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许多描述美国校园生活的好莱坞电影中，大多都会出
现家中派对的场景。其中有九成都是描述美国兄弟会和姐妹
会的故事，剧情通常都十分精彩。我们从这些电影场景里对
兄弟会和姐妹会便渐渐产生负面的刻板印象——酒精，性和
比延禧攻略更狠毒的勾心斗角。
　　尽管如此，我对这种组织感到十分好奇。于是在华盛顿
大学的第一学期便参加了姐妹会。过程十分艰难，我校总共
有20个姐妹会，我们运用了整整一个星期拜访所有20个姐
妹会的房子。这个过程叫“Rush Week”，并分为四回合。
每一回合结束后，我们用电脑系统为姐妹会排名，从最喜欢
的到最不喜欢的，而姐妹会也会排名我们。选择标准十分模
糊，通常我们会在一个姐妹会待十分钟，在人群吵杂的环境
中与几名姐妹会成员对话。每一回合后我们被邀请回去的姐
妹会越来越少，而待的时间也越长，最后胜出的一个姐妹会
便会邀请你成为他们的一员。
　　一个星期后，我进入
了“Sigma Kappa”的姐
妹会。这些姐妹会在其他
美 国 大 学 都 有 ， 历 史 悠
久，会员也是终身，所以
出 社 会 后 对 于 找 工 作 和
人脉有相当大的帮助。但
是入会过程十分艰难，必
须经过重重考试和秘密仪
式。这也是许多关于兄弟
会姐妹会谣言的来源地，
俗称“凌辱” （Hazing)。
很多兄弟会的“凌辱”仪
式通常都是灌酒精，而姐
妹会最普遍的是要新成员
全身脱光坐在震动的洗衣
机，其他姐妹会学姐便会用黑色马克笔圈出身上动的肥肉。
这些都是较传统的仪式，现今比较少见了。但是还是会有一
些姐妹会在心理上进行言语凌辱仪式。所幸，我的姐妹会有
全国禁止凌辱的规定，所以我没有经历过以上所述。可是我
们还是要背大量关于自己姐妹会的资料，像历史，希腊字母
还有象征等。
　　除了这些，兄弟会和姐妹会还是以社交为主，所以每天
都不缺兄弟会的派对。对于我来说，课业和入会过程给予我
身体和心理上太大的压力了，所以一个月后我决定退出姐妹
会。但是像华盛顿大学如此大的校园，能找到一群志同道合
的朋友很难，加上每个人的课表都不一样，大家都很难抽出
共同的时间见面。所以这学期我参加了男女混合的商学兄弟
会（Business Fraternity）。比起以社交为主的兄弟会姐妹
会，商学兄弟会注重在学术，毕业后的工作和社交。美国总
共有五个商学兄弟会－Alpha Kappa Psi, Delta Sigma Pi, Phi 
Chi Theta, Phi Gamma Nu, Beta Alpha Psi。我参加的是Delta 
Sigma Pi。
　　比起社交属性的姐妹会，我更喜欢这个兄弟会。兄弟会
里面的人比较多元化，每一个兄弟都对自己的课业和未来颇
有想法和志气。入选的过程十分艰难，如同社交属性的姐妹
会，我们也要与兄弟会的成员交谈，但是我们还有两轮的面
试和最后一轮三分钟的简报报告。我现在正在进行长达6个
星期的入会仪式。仪式中除了需要背兄弟会的种种资料和考
试，我们也必须在六个星期内与最少50名兄弟会的成员进
行一对一的谈话。虽然十分耗时间，我很享受这些一对一谈
话，因为从中我认识到了许多有趣的兄弟会成员。会员终身
的，所以这些兄弟也会成为我长久的支柱和朋友。
　　除了商学兄弟会，美国大学也有亚裔兄弟会姐妹会，机
械工程兄弟会和医学兄弟会。我很庆幸我选择亲自去感受电
影中所描述的场景，也认识到了美国朋友和能陪伴帮助我一
生的兄弟们。如果你打算去美国大学，对兄弟会姐妹会有偏
见或疑虑，我建议你试试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能在这个
组织获得多少珍贵的朋友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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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机后汹涌的人群缓缓流向
入境大厅，向晴拖着厚重的行李
尾随其后。她的空姐生涯迈入第
五年，每一次的飞行程序与路
线，原已烂熟于心。见过淡季的
空旷冷落，也经历过旺季的水泄
不通。但无论是航班人员，抑或
归家旅人的身份，机场只是承过
渡之用的中途站，无以久驻。
　　这次适逢农历新年，浓烈的
节日气息催促游子集体返乡，恰
巧休假的她不小心赶上这趟回乡
潮。久未联络的朋友忽然就传来
了讯息，说高中同学终于又组织
了一次班聚。
　　团圆饭上聊起彼此近况，因
为职业的缘故，同学们都以为只
有向晴得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蓝

孙靖斐

作者一句话：在所有让人称羡
的生活细节里，唯独不愿失去
你。

字食族

王翊臻

留学博客
臻感想

晴空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
暖入屠苏。”2月4日是农历戊
戌年的最后一天。在这一天的早
上，淡滨尼美廉初级学院的全体
师生欢聚一堂，共同为旧岁画上
一个圆满的句号，并且一起迎接
己亥年的到来。

合并后首个同庆节日
　　农历新年是一年之岁首，传
统意义上的年节，即以传统历法
计算之华夏新年，是中国与华人
地区及世界各地汉族社会过的传
统新年。在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意
义的日子，不仅让各族同学一同
分享团聚的喜悦，这也是淡滨尼
初级学院初和美廉初级学院合并
后，一年级新生和二年级的学姐

学长以及所有的教职员工首次共
同度过的节日。
　　当天升旗结束之后，淡美初
院的二年级学生回到各自的班
级里，准备开展趣味无穷的宾果
游戏。同时，一年级的新生也被
随机分往二年级的班级中，两个
年级的学生合坐成一圈，交换姓
名，相互了解，氛围其乐融融。
　　宾果游戏的规则写在一张表
格上，两个年级的同学各有不同
的任务需要完成，完成得最快、
最好的班级即可获胜。这些任务
无不妙趣横生：有的是让同学们
模仿十二生肖的动作来拍摄视
频，有的是请大家坐成一圈、一
齐合唱歌曲《恭喜恭喜》并录
音，还有的要求全班学生共同围
绕着长桌，扮出一副合吃团圆饭
的模样。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两个年级的学生打成一片，彼此
谈笑风生，校园内充满大家的欢
声笑语，营造出新年的热闹欢乐

气氛。
　　完成宾果游戏后，全校师生
一起步向食堂捞鱼生。通往食
堂的走廊上排起了长龙，看不见
头，好不热闹。走进食堂，一张
张桌上摆好一盘盘的鱼生和各种
调味品，近2000名师生准备好
一起“捞起”。
　　院长上台发表新年贺词后，
师生开始捞鱼生。作为新加坡华
人独有的贺年菜肴，全校师生一
起捞鱼生，现场洋溢着年味和团
圆的喜气。
　　伴随着大屏幕上接连而至的
“鸿运当头”“年年有余”“五
福临门”“遍地黄金”等贺词，
大家都开始拿起各种食材倒入盘
中。等到一声“捞起”令下，只
见一双双筷子举到半空中，食堂
成了一片金黄色的海洋，大家的
喜眉笑眼像是一朵朵浪花在海洋
中尽情徜徉着。

师生留下来打扫食堂
　　活动结束后，师生纷纷留下
来帮忙打扫，可那鱼生诱人的
香气还在空中久久不散。在大家
的帮助下，食堂很快就恢复了整
洁。
　　一名新生赞叹，这次的新年
庆祝活动让人印象深刻，宾果
游戏巧妙有趣，高二学姐学长对
他的热情欢迎，立刻消除了他原
有的陌生感，立刻投入到了游戏
中。之后的捞鱼生活动带来了浓
浓的节日氛围。最后大家一起帮
忙清洁整理食堂，更是深深地触
动他：这不仅是个温暖的大家
庭，也是有礼有纪律的学院。
　　短暂的庆祝很快结束，萦绕
着师生的是对彼此真挚的祝福。
这一天，是岁末，也是岁首。在
未来的一年里，全校师生将一起
庆祝大大小小的节日，大家以热
情和饱满的姿态迎接全新的一
年。

　　自去年 7 月中旬，6名华侨
中学（高中部）的学生开始参与
由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策划的“春到河畔2019：心系

河畔. 话说狮城”特展的策展工
作。本特展聚焦富有历史象征
意义的新加坡河，学生们通过短
文、插图、视频的形式，让访客
了解新加坡河的过去与现在，并
发挥想象力，展望新加坡河的未
来。

（孙靖斐图）

　　因为空服工作，她在意料之中抛下安稳的生活，却也不经意地丢失了他。以职业作为失恋的理由，每每想起都觉得荒

诞无比。

揭开美国姐妹会
神秘面纱

天。如同上班族光鲜亮丽，却不
受朝九晚五的拘束，终日四处飞
行，远离陆地上一贯拥塞的交通
与日常烦恼。终日往返于住家和
公司两点之间的人们，开始抱怨
自己为了养家糊口，才不得已地
成为金钱奴隶。个子娇小的好友
说，要是有你的身高，我也想当
空姐。
　　她始终没有说，高空中的烦
恼和地面上的烦恼是两回事，害
怕话多了就显得晒命，一如过去
因为消化力差，无论怎么暴饮暴
食都无法增磅，却成为积极瘦身
的朋友面前的禁忌话题。
　　令人憧憬的日常里，其实还
是周而复始的工作居多。固然，
她也是因为这份工作，才得以亲
临百态风景，遇见形形色色的
人。最惊险的一次，还曾经遇过
强烈气流。用时间习以为常，才
渐渐磨去了她身上那些冒失的棱
角。
　　眼前的人仍是当初的人，生

活轨道却已经互不相干。话题几
经转移，又重新回到向晴身上。
不懂内情的人问她：“子嘉怎么
没来？”
　　听见他的名字，在她脑海里
立即回放的，是考上空姐那天的
场景。在送她回家的途中，子嘉
笑言：“你终于成为没有脚的小
鸟啦。”
　　毕竟他比向晴更了解，她体
内淌着不能安分守己的血液。但
或许他不曾知道，她坚持最久
的，竟是这段感情。身处的地理
坐标恒常是变幻不定的，然而情
感却还留在原地，不见长进。
　　年少时最害怕的异地恋至少
有日可盼，但她的飞行生活是日
复一日，永无止尽的。因为跳跃
幅度极大的工作时间，无需分隔
两地就可以形成时差。终于见面
的时候，眼前熟悉的人，五官轮
廓好像又多了一分陌生。试图藉
由对话来寻回往日的熟络与亲
密，却怎么也奏不出共鸣了。

　　譬如见到向晴为宠溺自己而
换的名牌手袋，子嘉会觉得她不
再是过去那个只吃路边摊就能开
心一整天的向晴。或是从她口中
听闻那些陌生的国度与风景，而
觉得眼前的女孩和那些地方一
样，可望而不可即。
　　毕竟从前的快乐很简单。一
对学生价的电影票，公演结束后
的玫瑰花束，一株后来不小心被
养死的仙人掌，为了收集麦当劳
限量周边而猛吃的儿童套餐，几
封写得歪歪扭扭的手写信，以及
那些课后共同虚耗的时光。
　　后来快乐有了新的计量方
式，譬如他喜欢两个人宅在家里
打电动，而她更想到新开的购物
中心闲逛。或者旅行时她想用特
惠机票省下的钱换取更好的住
宿，但他却觉得普通的床位可以
睡觉就好。
　　因为空服工作，她在意料之
中抛下安稳的生活，却也不经意
地丢失了他。以职业作为失恋的

理由，每每想起都觉得荒诞无
比。但更加荒诞的是，两人之间
因为距离而逐渐扩大的空间，反
而使更多矛盾与冲突无所遁形。
　　没有脚的小鸟，不可轻易降
落。那趟航程结束后的久别重
逢，竟是最后一次。大概是两人
都已经察觉，谁都不能再耽溺于
这段由回忆和幻象粘连的关系。

　　“最初的时候，我们从相同
的登机口，拿着重量与内容物相
近的行李，乘坐彼此相邻的机
位，前往相同的方向。尽管如
此，你终将被一些无法打动我的
风景深深吸引而停驻，但我向往
已久的晴空万里不在这里。”
　　于是道别成为势必上演的场
景。

参与“春到河畔”特展导览   

陈贤熠／报道

华中通讯员

　　如此富挑战性的任务对学生
而言并非易事。指导老师双文化
课程的沈仪婷博士说，除了纪念
新加坡开埠200周年，2019年也
正逢华中百年校庆，这次的策展
工作可说是这6名特选课程的奖
学金得主（四名双文化、语特及
人文各一人）献给新加坡和母校
一份意义非凡的贺礼。

为李总理和公众导览
　　参与本次特展策展的学生于
2月3日的开幕仪式后，为当晚的
主宾李显龙总理以及在场的公众
导览。当晚饰演曾祖父的导览员
陈健说：“三年前我还在中正中
学总校就读，也曾当过‘春到河
畔’的导览员，当时我只是平铺
直叙地讲述展板上的内容。今年
要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来为主宾导
览，不仅需要入戏，更要脱稿，
难免感到紧张。但回想起来，这
次的导览别具一番体验。”
　　学生队长谢骁君指出，他们
负责的是新加坡河十年清河计划

与展望未来的新加坡河。在这长
达半年的协作中，不仅让他们认
识到新加坡河的历史，更是学习
到如何做历史研究。
　　去年7月份，学生参加由晚
晴园举办的说明会，并在一个月
里搜集资料、撰稿。他们到国家
档案馆的网站找出相关图片、口
述历史采访记录和其他资料，并
撰写展板上的短文，绞尽脑汁，
集思广益，描绘出他们对新加坡
河的展望。他们还特地到国家博
物馆参观，学习如何更好地说故
事。之后，再根据主办方的反
馈，于9月底的升级考试前做最
后的修改。12月学校假期也不得
松懈，他们根据主办方敲定的展
板内容，来构思导览文稿。
　　谢骁君说：“在策展期间，
既要兼顾A水准专题作业的考
试，又得进行研究、撰稿，赶
上主办方所设定的期限，确实辛
苦。然而，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和
技能十分宝贵。‘收获颇丰’一
词，最适合总结这次的经历。”

华中生脱稿讲述新加坡河

华中学生将参与特展作为新加坡开埠200年、母校百年校庆祝寿献
礼。（华中提供）

淡美初院合并后首个新春

邹仪瑄、马羽琮

赵石予涵／报道

淡美初院

两千师生同“捞起”

淡美初院师生一起捞鱼生。（淡美初院提供）

虽然十分耗时间，我

很享受这些一对一谈

话，因为从中我认识

到了许多有趣的兄弟

会成员。会员终身

的，所以这些兄弟也

会成为我长久的支柱

和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