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维，一个孤僻的老头，性格古怪，脾气暴躁，
固执还爱多管闲事。每天早上巡视小区，捡起地上的
垃圾，记下违规停放的车辆，检查告示牌，驱赶流浪
猫，然后再去上班。他在火车站工作了43年，却在自
己59岁这年失业了。他没有朋友，没有孩子，自己
的妻子索尼娅也已去世。彻底没了牵挂的欧维决定去
死，他要去找索尼娅了。他精心准备，收拾体面，充
满仪式感地赴死，却被新搬来的邻居打断。原因是邻
居连车都倒不好，还撞坏了邮筒，让欧维不得不暂停
自杀计划去帮他。
　　之后的每一次自杀，欧维都被各种原因阻止。欧
维似乎无法忍受身边的一切，但却又善良得没法拒绝
他人，一遍遍地帮助身边的人。慢慢的，他的生命里
开始有了其他人的身影。他帮助邻居照顾孩子，收养
流浪猫，帮别人修好了脚踏车，照顾被家里赶出来的
小伙子，和以前的朋友和解。他学会了更好地表达自
己的善意，也学会接受别人的善意。
　　这一切之后，他如愿以偿地死去，不是自杀，且
走得十分安详，想必他在另一个世界见到了心爱的妻
子吧。这部电影剧情没有什么跌宕起伏，只是在讲述
欧维的一生，缓慢而琐碎，却是个非常温暖的故事，
值得静下心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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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 （A Man Called Ove，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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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
桃换旧符。”鼠年到来，人人憧
憬着崭新的开始及节日的欢庆。
淡滨尼美廉初级学院今年通过制
作灯笼迎接新年的到来，师生们
团聚一起，用红包封制作出造型
各异的灯笼。校园挂满了各式各
样造型绚丽夺目，色彩缤纷各异
的灯笼，增添了浓浓的春节气
息。
　　在年除夕的升旗礼结束过
后，淡滨尼美廉初级学院的同学
都回到各自的班里，和自己的级
任老师一起制作灯笼。在制作灯
笼的过程中，大家谈笑风生，其
乐融融。
　　每个人各自带来了红包封，
和自己的同伴齐心在限时内完成
灯笼的制作。刚开始时，有些同
学手忙脚乱，不知要如何把红包
封钉在一起。有些则别出心裁，
自己携带了新年的迷你小饰物，
挂在灯笼的下方，借以表达对老
师和同学的祝福。例如金色的鲤
鱼，寓意“年年有余，如鱼得
水”；橘子代表“大吉大利，如

意吉祥”等。也有的另辟蹊径，
把红包封串在一起，做出形状各
异的灯笼。如心形灯笼，表达对
同学和老师满满的爱；星形灯
笼，象征着对新一年的希望和期
许。有几位同学制作了吉祥鼠形
的灯笼，兴致勃勃地说：“我
希望今年收到的红包‘鼠’也
‘鼠’不尽！”
　　我院文化促进学会的会员，
也参与布置学院的盛事。他们制
作三种灯笼，分别为大鱼灯笼、
球状灯笼及小鱼灯笼。会员们共
同合作，一起探索如何完成这些

灯笼。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例如
如何将红包钉成漂亮又坚固的灯
笼造型，都被会员们齐心协力克
服了。
　　母语部主任许思伟老师喜悦
地说：“今年庆祝会的特别之
处，正是各班同学齐心协力一同
制作不同造型的新年灯笼，并写
下对学校和同学们的新年祝语。
灯笼在活动结束之后都会挂在
食堂里，为校园增添春节的气
息。”每串灯笼的尾端系上了新
年贺卡，上面写满学生对学院的
展望，对新年的期许，对彼此

的祝福与鼓励，字字充满温馨之
情。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全校
师生同欢共乐，师生们有许多互
动，不仅增添了乐趣，更加
强了大家的凝聚力。

不同种族的学生一起剪纸
　　在新年前的两周，我院科创
学会（Makers' Club）的同学也
一起参与了“剪纸”活动。剪纸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民间艺术，只
需一把剪刀、一张纸和一双巧手
就能剪出富有寓意的剪纸。科创
学会的同学则利用高科技的贴纸
机器，结合传统新年图样，制作
出12种款式独特的剪纸。当然，
想要剪出一张张既有传统年味又
创新的剪纸绝非易事。因此，同
学们都专心致志，最终完成了以
吉祥鼠、荷花和“福”字等为设
计的剪纸，并把它们贴在食堂的
玻璃门上。科创学会的马来族和
印度族同学也一起参与了整个制
作过程，让人看到了种族之间的
和谐。科创学会成员Mani Sakthi 
Saranya说：“这次的剪纸活动
不仅让我对华族文化有更深一层
的了解，也加强了不同种族的同
学之间的凝聚力。”

济济一堂捞鱼生
　　除了灯笼制作，除夕的另一
项活动便是全校的“捞起”。全
校师生在完成灯笼制作后一起步
向食堂捞鱼生。通往食堂的走道
人头攒动，充满了师生的欢笑
声，好不热闹。
　　走进食堂，一张张桌上已摆
好一盘盘的鱼生和调味料，师生
们准备好一起共乐。
　　伴随着屏幕上的“年年有
余 ” “  大 吉 大 利 ” “ 五 福 临
门”等贺词，大家开始把各种食
材倒入盘中。在“三，二，一”
倒数声后，全校在欢腾中捞起桌
上的鱼生。只见一双双筷子举到
半空中，盘里像极了五彩斑斓的
图画。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大家边吃边聊天，整个
食堂充满欢声笑语，营造了新年
喜乐的气氛。
　　一个早上的庆祝活动很快就
结束了，萦绕着师生的是对彼此
的祝福。这一天，全校师生欢聚
一堂，一起制作灯笼，一起捞鱼
生，分享团结的喜悦。庆祝会结
束后，许多学生和老师都留下
来，带着自己制作的灯笼挂饰到
操场上去拍团体照。在一片欢声
笑语和自拍中，大家以热情饱满
的姿态来迎接崭新的2020年。

　　这几天走在巴黎的路上，会闻到一股扑鼻的臭味。沿路
堆着一大袋一大袋的垃圾，好多还被鸟儿扯破了，撒一满
地。上学的路上，我绕着垃圾，小心翼翼地找出一条比较干
净好走的路。
　　后来才知道原来巴黎市的清洁工人和收垃圾的工作人员
统统都在罢工，对政府新推出的退休政策表示不满。
　　在法国，罢工、罢课并没什么奇怪，反而可以说是常态
吧。才几个星期前，整个巴黎的公共交通系统也因为罢工而
瘫痪了接近两个月。没有地铁，没有巴士，大家天天都骑脚
踏车或走路上班上学。
　　我告诉了我的几个新西兰好朋友，他们惊叹：“哇！罢
工那么久！好神奇啊！”
　　是呀……好神奇呀。巴黎那么繁忙的城市，居然可以发
生而且还容忍整城的地铁、火车和巴士停止运作。更奇特的
是，整天抱怨，脾气暴躁的巴黎人都很坦然地面对这一切带
来的不便，没有责怪罢工者。
　　“为什么呢？”我很不解地问我的法国朋友J。
　　她说：“法国人如果不同意或不满意的话，会直接表
达。而示威、罢工就是我们表达不满的方式。它的影响大，
大家都会听到我们的声音，都会感觉到我们的存在，我们的
立场。法国人不责怪因为我们都认同示威罢工是我们每个
人的权利，我们的自由，更是我们身为这社会一分子的责
任。”
　　责任？
　　“嗯，因为对于任何事件或政策，我们能做的就是根据
我们的信念，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处境思考。我们每一个
人都有义务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想法。会有冲突，会有争论。
也许想要完成一件事或实行一项政策可能会很慢，很复杂。
但是最后的成果和方向就是大家每一个人的贡献造成的结
果。过程不容易，不简单，但也是因为如此，才那么美，不
是吗？“
　　J微笑着轻轻地问道。
　　我们正坐在快铁上，窗外的景色一闪一闪地过。落日下
的田野被最近的大水淹没，像一片镜子，橘红色发光的水面
冒出几棵光秃秃的小树。
　　不简单的美。混乱中的美。
　　不可预测，无法控制，而美。
　　在无法重来的情况下，面对一条路线分明的康庄大道，
还有一条寻山绕水的小径。会选择哪一条呢？
　　要踏出第一步真的不容易，得完全依靠自己的直觉。我
知道要选择哪一条吗？
　　法国人的这种精神写在他们的脸上。巴黎人的眼睛里就
能看出他们的固执，他们在这个人人为自己讲话和奋斗的社
会里，努力找出自己的一条路，个人的一把声音。
　　不久前，地铁罢工，一大部分的学生和老师们因为住在
郊外，没办法到学校参加期末考。而大学的管理层任性地坚
持在公共交通系统瘫痪的情况下继续举办考试。平时冷漠的
巴黎同学们，为了大家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决定罢考。巴黎
各个校园都被学生们封锁。我的艺术史系教学楼的大门被一
整片圣诞树林挡住了。同学们把附近圣诞树回收站的树统统
搬来了。有位男同学还穿着一身复古的装扮，在圣诞树林前
威武地挥着一面大红旗。还有学生情侣模仿二战经典照片的
姿势在树林前深情拥吻。寒冷的冬天，红砖的学楼在杉树淡
淡的香味中显得特别漂亮。
　　路过别的学楼，我看到同学们用了大垃圾桶把门都封住
了。收垃圾的工作人员来清理垃圾时不但没有埋怨同学们移
走垃圾桶，还让大家罢考加油。这时我居然听到身旁的同学
感叹：“垃圾的气味好香啊！”

＠校园
梁智雄、付美涵、邓凯璘／报道
淡滨尼美廉初级学院提供图片

七彩灯笼庆新年
淡滨尼美廉初级学院

罢考、罢工在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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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加入通讯员俱乐部
最大的收获就是能交到很多志同
道合的朋友，我们的感情就像家
人一般！”今年担任摄影培训员
的王晨宇（中正中学中三）娓娓
道来，诉说着摄影队对他的意
义。
　　王晨宇也将队员之间的好感
情归功于定期聚会。
　　由于队内许多资深摄影员都
非常活跃，他们常常带队去全岛
不同地方拍摄，作品也有机会在
学生报《逗号》刊登。参加通讯
员摄影队不仅让组内成员能够切
磋摄影技巧，同时也能透过摄影
拉近彼此的距离。

　　对王晨宇来说，加入通讯员
俱乐部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姐
姐。王晨宇不仅跟着姐姐王思祺
（国大二年级）的脚步成为摄影
通讯员，两人甚至先后担任了摄
影培训员一角。
　　王晨宇透露：“我中一的时
候姐姐就常常和我分享通讯员俱
乐部中发生的趣事，甚至我还没
有正式加入之前就邀请我参加他
们的聚会，参加完聚会后我就决
定报名了！”
　　除了姐姐，摄影队里学长学
姐的教诲也加深了王晨宇对摄影
的了解，他希望将所学到的知识
传给下一届摄影通讯员。他解

释：“我本来比较喜欢拍影片和
剪接，跟着姐姐和学长学习摄影
后就更喜欢摄影了！”

有许多挖掘才能的机会
　　身为摄影通讯员的王晨宇并
不甘心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因
此他现在也开始尝试写作。王晨
宇坦言：“大家对摄影队员有一
个刻板印象，就是华文不太好，
我一直很想打破这个印象。我很
幸运在其中一次培训中碰到琬仪
姐（即联合早报副刊编辑，也是
学生通讯员顾问），是她鼓励我
尝试写作的，并很热心地指导我
写作技巧。”
　　受到鼓舞后，王晨宇尝试用

自己在学校拍到的一张照片来创
作出一篇文章，并鼓起勇气投了
稿。他分享说：“看到我的文章
刊登的那一刻真的非常有满足
感！这个经历让我有了继续写作
的动力和自信！”
　　王晨宇吁请想要学习摄影技
巧或新知识，并勇于尝试新事物
的同学，绝对不要错过这个报名
机会。他呼吁道：“我希望想要
报名的同学不要因为觉得自己的
摄影功力不够好而却步。因为摄
影功力绝对是可以透过练习慢慢
进步的。我们会给大家很多练习
的空间，只要你完成实习期，就
一定能看到进步！”

淡滨尼美廉初级学院的同学和自
己的级任老师一起制作灯笼。

全校师生齐捞鱼生。

加入通讯员俱乐部  找到“第二个家”
报名最后机会

　　最后机会！联合学生通讯员
俱乐部现已开始收生。
　　中学收生截止日期就在本星
期六，2月15日。
　　初院和理工学院收生截止日
期在下星期三，2月19日。
　　有鉴于目前2019新型冠状病
毒的疫情发展，我们将取消原定
在2月29日举行的体验营。面试环
节也延期至3月假期，并改为通过
网络视讯进行。迎新
工委会将发短信或电
邮联系，敬请留意。    
　　立即扫描QR码
了解报名详情。

王晨宇说，加入通讯员俱乐
部后不仅与喜欢摄影的学生
做朋友，还有机会和写作及
美术组组员互相学习。 

寒冷的冬天，红砖的学楼在杉树淡淡的香味中显得特别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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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楷婷（诺雅初院通讯员）／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