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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 

 

 

http://baike.haosou.com/doc/1503486.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1415039.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72048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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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池阁 

            

屠呦呦获奖诺贝尔受争议 

    当地时间 2015 年 10 月 5 日，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委员会举

办新闻发布会，宣布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国药学

家屠呦呦，美国科学家威廉-坎贝尔、日本科学家聪大村分享该奖项。 

    屠呦呦，女，1930 年 12 月 30 日生，药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

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1980 年聘为

硕士生导师，2001 年聘为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中药和西药结合研

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

无”科学家。2011 年 9 月，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

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级大奖。伴随着屠呦

呦斩获国际大奖的欢呼，国内的质疑声同样强烈，一时“誉满天下，

谤满天下”。 

 

   

 

 

不要去追求幸福，而是要幸福地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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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呦呦 198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 年首先从黄花蒿中发现抗

疟有效提取物，1972 年又分离出新型结构的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

1979 年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2011 年 9 月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

获奖理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

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 

    青蒿素的发明就是得益于传统中医药学。中药青蒿素的发明是抗

疟史上的重大突破。图为青蒿素的发明者屠呦呦教授正为提高青蒿素

的抗疟能力进行研究。2011 年 11 月，屠呦呦研究员获颁“中国中医

科学院杰出贡献奖”。同时，屠呦呦青蒿素研究团队也获得 100 万元

的奖励。 

    同年 9 月份颁发的拉斯克大奖，让几十年如一日潜心科研默默无

闻的屠呦呦一时间名满天下。面对媒体，屠呦呦目光坚定，语调从容：

“科学研究不是为了争名争利。希望我的获奖带来新的激励机制，激

励科技工作者以现代科学手段不断认识传统中医药，更好地为世界人

民造福。” 

 

 

 

 

 

 

 

  

 少走了弯路，也就错过了风景；无论如何，感谢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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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币上的苍蝇 

    只要说起苍蝇，我相信不会

有人喜欢的。与肮脏为伍，与细

菌相伴，不仅自己脏，还想方设

法玷污人类的食物。赶不尽，杀

不绝，有着

超级旺盛

的繁殖力。 

可是，

这么龌龊的无赖和恶棍形象，却

堂而皇之地上了一个国家的钱

币。而这个把苍蝇搬上钱币，给

了苍蝇无上尊崇的国家就是澳大

利亚！ 

钱币上的苍蝇澳大利亚是个

优美得让人羡慕，洁净得令人吃

惊的国家。为什么澳大利亚人会

把苍蝇弄到他们国家 50 元面值

的纸币上呢？  

    经了解才知道，苍蝇是澳大

利亚人的骄傲！因为这个国家的

苍蝇，不与肮脏为伍，不与细菌

相伴。 

一个

在澳大利

亚生活的

华人向我

描述了很久以前苍蝇的重生过

程。原来，澳大利亚的苍蝇也曾

生活在污秽不堪的地方，勤劳的

澳大利亚人把苍蝇赖以生存的藏

污纳垢之地统统消除殆尽。从城

市到乡村，从山谷到河畔，举目

是云朵般的鲜花和地毯一样的绿

草。世代生活在肮脏环境中的苍

蝇，骤然失去了它们的家园。 

 

 

 

从外打破是食物从内打破是成长——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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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澳大利亚的苍蝇绝望了。

在这个国家，它们再也找不到一

处肮脏恶臭的地方。苍蝇痛恨人

类毁灭了它们的栖身之所，让它

们失去了生存的根基。苍蝇 

们为了活下去，不得不痛苦

地改变了饮食习惯。 

苍蝇的先辈们经过无数次的

尝试，终于为这个物种找到了新

的食物——植物浆汁。 

它们当然不习惯这种食物，

可为了活下去，只好边咒骂边吞

下这难以下咽的东西…… 

就这样，一代一代薪火相传，

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苍蝇，早已忘

记它们吃腐臭食物的习惯，它们

的饮食习惯竟与高贵的蜜蜂一模

一样，采食花蜜。同时，苍蝇也

承担起蜜蜂的职责—为庄稼和树 

 

木传授花粉。 

丑陋裂变为美丽，肮脏转化

为洁净，低贱升华为高贵。澳大

利亚的苍蝇从被人唾弃的泥沼中

奋力爬出来，摇身一变成为可爱

的小天使，受到人们的青睐和尊

崇。 

澳大利亚人当然越来越喜欢

苍蝇，这小小的生灵为他们的美

好生活贡献巨大。于是，他们让

苍蝇登堂入室翩然飞落到他们国

家发行的 50 元纸币上，让人们永

远感谢苍蝇为这个国家立下的功

勋。 

澳大利亚苍蝇的故事，对于

我们的启示太大了。当我们抱怨

时，就应该想想澳大利亚人改造

苍蝇的办法。连苍蝇都可以改造，

世界上还有不能改造的东西吗？ 

  

 

遥不可及并非十年之后，而是今天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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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观世界 
                                                              

                  秀出我们的态度 

 到今天，习近平访英日程已过大半。虽然讲话是面向英国人，但

习主席的听众却是全世界。中国经济还行不行？中国将怎样应对南海

局势？关于中国的八个原则问题，习近平这次在英国人面前都说清

了。 

1、中国经济未来还行不行？      

 6.9%！10 月 19 日，前三季

度经济数据一发布，立即引来外

媒关注和热议。美媒报道称，这

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

济增速首次低于 7%。外界对中

国经济的担忧开始加剧。  6.9%

很低吗？不能这么看，习近平在

中英工商峰会上强调，6.9%是

“在世界经济发展困难增多的

背景下”取得的成绩，中国“继

续在引领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确实

存在一定下行压力，存在一些结

构性矛盾，但这是中国经济增长

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要经历的

正常调整。对当前中国经济不必

悲观，习近平指出，“主要指标

处于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之

内”。 

 中国经济未来走向如何？

这习近平在出访前接受外媒采

访时说的很清楚了：“中国经济

稳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中国经济的前景十分光明”。 

 

 

 2、中国强大后会不会变成“世界警察”？   

 

大国崛起必然引发战争，国

家强大必然希望称霸，这是不少

西方国家看待中国崛起时的最

大担忧。在他们看来，随着中国

国家实力的壮大和国际地位的

提高，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强势， 

一定会挑战甚至重塑国际规则， 

 
 

每个人都是最强者 

 

最终称霸全球化身世界警察。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

路，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

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理由都不

能动摇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

决心和意志。”习近平在伦敦金 

融城的演讲中明确回应了西

方的担忧。 

 



 9 

 

       带你观世界 

 
 

 

 

 

                                                            

谁说大国崛起必然引发战争？

习近平表示，中国的发展不会牺

牲别国利益，只会增进共同利

益。中国将同各国一道，逢山开

路、遇河架桥。在出访前接受外

媒采访时，习近平说得更直白：

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

多努力，不是想成为所谓的“世

界警察”，更不是要取代谁。中

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永远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

人。 

 

3、中国在南海会妥协还是会强硬扩张？    

近来南海颇不平静，一些国

家在南海蠢蠢欲动。在日益复杂

的南海局势中，各方最为关注的

就是中国的态度。国人担心中国

在南海问题上会采取温和妥协

的态度，甚至怕保不住南海诸岛

的领土；外国担忧中国在南海问

题上太过强硬，甚至采取武力扩

张的政策。 

近来南海颇不平静，一些国

家在南海蠢蠢欲动。在日益复杂

的南海局势中，各方最为关注的

就是中国的态度。国人担心中国

在南海问题上会采取温和妥协

的态度，甚至怕保不住南海诸岛

的领土；外国担忧中国在南海问

题上太过强硬，甚至采取武力扩

张的政策。  

中国将怎样应对南海局

势？习近平先把底线亮了出来：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

国领土，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任

何人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和相关

权益，中国人民都不会答应。言

下之意，南海问题事关领土主

权，中国决不会妥协退让。   

对于外界对中国强硬扩张的

质疑和担忧，习近平表示，对本

国领土范围外的土地提出主权

要求，那是扩张主义。中国从未

那么做过，不应当受到怀疑和指

责。 

南海问题怎么解决？习近平

也给出了中国方案：通过机制对

话管控争议，通过谈判协商和平

解决争议，积极探索通过合作和

共同开发实现互利共赢。 

 

 

 

 

 

   

 

 

 

 

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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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未来海外还会不会成为腐败分子“避风港”？ 

 

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力度

不断加码，除了“打虎”“拍蝇”，

还开展了极具震慑力的“猎狐”

行动，给犯罪分子以强有力打

击。但是，在高压之下，仍有一

些腐败分子逍遥海外。还能不能

追回来？未来贪官还能不能“贪

饱就跑，一跑就了”？  访英之

前接受外媒采访，在谈及反腐败

国际合作相关问题时，习近平

说，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应成为

腐败分子和腐败资金的“避风

港”，不应成为他们的“避罪天

堂”。各国法律不同怎么办？如

何共同解决腐败这个问题？习

近平也提出了建议：由于各国在

法律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通过

国际合作打击腐败犯罪需要解

决一些法律技术性问题。“这需

要有关各方共同探讨解决方案，

特别是要加强反腐败机构和执

法机构在个案调查和信息交流

等方面合作。相信只要有打击腐

败的政治意愿，反腐败国际合作

一定能够取得更多成果。”  

5、中国为什么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道路”问题一直是各方热

议的焦点问题。习近平对此是如

何论述这个问题的呢？  

习近平在伦敦金融城的演讲

对这一问题有两点阐述：第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

人民自己的选择。在经历君主立

宪制、议会制、总统制等的失败

尝试后，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

义道路。而后，又经过在实践中

不断完善，在发展中不断变革，

最终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 

第二，国家选择什么样的道

路要根据自身情况而定。习近平

引用了一句古语，“履不必同，

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

民。”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

发展

道

路，

只有

能够

持续

造福人民的发展道路，才是最有

生命力的。 

还不能说明“中国人民正走

在正确的道路上”吗？ 

 

 
 

 

 

锦绣河山收拾好，万民尽作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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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中国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是在“哭穷”？ 

 

中国在变，世界对中国的看

法也在变。在很多外国人眼里，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

在可是有钱的国家，世界各地都

能看到不少中国人“买买买”的

身影。 

不过，我们自豪地同时也应该有

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中国仍然

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经济总量虽大，但中国的人口更

多，很多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

下。访英期间，习近平在伦敦金

融城演讲时也再次强调了这个

问题。习近平表示，“按照中国

的标准，中国还有 7000 万人没

有脱贫。按照联合国标准，中国

还有 2 亿左右人口生活在贫困 

 

线以下。”如此一算，中国与发

达国家确实还存在不小差距。 

中国一再强调自己是“发展

中国家”，是不是想要逃避国际

责任呢？当然不是，中国是一个

负责任大国，该承担的责任一项

不落，援助、维和都有中国的身

影。再看经济，当前中国经济增

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

接近 30%。习近平也表示，“预

计未来 5 年中国将进口超过 10

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

将超过 5000 亿美元，还将有超

过 5 亿人次出境参观访问、旅游

购物。”这对世界经济发展无疑

是重大利好。  

7、中国开放的大门会不会关上？ 

从 1978 年算起，中国的改革

开放已持续了 30 多年，未来是

否会继续扩大开放？这是国外

许多人关注的问题。 

其实，不必担心。习近平已

经多次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

会关上，而且“中国利用外资的

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

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

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

的方向不会变。 

这次访英，在中英工商峰会

上，习近平也说了，对外开放是

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重要动力，

也是中国同世界各国实现合作

共赢的根本之道。“中国将继续

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

寓中国发展于世界繁荣发展之
 

 
   

 

 

 

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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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开放的欢迎世界，开放

的融入世界，中国倡导建立 

 

 

 

 

 

的亚投行大门一直向美国敞开，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8、“一带一路”会不会搞成中国的“私家小路”？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

想已进入实施阶段。商务部日前

透露，前三季度，我国企业对“一

带一路”沿线的 48 个国家进行

了直接投资，投资额达到 12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66.2%。 

虽然今年年初“一带一路”

就已获得沿线 50 多个国家响应

参与，但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还

有对“一带一路”的质疑声。他

们认为，“一带一路”最终会搞

成中国的“私货”。 

    针对这种声音，习近平在中

英工商峰会上回应，“一带一路”

是开放的，是穿越非洲、环连亚

欧的广阔“朋友圈”，所有感兴

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朋友

圈”。“一带一路”是多元的，

涵盖各个合作领域，合作形式也

可以多种多样。“一带一路”是

共赢的，各国共同参与，遵循共

商共建共享原则，实现共同发展

繁荣。 

“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

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

大道。”习近平这句话给各国吃

下了一颗定心丸。 

     

 

 
2015 年 10 月 23 日   人民日报 

 

 

 
 

 

 

   

 

 

 

 

 

 

 

虚荣的人注视着自己的名字；光荣的人注视着祖国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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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拖拖拖 
 

进入大学之后，我对拖延症一直深恶痛绝，但自己总是情不自禁

地要犯这个毛病。 每每老师布置一项作业，我总是不能有效率、有

计划、有安排地去完成，总是把任务一拖再拖。比如老师在学期初就

布置了一项大作业。任务下达之后的一段时间，我的脑海里一直会盘

旋着作业的“阴影”，总想应该开个头，慢慢地、精细地把任务做起

来。但是这样的打算总是在“算了吧，这是一项大作业、往后还有那

么多时间呢、现在应该干一些更加紧急的事情”的想法中灰飞烟灭。

于是之后的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虽然这项作业时常在我的脑海里露一

下小苗苗，让我时不时地为它伤神、担忧，但我依旧不会去着手进行。

等到了周围人都已经开始的时候，我才会意识到必须要开始工作了。

可以说拖延加上随大流，让我不太会安排自己的时间。于是等到了大

家“公共”的准备期开始的时候，我的焦虑水平会直线上升，但是奇

怪的是，在这最后一段时间里，我也会抱着高焦虑水平拖那么几天，

仅仅是为作业表示深深的担忧，而毫无准备去工作。等高焦虑的阶段

之后，我的工作就可以开始了。而这时的工作方式，肯定不会是我一 

 

 

  

 

 

 

 

 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心甘情愿，总是能够变得简单 



 

 

 14 

 

 

直喜欢的“慢工出细活”型，总是随便捞一个点子，马马虎虎按

照大框架填满，最后做出来的作业毫无自信可言。随着截止日期的结

束，带给我的不只是作业结束时深呼的那口气，更是对自己的毫不留

情的 

自责与无奈，哎，拖延病又犯了。以前我总是循环这样的模式，为这

种模式感到痛心，但总是没有细细地来分析一下一直重复这种模式的

原因。于是在刚过去的一周里，我暗暗留心了一下自己对任务的时间

安排，不由得大吃一惊。在刚刚过去的一周中，我发现用来焦虑的时

间和完成作业实际所需 的时间之比竟然达到了 25 比 1 左 右，也

就是说我用了 5 天的时间，为作业没有完成而万分焦虑，而完成作

业实际所需的时间仅仅只有 5 小时！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

我情愿忍受如此之长的高焦虑

阶段呢？我明知开始工作能减

缓我的焦虑水平、也能更好地

完成我的作业，为什么我还是

迟迟不肯动手呢？细细想来，

我似乎看到了那个焦虑万分但

依旧抬头 挺胸、面不改色的强撑着的自己。 在这拖延的背后，我似 

 

 

 

 

 

发光并非太阳的专利，你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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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看到了 在我的心里住着两个我。一个是自命 不凡、骄傲自大的我：

“你很聪明的，你不用花那么长时间就能把作业做好的，你可以的！

要相信自己！”一个 是随之而来的自卑瘦小的我： “你怎么和别人

不一样了？别人都开始了， 你再不开始要来不及了！”我联想到了

从小到大的学生经历。在一、二年级时，自己的成绩不是很好，并不

在 优秀学生之列。那时老师总是夸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学生说：“你

真聪明！你真棒！”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把自己归为聪明学生之

列了吧。大一点的时候，知道了学习的重要性，就暗暗用心，认真学

习，逐渐名列前茅，但我总是觉得自己学业上的优秀并不是靠聪明得

来的，认真踏实是我最珍贵的品质，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我是一个

认真踏实的人，是这种脚踏实地的品格让我能在学业上为自己骄傲。

可是只要脚踏实地就可以取得好成绩了吗？其他的学生不也是 

一步一个脚印地学过来的吗？老师最初的评价依旧深深纠缠着我。我

是因为聪明，因为天生就有优秀的潜质，所以才能有今天的成绩？我

虽然不聪明，但认真踏实是我最珍贵的品质，因为脚踏实地所以才好

不容易走到今天的位置？我想很多人都愿意深信自己是聪明的，因为

先天的遗传因素是无法被超越的，而认真踏实这种脚踏实地的品质经

过培 养都是可以达到的。我一直固执地相信很多人都可以通过“脚

踏实地”这种方法就能超越我，所以才会一直执着地认为自己也应该 

   

 

 

不是看到希望坚持下去而是坚持下去才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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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聪明的，是具有生物学上的优越性的吧。在这种困扰背后，是早年

经历带给我的深深自卑：居于人后，得不到老师的关注，永远不是一

个重要的孩子。所以才会这样拼尽全力地要超越自卑，追求他人 无

法超越的优越吧。 在这叫嚣要自信的背后，是未被满足的自尊需求。

其实自己本质是自卑的，是不相信自己的。所以下一次， 当要拖延

的时候，我一定要毫不留情地自嘲： “你真的要用拖延来证明你那

么一点可怜的自尊吗？做一个因踏实而优秀的人有什么不好呢？”扎

实的行动曾带给我无限力量，而现在，它将依旧给我勇气，来面对这

个不断浮现出来的人生议题！

 

 

 

 

 

 

 

 

 

 

 

 

 

 

 

 

 

  

 

 

    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就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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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在左,疯子在右》 

本书以访谈录的形式记载了生活在另一个角落的人群（精神病患

者、心理障碍者等边缘人）深刻、视角独

特的所思所想，让人们可以了解到疯子抑

或天才真正的内心世界。此书是国内第一

本具有人文情怀的精神病患谈访录。内容

涉及生理学、心理学、佛学、宗教、量子

物理、符号学以及玛雅文明和预言等众多

领域。       

多数书籍，都是把微小的事物放大来

看，无论是情感，还是理论，可是这本书却不同，他用精神病人的角

度去看这个让我们置疑的世界。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总是在询问着

自己，询问着这个世界，而我们大多数人，都循规蹈矩的接受命运给

我们的一切。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不再询问，而作者笔下的这些人，

往往过于偏执。他们把细微的事物放大，用他们的眼光去审视这个世

界。 

 

   

 

 

只要内心不乱，外界就很难改变你什么。不要艳羡他人，不要输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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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诞心理学》 

 

你走路的方式会透露出你的哪些性

格？为什么女性的征婚广告最好由男性

来写？全世界最好笑的笑话是什么？为

什么有些人竟然会回忆起不曾发生过的

事情？为什么女性驾驶员更容易超速行

驶？夏天出生的人和冬天出生的人谁的

运气更好一些？真心的笑容和虚假的笑

容都打着哪些难以掩饰的烙印？ 

  本书是作者和诸多卓越心理学家研究成果的结晶。它为读者打开

了一扇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窗户，书中的实验让我们意识到：其实

人类的行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难以预测。这些独具匠心的实验读

来一定会让你回味无穷、拍案叫绝，如果将其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或

用来搞活聚会气氛也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的生活不是为了别人，你要做对自己来说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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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哈弗路》 

丽斯出生在美国的贫民窟里，从小 就开始承受着家庭的千疮百

孔，在 15岁时母亲死于艾滋病。父

亲进入收容所。贫穷的丽斯需要出

去乞讨，和一些朋友流浪在城市的

角落，生活的苦难似乎无穷无尽。 

随着慢慢成长，丽斯知道，只有读

书成才方能改变自身命运。她用最

真诚的态度感动了高中的校长，争取到了读书的机会。然后，丽斯在

漫漫的求学路上开始了征程。她一边打工一边上学，用两年时间学完

了高中四年的课程。她尝试申请各类奖学金，只有纽约时报的全额奖

学金才能让她念完大学，于是她努力并申请到了这份奖学金。影片的

最后，她迈着自信的脚步走进了哈佛的学堂。 

这是一部很简单的电影，情节上没有故意设置什么情感冲突，也

没有什么戏剧化的大气大落。不带任何情绪起伏，更谈不上煽情，她

只是在讲她的故事，似乎是你，我，每个从艰辛磨难的童年中走过来

的我们的故事。 

 

 

 

 

  宁愿跑起来被拌倒无数次，也不愿规规矩矩走一辈子,就算跌倒也要豪迈的笑 

http://baike.baidu.com/view/90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4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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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第一名》 

该剧的主人公 BoBo患有先天性

妥瑞氏症，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痉挛疾

病，导致他无法控制地扭动脖子和发

出奇怪的声音。这种怪异的行为让他

从小不被周围的人理解。一次全校大

会上，校长巧妙地让大家了解了 BoBo

的真实情况，让他有了成为一名教师

的坚定梦想，即使这个病症让 BoBo

在寻求教师梦想的道路上遭到众人怀疑，屡屡受挫，但他始终坚持着

自己的这份梦想，为了找到一个愿意接受自己的学校，不抛弃梦想，

不放弃信念，默默努力。 

电影《叫我第一名》比“阿甘”的故事更让人感动，“因为他让

我们很多人知道人生道路上真实存在的困难，以及跨越它们获得成功

的力量。知道了这些故事，无须亲历这些困难，就可以学到，无论什

么困难，都不能阻止我们追逐梦想的脚步。” 

 

  

 

 

 

     快乐不是因为得到的多而是因为计较的少

http://www.duanwenxue.com/diary/kua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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