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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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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雅力（由黄鹂娜采访）

姜舒窈 乔木 北京外国语大学传媒副教授
                                                -教育与感恩的中国春晚（转载于BBC中文网）

       赵乔专栏：新春佳节

            陈雅力， 大一新生，传媒专业。 这是她第一次在美国过春节，没有家人的团聚却有

朋友的陪伴。少了爸妈长辈的关怀多了朋友的欢声笑语。在美国伴随着春节来的不光是聚会

还有一堆的考试和互相安慰互相陪伴的朋友。但她还是会时常想念爸妈做的饭菜，充满了家

里的味道。为了缓解对亲人的思念，国内大年三十的时候会和家人视频。她告诉我和爷爷奶

奶的视频，她都哭了， 那是对家人的想念。其实一堆朋友在一起也很开心。

            平时大家都在玩或者周末小聚

会，但是春节的聚会更像带着家人的感

觉。当我问到她在春节有什么特殊的活

动，她告诉我和一帮朋友飙车到湖边然

后一起放炮，而在国内放炮仗是必须有

的环节。 在字里行间我都可以感受到她

的快乐和对国内家里亲人的思念。虽然

在这里没有爸妈的陪伴，但我们的生活

一样的精彩。经过了半年在外的留学生

活，在这个春节突然间觉得自己真的面

对很多事情了，例如学习健康，甚至是

每个月的水电费等等，虽然这样会更想

家但也懂得了更多的事情。

            2月12日周五晚上，我们将开放

iu春晚。当我问到她是否会去看，她告

诉我她是学校x-power的成员， 也将登

上舞台给我们展现她动人的舞姿。春晚

节目将面向全体iu学生，这样的活动更

给她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春节。每天晚

上八点多，她都会和x-power里其他的

女孩一起很认真的训练。现在大部分人

都感冒了却都还在训练， 大家都很享受

在一起努力的时光。一年过去了，没有

家人的陪伴我们磕磕绊绊的成长着，有

欢笑也有泪水，有跌倒但也有站起来。

我们越来越珍惜和家人的时光，也更加珍惜和享受自己成长的时间。

            人人都有体会，正襟危坐想学什么东西，往往效果不好，特别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学，

更为痛苦，想想这么多年来中国人的政治课都是怎么过来的。但是换个场合，以轻松愉快、

寓教于乐的方式政治学习，效果会不太一样。

            今年的春节文艺晚会就是这种方式。看了春晚，高三学生准备6月高考的政治考试，

心里踏实多了。许多机关干部，本想着先抢一会儿红包，等到最后主持人朱军总结中心思想

的时候，再领会春晚精神。惊喜的是晚会一开始，主持人就朗朗道出党的“四个全面”，这

下节后写工作计划有指导思想了。

            不光寓教于乐，要是有所奖励，效果更好。为此春晚也是群策群力，和电商公司联手

推出手机抢福卡。别看街上到处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能背出几个的人不会太多。

现在出现在福卡上，看到的都会留下印象。

            大家平时工作忙碌、生活辛苦，难免会错过新闻联播，不易与时俱进。除夕晚上，终

于静下心来，把工作和辛苦放一边，轻松愉快看春晚，顺便了解一下国家大事、党的政策和

革命传统，两全其美。

            去年的九三阅兵，一些人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看上。北京人民每天还能在地铁的电视里

不断重温，外地人就没有那么多机会了。关键是再看阅兵要有仪式感和幸福感，春晚无疑是

最好的时机。看到舞台上队列整齐，军旗飘飘，军歌嘹亮，富国强兵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看

到先辈们过雪山草地的艰辛，更加珍惜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的歌曲响起，当“我的祖国”的歌声荡漾，心中的感恩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说白了，春晚就是代表党教育人民，代表人民感激党。

            中国有很多节日，比如建党节、建军节、国庆节，但每一个单独节日的意义都不够全

面。现在有了除夕节的春晚，爱党拥军爱国的主题整合呈现，入耳入心。有些节日只是部分

人过，有些节日沦为消费旅游的黄金周，只有除夕春晚，家家团圆，亿万观看，民族传统和

红色文化得到最佳的传承。

            有些人说春晚把一个民俗节日变得走了样。这是对民俗的僵化认识，民俗从来都是随

时代而变的。过去过年就是吃饺子放鞭炮，现在污染环境，放炮的少了。感谢党的政策好，

天天可以吃饺子，也不稀罕了。打麻将只是四个人相互融资，还容易伤和气。喝酒纵欲，既

伤身体也不符合八项规定。只有春晚，既有欢歌笑语，也有国计民生，阖家观看，其乐融

融。边看边还可以抢红包，资产流通加快，财富合理分配。因此看春晚、抢红包、等待新年

的钟声，这就是新民俗。

            还有人说今年的春晚太政治了，那是由于过去大多数时候太娱乐了，必须矫枉过正。

娱乐至死，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讲政治，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一个

人，作为一个商业媒体，可以不讲政治。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导向性的国家电视

台，必须要讲政治、讲革命传统、讲思想教育。

            江泽民总书记时明确提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要求。一段时间

来，放松了这些要求，社会上不思进取，奢靡享乐成风，媒体三俗流行，部队不像部队，文

艺不像文艺。习总书记强力反腐，改革军队，召开文艺座谈会，推动传播正能量。最近又强

调红色基因，重提共产主义理想，专上井冈山。

            这些就是政治，作为党领导的央视，当然要旗帜鲜明地体现。利用春晚这个场合，深

入浅出、形式多样地教育引导人民，要比新闻联播和每年的“两会”更热闹，效果更好，真

正做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正是要讲政治，此次春晚才摒弃过去一些“政治上不正确”的做法。本来不应该对方

言厚此薄彼，但过去东北话大行其道，角色安排上，上海话小里小气，广东话财大气粗，西

北口音憨厚愚笨。农民工、残疾人、外地人、外国人、少数民族、老人、妇女、胖子、矮个

子、寡妇、剩女，都曾是春晚取笑揶揄的对象。现在全部采用普通话，小品除了揭露骗子，

不再对普通民众、弱势群体讽刺挖苦。切实贯彻文明、平等、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讲政治的变化是明显的，观众最感兴趣的是反腐倡廉，批评不正之风。过去最大也不过是对

乡干部公款吃喝、公务员上班时间打乒乓的隔靴搔痒，现在则对拥有实权的科长，利用调动

工作收受好处费，进行大胆的讽刺监督。

            很多人吐槽今年的春晚太政治、太说教，娱乐、笑点不多。其实换个角度看春晚，就

像与其抱怨电视剧中插播广告，不如庆幸广告中还有电视剧一样。抱着寓教于乐的目的看春

晚，怀着看女主持人的心态看央视，总会有收获，何况还有网络社交媒体的补充平衡。

只是上小学的女儿，看着震撼的军队，听着庄严的歌曲，表情凝重，问：“爸爸，开学后，

老师会不会像看阅兵一样，要我们写感想？”

（由BBC中文网转载）

         今年是来到美国的第四年，也同样是和家人在除夕之夜无法团圆的第四年。其实并没有

像第一年那样的不愉快和遗憾，取而代之身边却有着各种各样的亲朋好友来和我一起度过这

美景良宵，这样的画面也同样有它的独到特之处。

        都说距离产生美，距离也同样让思念放大使异国他乡的留学生们更想念自己的家人和在

国内的朋友，距离也同

样教会人去珍惜当下。

今年春节，和家里人视

频，尽管感觉到不在身

边的寂寞感，可是却让

春节的氛围更加浓郁了

许多。思念更加深刻了

我与家里人的感情。看

着爸爸妈妈欢快的面

庞，听着爷爷奶奶儿童

般的笑声，心里的一块

大石也不由得落了下

来。“这下子放心了，

原来大家都过地很好

啊。”心里不由得如此

感叹和庆幸。看着大家

庭和睦融融的样子，我

的嘴角也情不自禁地舒

展了开来。

        跟家里人祝福了

新年快乐道了一声平

安，我放下手中的视频，开始着手于除夕夜的丰盛大餐。虽说是和朋友们说好每一个人带一

盘菜，但是集体的力量大无比，当我看到那摆满了一整张桌子的饭菜和热腾腾还冒着热气的

水饺，我心里泛起一波愉快的波澜。跟朋友在一起总是是很开心的，聊着家常，开开彼此的

玩笑，说说彼此的心里话，逗逗那几个每年都会成为笑点的好朋友…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总

会让我觉得心头一暖，让我感叹有这群朋友真的是我莫大的幸运。

        其实每一年都会有新的感悟和想法，新年就像一个停靠站一样让我有空闲的时间停下来

看一看，感受感受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和变化。也同样是这一个又一个的停靠站让我的记忆变

得有迹可循。每当我翻开日记看着这些有迹可循的停靠站时，尽管当下看来只是又一个普通

的今天，但是相信在未来这将会是当初的转折点。

       春节对于我们这些留学在外的学生来说显然无法像在国内那样过的轻松愉快。毕竟美国

的假期作息是跟着圣诞节走而不是跟着春节。这就导致了大家要在忙碌课业之余过春节，诚

然相当不容易但是大家都很有热诚。

       我第一年时候春节过得十分潦草，

连除夕都没扫除，就拿电饭锅煮了饺

子打电话回家拜年，春节就算过了。

之后也是百忙之中抽时间打扫房间，

煮饺子换成了炉台和锅。这么说起来

似乎蛮辛酸的，什么烟花鞭炮更是浮

云，这倒说不上是坏事，一般在国内

过年第二天都会被鞭炮吵醒，家里养

的小动物也会被一声比一声响的炮仗

吓傻。今年的春节，我们把熟识的人

都聚起来煮了炖热热闹闹的火锅，虽

然准备了饺子但是只能第二天自己煮

了，火锅这种东西实在是太容易填饱

大家的肚子了。是的，在外过年最重

要的是吃好，不少中餐馆都在春节期

间挂上了可以订年夜饭的海报，大家

也都在亚洲超市大批采购火锅料，

对，年夜饭什么的一个个做太累了，

对于大家来说只用洗锅就可以照顾好

所有人的胃的火锅实在太划算了。至

于那些带寓意的菜，条件有限就不要

在意细节了，记得提前准时给家里打

电话拜年就好了。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起IU中国学

生会的传统节目了，每年由学生自行

组织的春晚都属于值得一看的活动，时间就定在正月初五，即本周五2月12日，从下午五点开

始提供免费的食物，七点到十点为晚会节目，地点就在IU Auditorium。怎么看都是一次不容

错过的盛会，带上小伙伴一起凑热闹吧！

（照片来源：IUC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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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生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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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凯（由赵悦杰采访）

程小桉（由陈煦晴采访）

姚頔（由黄鹂娜采访）

       不管是热衷于尝试新事物，还是能轻易习惯美式食品的小伙伴大概都有这样的困扰，怎
么才能吃到熟悉的菜式。一周到头的吃披萨和汉堡简直是要人命，墨西哥卷和薯片吃起来也
就那样，真正百吃不厌的还是各式中餐啊。虽然镇上有很多中餐厅，日式餐厅还有泰国餐厅
可以改善口味，但是常年出门吃饭并不是很健康很经济的手法，而食堂真的是会吃腻的。种
种原因导向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自己做饭。一周不吃上几顿米饭怎么行。
       厨艺是磨练出来的，在所难免的会有黑暗料理被做出来。更何况因为种种限制被逼出各
种奇妙的配方。在这里给还在住宿舍没有厨房的小伙伴一些煮饭神器：电饭锅，煮蛋器，电
炒锅，广口热水器。只要有上述神器其中之一就可以稍微改善伙食了，现在我来具体介绍下
用法。电饭锅，可以拿来煮饭煮粥煮汤，缺点是速度略慢，在勇于尝试的情况下你可以用来
炒蛋炒菜和炖肉，这些只需要一个价格低廉的电饭锅就可以做到，如果你的电饭锅带着蒸屉
还可以蒸包子等速冻食物。电饭锅锅底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被破坏选择好的合适的电饭锅很
重要，有不粘锅涂层的是首选。煮蛋器的作用就稍显局限了，但是属于不需要技术的懒人

首选，蒸个蛋加
点酱油醋之类作
料总是不会难吃
的，还可以蒸鸡
蛋羹蔬菜和速冻
的包子肠粉虾饺
等食物，总不会
做出难吃的东西
的。电炒锅可以
拿来煎炒煮炖都
没问题，拿来煮
火锅也是没问题
的，就是不太适
合拿来做米饭。
而热水器，就真
的只能拿来煮
了，煮汤煮面煮
饺子或者泡汤泡

面，局限性比较大，但是是喜欢喝热水泡茶的小伙伴必备。黑胡椒与盐是唯一必须的作料，
放这两样总是没错的，唯一的风险是盐放太多。关于食材，纠结是现卖现做还是和小伙伴合
力买个价格不那么贵的小冰箱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选择了。
       最后，家乡口味神器：老干妈。煮面时候拌一点，吃饺子时候蘸一点，泡面时候倒一
点，炒蛋里面放一点....总之老干妈的用处简直是数之不尽,各个亚洲超市都有。有空逛逛周围
的超市，不同超市侧重点不同，买到的东西也有差异，探索总是能带来惊喜的。

赵乔专栏：新生的大学新生活- 如何面对没有厨房的第一年

 来到美国之后or上了大学后有什么跟以前不同的地方
 吴文凯：其实你也知道我在国内也是读上海的国际学校所以其实要一定要什么不同的
地方的话也不是很好说。因为我高中
的时候也是老师都是老外然后每节课
都是不同的教室不同的老师。 但也是
我来了美国后发现人际关系和以前很
不一样， 一个大学这么多的人然后每
天都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其实挺新鲜
的。 这其中我也和一些朋友有些不愉
快的时候也有开心的时候但总体来说
最重要的， 大学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要
有一个积极向上的朋友圈。 一个好的
朋友圈可以好的影响自己并让自己过
的很充实而不是每天就知道喝酒啊玩
啊打游戏啊。 其实留学生都是很孤独
的因为整个环境不一样了所以有很多
自己独处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有朋友
约我一起去健身那我会很开心的。
 有什么难处 有什么新鲜处 有
什么开心的时刻
 吴文凯：难处的话就是和之
前一些朋友很难见到面，我之前那帮
兄弟都是每天见， 上课见，下课见， 
放学也见。 现在我们分散到世界的不
同地方并且每个国家的假期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每年回国的时间也不统一了但还是很想念他
们。 新鲜处就是这边买车很方便所以可以体验自己开车上课还是蛮好玩的，而且也深刻体验
到没车的无奈。 不像在上海交通很方便去哪都可以打车坐地铁我现在读书的地方就是啥都没
只有bus， bus也不是一直都有所以还是有自己的车比较方便。 其实现在每天过的挺充实的， 
读读书，健健身，约约饭啥的还是蛮开心的。

姚頔大一下学期， 专业finance，之后考虑过再学一门accounting. 和我们刚来的时候一样，饮
食在美国永远是个问题。和很多新生一样，姚頔在第一个学期就增重了不少。周一到周五她
都选择wright 或者wells的食堂，快捷方便。除了食堂之外最常吃的就是中餐了。刚到这来的
她被iu的创业之风惊讶到了， 中餐厅的数量也超出了她的想像。 每周换着吃都可以，慢慢
体重就不受控制了。因为在来之前就好好了解过了，所以对她来讲并没有什么太大不一样的
感觉。刚来这的她觉得交通是另一个问题，没有车很多时候都不太方便。但因为有uber， 所
以一切都还在她的接受范围内。来了这边以后，最大不同就是什么事情都需要她自己来， 例
如洗衣服，买生活用品之类的，一些细小的事情。 在来之前，她心目中的大学生活是很精彩
很丰富的。来了之后才发现，屯子的周末有时候挺无聊的，没什么可以玩的。亚洲人的数量
刚开始也让她有点惊讶。但并没有什么特别让她惊奇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平静的城市。在接
触下来，她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女生。对于她来讲开心的时候就是和朋友在一起或者不用上
课。 刚来的一个学期，她去了三番和一些周边的城市。因为几年前去了一段时间，对三番有
一些特殊的感
情，同时三番
也是她最喜爱
的城市。 在业
余时间，她还
同时参加学生
会，虽然只是
一个小小的成
员，但她依然
很享受和小伙
伴一起工作的
时光。有些刚
来的新生会遇
到一些语言问
题，然而对于
她来讲并不是
太大的问题。
因为美国人都
很友好，她的
室友也是美国
人，经常会有交流之类的。但也在mall里遇到过歧视亚洲人的。来了美国之后她最大的改变就
是什么都不急躁了，对家人也更好了。但与此同时拖延症也更严重了，在这边没有父母的约
束让她觉得很开心，因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自己真正的想法和做自己。 和父母的相处
改变也是从一些细小的事情体现的，例如说话方式。 在采访过程中，她觉得最大遗憾就是没
有选择去加州，屯子的天气实在太冷了。她希望之后可以留在美国工作，英语可以有更大的
提高像native speaker一样。

            寒假过后，大家又回到布鲁明顿准备新的一个学期。加入了印第安纳大学已经有一段
时间的大一生程小桉对于她这半年在布卢明顿的新生活有感而发。从小就在国内长大的小桉
是个不折不扣的杭州姑娘，甚少出国旅游的她表示一切在美国的人事物都非常新鲜，这里不
仅有着不一样的语言文化和地方风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待人接物的方式也大不相同。小
桉希望自己可以尽快融入大学和社区当中，虽然她仍然在努力的克服语言障碍，有些时候还
是听不明白课堂的内容，但她会在课堂后或课余的时间请教老师或助教，也会相约同上一节
课的同学一起在周末学习。
            刚踏入严冬的布鲁明顿，温度骤升骤降。来自南方的小桉表示美国中东部的天气反
覆无常，使她无所适从，而她最近也不慎患上感冒。除此之外，布鲁明顿的交通系统也叫小

桉头痛。由于父母的
忧虑和不纯熟的驾驶
技术，Bloomington 
Transit是小桉上课的
首要交通工具。虽然
他们有专门的手机软
件提供每辆公车的即
时位置，可是小桉觉
得班次不够频繁而车
程需时太长。周末的
时候尤其不方便，如
果小桉想出门逛逛
或去超级市场买必需
品的话，她要么请有
车的朋友帮忙带她去
一趟，要么在出门前
在Uber软件上请司
机或打电话给布鲁明
顿的出租车公司比如
Yellow Taxi和Green 
Cab预约服务。
            性格开朗和外
向的小桉来了美国之

后最大的改变是，她学会了享受独处的时光。一个人在房间里简单的听听歌、看看书，让面
对着陌生环境的小桉心情放松，也给了她更多空间去思考和订立一些短期计划。另一方面，
在美国上大学和原来她在国内读高中的时间表大不一样，她不用每天从早上七点一直学习到
晚上，她多了闲暇的时间去做其他事情，比如做运动或郊游。小桉表示印第安纳州和她想像
中的美国的确有出入，但她很喜欢布鲁明顿的
朴实民风，至少校园内的四季景色不教她失望。年轻的小桉对于未来的展望没有太具体的想
法，她知道接下来的课程会更加紧凑和困难，不过她决定抱着乐观的心态面对，继续鞭策自
己，更有效率的学习和解决语言障碍，希望不会辜负父母对自己的期望，取得更好的成绩。

（承接前列上文）

  最大的感触或者遗憾
 吴文凯：最大的感触其实就是我现在压力挺大的， 一想到还有两年就毕业要工作了
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因为工作了肯定和现在不一样所以现在也不知道是期待还是害怕。
 自己的改变或者对家人朋友的改变
 吴文凯：自己最大的改变其实就是我懂得了挺多事情的。 我在上海的时候每天啥都
不干就是学习和玩， 但读了大学之后真的就是什么都要自己做。 例如 自己做饭， 自己给车
加油， 自己去上保险，被警察pull了要自己去上庭，总之就是什么都要自己做。
 对以后有什么想法
 吴文凯：我现在还是挺迷茫的， 我目前想的是去英国读研因为我想换一个环境读
书，然后应该就是开始找工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