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是天涯华大人 相聚何必曾相识   

——记2016年10月华侨大学美国校友会年度聚会 

美国校友会宣传组  文/蒋婷   编辑/王丽仙（文） 田磊（图） 

 

        自去年华侨大学美国校友会成立以后，在大家一致的呼声中，就定下了每年一次大聚会的传

统。今年，是成立大会后的首次聚会，开创之始，别有意义。理事会也特别重视这次聚会，很早

就开始筹备计划。通过前期理事会组织的讨论及问卷调研，2016的年度聚会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

The Shawnee Inn and Golf Resort举行。这里靠近新泽西州，离纽约市车程约2小时，既远离都

市的喧嚣，交通又很方便，而且还是有名的赏秋圣地,因此，聚会的时间也就定在了深秋季节的10

月21-23日，主题为“赏秋聚会”。在四季分明的东岸，在我们聚会的时候，一年中最为绚烂、浓

郁的秋色也将绽放，为我们的聚会铺就丰富、温暖的底色。 

    本次聚会的筹备组成员由李旗、许循一、霍志敏、陈友才、蔡伊志、张奕志、陈传英、陈凡

、林佳、卢巧玲和陈达庆十一位校友组成。大家定期就聚会相关事宜进行积极商讨，然后再向理

事会提出建议，取得理事会同意后再行实施。 

    6月，筹备组启动了聚会报名，聚会信息一经发布，不但吸引了美国的校友，还吸引了加拿大

多伦多的校友魏文飞、陈珊珊、杨青和菲律宾的校友周宗仪。很快，就有40余位校友报名，加上

家属，参会人数达到56人。    

    8月，各地准备参会的校友开始预定机票和酒店，因为互相交流信息，美国校友会群里也开始

了聚会预热，东岸的热心校友和去过纽约的校友们都纷纷为外州的校友答疑解惑、提出建议，以

便计划游览纽约的校友可以更好地规划行程。此外，由于机场距离聚会地点有一个多小时车程，

远道来的校友并不是很方便，因此，在行程敲定后，在李旗会长的统一协调下，有条件的校友陈

传英、陈凡、马多娇、吴诗绿、郑东飙、吴黎芳、金丹良、游靖宇、田磊、杨谦、陈家强、姚继

兴、汪培华、陈思等就自发跟进联络有需要的校友，负责机场迎接。所以，聚会当天，无论多晚

到达的校友，虽没有红毯相待，但有校友的热情和专车相迎。同样，当他们离开时，也是校友们

互相问询，协调出发时间，以热忱的爱心相送，把需要的校友按时送到机场或送到家。那种亲人

般的关爱，带着大家从陌生到熟悉，从聚会确定起，到如今，一直在我们之间流转，散发着令人

心暖的柔光…… 

    2016年10月21日，参加聚会的校友及家属们陆续到达The Shawnee Inn and Golf Resort，这

是一家位于Delaware河畔的酒店，河的对岸，就是属于新泽西州的Worthington州级森林，有山有

水，风景秀丽，酒店的房子和草坪也非常漂亮，加上刚刚过去几场秋雨，带走了尘埃，清冽湿润

的空气，和着俊秀的山水，明丽的秋色，更是呈现出一种清新脱俗如同梦境般的美好。 



 



 

 

 

    由于校友们到达的时间都不一样，聚会活动从21日拉开序幕，但到晚上八时才正式开始，至

23日中午校友们陆续离开，前后跨越了三天两夜。现在，就让我们再来重温这一段美好的时光吧!

同时，也希望这次没有参加聚会的校友们，通过文字和照片，和我们一起再次感受这场属于我们

华大人的聚会。 

 

新朋旧友 温暖秋夜 

    21日，傍晚时分，参加聚会的校友们差不多到齐了，虽然外面还是细雨绵绵，室内却充满了

校友们初次或再次见面的各种热情招呼与交谈。 

    8点左右，天随人愿，雨停了，酒店工作人员也如约点燃了篝火，校友们陆续围坐到了篝火旁

，我们的聚会热情也就这样被点燃了。 



    山间的秋夜，虽然篝火的微光甚至不能让大家看清楚每一张脸，许多初次见面的校友也来不

及一一互相认识，但这并不影响大家在温暖的篝火旁一起欢笑、唱歌、跳舞。虽然K歌的APP和音

箱经常由于网络不稳而断线，但校友们合唱的歌声却越来越响。虽然天公不作美，又再次下起了

比之前更大的雨，篝火也几乎被浇灭，但校友们的热情却更加旺盛了，大家欢笑着，在雨中围着

篝火跳完了最后一首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淋了点雨，身上似乎有点冷了，但新朋旧友喜相逢，心里却热了起来。在篝火K歌的高潮过后

，第一晚的活动并未结束，另一波惊喜正等待着大家——筹备组带领大家转战到了室内——鸡尾

酒会。     

当校友们陆续到达203号小别墅时，本次聚会的星级调酒师郑东飚已经在厨房微笑着迎接大家

了。203是郑东飚（吴黎芳）夫妇和张奕志这次聚会的住所，他们贡献出了一楼的空间，成为了本

次聚会的早餐厅、酒吧、K歌室。 

    虽然我们的酒会没有漂亮的玻璃杯，没有助兴的音乐和流光溢彩的灯效，但是我们有帅气的

调酒师和真心的交谈，有满怀感慨的老相识和一见如故的新朋友。看着调酒师把各种不同颜色、

口感的酒和饮料搭配、混合在一起进行调制，美轮美奂的色调，圆润、协调的口感，独特的香味

，让人不禁感慨校友情也像酒一样，愈久愈浓，而且，更可以在各种交会中创造出丰富的美好。

这一夜，绵延的酒香在口中弥漫，相逢、相识的快乐在心中发酵…… 



星级调酒师郑东飙 



 

                                  酒不醉人人自醉 

    第二天晚上，除了酒会， 203还开起了K歌厅。虽然没有高级的数码点歌设备，也没有环绕立

体声，但这并不影响校友们或浅吟低唱，或引颈高歌，或深情对唱，歌曲也从80年代跨越到21世

纪，歌颂祖国也传唱爱情，赞美青春也感叹岁月，精彩时刻不断上演，笑声歌声掌声此起彼伏。

可惜地方不够，否则校友们还可以翩翩起舞或一起摇摆，为歌声配上最美的舞蹈。 



 



家属和校友合作一曲 



 

 

                                才女杨青 声线无双 

    由于第二天还有满满的活动，为确保校友们有足够的时间休息，酒会只能进行到凌晨12点便

结束了，大家各自散去。山间的夜，静谧而祥和，借着一点点酒兴，很多校友的梦里都出现了当

年的青春和美丽的华园吧。 

 

     

眼里心里 都是风景 

    第二天（周六）早上的集合时间是9点，住在village小别墅的校友们，接到了陈传英校友特

别的通知——去203吃早餐。有一个说法，能一起午餐的是朋友，能一起晚餐的是亲人，而能够一

起吃早餐的，只有最亲密的人。所以，能共进早餐，一定是生命中最深的缘分之一。 



    雨后的山间清晨，有柔和的光，清新的空气，推开窗，满目都是秋天的红叶、金叶，色彩异

常的干净、鲜亮，落叶铺就的小径，曲曲折折，蜿蜒前行，树林边，偶见缓缓走过的小鹿，举目

张望，后轻盈跳开……这一切，让人恍如身在童话世界中。 

    而在203小别墅里，却是另外一番热闹人间的景象，桌上摆满了面包、蛋糕、水果，校友们陆

续进来，陈传英校友正在厨房忙碌着，洗水果、切水果、煮咖啡、泡茶，还要不时地询问大家是

要咖啡还是茶。细心的钟婕校友站在餐厅靠墙处，插上烤面包机的电源，耐心地为大家烤热面包

。校友们或坐或站，在餐厅、客厅、阳台上，边吃边聊，虽然很多的对话都是从互相自我介绍开

始的，气氛却亲切得好像一家人。 

    这样的场景在周日早晨又上演了一番，而且因为住在Resort的校友们也一齐加入，场面就更

加热闹了。但因为中午就要分别，又多了一些不舍，早餐的节奏也变得更加地慢，大家留恋地围

坐在桌边，边吃边聊边合影。连在海外群里因“政见”不一曾经激烈辩论的校友们也坐到了一起

，碰杯、握手、合影，相逢一笑，因着都有个共同的名字“华大人”，所谓“和而不同”，“求

同存异”，他们就是最好的诠释。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握手一笑抿“恩仇” 

    周六的上午，虽然依然没有太阳，但雨已经停了，按原定的计划，在陈传英的带领下，校友

们开始了本次聚会的赏秋Hiking之旅，准确地说，是自驾+Hiking。十几辆车，开着双闪灯作为标

志，形成了浩浩荡荡的车队，在美丽的山间公路上穿行，去到了不同的观景平台，并进行了几次

短途的Hiking。 

    第二天的上午、傍晚、第三天的上午，校友们共进行了三次Hiking，大家欣赏了色彩绚烂的

秋山、满天飞舞的秋叶、铺满落叶的林荫道、挺立寒秋中的枯玉米地、清澈平静的河流、绿意盎

然的大草地、流淌过清流的小石溪、山谷间的小木桥，还偶遇了几批又帅又酷的山间猎人…… 

    第二天傍晚，当我们爬上山顶时，赶上了那天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抹阳光，才发现，夕阳照

耀下的树林，竟然如此美丽，校友们纷纷在此拍照留念。那个场景也如此契合校友们此刻的心情

，我们的相聚也如同那阳光下的树林一样，虽然短暂，但却让人难忘、一再回味。 

    第三天，天气放晴了，校友们的心情也更加飞扬起来，阳光下的脚步更加轻松了，笑容更加

灿烂了，还有那飘舞的丝巾和飞跃的身姿，无一不彰显着大家雀跃的心情。 



    秋色无边，秋水静幽，校友们的感情也在秋之美景中愈发地浓郁起来，校友们在各处美景前

都通过镜头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合影。不管是我们用眼看过的山水，还是用心感受的情谊，不管他

们是否已存照留念，在参加聚会的校友心中，都是值得珍藏的美丽风景，值得以后慢慢回味。 

  

 

                             山水相依 我们同行    



 

                              最美的笑容 最美的风景 

                                    



 

                                最后一抹夕阳 



 

铿锵玫瑰 

                                    



 

                                    不畏艰险 勇于攀登 



 

                                     风之韵 



 

                                   

 

                                        我们在一起 



 

                                       相聚在最美的秋色里 

    

    风景中的风景——亲友团 

 



 

 

共享信息 分享经验 

    第二天的午餐及下午，是本次校友聚会的全体会议时间。会议的议程除了常规的校友会工作

报告，还有两场有趣有料的分享会。 

首先，李旗会长对校友会成立一年后的工作进行了简短而全面的介绍和总结，并特别感谢了

12位理事（蔡伊志、霍志敏、卢巧玲、潘东风、陈达庆、许循一、姚清传、韦江华、陈建伟、张

奕志、郑世飞、李旗）一直以来的齐心协力和不懈努力，随后会长又代表全体理事会成员由衷地

感谢诸多热心校友一直以来给予校友会工作的热情鼓励、积极支持和无私帮助，同时，他也代表

理事会对在一年里做出突出贡献的团队与个人进行了表彰。许循一、陈达庆、陈传英获得了个人

贡献奖，校友会宣传组、北加校友会获得了优秀团队奖。 

紧接着，理事会负责财务工作的卢巧玲对一年来校友会的收支情况进行了汇报。今年到目前

为止校友会共收到捐款$8260元（含年费），其中聚会期间收到捐款$2920元，目前余额是

$9028.11元。 

接着，按照计划，共有三项分别关于孩子教育、投资理财和摄影技巧的交流分享。 

    郑东飚校友以前在美国群里就曾经分享过他所拍摄的美图。这次，参加聚会的校友们也有幸

听到了他关于摄影构图10原则的分享。每一项他都做了仔细地讲解，并且用了大量他所拍摄的图

片进行了实践经验的分享，校友们不但学习了经验，还欣赏了美图。这个摄影构图的主题非常实

用，在接下来的聚会拍照中，校友们就纷纷开始运用起这些原则来。（文末附录有摄影构图十原

则的具体内容，感兴趣的校友可留意） 

第二个分享是关于孩子教育的。很多来美较早的校友都已经培养出了优秀的“华二代

”，本次由卢巧玲校友分享了她的经验。她的两个孩子都很优秀，女儿毕业于罗德岛设计

学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已经工作了三年，在工作中表现也非常好；

她的儿子现在MIT就读，他曾经在2013年6月获得全美青少年男子轻量级八人船冠军。她说

做父母最重要的是帮助孩子发现他所擅长的东西而不是逼迫孩子去做应该做的、别人都在

做的事情。她的孩子们在比较轻松的家庭氛围里长大，每一个都出类拔萃，她觉得最重要

的就是引导孩子们学会了自己做决策和自己为目标努力的能力。她分享了她的女儿在大学

里换专业和她的儿子从羽毛球“转行”划船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到家长的支持，也可以看

到孩子们自己的选择与努力。她的分享引起了主持人霍志敏校友的共鸣，也特别分享了她

的经验与观察，她鼓励校友们让孩子参加团队类的运动项目，因为在运动团队里，孩子们

不仅是学习运动技能，也是在学习社会交往。此外，让孩子体验到成功，就是在帮助孩子

建立自信心——自信心是孩子能够受用一生的特质。关于孩子教育的话题是永远的热点，



也有校友现场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可惜因时间太短无法详细探讨，只能期待以后有更多的

机会来继续交流。 

    原计划作投资理财分享的机电00级校友、知名经济学家唐加文因故未能赶来，但校友

会收到了唐家文校友的特别赠礼——两套他新近著的书《喜欢自己的平凡》和《上帝是个

数学家》。部分校友已抢先阅读。 

 

                              优秀团队之校友会宣传组 



 

优秀团队之北加校友会 



 

          个人贡献奖之陈传英 



 

个人贡献奖之许循一 



 

个人贡献奖之陈达庆 



 

                                 霍志敏、卢巧玲分享 



 

                              摄影大师郑东飙 



 

唐加文之赠书 



 

             “ 友军”——来自菲律宾的校友周宗仪与加拿大校友杨青、魏文飞、陈珊珊 

 

回忆往昔  交流近况 

    在会场，考虑到难得大家聚在一起，没有时空阻隔的交流阻碍，于是趁机安排了校友们自我

介绍的环节。从64级的黄炜秋校友开始，一直到10级李田等几位校友，这才发现，我们这次的聚

会，竟然跨越了46年的岁月，与母校的校史只有十年之差，这样的齐聚，真有四代同堂的温暖感

。 

    在自我介绍时，那些校对（夫妻双方都是校友）也一一浮现了出来。本次聚会共来了5对夫妻

：许循一和霍志敏、魏文飞和陈姗姗、郑东飚和吴黎芳、万宁和王丽仙、陈思和汪培华。参会校

友们都非常关心他们是如何在学校里就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的，但本次聚会没有来得及一一挖掘

，只能留待以后的聚会慢慢了解。 

    有了自我介绍，校友们之间的互动也更加方便了，同行或相近领域想交流的，想换行要找人

咨询的，想换地方发展要先收集情报的，马上就有了目标。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校友之间的交流

无须过多的客套与防备，很快有些校友就互相加了微信，打算保持联系，会后跟进交流。 



    而聚会开始前，加拿大的校友杨青（中文84）有感而发，作诗一首《你在我的笑容里》，这

首诗在聚会群里已经发挥了聚会预热的作用，校友们都很受感动，纷纷表示希望在聚会时看到现

场朗诵，以期更深入、更投入地体会诗里所表达的情感。所以，在会议准备的时间里，杨青又担

当起导演之职，组织了一支朗诵队并指导大家进行练习，配合着许循一校友提前准备好的配乐PPT

，队员们完成了一次深情的朗诵，获得了校友们的阵阵欢呼和掌声。 

《你在我的笑容里》 

 在笑容里遇见你 

在笑语中认出你 

 也许叫不出你的名字 

也许没有见过你 

  但我们共同都是—— 

华侨大学的儿女！ 

 

    你在我的笑容里 

  我在你的目光里 

  也许我们彼此陌生 

 也许我们曾经相遇 

  无论毕业了多么久 

  

当音乐响起 

我们所有的笑容 

我们所有的目光 

都将被音乐 

点燃记忆中的每个角落 

 

那也许是校园的球场 



也许是波光粼粼的秋中湖 

也许是校园的木棉花 

也许是火红的凤凰树 

也许是满含深情的图书馆 

也许是某个勤学的教学楼 

 

往日时光，往日情怀 

是你笑容里的某个倩影 

是你泪光中的一双明眸 

是如水月光下的漫步 

是灿烂阳光下的奔跑 

是濛濛细雨中的花伞 

是凉凉微风中的衣裙 

 

不要说那都已经过去 

即便已经两鬓斑白 

即便已经风染心花 

曾经的母校 

曾经的同学 

抑或只是曾经的校友 

只要相聚了 

只要欢笑了 

你便在我的笑容里 

我便在你的记忆中…… 



这真挚而热烈的诗歌，带动了现场氛围，于是全体校友又一起朗诵了一遍，和着诗的韵律，

这些如蝴蝶翩飞的文字仿若精灵，把我们带回了华园的岁月…… 

    会议中还有一个特别节目，就是播放许循一校友根据之前收集到的照片制作的配乐视频。照

片一页页翻过，经常有校友要求暂停，跑上去指认当年的人和景。在老照片与新照片的切换中，

校友们不仅仅一次次地在容颜的变迁中感受了岁月的流逝，更是在带着遥远记忆的熟悉中一次次

重温了我们在同一方水土上度过的热血沸腾的青春，虽然母校的校园风貌历经56年已经发生日新

月异的变化，但校友们对母校的情怀不但没有减弱，反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更加怀念，更觉感恩

。会议结束时，大家都得到了一份带着母校体温的礼物：精美的书签、校徽还有手绘校园地图。

看着熟悉的图案、熟悉的名字，又是一阵感动袭来，牵出更多回忆，更多感慨…… 

 

 

                                   现场诗歌朗诵 



 

                          64级校友黄炜秋先生 



 

                                 09、10的新生代 



        
高调登场 



 

 

 

一起运动 一起舞蹈 

    要说本次聚会最动感的环节，当然要属运动会和集体舞了。 

第二天晚餐以后，就在Village的娱乐休闲中心，校友们先开展了一次室内运动会，比赛项目

是篮球和乒乓球。 



作为国球项目,乒乓球自然是不乏爱好者和高手，其中霍志敏就是当年华大校队的，虽然多年

没打,但还是风采依旧。她先是和陈友才组合经过几轮大战后力克李旗和陈亮（卢巧玲校友的先生

），又和许循一以夫妻组合战胜了陈友才和金丹良。虽然冠军很耀眼，但是明年的挑战者看点也

很多，年轻校友孙克遥出手不凡，颇有实力，常打出意想不到的好球，真是后生可畏，更有同样

为前华大乒乓球队成员的土木64级黄玮秋校友表示，虽然上了点年纪，但明年聚会也要露一手。

这次的精彩已经落幕，明年更让人期待，校友们也因此兴致盎然地约定了来年再战，一决高下。 

孙克遥VS陈亮 

 

至于篮球，出自CUBA九连冠获得学校的华大人，自然也得有两下子。虽然现场只能拉起两支

不完整的队伍，但三打四的对阵同样精彩，而且也看出不少校友当年的篮球功底。刚开始是三人

队（队员：孙克遥、张奕志、许循一）在比分上占优势，但后来四人队（队员游靖宇、杨谦、金

丹良、赖跃进）逐渐找到感觉，技术上也越打越好，很快追过了比分，三人队也因体力不敌，败

下阵来。 



其实比赛的结果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重新感受了青春时期的球场风云，出了一身大汗，通

体舒泰。 

 

   第三天上午，天气晴朗，云淡风清，户外运动会也终于可以如愿举行了，这次的比赛项目是沙

滩排球。说起排球，最激动的当属校排球队队员钟婕了，但热爱排球的不仅只是她，事实上，华

大的排球也是很有传统的，当年在学校的排球场上挥洒过汗水的校友也不少，更有校友在毕业后

也依然对排球情有独钟，比如许循一就曾经参加过芝加哥华人排球联赛，并得到过前男排主力曹

平的指导。一到场地，排球爱好者们包括校友家属很快就自由组合成了两队。多数球员虽然接传

球、扣球都显得手生，但都想着借助下手、正手、勾手发球直接得分。双方打得认真，争着抢球

，还尝试高难度的鱼跃救球。几经交锋，最终由钟婕率领的一方胜出，比赛结束，全体球员、裁

判员场外教练员合影留念。大家纷纷表示回去后要好好训练找回当年的感觉，待明年聚会时再决

高低。大家对会长李旗带来的中国女排教练郎平签名的排球感到兴奋，纷纷要求与排球合影。 



 

 



    有勇士们比拼的赛场，怎能少了啦啦队呢？咱们的啦啦队就是——中华神舞《小苹果》队。

说起这《小苹果》，聚会群里预热阶段霍志敏可是发过教学视频的，现场有魏文飞校友的太极版

，也有跟着抬腿甩胳膊的乱舞版，但整体气势和现场热情绝对不输给祖国各大广场上的中国大妈

们，而且从草地上跳到大亭子里，辗转作战。作为啦啦队总指挥的霍志敏和现场音响师兼DJ的许

循一是全队的灵魂，动作标准，感情到位，而台柱子马多娇、卢巧玲两位美女也是非常给力，从

头跳到尾，紧随节奏，动作流畅自然。年龄最长的黄炜秋校友凭借跳柬埔寨皇宫舞蹈的功底，也

全程参与了跳舞，并表示明年聚会教大家跳柬埔寨皇宫舞。我们的华大美版《小苹果》虽然动作

并不那么整齐，但这一定是史上最欢乐版本的《小苹果》。看到视频，第三天一早返回没有来得

及参加的校友们也纷纷悔恨错过了精彩剧情，大家表示以后要把集体舞作为保留项目，为聚会增

加更多热闹、欢乐的色彩。 

 



 



 



 



 

依依惜别 期待再会 

    期盼总是漫长，相聚总是匆匆。不足两个整天的聚会在大家的欢笑中就要结束了，刚刚重逢

或相识的校友们又要分别，回到各自的生活。第三天一早，就有校友陆续离开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好在，我们还有微信群，这是永不落幕的聚会，这边正在依依惜别，群里已经开始热闹问候，

杨青校友在返程候机时，又一次有感而发，即兴作诗《也许》，再次把情绪推向高潮（见附录二

）。 

    23日的午餐，吃得特别漫长——太多的不舍——等最后一批校友走出餐厅，已然是下午四点

。 

    聚会结束了，聚会的微信群却火爆了，还稍带着引爆了美国校友群和海外校友群。大家争相

分享聚会中用相机或手机记录下来的美人美景和美好瞬间，纷纷表达对筹备组的感谢和分享自己

参加聚会的心情。最年轻的李田校友自告奋勇为大家制作了聚会的小视频，田磊校友为大家提供

了一个可以共享照片的平台，杨青校友刚刚到家就完成了一篇图文并茂记录聚会的文章，让大家

才刚刚分别就开始了回忆。 

    

    也许，这并不是一次完美的聚会，甚至，这可能也不会成为校友们最难以忘怀的聚会，就像

我们曾经在华园里度过的那些时光，那些点点滴滴，并不是我们生命中最出彩的部分，但那份真



情，绝对是人生中最珍贵的窖藏，平凡中的真情，正是人生中无法抹去的基础香。对于参加聚会

的校友们来说，不管我们之前是否相识，因为同在东海之滨度过最美的年华，就足以让我们可以

走近彼此。当年，我们从华大走向了世界的不同角落。今天，我们又从美国的各个州相聚到一起

，从加拿大、从菲律宾，从天涯海角走到了一起。从现在起，我们不仅仅是同为华大人，我们更

是最亲的亲人，我们一起欢聚过，一起激动过，一起淋过雨，一起拉过歌，一起呼吸过那山间的

清新，一起凝视过秋之韵的河，一起走过同一条山路，一起欣赏过同一片落叶，一起挥洒过汗水

，一起跳过小苹果，一起定格同一镜头，一起吃过一日三餐…… 

    虽然相聚短暂，但谁又能忘怀那些温情的一幕幕？ 

    虽然相处日少，但那份真挚的情谊无可比拟！ 

    多么希望，在未来的岁月中，能有更多的校友一起相聚，不管我们是否曾经相识，相聚时的

光和热，已经足够扫除陌生，留下温暖；无论我们离散的脚步去向何方，校友亲情总会伴我们一

路前行。 

    道一声“珍重！”，我们来年再聚！ 

  

 

 

 

备注：由于篇幅限制，更多美照未能收入。如需了解更多，请移步至我们的dropbox，精彩瞬间等

您开启    

  

  

附录一： 

                  摄影构图十原则 

                        作者：郑东飙（数学86） 

构图，广义而言，指的是相关物体与元素在艺术作品中的取舍与放置 

 

1. 三分构图: 横竖三等分屏，把重要的主体放在交点或竖线上 

2. 指引线构图：用自然线把视线带入片的主体 

3. 对角线构图：对角线体现张力与动感 

4. 框架构图：用门或窗或自然框架突出強调框架中的主体 

5. 景深：充分使用前景，中景与背景展示风景深度，同时引导视线进入画面 



6. 满幅构图：接近拍摄物，充滿整体画面，突出主题 

7. 趋向空间：在人或物的运动方向留出伸展空间 

8. 平衡构图：左右或上下主体保持均衡 

9. 对称构图：对称产生美感 

10. 规则可以打破，要根据具体场景、色彩、天气构图，享受摄影的乐趣！  

 

附录二： 

《也许》 

        作者：杨青（中文84） 

也许这次相拥， 

是短暂的分別； 

也许这次离开， 

是为了再相聚； 

无论细雨绵绵， 

还是白云蓝天； 

无论山路崎岖， 

还是坦途逶迤； 

我们都曾一路随行。 

 

将來的日子， 

也许春花烂漫， 

也许落叶满地； 

也许夏虫呢喃， 

也许雪花飄逸⋯⋯ 

因为是你，因为是我， 

因为我们曾经相聚， 

所以我们不会忘记。 

在遥遥的人生路， 

我们不能牵手同行， 

我们卻能彼此想念， 

我们更可以， 

在悠悠的岁月中， 

成为彼此的一份记忆， 

成为相互的一张美丽⋯⋯  

（23/10/2016于纽约Newwark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