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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ily Financial Planning Seminar at GWCS 

      Date: Sunday, October 9, 2011 

      Time: 12:15 pm and 2:15 pm respectively 

      Topic: Family Financial Planning Seminar 

      Presenter: Bonnie Ren 

      Location: GWCS at Rosemount College, 2nd Floor     

                      Teachers Lounge 

     Agenda: The job market, stock market, opportuni-

ties, retirement, taxes, child education, and many 

other financial related topics are always the hot top-

ics among us.  What we can do to prepare for unex-

pected and unwanted things happened, such as be-

ing laid off from the job, loss the value of retirement 

funds?  Please come to attend our seminar for the 

answers. 

    

• 为为为为2012201220122012年元旦晚会征集节目年元旦晚会征集节目年元旦晚会征集节目年元旦晚会征集节目    

   大费城地区四所中文学校决定在年底联合举办首届元旦   大费城地区四所中文学校决定在年底联合举办首届元旦   大费城地区四所中文学校决定在年底联合举办首届元旦   大费城地区四所中文学校决定在年底联合举办首届元旦

晚会晚会晚会晚会（（（（时间地点另行通知时间地点另行通知时间地点另行通知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作为参办校之一作为参办校之一作为参办校之一作为参办校之一，，，，校委会现校委会现校委会现校委会现

在全校范围内征求节目在全校范围内征求节目在全校范围内征求节目在全校范围内征求节目。。。。形式分为形式分为形式分为形式分为：：：：语言语言语言语言、、、、舞蹈舞蹈舞蹈舞蹈、、、、声乐声乐声乐声乐

（（（（含戏曲含戏曲含戏曲含戏曲））））和器乐和器乐和器乐和器乐。。。。语言要求为中文语言要求为中文语言要求为中文语言要求为中文，，，，舞蹈为中国题材舞蹈为中国题材舞蹈为中国题材舞蹈为中国题材，，，，

声乐和器乐为中国曲目声乐和器乐为中国曲目声乐和器乐为中国曲目声乐和器乐为中国曲目。。。。鼓励集体鼓励集体鼓励集体鼓励集体（（（（二人以上二人以上二人以上二人以上，，，，可为学可为学可为学可为学

生生生生、、、、家长或联合家长或联合家长或联合家长或联合））））参与参与参与参与。。。。希望在这些方面有造诣的同学和希望在这些方面有造诣的同学和希望在这些方面有造诣的同学和希望在这些方面有造诣的同学和

家长踊跃报名家长踊跃报名家长踊跃报名家长踊跃报名。。。。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10101010月月月月9999日日日日2011201120112011。。。。学校将选出代表学校将选出代表学校将选出代表学校将选出代表

我校的节目报送晚会组委会我校的节目报送晚会组委会我校的节目报送晚会组委会我校的节目报送晚会组委会。。。。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 ： ： ： 姚海蓉姚海蓉姚海蓉姚海蓉（（（（请送邮件请送邮件请送邮件请送邮件

至至至至school@greatwall.org).school@greatwall.org).school@greatwall.org).school@greatwall.org).    

• The school is in the process to update master 

email list. You may receive duplicated mail in the 

next few weeks. We apologize for any inconven-

ience.    

YCTYCTYCTYCT和和和和HSKHSKHSKHSK秋季考试通知    秋季考试通知    秋季考试通知    秋季考试通知    周磊周磊周磊周磊    

    北美华文教育服务中心承办的国家汉办    北美华文教育服务中心承办的国家汉办    北美华文教育服务中心承办的国家汉办    北美华文教育服务中心承办的国家汉办YCTYCTYCTYCT考试秋季考考试秋季考考试秋季考考试秋季考

试时间是试时间是试时间是试时间是11111111月月月月12121212日(或日(或日(或日(或13131313日)日)日)日)，，，，现在已经开放报名现在已经开放报名现在已经开放报名现在已经开放报名。。。。根据最新根据最新根据最新根据最新

汉语考试报名截止时间的规定汉语考试报名截止时间的规定汉语考试报名截止时间的规定汉语考试报名截止时间的规定，，，，11111111月月月月12121212日日日日YCTYCTYCTYCT考试的报名截考试的报名截考试的报名截考试的报名截

止时间为北京时间止时间为北京时间止时间为北京时间止时间为北京时间10101010月月月月16161616日日日日。。。。    

    HSK    HSK    HSK    HSK秋季考试将于秋季考试将于秋季考试将于秋季考试将于12121212月月月月4444日举行日举行日举行日举行，，，，现在已经开放报名现在已经开放报名现在已经开放报名现在已经开放报名。。。。根根根根

据最新汉语考试报名截止时间的规定据最新汉语考试报名截止时间的规定据最新汉语考试报名截止时间的规定据最新汉语考试报名截止时间的规定，，，，12121212月月月月4444日日日日HSKHSKHSKHSK考试的报考试的报考试的报考试的报

名截止时间为北京时间名截止时间为北京时间名截止时间为北京时间名截止时间为北京时间11111111月月月月13131313日日日日。。。。    

    请各班老师将欲参加考试的同学名单收齐    请各班老师将欲参加考试的同学名单收齐    请各班老师将欲参加考试的同学名单收齐    请各班老师将欲参加考试的同学名单收齐，，，，YCTYCTYCTYCT名单在名单在名单在名单在

10101010月月月月9999日前日前日前日前，，，，HSKHSKHSKHSK名单在名单在名单在名单在11111111月月月月13131313日前交给学校日前交给学校日前交给学校日前交给学校。。。。    

                新新新新HSKHSKHSKHSK和新和新和新和新YCTYCTYCTYCT样卷及听力音频文件样卷及听力音频文件样卷及听力音频文件样卷及听力音频文件，，，，以及考生手册以及考生手册以及考生手册以及考生手册，，，，可可可可

以在汉办汉语考试网下载以在汉办汉语考试网下载以在汉办汉语考试网下载以在汉办汉语考试网下载：：：：    

http://www.chinesetesting.cn/godownload.do     

学生油画棒人像素描学生油画棒人像素描学生油画棒人像素描学生油画棒人像素描, , , , 指导教师陆文浩指导教师陆文浩指导教师陆文浩指导教师陆文浩    



    欧洲    欧洲    欧洲    欧洲，，，，多年来一直是令我向往的多年来一直是令我向往的多年来一直是令我向往的多年来一直是令我向往的““““那最后一块绿那最后一块绿那最后一块绿那最后一块绿

地地地地””””。。。。    

                2009200920092009年夏天年夏天年夏天年夏天，，，，我们全家终于第一次去了两个欧洲国我们全家终于第一次去了两个欧洲国我们全家终于第一次去了两个欧洲国我们全家终于第一次去了两个欧洲国

家家家家————瑞士和意大利瑞士和意大利瑞士和意大利瑞士和意大利。。。。果然是不一样的风情果然是不一样的风情果然是不一样的风情果然是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感不一样的感不一样的感不一样的感

受受受受。。。。当时回来之后准备来个当时回来之后准备来个当时回来之后准备来个当时回来之后准备来个““““长篇大论长篇大论长篇大论长篇大论””””的的的的，，，，可事儿一可事儿一可事儿一可事儿一

多多多多，，，，一直没有提笔一直没有提笔一直没有提笔一直没有提笔，，，，时间真是一天也不等人时间真是一天也不等人时间真是一天也不等人时间真是一天也不等人。。。。转眼快两年转眼快两年转眼快两年转眼快两年

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新的旅游计划又出台了新的旅游计划又出台了新的旅游计划又出台了新的旅游计划又出台了，，，，现在只好凭记忆赶出这现在只好凭记忆赶出这现在只好凭记忆赶出这现在只好凭记忆赶出这

份迟到的旅游随笔份迟到的旅游随笔份迟到的旅游随笔份迟到的旅游随笔。。。。    

    首先瑞士和意大利两国的搭配是很好的    首先瑞士和意大利两国的搭配是很好的    首先瑞士和意大利两国的搭配是很好的    首先瑞士和意大利两国的搭配是很好的““““一荤一素一荤一素一荤一素一荤一素””””    

组合组合组合组合，，，，瑞士是以独特的自然风光为主打瑞士是以独特的自然风光为主打瑞士是以独特的自然风光为主打瑞士是以独特的自然风光为主打，，，，而意大利则以辉而意大利则以辉而意大利则以辉而意大利则以辉

煌的文化和艺术吸引人煌的文化和艺术吸引人煌的文化和艺术吸引人煌的文化和艺术吸引人，，，，一个地方看风景一个地方看风景一个地方看风景一个地方看风景，，，，一个地方看教一个地方看教一个地方看教一个地方看教

堂和博物馆堂和博物馆堂和博物馆堂和博物馆，，，，视角和感觉上都不至于厌倦和疲惫视角和感觉上都不至于厌倦和疲惫视角和感觉上都不至于厌倦和疲惫视角和感觉上都不至于厌倦和疲惫。。。。    

    我们先去的瑞士    我们先去的瑞士    我们先去的瑞士    我们先去的瑞士，，，，第一站是苏黎世第一站是苏黎世第一站是苏黎世第一站是苏黎世，，，，之后全部都是火之后全部都是火之后全部都是火之后全部都是火

车旅行车旅行车旅行车旅行。。。。所有的火车站都有存储行李的所有的火车站都有存储行李的所有的火车站都有存储行李的所有的火车站都有存储行李的LockerLockerLockerLocker，，，，十分方十分方十分方十分方

便便便便。。。。我们去了我们去了我们去了我们去了InterlakenInterlakenInterlakenInterlaken，，，，卢塞恩卢塞恩卢塞恩卢塞恩、、、、泽马特泽马特泽马特泽马特、、、、洛桑和日内洛桑和日内洛桑和日内洛桑和日内

瓦瓦瓦瓦。。。。瑞士这个国家很容易令人想起一句话瑞士这个国家很容易令人想起一句话瑞士这个国家很容易令人想起一句话瑞士这个国家很容易令人想起一句话，，，，那就是在那些那就是在那些那就是在那些那就是在那些

读过的世界近现代历史中读过的世界近现代历史中读过的世界近现代历史中读过的世界近现代历史中，，，，几乎找不到一个著名的事件发几乎找不到一个著名的事件发几乎找不到一个著名的事件发几乎找不到一个著名的事件发

生在这个国度生在这个国度生在这个国度生在这个国度。。。。越是历史平淡无奇的国家越是历史平淡无奇的国家越是历史平淡无奇的国家越是历史平淡无奇的国家，，，，人民的生活越人民的生活越人民的生活越人民的生活越

是幸福满足是幸福满足是幸福满足是幸福满足。。。。瑞士是世界三个永久中立国之一瑞士是世界三个永久中立国之一瑞士是世界三个永久中立国之一瑞士是世界三个永久中立国之一（（（（另外两个另外两个另外两个另外两个

是奥地利和哥斯达黎加是奥地利和哥斯达黎加是奥地利和哥斯达黎加是奥地利和哥斯达黎加）。）。）。）。今天所有欧洲的大小国家都已今天所有欧洲的大小国家都已今天所有欧洲的大小国家都已今天所有欧洲的大小国家都已

融入欧盟的大家庭融入欧盟的大家庭融入欧盟的大家庭融入欧盟的大家庭，，，，惟有瑞士不入盟惟有瑞士不入盟惟有瑞士不入盟惟有瑞士不入盟，，，，是什么使这个这么是什么使这个这么是什么使这个这么是什么使这个这么

小的国家有这样的勇气来保持独立的呢小的国家有这样的勇气来保持独立的呢小的国家有这样的勇气来保持独立的呢小的国家有这样的勇气来保持独立的呢？？？？手表就可以国富手表就可以国富手表就可以国富手表就可以国富

民强了吗民强了吗民强了吗民强了吗？？？？我没做过研究我没做过研究我没做过研究我没做过研究，，，，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直观的感觉是这个国家非常有条理    直观的感觉是这个国家非常有条理    直观的感觉是这个国家非常有条理    直观的感觉是这个国家非常有条理，，，，非常干净非常干净非常干净非常干净，，，，好像好像好像好像

一草一木都有人管理和收拾一草一木都有人管理和收拾一草一木都有人管理和收拾一草一木都有人管理和收拾，，，，很多城市都有河水穿过很多城市都有河水穿过很多城市都有河水穿过很多城市都有河水穿过。。。。静静静静

静的河水波光粼粼静的河水波光粼粼静的河水波光粼粼静的河水波光粼粼、、、、清澈见底清澈见底清澈见底清澈见底，，，，不声不响地流淌着不声不响地流淌着不声不响地流淌着不声不响地流淌着，，，，形成形成形成形成

城市丽景中的一个亮点城市丽景中的一个亮点城市丽景中的一个亮点城市丽景中的一个亮点。。。。河水与岸边只有很短的距离河水与岸边只有很短的距离河水与岸边只有很短的距离河水与岸边只有很短的距离，，，，我我我我

当时想当时想当时想当时想，，，，人们怎么也不怕洪水暴发之类的事情呢人们怎么也不怕洪水暴发之类的事情呢人们怎么也不怕洪水暴发之类的事情呢人们怎么也不怕洪水暴发之类的事情呢？？？？在这样在这样在这样在这样

的国度的国度的国度的国度，，，，连河里的天鹅都是幸福的连河里的天鹅都是幸福的连河里的天鹅都是幸福的连河里的天鹅都是幸福的，，，，又白又大的天鹅看上又白又大的天鹅看上又白又大的天鹅看上又白又大的天鹅看上

去喂得很足去喂得很足去喂得很足去喂得很足。。。。河岸上成排的餐桌上坐满了吃饭休闲的人河岸上成排的餐桌上坐满了吃饭休闲的人河岸上成排的餐桌上坐满了吃饭休闲的人河岸上成排的餐桌上坐满了吃饭休闲的人，，，，

一幅和谐丰庶美好的景色一幅和谐丰庶美好的景色一幅和谐丰庶美好的景色一幅和谐丰庶美好的景色！！！！再看她的建筑更加令人欣赏再看她的建筑更加令人欣赏再看她的建筑更加令人欣赏再看她的建筑更加令人欣赏，，，，

这也许不光是瑞士这也许不光是瑞士这也许不光是瑞士这也许不光是瑞士，，，，整个欧洲都是精雕细刻的建筑风格整个欧洲都是精雕细刻的建筑风格整个欧洲都是精雕细刻的建筑风格整个欧洲都是精雕细刻的建筑风格。。。。

他们的楼房一般只有四五层高他们的楼房一般只有四五层高他们的楼房一般只有四五层高他们的楼房一般只有四五层高，，，，不仅颜色五彩多变不仅颜色五彩多变不仅颜色五彩多变不仅颜色五彩多变，，，，更可更可更可更可

作文章的是房檐和窗户作文章的是房檐和窗户作文章的是房檐和窗户作文章的是房檐和窗户。。。。窗户分布密集且造型各异窗户分布密集且造型各异窗户分布密集且造型各异窗户分布密集且造型各异。。。。一面一面一面一面

墙上几十个窗户能有十几类样式墙上几十个窗户能有十几类样式墙上几十个窗户能有十几类样式墙上几十个窗户能有十几类样式，，，，令人百看不厌令人百看不厌令人百看不厌令人百看不厌。。。。美国只美国只美国只美国只

有早期的建筑稍有一点这种风格有早期的建筑稍有一点这种风格有早期的建筑稍有一点这种风格有早期的建筑稍有一点这种风格，，，，现代的美国已没有雅兴现代的美国已没有雅兴现代的美国已没有雅兴现代的美国已没有雅兴

和耐心去玩这份古典和耐心去玩这份古典和耐心去玩这份古典和耐心去玩这份古典，，，，越是后来发展的地区越趋向简单而越是后来发展的地区越趋向简单而越是后来发展的地区越趋向简单而越是后来发展的地区越趋向简单而

实用实用实用实用。。。。    

    瑞士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    瑞士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    瑞士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    瑞士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坐火车旅游就是坐火车旅游就是坐火车旅游就是坐火车旅游    

时时时时，，，，沿途的景色简直就是一幅幅风景画沿途的景色简直就是一幅幅风景画沿途的景色简直就是一幅幅风景画沿途的景色简直就是一幅幅风景画。。。。依山傍水的村依山傍水的村依山傍水的村依山傍水的村

庄庄庄庄、、、、像木屋一样的小房子均匀而有艺术地散落着像木屋一样的小房子均匀而有艺术地散落着像木屋一样的小房子均匀而有艺术地散落着像木屋一样的小房子均匀而有艺术地散落着，，，，人们盖人们盖人们盖人们盖

房种草种树房种草种树房种草种树房种草种树，，，，好像是在作画好像是在作画好像是在作画好像是在作画，，，，连那些吃草的牛马都是那么连那些吃草的牛马都是那么连那些吃草的牛马都是那么连那些吃草的牛马都是那么

地配合地配合地配合地配合，，，，悠然自得地融入了风景画悠然自得地融入了风景画悠然自得地融入了风景画悠然自得地融入了风景画。。。。我一路不停地感叹我一路不停地感叹我一路不停地感叹我一路不停地感叹，，，，

瑞士意大利旅游随笔           瑞士意大利旅游随笔           瑞士意大利旅游随笔           瑞士意大利旅游随笔           叶民叶民叶民叶民    

阳光和雨水竟是这样均匀地洒在这片土地上阳光和雨水竟是这样均匀地洒在这片土地上阳光和雨水竟是这样均匀地洒在这片土地上阳光和雨水竟是这样均匀地洒在这片土地上！！！！    

    瑞士的干净和井井有条主要体现在北部受德国影响的地    瑞士的干净和井井有条主要体现在北部受德国影响的地    瑞士的干净和井井有条主要体现在北部受德国影响的地    瑞士的干净和井井有条主要体现在北部受德国影响的地    

区区区区，，，，那份干净是彻底的那份干净是彻底的那份干净是彻底的那份干净是彻底的。。。。无论是正面的大马路无论是正面的大马路无论是正面的大马路无论是正面的大马路，，，，还是走错路还是走错路还是走错路还是走错路

偶然闯入的又老又窄的小路偶然闯入的又老又窄的小路偶然闯入的又老又窄的小路偶然闯入的又老又窄的小路；；；；无论是人群密集的车站无论是人群密集的车站无论是人群密集的车站无论是人群密集的车站，，，，还是还是还是还是

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你绝对都能得出一致的结论你绝对都能得出一致的结论你绝对都能得出一致的结论你绝对都能得出一致的结论，，，，真是干真是干真是干真是干

净净净净。。。。南部的日内瓦和洛桑有点受法国影响南部的日内瓦和洛桑有点受法国影响南部的日内瓦和洛桑有点受法国影响南部的日内瓦和洛桑有点受法国影响，，，，不如北部不如北部不如北部不如北部，，，，但丝但丝但丝但丝

毫不影响你旅游的兴致毫不影响你旅游的兴致毫不影响你旅游的兴致毫不影响你旅游的兴致。。。。    

    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和洛桑奥林匹克中心自然要去光    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和洛桑奥林匹克中心自然要去光    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和洛桑奥林匹克中心自然要去光    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和洛桑奥林匹克中心自然要去光

顾顾顾顾。（。（。（。（带上护照带上护照带上护照带上护照，，，，人家中午还要休息人家中午还要休息人家中午还要休息人家中午还要休息，，，，夏天冬天时间不一夏天冬天时间不一夏天冬天时间不一夏天冬天时间不一

样样样样）。）。）。）。阿尔卑斯山的山峰自然是瑞士观光的亮点阿尔卑斯山的山峰自然是瑞士观光的亮点阿尔卑斯山的山峰自然是瑞士观光的亮点阿尔卑斯山的山峰自然是瑞士观光的亮点，，，，我们去的我们去的我们去的我们去的

山峰是少女峰山峰是少女峰山峰是少女峰山峰是少女峰（（（（JungfaraujochJungfaraujochJungfaraujochJungfaraujoch））））采用火车开进采用火车开进采用火车开进采用火车开进。。。。没有坐缆没有坐缆没有坐缆没有坐缆

车车车车，，，，好处是平稳安全好处是平稳安全好处是平稳安全好处是平稳安全，，，，但却没有领略阿尔卑斯山的雄伟险但却没有领略阿尔卑斯山的雄伟险但却没有领略阿尔卑斯山的雄伟险但却没有领略阿尔卑斯山的雄伟险

峻峻峻峻，，，，随着隧道进入山顶随着隧道进入山顶随着隧道进入山顶随着隧道进入山顶，，，，等见着天了等见着天了等见着天了等见着天了，，，，已是欧洲最高峰已是欧洲最高峰已是欧洲最高峰已是欧洲最高峰。。。。山山山山

顶上是组群山顶上是组群山顶上是组群山顶上是组群山，，，，冷峻得有点可怕冷峻得有点可怕冷峻得有点可怕冷峻得有点可怕。。。。回来沿途有好多站回来沿途有好多站回来沿途有好多站回来沿途有好多站，，，，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停下来再上去停下来再上去停下来再上去停下来再上去。。。。孩子们兴致很高孩子们兴致很高孩子们兴致很高孩子们兴致很高，，，，玩了一些冰雪活动玩了一些冰雪活动玩了一些冰雪活动玩了一些冰雪活动，，，，本来本来本来本来

计划去阿尔卑斯山上花三个小时计划去阿尔卑斯山上花三个小时计划去阿尔卑斯山上花三个小时计划去阿尔卑斯山上花三个小时，，，，结果用去了五个小时结果用去了五个小时结果用去了五个小时结果用去了五个小时，，，，错错错错

过了下一个精彩的过了下一个精彩的过了下一个精彩的过了下一个精彩的GoldenpassGoldenpassGoldenpassGoldenpass，，，，那里是一条观赏景色的专那里是一条观赏景色的专那里是一条观赏景色的专那里是一条观赏景色的专

线线线线，，，，据说火车是全方位玻璃的据说火车是全方位玻璃的据说火车是全方位玻璃的据说火车是全方位玻璃的，，，，是去瑞士旅行必做的一件是去瑞士旅行必做的一件是去瑞士旅行必做的一件是去瑞士旅行必做的一件

事事事事。。。。这也成了我们此次瑞士之行最大的遗憾这也成了我们此次瑞士之行最大的遗憾这也成了我们此次瑞士之行最大的遗憾这也成了我们此次瑞士之行最大的遗憾！！！！不过也知足不过也知足不过也知足不过也知足

了了了了。。。。    

    网上和旅游材料都可以提供大量的信息    网上和旅游材料都可以提供大量的信息    网上和旅游材料都可以提供大量的信息    网上和旅游材料都可以提供大量的信息，，，，我再补充几个我再补充几个我再补充几个我再补充几个

你也许注意不到的细节你也许注意不到的细节你也许注意不到的细节你也许注意不到的细节。。。。    

    瑞士的货币是瑞士法郎    瑞士的货币是瑞士法郎    瑞士的货币是瑞士法郎    瑞士的货币是瑞士法郎，，，，不是欧元不是欧元不是欧元不是欧元，，，，意大利是欧元意大利是欧元意大利是欧元意大利是欧元。。。。    

    瑞士的水龙头的水是净化过的    瑞士的水龙头的水是净化过的    瑞士的水龙头的水是净化过的    瑞士的水龙头的水是净化过的，，，，喝起来又甜又爽口喝起来又甜又爽口喝起来又甜又爽口喝起来又甜又爽口。。。。而而而而    

bottled waterbottled waterbottled waterbottled water是含矿物质的是含矿物质的是含矿物质的是含矿物质的。。。。到餐馆里到餐馆里到餐馆里到餐馆里，，，，你说要你说要你说要你说要bottled bottled bottled bottled 

waterwaterwaterwater水水水水，，，，很可能上来一瓶闹肚子的水很可能上来一瓶闹肚子的水很可能上来一瓶闹肚子的水很可能上来一瓶闹肚子的水。。。。    

    瑞士餐馆不必给小费    瑞士餐馆不必给小费    瑞士餐馆不必给小费    瑞士餐馆不必给小费，，，，我们一开始按美国习惯的我们一开始按美国习惯的我们一开始按美国习惯的我们一开始按美国习惯的15%15%15%15%，，，，结结结结

果网上一查全然不必果网上一查全然不必果网上一查全然不必果网上一查全然不必，，，，真的有些吃惊真的有些吃惊真的有些吃惊真的有些吃惊。。。。意大利也是随意的意大利也是随意的意大利也是随意的意大利也是随意的。。。。

过去老说一词过去老说一词过去老说一词过去老说一词““““欧美发达国家欧美发达国家欧美发达国家欧美发达国家””””，，，，美国又与它们同宗同祖美国又与它们同宗同祖美国又与它们同宗同祖美国又与它们同宗同祖，，，，

但其实他们还真有些不同但其实他们还真有些不同但其实他们还真有些不同但其实他们还真有些不同，，，，比方说比方说比方说比方说，，，，WCWCWCWC是厕所是厕所是厕所是厕所，，，，吃饭给的吃饭给的吃饭给的吃饭给的

水水水水，，，，没有冰没有冰没有冰没有冰，，，，中餐的盘子下面还放了小蜡烛来保持饭菜的温中餐的盘子下面还放了小蜡烛来保持饭菜的温中餐的盘子下面还放了小蜡烛来保持饭菜的温中餐的盘子下面还放了小蜡烛来保持饭菜的温

度度度度，，，，中国受欧洲影响更大中国受欧洲影响更大中国受欧洲影响更大中国受欧洲影响更大。。。。    

    无论是瑞士    无论是瑞士    无论是瑞士    无论是瑞士、、、、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处处能感受到空间的狭小处处能感受到空间的狭小处处能感受到空间的狭小处处能感受到空间的狭小。。。。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一个旅馆是你能想象出是什么样的一个旅馆是你能想象出是什么样的一个旅馆是你能想象出是什么样的一个旅馆是你能想象出是什么样的。。。。没有吹头发设备没有吹头发设备没有吹头发设备没有吹头发设备。。。。在美在美在美在美

国被宠坏了的人有点不习惯国被宠坏了的人有点不习惯国被宠坏了的人有点不习惯国被宠坏了的人有点不习惯。。。。    

    瑞士人都很瘦    瑞士人都很瘦    瑞士人都很瘦    瑞士人都很瘦，，，，到意大利之后看到的人多很瘦到意大利之后看到的人多很瘦到意大利之后看到的人多很瘦到意大利之后看到的人多很瘦，，，，一来他一来他一来他一来他

们走路多们走路多们走路多们走路多，，，，二来他们饮食控制得好二来他们饮食控制得好二来他们饮食控制得好二来他们饮食控制得好。。。。我们在泽马特去看一个我们在泽马特去看一个我们在泽马特去看一个我们在泽马特去看一个

山峰的路上吃过一次自助餐山峰的路上吃过一次自助餐山峰的路上吃过一次自助餐山峰的路上吃过一次自助餐, , , , 每拿一盘每拿一盘每拿一盘每拿一盘，，，，收款一次收款一次收款一次收款一次，，，，十分合十分合十分合十分合

理而环保理而环保理而环保理而环保，，，，有点意外有点意外有点意外有点意外，，，，但很欣赏但很欣赏但很欣赏但很欣赏。。。。    

    在结束了最后一站日内瓦之后    在结束了最后一站日内瓦之后    在结束了最后一站日内瓦之后    在结束了最后一站日内瓦之后，，，，我们穿越了瑞意之间的我们穿越了瑞意之间的我们穿越了瑞意之间的我们穿越了瑞意之间的

大山大山大山大山，，，，来到了意大利旅游的第一站来到了意大利旅游的第一站来到了意大利旅游的第一站来到了意大利旅游的第一站————米兰米兰米兰米兰。。。。意大利的路线是意大利的路线是意大利的路线是意大利的路线是

米兰米兰米兰米兰————热那亚热那亚热那亚热那亚————威尼斯威尼斯威尼斯威尼斯————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包括一天比萨包括一天比萨包括一天比萨包括一天比萨））））————最后最后最后最后

是罗马是罗马是罗马是罗马。。。。                       

                              (                              (                              (                              (-    未完待续未完待续未完待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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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乔布斯乔布斯乔布斯(Steve Jobs)2005(Steve Jobs)2005(Steve Jobs)2005(Steve Jobs)2005年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年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年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年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编者注编者注编者注编者注————苹果公司斯蒂夫乔布斯的辞世堪称人类重大损失之苹果公司斯蒂夫乔布斯的辞世堪称人类重大损失之苹果公司斯蒂夫乔布斯的辞世堪称人类重大损失之苹果公司斯蒂夫乔布斯的辞世堪称人类重大损失之

一一一一。。。。华年早逝华年早逝华年早逝华年早逝，，，，天妒英才天妒英才天妒英才天妒英才。。。。让我们一起在享受他给这个世界带来的让我们一起在享受他给这个世界带来的让我们一起在享受他给这个世界带来的让我们一起在享受他给这个世界带来的

美好物质财宝的同时美好物质财宝的同时美好物质财宝的同时美好物质财宝的同时，，，，也来回顾一下他留下的一份份量同重的精神也来回顾一下他留下的一份份量同重的精神也来回顾一下他留下的一份份量同重的精神也来回顾一下他留下的一份份量同重的精神

财富吧财富吧财富吧财富吧！！！！这份演讲的中译版选于这份演讲的中译版选于这份演讲的中译版选于这份演讲的中译版选于““““百度文库百度文库百度文库百度文库””””，，，，因篇幅的关系因篇幅的关系因篇幅的关系因篇幅的关系,,,,本本本本

刊对原译文作了少量缩改写刊对原译文作了少量缩改写刊对原译文作了少量缩改写刊对原译文作了少量缩改写。)。)。)。)    

                                  

  （  （  （  （掌声掌声掌声掌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很荣幸能和来自世界最好大学之一的很荣幸能和来自世界最好大学之一的很荣幸能和来自世界最好大学之一的很荣幸能和来自世界最好大学之一的

毕业生们一块儿参加毕业典礼毕业生们一块儿参加毕业典礼毕业生们一块儿参加毕业典礼毕业生们一块儿参加毕业典礼。。。。老实说老实说老实说老实说，，，，我大学没有毕业我大学没有毕业我大学没有毕业我大学没有毕业，，，，

今天恐怕是我一生中离大学毕业最近的一次了今天恐怕是我一生中离大学毕业最近的一次了今天恐怕是我一生中离大学毕业最近的一次了今天恐怕是我一生中离大学毕业最近的一次了。。。。今天我想给今天我想给今天我想给今天我想给

大家说说来自我生活的三个故事大家说说来自我生活的三个故事大家说说来自我生活的三个故事大家说说来自我生活的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讲如何串连生命中的点滴    第一个故事是讲如何串连生命中的点滴    第一个故事是讲如何串连生命中的点滴    第一个故事是讲如何串连生命中的点滴。。。。    

    我在里得大学读了六个月就退学了    我在里得大学读了六个月就退学了    我在里得大学读了六个月就退学了    我在里得大学读了六个月就退学了，，，，但是在十八个月之但是在十八个月之但是在十八个月之但是在十八个月之

后我真正退学之前后我真正退学之前后我真正退学之前后我真正退学之前，，，，我还常去学校我还常去学校我还常去学校我还常去学校。。。。为何我要选择退学呢为何我要选择退学呢为何我要选择退学呢为何我要选择退学呢？？？？

这还得从我出生之前说起这还得从我出生之前说起这还得从我出生之前说起这还得从我出生之前说起。。。。我的生母是一个未婚的大学毕业我的生母是一个未婚的大学毕业我的生母是一个未婚的大学毕业我的生母是一个未婚的大学毕业

生生生生，，，，她决定让别人收养我她决定让别人收养我她决定让别人收养我她决定让别人收养我。。。。她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她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她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她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应该被我应该被我应该被我应该被

一个大学毕业生家庭收养一个大学毕业生家庭收养一个大学毕业生家庭收养一个大学毕业生家庭收养。。。。于是于是于是于是，，，，一对律师夫妇说好要领养一对律师夫妇说好要领养一对律师夫妇说好要领养一对律师夫妇说好要领养

我我我我，，，，然而他们在最后一秒钟改变了主意然而他们在最后一秒钟改变了主意然而他们在最后一秒钟改变了主意然而他们在最后一秒钟改变了主意，，，，决定要个女孩儿决定要个女孩儿决定要个女孩儿决定要个女孩儿。。。。

然后我排在收养人名单中的养父母在一个深夜接到电话然后我排在收养人名单中的养父母在一个深夜接到电话然后我排在收养人名单中的养父母在一个深夜接到电话然后我排在收养人名单中的养父母在一个深夜接到电话，，，，

““““很意外很意外很意外很意外，，，，我们多了一个男婴我们多了一个男婴我们多了一个男婴我们多了一个男婴，，，，你们要吗你们要吗你们要吗你们要吗？？？？”“”“”“”“当然要当然要当然要当然要！！！！””””

但是我的生母后来又发现我的养母没有大学毕业但是我的生母后来又发现我的养母没有大学毕业但是我的生母后来又发现我的养母没有大学毕业但是我的生母后来又发现我的养母没有大学毕业，，，，养父连高养父连高养父连高养父连高

中都没有毕业中都没有毕业中都没有毕业中都没有毕业。。。。她拒绝在领养书上签字她拒绝在领养书上签字她拒绝在领养书上签字她拒绝在领养书上签字。。。。我的养父母保证会我的养父母保证会我的养父母保证会我的养父母保证会

让我上大学让我上大学让我上大学让我上大学，，，，她才妥协了她才妥协了她才妥协了她才妥协了。。。。    

    这是我生命的开端    这是我生命的开端    这是我生命的开端    这是我生命的开端。。。。十七年后十七年后十七年后十七年后，，，，我上大学了我上大学了我上大学了我上大学了，，，，但是我很但是我很但是我很但是我很

无知地选了一所差不多和斯坦福一样贵的学校无知地选了一所差不多和斯坦福一样贵的学校无知地选了一所差不多和斯坦福一样贵的学校无知地选了一所差不多和斯坦福一样贵的学校，，，，几乎要花掉几乎要花掉几乎要花掉几乎要花掉

我那蓝领阶层养父母一生的积蓄我那蓝领阶层养父母一生的积蓄我那蓝领阶层养父母一生的积蓄我那蓝领阶层养父母一生的积蓄。。。。六个月后六个月后六个月后六个月后，，，，我觉得不值我觉得不值我觉得不值我觉得不值

得得得得，，，，所以我决定退学所以我决定退学所以我决定退学所以我决定退学，，，，并且相信没做错并且相信没做错并且相信没做错并且相信没做错。。。。回忆起来回忆起来回忆起来回忆起来，，，，这是我这是我这是我这是我

一生中所作的最好的决定之一一生中所作的最好的决定之一一生中所作的最好的决定之一一生中所作的最好的决定之一。。。。从我退学的那一刻起从我退学的那一刻起从我退学的那一刻起从我退学的那一刻起，，，，我可我可我可我可

以停止一切不感兴趣的必修课以停止一切不感兴趣的必修课以停止一切不感兴趣的必修课以停止一切不感兴趣的必修课，，，，开始旁听那些有意思得多的开始旁听那些有意思得多的开始旁听那些有意思得多的开始旁听那些有意思得多的

课课课课。。。。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事请并不那么美好事请并不那么美好事请并不那么美好事请并不那么美好。。。。我没有宿舍可住我没有宿舍可住我没有宿舍可住我没有宿舍可住，，，，睡在朋友睡在朋友睡在朋友睡在朋友

房间的地上房间的地上房间的地上房间的地上。。。。为了吃饭为了吃饭为了吃饭为了吃饭，，，，我收集五分一个的旧可乐瓶我收集五分一个的旧可乐瓶我收集五分一个的旧可乐瓶我收集五分一个的旧可乐瓶，，，，每个每个每个每个

星期天晚上步行到七英里外的一座庙里吃一顿免费餐来改善星期天晚上步行到七英里外的一座庙里吃一顿免费餐来改善星期天晚上步行到七英里外的一座庙里吃一顿免费餐来改善星期天晚上步行到七英里外的一座庙里吃一顿免费餐来改善

一周饮食一周饮食一周饮食一周饮食。。。。可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可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可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可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能够遵循自己的好奇和能够遵循自己的好奇和能够遵循自己的好奇和能够遵循自己的好奇和

直觉前行后来被证明是多么的珍贵直觉前行后来被证明是多么的珍贵直觉前行后来被证明是多么的珍贵直觉前行后来被证明是多么的珍贵。。。。    

    当时的里德大学提供可能是全国最好的书法指导    当时的里德大学提供可能是全国最好的书法指导    当时的里德大学提供可能是全国最好的书法指导    当时的里德大学提供可能是全国最好的书法指导。。。。校园校园校园校园

中每一张海报中每一张海报中每一张海报中每一张海报，，，，抽屉上的每一张标签抽屉上的每一张标签抽屉上的每一张标签抽屉上的每一张标签，，，，都是漂亮的手写体都是漂亮的手写体都是漂亮的手写体都是漂亮的手写体。。。。

由于我已退学由于我已退学由于我已退学由于我已退学，，，，不用修那些必修课不用修那些必修课不用修那些必修课不用修那些必修课，，，，我决定选一门书法课我决定选一门书法课我决定选一门书法课我决定选一门书法课。。。。

在这门课上在这门课上在这门课上在这门课上，，，，我学会了我学会了我学会了我学会了““““serif”和"和"和"和"sans-serif"两种字两种字两种字两种字

体体体体、、、、怎样在不同的字母组合中改变字间距怎样在不同的字母组合中改变字间距怎样在不同的字母组合中改变字间距怎样在不同的字母组合中改变字间距、、、、怎样写出好的字怎样写出好的字怎样写出好的字怎样写出好的字

来来来来。。。。这是一种科学无法捕捉的微妙这是一种科学无法捕捉的微妙这是一种科学无法捕捉的微妙这是一种科学无法捕捉的微妙，，，，充满历史底蕴和艺术充满历史底蕴和艺术充满历史底蕴和艺术充满历史底蕴和艺术

性性性性，，，，我被完全吸引了我被完全吸引了我被完全吸引了我被完全吸引了。。。。当时我并不指望书法在以后的生活中当时我并不指望书法在以后的生活中当时我并不指望书法在以后的生活中当时我并不指望书法在以后的生活中

能有什么实用价值能有什么实用价值能有什么实用价值能有什么实用价值。。。。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十年之后十年之后十年之后十年之后，，，，我们在设计第一台 我们在设计第一台 我们在设计第一台 我们在设计第一台 

Macintosh计算机时计算机时计算机时计算机时，，，，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都设计进了计算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都设计进了计算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都设计进了计算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都设计进了计算

机中机中机中机中。。。。这是第一台有这么漂亮的文字版式的计算机这是第一台有这么漂亮的文字版式的计算机这是第一台有这么漂亮的文字版式的计算机这是第一台有这么漂亮的文字版式的计算机。。。。要不是要不是要不是要不是

我当初在大学里偶然选了这么一门课我当初在大学里偶然选了这么一门课我当初在大学里偶然选了这么一门课我当初在大学里偶然选了这么一门课，，，，Macintosh计算机计算机计算机计算机

绝不会有那么多种印刷字体或间距安排合理的字号绝不会有那么多种印刷字体或间距安排合理的字号绝不会有那么多种印刷字体或间距安排合理的字号绝不会有那么多种印刷字体或间距安排合理的字号。。。。要不是要不是要不是要不是

Windows照搬了 照搬了 照搬了 照搬了 

Macintosh，，，，个人电个人电个人电个人电

脑可能不会有这些字脑可能不会有这些字脑可能不会有这些字脑可能不会有这些字

体和字号体和字号体和字号体和字号。。。。要不是退要不是退要不是退要不是退

了学了学了学了学，，，，我决不会碰巧我决不会碰巧我决不会碰巧我决不会碰巧

选了这门书法课选了这门书法课选了这门书法课选了这门书法课，，，，个个个个

人电脑也可能不会有人电脑也可能不会有人电脑也可能不会有人电脑也可能不会有

现在这些漂亮的版式现在这些漂亮的版式现在这些漂亮的版式现在这些漂亮的版式

了了了了。。。。当然当然当然当然，，，，我在大学我在大学我在大学我在大学

里不可能从这一点上里不可能从这一点上里不可能从这一点上里不可能从这一点上

看到它与将来的关看到它与将来的关看到它与将来的关看到它与将来的关

系系系系。。。。十年之后再回头十年之后再回头十年之后再回头十年之后再回头

看看看看，，，，两者之间关系就两者之间关系就两者之间关系就两者之间关系就

非常非常清楚了非常非常清楚了非常非常清楚了非常非常清楚了。 。 。 。     

    你们同样不可能    你们同样不可能    你们同样不可能    你们同样不可能

从现在这个点上看到将来从现在这个点上看到将来从现在这个点上看到将来从现在这个点上看到将来；；；；只有回头看时只有回头看时只有回头看时只有回头看时，，，，才会发现它们才会发现它们才会发现它们才会发现它们

之间的关系之间的关系之间的关系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必须相信所以你必须相信所以你必须相信所以你必须相信，，，，那些点点滴滴那些点点滴滴那些点点滴滴那些点点滴滴，，，，会在你未会在你未会在你未会在你未

来的生命里来的生命里来的生命里来的生命里，，，，以某种方式串联起来以某种方式串联起来以某种方式串联起来以某种方式串联起来。。。。你必须相信一些东你必须相信一些东你必须相信一些东你必须相信一些东

西西西西————————你的勇气你的勇气你的勇气你的勇气、、、、宿命宿命宿命宿命、、、、生活生活生活生活、、、、因缘因缘因缘因缘，，，，随便什么随便什么随便什么随便什么————————因为因为因为因为

相信这些点滴能够一路连接会给你带来循从本觉的自信相信这些点滴能够一路连接会给你带来循从本觉的自信相信这些点滴能够一路连接会给你带来循从本觉的自信相信这些点滴能够一路连接会给你带来循从本觉的自信，，，，

它使你远离平凡它使你远离平凡它使你远离平凡它使你远离平凡，，，，变得与众不同变得与众不同变得与众不同变得与众不同。。。。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爱与失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爱与失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爱与失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爱与失。。。。    

    我很幸运    我很幸运    我很幸运    我很幸运，，，，很早就发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很早就发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很早就发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很早就发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二十岁我二十岁我二十岁我二十岁

的时候就和沃茨在父母的车库里开创了苹果公司的时候就和沃茨在父母的车库里开创了苹果公司的时候就和沃茨在父母的车库里开创了苹果公司的时候就和沃茨在父母的车库里开创了苹果公司。。。。我们工我们工我们工我们工

作得很努力作得很努力作得很努力作得很努力，，，，十年后十年后十年后十年后，，，，苹果公司成长为拥有四千名员工苹果公司成长为拥有四千名员工苹果公司成长为拥有四千名员工苹果公司成长为拥有四千名员工，，，，

价值二十亿的大公司价值二十亿的大公司价值二十亿的大公司价值二十亿的大公司。。。。在这之前的一年在这之前的一年在这之前的一年在这之前的一年，，，，也就是我刚过三也就是我刚过三也就是我刚过三也就是我刚过三

十岁十岁十岁十岁，，，，我被解雇了我被解雇了我被解雇了我被解雇了。。。。你怎么可能被一个亲手创立的公司解你怎么可能被一个亲手创立的公司解你怎么可能被一个亲手创立的公司解你怎么可能被一个亲手创立的公司解

雇雇雇雇？？？？事情是这样的事情是这样的事情是这样的事情是这样的，，，，在公司成长期间在公司成长期间在公司成长期间在公司成长期间，，，，我雇佣了一个我们我雇佣了一个我们我雇佣了一个我们我雇佣了一个我们

认为非常聪明认为非常聪明认为非常聪明认为非常聪明，，，，可以和我一起经营公司的人可以和我一起经营公司的人可以和我一起经营公司的人可以和我一起经营公司的人。。。。一年后一年后一年后一年后，，，，我我我我

们对公司未来的看法产生分歧们对公司未来的看法产生分歧们对公司未来的看法产生分歧们对公司未来的看法产生分歧，，，，董事会站在了他的一边董事会站在了他的一边董事会站在了他的一边董事会站在了他的一边。。。。

于是于是于是于是，，，，在我三十岁的时候在我三十岁的时候在我三十岁的时候在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出局了我出局了我出局了我出局了，，，，很公开地出局了很公开地出局了很公开地出局了很公开地出局了。。。。

我整个成年生活的焦点没了我整个成年生活的焦点没了我整个成年生活的焦点没了我整个成年生活的焦点没了，，，，这很要命这很要命这很要命这很要命。。。。我败得如此之惨我败得如此之惨我败得如此之惨我败得如此之惨

以至于我想要逃离硅谷以至于我想要逃离硅谷以至于我想要逃离硅谷以至于我想要逃离硅谷。。。。但是但是但是但是，，，，有个东西在慢慢地唤醒有个东西在慢慢地唤醒有个东西在慢慢地唤醒有个东西在慢慢地唤醒

我我我我：：：：我还爱着我从事的行业我还爱着我从事的行业我还爱着我从事的行业我还爱着我从事的行业！！！！这次失败一点儿都没有改变这次失败一点儿都没有改变这次失败一点儿都没有改变这次失败一点儿都没有改变

这一点这一点这一点这一点。。。。我被驱逐了我被驱逐了我被驱逐了我被驱逐了，，，，但我仍爱着我的事业但我仍爱着我的事业但我仍爱着我的事业但我仍爱着我的事业。。。。我决定重新我决定重新我决定重新我决定重新

开始开始开始开始。。。。    

    当时我没有看出来    当时我没有看出来    当时我没有看出来    当时我没有看出来，，，，但事实证明但事实证明但事实证明但事实证明““““被苹果开除被苹果开除被苹果开除被苹果开除””””是发是发是发是发

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成功的重担被重新起步的轻松替成功的重担被重新起步的轻松替成功的重担被重新起步的轻松替成功的重担被重新起步的轻松替

代代代代，，，，对任何事情都不再特别看重对任何事情都不再特别看重对任何事情都不再特别看重对任何事情都不再特别看重，，，，这让我感觉如此自由这让我感觉如此自由这让我感觉如此自由这让我感觉如此自由，，，，

进入一生中最有创造力的阶段进入一生中最有创造力的阶段进入一生中最有创造力的阶段进入一生中最有创造力的阶段。。。。接下来的五年接下来的五年接下来的五年接下来的五年，，，，我创立了我创立了我创立了我创立了

一个叫一个叫一个叫一个叫NeXT的公司的公司的公司的公司，，，，接着又建立了接着又建立了接着又建立了接着又建立了Pixar，，，，然后与后来成然后与后来成然后与后来成然后与后来成

为我妻子的女人相爱为我妻子的女人相爱为我妻子的女人相爱为我妻子的女人相爱。。。。Pixar出品了世界第一个电脑动画电出品了世界第一个电脑动画电出品了世界第一个电脑动画电出品了世界第一个电脑动画电

影影影影：：：：““““玩具总动员玩具总动员玩具总动员玩具总动员””””，，，，现在它已经是世界最成功的动画制现在它已经是世界最成功的动画制现在它已经是世界最成功的动画制现在它已经是世界最成功的动画制

(Continued on page 4) 

 

香港学生香港学生香港学生香港学生Jonathan MakJonathan MakJonathan MakJonathan Mak设计的设计的设计的设计的

““““新新新新””””苹果商标苹果商标苹果商标苹果商标。。。。仔细看是不是有仔细看是不是有仔细看是不是有仔细看是不是有

乔布斯的侧影呢乔布斯的侧影呢乔布斯的侧影呢乔布斯的侧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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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工作室了作工作室了作工作室了作工作室了。。。。在一系列的成功运转后在一系列的成功运转后在一系列的成功运转后在一系列的成功运转后，，，，苹果收购了苹果收购了苹果收购了苹果收购了NeXT，，，，

我又回到了苹果我又回到了苹果我又回到了苹果我又回到了苹果。。。。我非常确信我非常确信我非常确信我非常确信，，，，如果我没有被苹果炒掉如果我没有被苹果炒掉如果我没有被苹果炒掉如果我没有被苹果炒掉，，，，这这这这

些就都不会发生些就都不会发生些就都不会发生些就都不会发生。。。。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生活会给你迎头一棒生活会给你迎头一棒生活会给你迎头一棒生活会给你迎头一棒。。。。不要丧失信心不要丧失信心不要丧失信心不要丧失信心。。。。我确我确我确我确

信唯一让我一路走下来的是我对自己所做事情的热爱信唯一让我一路走下来的是我对自己所做事情的热爱信唯一让我一路走下来的是我对自己所做事情的热爱信唯一让我一路走下来的是我对自己所做事情的热爱。。。。你必你必你必你必

须去找你热爱的东西须去找你热爱的东西须去找你热爱的东西须去找你热爱的东西，，，，对工作如此对工作如此对工作如此对工作如此，，，，对你的爱人也是这样对你的爱人也是这样对你的爱人也是这样对你的爱人也是这样

的的的的。。。。工作会占据你生命中很大的一部分工作会占据你生命中很大的一部分工作会占据你生命中很大的一部分工作会占据你生命中很大的一部分，，，，你只有相信自己做你只有相信自己做你只有相信自己做你只有相信自己做

的是伟大的工作的是伟大的工作的是伟大的工作的是伟大的工作，，，，你才能怡然自得你才能怡然自得你才能怡然自得你才能怡然自得。。。。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如果你还没有找到，，，，那那那那

么就继续找么就继续找么就继续找么就继续找，，，，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全心全意地去找全心全意地去找全心全意地去找全心全意地去找，，，，当你找到时当你找到时当你找到时当你找到时，，，，你会你会你会你会

知道的知道的知道的知道的。。。。就像任何真诚的关系就像任何真诚的关系就像任何真诚的关系就像任何真诚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时间的流逝，，，，只会越来只会越来只会越来只会越来

越紧密越紧密越紧密越紧密。。。。所以继续找所以继续找所以继续找所以继续找，，，，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    

    我的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死亡    我的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死亡    我的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死亡    我的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死亡。。。。    

    我十七岁的时候读到过一句话    我十七岁的时候读到过一句话    我十七岁的时候读到过一句话    我十七岁的时候读到过一句话““““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作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作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作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作

最后一天过最后一天过最后一天过最后一天过，，，，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是正确的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是正确的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是正确的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是正确的””””。。。。从那以后从那以后从那以后从那以后，，，，过过过过

去的三十三年去的三十三年去的三十三年去的三十三年，，，，每天早上我都会对着镜子问自己每天早上我都会对着镜子问自己每天早上我都会对着镜子问自己每天早上我都会对着镜子问自己：：：：““““如果今如果今如果今如果今

天是我的最后一天天是我的最后一天天是我的最后一天天是我的最后一天，，，，我会不会做我想做的事情呢我会不会做我想做的事情呢我会不会做我想做的事情呢我会不会做我想做的事情呢？？？？””””提醒自提醒自提醒自提醒自

己就要死了是我遇见的最大的帮助己就要死了是我遇见的最大的帮助己就要死了是我遇见的最大的帮助己就要死了是我遇见的最大的帮助，，，，帮我作了生命中的大决帮我作了生命中的大决帮我作了生命中的大决帮我作了生命中的大决

定定定定。。。。因为几乎任何事因为几乎任何事因为几乎任何事因为几乎任何事————————所有的荣耀所有的荣耀所有的荣耀所有的荣耀、、、、骄傲骄傲骄傲骄傲、、、、对难堪和失败对难堪和失败对难堪和失败对难堪和失败

的恐惧的恐惧的恐惧的恐惧————————在死亡面前都会消隐在死亡面前都会消隐在死亡面前都会消隐在死亡面前都会消隐，，，，留下真正重要的东西留下真正重要的东西留下真正重要的东西留下真正重要的东西。。。。提提提提

醒自己就要死亡是我知道的最好的方法醒自己就要死亡是我知道的最好的方法醒自己就要死亡是我知道的最好的方法醒自己就要死亡是我知道的最好的方法，，，，用来避开担心失去用来避开担心失去用来避开担心失去用来避开担心失去

某些东西的陷阱某些东西的陷阱某些东西的陷阱某些东西的陷阱。。。。你已经赤裸裸了你已经赤裸裸了你已经赤裸裸了你已经赤裸裸了，，，，没有理由不听从于自己没有理由不听从于自己没有理由不听从于自己没有理由不听从于自己

的心愿的心愿的心愿的心愿。。。。    

    大约一年前    大约一年前    大约一年前    大约一年前，，，，我被诊断出患了癌症我被诊断出患了癌症我被诊断出患了癌症我被诊断出患了癌症。。。。我当时都不知道胰我当时都不知道胰我当时都不知道胰我当时都不知道胰

腺是什么东西腺是什么东西腺是什么东西腺是什么东西。。。。医生们告诉我这几乎是无法治愈的医生们告诉我这几乎是无法治愈的医生们告诉我这几乎是无法治愈的医生们告诉我这几乎是无法治愈的，，，，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

(Continued from page 3) 三到六个月的时间三到六个月的时间三到六个月的时间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后来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活切片检后来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活切片检后来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活切片检后来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活切片检

查查查查，，，，他们用一根针在我的胰腺肿瘤上取了几个细胞他们用一根针在我的胰腺肿瘤上取了几个细胞他们用一根针在我的胰腺肿瘤上取了几个细胞他们用一根针在我的胰腺肿瘤上取了几个细胞。。。。发现发现发现发现

这竟然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可用手术治愈的胰腺癌症这竟然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可用手术治愈的胰腺癌症这竟然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可用手术治愈的胰腺癌症这竟然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可用手术治愈的胰腺癌症。。。。我做我做我做我做

了手术了手术了手术了手术，，，，我痊愈了我痊愈了我痊愈了我痊愈了。。。。    

    这是我最接近死亡的时候    这是我最接近死亡的时候    这是我最接近死亡的时候    这是我最接近死亡的时候，，，，我也希望是我未来几十年我也希望是我未来几十年我也希望是我未来几十年我也希望是我未来几十年

里最接近死亡的一次里最接近死亡的一次里最接近死亡的一次里最接近死亡的一次。。。。这次死里逃生让我比以往只知道死这次死里逃生让我比以往只知道死这次死里逃生让我比以往只知道死这次死里逃生让我比以往只知道死

亡是一个有用而纯粹书面概念的时候更确信地告诉你们亡是一个有用而纯粹书面概念的时候更确信地告诉你们亡是一个有用而纯粹书面概念的时候更确信地告诉你们亡是一个有用而纯粹书面概念的时候更确信地告诉你们，，，，

没有人愿意死没有人愿意死没有人愿意死没有人愿意死，，，，但是死亡是每个人共同的终点但是死亡是每个人共同的终点但是死亡是每个人共同的终点但是死亡是每个人共同的终点，，，，没有人能没有人能没有人能没有人能

够逃脱够逃脱够逃脱够逃脱。。。。也应该如此也应该如此也应该如此也应该如此，，，，因为死亡很可能是生命最好的发因为死亡很可能是生命最好的发因为死亡很可能是生命最好的发因为死亡很可能是生命最好的发

明明明明。。。。它去陈让新它去陈让新它去陈让新它去陈让新。。。。现在现在现在现在，，，，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就是““““新新新新””””。。。。但是有一天但是有一天但是有一天但是有一天，，，，

不用太久不用太久不用太久不用太久，，，，你们有会慢慢变老然后死去你们有会慢慢变老然后死去你们有会慢慢变老然后死去你们有会慢慢变老然后死去。。。。抱歉抱歉抱歉抱歉，，，，这很戏剧这很戏剧这很戏剧这很戏剧

性性性性，，，，但却是真的但却是真的但却是真的但却是真的。。。。你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不要浪费在重复不要浪费在重复不要浪费在重复不要浪费在重复

别人的生活上别人的生活上别人的生活上别人的生活上。。。。不要被教条束缚不要被教条束缚不要被教条束缚不要被教条束缚。。。。不要被其他人的喧嚣观不要被其他人的喧嚣观不要被其他人的喧嚣观不要被其他人的喧嚣观

点掩盖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点掩盖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点掩盖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点掩盖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你的直觉和内心知道你想要你的直觉和内心知道你想要你的直觉和内心知道你想要你的直觉和内心知道你想要

变成什么样子变成什么样子变成什么样子变成什么样子。。。。所有其他东西都是次要的所有其他东西都是次要的所有其他东西都是次要的所有其他东西都是次要的。。。。    

    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份叫做有一份叫做有一份叫做有一份叫做《《《《完整地球目录完整地球目录完整地球目录完整地球目录》》》》的好杂的好杂的好杂的好杂

志志志志，，，，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圣经之一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圣经之一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圣经之一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圣经之一。。。。在完成使命之前在完成使命之前在完成使命之前在完成使命之前，，，，他们他们他们他们

出版了最后一期出版了最后一期出版了最后一期出版了最后一期。。。。那是七十年代中期那是七十年代中期那是七十年代中期那是七十年代中期，，，，我和你们差不多我和你们差不多我和你们差不多我和你们差不多

大大大大。。。。最后一期的封底是一张清晨乡村小路的照片最后一期的封底是一张清晨乡村小路的照片最后一期的封底是一张清晨乡村小路的照片最后一期的封底是一张清晨乡村小路的照片，，，，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

有冒险精神有冒险精神有冒险精神有冒险精神，，，，可以自己找到这条路可以自己找到这条路可以自己找到这条路可以自己找到这条路。。。。上面有一句话上面有一句话上面有一句话上面有一句话，，，，““““保保保保

持饥饿持饥饿持饥饿持饥饿，，，，保持愚蠢保持愚蠢保持愚蠢保持愚蠢””””。。。。这是他们的告别语这是他们的告别语这是他们的告别语这是他们的告别语，，，，““““保持饥饿保持饥饿保持饥饿保持饥饿，，，，

保持愚蠢保持愚蠢保持愚蠢保持愚蠢””””。。。。我常以此勉励自己我常以此勉励自己我常以此勉励自己我常以此勉励自己。。。。现在现在现在现在，，，，在你们即将踏上在你们即将踏上在你们即将踏上在你们即将踏上

新旅程的时候新旅程的时候新旅程的时候新旅程的时候，，，，我也希望你们能这样 我也希望你们能这样 我也希望你们能这样 我也希望你们能这样 ：：：：    

   保持饥饿   保持饥饿   保持饥饿   保持饥饿，，，，    

   保持愚蠢   保持愚蠢   保持愚蠢   保持愚蠢。。。。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经久不息的掌声经久不息的掌声经久不息的掌声经久不息的掌声））））    

    

《《《《彩虹彩虹彩虹彩虹》》》》总编总编总编总编：：：：胡亚   本期编辑胡亚   本期编辑胡亚   本期编辑胡亚   本期编辑：：：：路达 路平    本期校对路达 路平    本期校对路达 路平    本期校对路达 路平    本期校对：：：：刘春鸿 胡亚       本期植字刘春鸿 胡亚       本期植字刘春鸿 胡亚       本期植字刘春鸿 胡亚       本期植字：：：：叶民 路平叶民 路平叶民 路平叶民 路平    

乔布斯语录选 乔布斯语录选 乔布斯语录选 乔布斯语录选 （（（（选自中国广播网选自中国广播网选自中国广播网选自中国广播网）））） 

1.1.1.1.领袖和跟风者的区别就在于创新领袖和跟风者的区别就在于创新领袖和跟风者的区别就在于创新领袖和跟风者的区别就在于创新。  。  。  。      

2.2.2.2.成为卓越的代名词成为卓越的代名词成为卓越的代名词成为卓越的代名词，，，，很多人并不能适合需要杰出素质的环境很多人并不能适合需要杰出素质的环境很多人并不能适合需要杰出素质的环境很多人并不能适合需要杰出素质的环境。。。。    

3.3.3.3.成就一番伟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热爱自己的事业成就一番伟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热爱自己的事业成就一番伟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热爱自己的事业成就一番伟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热爱自己的事业。。。。        

4.4.4.4.使用人类的已有经验和知识来进行发明创造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使用人类的已有经验和知识来进行发明创造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使用人类的已有经验和知识来进行发明创造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使用人类的已有经验和知识来进行发明创造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5.5.5.5.佛教中有一句话佛教中有一句话佛教中有一句话佛教中有一句话：：：：初学者的心态初学者的心态初学者的心态初学者的心态；；；；拥有初学者的心态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拥有初学者的心态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拥有初学者的心态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拥有初学者的心态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6.6.6.6.我们认为看电视的时候我们认为看电视的时候我们认为看电视的时候我们认为看电视的时候，，，，人的大脑基本停止工作人的大脑基本停止工作人的大脑基本停止工作人的大脑基本停止工作，，，，打开电脑的时候打开电脑的时候打开电脑的时候打开电脑的时候，，，，大脑才开始运转大脑才开始运转大脑才开始运转大脑才开始运转。。。。    

7.7.7.7.我是我所知唯一一个在一年中失去我是我所知唯一一个在一年中失去我是我所知唯一一个在一年中失去我是我所知唯一一个在一年中失去2.52.52.52.5亿美元的人亿美元的人亿美元的人亿美元的人……………………这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这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这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这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    

8.8.8.8.我愿把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我愿把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我愿把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我愿把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        

9.9.9.9.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难道还有其他吗难道还有其他吗难道还有其他吗难道还有其他吗？？？？        

10.10.10.10.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被教条所限，，，，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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