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附录

GeekGeekGeekGeek 解 释

高级 GeekGeekGeekGeek

喜欢告诉别人你是如何成功的启动了计算机，或者，重新给遥 控器编程；

不相信任何电子设备的使用手册；

相信任何东西都能被修好；

购买昂贵的电子玩具，以期能够把它和其他设备结合起来，但是往往适得

其反；

知道从注册域名到 Internet如何工作的所有知识；

你的电脑的显示器比你的电视机的屏幕还大(如果你有电视机的话)；
有超过一台的电脑，而且都一直开着；

家里有局域网；

简单地说，就是懂科技，爱科学，热爱电脑技术的人。

冰岛存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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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人类基因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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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植物结合的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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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什均衡 &&&& 困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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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超越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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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 超越时空的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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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 盾

认为自已不笨，也觉得所有人都不笨。随后有人说我聪明，但我非但不认

为，还打从心底地里觉得自已不如别人，有很多人都要比我好！

自卑感打从小学起就没有停止过，时强时弱，像不受控制的癌细胞。它也

像春天泥旎漫在空气中的孢子，虚幻飘渺而无处不在。我想这个世界上98%的人

都 是自卑的，但你无从知道，无法判断。自信只因自卑，很自信也只因曾很自

卑。那些最为光鲜的人物，内心深处也不例外的吧？

是不是很矛盾？这个是世界的性质，身为组成的每个质子哪能逃出它的掌

心，否则量变导致质变就不会成为真理了。

自已唯一认为不矛盾的是，自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定可以让一个人变聪明

的，而绝对的谦虚只源于无法根绝的自卑，只是现代人会很恶劣地把别人无意显

露的 最深处尊称为装 B，因为受到赞美而过度谦虚却只因比较聪明。

这一切，孕育出了一个好词——谦卑，多么平衡的一个词啊！自卑是贬的，

谦虚是褒的，褒 + 贬 = 褒！大约只有中国博大的语言文化才能表现出这种微

妙的关系，也表达了中国长期都在走的中庸之道！

大坏人是坏的（自卑总是贬的，让别人知道了也只会更看贬，至少更不在

乎），大好人也是坏的（如：绝对的谦虚是装 B），只有带点坏的好人才是好人（否

则也不会有一句“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了”）！悲剧了吧？这世界是没有绝对的好人

的，只是因为不允许！！是不是有点想哭的感觉？是不是更加理解那些因为私欲

而 没有帮助你的人？是不是让你做坏事有了籍口？是不是会让你想更自私？是

不是？是不是这样才能用世界没有绝对去证明这个世界的矛盾性？

那是不是也在告诉自己不要试图努力地成为一个绝对的好人？ 一直让我

用原则，用道德线去束缚自己，可以放弃一些个人利益的原因是认为社会利益最

大化更重要些。不仅是传统道德因素，也是老师和政治书教导我的，已经给 深

深地影响了！

现在学习到的经济学也证明了社会的进步是趋向于总体利益最大化的点的

过程，和那些狭隘的教导不同的是，它也告诉了我总体利益最大化的点也是个人

利益 最大化的点，叫帕累托最优点！总体利益的最大化是个人利益总体利益最

大化的总和，是不必牺牲自我的。我一直选择的宁为总失私竟与我愿努力达到的

方向背道而 驰，我多么不想承认这般地愚昧。

才知道独善其身比什么都来得有用！

帕累托最优配置是一个平衡的点，不但需要供给等于需求，还有很多前提条



件，例如需要完全竞争市场。什么意思？就是每个个体都在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也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低于社会个人平均利益的个体终

究也理应给淘汰！纵然有同情，有可怜，但同情和可怜的办法不是自我牺牲，分

享个 人利益于弱者，而是影响弱者去前进，去提升个人利益。

现实总是那么地残酷，但最终不是有一个不再淘汰的平衡点么？你好，我好，

大家好，这样的确是真的好！只是不仅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这样地景象也无法

看到！因为我们根本无法提供让这样一个点存在的大前提，供给与需求无法相等！

告诉我，如何让有限的资源与人类的无限的欲望相等？而如果社会真的还

要发展则是需求人类不停地去追求！又是一个可恨的矛盾点。

如果社会是进步的，资源与分配制度永远都会是一个话题。如果真当人的

欲望能与资源达到平衡时，那就是有限的资源可以随着人类的欲望增加，也就是

说这 个世界是唯心的，只要你想要，就会有！也间接说明，你所相信的圣母，

如来佛，耶稣或菩萨，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推论！但我并不觉得荒谬，正如我认为

《水知道答 案》这本书是科学且真实的！况且，我已经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也

没有认为唯物主义是一定对的（虽然高中做政治题时说是）！再说，连物理界写

时间论的大科学家 霍金在被问到是否有灵魂存在时，也只能说“Maybe”。

为了社会进步，我愿个人利益让步，发现这是个相反的做法。纠正过来后，

却发现目标是到达不了的地方。

从来，我们都是被告说社会是螺旋式上升的，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为什么

社会的最终不能走向灭亡，不能像恐龙时代或冰河时期一样。需求无穷的背后是

极 度地不均衡，最后爆炸。就像每一个阶段性社会变迁一样。

也有老师曾说分析人类文明史便可以遇测出，从猿人到北京人，商朝，唐朝，

民国，近代史，最后21世纪，人类社会都在进。这样的最后推测便是人类一定 还

会进步至某类类人，刹眼看去很对！但这个推测是狭隘的。

个人认为更系统的推测，应该是研究地球上现存物种的进化过程，与所知的

存在期时相比，种类多了还是少了，灭绝的物种的平均存活期，已灭绝的物种一

般 会的第几个进化期灭绝。

以这样长远的目光看社会，估计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思考范围了。其实不必

思考，不但是这种做法的有效的实行性接近0，还因为不见得会有有价值的结论。

当我们以为知道了很多后，最终却又会发现数据之间不是过多地有相关性就是误

差太多！例如我们只是走在灵长类地进化路上，不是两栖类。

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直都在相辅相承。解释社会进化论的方程从来

没有过平等的条件，更谈不上什么有效了。

我不是在说读史无用，只是当历史在发生时，历史上的人也是会看历史，但



还是免不是改朝换代，即使是当时给大众认为不错的时代也是这样的，如盛唐。

太多因素相关而无法有相关或控制的条件，不仅是有限资源与人欲，也因我

们都是单个不同特征的个体而无法平等。

生存的大环境，出自内心过于的善意（比较他能做到的善意）别人极有可能

会觉得你在装好人，至少是装 B。当大家都开始相信过度谦虚是装 B，相信不曾

有 多少的谦虚是内心深处的声音时，表达出的谦虚也就不会-是内心深处的了，

信念的力量强大吧？正如一个骄傲的人会很难与一个谦虚的人做朋友。

信息本身与被接受后意思的不一样，就是信息不对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太

多类似的约束，无形的手却像教条一样的鞭子指着我们去做事，而我们只管是否

按 制度走，常常忽略教条背后会带来信息不对称。而以退为进能成为三十六计

之一也正因为此原因，大部分人都不会把退守当做进攻吧。

这点缺点在我身上好像表现得特别明显，即使我常常说信息要对称且表过到

本质去。我极少地去否认过那些管理我行为的教条们。有时碰壁了，也还会坚持，

因为还找不到更对的。有时知道错了，但却也难改，不仅是大环境让我难改，也

是自身己经给潜移默化了。有时懂得有不对称了，但却又不一定会想去纠正信息，

误 解就误解罢。认知得那么清楚，也没想到什么解决办法，也还没有想要行动。

不只是说和做的问题。

这个世界上最委屈的事情不是做好事不能让人知道，而是发自内心地因顾及

大局利益或考虑它人利益的影响性更大而选择让自我利益受损的决定时，不被认

同 和理解，还给落个给无视或别有用心的结论。

也正如我前面所说，现在大可不一定这样做了，因为自我利益受伤不一定会

使总体利益最大化的。更悲剧的是不一定会给理解，必然没有权力去要求别人和

自 已一样。为了使得信息对称性些，只能以他人的理解度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虽然自己还是会辛苦了，但至少不是那样地委屈。

过于地追求显然也不会是最合大众口位的，比别人好太多的人，别人一般都

受不了。也许，这一切会让人认为是退步的，怎样为进步？怎样为退步？从来没

有 过标准，只是适者生存，也没有听说过人类社会不灭。即使让你准确地遇测

到了不幸的未来，但你也没有能改变社会的条件或达到最好的条件。

写这个文章之时，我只想知道自己到底有没觉得自已是聪明的，写着写着像

忘记了主题一样，我想一定会有一些强大的思维把你震撼到了，就连我自己都发

自 内心地觉得复杂，隐晦。我是绝对的想了很多东西，有的&没的，对的&错的！

不过，也算是解决问题了。答案就是我不知道，也根本没有结论， 我是矛盾的。

如果我曾回答过是或者不是，那一定都是真心的。

最后，也许你会说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来给于我答案，但不幸的是，这个世

界的真相只掌握在20%的人手上，兜兜转转，我们也只不过一起回到了原点！



文化 与 信仰

暑假去贵州玩的时候，我就开玩笑地和同学说，贵州是出了名的贫困之省，

我们应该要进大山里面到那些最贫困的地方去看看。然后我同学就开噼呖啪啦地

和 我说了很多那些贫困的地方有多么地落后，多么地贫困，路有多么远，多么

地难走…… 说到最后的结论是，要对这样的地方搞发展是相当困难的，那么最

好的方法就是叫他们出山！

后面同学又和我说她爸（曾在某贫困县当过高官）和她说过山区和城市的得

文化差异太大了，让他们出山也不是人人都愿意出的，虽然有很多已经外出了，

但 也有很多甚至是不愿意的，不仅是一种归宿感，也因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不

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时候他们想帮也帮不了。我细想一下，的确是有这样

的情况 的。

就像你认为很难吃的一道菜，于情于理你也会因为觉得难吃而不让它上桌，

但情况是你的朋友很喜欢你认为难吃的那道菜。同样在贵州，我们昨天吃的一个

普 通自助餐要68元一位，晚上唱个 K一个小时接近200块，这个消费水平在我

看来已经超过惠州了。说是谁的错，没有谁的错，我只能把这简单的归各咎于文

化差 异。

解决文化差异问题的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教育了。教育可以开扩人的视野，可

以增长人的知识，但是教育水平的不均注定差异的存在，注定贫富差异在可见未

来 内无法消除。但这种不均也并不是拔不拔钱就能解决的了。

试想一下，要从几个大山里面拉个网线出来，只为提供几十个人上网，这样

的成本显然是不划算的。还有，谁到大山里去任教？如果说有一个或几个人去支

教，我们可以说他或他们是伟大的，但这成不了真实意义上的大伟人。而不愿意

去的人，也是给社会所能理解的。

面对很多问题，人类还是很无奈的。

以上一段话是发表在上一个暑期后的事，看完后，很有感触地要写下第二

段话。

这个暑期呆在的是香港，没来之前就在想着香港物价高，要省着点。但在刚

来到的第一天，我就懂了一个道理：钱，在哪里都是像流水一样的。有时会觉得

得 香港的物价的确很高，但有时候却不以为然，即使是内地也是要那么贵的。

细想一下，价格差异，应该是这么分的，在高档品前，香港的物品是比内地

便宜的；在地档品前，香港的价格与大陆的比，是难以占优的。毕竟 Cost of good
sold总是要高一些的。而决定香港的物价高是通过对比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那么，

我承认，香港的物价真的高，因为吃饭很贵！讲了一大堆大家都懂的废话，其 实



我的中心只有一个，在对比两样东西的时候并不能用 Common sence，而是要相

应地考虑环境变量。用科学的话解——这个世界是运动的，只有相对的情况下，

才有绝对。用哲学的话是，一切皆流，无物常驻。当然，在我 脑子中也突然闪

过广东的一句方言：木门对木门，竹门对竹门（门当户对）。再用哲学来解释我

莫名有的思绪，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

Any way,我是花了钱的，而且自认为是过度地花了钱，事实我认为促使我花

钱的原因是1.16的汇率。但当我认知到这一点时，我有点懊恼，一个学经济学的

学 生，一点汇率就把我给忽悠了，那算不算证明我连最基本的经济学假设——
理性人，都达不到。

在香港讲钱总觉得特别有理，理由很多。首先，这里能让你花特别多的钱，

其次，这里是个国际金融中心，每天都有大量的热钱流来流去，再次，这里的富

豪 多且顶级。但当我认识到这里的一点点的文化后，我便羞愧，觉得自己庸俗。

香港虽是一个繁华的之地，但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港人都是

富足的，总有那么一群人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做着最艰辛的工作，拿的却是只

能糊口的 薪资。也就是说在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中，必须是夫妻共同辛苦地劳

作才能过上较为满足基本要求的生活。而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港人的富足感是因

为身份的自豪 （因为我相信信念力这样东西可以让一个人克服很多困难）以及

很好的社会福利，但居住了半个月，接触了很多人后，我发现我的认识是不完全

的。

很多的港人身上有一种值得让人学习的特性，那就是敬业心和宽广的心。港

人的敬业心是从优秀的服务态度感受出来的，早晨从宿舍出来时保安都会和你说

“早晨”，回来时都颔首示好。学校停车场的保安在提醒我们注意车辆时，是拍着

手，用很和蔼的语气说的，也许这效果比不上大陆吼的即场效果，但却别有一番

滋 味在心头！司机，服务员，销售员……太多很小很小的细节让我感受到他们

的敬业以及对自己工作的热爱。这让我想起刘德华的那个广告“今时今日甘噶服

务态度系 不得嘎”对港人影响之深，但除去这点外，还想到了很多很多的，包括

一些以前看港台剧所得的感受，最后从这一系列的经历，得出了一个结论，大多

的港人都是幸 福的，他们的幸福在于他们懂得满足，似乎对金钱和欲望看得都

特别的淡，倒有一些看破红尘的感觉。一个普通的装修工，在午餐时，依旧是三

五成群地大大咧咧地 讨论最近政府又干了些什么，哪些政策要改，自己对人生

的想法，极少会听见他们抱怨生活的不如意。一个普通的销售小姐，下班后，依

旧是甜蜜地和别一半发着信 息，从她们的脸上看到的不是疲惫，是幸福。一个

普通地在街边卖报的啊姨会和你谈哲学，聊人生，聊处世。幸福也许就只是一种

态度，而不是一种追求！太多的太 多都在告诉着我，港人有一种特别的文化，

有一种由于历史和环境培养过来的素养，而这种文化深深地把我吸引了。

我觉得这一切和很多因素相关，首先是 TVB的肥皂剧，这是大多港人饭后

离不开的事情，话说我也相当喜欢看 TVB的剧集！其实爱看肥皂剧是一件挺好

的 事，因为剧情总成是邪不能胜正，会教育我们好人总有好报，生活要乐观，

人要敬业，爱要勇敢，我认为这些信条都是在影响着我成长的！其次，与信仰有



关，正因 为文化的多元化，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教会，基督，耶稣，圣母，佛…
教会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人们生存所感到的不快和困难。

如果一个人对人生，对世界，对是非都是清晰而积极的，那么幸福一定不远

了。可惜的是，我仍在这个矛盾的世界中挣扎，欲望、追求、平凡、先天下之忧

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矛和盾之间总需要一个平衡点的！所以，我很需要一

个信仰，但我依旧在寻找。我不希望变得模凌两可，也不希望邪恶有正义的理由。

不管怎么样，希望生命如繁花～～

节选： 珠 海 国 际 航 展

军事,这样严肃严谨且高度机密的东西离我们这样的小平民很远很远，只有

在这里我才第一次真切地嗅到战争的气息和对高科技战争的恐惧。这让我想起在

下 午看表演时，一部歼10从观众背后低飞而过，广场上大多的人都给吓到了，

包括我。

这并不是莫名有的，娇情的恐惧。这样的恐惧来源于未知，来源于个人力量

的渺小，来源于科技力量所带来的震憾。如果仅当游园，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因

为 我知道人类还能制造出比这大很多很多的模型，可惜的是，这并不是模型 !
如果哪一天 XX看 XX不爽，它们会真实地在战场上放“光芒”，而人类还可笑地

引以为豪。

我一直认为战争一但开始了，在短期内是无法停止的。就像我不会单蠢的认

为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会因为同情生命而不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

原 子弹，事实也告诉了我，不会的。更何况我现在处在一个主权至尚的国家，

主权至尚倒也还没什么，因为 DNA里还有她培养起来的热血。可惜的是，在供

奉主权的 同时，却容不得我们过多的思考她的不足或与和她之外的第三者联系，

简单地理解便是与武则天恋爱。所以每一个人都并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而有时

候，有些东 西，也的确不会给众人知道，而作为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也并不会

真的想知道得那么多。

说到这里，我就突然很能明白为什么爱因斯坦会因当年发现 E=MC2后在很

长一短时间内感到愧疚，然后处在事业的低峰期。我不是军人，对战争没有热 血，

我也不是奥特曼，没有不死之躯。我的恐惧是动物与生俱来的，就像面对死亡。

而参观了这一切后我只是更坦然了，在我有生之年，如果有一天战争真的莫名奇

妙地来了，那么我不会很惊讶。



有 多 少 的 梦 想

这星期的 EI课，是自我介绍。其间，我分享了我的梦想。

小时候，我梦想做一位科学家！请别笑，是科学家！是那些每天计算着各

种物理公式，或长期呆在室验室，手里摇晃着化学试管或者到野外收集着各种样

本， 并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大人们总爱问小朋友有什么理想，而我每次都会

大大声地说出我的这个想法，而一般人听了都会很开心，大约因为这是一个伟大

且体面的职 业。事实上，这样的想法是受大量卡通片影响的。这个理想大约从3
年级持续到5、6年级。

5、6年级的时候，我的梦想改变了，是做宇航员！因为那时的我迷上了看

《十万个为什么》、《世界未解之谜》之类的书籍，像大部分的孩子一样，最吸引

我的是关于宇宙，关于太空的部分。但那时的我，只知道想做宇航员，却从来没

想到做宇航员需要很多很多条件和训练。想想自己还是很可爱的，还没有出过省

之 前，我就想着冲出地球了。

但这个想法并没有持续很久，在上了初中后，我又变了，我想做一位画家。

大约是因为有太多的梦，隐约知道都不好实现，只能想想，画画。也因为初中的

学 校很注重素质教育，每个星期都有两节美术课，而每个星期都要交一幅4K作

品。于是，就养成了画画的习惯。虽然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但从那之后，每隔

一段时 间就会摊开张4K纸，乱画乱画。

初三到高一，这两年是我电脑知识飞速增长的时期。通过论坛和杂志，我

知道了许多电脑小技巧也知道了很多偏门的东西。就在那段时期，我想成为一名

显骇 的黑客。

上了高中，电脑与我像是断了线的风筝。而没有了电脑，我居然是无比的

习惯，大约是有一班好朋友吧，还有很多我想读的书，其中以小说，散文居多。

小说 的杂乱程度我已经无法一一道清了，只是我读的书没有多少是名著，都是

一些新锐作家和现代作家的作品。但就这样的，我慢慢地爱上了文字，我想做一

位作家！在 很长后一段时间内，我都在计划着自己也要写一本书，一本小说。

至到现在，这个想法都没有彻底地泯灭，只是我知道在很长很长地一段时间内，

这个想法都还没法 实现，也许，在我老的时候，我会戴在一幅老花镜，对着一

部超级智能电脑，一句句地念着我要编写的故事，然后就自动给录入了。（呵呵，

这个想像真是很没韵 味，但事实真的会这样的）

高二分班时，我和老爸大战三百回合终于争取到了我的自由，选了我喜爱

读的科目——生物。在那段岁月里，每天提的是 DNA,是免疫系统，是生物工程，

是进化，是体循环……我真的是热爱生物的，即使参加全国生物奥林匹克与获奖

无缘。所以，我又变了，我也想做一位外科医生！比尔盖次也说过，生物工程是



未来 世界的热点，我表示无比赞同。

高三的时候，也不知怎样的，在学习生物的同时，也对金融产生了巨大的

兴趣。每天都会看学校要我们班定的党报“惠州日报”，也从网上订了一本股票启

蒙 书籍，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叫《赚到了10000点》，虽然现在的情况完全相

反，但我至今仍认为这书对我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以及参考价值。而在某一天，我

就 这样坐公车到证券所去开户，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还穿着一身校服。交了90
块钱后，前台小姐突然和我说，你还差三个月才成年。我居然把这个给忘记了，

于是拿 着交了钱的单据回了学校。不过，在18岁的那一年，我的确成为了当时

牛市中的一位小股民。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认为我很合适学金融的。而那

一年，我的 目标只是想考上清华或北大。

高考后，我争取不了到浙工大读生物工程，因为老爸不让我出省。但也算是

选了一样我喜欢的经济学，在一所国际化的学校。

其实，最初的梦想不一定会到达，而很多梦想是会并存的。我不知道别人会

不会因此说我贪心或是不懂得坚持，但暂时我无法停止梦想，无法停止让心变更

大，梦想变更高。莺花犹怕春光老，岂可教人枉度春，如果年轻，更不要怕大声

地说出自已的梦想，年轻是资本。而年龄不是由时间决定的，是由心态决定的。

像相 信有童语，有一生一世，即使不一定，但至少人间要有梦。

先 理想，后 梦想

我是上一年开始才学会思考人生问题，以前根本不会思考那些曾经认为虚幻

且高深的问题（以前甚至觉得很扯淡），我把这个转变归结于阅历增多（多读了

几 本书，多看了几部电影，多走了一点路，多见了一些人）和智力开发（多想

了一点）的共同结晶。但这样的转变并不在我意料之中的，只是在很多前人的意

料之中， 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变化被叫成长也叫成熟。

我不知道现在就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是显得过于成熟还是过于幼稚，当然我也

不能确切地肯定我在思考的问题是大家所理解的“人生问题”，因为我没有参照

物。一般人思考这类问题的时候都不会告诉别人，即使是那些善于表达的大文豪

们也不会常常直抒心意，只是点到即止，他们经常的做法是写写散文，记记事或

弄个 长篇或短篇小说，你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们想表达些东西，却又肯定不

到，如果什么都感觉不到时，我们则会合上他的文章。即使当面对问时，答案通

常也都是模 凌两可的。可能是由于这类问题本身很难被表达出来吧。

大部分人会和我说你很会想问题，比同龄人成熟。对于这个判断我表示怀疑，

因为这世界大部分的人都喜欢低估别人的智商，认为他们自己不想让别人知道的

事，别人就一定不会知道，自己的感受别人也一定不能懂。我有可能只是比别人

坦荡一些或者更会表达一些。



我不喜欢给别人说过于成熟，这会让我有要历经桑田而要处乱不惊的压力，

关键是这让人觉得我很老气，事实我还年轻，也有一张娃娃脸。悲剧的是连我自

己 也否认不了比别人成熟，因为我只能够通俗地看表象。事实是，我的确开始

思考自认为的“人生问题”了，例如，理想与梦想。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有多少的梦想。近日觉得我的标题起错了，叫那些理

想和梦想们会更好些，还是只是我比较迟钝地现在才发现理想和 梦想这两个词

能有的不同？

理想要现实点好，梦想要脱俗点好。理想可以让人伟大，梦想可以让人超然。

慢慢地实现理想，如果发现实现不了时，便迅速地拥抱梦想。

从小到大，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理想。

我想，如果做不了太空人就做科学家；如果做不成科学家就做画家；如果做

不成画家就做作家；做不成作家就做个商人；成不了商人就做医生；成不了医生

会 甘愿做个快乐的小白领；如果如果我连快乐的小白领也做不到时，那么我会

选择放弃所有的理想，投奔我的梦想。

如果理想足够伟大，就不会羞于让人知道或恐惧别人知道后自己却无法实

现。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当这样的理想脱口而出时，别人已经当成了笑话，更不

会计 较于你无法实现了。而且你还会落得一个“单纯”的美好称号，我们更可以

坦荡荡！只要愿意接爱转变，理想便可很勇敢地和现实碰撞。

说到我的梦想，到现在为止只有两个，自认为很是脱俗。它们也并不是这两

天兴起的，只是这两天才给归类的，和我最亲密的朋友几乎都曾给告知过。一是

到 北极圈内有爱斯基摩人居住几年，有雪狼犬，有极光，有鲨鱼肉，可以冰面

钓鱼…….

另外的一个梦想则是到阿拉拍地区的撒哈拉沙漠生活，不否认这个梦想是因

看三毛的书所憧憬起来的。而在学校选修西班牙课程也真的只是想为梦想铺个

垫， 虽然学得不多，只会说句 Hola问个价，但我相信面对生存的时候，语言绝

对不会是一个问题。看《向世界出发时》时，就清楚地去的就有一个很喜欢摩洛

哥城， 就很是喜欢，没有都市，没有大房子，没有中央空调，不挑食的我一定

不会饿死，习惯喝仙人掌汁后我会学习种植仙人掌，更好的是我可以开一个中国

小餐馆，也会 享受背靠沙丘看落阳。现在只差一位荷西。

梦想是用来冲击现实的， 实现梦想只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加一鼓冲劲，在

一个物质资源匮乏的地方，万恶的金钱和人欲都会显得很无力。

听起来的确是很美好，但学会转变和适应转变才是难的，这就要看每个人生

命的弹性系数了，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严寒或酷暑，也不是每个人都不挑食，也

不 是每个人都能和陌生人交谈。当能适应从理想到梦想的转变时，一般都能实

http://www.duyuxian.info/2010/%E6%9C%89%E5%A4%9A%E5%B0%91%E7%9A%84%E6%A2%A6%E6%83%B3/


现最低满意足度的理想了吧。但如果要选择梦想时，则不要用所谓的责任来束缚

自己了。 学会爱自己才会爱别人，如果自己都负责不起自己的时候，如何负担

起别人呢？

不管这是不是很阿 Q的想法，只是觉得如果大家都像我这样想的话，生活

是不是多一种选择了？这个世界是不是可以更精彩一些？这会比阿不阿 Q 更重

要点 吧？

长 跑

一个多月没有更新了，自期中考以来学习的担子就未曾减轻过。如果不是想

考研，我也不至于要那么拼命地为 GPA努力，再者，如果不是在这个学校，我

也不必为 分数执着。可惜，一切都没有如果，每当看到那栏不如意的 GPA时，

总会觉得自己不像是读书的料，只觉得大家都那么地强大。学习是一件很好的事，

只是现在的 学习总让人觉得性价比太低了，除了在学习过程中思维的一点进步

外，几乎所有学习过的结果都会在时间的催化下，毫不犹豫地给遗忘掉。最可悲

的只怕是那些一直 记得的却从没有过用武之地。

学习的日子是忙碌的，忙碌到想分享的知识也来不及分享，没有天天上博客，

天天看新闻，天天聊聊 Q。不过，近两个月来，有天天跑步。

每晚从图书馆回来后，便全身换上运动衣，束起马尾，拿着 MP3，钥匙和

出入卡就到离小镇有点儿远的风雨操场跑步。在最冷的那两天，我也没想到自已

戴上毛帽 也还是坚持去跑了。

不知什么时候起，我的兴趣爱好里多了跑步这一样，个人一直觉得不算是我

的兴趣爱好，但想想习惯上这样长跑的人也实在太少了，如果连我都不算的话，

那 么真正的兴趣爱好者估计就是稀缺动物了。对于长跑，我并没有什么天赋，

第一次长跑算是初中时报名参加了校运会的800米，跑得个半死终于得来个第四，

犹得 那是一段很长很辛苦的历程，完成的力量几乎全是来自精神和信念。也就

这么偶尔为了锻炼和挑战精神和信念而到操场上坚持跑几圈，一点点地就适应和

习惯了，完 全是自虐的结果罢了。

某晚去跑步途经教学楼的公告栏，看到市政府举办的马拉松赛，各种机缘巧

合下，我还是报上名。

上个周日，6点不到就起床了。7点多到了比寒的起点，和电视上及想像中的

一样——人山人海！男女老少，不分职业，不分贫贱，不分高矮，约摸上万人吧，

一致 向前跑。参赛者中有几人学生一起拉展着中山大学校旗的，有 COSPLAY



的，有穿飞行衣的，有扮圣诞老人的，也有戴各种假发的，不能不谓热闹，心很

想跟着 欢腾起来，但又怕太激动，会很快就跑得气喘了。

参加比赛的长跑比平时辛苦了很多，又可能是我功底不够厚吧。从一开始跑，

就认定前面的某一号人物，然后一直在背后跟随，只想着不要给落下就好，在某

转折路 段，才知我前面是有那么那么多的人。但是我更不想，也不敢往后看，

因为我怕看了后就想休息了，因为后面会有更多更多的人。

快跑到2公里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喘不过气很想休息，不过，只是想。快跑到3
公里的时候，就又觉得累了也很想休让，不过，只是想。不知还有多长时，心想

要是再 跑多三分钟还不到的话就走走时，惊现100米冲刺点，于是就一鼓作气，

冲了一下刺。26分约25秒完成4.7公里，未曾休息。听说4.7公里的第一名是 16
分钟，不过我也算是以胜利的姿态完成比赛，至少我们学校的女生中，我是第一

个回来的。不过，我想这也是最好的成绩了，因为我是有特别地努力，想争取个

有记录性的好成绩，平时并没必要这样地坚持。

跑完后，全身像火烧一样，当然衣服也湿了一大半了。但是心情是激动，心

想快点回到车子，穿上外套拿到手机，然后给还在睡梦中的朋友发条信息。但是

因为封路 赛跑的原因，车子离终点很远，在经历了一个小时的跋涉后，冷得我

己经分不清想流的是鼻血还是鼻涕后，回来了车子原来停放的地方，悲剧的事情

是，某老师告诉 我们车子去终点接我们了。我当时大约想吐血多一点，披着不

知某同学的外套，坐在起点的草坪上，经历两个小时的等待后，我刚跑完是的激

情早已变成了冰淇淋。 11点多回到车上，穿上了久违的外套，手机开了机后第

一个收到了小Mango 刚睡醒的电话，终于暖和了一点了。接下来，就只是想满

足噜咕的肚子。

回来后，脚有点酸了，我知道不是因为这4.7公里，而是这一阵以来，每晚

的坚持似乎导致运动量过多了点，乳酸是累积了好几天的了。想想自己毕竟不是

运动 员，还是少跑点好，接下来半个月，决定休跑了。

我 和 我的博客“杜小白之家”

““““杜小白之家””””不是个有策划的网站

上一年末，我开始接触做网站，很难解释我为什么会做网站，正如一个人单

机玩多了便会开始玩网游，电脑玩多了便会装机，这只能算一种渊源吧。刚开始

做 网站是，用的是美国 Zymic的免费空间，建了一个 Dicuz, 刚建好那会，很开

心，有那么一小阵，我想做弄个专门介绍各种有趣网站的论坛，弄一个讲网 站

的“深入（Into）论坛”。而下一步，我打算用有限的 HTML知识写一个网站导航，

收集着我喜欢的各种有趣站点，当然，如果实行导航自定义是一个问 题，如果



要实现一些功能，编程会是一个问题。真有那么一阵，我在认识地思考怎么玩，

但事实是热情没持续多久，我也很快意识到我没有时间，写好策划也因条件 因

素无法实现。

无聊，也是好奇，我的第二个网站建是织梦的 CMS，几乎同时，我发现建

网站就是安装一个网站程序的问题，所以导航网站其实很没必要自己建，随后便

知 道了各色各样的建站程序，其中就有出名的 wordpress，在衡量了我的技术后，

这次我买了我现在博客使用的第一域名，也买了胡戈戈的合租空间100元 /年。

于是第三个建站程序我就建了一个 wordpress，因为只有它我才能比较轻易地经

营下去，以一个博客的名义，“杜小白之家”最开始只当网站一样地 建，也因为

自己根本没想到要有什么主题，便庸俗地取了个 XXX之家，后面发现这世界叫

杜小白的人很多！哈哈

博客建立 的过程

建成“杜小白之家”之后，我的第一件事便是想办法把以前在网易，QQ空间

的文章，那时的我，非常地重视这件事，因为我不想我的网站什么都没，而只要

是我 的，好的坏的我都会承认。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网站有2006年的文章！那

是我16岁的文章，真不得不感概。而转数据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真的是很辛苦的

曲线 救国。

刚建博的还需折腾的另一件事便是博客模板。从那时开始知道 div+css要迁

就不同的浏览器。换了两次模板后就选定了现在用的这个模板，因为虽然有 点

土气和传统，但 IE6&SEO友好。

我便开始有模有样地开始经营起来了。

经营博客的过程

建好博客后，在 wp中文论坛的展示板块发了个贴（悲剧的是封贴封得很快，

现在都不知沉到哪里去了）后就开始默默地记录和分享。其实我知道推广和内容

对于一个网站来说都很重要，但由于学业很重，生活也很重要，我只能不愠不火

地经营着。

四月份之前的访问量和留言都很少，这一点并没怎么影响我记录的心情，因

为本来就一无所有吧。但很高兴，慢慢地读者开始多了，从 google网站管理 员

工具上看着 google reader 订阅者从10多到40多的，这是一种积累的喜悦，虽然

也不是很多，但每个人都希望给理解和欣赏，我也是的。

在有空的时候，我还是想要多些与别的博客交流，也建立些渠道推广自己的

博客。虽然读者的多少不是我写博客的目的，但多些读者总是好的。别人可以不

喜 欢，但知道多一些也无妨。

经营博客中最大的问题是总觉得时间不够。我在一所学习压力很大的大学，



又想折腾很多 wordrpress有关的，但又不专业，学习时间要很多，还是 一个热

爱生活，喜欢思考，乐于分享的人儿，想记录的也很多，于是常常纠结时间不够

用，时间能不能不像乳沟，而像深渊一样啊？

博友缘

不用说，我友链表上的每一个友链都与我都是有缘的。能说说的，则是对一

些博客的认识了。

第一次去卢松松的博客留言时，看到上千的留言也还完全 不知那是一个名

博，但没想到留个言居然就文中有名了，而且还是光线博主告诉我的。这事，让

我高兴了一小会，我的博客也因此增加了一点流量。

在我博客没建好前，就去过友链里的秦家大院，当时就羡 慕别人的博客建

得那么好看。没想到，到后面我顺利地把他收服为友链了。

建了博客后，看了WP博客界的女名博“双霍记”,说实 话，我也挺爱看她的

博客的，写得还真是很乐。那个皮和那个调，我是甘拜下风了。欣赏一个人，一

般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她和自己一样，二是他/她做到了自己 想做而做不到的。

对于这博客，我想是后者。

看了柳亚的博客，觉得自己和她也挺像的。

折腾博客的时候，最常搜到的博客是精品博客，万戈，我爱水煮鱼的博客。

后面自己建好博客后，也会习惯去关注他们的博客了！

还有一个认识，以前常搜到一个的副标题为“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鸣至

今”的网站，告诉了我很多知识，以前就有想，这个网站是谁的，在 Google 里

搜东西时，像什么都有一样。后面自己玩博客才知，这是科技名博——叫月光 博

客。

另外一些在我博客有所收获的留言，都是激动人心的。

博客予我

经营博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过去的一年里，收获很大。了解了 SEO，
学习了 div+css, 了解了 php这门编程，随后也知道了更多的博客和网 站程序，

也无聊地搭过团购网，phpwind,帝国 CMS, 微博，了解了不同的主机，更深刻地

认识到互联网的组成，当然还知道了 WP user这个群 体，在折腾一些小功能的

过程和访问形形色色的博客中，有许多的心灵触动，横竖撇捺的方块字难以列举

完我所有的收获。更重要的是，经营博客会让自己保持好奇 心，激起自己学习

更多的动力。



在某次，因为网站下面有个 rabr程序，帐号给停用了，不仅吓了我一跳（当

时还没备份），我更深刻地意识到了国内的网站的生存环境以及独立 IP的重 要。

毫不犹豫地换了个有独立 IP 的主机，博客不是我生活的全部，但于我很重要。

网站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了任何神秘感，我会善用这利器的。如果哪一天“杜 小

白之家”倒了，我不会难过，我会大张旗鼓地建起第二个“杜小白之家” ！除非哪

天我想到深山独居了，否则，杜小白之家都会常在！

朋友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不学计算机的，也不像和 IT 扯上关系的女生，要

自己掏钱，还要折腾网站。

除去命运的因素，如果你也那么巧想学建网站，我教你算一个帐。一个网站

的成本是空间200RMB+域名100RMB=300RMB，十年的成本是 3000RMB，再算

上通货膨胀，成本为4000RMB。如果你能像我一样地建站，我想十年间，你建

网站的收获可以是4000RMB的4000倍。

你是否在思考，每年约300元的成本是否值得?把问题看到本质中去，你应该

去思考，对于你运用这300元到其它地方去，是否能取到相等的满足度。如 果能

的话，才是真正的不值。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温饱都未能解决时，那

么这300元真的会是个问题！还是先解决温饱吧。我真的只是比较幸运，每年 300
年的成本，一点都不影响我的生存，且能获得大于300元的满足度。

刚建博客那时，也有思考过自己的博客主题。但如果你有看过我最近的文章，

就知道我现在的态度是怎么样的，这只是近一个月来的觉悟。博客主题，在我眼

中必会淘汰，而事实我也的确无法给自己的博客一个有条有框的主题。

我的博客却是有定位的。

我希望我的博客记录我的一生，与人分享我想分享的一切。像我一样想脱离

菜鸟的朋友搜索时能从我博客里从零到有的知道一些东西。做菜鸟久了，慢慢地

越能明白，为什 么国外的很多的技术从书或博文都写得很细很罗嗦，因为，你

可以从一无所知到无所不知。互联网时代，就是请你发言的。当然，不排除以后

不再是大学生的我，会 有想要左右这个世界信息的想法。当然，我现在的想法

是，这世界需要少些信息 不对称。

观 阿 凡 达 有 感

前两天看了3D的阿凡达，IMAX影院一个月内的戏票都给订光了，只有前

面一两排是空着的,这样真还不如看普通3D。



人类真如此残忍？这是最让我思考的问题。当潘多拉星球的所有物种觉醒反

抗，我感到无比兴奋。当人类的战斗机像流星雨般坠落时，我有强烈的痛快感。

当 我看到妮特丽为倒下的 Home Tree而咆哮时，我竟觉得她如此美丽。 当到后

面再看杰克的阿凡达时，我居然觉得很帅气。我猜有一部分人会和我有相同的感

受，我也知道我是地球人，善良的我确实不想把人类给丑恶化了，但以我仅有 的

生活经历告诉我，人类的确是有可能会这么做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和文化差异引

起的误会和战争从来就没停止过。对于这样的感受除了有点悲愤外，更应该的是

去 寻找根源。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必须提起里面一位聪明而善良的人类 Dr. Grace, 人类的

植物学家，在死亡来临之时，仍不忘要获取灵树的标本。尽管她是真正的配角，

配角到连撼动女主角的气势也没，配角到大战到来之前已经与艾华女神一起 了，

配角到我还来不及记清她的五官。可她真的聪明，真的善良。聪明在于她明白

Navi人的信仰，她乐于去接触新的文化，愿意去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善良在 于

她努力地争取和平，她把生命奉献给异族的安宁。

信息不对等，我觉得是引发战争的根本。文化差异故然存在，但如果在理解

的基础上就不可怕了。就像我们知道清真教不吃猪肉后，和他们一起进食时，也

出于尊重 少了猪肉这味菜，这样的尊重是基于对他们的了解的基础上的，显然

这一点的文化差异是没问题的，可怕的就是我们不愿深入了解，就像一个肉食者

不愿接受素食者 的思想一样，自己觉得不能不吃猪肉，然后也死往清真教徒夹

猪肠肥肚，那就只能说是可笑，也可恨。

假如人类真能相信 Dr. Grace, 相信别人“真的不爱吃猪肉”，而并非不给面你

才不吃。那么 Navi人也许不会如此不幸。Dr. Grace可怜在不能体会资本家对财

富的渴求，也体会不了军人体内对战争的热血，然而单个体始终就是单个体，让

她去了解无限的 positions是不合理 的。也许正因为大家都是单个体的，所以这

个世界才会复杂。认清了这一切，我就发现博学的人是多么地让人欣赏和崇拜的！

是世界太大，也是人类太渺小，委屈亦 不能求全，于是人类就显得可悲了。

看完阿凡达后，眼睛有些难受，头有点痛，我想这是3D的原因吧。尔等只

能赞叹不愧是梦工厂的作品，美工和特技都真是让人叹为观止。有一句话说没有

做 不到，只有想不到，梦工厂作品的前瞻性也是一般电影工厂所比不上的。相

信，潘多拉星球会存在，星球大战会在未来的某个时期，而谁又能保证那样的潘

多拉会不 会是未来的地球。可惜的是，在 DNA 预定哀老的程序下，我是无法

看到这些的。暂时，只能预见吧。

我 想 的 始 终 是 我 想 的

外教 Sussan 和我们说几句话，我犹记到现在 Don’t try to say ‘as everyone



know’, ‘most people think that’ and ‘it’s well known that’. How we can sure every
know or most people thing? Have you done a research? Where you get this conclusion?
简单的几个问题把我问得哑口无语，说真的，从那开始，我就知道，不要把自己

的想法冠在别人的头顶上。人越是长大，思想会越明显和坚定，世界观和价值观

也随 之定型。要改变某个人这样的想法早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能做的只是慢慢

地影响着自己所在乎或想影响的人。如果世界观和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那只能

说道不同不 相为谋，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又是极其地低微的，所以有一句话我是

很赞同的，不是敌人就是朋友!

怀 疑 你 所 看 到 的

先报个好消息！大学英语四级通过了！这个好消息如晴天劈历一般打断我正

准备好好复习重考四级的思绪，马上转战为好好复习6月份与六级斗过。我的高

兴程度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事实这的确是让人很高兴的事，我就省得解释了。

后面我问了问身边的同学，在我们学校据我所知的人中没有一个是不通过

的。然后我就开始想这次四级的通过率还是挺高的，应该是评卷老师没那么严格

了。 但后面听了别校的朋友说各自的情况，貌似没有通过的也是很多的。最后

GOOGLE 了一下，并没有得出2009年12月份 CET4成绩的统计数据。但看到了

2008年的数据，全国通过率是不超30%的。如此类推的话，今年也应该是差不多

的。

如果我们身处在一个特定环境，就会把我们所处的环境也惯于在其它人的身

上。如果事实与所认为的只差一点点我们可以宽容地接受，但当事实与现实差得

太 远，已经超过了自己的宽容度时，我们就会认为是错的，或是不能接受的，

这样就是各种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差异了。而一个人能有多么地好（这里只能粗

俗地用好 来形容），其实就看这个心能有多宽，宽容的定义域有多大。

写到这里，终于进入了重点，前面那么多其实都是一些由此及彼的生活感悟，

而且这些生活感悟也没有多神奇，因为大家都是知道的，只是少有人道出。

重点来了，上面的事件写了那么多，其实只是最后一句与下面内容有关，而

也是我要重点强调一样东西，就是 GOOGLE，百度，Yahoo各大搜索引擎 其实

有很多东西都是不知道的！

这是我认知互联网的过程：

A 传说互联网很强大什么东西都知道，什么东西都有，别人说互联网大到

说不出来！

B 认识了百度和 GOOGLE，然后长期使用，发现互联网的确挺大的，有问



题，可问百度。也解决了我很多问题。

C 当我搜索次数无比多时，而且越来越难时，貌似互联网就停止在一个框

上，就那么大的了。因为提供我问题答案总是要慢慢地找，而提供答案的，来来

回回都是那些 网站：百度知道，维基，新浪，网易，新华网，天涯论坛….反正

都是那些网站。

D 当我乱点的网站多了后，看的无名气的网站多了后，建了网站后，再了

解 SEO这样东西后，发现互联网原来真的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出在了，让我们

知道更多网站 的平台 GOOGLE,百度和各个搜索引擎，只是它们知道得太少了！

但是这个问题不能归咎于搜索引擎，它只是一套算法，一个模型而已，如果

不在模型考虑的因素内，那么该因素当然不会给重视。于是就有了 SEOSEOSEOSEO 技术，

这是一个互赢的东西。让 GOOGLE 知道更多关于你的站点的东西，然后让更多

的人知道。除非你的是个私人站点只想让有限的并且你 能控制的人群知道，但

我想信这样的站点是少数的。

互联网真的很大，比我认知中的很大很大还要大很多很多倍。绕了一圈我只

是回到了最初的认知，互联网是大到我无法说出来的，特别时当 IPV6给普及 后，

要问互联网有多大就比如问地球有多少颗沙子一样。

呵呵，我想这是一个有趣的认知过程！

结束语，很多我们以为很了解知道了很多的事情，事实不是的，只是我们还

有很多东西是没看到或是看不到，而它却真实地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