利益视同自己的个人利益甚至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才能真正的投入、奉献自己于工

作之中。

逸夫宿生会刚刚建立一年，它可能会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但是所有的宿生会干事也在不断的努力。请大家相信它！凭

借着一腔热血，真正意义上地为爱发电，一群愿意为书院进步做贡献的同学们正在努力地将它建造成一个品牌，给全体宿生一

个满意的答卷。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多给点包容与支持。聚散终有时，感谢有你，祝愿逸夫书院宿生会以及逸夫书院越来越好。

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
Deal with Emotions First, then Deal with Things
曾银莲 F栋舍监

Elain ZENG (Warden of Tower F)

作为舍监，时不时会遇到同学宿舍出现矛盾的情况。其实宿舍里出现些小矛盾非常正常，来自五湖四海具有不同生活习惯

的同学住在一起，难免会出现一些小摩擦。但是，我们需要学会的是如何让这些小摩擦，不会量变引起质变，演变成大的冲

突。这其中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是要学会：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因为大多数时候事情都是些小事情，但是当事者的

情绪会把事情放大，所以导致了矛盾的升级。

那我们如何先处理情绪呢？倾诉，是处理我们情绪的重要一步。倾诉一方面能够使我们的情绪得到释放，一方面也能从被

倾诉人得到处理事情的一些建议，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加理性地处理事情。记得去年9月刚开学时，一位同学因为是否晚上开空

调的问题与舍友产生了分歧，主动约我见面聊。同学刚开始跟我聊时情绪确实挺大，委屈得眼泪也忍不住掉下来。我们聊了差

不多两个小时，聊完她回去后给我发微信说心情好了很多很多，觉得可以更好地跟室友进行沟通了。我觉得这个同学的做法特

别好，她在情绪快爆发之前，没有跟舍友去正面交锋，而是主动找我倾诉，一方面释放了自己的负面情绪，一方面也一起讨论

了事情的解决办法，避免了矛盾的激化。

所以作为舍监，我希望自己以及住宿导师们与同学建立信任关系，让同学在遇到问题时能与我们倾诉，先处理好自己的情

绪，再去更理性地处理事情。

宿生|师者论
Words from the W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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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住宿导师——男神吕桢
My Resident Tutor——Zhen LYU
李裕睿 2019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Yurui LI, Class of 2019, Shaw College, SME

吕桢，何许人也？逸夫活菩萨？逸夫大慈善家？

LHS暖心学长？这些，统统，都是他！这个号称逸夫楼

层tutor中最会整活的男人，在他作为D9 tutor不到一年

的时间内，将D9的新人老人们极大地团结在了一起，让

书院老师对D9赞不绝口。

吕桢是个浪漫而细心的人。他会在凌晨三点对自己

心仪的对象表白，让在期末周复习的我们猛吃一大口狗

粮；会拉着自己的女朋友在逸夫圣诞树下深情地告白，

让放假的我们又猛吃一大口狗粮。环顾楼层，小丑竟是

我自己。但毫无疑问，吕桢对于爱情的描述和看法以及

一些行动都在鼓励着我们走出自己的世界，去认识新的

人，去追寻对的人。

吕桢也是一个热情的人。他可以在出租车上和司机

从头聊到尾；他发现速冻水饺的包装出了问题跟我们道

歉，然后第二天再去购买，因此举办了两天的冬至吃水

饺的活动。从开学的楼层联谊KTV，到“惩罚”在quiet 

hour还发出很大声音的同学给我们做早餐，到国庆和留

校的同学一起吃饭，再到冬至吃水饺。吕桢积极地帮助

大一的新朋友进行大学生活的适应和过渡，也让大二的

同学们重新感受丰富的书院生活。吕桢对于楼层tutor这

份工作，完成得超乎我们的想象和期待。

吕桢又是一个冷静而能力超强的人。他是一名博士

生，也是LHS的TA，又是D9的tutor。他可以在出色地完

成自己的学业的同时，给予本科的同学专业上的帮助，

以及楼层同学生活上的帮助。于笔者而言，如果自己面

对这诸多事情，早就会左支右绌，疲于应付。但吕桢超

强的抗压能力和处理能力都把这些事情处理得非常好，

着实令人佩服。

这篇都是在夸吕桢，的确也挑不出他作为一名tutor

有什么问题。希望他在新的一年多睡觉早休息（这个发

量和发际线实在是太危险了）。

宿生丨凡人语
Words from Resident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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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书院学生组织是指由逸夫书院学生成员发起成立并按照

章程开展活动、维护权益的非盈利性组织。逸夫书院自2016年成

立以来，各类学生组织的队伍不断壮大，书院现已有6个社团组

织，包括：逸夫书院公益组织“逸益非凡”、逸夫书院篮球队、逸

夫书院足球队、逸夫书院羽毛球队、逸夫书院桌游社和逸夫书院

舞蹈队。2020年6个社团大胆创新、精心策划，呈现了一系列有

内涵、有价值、有趣味的活动。

Shaw College student organizations are non-profit student 
groups initiated and established by Shaw College students to carry out 
activities, promote members’ benefits and righ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constitution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Shaw College in 2016, 
various student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There are currently six student groups, including a charity organization 
“SHAW WITH YOU”, a basketball team “SHAW TIME”, a football team 
“SHAW UNITED”, a badminton team “SHAW SMASH”, a board game 
club “SHAW SECRET”, and a dance team “SHAW WE DANCE”. During 
the year of 2020, these bold, innovative, and well-organized student 
groups presented a series of meaningful, valuable and interesting 
activities. 

SHAW COLLEGE STUDENT ORGANIZATIONS

逸夫社团
乘风破浪



逸夫舞蹈队于2019年秋季正式出生，她的雏形为2019年中秋晚会的六位表演者（张卓洋、韩桐悦、黄意、王嘉瑞、蒋楚

月、王沫）。带有拉丁元素的柔情《Havana》与节奏强烈的暗黑力量感《B***h Better Have My Money》相互映衬，由此构

成Shaw We Dance的响亮处女作。

Established in the fall of 2019, this dance group was formed by six performers 

(Zhuoyang ZHANG, Tongyue HAN, Yi HUANG, Jiarui WANG, Chuyue JIANG, Mo WANG) 

who performed at the 2019 Mid-Autumn Festival Gala. The Latino tender song Havana 

and the rhythmic song B***h Better Have My Money constituted the powerful debut of 

SHAW WE DANCE.

2020逸夫舞蹈队
SHAW WE DANCE

表演：舞蹈《DUN DUN》

演员：张卓洋、韩桐悦、黄意、

王嘉瑞、蒋楚月、王沫

2020.09.27 

逸夫书院中秋晚会 
表演：舞蹈串烧《墨韵》

《I Like It》《春风吹》《好运来》

演员：饶文欣、韩雨辰、陶亦辰、

          林依桐、 叶子康、刘习之、

          李挺、冼学谦

2020.09.30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中秋晚会
课程内容：本学期的Workshop

以Jazz、Urban风格为主，

逸夫舞蹈队特聘请校外知名舞蹈

工作室的专业讲师，

一起教授街舞基础练习与成品舞。

2020.10

逸夫书院舞蹈体验课

中场表演：《Tonight》

《B***h Better Have My Money》 

演员：韩桐悦、张卓洋、

         王沫、蒋楚月

2020.11.20 

书院篮球赛·逸夫VS祥波
中场表演：《What’s Up Danger》

演员：韩雨辰、陶亦辰、

         王嘉瑞、刘习之、叶子康

2020.11.27

书院篮球赛·逸夫VS思廷
中场表演：《Black Mamba》

演员：冯双、黄意、张卓洋、

         韩桐悦

2020.12.06

书院篮球赛·逸夫VS学勤

Tower C Tutor - 宁述亮 得之坦然，失之坦然；争其必然，顺其自然。25



逸夫书院男篮以大学首届体育节为契机，于2016年成立，是逸夫书院首个兴趣社团。女篮由大一新生方韵淇召集了一群热

爱篮球的女孩子，于2020年成立。

2020年9月初，SHAW TIME迎来了新的教练——

李雪梨教练。在新的教练带领下，训练内容以及训练

量都有了很大变化，在一周两训的频率基础上，增

加了额外的体能训练以及更多的实战机会。9月20

日，SHAW TIME男篮展开了新一年的招新活动，招

新面向大一大二的同学们，最终引进了10名新的大

一大二球员，同时也经历了9位球员的离开，以全新

的阵容重新出发！同时男篮增加了3名经理、1名助

教，女篮增加了1名经理。

Shaw Men’s Basketball Team, the first interest group of Shaw College,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in 2016 on the occa-

sion of the University Sports Festival. In 2020, the Women's Basketball Team was established by a group of girl basketball 

headed by a freshman named Yunqi FANG.

球队招新

2020.9

2020年10月15日与2020年11月12日，为了磨合

全新阵容，逸夫男篮分别与祥波男篮、学勤男篮展开

友谊赛。逸夫男篮后卫司马弘基连续两场完美发挥，

带领球队大比分赢下了两场比赛。

书院友谊赛

2020.10-2020.11

2020年11月20日至2020年12月6日，由RUA篮球社举办的第二届书院联赛如期进行，这一届比赛中引入了女篮半场3V3的

赛制，让SHAW TIME女篮也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SHAW TIME男篮作为第一届书院联赛的冠军，今年十分遗憾未能成功卫冕，

但是他们在两连败的情况下，稳住心态，找回状态，赢下了最后一场比赛，获得季军。SHAW TIME女篮作为一支新军，赛场经

验匮乏，但她们仍然与冠军球队打得有来有回，并且在最后一场比赛中赢下了同为新军的学勤书院队，赢得季军。

 第二届书院联赛

2020.11.20-2020.12.6

2020逸夫篮球队
SHAW TIME

Tower C Tutor - 王星超 认清形势，放弃幻想，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26



逸夫书院公益组织“逸益非凡”是由逸夫书院内热衷公益事

业的学生于2020年初自发开始筹建的学生组织。他们热心社区

服务，关爱弱势群体，致力于将逸夫书院“逸益非凡”打造成为

逸夫书院的“公益引路人”，带领书院内的老师和同学们一同为

中国乃至国际上的公益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小小力量。

SHAW WITH YOU, the charity group of Shaw 

College, was initiated by a group of Shaw students 

who are passionate about community service and 

care for the disadvantaged. It aims to become a 

“volunteerism guide” for Shaw College, lead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College to contribute 

their effort to promote public welfare in China and 

the world. 

红树林系列活动是逸益非凡的标志性活动之一。公益不是

一朝一夕的冲动，而是滴水穿石的改变——秉持着这样的观

念，逸益非凡与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红树林位于深圳湾喧闹繁华市区的海湾一角，物种繁多，

却面临着被外来物种侵袭的难题。在本学期的活动中，十几名

从全校招募的志愿者以及逸益非凡成员在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志

愿者的引导下，来到了红树林内部未开放地区，进行外来物种

清除活动。活动集公益科普与环保实践为一体，同学们不仅认

识了常见的外来入侵植物，还了解并实践了如何去清除它们。

一株株外来物种的倒下代表着一棵棵珍稀物种生长的希望。

逸益非凡后期仍会继续与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进行合作并

继续开展红树林系列活动。

2020.10.18

“红海”行动
守护红树林，飞鸟相与还

深圳市作为全国试点城市率先推进垃圾分类后，

我校也积极响应政府要求，对校园垃圾处理方式进行

了改革。但许多同学并不适应这突如其来的改变。日

常环保亦是公益，为了让大家对垃圾分类有更多的认

识，逸益非凡推出了垃圾分类表情包大赛。

活动面向全校征集同学们的奇思妙想。表情包大

赛在弱化了垃圾分类活动的严肃性的同时，还促进了

同学们对于垃圾分类的思考。同时大赛也将垃圾分类

知识作为一个评分的考察点，希望能做到寓教于乐。

值得一提的是，比赛的全部奖品也皆与环保有

关。我们不希望一个活动只代表一次的热潮，而希望

能够通过此次活动，将垃圾分类与环保意识传递到每

一个参与者的心中。

垃圾分类表情包大赛

2020逸益非凡
 SHAW WITH YOU

2020.11.23-202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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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1

球队招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逸夫书院足球队于2016年成

立，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书院体育竞技组织。逸夫书院足

球队的建立以团结、友爱、拼搏、快乐为宗旨，倡导和

平友谊、积极进取、锻炼体魄、挑战自我以及团队合作

的精神，与热爱足球的大家一起切磋，互相交流。

SHAW UNITED, the Shaw College Football Team was 

established in 2016. It is an energetic sport club that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football lovers. SHAW UNITED is established 

with the purpose of unity, friendship, hard work, and happi-

ness. It advocates peace, enterprise, exercise, challenge, and 

team spirit.

2020年10月，逸夫足球队开始了新一年的招新活动，10名新

队员加入逸夫足球队。最终，逸夫足球队由1名队长、1名教练、3

名球队经理和20名队员组成，现已成为了一个有系统性训练计

划、不定期举行足球友谊赛的体育竞技类学生组织。

2020.11.22

足球友谊赛
逸夫书院vs学勤书院

比赛中双方球员所体现出来的拼搏精神以及永不言弃的气概

值得尊敬。在此次友谊赛中，逸夫书院足球队新老生以足球为纽

带，在相互协作中逐渐加深了了解，最终以5比4战胜学勤书院足

球队。

2020.12.05

足球友谊赛 
逸夫书院vs思廷书院

进入12月的第一场友谊赛，冲刺2021，赛前队内气氛十分活

跃，我方士气斗志高昂。赛前积极备战训练、态度端正，临场排

兵布阵合理，攻守相对平衡，最终赢得了本次比赛的胜利。

2020逸夫足球队
  SHAW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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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初，由大学桌游社内的逸夫书院成员们重新组

织招募，成立逸夫桌游社。它是针对逸夫书院内部桌游爱好

者群体而成立的学生组织，旨在学习与工作之余，为逸夫书

院师生提供一个交流娱乐的平台，以桌游会友，提升社员洞

察力、逻辑思维能力和交流能力，丰富师生校园生活。

SHAW SECRET, a board game club affiliated to 

Shaw College, was established at the beginning of 2019. 

It is a community group formed by the Shaw students in 

the CUHK-Shenzhen Board Game Club. It was estab-

lished specially for board game fans of Shaw College, 

with the aim of enriching college life and providing a 

communi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platform for Shaw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insight, logical 

think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年初，疫情来袭，封闭与隔离让正常的生活离我们远

去，但是桌游社一年一度的狼人杀大赛没有因此缺席，而是

首次以线上方式与大家见面。逸夫桌游社积极选拔逸夫“狼

人”参加线上书院狼人争霸赛。在2月29日与3月1日两天的

书院内战中，十二支代表队晋级。在3月8日与9日的书院争

霸赛中，十二支队伍角逐出了狼人杀最强战队，逸夫书院有

三名同学获奖。

线上狼人杀

2020.2.29-3.9 

9月12日下午，逸夫书院桌游社在逸夫书院东座架空层

下进行了招新。欢快的桌游演示、庞大的桌游储备、甜蜜的

糖果派送，吸引来同学与老师围观。在初步了解逸夫桌游社

后，不少同学当场加入桌游社，准备亲身体验桌游的乐趣。

组织招新

2020.9.12

桌游之夜

2020.9.11

暑假之后，疫情暂缓，新生加入，今年由逸夫书院桌游

社举办的桌游之夜也同样火爆。9月11日夜晚，师生们聚在逸

夫书院，一张张桌上酝酿着技巧与逻辑的厮杀，同时也带来

智慧与幽默碰撞出的欢声笑语。那一夜，许多人收获的不只

是欢乐与胜利，还有新的友谊与回忆。

2020逸夫桌游社
  SHAW 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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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获奖情况

姓 名

王 成 疆

吴 超

葛 文 韬

匡 博 文

孔 颖 妮

胡 植 毓

学 院

理 工 学 院

经 管 学 院

数 据 科 学 学 院

经 管 学 院

数 据 科 学 学 院

数 据 科 学 学 院

比 赛 名 称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 深 圳 ） 第 一 届 羽 毛 球 团 体 赛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 深 圳 ） 第 一 届 羽 毛 球 团 体 赛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 深 圳 ） 第 一 届 羽 毛 球 团 体 赛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 深 圳 ） 第 一 届 羽 毛 球 团 体 赛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 深 圳 ） 第 一 届 羽 毛 球 团 体 赛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 深 圳 ） 第 一 届 羽 毛 球 团 体 赛

名 次

第 一 名

第 一 名

第 二 名

第 二 名

第 二 名

第 二 名

逸夫羽毛球队于2020年9月底成立，是代表逸

夫学子最高羽毛球水平，体现逸夫人昂扬向上精神

面貌的球队。逸夫羽毛球队旨在为热爱羽毛球的逸

家人提供专业、规范的训练以及高水平的交流平

台。

SHAW SMASH was established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2020. It represents the highest level of badminton and reflects the 

enterprising spirit of Shaw members. It aims at providing more 

professional opportunities for Shaw badminton lovers to exchange 

ideas and share experience in playing badminton.

院队成立--因热爱而相聚

2020.09-2020.10

经过九月的招募以及十月的补录，逸夫羽毛球队终于

成立了！经过刻苦训练和队内比赛，队员们技术水平进一

步提升。逸夫羽毛球队的飞速成长离不开队长葛文韬、副

队胡植毓的精心安排和教练的细致指导。

羽毛球团体赛--热火朝天

2020.12.06

12月6日，人文社科学院体育部与逸夫书院羽毛球队一起合办了香港中

文大学（深圳）第一届羽毛球团体赛，为同学们在Final周前带来一场趣味的

羽毛球团体赛。本次赛事首次引入了男女混合赛制，不同性别的选手也可以

同台竞技。由于新赛制的引进，赛场上也不时有男女选手同场竞技的场面，

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围观。

受疫情影响，原定于上学期开展的体育节未能如期举行。

为了弥补大家的遗憾，逸夫书院院队邀请祥波书院院队于10月

17日开展了书院交流赛。比赛中，队员们都表现出顽强拼搏的

竞技精神，同时也发挥了团队的协作意识。最终，逸夫书院羽

毛球队取得胜利。

祥波交流赛--初露锋芒

2020.10.17

2020逸夫羽毛球队
SHAW SM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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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英专业雅思写作7.0 | 为了备考雅思我做了哪些准备？ 

   As a non-English major student, how did I achieve 7.0 in IELTS writing? 

2. 练好字的核心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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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英专业雅思写作7.0 | 为了备考雅思我做了哪些准备？

在准备雅思的这一年里，我经历了漫长而又孤独的备考岁月。成功上岸之后，我也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和感想，谈谈备考雅

思写作的这段时间我的收获。

1. 备考前准备：做计划、知己知彼

备考雅思前，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做好计划，先充分了解“雅思”，再充分了解“自己”，做到知己知彼。不妨先问问自己这三

个问题：

1）我每天有多少时间来学英语，这些时间应该怎么分配？

2）距离考试还有多少天，每天的任务如何分配？

3）手头上有哪些备考资料，我知道这些资料的用途吗？

关于问题1，我备考时,除了满课的周一，其他六天都被我空出来了。我把每天10h的时间分成3个时段。再根据我以往的成

绩弱点，给提分相对容易的听力和我的弱项写作每科分配3h，相对强项阅读和提分较难的口语各2h，合理规划每天的时间。

其他几个问题也类似这样根据实际情况去规划。

“雅思是在考什么呢？”

不要急着从真题的第10页开始疯狂刷题，而是读读1-9页的Introduction讲了些什么。例如学术类写作（A类，Academic）

的官方定义：For candidates wishing to study at undergraduate or postgraduate levels, and for those seeking professional registra-
tion. 这句话的关键就是professional，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都必须在写作的过程中体现出专业素养。

2. 应试策略：工具书、写作练习等

2.1 工具书：

选备考工具书主观性比较强，备考材料的效果因人而异。在我用过的雅思写作备考材料中，《慎小疑·十天突破雅思写

作》这本书是最适合我的，也帮助我实现了5.5到7分的突破。

2.2 写作练习：

我认为最重要三个细节如下：

1）Structure
大作文包含report和argument两种类型，无论是“四段式”还是“五段式”写法，每一段需要写的重点内容都很清楚明了（即

reason和supporting sentence），这相当于写作的主体“树干”。然后单独针对4类考题（同意不同意型、D&G型、比较利弊型和

report型）练习introduction和ending，就基本把框架搭好了。

2）Ideas
雅思作文是English proficiency test，要求：①表达的ideas只要responsible即可，无需profound；②要具备适当的说理能力。

举个栗子，“要不要给每种犯罪固定的量刑，还是应该具有灵活度，充分考虑罪犯的实际情况和动机呢？”就可以从效率

（提高司法效率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court process），安全（有效地震慑罪犯deter criminals），金钱（减少打官司

的费用reduce the cost of lawsuits）角度分析；反向讨论同样有很多可写的角度：权利（这样做更尊重罪犯的公民权利），责

任（这样的判决更负责more responsible, more convincing）等方面来写。

这里提供的是一些小tips，说白了就是论点和论据之间如何展开关系：因果关系、举例证明、假设、让步、对比。再对应

配上我们学过的各种从句、连接词，然后就没啥问题了。

3. 备考习惯：笔记、积累+纠错、语境等

3.1 笔记

我之前是在iPad上写作和总结笔记。好处就是看着赏心悦目，笔记格式可以随时

调整，亮点部分比较容易标明；坏处是电子设备太多容易分心，而且OneNote有时候

会很卡，影响使用效果。

相比之下，手写纸质笔记能够更快地帮助我进入状态。

As a non-English major student, how did I achieve 7.0 in IELTS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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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雨轩

2020级硕士研究生 HSS 逸夫书院

3.2 积累和纠错

积累主要指的是地道的表达和短语，书上写得其实已经很全面了。建议大家每天花1h左右做积累。

比如文化类短语就包括传统文化、多元文化、国际文化交流、语言、老建筑、艺术、企业文化等。平时做阅读、看新闻的

时候，看到很地道的表达，都可以记录在笔记本上。一开始如果感觉表达不熟练、写不出东西，也可以从笔记里面找素材，久

而久之就会内化成为自己的表达方式。

纠错指的是每写完一篇完整的文章后，可以根据练习册后面的范文和评价来体会自己和考官写的、考生高分或低分的内容

有什么差别。考完的同学也可以好好阅读官网给的总结和提升建议。比如雅思官方给我的反馈就很中肯：语法和标点符号的错

误，论述中的论点有割裂开来的情况，段落之间的过渡不够自然等，这些都是下次写作需要注意的点。

3.3 制造语境

备考所需的语境需要自己去创造。我手机上装了一批新闻类和背单词类的APP，去饭堂的时候也能利用空闲的时间看看新

闻，这个习惯特别有用。

CNN的APP很方便，不用翻墙；The Guardian和Reuters会稍微麻烦一点，不过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对比着看。

4. 额外收获：思维方式、写作方法等

备考雅思这段时间来，确实感觉它在影响着我的生活。考完看到“博物馆业态更新”、“几岁的小朋友掌握多国语言”这些话

题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为写作积累素材，虽然已经考完了还是会有“后遗症”。

近期在写市场调查的期末论文，看到SPSS分析出来的图表需要作解释的时候，我心想：这不就是雅思小作文吗？可见雅

思作文其实不仅仅是应试那么简单，它更多的是帮助我们适应未来academic writing的能力：怎样在data和analysis之间寻找一

个平衡，又或者是how to organise your work logically。

其实练习听力、写作、阅读、口语都是在不同的方面帮助我们准备好未来的生活。英语（以及无论什么科目）的学习都是

一个持续的过程。

最后祝愿大家都能够享受青春，轻松上岸，好好度过在CUHK-Shenzhen的美好时光！

Tower D Tutor - 李润田 希望诸君学会知识，也学会怎样过好一生。33



人们都说练字需要坚持，不是几天就可以速成的。可为什么很多人练字总是坚持不

下去？为什么有些人苦练几年甚至几十年依然不得其法？其实只要拥有自发的兴趣，掌

握了正确的方法并持续练习，任何人都一定能把字写好看。

我常常和练字的朋友们说，当有一天你感觉练字是一种享受的时候，就离写好字不

远了。我们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是不需要“坚持”的。谁会说自己每天“坚持”打游戏

呢？不管是“没时间”还是“懒得练”，其实都是借口，背后真正的原因是没有得到“短期正

反馈”，也就是没有尝到练字的甜头，自然没有动力“坚持”下去，归根结底是方法出现了

问题！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人达到“练字很爽”的体验呢？

练字的方法有很多种，简单来说可以分为读帖、摹帖和临帖。

所谓“读帖”，顾名思义就是把字帖摆到眼前看。多数人练字更注重“练”，而忽视了“读”，其实是舍本逐末。吴丈蜀曾说

“二分笔砚三分看”，就是强调读帖的重要性。因为练字的本质就是模仿，只有把每个字的写法印在脑子里，做到下笔时胸有成

竹的状态，才能写好字。

摹帖就是把半透明的纸覆盖在字帖上，用笔压着字帖上的笔画来写。它比临帖更能提升初学者的信心，能够给人一种字写

得很好的“错觉”，而这种错觉是能够激励我们持续练习下去的，也就是之前所说的“短期正反馈”。

当渐渐熟悉了字帖以后，便要开始临帖的阶段。临帖就是要像“人肉打印机”一样，一笔一画地把字帖上的字形“复制”下

来，以“重影”为自己的最高目标，即写出来的字和字帖落到一起能完全重合。每写完一个字，我们一定要先和字帖对照，找出

哪里不够像，哪里还可以改正提高，争取每一个字都比上一遍写得好，直到自己完全掌握并练熟了这个字的写法，再换新的

字，不可贪多，所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练会一个字即可举一反三。当我们改正了之前的错误写法，就是获得了“正反

馈”，这可以更加提高我们的信心。

其实写好字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学习正确且好看的写法，改正自己错误且不好看的写法并练熟就可以了！这便是写好字背

后真正的核心原理！

当然，我们不可能指望看完什么“核心秘诀”以后就能写好字了，如果是那样的话，还会有写字不好看的人吗？若想真正把

字练好，一定要以兴趣为基石，辅以正确的方法，并持之以恒地练习，让练字成为一种享受！

作者：史瀚文 

2019级 SME 逸夫书院

练好字的
核心秘诀
The Secrets to Mastery
in Calli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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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ing Unresolved 
Ambiguity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To avoid dishonour as a Crown Prince and heir to the Danish Crown, Prince Hamlet must adopt a stance of “armed 

struggle” directed against “the troubles” created by the new regime’s accession through outrageously unconstitutional 

and treasonous means. In terms of these massive “troubles,” so momentous and extensive as to be comparable to an 

entire ocean, only a revolutionary stance of radical opposition and insurrectionary action will be sufficient to “end them.” 

Only such political action will be sufficient to restore constitutional legitimacy to the recently corrupted and now “rotten” 

state of Denmark.

Given his indecisive personality, Prince Hamlet’s alternative option is to simply accept that he must suffer from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arising from:

1/. His cowardly refusal to immediately honour this solemn oath to his dead father. 

2/. To take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befitting his status as Crown Prince of Denmark who has been cheated out of his 

birthright by the murderous action of his uncle, Claudius, and his mother, Queen Gertrude.

1b/. An Existentialist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What we will now do is to contrast two incompatible interpre-

tations of this verse. 

1a. A Securitised Interpretation of Hamlet’s Rebellious “Call to 

Arms”

For us, relative to our concerns for security-related issues, 

this statement relates primarily to Prince Hamlet’s indecision and 

equivoc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oath he made to the ghost of his 

father, the former King, to overthrow the covertly treasonous King 

Claudius who reportedly murdered his elder brother, Hamlet’s 

father. This involved pledging– through an act of political assassi-

nation and regicide – to re-assert his status as “the one true 

sovereign” head of the Danish state. For the Prince, his 

long-planned regicide will require him to overcome and remedy a 

whole “sea of woes” that have arisen following Claudius’ act of 

regicide and hasty marriage to Queen Gertrude, his mother. 

It is common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ourses for teachers to be asked by students for a rule or principle 

to finally resolve, in a definitive once and for all manner, two rival and incompatible interpretations of a specific idiom or 

work of literature for example. 

 Extract One: Hamlet
Let’s take a famous verse from Shakespeare’s Hamlet as an illustration, namely, a famous popular soliloquy from 

this play, to help illustrate our argument here: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 Whether 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 Or to take arms and arrow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To die to 

sleep / No more; and by a sleep to say we end / The heartache, and the thousand natural shocks / That flesh is air to. 

'Tis a consummation / Devoutly to be wished. To die--to sleep. / To sleep--perchance to dream, ay there's the ru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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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Dr. Salter Michael GEOFFREY (HSS, Senior Lecturer) 

Lingshu FANG (Class of 2019 SSE Diligentia)

Once we appreciate the claims of the two alternative “readings” of the verse quoted above, we can better appreci-

ate how the first “securitised” interpretation is merely one among many other possible interpretations that can arise if 

– but only if – interpreters shed the politically-attuned security perspective in favour of another depoliticising interpre-

tive agenda; it can readily be countered by another, diametrically opposed, psychological and existentialist (re)interpre-

tation.2  

The latter concerns Hamlet’s purely private and personal dilemma concerning his desire to commit suicide in the 

face of the sufferings of life-in-general.3 The quoted passage represents an entirely non-political inner discussion with 

himself about the supposedly unreliable and uncertain benefits of suicide.4 The latter may allow himself to slip into a 

deep dreamless sleep, but one which can always become shattered by uncontrollable and unwelcome nightmares even 

worse than the troublesome experiences and heartache of waking life itself.5 The alternatives “to be or not to be,” 

therefore, relate to the dilemma of either:

1/. Deciding to stay alive despite everything and thus face all the miseries of human life in general, or 

2/. Deciding to end it all, to decide “not to be” – despite being aware that suicide may result in an even worse 

outcome for him given his residual supernatural beliefs in a future afterlife within either heaven or hell or perhaps some 

intermediate purgatory state.

1William Shakespeare, HAMLET: The Tragedy of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 https://shakespeare.folger.edu/shakespeares-works/hamlet/ A3/S2: 63ff. [Act / Scene].
2Ibid. On existentialist interpretations of Hamlet more generally, see Megna, Paul. "Shakespeare’s Hamlet and Stoppard’s Guildenstern: Leap Between Un-Existentialist Anguish 

and Un-Absurdist Happiness." In Hamlet and Emo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2019. 289-315; Kearney, Richard. ‘Kierkegaard on Hamlet: Between Art and Religion’. In The 

New Kierkegaard, edited by Elsebet Jegstrup,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4: 224–243.
3Bradley argues: ‘No one oppressed by the ills of life, he says, would continue to bear them if it were not for speculation about his possible fortune in another life. And then, 

generalizing, he says (what applies to himself, no doubt, though he shows no consciousness of the fact) that such speculation or reflection makes men hesitate and shrink like 

cowards from great actions and enterprises.’ Shakespearean Tragedy, London, 1904/1992: 3rd edition:  1992: 81.
4Wilson Knight, The Wheel of Fire: Interpretations of Shakespearian Tragedy, London, Routledge Classics: 1930: 20-1.
5Theodor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Revised Translation by Dennis Redmon: London: 2001: 118-19. https://libcom.org/library/negative-dialectics-i-theodor-ado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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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智造 Made in Shaw

•逸夫光影 Shaw Spectrum 

•节气盲盒  Mystery Boxes of Solar Terms

Shaw Serendipity
有点意思



今年6月我参加了逸夫宿生会组织的“【2020逸夫文创系列】逸夫T恤

设计大赛”。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做T恤设计，承蒙大家厚爱，设计作品得以

获奖并发行。以下是简单的设计理念分享：

T恤正面的图案是纯手绘的，图案以“看书梗“为载体，上图中是一个

小人正在通过读书寻找“How to be a SHAWer”的答案；而下图书中的回

答巧妙地融合了逸夫书院的院徽与院训的元素，告诉上图的小人答案就是

“修德臻善”。我把书院的院徽及院训融合到这个“看书梗”里，希望逸夫er

能在轻松诙谐的氛围中受到院训的熏染，并不断接近院训中提出的“修养

品德，追求学问，兼而行之”和“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使人达到完善的境

界”的目标。

逸夫智造
  Made in Shaw

左肩处我设计了一个红色的方形袖标，灵感来自传统的印章。古色古香的印章上面是用毛笔书写的英文“SHAW 

COLLEGE”，这也算是对“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的一点呼应了，同时也可避免大片的黑色过于单调。

最初手绘线稿

作者：李奕璇

2018级 SME 逸夫书院

最终设计稿

Tower E Warden - 林艳娟 Enjoy your life. 38



这世界车水马龙

一生一世

——夏夜有感三则

昨天夜里，风雨很大，不论是云，还是树，或是人心都随着啪

哒啪哒的雨声跳着探戈。

九点就闭了灯，准备在雨水变得更肆虐之前入梦，却辗转反

侧，终是点亮了床头灯，将那本看了两天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读

完。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是男主人公向他已经等了半个世纪长的女

主人公许下的承诺：一生一世。

合上书，关了灯。我在想，一生一世，对于这两个暮年老人来

说，还算是一种承诺吗？在那艘挂着黄色霍乱旗帜的邮轮上，他们

的私定终身又和女主人公的那段貌似幸福的婚姻有何不同？与他们

青年时初识的爱恋有何不同？明明年轻时她说：我发现我们之间不

过是一场幻觉。

清晨初醒，由窗内向外看，雨依然稀稀落落的下着，天空笼着

一层灰色与阳台上的水泥地相呼应。过了一夜的风雨洗礼，远处的

绿树不知是不是我心理作用，没有灾难后的饱经风霜，而是枝头泛

着更有魅力的新绿。

过去的三个月里，在对人类学和伦理学发出不断的追问和阅读后，我得到一个十分令我失望的结论就是，你永远无法在哲

学中找到唯一确切的答案。其实，早在公元前，就有人劝说亚里士多德好好学份手艺吧，每日进行哲学思辨却找不到答案最终

会郁结而亡的。

因为终于接受了找不到答案的现实，我才逐渐理解那句，不保证成功, 不一定有用, 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

比如，学习什么功利主义理论，或者美德伦理学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更有道德的人，并不会指导你在面临两难抉择时，什

么是符合伦理规范的。但是，你会获得一种关乎可能性的视角，因为当我们在讨论殖民化和全球化时，我们不再将世界范围广

泛接受的常识当作真理，我们从那些所谓“原始”“落后”的部落视角聆听，观察，提问，我逐渐理解当下的世界共识或是所谓的

现实世界，其实只是万分之一种的可能性。全球化或许并不是一种文明进化的必通之路，我们所认为的文明在另一部落看来也

许正是一种不文明的冒犯。

我这时才回味起这本书来，它远不仅限于一段爱情故事，而是他二人所经历的51年里，他们生命中所有过客的故事，那个

时代独有的故事与恐慌。我回味着那个一生一世的承诺，甚至觉得只有各自度过那漫长而又匆匆的半世纪，那个承诺才是真正

的承诺。

（读《霍乱时期的爱情》）

（听刘瑜电台《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

（逸夫B楼梯）

壹．

不保证成功, 不一定有用
貳．

Tower E Tutor - 刘钰 总有人带着热爱与坚定去拥抱你。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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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理解这个词语，是来自易立竟的一个提问：你愿意永生

吗？以前，我常常以死亡来告诫自己珍惜光阴。但，当我思考死亡

的对立面永生时，我想这一次，我真正认识到原来，对我个人而

言，也许生命的一切意义是来自死亡的存在。

就好像，为什么我认为暮年时的承诺更具意义，因为，那时的

人们已经更具体，直面的面对死亡。那种承诺才更具浪漫主义和英

雄色彩。落俗套的说，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的英雄主义。

关于爱情，我认为，不能离开而依附，那是奴隶；可以离开却依恋，才是爱情。也许，再过二十年，便会理解马尔克斯在

书里涵盖的无数爱的可能性。

关于个人选择，我认为，认识到向死而生无疑会使所有选择变得简单。也许，人们不再犹豫不前，顾此失彼，因为在死亡

面前许许多多的考量因素都会自行消退。

难道没有谁将死亡看的不那么重吗？这让我想到了日本。一个饱受台风、地震灾难的国度。他们逐渐锻炼出超脱的乐观。

也许只有能快速从面对死亡悲伤中缓解过来，才能尽快为未来重铸家园。那是一种在无力中的坚强，他们好像模糊了当下的时

间体验，而是为了未来尽力幸福。

我想这就是，所谓，人生海海。

这是一种社会学科的洞察力：它首先是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

能力，把句号变成问号的能力，把“此时此刻”和无数“它时它刻”联

系起来的能力。

然而，当我开始理解这些看待事物的角度时，我又再一次质疑

知识的作用。

起初，我比喻学习这些知识，培养这种洞察力是一种开天眼的

过程。或是，失去天真的过程，它是不可逆的，一旦我们开始学会

运用这种洞察力，便再也无法放弃这个本领，回归曾经的年幼无

知。

当然，一方面，我认为，这是在不断拓宽个人认知的过程。我

们不再为别的部落与我们有不一样的生活习惯，社会认知，而认为

他们是异类，落后的。相反，我们有能力不预设立场的去观察和认

识另一种可能性。我想，知识发挥着去除偏见的作用。

另一方面，我却发现，也许，知识对等是有效沟通交流的前

提。这一猜想，使我不禁质疑，教育和学习是否会是会在财富标准

之上进一步划分阶级？

（读《百年孤独》）向死而生
參．

（逸夫B楼梯间）

（逸夫B入口）

作者：杨雅茹

2018级 SME 逸夫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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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味《中国有嘻哈》的一个片段，Hiphopman欧阳靖在被淘汰时说：“我真的很开心，就好像我16岁的感觉，重新再认识

嘻哈这个东西。”

尽管每个人热爱的东西不一样，我依旧被欧阳靖对嘻哈音乐的执着与热爱打动。而我所热爱的东西便是足球。

我来自一个很小的高中，学校只有两栋楼。起初，我们没有自己的足球场，只能借用隔壁学校的。后来，校长把两栋楼之

间的停车场贴上了草皮，给我们创造出了一个足球场，小学、初中、高中共用。连正规足球场都没有的学校，自然没有一个校

队，没能代表学校参加一场足球比赛是我一直以来的遗憾。正因为没什么机会踢正式的比赛，让我更加珍惜每一次上场的机

会。

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我报名参加了新生杯。在新生杯上，每一场比赛我都拼尽全力，因为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

憾，不想几年或几十年之后回忆起来，会因为当时没有认真比赛而后悔。

新生杯最后的那个夜晚，是我在大学最难忘的夜晚之一。

来到中园足球场，因为进行三、四名决赛的两支球队都没有了争冠的压力，所以双方有说有笑，并不像之前的比赛那样剑

拔弩张。那天的比赛，有很多我期待已久的，关于足球的元素：自己打入了全场唯一一粒进球；之后在场上和对手开开玩笑：

“我整个新生杯都进4个球了，还不来防我”；下半场对手疯狂压上进攻时，拼尽全力组织防线，防对方的箭头人物；终场哨响

的一刻，瞬间恢复平静，与对手一一击掌，感谢对方一同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决赛后的颁奖典礼，看到通过努力得来奖

杯，兴奋地围着奖杯拍照；站上了梦寐以求的领奖台，咬着奖牌拍照，亲吻奖杯······这些瞬间，是我这个来自足球沙漠高中

的人，常常在脑海中幻想的，在那个夜晚，都实现了。我并没有因为脖子上挂的是铜牌而失落，每场比赛我都有认真去踢，任

何奖牌都是对自己努力的一种褒奖。We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but we do not compare with each other.

那个周末，我的耳机里一直放着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Waka Waka”和“Waving Flag”。思绪时常被带回到10年前的夏天，

那个夏天有热情的球迷，激情的对抗，胜利的欢笑，失败的泪水······新生杯最后的那个夜晚，那些我期待已久的，关于足球

的元素，统统出现，让我感受到和10年前一样的，和足球刚刚相遇时的快乐与激情。

新生杯结束后，我找回了对足球的热爱，就像多年前，上课时数着、盼着，课间赶快到来，好去踢十分钟球一样。每当踏

上绿茵场，烦恼、压力统统被抛在脑后，那一刻，只有享受足球带给我的，最纯粹的快乐。 

作者：王潇骁 

2020级 SME 逸夫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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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虹灯闪烁，穿越时光的隧道，从2020来到2021。

逸夫，一直都在。

人来人往，扶手和灯默默地看。

当没人时，阳光便从天上跑下来，同他们做一道数学题。

下午五点的夕阳，怯怯地洒在长廊上，再一点一点

藏进门里，温暖了整个房间。

摄影师：齐宿钤
(2019级 SME 逸夫书院)

Tower E Tutor - 陈宁馨 朝着太阳生长，做个快乐的人不卑不亢清澈善良。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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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方式

若干年后不会有人指着一堆废墟,说此处住过一个大海,和一个多余的幻

想家。 《此处》——海子

在那个良夜

提着灯笼，寻找春天

摄影师：李睿彬 
(2020级 SME 逸夫书院)

Tower E Tutor - 马凌飞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我在逸夫陪伴你！43



《Love Song》

满天星是我对你的思念和喜欢，蓝色是青春时我对你的温柔，爱你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情歌专场，一年一会。

逸夫中秋夜·玉兔望月
摄影师：谢伊琦

(2019级 SME 逸夫书院)

Tower E Tutor - 朱倍婵 Be yourself and enjoy you time here at Shaw! 44



2020 Quarantine Life By：Margery Kolina
(2019级 LHS  逸夫书院)

Tower E Tutor - 王海锦 相亲相爱娘家人 E4是你温暖的后盾。45



如果把光影，阴翳都揉碎进深不可测的未知里，一些模糊的，不确定的，存活的东

西，是否能被看见呢。“神把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请看着我，看着我。

By：章琢越
(2020级 SSE 逸夫书院)

Tower F Warden - 曾银莲 To F, Fantastic Fabulous Family. 46



处暑
模特：梁艺子（2019级 SME Shaw）
摄影：张君逸

白露
摄影：齐宿钤

秋分
模特：李凯婷的脚（2019级 SME Shaw）
摄影：李凯婷

寒露
模特：郭瑜昕（2019级 SME Shaw）
摄影：张君逸

霜降
模特：李凯婷（2019级 SME Shaw）
摄影：张君逸

立冬
模特：陈玮（2019级 SME Shaw）
摄影：张君逸

Tower F Tutor - 程馨亿 早睡早起，身体第一。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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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
模特：陈倩雯（2019级 SME Shaw）
摄影：张君逸

大寒
模特：卢嘉如（2019级 SME Shaw）
摄影：李睿彬

小雪
模特：谢玮婧（2019级 SME Shaw）
摄影：张君逸

冬至
模特：刘习之（2019级 HSS Shaw）
摄影：齐宿钤、李凯婷

小寒
模特：张卓洋（2019级 SME Shaw）
摄影：李睿彬

Tower F Tutor - 李莹 希望F5楼的各位小仙女们健康生活，快乐成长。 48





逸夫书院学业成就奖颁发给在学业领域有卓越表现的学生。2020-2021学年，143位平均成绩在书院前10%（绩点3.731以

上）的逸夫本科生获得了本学年学业成就奖。

The Master’s List is presented to students who have demonstrated excellence in their academic field.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20-2021, 143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ith a grade point average in the top 10% of the College (3.731 

GPA or above) received the prize.

逸夫学业成就奖
 Master’s List

冯 祎 琳

许 家 祥

陈 靖 一

张 心 怡

杨 伊 嘉

周 芳 逸

赵 千 帆

刘 杰

张 津

陈 思 语

李 宛 宸

马 聪 聪

余 祉 澍

李 旻 澄

王 天 桐

翁 子 腾

柯 舒 麒

季 熙 妍

潘 晨 瑶

白 昀 宗

刘 芳 仙

罗 煜

徐 亦 宸

水 雯

王 丹 黎

李 杰 显

朱 任 天

李 薇

董 甲 元

贺 遥

杨 晶 钰

王 锐 喆

孙 凌 儿

鲁 琳 杨

廖 梓 棋

蒋 楚 月

李 东 明

吴 浩 宇

沈 韬

王 嘉 琦

张 文 思

焦 鹏 原

李 肖 鹏

王 景 仪

王 清 楠

黄 治 钧

梁 天 俐

穆 易 妍

丁 昭 霖

罗 南 煜

彭 子 涵

蔡 文 婧

贾 英 琪

范 骏 琪

程 思 凯

张 逸 珊

刘 思 彤

周 文 江

蔡 淑 茗

杨 浩

韩 译

陈 衍 祚

陈 逸 飞

刘 安 婕

胡 然

马 丁

朱 敏 媛

翁 静 怡

施 熠 民

涂 毅 磊

黄 靖 昕

王 少 宇

李 灵 鑫

程 亚 彬

朱 浩

赵 元

刘 俐 彤

黄 艺 珊

叶 子 涵

周 昕 成

王 江 坤

谢 欣 仪

何 皓 霖

强 天 吉

刘 圣 洁

冯 嘉 俊

吴 思 柏

左 佳 鑫

游 岱 源

陈 曦

匡 博 文

陈 玥 含

刘 缘

何 滢

张 佳 奕

韩 桐 悦

张 沁 洋

刘 子 凡

王 东 烜

陈 玮

陈 康 怡

陶 亦 辰

罗 薇

马 琳 樱

陈 睿 凡

蒋 翔 飞

孙 怡 馨

陈 芊 禧

帅 蘅 珂

崔 雯 杰

李 冠 乐

杨 梓 浩

张 倩 溪

郭 云

李 睿 妍

冯 江 雪

赵 梓 淳

王 宜 禾

邝 怡 玲

王 嘉 怡

李 易

施 锐 朱 宁

韩 雨 辰

陈 泓 昊

王 泽 阳

程 硕

汪 思 渝

邱 子 轩

魏 雨 珊

叶 心 怡

徐 天 一

黄 苏 鹏

林 煜 钦

林 大 程

2020-2021
学业成就奖获奖名单（共143名）

The Master’s List of the 2020-2021 Academic Year

Tower F Tutor - 洪奕璇 做人要乐于吃“两样东西”：一个是吃亏，一个是吃苦。 50



除了学业上的表彰，逸夫书院也注重对同学们责任感与奉献精神的培养。据此设立了逸夫成就奖、逸夫服务奖及逸夫精神

奖三个奖项。“逸夫服务奖”表彰给对社区服务有突出贡献的志愿者同学，“逸夫成就奖”颁给在不同领域获得突出成就的同学，

为逸夫书院更好发展出谋划策的同学则可以通过选拔获得“逸夫精神奖”。

In addition to academic recognition, Shaw College also focuses on cultivating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dedica-

tion among students. Accordingly, three awards have been established: Shaw Accomplishment Award, Shaw Service 

Award, and Shaw Spirit Award. “Shaw Accomplishment Award” is given to students who have made outstanding contri-

butions to community service, while the “Shaw Service Award” is given to students who have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different fields and those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haw College can be selected to 

receive the “Shaw Spirit Award”. 

逸夫奖学金
 Shaw Awards

逸夫成就奖

逸夫服务奖

逸夫精神奖

Shaw Awards of the 2019-2020 Academic Year

2019-2020 逸夫奖学金获奖名单

Tower F Tutor - 张倩玉 请尽情的体验这个美好的boundaryless的世界！51



国家励志奖学金
National Endeavor Scholarship

政府及社会类荣誉
 Government& Social Honors

大学荣誉
 University Honors

SME

SME

SSE

SSE

SME

HSS

2017

2017

2017

2017

2018

2019

刘彦初

鲁琳杨

穆一妍

吴炳辉

杨婵

李金婷

优秀学生干部
Excellent Student Leader Award

SSE

SME

SME

SME

SME

SME

SME

HSS

SDS

SME

2017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9

2019

2019

吴炳辉

常康威

梁湛非

陈逸飞

缪雨孜

Mulan Ranagradis

郝宇凡

刘习之

高连昊

白志渊

深圳市优秀共青团干部
Shenzhen Excellent League Member

SME 2018梁湛非

优秀学生奖
Excellent Student Award

HSS 2019李金婷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奖学金 
The Stars of Self-improvement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SME 2016蔡文婧

优秀志愿服务奖
Excellent Volunteer Service Award

HSS 2016李依洁

校园文化贡献奖
Campus Culture Development Award

SME

SME

2018

2018

陈长丰

喻喆

广东省三等奖

学生竞赛类获奖
 Student Competition Honors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Undergraduates Mathematical 

Contest in Modeling, MCM

荣誉奖（二等）

SSE 2017张津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Contemporary Undergraduate 

Mathematical Contest in Modeling

广东省二等奖

SSE 2018王嘉琦

SSE

SSE

SSE

2018

2019

2018

贾之远

李浩扬

林奕

校园大使奖
University Ambassador Award

SDS

SME

2017

2018

姚婧菁

Padmashanti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19-2020年度

优秀书院住宿导师
CUHK (SZ) Resident Tutor of the Year of 2019-2020

张亦昕、王庆贺、刘汝林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全国赛）
The Chinese Mathematics Competitions

数学专业B类一等奖

SSE 2017李宛宸

Tower F Tutor - 张亦昕 同吃同睡共甘苦，同心同德系逸夫。 52

2020年深圳市优秀班主任

林艳娟（逸夫书院院务经理）

CUHK (SZ) Outstanding Staff Award of Year 2020

林艳娟（逸夫书院院务经理）



2020数字金融研究领军者计划
综合优胜团队

SME 2019邹祎鹏

数学专业B类二等奖

SSE 2019谢昊

华东赛区亚军

全国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创业大赛
China College IC Competition

SSE

SDS

2017

2018

方文欣

李易寒

IROS 2019 Lifelong Robotic Vision挑战赛
Finalist Award

SSE 2017檀新阳

VUCA GAMER主题征文活动
优胜奖

SME 2019邹祎鹏

强生2020未来精英挑战赛
2020 Johnson & Johnson Elite Challenge

SME 2018王又立

Lyft Motion Prediction for Autonomous Vehicle

铜牌

SME

SDS

SDS

2018

2019

2019

李方宇

赵益凡

郑泰烁

2020汇丰商业案例大赛
HSBC/HKU Asia Pacific 

Business Case Competition 2020

华南赛区冠军

SME

SME

2018

2018

陈曦

杨伊嘉

益创新 . 第三届南山区大学生社会创新项目大赛
成长组银奖二等奖

SME 2018温馨梓

North East Asia Debate Challenge Solbridge University
Pre-Semi-Finalist

SME 2019李薇

Southern Novice Tournament 2020 Macau University & CUHK
Semi-Finalist

SME

SME

2020

2020

陆怡曳

范无垠

2020年深圳市龙岗区“银羽杯”球会交流赛
冠军

SME 2019陈逸龙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省级复（决）赛  
二等奖

HSS 2020谭淑敏

2020年深圳市福田区企业羽毛球大赛亚军
2020年“粤TV”城市羽毛球争霸赛-深圳龙岗站冠军
2020年深圳市“星动力”羽毛球公开赛-南赛区冠军

LHS 2019洪灿鉴

2020年香港会计师公会商业个案比赛2020
冠军

SME 2019洪奕霖

2020深圳市优秀群众文学（小说）评选
新人新作奖

SME 2020陈雅芬

Tower F Tutor - 程嘉钰 不忘初心，活于当下。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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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书院组织架构
Shaw College Organization

逸夫董事会以及董事会下设的院务委员会，为书院的发展战略和方针提供指导建议，制定并批准书院办公室管理宿舍和学

生的各项政策、方向和目标，以及监督书院的日常运作。同时，书院成立奖学金评定委员会，负责组织及实施对全院逸夫学生

的各类奖学金的评定工作。纪律委员会为违反书院纪律个案开展聆讯及决定纪律处分。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affiliated Assembly of Fellows provide guidance and advice for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ge, 

but also with duties of formulating and approving various policies, development directions and goals in hostel and student management, 

as well as inspect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College. Meanwhile, the College set up Scholarship Committee and Disciplinary Committee to 

evaluate different kinds of scholarships and conduct hearings and determine disciplinary actions against College disciplinary for the 

students of Shaw College.

Tower F Tutor - 陈诗雨 和我一起一天比一天熟悉这里，一天比一天喜欢这里。55

逸夫董事会
Board of Directors

学生事务组

Student Affair Team

活动传讯组

Activity and 
Communication Team

行政事务组

Administrative Affair Team

学术导师团队

（116人）

Affiliated Academic 
Faculty (116 people)

中航

物业

团队

AVIC Team

学生

社团

联盟
Student 

Organizations

逸夫

宿生会

SCRSA

学生

助理

团队
Student 
Assistant

Team

住宿导师

团队（46人）

Resident Warden
and Tutor Team

(46 people)

院务委员会
Assembly of Fellows

逸夫书院办公室
Shaw College Office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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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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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成员
Board of Directors of Shaw College

Prof. Cong WANG

王丛教授

万骁 - 男，SSE “是你倾注在你玫瑰花上的时间，让这朵花变得那么重要”，耐心一点，慢一点。     56

 

Mr. Raymond Wai Man CHAN
Shaw Foundation Hong Kong

Master of Shaw College

President, CUHK-Shenzhen VP (Ext & SA), CUHK-Shenzhen

陈伟文先生
邵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Shaw Foundation Hong Kong

邵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Prof. Yangsheng XU

徐扬生教授
大学校长

Prof. Shiping ZHU

朱世平教授
大学副校长（外事及学生事务）

逸夫书院院长

Mr. Stephen Shu Wai KWOK

郭树伟先生

Prof. P.C. CHING

程伯中教授
Mr. Gordon LAM

林伟中先生
Ms. Venus LIU

廖慧女士

Mr. Clement Siu To FUNG

冯兆滔先生
Prof. Jian-Shu LI

励建书教授
Dr. Wo-Hing LI

李和鑫博士
Dr. Alan LAM

林晓锋博士

Prof. Mingjie ZHANG

张明杰教授



“是你倾注在你玫瑰花上的时间，让这朵花变得那么重要”，耐心一点，慢一点。     

院务委员会成员
Assembly of Fel lows of Shaw College

住宿导师团队作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书院制的名片和标签，一直是书院制的“灵魂”。逸夫书院经过五年的成长，现已

拥有一支由6名舍监和40名住宿导师组成的专业住宿导师团队，以确保每一至两层配备一名住宿导师，平均每人管理30-60名

学生不等。

Resident Warden and Tutor Team is the label of CUHK-Shenzhen, and the soul of collegiate system. After five years of development 

of Shaw College, this team currently has six resident wardens and forty resident tutors to ensure that every one or two floors are equipped 

with a resident tutor, taking charge of the management of an average of thirty to sixty students.

Mr. Murray JOHNSON, Warden of Tower A

Ms. Sophie HE, Warden of Tower B

Mr. Terence FONG, Warden of Tower C

Mr. Wesley LOCKHART, Warden of Tower D

Ms. Joyce LIN, Warden of Tower E

Dr. Elaine ZENG, Warden of Tower F

A栋舍监

B栋舍监何钉萍女士

C栋舍监方奕森先生

D栋舍监

E栋舍监林艳娟女士

F栋舍监曾银莲博士

苏瑞淇 - 男，HSS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微信ID：srq1998032057

Master of Shaw College Prof. Cong WANG

王丛教授(逸夫书院院长)

Associate Vice-President Xiaoqiang CAI 
(Founding Fellow)

协理副校长蔡小强教授 （创院委员）

Professor Kevin Wing-Por LEUNG 
(Founding Fellow) 

梁永波教授（创院委员）

Professor Hugh THOMAS 
(Founding Fellow)

谭安厚教授（创院委员）

Professor Yan ZHOU

周艳教授

Professor Marlene AMSTAD

Marlene AMSTAD教授
Prof. Clara CHAN

陈可欣教授

逸夫书院2020年舍监名单
 Wardens of Shaw College for 2020



大学的每位学术老师都附属于大学的其中一所书院。截至2020年12月，逸夫书院附属学术老师已达116位。我们积极鼓励

学术导师参与各类书院活动并且大力支持学术导师在课业之余开展各类讲座、师生共膳、圆桌交流以及系列课程等活动。

Every teaching member of the University is affiliated with one College. By December 2020, the scale of Affiliated 

Academic Faculty of Shaw College has reached 116 people. To truly promote posi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we actively encourage them to participate in all kinds of college activities and strongly support them to carry 

out different lectures, conversations, round-table talks, and a series of courses in their spare time.

Professor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Wei XIONG

Marlene AMSTAD

Shilu TONG

Jingqi WANG

Feng LIU

Yi DING

Bilian LIN

Liu MING

Qihui CHEN

Yiying ZHENG

Hongqi LIU

Yi CAO

Duo SHI

Wenhao YANG

Sichuang XU

熊伟

-

佟世璐

王竞奇

刘锋

丁一

林碧莲

明旒

陈齐辉

郑艺颖

刘洪七

曹毅

石铎

杨文豪

徐思闯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Senior Lecturer

Senior Lecturer

Lecturer

Professor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Senior Lecturer

Lecturer

Shijie YANG

Chen CHEN

Qi PAN

Ming LI

Pengjia QIU

-

Qi LI

Lawrence KHOO

Barick CHUNG

Ho-Yin WONG

Min LIU

Zhiyi GUO

Hugh THOMAS

Siu-Po LEE 

Chui-Hong HUI

杨世杰

陈琛

潘祺

李明

邱鹏嘉

Yoonho JIN

李琦

-

钟子毅

黄浩贤

刘民

郭志毅

谭安厚

李兆波

许叙劻

附属学术老师
Affiliated Academic Faculty of Shaw College

经管学院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徐同和 - 男，SME 求求书院霸霸给上个首页。微信ID：wx15896579168  58

逸夫书院2020年住宿导师名单
 Resident Tutors of Shaw College for 2020

Guolong LIU 

Rulin LIU

Yanheng XU

Larry YU

Wei YANG

Robert NIU

Jun MA

Runtian LI

Morris MAO

Minghe ZHU 

刘国龙

刘汝林

徐彦恒

余湘港

杨威

牛冠冲

马骏

李润田

毛力成

朱明鹤 

Ania WU

Sue REN

Wendy JIN

Moretta WANG

Lynn CAO

Lucy LI

Jiayu CHENG

Ying LI

Qianyu ZHANG

Melissa CHENG

Annie ZHANG

吴文英

任书仪

金文亭

汪如蓝

曹美玲

李璐

程嘉钰

李莹

张倩玉

程馨亿

张亦昕

Patrick WANG

Yao XU

Qinghe WANG

Tony NA

Shuliang NING

Wentao LIU

Haijin WANG

Nikki CHEN

Lingfei MA

Mandy LIU

Ruby HONG

王星超

徐尧

王庆贺

那文韬

宁述亮

刘文韬

王海锦

陈宁馨

马凌飞

刘钰

洪奕璇

Megan HU

Liping TANG

Sheng GUO

Liangfen PENG

Jayden LYU

Zhangyang XIONG

 Miaomiao ZHOU

Alice CHEN

Guanqi LIANG

Kayla LI

Beichan ZHU

Velma XIE

（until 2020.9）

（until 2020.7）

（until 2020.8）

（until 2020.10）

（since 2020.9）

（since 2020.9）

（since 2020.11）

（since 2020.9）

（since 2020.9）

（since 2020.11）

（since 2020.10）

（since 2020.8）

胡伊然

唐丽平

郭胜

彭亮芬

吕桢

熊张洋

周苗苗

陈诗雨

梁冠琪

李雅靓

朱倍婵

谢欣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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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Professor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Senior Lecturer

Senior Lecturer

Senior Lecturer

Senio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Yongnian ZHENG

Wen XING

Douglas ROBINSON

Ho-Yan CHAN

Zhicheng LIN

Meijin XU

Thomas Donald CARROLL

James ARMITAGE

Butler BRIAN

Michael Geoffrey SALTER

 Ruijuan ZHAO

Sandra CHAN

Kevin SMITH

 Kam-Ming LO

Hsien-Hsiang FENG

 Hongbin SONG

Wesley LOCKHART

Wilson WOON

 Xiaozhen CHEN

Qin CHEN

郑永年

刑文

-

陈可欣

林志成

许美金

-

-

-

-

赵蕊娟

陈山泉

-

卢锦明

冯先祥

宋红彬

-

云天恒

陈小珍

陈琴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Assistant Lecturer

Assistant Lecturer

Assistant Lecturer

Chengchuan LIN

Lucas Allen SCRIPTER

Wai-Ling LAW

Ziwei ZHAO

Murray JOHNSON

Qiuchen WANG

Xin GUO

Yongchang PENG

Jin-Soo LEE

Jennifer GRESHAM

Colum RUANE

Di MAO

Huiling LIANG

Yao YAO

Peng YU

Xiaoying TAN

Chun WANG

Wei HE

Hairui CHEN

Chen WANG

林成川

-

罗惠玲

赵紫薇

-

王秋晨

郭昕

彭永昌

-

-

-

毛迪

梁慧玲

姚瑶

余鹏

谭晓莹

王纯

何薇

陈海瑞

王琛

人文社科学院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Professor

Professor

Professor

Professor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Kevin LEUNG

Tony LEE

Weiming NI

Jinhua YE

Xiaoping WANG

Zhaoyu ZHANG

Tsung-Hui CHANG

Yan ZHOU

Jie XU

Chuan HUANG

Jianfeng MAO

Dongdong HE

Guijuan CHENG

Lizhe ZHU

Zhihai KE

梁永波

李东

倪维明

叶金花

王筱平

张昭宇

张纵辉

周艳

许杰

黄川

茅剑锋

贺冬冬

成贵娟

竺立哲

柯志海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Senior Lecturer

Lecturer

Lecturer

Professor

Professor

Professor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Jiangxin WANG

Yuan LUO

Qingbin ZHENG

Gongqiu ZHANG

Liang WU

Lide LIN

Mario HUANG

Jihang CHEN

Areil WARSHEL

Yinyu YE

John HOPCROFT

Yaxiang YUAN

Nan LIN

Jia LEE

王江新

罗元

郑庆彬

张功球

吴亮

林立德

黄俊波

陈吉航

-

叶荫宇

-

袁亚湘

林楠

李佳

理工学院
  School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ssociate Professor Dan LI李丹

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
  Shenzhen Finance Institute

书院日常管理及运营由院长领导下的逸夫书院办公室负责，下设活动传讯组、学生事务组以及行政事务组。

Shaw College Office (SCO) is authorised by the Master to oversee the daily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College. SCO consists of three teams: Activity and Communication Team, Student Affair Team and Administrative Affair 
Team.

Professor

Professor

Professor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Xiaoqiang CAI

Kai HUANG

Yeqing ZHONG

Tianwei YU

Yan SONG

Xinyun CHEN

Shi PU

Wenye LI

Zhaoyuan LI

蔡小强

黄铠

钟叶青

于天维

宋彦

陈昕韫

濮实

李文烨

李兆媛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Senior Lecturer

Lecturer

Zhaoxiang TAN

Gang CHEN

Wing-Fu LAI

Yong LEI

Yun BAI

Zhou YANG

谭兆祥

陈刚

黎永富

雷湧

白芸

杨洲

数据科学学院
School of Data Science

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
  School of Life and Health Sciences

Let’s LOHAS at Shaw!  60

逸夫书院办公室成员（2020）
Shaw College Office Staff (2020)

Cong WANG (Master) 王丛（院长） (since 2020-11-01)

Stella Lai Man SO (Acting Master) 苏丽文（执行院长） (until 2020-10-31)

Joyce LIN (Manager) 林艳娟（经理）

Annie ZHANG 张亦昕

Seraph LIU 刘雅坤 (since 2020-08-05)

Elsa FAN 范晓婧

Mandy LIU 刘钰

Jessie GUO 郭丹阳

Ruby HONG 洪奕璇

Velma XIE 谢欣芙 (since 2020-08-17)

Lucienne LI 李璐

Alice CHEN 陈诗雨

Doris CHEN 陈冬晓

Cherry ZHANG 张玖懿 (since 2020-12-14)



欲了解更多逸夫书院资讯，请访问官网或社交媒体关注我们。
To know more about Shaw College, please visit our official website or follow our social media accou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