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urice Charles]我是洛克菲勒纪念教堂院长Maurice Charles 

这场深重的悲剧，让我们无论亲身还是远程，都要相聚在一起 

为了保护彼此，除上台发言时，请各位务必始终佩戴口罩 

彼此间隔两米的距离 

谢谢 

我是否应当怒吼？ 

我是否应当忘却令我欢欣的爱 

当命运夺去了多年来用陪伴与爱照亮我人生的闪闪发光的人？ 

那些我爱过的人，虽然已经消失于我的视线，但他们为我的人生赋予了形式与品质 

他们引领我进入了我继续生活于其中的广阔宇宙 

对我来说，他们的存在比缺席要更加真实 

Morris Adler的祷文为我们抒发了全校所有人 

在经历这个悲惨的周末之后的愤怒、悲伤与心痛 

我们被夺走了闪闪发光的范轶然 

无论我们是否认识他，他闪亮的存在 

他永恒的微笑会留在所有认识和爱他的人的心中 

所以我们在绵绵细雨中相聚在一起，是为了摆脱笼罩全社区的阴霾 

为了点燃蜡烛，驱散黑暗，安慰轶然的父母和挚爱 

他的导师和朋友们 

我提议大家为轶然默哀 
 
[沉哀] 
司马博教授是芝加哥大学校长 

我们有请他上台致辞 

司马博教授、校长先生，您请 
 
[Robert Zimmer]谢谢大家，在这个非常悲伤不幸的时刻 

为芝大社区，或者用我更喜欢的说法，芝大家庭 
相聚在一起 
说到家庭，我们非常荣幸轶然的父母也出席了今天的纪念活动 

他们从中国远道而来，我们很荣幸能够与他们一同缅怀轶然 



表达我们对逝去轶然的巨大悲伤 

我两次提到家庭，而轶然是许多个家庭的成员 

他不仅是芝大家庭的成员 

也是布斯商学院家庭的成员 

Griffin经济系、数学系 

当然还有芝加哥大学中国社区的成员 

这个家庭不仅包括芝大的学生，还有学生家长、校友和朋友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乃至全世界。 

芝大中国社区是我们社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家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知道对这个家庭来说，这是一场深深的悲剧。 

轶然也是中国这个大家族的一员，我们深知 

轶然的离世对这个家庭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最近几天里 
我从不同的家庭那里了解到的关于轶然的评价 
都是一致的 
首先，他是个慷慨善良的人 
我们因为他的善良天性而深深地怀念他 

其次，轶然是一个卓越的学生和学者 

我从许多学者那里了解到轶然有多么大的潜力 
能够取得多么大的成就 

因此，在这一刻我们相聚在一起，再次向他的父母 

也向所有人，表达我们对轶然的钦佩 

感谢他带给身边所有人的一切 

当然，还有深深的悲伤和哀悼 

这场可怕无情的暴力行为从我们所有人手中夺走了轶然 

我想感谢轶然父母今天的到来 

感谢有幸能与您共同缅怀轶然 

我们将永远铭记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人 

铭记他的才华和在各大知名学府所取得的成就 

特别是在芝加哥大学。谢谢 
 
[Maurice Charles]谢谢司马博校长 



利嘉仪教授是芝加哥大学教务长 

我们欢迎她上台致辞 
 
[利嘉仪]今天我们在一起庄严地悼念 

我们社区挚爱的家庭成员 

我与司马博校长一起，向轶然的父母和亲人 

致以哀思和慰问 

轶然是一名杰出的学生和学者 

他对知识的追求使他离开北京，远赴剑桥，后来又来到了芝加哥 

他在2014年加入芝大的金融数学硕士项目 

2015年硕士毕业后 

轶然担任Fama-Miller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7年入学布斯商学院和Kenneth C. Griffin经济学系联合培养博士项目 

他的研究结合了经济动态和公司财务理论 

以期促进对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监管的理解 

他原本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提交博士论文 

轶然身上体现了芝大最好的一面 

他在芝大的这段时间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 

作为一个出色的学生，才华横溢的学者，耐心的老师和贴心的朋友 

作为一个社区，我们的心情无比沉重 

我们哀悼枪支暴力无情地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对于有幸在校园里认识轶然的各位 

我们在这个悲伤的时刻与你们同在 

轶然的父母和亲人 
 
[普通话] 

轶然的家人、致愛，你們的傷痛絕非筆墨、 
語言所能形容，虽然往後我們可能分 隔兩地， 
但芝加哥大學整個社區會為你們未來的日子繼續思念和祝禱。 
在這裏，讓我们通过懐念 轶然對知识不懈的追求， 

对同学，同事和朋友的關懷、友善， 

对社区的種種贡献以及通过工作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来對 



轶然 致以最崇高的 致敬。 
 
[Maurice Charles] Roger Lee是物理科学部数学系副教授 
我们有请他上台发言。李教授 
 
[Roger Lee]轶然的亲友、同事以及芝大社区 

在这里我谨代表金融数学项目 

对我们优秀校友的逝世表达我们沉痛的哀思 

轶然2014年来到芝大，进入我们的硕士项目前 

他已经在中国和英国取得了两个硕士学位 

他超越了我们的最高期望。他思想深刻，多才多艺，是一个成熟的学者 

在与团队成员的配合中，他是一位优秀的合作者 

在布斯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他是一位优秀的助教 

轶然赢得了学生的尊重和爱戴 

当我们试图从这场悲剧中恢复过来 

我知道轶然带给我们的温暖和快乐将会永远被铭记珍藏 
 
[Maurice Charles]何治国是Fuji Bank and Heller金融学讲席教授 

芝大布斯商学院Jeuck教职研究员 
何教授 
 
[何治国]我叫何治国，是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我带着最深的悲伤在这里与各位分享一些 

轶然的故事 

轶然是Fama-Miller-中心最炙手可热的研究员 

他从2016年开始为我工作 

我很快就发现轶然的不凡之处 
我根本不需要教他任何事 
只需要告诉他任务是什么就可以 

后来他选了我和Diamond教授共同给博二学生开设的 

公司金融课程 

他理应获得A +的成绩，但是因为我们通常不给A +， 



所以我们只给了他A，我为此感到后悔。 

这甚至在他2017年正式入学博士项目之前的事 

看完他几乎完美的表现，我邀请他一起去唐人街吃饭 

我们开始谈论他的个人生活 

他告诉我，所有能够让他进入顶尖博士项目事情，他都努力去做 

包括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为期两年的博士前研究项目 

在轶然进入布斯商学院和经济学系联合培养博士学位项目之前 
他一直都非常努力 
《财新》对轶然生平的报道在国内广为流传 

这篇文章生动记述了他的这段人生经历 

听闻他周六遭遇意外不幸离世，我始终不敢相信 

轶然为了申博的努力表明他在人生的每时每刻 

都是一个坚持不懈的战士 

在阅读那篇文章时，我泪如雨下 

文章还提到了我记得他也曾对我说过的话，如果你只付出一些努力 

不一定就能保证成功 

但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最终总能达成什么 

用中文说就是 

我可以很肯定的说，轶然作为芝大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成员 

是我们的骄傲 

过去几天，在试图治愈自己的过程中，我欣喜地发现 

轶然在经济和金融研究之外，有着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至少比我的生活要精彩 
稍后您会听到一些触动了很多人的故事 

不仅是发生在芝加哥大学的故事，还有发生在北大的故事 

他在许多方面都颇具才华 

无论他的灵魂在哪，愿他的才华继续闪耀 
愿他安息 
谢谢 
 
[Maurice Charles] Lars Hansen 
是经济学、统计学和布斯商学院学院David Rockefeller杰出服务教授 



Hansen教授 
 
[Lars Hanson]在这个难过的时刻，我想借此机会 

分享一些关于轶然的回忆，聊聊他为何与众不同 

我认识轶然已有6年了 

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令人难忘的事 

正如何教授所说，轶然是Fama-Miller中心的研究员 

他参与了我的科研合作项目，不仅表现出色 

还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极大地促进了研究 

这一般是你的同事、你所在领域的专家能够做到的事 

而不是一个连博士学业都还未开始的学生能做到的事 

当然，他也选了我的博士课程，在课上表现十分出色 

轶然的研究既严谨又清晰 

总是致力于深化对金融的经济与社会福利影响的理解 

但是轶然之所以是一个特别的博士研究生 

是因为他对知识的进步抱持着一种共同体的观念 

这体现在许多方面 

轶然担任过多位老师的助教，包括我 

作为助教，他很重视 

对学生学习的帮助 

他总是为学生留出时间，并确保他们确实掌握了相关知识 

后来我发现，年轻的研究人员和学生会主动接近他 

向他求教，和他讨论 

我自己的研究团队遇到问题也常常找轶然讨论 

在我的课上，大家下课后围在他而不是我的周围 

来增进对概念和观点的理解 

他的扎实功底使他深受大家的信任 

他是研究生工作坊的组织者，也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 

关注每个人的理解可能是一位杰出教师的品质 

但是看到这种品质以多种形式出现在一位研究生身上，的确令人赞叹 



他安静而坚定地完成了所有这一切 

他既聪明又善良 

我经常说优秀的研究生是我最好的同事 

轶然一直是这样的同事 

轶然会被我们怀念，但我想告诉轶然的家人和朋友 

轶然的学生、朋友和同事不会忘记他 

轶然的父母，请原谅我的中文不是太好 
 
[普通话] 

非常遗憾 
 
[Maurice Charles]轶然的许多同学和他成为了好友 

有请他们依次上台发言 
Lun Li和Katie Tian 
 
[Lun Li]我叫Lun Li，我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在读博士 

今天我想和各位分享一些我对轶然的回忆 

那是2015年9月，我到剧社排练 

当我走进排练厅时，我发现这出戏来了个新导演 

他语速很快，热情洋溢 

声音很有辨识度，也很幽默，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导演叫范轶然，是布斯商学院的研究员 

那是我与轶然友谊的开始 

排练持续了三个月 

在排练中，我逐渐了解轶然 

发现他精通文学、哲学、经济学 

我很喜欢和他聊天，因为我总是能从中学到一些新东西 

这部戏的演出大获成功 

演出结束后，我和轶然依旧保持联系 

我经常到他办公室外面找他聊天，一坐就是半个小时 

我们聊研究，聊生活 

他总是能够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宝贵的建议 



知道校园里有这么一个好朋友，总是给我支持和帮助 

让我感到很安心 

有一天，轶然发短信给我 

说他被芝大金融学经济学联合博士学位项目录取了 

我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我真心地为我的朋友感到高兴 

不久之后，轶然开始了博士生涯，他变得更忙，但也更快乐 

像以前那样聊天的机会少多了，但我们在校园里偶然遇见 

还是会一起吃个午饭 

我记得2019年，我邀请了很多朋友到我的公寓庆祝春节 

我们在家包饺子，轶然下饺子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聚餐，玩棋盘游戏，度过了快乐的一晚 
昨晚，我独自一人坐在公寓里 
想起两年前的快乐时光 

悲伤突然扑面而来，我意识到我再也无法和这个朋友聊天了 

但是我对自己说，我很幸运和轶然做了六年朋友 

我会记得他一辈子 

我希望你们也能记得他 

谢谢 
 
[Katie Tian]我叫Katie Tian 
我是布斯商学院2020届MBA毕业生 

芝加哥大学风车剧社的 

前任社长 

我是轶然2015年执导的话剧《紧闭》的制作人之一 

轶然是我在过去8年中合作过的最有才华的导演 

他上大学时学习过存在主义，在他写给我们的第一封电子邮件中 

他对萨特存在主义的精辟见解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为他赢得了这部剧的导演工作 

轶然有着浪漫的心和理性的大脑 

他喜欢用数学术语来表现艺术 

例如，他曾经让三个演员站成150度钝角等腰三角形 

来表现人物关系的张力 



他对每个演员都非常耐心 

他知道自己想要怎样的灯光、音效和舞台设计 

他为《伊内兹的太阳》撰写了歌词。他总是很友善，鲜少批评人 

在我与他密切合作的三个月里，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他让这部戏的水平上了一个台阶 

我们的演出大获成功，不久后轶然就成为了一名忙碌的博士 

我知道这是他一直想要和全力争取的东西 

每个学期，我都会发短信邀请他执导新剧 

他礼貌地拒绝我，还和我聊了几句让他压力山大的博士资格考试 

但是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来试镜或排练现场帮忙 

我上次见到他是在Winter Garden 

我跑向他，告诉他我们又要找导演了，我们需要你 

他说，下次吧 

我谨代表风车剧社的195位朋友，感谢轶然给我们带来的美好回忆 

我们非常怀念你  
 
[Maurice Charles]爱与陪伴终将 

打败悲伤 

今天，我们点燃蜡烛，纪念轶然 

伴随着他所创作的动听歌曲，伊内兹之歌 
 
[音乐] 

美国最著名的牧师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 

人类处在难以挣脱的相依相存之网中 

共同的命运将我们牢牢捆绑在一起 

直接发生在某一个人身上的任何事，都会间接影响到人类整体 

今天，在纪念轶然的同时，我们也铭记这场灾难中的其他受害者 

芝加哥城南部与北部的邻居 

他们是Anthony Faulkner和Aisha Johnson 

和其他受伤的人 

在接下来的默哀中，我们纪念已逝之人 



并为悲伤的人祈祷 
 
[默哀] 
 
[Maurice Charles]在活动即将结束，蜡烛将被吹熄之际 

我们相信爱永远不会被熄灭 

我鼓励各位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分享故事，互相支持 

如果有需要，请不要羞于向我们寻求帮助 

我们欢迎教职员和新生与洛克菲勒教堂联系 

探讨精神生活 

我们的守夜活动到此结束 
平安地去吧，晚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