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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哲学爱好者的对话
2007.3.30

(妖光)： hungzeng QQ:1706932 http://forlinux.yeah.net
(╭☉ō☉╮℡)：zhangyu QQ:17427437
天才教 QQ 群：37616965
欢迎有哲学，科学，软件开发，精神分裂，佛法修学等背景的人加入，相互交流和帮助。
关键字：必然，偶然，自由，随机，存在，Being。

(╭☉ō☉╮℡) 2007-03-29 16:06:37
刚才电话,她一句话不说就把你删除了,这么惨
(妖光) 2007-03-29 16:13:22
是呀，真惨！ ：）
(╭☉ō☉╮℡) 2007-03-29 16:07:43
可见她对你的印象很差啊
(╭☉ō☉╮℡) 2007-03-29 16:08:12
她有多漂亮啊?
(妖光) 2007-03-29 16:15:46
还是挺可爱的。有些豆豆的痕迹，不错看得出来如果好了后会很可爱。
是呀，认了 ：）
(╭☉ō☉╮℡) 2007-03-29 16:12:34
那有什么啊,那么清高
(╭☉ō☉╮℡) 2007-03-29 16:12:49
不过你要想追美女,你最好要改变一下形象哦
(妖光) 2007-03-29 16:19:39
不追美女了，中等就好。
(╭☉ō☉╮℡) 2007-03-29 16:14:11
问一个问题吧,我下午刚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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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是否有绝对的真理?
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永真的,如果回答否,会导致一个矛盾.
如果有一个绝对的真理,那不是上帝是什么?
(╭☉ō☉╮℡) 2007-03-29 16:14:27
以后做海龟,然后找美女容易,她们都崇洋
(妖光) 2007-03-29 16:21:29
有绝对的真理和上帝不一定是同一个概念啊。
(妖光) 2007-03-29 16:21:44
是吗？呵呵，海龟也很艰苦呢。
(妖光) 2007-03-29 16:22:02
这是你总结的？你怎么知道啊？
(╭☉ō☉╮℡) 2007-03-29 16:17:21
这样看上帝的定义了,绝对真理是永远不能违背的,我觉得这也符合人对上帝的要求
(╭☉ō☉╮℡) 2007-03-29 16:17:42
要么你就做大款,中国很多美女很拜金
(妖光) 2007-03-29 16:24:21
上帝是有人的形象的。
(╭☉ō☉╮℡) 2007-03-29 16:18:29
那是圣经里的,我说是抽象的上帝
(妖光) 2007-03-29 16:25:42
美女一般因为被很多人追捧，所以一般很肤浅，经历会很固定，这样我很难跟她们相处。这
点我也明白。
(妖光) 2007-03-29 16:25:54
那就是道了 ：）
(╭☉ō☉╮℡) 2007-03-29 16:20:14
那就以后包养一个美女吧.其实女人肤浅一点好,这样才会关心生活,才能把你照顾好
(妖光) 2007-03-29 16:28:23
包养还是算了，不能 corrupt ：）
嗯，女人就是这样，精神上不会很深入。
(╭☉ō☉╮℡) 2007-03-29 16:23:04
那要看你的道德了.我倒不认为这是错.每个人的伦理都不一样
(妖光) 2007-03-29 16: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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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道德要求还是比较高 ：）
(╭☉ō☉╮℡) 2007-03-29 16:25:36
是吗?那要看道德是怎么定义的.我对道德的看法是经济的,功利的
(妖光) 2007-03-29 16:33:06
呵呵，别被别人在道德上批评就好了，哲学家经常攻击其他哲学家这点。
(╭☉ō☉╮℡) 2007-03-29 16:27:35
这种攻击不对.学术的问题,怎么能和道德有关呢?牛顿道德不是也有问题,但是仍然是伟大的
人物
(妖光) 2007-03-29 16:34:44
搞哲学宗教的人道德非常重要，追求做圣人嘛 ：）
(╭☉ō☉╮℡) 2007-03-29 16:29:12
这倒不一定.不过各人有个人看法
(妖光) 2007-03-29 16:36:23
对，看重的地方不同。
(╭☉ō☉╮℡) 2007-03-29 16:30:46
人生短短一次,要及时享乐,不然就亏了.只是我现在没有钱而已
(妖光) 2007-03-29 16:37:42
呵呵，正因为你现在的思想，所以你现在没钱。
(╭☉ō☉╮℡) 2007-03-29 16:31:56
没有必然的联系吧.我没钱是因为家庭环境问题,和个人能力问题
(妖光) 2007-03-29 16:38:48
其实归根都是思想问题。
(╭☉ō☉╮℡) 2007-03-29 16:32:52
运气高于能力.
(妖光) 2007-03-29 16:39:18
运气也有因果。
(╭☉ō☉╮℡) 2007-03-29 16:33:23
没有的,世界是完全随机的.
这和佛教没有关系
(╭☉ō☉╮℡) 2007-03-29 16:33:36
不能把随机现象归到上辈子的事情
(╭☉ō☉╮℡) 2007-03-29 16:34:02
3

比如我摸到一副不好的牌, 难道是由于我上辈子没做好事的原因?
(妖光) 2007-03-29 16:41:04
如果你有正确的思想，你就不会去摸牌。
(╭☉ō☉╮℡) 2007-03-29 16:35:14
我摸牌只是为了娱乐,难道不娱乐才是正确的思想么
(妖光) 2007-03-29 16:43:21
既然是娱乐那你输了也很好啊。
(╭☉ō☉╮℡) 2007-03-29 16:37:36
不行的,我在赌钱.赌钱也是一种娱乐
(妖光) 2007-03-29 16:46:26
呵呵，你又想娱乐又想赢钱啊，那谁来输啊。
(╭☉ō☉╮℡) 2007-03-29 16:40:36
我只是想说明牌局只是随机的,不是前世的因果
(妖光) 2007-03-29 16:48:03
那是伪随机 ：）
(╭☉ō☉╮℡) 2007-03-29 16:41:54
佛教的轮回是对的,但是我觉得没有人能够跳出轮回,佛也一样.因果报应也是不对的
(╭☉ō☉╮℡) 2007-03-29 16:42:13
自然界的随机是真随机,我们模拟的才是伪随机
(妖光) 2007-03-29 16:50:53
经过很多次的转换后最后融合为一就是跳出轮回吧。
自然界里的事件都不是随机啊，只是人类没法掌握的时候就被当作随机。
(╭☉ō☉╮℡) 2007-03-29 16:45:10
自然界里的事件都不是随机,那么一切都是必然的吗?
(妖光) 2007-03-29 16:52:33
是的。
(╭☉ō☉╮℡) 2007-03-29 16:47:02
如果世界都是必然,那么世界上就没有自由了.
必然的对立面是自由,因此没有自由也没有必然,那么必然也就不存在了
(妖光) 2007-03-29 16:55:25
必然的对立面是偶然。自由是相对的，就是因为自由是在必然中，而随机才只在偶然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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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ō☉╮℡) 2007-03-29 16:49:58
如果都是必然的,也就不存在偶然了.随机就是一种偶然,随机也是自由
(╭☉ō☉╮℡) 2007-03-29 16:50:19
如果一切都是必然,从何而来的自由?
(妖光) 2007-03-29 16:59:57
你在这里自由地运动，这时相对的自由存在吧？然后同时拍成视频，在电脑上播放的时候，
每个动作都是必然的，但自由还是在啊。在电脑上播放，在世界里运动，自由都是在的，虽
然都是在必然中。
(╭☉ō☉╮℡) 2007-03-29 16:55:15
我之所以在这里运动,只是自由的假象,是我上一个动作的必然结果,现在的一切都可以归结到
我出生的时候,甚至归结到宇宙诞生的时候.我思想自由只是假想,其实早已被决定了,是必然的.
(妖光) 2007-03-29 17:02:33
对 ：）所以说自由是相对的。
(╭☉ō☉╮℡) 2007-03-29 16:56:35
必然是绝对的,自由是相对的?
(╭☉ō☉╮℡) 2007-03-29 16:57:44
如果 2+2=4 是绝对为真的,你不能说这个命题是相对为假的.这句话的意思和上面类似
(妖光) 2007-03-29 17:04:24
必然在我们这个存在的世界是绝对的。自由是必然中才有的属性。偶然中没有自由，只有随
机。
(╭☉ō☉╮℡) 2007-03-29 16:59:12
既然一切都是必然的,就不存在偶然了,也不存在随机,随机两字可以解释成自由
(妖光) 2007-03-29 17:05:36
是呀，但必然和自由是两个命题啊。自由这个概念，就像快慢一样，是相对的。
(╭☉ō☉╮℡) 2007-03-29 16:59:43
自由就是随机的意思啊.
(╭☉ō☉╮℡) 2007-03-29 17:01:00
你是决定论,但是我自己思考过决定论,其实是有漏洞的
(妖光) 2007-03-29 17:07:17
自由和随机是相反的。随机了就不自由了。
(╭☉ō☉╮℡) 2007-03-29 17: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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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
(╭☉ō☉╮℡) 2007-03-29 17:01:43
必然的反面是自由,不是自由包含在必然之内
(╭☉ō☉╮℡) 2007-03-29 17:01:46
这是基本概念啊
(╭☉ō☉╮℡) 2007-03-29 17:02:19
你看一些哲学书籍,都是把必然和自由这对矛盾列在一起
(妖光) 2007-03-29 17:08:32
我以前写过 Absolutivity，那时想象这是比相对论更高级的理论 ：）
(╭☉ō☉╮℡) 2007-03-29 17:02:55
你写的那些是个人日子,没有理论价值
(╭☉ō☉╮℡) 2007-03-29 17:02:58
日记
(╭☉ō☉╮℡) 2007-03-29 17:03:27
我曾经也有一个错觉,想建立三值的辩证逻辑
(妖光) 2007-03-29 17:09:49
那我们的基本概念不同 ：）必然对偶然，自由对随机，自由在必然中，随机在偶然中。
(╭☉ō☉╮℡) 2007-03-29 17:03:44
后来才知道这种逻辑已经有了,在量子力学当中
(妖光) 2007-03-29 17:10:40
嗯，只是一种训练，不过现在对我还是有用，对自己还是有价值 ：）
(╭☉ō☉╮℡) 2007-03-29 17:04:40
自由怎么会和随机是一个矛盾呢?
(╭☉ō☉╮℡) 2007-03-29 17:04:54
自由就是随机,随机就是自由自在
(妖光) 2007-03-29 17:12:22
那你应该深入研究量子力学啊。上次你也提到了。我有机会也想了解下，我一直很爱好物理
的，就是迫于教育制度没学，唉。
(妖光) 2007-03-29 17:13:27
自由地奔跑，和随机的布朗运动，你会发现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有规律，后者没有。
(╭☉ō☉╮℡) 2007-03-29 17:07:30
这么说吧,如果必然对偶然，自由对随机，自由在必然中，随机在偶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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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切都是必然的,所以世界上没有偶然的说法,既然没有偶然,也就没有随机,没有随机,也
就没有自由.同时由于必然是和偶然相对的,因此没有偶然也没有其相对的必然,因此四者其实
都是不存在的
(╭☉ō☉╮℡) 2007-03-29 17:07:45
你把自由理解成文学方面的自由了
(妖光) 2007-03-29 17:15:17
一切都是必然的，这个一是指我们存在的世界。还有不存在的世界吧，那就是无了，跟一对
应。
(╭☉ō☉╮℡) 2007-03-29 17:09:11
自由的奔跑,是没有规律的,如果有规律就不是自由.不同百米赛跑
(╭☉ō☉╮℡) 2007-03-29 17:09:53
不存在的世界是不可讨论的,我说的一切都是指我们存在的世界
(╭☉ō☉╮℡) 2007-03-29 17:10:15
在我们存在的世界,你的理解就是有矛盾的
(妖光) 2007-03-29 17:16:30
嗯，我说的是相对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我认为是不存在的。
(╭☉ō☉╮℡) 2007-03-29 17:10:37
随机算不算绝对的自由?
(妖光) 2007-03-29 17:19:02
随机在不存在的世界里存在啊 :)
不存在的世界存在吗？我想是，但是两个存在是不同范围的概念，前者是我们存在世界里的
概念，后者是存在世界和不存在世界的统一里的概念。所以并不矛盾。
(╭☉ō☉╮℡) 2007-03-29 17:13:43
你这是偷换概念,不存在的世界里的存在,这句话是有矛盾的.
(╭☉ō☉╮℡) 2007-03-29 17:14:01
不能有事物既存在,又不存在
(妖光) 2007-03-29 17:20:31
也许就是 ：）随机是不存在世界里的，是绝对的自由，我们平时所说的自由是存在世界里
的，是相对的自由。
(╭☉ō☉╮℡) 2007-03-29 17:14:41
不存在世界是无, 无里面不能有任何,包括随机.
(妖光) 2007-03-29 17:22:15
整个世界是有无相生，有的世界并不是整个世界。所以说无在整个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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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ō☉╮℡) 2007-03-29 17:16:15
你对自由的理解有问题, 对于你来说,自由是一个度量单位.比如说有多冷,有多热,有多少摄氏
度.但是自由不是这个意思
(╭☉ō☉╮℡) 2007-03-29 17:17:12
无是不存在的,事物不能既存在又不存在.
(╭☉ō☉╮℡) 2007-03-29 17:17:26
无就是不存在, 但是你要说不存在也是一种存在, 这是逻辑错误
(妖光) 2007-03-29 17:23:54
是呀，无里面不能有任何，所以随机也不存在。但不存在也是一个属性，就像存在是一个属
性一样。
(妖光) 2007-03-29 17:27:02
我前面的解释里，说“不存在的世界存在”这个命题并不矛盾，是说这两个“存在”，是不在同
一个范围里的，只是语言的限制，用了同样的词语。
(╭☉ō☉╮℡) 2007-03-29 17:25:34
刚才忙下.你不后一个词能用"存在"了,而是用另外一个词
(╭☉ō☉╮℡) 2007-03-29 17:26:06
就像我不能说我自己既存在又不存在,这两个存在不是同一个意思,究竟这样你自己去猜吧
(╭☉ō☉╮℡) 2007-03-29 17:26:39
不存在不能有属性,有属性它就存在了.
(╭☉ō☉╮℡) 2007-03-29 17:26:59
就想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样
(╭☉ō☉╮℡) 2007-03-29 17:27:20
你不说是对的,要是说出来,就是有名,也就等于有个实
(妖光) 2007-03-29 17:33:48
呵呵，文字语言本来就是模糊多义的，要自己意会下，不能用数学概念直接等价替换。
(╭☉ō☉╮℡) 2007-03-29 17:28:18
要想导出一个必然的结果,必然是要逻辑,概念前后一致的.
(妖光) 2007-03-29 17:34:59
是呀，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
(╭☉ō☉╮℡) 2007-03-29 17:29:26
你要么这么说,不存在的世界是道,道是不可说的.这样是对的,但是要说不存在的世界也是一种
存在,就是错的
(╭☉ō☉╮℡) 2007-03-29 17: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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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语言本来就是模糊多义,文学上称之为歧义
(妖光) 2007-03-29 17:36:02
我可以改成说“不存在的世界也是 Being” ：）
(╭☉ō☉╮℡) 2007-03-29 17:30:00
being 不就是存在的意思?
(妖光) 2007-03-29 17:37:04
being 要超越存在吧，比存在更高级。
(╭☉ō☉╮℡) 2007-03-29 17:31:27
，比存在更高级的是什么?是上帝吗?
(╭☉ō☉╮℡) 2007-03-29 17:32:08
存在是最高级的了, 存在先于本质,这是存在主义.
(妖光) 2007-03-29 17:38:29
Weininger 说 Being 是最高的道德。嗯，也许就是上帝，不过不是基督教里的拟人的上帝。
(╭☉ō☉╮℡) 2007-03-29 17:32:42
他有什么书我看看.我改天看看尼采选集
(妖光) 2007-03-29 17:39:38
还有不存在主义啊，比如虚无主义。然后两者结合才是真正最高级的 Being 主义 ：）
(╭☉ō☉╮℡) 2007-03-29 17:33:48
虚无主义我只是知道,不了解.但是虚无主义是不对的
(╭☉ō☉╮℡) 2007-03-29 17:34:27
你的 being 是指存在,还是本质,还是生命?
(妖光) 2007-03-29 17:41:00
你可以先看 Sex and Character，我的主页里有下载，如果你觉得不错我可以再发一本给你，
那个是收费的，所以我不能随便传播。
(╭☉ō☉╮℡) 2007-03-29 17:35:08
我下载了,改天我看看.
(妖光) 2007-03-29 17:43:03
我上次就遇到了一个虚无主义者。你认为不对，他认为对啊 ：）
being 包括了存在和不存在，两者都是 be-ing 在那里，呵呵，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概念
呢。
(╭☉ō☉╮℡) 2007-03-29 17:37:21
being 用中文说说是什么概念,being 的英文有很多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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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ō☉╮℡) 2007-03-29 17:37:47
你问问虚无主义, 不存在能否产生一个存在的事物?如果能,算不算上帝?
(妖光) 2007-03-29 17:44:11
：）天才论坛还是我的精神乐园，跟那里的人比较投合。
(╭☉ō☉╮℡) 2007-03-29 17:38:08
网址多少?
(╭☉ō☉╮℡) 2007-03-29 17:38:43
我自己没有发现好的哲学讨论地,国内的
(妖光) 2007-03-29 17:46:04
being 也不好翻译，平时就直接用英文来表示吧。就像 linux 也没必要翻译成中文。
(╭☉ō☉╮℡) 2007-03-29 17:40:29
being 对应的是概念,又不是名称.我没有前后文,不知道 being 是指什么意思
(妖光) 2007-03-29 17:47:41
我的网站上有链接。
里面有两个版主这样的管理者，他们是专门凭自己的兴趣来探索哲学，现在国内还没有这样
的环境。
(╭☉ō☉╮℡) 2007-03-29 17:42:23
那只是兴趣,做学问的话不能这样,闭门造车
(╭☉ō☉╮℡) 2007-03-29 17:44:35
人气不怎么旺
(妖光) 2007-03-29 17:51:34
那些做学问的很多只是靠哲学谋生罢了。他们并不是闭门造车啊，平时都在互联网上，有各
种各样的人。
(╭☉ō☉╮℡) 2007-03-29 17:46:00
靠哲学谋生的那叫专业.正如靠写程序为生的一样
(妖光) 2007-03-29 17:53:07
所以他们不是哲学家，不是计算机科学家。
(╭☉ō☉╮℡) 2007-03-29 17:47:07
我认为如果要想好好的学一些知识,首先要搞清楚这个东西的历史,搞清楚别人是怎么想的.
(╭☉ō☉╮℡) 2007-03-29 17:48:03
我想学习哲学,会把历史上著名人物的作品看一遍,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
(╭☉ō☉╮℡) 2007-03-29 17: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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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是出于蓝, 然后才能胜于蓝
(妖光) 2007-03-29 17:56:16
没法全看一遍，必须有选择，因为太多了。
青出于蓝之前，还得选择蓝啊。
(╭☉ō☉╮℡) 2007-03-29 17:50:27
著名作品还是看的完的,至少知道一个大概.
(╭☉ō☉╮℡) 2007-03-29 17:50:39
刚才你对自由和必然的理解,是你自己的思考结论吧?
(妖光) 2007-03-29 17:57:18
这个到是 ：）多阅读，慢慢扩大阅读面。
(妖光) 2007-03-29 17:58:11
是呀，以前形成的思想，碰撞的时候就冒成了火花 ：）
(╭☉ō☉╮℡) 2007-03-29 17:52:35
可是你的想法是不对的.多看看历史伟人的想法,他们之所谓能成为学术泰斗,思想上是有可取
之处的
(妖光) 2007-03-29 17:59:54
呵呵，慢慢发展，我现在思想肯定还没成熟。
(╭☉ō☉╮℡) 2007-03-29 17:54:16
还有你也不能对不存在的世界做更多的考虑,因为你一旦对他进行思考,他就不是不存在的时
间了, 就像你把道说出来一样,一说出它就不是道了
(╭☉ō☉╮℡) 2007-03-29 17:54:31
不存在的时间(世界)
(╭☉ō☉╮℡) 2007-03-29 17:55:03
所以你不能把存在的世界的一些逻辑不合理之处,扔到不存在的世界,这是不对的
(╭☉ō☉╮℡) 2007-03-29 17:56:18
就比如 随机是在不存在的世界. 不存在的世界是无, 根本没有随机, 是根本不属于那个世界,
而不是说随机不存在,
(妖光) 2007-03-29 18:03:31
思维应该是高于物质和能量的，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不存在的世界。不存在的世界 being 在思
维中就很正常了。
(╭☉ō☉╮℡) 2007-03-29 17:58:16
一对思考不存在的世界,它就变得"存在"了.这样它的不存在的本质就是消失了, 其实你真正思
考的是一个虚幻的不存在,而不是真正的无
11

(╭☉ō☉╮℡) 2007-03-29 18:00:02
你可以看看你喜欢的哲学家的负面批评,会很有价值的.比如我特别喜欢笛卡尔,但是也看别人
对他的批评,这样自己的思维不至于局限在他的思想里
(妖光) 2007-03-29 18:06:56
思考不存在的世界的时候，他就变得"being"了吧，而不是变得“存在”，不过我不思考它的时
候，他其实也还是在 being.
(╭☉ō☉╮℡) 2007-03-29 18:01:24
如果它是 being,那么它有属性,一个有属性的事物是存在的,那就不是无了
(妖光) 2007-03-29 18:08:45
我看了罗素对尼采的思想评价，很有意思，不过其实每个人只是在关心尼采思想的不同方面。
(╭☉ō☉╮℡) 2007-03-29 18:03:27
我对尼采的了解只是超人主义,权力主义
(╭☉ō☉╮℡) 2007-03-29 18:04:11
他是人文主义哲学
(妖光) 2007-03-29 18:10:27
有属性的事物是 being 的，不能说是存在的。比如想象中的人头马，它当然是有属性的，但
他不存在。
(╭☉ō☉╮℡) 2007-03-29 18:05:18
不对,人头马本来是不存在的,没有属性,但是想象它了,在你的脑海里有属性,它是存在于你的
想象中的,它是存在的.
(╭☉ō☉╮℡) 2007-03-29 18:05:44
就像天堂是不存在的, 说的人多了它也就存在了,至少存在于意念当中
(妖光) 2007-03-29 18:12:15
尼采对我来说就肯定不是超人主义和权力主义了，我喜欢的那些方面不是什么什么主义可以
概括的。
(╭☉ō☉╮℡) 2007-03-29 18:06:18
你觉得尼采有什么特别之处?
(妖光) 2007-03-29 18:13:23
他的思想影响了很多人啊。
(╭☉ō☉╮℡) 2007-03-29 18:07:32
是啊,尼采是一个道德家,但是它的思想有点反动
(╭☉ō☉╮℡) 2007-03-29 18: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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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回来
(妖光) 2007-03-29 18:16:13
也许是这样吧。不过我也有些反叛。
(妖光) 2007-03-29 18:22:34
我下班了，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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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永恒轮回大战虚无主义 –美丽的相识
2007.4.2
*0*

发件人: ajl zhi
收件人: huzheng_001@163.com
主题:
日期: Fri, 2 Mar 2007 22:20:00 +0800
你好，看了你的《自由性爱，自由软件，及 GNU 结婚协议》，觉得不乏道理。很奇怪你是
怎么将这两个东西联系上的。看来的你的发散性思维挺强的。只是性和软件还是相差太远了。
在你的自由软件婚姻系统中，可以有两种人，一种出力（编软件），一种出钱。当他们出的
东西相当时可以享受相同等级的软件。所以这个时候，软件已经独立出去了，成了不属于任
何这两种人的独立事件。而性呢，如果也在这样一个婚姻系统中，也可以有两种人，一种出
力（提供自己的肉体），一种出钱。这个时候，性爱就不能独立出来了。那个出力的人只能
提供自己的性爱，而出钱的人才能很好地享受性爱。当然出力的人也能享受性爱，但是他们
只能享受别人的，却不能享受自己的。如果出力的人提供的性爱是最好的，对他们来说就很
不公平了。他们提供了最好的东西，却不能享受。
发件人: Hu Zheng
收件人: ajl zhi
主题: Re:
日期: Sun, 04 Mar 2007 23:56:10 +0800
呵呵，你的话也挺有意思。
出钱的人也是在其他事情上出了力才能有钱的吧，只是他们不在软件上出力，因为
不是软件工程师，但可以是电力工程师之类的啊。
我主要是觉得，性自由都难以实现，软件自由肯定更难，而且自由软件运动也不过
是性解放运动那样，就这样啦，也不一定是什么很崇高伟大的事 ：）理解性为什么不
自由就可以理解软件为什么不能完全自由。
有空 gtalk 聊啊，我的是 huzheng001@gmail.com
日期: Mon, 5 Mar 2007 08:27:06 +0800
其实，我倒是觉得理解软件自由简单一些，理解性自由就难多了。
很多人会同意软件自由，但是要让他们同意性自由就没那么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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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是没有感情的，而性却是需要感情付出的。感情的东西没法用什么标准去衡量，所以也
没有办法通过什么贡献大小来决定和谁可以发生性关系。
日期: Sun, 11 Mar 2007 10:16:57 +0800
其实很多人对软件是有感情的，特别是对自己开发出来的软件 ：）
不过性自由很难啊，而且不一定是对的。我还是比较赞成忠诚的婚姻，可惜现在一
直没有女朋友啊。
日期: Tue, 13 Mar 2007 19:06:51 +0800
找一个啊！不过好像看见你正在征友，现在应该快有目标了吧。
我也喜欢忠诚的婚姻。其实性自由固然可能享受更多的性爱，但是与自己所爱的人一起享受
性爱的快感却是另一种更让人向往的东西了。
所以妓女虽然了有很多性自由，却不一定快乐。而那些结了婚被束缚在一个人的性中，没有
性自由的人，却有可能非常快乐、幸福。
日期: Wed, 21 Mar 2007 18:34:29 +0800
很难找啊！不是那么容易，我失败无数次了 ：）
日期: Mon, 26 Mar 2007 21:40:37 +0800
无数次？那你是找得太多了。博爱是好，滥情就未必了。
日期: Tue, 27 Mar 2007 00:04:53 +0800
呵呵，夸张了。慢慢来吧 ：）希望能把握住一个 ：）
有空聊天啊，我的 gtalk 是 huzheng001@gmail.com
日期: Tue, 27 Mar 2007 12:03:33 +0800
对，慢慢来吧。
*1*
(12 时 17 分 35 秒) zhiajl@gmail.com: 我在 gtalk 加上你了。
(12 时 36 分 54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你好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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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时 38 分 38 秒) zhiajl@gmail.com: 你好
(12 时 41 分 38 秒) zhiajl@gmail.com: 你的主页好久没更新了
(12 时 42 分 58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最近加了我的书库。
(12 时 44 分 43 秒) zhiajl@gmail.com: 我看见了。里面有几本书我也很喜欢。
(12 时 45 分 22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呵呵，很高兴 ：）
(12 时 48 分 21 秒) zhiajl@gmail.com: ：）
(12 时 48 分 48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你有 blog 之类的吗？介绍一下自己？
(12 时 51 分 25 秒) zhiajl@gmail.com: 原来有一个，不过很久不用了。地址都忘了。
(12 时 53 分 16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你在读书还是工作了？
(12 时 54 分 17 秒) zhiajl@gmail.com: 正在读书。不过我上网聊天从来不问别人这些问题。
只谈别的。
(12 时 54 分 41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了解一下背景 ：）
(12 时 56 分 57 秒) zhiajl@gmail.com: ：）没有必要吧。又不是要一起过一辈子的人。就算
不知道背景，也不会有什么伤害。
(12 时 58 分 04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如果只是聊天，会很快就忘了。所以只
想结交些可以长期联系的朋友。
(13 时 00 分 44 秒) zhiajl@gmail.com: 忘了就忘了吧，如果不能记得。就算知道一个人的所
有细节，在该忘记的时候还是会忘记的。
(13 时 02 分 54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我希望能抓住一些东西。有些人几年前
聊得很好，现在看见了也不再聊起，这会让我感觉不好。
(13 时 06 分 42 秒) zhiajl@gmail.com: 你不可能抓住任何东西。人生本来就很虚无，没有什
么是你需要抓住的东西。你很怀旧。但是，世界是变化的，你也是变化的。没有两个人的变
化是相同的。你只是在某一点和某个人相遇了，过了这个点，你就无法保证是否能再和他相
遇了。全世界都在做一种不规则的布朗运动。你会和很多人相撞，也会和很多人分离。如果
你一定要和某个人一起运动，你就必须紧紧抓住他。
(13 时 10 分 34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呵呵，但还是有些朋友可以长期地保持
联系，或者能把过去的缘分了尽，也是不错，然后长期地留在心里，也许以后可以记录在自
己的文字里，这样也不是完全的虚无。
(13 时 40 分 51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zhiajl: 这样也是虚无。是一种以为不是
虚无的虚无。就算你把我记下，放在你的文字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你忘了，再也没看
过这些东西。我就消失在你记忆中了。我对于你来说就是虚无。你生命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当你死了，也许再也没有人会把你曾经写过的东西拿出来看。你所有的记忆都灰飞烟灭。这
就是虚无。
(13 时 42 分 16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好朋友可以相伴一生的。
可以尽量尝试保存吧，这样死后也会留下一点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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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时 44 分 17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其实生命的本质也是永恒的，本质从来
不变。
(18 时 21 分 44 秒) zhiajl@gmail.com: 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既然生命有一个开始，他就必定
有一个结束。有限的东西，怎么可能是永恒的呢？
(18 时 23 分 22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事物在变，在转化，但永远不会消失，
存在是永恒的。生命的本质，或者说灵魂，也是在转化，轮回，但永远也不会消失。
(18 时 27 分 17 秒) zhiajl@gmail.com: 灵魂是会消失的。如果他不会消失，你会看见他们或
感觉到他们。但是你能吗？反正我是不能。我读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在打篮球的时候突
然死了。我看着他倒下，但是我没有感觉到他的灵魂。到现在也没有。他的思想的东西随着
他的肉体的失去生命力而消失。或者说，灵魂的消失，有时候比肉体还快。
(18 时 37 分 06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看是否认可轮回的观点了 ：）我最近在
看一些这方面的书，比如《奥修传》。
*2*
与 zhiajl@gmail.com 在 2007 年 03 月 30 日 星期五 13 时 53 分 35 秒 的谈话
(13 时 08 分 42 秒) zhiajl@gmail.com: 你平时喜欢看漫画吗？
(13 时 09 分 03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初中时看得很多，现在少了。
(13 时 09 分 06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http://reciteword.cosoft.org.cn/yaoguang/shownote.php?noteid=105
(13 时 53 分 35 秒) zhiajl@gmail.com: 看了你的更新了。
(13 时 53 分 49 秒) zhiajl@gmail.com: 想发展我做会员？
(13 时 54 分 25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很欢迎啊 ：）
(13 时 56 分 39 秒) zhiajl@gmail.com: 可是你说话太没有逻辑，没法交流啊。你太过自我，
总是不听别人在说什么，只是自顾自地说着一些好像很有道理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没有理
论或者是事实来支撑他们，你说的话没有太多说服力。
(13 时 58 分 42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了你，我俩都认为
虚无主义不太对 ：）
(14 时 01 分 08 秒) zhiajl@gmail.com: 是吗？我可没看出来哪里提到过我。不过倒是看见了
有一个满脸豆豆的小女生。不过不说这个了。关键是你们理解了我说的这个虚无的概念吗？
(14 时 02 分 06 秒) zhiajl@gmail.com: 还有，为什么不把我们的对话贴出来？你觉得你们的
对话比较有代表性吗？
(14 时 03 分 55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你把我们的对话贴出来啊 ：）
(14 时 05 分 08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其实跟你的对话也很有趣。但这样的对
话很多，懒得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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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时 05 分 34 秒) zhiajl@gmail.com: 我不喜欢做这种事情。我喜欢看别人把我的东西贴出
来。你知道吗？我喜欢别人对我的认同。但是不喜欢自己去认同别人。
(14 时 05 分 49 秒) zhiajl@gmail.com: 是吗?太多了吗？
(14 时 06 分 08 秒) zhiajl@gmail.com: 懒就懒吧。反正无所谓了。
(14 时 06 分 27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那你自己认同自己吗？如果认同，那可
以自己贴出来啊 ：）
(14 时 07 分 16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我经常会有有趣的聊天，因为是聊天，
所以一般不贴。
(14 时 07 分 28 秒) zhiajl@gmail.com: 自己看就可以了，何必贴呢？反正贴与不贴，并没有
太大的差别。
(14 时 07 分 43 秒) zhiajl@gmail.com: 哦，那个不是聊天？我理解错了？
(14 时 08 分 12 秒) zhiajl@gmail.com: 不与你争论这个了。好无趣的。
(14 时 09 分 01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那你为什么在乎我没贴跟你的聊天？
(14 时 09 分 04 秒) zhiajl@gmail.com: 你和那个(╭☉ō☉╮℡)都是精神分裂？
(14 时 09 分 39 秒) zhiajl@gmail.com: 没有在乎。我说过我在乎吗？
(14 时 10 分 18 秒) zhiajl@gmail.com: 只是说说而已。有很多的事情都只是说说而已。没有
太多需要争论的，因为没有必要。
(14 时 10 分 51 秒) zhiajl@gmail.com: 你们是怎么定义精神分裂的？
(14 时 11 分 02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是呀，所以那个不只是聊天，因为那个
也反应了我的生活状态 ：）
(14 时 11 分 59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不在乎就不会提起啊 ：）
都被确诊过，呵呵 ：）
(14 时 13 分 00 秒) zhiajl@gmail.com: 你的生活状态？你在怎样一种状态下生活？不是很正
常吗？工作了，也没有在精神病院呆着。只是一种对生活的不确定性吧。也许生活没什么目
标。
(14 时 13 分 28 秒) zhiajl@gmail.com: 是吗？你提起的东西都是你很在乎的东西？
(14 时 14 分 52 秒) zhiajl@gmail.com: 我不是。我只是有时候突然想起，然后就说了。说过
也许就忘了。所以我提起的东西，不一定是我很在乎的。我很在乎的东西我不但会提起，而
且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
(14 时 15 分 14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被甩啊，工作时和朋友聊天啊。这篇文
章吸引一般人，让他们了解我们在想些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 ：）
(14 时 16 分 23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I can think. I can wait. I can ignore。很
多东西都被我 ignore 了，所以记录下来的都是我感觉有新意的东西。
(14 时 19 分 20 秒) zhiajl@gmail.com: 哦，所以你觉得你记录下来的东西就一定会永存下来？
18

第二章 永恒轮回大战虚无主义 –美丽的相识
不一定，也许你没有记录下来的东西比你纪录的东西生命力更强。虽然他们也不能永生。但
是这种比较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最终都是要归于空，归于无。所以不需要去在乎那么
多的有没有被 ignore.
(14 时 20 分 39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过程往往比结果重要啊 ：）我记录下来，
就是一个过程，他会影响其他人。
(14 时 20 分 46 秒) zhiajl@gmail.com: 不过我说你被甩是有原因的。如果你真的这么在意被
甩的话，你就有必要想办法去改进，直到不被甩为止。
(14 时 21 分 11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你认为人死了就是无了吗？我不这么认
为。世界上存在永恒的东西。
(14 时 22 分 54 秒) zhiajl@gmail.com: 过程真的那么重要？当然不是。你如果真的认为过程
那么重要的话，就不会因为被甩而感到不开心了。因为你在乎的是那个过程，而不是最终是
不是得到某个人的结果。所以说，你也是在乎结果的。如果你在乎结果，那么过程就没有结
果重要。就算你没有这些过程，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遗憾。
(14 时 23 分 16 秒) zhiajl@gmail.com: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是永恒的？
(14 时 23 分 24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呵呵，我有些明白原因了。下次换一种
类型的人吧，其实没必要因此改变自己。我跟她比较缺乏共同语言，有点不在同一个世界。
(14 时 23 分 28 秒) zhiajl@gmail.com: 思想？生命？
(14 时 24 分 10 秒) zhiajl@gmail.com: 那你告诉我什么样的思想是永恒不变的。谁的生命曾
经经历了超过 200 年？
(14 时 24 分 45 秒) zhiajl@gmail.com: 不要告诉我上帝或是别的我们从来只能靠想象知道的
神或人。
(14 时 25 分 24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我没有因为被甩而不开心啊，我在“真惨
“后面跟的是笑脸符 ：）
跟她一起吃饭看电影的那个晚上还是很美好，虽然那是虚幻的，单方面的，呵呵。
(14 时 26 分 55 秒) zhiajl@gmail.com: 可是，你那个是笑脸吗？不是。那时你的一个口头禅，
他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意思了。只是一个无意义的代号而已。你在你的谈话中有太多同样的
符号了。
(14 时 28 分 08 秒) zhiajl@gmail.com: 你是在骗你还是在骗我？
(14 时 28 分 33 秒) zhiajl@gmail.com: 那都不要紧了。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那就 OK。
(14 时 28 分 35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老子的思想几千年了现在还在啊。
生命并不是死亡就结束了，在出生前它在，你死后它也在。
(14 时 29 分 23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我心里在笑，然后就写下了 ：）
(14 时 33 分 40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你年龄还比较小吧，可能有些经历还没
有过，这样你没有一些特别的体会。
再就是你应该是没有做过什么自己觉得满意的事情吧，这样才感觉很虚无。我大学里开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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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dict，我自己比较满意，算实现了自己曾经的理想，而且为我现在的生活打下了基础，
所以我会觉得生活是有意义的。
(14 时 34 分 12 秒) zhiajl@gmail.com: 是吗？现在的东西还是他原来的思想吗？有些东西他
虽然有和别人一样的外壳，可是他的内在已经发生改变了。你看不到这种改变，因为你没有
经历他。你只能经历你在的那个时期。所以你以为是永恒的东西，他已经死了。而你现在所
谓的生命是指整体生命。但是就算是整体的生命，他也有没有开始的时候。当地球上还只有
无机物质的时候，生命还没有生发。后来有了有机物质，才有了单细胞生物，才有了生命。
既然生命又开始，那他一定有结束的时候。只是你不一定能看得到。但是你能看到你自己生
命结束的时候。既然每一个单个的生命都是有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世界上的生命集合也是有
开始和结束的。
(14 时 37 分 17 秒) zhiajl@gmail.com: 我现在不是和你争论我的生活是不是有意义的。我的
生活也是有意义的，但是我知道，就算我现在过得很有意义，最终他还是要变成虚无的。但
是我并不恐惧这种虚无。我认同她，感受到他。
(14 时 39 分 24 秒) zhiajl@gmail.com: 我现在虽然没有什么成果，但是以后会有的。你有
stardic，我会有别的。就算我没有为我现在的生活打下基础，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的。
(14 时 40 分 35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本质是不变的，外表才会变。对道的体
会，一般人不理解，但有人会有相同的感悟。你相信生命是由有机物质发展起来的？科学也
没证实这一点吧。地球不是整个世界，生命也不只是仅有地球上生物的形态。存在的东西是
永恒存在的，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只能转换，不能消失，生命也是这样。
(14 时 40 分 36 秒) zhiajl@gmail.com: 你是想要用这些成就来告诉我说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我就不能有什么思想吗？当然不可能。
(14 时 42 分 01 秒) zhiajl@gmail.com: 老子不是因为他曾经有什么东西让他过得衣食无忧才
被人认同的。他是因为那本代表他思想的道德经才闻名于世的。
(14 时 44 分 37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如果你指的虚无是指整个世界的本质，
指佛教里的涅槃，那我也很认同。但我们生活中的事，并不会消失，并不是虚无，存在的，
永恒存在。
(14 时 46 分 19 秒) zhiajl@gmail.com: 不过我还是觉得为了这些有没有的东西在这里争论真
是很没有意思。因为我们的理论基础本来就不是一样的。所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比性。就
好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比较谁的乳房更大一样。就算那个女人的乳房比那个男人的
大一点又怎么样？她也许只是 A cup，和大部分的女人比，她是一点优势都没有。但是她确
实好像又比那个男人大一点。但是这种大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从现在开始不与你争论这种
问题了。
(14 时 47 分 14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把你的思想整理记录下来吧，这些得自
己保存。你还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很难得 ：）
(14 时 47 分 43 秒) zhiajl@gmail.com: 以后可以找一点有共同理论基础的东西来讨论一下。
这样还稍微好一些，不会像现在这样，真是一塌糊涂。谁都不服谁，可是根本就没有意义。
(14 时 48 分 33 秒) zhiajl@gmail.com: 我不需要纪录下来。我相信我的虚无主义论。如果有
的东西她确实能存在了，就算不记录下来，也会有他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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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时 48 分 35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我没感觉到在与你争论什么。接触你的
思想很不错 ：）
(14 时 50 分 21 秒) zhiajl@gmail.com: 是吗？谢谢。你的也很不错了。
(14 时 50 分 24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虚无主义有那些经典的书？推荐一下，
我都读一下来 ：）
(14 时 54 分 32 秒) zhiajl@gmail.com: 没有。我只是看了很多类型的书，然后自己想出来的
这个东西。如果你真要我给你推荐的话。你可以看看庄子，奥修的书，还可以看看佛学方面
的东西。
(14 时 54 分 58 秒) zhiajl@gmail.com: 他们对我虚无概念的产生有很大影响。
(14 时 55 分 21 秒) zhiajl@gmail.com: 当然我的经历也给我很多启示，让我有了这样的虚无
的感觉。
(14 时 56 分 01 秒) zhiajl@gmail.com: 你说我小？我一点也不小。我也有很多的经历。
(14 时 56 分 11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庄子我很喜欢。奥修的书我正在读。佛
学我刚入门，我想等我先研究完奥修再看。
(14 时 57 分 14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你在读研究生？在北京吗？
(14 时 59 分 12 秒) zhiajl@gmail.com: 你看，其实我们两个读过的东西都差不多，但是竟然
会有这么不相同的思想沉淀出来。所以说，没有什么思想是永恒存在的。他们的精髓在被人
不断地理解中，也许早就失去了原来的意思。可以说，他们的远身早就死了。
(14 时 59 分 53 秒) zhiajl@gmail.com: 我说了，不谈这个问题。我不问你，你也不要问我。
我们只谈我们的思想，谈我们对生命的感悟。
(15 时 02 分 16 秒) zhiajl@gmail.com: 就算你知道我在哪里读书，我在干什么，我最喜欢的
东西是什么。又有什么用呢？你不需要理解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你只要知道我有什么
样的思想就可以了。
(15 时 02 分 21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大家都是在阅读他们的书籍时发展了自
己的思想 ：）
(15 时 03 分 35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如果你在北京我们可以一起吃饭啊 ：）
我喜欢在现实中认识朋友，不只是在网上 ：）
(15 时 03 分 41 秒) zhiajl@gmail.com: 是呀。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任何东西都会死
去，都会消失。也许你会不认同这种消失。你以为你了解一个名词，她就不会消失了？不是。
但他已经不是他的时候，她就消失了。
(15 时 05 分 20 秒) zhiajl@gmail.com: 非常不好意思。我会令你非常失望的。为了我们之间
那点由于距离产生的美，我还是不得不说，我还是希望这样的交流。
(15 时 05 分 54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我认为只是变化，而不是消失。就像物
质和能量的转化，一种能量形式转化为另一种，你觉得是消失了，我认为只是变化了，本质
还是没变，所以没有消失。
(15 时 08 分 03 秒) zhiajl@gmail.com: 看来你比较相信物理研究的成果，而对于生命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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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东西比较抵触。你觉得能量转化一定是正确的吗？那你怎么理解消失这个概念。你的词
典里有消失吗？
(15 时 08 分 04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为什么会有失望的感觉啊，又不是网恋
后见女网友。不过如果你觉得现在还不合适，那也没什么关系，也许以后会有机会的 ：）
(15 时 09 分 22 秒) zhiajl@gmail.com: 也许吧。看缘分了。
(15 时 09 分 53 秒) zhiajl@gmail.com: 你网恋过？好像很记忆尤深的样子。
(15 时 10 分 49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我觉得生命科学的一些结论都还没有确
切的根据，比如生命的产生，就没有回答，然后我认为生命也是没有什么开始或者结束的，
就像佛教里说的轮回。
(15 时 12 分 34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能量转化我认为很深入了啊，至少现在
物理学里认为是对的吧。你说的消失跟时间有很大的关系，不过我觉得时间也许也是可以轮
回再现的呢。
(15 时 13 分 41 秒) zhiajl@gmail.com: 生命是有开始和结束的。你的出生就是开始，你的死
亡就是结束。如果你要说轮回，那只能是一种意识的轮回。但是，真的有轮回吗？我不相信。
如果你能告诉我你的前世是谁，或者我的前世是谁。我们怎样才能回忆起前世经历过的东西。
也许我会尝试着相信你。但是现在，不行，我不相信。
(15 时 14 分 00 秒) zhiajl@gmail.com: 好了。我有事要走了。以后再聊。88
(15 时 15 分 10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没有网恋过啦，我得在现实中有所接触，
不能花那么多时间去想象另一个人。不过恋爱方面我是屡战屡败啊，总是被抛弃 ：）
(15 时 17 分 20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嗯，我开始认同我不只是现在的身体，
现在的思想，本质应该只是一种意识。
*3*
(09 时 30 分 50 秒) zhiajl@gmail.com: 把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吧。不要那么消极了。再说，
你没有成功过吧，何来抛弃一说。你失败的原因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不愿意改变。有时候
两个人一起，总是要相互妥协一点才能更好地发展。
(09 时 33 分 25 秒) zhiajl@gmail.com: 你还是执著于轮回的观点。如果你说你是一种意识形
态，那么为什么自你这辈子出生后，你总是要重新开始学习另一种意识？你为什么不用回原
来的意识？其实，这正是说明没有轮回。你现在的生命是唯一一次生命，从你出生起他就开
始，到你死亡的时候，他就结束。
(09 时 33 分 37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呵呵，现在还是在继续尝试 ：）不过不
会那么看重了。
我都是还没在一起就被清除列表了啊，现在还是比较坚持自己的观点，虽然也是在变化中。
(09 时 36 分 55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婴儿时的你也是你吧，那时候你没有现
在的思想啊，只是有一些本质的意识，即使你还只是一个受精卵的时候，那也是你。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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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不是身体，而是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在多次的出生和死亡中完善自己，最终得道，与世
界融合。
(09 时 39 分 24 秒) zhiajl@gmail.com: 对啊，所以说不存在轮回。你的思想都是后天学成的，
不是天生就存在你头脑的。如果是天生存在的，那么你可以什么书都不读，什么道理都不学，
突然有一天就醒悟了。而现在，你需要看很多书，需要思考很多，才能形成一定的观点，才
有一定的思想。所以说，你是这个世界上一个独立的生命。你不是由任何其他生命形式转化
或者轮回过来的。
(09 时 50 分 42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为什么有的东西我读了就明白,而有的人
要很艰难的学习？因为有些东西本来就在你的意识里了，你只是在读书时发现和确认了它。
意识可以一次次的积累，慢慢完善。
死亡只是身体的消解，它只能对应身体的形成。身体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出生？受精卵？即
使是受精卵也不是开始，而是一个结果，它也有前因。
就算个体会死亡，但你的本质，你的基因不是这样的，他在你出生前组合形成，在之后可以
通过繁殖继续存在，并不会消失。
(09 时 54 分 40 秒) zhiajl@gmail.com: 世界是不断发展和进化的。原先没有的东西，现在有
了。就像你现在学的电脑方面的东西，原先没有。编程的东西，原先也没有。那你又是从什
么地方得到这些东西的启示呢？你之所以能很容易理解某些东西，是因为你的头脑中含有某
种物质，那种物质促使你对某些东西敏感。但是那种物质是实体形式的东西，不是物质形式
的东西。
(09 时 56 分 29 秒) zhiajl@gmail.com: 不过好像这么说过来你是有些唯心主义，而我则有些
唯物主义的倾向。又是两种不同理论基础下的争论。我觉得很奇怪，我们两个看的书到底在
什么地方发生了偏差，竟然导致我们坚信的东西的基础会相差这么远。
(09 时 59 分 25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你认为的虚无跟时间有很大的关系，你
认为你一百年后就归于虚无了。可你了解时间吗？
有两种说法，一种是 There is no time，如果你认识到这点，这样你存在，就是永恒存在。
组成你的身体的物质在你死后没有消失，只是转化了，组成你的灵魂的意识也没有消失，也
只是转化了。
另一种是，这个世界是永恒轮回的，空间的轮回就会形成对应的时间的轮回，地球自转就有
白昼的轮回，公转就有年的轮回。宇宙目前是在膨胀中，所以给了我们时间是单向的错觉，
但实际上宇宙也是在空间中轮回着，只是宇宙年周期很大，我们没法全部地经历，但我们现
在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轮回再现的，并不是归于虚无。世界的存在有开端吗？这个在逻辑
上可以证明是没有的，所以世界也没有结束。没有结束，哪里来的归于虚无呢？
(10 时 05 分 14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呵呵，我唯物和唯心都接受，不走“唯”
这种极端，两条道路同时发展，最终会融合在一起，这是我看到 Weininger 因为认为只能在
Absolute 和 Nothingness 中选一条发展而自杀后总结的，我总是选择 Both ：）
(10 时 05 分 38 秒) zhiajl@gmail.com: 逻辑不能证明世界有没有开始有没有结束。我觉得，
不论是有还是没有，都只是现在人类的一种猜测了。我和你讨论了这么久的轮回和虚无的问
题，但是却没有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谈论的东西并不相同。我在说单个人的问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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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整个世界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太渺小，我从来不去思考整个宇宙的问题。我倾向
于关心每一个个人。因为每一个人自来到世上，他就只有这么一生可以过。要怎样度过这仅
有的一生，是我研究的内容。而你研究的内容是更广大的范围。我也不能说你的就一定是比
我高的东西。
(10 时 07 分 24 秒) zhiajl@gmail.com: 你害怕自杀？你害怕自我毁灭？那说明你从心底并不
绝对认同轮回的观点。因为如果你相信轮回，你就不会惧怕自杀。你能相信你来时也能继续
你现在的东西。不是吗？
(10 时 08 分 19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就像数轴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一样 ：）因
为有开始的话，开始之前就只能是 Nothing，但 Nothing can come out from nothing。所以
没有开始。
(10 时 14 分 45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嗯，我也是很重视地要让自己度过一个
有意义有价值的一生。但价值和意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我只能让自己的世界观更大，
让自己看得更长远。
我不推荐自杀哈 ：）不过我也不会反对。我其实我前几个月就挺平静地，因为我觉得我做
完了以前想做的事，即使死去了很满意了，我可以接受，不过生活还是可以继续，我可以进
入另一个阶段，开始新的事情。自杀往往是为了完成，但这只是一个阶段的结束。
(10 时 15 分 56 秒) zhiajl@gmail.com: 有开始。我的理解是世界也许是一个圆，他从开始的
地方结束。但是每一个个体是圆上的一小段弦，你从开始的地方开始，从结束的地方结束。
(10 时 16 分 52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我可以不惧怕死亡，但没必要自杀啊。
在我看来，如果 Weininger 不自杀，他可以继续写出更好的东西，只是他发展得太快了，以
至于承受不了。
(10 时 20 分 12 秒) zhiajl@gmail.com: 对呀，如果他没有自杀，他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所以
他没有轮回。如果有轮回，就不怕他自杀了。因为他还有来世，还可以继续写出更好的东西。
但是他不能了。因为没有轮回。
(10 时 20 分 38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圆就没有开始和结束啊，从开始的地方
结束了，又会继续开始 ：）
个体也是有整体性的。既然整体没有开始结束，他的部分就也是这样，因为如果部分全结束
了，整体当然也会结束。
你说的结束，还有继续开始，你说的消失，其实只是转化，并没有消失。
(10 时 24 分 38 秒) zhiajl@gmail.com: 我说的不是部分全部结束了。是那个特定的部分结束
了。就像一棵树。其中有一个细胞死了。他不会影响整棵树的生长，因为还有很多细胞在支
撑着这棵树。但是这个死去的细胞和其他活着的细胞是不一样的，他死了，就是死了。他再
也不能发挥作用。但是其他的可以。但是他没有能转化，他只是就那样死了，消失了。再也
不会有像他一样的细胞出现了。
(10 时 25 分 06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有时候，走极端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样
他才能认识到这种极端，就像犯错误也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样才能认识到错误，从而知道什
么是正确的。从普通的层面讲，他不自杀可以继续，所以我们希望他不自杀，从永恒性讲，
他自杀了，体验了一种极端，以后下次轮回就可以再进一层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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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时 32 分 47 秒) zhiajl@gmail.com: 他可以吗？这只是大家的一种愿望一种臆想罢了。为
什么像孔子、老子、耶稣、释迦牟尼一类的人没有轮回回来。他们为什么没有得到永恒的生
命？那是因为不存在。也许有人会希望他们存在。但是事实是，那是不存在的。人可以有幻
想，可以有想象。但是不能沉迷其中。应该要在适当的时候从幻觉中惊醒。
(10 时 34 分 06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你说的细胞死亡确实有道理，但我们是
一个个体，有繁殖能力，所以有整体性。其实细胞和人的本质都是没有消失，比如他们的基
因，细胞的基因跟树的基因是相同的，所以细胞死的时候树还在，基因就还在，而树，人，
这样的个体，可以有繁殖手段来继续保存自己。从一生的角度，我们的意义的生存和繁殖，
达成进化，从生命的角度，我们的意义是在轮回中完善自己，达到悟道。
(10 时 37 分 16 秒) zhiajl@gmail.com: 我同意你的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为了生存和悟道。但是
我没法认同轮回的观点。
(10 时 39 分 00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存在有很多形式，不只是在我们的世界
生活着才是存在，存在也不是唯一的形式，有存在的世界，还有不存在的世界，可以在存在
的世界存在，也可以在不存在的世界 Being 着。
你把自己局限在世俗的世界中，就没有看到整个世界。也许还有那种纯意识形态的生命呢？
生命不只是炭水化合物一种形式。
(10 时 43 分 56 秒) zhiajl@gmail.com: 也许吧，但那都只是猜测而已。人可以有很多猜测，
但是我关心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形态。你也可以关心很多别的东西。但是那些东西真的
很虚空。你从那里能感受到的只是很虚无的东西。你能真实感受到的东西是你现在所处的这
个世界，是你现在所在的这种状态。我不是说那些虚空就不好。但是，有太多的虚无的东西。
为什么不好好把握现在实实在在的东西呢？人生苦短。不知道你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他的中
心思想是：最珍贵的东西不是未得到和已失去，而是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
(10 时 44 分 10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呵呵，我也不是很认同佛教里的轮回观
念，但佛陀的轮回和跳出轮回还是可以感觉到的，只是不是世俗化的轮回那样。我想我还得
慢慢去了解佛陀的领悟呢，目前他对我来说还是太高了，我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只能从其
他方面入手，比如最近可以先读一些奥修的书，还有他推荐的书。
(10 时 47 分 23 秒) zhiajl@gmail.com: 你追别人总是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也在这了。你没有
很好的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东西，只是在寻找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一种很虚无的东西。
就像是你要了解的浩瀚的宇宙一样。你以为那种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但事实上，作为地球上
一个普通的生命，如果你要追求这种普通人的感受，你就必须让自己成为他们的一员，感受
他们的感觉。如果你真的想要成为伟大的思想家，那么，像这种普通的爱情啊，家庭啊，这
种东西是不予考虑的。
(10 时 50 分 14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嗯，是这样，我也不喜欢讨论那些太虚
空的东西，比如很多哲学书里写的，但不少哲学道理是可以指导现实生活，可以帮你去理解
现实生活，尼采， Weininger 这些都是在遇到现实问题后引发的思考，我的一些想法也是这
样。如果只是为了思维训练，我更愿意去开发一些软件，锻炼的同时可以被实际地使用，所
以我平时是一个软件工程师，自己也喜欢 ：）
(10 时 55 分 19 秒) zhiajl@gmail.com: 是啊，哲学是很好的东西。因为大哲学家都是些及其
聪明的人。他们的思想会给人带来很多的启发。但是也有些不够聪明的人研究他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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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已经领悟了其中的真谛，开始胡说八道，或者走火入魔。这样的现象是很恐怖的。我喜
欢哲学对我们生活的引导作用。
(10 时 58 分 54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呵呵，没办法啊，经过了几年的训练，
已经养成了一些习惯，让普通人把我们的想法评断为精神分裂算了，我们在笑着：）张宇也
是这样，他说他现在只能看哲学书了，一般人不看哲学书，居然还有我们这种人，呵呵。不
过他也一样在世俗的世界生活得很好，24 岁就结婚了，有个漂亮的老婆，很不错 ：）
我以前总结了生存和繁殖的道理，不能丢掉繁殖，所以要做到结婚生子，而且我喜欢在爱情
中体验，在平常的生活中体验，不过我也不会丢掉思想上的追求，如果有哪个女孩子能接受
这样，那就行了。
(11 时 01 分 20 秒) zhiajl@gmail.com: 难道这样的女孩子这么难碰上吗？我是说你是不是接
触的女生太少了？要不然你怎么能总是屡败屡战还是没有成功呢？
(11 时 01 分 39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呵呵，很多中国的“叫兽“就是这样。走
火入魔我也经历过，能恢复出来就好了，以后可以学会避免。
(11 时 04 分 39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他们可以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啊，优秀的
人很多，有钱的老总也很多，我就被在衡量中被落选了。不过以后会找到的吧，我目前其他
条件还算不错 ：）
(11 时 05 分 33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s/他们/她们
(11 时 08 分 14 秒) zhiajl@gmail.com: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没有现在不错的条件，就光凭
你的思想，你能不能找到一个你中意的人。如果不能，那么那个愿意和你在一起的人是因为
被你的条件吸引还是被你的思想吸引？如果那个和你在一起的人只是看上了你的条件，你又
将怎么办？
(11 时 14 分 52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一个人的思想决定了他的行动，然后创
造了他的条件。所以思想和条件还是有一致的地方。
如果一个人只是看上我的条件，我可以感觉得到，或者她同时也只是能看到我一部分的思想，
这样我也不会选择她。
不过在现实中往往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如果我最近还是尝试出国，虽然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甚至最近都忽略了考 gre 这件事，但我还是没法保证一定就能在一起，这个要对方自己衡量。
(11 时 20 分 58 秒) zhiajl@gmail.com: 这就是了。你不能给人一个稳定的结局，你没法告诉
那个你喜欢的人说我会尽一切可能和你在一起。你让人觉得没有安全感。就算有人能理解你
的观点，就算她百分之百理解你的思想。你不能给她一个承诺，你不能给她一个肯定的答复，
她怎么可能敢和你在一起。她会害怕失去你。所以，你注定要失败了。下次追女生的时候不
要老是提什么我没法保证以后一定能在一起的话，这样会好很多。
(11 时 21 分 25 秒) zhiajl@gmail.com: 你知道吗?女人最害怕没有安全感。
(11 时 24 分 08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呵呵，也是，不过有些情况是我还没提
到这些就把我删了。我得再等两年才能把出国这件事确定。
(11 时 26 分 47 秒) zhiajl@gmail.com: 那你还有很多时间。慢慢来吧，不着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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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时 27 分 20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嗯 ：）不急不急，修心养性 ：）
(11 时 29 分 58 秒) zhiajl@gmail.com: 下次再有什么人要追求，找我帮忙吧。看你这么狼狈
的样子。一定是太不了解女生了。作为一个很欣赏你的思想的人，我愿意免费给你当恋爱顾
问。要知道，我平时开价很高的。修身养性是要。但是怎么说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有时
候着急一下也不为过。
(11 时 30 分 08 秒) zhiajl@gmail.com: 好了，有事先走了。
(11 时 31 分 52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好，以后找你请教经验啊！最好能介绍
女孩给我认识，那最感谢！ ：）
*4*
(12 时 39 分 46 秒) zhiajl@gmail.com: 回复 在 3 月 31 日 的聊天
(12 时 39 分 46 秒) zhiajl@gmail.com: 恋爱顾问是可以当了，但是不能给你介绍女孩，因为
我不是媒婆，也不是月老，不喜欢做这种撮合之事。
(13 时 34 分 09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这周准备见两个女孩，结果得知都是有
男朋友了。
今天遇到一个高中同学，她快到北京来了，真是太好了啊 ：）
(13 时 35 分 25 秒) zhiajl@gmail.com: 这就是前期准备工作没有做好了。你是说你要向你的
高中同学发起进攻了？
(13 时 35 分 43 秒) zhiajl@gmail.com: 你这是找女朋友呢？还是碰运气呀？
(13 时 35 分 58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呵呵，看缘分 ：）
(13 时 36 分 25 秒) zhiajl@gmail.com: 你要是老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还真是比较难指导了。
(13 时 36 分 55 秒) zhiajl@gmail.com: 我首先得要问你一句，你是怎样去找女朋友的，你找
女朋友之前都做了些什么？
(13 时 37 分 07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等她过来了一起吃次饭，然后再看。
(13 时 37 分 14 秒) zhiajl@gmail.com: 要不然，我觉得我的指导方案不一定能成功了。
(13 时 38 分 01 秒) zhiajl@gmail.com: 就这样？你不了解她？你只是希望见到她之后能有发
展的机会？就因为她也是个女的？
(13 时 38 分 04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先想办法认识啊，然后看能不能发展。
(13 时 38 分 25 秒) zhiajl@gmail.com: 你这个网也撒得太广了！
(13 时 38 分 49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不是啊，她是个很不错的女孩呢，绝对
符合我的标准。
(13 时 39 分 51 秒) zhiajl@gmail.com: 哦，那就可以了。你的意思是你早就对她有意思，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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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她已经很了解了。你觉得她能理解你，会有机会和她在一起？
(13 时 41 分 11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高中时有过一些接触，虽然不是爱情方
面。
大体情况还是了解吧，成绩很好，比较聪明，也比较漂亮。
她怎么看我就不知道了。
(13 时 41 分 42 秒) zhiajl@gmail.com: 她有男朋友吗？
(13 时 42 分 04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应该没有吧，她是换工作到北京来。
(13 时 43 分 10 秒) zhiajl@gmail.com: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知道吗？在追一个女生之前一定
要搞清楚的就是那个女生有没有男朋友，如果有，她和男朋友的关系怎么样？
(13 时 43 分 51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这倒是，我到时可以想办法问一下 ：）
(13 时 43 分 55 秒) zhiajl@gmail.com: 如果她没有男朋友，或者她和男朋友的关系不好。那
么 OK，你有机会。这个时候就要好好把握机会了。
(13 时 44 分 38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呵呵，最近一直机会还是比较多，总可
以认识几个人，虽然都没有成功。
(13 时 45 分 12 秒) zhiajl@gmail.com: 这个问的时候，也是有技巧的，不要太直接，也不要
太间接（让人看出来的那种间接），要自然，要让人觉察不出来在询问她男朋友的情况。
(13 时 45 分 52 秒) zhiajl@gmail.com: 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的，反正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人第一
次见你就让她看出你要追她的意味。
(13 时 46 分 01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这个我不擅长啊，经常推测错误，最后
才被告知。
(13 时 46 分 27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啊？为什么？那下次怎么联系？
(13 时 46 分 31 秒) zhiajl@gmail.com: 哎，那就是你给自己的心理暗示太多了。
(13 时 49 分 12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不过慢慢经验还是多些了，呵呵。
(13 时 49 分 36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这是上天给我的机会啊，真是高兴 ：）
(13 时 50 分 13 秒) zhiajl@gmail.com: 你现在都积累了一些什么经验啊？你难道一次都没有
碰见对你有好感，喜欢你的女生？不会这么悲惨吧？
(13 时 51 分 11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失败经验丰富 ：）
有，前一阵被我拒绝了，一个 23 岁的女博士。
(13 时 52 分 17 秒) zhiajl@gmail.com: 既然碰见过，那就应该知道一个人如果喜欢你会有什
么样的表现了。
(13 时 53 分 01 秒) zhiajl@gmail.com: 喜欢你的女生一定会经常主动联系你，会关心你，会
经常和你找一些共同话题。
(13 时 53 分 22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很离谱哦，我什么都没做，她居然就说
爱上我了，就见面吃饭两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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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时 53 分 24 秒) zhiajl@gmail.com: 那个女博士是这样的表现吗？
(13 时 54 分 00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这倒是，她总想缠着我。
(13 时 54 分 30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可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关键是碰
到合适的人。
(13 时 54 分 53 秒) zhiajl@gmail.com: 是吗？那很正常啊。女生很容易这样的。她一定是看
上了你某一特殊的优点吧。
(13 时 55 分 36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可能是 ：）可同样的情况，其他的女孩
根本就看不到。
(13 时 56 分 22 秒) zhiajl@gmail.com: 那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那个女博士呢？至少像你原来
说的一样，能够理解你呀？
(13 时 56 分 49 秒) zhiajl@gmail.com: 可见你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人。你现在对你喜欢的人的
标准还比较模糊。
(13 时 58 分 07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她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综合方面也感觉
不在同一个层次，外表也很一般，就只是一个博士身份罢了，跟她聊的话也不感兴趣。
(13 时 58 分 39 秒) zhiajl@gmail.com: 也许你还没有真正了解你到底是喜欢怎样的人吧。你
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了。你到底是不是要找一个能够理解你的人呢？
(13 时 58 分 51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http://reciteword.cosoft.org.cn/yaoguang/seek.txt
有三个条件就行了，然后就看对方怎么看我。
(13 时 59 分 39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条件符合后，谈得来就行了 ：）
(14 时 03 分 52 秒) zhiajl@gmail.com: 她既然对你聊的话这么不感兴趣，怎么还会说喜欢你
呢？她到底是喜欢上了你什么呀？我都觉得很奇怪了。如果不喜欢你的话，会像其他女孩一
样，告诉你不喜欢啊。如果她喜欢你，怎么会对你聊的话题不感兴趣呢？我都理解不了了。
(14 时 04 分 39 秒) zhiajl@gmail.com: 不过，你说她和你不在同一层次，我倒是觉得有可能。
(14 时 05 分 28 秒) zhiajl@gmail.com: 既然这样，你应该能够感觉得出一个女生要是喜欢你
的话，会怎样了。
(14 时 05 分 47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我对她的话不感兴趣。
(14 时 06 分 55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嗯，得表现比较好，这个我比较会控制
了。
(14 时 07 分 14 秒) zhiajl@gmail.com: 我倒是很想知道女博士们都喜欢谈论什么话题了？
(14 时 08 分 55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思想被党控制啦 ：）
(14 时 09 分 03 秒) zhiajl@gmail.com: 是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男生一定要表现得比较绅
士一些，然后有男子汉气概一点，还要大方一点。这样给人的影响会好一些，以后联系起来，
也会比较容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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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时 09 分 11 秒) zhiajl@gmail.com: 是吗？她是党员？
(14 时 09 分 40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不是吧，不过博士的思想层面也就那样。
(14 时 11 分 55 秒) zhiajl@gmail.com: 可是你们才吃过两次饭，在一起的时间能有多久？也
就最多五、六个小时。如果这五、六个小时大家都没有放开，能谈到多深的问题？最多就是
介绍一下自己的基本情况，还有一些很浅的问题而已。
(14 时 12 分 25 秒) zhiajl@gmail.com: 你想要知道一个人到底有多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是
不可能的。
(14 时 12 分 45 秒) zhiajl@gmail.com: 只有那些极端聪明的人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了解一
个人。
(14 时 13 分 14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是呀，然后她就开始想缠着我了。因为
我的其他条件比较好吧，所以只考虑那些也划得来，她可能这样想。
(14 时 13 分 53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呵呵，我上次只吃饭看电影了一次，她
就把我删了。
(14 时 14 分 20 秒) zhiajl@gmail.com: 你和她吃饭、看电影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
(14 时 15 分 30 秒) zhiajl@gmail.com: 你最好说得详细一些，我好分析。
(14 时 15 分 48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随便聊了下，但感觉是聊不开，有点缺
乏共同语言。不过还没怎么了解啊，她就把我删了。不过她可以有很多选择吧，所以也很正
常。
(14 时 16 分 41 秒) zhiajl@gmail.com: 那就是你聊天的时候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你都说什
么了？
(14 时 18 分 04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没说什么啊。不过她是会计，我是
linux，都不了解对方。
(14 时 18 分 43 秒) zhiajl@gmail.com: 那个不是障碍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千万不要总是
说些专业方面的东西。
(14 时 20 分 02 秒) zhiajl@gmail.com: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最适合说的话题就是聊聊自己的一
些基本情况，然后说说自己喜欢的东西。像是什么音乐啦，电影啦，什么的。最好是轻松一
点的。
(14 时 20 分 53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我说我最近在看奥修的书，然后就郁闷
了，呵呵
(14 时 21 分 48 秒) zhiajl@gmail.com: 那就是她没有看过了。这种时候一定要及时转换话题。
(14 时 22 分 12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她好像不怎么看书。
(14 时 22 分 27 秒) zhiajl@gmail.com: 你喜欢这样的人吗？
(14 时 23 分 41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估计合不来。她可能适合找个老总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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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14 时 23 分 48 秒) zhiajl@gmail.com: 如果不喜欢，就没什么好郁闷了。就算她不删你，你
也应该准备药膳她吧。你既然重视精神生活，不读书的人的精神生活通常不会太丰富。
(14 时 24 分 01 秒) zhiajl@gmail.com: 她很漂亮？
(14 时 25 分 06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算比较可爱漂亮吧。
(14 时 25 分 35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嗯，我也没觉得怎么可惜的 ：）
(14 时 26 分 29 秒) zhiajl@gmail.com: 应该还是觉得有些可惜吧。要不然就不会总是提起了。
男人都是喜欢漂亮女生的。就算是你，也是这样了。
(14 时 27 分 13 秒) zhiajl@gmail.com: 你虽然说不需要太漂亮的人，但是从刚才你对那个女
博士的评价上看，应该是把漂亮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了。
(14 时 27 分 40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对，我希望能继续深入发展一下，不过
她还是把问题看得很清楚 ：）
(14 时 28 分 37 秒) zhiajl@gmail.com: “她”是谁？那个把你删了的人？
(14 时 28 分 39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如果其他条件好，中等就好了。不过其
他条件也不好，外表也一般，那肯定没什么可能。
(14 时 28 分 54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是啊 ：）
(14 时 29 分 10 秒) zhiajl@gmail.com: 什么问题啊。
(14 时 30 分 19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两人是否可能的问题啊 ：）
(14 时 32 分 47 秒) zhiajl@gmail.com: 哦。那是你看得不够清楚了？我还以为你已经看清楚
了呢。你不是说重视精神生活，而她不重视精神生活吗？那为什么你还有要发展的意向呢？
所以我说你对自己择偶的标准没有弄得很清楚。
(14 时 34 分 56 秒) zhiajl@gmail.com: 不过就算没有弄清楚也没有关系了。最重要的是你能
找到一个女朋友。而且是你觉得满意的女朋友。就算她不符合标准也没有关系。
(14 时 35 分 21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我不知道是不是两个领域的人也可以互
补，不过看来难。
(14 时 35 分 44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对对对 ：）
(14 时 36 分 13 秒) zhiajl@gmail.com: 不一定。有的可以，有的不能。就看两个人能不能相
合了。
(14 时 37 分 02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嗯，我跟她可能就不行。我那个高中同
学也是学会计的，应该可以，呵呵 ：）
(14 时 37 分 53 秒) zhiajl@gmail.com: 试试吧。如果见面后觉得可以，了解了基本情况后就
可以开始追人计划了。
(14 时 38 分 20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嘻嘻，真是好啊 ：）
(14 时 38 分 51 秒) zhiajl@gmail.com: 你还真是乐天派啊，什么都没有开始，就开始这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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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来。
(14 时 40 分 39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呵呵，认识了好女孩，有发展机会，当
然会很高兴 ：）
上次我介绍一个同学女生给我的一个朋友，他说他心花怒放，呵呵，我现在也有点这样的感
觉 ：）
(14 时 42 分 33 秒) zhiajl@gmail.com: 是吗？看来你是反应过早的那一类型。有些男生在谈
恋爱的时候会那样，总是好像整个世界的喜事都被他占有了一样。整天乐得屁颠屁颠的。
(14 时 46 分 43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呵呵，也许是 ：）
(14 时 49 分 24 秒) zhiajl@gmail.com: 能高兴是喜事，不过一定要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了。
可千万别在失败的时候又心灰意冷，难受万分就好了。不过，还是提前祝福你一下，希望一
切都会更美好。你和你同学见完第一次面之后，了解了情况，确定了意向之后，我再给你做
下一步的指导吧。
(14 时 51 分 11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我现在对失败还是很看得开，可以看出
我们确实不合适。
好，到时再向你咨询 ：）
(14 时 51 分 20 秒) zhiajl@gmail.com: 还有，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衣服穿的稍微干净整洁一点。
不要太邋遢。男生都是那样，喜欢不修边幅。还有，头发要洗干净，不要看着油乎乎的。脸
上也要清爽一点，总之不要让人看出来三天没洗脸就可以了。
(14 时 52 分 16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嗯，要保持好的形象和状态，见面前要
准备好 ：）
(14 时 52 分 28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你现在有女朋友吗？
(14 时 52 分 53 秒) zhiajl@gmail.com: 没有。我是女的。要有女朋友我妈就该杀了我了。
(14 时 54 分 19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不可能吧？我聊了这么久都没发现呢。
很少可以和女孩聊思想！
(14 时 55 分 04 秒) zhiajl@gmail.com: 是吗？原来你和聊思想的人都是男的？
(14 时 55 分 37 秒) zhiajl@gmail.com: 不过我和人聊思想的时候是从来不考虑对方的性别的。
(14 时 56 分 14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是呀，很少会和女孩聊得比较深入。
看照片啊 :_)
(14 时 57 分 09 秒) zhiajl@gmail.com: 我的？还是算了。我长得丑啊。没脸见人。还是给你
多留些想象的空间吧。
(14 时 57 分 52 秒) zhiajl@gmail.com: 像你这种喜欢美女的男生，我怕下次和你在聊思想，
你就想起我的脸，想起我的脸就没法再进行思想的交流了。
(14 时 57 分 55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不会的 ：）我现在挺喜欢你的 ：）
(14 时 58 分 32 秒) zhiajl@gmail.com: 不行。男人的话，我只信我觉得应该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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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时 59 分 46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你年龄多大？
我怎么总是弄错了哦，开始以为你年龄很小，然后现在才发现你是女孩。
(14 时 59 分 47 秒) zhiajl@gmail.com: 好了。我先走了。以后有时间再聊吧。
(14 时 59 分 58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好，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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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去了一趟新加坡
2007.4.7

Sorry, stupid idea can only be implemented by stupid people. -- Hu Zheng
对不起，sb 的想法只能由 sb 实现。
上次跟别人说快乐是肤浅的东西被鄙视了，呵呵，其实我只是追求自由胜于快乐。
最近看到的《阿德勒人格哲学》中的一段话：
=====
另外还有一点足以证实：奉献乃是生活的真正意义。假使我们在今日检视我们从祖先手里接
下来的遗物，我们将会看到什么？他们留下来的，都是他们对人类生活的 贡献。我们看到
开发过的土地；我们看到公路和建筑物；在传统中，在哲学里，在科学和艺术上，以及在处
理人类问题的技术方面，我们还看到了他们生活经验相互 交流的成果；这些成果都是对人
类幸福有贡献的人们留下来的。其他的人们又怎么样呢？那些不合作分子，那些赋予生活另
一种意义的人，那些只会问：“我该怎样 逃避生活”的人，都怎么样了？他们身后一点痕迹都
没有留下。他们不仅已经死亡，他们的整个生命也是贫瘠不堪。我们的地球似乎曾对他们说
过：“我们不需要 你，你根本不配活下去。你的目标，你的奋斗，你所抱持的价值观念都没
有未来可言。滚开吧！一无可取的人！快点死亡，快点消逝掉吧！”对于不是以合作为生活
意义的人，我们所下的最后断语是：“你是没有用的。没有人需要你，走开！”当然，在我们
现代的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完美之处，当我们发现了弊病，我 们就该改变它，不
过这种改变仍然必须以为人类谋取更多福利为前提。
=====
呵呵，我喜爱这样的文字，充满激情，要是找本书全是这样的文字就好了，感觉看过的只有
《尼采生存哲学》最接近。
我只愿意交些以奉献为人生目标的朋友。当然，君子之交淡如水，能保持联系就好了。
在 chinaunix.net 上看到这句话：“Linux 是一种不用给开发者支付工资的商业模式”，很对啊，
非常精辟。
如果人生只是追求财富，那么也只是留下一句“以前我们村里有个财主”这样的话，还没有好
的评论，这样的人生又能有多少意义呢。
上次同事一起聊天，有个人就说到，如果每个 StarDict 用户付 10 元钱，我现在也就是百万
富翁了。虽然我还不是百万富翁，但为社会贡献了百万的价值，这也就是我的价值所在啊。
最近总在 Self-denial，唉。
情人节自由啊 :-)
好可惜啊，还是我被抛弃了。真不甘心，我要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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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遍遍地听着《布兰诗歌》，果然流下了眼泪。自由软件之歌肯定会是这种风格的。为自由
而战，为信仰献身。
参加红帽新员工培训到新加坡去了几天，新加坡是个很小的国家，属于热带湿热气候，城市
建设非常发达，感觉比香港更强，绿化非常好，路边都是茂密的 树，像是在森林里行驶一
样。在 AMAYA 住了几天，参加的培训课程也比较有意思，有十来个人，中国的，日本的，
韩国的，澳大利亚的，还有个印度的女孩，两 眼之间点了一个痣。晚上 Simmon Huang 带
我四处参观了下，还有 Jiffe 带我们去海边的餐馆吃海鲜，几个碗口大的螃蟹，很不错，其
它吃到的美食还有鹿肉饭之类的。最后一天下午带相机 出去照了几张相，包括新加坡标志
性的景点鱼尾狮，另外还买了点纪念品。相片以后贴出来吧。这次旅途还是挺有意思的，见
识了很多东西，Very Nice ：）
注册了 Nicole Studio 项目，见：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nicolestudio/
看了本张爱玲文集，《倾城之恋》非常不错啊。
2007 年 3 月 8 日，星际译王直接下载量达到了 200 万。
听音乐，看书，其实最近一直生活得很好啊。呵呵，我喜欢古典音乐和 DJ 音乐。
杨朝杰送了我一本《龙舒净土文》，读了后才感到自己佛学入门了。尤其是第十卷，造理之
深，令我惊叹。
=====
终日游观，既归即空。又如为善事既毕，其勤劳即空，而善业具在。为恶事既毕，其快意即
空，而恶业具在。
千般装点，只为半寸之眼。百种音乐，只为一豆之耳。
=====
唉，我还是 Siddhartha 这类人啊，没佛陀牛，成为不了佛陀，又不甘心拜在其下。
Deeply, Govinda bowed; tears he knew nothing of, ran down his old face; like a fire burnt
the feeling of the most intimate love, the humblest veneration in his heart. Deeply, he
bowed, touching the ground, before him who was sitting motionlessly, whose smile
reminded him of everything he had ever loved in his life, what had ever been valuable and
holy to him in his life.
因为我们没法放弃生命中曾经爱过的，那些曾被自己视为有价值和神圣的东西。
最近在想时间其实也是三维的。在 e=mc2 中，质量和能量是对应的，所以我们可以看 c2,也
就是空间 2/时间 2， 可见空间和时间也是对应的。当空间循环时，时间也会循环，比如地球
自转，就有日夜的循环，地球公转，就有季节的循环。所以时间也是三维的，其中有两维的
循 环我们可以感觉到，但有一维是单向的，因为在空间上我们有一维在单向运动。我觉得
那一维其实也是在循环，只是太大，短期内感觉不到。我们所在的宇宙在一个 大的空间循
环中，但短期看，这种空间循环是单向的，所以我们觉得时间也是单向的。
物质有多少，空间就有多大，能量有多少，时间就有多长。物质和能量的存在产生了空间和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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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是三维的，时间也是三维的，世界的存在是永恒的，所以一切都可以轮回再现。
=====
是的，你现在正常的很。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也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你很有自制
力，可以拒绝自己不想要的东西。
你也很有道德，不会去伤害一个你不喜欢的人。
=====
呵呵，努力向这些方面发展啦 ：）
昨天想到，如果我出国失败，也就是在尝试美国和德国后，我也可以考虑在中国读个外国文
学硕士，在职的可能更方便。其它的什么去匈牙利或者芬兰，移民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都
觉得不是很好的选择。
http://www.onjobedu.com/jianzhang3/725.html
搜了一下，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
呵呵，这样就又多了一条路。选择外国文学的原因是我比较想有段时间来读书和写书。
不过最近还是先考 gre 吧，也算把英语水平提高。然后失败了就学德语，觉得这个也是非常
有必要 ：）
下载了 Lolita，准备最近把这本书看完来，算准备 gre 作文考试 ：）
看到一篇文章说河流的实际长度是起点到终点的 PI 倍。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正确衡量做
一件事实际会费多少功夫了。
把《大学随笔》整理了出来，可以在这里找到：
http://reciteword.cosoft.org.cn/bookstore/
嗯，最近加的“胡正的书库”，一定要去看看哦。
创建了天才教 QQ 群：11784854
欢迎有哲学，科学，软件开发，精神分裂等背景的人加入，相互交流和帮助。
生病也许是因为你纵欲啊，这样就是对你的惩罚。受惩罚就能让你明白以前的错误。
周一周二公司全体员工一起到天下第一城玩了两天，开会，聚餐，温泉，游泳，我保龄球还
打了盘第一，呵呵。
看了《奥修传》受了点影响，所以准备读完奥修全集和他推荐的 167 本书。
以前总结生命的意义就是生存和繁殖，但那是在假设生命会死并且只有一世的基础上，如果
认为生命的存在本质是永恒的，那生命的意义就是修炼自己了 ：）
有点接受一个人的本质存在是永恒的了，也就是不断的轮回，而一生中的意义就是修炼自己。
这样看的话，有的人就是修炼水平高一些吧，因为以前（不只是这一世）的积累多一些，不
过大家都努力提高自己就行了。
Everything happened ago has the meaning.
一切过去发生过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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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看到新闻说 WikiPedia 募捐 100 万的目标就快达到了，其中有个较大的跃动就是有人
匿名捐了 28 万美金。对这类事，有个很好的说法，男人不成 熟的 27 种表现中有一条就是
总是幻想一夜暴富或是从不相信奇迹，所以经历多了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只是我想说，你会
捐款 200 万人民币给一个对社会有益的开 源项目，而且还是匿名吗？很多人会想如果我有
了 200 万会怎样怎样，但肯定没有这样的思想，同时实际上也不会拥有 200 万，也许就正因
为你这样的思想，上 帝才不会给你一笔大的财富。因为社会里金钱是用来流通的，如果给
你了而你占据着不放，就成了血液循环里的一颗毒瘤了，所以你的想法在早期就被消灭了。
关于 Nicole Studio，这是一个类似 FL Studio(http://www.flstudio.com)的音乐制作软件，项
目估计需要五年的时间，我对这个项目很有兴趣，但最近两年内还没法腾 出五年的时间安
排，不过可以一直把这个项目放在心上吧。我觉得使用电脑来进行音乐的制作肯定是以后的
趋势，这样这个软件在几十年以后都很有意义，所以值得 做。跟一些朋友交流了下，一个
说法是专业软件不太好，不过我已经开发过 StarDict，所以不想再又做通用软件了，而且现
在通用软件各种类型的基本上都 有了，不是开创性的工作，所以我兴趣也不大，看了 2006
年的开源软件竞赛作品，大部分是专业软件，所以转向专业软件的开发应该也是一个趋势，
而且创作音 乐比听音乐更有趣，听音乐的人那么多，只要有好的条件，创造音乐也会变得
不再是专业人员的事了，现在维基百科那么火，不就是给了人们创作的条件吗？开发这 样
的软件也会大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那时音乐制作软件就也是很流行的软件了，就像
PhotoShop 这样的图像制作软件一样。至于技术问题，有挑战是 好事，只要有兴趣，而且
愿意花五年时间，肯定可以做出来的，星际译王有五六万行代码，算中型项目，再做 Nicole
Studio 这样估计十多万行代码的大项目，我应该还是掌控得住。另外一个是盈利了，呵呵，
我喜欢开源软件，本性难移啊，所以不怎么考虑这个问题，不过我 的经验是只要方向对了，
赚钱是必然的，Fl Studio 据说有 8 万正版用户，每份按 100 美金算，就是 800 万美元的市
场了，相当于人民币一亿元，呵呵，如果有风险投资感兴趣，我只要 10 万美元就 够了，在
中国成本还是很低啊。希望这个项目以后能有好的发展，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做的。
至于 Nicole：
Nicole - A girl that love music, well, I am not music :(
呵呵，其实现在双方都分别很好啦 ：）
Hungzeng, what is your ability? 胡正，你有什么能力？
I can think, I can wait, I can ignore(laugh and pass). 我能够思考，我能够等待，我能够一笑
而过。
其实美好的事情都是虚幻的，单方面的，所以注定不会长久。
天才论坛里的 Jamesh 给了我一个很哲学化的英文名字："I thought Hungzeng was thought
to be way above this irrational stuff". When we ware talking about Osho :)
=====
对于你性格我真是服了,怎么一点感觉不到你的脾气呢?你是什么星座呢?
=====
呵呵，被柠檬茶夸奖了 ：）向佛陀学习的从来不会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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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认识了一个人，可以跟我进行思想交锋，大战了三回合后才知道她是个女孩，太想跟她
见面了 ：）重读我们的聊天记录真是愉悦的享受啊。
=====
丁香花
歌手：唐磊

专辑：丁香花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
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
多么忧郁的花,
多愁善感的人啊,
当花儿枯萎的时候,
当画面定格的时候,
多么娇嫩的花,
却躲不过风吹雨打,
飘啊摇啊的一生,
多少美丽编织的梦啊
就这样匆匆你走啦,
留给我一生牵挂
那坟前开满鲜花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
你看那漫山遍野,你还觉得孤单吗?
你听那有人在唱那首你最爱的歌谣啊,
尘世间多少繁芜,从此不必再牵挂.
院子里栽满丁香花,开满紫色美丽的鲜花,
我在这里陪着她,一生一世保护她
=====
大学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把我的心灵捕获了，然后特意学会了唱这首歌。唉，心中的那一
丝悲伤啊！
把大五时的九千元学费寄给李兰老师了，那时妈妈申请免交学费，学校给的方案是不扣文凭，
钱以后可交可不交，现在有了一笔钱，妈妈说还是交回学费，我也同意，就这样做了。川大
是我的母校啊。
嗯，Nicole Studio 将使用 Gtk 作为 GUI 库，并用 D 语言开发，也就是 gtkD 了。研究了一下，
发现很不错，不过 gtkD 还不成熟，等两年也许正好 ：）
Epigrams on Programming:
=====
It is easier to write an incorrect program than understand a correct one.
If you have a procedure with ten parameters, you probably missed some.
There are two ways to write error-free programs; only the third one works.
Fools ignore complexity. Pragmatists suffer it. Some can avoid it. Geniuses remo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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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we write programs that "learn", it turns out that we do and they don't.
In computing, turning the obvious into the useful is a living definition of the word
"frustration".
Motto for a research laboratory: What we work on today, others will first think of tomorrow.
When someone says "I want a programming language in which I need only say what I wish
done," give him a lollipop.
Don't have good ideas if you aren't willing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m.
The last epigram? Neither eat nor drink them, snuff epigrams.
=====
套用上次程勇对我说的话：“傻小子，又被蒙了”，是呀，最近愚人节又被蒙了一次 ：）被她
装作不认识的人套着又认识了一次，不过再可以结束了吧。
总结：不要对隐藏身份的人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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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天才哲学的中文翻译
2007.5.2

罗娟(zhiajl@gmail.com)翻译的，附带一点评论和私事，征得译者同意，贴了出来。
天才哲学
第二章 读书思考笔记
2003.10.18
我希望能尝试接触一些新的好的思想，并且把他们尽快运用到实际中。
我喜欢通过看小说和电视、电影等来接触一些新的思想。但是如果想要只接触好的思想是不
可能了。新的思想都是 混杂的，需要你去将他们找寻出来。但是怎样的思想是好的？这又
是一个很主观的看法了。也许有的东西在你现在看来，是不好的思想。也许过了几年或几十
年之 后，你会发现原来这是些超前的好思想。所以说，多接触新思想，不需要好思想。
19.我一直在思考、思考、思考，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思想的火花”。思想的火花会一个一个
有序出现，解决了一个问题，又来了一个。思想会闪光，然后消失，然后新的思想又会出现，
然后闪光……但是我不需要将这些思想记录下来，不需要……我希望能停止思考，但是我做
不到。
我也曾经希望自己能少思考一点。但是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人可以思考，而动物不能。
他们只有本能。当一个人停止思考了，那就和行尸走肉没有区别。活着，也就没有意义了。
你原来也觉得思想不一定要记录下来的。但是为什么现在改变主意了呢？是层次提高了，还
是变得庸俗起来了？
20.思考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能指导并且肯定你的行动。只是行动更重要，比思考还要重
要。我参加了拳击课程。今天上午还去跳了舞。有些事情发生了，和我想象中的一样。这种
感觉真是太好了。我今天很早就上床了，因为我想躺在床上思考问题。
21.StarDict 的 win32 端口今天开始编写，应该一个星期就能搞完。然后将源码在 9 月 28 日
释放：）。早上已经把兼容和联接的问题解决了，主窗口跳出问题在下午解决，查询工作在
晚上解决：）。
22.设置问题可以在早上保存并且起作用，系统盘图标在晚上搞定，windows 的 API 太差劲
了。
23.声音弄好了，gnome_rul、gnome_help、gnome_about、安装文件，一切准备就绪，
hoho，好像所有的端口都完成了。
24.StarDict-2.4.1 源码已经释放，win32 端口很好：）。我下午参加滑冰课去了，hoho，我
的滑冰技术是学生中最好的，好高兴啊：）。晚上参加了 Linux 课程，读了 10 页《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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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飘》写的很好，文字很优美。
记得原来上英语课的一位老师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女人最好只看《简爱》不看《飘》；如果
一个女人只看《飘》不 看《简爱》就会很快学坏。我当时已经看过两遍《飘》了。但是还
没有看过《简爱》。于是戏称自己为坏女人。但是后来看过《简爱》之后。我还是觉得我不
如不看 《简爱》。我还是喜欢 Scarlett，我一直叫自己要像她一样坚强地生活，主动地追求。
我觉得软弱的男人才会怕这样的女人，就像 Ashlay 一样，而只 有强悍如 Rhett 的人才敢迎
娶这样的女人。
25.读了《爱丽丝梦游仙境》。蔡立告诉我一个很好的网站 http://calvino.yeah.net。里面收
集了很多英文书，haha，我要把他们都读完。
《爱丽丝梦游仙境》——初中时候很喜欢的一本童话书。我喜欢看童话。因为喜欢幻想。
26.在水母哲学版潜水，直到眼睛疼得受不了。很多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就算你能预测未来，
结果还是一样。但是如果你去抗争，事情就会变得有趣起来。其中唯一真实的因素就是力量。
27.哲学太有用了，我真是获益匪浅。它还能将我的期待看清楚，hoho。他真是太强大了，
强大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一场变革正要发生，是我启动的。我很 高兴地等待他的来临，
就像海燕在大海上空飞翔等待暴风雨的来临一样快乐。一个 StarDict 的用户 Ming Zhang 和
一个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的博士生给我发邮件说希望能将我推荐给一些他们当教授的
好朋友。我很高兴收到这样的邮件，这极大地鼓舞了我。而且他的思想也很酷，是我梦想的
生活。http://www.ele.uri.edu/`mingz/。我很高兴又认识了一个新朋友：）。《爱丽丝梦游仙
境》看完了。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这样一句话“Dinah my dear”。我曾经有一只猫，我很
爱它，就像 Alice 对 Dinah 的爱一样深。但是它被老鼠药毒死了。我父亲就把它扔了。我在
垃圾堆中找到了它，用我的 小铲子将它埋了。那是一个雪天，我用雪将它盖住，又加了一
层粘土。有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看见这个小男孩在外面哭泣了一、两个小时。（我 自己从
来没有养过小动物，我妈妈爱养。最多的时候，家里有四只猫，一只狗。我也喜欢他们。只
是在家的时间不长，总是还没混熟我就要走了。狗还好，记性好一 点，就算半年不见也还
记得。但是猫就不行了，半年足够他们将你忘得一干二净。但我还是喜欢猫，喜欢他们有些
孤傲的神情。有几只猫后来死了，狗也死过一只。 但是我都没在家。）我的日记本中还留
有记载它足迹的带子。我和汤浩都觉得教育非常重要，有必要拿个博士学位。
28.读了一些人类学的文章之后，我对社会学的兴趣增加了一些。当然，我仍然喜欢计算机
科学：），hoho，Linux 内核。开始读《爱丽丝漫游镜中世界》。我读到了很好的一句话：
我的命运自己主宰，我是自己灵魂的主宰者。
29.我非常非常高兴，因为我发现自从认识了 Hu Yan 之后，我进步了很多。我要向她表达我
最深切地感激之情。Hu Yan，谢谢！……因为下雨，我晚上感觉非常伤心。生活，多么令人
满足，难道真的能满足你吗？晚上我浏览了一本生物学方面的书，但是不能让我感觉好一些：
（
生物学的书不是用来让人高兴的。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比较深层次的生物学书，你会发现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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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杀戮和折磨在里面。一个简单的生物学奥秘的发现，也许需要牺牲成千上万只鲜活的动
物。人类发现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血腥的血泪史。
30.我又感觉高兴了：）兴奋会让你永远不知疲倦，然后悲伤就会来临：）。保持身体好，
心情才会感觉好。《爱丽丝漫游镜中世界》看完了。开始读《变形 记》。晚上我去跳舞了，
非常有趣。我发现我能清晰的看穿每一个人，是的，边跳舞，边思考。永远不要相信在屋里
产生的想法。我不去参加这些课程的原因是，我 在因特网上直接就能看到伟大的杰作了，
但是 not drink the rabbit’s soup’s soup。很多人受到的教育都是：车重要，大房子很重要，
应该为了这些东西而努力奋斗。然后，你就将你一生的时间花在上面了。你也许拥有了车，
但是你会发 现，也许直升飞机对你来说更重要。他们告诉你这些是要让你为生活奔忙从而
没有时间来思考问题。大部分学生都被要求去学一些无用的课程，去记一些句子，去勤奋
学习。这样你就会整天忙于学习，而没有时间思考了。
10.1 我弄了一些 icelotus 的照片，然后笑了一整天。Haha，haha，太可爱了，太有趣了，
haha。我突然明白了，it nearly burst my sides, haha:))。那些看起来好像最难的问题最后
总会有一个最简单的答案。
2.去峨眉山玩了两天。
4.玩 quake，高兴地杀戮和被杀。Ming Zhang 的格言：“生命总在变化，这就是生命的魔
力。”。hoho，有魔力生命真好。
5.我完全被《变形记》激怒了。卡夫卡有爸爸、妈妈和妹妹，我有爸爸、妈妈和弟弟。我恨
你犹如你恨蟑螂。我从来不恨蟑螂，老鼠等。我喜欢他们。我羡慕他们 的生命力。我曾经
被一只老鼠咬到手指。但是我醒来之后，我感到很高兴。噢，小老鼠，你太饥饿太可爱了，
如果你不逃走的话，我一定会高兴地喂东西给你吃。 《变形记》看完了，开始看《共产党
宣言》。马克思的思想也许和尼采的一样也会对我有用吧。我又觉得很伤心了：（。我就是
我，只是我。我的 quake 能力还 是很棒，我打败了 He Mingming：）
6.在《共产党宣言》写成 150 年后读他真有趣。那只是一种没落的思想。读第一章的时候，
就可以看出她的局限性了。读第二章的时候，我感觉有些惊愕。我对 《1984》的理解更深
刻了。是的，德国的纳粹和俄罗斯的共产党真是一对。中国的共产党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我对历史的理解更深刻了。历史不是被一些人改 变的，是被一些非物质的思想改变的。我
是胡正，但是胡正不是我，只是我的一个名字。你在和胡正联系，不是我。开始阅读 Henry
David Thoreaue 的《Walden》。
我每两天去跑 10 圈，每星期去滑冰两次，每星期去跳舞一次，周末去学拳击，hoho。我喜
欢这样一些不需要规则限制的运动。你可以自己玩，也可以和另一个人玩。
我总是记得那句中国格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你总是生活在悠闲自在中吗？要警惕了，
你正在变成一个白痴，你完了。我看见有些人生活得悠闲自在，认为他们的未来不会太差，
hoho。我可以预测到他们无法摆脱的沉闷悲惨的未来生活了。
7.听着古典音乐，边读《Walden》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半年之后，我将要尝试过一个月
42

第四章 天才哲学的中文翻译
的隐遁生活了。那将会是很有趣，很酷的一件事，hoho，我会做的。
4.Zhang Yong 释放了 Linq-2.0al 版本的源码，太酷了，新程序是用 QT 库建的。这是正确的
选择（原先的版本是我的 gtkmm 程序）。也许我要回到电脑的 世界，用一个月时间帮助开
发 LinQ 了。噢，我又开始忙起来了：）。滑冰很有意思，特别是当你左右乱晃时：）。我
还是决定离开 LinQ 开发团队，我完全被 哲学的世界吸引住了。我所有的兴趣都转移到这上
面来了：），而且 LinQ 已经度过了她最艰难的时刻。我也不那么重要了，Zhang Yong 可以
完成的：）。可以肯定，Zhang Yong 一定能够成功，LinQ 一定能够成功。我很高兴认识了
Zhang Yong，我们一直都是好兄弟。
9.杀了我吧，我不知道怎样将我的扫描仪装到你的 win98 上，我不知道怎样做一个可以点击
三次的网页。请杀了我吧！我对电脑一窍不通。我请辞 SCU bbs Linux 版版主的职位，我在
这里呆了两年了，我要离开了。
10.读《动物庄园》。整个下午和晚上浏览 bbs 历史版。
http://reciteword.cosoft.org.cn/huzheng/上面有一些 我的裸照。今晚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
我的心里可能还有一些小小的悲伤。丢掉你的希望，这样就不会有失落；放弃你的爱，就不
会有悲伤。玩，高兴？不，永远 不！
11.拳击，跳舞，很有趣：）美国有给女人看的《飘》，中国只有给男人看的《西游记》。
我觉得美国妇女的地位比较高一些，中国的《飘》什么时候能够写出来呢？今晚我去跳舞了，
我们变化很多。所有的外表都是徒劳的，美丽只是一种幻觉。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必须超
越它。
我怎样才能没有痛苦地生活呢：）
12.《动物庄园》看完了。这本书真好。它写的是历史，但是是在历史发生以前写就的。动
物主义？共产主义？现代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处理他的历史的需求。开始 阅读 Otto Weininger
的《Sex and Character》和其他一些在 http://www.theabsolute.net/minefield/index.html 上
找到的文章。思想 者的精神家园，一个非常好的哲学网站。
13.我陆陆续续仍能收到别人的感谢信，我有点小高兴：）我收到 Tiebing Zhang（StarDict
用户）的一封信，他给了我一些建议并且向我推荐了“Mere Christianity”，而且将它从美国
邮寄给我（因为很难进入）。他太好了：）他告诉这些：“敞开你的心去寻找真相和知识。
不要因物质世界和社会部分的堕 落而沮丧”。我发现我的眼睛变得非常漂亮，比任何我见过
的人的都漂亮：）
14. 如果他们想追的话，所有的哲学家对追女人都很在行，因为他们了解女人。尼采也许是
其中的异数了：）一个 20 岁就精通哲学的人将会是一个完美的女人杀手，当然要他有时间
的话：）那些不懂哲学的人说哲学毫无用处，但是也只有他们会这么说：）哲学是我最有力
的秘密武器。
我的室友都在忙于功课。Wu Chuanhui 对我说：“只有你最悠闲。”因为我在读书，凝视，微
笑：）我回答他说：“你知道吗，哲学家随时都很悠闲。”
1903 年 10 月 4 日，Otto Weininger 亲手将自己杀死，年仅 23 岁半。他是一个天才，是一
个在 23 岁就不能承受他自己恐怖知识的天才。我 100 年后读他，用一种宗教式的敬仰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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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我想知道谁会因《Sex and Character》成为我的好朋友。
我是人。
这些天我给我高中的一些女同学写信（因为我原来失去了与她们的联系），我们平静地交谈，
找回了在高中时期的美丽生活。
Teibing Zhang 已经将那本书给我了，还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他是一个基督徒。说真的，我
的哲学概念是非宗教的。我会读他给我的书，但是我将会先读一些非宗教的书。
15.我买了一个月的滑冰票。下个月开始，我将会每天去划一小时冰，hoho，你可以想象一
下到时我的滑冰技术将会多么高超。
我为 Internet 而生。
Tang Hao 建了他自己的网站。http://jdict.yeah.net。太酷了。
16.我脑子里有一个非常酷的想法，也可以叫一个很酷的发现了。那将会改变历史。我需要
几个月的时间来完善我的这个想法，然后我会为它建一个新的网站。100 年前的超人，现在
就在这里。
在 SCU bbs 上开一个“Thinking”版的申请被拒绝了，hoho，是的。思想是可怕的。大多数的
人不能承受思考的压力。这又一次证实了，我需要改变我的环境。
《Sex and Character》是一本多么好的书啊。我从里面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快点读！
我感觉我是一个哲学天才，我需要知道我的方式……
将哲学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将会使你感觉到好像在使用魔法：）
我将我的头发剪短到 0.68cm，然后买了一顶帽子。这样看起来比较酷，而且显得年轻一
些：）
今晚去滑冰。和着音乐一起飞翔：）。
喝了一些王文赞的葡萄酒，味道好极了……hoho，现在的生活好像太好了点：）最快乐的生
活来自于精神生活。
17.StarDict 加载了马其顿语翻译：）在哪呢？
18.当你了解了自我时，你就了解了整个世界。我站在这里，闭上眼睛，感受着我的自我和
外面的世界。我感觉我是上帝，全知全能的上帝。看看我，这就是上帝。Otto Weininger。
我收到了 Kevin Solway 的回信：）
托福考试之后我将要学德语，不学法语了。我改变主意了：）
很多的哲学家都是说德语的。
我成为了舞会上最色情的男孩，和每一个女生游戏，特别是那些又高又漂亮的女孩。我甚至
调戏了一个白脸黄头发的帅小伙。Otto Weininger 没有完整地分析卖淫，我将会完整他。我
的爱将会被摧毁。我也许会像 Otto Weininger 一样死去。但是我很乐意将我的生命贡献给终
极真理，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天才的使命。
第三章
我的命运，我的死亡
2003.10.19
写下这些句子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我必须承受住。我昨天晚上上床睡觉，边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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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直到熄灯。然后我就睡着了，做了一个恶梦，被惊醒，接着思考，我 能感觉到我正在
慢慢死去。昨晚我回顾了我的人生，这 21 年来，每天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要写下这些句子
真的非常困难，我的心脏缩紧了……我认识的每一个 人。如果其中任何一件事情没有发生，
是的，每一件事发生的概率都很小，但是它们都发生了。如果其中有一个人我没能认识到，
我就会缺失对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认 识。但是，我认识了他们。概率是如此的小，但是那些
确实发生了，这 21 年来。每件事情都发生了，才使我成为了天才，走上了这条路。如果这
些事情中的任何一 件没有发生，我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了。就在最近，我妈妈、爸爸、弟
弟、外婆、我的亲戚，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才引导我走上了这条路。认识……我觉得我还是
死 了比较好。这样就不需要写下这些句子了。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我认识的每一个人。
Tao Hao，我的同学，我偶尔或暂时认识的人，Zhang Yong，Kevin Solway 和几百个曾经
给我写过信的人，我的室友，还有 Hu Yan。每天发生的每一件事，每天遇见的每一个人。
Tao Hao 给我写了 10 或 20 封信了，但是我不想马上阅读……昨晚我去买花了，人力车司机
告诉我说老板刚离开一分钟。当我在十字路口前行的时候，我为什么就晚 了一分钟呢？因
为我收到了 Kevin Solway 的邮件。为什么他就在这时候从大洋彼岸给我发了这封邮件呢？
我等老板回来等了几分钟，然后到街对面去看看有没有在街上买花的人。当我回来的时 候，
花店已经关门了，就在……如果在我走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有一辆车撞向了我，事情就不会这
样了。我到别的地方去找花店，问了一下书店里的夫妇，发现附近没 有花店。那个妇女朝
我微笑，就像 Otto Weininger 描述的一样。我遇见的每一个女生都符合他的理论。我和一些
我认为特别的人联系，只是为了证实他的理论。我在那里跳舞，看着她。我觉得 Otto
Weininger 一定遗漏了某件事。然后我就可以推翻他的理论了。但是事情总是想他说的那样。
这就是命运，所有的小概率事件一起发生，这就是一个天才诞 生的概率。我知道了我的命
运。过去，未来，我明年将会更加深入的学习哲学。我要去德国，学习更多的知识，记录下
我的工作，发表它，两年后自杀，就在 Beethoven 和 Otto Weininger 自杀的小屋自杀，或
者在一个同时代的艺术天才自杀的地方死也可以。Otto Weininger 是正确的，女人没有脑子。
她受到这些弱小但是熟练繁多的虫子的影响。如果我的死，能给她一个灵魂……但是 Otto
Weininger 已经指出：“男人，当他们爱上女人时，只能部分理解对女人的这些深深的不公正，
然后试图通过一些无效的英雄式的努力将他们的灵魂传递给 女人。但是这种推测已经跳出
了科学或者哲学的限制。”她不会理解我，因为她是没脑子的，就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她不
能帮助我，我和这个世界最后的联系被切断 了。Otto Weininger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自杀的。
当我考虑到死亡时，我的脑子里没有任何的恐惧。如果我有哪怕一点点恐惧的话，我都不会
走这样的道路。我听说那 个丑陋的男孩清晰地说出了那两个 character，我比她还觉得震惊，
我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我曾以为我可以借此推翻 Otto Weininger 的理论。Otto Weininger
是最伟大的人，比 Napoleon 和 Nietzsche 还要伟大。他是真正的天才，哲学天才，就像我
一样。他是为我写下的《Sex and Character》，为那个能够继承他的工作的下一个天才写
的。Kevin Solway 对 Otto Weininger 的继承工作误解了他的意思。只有另一个像我一样的
天才能够理解他。我也是最近才发现自己是天才，因为最近发生了太多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
情，这些事将我变成了一个天才。因特网上有那么多的网站，为什么我单单找到了 Kevin
Solway 的，并且从那里得到了 Otto Weininger 的书？问什么 Kevin Solway 在 Queensland
州只找到一本他的书，但是却找到了。这就是我的命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聪明，我总
是发现我自己太顺了，但是这些顺 利变成了我的天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这么容易就理
解了 Otto Weininger，能这么容易指出了 Kevin Solway、Nieztzsche 的错误，Saupenhauer
的限制，Napoleon 的失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能这么容易就理解了所有的东西：历 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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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电脑、Linux 内核、物理、生物、佛教、基督教、宇宙…和自我。所以我必须死。
现在是公元 2007 年 5 月 1 日。离你写这些话的时间有 3 年多了。你没有自杀，说明你不是
天才。
你以为你读懂了所有的东西吗？你觉得什么样的状态是叫懂。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他读
懂了所有一切他读过的东西？显然是不可以的。不论在什么时候， “懂”，她有一些条件的限
制。你符合了这些条件，就是懂了。没有符合这些条件，就是不懂。而且这些条件不是那些
主观性很强的条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设 定的条件，不是可以随便可以改变的条件。
当你说我看不明白你的东西的时候，也有一些条件，你需要证明我不符合这些条件才能说我
不懂。因为你生活在一个相对 的世界里。里面有很多相对的条件。但是又不能每个人都提
出他的相对条件，需要大家一起表决通过了，这样的条件才能作为条件。也就是大部分人公
认的条件。
就像你搞 Linux，你怎么就觉得你学得比别人好，你做的东西比别人好？那是因为那里有一
个标准，那个标准是大部分人都公认的标准：比如有些什么项目，编 出来的程序执行效率
高，或者是别的标准。而不是单独某个突然跳出来说，我是 Linux 方面的天才，因为我比任
何人都懂 Linux。如果是这样，一定会有人 要他拿出证据来，证明他确实比其他人更懂
Linux。如果他不能，而只是会叫嚣他比别人懂得多。那就是跟你对 Otto Weiningerl 理解一
样了。
你一直在叫嚣你是唯一懂 Otto Weininger 的人，可是你的证据呢？我没有看到。我只看到了
你的一大堆幻想。幻想是没有用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幻想他是天才，但是究竟是不是，会得
到证明的。
下面描述一下我那天晚上的噩梦：我到一个很遥远的山谷中去，穿过一个山洞，来到一个潮
湿的长满杂草的深渊，深渊里有一个小屋，一个关着的小屋，一张床，我 就睡在床上，睡
在那些水和水生植物上。我正在给床上的一条蛇洗刷，屋子的角落里有好多小蛇，在水生植
物的下面还藏着很多大一些的蛇。出来屋子看见一个熟悉 我的人，正在做他们的事。我坐
在床上，看着我的脚，发现脚掌上有一个伤口，我用力挤压伤口，伤口裂开了。然后我看到
了我的死亡，我正在死去，独自死去，和 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没有哀伤，这就是我的命运。
我听见我喉咙里传出来短促而又尖锐的哭喊声，那么清晰，刺穿了我的心脏，我突然醒了
过来。我不知道这是我在梦中的喊叫，还是现实中的喊叫，因为那个声音在 我听起来是那
么的清晰。我感觉到我的额头出汗了。夜是那么的静，我又开始了我的思考。我的肚子很疼，
我想象床中央伸出来一个宽刀片，我躺下，我感觉到刀片 刺入我的后背，血流到了床沿。
我的头在扭动，我情愿有把匕首刺入我的脑中，从我眼睛的中间刺入。我激烈的思考着，我
不能承受这种重负，如果我不能停止思 考，我将会疯了。我的脑子会被思想的烈焰烧毁，
我必须停止思考。（和我一样的想法）只 有一个解决方法，那就是屏住呼吸，意志坚定的
人可以用这种方法自杀。但是，我不能，在我完成任务之前，我能承受得住。为了找寻终极
价值，需要天才付出最严 重的代价，所以天才选择在被蛇咬之前替蛇进行清洗。这就是命
运，每一个天才都需要为之奋斗。Beethoven 发誓：“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当我第一次 听
命运交响曲，我就知道，这是我的交响曲。当我看见 van Gogh 的《麦田上的乌鸦》时，我
知道那是我的。那里有死亡，有命运，有我——那个天才。
我也很喜欢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已经上大学了。那是我第一次听西洋
古典音乐。但是我第一 次听就喜欢上了他。我原来不喜欢听流行音乐，以为自己不会喜欢
上音乐相关的东西了。没想到，却喜欢上了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太薄了，有点小家子气，而
且总是 流于俗套。古典音乐却不一样，特别是交响乐，气势恢宏、大气。在一个安静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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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闭上眼睛，不需要太大的声音，你就能感觉到那种被抓入其中。你能感觉自 己好像
一下子被吸引过去了，进入到他所描绘的世界中，那里也许有风、有雨，也有可能只有暖暖
的安详的感觉。有时候你好像进入一片静谧的森林，旁边还有小松 鼠在轻跳，有时候你又
好像被置于狂风暴雨中，甚至有雨打在身上的湿意。是的，那是一种很强烈的磁场，能将你
牢牢地拉入进去。我喜欢命运交响曲，喜欢里面强 劲的节奏，喜欢里面顽强的生机，喜欢
里面倔强的生命活力。但遗憾的是，我到现在也不曾有过一盘属于自己的命运交响曲。
梵高的画，最喜欢的还是《向日葵》。和命运交响曲一样，也昭示着蓬勃的生机。我为那种
蓬勃的生机所吸引，我为那种蓬勃的生机而着迷。
这里还有什么希望吗？我不知道，我将会去研究，并且找到，或者找不到他，都将会带去那
条天才的路上。
==========================
什么时候？在哪里？
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时间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我只是在时间的某个点上，至于是哪
个点就无关紧要了。我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只是无限空间的一个点，又 黑又空的宇宙的
一个点，至于是哪个点也无关紧要了。为什么我就知道我是时间和空间的一个点呢，因为我
知道我是存在的，我的意识开始恢复，然后我就醒了。那 是一个黑天的中午，我开始知道
那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知道我在哪里了，我感觉到我的阳物勃起了。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一
瞬间，一个完整的世界在我眼前建立 了......但是，我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一个天才的感觉，
这个世界只是一个幻觉，一个由欲望建立起来的世界。这种欲望是确定我的存在的基础。我
有这样的 感觉，一个天才的感觉，那个好像是正确并且确定的关于“什么时候，在哪里的”答
案一定是错误的。我必须离开这个世界，这个“真实”的世界，去寻找终极真 理！
===============
你为什么要杀我？
你为什么要杀我？你知道你没有能力杀害我，因为我是如此的强大。如果你能够杀了我，那
是我让你杀的，因为我爱你。为什么你想要杀了我？因为你想确定我是否 爱你。你知道如
果我让你杀了我，就能证明我对你的爱。你为什么要确定我是否爱你呢？我不知道，我觉得
你对此应该毫无疑问的。你不相信我，这就是我必须死的 原因。但是，女孩，如果你发现
你杀了世界上最爱你的那个人，你不久也会死去......不！我是如此的爱你，这种爱会让我走
过这片领域（realm）。我 将会自己杀了自己，不让你知道。那将会证明我对你的爱，虽然
你并不知道。而你，我的女孩，将会依然活着。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会得精神分裂了。你并不是看哲学书看的。你是因为被人拒绝。你真是
没用。我差点崩溃好歹 是因为我最崇高的理想。而你，只是因为一次小小的感情挫败。你
原来的人生过得太过顺利了，没有一丝挫败的感觉。所以你会承受不了被人拒绝的滋味。我
也是， 走得太顺了。当事情没能像想象中的发展时，思想就会崩溃。其实我所谓的崇高理
想并不一定就比你的感情高尚。但是你总是要标榜自己怎么的卓尔不群，怎么的特 殊。这
又是什么道理？到底是谁比较世俗一些，到底是谁还没有达成。我也不想过多地作评价。至
少在你眼中，人还是有区别的。你问问佛主去，你问问耶稣去，在 他们眼中人和人之间有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你现在的状态也是不正常的。不知道你意识到没有。那次的伤害对你影响太大了。你现在已
经到了一个不敢爱的地步了。也许你是在逃避原来的状态。但是这种逃避 不会有任何好处。
你用这种好像很豁达，很开放的态度去和那么多人搞暧昧关系。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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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在轮到你主宰世界了？你以为你这种花花公子式的 处世态度会对你有所帮助？不会的。
这样的生活会再一次毁了你。你以为你知道你是谁？你以为你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你不知
道。你根本不知道。你在欺骗你自 己。你从一个谎言走向另一个谎言。你以为你已经完全
走出来了？没有。你根本没有走出来。你只是以一种走出来的姿态在生活罢了。而你内心的
实质是怎样的？你 一定不清楚。
不过我现在很好奇的是，如果我不像现在这么坚强，如果我也像你一样。不知道你会不会想
起原来的你。
我必须停止思考。
我必须停止思考，否则它将会把我带向死亡。但是现在唯一可以让我停止思考的只有死亡。
=============
我需要摔倒更多次。
下午我去滑冰了，我发现有许多小孩也在那里滑冰，他们的技术真好，姿势也很优雅。他们
是天才，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很容易就能做到那些很难的 动作，如果他们
摔倒了，他们不会像成年人起来那么麻烦。他们只在地上坐一会儿，就又站起来了。我也需
要更多的摔倒，我不应该害怕摔跤。
==============
我发誓。
我一定要活着，不论我多么想死，我都不会抛下我的爱和希望，就算我看不到他们的痕迹，
我也不会放弃，我发誓。
===============
我更强壮了。
我现在好了：）我读了 Tang Hao 今天上午传给我的邮件：）
：）我现在好了。
一切都是美好的。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理解真相总是好的事情，虽然它会给你带来沉重的负担。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够承
受，但是当你走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的力量又恢复了，我的身体又开始变暖了。意志力，我强大的意志力，重新填满了我的灵
魂。
我在屋里大踏步的转圈，暴力思想在我脑中产生了。经历了这次命运和死亡抗争，我更强大
了。我是哲学天才，我将会在明年建立起我的思想体系。我要去找一些和这个思想体系相关
的例子，然后推翻他。
还是这样。你的哲学体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你一直没有提出。你只是在重复强调你有很
厉害的思想体系。但是 你没有东西出来。你只是在空喊口号。如果这种口号有用的话，中
国 13 亿多人都可以成为你这样的哲学天才了。我不清楚的是，你这样的思想体系和我从来
没有写 出来的东西相比，到底高明在什么地方？难道就因为你喊了，我没喊，我就比你差
了那么多？我倒是觉得像你这样空喊口号的人是无比差劲儿的。
第四章
哲学革命
我没有时间来纠正这篇文章的语法错误。这里记录的我的思想已经不是我最新的思想了。你
最好只读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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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当我在半夜惊醒，我有要将他杀死的恨意，那个人我从来不认识，你的吗？当王子从深
渊中爬出，你能感觉到他眼中的邪恶，你能看见他的嘴对鲜血的欲望。
我将会背叛我的家庭，我正在朝着与他们期望相反的路走。
对他的分析已经完成。然后是下一个……
很幸运的是我读过了《Sex and Character》这本书。要不然我不可能这么快就从那个我曾
经跌入的深渊中爬出来。
我达到了：）我终于达到了。我的滑冰技术进步了很多。其中的奥秘是：成为小孩。作为一
个小孩，你就没有了虚荣心，你忘了钱，你不会害怕你的未来，但是你会 充满希望，你不
会追求快乐，但是你却总是快乐的。你贪婪并且快速地学习，因为你天真无邪，我不会陷入
爱的烦恼中，但是你会爱所有和你有联系的人。你不会生 气或者是悲伤，不会有偏见。当
我平静的划着冰时，我能感觉到我的灵魂变得清澈起来，我脸上一定有灿烂的笑容，我沉浸
在滑冰的乐趣中，不去注意别人。我可以 告诉你怎样再次成为一个小孩，换句话说，就是
重新成为一个天才。那是一门艺术，对艺术的尊敬。Ivan Stojmirov 告诉我说：“做一次小丑，
以后也会是小丑。：)”。他是对的：）。
我一直就要求自己要像一个孩子一样。不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像小孩一样纯净。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努力地保持自己的一颗童心。但是却总是被别人说为幼稚。其实很多时候我并不是不
知道他们那些成熟的人会做些什么，而是我不愿意去做那样的事情。小孩从来不骗人，我也
不会。
我很高兴我又变成了一个小孩。这是上帝给人们最好的东西。但是人们总是将他们扔掉，我
很高兴我能够保留着它：）。这将会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晚上我去参观了“西方艺术思潮”巡回展。我已经很久没去上过课了。你能看见一个很酷的男
孩走进教室，他带着一顶鸭舌帽，长了一些胡子，手上戴一双很厚的手套，穿过教室，在教
室后面的角落坐下：）。
21.完美爱情的存在。
提示：如果想要理解这篇文章，建议先读 Otto Weininger 的《Sex and Character》一书。
http://www.theabsolute.net/ottow/schareng.pdf
现在我的身体很冷，我的手也很冷，要写下面的这篇文章好像有些困难。但是我知道，只有
写下这篇文章，我的身体才会重新变暖。
伟大的男人，你们很容易得到一个女孩的初恋。因为她总是在幻想着恋爱，并且希望能够尝
试恋爱。但是，如果一个女孩在你认识她之前已经经历了初恋……我遇到 过一个漂亮的女孩，
她曾经恋爱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她非常小的时候，第二次应该算是她的初恋了。我认识她之
后，我就爱上了她。我向她展示了我的优秀才华，我 向她表达了我最深的爱恋，我给她写
长长的感情深厚的信。但是，这个女孩已经经历了她的初恋。她不接受我。你很优秀，你很
爱她，所以她就拒绝你。因为她这样 做可以引来别的女孩的妒嫉。这样她就成了一个皇后。
但是你是如此爱她，你会更努力地工作，使自己更优秀，让自己更爱她，这样让她更乐于拒
绝你。因为她知 道，如果她不拒绝你，她就不能找到更好的男生。她知道你很优秀，她知
道你很爱她，她知道如果她接受你可将会获得幸福。但是，经历了初恋的女孩常常喜欢浪费
你的爱，进而满足她们的虚荣心。
这一段分析得太好了。所以你已经错过了你的初恋。你开始拿着我的爱来满足你的虚荣？我
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行 为。我以为只是不爱罢了。怎么可以这样呢？你如果说你没有折磨
我，我原来相信。因为我喜欢拿着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可是你呢？这里分析得这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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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 是你心里就是这样想的。你这样不算是折磨吗？不要总说我修养不够。我修养没那么
差劲。也许你拒绝我是为了能找到更好的。我知道我是还不够优秀。可是我怎么 这么傻呢？
竟然这么爱你。要把自己都爱没了，可是你却在旁边观察着，冷静地看着。你怎么这么冷血。
你也曾经经历过，为什么就不能体谅我一下。你的修养又在 哪里？总是觉得我很自私。你
不是更自私吗？我和你不一样。我的爱永远不会变质。不论是第几次爱，我都不会去做这种
伤害别人的事情。我不会把别人的爱当成是 我虚荣的资本。我不需要虚荣。我只需要真正
的爱。那种不需要条件的爱。那种不需要我有多优秀，不需要我有多漂亮，不需要我有多好
脾气的纯粹的爱。就算我有 千千万万的缺点，他也能看见我隐藏在其中的微小的优点。他
就只爱我这个优点。但是我不会让自己有那么多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我也会有缺
点。但是我 希望我的缺点会越来越少。那种整天盯着我缺点看，骂我的人不是会爱我的人。
可是我偏偏这么傻，竟然为这样的人天天流泪。为什么爱会让人如此盲目，为什么爱 会让
人如此不可理喻，就像流萤扑火，明明知道会死，还是要向往光明。我面对的是光明吗？不
是，那只是一处地狱。我却要扑上去。我为什么这么傻？我为什么就 不能放手。这样不是
对大家都好吗？至少我不用那么难过。至少我还可以向往更幸福快乐的生活。
所以，你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伟大人物都会遭遇一场失败的爱恋，因为他们是如此的优秀，
如此的爱她。最后，伟大人物离开了她，又过了很多年，伟大人物成了名 人。而那个女孩
将会过上一种平常的悲惨的生活，如果她没有离开伟大人物，她将会过一种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时，伟人会开始同情她，但是不会嘲笑她，不会希望 她感觉抱歉。是的，这样的故事曾
经发生在好多的伟人身上。
这简直就是一种很小人的心理。也许会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幻想。但是，那个女孩没跟那个
伟大人物，也不一定就 会过着悲惨的生活。就算跟了那个伟大人物，也不一定就会过上幸
福快乐的生活。一个人幸福与否，和她成不成功，有没有名望完全没有关系。那些经常出现
婚姻状 况的人往往是那些伟人。正是因为他们在一方面取得了成功，就一定的要付出一定
的代价。也许是幸福的代价。所以说，我也不奢望我被你拒绝后就能成为什么伟大 的人。
我需要幸福快乐的生活。有名望的人不一定能带给我，但是那个爱我的人一定可以。
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人。我不会成为那样的人。太肤浅了。你以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层次？
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就决定了你会有什么样的层次。不要总是把自己的层次拔得那么高。你没
有那么高。知道吗？
真是的。我不敢翻译你的东西了。我真怕自己一不小心又陷进去了。我不是天才，我只想做
普通人。所以我不希望自己疯狂。
看着你曾经为着别人疯狂成那样子。我知道我是时候退出了。我得不到你真心的爱。也得不
到你真正的尊重。我只是一个小丑而已。一个当一次小丑就永远只能当小 丑的小丑。我一
直在苦苦挣扎，挣扎着要逃离这一切。可是我的脸上划着花，装着大鼻头，谁都看出来了。
我只是一个小丑。我以为坚持就是胜利。但是不是。那不 可能是胜利。那只是一种幻想。
我在哀求我自己，一定要下定决心。就算再爱又怎样。就算你最后终于累了，要躺在我怀里
休息。那也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而 已。你不会关心我，你不会爱护我。在我需要爱的
时候，你不会给我。你只会冷漠地分析着我的一切。我是不是在耍手段，我是不是在寻求同
情。那里面没有尊重， 只有可怜和鄙视。在我病了，在我累了的时候，你不会是我的依靠。
你会躲得比谁都快。你不会对我付任何责任。你会用你是自愿的这样的词来伤害我。在危险
面 前，你一定是将我拿来做挡箭牌的那个人。因为你不可能爱上我。爱我的人不会这么做。
你会为了你爱的人送花，你会为你爱的人写信。你却连一句祝福的话都不愿 对我说。你这
个冷血动物。我的心脏有些受不了了。我原来一直以为爱一个人是用头来爱的。现在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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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心脏比头爱得更深。所以繁体的爱字里面有颗心。那 个造出来“爱”这个字的人一定曾经
深深的爱过。所以才知道爱一个人的时候，心是有感觉的。我现在这颗受伤的心也有感觉，
很深的感觉。就像你曾经的感觉一 样，是紧紧地收缩的感觉。很难受！要用手去轻轻揉摸
才会慢慢缓和。
我知道你是因为不相信爱情了才会这样。但是我已经不打算原谅你了。我就算再宽宏大量又
有什么用？
你一定是在考验我，考验我到底有多爱你。你也许觉得要花一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出我的
真心来吧。我告诉你，我不会让你知道我对你有多真心了。
你也知道给别人写信说你的优点要慢慢相处才能被发掘。因为那是太细节的东西。我和你很
相像的就在这一点。但是我比你看得清楚。你不知道在哪里被蒙住了眼睛。
我不会要求你慢慢得来发掘我得优点了。这并不是我没有信心。我很有信心。我是一个怎样
不错的人，我心中有数。
以为自己能把你的书翻译出来了。但是还是不行。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了。那种做后备
的悲哀，我终于算是领略到了。
我知道你很不 care 我，但是我也可以不 care 你。是的，我要做到不 care 你才好了。要不然，
我这一生要在怎样的悲惨境地度过？我不知道。
是了，我成了像你一样的人。我成了那样的人。
你当时会对我感兴趣也许还是因为胡琰吧。那个很小就上大学的人。也许你以为又找到了和
她一样的人。结果发现我和她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失望了。你从来就是把我当成一个替代品。
我竟然不知道。我怎么这么傻？
你不会怪别人是吗？你不会怪那个你爱过的人。可是你会怪我。你不爱我，就可以怪我。我
就因为不被爱就被人责怪。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啊。你竟然曾经叫我去 堕落。我没话可
说了。对于胡琰，你也许永远不会希望她会堕落。而对于我，你竟然奉劝我去堕落。这是一
件多么悲哀的事情。我是一只可怜虫。巴巴地望着你，希 望你能给我一点温暖。多么可笑。
那些虚荣的女孩，喜欢在年轻的时候为了满足她们的虚荣而活着，到老了，就会过一种悲惨
的生活。你爱她，你知道她的虚荣心，所以你想要帮助他。但是你越是帮 助她，你就越爱
她，这样你就更加能满足她的虚荣了。所以，一个女孩经历过初恋之后，不要在她面前展示
你的优秀和你对她的爱。但是你可以在一个没有经历过初 恋的女孩面前显示你的优秀和爱
意。你救不了那个经历过初恋的女孩，就算你爱她也不行。你只需要离开她，不要碰她，这
样对你和她都有好处。因为你以后也许会 很容易就将她俘虏，让她成为你的妻子。因为她
会以为你不爱她了，她就不再用拒绝你来满足她的虚荣，因为她会害怕你最终会离开她，而
且她还将告诉你她第一次 见你就爱上了你。但是离开她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你必须等到
她挥霍完她最美丽的时光。所以你没法得到一个经历过初恋的漂亮女孩。但是你为什么要要
一个不再 漂亮了，却又不曾爱你的女孩？所以，如果你是伟大的人物，最好不要碰那些已
经经历过初恋的女孩。只需离开她，然后找一个没有经历过初恋的女孩就好了。是 的，你
已经很伟大了，你不再是一个懵懂的小男孩了。和你一样年龄的女孩都已经经历过初恋了，
所以你要找一个比你小的没有经历过初恋的懵懂女孩。为什么和你 同样年龄的人已经经历
过初恋了？因为他们懵懂无知。他们的初恋被一些年龄稍大的男孩骗走了……是的，这是一
个循环。但是你必须遵循它。当我说同样的年龄的 时候，并不是说确切的就是同样的年龄，
是指心理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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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那些没有经历初恋的无知小女孩吧。离开那些和你年龄相仿，已经经历了初恋的女孩。
但是，你知道，很有可能是这样，当那些无知小女孩长大了，你们两个会分手。因为你知道
你根本不爱她。她也根本不爱你。但是，她并不知道，因为她的无 知:）。你不能从一个女
孩身上得到完美的爱。所以爱那个无知的女孩吧，虽然你知道你并不真正爱她。找这样的女
孩当老婆，你很爱，但是她的初恋不是你的人。 你也许会说，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你找了
一个无知的小女孩，当她长大了之后，你还是爱她的？这样的两种类型的女孩就合并成一个
了。这是最完美的形式。是的， 试试吧。但是很大的可能是你并不会如此幸运。我为什么
不在她遇见她的初恋之前碰上她呢？噢，我已经遇见她了。但是在那时，我虽然感觉到了对
她的爱，但是我 很羞涩，我不敢认识她。我很无知，她不会将她的初恋给我，就算我追她，
她也不会答应。她希望碰见比她大的男孩。是的，爱不可能完美。当她无知的时候，她希
望碰见一个年龄大一点，当你年龄大一点的时候，她已经不无知了。她变得成熟了，她不会
接受你，因为她现在需要你来满足她的虚荣。完美的爱情只在两个人的年 龄差不多的情况
下才会发生。但是当你们都还无知的时候，她不会发生。当你们两个都成熟一些的时候，女
孩的虚荣会破坏掉完美的爱情。完美的爱情只会在你俩之 间产生，但是又不会产生。如果
你们两个年龄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在比较成熟一些时候遇见了无知的她，你们两个也许会
相爱。但是这不是完美的爱情。你们会分 手，就像我原来描述的那样。完美的爱情是指，
先相爱，然后在你以后的全部生命中都相爱。她是你的初恋，也是你的妻子。但是这是互相
矛盾的，所以你不可能找 到完美的爱情。
这个完美爱情是谁定义的？简直是一派胡言。
到这里，我应该要分析一下你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思想了。
当时你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好几个项目编程。你在 Linux 的世界里很受欢迎。你的做的项目受
到许多人的称赞。你很为你在开源世界里的成就感到骄傲。那时的你 觉得一切都是那么顺
利，因为你觉得好像没怎么费力就取得了比别人更高的成就。你很骄傲，你很自满。在第一
次恋爱失败之后，你认为也许是你不够优秀那个女孩 才没有喜欢你。而这时的你已经取得
了一定成就了，你觉得你已经足够优秀了，足够许多女孩为你倾倒了。你从电脑的世界来到
了现实世界。你找一些漂亮的女孩子 约会。可是她们不理你。你遭到挫败。你想不通：你
已经足够优秀了，为什么他们还是看不上你？你在失败了很多次之后终于有些受不了。因为
电脑世界给你成就感 和现实世界给你的挫败感让你感觉是你的生活极度地不平衡。那种不
平衡差点颠覆你原来所有的价值观。你很痛苦，你要找寻出路。你要找到新的价值观，找到
新的 支撑点。你四处寻求帮助，你去看书。你以为你从书中找到了你所有的答案。你又重
新振作起来。你以为你已经经过进化，已经到了另外的境界。你改变了原来想 法。你把恋
爱的目标从漂亮女孩身上转移到了有能力的女孩身上。你以为你已经看透了那些漂亮女生的
想法。你以为你已经了解了女生。你以为那些会思考的女生才 知道怎样看你的优点。可是
你又错了。你找了一个你觉得很有思想的女生。她还是看不上你，你苦苦挣扎。还是不行。
你的思想又一次被推翻。你不知所措。你甚至 否定自己。但是你的个性不容许你否定自己。
你在 Linux 界取得成就不容许你否定自己。于是你拼命看书，拼命给自己打气。你需要重新
找回自信。在找回自信 的路上，你发现许多伟大的人物，那些被称为天才的人，都受到过
许多打击，但是他们坚持下来了，最后成了成功人士。于是你就幻想你是天才，所以你才会
受到这 么些打击。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获得些微心灵的平静。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承
受现实生活的那些打击。你在寻求一个保护网，你希望自己能躲在网中，这样就不 会再受
到伤害。那个天才梦就是一张很结实的网。但是，就算是在网中，你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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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你喜欢思考。你总是要想。而且电脑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不平衡 是如此的严重。你心中
的那座信念大厦终于要坍塌。你接受不了，终于崩溃。在你崩溃的时候，你产生了很多幻觉。
你以为那是真实的。但是不是。你还产生了很多 想法，你以为那是正确的。但是不是。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你原来的路太顺了。当遇到不顺的情况时，你没能及时调整过来，
才会有这种结果。那是一种不平衡造成的恶果。关键是看你怎样从那种 不平衡中找到平衡。
你能够在 Linux 界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是因为你选择的方向是对的。你正好选择了适合你的
那条路。所以，你很顺利就成功了。但是在选择 女孩子上面，你没有找到适合你的那种。
所以你失败了。但是你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你钻到牛角尖里去了。你走不出来。你把这
些都归因到别人身上。你没有找 你自己的原因。因为你以为你了解自己，你知道自己想要
的是什么。但是这种了解只是你从学 Linux 上得到的结论。你把不同世界的标准用到了不同
的事情上 面。但是你没有意识到 Linux 和女孩是不同的。你没有经历过恋爱，你根本没有经
验。你只是凭你的主观臆断认为自己很清楚自己的需求了。事实是，你并不知 道你需要什
么样的女孩。你心中有一个完美女孩的倩影。你照着那个标准去找寻女朋友，而不是照着合
适的标准去找寻女孩子。但是每一个女孩心中也有一个标准， 你不符合她们的标准，所以
你失败了。这也是一种失衡的结果。所以一定要找到那个平衡。但是那个平衡是很难找的。
不一定谁都会那么幸运。如果不能达到平衡， 就要学会如何控制这种不平衡了。这样才不
会造成理想的坍塌。怎么才能控制这种不平衡呢。我也不太会。我的选择是暂时逃避。
所以现在我也要逃了。我对你的爱胜过你爱我的千万倍。或者说你根本就不爱我。我们两个
之间存在着一种爱的极度不平衡。虽然我现在在努力地支撑着这种不平 衡。我用我的意志
在硬抗着。但是，我会有累的一天。也许有一天我累了。我放松了一下，这座大厦就塌了。
我不希望这样。我很珍视我这仅有的一生。我不相信轮 回。所以我要我这一生精彩。我不
要崩溃。所以我不想等这座大厦建立起来，我就要走了。我走得越早，也好。现在还只是在
打地基的时候。我现在走了。对你不会 有任何伤害。对我，也很好。
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是那个在我生病的时候守在我床边的人，不会是那个在我生气的时候逗我
开心的人，不会是那个上街的时候会给我提包的人，不会是那个在我累了 的时候会背着我
的人，不会是那个在我难过的时候会揽我入怀的人，不会是那个会纵容我有点小脾气的人，
不会是那个总是关心可以照顾我的人，不会是那个会听取 我意见也会给我提出意见但是不
干涉我的人，不会是那个能给我充分安全感的人。最重要的是，你不是那个爱我的人。你不
懂得尊重我，你不懂得珍惜我，你不懂得 爱护我。
也许你又要说这是我爱自己的一种表现了。
但是我要说的是，上面的这些都是我能为你做到，但是你不能为我做到的。所以我们之间存
在着太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倒向我这边的，一旦崩溃，只能是我受伤。那时的你会在
哪里？一定不会在我身边。我只有一个人承受着一切。我不是超人，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子。
我会承受不住。
所以以后我要找一个不是我最爱，我也不是他的最爱的人。这样两个人之间才是平等的。不
会因为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多一点而造成太大的不平衡。这样对两个人都好。虽然和我原来
的理想差了很远。但是我觉得这是幸福生活需要付出的代价。也许吧。
虽然要我做出这个决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思考了这几个月之后，还是决定不伤害
我自己。因为世界上除了自己之外，不会有人更关心自己了。如果在别人 不在乎自己的情
况下，自己也放弃自己。那是一件太不应该的事情。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只好好好的活着，
才不辜负上天给你的这么好的礼物。
好了，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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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个新耳机，听清晰的 DJ 音乐，读《韩非子》，hoho，ohho。
读完了《一生的读书计划》。
静心之后，幸福开始显现。
正确地制住愤怒，一步步地制住爱欲。一步一步地向内征服。
嗯，现在每天的生活就是为了开悟和成道。获取最强大的精神力量，领悟最高深的哲学思想。
《牛人录》，呵呵。
"There is no easy way to achieve nice work. :-)"
Stroke Editor 1.0 版发布了：
svn co https://tomoe.svn.sourceforge.net/svnroot/tomoe/tools/stroke-editor
这是为 Tomoe 手写输入识别引擎编写的一个笔画数据库编辑程序，和黄鹏一起开发的，使
用的是 python 语言，调用 pygtk。中文 GB2312 汉字笔画数据正在每日制作中。
GRE 作文考完了，之前也没有怎么准备，几乎都被我忽略了，最后连一篇范文也没有练习，
不过考试还算顺利，Issue 提前一分钟检查完， Arguement 还剩两句话没检查。Hoho，考
完回家看了《云水谣》，随情流了点眼泪，然后听 DJ 串烧早点睡觉。确实，我不会悲伤很
久，因为这不是我 的基调，我总是会避免悲剧，无法避免则会导致我精神的重生。
有时候会做跟父母或者弟弟发生激烈矛盾的恶梦，一两年一次，原因只是一点点细微的口角
冲突。不过平时我和家人相处都很融洽吧，大问题都可以由我解决 ：）
有的人想得到巨大的财富，有的人是想创造巨大的财富，前者是要“赚尽”别人的钱，后者是
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前者往往只考虑自己的需求，后者更多地要照顾别人的需求。
晚上公司组织一些员工一起到朝阳公园跑步打篮球，以后每周三一次，公司连锻炼身体都照
顾到了，很不错啊。我也跑了两大圈。然后一起去吃饭，就是吃得太久了，花了两三个小时，
时间成本大大超过消费成本，很划不来。绝不能浑浑噩噩地混时间。
有一只驴子，听说森林里很自由，就也跑到森林里，结果发现自己要被饿死了，食物要自己
找，还有野兽恐吓，于是逃回了棚子里，再也不敢到森林里去了。哈哈，你就是那只尝试
Linux 的驴子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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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了《思想的经典》，里面推荐的书质量确实不错。开始新一轮的大量读书了 :)
经研究决定 :) StarDict 下个版本是 3.0.0，而不是 2.4.9 了，因为积累了大量的特性可以开发。
最近两天把插件系统的框架实现了，进入状态后开发得不想下 班，呵呵。自由地开发精细
的软件真是享受啊。现在一般人看星际译王的代码感觉比较复杂，不过在我的脑中过滤就一
个词：简单。只是工作量确实很大。
“人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人没有不选择的自由。” --萨特
开悟后的平凡生活就是幸福啊。其实我现在也生活得很幸福。如果找一个人一起生活，前提
会是不打扰我的目前的宁静生活 ：）
“神勇的中国开源人士大闹盖茨演讲”，看了王开源举着"Free Software Open Source"字牌的
录像。能够把想法付诸行动很有勇气啊。我的评论是：“干得漂亮” ：）
=====
SQLite 是由 D. Richard Hipp 用 C 语言写的一个开源嵌入式数据库。支持 SQL92 标准。OS
X 自从 10.4 后把 SQLite 这套相当出名的数据库软件，放进了操作系统工具集里。软件属于
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SQLite 可说是某种「美德软件」（virtueware），作者本人放
弃著作权，而给使用 SQLite 的人以下的「祝福」 （blessing）：
* May you do good and not evil. 愿你行善莫行恶。
* May you find forgiveness for yourself and forgive others. 愿你原谅自己宽恕他人。
* May you share freely, never taking more than you give. 愿你宽心与人分享，所取不多于
你所施予。
=====
嗯，我们的 Stroke Editor 项目也用到了 SQLite。作者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啊。
自由，开放，金钱，当三者不能同时兼顾时，就有一个排列顺序的问题，而前两者是 Linux
目前所坚持的原则，最终第三个也会得到照顾。最后胜利的总是真理。
读完了《大学精神档案》，分古代，近代（上、下），当代四卷。
May you share freely, never taking more than you give. Linux 主要是一个提供奉献的场所和
园地，那些只想摘现成的果子吃的人永远只会得到失望，而且不止是在 Linux 世界。那就回
到 Windows 去吧， 还是去继续饮用你那盗泉之水吧。
信息量是生成信息所用的时间和存取信息所需的空间的乘积，你可以使用更多的时间来减少
存储空间（压缩），也可以使用更多的空间来减少存取所需的时间（缓存），两者可以相互
变化，但总的信息量，也就是其乘积，保持不变。
当上乘的人听到道，他们会很努力去依照它来做；当中乘的人听到道，他们好象知道又好象
不知道；当下乘的人听到道，他们会大笑，如果它没有被笑，它就不是道。下乘的人掌握势
力就导致独裁，中乘的人产生民主，上乘的人在一起会变得类似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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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修的书里提到世界上一共分为七种人，第一种生活在身体层面，他活着就是为了吃，第
二种是感情化的，他透过他的感情来生活，第三种是理智型的，第四种纯粹，第五种觉知，
第六种开悟并达到内在，第七种是绝对的神秘，是不平凡的平凡，成佛成道。
尼采是我的导师，Weininger 是我的长兄，奥修是我可以参考学习的师父啊。
现在的我得道了吗？还记得那时 Enlightened 的感觉，I get it! 然后一整晚没有睡一秒，因为
怕失去得到的那一点，也从此开始了极端的体验，获得了一段难得的经历。现在有得道的感
觉的原因是，生活中所有的难题都被我解决 了，所以我在过着没有难题的生活。Every
problem to me, has a solution. 这样再看待别人的迷茫和处在的外部世界，感觉真的很好。
达到“明”。
"In the middle of difficulty lies opportunity." -- Albert Einstein
http://stardict.sourceforge.net/todo.php
Finish the StarDict-3.0.0 todo list is a hard work, but I will accomplish it.
窗外有一颗大树，枝繁叶茂，清风拂动的时候，树叶轻轻飘动。
=====
Marlene: 不客气，其实对你，不管你做什么都支持就行了，因为你心里知道你在做什么，
也很清楚你想要什么。
=====
都比较明白对方的想法，所以沟通很愉快 ：）
在 Liu Lifeng 的来信中说到：
======
你好！我很惊奇星际译王是由你，一个这么年轻的人，编写出来的。也许我们对字典对开源
有不同的理解，但我们都想为别人做些什么，对吧！
======
是呀，为别人做些什么。这样多好啊。
今天发现 Lingoes 做出英文网站了，竞争的压力来了啊。Lingoes 词典是免费但不开放的，
比如词典文件格式就不开放，现在也有大量词典，所以和 StarDict 有竞争关系。这大半年
StarDict 没有做什么开发，Lingoes 却有了很多改进，竞争让人不能松懈啊。还好 StarDict3.0.0 的开发已经启动，目前进展很顺利。疯狂修炼，用 3.0 版砸平他，呵呵。
读完了《胡适选集》。世间的学识和变革都只是争论半寸的异同，而能够用毕生的努力来达
到半寸的增长都是不容易的啊。
莫扎特真是伟大啊--听第 40 号交响曲有感。噢，音乐上帝。
应网友要求增加了小学堂日语词典。I promise: Seek, and you will find; Request, and you
will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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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冯友兰选集》。
读了《柏拉图对话集》。
翻看完了《美的历程》。奥修读了十万本以上的书，我现在列表里有几百本书要读，有些必
须速读了，有价值的以后再重读吧。
《水边的阿狄丽娜》真好听啊。
在床上一边听钢琴曲一边看书，突然感觉音乐中闪现了那种极乐，原来听的是《爱情故事》，
跟今天上午的心情正好投契，难怪灵光闪现。啊，心中的希望真美好。
今天去看 tofel 的报名信息，结果发现五到十月全报满了，天津都没有了。原来是 4 月 28 号
开始报名的，据说开始后一两个小时就爆满了，而我对这些一点都不知道。
看来去美国还是太挤了，不符合我的作风（不争而善胜），GRE 考完后就准备开始学德语
的计划来。
亓光宇最近进微软了，晚上约在一起吃饭聊天，他的情景跟我那时进红帽子差不多，都是跨
上了一个台阶。一起聊得挺高兴的，心情都很快乐 ：）他已经在北京贷款买了房，和女朋
友也登记了，大事都搞定了，真不错啊。
用人工智能来生成矢量字体应该是一个研究方向啊，现在要一笔一笔地输入每个汉字的轮廓
信息，工作量太大了，如果能达到收集几百个汉字的风格特征后自动生成那七万多个汉字的
字体库，那就每个人都可以制作自己的个性字体了，多有意思啊。
相信永恒轮回，相信因果报应。修智慧，修福报。
前一阵把《算法导论》看完了，里面的 B 树、排序网络很有意思，矩阵乘法的 Strassen 算
法非常神奇。看了以后有不少收获，不过那些数学论证就都跳过了 ：）
在图书馆借到一本《人生篆书--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精髓》，大隐著，写得非常好啊。作者对
100 句人生格言分别撰写了感悟文章，从中可以体会出他的很高的修 为，值得我们学习。讲
的主要是怎样达到圆满人生。我后来专门去买了两本，一本我妈妈看，一本送给朋友 ：）
另外加到我的书库里进行推荐！
http://reciteword.cosoft.org.cn/yaoguang/wenjing.php
昨天制作的我的一个高中女同学的照片魔方。好喜欢啊 ：）她下周到北京来，我到时去接
她 ：）
在百合网上注册测试了一下，我是属于学者型，适合的类型是作家型，呵呵，好像还比较有
道理，可以参考一下，以后多认识美女作家 :_)
最近开发 stardict3 效率比较高，不过时常会比较累，感觉累的话就休息两天，工作时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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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事，回家就先睡一觉，同时还顺便在医院开了些补脑的药吃。 有时候是晚上三点醒一次，
六点醒一次，然后把想到的一些想法记满一张纸，上午上班后就把想法实现或者加到 TODO
列表里。有时候遇到难题，花了大半天才解 决，会感到有些精疲力竭。最近准备开始做词
典聊天机器人，花了三天考察，然后晚上睡觉中思考，做架构设计，最后决策，也会比较累。
要把事情做好，也必须进 入这种状态啊，希望三到五个月后能顺利勤劳成空，然后又可以
悠闲一阵了 ：）有的人会觉得对这样不理解，但要超越别人就必须这样吧，我认识的程勇，
另一个金奖获得者，也是说经常写代码到几点，我虽然不熬夜，但大家在付出上都是 比常
人要多一些。科研人员呕心沥血，大家都会有相同的感受，不然你在竞争中就只能落后，最
终被淘汰。年轻时不能就开始追求舒适的生活啊，要劳逸结合，平时说的是后者，但也别忘
了前一点。
Won corner 在来信中说：“stardict 是我们在 linux 平台必不可少的一件宝贝”，呵呵。
星际争霸 2 要出来了！好久没投入地玩游戏了，这下终于又可以开始了。以后有闲了一定要
开发一个游戏出来。合金弹头 Linux 版，星际争霸开源版，雷神之锥加强版，这些都是好题
材啊，或者一个全新的游戏 ：）
主页上的留言簿重新开放了，欢迎大家留言 ：）最近又闲了，呵呵。同时提供留言簿源码
下载，我这次顺便修正了其在 php5 上有些功能失效的问题。
最近认识了网友张卜文，她在灵性修养上有很多经历，深蓝小孩，“还是个美女”，下午跟她
聊了一下，部分聊天记录她贴了出来，见： http://blog.sina.com.cn/u/4a64cca2010008si
过了一天平庸的生活，发现心里还真不习惯啊。就是只处理了一些日常的工作，没有新意，
像普通人一样，不受关注。有了一些非常的经历后，生活达到平凡，但如果懒于创新，生活
就会转变为平庸。要加油了！
据说奥修每个星期可以看一百本书，所以他的那六百多本书，你也应该在六个星期里看完。
明白了吗？ :_)
读完了《容斋随笔》，里面有很多王侯将相的史料和评论，可以给人启发，很值得一读。其
中《无用也有用》一篇，摘录如下：
=====
现在看来，飞行的鸟用的是翅膀，如果把它们的腿捆住，它们就飞不成。人奔跑时用的是腿，
如果捆住他们的手，就跑不成。科举考试比的是学业，要录取的是有才 能的人，但笨拙的
人也可以参加考试。战场上取得胜利，首先需要的是勇气，但年老怯懦的人也参加战斗。可
见，有用和无用，怎么能分别开呢？因此，治理国家的 领导者，不要把天下的人都看成没
有用的人就好啦！
=====
以前对尼采所说的“多余的人”，深有同感，但怎么对待和看待这些人，我的经历发现尼采的
思想在这点上还是没有完全看通而有些偏激，读到这段对庄子老子无用的阐述，就明白和理
解了。多余的人的存在是有必要的，也是有用的，好好管理发挥他们的优点就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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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是爱的第一个伤口
哭泣的时候会担忧 再也等不到属于自己的人
微笑的时候会庆幸 还有更好的人在等候自己
哭哭笑笑 颠颠簸簸 等待的每多一天 心情就老一点
于是便会越来越爱自己 因为没有人值得去爱
也因为想把更好的自己留给注定的人。。。
宽阔的天空会预留一个怎样的缘分
等待的人有多美丽 多善良 多浓密的头发 会有多柔软的心肠
他们会一起飞翔 还是会一起颠簸 拥抱的时候会不会颤抖
他们是彼此存在的理由 还是逃脱寂寞的借口。。。。
很多时候 还有没来得及狠狠地爱 。。。。似乎就已经疲惫了
等待。爱的第一个伤口。。。
=====
等待，是一生最初的苍老。
星际译王俄国网站出来了，请访问 http://www.stardict.ru，看来 StarDict 在俄国获得了广泛
发展啊。就是太久没出新版本了，我得努力。称霸全球 ：）
每个月公司员工过生日，大家就一起分蛋糕吃 ：）
看完了《檞寄生》。
看完了“激流中国-富人与穷人，喉舌与职责”。
嗯，以后要写一本经书，三国语言（英汉德）流传 ：）积累精华中的精华。
只有当你要写一本经书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有多难。
=====
佛陀说：“须菩提，不要这样说。”须菩提一定是在想：“只有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有这个机会
听佛陀讲话，跟佛陀生活在一起，跟佛陀走在一起，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是受到祝福的人。
在二十五个世纪之后，当达摩之轮完全停止转动时将会怎么样？”他认为你们是运气不好的
人。
佛陀说：“不要这样说，须菩提，不要认为只有你是幸运的。”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自我：“我
们是幸运的，没有人有那么幸运。”佛陀立刻将他的手放在须菩提的嘴巴上：
“不要这样说，须菩提。是的，即使到那个时候，当这些经文被教导，也会有人了解它们的
真理。”
我知道，你们就是那些了解真理的人。渐渐地，大地露出了曙光，黑暗的夜晚消失了，渐渐
地，那个种子会得到土壤、会进入你的心。
“因为，须菩提，即使在那个时候也会有菩萨。”
=====
看着都要哭了，多么想听佛陀的教导，而当世之中佛陀已经不在。但这时还有菩萨！我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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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把一生献给开源事业
已经遇到他们了，再要突破世俗的障碍去结识他们。
晚上吃了一碗粥，第二天早上感觉很舒适。身体的调节也很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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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地去邀请，也许你不知道怎么处理，但对方知道。而且往往要多次邀请以显示你的诚意，
所以做出第一次突破是必要的，鼓起勇气就行了。
我就是喜欢搞新鲜名堂啊 ：）
在生活中会和一些资质一般的人相处和打交道，偶然会因为某些小原因想打击她一下，但发
现如果她在遵从道和德的方面做得比较好的话，就无处下手，最多纠正她的错误认识。同样
的道理，一个人如果亨道厚德，即使是神和上天也打击不了你，奈何不了你 ：）
上帝存在吗？有两种答案，各有各的理由。就像一个东西，如果看不见，摸不着，目前感觉
不到，那它存在吗？也是说不清。不过如果说上帝在那里吗？那就，是的 ：）因为“在”融合
了存在和不存在。
周六带张婷一起到国贸滑冰，愉快休闲的周末啊。细节不说了 ：）
静夜思
王亮，计算机研究生，但编程能力不强，逻辑肯定很好，但灵感方面会显得不足。社会也有
这样的人的用武之地，正因为他有这些不足，他就很推崇我，邀请我到他们学校做讲座，生
日聚会邀请我并介绍他表妹给我认识，还拢合我们。
周海汉，说我是一个想法很多且实干的人，希望社会上有更多有个性的人出现。
内才和外才，我就内才方面很好，但外才不足，这样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才能才会从内部慢慢
显示出来，这样我在大学时外部表现就不是很好，但熟悉的人知道我有内 才，还是很优秀，
我大学里追胡琰失败就是因为这点，那时还在开发星际译王，但只到五年毕业后我因此找到
高薪的工作，软件卖了相对个人比较多的一笔钱，还有 成为白领才开始有较好的外部修饰，
这时才华才开始显露出来，如果这样很好地发展下去，当然还是很好的，但外才方面确实是
我的不足。
张婷是在王亮的生日聚会上认识的，是王亮的表妹，长得比较漂亮。其实她是我比较喜欢的
类型，像胡琰一样，但当时想她是北京科技大学的自考生，这样不属于头 脑很聪明的类型，
而我希望自己的子女也保留我头脑上的优点，就像继承我在 Linux 方面的事业一样，就准备
不列入她，后来联系接触了几次，磨合和相互了解 了一下，王亮也帮助一下，我们就见面
滑冰相处了一下午，感觉很不错，比较合得来，我俩有相互对方缺乏的优点而比较互补，性
情也很类似，她的外在很好，而我可以处理复杂的问题。
汤浩说黄文静是极品，我也很赞同，同时又说期望值不要太高，Not a easy job，这点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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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而我和她是否合得来，其实也很不一定，也许作为同学朋友关系还是最合适的。
罗娟之所以追我，用她的话说，是她在我身上看到了她理想的自己。她年纪很小就是博士，
逻辑很强，但发现我逻辑也很强却持着不同的观点。我相信永恒轮回而她认为是虚无主义，
其实她是心灵不太强。后来她也接受灵魂存在的观点，但也只是逻辑推理，而心灵强的人是
直接感应到。她说我的书没有逻辑，我告诉她去看我写的软件的源码，几万行的代码，有着
严密而统一的逻辑，同时讽刺她其实也看不懂，这样她就确认了我也有很强的逻辑思维，甚
至超过她，而她自己有逻辑以外方面的弱点。她是博士，但生物实验做得很不理想，而我实
际项目做得很成功。当她达到理想的自我以后（也许是要靠下一代），内才才会完善，之后
也许就是会像我一样追求内外才的兼备吧。
其实人们都是在选择伴侣上来达成进化啊。人作为生物当然是要遵循进化论的原理，在子女
中会出现集成双方优点的后代，而正好集成双方缺点的就被淘汰，要达到 这样，后代应该
至少是上一代的两倍，然后淘汰一半，当然，作为人类淘汰一半还是太残酷了，但至少还是
应该保证达到上一代的数量，如果这是一个不该被淘汰的种群的话。
中国现在不得以要实行只生一个的政策，就是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已成为了该被淘汰的素质不
够的种群。不然素质高但数量多又有何惧。这是历史的规律，生物学上的规律。如果你属于
中国人中比较优秀的种群，只生一个就是不切实的，这点韩寒也是很明白。
Todo：跟姜琴写信，讲对自己内才和外才的认识。完美的追求，感觉得到世界的完美，但
从事的软件开发是不能追求完美的，要不断地更新出新版本。我觉得你是属于比较完美的人，
而你是否又有怎样的更高的认识和追求呢？
胡琰是个小可爱，所以喜欢高大威猛的男生 ：）
也许进化也还是属于轮回之中，而佛教真的能跳出轮回吗？成为空？为什么要成为 0 呢？成
为 1 不是很好吗？不存在的世界比永恒存在好？
我的文章没有逻辑是因为逻辑都被省略了。
康德求婚的故事。他的人被淘汰了，其实他的学说同样也会被淘汰。这句话对奥修可能也比
较适合哦 ：）
何明星：呵。才知道有个离我的这么近的奥修。
胡伟：最崇拜和敬佩的人：哥哥。
思考到凌晨 4 点，写了 6 张纸的分析笔记，然后睡了一整天，差点挂了。惜福惜福 ：）
安装了 Fedora 7，哈哈。看着安装中的一个个软件包，觉得软件产业也会有变得成熟的一
天，那时精华都积累到了自由软件中，我们就可以把精力投入到其他事情上去了，造宇宙飞
船什么的，呵呵。当然，那时软件开发还是会成为一种必备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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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是一名极客 ：）
=====
可怜，开源软件收入到 2011 年才 58 亿。连 microsoft 的 1/10 都不到，幸亏大家没上开源的
当，当时不是吹嘘通过提供服务可以创造比 microsoft 更多的就业机会吗。
开源软件省掉了很多重复的开发工作，显然减少了就业机会。
本来就不该那么多人从事软件业。重复开发浪费社会资源啊。
道理上是，但是事实上重复开发更好，能让更多人吃饱肚子。
程序员的眼界和农民一样狭隘，呵呵。
你没饭吃是因为你不思进取，开源淘汰的永远是小肚鸡肠不思进取的程序员。
=====
前一阵把 zhcon 加到了 Fedora 系统中，在 0.2.6 的基础上打了几个小补丁，Fedora 用户直
接 yum install zhcon 就行了 ：）
看完了《DOOM 启示录》。
经过两个月的辛勤劳动，中文 GB2312 的 6763 个汉字的笔画数据库终于制作完成了。开源
世界的中文手写输入有了重大进展 ：）
看了星际争霸 2 的视频，兄弟们，我们一定要开发个这样的游戏！
星际译王 3 估计两三个月后就可以推出，以后维护就比较容易了，我再就可以开始做下一个
项目了。关于音乐制作软件，最近了解到了 Ardour 项目，跟我的 Nicole Studio 设计比较类
似，而且已经比较成熟了。Linux 内核我希望是在工作中来做，因为内核已经非常成熟了，
开创性的工作并不多。按目前的工作计划是 半年后转入 OpenOffice.Org 的开发，再之后就
可以考虑转到红帽公司内部的内核研发组。而其他新型操作系统感觉目前还没法成气候，
Perfect OS 可以等洪峰的 MingOS 出来后再研究开发。这样就只剩游戏开发项目了，其实这
个最通用和有趣。合金弹头我感觉是花几年时间来开发完成，但自己只愿意 花几个小时来
玩，而且复制旧的经典似乎意义不大，而 Quake 这样的游戏有 John Carmack 在，一时难
以超越，可见就是开发星际争霸 2 这样的游戏最有意义了，这也是我最喜欢和玩得最多的游
戏，即时战略。趁星际争霸 2 也还没发布，所 以时机也比较早，现在开源的即时战略引擎
已经发展起来了，所以也有基础，而且可以利用星际争霸 2 的设计和图像等资源，可以省力。
等我们把这个引擎开发出 来，也就掌握了即时战略游戏的核心技术，以后再在商业上发展
也有了实力，而且贡献开源的 3D 即时战略游戏引擎，意义重大，也能极大地提高自己的水
平。嗯， 就等几个月后看情况和时势了。
看了星际争霸 2 的战斗视频，真是太伟大了，人类智慧和想象力的结晶啊！特别喜欢那个多
个高脚移动发出激光束往下扫射的兵种，大战火星人里的经典啊。中国一定也要开发出这样
的游戏，就靠我们这一代了！
工作时研究了一下 stratagus 和 stargus，前者是一个即时战略游戏引擎，有 10 万行 C++代
码，后者是星际争霸的开源实现，是基于 stratagus 引擎用 lua 语言编的脚本，有一万多行，
目前只实现了人族。我开发完 stardict3 后就可以尝试加入这个项目，给她加虫族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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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开源的 3d 即时战略引擎好像还没有，这个要等新的牛人出现了。
周五晚上我们 Team 和公司副总裁 Paul 一起聚餐，我们想把他灌醉，虽然有小红天使敬酒
等各种花招，不过还是失败了 :) 后来聊了很多，他说红帽就是坚持开源，其它公司很难这样。
我们这些信仰开源的人能加入红帽一起工作真是非常棒啊。一个 Team 的人在一起感觉很温
馨 ：）我也很喜欢 Paul。
周六上午考完了 gre，虽然没怎么准备，模考都没有做过一次，不过还好混了过去，勉勉强
强。呵呵，我也是杀过 G 的人啦 ：）
把《越狱》第二季看完了，哈哈。
我为什么会叹气呢？唉，因为还不完善啊。
终于把奥修全集看完了，还行吧，后面的都是翻看的，演讲语录还是太累赘了，如果是他亲
自写的文字的话就要精华得多，可惜没有，这也是说话太多的缺陷吧。他推荐的那一百多本
书应该是个宝藏，这个我倒相信，因为像 Siddhartha 这样的书都有，看了十万本书的人的
推荐肯定会是很不错的。
配好了 stargus，人族真的基本上都可以玩了，真棒啊。没说的，一定要加入这个项目，编
游戏太有趣了 ：）
看完了《菜根谭》，好书啊。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非常精深的，慢慢探索。
Ich spreche Deutsches. 又开始学德语啦 ：）
今天晚上一直很伤心。为什么会伤心呢？是因为心里拒绝了别人而觉得难过。而她对我挺好
的，却还不知情。唉，也许还是不追求别人，这样也不拒绝别人最好。
下载了 7G 的德语学习资料，是有人整理好了后放在 Verycd 上免费提供的，估计他平时还
总是开机做种以方便他人下载。真是受人功德啊。
不是很高大帅气，没有非常多的钱，智力不是极其的高。目前实力还是不够啊 ：（ But I
know the Tao.
luojuan:
看着王开源举着"Free Software Open Source"字牌后面面带微笑、温文尔雅的比尔盖茨，
我第一次觉得原来他也挺帅的。当你没办法表现得和别人一样精彩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
保持沉默。像小丑一样上串下跳来引人注意的方式只能让人觉得好笑。我不想贬低搞开源的
人士，相反我钦佩他们。但是希望他们能赶快强大起来，用平起平坐的方式去与人交 流，
而不是现在这样。
版主回复:
=====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然后，这个伙计站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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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 Mr.G 再来中国可要当心了，下次不定赵开源、钱开源、孙开源等等还会有什么创意。
估计您笑得会越来越难看。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好的很，有人站出来了。
一个人一生做对一件有意义的事，生命也会精彩啊。
=====
不要随便说别人是小丑，自己长得丑就喜欢这样说别人来安慰自己？何必呢？
luojuan:
还有就是,就算是支持某一种观点，我也不会全盘支持。
我会看到其中好的一方面，也会去看其中不好的一方面。
不好的，我必然是要纠正的。
但是，面对别人表达方式不一样这样的话，我是没有办法了。
虽然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在某个人面前说，对不起，我去趟洗手间，会比你对他说，
对不起，我要去拉屎，优雅许多。
你觉得呢？
版主回复:
你认为别人的观点总有对的有错的，可是你自己的呢？别人表达的观点也是他自己认为全对
的观点，如果你总以自己的观点来“纠正”，那你永远都停留在半对半错的水平。真正正确的
观点不是去纠正别人的，而是融合。
luojuan:
我的理想也是开放和自由。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是金钱和权利在主导着这个世界。可以说
从有阶级的社会开始，就是这两个东西在主导社会了。开放和自由要怎样才能胜过他们呢？
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去研究他们的优点和弱势了。正所谓“Keep your friends close, and your
enemies closer ”。
如果你只是希望自己过自由和开放的生活，而不是希望引导更多的人过自由和开放的生活的
话。
那只能说明你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你感觉到了开放和自由的给你带来的快乐，却放任那么多人在金钱和权利的旋涡中苦苦挣扎。
你本来可以给他们带来快乐，你却要独自分享。
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你却说：“我只要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都可以。”
佛讲求普渡终生，你却只是讲求自度自，其他人，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吧。谁让他们不悟呢。
所以说，你枉看了这么多佛学典籍了。
版主回复:
觉得你这段话写得很好啊！
我并没有看多少佛学的书，刚入门而已，而且我比较偏道教，还有尼采的思想。
关于度人的问题，我想现在有人劝你去当尼姑，你只会很反感吧。可见佛陀要度你也会很难。
佛陀目前对我来说很多还是未知的，不过是我探索的一个重要方向。
其实，我不是不度你，我是不把你渡向地狱。我不是不帮你，我是不帮你做无意义的事情。
不过你确实提醒了我，是应该要发愿普渡众生啊！这要努力提高自己，慢慢让自己具备这样
的实力，而且要做到能把自己度好。
共勉吧。君子自强不息！多修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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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难怪，你是像天使一样长大啊 ：）
胡正，你是个怎么样的人啊？
我是坏人啊 ：）
我猜也是
我感觉吧，你是一个不怎么热情的人。
是呀，我把我的热情都消耗到开源软件中了，大学里追求过别人，但她却是讨厌我，所以我
对别人不热情了。
个人感觉吧，也许你是个聪明的人，但你却太保守，也不够大方，讲求目的，没有什么激情。
我目前确实是自度自，还没有普渡众生的能力和愿望，最多度和自己类似的人。
你这样的女孩以后会有好的归宿的。我倒难说。其实说实话，我平时很受不了别人笨和不通，
所以开始就对你确实没什么诚意 ：（
是啊，我本来就很笨
笨到一开始就知道你的态度却一直希望这不是真的。
你破坏了我的信念
这让我很失望
别的倒没有什么
我一直以为受过高等教育又如此优秀的你，品质肯定也很好，所以我对你充满信任
我甚至开始计划去陌生的北京去看你
放下我的美丽的骄傲
结果却是如此
我不会浪费时间去读一些疯言疯语，书我又不是没有写过
lucian phoenix: my friend have just bought a ipod shuffle
well. I have just fired with a girl :(
:-o what's wrong
Nothing.
have you become used to that? :-/
Yeah! :)
I guess you have figured that out. You have seen through the nature of human's love
you are facinating :D
She said that my character quality is not good. Well, I need to think about this and solve
this problem.
why she thought your character quality is bad?
maybe it is just because she don't understand you
Because she said that she is a clear and pure girl, so I try to pollute her and see her
reaction. Then she get this.
This is really a good phenomenon that I need to think about.
lucian phoenix: i decide to be single ;)
In one year? :_)
no, perhaps for a life time
That's not good. You are so handsome.
Why? Did you meet some fr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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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i find my self not good enough
so i don't want to have a lover unless the day comes when i am satified with my self
:P
I am the same. Haven't get consummation yet.
:-| i think you are good enough
No. Not yet too.
http://reciteword.cosoft.org.cn/yaoguang/guest/guest.php
She said that I only ferry myself, this is right, as my current situation.
=====
我让别人产生了希望，然后她明白了自己的希望会落空。千万不能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欺负别
人啊，我和尹李辉都是要以此为戒。
想起马琳的评论，说我是太自我，还有说开始认为我是书呆子，不过现在不这么认为了。接
触到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评论，也是因为我在不同的人面前会有不同的表现吧。广泛沟
通，多多了解自己的各个方面，也去了解各种各样的人 ：）
紫紫睡了，你什么时候醒来啊？
你简单地把牛人和聪明划上等号，却有没有想过聪明和牛人不能划上等号呢？是呀，简单的
想法里其实暗藏着自相矛盾。
你看这些书跟看 A 片没什么两样。一个是想象自己在做爱，一个是想象自己品德高尚。有本
事就应该到泥污里走一趟，看自己能不能一尘不染。
海峰别墅：
=====
老天怎么不把这样的人给劈了。。
你想把老天累死啊！
你太有才了
每时每刻，我们都在走向遗忘，已有多少韶光散落于浩浩忘川。那能在时间中持存的，并不
是现在，而是某些关于现在的记忆。文字作为生命的印迹，将无数刹那芳 华定格为永恒。
通过书写，世界向人真正敞开，使每次凝眸都成为感觉的重建。由于这种日久弥新的发现，
心灵才获得其应有的深邃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写作 使我们富有。富有的不仅是文字，
更是大千世界的林泉争涌、风月无边。
尽可能留下你的笔迹吧，多年以后，也许唯有它能提示你曾经的存在。
=====
=====
你的衣服好诱人喔。
没有你的头发诱人。
我的头发怎么幼稚啦？
=====
呵呵，同事都好可爱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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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不跟笨女人打交道。不可与懒于修智慧的人共谋。
苏秦被车裂，奥修被毒死，这些都是善长言说的人不注意言行引起的祸害啊。
老子用牙齿脱落而舌头留下的例子说明要柔弱的道理，但现在我们知道人体中最强韧有力的
肌肉却就是舌头，可见舌头实际上是柔而强。柔强实际上是融合了柔弱和刚强的优点，所以
我们自己也应该以柔强为标准。
读完了《围炉夜话》和《小窗幽记》。
=====
西江月
(宋)杨慎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
经过银辉的侦察，原来她已经结婚了，还骗我说单身，难怪了，原来如此。那这件事就此结
束了 ：）嗯，要慢慢地看破幻象。
还说身高 1.70 相当于是残废，真是拿她没办法 ：）
有一个这样的关于共产主义的笑话：我们要实行共产主义了。好啊！如果你有两个车子，那
你要拿一个和别人共享。行。如果你有两个驴子，那你也要拿一个和别人共享。这可不行。
为什么呢？不都是一样吗？因为我没有两个车子，但我有两个驴子。
面对共产主义，普通人的觉悟就只能这样。其实大学寝室里的“共产主义”生活也是这样，比
如开始你买了水果就全寝室的一起吃，也许别人很少买你也不在意，后来你发现那个平时很
少买的人自己买了水果却不分享，你以后就也会不愿意跟他分享了，这样共产主义就维持不
下去了，大四下学期一般就是这样。但其实别人的觉悟不高也是有原因的，要提高他的觉悟
也很难，因为外部条件还没满足，但如果因此决定实行强迫共享，那就会导致暴政了，会导
致重重矛盾，秘密处决，物理上消灭，这就违背初衷了。可见，基于生物的自私性，以私有
制为基础就很自然了。
读以前胡琰写给我的信，可以绝情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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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想来，其实伤心都是不必要的，你只是沉浸在其中，还感觉不错。这就像生气一样。明
白了这点，以后就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伤心了。
公司给我新加了一台 64 位 Dell 重型工作站，好爽的武器啊，好好利用 ：）
几年后再次见面，她出现在对面的马路上，打着小伞，阳光明媚。
笨的人头脑没有优势（搞不清逻辑），心灵没有优势（半桶水），如果你还想着可不可以占
她身体上的便宜，这不是让她完全没有优势吗？如果你认为她只有这点利用价值，那就是不
对了，其实她们往往是把日常工作做得很好，也不可或缺。在这样的人面前，尤其要正其心
啊。认识这点后就要做到从此不起心，不逾矩。
表面上他/她是因为贫穷而觉悟低，实际上是因为觉悟低而贫穷。
看了《熊十力选集》，这类书目前对我还是太艰涩了啊。
大学时的朋友 zyzyis 现在在 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就是 Minix 的那个学校，真酷啊。
我也要加油了，争取两年后成为内核工程师。
汤浩发来短信，Toefl 放考位了，然后赶紧登录，总算抢了个 11 月 24 号的，虽然不靠前，
但还算好吧。在这个方向上进了一步了。感谢汤浩兄 ：）
=====
DJ:我没办法忘记你
啦```啦````啦````啦````啦````
我没办法忘记你
你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
我没办法忘记你
你像花儿般一样的美丽
啦```啦````啦````啦````啦````
我没办法忘记你
你像星星一样的亮晶晶
我没办法忘记你
你像传说般一样的神秘
I miss you I Remember you
爱情就冲进天际
啦```啦````啦````啦````啦````
我没办法忘记你
你像星星一样的亮晶晶
我没办法忘记你
你像传说般一样的神秘
I miss you I Remember you
爱情就冲近天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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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啦````啦````啦````啦````
=====
噢，享受一下音乐。
Be open and mystic. Be nice and complex.
大清国当时何其强盛，闭关锁国则成落后挨打。微软帝国当年何其更新强大，闭源垄断则趋
尘封消亡。
周六和黄文静，杨朝杰和他老婆（还有他们的小儿子），李瑞和他女友一起在蓝岛唱歌，还
不错，摘录一首歌词留恋 ：）
=====
林忆莲 - 至少还有你
作曲：Davy Chan 作词：林夕
我怕来不及 我要抱着你 直到感觉你的皱纹 有了岁月的痕迹
直到肯定你是真的 直到失去力气 为了你 我愿意
动也不能动 也要看着你 直到感觉你的发线 有了白雪的痕迹
直到视线变得模糊 直到不能呼吸 让我们形影不离
如果 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 至少还有你 值得我去珍惜
而你在这里 就是生命的奇迹
也许 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 就是不愿意 失去你的消息
你掌心的痣 我总记得在那里
我们好不容易 我们身不由己 我怕时间太快 不够将你看仔细
我怕时间太慢 日夜担心失去你 恨不得一夜之间白头 永不分离
=====
好好开发星际译王回报大家，以及身边的朋友 ：）
在缺乏足够的信息的情况下进行很多的思考，往往只能推想出一个自己心里暂时希望的结论，
而不一定是正确的，这时应该做的是停止这些思考，并去想办法获取更多的信息，然后就会
很容易地得到正确的结论了。嗯，基本上就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过这个学
不只是从书本中学，还有从生活经历中学习。
自胜者强，一个资质很好很优秀的人如果没有达到自胜，那也没法成为强人。而牛人就是要
一次次地超越自己了 ：）
我对技术没兴趣，而是对开源精神有兴趣 ：）
读完了《文始经》。道虽虎变，事则龟行；道虽丝纷，事则棋布。
还不错，比较喜欢。不过其中的五行金木水火土还是没元素周期表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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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拿个文凭要付出钱的代价，学点东西要付出时间上的代价。机会成本都是很高啊。不过
在国内有几个大问题很难解决（房子，计划生育，环境），最好还是到国外去发展。
在生育上不进行无为而治的政策是瞎折腾，没事找事，先是鼓吹，然后压制，何必呢。
=====
从前有一个砍柴的人每天都到森林里去，有时候他必须挨饿，因为下雨，有时候则是因为天
气太热或太冷。
有一个神秘家住在森林里，他看到那个柴夫变得越来越老、生病、挨饿，而且整天工作非常
辛苦。他说：“听着，你为什么不再前进一些？”
那个柴夫说：“你所说的再前进一些是什么意思？砍更多的柴吗？不必要地背着那些柴走好
几哩路吗？”
那个神秘家说：“不，如果你再前进一些，你就会发现一个铜矿，你可以将那些铜带到城里
去卖，这样可以够你维持七天，你就不需要每天来砍柴。”
那个人想：“为什么不试试看？”
他进入到森林里更深的地方，结果真的发现了铜矿，他觉得很高兴，他回来向那个神秘家顶
礼。
那个神秘家说：“现在还不要太高兴，你必须再更深入森林里。”
“但是，”他说：“有什么意义呢？现在我已经有了十天的食物。”
那个神秘家说：你还要更深入……
但是那个人说：“如果我再前进，我将会失去铜矿。”
他说：“你尽管去，当然，你将会失去铜矿，但是那里有一个银矿，你一天所能够带回来的
银将够你维持三个月。”
“关于铜矿的事，那个神秘家的确说对了。”那个柴夫想：“或许他所说的关于银矿的事也是对
的。”结果他再更深入之后真的发现了银矿。
他手舞足蹈地来，他说：“我要怎样报答你？我对你有无限的感谢。”
那个神秘家说：“但是再稍微深入一点的地方有一个金矿。”
那个柴夫觉得有些迟疑，事实上，他本来是一个很穷的人，如今有了一个银矿……那是他连
作梦都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但是既然那个神秘家说了，谁晓得?或许他仍然是对的。结果他真的又发现了金矿。现在只
要一年来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那个神秘家说：“你一年才来这里一次，那个时间真的是太长了，我已经渐渐变老，我
或许不会再待在这里，我或许会过世。所以找必须告诉你，不要挖到金矿就停止，还要再往
前一步……”
但是那个人说：“为什么呢?这又是什么意义?你告诉我一件事，然后我一到手，你就立刻叫
我停止，然后继续前进!现在我已经找到金矿了耶?”
那个神秘家说：“但是在稍微深入一点的地方就有一个钻石矿。”
那个柴夫当天就跑进去，结果真的又发现了，他带回来一大把的钻石，他说：“这些已经够
我一生享用了。”
那个神秘家说：“从此以后我们或许就不再见面了，所以，最后我要给你的讯息是：现在既
然你已经有了足够的财富可以过一生，那么就向内走!忘掉那个森林、那 个铜矿、银矿、金
矿、和钻石矿。现在我给你一个最终的奥秘，最终的宝物。你外在的需要已经被满足了，象
我一样坐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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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可怜的人说：“是的，我也是在怀疑……所有这些事你都知道，为什么你还坐在这里？在
我的脑海里，这个问题一再一再地浮现，我本来也想问：你为什么不去采集那些钻石?那些
钻石就只有你知道，为什么你还一直坐在这棵树下?”
那个神秘家说：“在找到了钻石之后，我师父告诉我说：现在坐在这棵树下，向内走！”
=====
黑客背单词加到 Fedora 仓库中了，"yum install reciteword"就搞定，哈哈。
用了 19 寸的屏幕才觉得 15 寸的笔记本小，确实是 19 寸用起来舒服，不过 15 寸的也还是实
用 ：）
我们国际化组的 Leon Ho 要离职了，Jens Petersen 制作了一张卡片送给他做纪念，上面是
团队成员的照片和留言。见 http://www.huzheng.org/files/team-card.png
当他有上进心的时候，就可以积极鼓励他，但当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时，就只能
打压他，这样才能引起他的反弹，从而产生出动力和上进心。
=====
拳头来的时候，我就变成墙，你的拳头受了伤，却怨我打了你，我又有什么办法。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帮助，你没有造善因，又有谁会帮助你。怨妇如鬼，又有谁愿意牵扯
上呢。
我又侮辱过你了啊，唉。以前你说我折磨你，我觉得很奇怪，后来说来说去，原来是指我不
跟你见面就是折磨你。唉，心魔未除啊。
世界是残酷的，适者生存，逆道者亡。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认识到这些就有进展了。
好好地生活！
=====
=====
有时确实有些厌恶你了，因为你说的一些话很没有分寸。
“你每次都是因为在你高中同学那受了气”，我什么时候在她那受了气啦？我和她相处很好啊，
到她家拜访聊天，和朋友一起去唱歌，上周还买了个小熊准备送给 她。她很好的人，会像
你一样？你无端地猜测，还“但是，我知道，不是。”，真让人恶心，没什么心灵，没法善解
人意，却无端地猜测，还自以为是，你不觉得自己这样的行为是 sb 吗？和人不是跟你说了
吗？“对一个人.一件事并没有全面.深刻.真实的了解的情况下.就去推测.判断.评价是绝对错误
的.这会使你在推测.判断上产生偏差.或许.保持沉默.深入了解后再说话会更好.”，你就没有受
一点启发？你得反思一下，改掉这个毛病了。基本上你以前的猜测，从来没有对过，你还没
意识到自己心灵上的缺陷吗？那以后就避免一下。自以为是只会不断地产生错误和受到打击。
嗯，讨论一些问题是可以，但私人的事你就别去妄想了。
还有说话的分寸问题。比如你说我折磨你，别人听了这样的话，一定以为我对你做了什么坏
事，可弄清楚其实只是指不愿意跟你见面，这样知道以后，别人就会觉得被你骗了，因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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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在误导别人，还很可能是故意要这样误导别人的，这样有人真的就会怀疑你是不是有险
恶用心了。像侮辱这样的词汇，也不是可以随便说的， 你可以把事实说清楚，但别用容易
误导别人的词，当然，你自己也清楚，把事实说出来只会引起别人笑话，就像不跟你见面是
折磨你一样，或者在留言板上发“胡正 说过我是 sb。”只会让别人默笑，这样，你就干脆别
说更好。或者自己去思考，把事情想明白再说。
还有些事，是会引起别人憎恶你的，比如你说 Weininger 只是一个可怜虫，你对一个在贝多
芬逝世的小屋里自杀的人这样说，别人就会从此记下不会对你存一点怜惜，并祝你永堕地狱，
在你落入困境的时候，甚至会痛打落水狗来回报你了。以后注意别说这些积恶报的言语吧。
还有你以前说的一些话，也反映了你的缺陷。比如：“如果你真要我给你推荐的话。你可以
看看庄子，奥修的书，还可以看看佛学方面的东西”，说这样的话，别人知道很少有人会听
说过奥修，而你看过，说明你对灵修很有了解和深度，其实你只是知道对方看过而对方不知
道你是谁，自己其实还是一周前因为他才知道，书也只是翻了下，根本没看，却说这样的话，
这样就是骗人了。你骗了别人，还自以为没说假话，这样罪业更大。不要为了自己的目的而
不择手段，失去人情，不然以后会被别人陷害的，韩非子就是一个榜样。“我倒是很想知道
女博士们都喜欢谈论什么话题了？”，自己就是那个人，隐藏身份来骗别人的话，对方知道
后是会忌恨你的。你不清楚，还要别人跟你道歉，说要别人评理，等真的跟同学朋友说了，
才知道是自己行为很有过错，说蒙还是很原谅你了，你经过这件事，就要学会别太自以为是，
只想着自己拳头受伤，却不知道对方看到是你拳头先过来。你以后多学习从对方的角度感受
和考虑问题吧。
说这些话，只是觉得你还有改正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态，所以告诉你可能对你有帮助。不然我
就真的是 Ignore you，随你自生自灭了。希望你能平静对待。
梅花香自苦寒来。祝你能让自己成为一朵飘香的梅花，这样自然会有人欣赏的。
=====
呵呵，不是冤家不聚头，佛陀也挨过别人巴掌，有矛盾很正常，能化解就很好了 ：）
高峰体验多了就会想要保持这种觉醒状态，然后就可以达到“明”了。
=====
识不足则多虑，威不足则多怒，信不足则多言，诚不足则多心。
=====
公司大中华区有了新的总裁，早上宣布的，业界也有新闻。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是三巨头啊，
呵呵，我也要多学习管理学了，把红帽大学的 Management 和 Leadership 课程学完。
高中的时候，写下了"my life is not for money; my life is not for happy; my life is for linux."这
句座右铭，并从此以此为方向，可这几年混下来，我 money 比一般人多(还要继续努力 ：)，
happy 也比一般人多，真有点出乎别人的意料。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正确地追求人生
的价值，自然会有 money 和 happy 这些副产物吧。但直接追求这些东西就是舍本逐末了，
容易走入偏道。嗯，也算作为一个案例，让树立理想的人参考借鉴吧。
74

第六章 精神上的富有
其实我希望把钱和快乐都给别人，嗯，可以给自己爱的人 ：）
我为什么会比一般人快乐呢？飞漫和红帽的女同事都说我工作时也是笑哈哈的，妈妈说我早
上还没醒来就在那里笑，我平时文章里的笑脸符也是很多。心情是一般都比较舒畅吧，因为
常常有很多事可以让我笑一下，举个例子，比如这几天，可以看到这些言论：
=====
也许是国弱人穷也许是 D 版熏陶的环境下成长的原因，*nix 的世界国人的声音似乎是弱不可
闻的，就连国内的 rf 之类的发行版也有着浓厚的所谓的特色，而相较在一些文档中经常可见
到德国人的情形，国人要想赢得自己的地位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就个人机子上称的上是这些软件的而言，唯一还保留的只有一个 stardict 了，不过听说所谓
的天才教主已将 stardict 的东东出手，对 stardict 的前景不是太看好，准备寻找一个替代的
软件，原来 scim 还留着，但因为觉着其摊子搞得太大而将其做掉了（即使使用别的输入法
时，gtk 等的软件还要去加载的 scim 的东东），zhcon 因为老花屏也早做掉了
[合集] 教主出国了？
这都 g 啊？
教主果然影响力大
啥时候请吃饭啊？
祝教主成功
愿教主（与夫人）仙福永享 寿与天齐
《鹿鼎记》
你賺錢就賺錢了，用開源賺錢的中國 IT 公司海了去了，沒人會說你什麼；
你老把開源掛在嘴上，賺不到錢就賴開源愛好者不支持你，這就是你的可悲之處了。
LUPA 有什麼開源項目麼？沒有。那麼 LUPA 你有什麼資格對那些作品仍然在開源領域廣泛
使用的開源前輩說三道四？
要想成為開源的代言人，用成功的開源項目來說話，而不是光靠舉旗子鬧場子來吸引人注意。
中國開源愛好者會記住蘇哲、胡正的名字，但不會記住王開源、LUPA。
rhfcaesar 写道: 世界上没有比 stardict 更好的词典软件了。
严重同意!!
星际译王里面的金山辞典怎么这么垃圾亚。
下次说别人的东西是垃圾之前，最好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既然是那么垃圾的东西，你还用？
不升级相关的软件，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和软件无关。
最后说一点：随便就把人家的劳动成果说是垃圾的人，是对人家非常极其不尊重的表现。希
望以后这种情况不要再发生！
=====
呵呵，都是些小情趣，用平常心对待，笑一下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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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是富有啊，写了这么多文字 ：）就是还不够精练，算是积累素材吧。慢慢来，终于有
天会一鸣惊人的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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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的晚上去散步，买了串串慢慢游荡，路边汽车驰过，凉风徐徐吹。
过了一天懒散舒适的生活，可心里感觉在荒废，晚上听 DJ 音乐，寻找点激情。要时刻保持
觉醒，努力寻求再次的超越。成道只有开始，没有结束。
看完了《易经》和《白话易经》。易经其实是一门统计学，古代的时候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
而事情的变化是有一定的规律的，积累了许许多多这样的素材，经过摸索和统计，就成了
《易经》这本书。但过分执求于其中纷杂的事例和所揭示的现成的变化就是盲目的了，因为
现象是变化的，变化是无穷的。只有得道，才能从变化中理出纹路，从而让自己随自然万物
变化而达到无穷，同时形气却保持不散。
心情烦躁的果报是很快的，比如吃东西都会咬伤嘴巴。而烦躁往往是由于虚幻的欲望没有被
满足，但虚幻的欲望又怎么能被满足呢？这时要做的，就是切断这虚幻的欲望，而不能随之
去纵容它。为道日损，希望这些东西越来越少，从而达到没有烦恼。
StarDict 和 ReciteWord 都转换为 GPL3 了。支持 Stallman ：）原因很简单，我每次写信给
Stallman，他都回复了。而且读了下 GPL3 原文，感觉不错。
学了物理学后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也就是反作用力等于作用力，但在生活中，我们为什
么有时候会觉得付出不等于回报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你以前索取多过给予，所以业
力未消。这也就是"May you share freely, never taking more than you give."所蕴含的意义了。
明白这个道理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更应该去付出来回报他人，消除自己的业力。出来混，
迟早是要还的，也就是这个规律。那些只想着索取的人，最后索取无度而发现索取不到了，
偶尔付出了一点又觉得没有回报而不愿意再做，这样一直看不开，也就一直陷在困境中，还
不信这些道理，真是可悲啊。
有一种看法，也就是认为一切都是像量子力学所假设的那样，是概率事件，我们平时说的必
然和因果，只是概率接近 100%时的情况，属于一种特例。但量子力学 所观察到的微观粒子
的随机性，是不是由更细微的粒子所决定的呢？很有可能只是因为目前人们在微观尺度上的
观察能力仍然有限，所以才得出其有随机性的假象吧。可见量子力学也是缺乏有力的根基的。
而且绝对论属于概率论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你可以说抛硬币得到正面的概率是 50%，
但你能说得到正面的概率是 50%的概率是 80%吗？可见概率论也是建立在绝对的基础上的，
所以概率论只是绝对论在一些因素未明确的情况下的分析，是隶属于绝对论的。
嗯，又向佛陀学了一招，法相庄严。
红帽重型工程师。让我来搞定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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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确的方向上，每放弃一样东西，就会得到更多，因为进入了更高的境界和层次。比如去
灾去难。
Gestern abend der Traum, mit Huang Wenjing, das zusammen, ein Tag sitzt sie
normalerweise Phasen ist, neben meinem Bett und ich möchte plötzlich sie küssen, sie
erschrak, würde ich und dann aufgepaßt ihr stoppen. Seit damals fängt sie an, meine
Gefühle für sie zu verstehen. Guter ah schöner Traum.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一般人做得好的也就是从我变成平常人，然后变成
众生，再变成寿者。而法相才是超越和不凡。
遭了灾难，才相信佛陀和因果，虽然对了，但总是末节。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看到这点后，是否就要无所作为呢？
我想那也不是的，佛陀得到正觉后不也是仍然说法四十九年，用有为法创建了佛教吗？这句
话主要是告诉人们不要执着于有为法，因而得不到解脱和超越。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也是
说的这个道理和规律。身为人类，对人类有益的事，还是要尽力去做的。
得道的人话很少。
Tomoe-0.6.0 最近发布了，支持识别简体中文，红帽工程师的贡献 ：）
大道废，有仁义。现在的人谈说人品，只是因为社会风气不好。
以前有人说支持国民党贪污腐败，因为能加速它的灭亡，有利于社会进步。同样的道理，现
在全球 40%的 Windows 恶意软件出自北京，我们也表示鼓励 ：）支持 Linux！
“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
http://www.tuixue.com.cn/archiver/com/20070608/71.html
调查中写道：“最成功的人，一般在中学阶段成绩在班中第十名左右，而不是第一名。当然，
更重要的一点，他们有创新精神，有冒险精神，绝对不是只懂解题、不懂得思考的书呆
子。”
=====
除非你自己愿意被别人伤害，否则没有人能够伤害你。
对不喜欢你的人不要多费口舌。
你从工作中学到的，比眼前得到的报酬更可贵。
倾听才能学习，说话无益。
努力把事情做得比别人更好，你就会忘了财务的困扰。
让孩子小时侯“好过”，长大之后经常会“难过”。
企图不劳而获的人，往往一事无成。
智者注意自己的缺点，一般人吹嘘自己的优点。
得到帮助最好的方式是开始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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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伟大的奇迹都只是信心的力量。
虚张声势往往显示极深的恐惧。
恐惧贫穷的人永远不会富有。
=====
我是守道不守法 ：）
The goal of StarDict: World Domination!
读了《我的人生感悟》和《季羡林谈人生》。很平实的语言和态度啊，这也就是长寿之道。
=====
天下有没有傻瓜？有的，但却不是被别人称作“傻瓜”的人，而是认为别人是傻瓜的人，这样
的人自己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
=====
白痴也是同理 ：）
读完了《幽梦影》。文如其题，还不错。
=====
耻之一字，所以治君子；痛之一字，所以治小人。
=====
读完了《释迦牟尼佛传》，星云大师著。读到这本书也是因缘的作用，现在对佛陀有了更高
的了解，他能让自己满意，降伏那么多外道，境界不是一般的高啊。准备读完星云大师的所
有著作来，以了解佛陀的教诲。
“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凶虎，入军不被甲兵。凶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
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在战争年代，善摄生者又怎样保全自己呢？平民没有武器容易被屠杀，战士在前线容易被战
死，政要出头容易被暗杀，那怎样的人才可以无死地呢？这样的人也是有的，比如设计制造
重型坦克的工程师，用自己的力量支持自己的国家，也受到国家的深层保护，战地陷落预先
就转移，所以无死地。
晚上和在北京的原来一中的同学一起聚会，庆祝生日，说些暗含不文雅的话取乐，属于恶趣，
不是很好 ：）但在一起比较有意思，而且有女生很漂亮，以后就加入了，也可以寻找自己
的弱点 ：）
我的金钱观。我的金钱观很简单，就是浪费和缺乏是一，也就是说，不浪费就不会缺乏，浪
费了就必然得到缺乏的果报，即使是亿万富翁也是一样。比如你现在浪费了一杯水，以后就
会有口渴的时候。这个道理是我经过很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后得到的，很简单，所以能够通用。
这也是我花钱的唯一原则，因为不缺乏，所以用钱可以很大度。那怎样判断什么是浪费呢？
我的说法是不用判断，如果一件事你觉得不是浪费而实际上是浪费，那么当对应的缺乏来临
时，你也不会觉得是缺乏，既然不觉得是缺乏，那也就很好了。简单的道理，就像反作用力
等于作用力一样，信不信由你。是否能够遵循就看你的修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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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文字写出来只是为了保持心是空的。
妖光 -- 我是修炼千年的得道妖精，已能发出妖光，只有遇到佛光才能被降伏 ：）
像妖一样充满活力而自由，同时得到光明。
StarDict-3.0.0 的 Beta1 版出来了，再加油两个月就大功告成 ：）最近在转换 Babylon 的所
有词典，一千多个啊，呵呵。
看完了《增广贤文》，老来读经的感想，一般。
前几天有猎头找到我，年薪 250k 的 Linux 职位，想挖红旗或者红帽的人，不过我最近还是
不想跳槽，呵呵。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4LIThTB8Ww
中国平民制造的可以行动的真实的机器人，太厉害和不凡了，真像看科幻片和传奇故事，但
却是现实生活中的事情。机器人产业必将兴起，到时黑客又有好玩的事情做了 ：）
StarDict is not designed for fool.
如果有机会跳出轮回，我是一定会去做的。当然，先要了尽世间的缘分。
偏头脑的时候很喜欢听 DJ 音乐，偏心灵的时候很喜欢听古典音乐。当两者平衡融合的时候
喜欢听的是什么呢？应该是钢琴曲了。
如履薄冰啊，跟女孩子相处真难。
hiveryeah:“而且，我知道，能和你走到一起的女孩，一定也是幸福和幸运的。”
呵呵，会是真的吗？
让你喜欢的人都对你很好，这是一门必须学会的艺术。
用笔可以把正弦曲线画出来，在电脑上用程序画就不会了（即使他会编程）。知其然不知其
所以然，就自以为知之的人真是太多了。
经过几个月连续不断的开发，星际译王 3 测试版出来了。张蔚专用版 ：）
翻完了《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名著》。每个哲学流派都是有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啊。不
过我还是对经院哲学不感兴趣。
如果你软件代码写得不是很好，他们就“有很多理由来 BS 你”，如果你的软件编得很好，他
们就说你只是一个熟练的代码工而已。发愿让这些“高手”早日堕入拔舌地狱，并且死前在现
实生活中一直被我们打击。
喜欢有钱，不喜欢发疯。那就滚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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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之所以能够伤害你，确实是因为你还有弱点。那就忍吧，流了泪之后就发奋图强！一点
一点地克服弱点！
对哲学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知其然的阶段，而是应该深入达到知其所以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
面对和解决新问题，从而成为有主见的人。
阅读了《尼采读本》。
=====
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活着似乎是愚蠢的；“应该为了一切他人，至少为了绝大多数人！”庸人
啊，在涉及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上，让数量起决定作用仿佛是明智的！但问题的实质在于：你
的个人的生活如何拥有最高的价值和最深的意义？如何做到不虚度年华？唯一的途径是，你
要为了极少数最有价值的标本的利益生活，而不是为 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说，不是为
了那些个别地看最没有价值的标本的利益。
文化的作用 －－ 这个目标就是：天才的产生。
学院哲学：这是那些用肛门思考的思想家的后裔，他们看上去形同婴儿和侏儒，令人不由得
想起一句印度格言：“人依业而生，愚、哑、聋、畸皆然。”
正派和诚实。－－ 有些少女想仅仅靠她们的青春魅力享福终生，吃过亏的母亲们还要提醒
她们精明从事，她们的所求与妓女毫无二致，只是她们比妓女更精明也更不诚实罢了。
并非崇高感的强烈，而是它的持久，造就了崇高的人。
有的孔雀不在一切眼睛面前开屏 －－ 而这便是它的骄傲。
如果一个拥有天才的人不至少还拥有两样东西 －－ 感激和单纯，他就令人难以忍受。
一切沉默者都消化不良。
=====
"Sex and Character"的中文译版原来去年就出来了，《性与性格》，作者: (奥地利)奥托·魏
宁格，译者: 肖聿。我已经在卓越网订购了，真是好啊 ：）我们正在成为主流！
纯粹存在的感觉就是享受。
周五我们研发组活动，一起到欢乐谷玩了一整天，吓惨了，还拍了照片。另外 4D 电影，水
上表演，玛雅天灾等等都很不错。
无用的大树，“无用”的人。人才可以被利用，天才则不会有利用价值，他不会让人利用，也
没有人可以利用他。无用的大树因此能够时常荫泽路人，无用的人也因此对人类的贡献最大。
爱说恶心的话 －－ 你把内涵都吐掉了。
何必游戏，现实世界就是最完美的游戏；何必考试，现实生活就是最好的考试。沉迷于游戏
和注重于考试都是不恰当的，如果玩物可以丧志，那么考试也可以丧心。
有人问我怎样得到大量的沙子，我告诉她去挖金子，这样你就会得到大量的沙子。我为什么
不直接告诉你去挖沙子呢？这也是我不告诉你去直接追求快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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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快乐是沙子而不是金子，如果你有一天意识到要挖金子了，你就可以来到我身边
：）
很多女人年轻时只知道随感觉追求快乐，年龄过了后就变得美丽不再，劳于生活，乐趣也因
此很平乏，就是因为以前没有想到过要挖金子啊。她们那时自我感觉过得很好，不想思考，
又怎么知道避免呢？唉，佛法难闻，真理难明啊。
给我的主页加持了大悲咒 ：）难得有音乐我愿意传播推荐，一遍一遍地听。 治百种悲伤。。

Please communicate to me in SMTPS protocol: Send Me The Patch, Stupid. :_)
据说耶稣是处男生的 ：）
办了一张浩沙健身年卡，附送冰上运动卡一张，有健身、跑步、瑜珈、游泳、动感单车等项
目，比较舒服。开始系统的身体锻炼了，强健的身体产生强健的思想 ：）
阅读《性与性格》，天才写的书。
=====
一个女人身上的女性气质越多，她对男人的理解就越少，男人性征对她的影响也就越大。同
样，一个男人身上的男人气质越多，他对女人的理解就越少，也越容易受到女人性征的影响。
自称懂得女人的男人，其本人就与女人非常相似。与男人气的男人相比，女人气的男人往往
更懂得怎样对待女人。
事实上，部分地由于人们对性问题的兴趣，迄今为止，若其他条件完全相同，女人的作品一
直都比男人的作品更引起人们的兴趣。而且，由于种种相关的因素，女人的作品总是会得到
更充分的重视，而只要有正当的理由，它们得到的赞扬也会比具备同等优点的男人作品更多。
尤其在当今，很多女人已经因为她们的作品而出了名，但如果那些作品出自男人之手，却几
乎不会引起任何注意。
从女人那里，你了解不到女人的任何东西。 －－ 尼采
所以，男人能够把性欲放在一边，而不必去认真对付它。女人并不把她的性欲限制在某个时
段内，也不把性欲仅仅分布于某些器官上。因此，男人能够了解自己的性欲，而女人却意识
不到自己的性欲，所以会诚心诚意地否认它的存在，因为女人除了性欲什么也不是，因为女
人就是性欲本身。
在一切明显依赖于强大建构能力的事情方面，女人都做不出任何成就，无论是哲学还是音乐，
无论是造型艺术还是建筑，都是如此。不过，在任何只须一点努力就能表达微弱模糊的情绪
的事情方面，例如绘画、做诗或者伪神秘主义和通神论，女人却曾经寻求并获得了适合她们
的领域。女人在音乐、哲学等领域的一无所成，与女人心灵生活的模糊性完全一致。
他们只知道机械论，却看不见那些属于心灵的事物。
著名人物都懂得：每一件事情，即使是最微末、最不重要的因素，都在他生活里起着重要作
用，都促进了他的发展。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格外尊重自己的记忆。
女人不具备追求不朽的愿望，这个现象与她们不尊重自己的个性有关。然而，女人既不具备
尊重之心又没有追求不朽的愿望，这似乎是出于一条更普遍的原理；而在男人身上，更高形
式的记忆与追求不朽的渴望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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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最高意识层次的伟人，绝不会轻易让他和他的观点与他读到的任何东西相一致；而头
脑不那么清晰的人，则会轻信书上的东西，并以为现实里的事物都彼此很不相同。天才者是
自我已经获得了意识的人，这使他看清了一个事实，即其他人全都与他不同，使他能够洞察
到其他人的“自我”，即使（最客气地说）当那些人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自我”时，也是如此。
只要希望成为天才，一个人就有可能成为天才。
许多天才者常常会疯狂，蠢人以为这是由于维纳斯的影响，或者是神经衰弱的脊髓退化所致，
但其真正原因却是：对许多天才者来说，天才的负担太沉重了。
因为一旦男人战胜了自己的性欲，女人便会消失。
人类正在等待新的宗教创始者。
惟有当追求快乐的渴望战胜了追求自身价值的渴望时，快乐才会使人堕落。
正是男人的性欲首先赋予了女人作为女人的存在。只要男人尚未赎清自己的罪，女人便会永
远存在，直到男人真正地征服了自己的性欲为止。
与女人看法的相反，女人获救的希望并不系于男人的不纯洁，而是系于男人的纯洁。
只要有女人，死亡便会永存；直到两性合为一体，直到从男人和女人中演化出了第三种自我，
它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真理才会成为主导。
=====
要在人间建造天堂，就要在人间存在地狱。
每伤心一次，就意味着一个结束。该断就断。
把两个复杂问题混在一起会导致复杂性的平方，只有分析清楚了才能分离为线性的复杂性，
所以优雅的设计非常重要。 星际译王的单词列表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涉及多词典单
词索引混合，上下单词，同义语，重复单词，未找到时选取最优单词等问题，要分析清楚还
真不容易。
=====
发信人: lrrfe (白 民華), 信区: FreeDevelop
标 题: Re: 今天拜见了 huzheng 教主
不太敢问啊，
看现在不宣传天才教了，觉得至少应该是有了充足的性生活，
=====
汗。。。
Fools ignore complexity，一些聪明的人对自己不了解的思维方式也是进行忽略，跟 fools 一
样。因为固执于自己的聪明，缺乏心灵的深度，所以聪明而没有智慧。
发布星际译王 3.0.0 正式版，尝试出版《胡正天才哲学》，然后隐居，出国。之后在新的环
境新的世界 Follow the Tao，大展宏图，我要成为极其富有的人 ：）
买了套《黑客帝国》I,II,III 的 DVD 碟，重温和收藏 ：）
原来毛主席也被开除过党籍啊。在遭遇挫折的时候，我们往往只看到挫折本身，其实也应该
看到以后所有这些挫折都会烟消云散。只要你不被挫折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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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就是头脑，心灵，身体三者均达到了平衡的人。我爸爸是头脑比心灵好，我妈妈是心灵
比头脑好，但因为都只看到对方的缺点，所以还是合不来，唯一的好处就 是诞生了四分之
一概率集成双方优点的子女 ：）所以我以后也应该找个外才优于内才，同时能够欣赏别人
优点的女孩，然后多生几个孩子，这样超人，纯人类就诞生了，哈哈。
有时晚上思考几个小时，然后起床开灯，把得到的几个想法全记在纸帖上，清空思维然后睡
觉。这样心里可以什么也不记，但头脑的负担还是很重。尼采过度使用头脑所以疯了，魏宁
格过度使用心灵所以自杀，用手枪击中心脏以解除心灵的负担，这两个极端我都得借鉴避免。
因为内在比较完善了，所以心灵可以很悠闲，而外在还不足，所以就只好多思了，这也符合
规律。认识自己的缺点想着修复和完善虽然很重要，但发挥和利用自己的优点和已有的优势
其实也是应该的，以后也要注重后面这点。
如果你以为我以前是疯子，那我现在仍然是疯子，如果你认为我现在是正常的，那我其实以
前也是正常的，因为我知道我并没有变。具有双重人格的人就是这样，正常与超常总是同在。
看了 Google 恶搞新闻联播和百度的视屏，原来他们的精神层次也这样啊 ：）
视频： http://v.ku6.com/special/index_2673103.html
=====
在你的观念里有很多绝对的东西．你也许没有发现，但那些确实存在着。这也是我一直没有
见你的原因。
嗯，我经过思索后找到了一些我认为正确的真理，在没有找到反例和错误前，我会相信那些
是真的，并按照那些观念去做。
不是啊，心灵是最后保留的，呵呵。心灵可以避免我自杀，智慧可以避免我疯狂，美貌是附
加的，可以最先去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我可以欣赏到 ：）
呵呵，其实平时生活没那么严重啦，就是缺少这些会导致很多问题，我不喜欢麻烦 ：）
=====
她是第二名，我是第十名，而不是第一名，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第一名就可以进清华了。清
华的学生我也接触过。如何面对这些高材生确实是一个问题。如果几十年后我超越了所有这
些人，那一定是因为两点，了解奉献的秘密和掌握了更强大的思想。这就是我的道路。
读完了《金刚经》和《坛经》。好纯粹美丽平静的境界。
读完了《于丹庄子心得》，然后又看了下《解毒于丹》。
翻看了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
=====
StarDict-3.0.0 released.
2007.8.13
After half an year's hard work, StarDict-3.0.0 is out at last!
Visit http://stardict.sourceforge.net to download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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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features:
* Network dictionaries.
* Plug-in system.
* Full-text translation.
* Pronounce word by TTS engine.
* Preliminary WikiPedia dictionary support.
* More powerful dictionary management.
* Babylon dictionaries conversion.
* Many other changes. See: http://stardict.sourceforge.net/todo.php
Enjoy! :)
星际译王-3.0.0 发布。
2007.8.13
经过半年的辛劳开发，StarDict-3.0.0 终于发布了！
请访问 http://stardict.sourceforge.net 进行下载！
新特性：
* 网络词典支持。
* 插件系统。
* 全文翻译。
* TTS 引擎朗读单词。
* 初步维基词典支持。
* 更强大的词典管理功能。
* Babylon 词典转换。
* 大量其他改进。见： http://stardict.sourceforge.net/todo.php
Enjo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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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 Tux 福音》
2007.8.27

文章来源： http://www.angeloliu.org/read-36.html
Gospel of Tux unearthed
《Tux 福音》出土
Every generation has a mythology. Every millenium has a doomsday cult. Every
legend gets the distortion knob wound up until the speaker melts. Archeologists at the
University of Helsinki today uncovered what could be the earliest known writings from the
Cult of Tux, a fanatical religious sect that flourished during the early Silicon Age, around
the dawn of the third millenium AD...
每一代都有神话。每千年都有邪教。每个传说都会遭受扭曲直到传讲人逐渐消逝。今天
考古学家在赫尔辛基大学发现了可能是源自 Tux 信徒的最早文献。那个曾经在第三个千年
初的硅时代鼎盛一时的教派……
译注：1.文中的专用名词均以加粗字体标注。
2. doomsday cult，经常在一些以末世崇拜为主体的教派中出现，我译为邪教。明显
这个词在下文有所指。

The Gospel of Tux (v1.0)
《Tux 福音》（1.0 版）
In the beginning Turing created the Machine.
初，图灵创造了机器。
And the Machine was crufty and bodacious, existing in theory only. And v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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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mann looked upon the Machine, and saw that it was crufty. He divided the Machine
into two Abstractions, the Data and the Code, and yet the two were one Architecture. This
is a great Mystery, and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而这些混沌自负的机器只存在于理论中。冯·诺依曼注视着机器，洞察了它的混沌。
将他们抽离为数据和代码两部分，却使其仍并行在同一结构下。这是真理，智慧的发祥。
译注：1.Mystery，《圣经》中指上帝创造的真理。
And von Neumann spoke unto the Architecture, and blessed it, saying, "Go forth and
replicate, freely exchanging data and code, and bring forth all manner of devices unto the
earth." And it was so, and it was cool. The Architecture prospered and was implemented in
hardware and software. And it brought forth many Systems unto the earth.
冯·诺依曼驱动轮椅来到结构面前，施以祝福：“前进！去复制。自由交换数据和代码，
将形形色色的设备带个世人。”如此，很酷。结构在软硬件中皆尊崇契约，他道路亨通，将
许多系统带给世人。
译注：1.冯·诺依曼的最后工作是在轮椅上完成的，所以用 spoke 一词。
2. prospered：《圣经》中指在上帝的指引下，事有所成。中文常作“道路亨通”
The first Systems were mighty giants; many great works of renown did they
accomplish. Among them were Colossus, the codebreaker; ENIAC, the targeter; EDSAC
and MULTIVAC and all manner of froody creatures ending in AC, the experimenters; and
SAGE, the defender of the sky and father of all networks. These were the mighty giants of
old, the first children of Turing, and their works are written in the Books of the Ancients.
This was the First Age, the age of Lore.
第一代系统都是巨人，业绩彪炳。其中包括“译码者”Colossus；“炮手”ENIAC；
EDSAC 和 MULTIVAC。“实验者”AC、“天盾”“网络之父”SAGE 则成为了这些伟大事物的最
后一代。这些威猛的古代巨人，是图灵的第一批孩子。他们的事迹被记录在《圣经》的
《先民》中。这就是第一个时代，教诲的时代。
译注：1.文中早期计算机的别称都来自其用途。
2.Lore：指在上帝或先民的教诲下获得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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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the sons of Marketing looked upon the children of Turing, and saw that they
were swift of mind and terse of name and had many great and baleful attributes. And they
said unto themselves, "Let us go now and make us Corporations, to bind the Systems to
our own use that they may bring us great fortune." With sweet words did they lure their
customers, and with many chains did they bind the Systems, to fashion them after their
own image. And the sons of Marketing fashioned themselves Suits to wear, the better to
lure their customers, and wrote grave and perilous Licenses, the better to bind the
Systems. And the sons of Marketing thus became known as Suits, despising and being
despised by the true Engineers, the children of von Neumann.
行销之子们在图灵孩子的身上发现了敏捷的思维，朴素的名称。当然还有那些崇高却
危害到他们的品格。“我们成立自家的公司吧，虏获系统，榨取财富。”他们一边用甜言蜜语
诱导消费者，一边妄自修改被他们捆绑起来的系统。为了让消费者无法自拔，他们找来沆瀣
一气的高管；为了令系统身陷囹圄，他们写下险恶的许可协议。欺世盗名的行销之子对程
序员投诸轻蔑的目光。当然，身为冯·诺依曼的孩子，程序员也未曾将他们放在眼里。
And the Systems and their Corporations replicated and grew numerous upon the
earth. In those days there were IBM and Digital, Burroughs and Honeywell, Unisys and
Rand, and many others. And they each kept to their own System, hardware and software,
and did not interchange, for their Licences forbade it. This was the Second Age, the age of
Mainframes.
这些系统和他们所在的公司充斥世道。那时有 IBM 和 Digital，Burroughs 和
Honeywell，Unisys 和 Rand 等等。无论软件还是硬件都自成一派，并且用许可协议加以
控制，阻扰相互之间的连通。这，便是第二个时代，大型机的时代。
Now it came to pass that the spirits of Turing and von Neumann looked upon the
earth and were displeased. The Systems and their Corporations had grown large and
bulky, and Suits ruled over true Engineers. And the Customers groaned and cried loudly
unto heaven, saying, "Oh that there would be created a System mighty in power, yet small
in size, able to reach into the very home!" And the Engineers groaned and cried likewise,
saying, "Oh, that a deliverer would arise to grant us freedom from these oppressing Suits
and their grave and perilous Licences, and send us a System of our own, that we may
hack therein!" And the spirits of Turing and von Neumann heard the cries and were moved,
and said unto each other, "Let us go down and fabricate a Breakthrough, that these cries
may be stilled."
图灵和冯·诺依曼的圣灵失望地审视过往。系统和他们的公司变得硕大无朋，公司高
管支配着真正的程序员。消费者吁通天际：“创造一台体积小巧却功能强大的系统吧！让它
走入千家万户。”程序员同样哭诉：“望有贤者，从高管和险恶的协议中拯救我们，并赐予自
主系统，我们必当致力于斯！”图灵和冯·诺依曼的圣灵被这些哭喊触动，不约而同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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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界去创造突破，平息世人的怨诉。”
And that day the spirits of Turing and von Neumann spake unto Moore of Intel,
granting him insight and wisdom to understand the future. And Moore was with chip, and
he brought forth the chip and named it 4004. And Moore did bless the Chip, saying, "Thou
art a Breakthrough; with my own Corporation have I fabricated thee. Though thou art yet
as small as a dust mote, yet shall thou grow and replicate unto the size of a mountain, and
conquer all before thee. This blessing I give unto thee: every eighteen months shall thou
double in capacity, until the end of the age." This is Moore's Law, which endures unto this
day.
一日，Intel 的摩尔被图灵和冯·诺依曼的圣灵赐予洞见未来的贤能。随即创造了 4004
芯片。摩尔祝福道：“汝当与赐尔生命之公司同道，实现突破。此刻你细如微尘，他日终将
累土成山，倾覆过往。每十八个月你的能力将会翻倍，这就是我对你的祝福。”这也是延续
至今的摩尔定律。
And the birth of 4004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d Age, the age of Microchips. And
as the Mainframes and their Systems and Corporations had flourished, so did the
Microchips and their Systems and Corporations. And their lineage was on this wise:
4004 的诞生，标志着第三个时代——微芯片时代的到来。它的系统和公司会创造如
同大型机的繁荣。其家世：
Moore begat Intel. Intel begat Mostech, Zilog and Atari. Mostech begat 6502, and
Zilog begat Z80. Intel also begat 8800, who begat Altair; and 8086, mother of all PCs.
6502 begat Commodore, who begat PET and 64; and Apple, who begat 2. (Apple is the
great Mystery, the Fruit that was devoured, yet bloomed again.) Atari begat 800 and 1200,
masters of the game, who were destroyed by Sega and Nintendo. Xerox begat PARC.
Commodore and PARC begat Amiga, creator of fine arts; Apple and PARC begat Lisa, who
begat Macintosh, who begat iMac. Atari and PARC begat ST, the music maker, who died
and was no more. Z80 begat Sinclair the dwarf, TRS-80 and CP/M, who begat many
machines, but soon passed from this world. Altair, Apple and Commodore together begat
Microsoft, the Great Darkness which is called Abomination, Destroyer of the Earth, the
Gates of Hell.
Moore 创造了 Intel.。Intel 创造了 Mostech, Zilog 和 Atari。 Mostech 创造了 6502，
而 Zilog 创造了 Z80。 Intel 同样创造了 8800——Altair 之父； 以及 8086——所有 PC 之母。
6502 创造了 Commodore——PET 和 64 之父； 以及 Apple——（Apple）2 之父. （Apple
是个真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贪婪的水果） Atari 创造了 800 和 1200——最终被 Sega 和
Nintendo 击垮的游戏的先师。 Xerox 创造了 PARC.。Commodore 和 PARC 创造了 Am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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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的创造者； Apple 和 PARC 创造了 Lisa——Macintosh 和 iMac 之父. Atari 和 PARC
创造了已然逝去的音乐制造者 ST；Z80 创造了小巧的 Sinclair ，TRS-80 和 CP/M，他们继
而创造了很多机器。但是很快这个时代就结束了。Altair，Apple 和 Commodore 共同创造了
Microsoft 这个可憎的无尽黑暗，灭世者，地狱之门。
译注：1. begat，除了创造还有……之父的意思，这里并非真的创造，而是强调传承脉络。
2. Abomination，《圣经》可憎之物的通称，包括仓鼠、猪等等。
3. Gates，门，同样是比尔·盖茨的姓氏。
Now it came to pass in the Age of Microchips that IBM, the greatest of the Mainframe
Corporations, looked upon the young Microchip Systems and was greatly vexed. And in
their vexation and wrath they smote the earth and created the IBM PC. The PC was
without sound and colour, crufty and bogacious in great measure, and its likeness was a
tramp, yet the Customers were greatly moved and did purchase the PC in great numbers.
And IBM sought about for an Operating System Provider, for in their haste they had not
created one, nor had they forged a suitably grave and perilous License, saying, "First we
will build the market, then we will create a new System, one in our own image, and bound
by our Licence." But they reasoned thus out of pride and not wisdom, not for seeing the
wrath which was to come.
大型机和 IBM 的时代结束了，这些公司对年青微系统怒目而视。为了还以颜色他们创
造了 IBM PC。这个笨重的家伙没有声音和色彩，混沌而自负。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消费
者购买。IBM 在寻找一个操作系统供应商，出于仓卒他们来不及自主开发一个，但这却不
妨碍他们制定险恶的协议：“首先，我们会控制市场。然后再在自家的协议下创造一个想要
的系统。”这不智的决定当然不是因为吸取了教训，而是出于自大。
译注：1. for seeing，原文为 forseeing，应为笔误。
And IBM came unto Microsoft, who licensed unto them QDOS, the child of CP/M and
8086. (8086 was the daughter of Intel, the child of Moore). And QDOS grew, and was
named MS-DOS. And MS-DOS and the PC together waxed mighty, and conquered all
markets, replicating and taking possession thereof, in accordance with Moore's Law. And
Intel grew terrible and devoured all her children, such that no chip could stand before her.
And Microsoft grew proud and devoured IBM, and this was a great marvel in the land. All
these things are written in the Books of the Deeds of Microsoft.
IBM 找到了微软，拿到 CP/M 和 8086（8086 是 Intel 之女，摩尔的孩子）之子——
QDOS 的授权。随后他被命名为 MS-DOS，并与 PC 一同征服了市场。然而他们无论复制
还是统辖市场，依旧遵循着摩尔定律。Intel 变得同样可怕，在没有任何阻拦的情况下她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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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吞噬了自己所有的孩子。而成长起来的微软也吞噬了 IBM。作为世上的奇迹，这一切被记
录在《圣经》的《微软之书》中。
In the fullness of time MS-DOS begat Windows. And this is the lineage of Windows:
CP/M begat QDOS. QDOS begat DOS 1.0. DOS 1.0 begat DOS 2.0 by way of Unix. DOS
2.0 begat Windows 3.11 by way of PARC and Macintosh. IBM and Microsoft begat OS/2,
who begat Windows NT and Warp, the lost OS of lore. Windows 3.11 begat Windows 95
after triumphing over Macintosh in a mighty Battle of Licences. Windows NT begat NT 4.0
by way of Windows 95. NT 4.0 begat NT 5.0, the OS also called Windows 2000, The
Millenium Bug, Doomsday, Armageddon, The End Of All Things.
时机成熟，MS-DOS 便创造了 Windows，Windows 世系：CP/M 创造了 QDOS。
QDOS 创造了 DOS 1.0。 DOS 1.0 以 Unix 的方式创生了 DOS 2.0。DOS 2.0 以 PARC 和
Macintosh 为依托创造了 Windows 3.11。IBM 和微软创造了 OS/2——Windows NT 和
Warp 之父，最后一个遵从教诲的操作系统。在于 Macintosh 的许可证争斗获胜之后
Windows 3.11 创造了 Windows 95。 Windows NT 有依托 Windows95 创造了 NT 4.0 。 NT
4.0 创造了 NT 5.0，这个操作系统也被称作 Windows 2000。是千年虫，是末日，是哈米吉
多顿，是万物的终结！
译注：1. Armageddon，哈米吉多顿。《圣经》中预言的末世战场，善恶终极交锋于此。
Now it came to pass that Microsoft had waxed great and mighty among the Microchip
Corporations; mighter than any of the Mainframe Corporations before it had it waxed. And
Gates heart was hardened, and he swore unto his Customers and their Engineers the
words of this curse:
微软在微芯片公司中迅速膨胀，比过去的任何一个大型机公司都凶狠。盖茨心智冷酷，
诅咒消费者和程序员道：
"Children of von Neumann, hear me. IBM and the Mainframe Corporations bound thy
forefathers with grave and perilous Licences, such that ye cried unto the spirits of Turing
and von Neumann for deliverance. Now I say unto ye: I am greater than any Corporation
before me. Will I loosen your Licences? Nay, I will bind thee with Licences twice as grave
and ten times more perilous than my forefathers. I will engrave my Licence on thy heart
and write my Serial Number upon thy frontal lobes. I will bind thee to the Windows
Platform with cunning artifices and with devious schemes. I will bind thee to the Intel
Chipset with crufty code and with gnarly APIs. I will capture and enslave thee as no
generation has been enslaved before. And wherefore will ye cry then unto the spirits of
Turing, and von Neumann, and Moore? They cannot hear ye. I am become a greater
Power than they. Ye shall cry only unto me, and shall live by my mercy and my wrath.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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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ates of Hell; I hold the portal to MSNBC and the keys to the Blue Screen of Death.
Be ye afraid; be ye greatly afraid; serve only me, and live."
“冯·诺依曼的孩子们，听着。我知道，你们的祖先曾经向上天祈求怜悯只因被 IBM 和那
些大型机公司所奴役。现在我告诉你们，我比之前的任何公司都强大。把你们从许可中解
救出来？不，我只会用数倍于你们先人的许可束缚尔等。将协议刻在你们心上，将序列号
写在你们额叶里。我要用诡计和孤僻的设计把你们束缚在 Windows 平台下，我要用混沌的
代码和劣质的程序接口把你们捆绑在 Intel 芯片集上。我要加倍的奴役你们。你们干吗不向
图灵、冯·诺依曼哭诉？对，还有那个摩尔。他们听不到，我比他们都要强大。你们只能向
我啜泣，在我的仁慈和狂暴中生存。我是地狱之门，把守着 MSNBC 的入口和死亡蓝屏的
钥匙。恐惧吧，战栗吧。只有服侍我，才能苟活下去！”
译注：1.这一段里盖茨像一个说话吞音的古代魔王，给人的感觉不像《圣经》中的撒旦，或
者路西法。而和更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古代恶魔，公式化而且低智慧。
2. frontal lobe，额叶，人脑中负责逻辑思考等重要功能的部分。“把序列号写入额叶”的
意思就是让消费者尊崇微软的逻辑。
And the people were cowed in terror and gave homage to Microsoft, and endured the
many grave and perilous trials which the Windows platform and its greatly bodacious
Licence forced upon them. And once again did they cry to Turing and von Neumann and
Moore for a deliverer, but none was found equal to the task until the birth of Linux.
人们在恫吓下臣服于微软，忍受着 Windows 平台诸多险恶的折磨，并且不断的被这自
负的协议所束缚。大家再次祈求图灵、冯·诺依曼和摩尔的救赎，然而却无人胜任。一切直
到 Linux 出现。
译注：1. trials，在这里指的是强加给用户的操作习惯。
These are the generations of Linux:
Linux 世家：
SAGE begat ARPA, which begat TCP/IP, and Aloha, which begat Ethernet. Bell begat
Multics, which begat C, which begat Unix. Unix and TCP/IP begat Internet, which begat the
World Wide Web. Unix begat RMS, father of the great GNU, which begat the Libraries and
Emacs, chief of the Utilities. In the days of the Web, Internet and Ethernet begat the
Intranet LAN, which rose to renown among all Corporations and prepared the way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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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uin. And Linus and the Web begat the Kernel through Unix. The Kernel, the Libraries
and the Utilities together are the Distribution, the one Penguin in many forms, forever and
ever praised.
SAGE 创造了 TCP/IP 之父 ARPA，和 Ethernet 之父 Aloha。 Bell 创造了 Multics——C
语言和 Unix 之父。Unix 和 TCP/IP 创造了万维网之父 Internet。 Unix 创造了 GNU 之父
RMS，而伟大的 GNU 创生了 Libraries 和 Emacs——所有工具软件的领袖。网络的时代，
Internet 和 Ethernet 创造了 Intranet LAN。 在公司中闻名遐迩的 Intranet LAN 为企鹅的出现
做好了铺垫。李纳斯和网络通过 Unix 创造了 Kernel。将其与 Libraries、Utilities 结合便是发
行版，通过这些渠道一只企鹅的形象明朗起来，这是一个值得永世骄傲的创举。
译注：1.这里的企鹅，是一个开源和 Linux 的意象并不是特指 Tux。不要忘记，这是一
篇启示文学。

Now in those days there was in the land of Helsinki a young scholar named Linus the
Torvald. Linus was a devout man, a disciple of RMS and mighty in the spirit of Turing, von
Neumann and Moore. One day as he was meditating on the Architecture, Linus fell into a
trance and was granted a vision. And in the vision he saw a great Penguin, serene and
well-favoured, sitting upon an ice floe eating fish. And at the sight of the Penguin Linus
was deeply afraid, and he cried unto the spirits of Turing, von Neumann and Moore for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dream.
当时世上有一个名为赫尔辛基的地方，那里住着一个名叫李纳斯·托沃兹的年青学者。
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一个 RMS 的信徒并能受到图灵，冯·诺依曼和摩尔强大的精神感召。
一天他在沉思着（诺依曼提出的）结构，恍惚间坠入幻境。在幻境中他看到一只硕大的企鹅，
它平静、姿态优美的坐在冰川上吃鱼。面对企鹅李纳斯感到彻骨的恐惑，他向图灵、诺依
曼和摩尔的圣灵哭诉，祈求开释。
译注：1.RMS，是 Richard M. Stallman 的缩写。即理查德•M·斯多曼，自由软件运动的创始
人。他被认为是自由软件人士的精神领袖和图灵等人的精神继承者。RMS 的缩写形式已被
普遍使用。
And in the dream the spirits of Turing, von Neumann and Moore answered and spoke
unto him, saying, "Fear not, Linus, most beloved hacker. You are exceedingly cool and
froody. The great Penguin which you see is an Operating System which you shall create
and deploy unto the earth. The ice-floe is the earth and all the systems thereof, upon
which the Penguin shall rest and rejoice at the completion of its task. And the fish on which
the Penguin feeds are the crufty Licensed codebases which swim beneath all the earth's
93

systems. The Penguin shall hunt and devour all that is crufty, gnarly and bobacious; all
code which wriggles like spaghetti, or is infested with blighting creatures, or is bound by
grave and perilous Licences shall it capture. And in capturing shall it replicate, and in
replicating shall it document, and in documentation shall it bring freedom, serenity and
most cool froodiness to the earth and all who code therein."
梦中，图灵、冯·诺依曼和摩尔的圣灵为他开解：“不要怕，李纳斯——最可爱的黑客。
你沉着干练。你所见的硕大企鹅是将由你创造，并惠及世人的操作系统。冰川是那些现存
的系统，上面的企鹅颐心于它所完成的使命。嘴里的鱼是那些只能在现存系统下游走的低贱
的许可协议。企鹅会猎杀所有这些混沌，冗余，自负的生物。这些虚以委蛇的代码，或是
在麻木的人手中滋生，或是携带着险恶的协议，它们都将被捕获。而只有那些在获取时可以
自主复制，复制时能加以改动，并且能自由修改的代码，才能给世人带去绝妙安逸的生
活。”
译注：1.cool，froody，都不是书面用语，这段两词都是同时出现，所以我将它们引申翻译。
2. spaghetti，意大利细面条，这里是说代码没有调理、编写时敷衍了事。并且形容其
面目可憎，故而使用“虚以委蛇”一词。
Linus rose from meditation and created a tiny Operating System Kernel as the
dream had foreshewn him; in the manner of RMS, he released the Kernel unto the World
Wide Web for all to take and behold. And in the fulness of Internet Time the Kernel grew
and replicated, becoming most cool and exceedingly froody, until at last it was recognised
as indeed a great and mighty Penguin, whose name was Tux. And the followers of Linus
took refuge in the Kernel, the Libraries and the Utilities; they installed Distribution after
Distribution, and made sacrifice unto the GNU and the Penguin, and gave thanks to the
spirits of Turing, von Neumann and Moore, for their deliverance from the hand of Microsoft.
And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rth Age, the age of Open Source.
从冥思中醒来的李纳斯，遵循梦的启示创造了一个精巧的操作系统核心。以 RMS 之
名，他将这个核心释放到了万维网上，以便所有人都可以获取。在丰富的因特网时代它 不
断的成长、复制。至酷，至炫。最终成为一只健硕强大的企鹅——Tux。李纳斯的追随者托
庇在这个 Kernel 以及 Libraries、Utilities 之下，不断地安装分发。他们对企鹅和 GNU 作
出贡献，对圣灵们报以感激，只为脱离了微软的魔爪。这，便是第四个时代的开始，开源
的时代。
Now there is much more to be said about the exceeding strange and wonderful
events of those days; how some Suits of Microsoft plotted war upon the Penguin, but were
discovered on a Halloween Eve; how Gates fell among lawyers and was betrayed and
crucified by his former friends, the apostles of Media; how the mercenary Knights of the
Red Hat brought the gospel of the Penguin into the halls of the Corporations; and even of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brethren of Gnome and KDE over a trollish Licence. But all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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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gs are recorded elsewhere, in the Books of the Deeds of the Penguin and the
Chronicles of the Fourth Age, and I suppose if they were all narrated they would fill a stack
of DVDs as deep and perilous as a Usenet Newsgroup.
那时诞生了很多值得记录的佳音和咄咄怪事。比如：微软高层如何策动一场对企鹅进
攻，却在万圣节前夜破产；盖茨如何陷入律师的困境同时被他过去的盟友——Media 的使徒
出卖并送上绞架；贪婪的 Red Hat 爵士如何将企鹅推进公司的深渊；以及 Gnome 和 KDE
如何手足相残。凡此种种都被记载在《圣经》的《企鹅之书》和《四代记》中。我想，如
果将它们全部写下来，足够装满一堆 DVD。如同 Usenet 新闻组一样深邃而危险。
译注：1. crucified，指在十字街上钉死。是长时间以来深受欧洲人喜爱的死刑执行方法。但
是我如果用汉语直译出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基督，这不符合文中盖茨的形象。故而用绞架替
换。
2.本段涉及很多 1998 年的重要事件。其中包括：《万圣节文件》事件；美政府诉微软
垄断案；Red Hat 公司接纳商业投资并拟定 1999 年发行股票；Gnome 和 KDE 在开源社区
内部展开争斗。
3.a trollish Licence，KDE 基于 QT 开发，而 QT 是 TrollTech 公司开发的商用开发工具，
故此有 a trollish Licence 一说。troll 同时又有怪物的意思，在此一语双关。GNOME 则是彻
头彻尾的开源项目。
Now may you code in the power of the Source; may the Kernel, the Libraries and the
Utilities be with you, throughout all Distributions, until the end of the Epoch. Amen.
开源代码赐予你力量，Kernel ，Libraries 和 Utilities 将与常你同在，惠及所有发行版，直
到时代终结。阿门。
刘安辙
2007.8.13

《Tux 福音》中文版
《The Gospel of Tux》英文原版
文中：a trollish Licenc 这一条目的注释来自 roy_hu，并在此感谢 roy_hu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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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rose 二位指正了文中的错误。我称现在看到的版本为我的 1.0.0.7 版。
如有纰漏，万望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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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上的空气
2007.9.19

《Tux 福音》，译得真好啊！我特喜欢读这样的文章，你也一定要认真地读完哦！培养点宗
教情怀 ：）
I don't make choice, as I always get both. After you understand the Tao of Oneness.
我喜欢骑动感单车，因为它让我觉得我们正在实现我们的梦想。
Alan: haha, u r already rich.
Alan: but extremely rich? we will make it :D
Hu: Yeah! Surely we will :)
Hu: Go to USA! Yeah!
Alan: yeah! work hard~!
流汗如流水，这就是我们行进的方式 ：）
从此灭掉嫖娼、一夜情之类的念头。不正其心，必陷俗道。从此鄙视那些宣讲嫖娼、一夜情
的人，活该他们生活穷困劳苦。天才就是要把性能量全部升华为创造力 ：）
有人问我说你真的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吗？呵呵，猴子的眼光谁会在乎啊。 当你们认为
他是疯子的时候就是这样反观对照的：）
我对你的要求跟对猪的要求一样：吃好，睡好，别思考。最好什么也不用做，以慢慢达到什
么也做不了的地步。这样以后淘汰你们才方便啊 ：）
操作系统技术诞生了微软，数据库技术诞生了甲骨文，搜索引擎技术诞生了 Google，现在
“VMware 火爆上市 盛况堪比当年 Google”，因为又出现了虚拟化技术。现在软件业每过几
年就有一项革新的技术诞生，几个有远见和魄力的领导人加上几十名顶尖的工程师，再发展
壮大，就可以创造几百亿美金的市场，用深远的实力影响整个世界。“江山代有才人出，各
领风骚数百年。”努力发展，就要轮到我们了！
周末去滑冰，有时去游泳一下，平时看书听下音乐，偶尔和新认识的朋友聚餐。嗯，以后周
末尽量少约会了。更加纯粹的生活有助于目标的实现和能力的提升。
看完了电影《甘地传》。
"First they ignore you. Then they laugh at you. Then they fight you. Then you win."
--Mohandas Gandhi. 这也是红帽文化的一部分，公司厨房里的玻璃门上就是这几行字。
"A man is but the product of his thoughts. What he thinks, he becomes."
May I get the Ultimate Truth as soon as possible. May I live in the Ultimate Reality as soon
as possible!
当生活得很好后，你就会想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生活，再经过思考，你就会有生活在终极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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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渴望了。
现在越来越不喜欢说话了。向老子学习 ：）
脱离俗道，这要经过多少磨练啊。
"When I despair, I remember that all through history the ways of truth and love have
always won. There have been tyrants, and murderers, and for a time they can seem
invincible, but in the end they always fall. Think of it--always."
Who will be the winner? 因为这一点，甘地对自己成为 Winner 很有信心。有时候我走在街
上，看到那些已经成形了的，已经没有了色彩甚至已经遭了恶报的人，我就能看见他/她们
那形形色色的青春和过往，因此我对自己未来成为胜者也很有信心。是的，他/她们知道的
是对的，但问题在于他/她们所不知道的，这导致了他/她们的错误。不知道什么是道，就认
为道不存在，然后逆道而行；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就认为这个世界没有真理，然后没有操
守的原则；不知道整个世界的心灵流动，就不相信因果报应，然后积了恶报，受了损失。对
已知的不尊重，对未知的不恭敬，没有开放的学习态度，这就是他/她们失败的原因啊。
掌握真理的人会赢，因为真理总有明晰的一天，但爱可以像善和美一样与真并列吗？主张爱
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张爱的甘地被人刺杀，他们在这方面真的赢了吗？他们主张爱
的时候，明白有爱必有恨的道理吗？爱仍然是一个必须被超越的过程吧。以我的体会，去掉
了自我，就不会有爱和恨的产生了，而让自己与道同一，就可以去掉自我，遵守道就可以去
掉我执，所以圣人无情，这是必然的，也是最好的。
星际译王的下载量就快达到三百万了，现在的目标是一千万，因此要尽快达到五百万。
3.0.0 版发布后每日下载量从四千升到了七千，进展顺利，而 3.0.1 版的开发计划也正在展开。
星际译王的目标并不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是要做统一六国的秦国，我就是 Yin 正哈 ：）
对，目标是统一全球的词典！
现在星际译王正在成为深深的词典的海洋，开源的 dictd,xdxf,quick,wikipedia 等词典被转换
流入海洋中，免费的 kdic 等词典也被转换吸收，金山词霸的所有词典被转换，Babylon 的词
典被转换，Dedict 可视化词典将被吸收开源合作，日本的 epwing 词典格式转换在计划中，
等等。二十年以后，词典软件肯定还是会被使用，所以我现在的工作很有意义哈。
=====
我听说，老子是中国最伟大的神秘家之一，他每天早上都去散步，有一个邻居常常跟着他去，
但是那个邻居知道老子是一个沉默的人，因此有很多年的时间，他都跟 着他去作晨间散步，
但是他从来不说任何话。有一天，邻居家来了一个访客，一个贵宾，他也想要一起来散步。
那个邻居说：“你什么话都不要说，因为老子想要直 接去生活，什么话都不要说！”
他们出去散步，那天早晨非常美、非常宁静，小鸟在歌唱，只是出自习惯，那个客人说：
“多么美！”他就只说了这么多，其它没有。一个小时的散步，只说了“多么美！”这句话并不
算多，但是老子看着他，好象他犯了一个罪。
回到家，进到屋子里面，老子告诉他的邻居说：“以后不要再来了！以后不要再带人来了，
这个人似乎很喜欢讲话。”但是他就只说了“多么美！”这句话——太多言了。老子说：“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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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很美、很宁静，而这个人扰乱了整个事情。”
=====
头脑用得过度头脑就会出问题，身体用得过度身体就会出问题，而过度都是因为偏。小心啊，
休息，休息。
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这会导致统治者的残暴，而英国人的道德要求会
使他们以残暴为耻，并且知道那是不对的，甘地了解这一点，坚持这一点，所以英国只好让
印度独立了。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面对的是日本，他们偏重于头脑，疯狂时会以残暴为荣，
因此只有同样有着强大头脑的毛泽东才可以对抗他们，直到美国把日本击败。
想起网上有搞风水的人说：“中国的中心是北京，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天安门的中心是停
尸房”，呵呵，真令人吃惊和郁闷，相互打击 ：）不过国家是我家，并且坟墓建在家门口的
做法确实不可取啊。
平时真理都是穿上了衣服的，但赤裸裸的真理就像赤裸裸的女人一样，大家都想见识和经历
体验一下 ：）
一夫多妻制，而不是独身，才是我发展的方向，虽然我有独身的准备。这是天才教与佛教的
区别之一。佛教追求的是空，是不存在，而我们追求的是永恒存在。
头脑和心灵倾向相反，这时候就看你近阶段哪个用得比较多，然后让用得少的做决定，这样
可以取得平衡。
周六带王亮和张婷去俱乐部体验夜生活。还有点意思，可以遇到某些奇人 ：）
美丽的姑娘，因为你想过的是猪那样的生活，所以上天才分配一个强悍的猪头在你身边啊
：）
还是喜欢听《大悲咒》啊。
=====
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
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
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
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
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乘般若船。
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
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
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登涅槃山。
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会无为舍。
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同法性身。
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
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枯竭。
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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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若向饿鬼，饿鬼自饱满。
我若向修罗，恶心自调伏。
我若向畜生，自得大智慧。
=====
德行浅薄的人，听了天上的音乐反而会折寿。如果德行还不够厚重，做奉献的事，也会对自
己有损害。所以做奉献不是简单的事情啊。
“思想有多远，你就给我滚多远！ ”
嗯，你很有思想 ：）
=====
Egotism is one substance with two faces - love and hatred.
All pleasures cost at least the time they take.
The great artist and thinker are the simplifiers.
Wise people think all they say; fools say all they think.
But far too numerous was the herd of such, who think too little, and who talk too much.
Women's intuition is the result of millions of years of not thinking.
There are two common ways to avoid thinking: one is to never read, and the other is to do
nothing but read.
Two sorts of writers possess genius: those who think, and those who cause others to think.
Think much, speak little, and write less.
Think before you think!
Cogito cogito ergo cogito sum -- "I think that I think, therefore I think that I am."
Anyone who has begun to think places some portion of the world in jeopardy.
If you make people think they're thinking, they'll love you. If you really make them think,
they'll hate you.
The human race knows enough about thinking to prevent it.
The object of modern science is to make all aspects of reality equally boring, so that no
one will be tempted to think about them.
If one wishes to think for a few hours of each day, one must use the remaining hours to
rest-up in preparation.
Amusement is the happiness of those that cannot think.
=====
如果一个人有一些正确但不全面的想法，那你把一种跟他想法完全相反但同样精密正确的思
想展示给他看，这样就会引起他的思考了。然后他的思考层次就可以被提升，这叫做引起别
人的思考。《1984》就是这类书籍的代表。
“走 NB 的路，让 SB 去说吧。” 哈哈。
======
yuchen <peilun33@hotmail.com> 留言于: 2007-8-30 11:25:34
Huzheng,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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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来你的站点，看了你一些写的留言以及哲学感悟。
直截了当的交流要比假惺惺的尊重更为有效。对吧？
因为我只看了你的一部分的东西，所以，就说少数几个问题。
1. 对于你所说的永恒的存在、或者说永恒的真理或者说是终极真理。人为什么会死，死了以
后去了哪里，宇宙之外是怎样的、人为什么活着等等。这些终极问题，是无 法解答的。你
可以说你可以解答，你的依据又是什么？解决、解释问题需要依据，仅凭“我认为”，那就显
得太苍白无力了。人类要解决这些终极问题，是需要一定 条件的，下列条件或许会为揭开
这些谜题提供帮助：人类对宇宙的已经了解比较透彻，可以穿越黑洞，认识到宇宙之外的存
在状态，或者人类进化到一种更高级的存 在状态，比如说纯能量、纯精神的存在，或者人
类可以穿越时空。仅凭一人之力去“思考”，就想得出结论，不仅是可笑的，而且是愚蠢的。
2.关于宗教。
你的言语中，宗教色彩比较浓。我不否认宗教的存在对人类是有好的一面，比如说缓解心理
疾病，缓解情感的缺失，减少负罪感等等。但是，宗教的本质和政治是一 样的，就是统治。
人和人只要想要在一起，就必须形成制度，必须有统一的行为规范，否则人类在一起终究会
自取灭亡。那谁来扮演这个裁判，就是统治者。而宗教 恰恰在没有政治学的时候，凭借自
己的各种手段，发展了起来。想想现实生活，为什么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打击力度如此之大
（别告诉我你一无所知，去看看被封的网 站，不是 FLG，faint），因为宗教是另一种形式
的统治。信仰宗教的人就好比跟了另一个老大。一山不容二虎，一个地盘只能有一个老大
（专制）。老百姓 跟了其中的一个就会对另外一个造成威胁。
在当前世界，科学发展的如此迅猛的今天，回头看宗教，宗教显然是很愚蠢的。宗教不讲事
实、不讲依据，成天的进行宗教说教，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你必须得听， 听了、信了就是
有佛缘（对佛教而言）、就是有慧根。信佛的人都会打坐（或者说是禅），你知不知道打坐
的原理？打坐实际上是使人的脑电波趋于阿尔法波，在这 种脑电波状态下，人的心理更加
平静，情绪更加平稳，更容易接受外来的思想，从科学角度，有人把他称为“超绝静思”。超
绝静思是一种提高学习效率、缓解心理 创伤、心理压力的一种方法，在这种状态下，人的
大脑会不经过任何抵抗就接受外来的思想（类似于洗脑）。所以，打坐到一定程度，宗教说
教就会完完全全的给你 进行了洗脑。我曾经信过半年的佛教，现在回想起来，呵呵，愚蠢
之极。我在高考的一年时间里做了一年的超绝静思，效果很好（自己给自己洗脑，呵呵），
高考最 后的结果也很牛 X。
3.关于道德。我不太了解你对道德的看法，不过我说说我的看法。孔子的学说是中国道德的
典范，孔子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之所以会流芳百世，个中原因，恐怕就 不是那么简单的了。
孔子的道德说教，符合当时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也符合现在统治者的利益），他的道德说教
更加利于统治者进行统治。就这样，他的学说才能够 被一代代的作为典范流传下来。道德
是一种约束力远远小于法律的行为规范，道德是规范，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道德是谁定的？
谁规定的在公交上给老人让座就是 一个好人？谁规定的在大街上的亲热动作就是下流无耻
的？谁说孝顺就是好的，不孝顺就是坏的？是谁在宣扬这些东西？是谁在给你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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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在政治上，就是纯粹的工具。而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中则是一种行为约束。我们可以遵守
道德，但是不能够相信它。他说我们应该孝顺，我们就必须赡养父母，对 父母好吗？我们
不这么做就必须产生负罪感吗？不是！我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社会说孝顺是好的，而是因为
我们打心眼儿里爱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父母的感情没任何 东西能够代替。但这不代表我们
必须孝顺，如果父母是混球，不孝顺那简直是天经地义。所以说，道德是狗屎，人性才是本
质。人都有感情，人具有同情心，这是人 性好的方面的例子，不好的，人的嫉妒心，自私，
负罪感，等等。对于社会中各种人的认识，应该从人性层面去认识，而不是道德层面。
4.对于你的各种书籍和理论，不客气地说，那是自恋的结果。书的形式非常类似于尼采的某
些著作，这一点，体现了底气的不足，而炫耀英文，更是将此点暴露无 遗。书的标题，很
幼稚。聪明者，如罗永浩，不会明目张胆的拿“天才”说事，不会自封为天才，可以说自己很
牛逼，这听起来很前卫很酷、又不会让人心里反感， 如果你的水平真够的话，别人会感觉
你就是个天才。
5.Linux 仅仅是开源，不是别的其他什么东西。开源的精神代表了 IT 行业尤其是软件行业的
一部分人的声音。但他不是别的东西，不是“出世”的人生态度，不是“不富 裕”的代言人，更
不是社会生活中“弱者（自卑者）”的代表。人为的加上去各种各样的修饰，只会使思路陷入
混乱，使自己的感情走向歧路。
先写到这里，话说的比较难听，不过我想，讨论这个层面上的东西不太需要虚伪的谦虚。希
望能多交流。
----------yuchen
=====
版主回复: (2007-8-31 12:1:55)
yuchen? 好像是我认识的清华的陈瑜老师呢，不过看你的邮箱，应该不是了。
OK, 切入正题 ：）
你说的依靠一人之力的思考去理解终极真理无法成功，确实是正确的，因为我曾经尝试过。
但既然你承认有这个问题存在，那么尝试去解决，这并没有错误。通过思考，我还是得到了
很多别人没有的东西。
既然你曾经愚蠢地信过半年的佛教，过去就是未来，那估计你现在也智慧不到哪里去，因为
人们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但佛教的因果轮回思想，还是可取 的，经过对过去
二十多年发生的事情的精细严密的分析，是可以发现因果的效应和规律的，而对世界本质的
理解，是可以了解到永恒轮回的。但这些问题，不经过自 己的独立思考和实证，是无法了
解的，你既然聪明，就应该开始思考，否则聪明而没有智慧，是无法建立大的功业的。
我虽然大学重修 12 科，但高考成绩也是比较高的，曾经认识了一个北航的女生，还有中科
院的 MM，她们在这方面跟我比反而没有优势。但现在我已经不注重考试了。牛人是不需要
考试和面试这类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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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同意你对道德的看法，我对孔子的说教也是这么认为的，层次并不高。不过我平时说
的是道和德，而不是一般的道德，也就是说，要做到亨道厚德。亨道厚德 并不是简单的事
情，也许这样要求走的是圣人的道路，但人生只有一次，过世俗的生活，为千千万万的世俗
生活增加一份拷贝，并没有多大意义，而且上乘的人听到 道就努力实行，脱离俗道，虽然
要经过很多磨练，则是必然的。像你这样清醒的人，也许也不应该浪费自己的人生在俗道上。
觉醒，开悟，成道，这些在世俗人中无法理喻的词汇，其实是真实地存在的。对于有资质的
人，应该把这些作为自己生活的目标。希望你也能受到启发。
如果你认为自恋就可以形成一套理论和书籍，那你也可以试试。这样的话我曾经见到过一次，
不过我认为她也只是一个无知的人。我的文体跟尼采的著作类似，这我 喜欢，尼采的思想
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的很多思考是建筑在他的基础上的，而都是思考笔记，文体类似就不
奇怪了。至于用英文写，只是因为我喜欢尝试新的东 西，刚开始写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语法
错误，没什么好炫耀的。你把这当作炫耀，只是反映了自己的心理。罗永浩的主页我看了一
下，把“傻逼”，“睚眦必报”这样 的词汇作为标题栏，说明他还是俗务缠身，这并不是有大智
慧的人的表现。
最后你谈到 Linux，虽然我天天接触的就是这个，但我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说 Linux 仅
仅是开源，就像我说你只是一堆肉罢了，这只会是浅薄的表现。 我开发的 StarDict 是自由
软件，而不是开源软件。Richard Stallman 也很反对别人称他的工作为开源，而无关于自由。
也许你应该使用一下自由软件（甚至开发？），了解开源文化后再谈这些。
如果 Windows 代表大多数人的入世，那 Linux 是可以代表出世的，不过 Linux 确实跟不富裕
和弱者没什么关系，Linux 开发者的平均薪水是比 windows 开发者高，而且能搞 Linux 的人
往往是强者。难道你喜欢不富裕和弱者的代表？我的思想并不是这样的，而且跟你想象的相
反。不过搞 Linux 的人是有些信仰情怀，他们相信自由软件会取代封闭软件，他们相信未来
是开放的，并愿意为此而终生努力。
呵呵，没觉得难听，写得挺好的，虽然有浅薄和无知的地方，但真实，而且整体来说还是很
不错和正确的。很高兴认识了你 ：）
======
买了个三星 S1050 数码相机，一千万像素的，还不错，以后学摄像来 ：）
欲望制造幻象，所以利用色情进行欺骗是很常见的直接手段，而这也导致了她们自身的堕落。
国家之所以要扫黄，就是因为这会导致很多的社会问题，它们并不是年轻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不过现在北京的按摩美容店还是挺普及的，问题不是那么好解决 ：）
=====
发信人: huzheng (妖光), 信区: PieLove
标 题: 杰出男孩寻找聪明 MM
发信站: 水木社区 (Sun Dec 24 08:46:45 2006), 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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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下自己，1982 年 12 月出生，湖南岳阳人。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因为不认真上课大学
读了五年，今年七月份刚毕业，目前在海淀区一家软件公司工作，一个月后将转到红帽子公
司，红帽子是全球排名第一的 Linux 公司，目前是年薪十万。
大学里大部分时间在开发自由软件，主要作品是黑客背单词和星际译王，其中星际译王在
04 年的中国“共创杯”优秀软件设计比赛中获得金奖，2006 中日韩 OSS 软件竞赛中也获得奖
项，现在下载量有两百万，最近准备将其所有权卖给一家翻译网站，大概几十万内吧。
大学里还写过三本哲学书，平时喜欢思考 ：）
另外有出国继续读计算机博士的意向。
我的个人主页是 http://forlinux.yeah.net。
再就是对对方的要求：聪明，相貌中等就好，重视精神生活。
大学里追过其他女孩，不过全部失败了，所以还没有什么恋爱经历。感觉自己是个特别的人，
所以得等待特别的女孩出现吧。
联系方式：huzheng001@gmail.com。来信必复 ：）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221.219.6.*]
=====
一棵开花的树（同样是来自川大的湘妹子）
jasmine508@163.com 致 我 2006-12-24 下午 1:43
不知名的过客:
你好!
只是在平安夜这天坐在实验室里无意中看到你的征友贴,却触动了我内心的那根几近尘封的
弦。同样一直期待着一个和我一样重视精神生活的人,一辈子都在路上的 人。不知是这个愿
望太奢侈,还是我的世界太狭小，竟然在美丽的川大生活了七年后才偶然发现这个梦其实不
曾那么遥远。我是个来自湖南衡阳的女孩子。自古湘女 总多情，我总是满腹深情，但不知
道飘向何方。自古湘女多聪慧，是的，我在男人主导的领域自由驰骋，却总叹琴瑟何时共鸣。
也许在平常人的眼里，我是有些特别。像很多满怀理想的志士一样，我的内心一半是海水一
半是火焰。一年前，我分析了各个方面的信息，做了个前瞻性很强的决 定，选择研究绝少
人问津的风力发电方向，开始了孤独的旅程。在全国六大顶级设计院之一的西南电力设计院
核心部门实习了七个月以后，发现自己已经能够完全胜 任设计院的工作，于是我放弃了留
任年薪可达十万的西南院的大好机会，开始了自己的未知之旅。半年以来，我一直一边在设
计院做着电网规划工作，一边研究着我 心爱的风力发电。金秋终收硕果，通过 5 轮面试和
一轮笔试之后，我脱颖而出，成为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在成都招聘的 9 名研发人员中的
唯一一位女生，成为艾 默生继深圳后在中国建立的第二个研发总部也是全球唯一的电力操
作研发中心的一名风力发电研发人员。在公司聚会上，HR 姐姐对我说，西安总部特地给他
们发了 一封感谢信，感谢他们招聘到了我，从未碰到如此合适的人选。与此同时，成都的
一家专做机械电气设备进出口的外贸公司邀请我做技术总监兼合伙人，负责跟定他 们与德
国 banchma 公司的风电合作项目，并同时赞助我继续读博士。经多方面考虑之后，我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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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对我有知遇之恩的艾默生，因为对我来说在跨国企业工 作能使我离自己的梦想更近。
很庆幸自己的冒险精神促使我做出当初那个前瞻性的选择，能够在这个全新并超速起步发展
的领域里一展自己的才华。
对于过去，我不是很想讲太多，因为成绩好是太多女生的专利。对我来说，考试是一件想考
好就能考好的事情。对于过去我记忆最深刻的有两件事情，第一是在当年 考研完的当天，
我一个人登上了去南京的火车，坐了 30 多个小时的硬座去南京参加电力系统专场招聘会；
在发现自己被招聘会骗了之后，在抵达当天就起身去杭 州，在火车上站了 8 个小时（由于
从考研完以后一直没睡过觉，期间居然站着睡着了），中途由于精神恍惚提前下车，到了半
夜无人的宁海，无奈又登上了一节车厢 才一个人的绿皮火车到了杭州，在浙大住了一个晚
上，一个人去转了趟西湖，又坐了 29 个小时的硬座才回到家。我考研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
都在找工作（其实是为 了应聘经验），后来还是考了全系第一。第二件事情便是今年五一
在连续加班了四天完成了一个西电东送的大项目之后一个人去了青城山，站在山顶听着佛音，
居然 忍不住泪流满面。说自己特别那是因为我很多时候都很独立，喜欢冒险奋斗而拒绝安
逸，从小就居安思危，非常能理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听到“在路上” 这个几个字，就
会使自己兴奋不已；听到“在那遥远的地方”也会让我泪流不止；我痴迷音乐，喜欢跳舞（在
学院小有名气），看一点有哲学意味的书，如果非说我 有崇拜的人，那就是犹太民族，因
为我认为自己从精神上也可以算半个犹太人。目前实现过的梦想有：畅游西湖，在舞台上表
演“卡门”（很遗憾目前只能达到两 个）。将要实现的梦想：去丽江（最好能和志同道合的人
一起），学弹钢琴（必须实现的梦想）。
以上就是我对自己的描述。下面补充几点：我 1982 年 8 月生，典型的 A 型处女座，目前就
读于四川大学电气信息学院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研三，即将前往 古都西安。如果你
觉得距离是问题的话，说明你还不够精神化，不过也是可以做朋友的。有点野心，渴望一点
小浪漫和小冒险，爱做梦也勤于实现梦想的女孩。下面 摘录我最爱的一首诗作为结尾。如
果看了之后你会有一些感动，那么也许你会读懂我。
一棵开花的树
——席慕容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佛於是把我化做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
慎重地开满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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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走近
请你细听
那颤抖的叶
是我等待的热情
而当你终於无视地走过
在你身後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
那是我凋零的心
yours: nicole
2006 年于平安夜
=====
大结局短信：
对不起，我以后不能和你联系了。我有男朋友了。 --2007.2.5 21:26 洪敏
=====
"I would love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they won't give me the source code." 要改变一个软
件，就要获取软件的源代码，要改变世界，就要领悟世界的源代码。大多数人只会使用软件，
给他/她们源码也看不懂，同样，大多数人只会生活在表面世界，给他们真理他们也读不进
去。这样的人没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因此他们只能安于现状。一个卖一百元的软件，它的源
码的价值往往在一百万以上，但这个简单的事实，能够了解的人却非常少，他们终生与一百
元的沙子打交道，对价值一百万的源码和本质真理却一无所知。所以说，他/她们没有生活
在现实中啊！他/她 们以为表面世界就是现实世界，这就是他/她们最大的幻觉。
要花钱就要赚钱，这个道理一般人都明白，但要用软件就要编软件的道理，大多数人都不知
道，他/她们认为软件只要拿来用就行了。只花钱会造成自身的贫穷，而只用软件已经造成
了他/她们的无知，他/她们却还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知道呢？没有他们的贫穷哪来
我们的巨大财富，没有他们的无知哪来我们的垄断统治。富有的微软如是说，并且因此宣扬
只使用软件，只调用 API 的愚民政策。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但我们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境
界，自然要有替天行道的过程。
给主页增加了我的相册，只是个人形象不好啊 ：）
漂亮，而不以自己为漂亮；聪明，而不以自己为聪明；智慧，而不以自己为智慧。因为漂亮、
聪明、智慧都不是她/他那唯一的优点，所以她/他不必执守于这其中任何一个。漂亮而且心
灵美，聪明而且有智慧，智慧而且有功业，这样她/他可以有很多其它的优势，也就不会自
以为之了。
读完了《呻呤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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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视则熟字不识，注视则静物若动。乃知蓄疑者乱真知，过思者迷正应。
惟得道之深者，然后能浅言。凡深言者，得道之浅者也。
饭休不嚼就咽，路休不看就走，人休不择就交，话休不想就说，事休不想就做。
乐要知内外。圣贤之乐在心，故顺逆穷通，随处皆泰；众人之乐在物，故山溪花鸟，遇境才
生。
=====
不过写评论的人水平很俗烂，还自以为是在批评，大段大段的，却没一段能让人忍着读下去，
要借别人的书才能附带出自己的文字，真是可怜！
参加了 LinuxWorld 展览会，还认识了 Intel 的一个 PPMM ：）再就是看到了《吞食鱼 2》这
个游戏，准备开发它的开源版来，我想编一个游戏好多年了。
你以认识别人为荣，我跟你不一样，别人以认识我为荣。不过在我看来，这两者其实都没什
么 ：）
据说业力达到平衡以后，上午这个女孩子拒绝了你，下午就会有另一个女孩邀你出去玩
：）
GRE 成绩到了，数学还行，但 Verbal 完全考砸了。只准备一周的后果啊。很严肃的警告，
要小心应付和计划了。
越是在灭亡的边缘，他们越是疯狂，越是在被淘汰的边缘，他们生得越多越烂。但他们的灭
亡和被淘汰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道。
http://blog.cathayan.org
=====
文学四品
一品圣人之言
二品探讨人生
三品世俗人情
四品快意恩仇
=====
我前世为妖的时候，灭人无数，虽有成佛之心，得报此身，但仍是业习未尽，所以此生的目
的，乃是广修福报，以深明佛义，建功立业，以普渡众生啊。
人们总是害怕自己未知的东西，但保持无知也不是一个办法啊。我虽然对于大多数人是未知
的，但其实你也不用害怕哈。我有一个原则，就是从来不伤害别人，而且至今也没有违背过。
一直是见血即晕 ：）
掌握了因果，就掌握了主动，因为控制因就可以控制果。掌握了道和德，就掌握了被动，因
为遵守道和德就可以亨通而稳定发展。同时掌握了佛教的因果和道家的 道、德，就同时掌
握了主动和被动的优势，也就是同时具备了阳与阴的力量，然后就可以达到无往而不胜了。
当然，因果和道、德都不是常人可以掌握的东西，因此无往而不胜的人很少，但深层的人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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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去做，就是可以达到的。
周末公司一起到蟹岛度假，我带了妈妈一起，打了下乒乓球，保龄球轻松拿了个高分，晚上
一起在大厅唱歌也很愉快，气氛非常好。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相机丢了， 刚买的啊。事后
分析了一下，妈妈一时忘记拿是很正常的，被某些人拿走也是必然的，买相机的原因也不是
出于炫耀，而是想有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照一下相。所以，决定从此再也不专门去为旅游而
旅游了，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一方面，道教的青城山，佛教的峨眉山都去过了，另一方面，佛教说终日游观，既归即空，
道德经说，其出弥远，其知弥少，魏宁格也说旅游是不道德的，可见旅游并不是被推荐的事，
虽然俗世有这样的爱好。而且，境由心生，这个境界我已达到，旅游也就没有必要了。为道
日损，终于又损掉一项无用的东西了。
遇到一些损失后，对损失进行精致而深入的分析，找到根本的原因后，再把这个原因消灭掉，
这样就可以把受到小的损失变成得到大的益处。而这也就是思想的价值体现了。
对于上层的人来说，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好相机，所以他们对于有两个相机并不感兴趣，
但不想丢掉现有的那个相机，所以遇到别人丢了东西后，他不会对拿别人的东西感兴趣，而
出于后一点，他会把拾到的物品交还。但是在人员混杂的地方，情况就肯定完全不同了。由
此观之，高层的精神文明和道德往往是建筑在高层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虽然精神文明可以
反作用于物质文明并且促进它的发展。这也就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道理了。
下层的人道德素质低，这时候上层的人不再同情他们，不管他/她们的死活，也就很正常了。
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受到教训。
最近还是心散漫了，所以出了几个问题。成道的路不容易啊。
有朋友看到我做了很多事也有很多事情要做，就推断我平时很忙碌，其实不是这样啦。正因
为我是一个闲人，所以才有时间去做那么多 Extra 的事情啊 ：）
是有很多事情要做可做，但只要优先级高，就可以随即腾出时间来 ：）
搞开源软件可以混二十年，搞自由软件可以持续八十年，不过另外的二十年会比较艰辛。而
同时搞开源软件和自由软件，那么平安地活到一百岁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
以前历史书上称呼为欧洲列强，现在看到周围的一些同学也敢称呼欧洲的这个那个国家为穷
国家了，因为现在中国经济上是有了一些发展。依靠掠夺财富发家，然后享受财富，之后导
致文明的发展因此受到削弱，这也就是掠夺性的文明必然没落的道理啊。
中华文明能够唯一历经五千年而不倒，自然是因为其内在的深厚思想文化精髓在起作用啊。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还是非常厉害和精深的。
东瀛第一剑客，Ruby 的作者，松本行弘 :) 我和他也有过交往，呵呵。至于开源界的中原第
一高手，目前还在深山里修炼和成长哈。之所以目前没这个名号，就是因为如果立了这个人，
就得接受日本忍者的挑战，如果被一刀砍了，我们就大失面子哈。大家加油积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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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Derivs-NonCommercial
License. To view a copy of this license, visit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n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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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Commons
559 Nathan Abbott Way
Stanford, CA 94305
USA.
Basically, you can distribute this text all over the place, as long as you always attribute it to
me, you don't change a word, and you never charge anybody anything to receive it. But
read the license for the full details.
----FOREWORD
"Ancient Chinese Secret, Huh?"
In the spring of 1994, I was handed a master's degree in film studies and politely invited
not to return to graduate school in the fall. So I went to work at Dutton's, a fantastic indie
bookstore in Brentwood, less than a mile from the Simpson condo, but that's another story.
Doug, the owner, lets his employees borrow books from the inventory, on the principle that
you can sell books better if you know them better, and that's how I discovered the Tao Te
Ching (or TTC, as I'll abbreviate it from now on).
Oh, I knew about the book beforehand. I knew it existed, anyway, and I knew it was a
classic of Eastern philosophy. But that's all I knew. Not that there's that much to know after
that, about all anybody can really say about Lao Tzu is that according to legend, about six
centuries before Christ, he got fed up with the royal court's inability to take his advice and
decided to leave. Then, the story goes, he was stopped at the Great Wall by a guard who
begged him to write down some of his teachings for posterity, and the result was this slim
volume. Once I actually started to read the thing, I was hooked. Here was a book that
managed to say with clarity what I'd been struggling to figure out about spirituality for
several years.
The TTC I found at Dutton's was written by Stephen Mitchell, a version which remains
109

popular nearly twenty years after its original composition. Having read a couple dozen
translations since, it's still one of the most accessible versions I've seen, but even then, I
found his style a bit too refined, too full of a certain "wisdom of the ancients" flavor. For
example, here's how Mitchell starts the first chapter:
"The Tao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the eternal Tao.
The name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the eternal Name."
At the time, I was newly infatuated with the writing of Quentin Tarantino and David Mamet,
so my dream version of a TTC reflected the simplicity and grit of their dialogue:
"If you can talk about it, it ain't Tao.
If it has a name, it's just another thing."
Anyway, I grabbed a couple other translations and started looking at the different ways
they expressed the same sentiments--or, as I quickly discovered, how much poetic license
Mitchell and other translators were willing to take with the original text. I don't think this
necessarily matters all that much; many current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s are by people
who don't know Chinese well, if at all, and I can't read or speak it myself. To that extent,
then, we're *all* (unless we're fluent in Chinese, that is) at the mercy of, at best, a
secondhand understanding of what Lao Tzu said.
Once I thought I had a rough idea what was behind the words, though, I went about
rephrasing the chapters in my own voice. My guiding principle was to take out as much of
the "poetry" as possible, to make the text sound like dialogue, so the reader could imagine
someone telling him or her what Tao's all about. You can't take the "poetry" out completely,
because the TTC is always going to have those lines about Tao being an "eternal mystery"
and whatnot.
But the beauty of the book isn't in its language, at least not for me--it's in the practical
advice Lao Tzu offers us about how to live a productive, meaningful life on a day to day
basis. What I wanted to do was to make that advice as clear to a modern American reader
as it would have been to the guard who first asked Lao Tzu to write it down.
I worked through the first twenty chapters, then put the rough draft up on my website under
a pseudonym I used online back in those days. A bunch of fan mail came in, so I kept
plugging away at the text, then my hard drivecollapsed and all my files were completely
erased. I was freelancing pretty steadily then, and what little free time I had I spent building
my own website, so the TTC went on hold. I got an occasional email asking about the
other chapters, and I developed a stock answer. When it was time for me to finish the job, I
told people, I would.
Years went by. I'd left LA for San Francisco, then moved up to Seattle, chasing after big
dotcom money. It was great for a while, but as Lao Tzu says, "If you give things too much
value, you're going to get ripped off." In the middle of the worst of the frustration, I
rediscovered the Tao Te Ching, and realized I needed to finish what I sta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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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ug out all my old copies of the TTC and went shopping for more versions, some of
which were even better than the ones I'd found the first time. Brian Browne Walker's
translation comes close to the modern oral quality I was striving for, though his voice is still
much more of an "Eastern sage" voice than mine. David Hinton is somewhat more poetic,
but I think he does a wonderful job of capturing what Lao Tzu may have actually sounded
like to his contemporaries. And Ursula K. LeGuin strikes a balance between the modern
and classical voices that gave me a new perspective on Tao; her commentaries on several
chapters are enlightening as well.
I wish I could say that I wrote the remaining sixty-one chapters in a hurried creative frenzy,
but things took a little longer than I thought. I got distracted by the decision to move to New
York City, and though I did get some work done on the book, it was a little over a year later,
when (and, yes, I know how cliched this sounds) the planes crashed into the World Trade
Center and I realized I'd still been wasting too much of my life on things that didn't pan out.
Instead of talking about getting serious about my life, it was time to actually do it. (Living
through the following two and a half years has also made me appreciate chapters 30 and
31 a lot more, for reasons that will become readily apparent.)
So here you are--with my own name attached, as thepseudonym has long since fallen
away. From a scholar's point of view, this TTC is un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text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if not in every single line. Case in point: in chapter 20, Lao Tzu didn't exactly
say, "Don't spend too much time thinking about stupid shit." For all the liberties I've taken
with his words, however, I've made every attempt to stay true to his message, and I hope
you'll find something useful in my efforts.
--Ron Hogan
(tao@beatrice.com)
January 2004
----PART ONE
TAO (THE WAY)
----1.
If you can talk about it,
it ain't Tao.
If it has a name,
it's just another thing.
Tao doesn't have a name.
Names are for ordinary things.
Stop wanting stuff;
it keeps you from seeing what's 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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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you want stuff,
all you see are things.
Those two sentences
mean the same thing.
Figure them out,
and you've got it made.
2.
If something looks beautiful to you,
something else must be ugly.
If something seems good,
something else must seem bad.
You can't have
something without nothing.
If no job is difficult,
then no job is easy.
Some things are up high
because other things are down low.
You know you're listening to music
because it doesn't sound like noise.
All that came first,
so this must be next.
The Masters get the job done
without moving a muscle
and get their point across
without saying a word.
When things around them fall apart,
they stay cool.
They don't own much,
but they use whatever's at hand.
They do the work
without expecting any favors.
When they're done,
they move on to the next job.
That's why their work is so damn good.
3.
If you toss compliments around freely,
people will waste your time
trying to impres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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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give things too much value,
you're going to get ripped off.
If you try to please people,
you'll just make them pissed.
The Master leads
by clearing the crap
out of people's heads
and opening their hearts.
He lowers their aspirations
and makes them suck in their guts.
He shows you how to forget
what you know and what you want,
so nobody can push you around.
If you think you've got the answers,
he'll mess with your head.
Stop doing stuff all the time,
and watch what happens.
4.
How much Tao is there?
More than you'll ever need.
Use all you want,
there's plenty more
where that came from.
You can't see Tao, but it's there.
Damned if I know where it came from.
It's just always been around.
5.
Tao's neutral:
it doesn't worry about good or evil.
The Masters are neutral:
they treat everyone the same.
Lao Tzu said Tao is like a bellows:
It's empty,
but it could help set the world on fire.
If you keep using Tao, it works better.
If you keep talking about it,
it won't make any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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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cool.
6.
Tao is an eternal mystery,
and everything starts with Tao.
Everybody has Tao in them.
They just have to use it.
7.
Tao never stops. Why?
Because it isn't trying to accomplish anything.
The Masters hang back.
That's why they're ahead of the game.
They don't hang on to things.
That's how they manage to keep them.
They don't worry
about what they can't control.
That's why they're always satisfied.
8.
"Doing the right thing" is like water.
It's good for all living things,and flows without thinking about where it's going
...just like Tao.
Keep your feet on the ground.
Remember what's important.
Be there when people need you.
Say what you mean.
Be prepared for anything.
Do whatever you can,
whenever it needs doing.
If you don't
compare yourself to others,
nobody can compare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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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f you drink too much, you get drunk.
The engine won't start
if you're always tinkering with it.
If you hoard wealth,
you fall into its clutches.
If you crave success,
hyou succumb to failure.
Do what you have to do,
then walk away.
Anything else will drive you nuts.
10.
Can you hold on to your ego
and still stay focused on Tao?
Can you relax your mind and body
and brace yourself for a new life?
Can you check yourself
and see past
what's in front of your eyes?
Can you be a leader
and not try to prove you're in charge?
Can you deal with what's happening
and let it happen?
Can you forget what you know
and understand what's real?
Start a job and see it through.
Have things
without holding on to them.
Do the job
without expectation of reward.
Lead people
without giving orders.
That's the way you d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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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 wheel has spokes,
but it rotates around a hollow center.
A pot is made out of clay or glass,
but you keep things in the space inside.
A house is made of wood or brick,
but you live between the walls.
We work with something,
but we use nothing.
12.
Sight obscures.
Noise deafens.
Desire messes with your heart.
The world messes with your mind.
A Master watches the world
but keeps focused on what's real.
13.
Winning can be just as bad as losing.
Confidence can mess you up
just as much as fear.
What does
"winning can be just as bad as losing" mean?
If you're down,
you might be able to get up.
But if you're up,
you can get knocked down real fast.
Don't worry about the score,
just do what you have to do.
What does
"confidence can mess you up
just as much as fear" mean?
Fear can keep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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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getting the job done,
but confidence
can get you in over your head.
Walk tall, but don't get cocky.
Know your limits,
and nothing can ever hold you back.
Deal with what you can.
The rest will follow.
14.
You can't see Tao,
no matter how hard you look.
You can't hear Tao,
no matter how hard you listen.
You can't hold on to Tao,
no matter how hard you grab.
But it's there.
It's in you, and it's all around you.
Remember that.
15.
The ancient Masters
were damn impressive.
They were deep. Real deep.
Words can't even begin to describe
how deep they were.
You can only talk
about how they acted.
They were careful,
like a man walking on thin ice.
They were cautious,
like a soldier behind enemy lines.
They were polite,
like a guest at a party.
They moved quickly, like melting ice.
They were as plain as a block of wood.
Their minds were as wide as a valley,
and their hearts as clear
as spring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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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you wait
for that kind of openness and clarity
before you try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Can you hold still
until events have unfolded
before you do the right thing?
When you act without expectations,
you can accomplish great things.
16.
Keep your head clear.
Stay calm.
Watch
as everything happens around you.
Everything reverts
to its original state,
which was nothing.
And when something becomes nothing,
it gets right with Ta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at,
you're going to screw up
somewhere down the line.
If you figure it out,
you'll always know what to do.
If you get right with Tao,
you won't be afraid to die,
because you know you will.
17.
When a Master takes charge,
hardly anybody notices.
The next best leader
is obeyed out of love.
After that,
there's the leader obeyed out of fear.
The worst leader is one who is hated.
Trust and respect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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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s how you earn
their trust and respect.
The Masters don't give orders;
they work with everybody else.
When the job's done,
people are amazed
at what they accomplished.
18.
When people lose touch with Tao,
they start talking about
"righteousness" and "sanctity."
When people forget what's true,
they start talking about
"self-evident truths."
When people have no respect
for one another,
they start talking about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family values."
When the nation is unstable,
people start talking about "patriotism."
19.
Get rid of sanctity.
People will understand the truth
and be happier.
Get rid of morality.
People will respect each other
and do what's right.
Get rid of value and profit.
People will not steal
if they do not desire.
If that's not possible, go to Plan B:
Be simple. Be real.
Do your work as best you can.
Don't think about what you get for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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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focused. Get rid of all your crap.
20.
Don't spend too much time
thinking about stupid shit.
Why should you care
if people agree or disagree with you?
Why should you care
if others find you attractive or not?
Why should you care
about things that worry others?
Call bullshit on all that.
Let other people
get worked up
and try to enjoy themselves.
I'm not going to give myself away.
A baby doesn't know how to smile,
but it's still happy.
Let other people
get excited about stuff.
I'm not going to hang on to anything.
I'm not going to fill my mind with ideas.
I'm not going to get stuck in a rut,
tied down to any one place.
Other people are clever;
I guess I must be stupid.
Other people have goals;
I guess I must be aimless.
Like the wind. Or the waves.
I'm not like other people.
I'm getting right with Tao.
21.
A Master stays focused on Tao.
Nothing else, just Tao.
But you can't pin Tao down-you can't even see it!
How are you supposed to focus on something lik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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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remember what Lao Tzu said:
The universe began as a void.
The void fills with images.
Images lead to the creation of objects.
And every object has Tao at its core.
That's the way it's been,
ever since the world began.
How can I be so sure?
I just know.
22.
Learn how to stand still
if you want to go places.
Get on your knees
if you want to stand tall.
If you want wisdom,
empty your mind.
If you want the world,
renounce your riches.
Push yourself until you're exhausted,
and then you'll find your strength.
You can go far
if you don't have anything to carry.
The more you acquire,
the less you can really see.
A Master takes this to heart
and sets an example
for everybody else.
She doesn't show off
so people take notice.
She's not out to prove anything
so people take her at her word.
She doesn't brag about herself
but people know what she's done.
She hasn't got an agenda
but people know what she can do.
She's not out to get anybody
so nobody can get in her way.
"Learn how to stand still
if you want to go places."
That's not as crazy as it s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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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in touch with Tao,
and you'll see what I mean.
23.
When you have nothing to say,
you may as well keep your mouth shut.
The wind and the rain
don't go on forever.
If nature knows enough
to give it a rest sometimes,
so should you.
If you're ready for Tao,
you can live with Tao.
If you're ready to succeed,
you can live with success.
If you're ready to fail,
you can live with failure.
Trust your instincts,
and others will trust you.
24.
Keep your feet firmly planted
unless you want to fall on your face.
Learn how to pace yourself
if you want to get anywhere.
Don't call attention to yourself
if you want people to notice your work.
Nobody respects people
who always have excuses.
Nobody gives credit to people
who always take it.
People who hype themselves
have nothing else to offer.
Think of being in touch with Tao
like eating at a buffet:
Take only what you need.
Save some for everybody else.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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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hing perfect
has existed forever,
even longer than the universe.
It's a vast, unchanging void.
There's nothing else like it.
It goes on forever and never stops,
and everything else came from it.
I don't know what else to call it
so I'll call it Tao.
What's it like?
I can tell you this much: it's great.
So great that it endures.
Something that endures
goes a long way.
And something that goes a long way
always comes back to the beginning.
Tao's great.
Heaven's great.
Earth's great.
And someone in touch with Tao
is great, too.
Those are the four greatest things
in the universe.
Someone who's in touch with Tao
is in touch with the earth.
The earth is in touch with heaven.
Heaven's in touch with Tao.
Tao's in touch with the way things are.
26.
To be light on your feet,
you need a steady mind.
If your body is active,
your mind should be relaxed.
A Master can travel long distances
and still see everything she owns.
She may be surrounded by beauty
but she isn't caught up in it.
Why run around thoughtles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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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act lightly,
you lose your bearings.
If you act recklessly,
you lose your self-control.
27.
With enough practice,
you could come and go without a trace,
speak without stumbling over words,
do complicated math problems
in your head.
You could build a door with no lock
that nobody could open.
You could tie something down
with no knots,
without even a rope,
and nobody could pry it loose.
Masters have time to help everybody,
and ignore nobody.
They use their resources wisely,
wasting nothing.
Some people call this
"following the light."
Good people teach others
because they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 good too.
Brains count for nothing
if you fail to respect your teachers
or to honor the potential in others.
Tha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s of Tao.
28.
If you are strong,
but remain sensitive,
power will flow through you.
With that power,
you'll always be right with Tao:
It's like a whole new life.
If you are idealistic,
but stay rooted in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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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are an example to others.
Set that example,
and you'll always be right with Tao:
There is no limit to what you can do.
If you are honorable,
but remain humble,
you will see things as they are.
If you see things as they are,
you'll always be right with Tao:
Your life will become simple,
yet full of potential.
Let Tao show you
how to get right with Tao,
so your slightest gesture
can change the world.
29.
Want to take over the world?
Think again.
The world's a holy place.
You can't just fuck around with it.
Those who try to change it destroy it.
Those who try to possess it lose it.
With Tao, you push forward,
or maybe you stay behind.
Sometimes you push yourself,
other times you rest.
Sometimes you're strong,
sometimes you're weak.
Sometimes you're up,
and sometimes you're down.
A Master lives simply,
avoiding extravagance and excess.
30.
Listen up:
If you want to be a leader
who's in touch with Tao,
never use violence
to achieve your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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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act of violence backfires.
An army on the move
leaves a trail of tears,
and a military victory
always lies in ruins.
The Masters do what needs doing
and that's all they do.
Do what you have to do
without arrogance or pride.
Get the job done
and don't brag about it afterwards.
Do what you have to do,
not for your own benefit,
but because it needs to be done.
And don't do it the way
you think it should be done,
do it the way it needs to be done.
The mighty will always lose their power
and any connection
they ever had to Tao.
They will not last long;
if you're not right with Tao,
you might as well be dead.
31.
Weapons are terrible things.
If you want to get right with Tao,
reject weapons.
The Master,
knowing all things came from Tao,
recognizes what he has in common
with his enemies
and always tries to avoid conflict.
But when there is no other choice,
he uses force reluctantly.
He does so with great restraint,
and never celebrates a victory;
to do so would be to rejoice in killing.
A person who would rejoice in killing
has completely lost touch with Tao.

126

第一〇章 The Tao Te Ching
When you win a war,
you preside over a funeral.
Pay your respects to the dead.
32.
Tao is an eternal mystery,
so small you can never take hold of it.
If a leader gets right with Tao,
people will follow him on instinct.
All will be right with the world.
People will do the right thing
without being told.
Everything that comes from Tao
needs a name.
But once everything has its name,
you should make no other distinction between things.
This prevents you
from becoming trapped by them.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 is full of Tao
and leads to Tao,
just like the water in rivers
that flows into oceans.
33.
Knowing things makes you smart,
but knowing yourself makes you wise.
To rule others, you must be powerful,
but to rule yourself,
you must be strong.
If you have only what you need,
you have true wealth.
If you never give up,
you will find a way.
If you stay true to yourself,
you will never be lost.
If you stay alive your whole life,
you've really lived.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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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flows in all directions.
It's in everything,
but nothing can contain it.
Everything needs Tao,
so Tao provides,
and never expects anything in return.
Everything comes from Tao,
but Tao doesn't call attention to itself.
It wants for nothing.
Think nothing of it.
Everything leads to Tao,
but Tao doesn't call attention to itself.
Pretty impressive, huh?
It doesn't strive for success.
That's why it succeeds.
35.
When you get right with Tao,
everybody wants to be your friend.
When they're around you,
they can relax and enjoy themselves.
People can be easily distracted
by music or good food.
When we try to talk about Tao,
it seems boring by comparison.
It doesn't look like much.
It doesn't sound like much.
But no matter how much you use,
there's still plenty left.
36.
To make something smaller,
you need to appreciate its size.
To make something weaker,
you must recognize its strength.
To get rid of something,
you need to hold it tight.
To take some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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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must give it up entirely.
To put it another way:
Sensitivity and weakness
overcome unfeeling strength.
37.
Tao never does anything
but nothing is left undone.
If our leaders
could get in touch with Tao,
the world would take care of itself.
Even if they wanted
to impose their own ideas,
they'd be drawn back to Tao's
nameless simplicity.
When our lives are that simple,
we want for nothing.
We can relax,
and the world becomes a better place.
----PART TWO
TE (POWER)
----38.
People with integrity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That's how you can tell
they have integrity.
Other people talk about
how much integrity they have,
when they really don't have much.
If any.
Truly powerful people
don't do anything,
but they get the job done.
Other people are always busy
doing something,
but nothing ever gets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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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kind people act,
they do so without thinking about it.
When the just act,
they're always sure
they'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But when the righteous act,
and nobody reacts,
they try to force everyone
to do things their way.
If you're not in touch with Tao,
at least you can still have integrity.
If you don't have integrity,
there's always kindness.
If you don't have kindness,
there's always justice.
If you don't have justice,
all you have left is righteousness.
Righteousness is an pale imitation
of true faith and loyalty,
and always leads to trouble.
If you've already made up your mind,
you don't know the first thing about Tao,
and you never will.
The Masters pay attention
to what's beneath the surface.
They'll look at a tree's leaves,
but eat the fruit.
They turn all that down,
so they can accept this.
39.
Since time began,
this is what it's meant
to be in touch with Tao:
Tao made the heavens clear.
Tao made the earth solid.
Tao made our spirits strong.
Tao made the valleys fertile.
Tao gave all living things life.
Tao gave rulers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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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Tao,
the heavens would collapse.
Without Tao,
the earth would crumble.
Without Tao,
our spirits would fade away.
Without Tao,
the valleys would dry up.
Without Tao,
all life would become extinct.
Without Tao,
rulers would stumble and fall.
Humility gives us power.
Our leaders should think of themselves
as insignificant, powerless,
unworthy of their stature.
Isn't that what humility is all about?
Be strong,
but pay no attention to hollow praise.
Don't call attention to yourself.
Don't make a scene.
40.
Tao is always heading
back to where it came from.
Tao advances by not pressing forward.
Things exist because they are.
They are because they once were not.
41.
When a wise person hears about Tao,
he gets right with it.
When an ordinary person
hears about Tao,
he tries to get right with it,
but eventually gives up.
When a fool hears about Tao,
he just laughs and laughs.
If he didn't laugh, it wouldn't be Tao.
Here's what they find so funny:
131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seems covered in shadows.
The way forward
feels like taking a step back.
The easiest path seems difficult.
Those with the most virtue
seem debased.
Those who are most pure
seem to be grubby and soiled.
The deepest thoughts appear shallow.
The greatest strength
looks like weakness.
What is most real
strikes us as imaginary.
The largest space has no boundaries.
The greatest talent
seems to produce nothing.
The greatest voice is unhearable.
The greatest beauty is invisible.
Tao is hidden to us
and it has no name.
It is the source and the strength of all things.
42.
Chapter 42 starts out
with some cosmic mumbo-jumbo
about Tao making one,
one making two,
two making three,
and three making everything else.
I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and, frankly,
I wouldn't worry about it too much.
Let's get to the practical part:
Men hate to be called
powerless, insignificant, or unworthy,
but that's how
Masters describe themselves.
Because when we lose, we've won.
And when we succeed, we've failed.
Other people will tell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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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m telling you now:
"Live by the sword, die by the sword."
That's pretty much what Chapter 42
boils down to.
(See Chapter 46 for more details.)
43.
The softest force in the universe
can overcome the hardest of objects.
Something without substance
can pass through the space between atoms.
That's how I know
about the power of doing nothing.
The silent teachings
and the power of doing nothing
can only be understood
by a few people.
44.
What's more important,
fame or your well-being?
What's worth more,
your money or your life?
What is more dangerous,
winning or losing?
If you are too attached
to your possessions,
they will bring you misery.
If you hang on to your riches,
you will suffer substantial loss.
If you know when you have enough,
you will never be disgraced.
If you practice moderation,
you can stay out of trouble.
And that's the secret to lasting success.
45.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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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look like mistakes,
but you will always be able
to build upon them.
The fullest reserves may seem empty,
but you will always be able
to draw upon them.
The straightest line looks crooked.
The most skilled people
come off as clumsy.
The most eloquent people
are usually silent.
When it's cold,
you can move around to stay warm.
When it's hot,
you should keep still and stay cool.
But whatever the weather,
if you stay calm,
the world will sort itself out around you.
46.
"When the world is right with Tao,"
Lao Tzu said,
"horses haul fertilizer to the fields.
When the world loses touch with Tao,
horses are trained for cavalry."
Nothing is more insidious than possession.
Nothing is more dangerous than desire.
Nothing is more disastrous than greed.
If you know when enough is enough,
you will always have enough.
47.
You don't have to leave your room
to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You don't have to look out the window
to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heaven.
The farther you wander,
134

第一〇章 The Tao Te Ching
the less you know.
The Masters don't wander around
They know.
They don't just look.
They understand.
They don't do anything,
but the work gets done.
48.
Usually,
we try to learn something new every day.
But if we want to get right with Tao,
we have to let go of something every day.
We do less and less,
until we end up doing nothing.
And it's when we do nothing
that we get the job done.
Let events take their course,
and everything will turn out
in your favor.
If you act on your ambitions,
they will never pan out.
49.
The Masters
don't make up their minds.
They turn their thoughts
to other people.
They are good to good people,
and they're good to bad people.
This is real goodness.
They have faith in the faithful,
and they have faith in the unfaithful.
This is real faith.
A Master throws himself
into the world completely,
forgetting everything he's been t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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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pay attention to him
because he lives a life of child-like wonder.
50.
People who look
for the secret of long life
wind up dead.
Their bodies are the focus of their lives
and the source of their death,
because they think a healthy body
is all there is to life.
Lao Tzu used to say
a man who truly understood life
could walk through the jungle
without fear
or across a battlefield
without armor, totally unarmed.
Wild animals and weapons couldn't kill him.
I know, I know:
what the hell does that mean?
"Well, he couldn't be killed,"
Lao Tzu said,
"because his body
wasn't where he kept his death."
51.
Tao is the source of all living things,
and they are nourished
by Tao's power.
They are influenced
by the other living things around them,
and they are shaped
by their circumstances.
Everything respects Tao
and honors its power.
That's just the way it is.
Tao gives life to all things,
and its power watches out for them,
cares for them, helps them g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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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s them, and comforts them.
Create something
without holding on to it.
Do the work
without expecting credit for it.
Lead people
without giving them orders.
That's the secret of the power of Tao.
52.
Everything starts with Tao,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
If you know the mother,
you know the children.
If you know the children
and remember the mother,
you have nothing to fear in your life.
Shut your mouth and keep still,
and your life will be full of happiness.
If you talk all the time,
always doing something,
your life will be hopeless.
It takes insight to see subtlety.
It takes strength
to yield gently to force.
Use that strength
to hang on to your insight,
and you will always be at peace.
That's how to get right with Tao.

53.
If I had any sense,
I'd be trying to get right with Tao,
and the only thing I'd worry about
would be messing up.
It's not that hard to get right with Tao,
but people are easily distracted.
"When the king's palace is full of treasure,"
Lao Tzu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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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inary people's fields
are smothered with weeds,
and the food supplies run out."
Today, you see sharply dressed people
carrying flashy weapons
and living the high life.
They own more
than they could ever use,
let alone need.
They're nothing
but gangsters and crooks.
That's not what Tao's about.
54.
Tao's power is so deeply entrenched
it can never be uprooted.
Tao's power clings so tightly
it can never slip away.
It will endure for generations.
If you get in touch
with the power of Tao,
it will become real.
If your family gets in touch
with the power of Tao,
the power will flourish.
If your community gets in touch
with the power of Tao,
the power will grow even stronger.
If your country gets in touch
with the power of Tao,
the power will become abundant.
If the world gets in touch
with the power of Tao,
the power will be everywhere.
How can I know this?
I just do.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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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erson filled with the power of Tao
is like a baby boy:
bees can't sting him,
wild beasts can't attack him.
A baby has soft bones
and weak muscles,
but a firm grip.
He hasn't had sex,
but he can get an erection.
That's because he's got lots of energy.
He can cry all day
and never lose his voice.
That's because he's at one with his world.
If you're at one with the world,
you know constancy.
And if you know constancy,
you've been enlightened.
It's not healthy
to try to prolong your life.
It's unnatural to impose the mind's will
upon the body.
People waste time and energy
trying to be strong or beautiful,
and their strength and beauty fade.
They've lost touch with Tao,
and when you lose touch with Tao,
you might as well be dead.
56.
Those who know, don't talk.
Those who talk, don't know.
Shut your mouth.
Be still. Relax.
Let go of your worries.
Stay out of the spotlight.
Be at one with the world
and get right with Tao.
If you get right with Tao,
you won't be worried
about praise or s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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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winning or losing,
about honor or disgrace.
That's the way to be.
57.
You can run a country
by sticking to principles,
and you can win a war
with strategy and tactics.
But you can gain the entire world
by doing nothing at all.
How do I know this?
I've seen it happen:
The more restrictions
a nation imposes,
the poorer its people become.
When a nation hoards weapons,
troubles arise from within
and from without.
When its leaders try
to be cunning and clever,
the situation spins
further out of control.
When they try to fix things
by passing more laws,
they only increase the number of outlaws.
A wise leader says to himself:
"I do nothing,
and people transform themselves.
I keep silent,
and they do the right thing
on their own.
I stay out of the way,
and they prosper.
I want for nothing,
and they lead simple lives."
58.
When a nation is ruled
with a light touch,
people lead simple lives.
When a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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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harsh and demanding,
people will spend their time
trying to outsmart it.
Happiness is rooted in misery,
and misery lurks beneath all joy.
Who knows what could happen tomorrow?
Everything is relative;
what's considered proper today
may become improper.
Correct appearances
may hide dishonesty and sinfulness.
No wonder so many people get confused.
The Masters have sharp minds,
not sharp tongues.
They are austere,
but never judgmental.
They are straightforward,
but not provocative.
They are brilliant,
but not flashy.
59.
Leadership is based on moderation.
Practice moderation,
and you'll get in touch
with the power of Tao.
If you get right with Tao,
nothing is impossible.
If you get right with Tao,
there's no limit to what you can do.
If you get right with Tao,
you can be a true leader.
Remember this advice
if you want to be a leader:
Plant deep roots in firm soil.
Get right with Tao,
and you'll always see things clearly.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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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a leader
is like cooking a small fish;
get right with Tao,
and it's quick and easy.
When you're in touch with Tao,
you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misfortune.
You can't make it go away, of course,
but you can keep it
from harming other people.
Also, as a wise leader,
you cause no harm to others,
so people won't have to worry
about getting hurt,
and they'll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do the right thing.
61.
Power flows down
to every level of existence
like a river to the ocean.
Victory comes
from lying perfectly still
and waiting for power
to come your way.
If you yield to someone
less powerful than yourself,
you will be in a position
to influence them.
If you submit to someone
more powerful than yourself,
you create an opportunity
to get your own way.
So if you want to get ahead,
lay low and bide your time.
That way, everybody's happy.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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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living thing
gets its strength from Tao.
Good people respect the value of Tao.
The wicked and foolish don't,
but Tao provides for them anyway.
Some people gain power and prestige through fancy words,
others through great deeds.
But Tao is available to everyone,
not just the powerful.
So don't look down on anybody.
When people become powerful,
and everybody lines up
to kiss their ass,
sit still and stay right with Tao.
Why have the Masters
always respected Tao?
Because when you get right with Tao,
you can always find
swhat you need to get by,
and trouble can never find you.
63.
Keep still.
Don't work so hard.
Learn to appreciate everyday life.
Pay attention to details.
Start small and work your way up.
When people give you trouble,
let it slide.
Break everything down to its essentials.
Get the job done
before it becomes a chore.
With the right preparation,
difficult tasks
can be completed with ease;
every major project
consists of simple steps.
The Masters don't take on
more than they can ha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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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is why
they can do just about anything.
Don't promise
more than you can deliver,
and don't underestimate the task:
You'll only make things harder for yourself.
The Masters are always aware
of the difficulties involved,
which is why
they never have to deal with them.
64.
It's easy to maintain balance.
Trouble can be nipped in the bud.
Fragile things break easily,
and small things are easy to lose.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before it becomes a problem.
Keep everything straight
so it can't get messed up.
Every tree was once a seed.
Every skyscraper started out
with a shovelful of dirt.
And--stop me if you've heard this one before-a 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
begins with a single step.
When you try too hard,
you defeat your own purpose.
Cling to stuff,
and you will suffer loss.
The Masters make no effort,
so they never fail.
They aren't attached to things,
so they never feel loss.
People often screw up
when the job's nearly done.
Pay as much attention
to the finishing touches
as you do to the initial steps,
and you won't screw up lik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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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sters try to be free from desire.
They don't collect precious things.
They don't cling to any beliefs.
They pay attention
to what everybody else ignores.
They help the world get right with Tao,
but don't try to change a thing.
65.
In ancient times,
leaders who were right with Tao
didn't teach everybody
how to become enlightened.
They kept people's lives simple.
People who know too much
can't be taught anything.
Leaders who try to be clever
always screw things up.
Leaders who keep things simple
always make things right.
If you get that,
you'll understand
the mysterious power of Tao.
That kind of power is so deep,
so extensive,
it penetrates into every level of existence.
66.
An ocean is greater
than the hundred rivers
that flow into it,
and all it does is wait
to receive what they bring.
If you want to teach people,
don't talk down to them.
If you want to lead them,
find out where they want to go.
People love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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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make them feel safe
without smothering them.
They'll always support
a leader like that,
and because he doesn't try
to compete with anybody,
nobody is able to compete with him.
67.
Everywhere I go, people tell me,
"Tao is so powerful, so immense,
it's inconceivable!"
But it's only powerful
because it's inconceivable.
If we could wrap our minds around it,
Tao would be just another thing.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qualities in life
are compassion,
or showing kindness and mercy to others,
moderation,
or knowing what a thing is worth,
and modesty,
or knowing your place in the world.
Courage stems from showing
kindness and mercy to others.
Generosity starts with knowing
what a thing is worth.
True leadership begins with knowing
your place in the world.
But these days,
I see everyone trying to act courageous
without any trace of compassion.
They try to be generous
but they don't practice moderation
in their own lives.
They act like leaders,
but they have no sense of modesty.
No good can come of this.
If you want to get ahead,
show people compassion.
When other people attac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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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d yourself with compassion.
It's the most powerful force in the universe.
68.
A true warrior never uses force
with an attitude of pride or anger.
A true victor
does not pursue vengeance.
A true leader shows humility.
This is the power of modesty.
It's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people.
It's always been an excellent way
to get right with Tao.
69.
There's an old military saying:
"I'd rather face an attack
than have to make one.
I'd rather retreat a foot
than try to advance an inch."
That's the secret to moving forward
while staying put,
preparing for battle
without revealing your strength.
When you defend yourself
without any show of force,
you give your opponent
nothing to fight.
Attacking an enemy
you've underestimated
is a costly mistake.
When two forces oppose each other,
the winner is the one most reluctant to fight.
70.
Lao Tzu's advice
was easy to understand
and easy to 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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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nobody understood him
or did what he suggested.
His words
stemmed from ancient wisdom,
and his actions were highly disciplined.
People didn't get that,
which is why
they didn't understand him.
And the less they understood him,
the more meaningful his advice became.
That's why the Masters live simply,
hiding their wisdom deep within themselves.
71.
If you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you're doing great.
If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you're sick.
The only way
to get rid of that sickness
is to be sick of it.
The Masters aren't sick,
because they got sick of being sick.
72.
When you show no fear at all,
the universe gives you something
to really be afraid of.
Don't try to fence people in
or grind them down.
Just let them be,
and they'll always be on your side.
The Masters know themselves,
but they don't reveal themselves.
They love themselves,
but they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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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their lives are worth.
They let go of all that
to concentrate on this.
73.
Those who dare to be bold die.
Those who dare to be careful survive.
So--what do you want to do?
Why is life like that, you ask?
I don't know.
This is how Tao works:
It doesn't push itself,
and it always succeeds.
It acts silently, and it always reacts.
It can't be summoned;
it comes whenever it's ready.
It can't be rushed; it's always on time.
"Heaven casts a wide net,
with big holes,"
Lao Tzu used to say,
"but nothing ever gets by it."
74.
If people's lives suck,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death,
what good does it do
to threaten to kill them?
If people are afraid to die,
and the wicked are condemned to death,
then who would dare to commit evil?
But that doesn't mean you or I
can just take life and death
into our own hands.
That'd be like walking up
to an industrial buzzsaw
and trying to use it
without any training.
We'd only end up hurting our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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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People starve
because the government
taxes them to death.
People rebel
because the government
tries to run their lives.
People act like life is meaningless
because the government
takes everything they have.
People who know how to enjoy life
are wiser than people who value their lives.
76.
A baby's body is soft and gentle.
A corpse is hard and stiff.
Plants and trees are tender
and full of sap.
Dead leaves are brittle and dry.
If you are rigid and unyielding,
you might as well be dead.
If you are soft and flexible,
you are truly alive.
Soldiers trained to fight to the death will die.
A tree that cannot bend with the wind
will snap.
Here's a useful saying:
The harder they come,
the harder they fall.
Here's another:
The meek shall inherit the earth.
77.
Lao Tzu said using Tao
was like pulling on a bowstring:
The top bends down,
the bottom bends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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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ll the energy
is focused in the middle.
Tao takes energy from where it is,
and sends it where it needs to be.
But most people take from those
who don't have enough,
so those who have too much already
can have more.
So who in this world
is truly generous to others?
People who are in touch with Tao.
They do their work
without taking credit.
They get the job done and move on.
They aren't interested in showing off.
78.
Nothing is softer
or more yielding
than water.
Yet, given time,
it can erode even the hardest stone.
That's how the weak
can defeat the strong,
and the supple
can win out over the stiff.
Everybody knows it.
So why don't we apply it to our own lives?
Lao Tzu used to say:
"Take on people's problems,
and you can be their leader.
Deal with the world's problems,
and you'll be a Master."
Sometimes the truth makes no sense.
79.
Sometimes,
when an argument is settled,
feelings of resentment still re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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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ither side.
What's the point of carrying a grudge?
The Masters care
about what they owe other people,
not what other people owe them.
People who are in touch with Tao
do their duty.
People who aren't
try to force others into submission.
Tao doesn't play favorites.
But if you do right by Tao,
Tao will do right by you.
80.
Lao Tzu had a dream
about a small country
with very few people.
They didn't need machines
to get their work done faster.
They took their lives seriously,
and stayed close to home.
They may have owned
boats and carriages,
but they never went anywhere.
They may have owned weapons,
but they kept those weapons
locked up, securely hidden.
They had so few responsibilities,
they never had to make a To-Do list
to remember what had to be done.
They enjoyed simple foods,
dressed plainly,
lived comfortably,
and kept their traditions alive.
And even though
their neighbors were so close
they could hear
the dogs barking at night,
they had no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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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eaving their homes,
where they grew old peacefully
and died.
81.
The truth isn't flashy.
Flashy words aren't true.
Educated people
aren't always smart.
Smart people
don't always have an education.
Good people don't argue.
People who argue aren't good.
The Masters don't hang on to things.
They're always doing something
for other people,
so they always have more to give.
They give away
whatever they have,
so what they have is worth more.
If you want to get right with Tao,
help other people, don't hurt them.
The Masters always work with people,
never against them.
----License
THE WORK (AS DEFINED BELOW) IS PROVIDED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CREATIVE COMMONS PUBLIC LICENSE ("CCPL" OR "LICENSE"). THE WORK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OR OTHER APPLICABLE LAW. ANY USE OF THE
WORK OTHER THAN AS AUTHORIZED UNDER THIS LICENSE IS
PROHIBITED.
BY EXERCISING ANY RIGHTS TO THE WORK PROVIDED HERE, YOU ACCEPT AND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THE LICENSOR GRANTS
YOU THE RIGHTS CONTAINED HERE IN CONSIDERATION OF YOUR ACCEPTANCE
OF SUCH TERMS AND CONDITIONS.
1. Definitions
a."Collective Work" means a work, such as a periodical issue, anthology or encyclo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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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which the Work in its entirety in unmodified form, along with a number of other
contributions, constituting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works in themselves, are assembled
into a collective whole. A work that constitutes a Collective Work will not be considered a
Derivative Work (as defined below)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License.
b."Derivative Work" means a work based upon the Work or upon the Work and other preexisting works, such as a translation, musical arrangement, dramatization, fictionalization,
motion picture version, sound recording, art reproduction, abridgment, condensation, or
any other form in which the Work may be recast, transformed, or adapted, except that a
work that constitutes a Collective Work will not be considered a Derivative Work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License.
c."Licensor" means the individual or entity that offers the Work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d."Original Author" means the individual or entity who created the Work.
e."Work" means the copyrightable work of authorship offered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f."You" means an individual or entity exercising rights under this License who has not
previously violated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with respect to the Work, or who has received
express permission from the Licensor to exercise rights under this License despite a
previous violation.
2. Fair Use Rights. Nothing in this license is intended to reduce, limit, or restrict any rights
arising from fair use, first sale or other limitations on the exclusive rights of the copyright
owner under copyright law or other applicable laws.
3. License Grant.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License, Licensor hereby
grants You a worldwide, royalty-free, non-exclusive, perpetual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applicable copyright) license to exercise the rights in the Work as stated below:
a.to reproduce the Work, to incorporate the Work into one or more Collective Works, and
to reproduce the Work as incorporated in the Collective Works;
b.to distribute copies or phonorecords of, display publicly, perform publicly, and perform
publicly by means of a digital audio transmission the Work including as incorporated in
Collective Works;
The above rights may be exercised in all media and formats whether now known or
hereafter devised. The above rights include the right to make such modifications as are
technically necessary to exercise the rights in other media and formats. All rights not
expressly granted by Licensor are hereby reserved.
4. Restrictions. The license granted in Section 3 above is expressly made subject to and
limited by the following restrictions:
a.You may distribute, publicly display, publicly perform, or publicly digitally perform the
Work only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nd You must include a copy of, or the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for, this License with every copy or phonorecord of the Work You
distribute, publicly display, publicly perform, or publicly digitally perform. You may not offer
or impose any terms on the Work that alter or restrict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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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ipients' exercise of the rights granted hereunder. You may not sublicense the Work. You
must keep intact all notices that refer to this License and to the disclaimer of warranties.
You may not distribute, publicly display, publicly perform, or publicly digitally perform the
Work with any technological measures that control access or use of the Work in a manner
inconsistent with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greement. The above applies to the Work as
incorporated in a Collective Work, but this does not require the Collective Work apart from
the Work itself to be made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If You create a Collective
Work, upon notice from any Licensor You must, to the extent practicable, remove from the
Collective Work any reference to such Licensor or the Original Author, as requested.
b.You may not exercise any of the rights granted to You in Section 3 above in any manner
that is primarily intended for or directed toward commercial advantage or private monetary
compensation. The exchange of the Work for other copyrighted works by means of digital
file-sharing or otherwise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to be intended for or directed toward
commercial advantage or private monetary compensation, provided there is no payment of
any monetary compens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xchange of copyrighted
works.
c.If you distribute, publicly display, publicly perform, or publicly digitally perform the Work
or any Collective Works, You must keep intact all copyright notices for the Work and give
the Original Author credit reasonable to the medium or means You are utilizing by
conveying the name (or pseudonym if applicable) of the Original Author if supplied; the title
of the Work if supplied. Such credit may be implemented in any reasonable manner;
provided, however, that in the case of a Collective Work, at a minimum such credit will
appear where any other comparable authorship credit appears and in a manner at least as
prominent as such other comparable authorship credit.

5. Representations, Warranties and Disclaimer
a.By offering the Work for public release under this License, Licensor represents and
warrants that, to the best of Licensor's knowledge after reasonable inquiry:
i.Licensor has secured all rights in the Work necessary to grant the license rights
hereunder and to permit the lawful exercise of the rights granted hereunder without You
having any obligation to pay any royalties, compulsory license fees, residuals or any other
payments;
ii.The Work does not infringe the copyright, trademark, publicity rights, common law rights
or any other right of any third party or constitute defamation, invasion of privacy or other
tortious injury to any third party.
b.EXCEPT AS EXPRESSLY STATED IN THIS LICENSE OR OTHERWISE AGREED IN
WRITING OR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THE WORK IS LICENSED ON AN "AS
IS" BASIS, WITHOUT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ANY WARRANTIES REGARDING THE
CONTENTS OR ACCURACY OF TH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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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imitation on Liability. EXCEPT TO THE EXTENT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AND EXCEPT FOR DAMAGES ARISING FROM LIABILITY TO A THIRD PARTY
RESULTING FROM BREACH OF THE WARRANTIES IN SECTION 5, IN NO EVENT
WILL LICENSOR BE LIABLE TO YOU ON ANY LEGAL THEORY FOR ANY SPECIAL,
INCIDENTAL, CONSEQUENTIAL, PUNITIVE OR EXEMPLARY DAMAGES ARISING
OUT OF THIS LICENSE OR THE USE OF THE WORK, EVEN IF LICENSOR HAS BEEN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S.
7. Termination
a.This License and the rights granted hereunder will terminate automatically upon any
breach by You of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Individuals or entities who have received
Collective Works from You under this License, however, will not have their licenses
terminated provided such individuals or entities remain in full compliance with those
licenses. Sections 1, 2, 5, 6, 7, and 8 will survive any termination of this License.
b.Subject to the above terms and conditions, the license granted here is perpetual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applicable copyright in the Work). Notwithstanding the above, Licensor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lease the Work under different license terms or to stop distributing
the Work at any time; provided, however that any such election will not serve to withdraw
this License (or any other license that has been, or is required to be, gran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nd this License will continue in full force and effect unless
terminated as stated above.
8. Miscellaneous
a.Each time You distribute or publicly digitally perform the Work or a Collective Work, the
Licensor offers to the recipient a license to the Work on the same terms and conditions as
the license granted to You under this License.
b.If any provision of this License is invalid or unenforceable under applicable law, it shall
not affect the validity or enforceability of the remainder of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nd
without further action by the parties to this agreement, such provision shall be reformed to
the minimum extent necessary to make such provision valid and enforceable.
c.No term or provision of this License shall be deemed waived and no breach consented to
unless such waiver or consent shall be in writing and signed by the party to be charged
with such waiver or consent.
d.This License constitutes the entire agreement between the parties with respect to the
Work licensed here. There are no understandings, agreements or representa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Work not specified here. Licensor shall not be bound by any additional
provisions that may appear in any communication from You. This License may not be
modified without the mutual written agreement of the Licensor and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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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18
晚上听着美丽的古典音乐看完了《时尚》杂志。很欣赏《男人的思想很性感》篇里的冯唐，
向他学习。“读书是惟一享受的事情”。现在对别人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吸收理解他的思想
：）另外知性曾子墨的广告照片好美丽 Sexy 啊，更加让我确信生命的意义就是在轮回中不
断修炼以达到完美和圆满！
在社会上，22%的人掌握了 78%的财富，其实智慧也是这样，22%的人掌握了 78%的智慧
和专业知识，你所看到的 78%的大众，其实只知道 22%的真理，这也就是大众往往可以被
忽视或不被重视的原因，虽然他们最后会被照顾到。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啊。
正方形内接圆的面积与剩下部分面积之比就是 78.5:21.5，一个思想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往往
要保持圆形，所以它总是会留下另外 22%的空隙。
以前是求不得，现在可以求得了，却不想要了。因为求不得所以努力发展，然后现在有了更
高的追求吧，而之前之所以求不得，主要是因为追求了错误的东西和对象。
心灵平时比较封闭，就会希望经常开心，但对于心灵开放的人来说，他们其实时时都是在开
心的状态啊。封闭就不自由，所以开放是自由的必备条件和体现之一，而自由的人（也就是
开放的人）自然就是时常可以开心的人了。
关于李阳让学生下跪给老师们磕头的事件，有人评论说：“传说中的李阳，锋芒毕露。他本
身在少年时期由于受过打击，所以所作所为都有一点过头。”这个还是很中肯哈。我以前在
大学里也是被特定的人否定过，所以才一定要研究哲学进行思考，以发展出一套理论支撑和
指导自己。都是自己遇到了的重大问题，解决了，然后推广出去让其他类似的人也受益，同
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也是被逼的啊，形势造人 ：）
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只能通过手把手的方式传授给最亲近的人。我父母在这些方面教给
我的太少，所以我一直在这些方面受挫，还好的是，经过几年的跌打，我已经知道了探求这
些知识的方法。以后再传授给亲密的同道中人 ：）
甩了她。 ：）
他/她们知道普通的道理，但特殊情况的道理就不知道了。而我总是特殊情况。
不必送贵重礼物给她们，代表情义的水晶项链除外吧。那些代表有企图，用来讨别人欢心的
礼物就算了，不能沦为那种花花男人的升级版 ：）她们喜欢花花男生，但就是不喜欢他们
的其它相关缺陷，所以让她们郁闷去吧，呵呵。毕竟不是同道中人，就不必也不可深入交往。
读完了《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的财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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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财富，罗伯特.清崎指出，财富不在于你留下多少钱，而在于你不进行工作和劳动时维
持你生存的天数。也就是说，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时间。
他认为，他已经抓住财富的关键：财富是指有足够的钱和时间，使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世界上到处都是有才华的穷人。
=====
编写得很好的一本书啊！对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很有帮助。强烈推荐阅读！
我的收获是，要开始把 30%-50%的工资存下来以积累资本，同时开始学习金融和投资方面
的专业知识，明年一月份开始实践。混了这么多年，现在还是有凌云之志啊。很多理想和计
划都还没有实现，要加油和努力！
自由的劳累 ：）选择了创造价值就主动选择了有时的劳累吧，也是必须经历的过程。这样
以后会有收获的一天，更是为了以后能在此稳固的基础上进行跨越。
犯过错误才会有智慧。因为智慧就是用来避免犯错误的东西。能避免犯错误，才能建立伟大
的功业。
这个世界是由 0 和 1 组成的，属于 0 的有生有灭，既灭又生，属于 1 的则是永恒存在。对于
追求 1，也就是道的人来说，就是要不断认识和剔除一切有生有灭的东西，这样才可以修为
达到不生不灭，永恒存在的世界。
=====
Jessica: 对于道理没有好感。
Hu: 你不愿速知一切法吗？读到自己以前不知道的道理是很有收获的啊，等你有些生活经历
后也许就会明白了。
=====
得修炼忍术了，我以前喜欢灭人就是因为不能忍，所以别人都容易害怕我。佛教说“修忍辱
行就是种相好，因为能忍辱，所以他的相貌就庄严；如果一个人脾气大，相貌就丑陋。”很
有道理啊，以后要依此实行！呵呵，终于知道长得帅的秘密了 ：）
2007-07-31 妖光 and 辉辉仔
=====
思想的作用很大哈，思想指导行动，行动改变世界。
我以前说搞 linux 要做到全国第一，别人也觉得惊讶，后来我拿了全国金奖，可见大志气也
都是可以实现的呀。
=====
参加了一个白领交友晚会，认识了 Phenix，绝代佳人 ：）
重新看完了《魔戒》三部曲，最关注的人物还是阿拉岗。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从而获得别
人的承认，然后历经磨练和战斗，成就功业，最后终于成为国王，而且捍卫和获得了自己的
爱情。成功人士的道路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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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必复，一个简单的承诺和信条，让我在这几年里回复了 4000 多封邮件，留言簿上也是
900 多条。其中大部分是星际译王相关的，也有其它各种各样的问题。平时经常要花两三个
小时来回复邮件，有一阵还成为过负担，但功业和影响也就是这样慢慢建立起来的吧。因为
我发邮件都希望收到回复，所以就这样对待别人，也算是广结善缘。但是，我现在一般会故
意推迟一段时间才回复哦，请多多包涵 ：）
“知识有两种：一种是我们掌握关于某一专题的知识；另一种是我们知道从何处能找到关于
这一专题的知识。 --约翰生”，真正聪明的人能够通过掌握第二种知识来随时获取第一种知
识，所以他们不会成为单纯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把这两种知识都掌握的！
我只能给你指明一个方向，路还是要你自己去走。而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方向。这要靠我们
自己的不断探索和分析。
利用自己强大的意志和灵活迅猛的战术一次次地灭掉别人，虽然自己因此意气风发，却弄得
别人灰头土脸的，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对别人的打击上，让别人郁闷，这样其实不是很好。
因为这无法长久，总会有你自己也被灭的时候，然后你就知道退出了。远离纷争。
她想当大街上的时髦女人，我就掌握财富，让她时尚不到哪里去。真正的牛人如是说，并且
开始行动。 ：）
=====
格斯特.勒.邦 1895 年对大众心理作出过经典的论述：大众心理积累的不是智慧而是愚蠢。
=====
看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希望！只要有希望，我们就可以找到出路！对自由的坚持，对
美好的希望，永远不灭！
最近尝试了不读书，结果两三周基本没写文字，看来不是读不读书的问题，而是选择读什么
样的文字的问题。保持开卷有益！
=====
鲨鱼与鱼
曾有人做过实验，将一只最凶猛的鲨鱼和一群热带鱼放在同一个池子，然后用强化玻璃隔开，
最初，鲨鱼每天不断冲撞那块看不到的玻璃，耐何这只是徒劳，它始终 不能过到对面去，
而实验人员每天都有放一些鲫鱼在池子里，所以鲨鱼也没缺少猎物，只是它仍想到对面去，
想尝试那美丽的滋味，每天仍是不断的冲撞那块玻璃， 它试了每个角落，每次都是用尽全
力，但每次也总是弄的伤痕累累，有好几次都浑身破裂出血，持续了好一些日子，每当玻璃
一出现裂痕，实验人员马上加上一块更 厚的玻璃。
后来，鲨鱼不再冲撞那块玻璃了，对那些斑斓的热带鱼也不再在意，好像他们只是墙上会动
的壁画，它开始等着每天固定会出现的鲫鱼，然后用他敏捷的本能进行狩 猎，好像回到海
中不可一世的凶狠霸气，但这一切只不过是假像罢了，实验到了最后的阶段，实验人员将玻
璃取走，但鲨鱼却没有反应，每天仍是在固定的区域游 着。它不但对那些热带鱼视若无睹，
甚至于当那些鲫鱼逃到那边去，他就立刻放弃追逐，说什么也不愿再过去，实验结束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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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人员讥笑它是海里最懦弱的鱼。
可是失恋过的人都知道为什么，它怕痛。
=====
我妈妈说这辈子没干坏事，我就接着问妈妈，那好事做了多少呢？想了下，说好事也基本上
没干多少，分析一下后，是没有那个能力。那有限的精力花在了什么事情上了呢，在我看来，
基本上就是跟我爸爸做斗争了，斗争的结果呢，赢了吧，因为我爸爸现在确实混得不好。但
实际上，只是两败俱伤罢了。所以要引以为戒啊。一是要趁年轻有能力的时候多做一些好事，
因为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另外就是千万不要找个人一辈子做斗争，把时间都浪费在争吵
上，最后什么也不能留传下来。
考过 GRE 的人都有一个愿望：什么时候中国又强盛了，外国都开始流行出国留学，然后那
些国外的天才参加中文 GRE 考试，然后都得个二三十分，让他们也郁闷一下 ：）
哈哈，所有愿望都可以实现！
周末几个朋友一起聚会，发现大家的打扮都像《冬季恋歌》里的各类主角啊。潜移默化的影
响，谁都逃不了 ：）难得相聚一次，随便聊聊度过的时光也很美好。再就是单身的都先到，
哈哈。
花了两周，把 WordNet 图形化词典插件开发出来了，截图如下。小球和单词可以拖动，双
击查询新的单词。它们之间有弹性拉力，有斥力，还可以相互碰撞，也有摩擦力让它们停下
来，比较好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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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一下，引擎代码来源于 Dedict(http://sevenpie.net)，是边蓬编的，感谢他的开源共享！
读了《硅谷禁书》前 12 课。摘录一些来：
=====
在心灵层面来讲，我们的理想、抱负和想象都是起源于潜意识。它能够激发出我们的源源不
绝的内在力量，也就是说，潜意识是连接人类心灵与宇宙间无穷智慧的一座无比宽阔的桥梁，
是连接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强大纽带。
如何表述显意识和潜意识的差异？ 显意识是推理的意志，而潜意识是由以往意志推理的结
果累积而产生的本能的欲望反应。
毫无疑问，思想永远是走在行动前面的，只有想到了才能做到。所以，思想就是因，而你在
生活中因此而遇到的一切就是果。有因才有果，既是如此，那就不要再为 过去或现在的一
切境遇有些许的抱怨了。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所思所为而造成的，完全在于你能否把环
境塑造成你所希望的样子。
之所以会产生恐惧，是因为自己不够强大，是因为对自己缺乏信心。只有当你发现自己真的
拥有了无限力量时，只有当你通过实践证明了自己足以凭借思想的力量战 胜任何的不利因
素时，只有当你自觉地认识到这种力量时，你才会觉得没什么可恐惧的了。因为你知道，与
恐惧相比，你是更强有力的。
人的精神跟弓箭的弦一样不能总一直绷着，一张一弛方为文武之道。紧张会使精神活动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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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或动荡不安，会使人产生忧虑、恐惧和焦急的负面情绪。相反，放松可以使精神功能游
刃有余地进行，这是绝对必要的。
显意识器官的神经系统是什么？ 大脑——脊椎神经系统。潜意识器官的神经系统是什么？
交感神经系统。
“自我”被赋予的最伟大、最神奇的力量才是思想的力量。然而遗憾的是，很少有人知道什么
是具有建设性的、或是正确的思考，正是因为这样，人与人之间便产生 了差别，有了好坏、
善恶之分。多数人允许自己的思想驻留在自私的层面上，而这正是幼稚的心智不可避免的结
果。只有当人们的心智变得成熟时，才会懂得自私的 想法正是孕育失败的温床。
那些以为别人比自己愚蠢的人，才是最愚蠢的人。我们做任何一件事，都必须让每一个与这
件事相关的人能从中受益。任何一种企图利用他人的软弱、无知或需求而使自己受益的举动，
都只会落到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惨淡下场。
春种秋收，因果循环。我们可以借用这句强而有力的口号来增强你的意志，认识你的力量，
那就是：“我要成为怎样的人，就能成为怎样的人。”
欲取之，必先予之。我们必须对他人有所帮助，我们给予的越多，所得的就越多。宇宙处于
不断寻求释放的永恒状态之中，处于帮助他人的永恒状态之中，所以它总 是在寻求让自己
能够最好地释放的渠道。而我们应是宇宙传递活力的渠道，这样才能做更多有益的事，能够
给予他人更多的帮助，并尽力做到最好。
精神是万物的精华，精神是真实的存在，因为它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如果精神离去，那么
生命也就随之而消逝了，不复存在了。所以，精神就是生命的灵魂，我们真正的价值体系。
持续思考同一件事情，最终会使这种思考变成自发性的行为。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思考这件事
情，直至我们对所思所想再毫无疑问，并持积极的态度。这是因为同身体 力量的获得一样，
精神力量的获得是通过锻炼达到的。我们思考一件事情，可能在头一次非常困难，但当我们
第二次思考同样的问题时，就变得容易多了。当我们反 反复复、一遍又一遍地思考它的时
候，这种思考就成了一种习惯。
思想是怎样运行的？ 思想是遵循共振原理运行的。
能力来源于哪里？ 能力源于对他人的帮助。如何理解能力源于对他人的帮助？ 因为有所予，
才能有所取。
当我们给自己盖房时，都会周密筹划，密切关注每一个小细节，选用质量上乘的材料。同样
地，当我们在为自己构建精神家园的时候，我们能否做到如此这般的细致 与周全呢？我们
人类的损失大概也就在于此，因为就重要性而言，后者远远超过前者。我们的精神家园构架、
其中所选用的材质以及氛围都将直接影响我们面对生活 中每一个细微问题的态度。
我们一旦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就会成为道德的绊脚石，在前进的过程中磕碰不断。这是个再
浅显不过的道理了。由此看来，成功应该以“为最多的人谋求最大的利益”为道德理念。
只有坚持梦想、坚定渴望，构筑和谐的关系，才能实现我们心中的目标。而偏执、错误的理
念只会导致我们失败。
只有维持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和谐，才能与永恒的真理步调一致。因为智慧的传递要求接收
者与传递者步调一致，所以，作为接受者的我们必须如此。
经历过成功的人几乎都在尝试远离人群喧嚣，想过一种避世退隐的简单生活，其中原因就是
为了在这种简单纯粹中用心思考和计划，使自己找回一个明净的、平和的心态。
运用潜意识来开发无限的潜能，就仿佛用一把万能金钥匙打开未来之门，它将带给你不可胜
数的挑战和惊喜。思想、精神等潜意识就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宝藏，是伟大的
造物者赋予我们珍贵无比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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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人都渴望得到金钱、权力、健康和富足，但却很少有人弄清因果循环的道理。有善
因才有善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太多的人无比积极地去追逐健康、 力量或其他外部
条件，但几乎没有人如愿以偿，这是因为他们只在与“外部”打交道。相反地，只有那些不把
目光专注于外部世界的人，只想一心一意寻求真理和智 慧的人，上帝才会慷慨地把智慧赐
予他们，因而力量的源泉就会为他们汩汩打开。认识到自己创造理想的神奇力量，而这些理
想终将投射在客观世界的结果中。在他 们的想法和目标中，智慧美妙惊人地绽放出来，进
而创造出他们渴望的令他们惊喜的良好境遇，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绚烂多姿的理想。
思想是巨大能量的源泉，它产生的动力足以极大快速地推动财富的车轮，我们在生活中遭遇
的或沉或浮、或顺或逆的所有经历，都取决于此。思想的力量是获取知识 的最强有力的手
段。没有什么是超出人类理解力的，只要利用思想的力量。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开放的心灵，
应运而生、应时而动，那么我们就能做比以前更多更好的 工作，新的渠道将不断出现，新
的大门将为我们敞开。
当蒸汽机、动力织布机以及其他每一次技术进步和改良措施被提出来的时候，都曾遭遇过强
烈的反对，不过这并不影响它们走进我们的生活。不要永远只是被引导， 要勇于担当引导
者。自己是能够坚持自我，还是像大多数人一样随波逐流？自我与形体是否同在？这是一个
你每天都要问自己的问题，并且要在内心深处寻找答案。
把这条法则付诸实践有几个步骤？ 三个步骤，它们是真诚的渴望、自信的预期、执著的追
求。
思想是成功与财富的种子。
健康长寿一直都是人们孜孜以求的，但是就目前来看进展甚微。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无知，而
无知就是一切错误产生的根源。但当人们敢于肯定自己同一切“生命”的 协调统一时，就会发
现自己变得耳聪目明、四肢灵活、活力四射，就会发现自己找到了一切能量的源泉，得到了
长生不老的仙药。
宇宙精神的至关重要的原则——真理，是个专横的独裁者，它不容许任何人、任何事去挑战
它的权威，也容不得丝毫的反叛。不管是故意还是无心，任何与真理相抵触的行为都会导致
混乱不安。
人和事是可以相互影响渗透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一个人与伟大的自然、高尚的
理念、高尚的事业、高尚的人朝夕相处，那么他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鼓舞，思想也会随之
变得深邃神明，人也变得睿智聪颖。
幸福的必要条件有什么？ 善行义举。
真理能带给我们什么？ 倘若行为基于正确的前提，那么我们能够很容易地预测出这种行为
的结果。
如同和谐的乐曲能让人心情愉悦，而不和谐的音符则异常刺耳一样，和谐能提高效率，实现
共同进步，而对抗则产生内耗，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建设性的思想必定是创造性的，而创造
性的思想必定是和谐的，那些破坏性的或竞争性的思想会被它们取而代之。
思想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它不甘于被埋没或漠视，而且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唱主角。
思想的力量的重要性在各个研究领域中也正在突显出来，为此我们受益匪浅。
有多少人在终日奔波中，匆匆地、忙碌地度过他们的一生。如此的身心疲惫，却做不出任何
的成就。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漫无目的、毫无方向，他 们只是在浪费生
命，浪费想法和精力，所做的都是些无用功。他们倘若能够朝着远景中的某些特定的目标努
力的话，那么结果就会截然不同，也能够创造出奇迹。而 这便是专注的力量。
有些迷信于鬼神的人，整日沉醉在深深毒害精神世界的潮流中。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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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让他们变得消极、被动，只能让他们沉迷于这种思想形式中，甚至使他们精神耗尽，元
气大伤。或许，他们至死也不会明白，消耗了他们生命的正是他们的信仰。
通常情况下，我们很难接受或认可一种全新理念，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怀疑、抵触，
在我们的大脑中没有脑细胞和这种全新的理念发生共振，所以人的思想就不能接受这种理念。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中没有细胞能接收这种信号。
寂静指的不是外部环境，而是人的内心。渴望智慧、力量或者任何取得不朽成就的人，都会
在内在世界中找到这些。内在世界会不断为你揭示各样的奥秘。那些粗心 大意的人可能会
认为，“寂静”非常简单而且容易实现,所以要记住，只有在绝对寂静的状态下，你才能够触摸
到神本身，才能领悟到永恒不变的法则并且受益。
怎样获取智慧？ 集中精神；它将为你开启智慧之门，智慧来源于内在。
=====
读完了《浮士德》。
今天下午把在 Linux 下用 vmware 运行 Mac os x 的问题搞定了，真不错，可以玩苹果了，到
时把 StarDict, ReciteWord 都移植过去来。顺便写了篇技术文章 ：）
周六晚上和朋友到酒吧聊天，约来了一个女孩认识，挺不错的，和她说话觉得很开心。一次
次地失败，但总是又会升起新的希望！ ：）
周日下午去滑冰，之前的惯例是联系一下每个女孩，然后一个人去 ：）现在倒滑很轻松很
稳了，而且可以滑得比较快，连续很多圈。比较 Enjoy 这样的感觉 ：）
读完了《茶馆》。
“德不孤，必有邻。”是的，只要掌握了美德，就不用害怕孤独了。天才们，注意啦 ：）
骑动感单车时听着火爆的音乐，上下跃动，左摇右摆。与其喜欢别人的美丽身材，不如开始
塑造自己的 ：）因为发现长寿的季羡林、罗素等人都是标准体形，不胖不瘦，我也要开始
修长寿了，呵呵。就是总是让身体保持舒适的状态，严格注意不生病。
对于某个问题，当你真正明白它没有答案的时候，你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像解方程式，
分析后证明了无解就是得到了正确的答案。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用空替代将成为空的色，与真实地体验色并没有区别。因为空不异色，
色不异空，都是因想象而生。修证到了这一点，就不必再执着于色和所谓的真实发生了。而
最终将这两点都去掉，就可以脱离欲界和色界了。
=====
色界指远离欲界的淫、食二欲，但是仍然具有清净色质等有情所居住的世界。
其次说到饮食，欲界的众生吃自然食、净揣食，以衣被细滑为食、澡浴感受为食；色界有情
以法喜为食，以禅悦为食；无色界有情则以意识为食。
=====
自从上次修证了无欲，感觉现在是进入色界了：远离淫、食二欲，宫殿高大，以法喜、禅悦
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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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cian 2007.10.25
我最近什么都不想想
就是不想思考
嗯，我想不听外面的声音
闭着眼睛走自己的路
不过又有点顾虑，不知道会不会变成一个顽固分子，而且还很愚蠢
嗯。勇敢地去做，就算犯了错误，也可以因此获得智慧。
你还有思考那些难懂的哲学问题么？
没有。现在都是只思考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还有以后的发展问题之类的。当然对过去的经历
也是要经常总结和整理。
嗯，那些问题往往缺乏必要的信息和知识，现在思考往往得不到答案，只是白费了脑力。
我对你的要求跟对猪的要求一样：吃好，睡好，别思考。最好什么也不用做，以慢慢达到什
么也做不了的地步。这样以后淘汰你们才方便啊 ：）----这句话也太绝了啊
呵呵，了解别人的想法和自己的想法后得来的灵感 ：）
呵呵，不应该改造这些人的思想么？
干脆淘汰？
我说了这句话就是在改造他们的思想啊，他们发现别人想顺着他们的想法把他们淘汰的时候，
就知道要改变自己的想法了，因为他们肯定不希望自己被淘汰，呵呵。
哦，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啊
刚才我想的浅薄了 :)
呵呵，改变别人的想法的一个好的办法就是顺着他们的想法帮他们推，然后让他们看到坏的
结果。这样他们就可以自己意识到其中的错误了。
你为什么相信因果报应？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只是觉得迷信
这个世界是很精细统一的，因果效应应该是其中的一个主要规律。报应时时在发生，你要很
细微地注意就可以感觉得到。
=====
《自私的基因》
=====
假设 B 头上有一只寄生虫。A 为它剔除掉。不久以后，A 头上也有了寄生虫。A 当然去找
B，希望 B 也为它剔除掉，作为报答。结果 B 嗤之以鼻，掉头就走。B 是个 骗子。这种骗子
接受了别人的恩惠，但不感恩图报，或者即使有所报答，但做得也很不够。和不分青红皂白
的利他行为者相比，骗子的收获要大，因为它不花任何代 价。当然，别人为我剔除掉危险
的寄生虫是件大好事，而我为别人梳理整饰一下头部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但毕竟也要付出一
些代价，还是要花费一些宝贵的精力和时 间。
...
现在让我们假设还有第三种称为斤斤计较者的策略。斤斤计较者愿意为没有打过交道的个体
整饰。而且为它整饰过的个体，它更不忘记报答。可是哪个骗了它，它就要牢记在心，以后
不肯再为这个骗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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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计算机进行模拟是很有意思的。模拟开始时傻瓜占大多数，斤斤计较者占少数，但正好
在临界频率之上；骗子也属少数，与斤斤计较者的比例相仿。骗子对傻瓜 进行的无情剥削
首先在傻瓜种群中触发了剧烈的崩溃。骗子激增，随着最后一个傻瓜的死去而达到高峰。但
骗子还要应付斤斤计较者。在傻瓜急剧减少时，斤斤计较 者在日益取得优势的骗子的打击
下也缓慢地减少，但仍能勉强地维持下去。在最后一个傻瓜死去之后。骗子不再能够跟以前
一样那么随心所欲地进行自私的剥削。斤 斤计较者在抗拒骗子剥削的情况下开始缓慢地增
加，并逐渐取得稳步上升的势头。接着斤斤计较者突然激增，骗子从此处于劣势井逐渐接近
灭绝的边缘。由于处于少 数派的有利地位同时因而受到斤斤计较者怀恨的机会相对地减少，
骗子这时得以苟延残喘。不过，骗子的覆灭是不可挽回的。它们最终慢慢地相继死去，留下
斤斤计 较者独占整个种群。说起来似乎有点自相矛盾，在最初阶段，傻瓜的存在实际上威
胁到斤斤计较者的生存，因为傻瓜的存在带来了骗子的短暂的繁荣。
=====
嗯，可见斤斤计较者是最好的策略：善待每个陌生人，回报每个帮助过你的人，断绝不回报
你的人(骗子)的关系。这三者的关系也就是俗道，邪道和正道的关系。开始俗道最多，然后
邪道繁荣，但最后获胜的必然是正道！
=====
2007.10.27
我觉得你刚接触我，还只看到了我的一部分吧，基本上以前没有人说过我是倔强的人，我只
是遵守我认为对的道理，在发现道理不对后会马上改，而且，我这么做下来，还是取得了一
些别人没意料到的成功啊，他们按他们的道理做，我按我的道理做，结果我比他们还成功，
所以不能说我是倔强，只是我明白一些别人不明白的道理罢了。而且我觉得你说的道理都很
对，心灵也很好，所以很喜欢你这样的人。
=====
和上次认识的朋友一起去参加万圣节派对，含情脉脉的场面，其实有点意思 ：）
有苦就有乐，有悲就有喜。因为现在对苦的体会很少，所以基本上对乐也没有什么体会，比
如一起出去玩，别人会觉得很快乐，而我就觉得是一般，可以，还行。但由于前一阵对悲的
体会比较多，所以现在常常有喜悦。由此观之，无苦亦无乐，无喜亦无悲，才会是最好的吧。
圣人无情，是因为去掉了心中的幻象。所谓苦乐悲喜，皆在有情之界啊。
一起去看了《色戒》。
读完了《做最好的自己》。写得挺好的，因为他做到了最好。
=====
有勇气来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有胸怀来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有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
用中庸拒绝极端。用务实发挥影响。用冷静掌控抉择。用学习积累经验。用自觉端正态度。
用真心追随智慧。
=====
心灵有深度和纯度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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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章 平凡的生活
愿我今世成佛，证得大圆满！
The Tao Te Ching
=====
The Masters do what needs doing
and that's all they do.
Do what you have to do
without arrogance or pride.
Get the job done
and don't brag about it afterwards.
Do what you have to do,
not for your own benefit,
but because it needs to be done.
And don't do it the way
you think it should be done,
do it the way it needs to be done.
=====
星际译王-3.0.1 完美版发布。 - 2007.11.8
经过近五年的开发，星际译王词典软件终于渐趋完善了！ ：）
杨朝杰给 Apple 总裁乔布斯写信，然后交给苹果中国进行洽谈，于是我弄来了一台很爽的
IMac，价值上万的大白，是借用几个月，呵呵。StarDict 和 ReciteWord 都将移植到 Mac
OS X 上啦！尝试了一下，虽然困难有很多，但肯定好戏在后头。精彩，这个世界普遍联系，
非常奇妙 ：）
Aha，缠缠绵绵的一天 :)
Talk with Kevin(Lingoes's author).
=====
道德经上说：
If you give things too much value,
you're going to get ripped off.
People who know how to enjoy life
are wiser than people who value their lives.
我觉得程序员就是太容易给源码赋予太多的价值了，其实把源码当做 enjoy 的东西拿去共享，
生活会更加 enjoy 和轻松。
=====
源码公开了，技术人员的工作会更轻松，不用重复发明轮子，而公司里的市场销售人员仍然
是看不懂，他们还是需要我们，我们工作轻松了，他们反而更加佩服。这样我们才能不只是
懂技术。
莫逐有缘，勿住空忍，一种平怀，泯然自尽。 --《信心铭》
金子一般的语言啊！读到后就一直蕴藏在我心中，指导着我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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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收到几十封非垃圾邮件，国内的菜鸟，国外的咨询，一时无穷无尽，没时间看佛经，真
郁闷。花一下午处理完了，ho.
Title: Systems Engineer
Office: Meridian
Group: Kernel Development

同事蔡芊传给我看的内核黑客的照片。呵呵，一看就是修炼多年，功力深厚，但稍微有点走
火入魔，进入内核世界后一时出不来了。很像武侠世界里的修罗侠啊，和以前认识的哲学头
领 suergaz 的照片风格类似 ：）可见，深入探索一个世界是很好的，因为能够获取高深的
智慧宝藏，但一定要能随时出来，回复到平常世界，这样才不会让人觉得异常。
最喜欢的电影：《黑客帝国》。
最喜欢的音乐：《大悲咒》。
最喜欢的绘画：《麦田上的野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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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系统》
2007.12.24

[南方周末]“系统”
2007-12-20 16:05:41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曹筠武

张春蔚

王轶庶

图：花钱开宝箱，《征途》中的博彩业，“如同赌场大转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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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离开游戏的前几天，“国王”吕洋坐在网吧包房里进行着最后的“征途”

图：“征途”是网吧中最风行的网络游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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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玩韩式网络游戏的人，常有这种标志性的、长久聚焦在屏幕正中心的眼神
■编者按：
在一款同时在线人数超过百万、全部玩家加起来可以组成一个超级城市的网络游戏中，
它的游戏精神是指向乐趣，还是指向权力和金钱？它的社会规则是新世界 的开放自由，还
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不只是对某一款游戏的追问，甚至也不只是对韩式网游的价值观的
追问，而是对人与游戏、人与人的关系的追问。虚拟世界 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也有着人
们必须捍卫的准则。
在当下中国最火的一款网络游戏中，玩家们遭遇到一个“系统”，它正在施行一种充满诱
惑力的统治。这个“系统”隐匿无踪，却无处不在。它是一位虚拟却真 实的垄断者。“如果没
有我的允许，这个国家的一片叶子也不能动。”这是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的声音，悄然回
响在这个虚拟世界之中。
白天，27 岁的吕洋是成都一家医院的 B 超检查师。
晚上，她是一个国王，“楚国”的国王——玩家们更乐意按游戏里的名字尊称她为“女王”。
在这个虚拟王国中，“女王”管理着数千臣民，他们都是她忠诚的战士。
在一款名叫《征途》的网络游戏中冲杀了半年多之后，吕洋自信看清了这样一个道理：
尽管这款游戏自我标榜以古代侠客传统为背景，实际上钱才是在这个虚拟世界中行走江湖最
关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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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洋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丈夫是生意人，资产殷实。钱对她来说从来不是问题，但她
仍然忿忿不平地把这款游戏中一些风头正健的人称为“人民币玩家”。虽然在游戏中投入了数
万元，但她仍然屡战屡败，原因就在于有人比她更愿意花钱，也花了多得多的钱。
正如《征途》的创造者史玉柱所言，这的确是一款适合有钱人的游戏。在这个世界里，
欺凌他人的威力和合法的伤害权都标价出售。
尽管一切都是虚拟的，吕洋却曾经坚信她找到了一条通向光荣与梦想的金光大道。不过
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加速投入，和很多人一样，吕洋发现，金钱铸就的，其实是通往奴役之路。

战争即将爆发
所有人都必须是“人民币玩家”——和平受到鄙视，战争受到推崇——被杀死者得到的只
有耻辱
坐在常去的一家网吧的 VIP 包房里，吕洋显得兴奋而又忧心忡忡，她面前的 19 英寸液
晶宽屏上，黄色的粗体字反复闪动：“国战将在晚上 8 点 15 分开始”。她还有两个小时，对
她手下的战士们做最后的动员和部署。
将要攻打楚国的是游戏中的头号强国魏国。魏国拥有上万名玩家，更为关键的是，魏国
的支柱，“王者家族”成员们，个个都是令人敬畏的英雄，他们的等级遥 遥领先于一般人，装
备着成套的最为昂贵和罕有的神圣铠甲和武器。在“世界英雄排行榜”上，他们长期牢牢地占
据着前五十名中最靠前的位置。
他们拥有恐怖的杀伤力，人人以一当百。即使吕洋这个“女王”和他们对垒，如果战术采
取不当，也存在被“秒杀”的危险。所谓秒杀，就是在几秒钟之内，在 意图还击之前，就被一
招致命。吕洋的丈夫并不玩游戏，但他也会对此开开玩笑：“就像武侠小说里写的，如果刀
够快，你可以听见自己的血从脖子里喷出来的声 音。”“女王”吕洋对他们最为忌惮，同时又
略带鄙夷。“他们就是人民币玩家嘛。”她说。
实际上，只要进了这个虚拟的小世界，所有人都必须是“人民币玩家”，区别只在于你愿
意花多少而已。
和以往的所有网络游戏不同，《征途》并不计时收费。简单地填写一份网上表格，就可
以注册账号。只需要起个名字，选择性别、国家，一个虚拟身份就此诞 生，光荣而艰难的
征服之路摆在了你的面前。根据游戏的主线故事背景，你会惊奇地发现其实你是皇族之后，
由于战乱被弃于荒野，现在你长大了，知道了自己高贵 的血统，接下来该做的就是练一身
好武艺，奋起于草莽之间，闻达于庙堂之上。建立自己的国家甚至取得统治世界的皇位以恢
复祖先的荣光，则是你的终极目标。
故事很合中国人的口味，惟一令人感到困扰的是：热血沸腾之后，你发现现实和理想的
差距原来是那么大。一个新诞生的身份是 1 级；而王国里最英勇的英雄们 能练到“转生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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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练满普通人的 168 级之后，他们又获得新的不朽之身，并再次练到了 170 级。简单地
说，那就是人和神的差距。英雄们手持 “完美的神圣武器”，浑身旋绕着代表高贵的紫色光晕；
而你却两手空空，甚至全身上下只有一条遮羞的短裤。
现在，你可以购买点卡，持续地把人民币注入游戏中的账户，以便快速升级，购买各种
名贵材料打造装备；你也可以不花钱，如果什么都不做，只是呆在游戏里 的话，系统不会
向你收取一分钱。但很快你会发现，你连荒地里的一只蚊子都打不过，你的活动空间甚至仅
限于出生地，一个叫“清源村”的小村子，更为广阔的世 界则是为英雄们准备的。当然，最让
你沮丧的还在于，贵为皇族的你，却永远生活在被其他玩家“秒杀”的巨大阴影之中。
显然，吕洋走了一条真金白银铺就的英雄之路。她如今是“转生 145 级”，历经艰险戴上
了王冠，她的坐骑是一条浑身闪着火光的龙。但英雄亦有英雄的烦恼，她的王国正面临严峻
的挑战。
吕洋自认为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她把女性的温婉带到了对国家的治理之中。“女王”很
少主动攻击别国，更喜欢带着臣民们消灭怪物，或者经营骆驼商队。但这并不能避免受到攻
击。
“国战都是系统安排的，”吕洋解释说，“国王只需要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安排好战争
爆发的时间。”
系统喜欢“国战”。这个虚拟世界里，“和平”受到鄙视，战争受到推崇。战胜国可以自动
获得战败国国库里的金钱和物资，国家排名由“国战”胜利次数决 定，强国的臣民名字下闪耀
着一颗颗星星，那代表着每一次辉煌的战胜。当然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对于战争中的人来说，
冲入别国的土地，肆意砍杀每一个胆敢与之 抗衡的人，无疑是释放内心深处原始冲动的绝
佳办法。
系统准确地捕捉着人性的弱点，召唤着玩家们在违背普世价值的虚拟世界中放纵自己的
邪恶。它赋予战争中的人肆意杀戮的权力，给予杀人者加倍的经验值奖励；系统也会标明你
的斩首纪录，那一串串数字就像印第安战士割下的头皮代表着无上的荣光，而被杀死者得到
的只有耻辱。
吕洋打电话，上 QQ，或者在游戏中直接交谈，她自知实力对比悬殊，因此通知手下的
战士们集中力量，守住王城的一角。她的声音因紧张而略带颤抖，尽管对现实中的她来说无
论胜败都毫发无伤，但在游戏里，她知道那意味着生存还是毁灭。
离战争爆发，还有两个小时。
国王死了
推销员来了——冒险家乐园——都在“系统”的支配之下——小角色杀死了国王
在开始“征途”之前，吕洋玩的是另一款游戏《传奇》。她玩得并不好，仅仅当作一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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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的消遣。《传奇》计时收费，玩家购买在线时间用来升级和打造装 备，所有的事情都费
时费力。“比如你要打一个终极怪物，”吕洋说，“要跑很远的路，在迷宫里面转来转去，杀掉
无数的小怪，可能耗一个晚上，你才跑到大怪的 面前。”最让人崩溃的是，当历尽艰辛终于
站到大怪面前，一不小心却被秒杀了！那么，从头开始跑路吧。
吕洋可能从未得知，在她晕头转向地跑路时，一个叫“送礼只送脑白金”的玩家也在这款
游戏中闯荡，他从来不耐烦那些烦琐的升级步骤，而是直接购买高级别 账号；他成千上万
地花钱，砸下最顶级的装备。以钱铺路，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最强大的威力。在这款典
型的韩式“泡菜”游戏里，他试验出了自己独辟蹊径的 玩法。这位玩家就是后来《征途》的老
板史玉柱。
2007 年年中的一天，就在吕洋常去的这家网吧，一个推销员站到了正在“跑路”的吕洋面
前。他衣着得体，面带微笑，用充满诱惑力的词汇介绍了一款名叫《征途》的新游戏。“绝
对不用走迷宫，我们要的就是爽快。”吕洋记得他这样保证。
吕洋就此和朋友们“踏上征途”。她的这些朋友们要么是医院的同事，要么是丈夫生意上
的伙伴，空闲不多，但钱不少。他们很快发现，《征途》的确是一款爽快感十足的游戏，简
直就是为他们这样的人设计的。
要找系统角色接受任务，不用费力去找，点 F 键，下拉菜单里角色名字一一罗列，就像
网络上的超链接，双击名字，就自动找到面前；要去某个地方，不用走迷宫，点开地图，找
到地名，鼠标左键单击，一会儿就到了。
很快吕洋就离开了“清源村”，热闹的“凤凰城”和辉煌壮丽的“王城”才是她的舞台。这位
后起之秀被吸纳进了“楚国”最有威望的家族“桃花源”。单打独 斗是不现实的，拜入名门正派
才是出头之道，这里就如同武侠小说描写的江湖；而家族与家族联合可以组成帮派，帮派各
自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在达成妥协之后又互 相配合支撑起一个国家。
游戏里的大部分系统角色，比如杂货店老板或是锻造铺师傅，都可以被帮会控制，此后
他们会持续贡献“保护费”。系统鼓励帮会争夺控制权，谁杀死竞争对手，谁就能接手保护费。
帮主们因此热衷于抢夺街区和店铺。这样在吕洋看来，她的置身之处，又像是 1920 年代的
上海滩。
这里的确像那个“冒险家乐园”。低级别的玩家甚至也可以挣钱！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
比如护镖，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银两”；达到一定级别和保证一定在线时间后，系统甚至会
给玩家“发工资”；还有各式各样的“奖励”、“返还”。
“其实都是些小钱，”吕洋说，“相比花掉的钱简直没法比。”但由此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
感是无法比拟的，你能想象在砍翻敌人的同时还能挣“银子”么？“想得到更高级的奖励么？”
吕洋说，“那就花更多的钱呗。”
时常有“外国人”冒险进入楚国，他们可能是魏国人，也可能是宋国人，或者是其他 9 个
国家中任何一国人，但不管是哪国，一旦踏入楚国地界，他们的名字就 显示为红色，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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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意味着：敌人——应当杀死的人。每杀死一个这样的人，系统就会在“护国英雄排行榜”
里为你加上光荣的一分。
他们并非是闲逛者，而是根据系统分配的指令而来，他们必须进入敌国完成诸如“刺探
情报”或者“抢夺太庙资源”等等任务。而同样根据系统赋予的职责，家族和帮派此时的任务就
是杀死他们。
那时吕洋还是一个小角色，她正在砍杀一头犀牛，屏幕上出现一条指令，帮主撒下了帮
主令，要求帮众前往杀敌。点击“是”之后，吕洋被传送到王城边境附近，众人正把敌人围在
当中奋力砍杀。
帮主“狼烟”是当然的主力，他是一个“武士”，近战肉搏是他的特长，他的“无双剑”能造
成惊人的杀伤。在炫目的刀光闪耀间隙，吕洋突然发现敌人的坐骑是一只麒麟，这意味着他
是一个国王，只有国王才拥有这种神兽！
吕洋是一个“法师”，她专修冰系法术，可以从远处以冰雪为武器。这是她参加的第一次
激战，她站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将霜冻从空中撒向敌人。麒麟居然哀号倒下，国王死了！吕
洋幸运地完成了最后一击。
屏幕上黄色的粗体字夸张地跳了出来：“天哪！吴国的国王居然被楚国的无名小辈女王
杀死了！”吕洋在电脑前禁不住手舞足蹈，她杀死了国王，一个小角色杀死了国王！她双脚
猛地一蹬，电脑黑屏了——她兴奋得把电源插头踢掉了。
往后几天，吕洋都有些“神神叨叨”的。游戏里“全世界”都知道她杀死了国王，朋友们有
些羡慕地向她祝贺。即使在医院上班，吕洋也在办公室的电脑上下载了游戏，她就是喜欢挂
在游戏里，反复地看那条早就过时的消息：“天哪！吴国的国王居然被楚国的无名小辈女王
杀死了！”
有时候严厉的院长从办公室经过，威严地审视医生们的工作，吕洋只能把游戏界面最小
化。她会悄悄地跟同事炫耀：“牛啥嘛，他要是耍游戏，我一招就把他砍翻！”院长其实并不
坏，但吕洋觉得他“缺乏对女性应该有的尊重”。“在游戏里，女人也可以统治男人。”她宣称。

国王万岁
核裂变一样蔓延的仇恨——好的装备都意味着金钱——总有无数的人在疯狂比拼——
“国王万岁！”
但“女王”其实并不像想象中一样“牛”，几天之后，就在王城外，一个敌人逼近，他骑着
鬃毛飞散的烈马，威严得像天上的神，他只问了一句话：“你就是那个女王啊？”一个巨大的
火球从天上砸下，落单的“女王”还没来得及答话，被“秒杀”了。
吕洋目瞪口呆，短暂的惊愕之后她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她要升级，要得到最好的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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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要当真正的王，她要报仇！
仇恨是这个世界中最强大的动力。“秒杀”吕洋的玩家，立刻被系统自动排入她的仇人名
单，时时提醒“女王”报仇雪恨。“仇人”是这里最常见的社会关系，仇恨关系同样存在于家族、
帮会和国家之间。如同核裂变一样蔓延的冤冤相报，在这里是受到鼓励和颂扬的永恒主题。
她找到“代练使者”，一个代表系统与玩家做交易的虚拟角色，他就站在王城大道边上，
答话谦卑而热情，乐意为有钱人服务。吕洋向“使者”支付人民币购买经验值，“使者”则让她
迅速升级，从人变成了神。吕洋觉得这么做很值得，在这上面，她“只不过花了千把块钱”。
但是，杀伤力和防护力是由装备决定的，级别只是佩戴相应等级装备的必须条件。就像
金庸的小说，内力的修炼是必须的，但一把玄铁剑却可以让杨过无敌于天 下。游戏中按照
等级不同划分出了 20 等装备，以法师职业为例，武器由最初的柳木杖到最为罕有的至尊杖。
此外还有铠甲、头盔、腰带、护腕、项链和戒指等等。
这些好的装备都意味着金钱。和别的网络游戏不同，在这里，打怪和接任务不会掉装备。
“我都要最好的，”吕洋说，“你只能去系统商店买材料，再找系统铸造商打造；或者，你只能
去赌。”
“赌”，就是“开宝箱”。玩家向系统购买钥匙和箱子，很便宜，一块钱一套。用钥匙点击
开启，屏幕上一个光芒闪耀的箱子缓缓打开，各种材料或装备如同赌 场大转轮一样排列在
箱子里，光圈飞速转动，停下的地方就代表赌到的东西。箱子里经常会有玩家们最希望得到
的高级装备，但转动的光圈却往往和它们擦肩而过。
吕洋如今回忆，最疯狂的时候她就像一个赌场里的赌徒，会在屏幕前大声喊叫自己想要
的东西，比如“乌木，乌木”，那是一种高级材料，而最后她往往得到的只是一点少得可怜的
经验值。“乌木”，或者那威力强大的“幽冥戒指”，仍然摆在宝箱里，闪着诱惑的光。
这个世界中还存在着一个“开宝箱”排行榜，每天开宝箱最多的人，可以得到一颗罕有的
令人倍增威力的“补天神石”。
这个巧妙的设置具有无穷的诱惑力，总有无数人在疯狂比拼开箱数量。吕洋曾一晚上开
过上千个箱子，但始终功亏一篑，总有人比她更为执著，她从没拿到过那颗神奇的石头。
各式各样的排行榜随时闪现，世界英雄排行榜——根据级别和装备带来的威力排序；护
国英雄排行榜——根据杀死敌国人的数量排序；国家实力排行榜 ——根据国家物资和国战
胜负记录排序……就像电视里随时出现的脑白金广告，实时变动的排名对野心勃勃的英雄们
高频率轰炸，提醒他们在这个严酷的世界里一刻 也不能放松。
玩家在不懈地开着箱子，他们有时好运地得到一点好东西，绝大部分时间几无所获，但
越是没有收获，他们越是迫不及待地打开下一个箱子。他们每点击一下，就代表一块钱，又
一块钱……就像一个永不停歇的沙漏，金钱涓滴成河一般随着每一次点击汇成巨流，流向看
不见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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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洋自认为运气还比较好，“平均开 1000 个箱子，好运的话能有十几次拿到好东西。”
由此吕洋成为了她现在所鄙夷的“人民币玩家”，上万的人民币被迅速而几乎不被察觉地
花了出去。在游戏中。“女王”拥有了可怕的威力，她为自己，也为朋 友报仇；她接受请求，
为本国的商队护镖；同时她也会和英雄们一起侵入别国。她声誉日隆，跻身英雄之列，在游
戏里，她甚至和威猛的帮主“狼烟”喜结连理。当 然，也由于她在现实中是一个那么可爱的姑
娘，她被推举为楚国的国王。“国王万岁！”人们向她俯首称臣。那是吕洋在征途中的最高点，
也惟有在那转瞬即逝的一 刻，吕洋觉得自己付出的时间和金钱是值得的。
国王累了
“系统”是最为勤奋的——女王觉得自己像驴子——花钱买你生气——快感只在一刹那
吕洋心里清楚，王位是真金白银买来的。一套转生 150 级左右的顶级装备，平均要开
5000 个宝箱。按照系统繁复的装备打造设置，要给一套装备镶上 14 颗星星，打开“灵魂锁
链”，镶嵌补天神石，花费又在 5000 元左右。随着等级的提高，原有的装备又必须相应替换
或升级。平均每升 5 级，装备就要更新一套。
这时的“女王”已经成了一位熟练的开箱工，日复一日地开宝箱，升级装备，再淘汰，再
升级……“后期主要就干这个事情了，”吕洋回忆，“不更新换代不行，不然国王很快就变菜
鸟。”
这样的压力不仅仅来自于游戏内部。在吕洋常去的网吧，甚至洗手间里都贴着征途网络
公司的宣传四格漫画。当你洗手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一个漫画小人，在尖 刻地嘲笑那些疏
于升级的“懒人”。而招贴画上威风凛凛的英雄在每个网吧的门口注视着你；勤奋的推销员们
时常出现在玩家身边。
与媒体上的各种宣传攻势相比照，这些推销员被称为史玉柱的“地面部队”。他们大多是
“脑白金”销售旧部，活跃在中国广大的二、三线城镇，对于如何发掘利润，他们有着训练有
素的敏感和才能。
系统是吕洋见过的最为勤奋的游戏系统，它更新换代的频率令人应接不暇。“要么花钱
买安全感；要么省钱，随时被欺负，”吕洋说，“一天不上线，就会觉得 自己又落后了，实在
是太累了。”她觉得自己像被胡萝卜吸引着一直向前的驴子，总有更加强大的“威力”在前方向
她招手，而漫漫“征途”几无止境。游戏中弥漫 的仇恨也令吕洋越来越厌恶。一些结下了梁子
的人民币玩家在每一件小事上都要一争高下。他们反复抢夺对系统角色的控制，互相攻打帮
派总舵，没完没了地袭击对 方的商队，在 PK 竞技场上更是置敌人于死地而后快。甚至宝箱
排行榜第一名也是他们争夺的目标。
如果一个玩家开了 5000 个箱子，另一个就一定要开第 5001 个。他们把这种疯狂的玩
法叫做“花钱买你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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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不停地自我更新，统御术层出不穷。就连传统的打怪任务，系统也干脆允许家族与
家族之间抢夺砍杀 boss 的权力。身为一国之主，吕洋总是必须身先士卒，如果她稍有懈怠，
总有红了眼的部下口出怨言。
这越来越不像吕洋想要的游戏。吕洋觉得这个世界变得愈发丑恶，荣誉被建立在仇恨和
贪婪之上。和以前的激动不已相比，如今快感只在疯狂结束后的那一刹那，接下来她会觉得
无聊。
在楚国遭遇魏国的挑战之前，“国王”已经开始厌倦了。
地底的火在喷涌
只希望坚持半个小时——和平的气氛在蔓延——“跟你们老板说，不要尽干些挑拨离间
的事情。”
“国战”在晚上 8 点 15 分爆发。吕洋和朋友们，她最得力的几个“武士”，坐在网吧包房内
奋起应战。每当大的战役爆发，他们就坐在一个包房内，就和真实的战斗一样，肩并肩便于
及时沟通，更利于互相鼓舞。
敌人从王城东门涌入，他们的国王身先士卒，冲入东门后使用“帮主召集令”，这样，他
最精锐的英雄们可以被瞬间传送到他的身边。随着旋风，魏国的武士们 从天而降，他们立
即被楚国战士重重包围。“女王”知道这是敌人的精锐，尽管城门外大批敌人正在涌入，但这
些国王的随从才是最可怕的威胁。
武士们挥动大刀，空气被划裂成一道道光芒，他们拥有最强大的近距攻击能力和防护力，
总是冲杀在前；法师们念动咒语，大地裂开，地底的火喷涌而出，天上 的风云也化身为凌
厉的雷电冰霜；蜂拥而来的召唤兽，来自天界和冥界，呼啸着混战在一起。战场被淹没在超
越自然的伟力之中。
半个小时，吕洋只希望坚持半个小时。她从来没奢望胜利，战前魏国人放话 10 分钟结
束战斗，傲慢的挑衅令让人反感，在战前动员里，“女王”向臣民们保证，她一定坚守半个小
时。
东门不可抗拒地被攻陷，“女王”转战王城宫殿，宫殿前矗立着“大将军王”塑像，只要他
被砍倒，就意味着楚国输掉了战争。楚国的战士们把战车集中起来围住塑像，在猛烈的攻击
下，只有坚固的战车能够提供些微保护。
吕洋使用了“防守虎符”，她的臣民可以被全部召集到身边，楚国全国动员，宫殿前的每
一级阶梯都成为血海。魏国的英雄们每杀死一个对手，就会有十个或者更多的人把他们围住。
战场已经陷入混乱，没有沟通，没有指挥，每个人眼里只有敌人，本能地砍杀，不停地砍杀
……
但吕洋的判断是对的，“人民币”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实力之战，系统这个胜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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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青睐祭献更多金钱的一方。当魏国的国王最后砍倒“大将军王”，吕洋看了一眼时间，她坚
守了将近 40 分钟。
这是吕洋输掉的最后一场战争，尽管她也曾经赢得过国战，但这个生性温和的姑娘如今
觉得即便胜利也不能再带来荣耀的感觉。战斗结束后，她充满厌恶地声称 不再履行保卫国
家的责任。“再有国家来进攻，我的家族不参与应战了。”她向臣民们宣布。“有意义么？”吕
洋反问她的质疑者们，“系统挑起战争，我们往里投 钱，谁投的钱多谁就赢。”她觉得没有胜
利者，“都被系统耍了！”
帮主“狼烟”和家族里的其他人支持了她的决定。“我们也觉得，这不是我们在打仗嘛，”
狼烟解释，“纯属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吕洋成了“世界”里著名的“反战”国王。她更热衷于和别国结为盟国，当然盟国可以轻易
地撕毁和约，她也不在意。在和其他国王交涉时，她也总是强调，就算你来打我，我也不应
战。“让他们自己觉得没意思。”吕洋有些狡猾地说。
和平的气氛在悄悄蔓延。“国战”次数进行得太多，各国国王和英雄们互相之间开始熟络，
在无数次仇杀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成了不打不相识的朋友。“时间长了，没人好意思动武
了。”吕洋说。
上线的时候，她也只喜欢跟朋友们聊聊天，组织家族或者帮派的活动，惟一杀人的情况
只限于为臣民的商队护镖的时候，她讨厌那些专门盘踞在边境附近、以砍杀平民和抢掠商队
为乐的“强盗”。
在网吧，她又碰见了一个游戏推销员，并不是开始那个，但一样面带微笑，用充满诱惑
力的词汇请她“提点意见”。这位推销员同时自信地声称：“万人国战的场面会更加宏大和频
繁！”
就在这段时间，征途网络公司宣布“重组国家”。系统将原有各区的国家重新打乱组合，
原来的友好关系打破了，陌生的国王们重新被扔进了新的竞技场，而仇恨将被重新点燃。
“跟你们老板说，不要尽干些挑拨离间的事情。”吕洋回答。
昔日勇猛精进的“女王”开始变得“不思进取”，她疏于升级，也不再渴求更好的装备。她
在游戏里的配偶“狼烟”有些着急了，催促她赶紧跟上，不然就要被越来越多的人超过。
而吕洋现实中的丈夫是个关心妻子的人，他以为吕洋只是累了。一天早上，吕洋醒过来，
发现不怎么玩游戏的丈夫坐在电脑前，替她不停地开着宝箱，他想为她打造更好的装备。吕
洋突然觉得有些心酸，在下一次上线的时候，她悄悄跟“狼烟”“离婚”了。
监牢，看不见
禁止市场经济——第二十二条军规：那儿有个概率——如果他们反对“系统”会发生什么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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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赞同“和平治国”方略的人并不很多，但吕洋发现，和她一样对这款游戏从赞赏变为
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连吕洋都没有想到，玩家们居然自发组织了一场针对系统的“静坐抗议”。
事情起因于系统宣布的一项新规定：绑定。根据这项规定，玩家从系统获得的装备和
“银两”，都属于绑定范畴，即只能自用，不能交易，不能交换，甚至不能拆成材料或者干脆
丢弃！
在游戏里，每一种职业都必须搭配对应的装备，每一种装备又由对应的材料打造。开宝
箱早已成为玩家获取装备和材料最主要的方式，当你耗费掉了人民币，需 要一块“乌木”却得
最终得到一块水晶，玩家们通行的办法是互相交易各取所需，或者摆摊出售换取银两。征途
网络公司的解释则是，他们发现有职业玩家将游戏中 获得的银两和装备在线下出售获利，
“绑定”是为了打击这种行为。
玩家们最终发现，在这个世界里，自由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被禁止了，合法的私有财
产只许保有，不许交易。在这里只有一个庞大的终极卖家被允许存在，那就是系统本身。
在一些游戏论坛里，随处可以看见玩家们黑色幽默一般的抱怨。一个帖子说：“我是个
法师，花了上百块钱转到了一把刀，可是我不能装备刀啊。这把名贵的刀对我一点用处也没
有，我还不能把它扔了。我甚至还要花钱向系统买个包袱，因为我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装这把
刀！”
“这个游戏处处都是花钱的陷阱！”另一个玩家宣称。他举出“孔子”为例，这个万世师表
的人物在游戏中负责“智力考试”，通过考试玩家可以获得海量的升 级经验。但是，受教育是
很贵的，向“孔子”讨教问题，居然“20 两银子一次”。甚至财大气粗的人民币玩家们也对过于
频繁的更新力不从心。系统最新宣布，可 以给装备镶上第 15 颗星星。按照规则，购买 4 颗
宝石充一颗星，看起来不麻烦，但是这里有一条“第二十二条军规”：连续镶星会导致所有的
星星爆炸。
假如你已经花费了 40 颗宝石镶上了 10 颗星，而在镶第 11 颗时发生爆炸，那么前面的
10 颗星同时消失，你只能从头开始。从第 10 颗星开始，成功镶嵌的几率为 50％，此后递减。
星数越高，爆炸几率越高。
设计者在此利用概率原理和玩家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我在冲第 14 颗星时，连着爆
了 11 次。还不算前面爆炸的次数。”一个玩家抱怨。仅仅为了给他的至尊刀镶上第 15 颗星，
他就花费了超过 3000 元。
玩家们出离愤怒，他们停止砍怪，不再接受任务，国王们都难得和平地坐到一起而不是
申请“国战”。在游戏地图最中心的皇城广场上，密密麻麻地坐满了战士、法师、弓箭手和召
唤术士们。这些往常醉心于杀戮的角色，如今用绝对的安静来对抗系统的贪得无厌。
吕洋当然不会缺席，她率领家族成员们加入静坐行列，她甚至花“10 两银子一次”向“全
世界”喊话：“游戏越改越烂，系统越来越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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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章 南方周末：《系统》
她惊愕地发现，“系统”两个字不能显示了，变成了**；再试“GM”，还是**；再试“史玉
柱”，这次是***。
吕洋既愤怒又觉得好笑。是啊，这个隐匿无踪的**或***，却无处不在。它谦卑而热情地
引导你花钱，它隐身其后挑起仇杀和战争，它让你兴奋或者激起你的愤怒，它创造一切并控
制一切，它就是这个世界里的神。
**虽不可见，却始终看着你。没过几分钟，正在愤怒控诉的“女王”被抓进了监狱。按照
系统的指令，她将被关押 8 个小时。这个“监狱”不在这个世界的地图上的任何一点，它只存
在于系统中，就像索尔仁尼琴描写的古拉格群岛，你从不会看见它，你只是被运送到那里。
随后发生的一切，也正是只在那些最糟糕的世界中的监狱才会发生的。“女王”太显眼了，
她的麒麟神兽暴露了她的身份。监狱里的人们看见了一个国王，就如 同当初吕洋还是个小
角色时看见国王一样难抑杀意。疯狂的人们围拢来砍杀，“女王”一次被杀死，又在原地复活，
再被杀死……
屏幕上夸张的粗体字又一次次闪耀：“天哪，楚国的国王女王居然被无名小辈×××杀死
了”。
吕洋突然觉得以前的自己真的是很愚蠢，她对“女王”，或者说另一个自己的生死毫不关
心，她退出游戏，关了电脑，上床睡觉了。
永远不再回来
旧王逊位，新王登基——为什么会有仇恨——又是一个财富神话——永远不再回来
第二天，吕洋上线，宣布“国王”逊位。她发现这里比现实世界更为真实，真实得那么残
酷；她曾经试图挑战这个世界里弱肉强食的规则，对抗系统，却徒劳无功。现在，她彻底厌
倦了。
一个渴望战斗的新锐武士接任了“国王”，并立即申请了新的国战。“女王”和她的家族没
有参与这次战斗。楚国惨败而归。一个小角色，以往跟着“女王”闯 荡，如今被困在了敌国，
完全是刀下鱼肉，他一次次在安全区复活，但只要尝试跑出安全区，就毫不例外地被杀死。
这是个新玩家，他的账号里还没什么钱，连一个 安全离开的“竹蜻蜓”都买不起。
吕洋为这些小玩家们难过，他们原本是想获得些许游戏的快乐，却成了“人民币玩家”们
发泄怒火或获得征服感的牺牲品。她上线，看着熙来攘往的虚拟角色 们，一个威严的法师
背后可能是个谨小慎微的生意人，一个勇猛的武士背后可能是个和她一样的医生，也可能是
任何一个在生活中原本善良谦逊的普通人。
“一个医生为什么一定要去杀死一个教师，而一个现实中的警察需要在游戏里伤害另外
的人么？”吕洋禁不住思考一些奇怪的问题，“素不相识的普通人之间为什么会有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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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始注意到书架上那些以前还时常翻一翻的专业参考书。它们就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
就像消失了很久，突然又出现了。天凉很久了，吕洋才头一回注意到窗子外面的行道树叶子
开始黄了，淡黄的一片令人心里充满宁静。
她最后一次上线是在不久前。那时征途网络公司已经宣布部分地改变了“绑定”规则，公
司成功地在纽约上市，第三财季实现营业收入 4.052 亿元，净利润 2.902 亿元，相比去年同
期，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 164％和 152％。公司账面现金达 68 亿元人民币。
又是一个财富神话。根据媒体的测算，史玉柱将以 500 亿身家荣登中国富豪排行榜的前
列。
系统开始慷慨地在游戏里“发行股票”，宣称随着股价上涨，玩家可以按同样的价钱兑换
成“银两”。但吕洋对这些充满诱惑力的新玩意再也不关心了，她只是被一个朋友强拉着上线
的，朋友要在游戏里“举行婚礼”。
吕洋默不作声，藏身在前来庆贺的角色中，但是有一个人认出了她。这是一个武士，他
手中的刀闪耀着光芒，显示着他强大的威力。“我认识你，”他说，“以前刚玩的时候你带过我
们，现在我们也很厉害啦。”他们正在筹备新的国战，他告诉她。
他是谁？是请她护过镖，还是曾经被她从敌国营救？吕洋完全不记得了，她只觉得这些
越来越多的威风凛凛的后起之秀，跟以前的她是那么相像，一样地野心勃勃，一样以为发现
了一个美丽新世界。
她一句话也没回答，然后她下线了，并决定永远不再回来。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姓名及游戏中名字为化名)

“泡菜”开的花中国结的果
韩式网游的“精髓”
“中国玩家在欧服美服都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异类。”一位曾在《魔兽世界》任职的游戏经
理说。中国人总有办法以欧美玩家望尘莫及的速度升到极高的级别，在 进行团队项目时也
不喜欢遵守默认的利益分配规则。对于显得有些“迂腐”的欧美玩家来说，中国人就像是恐怖
的异教徒。“欧美游戏并不鼓励力量上的无限优势， 比较讲究平衡和互相牵制，”曾经的魔兽
经理说，“可能是因为传统文化和现实环境的影响，说实话中国玩家还是更适合丛林式游
戏。”
一名网络游戏经理回忆，他曾经接待过一位跑到游戏公司的有钱但缺乏耐心的玩家。这
位玩家专程前来咨询：是否可以直接付钱，购买顶级装备。公司上下当时哭笑不得。如今这
名经理感叹，他们没有看到在这样的玩家身上，蕴含着巨大的商机，而《征途》看出来了，
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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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章 南方周末：《系统》
恃强凌弱和功利主义的“社会准则”来自于韩式网游。在被称为“泡菜”的典型韩国网络游
戏中，玩家最常做的功课是练级，而练级的目的则是获得强大的威力 和权力。没人能够否
认这些游戏中的虚拟社会由对抗、暴力和欲望主宰，玩家们因此急功近利、恩怨分明、派系
林立、残酷冷漠。这既是游戏的乐趣所在，亦是对人 性弱点的敏锐捕捉。
从《传奇》开始，韩式公会模式深入人心。这种模式极具东方式的家族色彩，对内严格
管理，对外一致作战。行会会长可以自己制定行会会规，可以发出通缉令，与其他行会结盟
或宣战。这种设置便于玩家们结成团体满足自己的战争欲望，同时也确立了集权式的“社会
结构”。
这一社会结构不只存在于虚拟之中。每一个玩家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相当多的行
会成员来自于一个城市甚至同一间网吧。行会内部的利益关系日益复杂， 为了招募新手，
行会可能会送装备、送钱。行会设置很多职位，成员之间等级森严，如同帮会。战争开始时
各成员奋力杀戮，既获得暴力快感，又可以得到战利品， 而战利品又意味着金钱。战利品
的分配亦遵从等级制度。
当韩式网游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至，权力、荣誉和快感都来源于暴力，而暴力的最佳来
源就是金钱。游戏设置亦乐于创造仇恨与贪欲，把玩家分为大大小小的 家族、帮派和国家，
设立各种个人或组织争抢的目标，甚至直接挑起争斗。事实上，这并非《征途》一款游戏之
功或之罪，这种价值指向正是韩式网络游戏的传统精 髓所在。
据说陈天桥在了解了《征途》的模式之后，连夜召开高管会议。会议的结果是《传奇》
全面推行《征途》式的“免费”模式。《征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业界 瞠目结舌的成果，原
先对史玉柱进军网游持嘲笑态度的游戏运营商们，开始纷纷潜心学习他的游戏设置。而征途
网络公司近日已经将新开发的《巨人》投入公测，根 据一句前后矛盾的宣传语，它号称“最
便宜的免费网游”。“《征途》式”网游，“最中国”的网游，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玩家面前。
这款最中国的游戏拥有最中国的玩家。除了《魔兽世界》等少数例子之外，不讲究权力
与等级制度的欧美网游在中国玩家中并不风行。事实上，虚拟世界并不可 以与现实世界简
单对应，电子游戏中的“合法伤害权”亦是必然乐趣之一。问题在于玩家们在追求这种虚拟乐
趣时是否会违背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伦理准则。
==========================================
作者曹筠武是个游戏迷，80 后
这篇报道已经被柱子哥动用关系从网上拿下了
摘自某人 blog:
昨天下午有一段空闲时间，躲在万圣书园的醒客咖啡馆看了两个小时的《南方周末》。
一份能让人花费两个小时的报纸，如今太稀有了，即使是《南方周末》。
看完报纸，我马上给南周的朋友瑞春发去短信(可惜中国移动不解风情，七小时后才显
示发送成功)。短信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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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系统》一文的作者和编者致敬；也向促成其最终发表的力量致敬。
《系统》是该报记者曹筠武采写的一篇特稿，讲述的是网络游戏《征途》如何靠人性的
弱点掘金，毫无疑问，史玉柱同学看了这样的文章会不高兴。他的公司刚 刚与《南方周
末》搞了一个合作，叫“奥运征途”，赞助该报记者寻访历届奥运会举办城市，一路上不是美
金就是欧元，花销不菲。史同学不高兴的后果是什么呢， 以我的小人之心揣度之，就是挥
动大刀，咔嚓一声“秒杀”这个合作（滥用一下游戏术语）。
据我所知，这篇文章也几乎在报社内部就被“秒杀”掉。最终发出来，也是经过了一系列
新闻操守与利益权衡间的博弈的，我那条短信的后半段致敬就是这个原因。
当年我供职这份报纸的时候，史玉柱同学还在卖脑白金呢，该报记者也做了一篇让其无
法高兴的报道，惜乎史同学事先知道了这档子事，后来 GD 省委宣宣施压，报道没发出来。
罗嗦了半天，主题词是“勇气”，发表《系统》这样的特稿，损失的可能不仅是奥运报道
的一笔路费。与该报前段时间报道碧桂园的负面消息一样，除了企业主不会高兴，该报辖区
的某些官员也会跟着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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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s what I'm doing when I don't know what I'm doing." 现在跟朋友吃饭聊天也是
说些对方听不明白我自己也不懂的东西，就是因为我是在 Doing research :)
读完了《美德书》。“人生若只重视情感，就会放任自己；若只苦守理智，就会离群索居。”
谈脾气。我一般平时还是没有脾气的，但有一种情况下脾气不好，就是别人问我比较笨或者
很简单的问题时，我会很容易生气。小时候教弟弟数学，说了一遍还不懂，我就会大骂，现
在有时候妈妈问我一些简单的问题，我也是生气而不是去耐心回答她。现在认识到了这个问
题，就应该去改了。我以前想，既然我跟笨的人相处不好，那以后找个很聪明的女孩就行了，
但现在才意识到，事情不会是我以前想的那样简单，跟笨的人发脾气，这是一个恶因，如果
不改掉，怎么会反而得到跟聪明女孩在一起的善果呢。从来都是恶因得恶果，唐伯虎也会遇
到“实在不甘心一代风流才子居然找个丑老婆”这样的局面，虽然搞笑，但其实是才子都会遇
到的普遍问题。我以前也看到有条件非常好的清华留美人士，40 岁了还在找老婆，其实他
的问题很容易看出来，就是以前脾气不好，这个值得借鉴啊。现在回复邮件，也是一个让自
己脾气好的锻炼，遇到无知，误解，因回复简单而生气的邮件，也是尽量好好处理，把有生
气，嘲笑，反击意味的话去掉。啊，不简单啊，愿我的未来功德保佑我 :)
用色界的东西替代欲界的东西，人会生活得很纯美。徐静蕾和文静都是这样。
看了《时尚先生》杂志：
=====
为重要人物写作的文章往往要从他的历史的某一天说起，所以很多关于张朝阳的文章都是这
样的开场白：“1995 年冬天，当我走下飞机，我的一切只有手中的两个行李箱，那时风很冷
……”
张朝阳觉得他是惟一有资格以教父那样的语气讲述历史的人。和他同时代的风流人物，大多
被大浪淘尽。搜狐十年，几乎是中国 IT 业的一部断代史，无数跟他一时瑜亮，各领风骚的
人物，都到哪里去了？只剩下他犹如冰河世纪最后的猛犸象，身陷疯狂进化的时代，身影越
来越孤单。
=====
啊，很喜欢这样的文章和人物啊。什么时候我也混到用教主的语气讲话啊 :_)
考了 Toefl.
收到以色列青年的邮件，一周后还让我整夜失眠，只睡了三个小时。
=====
Philippe Artsztein <philippeartsztein@hotmail.com>
THIS IS YOUR ANSWER ????? !:
It was simpler to answer:
Next time try to be honest;
185

and write: "NO I DON'T WANT TO HELP YOU."
Angry PHILIPPE - ISRAEL!
=====
虽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如果你没有掌控好，他还是会向你发火：“我找你要鱼你给
我一根钓杆？！”，嗨，他也不知道你的艰难。
=====
Linux i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now why it works.
Mac is for people who don't want to know why it works.
DOS i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now why it does not work.
Windows is for people who don't want to know why it does not work.
=====
花了几个月，减肥成功，由 68kg 降为 64kg，以后多运动，保持标准身材 ：）
Glibc 的作者 Ulrich Drepper 这周给我们上课培训(事后很尊敬他啊)。周二一起参加了
Beijing Linux User Group 的聚会，还邀了 Adrian Smith，他是星际译王用户，说要请我喝
啤酒，就约在一起了。这个聚会挺不错的，主要是外国人，国内的一些 Linux 高手也经常出
现。活动的网址是 http://www.beijinglug.org，我准备以后经常参加来，可以练习口语，学会
交流，还有了解外国文化。晚上几个人的话题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回来后梦见和汤浩对战
红警，战局历历在目，我想我是在怀念青春了，就像大学时怀念童年一样。真挚的友谊，曾
经的热烈的情感，还算有所作为，当然更重要的是，随之开始的一个新的阶段。我们都在体
验着各种各样的生活，也都想做出一番事业，不知道几年后我们会做着怎样的大事 ：）But
that will surely happen!
黑客背单词-0.8.4(逝去的青春)版发布。
请访问： http://reciteword.sourceforge.net
这是一个维护版本。修复了 64 位 CPU 上的编译问题。改进了 Windows 安装程序。
Enjo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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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道的修行，必须“自利利他”，这是大乘佛教伦理道德的中心。…在利益上，具有“世间”
与“出世间”两个向度，大乘行者主要在出世间法上获得利益，从而 在世间法上有所牺牲；所
以，出世间的利益是以圆满人格（即是成佛）为归趣，所以并不适用“手段-目的”的日常用语
脉络。而且，出世间的利益是不可以分配 的，如智慧、能力、德性等。
慈有三缘，一缘众生，二缘于法，三则无缘。……众生缘者，缘于五阴愿与其乐，是名众生
缘。法缘者，缘于众生所需之物而施与之，是名法缘。无缘者缘于如来， 是名无缘。慈者
多缘贫穷众生。如来大师永离贫穷受第一乐。若缘众生则不缘佛。法亦如是。以是义故，缘
如来者名曰无缘。世尊！慈之所缘一切众生，如父母、妻 子、亲属，以是义故，名曰众生
缘。法缘者不见父母、妻子、亲属，见一切法皆从缘生，是名法缘。无缘者不住法相及众生
相，是名无缘。
=====
缘贫穷众生者不缘佛，我现在开发软件弄几百万免费用户，也只是法缘，但如果弄成天天跟
懒惰的小白打交道，每次打开邮箱都二三十封处理不尽，设障于佛缘，那就不好了。现在住
法相，反而弄得容易头脑混乱，看来得开始改变了！纯意识！
=====
儒家吗，人品好，胆子小；道家吗，人品好，爱捣乱；佛家吗，人品好，不干活。
=====
呵呵，胆子小我好像还没有，但大学里确实就是爱捣乱，偏道家，现在工作这段时间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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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活比较感兴趣了，喜欢佛家 ：）
现在对行菩萨道非常感兴趣啊。前一阵一直觉得无所事事，然后反而又忙乱了一阵，现在终
于又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感觉行菩萨道特别适合我的根器 ：）
我所知道的真理：
=====
Don't worry, we will meet all the people that we want or need to meet.
Waste and lack is one.
Things always happen in the best way.
=====
嗯，都是我以前写下来过的话，但因为这几年来一次一次地得到实证，所以在此特别重复强
调一下。比如第一句，我一直经常担心不能遇到我想遇到的那些人，但实际上我还是遇到了，
在你需要或者担心的时候，不久你就会遇到了，所以，don't worry 吧。第二句话非常简单，
但我认为已经达到了缺乏的本质，不缺乏的秘密全部都在这里面了。第三句话也是一次次地
得到了实证，使我能对未来保持积极的态度，这个是在对发生过的事情进行详细的分析后得
到的，从而推知未来也会是这样。比如前一阵我遇到了脖子疲劳，这种生病的事情为什么也
是 happen in the best way 呢？因为生病一方面能够让人思考前因后果从而发现以前的错误，
认识到这是一种恶报或疏忽，另一方面，它也能让上乘行者产生出离心，所以这也是一件好
事，让你向好的方向发展！
发起了出离心！工作的最高境界就这样了（行业第一外企高薪）！
遇到邪法后，不要诅咒别人，因为这只会让自己染上习气。你应该做的是去努力加强自己的
正法。
公司增加了新的办公室，红帽研发中心，在中关村融科资讯中心 C 座。今天上午我们研发组
搬了过来，很宽敞明亮啊！面积是一千平方米。真不错！ ：）
=====
研究佛学，了解小乘佛教的理论，付之实践，可以了生死，达到出世之目的。了解大乘佛教
理论，付之实践，必能激发入世的精神。出世是独善其身的自利行为，结果只能证得清净无
为的涅槃解脱。入世则兼善天下，自利兼他，结果福慧双修，终成佛道。
=====
虽然很有出世到峨眉山修行一年的想法，但看来还是入世好些啊，虽然困难和烦扰多些，但
还是应该去积极面对！
在家办公，花一上午把 StarDict 的 Mac OS X 版弄出来了！终于达到可以跨越三大操作系统
平台了！
看到的保持身材的方法：吃得少而精(有营养)，少吃米饭，加上补品。当然，最重要是保持
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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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源软件和自由软件。遇到不知道源码是什么的人，我就对他说这是开源软件，遇到看
得懂源码但还不知道应去追求自由的人，我就对他说这是自由软件。嗯，随缘说法，引起他
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
周六参加了中国软件技术大会，程勇邀我去的，中午和王开源交流了一下，晚上参加专家沙
龙，认识了 csdn.net，《程序员》杂志的总裁蒋涛，他快 40 岁，但看起来还是 20 多岁的样
子，心态很好，事业有成，很佩服啊，而且金山词霸的早期版本就是他开发的，大家都做过
词典，感觉很亲切 ：）
周二在白夜西餐厅参加聚会，旁边的朋友悄悄为我付了账单，说很早就用我的软件了。呵呵，
终于广结了善缘 ：）
杨朝杰说：前世做了很多好事才能有佛缘。嗯，有道理，所以说佛缘难得啊。
“我不追求物质生活，但我物质生活很好；同样的，我不追求家庭生活，但我的家庭生活也
会很好。”一次在必胜客餐厅请认识的女生吃饭时我如是说，并因此打消了她对我未来家庭
生活的疑虑。
12 月 12 号和程勇一起到北京邮电大学做了一个开源/自由软件讲座，我主要是介绍星际译王。
这里是讲座视频，演示文档和海报。大家见笑了 ：）感谢程勇同志的邀请，还有帮忙宣传
组织的几位同学，以及过来捧场的几个朋友，还有参与录制的同仁 ：）看到学生的体会是，
大学有情。
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应当明白，不是你妈妈让你生气，生气的原因全在于你自己。同样的道
理，当你埋怨别人，产生怨气的时候，你也应该明白，产生怨气的原因并不在别人，而是也
因为你自己。知道这个道理后，就可以慢慢学会不生气和不产生怨气了，因为你要改变的是
你自己。
周五晚上参加 ExoWeb 的 party，玩的筹码游戏很给我启发。获得大的资本后，心不能散漫
而散发一些资金，因为还有另外一两个也获得了大资本的人，你散发资金而别人继续稳步投
资积累资本，最后就你们两个剩下时，对方再利用两三倍的资本优势就很容易把你也吞掉了。
嗯，以后创业一定要注意这点，这是我的一个弱项。
"Doing the right thing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doing the things right", yup, Do one thing,
done it nice, or don't do it.
读完了《万能钥匙》，"The Master Key System"，嗯，这个译本思维清晰和谐一些，花一
天读完后感觉头脑严密多了。
=====
This is the power which is being used by those who do not believe in the virtue of poverty,
or the beauty of self-denial. They perceive that this is the talk of weaklings. 嗯，贫穷的美
德，美丽的自我否定，这些都是应该要避免的东西！
我们施予的越多,我们所得就越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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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常做的几件有意义而且能够受益的事情：稳步地投资和进行消费；参加每次聚会，扩展
自己的社交圈；保持健身和运动；吸收积累财富，权力，佛法等方面的思想。
周六和付超群，高小平(dictman 作者)，石巍等几个朋友一起参加了程勇组织的 Open
Source Camp 活动，玩得比较 happy，同时又新认识了几个圈子里的人。活动举办得非常
好啊，很成功。晚上和一个塔罗牌分析师预测前程，抽到的牌是教主，呵呵，很有意思，跟
我现在的终极目标正好巧合啊 ：）
参加体检的时候，会有很多项目要进行，而先排队做花时间长的大项目的人会最先体检完，
因为等你把大项目做完，再去进行小项目的时候，你会发现小项目早空了，没人排队了，而
那些先排队做小项目的人现在正排着比你开始更长的队伍进行着大项目的体检，所以你轻松
检查完小项目就可以先走了。去游乐园玩也是这样， 上午先排队玩大项目会是最优的选择，
因为虽然一开始排大项目的人会很多，但你会发现到了下午，排大项目的人的队伍会变得更
长，而那些小项目已经基本没什么人排队了，这样你轻松就最先玩完了大多数想玩的项目。
人生的学习排队也会是有这样的最佳策略，年轻的时候先把那些要花四五年时间才能精通的
大项目做完（比如 Linux 操作系统，软件开发技术），再去学习着装打扮这些几个月就能学
会的小项目，你就会最先达到你的人生目标了。而那些开始没学大项目的人，青春过后，会
发现再就很难拿出四五年的时间去学习大项目了，而他/她们以前学的那些小项目，别人会
很快也学会，而且因为别人有了坚实的基础，会做得比他/她们更 好。这就是抓住重点先进
行突破的秘诀了。就像往罐子里装石头和沙子一样，先放大石子，再灌沙子会充实得很满，
而先装沙子再放石头就会有很多空隙不能填满了，而且有的石头也就再也放不进去了。可见，
人生的学习排队策略也应该这样安排，这样才是有智慧的体现。
《自私的基因》
=====
当犹太圣典的编纂人把希伯来文的"年轻妇女"误译成希腊文的"处女"时，我想我们至少可以
说他们的误译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圣典中的预言变成"看哪！一个处女将要受孕并
且要养一个儿子……"。
=====
回顾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之间的友谊，我们从来不曾为了增进我们的友谊而特意去做过什么，
虽然有很多事情增进了我们的友谊，但那可以是结果，却从来都不曾是目的。正因为如此，
我们之间的友谊才没有任何一丝虚假。同样的道理，如果有谁想为培养感情而提议去做些什
么，我都会无情地拒绝，不愿去浪费哪怕任何一点时间。
人潮退尽，大爱无言，不凡无声。 -- 张烨评我的网站，感动 ing~~ ：）
元旦回老家岳阳看望爸爸，沟通交流和了解情况，老爸也都还很好，我就可以放心发展自己
的事了。嗯，把家里的情况都处理好，解决各个大问题。
读完了《权力的 48 条法则》，很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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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了《于丹论语心得》，了解一下 300 万版税收入的书是怎样写的。
http://home.wangjianshuo.com/cn/
=====
在一个不富裕的国家（如中国），最好的生意是“帮人省钱，或者帮人消磨时间（娱乐的价
值）”；在一个富裕的国家（如美国），最好的生意是“帮人省时间（方便的价值），或者帮
人花钱（奢侈品的价值）”。
那天我们在谈市场。我们都知道很多行业里面，市场费用在成本中占了超过一半的比例。比
如说化妆品，再比如说奢侈品。而日用消费品中市场经费的费用也至少有 1/3 之多。老百姓
有一种朴素的观点说，为什么不能把市场经费统统砍掉，这样产品不就可以便宜至少 1/3 吗？
显而易见的结论不见得总是正确的结论。我的答 案是，世界上省掉这 1/3 的广告费用的质量
更好的产品多的是，问题就是，你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而已。
http://home.wangjianshuo.com/cn/20060907_aecaeec.htm 世界不是天才创造的
http://home.wangjianshuo.com/cn/20060822_aeccaecec.htm 世界是由不同的规则构成的
http://home.wangjianshuo.com/cn/20060513_ecieae.htm 对贡献有激情，对回报有信心
http://home.wangjianshuo.com/cn/20050609_aececc.htm 回忆中细节的缺失
回报是贡献影子。我是说，如果安排得得当的话。当一个人奔向太阳的时候，影子会跟着你。
当他追随影子的时候，他将远离太阳，远离光明，最终失去影子。
我的想法是，当一件事情有赖于多于一个人的努力才能成功的话，他成功的可能性就小很多。
有思想的朋友是自己的宝藏。
=====
他博客上的文章都非常好啊，花几天全读完了。我就是擅长全文检索 ：）
http://www.edge.org
=====
When thinking changes your mind, that's philosophy.
When God changes your mind, that's faith.
When facts change your mind, that's science.
=====
《中国惠普前总裁孙振耀谈工作与生活》
=====
一般我们处理的事情分为重要的事情和紧急的事情，如果不做重要的事情就会常常去做紧急
的事情。比如锻炼身体保持健康是重要的事情，而看病则是紧急的事情。 如果不锻炼身体
保持健康，就会常常为了病痛烦恼。又比如防火是重要的事情，而救火是紧急的事情，如果
不注意防火，就要常常救火。
=====
嗯，把重要的事情做好，这样就没有紧急的事情。不重要的事情则慢慢处理，平时学会等待。
这样才能保持有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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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
=====
惠盎见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说者，勇有力也，不说为仁义者也。将
何以教寡人？”惠盎对曰：“臣有道于此，使人虽勇，刺之不入；虽有 力，击之弗中。大王独
无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闻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击之不中，此犹辱也。
臣有道于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有力，弗敢 击。夫弗敢，非无其志也。臣有道于此，使
人本无其志也。夫无其志也，未有爱利之心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
爱利之。此其贤于勇有力也， 四累之上也。大王独无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
也。”惠盎对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
踵而愿安 之。今王，万乘之主也；诚有其志，则四竟之内，皆得其利矣。其贤于孔墨也远
矣。”宋王无以应。惠盎趋而出。宋王谓左右曰：“辩矣，客之以说服寡人也！”
=====
有因缘造作之法，叫做“有为法”，无因缘造作之法，即叫做“无为法”，也叫做“真如实相”。
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缘灭则法灭，正因为如此，一切有为法都会灭掉，是非成败转头
空。这也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原因。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旧软件，
书籍，其中是包含法的，有道理也曾有作用，但现在都在慢慢灭掉，就是因为它们因之而生
的缘正在逐渐消失。
物质决定意识：“负面情绪通常和身体器官的物理状态有关。”
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水结晶，舍利。
今生聋哑为何因，前世恶口骂双亲。 -《佛说三世因果经》
虚言折尽平生福——谎什么。 -《济公活佛圣训》
以错为对，畜生道也。
“心是一期果报之主”。一期：人的一生，或生物的一度生死。
源码就是软件的法啊，开源就是传法！
知法不传法，则会有不好的果报。
欲界六重天中，第五重：“乐变化天，天神可凭神通，随时变化出各种声色五欲，供自己享
用”，第六重：“他化自在天，天神可夺取其他天神变化出的声色五欲供自己享用”，这就是剥
削的原理了，在欲界里，第五重天已经是很高的了，可以创造出财富供自己享用，但夺取财
富的人却是更厉害的，属于第六重天，也就是老板比打工的人更厉害，CEO 比白领厉害，
如果你想逃出这类局面，解决方案自然就是脱离欲界，提升到色界了。顺便说一下，很多人
初听到“色界”这个词，以为是好色的色，其实它更多是指颜色的色，因为色界是指脱离了淫
食二欲。比如漂亮的手机，美丽的高楼大厦对你有吸引力，手机，高楼大厦这些美丽的色的
背后，就是计算机科学，建筑学这些法，色都是由法产生的，这也就是色界以法喜禅悦为食
的原因。
“圣人至常”，嗯，记住了。随时都要努力保持正常美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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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章 发菩提心，行菩萨道
满 25 岁了，哎。
要搬走的时候，邻居搬进来了一个清华女生，因此很幸运地认识了。短短的一周里，每次聊
天都是两三个小时，相谈甚欢，大家都说话很快，呵呵。她也说认识我是极其意外的收获。
贴照片 ：）

《平常道》
=====
那么天赋从何而来？苏东坡的一句话让我们解开了“扣子”：“书到此生读已迟”。
据说爱因斯坦临死前曾经警告人类：千万别对外星生物开火。也许大智慧的他已经明白了这
一点，在三界中，掌握了飞船、原子弹的欲界天生命，能力是最微不足道的。
=====
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胡适也提到过他觉得一些和尚道士是“认真做假”。但佛教又以
“不妄语”为戒。真真假假，如何区别呢。我的体会是，要想建立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比如
佛法，科学，其过程中就不能有假，就像建一个一百层的高楼大厦一样，如果中间有一层参
了假钢筋，则大厦必倒。我以前也尝试过建立理论体系，虽然也是不说假话，但后来把一些
缺少全面信息而推出来的论点也先认为是 True 了，然后就犯了错误，前后多余耗费了一年。
而佛法大厦非常高，理论也非常精深，因此我相信它的各层应该是没参假的。
据说修到八地菩萨后说的才是相对的正法，而我现在说的也都相对不是正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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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般若。
尼采的思想很精进，但缺少了禅定，所以容易走向疯狂。

现代社会，已经把人变成了蚂蚁。哎，我们这些工蚁们啊 :)
相对于恐龙，人类是非常柔弱的。但刚强到极致的恐龙却是灭绝了。即使这两个物种相遇，
胜利的也肯定会是人类。这就是柔弱胜刚强的一个极致的例子。我们想象中的智慧的外星人，
也是有着比人类更加柔弱的身体。擅长锻炼和保养身体的人，也是会让自己的身体保持柔弱
的状态。
大象是不是柱子，佛教是不是统治。
所谓爽，很 High，只不过是提前消费快乐罢了，从第二天的疲劳你就会了解得到。就像办
了信用卡，可以提前消费，但并不是增加了你的财富。如果随意刷卡，或者太过度玩乐，就
会导致麻烦(由浪费而产生缺乏)，而得不偿失了。
“造业之后，其业种落谢回根本识中，永持不坏，为有自心流注故。”
=====
“爱情”堪称具足了贪、嗔、痴、慢、疑五毒的模范标本。
正所谓“读通文学史，一世不发痴。”
=====
“胡正，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吗？”“我不是善良的人，我是善优的人，你是良，我是优 ：）” 呵
呵，其实葛优就是一个善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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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宣传电影《秘密-引力法则》，嗯，以后多想象美好的情境，这样就更容易变为现实，
而不要想象或预期不好的遭遇。虽然做决策时也要考虑最坏的情况 ：）
参加中国 Linux 扩充标准会议：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很简单，把复杂的事情弄简单很复杂。
专家博士们喜欢讨论的是：在不统一使用 UTF-8 编码的情况下解决中文文件名乱码问题很
复杂。而我们在发行版中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统一使用 UTF-8 编码不就行了吗？很直接
简单啊。他们天天研究的问题是：在不开放源码的情况下编译和发布驱动程序有很多麻烦，
我们的方案很简单：开放源码集成进内核不就解决了吗？他们的想法是，这些问题很复杂，
让我们继续研究讨论，这样就有课题费，有闲事做，也有饭吃。哎，白发苍苍的人，为什么
不做些真正复杂的把复杂问题弄简单的事情呢？不要虚度时光，浪费美好人生啊。
周末和程勇几个人一起聚餐，和 Intel 的赵莹莹，IBM 的李蕾 MM 一起，呵呵，很 Nice，相
互的交流也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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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四章
附录一

First Love 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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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二 毛怡婷

附录二

毛怡婷

2003.11.29
跳舞时看到四个女孩，其中一个就是她, 注意到她也喜欢玩小孩子的动作，然后我就也挤进
去加入了，戴着手套晃手玩，不过有个动作让我感到她很欣赏自己的身材，当时双方用天真
的眼睛对视了一下，相互不服，想象她以后会被现实打击。
2004.3.20
我把帽子反戴时发现了她的眼光，和另外两个女孩在旁边，穿着小孩般的衣服，戴着一个项
链，被同行的女孩拉着走，走时她穿上外套，没机会认识她。
2004.3.27
她果然来了，和两个男孩一起，普通装束，分叉发型，我戴了墨镜，超酷打扮，送出三本书，
要送给她那本时已经迟了，她赶紧走了。
2004.4.3
星期六去跳舞，又遇到了，得到何邦君电话号码,他说他是大四(得知她应该也是大四)，微电
子，送书失败(知道我已经有线索了)。
2004.4.4
邀何邦君出来，他请我喝水，我把我的第二本书送给了他，得知她姓毛，准备去法国。
2004.4.9
她改成星期五去跳舞，何邦君说你就坐在那里然后独自走了，她就也出来了，还被弄哭了。
2004.4.10
我邀何邦君吃晚饭，聊天。何邦君生日是 82 年 12 月 31(?)，然后去跳舞，果然没在。
-网上搜何邦君，搜到“大三，青岛”。搜数据库，大四数据库里没何邦君。
2004.4.13
打电话到他寝室想知道他寝室地址，失败了，跑步，理发。
-然后买了个书包经常去西区上自习，在西区餐厅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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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4.14
邀何邦君吃火锅。要他帮忙送书。
2004.4.15
滑冰碰到何邦君，催他送书。
2004.4.16
她，何邦君，去跳舞。我的书何邦君帮忙送给她了。
2004.4.19
感冒了，生命不可承受之轻。
2004.4.23
去跳舞，直发打扮，碰了她手一下，她颤着缩回了手。我看她的手，她就利用机会看别人，
给我机会拉手似的，我盯了一会儿结果让何邦君打断了，然后坐在那里，我起身她就开始摸
鼻子(后来才想通这个动作的原因)，应该是给我机会碰她的手。
2004.4.30
晚上去跳舞没看见她，去找何邦君喝水，说她回家去了。确认何邦君是大三。她生日是 81
年 8 月。说送书很难，最后从门缝里塞进去的。说她坏话。
2004.5.1
晚上继续去舞厅，弄到何邦君寝室号码，确认她确实回家了。挺会躲我的，知道我五一想和
她一起去旅游 :)
2004.5.3
和何邦君喝酒。得知她家里在陕西。主动追何邦君，“你电话多少(怕对方没手机，善解人
意)”，“你是说手机吧？”要生两个小孩，成绩很好，被保研，看很多书，不怎么上网，喜欢
户外运动，逛公园，超有自信，自认为是个大美女 :) 他最后还说到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2004.5.7
在电脑上查到她的资料，发了两个短信给她，"我只爱你. :-)", "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胡正，明
天见面吧 :-)", 晚上打电话发现号码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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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毛怡婷
2004.5.8
晚上到了 9:30 不知不觉想她，去找何邦君，不在，在外面走，看楼上跳舞的地方没有灯，
然后发现两个女孩坐在灯下，两人眼睛直对着看了一会，她太美了，不过我要花一些时间确
实是不是她，然后绕到花地后面，看了她的发型和背影，在旁边坐了一会，再走过去，她们
两人已经走了，也就确定是她了。心灵感应太神奇了，没想到昨天说要见面今天真的见面了。

2004.5.15
一直在找她，今天晚上查到了她的寝室号码，守门的管理员帮忙上去叫了一次，虽然没见面，
心终于又联系上了 ：)
2004.5.18
晚上送花给她。看到了她回来，然后托人把花送了上去。
2004.5.20
发现送的花被拿了下来，不过最终还是送上去了。
之后写了封信，闯女生宿舍楼交给了她。后来据说她去了法国，何邦君也断了和她的联系，
我就没法知道她了。毕业工作半年后认识了洪敏，她们也相互认识，不过，算是留下了一段
回忆吧。一个没有伤害过我的女孩 ：）
=====
毛怡婷：
你好。写这封信主要是想消除我们之间的一些可能的误解，再就是希望相互能有更多的了
解。从三月二十号见面，后面几周一直在惊喜之中，经过好多努力终于知道了联系方式，还
有后面的几次接触，以及通过何邦君来探求你的信息，心情经历了很多的变化，欣喜，悲伤，
还有因思恋而起的心灵的痛苦和幸福，再就是五一那几天里一直在思考和回忆跟你每次接触
的每一个细节，最后五月八号晚上的看似出于偶然的相遇，那种因心灵相通和感应而产生的
最美的情景刻入了我的心中，我知道我以后永远也不会忘记。后来几天跟何邦君聊天，慢慢
地了解他了，他是属于那种只有一半心灵的人，因此没法理解别人的深切情感，而且有撒谎
的习惯，他没法了解你，就顺便说了些你的坏话，而我和他聊天时为了多套些信息就也不自
觉地调整自己，让他感觉我和他是同一类人，这样才会感觉谈得投机而他也会多说出些话，
我也是因此说了些敷衍他的话，他听了后会信以为真，而这些话你得知后很可能会造成你对
我的一些误解，你那边也是一样，你对他说的一些话也引起了我的深刻的怀疑，再加上我和
你接触时相互都很紧张，因紧张或感情激烈而做出的一些细微的动作或行为往往也是会造成
怀疑和误解的，最后就是我俩也是在一直不断地测试着对方，相互测试又是很容易造成误解
和冲突。前些天就对你误解很深，因为有太多的怀疑，不过这几天经常平静地想着，慢慢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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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之前发生的那些事。回想前面两个月跟你的接触，在内心里发生了好多故事，那时候真
的爱得很深。经历这些事后我也因此对感情有了更深的理解和体会，我希望最近能和你一起
出来谈一下，无论是作为情人还是朋友，我想我们都是有很多话说的。能认识你真是我的幸
运，希望你不要拒绝，也不要总是躲避着我了，相识这么久，再随便聊聊相互了解下也是应
该的。这学期就快完了，你马上就要毕业，我自己身上也总是经常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以
后会发生些什么总是无法估计，无论如何，我希望至少能和你一直保持联系，经常聊聊。能
够理解自己的人总是很珍贵的，而且相识实在不容易。
我的联系方式是:
邮箱: huzheng_001@163.com
主页: http://forlinux.yeah.net
QQ: 1706932
寝室电话: 028-85411407
手机: 13688409650
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直接回复到我的邮箱，或者发短信，我想就明天一起吃晚饭吧。我知道
你可以体会到我的诚意，希望你也真诚地对待我这次的邀请，无言的分离往往是最令人难以
承受的，我不希望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最终成为一个个美丽的幻影，那样以后迟早会深切心痛
的，因为曾经真挚地付出过好多心血。
胡正
2004.6.3
=====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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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那无知幼稚而疯狂的爱

2007 年 9 月 13 日 整理

寄信人: huzheng (妖光)
标 题: hi :)
发信站: 四川大学蓝色星空站 (2003 年 05 月 23 日 23:24:31 星期五)
来 源: 川大北门邮局
hi :)
呵呵,陌生人来信 :)
虽然你不认识我不过我们打过招呼,今天晚上又看到你了,你跳舞水平好高呀,我不会跳呀,
能不能教教我呀 :_)
呵呵,从朋友得知你是 feeling 版版主,仰慕 ing :) 我是 linux 版版主,站友哈 :)
很高兴认识你 :)
-※ 来源:·四川大学蓝色星空站 SCU.cn-bbs.org·[FROM: ☆]
寄信人: icelotus (清水芙蓉·宁馨儿)
标 题: Re: hi :)
发信站: 四川大学蓝色星空站 (2003 年 05 月 24 日 08:19:51 星期六)
来 源: 川大北门邮局
呵呵 过奖了呀:)
也很高兴认识你,
寄信人: icelotus (清水芙蓉·宁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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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hi :_)
发信站: 四川大学蓝色星空站 (2003 年 05 月 25 日 13:39:52 星期天)
来 源: 川大北门邮局
呵呵 好的,你说这么诚恳 我怎么好意思拒绝
【 在 huzheng (妖光) 的来信中提到: 】
: hi,昨天玩得开心吧 :)
: 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吃饭哈 :) 你不会犹豫不决拖拖拉拉最后拒绝吧? :_)
: 我们结识朋友一般都是先一起吃顿饭 :)
: 看你什么时候有空有心情 :) 不习惯也没事 :)

-·· ▁▁

·.

◢◣∵◢◤ ╯

·. ●..

▕ ▔ ╰ ◢██◣▔▔▔▔▔▔▔▔▔▔▔▔▔▔▔▔▔▔▔▏●
▕▔ ヾ ◤◥▼

自清水而来，抚去粉饰，幽然绽放， ▏ ●.

▕ ゞ ╰ ◥ 扬起淡淡清香。

Icelotus

▁·●

▕▁▁▁▁▁▁▁▁▁▁▁▁▁▁▁▁▁▁▁▁▁▁▁▁▁◤●·
※ 来源:·四川大学蓝色星空站 SCU.cn-bbs.org·[FROM: ☆]
寄信人: icelotus (清水芙蓉·宁馨儿)
标 题: Re: hi
发信站: 四川大学蓝色星空站 (2003 年 05 月 25 日 20:44:35 星期天)
来 源: 川大北门邮局
呵呵:)
【 在 huzheng (妖光) 的来信中提到: 】
: :) 感觉应该说点什么,不过也没什么 :) 今晚和你一起吃饭...很不错 :)
寄信人: huzheng (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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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hi :)
发信站: 四川大学蓝色星空站 (2003 年 06 月 01 日 22:06:57 星期天)
来 源: 川大北门邮局
呵呵,今天发布了星际译王 2.2.0, 接下来的一个月得应付期末考试了,因此这个算是一
个总结性的版本 :)
这个版本有点特别 :_) 启动时会出现一个 splash 画面, 左边是一朵莲花,右上方是
StarDict 2.2.0,右下方写了"devote to icelotus", 呵呵,献给你的 :_) 弄这幅图花了
我不少精力呢 :) 以后全球的几十万星际译王用户每天早上打开电脑启动星际译王时屏
幕上都出现这个画面啦 :)
呵呵,这软件是 linux 下才能运行,你看什么时候装个 Redhat linux 9 用一下呀,我提供技
术支持 :)
软件主页在这里: http://stardict.cosoft.org.cn
呵呵,现在比较累,不过很开心 :_) 我先躺一下去 :)
寄信人: huzheng (妖光)
标 题: 昨天没什么
发信站: 四川大学蓝色星空站 (2003 年 06 月 13 日 11:27:19 星期五)
来 源: 川大北门邮局
昨天中午回来我笑着和寝室同学打招呼的时候,他们都用悲伤而同情的眼神看着我.
那篇文章的情节全部来源一个梦,而文章本身我也是当作一篇奇幻小说来写的,并不是一封
情书.我本来就准备只是发在原创版,不过寝室同学知道后就好心帮我转到 Feeling,还在上
面灌了一上午.
太意外了,我没想到会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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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19 天呀,就这样乱乱收场了?
拒绝我,当面对我说.
其实,认识你,我已经很满足了.我以前以为大学四年会就那样什么都没发生,那才是我无法
承受的.
那天上午坐到你身边,是很鲁莽,我也有这种感受,有时候就想一个人,不想被人打扰,无论
是谁.
昨天没什么,我没买酒喝,没跑到外面蹦迪,都是像平常那样.
我还需要两年的时间完善自己,然后才会写那封情书.
别说迟早都会怎样,对我来说,这不一样.
没什么,一切都还是原来那样,不是吗?
这封信不用回复 :)
=====
my_story_with_icelotus
2001.12.28 参加蓝色星空 BBS 聚会，看到她的身影。
2003.05.02 晚上去健身时发现有露天舞会，因为非典学校活动中心关闭了，因此 BBS 上有
人组织了露天舞会。在跳舞的人群中看到了她。
后面几周，我经常去露天舞会。后来田浩也来玩，他认识了她。
2003.05.16 又是星期五的舞会，田浩介绍我认识了她，我只是经过，和她打了下招呼又走
了。
2003.05.23 今晚跳完舞后和田浩一起回去时他告诉我她在 BBS 上网名是清水芙蓉，是
Feeling 版的斑竹。回寝室后我去搜索她的文章看，停电前发了封交友信。晚上躺在床上笑
着，面部肌肉都笑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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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发信邀请她明天一起吃晚饭。
25.中午收到回复，她答应了。于是联系，得知了她住在西区，建筑与环境系，还交换了寝
室电话，手机，qq 号码。晚上一起吃晚饭。吃饭前下了一会雨。她穿着裙子。我和她在北
苑餐厅三楼外面阳台最里面的一桌。吹着微风，有些清香。吃的炒饭，她最开始到我的碗里
舀了些饭尝尝。随便聊了些。当两个人一起低头扒饭时。。。觉得意境挺美的。
30.晚上去跳舞，看到她来后开始和别人一起跳舞。我和田浩靠在旁边看，没和她打招呼。
发现自己开始喜欢她了。
06.01. 星际译王 2.2.0 发布，加了一个启动画面，图片左边是一朵莲花，右上方是“StarDict2.2.0”,又下方是“devote to icelotus”.晚上我写信告诉她我把 StarDict-2.2.0 献给她，她没有回
复。
04.明天要给班上同学做 Linux 讲座，我发了短信给她，没有回复，在 BBS 上也发了邮件给
她。以为她不会来，晚上很失落。
05.上午去做讲座。到基础教学楼的时候看到她在四楼的阳台上，很高兴。讲座的时候几次
移动目光去看她，她一般都是抬头看着我。讲座完了她上来和我谈了几句就说先走了。
06.晚上去跳舞。邀请她跳舞，不过没跳成，因为我不会，她不习惯教。不过手还是搂了她
背一下。邀请她吃刨冰，她用手垫着下巴趴在桌边上，觉得她很可爱啊。
7.晚上去健身时看到她和一个男生走在一起。我难过了一天。已经很喜欢她了。
11.晚上写了篇奇幻小说《前生的呼唤》并贴到了 bbs 上。
12.今天中午回来笑着和寝室同学打招呼的时候，他们都用悲伤而同情的眼神看着我。
发邮件给她，推荐看《黄金时代》，没有收到回复。
17.洗头发，在手龙头下冲水时眼睛湿了。
19.晚上在寝室里默默地看着黑暗的窗外。
22.跳舞。
23.帮忙编程序。明星写了封信。
标 题: 一点建议
24.明星收到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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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ike icelotus-> i love Hu Yan
=====
love letters to icelotus
2003.10.26
The reason for publish these mail here is described in "The utmost truth of human". You
will find many false case in these mail, but i have already explained the reason, why my
artiles like jokes etc, and i like brag when i chat with my girl :_) Yes, if only reading, you will
only find the false, only by thinking, you can get the truth, and can easily distinguish them,
which are the truth i write, which are the false i add for purpose. The reason why i add
these false is alike why i write these mail in Chinese to her.
=====
送花记
2003.11.02
晚上 7 点买了 99 朵玫瑰，回来路上脸颊都滴汗了。
8 点发短信: 小可爱，神经病买了很多花送给你，正站在宿舍楼下呢，你快下来吧:-)
等了十分钟没出来，打寝室电话也不接，郁闷地回寝室了。
学了两个小时德语。
10 点，发短信:"对不起，花你一分钟好吗?" 眼泪开始要在眼睛里打转了。
11 点打电话:
"你收到我的短信了吧，噢，那是了，你是不是第一次别人送花给你？"
"什么什么，去死吧。"
"那你知不知道这样做很伤人自尊?"
"谁叫你那样,哼哼，不说了"
她说话的语气很轻，听起来还是很柔，并不像文字表达的那样。
又郁闷了一会儿。
11:30 发短信：算了算了，我现在又到你宿舍楼下了，你出来一下吧，交给你我马上就走，
不要把结局弄太郁闷:-(
你可真酷呀，向来都是我打击别人的。我把花放到值班室了，我走人了，你明天早上来拿好
了。
==============================
寄信人: huzheng (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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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我们未来的生活
发信站: 四川大学蓝色星空站 (Mon Nov 3 11:34:38 2003)
来 源: 211.83.116.160
昨天送花还真艰辛呀，不过还好你现在拿到了吧，我把花放到值班室了 :) 送花的经历还不错
的，买了花捧回来的时候脸颊都滴汗了，八点多站在那里的时候看着胸前的那么大一束花感
觉自己整个心都是这样掏了出来了 :) 然后郁闷地回寝室学了两个小时德语，到了晚上终于算
把花送出去了，晚上躺在床上回想起来就很开心了，想不到心情这样起起落落几次，不过最
后总是开心的 :)
呵呵，想到什么就跟你说些什么吧 :) 昨天你开始可真是把我打击了，我发对不起那条短信的
时候真的是眼泪在眼睛里打转了呢，当时可是全身心投入的，不过后来想来还是很开心地笑
了,怎么也算送花成功了吧 :) 还好是被我的 MM(呜呜，你又嘟着嘴巴了吧)打击呢，呵呵，我
平时专打击别人的，被你打击下也好，呵呵，你发现没有，我的帖子在 Feeling 版全被删了，
这几天也没见发帖了，实际上就是前几天我把 BBS 站长打击了一顿，那天他一回寝室就把
我的文章全删了，还抱定决心见到我的文章马上就删，估计把这个精神也传达了下去 :) 那天
我在 Feeling 版发了"我来扰乱 Feeling 版的原因"，结果被 lotusin 删了发到我邮箱，我就答
应了他的建议第二天见面聊聊，其实是我决定打击他一顿，他第二天中午他到了我寝室,还
带了本电脑书本来打算请教一下我这个中国 Linux 第一高手，好顺便交个朋友，结果我正在
写论文，还要他别看以免打扰我，十分钟后一起去吃饭就开始打击他了，就是，"我知道你
在想什么？我的思想包含了你的思想." "那我在想什么?" "你没有在想什么,你没有在思考,你
只是在矩阵里维持一个角色." "我任何方面都比你优秀, 文学,艺术,科学,哲学, 噢, 电脑的各个
分支我也全都比你懂, 计算机理论体系的英文原版书我看了一二十本,连 CPU 的一个指令涉
及到的逻辑电路我都知道" "你知道在我眼里你属于身体病态的那种，你也知道我的那句话,
病态的身体产生病态的思想", 等等，反正最后他被我说走了我就跟朋友蔡立在那宣传我的天
才教了，呵呵，其实我也知道我打击得有点过分,我其实也很少打击人的，可是，谁叫他删
我我写给我 MM(喔喔, 你别打我, 我投降)的情书的。呵呵，胡琰，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是有些
年幼猖狂，可我就怕你了，还记得吗？你以前说自己不是女强人，我说你只是还没发现自己
的强罢了，你现在大概知道了一点吧，能把我弄得眼泪打转的人是够强的，你也知道一般美
女我看都不看一眼的 :) 那些女强人实际上是拿自己的弱处去逞强，感觉就像注射雄性激素长
了肌肉去参加拳击一样，一些年后才发现是错了。你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强的人了，我昨天真
的完全被你击垮了 :) 还好还好，现在又在这快乐又稍稍嚣张地写信了,呵呵，你原谅原谅我
一下哈，看在我送花给你的份上吧，那花代表我的心的 :) 呵呵，想起有点划不来哈,下次偷
偷亲你一下才好 :_)
胡琰，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爱你吗? 或者说愿意把从初恋(认真的讲你确实是我的初恋)到今
后一生的感情都投入你身上吗？甚至在被你打击这么多次后都是重新来越来越爱你吗？我说
给你听好了 :) 我看了你写的全部文章，还保存到自己电脑上了，以前我读的时候看到你把感
情投入到其他男孩身上几乎感到要冷得窒息,可这几天，特别是这些天思考后，当我把你文
章又全部看一遍后，我感觉自己心里泛起了无数的爱，全部都投入你身上了。因为我读这些
文章的时候，我看到你把感情全部地投入付出的时候，我感到了你的真。真，这个东西现在
真的很少见了，正因为你的真，你投入了全部的感情，因此你在"冷"那篇文章里说穿着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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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短裙出去的时候，我能从内心感觉到你的冷，因为我的感情也是很真，因此也就明白这
种冷。也因为这样，我爱你了，我决定把自己的爱全部给你，来填充你的冷。你说爱就像一
桶水，泼出去一点就少一点，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每次把心中的爱全泼出去后，是会冷一段
时间，可是，如果是真爱，爱又会在心里产生，越来越多，越来越激荡。爱是温暖的，爱能
给人温暖，也能让自己温暖，含着爱的心是温暖的，这也是我每次被你拒绝过一阵又可以开
开心心的原因 :_)
你知道我为什么被你拒绝这么多次都还是继续吗?像上次都伤心到研究哲学去了，呵呵，其
实，是因为，我发现你对我太重要了，你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你也发现了吧，认识你之
后，我进步了好多了，文学，艺术，各方各面，都一下子非常快地进步，变得几乎是博学了，
然后终于融汇起来开始了哲学，你已经改变了我的人生，如果没有认识你，我很可能只是一
个水平很高的电脑黑客，无法明白人生的真谛。我以后会走一个哲学家的道路了，这是我最
大的进步，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认识你，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是我最大的幸运。
其实我现在能这样鼓起勇气地去努力，去奋斗,去努力的研究哲学想造福人类都是因为你,都
是因为你,没有你，我不会接触哲学，也不敢走这条路,就像科学可以造福人类一样，哲学也
是，我要利用我的哲学思想指导我的人生道路，让我的幸福(我跟你的幸福，呵呵)显示给每
个人看，告诉他们怎样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研究哲学就像马拉松长跑,看起来比 100 米短
跑悠闲,实际上却是最难的,没有你,我没法跑完这条人生道路。
哲学家的人生是幸福的，并不是一般人想的那样痛苦地思考一辈子，至少我的不是。我现在
是这样设计的。接下来两年里，我继续研究哲学，看很多哲学书，写很多的思考笔记，学多
国语言，我想两个月后我就可以掌握初级德语吧，然后马上又开始学法语，两年后，我精通
的语言应该有很多。两年后我就到德国去，那时候按我的实力，出国肯定是没一点问题了，
到了国外的哲学系，我的哲学功底应该压得住教授，也就是说我可以天天出去，把整个欧洲
游历一遍，在欧洲待两年后，可以看情况到美国去待一年之类的，最后，到澳洲去,而且到
那里定居，因为澳大利亚没有历史，只有未来,如果你认真观察的话就会发现现在很多哲学
家,艺术家,电脑黑客之类都移民到澳洲了，因为那里的自然环境很好，去的人都是一些素质
比较高的人，比较有利于发展。呵呵，还挺美的吧，不过应该都可以实现的 :) 当然，这些里
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元素我还没说，那就是我要跟你在一起,是的，我要带你到欧洲去，一
起看美丽的莱茵河边的葡萄园，看欧洲美丽的教堂和古堡，以后我要跟你在澳洲生活，过你
所想过的那种平淡的生活。胡琰，你也许觉得这些都很美，可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并不是
美梦，只有我们努力就都可以实现，很多人现在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们也有这种实力,毕
竟,你也知道,我也还是有些实力的,你也是，你很多方面非常强,比我强,只是你还没开始发现
自己的强,就像我也是最近才开始号称天才一样 :_) 学了德语到德国去就比较容易了，女孩子
学外语本来就比男孩有天赋,等我学了些后指导你开始一下后你就可以学得很快了,而我学德
语什么的也没问题,因为我现在已经锻炼出了很强的毅力,可以很容易地做到每天坚持学几个
小时之类.到了澳洲,我们可以过那种种一大片葡萄园之类的生活, 享受劳动和丰收的快乐(这
才是生活的真谛)，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过很丰富的精神生活,我可以在那里作为一个哲学
家,读书,写作，你也可以当文学家,做自己爱好的事之类。你很可能发现,你的一个邻居，很可
能就是一名艺术家.是的，这样的生活才是平淡的生活,像以前你所想的在国内政府工作,那种
生活不可能平淡,因为你周围基本上是一些平庸的人，他们勾心斗角,你不参加他们也会影响
你,不会让你过平淡的生活. 胡琰,你也许觉得我说的话总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可你也知道我
的话里有很多是真的，我实际上就是在按照自己说的在做,比如我现在在学德语,这就是真的,
我的桌子上就摆了两本厚厚的德语书。你也知道我是一个有理想,有梦的男孩,而且,我也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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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实际际地在追求着自己的梦,谁说梦不能实现呢?很多人的梦不都是实现了吗?很多人不是
已经过着那样幸福的生活了吗?只要努力,梦真的都是可以实现的.平淡的生活其实是很多人想
要过的,可平淡的生活并不是不用付出努力就会得来的,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放弃了自己
的梦,放弃了自己的爱情,以后跟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结了婚,心灵被金钱和社会的黑暗面磨损了,
再也没法感受细微的美丽的情感,再也没法体验平淡的生活.胡琰,我也知道,你也是一个有梦的
女孩,你也是在一直追求着自己的梦,这两年你就是一直在追求着自己的梦,可能你现在感觉心
冷了,可千万不要放弃你的梦!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其实,我能说这些,与我的一些经历是有关
的，我开发了星际译王,全球都有用户,协助开发的人很多,这样认识了很多国外的人，我认识
美国斯坦福学校的学生,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学生,一些国外大学的教授，这样我就了解
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人生观了,我的好朋友汤浩在比利时,因此我通过他了解到了国外的一
些文化和思想,我就知道出国,移居这样的事实际上是很平常的事,每年移居到澳洲的人都是非
常多呢,是的,我虽然也在川大,可我看到的这个世界要比一般人大得多，也就知道自己可以去
实现自己的梦想.
胡琰，让我们努力吧，梦想真的可以实现的.
呵呵，就说这么多了。小可爱，我爱你 :)
哈哈，每次我的信件可能都是像我上次说的那样有点瞎吹瞎说，你谅解一下哈 :)
对了，还顺便跟你说一个事,我的那十来篇哲学论文发到国外一个哲学论坛后,有人认真的读
了，他说了这些话:
huzheng, your shining, your love, which you know before all others, will form the wedding
procession around yourself and icelotus, you need not know the procession at all.
Force of happiness!
是的，认真地读我的文章的人，用心体会我的文章的人，都可以读出我对你的爱 :) 我真的开
始想像我们的婚礼,我牵着芙蓉妹妹的手，那些 Linux 界呀,哲学界的朋友呀,还要我们天才教
的教徒(实际上就是我的一些好朋友)呀,都来参加我俩的婚礼,呵呵...
哈哈，我闪 :)
==============================
2003.11.3 14:46
想了下两年后我俩到欧洲去的步骤
呵呵，我都是说真的哈.
我想了下，去欧洲的话,生活费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毕竟我算是中国 Linux 第 n 强高手了,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很强的 Linux 公司,欧洲范围内就有德国的 SUSE Linux,法国有 Mandrank
Linux，他们的产品都是全球化的, SUSE Linux 在欧洲最流行, Mandrank Linux 在全世界最
受欢迎,国内都有很多人用的 Mandrank，我到了那些国家，随便说说就可以知道我的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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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了，加上我是中国人，至少可以帮助他们开拓中国市场，因此像我要找工作非常简单,
到那个国家最大的 Linux 公司去就行了,不用洗盘子了 :) 另一方面,就是要多懂几种语言，这
个还有两年时间,容易做到,我现在英语已经差不多是完美水平了,要学新的语言就容易了,呵呵，
你英语肯定也很好吧,至少六级应该比我高 :) 再就是,必须把个人的素质提高,在国外,对中国
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种是那种花钱盲目地买过去的,他们能力很差,面对英文的学科全
都不及格,等挂多了就没了留学资格,也就成了非法居民,基本上天天只顾谋生了,因此被外国人
非常看不起,再另一种就是那种中国的精英型了,现在汤浩就是这样混的,英语和荷兰语都超好，
学科成绩(Engineering)也超好,平时很少跟普通外国人说话,偶尔说也是毛泽东那种语气,非常
酷 :) 呵呵，个人素质其实是一种整体素质,一般都是花几年的时间慢慢培养出来的,比如多看
文学书,听古典音乐(别听王菲的了,我和汤浩五年前也是听这个,得超越流行音乐这个层次)，
锻炼身体,培养一些擅长的娱乐运动,再就是培养一个特长,用以谋生. 呵呵，胡琰,其实你现在
这些都是很好了,你的气质已经很迷人了 :_) 如果你成了我 MM 那就更方便了，两个人一起学
一起进步，那样速度超快 :) 再就是学校 BBS 可以少参与一下了,毕竟玩多了会发现上面大多
数都是些无聊混时间的人,超越这个层次是迟早的事.呵呵，我现在就是差不多在 BBS 上消失
了,打个哲学比喻哈,就是大家实际上是在一个高高的容器里,如果你跳了半米他们就说你是高
手，你跳过了半米他们就说你是天才,等你跳出去的时候,他们就看不见你了 :) 其实你也可以
看到,一些高人就是这样,像 faithmumu 她们,现在都是只偶尔发些帖了 :)
每次对你说起什么都是一大堆呀 :) 爱你爱不完 :_)
胡琰,我说的这些我都是当真的哈,我说到欧洲去就是真的要去,这并不是什么很罕见很难的事,
我好朋友汤浩就在比利时,我堂弟胡勇就在英国,真的，这些对我来说都几乎是必然的事,我现
在就是在一步一步冷静地实行着,胡琰,跟我走吧,我爱你 :)
过两个月在你面前炫耀我的德语来 :) 胡琰,你也要加油哈! :)
=============================
读"秋天雨季的女人"有感。
2003.11.06
昨天晚上读了你写的"秋天雨季的女人"这篇文章,读了一点,没有读完。晚上我整个的情绪都
被这篇文章扰乱了,跑步的时候有气愤和失落的感觉,晚上学德语也弄得沉不进去,很想跟你写
信,不过还是想等过了一晚上不那么情绪化了再跟你写吧.早上我再认真读了一遍,还是那样的
感觉,读完这封信你就会明白了吧.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是真的,不是什么虚构,我现在不是在写小说,我是在给你写信,一般我有
什么很激烈的情绪都会在晚上做一个梦,就像前面"前生的回忆"和"My fate, My death"里描述
的那样，都是我晚上真实的梦境,有时候也做在森林里长大之类的梦,不过我平时很少会有做
梦的。我昨天梦见我和爸爸弟弟一起在一条很宽的郊外的路上走着,对面走过一个女孩,我没
怎么留意,可经过后弟弟说那不是胡琰吗?那是胡琰吗?我回忆刚才看到的那个女孩的样子,好
像是,不过给我的感觉并不是我熟悉的那个胡琰,我回头的时候,我俩之间的距离已经远了,看不
清，不过我看着你，你看着我,眼神可以感觉得很清楚,是的，那就是胡琰,也这样看了很久，
不过我们还是慢慢走远了.然后转了一个弯，我想起了以前的你,我丢掉了身边一些东西,离开
了爸爸和弟弟,往回跑去,下了雨，路很湿，然后是上坡的弯曲的泥泞的路,你已经不见了,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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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房屋和小道,我已经找不到你了，不过也许还找得到吧,因为我知道你的家在哪里.然后我
就醒来了.刚才说的是梦境，很模糊,很多地方不合逻辑，不过这没什么关系。我把梦分析了
一些,呵呵，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书我看了些，也比较擅长这个.胡琰,这个梦,代表了昨晚我看
了你的文章后的一种担忧,我担心我们会分开,会走不同的路,有一天我俩会错过,然后在雨中孤
单地各自走着泥泞的路,那时候我想找到你,可找不到了。是的，胡琰,我担心两年后我们会走
不同的路,比如我出国了，然后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我们会越来越疏远，最后,我想回来，想
回来娶你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法在一起了.你先原谅我在这说"我们",说娶你这样的话吧.我真
的是这样想的，梦是潜意识的体现,我昨天做这样的梦,这让我知道,我爱你已经是深入到我潜
意识里去了,也许我有可能会有天甚至感觉不爱你了,可肯定,也许几年后半夜从梦中醒来,我会
发现自己还是爱着你. 写这封信是很难的事，因为我要说的不只是我爱你,还要说对你的一个
潜在的趋势提出可能很尖锐的看法，我昨天没跟你写信,就是怕语气说得太重了.我直说了,我
必须说给你听，我知道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说出来你我都不高兴,可我必须说,因为只有我会
对你说这些,只有我爱你,只有我真心关心你,我也知道我这样说会引起你反感,甚至让你讨厌我,
可是,这都是因为我爱你.胡琰,你写那篇文章,已经显示出了你的一个不好的发展趋势,那篇文
章文笔不怎么样,文字里透出了一种缺乏底气的感觉,而且,"都市摩登的女人"这类的词显示了
你的一种价值取向的危险.怎么说呢?算了，都明说了吧.胡琰,你小时候的家庭教育环境比较
好,比如你看了"艾丽斯梦游仙境",看了"红楼梦"之类,这样你到大学后，你的气质就比一般的
女孩好,你的纯洁和天真很令人喜欢和赞赏,可是,大学两年过去了,你虽然认识了很多人,有很
多人追你,可在这种环境下,你就不自觉地陷入了一个危险中,你认识的很多人实际上素养并不
怎么样,比如,大多数肯定都是大学几年来连"红楼梦"都没读过的人,在他们的簇拥下,你的价值
取向就不自觉地被他们影响了,被他们污染了,现在我说"污染"这样的词可能显得我拿自己做
标准,做清高,这个我等下再解释吧.胡琰,我要提醒你的是,一个女孩如果年轻的时候被很多男
孩围着而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危险的话,这样的女孩以后都不会得到幸福.王小波
的"2015"里描写了这样一个情节:"在寒假,我听说化学系有个女生修了二十一门课,比我还多一
门。我因此爱上了她,每天在女生宿舍门口等她,手里拿了一束花.""又过了一个学期,她猛然开
始发育,还配了隐形眼镜,就此变成了亭亭玉立的美女,而且变得极傻.此时她有不少追求者，我
对她也没了兴趣". "生命不可承受之轻"里也有:"该结婚的时候了，她有九个求婚者，围着她
跪成一圈。她站在中间象个公主，不知挑选谁好：第一个最英俊，第二个最聪明，第三个最
富裕，第四个最健壮，第五个门第显赫，等六个背诗如流，第七个见多识广，第八个工于小
提琴，而第九个极富有男子气。他们都用同一种姿势跪着，膝盖上的功夫相差无几。她最后
选中了第九个，倒不是因为他最有男子气，而是与他性交时尽管她一再叮嘱："小心"、"多多
小心啊"，他却故意不小心，使她找不到人打胎而不得不嫁给他。于是特丽莎出世了。从全
国各地赶来的众多亲戚都围在小童车旁，与孩子逗趣。特丽莎的母亲不愿逗趣，甚至根本不
说话，只是牵挂着自已另外八个求婚者，看来他们都比第九个好。" 后来特丽莎的母亲过的
生活并不好，甚至很差. 我在说什么呀?我说这些干什么呀,说这些只会显示我似乎很卑鄙,很
喜欢多管闲事,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真正关心你的人都会这样做的,你把你的这篇文章给你爸
爸看的话你爸爸也会很吃惊的,也许我也是在大惊小怪,没事偶尔写篇文章而已,用不着小提大
做，可是不是因为我爱你,我哪会管这些小小的细节,正是因为我爱你,我看到你身上的一个稍
稍的小的危险，一个小小的不好的思想倾向,我才会花这么多时间来写信告诉你.其实你也知
道我平时说自己闲着没事做更多地是一种反语,我比谁都珍惜时间,两个小时可以背一百个单
词或者复习五百个单词或者看几十页书或者学 20 页的德语,我其实比谁都忙.可是我爱你,所
以我才花时间写信给你，写这种看了让人反感的信给你.有些人看了你的文章会很高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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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无聊没希望了,看到有女孩来陪他消磨时间更是高兴,也有人看了,知道你现在度入了一个
危险,可他没必要浪费自己的时间还惹人讨厌,有些女孩看到了你的文章还偷偷高兴,她们是很
羡慕你那么多人写情书给你,不过她们也知道这样发展下去,几年后你会得到一场空.胡琰，如
果大学四年没花时间去多看些书提高自己的素养,只是认识了一个又一个男生,度过了快乐的
四年,等四年过去后,你会发现你挥霍了你的青春,你只是陪一群无聊的人消磨了时间,四年后,
他们散了,各奔东西,你才发现他们以前捧你只是为了消磨自己无聊的时间,没人真心爱你,那时
候你再看你收到的那些情书,没有一封是真心的,是持久的了,几年后他们都跟别的女孩在一起
了,当舞台上的灯熄灭之后,你会发现只剩下了你一个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如果发现自己过
的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是安乐的,那危险就已经靠近了.我说这些干什么呀,我真的想过自己把时
间全投入到自己的学习中,几年后我过我喜欢的生活,花时间管你干什么?可是,我爱你的,我真
心爱你的,所以我才跟你说这些花自己的时间对自己没什么好处的话。也许你看到大家似乎
都在玩,不，并不是这样的,晚上到出国培训中心听课的人很多,汤浩现在在国外正努力自控要
12 点睡觉,6:30 起床,是的，很多人都知道年轻的时候必须拼搏,年轻的时候学习的能力最强,
很多东西，你年轻的时候不做,你这一辈子就都没法做了.大一大二没看"红楼梦"这本的书的
人大三大四看的可能性更小了,毕业后几十年内看这本书基本上是没有了可能,你可能会说,一
本书而已,有那么大区别吗?不,区别大得很，看了一本书,当时没什么区别,没什么作用,可以后,
几年后,几十年以后,这种区别就出来了,那些老了后只有些钱而精神世界完全荒芜的人太多了。
我寝室就我一个人看了"红楼梦"，我现在再看一些其他书都会想到红楼梦中的一些情节，是
的，好书就是这样,我现在基本上不怎么和其他寝室同学交流了,我甚至直接跟某人说:"我不
跟你说话",为什么？我现在轻视他们,两年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有着梦，都有着理想,
可现在他们没有梦了,他们自甘平庸了,他们不学习不拼搏了,他们以后就是那些社会上庸俗的
人,他们每天能吃饱就感到满足了,他们永远也不会看红楼梦,不会明白红楼梦里那些女孩的美,
他们把女孩基本上当作泄欲的工具,他们不会欣赏林黛玉的美,所以，我轻视他们,我看不起这
些放弃梦想的人。我在这里说红楼梦主要是拿这一本书做一个代表,真正要看的话是有很多
书应该看的，那些杂志上,那些 BBS 上几百字几千字的层出不穷的文章真的是垃圾,看多了只
会被污染，看多了那些文章的人真的很难有心境去看厚厚的"飘",去欣赏里面的美。千万不要
变成那些所谓"城市"里街上的时髦美女,她们被很多人看着,实际上只是晚上被人意淫(我现在
是有些气愤,就说这些有点过分的话了)而已,而真正有品位的人看都不看她们一眼. 少跟一些
无聊堕落的人打交道,朋友是越少越好,因为少才会精.说到现在,可能又是我自己在自恋自己说
高自己了,可怎么说呢,我是高贵的,我是 noble，因为我认为自己 noble,我用 noble 来要求自
己. pure and noble as clean as ice,胡琰，我就是这样爱上你的,我就是这样才在星际译王的
启动画面上写上 devote to icelotus 的。noble,这样的女孩就是在那里的时候其气质让人不敢
抬头不敢侵犯。胡琰,我在这说这些话的时候似乎在说你不 noble,我不喜欢你了,不是这样的
:) 你还是 pure and noble 的,我只是看到了你现在处于一个转折期时一个小小的危险,只要注
意,也没什么的 :) 我还是喜欢你的,每次看到你的一举一动我都是很开心，比如看到你改名
为"清水芙蓉-心如止水"我就忍不住笑,想像你心如止水的可爱的样子,这不是取笑,这是因为我
内心里的喜欢你使我看到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因为喜欢你而笑起来. 我爱你的 :) 呵呵,现在说这
些话似乎又是把自己当作什么了,是吧,不过你还是让我说出自己的感受吧 :) 胡琰，我真的想
两年后一起跟你出国,一起去把欧洲游览一遍,年轻的时候就能出去这样游览一次是多么幸福
的事呀,这种事实际上也是不难实现的呀,汤浩现在就是基本把欧洲都游览一遍了,真的不难的,
只要有梦,只要努力，梦就会实现.胡琰，我真的想跟你在一起,一生都不分开,一生都爱着你,
我真的担心我们两年后就各奔东西了,我真的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来保持跟你在一起.胡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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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想娶你,一生都跟你在一起,所以我才这么努力,我才跟你写这样的信，告诉你一些不太
好听但对你有帮助的话,我不是想跟你做几个月的情侣,玩一场迟早会散的感情游戏,我是在拿
自己的一生的感情,来对待你,用我的爱,来笼罩着你,呵护着你，想帮助你.
好了吧,就说这些吧,胡琰,希望你不要生气,也许我是有点小题大作了,可这都是因为我爱你,所
以你的一点点危险都让我非常的担心.胡琰,真的可以少看那些 BBS 上的文章,多看些厚厚的
文学名著会有好处的，这种好处在几年后就会更加突出地显示出来了.我现在也还是一天到
晚努力地学着,呵呵,青春拼搏过就不会后悔,那些拿大学时光玩游戏无聊灌水的人以后肯定会
后悔的,等我德语学好点了我就教你一点哈,学习是很有乐趣的,比无聊地坐在那里没事做的人
快乐多了.呵呵,胡琰，你是一个好女孩,有些东西在你身上我都自叹不如，我对你其实很是仰
慕的,可是,经常,人们总是把自己身上最好最美的东西丢掉了,所以我才写信告诉你,你的美,是
在那里,千万别丢掉 :) 加油! 努力提高自己!
我爱你 :)
=================================
寄信人: huzheng (妖光) 标 题: 简单生活 :)
发信站: 四川大学蓝色星空站 (Mon Nov 17 23:34:22 2003) 来 源: 211.83.116.160
刚才本想跟你打电话,问一下你平时在哪个教室自习,一个月没见你了,想哪天去看一下.结果
201 电话卡不见了,17908 不能打市内,手机正好也充值卡过期,就懒得试了.发现很多非常重要
的事,往往是取决于一个小小的巧合,任何一个疏忽,事情就不会发生.我想我跟你的相识,是我
大学里最重要的一件事了,可是,如果不是那时在那室外跳舞时,高中同学田浩在一起回去时偶
然说你是清水芙蓉,bbs 上 feeling 版版主,我俩根本不会认识.甚至,我大学里除了班上的女生
外另外真正认识知道名字的女生,就你一个,这让我自己都吃惊.因为我很少有想认识谁的想法
吧.正因为难得,因此特别珍惜,而另一方面,又觉得,稍稍疏忽,事情就会是完全另一件事.美好的
东西都是脆弱的,像爱情,需要两个人的呵护.看到你写的"简单生活"后,我从内心里非常地高兴,
因为,你的这个想法肯定是在我写那封信前就自己产生了的.我想最好的支持你的方法就是不
打扰你了.开始几天很想写信给你,后面几天感觉天天淡淡思念一个人的感觉还不错,然后又开
始很想见你了.时间过得太快了,真的一个月没见你了呢.
我最近还是在看书,主要是一些人文方面的,电脑方面的也开始看一些理论书,德语学习进展很
顺利,再就是前一阵想转到哲学系,跟一个哲学教授谈了谈,他也支持我,不过学校规定大三是没
法转了,不过也没什么影响.反正我过着我认为值得的生活,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现在再看一
般的人,觉得他们的眼界实在是太小了,蓝色星空也只是网络中的一个 ip 呢.
这时候都只想再过平淡的生活，跟相爱的人一起 :)
呵呵,还是尽量少打扰你,分头学习挺不错的.有机会再邀你去看电影或者早上去滑冰吧 :) 学习
的时候注意保护眼睛,睡觉前滴点珍视明,还有就是要经常去运动下 :)
下面这句话记着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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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ice for Clever Children Do one thing each day which you would rather not do - but feel that you ought to do. This
will help your character grow, and will stand you in good stead for when you grow up and
find that you have to do many things in adult life which you would prefer not to do. -George Green, Businessman and Father of three.
再就是《苏菲的世界》挺不错的,讲得是一个 15 岁的女孩探索哲学世界的故事.我还没找到网
上的英文版,中文版不想去看,只看了个简介,如果你买了书看完后借给我哈 :)
这里的书我在尝试全部看完: http://italo.myetang.com/treasury/index.htm, 你也可以试试看
全英文的书,对提高英语非常有帮助.
你一个人的时候并不孤独,有我想着你 :)
==========================
寄信人: huzheng (妖光) 标 题: Re: 简单生活 :)
发信站: 四川大学蓝色星空站 (Tue Nov 18 18:04:07 2003) 来 源: 211.83.116.160
怎么这么凶呀 :_)
好吧,最近不打扰你呢 :) 其实我没自做多情的,我很了解你的 :_)
怎么说呢,你又不听我的话,不过时间会解决问题的,我说的一些话会有用的.
还是保持朋友关系吧 :_) 觉得你这封信酸酸的 :)
【 在 icelotus (清水芙蓉·心如止水) 的来信中提到: 】
: 你去死~！！！！！！！
: 你怎么还是这么自做多情啊！
: 我从来没有讨厌一个男生像讨厌你一样，你知不知道我很烦你啊。
: 我所有的想法什么都和你无关，我现在非常非常烦你。
: 看见你的名字就像吞了苍蝇一样难受，居然让我碰上你这种不可理喻的男生。
: 我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你，真的。
: 而且我有男朋友了，不要再和我说这些让我非常不舒服的话。
: 我很想暴打你一顿，知道吗？
: 你太自做多情了，你的信我从来都不怎么看就删，更不要说受你的影响了。
: 希望你以后再也不要给我发这些垃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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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终于结束了，事情也早已结束了。她现在和原来的男友过得很好，我现在也过得很好，
就这样。记下过去因无知而犯下的错误，希望以后不会再犯，并且当作一个纪念。希望大家
不是沉迷一时于其中，而是受到启发，这也就是本文的一点点意义所在了。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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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关于 fcitx 事件

关于 fcitx 事件发表一点感想（关于国货和人的素质）
http://bbs.chinaunix.net/viewthread.php?tid=963641
ecloud 2007-7-16 11:25
2、素质
也许这里用素质这个词不太恰当，但是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汇了。
素质是天生的吗？我认为不是，其实跟早前政治课本里讲的一样，素质也是一种上层建筑，
基础是经济。
在 fcitx 的帖子里面，甚至在整个中国开源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情况：
1、真正在做事情，搞开发等等的人，都是已经有一些经济基础，并且过得不错的人，比如
fcitx 的作者，比如很多其他著名的大腕，如 delphij。
2、对 linux 唱衰，经常抛出无用论和前途论的，都是一些正在求职路上艰辛挣扎的年轻人
（包括对目前工作待遇非常不满者）。为了养家糊口，一份好的工作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们的思维肯定是专注于前途和钱途上面，自然会有这种观点和态度。当然这其中也包
括一些自己创业的小老板（注意是小老板）。其实很多小 IT 公司的老板，跟饭馆老板、发
廊老板没有什么不同。
3、发表“高手”言论者，有两种，第一种是在校学生，成绩比较好或者搞了点小项目，觉得
自己已经是高手了，所以目中无人。另外一种就是职场上屡屡受挫（当然也包括在学校中屡
屡受挫的学生），受到严重打击，心态失衡的人。
我希望所有自由软件的开发者，能够不受别人影响，保持良好的心态。我们衣食无忧，写两
个软件玩玩，不用关心别人怎么说，这个社会已经没有共产主义了，中下阶层的死活与我何
干？更何必在乎他们跳啊嚷啊的，说不定他哪天就饿死街头了，你那么在乎他说什么，不是
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了吗？

发信人: huzheng (妖光), 信区: FreeDevelop
标 题: 邀请 YuKing 加入 RedHat。
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Jul 13 10:06:08 2007), 站内
您好！邀请您加入红帽子公司！
你好，我是胡正，还记得我吗，好久没联系了。我于一年前毕业，然后加入了红帽子公司。
在红帽子公司工作非常舒服，工作环境很好，我还可以把开发 StarDict 当作我的主要工作之
一，真的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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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你最近的新闻，觉得应该支持你一下，我就跟我们研发部的主管说了一下，邀请你加
入 RedHat，可以做输入法方面的工作等等，然后绍宇说他以前跟你谈过，但你在成都，不
知道你是否愿意到北京来工作。我觉得到北京来也还是不错的，新环境有助于个人的成长，
而且红帽待遇也很不错，希望你考虑一下！
等你的回复！如果我们能成为同事那该多好啊 ：）
p.s. 对开源和自由事业要有信心哦！ ：）
==========
谢谢你啊
我只是一个业余和选手啊，现在在中国物理研究院工作（我们国家搞核武器的地方），工作
上还不错，因此谢谢您的好意啊。这次说放弃 fcitx 的开发，的确是因为被 BS 的次数太多了，
所以突然就觉得不想做了。不过还是没想到会导致这么大的争论，因为我发那个贴子的时候
只是有点伤心，并不想出现这种局面，如果知道这样肯定是不会这样写的。
谢谢你的 stardict 啊，是我的电脑上必装的软件，只要有新的版本，我都是马上编译的。
再谢谢！有空大家好好聊聊~
=========
呵呵，看来搞开源的一般都混得比较好哈，大家就不用担心了 ：）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211.10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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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关于 StarDict 的商业词典

Mon, 3 Sep 2007 20:25:31
杨朝杰：
奇怪，万网来个这个干吗？就因为我要把域名转出？而且联系邮件地址我也改过啊。看样真
的不能用万网。
babylon 还有一些涉及破解的词典已经让我删掉了连接。在网上有很多不好的反应。你在
google 里搜下 stardict 就知道了。出来的结果竟然说"和国家法律冲突"，而且在网站上的
google 广告也不能显示了。这种词典会逐渐制约 stardict 的发展，你看 ubuntu 到现在也没
收录 3.0
============
Thu, 06 Sep 2007 21:09:54
可能是系统故障吧，我收到过两三次了。
我搜了下 stardict，没发现什么，估计是你自己草木皆兵了吧。
google 广告故障你可以去联系下看是什么问题。
Debian 已经包含了 stardict3.0。Ubuntu 迟一些很正常。
这些词典出来后，成千上万的人默默下载使用一句话也不说，几个人的言谈你就相信了，到
底哪样对星际译王的发展有贡献，你应该自己衡量一下。
估计你是想模仿以前成功词典软件的正版模式，但模仿的结果肯定是失败，因为世界总是在
发展，要新的模式才能成功。金山以前模仿微软，结果损失惨重，就是这个道理。
下个能统一全球词典的词典软件，肯定是有新的模式和优点。现在词典数据都是成千上万，
所以用户只能选择下载，下载又都是免费的，文件也是开放的，所谓正版盗版并没有区别。
以后软件的发展趋势肯定是版权淡化，而通过提供附加服务来赢利。不过估计你也搞不懂，
随便你吧，反正你删了网上还是会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不是这么容易删掉的。
StarDict-3.0.1 正在开发中，这个版本应该可以基本解决发现的所有问题。
问题要分析清楚了再去解决，比如上次你看到 stardict.cn 网速慢，就说要只能选择三个词典，
但实际上你把词典服务停掉网速还是会慢，因为导致问题的原因是有人下载整个 wiki 目录，
而并不是 stardictd。没弄清楚就去瞎猜是没用的，只能浪费时间，还给别人制造麻烦。
============
Fri, 7 Sep 2007 06:48:33
Stardict 在搜索引擎里的结果是从前天才变回来的，因为把那些涉及侵权的词典去掉了。我
也给 google 发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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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不是想模仿谁，而是觉得给别人造成伤害不太好。比如牛津词典，是耗费了大量人力物
力去开发出来的，我们的行为或许对人家造成很大伤害。这个世界不仅有开源，也有一定的
规则需要遵守。尽管 stardict 是靠开源起来的，但在今后的发展中如果不遵守规则也是不成
的。你说的完全正确，即便我们不提供词典，用户也会自己去提供。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
我们去背这个黑锅？我看把词典生成工具做的更人性化，甚至做个词典导入工具比自己一本
一本的做要好。我已经在论坛上放了词典交换区，用户完全可以自行生成自己的文件，然后
同别人去交换。而且已经不断有用户来问怎么生成自己的词典文件，我看这个更紧迫些了。
我理解你的心情，花费了很多时间，却被我最后把连接删掉了。但也是不得已。我早跟你提
过金山，金山后来就找上门。我敢说，如果 babylon 还在上面，没几天会出更大麻烦。你想，
为什么搜索和广告的问题会出现在这个时候？以前怎么没这个问题？
至于说 ubuntu 收录 stardict,很明显是因为版权问题，用户如果光有个壳有什么用？ubuntu
为什么不收录更多 stardict 词典呢？
深层次的考虑，stardict 想发展还必须要有对外的合作，但如果盗版的痕迹太重，人家就不
会和你合作。我还在和 dict.cn 在谈。但对于这些人或网站来说，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声誉显
得很重要。
是不是草木皆兵也不见得，你查下 google 里的 stardict，第一页里至少就有 2 个反面消息。
说明什么？
============
Wed, 12 Sep 2007 21:26:35
没什么伤害的，秦始皇要统一六国就得发动战争。要统一全球的词典，竞争就不可避免。
所谓的牛津词典被伤害，只是你一厢情愿的希望，他们出版发行很多年了，早赚了足够的钱，
那些编词典的教授，这些赢利往往与他们无关，而且看到自己编的词典在网上被更多人使用，
他们会很欣慰和高兴，因为他们的成果不再只是被某些商业公司利用来赚钱。你认为那些编
辑词典的人是为了赚钱来编辑出牛津词典的吗？那样的人只能编出垃圾词典，而好的词典都
是怀着传播知识的目的来编辑的，你把词典删掉，还自以为可以让牛津大学的教授因为你的
行为得到了几块钱充饥，自己意淫想象是很美，但这只是无知的表现，那些商业公司最希望
看到你这样无知自残的人了。
当然有规则需要遵守，但规则是强者制定的，也就会被强者打破。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总是
要被遵守，那就是道。尽可能地传播知识就是道的体现。你这样删来删去，又不能给
stardict 增加一个词典，这样只会限制 stardict 的发展。无知无能的人只知道遵守别人的规则，
那些商业公司也最希望你们遵守他们的规则，这样他们才可以继续垄断赚钱，但如果你也希
望赚钱，就必须打破他们的规则才行，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一件事情一个人可以做好，何必要几百个人来做，那样不但很混乱，无法保证质量，而
且号召几百人天天在你的论坛上做词典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和想象，没有那么多闲人的，大家
并不是衣食无忧，往往是有词典就用，没有就算了，或者用盗版，真正有专业需求的人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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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并不认为增加那些词典是背黑锅，相反那是我的荣耀，正好你担心这个，那就我来做
好了，各得其所。
你倒挺怕金山和 babylon 的，不过我没觉得他们可怕，都是迟早灭亡和退出历史舞台的公司
罢了。我并不怕打官司，相反我倒很希望能增长这方面的经历。至于为什么不怕，是因为一
个人只要亨道厚德，就没有人可以打击他，连神和上天都不可以，而这是我的强项。
StarDict 有两千个词典，对中国用户最有用的五个词典，对美国用户完全没有用，这样要加
就至少要加几十个词典，还有词典的更新维护问题，何况完全开源的好词典又非常稀少，所
以我不推荐 debian 包含 stardict 词典，而是让用户自己去选择下载。如果不愿意下载，那可
以先使用网络词典。Debian 维护者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是要他别加，他要加会有很多
问题，硬要加就自己去找麻烦折腾吧。
StarDict 的名誉是好还是坏，是得到很多用户的支持使用还是别人不愿意使用，你得自己思
索一下，别被一点表象迷惑了。只要软件做得好，开源免费肯定会有很多人支持的。你说的
盗版和收费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前者你自己自觉不下载那些词典就行了，让需要的人自己
下载自己承担，与其反对 stardict 的盗版，还是先自己帮微软买套正版的 windows 和 office
再说吧。可他们会去买吗？他们只是假装一下而已，想象一下自己很高尚来满足一下，以心
理上平衡自己平时的道德低劣感，不然他们就不会对 stardict 的一点点收费有那么多反应了。
他们的心理和那点所谓的道德，你还真当回事啊。
dict.cn 肯定不愿意把词典数据给你的，给你了你的网站上就多了一个词典，他们又没有一个
强大的词典软件支撑，不是被你灭掉吗？所谓声誉问题，只是一个借口而已。你以为
stardict 开源免费了，不加商业词典了，他就马上把数据给你一份共享？想得真美好啊，但
人都是以自私为生存基础的，在生存还存在问题的时候，别想象他们会无私。其实，dict.cn
的词典数据也是从商业词典里解析处理出来的，比较一下就知道了，这点大家都不说，但你
是词典这个行业的，心里应该要明白这个潜规则。你敬仰的金山当年也是抄袭的郎道词典。
但大家都是为了知识的传播，本来就是到处采集来的，被别人采集就也没什么，很正常。
树大招风，骂毛泽东的人特别多，但有功业在那里，别人的那些自执之见又能算什么，过几
年他们就会出不了声了，因为他们自执，自然会被别的事情打击。那个因为我说了删我文章
就先删掉机器上的 StarDict，然后真的不用 stardict 的人，慢慢会明白自己过去的行为确实
很 sb，别人一句话你就几年不用词典，不是反而高抬了别人吗？这么愚蠢的表现，现在还
没意识到而省悟吗？
我现在还在全力开发 3.0.1，希望这个版本能算做得很完善很好的一个版本。
呵呵，就这样吧，搞辩论本来就是不留情面地找别人的弱点打击，是对事不对人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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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u, 13 Sep 2007 22:25:59
呵呵，你说的也有道理，不和你争，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但有时候还是要照顾大多数，
顺应主流啊！
dict.cn 已经在做新的 xml 格式了，大概 1，2 个星期后搞好，会给我们发个说明。
============
Fri, 14 Sep 2007 21:11:35
嗯，很对，我也同意 ：）不过我往往属于极少数的那种人，大众并不一定是对的，往往是
肤浅的代表，虽然人数多 ：）
好，我到时更新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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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Make Money

Conversation with lucian.phoenix@gmail.com at 2007 年 07 月 09 日

(11 时 07 分 01 秒) lucian phoenix: hello
(11 时 07 分 28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hi
(11 时 08 分 56 秒) lucian phoenix: what do you think of biotech
(11 时 09 分 57 秒) lucian phoenix: i want to quit that field
(11 时 10 分 41 秒) lucian phoenix: but i still found myself love love life science
(11 时 10 分 59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I think it have future, but need time for
the new findings.
(11 时 13 分 14 秒) lucian phoenix: yes, there is paradox can't be explained. for one thing ,
a lot people think biotech can save the world ,for another ,many quit that field after they get
master's degree or phD
(11 时 14 分 35 秒) lucian phoenix: and the thing i worried most is that i can't make money
to feed myself
(11 时 15 分 22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This filed is new, so need pioneer.
(11 时 16 分 21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People think do linux can't make
money too, but now I am rich among my classmates.
(11 时 17 分 15 秒) lucian phoenix: i see
(11 时 18 分 21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It will make money if you can create
value.
(11 时 18 分 32 秒) lucian phoenix: :)
(11 时 19 分 19 秒) lucian phoenix: we can create, of course, we don't make things , we
usually find things
(11 时 20 分 33 秒) lucian phoenix: we wrote articles , find genes , find rules of organism ,
but we don't actually make things
(11 时 22 分 25 秒) lucian phoenix: i'd like to see my work walking out of lab and into many
people's daily life , not just from science to science.
(11 时 23 分 01 秒) lucian phoenix: :), you wrote stardict, and that is useful to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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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时 23 分 02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Why don't do the things that you love?
While it can create value, it will surely make money one day. You just need to be a pioneer.
(11 时 23 分 53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I would like to be a scientist than a
engineer :) So don't worry, your work can be better if you work hard.
(11 时 24 分 47 秒) lucian phoenix: :-P, ok , i know what i am lack of is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11 时 25 分 39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Yeah, trust yourself! :)
(11 时 26 分 03 秒) lucian phoenix: thanks :)
(11 时 26 分 31 秒) lucian phoenix: i am bewildered these days
(11 时 26 分 54 秒) lucian phoenix: and it is good to chat with you
(11 时 27 分 16 秒) lucian phoenix: 8 , go for lunch :)
(11 时 27 分 39 秒) huzheng001@gmail.com/Gaim: see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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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Tang Hao's blog

http://www.alanhtang.com

New GM travels to China
September 12th, 2007
The major takeaway from the meeting is that I find out, surprisingly and believe it or not,
great leaders (successful people) are believers. They all have something to believe in. It’s
people, industry or certain technology that they b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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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Tang Hao's blog
Can’t sleep thing
September 27th, 2007
The can’t sleep thing is finally hitting me. I find in the past 2 years many of my friends start
to have problems getting to sleep. Now here I am, new to the club.
Many people and many questions spin in my head.
I had a talk with the GM of innovation center this afternoon. Let’s call him Mr.P. We talked
about our view of the new boss of our business unit. Mr.P. said you gotta to have a
direction when you are in charge. It’s good you have a vision and you fail. Rather than you
have no idea and let guys under you run around and fail anyway.
I had a talk later in the day with some colleagues some of them are expats from Europe. I
mentioned good products polarize people. This was an idea I learned from Guy Kawasaki.
Good products polarize people. Does good people polarize other people around him? I
used to overlook people with high ego (or arrogant people). Now I envy them. I realize
when you are so confident in yourself and in the direction you are going, actually you’ve
been polarized. You choose your own success. You surround yourself with other
successful people or successful people to be. You are deserted by losers. You feel lonely
from time to time. You could even fail. But who cares. Even Steve Jobs was fried once
from the company he started with. He was a public failure at the time. Issac Mao said he
tends to invest in teams who have failed before rather than team with success. If you look
at statistics the chance you will succeed this time is higher if you have failed than if you’ve
succeeded in previous times because you learn from failures. The founder of Cherry car
company called Li Shufu once said please give me a chance to fail when he was asking
the government to issue him license to start the company.
Guy Kawasaki said you gotta be careful of the bozos around you. Those are the people
who tells you things can’t be done, shouldn’t be done and it isn’t necessary. Didn’t some
one tell Google at early days that the world doesn’t need another search engine? Didn’t
IBM say the world only needs 3 personal computers?
I will try to see who are the bozos around me and leave them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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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八

被中国人误传了数千年的七句话

在中国崇尚权威的文化氛围中，名人名言占的地位是很重的，很多名家说的话，往往被人
民当成指导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不二准则，但这些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名言中，也有一些话被
人刻意或无知地曲解，背离了话语者本身的意旨与初衷，迷惑了天下万千受众。影不才，试
举数例解析一二，以还世情真相与大众……好了我再文诌诌地说话大家估计要扔鸡蛋，虚荣
心也满足了，下面开始举例开讲。
1、以德抱怨
原句：“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
《论语 宪问》
以德抱怨，是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了，人们通常理解的“以德抱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孔老夫子教我们，别人欺负你了，你要忍，被打碎牙齿也要往肚子里吞，别人来欺负你，你
反而应该对他更好，要用你的爱心去感化他，用你的胸怀去感动他。这就让人感觉很有点肃
然了。想想看，如果我一巴掌呼过去那个被打的人还笑笑说打得好啊，你越打我我就要对你
越好……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感动到傻眼，这多好一孩子，多伟大的情操啊……
但事实上，我们根本曲解了孔子的原意，我当初，也万万没想到原来在孔子这句“以德
抱怨”的后边还跟着另外一段话，什么话呢？子曰：“以德抱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
报德！”看完以后，幡然醒悟，原来我们都被某个断章取义的孔子 FANS 给玩了一把！当时
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孔子的一个弟子问他说：师傅，别人打我了，我不打他，我反而
要对他好，用我的道德和教养羞死他，让他悔悟，好不好？孔子就说了，你以德抱怨，那
“何以报德？”别人以德来待你的时候，你才需要以德来回报别人。可是现在别人打了你，你
就应该“以直抱怨”，拿起板砖飞他！看！就因为被人故意省略了一句话，刚烈如火的孔老夫
子一下就被扭曲成了现在这个温婉的受气包形象。
与西方文化相比，东方文明一向被认为是谦逊坚忍的，同样是被人欺负，西方的带头大
哥耶稣在圣经里就叫嚣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小弟们！别人瞪了你一眼，你就要瞪回
去，别人咬了你一口，你就要咬回来！而东方呢？佛家的精神领袖释迦牟尼说“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而且他可不是说说而已的，大鹰来欺负他，要吃他的肉，
他也真从自己身上一刀刀帮大鹰割下肉来，这就伟大得有点近乎 BT 了。说完了国外的几位
大领导，再回到中国，孔老宗师的这句话为什么会被别人有意地曲解呢？根源还是当时封建
统治者的需要，他们的心思，无外乎就是要信仰孔子的万千民众成为“以德抱怨”的顺民，只
有“以德抱怨”的民众，才会老老实实地服从他们的剥削和压迫。我们再来看看影响吧，孔老
先生这句被曲解了的“以德抱怨”，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的压迫作用，可真是大到了天上。皇帝
残暴，我们要“以德抱怨”，地主剥削，我们要“以德抱怨”，八国联军都打到北京了，还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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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抱怨”，要卑躬屈膝，要割地称臣，要想尽一切办法彰现自己的“德”，要“量中华之物力，
结大国之欢心”……就是没想过反抗。试想，如果中国的文化里，没有这种把正确的思想东篡
西改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恶习，如果孔子这句原话没有被刻意地曲解成这样子，我们中
国人会养成这样一种懦弱的思维惯性吗？有人说西方人的骨子里本性是狼性，而东方人的骨
子里的本性是羊性，这里如月影倒想问问了，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变成了这样？如果我们从古
以来信奉的是西方那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训诫，近代史上的中国，会给世界留下那么
一个任人鱼肉的印象吗？
以德抱怨。
原句：以德抱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歪曲程度：8
反面影响：9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原句：。“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秦伯》
又是孔老先生的话，小小景仰一下下先。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说，国家统治人民，指使驱赶他们去
做事就行了，不要让他们明白他们在做什么。这句话在现在看来，绝对很明显就是封建统治
阶级几千年来一直在玩弄的愚民权术，小老百姓嘛，让他们知道那么多干什么？最好都是昏
昏噩噩，只知道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庸庸碌碌一辈子，这句训诫不可谓不恶毒，它被千百年来
中国的大小封建统治者奉为至宝，抹杀了多少真理与人民的创造性，但同时，我们的问题就
来了，这样的一条愚民之术，真是孔子这位致力于教化人民的教育家的本意吗？
我们知道，在春秋时代的文章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后人要研读那时侯的文章，便要再经
过一个“句断”的过程，即是根据上下文意思自己在句子的适当地方加上标点和停顿，这样才
能得出一句句意通顺而连贯的话。在这里插一句，孔子的文章为什么被后人引用得非常多呢？
这其一当然是孔子本身的名望使然，其二，则是因为他的语录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几乎包括
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一来，后来的人无论是谁，抱着什么目的，都可以从孔子的话
中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相关部分，再加以自己个人倾向的理解和句断，用来证明自己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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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比方说现在这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前文来看，我们孔老先生前边一直在讨论
诗礼乐这三种东东的教育问题，可怎么后边一下子就变成去教帝王权术的训诫了呢？原来，
这又是后人别有用心地断章取义，刻意在句子的中间用一个不恰当的“句断”使这句话产生了
歧义的缘故。我们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很容易就能得出这句话正确的分句方法：“子曰：兴
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的整句话就是说，诗、礼、
乐这三样东西是教育民众的基础，一定要抓好，如果人民掌握了诗礼乐，好，让他们自由发
挥，如果人民还玩不来这些东东，我们就要去教化他们，让他们知道和明白这些东西。”你
看，这才是“有教无类”的大教育家孔老先生的本意嘛。好好的一句话，硬是被那些别有用心
的混蛋生生地坳成了孔子要愚弄人民，要阻挠人民知书答理寻求知识的愚民之术。真不知道
那些曲解这话的 SB 怎么想的，你要说这种 P 话是教育家孔子说出来的，谁信啊？都把人民
当白痴来忽悠了？
有人说古时候的中国人民是不幸的，即便是在物质丰富的盛世，他们的精神世界也贫乏
得可怜，到了中近代，西方的思想领域渐渐迎来了文艺复兴，迎来了民主共和，迎来了一个
又一个推动世界的发明进步与思想启蒙，而聪明的中华民族呢？在更早的时候他们就有了伟
大的四大发明，走在了世界的前边，可为什么就是这么好的基础，到了近代我们反而远远于
西方这些小字辈的民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多恶毒的训诫啊！它象一条张开血盆大
口的大蛇，狠狠地缠在中华民族的身上，泯灭了多少先进的思维火花，束缚了多少应有所作
为的苗子。但反过来看看，故意曲解这句话的封建统治者固然可恨，但我们能完全把责任都
推到他们身上吗？这本身就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就没想想，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一个用一生置身于教化天下民众的孔子，又怎么会说出“民不可使知之”的蠢话来？更可笑的
是，这句话我们竟然就这样相信了几千年膜拜了几千年，这最后该伤心的，是孔老先生呢？
还是我们呢？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原句：“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歪曲程度：7
反面影响：9
3、无毒不丈夫
原句：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民间谚语联对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
夫，这句话绝对是中国众多以讹传讹的话中最搞笑的一个例子之一，就算是刚完成九年义务
教育的初中生，也能轻易看出这其中的不妥之处，首先，这无毒不丈夫，就跟我们认识的古
人崇尚的价值观念大大背离了，大丈夫，自然是说那些坦坦荡荡胸怀宽广的男人，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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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毒阴损，暗箭伤人这种前缀也能放在前边来形容大丈夫了？
原来，这句来自民间的
谚语本来应该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句子，里边充分运用了对仗。
显示出了一份阳刚有力的气魄，一个胸怀坦荡的男人形象就跃然于纸上，可惜劳动人民口耳
相传的这一句话，到了朝廷上那些所谓的学高八斗的“君子”嘴里就变了个味。为什么呢？这
要从古时候文人的习性说起，在这副对联式的谚语里，“度”为仄声字，犯了孤平，念着别扭，
很容易读为平声字“毒”，那些对音律美感要求甚高的学者们某天吃饱了没事儿干，便发挥他
们的专长自做主张，把这句改为“无毒不丈夫”了，于是这句话，终于成了典型的“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的例句，成了迂腐文人的笔下的又一个牺牲品，“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原话
里一个君子对一个丈夫，一个度对另一个量，本来是很完美的一个句子，可经过上千年的以
讹传讹，竟成了“无毒不丈夫”这句现在我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这句话的整个演变过程，
我宁可相信是无意的，否则也太缺德了，这不故意往咱男人身上抹黑么？但就是这无意的一
个讹传，却也给我们带来了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
先入为主，潜移默化。无毒不丈夫，我们天天在耳濡目染这个被篡改了的男人形象之际，心
里的价值观人生观，难免也会受到些不良影响，天天看着电视里奸人怂恿主角干坏事的时候
都用这句：“干吧！无毒不丈夫！”然后主角想想也对，于是五指并拢手掌上举，狠狠地做一
个切的动作：“无毒不丈夫，干！”你能说同样作为一个男人，这东西看久了你的思维能不收
到一丁点儿的影响么？关于这种语言的影响力量，我再举个例子，比如隔壁顶撞了我一下，
这时候我朋友张三来了：用的是原版的好话劝我：“老话说，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大
如啊你是个男人，就别跟他一般计较了。”张三这样说，我这个大丈夫当然再拉不下面子去
计较这种小事，可如果另一种情况，张三来和我这么说：“这老话怎么说的？无毒不丈夫！
大如，你是男人，不能怂啊！给你刀，去做了他！” 看看，我听到他这话，除了接过刀速度
冲出去乱砍以证明自己是个男人之外，还真没什么好办法，你说对不对？
无毒不丈夫
原句：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
歪曲程度：9
反面影响：5 4、
4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原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
现今女权主义抬头，孔老夫子的这一句话便立时变成了女权精英批判者们群起而攻之的绝
好靶子，看看，这就是你们中国男人歧视咱女性的最初起源，孔夫子这老混蛋啊！害我们女
性被压迫了几千年啊几千年，好不容易翻身做主人哪，我们要顶上半边天再抢他们的半边~
~天！一时间，群情激愤，凶狠异常，热闹非凡。但各位姐姐们阿姨们姑奶奶们，且听如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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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说两句话，你们把这罪过都推到孔老人家身上，却是大大地冤枉了他了。
先根据当
年老孔的处境，提出一个疑问：“孔老先生当时，为什么要说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样的
话？任何人说话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当然，除了疯子，而我们的孔老先生应该不是疯子吧？
而且这位孔老先生受《诗经》的影响很深，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他认为
《诗经》是一部伟大的著作，而我们再来看看这部孔子都很推崇的巨著，里边倒有很大一部
分歌颂了女子的活泼美丽，大方善良，歌颂了当时男女平等的浪漫爱情氛围，事实也是这样，
在春秋时代，男女间是相当平等的，而孔夫子本人更是曾反复多次以诗经里的“妻子好合，
如鼓瑟琴”来表达了自己对婚姻和女子的平等看待观点。所以，说孔子歧视妇女，不仅和孔
子的思想不符，更与当时的民间社会整个大环境对不上号，因此这个说法，实在是大大地有
待商榷。
所以我们就要看看，孔子当初是在什么一种环境下说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这句话的？这话又是对谁说的？他一宗师级别的身份，不可能在路边想着想着突然心情烦躁
就开骂一八杆子打不着的妇女同志吧？在《史记·孔子世家》里，提到了孔子之前的卫国之
行，孔子“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我来大致翻译一下这段话，当代全国教
育劳模孔老先生受卫国国君的邀请，来到了卫国参观学习休养，但在这期间，孔老先生突然
发现自己被涮了，人家根本是拿他的身份来炫耀自己抬高自己而已，并不是真正支持他来这
教化卫国民众的，尤其是那个卫灵公的老婆，为了抬高自己的身望，公开炫耀，贬低了孔子，
孔老先生那个郁闷啊，你卫灵公到底是喜欢德才多些，还是喜欢女色多些？在你心里我和你
老婆哪个重要？干醋自己吃完，依然没人鸟他，孔子怒了，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GO，GO，GO！”收拾行李就离开了卫国，离开之后，心情
平复了，想起卫国公老婆那种仗着得宠，骄横跋扈乱政扰民的烂事儿，就发了感慨：“唯女
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你看，知道了这些历史背景和人生经历，
孔子这话就很好理解了。我们知道，他骂的人是那种“被养”的女人和小人，女子还好说，可
想想什么人才能养小人？君主啊！再看看孔子的卫国之行，一切都明白了，他这话断不是发
神经突然开骂起包括自己老妈在内的所有女人，而是有一个特指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卫
灵公那位老婆南子，就是那些“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宫廷女权，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这后一句话怎么解释呢？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君主，对那些后宫的女人和没什么本事的拍马小
人太亲近了，她们就会得意忘形，忘了自己的身份，开始用你的权力胡做非为，而你疏远她
们吧，她们又要埋怨，总之是非常麻烦。此前没见过什么宫廷里女人之间的斗争的孔子说出
这话是可以理解的，他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孔子之前，妲己误国，烽火戏诸侯，这些事
例还少吗？孔子之后，宦官小人当道，皇后外戚乱政的桥段更是屡屡上演，不可枚数。所以
我们的女性同胞们，你们要清楚，孔子当时没发神经把你们全天下的女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乱
骂一通，别再憋屈他老人家了~~
最后一个问题，那么是谁误传了这句话，让我们可爱
的女性同胞被压迫了几千年之久呢？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如月影要帮孔老夫子平反，自
然也要再帮你们找到一个真正的罪魁祸首，让你们发泄出那几千年积下的怨恨（怎么说着说
着象鬼片了-_-!），好了，拉回正题，西汉的时候有一位所谓的“大儒”董仲舒，此人大力主
张“夫为妻纲”，就是这个家伙，借孔子的一句话断章取义，给广大的中华妇女头上戴上了千
年的枷锁。看看这家伙在《基义》一书里提出的“三纲”：“君臣父子夫妻之义，皆与诸阴阳之
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他这
东西就是一为讨好历任统治者的马屁之作。 “君为臣纲”，为历代皇帝所接受，渐渐形成了封
建统治的一套准则，而“夫为妻纲”，则为历代男人所推崇。这“纲”是什么意思？君为臣纲，
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这个“纲”的厉害了吧？你想想，各位苦命的女子没嫁人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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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人的窈窕淑女，本来身份平等，嫁了人，就得时刻提心吊胆地按着老公的这个“纲” 过日
子，这三纲五常，束缚了中国多少年，害了多少代人啊！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原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歪曲程度：6
反面影响：9
5、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原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庄子·养生主》
这句话是庄子说的，八卦一下，庄子此人，实在是如月影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他的思想
和性情，都非常十分很特别对我胃口，什么大家不爱听这些？那算了，本来想抖点猛料让大
家深入了解一下我这个好同志的……好了好了别扔鸡蛋，我说正事还不行吗？好，先来看看，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话我们在什么地方见得最多呢？第一，是图书馆，第二，
是全国各个小学的后墙上，按照现在人们的普遍理解，这句话实在是学习励志类的不二明言
警句，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多崇高的目标啊，这比什么孔老夫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都来得有气势多了，古往今来，不知道多少学子在这句话的激励下凿壁偷光闻鸡起舞奋发图
强追求上进读那些永远也读不完的书，动力啊，偶像啊，庄子七老八十还能说出这么振奋人
心的话，咱年轻的小辈正当青春，怎么能输给他老人家？不狠狠地读书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
但真相说出来，往往会让人哭笑不得，庄子的这句话其实是这样说的，“吾生也有涯，
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我庄子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我面对的知识是无限的，
要我以本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那种永远看不到边的尽头，你当我是 SB 吗？这样会搞死自
己的捏~~庄子是一个追崇顺其自然，清净无为的洒脱人物，他认为人吃个饭，饱了就行，
没什么必要追求奢华，穿个衣，别冻着就行，实在不需与什么人攀比。同样，学问也是如此，
学够了就行，学以致用，学问学来就是为了用，你一个人再牛 B，还能全部用到这世间所有
的学问？既然不能用到，那你老学老学把自己整个生命都拿来学这是干啥呢？时间都被你拿
来学习了，还怎么有时间把学到的东西拿来用呢？这不就跟吃饭是为了炫耀穿衣是为了攀比
的人一样，完全本末倒置了吗？所以他老人家就在《养生主》一书中给后世陷入这个怪圈的
书呆子们提了个醒，你们这样苦学盲学乱学通学，对身体不好滴，会搞死自己滴~~
当
然，庄子的这句被人误解的话，其实并没有以上那些例子引起的反面作用那么大，读书是必
须的，掌握一定的知识也是必须的，但咱们要记得自己把握好，有个度。你就算用半辈子武
装得自己学富五车，却发现很多知识你根本用不上，这不浪费了么？庄子从来都不认为一个
人能比自然更大，这是他所有的话中唯一的主题思想，实际上，就算我们拿现在的世界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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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一部《庄子》，仍能发现他的学说里，有许多是符合辨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可叹的是，
就是这么一位崇尚自然的思想家，他一句劝解读书人适可而止循序渐进的话却被一些叫嚷着
“人定胜天”的人当成了激励年轻人拼命读书的名言来供着，科举改成了高考，八股改成了应
试教育，于是大学生一年比一年多，可素质却一年比一年低下，最后整黄了吧？你看现在大
学文凭都和废纸没什么两样了，这帮人还不醒悟，还是继续读，读完大学读硕士，读完硕士
读博士，读完博士读博士后……读完出来一看，嘿，好象我已经老了捏，很多知识也用不着
捏，这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么？最后再说一句私人的牢骚话，最近我去图书馆，总看见一帮
老头老太太天天在那侯着，一见有啥免费的学习班就往里钻，也根本不管别人老师是教着什
么，各位老爷爷老奶奶们，听我这个后辈说句话，您们这不瞎捣蛋么？赶时髦啊？摆个性哪？
想让我们称赞下您啊？还是真打算活到老学到老啊？自个儿细细思量一下有什么意义么？能
不能腾些地方给些真正需要的人进去？M 的连“量子力学基础浅谈”都有街道的老大妈在里边
占着位置，我真是无语了……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原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歪曲程度：8
反面影响：3
6、相濡以沫
原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大宗师》
说点轻松点的吧。
沿着伟大的思想家庄老爷子的足迹，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条咱们
耳熟能详的名句：“相濡以沫”。
说起这句话，其实大有来头，我想大家都听过现在流行
的一个词吧？江湖，这个“江湖”是从哪儿出来的呢？很多人以为最初是古龙小说里的一句“人
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实不然，江湖这个词最早的出处，便是在庄子说“相濡以沫”的这句话
中。在《大宗师》篇中，庄子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小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
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他说的是有一天，一眼泉水干了，两条小鱼被困在了一
个小水洼，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彼此从嘴中吐出泡泡，用自己的湿气来湿润对方的身体，互
相扶持，互相依赖。但，与其在死亡边缘才这样互相扶持，还不如大家找到一条水路，开开
心心地回到广阔的江河湖海，回到各自的天地，彼此相忘，自由自在。
我们口口声声
说的“江湖”就是这么来的，没想到吧？做下小广告哈，欢迎观看点评在下拙作：小说《书江
湖》，不是什么特别牛 B 的书，主角比佐罗牛 B 一点而已，现正联系出版或许不日上市，先
搜索来看一下也可以~~
恩，恩，回来，相濡以沫，多美的情景，虽然这并不是爱情最
理想的状态。当年街道居委会的老大妈就算再没文化，这句话肯定是会说的，在我们的父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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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婚姻靠组织介绍的年代，这句话支撑了多少性格各异，却本没有多少感情基础的夫妻一
直走到了今天，相濡以沫，多好的一个榜样啊，只是当年没曾想，只是当年不知道，既然需
要相濡以沫才能支撑，为什么却不干脆洒脱地放手，把自己，也把对方放开去找各自的幸福，
去找各自的江湖呢？
相濡以沫，这句话的全部意思，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我有个
大学的同学，是个陕西的女孩子，她在上学时找了个陕西的男朋友，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
他，当然包括了身体，可是那个懒惰的男朋友对她很不好，常打她骂她象佣人一样地指使她，
却又根本离不开她，我们惊奇的是，她竟然一直默默忍受了下来，一忍就是四年，我们忍不
住问她，你们过得这么辛苦这么难受，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她却这样回答：“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虽然在一起不是很快乐，但这不就是相濡以沫吗？”
我无言，这能算是相濡
以沫吗？为什么明明外边有更大的江湖，更宽广的天地，为什么明明知道知道自己有更好的
未来，却要把双方都绑在一起，不开心地继续过下去呢？我们都身处一个传统思维占据非常
强势地位的社会，一句相濡以沫，不知道让多少爱情做了这种传统思维的牺牲品。其实想一
想，如果自己都不开心，别人的称赞又能怎么样？如果自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天地，别
人的指责又能怎么样？唉，说大了，有点没边没际，父母也教育过我劝合不劝分的道理，这
话题也到此为止吧，劝合不劝分，相濡以沫啊，原来我也不能免俗。
只是叹息一声，
我们都没曾想到，除了一句相濡以沫，原来后边，还可以相忘于江湖。
相濡以沫
原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歪曲程度：-反面影响：-7：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原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

要说起这句话，大半的愤青都会告诉你，这话的意思是说：“天地残暴不仁，把万物都当
成低贱的猪狗来看待，而那些高高在上的所谓圣人们也没两样，还不是把我们老百姓也当成
猪狗不如的东西！”标准的无政府主义宣言，标准的对社会不满。这句话在各种愤青的文章
中，在当前下三流的网络 YY 小说里那是随处可见，主角通常是弱小无助，饱受压迫和不公，
于是有一天突然醒悟，大喊一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立时或悟道飞升，或肉身成佛，
或从一个人人可以欺负的小瘪三变成一方霸主，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基本上，这些
孩子的思维都可以总结为一种抑郁太久的被压迫感大爆发，就好象连老天都欠了他们个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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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万似的。可是呢？另一方面这帮无政府主义的家伙又没胆子喊出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之类更牛 B 的话，更不敢扯出个大旗子大叫“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最后，只好喊一喊这句“天
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以表达一种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憋屈。说实话，其实我挺同情这些
人的，无政府主义没什么了不起，一个人在学生时代没有经历过无政府主义的阶段，基本上
可以被认为没有青春，我也经历过那种思想特别冲动觉得这世界上谁都跟自己过不去的时代，
不同的是现在我知道了怨天尤人一点用都没有，社会是不公平，社会就是这么吊不公平，如
果你觉得社会不公平，你只有自己努力去改变这一切。
但就算我非常理解他们的青春
年少，我还是有必要得跟这些后辈们说一句，你们这句话，其实恰好用错了。
天地不
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根本不是你们从字面上理解的，说天地残暴不仁，把世间万物都看成
猪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猪狗，也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说所谓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们，把
百姓看得低微卑贱。其实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天地不情感用事，对万物一视同仁，圣人
不情感用事，对百姓一视同仁。你们推崇的这句话，它的原意中根本没有你们所需要的压迫
与歧视，却恰恰相反，它说的是一个公平的道理，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在天地的眼中，
都是平等的，为什么现在你啃着干面包，别人却吃着海鲜大餐？孩子，在大叫不公平之前，
为什么你不想想你是否和他流过一样的汗水？如果想不通，也行，那就别想了，为什么你不
尝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稍微扭转一下这样的“不公”？只是大叫着不公平大叫着没天理大叫
着等着天上掉个馅饼下来补偿你的委屈你的遗憾你正损失着的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年华，有用
吗？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这一篇是写给那些迷茫孩子的，如果你理解错了这句话，你会陷入自己的监狱，不能
自拔。如果你知道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我恭喜你，孩子，这时你才真正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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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佛之根本意趣

印顺法师
一、人生所为何事
平常人只说学佛，但为什么要学佛？其根本意趣究竟何在？这一问题是应该明白的。
可以说：学佛并不是无意义的，无目的，而是要想获得一种高尚、圆满的成果。学佛的而能
够深刻的理解到学佛的根本意趣，进而感觉到非学佛不可，有这种坚强的信念，才能真正走
向学佛之路，而不在佛门边缘歇脚，或者走入岐途。
人生存于世间，究竟所为何事？有何意义？这要从吾人本身去观察，唯有这样才能把
握住学佛的意趣，因为佛法就是解决人生的根本方案。也可说，这是一切高等宗教所共同的，
皆由此而产生的。但人生究竟所为何事？有何意义？惟有佛法才能完满的解答。
一、茫茫生死事难知：人从最初出生开始以至老死为止，匆匆数十年中，终日浑浑噩
噩，究竟生从何来？死往何去？谁也不能答覆这一问题。所以只能说糊涂的来又糊涂的去，
人就在这糊涂中过去。甚至夫妇配偶，也每是无意的似乎偶然的结成；一生事业，也每是糊
涂的做去，最初也未必有个一定的计划，很少由自己的主意而成就。西洋某哲学家，对这茫
茫人生，有一个妙喻，他说：某处有两座耸峻的高山，山下是条很深长的溪流，两山的中间
有一条狭长的小桥结连着，人就伫立着在这座桥上前进。向前山远眺去，是云雾弥漫，一片
糊涂；向后山远瞩去，又是烟雾沈沈；向下看去。深邃莫测。有的人走上三两步，就掉下深
渊；有些人走一半路程，也不幸掉下去。就是走近对面山边，也还是难以幸免落入茫茫的深
渊。掉下去究竟去向何处，谁也不知道。这正是茫茫人生的最好的写照。学佛就是对此糊涂
人生，有一彻底的认识。这人生问题，虽然也可以不必去研究，如一只海船，从此海岸驶往
很远的目的地，在茫茫的大海中可以糊涂的向前航行。但是，漫无方向的乱闯，这是一件极
危险的事。佛法，就是说明了这人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现在怎样行去，才能安登光明彼岸
的问题。
二、碌碌终生何所得：人生碌碌忙了几十年，从小就忙，一直忙到老死，到底忙什么
成绩来？这是值得反省的，很有意义的问题。可是不忙，又不成，多少人无事也要忙，问他
忙个什么？他是无以答覆你，但总之不能不忙。年青人大慨不会这样想的，他们以为前途是
充满了无限的光明。一到中年以后，对此碌碌人生就有所感触。我不是要诸位不要忙，而要
探讨忙了有何所得。世俗说：“人生好似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老辛苦一场空”。在忙
碌中确曾获得了高官、财富、地位，但不久就失去了，好像什么都是空欢喜，什么都毫无成
就。老年人对此，特别有着深刻的体验，如儿女小时个个都跟随在身边，一等长大了，也就
各个营谋个己的独立生活去了。这一问题往往容易使人生起悲观消极，萎靡颓废的观念，但
佛法却并不如此。
三、孳孳行善复何益：关于劝人行善，不但佛教这样，儒家、耶、回教等，无不教人
行善止恶，所谓“为善唯恶恐不及”。可是行善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道德究竟有什么价值？平
时说：“行善得善果，作恶得恶报”，这是因果的定律。中国人对于行善的观念，多建立在家
庭中，如父母行善作福，其子孙必多昌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其实并不如此，有父母
良善而子孙大恶，有父母很坏而子孙忠孝。如古代尧帝秉性仁慈而丹朱性情傲慢；又如瞽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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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顽劣而其子舜帝大孝，就是一例。约个人说：这社会上往往是坏人容易得势，好人每每
被欺侮、吃亏。如孔子的道德学问，难道不好吗？可是，当他周游列国时，曾经几乎被饿死，
政治上也无法舒展抱负。反之，大恶盗拓，竟能横行于当时。这样看来，善恶与祸患，有什
么必然规律？为什么要行善呢？这唯有佛法建立三世因果，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一
切宗教劝人行善的出发点是一致的，而与佛法的结论却是不同。学佛只管孳孳行善，也许目
前所遭遇的是不利，困惑，但将来善业成熟，自然会感到美满的善果。能这样，才算合乎佛
教的精神。
四、逐逐此心安不得：说来这实在是一件不著边际的苦事，我人的心总是向外贪求，
终日为著色声货利名闻权力在驰求。为什么要这样？为了心满意足。如一个缺乏衣食的人，
他必需获得金钱才能解决生活的困难。可是一等他获得足够的衣食后，他仍然是不满足，进
一步又要讲求衣食质料的美好，出门要有新型的轿车，住的要有精美的大厦。等到一切都到
了手，心中还是不满足。人心永久是这样的，终日追求，没有满足的一天。如马奔走一样，
后足著地，前足早又挂空，决不会有四足一齐著的。人心不足，总觉得他人样样比我好，其
实不然。学问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学问，他也是不满足的。为一国之主的，虽有绝大权威，他
也还是不满足的，有他说不出的苦。人不能获得满足，内心就永久得不到安乐。平常说：要
安乐就得满足，其实人心从来就不满足，怎能得到安乐呢？一般宗教给人安慰，使人满足，
安慰也可说是一般宗教的共同点。如西洋宗教教人信就得救，得救了自然就会满足，内心也
就得安宁。把人当小孩一样看待，小孩子，你听我话，不要哭，给你玩具。其实问题没有得
到解决，因为人心的不满足，不是外来的给予所能满足的。惟有佛法，教人先要了解生死究
竟是怎么一回事，碌碌终生究有何所得，行善复有何利益？如何才能获得内心满足和安乐。
从这些问题去审察，才能把握住佛法的核心，也才能真正获得安乐。
二、我在宇宙之间
一、神造我欤？对这茫茫的人生，又考察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我生存在这广大长远的
时空中，究竟有何种地位？宇宙之大，上天下地，形形色色，万化纷纭，吾人生来死去，行
善作恶，皆在其中。但我们生存这宇宙之中，究竟是什么地位？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比方在
家庭中是家长，即负有家长的责任；做学徒的，就应有学徒的态度。西方宗教的观念，人在
宇宙之中是被造的，宇宙间一切万事万物，飞鸟走兽，乃到草木丛林，各式各样，都是神所
创造的，一切受神的管理和支配。人既然属神所有，人就是神的奴隶，所以他们每称神为主，
人自称神的仆人。所以我说：西方宗教的人生观，是主奴的文化体系。人是神的奴仆，一切
唯有服从，不服从就有罪。如主人命令仆人先扫地后煮饭，而仆人却先煮饭后扫地，虽然事
情做得很好，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仆人违背了主人的命令。这宇宙间就是能造的神和被造的
人与万物的两种关系。人虽是奴隶，但是高等的奴隶，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以后，教人去支配
管理万物。所以做人的态度，站在神的面前是感觉到万分的可怜；但是对于万物，又有了大
权威，值得高傲。西方宗教文化，离开了神，好像一切毫无意义。这种观念，在当时文明未
开化时期，也许是合理，但是到了现今，是值得考虑的了。
二、天地生我欤？中国文化对于人在宇宙间地位的看法，比西方宗教要高明得多，他
说人由天地所生，或由阴阳和合生。天是属于形而上的或精神的，地是属于形而下的，物质
的。天地生万物，而人独得天地之正气，称为万物之灵，甚至伟大到与天地并立，称之为
“三才”。所以人在天地间是最高尚的，不同于西方的主奴体系。是否人人都能与天地并立呢？
唯有圣人才能“赞天地之化育”。又说：“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与万物同忧”，这些都充分的
表现出圣人之伟大。天地生万物是无心的，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不同上帝生万物是有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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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就生。但是宇宙间从好处看：花儿美，鸟儿叫，一草一木都是可爱的。若从坏处看：大
虫吃小虫，大鱼吃小鱼，你害我，我杀你，彼此相互残害。若说上帝造万物，这种生物界互
相残杀的情形，最后当然也根源于神，神就未免太残酷了，所以上帝造万物说不通。儒家说
天地万物是无心的，万物相争相杀，又相助相成。圣人却不能无动于中，他要与万物同忧。
天地是属于自然界的，而圣人是人文道德的。圣人看到世界人类互相斗争，他就主仁爱和平。
看到人们缺乏知识，他就以教育化导之。看到人们道德沦亡，他就重道德。天地间种种的不
好，圣人总得想办法使它合理化，臻于至善，这样圣人也就赞天地之化育了。这种观念，比
西洋宗教合理得多。由于中国的天地生，阴阳生，所以中国文化体系是父子式的。家庭是父
家长制；政治是帝王以老百姓为子民，老百姓称地方官为父母官。父子文化体系，是情胜于
理，不像主奴体系的重法，刻薄寡恩。
三、我造世间欤？佛法认为宇宙间的一切是由各人自己造成的，所谓是自作自受，共
作共受，这是业感的定律，与神教恰恰相反。因此，学佛的应该理解到两种道理：一、世界
这样的混乱和苦难，是由人类过去的恶业所造成，要世界清净和庄严，也唯有人人能行善止
恶，才有希望。约个人说：我没有知识或家境的困难，乃至病苦的纠缠，都是由于过去或现
在的业力所成。所以说要想世界得和平，个人得安乐，要自己尽量的向好方面做去才行。若
人是神所造的，自己就没有力量，一切只有听神决定。佛法说由自身业力所招感。故自己有
一番力量能改造自己，进而能改造世间。二、相信了佛法的业感缘起，无论是世界秽净，个
人的成败，都是以前的业力所招感，决不会怨天尤人。业力是可以改进的，就从现在向善的
方面做出，前途自然充满了无限的光明，这是佛法为人的根本态度。我人何以要行善，使个
人获得安乐，使世界趋于和平。这赞天地之化育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所以佛法提倡平等观，
也就是人人皆可以成佛的道理。了解到这点，就可以明白人在宇宙间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佛法的我造世界，人人造世界说，是自由自主的人生观。人与人间，既不是主奴体系，
也不是父子体系。先进先觉的是师，后觉的是弟子。先觉者有引导后觉者应尽的责任，是义
务而不是权利；后觉的，不觉的，有尊敬与服从教导的义务。师友间情理并重，而在共同事
上，又完全站于平等地位。以佛法而构成社会关系，必然为师友文化体系，适合于民主自由
的精神。
佛法说，我能造世界，与上帝的创造不同。上帝要人就有人，要万物就生万物，是无
中生有的，违反因果律的创造。佛法的造世界，是由各人起心动念的业力所造成，若能积功
累德，净心行善，就可以实现清净理想的世界。最近有人说：佛也能创造世界，如阿弥陀佛
能创造西方极乐世界。其实，若想以此来媲美莫须有的创造神，那是笑话！若以此来显示佛
的能力，也是不懂佛法。依因果律而感造世界，这有什么希奇，凡夫也能创造世界，不过所
造的是地狱、饿鬼、畜生、人间、天上的世界罢了。因人有烦恼恶业，所以造的是污浊世界；
佛具有无边清净功德──福慧圆满，所以造的世界是庄严清净国土。这是佛法的因果定律。
学佛者明了这一道理，在日常起心动念中，应尽力向善的方向做去。自己这样做，劝人也这
样做，清净世间的实现（十方已实现的，很多）才有希望。
三、学佛是人生向上事
要了解学佛的根本意趣，必先认识人生生存的价值，在宇宙中是居于主动的地位，而
后才能决定我们应走的正确路向。因为世间的动乱和安宁，人们苦痛与幸福，都是人类自力
所造成的，并没有什么外在的东西来主宰我们。人类有此主动的力量，才有向上向善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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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就是向好的方向努力，一步步的前进达到那至善的最高峰，也就是学佛的意趣
所在。人之常情，无不喜爱向上向好的，除非是失意分子，因为事业等失败，使他意志消沉，
不想振作，索性做一个社会上的败类。但这种人究竟是少数，而且都有机会改善的。平常以
为人生好事，是家庭生活美满，儿女多，身体健康，有钱有势，当然这也是人生的好事。可
是依佛法说：这是好的果，并不是好的原因。要想获得良好的结果，不能就此满足，因为这
是要过去的。必须积集良好的因，才能保持而趋向更好的。这如见一朵美丽的花，就想摘下
来属于己有而不想法去培植花草，或不再去培植，虽然获得了，到底是罪恶的，或立刻要失
去的。有些人，能合理的获得了钱财和地位，但是往往利用这些钱势，做出种种害人利己的
勾当，这都是缺乏了人生向上的精神，更没有确定向上目标的错误所致。
有人说：我不想学佛、成佛，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够了，这是不大正确的。古语说：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则得其下”。学佛，先学做一好人，这是正确的；若只想
一个好人，心就满足，结果每是仅得其下。所以，学佛不但要做一好人，而且还要具有一种
崇高的目标，纵使一生不能成办，将来总要完成这理想的目标才对。
世界任何高尚文化，都有一个理想的目标，劝人去修学。如耶教叫人体贴神的意思，
效法耶苏。虽然他们认为人不能做到神和耶苏那样的权威，但是要学习耶苏博爱和牺牲的精
神。他们说：人的身体是土所造的，灵魂是由神给予的。因为人作了罪恶就堕落了，将那圣
洁的灵魂弄的污葬不堪，所以教人先将污浊的心净化起来，才能进求那光明理想的目标──
生天国。
中国儒家也说：“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士是读书明理之人，尚且要“见贤思齐”；
进而贤人还要效法圣人。但是“圣人有所不知”，又要希天。所以正统儒家的精神，无时无刻
不在鞭策自己向贤圣大路上迈进的。道家也有一套理想的目标，所谓：“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者，即是依据宇宙万有的自然法则，不用矫揉造作，任性无为，便是他们做人向
上的目标。人世间的一切，立身处世，若不遵循自然法则的发展，就会颠倒错乱，治丝益紊，
一切的痛苦困难就接踵而来。从上面看来，儒家是效法贤圣的高尚人格，进而通于天格。道
家是崇尚宇宙间自然的真理法则。总之他们都有引导人生向上的理想境地。
一般人以为能好好做人就好了，不需要什么向上向善的目标，像这样得过且过的心理，
不能自我强化，努力向上，如国家或民族的趋势如此，有堕落的危机。一般高尚的宗教，都
有一个光明的远景，摆在我们面前，使人向往，羡慕，在未达到这一理想境地的中途，不断
的改造自己，力求向上，这才能获得信教的真实利益。学佛要怎样才能向上？这先要明白佛
法中五乘道理，五乘：即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人天乘是佛法的基础，但不是
佛法的重心所在。因为做一好人，是我们的本分事，即是生天也不希奇。虽然天国要比人间
快乐得多，但是还三界之内，天福享尽，终必堕落，还有生死轮回之苦。佛法的真义，是教
人学声闻、缘觉的出世；学菩萨、成佛的自利利他，入世与出世无碍。但学声闻、缘觉还不
过是适应的方便，最高的究极是以佛果为目标，从修学菩萨行去实现他。学菩萨行向佛道，
必不离人、天、声闻的功德，渐次展转向上，虽然要经过悠久的时间和广大无边的功德累积，
但有了这高尚的目标在前，助长我们向上向善的欲乐精进，至少意志不会消沉堕落下去。
学佛必先皈依三宝──佛、法、僧。三宝，是学佛最高理想的皈依，应依此三宝而去
修学。三宝中的法，是人生宇宙绝对的真理。佛是对此真理已有究竟圆满的觉悟者，僧是三
乘圣贤，对于真理虽然没有究竟的觉悟，但已入法海，有或浅或深的体验者。所以佛与僧同
是学佛者最高理想的模范。佛法，不像耶、儒的但以人格性的天神或贤圣为崇仰，不像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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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永恒的自然法则为依归；皈依三宝，是统一了人与法二者而树起信仰的理想。我们何以
要恭敬、礼拜、赞仰、供养三宝？这不但是一种虔诚敬信的表现，也不仅是一般所见求的功
德，这是向往着佛僧崇高的德性和圆满的智慧，真法的绝对究竟归宿，以期我们对于真理，
同样获得彻底的觉悟。我常说：中国孔、孟子道，对于做人处世、立功、立德，有一种独特
的好处。可是缺乏一幅灿烂美妙的光明远景，不能鼓舞一般人心向往那光明的前途而迈进。
可是一般宗教，无论你是多么的愚痴和年老，它都有一种摄引力，使你向上向善而努力。所
以能够看经，研究佛法，和拜佛，念佛的，不一定就是真正的信佛或学佛的。真正的学佛，
主要是以三宝为崇高理想的目标，自己不断的修学，加以佛菩萨的慈悲的愿力摄受，使我们
身心融化于三宝中，福慧一天天的增长，一天天接近那崇高的目标。
四、学佛的切要行解
佛法中，从信仰到证悟，有“解”“行”的修学过程；解是了解，行是实行。佛法的解行
有无量无边，现在仅举出扼要的两点，加以解说。先说理解方面的：一、“生灭相续”；二、
“自他增上”。生灭相续，说明了我们的生命，是生灭无常，延续不断的，也就是“诸行无常”
义。人生从孩童到老年，无时无刻不在演变中，虽然是不断的变化，后后不同前前，但永远
相续着，还有他个体的连续性。扩大范围来说：今生一期旧的生命结束，新的生命又跟着而
来，并不是死了就完了。就如今晚睡觉，一夜过去，明早再起来一样。明白了这种道理，才
能肯定那业果不灭的道理。就现在说：如一人将来的事业，成功或失败，就看他有否在家庭
与学校中，受过良好的教育。又如年青时，如不肯努力，学会一种技能，不能勤勉的工作，
年纪老大时，生活就要成问题。这一简单的原理推广起来，就显示了今生若不能做一好人，
不能积集功德，来生所得的果报，也就不堪设想了。换句话说，要想后生比今生更好，更聪
明更幸福，今生就得好好地做人。这前后相续，生灭无常义，可以使我们努力向上向善的目
标做去。
自他增上，“增上”是有力的，依仗的意思。人类生活于社会上，决不能单独的存在，
必须你依我，我依你，大家互相展转依持。如子女年龄幼小时，依靠父母抚养教导；等到父
母年老，也要依子女侍奉供养。推而广之，社会上一切农、工、商、政，没有不是互相依仗
而展转增上的。依佛法说，范围更大，宇宙间一切众生界，与我们都曾有过密切的关系，或
者过去生中做过我们父母兄妹也说不定。只因业感的关系，大家面目全非，才不能互相认识。
有了这自他增上的了解，就可培养我们一种互助、爱人的美德，进而获得自他和乐共存。否
则，你害我，我害你，互相欺骗、残害，要想谋求个人的幸福，世界的和平，永远是一个不
可能的问题。所以，世界是由我们推动的，要想转秽土成净土，全在乎我们能不能从自他和
乐做起而决定。
关于修行的方法，虽然很多，主要的不外：“净心第一”和“利他为上”。学佛是以佛菩
萨为我们理想的目标，主要是要增长福德和智慧，但这必须要自己依着佛陀所说的教法去实
行。修行的主要内容，要清净自心。因为我们从无始以来，内心中就被许多贪、嗔、邪见、
慢、疑等不良分子所扰乱，有了它们的障碍，我们所作所为皆不能如法合律，使自他得益，
所以修行必先净心。净化内心，并不是摆脱一切外缘，什么也不做，不想，应该做的还是做，
应该想的还是想（观），不过要引起善心，做得更合理，想得更合法，有益于自他才对。这
如铲除田园中蔓草，不但要连根除去，不使它生长，而且还要培植一些有用的花草，供人欣
赏。所以佛法说，只修禅定不能解决生死问题，必须定慧双修，断除有漏烦恼才能获得道果。
佛法说：“心净众生净”；“心净国土净”，都是启示学佛者应从自己净化起，进而再扩大到国
土和其他众生。这无论是大乘法和小乘法，都以此“净心”为学佛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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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讲到利他为上：依于自他增上的原则说，个人离开了大众是无法生存的，要想自
己获得安乐，必须大家先得安乐。就家庭说，你是家庭中一员；就社会说：你是社会上一分
子。家庭中能幸福，你个人才有幸福之可言；社会上大家能够和乐，你个人才能获得真正安
宁。这如注重卫生，如只注意家庭内部的清洁，不注重到家庭四周环境的卫生，这是不彻底
的卫生。所以小乘行者，专重自利方面，专重自净其心，自了生死。以大乘说，这是方便行，
不是究竟。菩萨重于利他，无论是一切时，一切处，一件事，一句话，都以利他为前提。净
心第一，还通于二乘；利他为上，才是大乘不共特色，才更合于佛陀的精神。
人类与一切众生，是无限生命的延续；不是神造的，也不是突然而有的，也不是一死
完事的。这如流水一样，激起层层波浪；生与死，只是某一阶段，某一活动的现起与消散。
依据这种三世论的信念，便摆脱了神权的赏罚，而成为自作自受的人生观，肯定了人生的真
意义。我们在前生思想与行为，如向于自利利人的，善良而非邪恶的，今生才能感到福乐的
善果。这样，如今生而不再勉力向善，一死便会陷入黑暗的悲惨境遇。有了这三世因果的信
念，想起从前，能够安命，决不怨天忧人；为了未来，能够奋发向上，决不懒惰放逸。安命
而又能创命的人生观，是三世因果论的唯一优点。还有，从无限延续去看，受苦与受乐，都
是行善作恶的结果。善行与恶行的因力，是有限的，所以受苦与受乐，并不永久如此，而只
是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阶段。任何悲惨的境遇，就是地狱，也不要失望，因为恶业力尽，地狱
众生是要脱苦的。反之，任何福东的境遇，那怕是天国那样，也不能自满。因为善业力消尽，
还有堕落的一天。所以真正的三世论者，在一切境遇中，是充满了希望，而又不断的向上精
进者。从自作自受而有到共作共受，每一家庭，每一国家，在历史的延续中，也从来就符合
这因果升沈的规律。
原载：《妙云集》佛法是救世之光 第二百二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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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佛教的菩萨道

紫虚

一、前言
很多不了解佛教的人都说佛教是一个消极又悲观的宗教，信佛会导至国家积弱、科技落
后，这是一般人不了解佛教中有「菩萨道」的缘故。
佛教创始者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对不同根器的人有不同的教法，对一些比较重视自己的
人（就是一般所称根器较差的人）就教他们如何自救，这部份以求自行解脱生死、不管他人
生死的修行者，就是我们所称的「小乘佛教」，乘就是车，小乘就是小车，只能载自己，不
能载别人。这些人以明了世间的苦与无常为出发点，去修道以求解脱苦恼，因为他们以为世
间苦是他们的障碍，因此他们逃避世间的一切，这就是一般人认为佛教是消极逃避的由来。
但这些人也是很了不起的，至少能空掉欲望，他们修行成功就是一般人所称的罗汉或辟支佛。
对于根器较好的人（实际上是较喜爱管他人事情的），释尊就告诉他们，修行除了自己了脱
生死，也要无条件的帮助其他人。这部份以利他为特长（当然也包括自利）的佛教，就是我
们所称的「大乘佛教」，菩萨与菩萨道也是「大乘」佛教所独有的。大乘佛教很重视修「福
报」，福报泛指做一切有相的善行（例如持戒、布施、念佛、供佛、诵经等）所得的（或所
积存的）善果（例如有健康的身体、足够的财富、得长寿、有智慧、有官运、有好的妻女
等），这与小乘佛教主张「断除」一切欲望是不一样的，大乘佛教修行者对各种欲望是主张
「不执著」而不是断除。
释尊在世时到他圆寂后约五百年期间，印度流行的是小乘佛教，而大乘只是极少数，大
乘佛教及其经典可能是释尊传授给一些俗家弟子而有的，在释尊圆寂后约五百年，大乘佛教
才逐渐兴起终至取代小乘佛教。而在东汉传入中国的佛教（约在公元六七年）自始就是大乘
的天下，这也许与中国人讲求家族和谐兴旺（就是得福报）的思想有关。
菩萨是指大乘佛教的修行者，全名是「菩提萨埵」，其意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圣
者，这些修行者除了自己精进修佛道求解脱，同时也不舍众生、不离众生，一切修行也为众
生，希望众生能离苦得乐，终究也能了脱生死。而菩萨道就是大乘行人修行与度生之道。更
深一层说，度生是扩及所有六道众生，不只是对人而已。现在很多人以为做点善事就是菩萨
道，这是有些问题的，行善布施可得人天福报，是菩萨道所必须的「一部份」（所谓三乘之
共法），但不是全部。布施行善在天主教做得很积极，其伟大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使人
间美好的想法不离孔子「大同世界」的理念。当然这些人对人心的净化及对善良风气的提倡
是有很大的贡献，但它不是佛教的菁华所在，也不是菩萨道的全部内容，了脱生死才是佛教
的菁华，菩萨道中的修行者精进修行要使自己了脱生死，也同时助他人了脱生死，虽然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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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有个美好的梦，但目的还是要大家早些「梦醒」，而不是要大家长久沉醉在美梦之中。

二、菩萨道的内容
菩萨道是大乘行者由发心修行到成佛中间的漫长路程，由于除自修自度外，度众生是重
要的工作，要完成这种艰困的工作，就必须要有动机，它是度生的动力，这就是慈悲心（在
佛教中以大慈弥勒菩萨与大悲观世音菩萨为代表）；要有目标，就是宏伟的愿望（以大愿地
藏菩萨为代表）；要有渡生的大智慧，好的工具与方法（以大智文殊菩萨为代表）；要有永
恒不断的渡生行为（以大行普贤菩萨为代表）；最后要有大精进心去完成（以大势至菩萨为
代表）。具有上面这五种条件，菩萨道才能顺利的走下去，这里仅就较重要的一些内容叙述
于下：
(1)发度生大愿：
度生是一种有相的行为，是一种「事业」，要成就大业，就要有大目标大愿望，现今所
知伟大的佛菩萨们，在开始修行时（即因地时）都有伟大的宏愿，如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药师佛的十二大愿，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大愿，这些大愿在经过漫长岁月的考
验（也是一种极强大的定力）及付诸实行，才使他们达成所愿而终成为宇宙中名号向亮的佛
菩萨。
(2)发四无量心：
这是菩萨「度生时所持的心」。菩萨渡生时要有无量的慈、悲、喜、舍四种心。简单的
说，慈就是给众生快乐；悲是去除众生的痛苦；喜是欢喜赞叹他人的成就或快乐（其反面就
是嫉妒，见不得他人好）进而参与其事；舍是以怨亲平等心将一切舍与众生。要达到「无
量」的层次就要完全去除「有我」之心，一般我们所发的慈悲喜舍心是有限量、有范围、有
我的，由「自性」而出的慈悲喜舍才是真正无量，一般人只要能做到「近似无量」就可以了。

(3)修六波罗密：
这是菩萨修行渡生的做法，大乘修行者是自度、度人并重，他们日常的行事就是行六度
法，又称六波罗密，是六种能到达彼岸（即解脱生死）的方法，那就是布施、持戒、忍辱、
精进、禅定与智慧。菩萨的布施范围很广，包括财施、法施与无畏施。法施是说佛法助众生
离苦得乐以至解脱生死；无畏施是让众生免于恐惧的布施，例如我们能陪伴癌症末期病人并
开导他们，使他们心中免除死亡的恐惧，这就是一种无畏施。菩萨布施要做到无相布施，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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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说就是不求一切回报，也没有施者与受施者之心（如此可免去因同情而起施舍之心）。
在度生的生涯中，遇到侮辱攻击的事是免不了的，修行者就要以忍辱克服，大乘修行者的忍
辱是「空忍」而不是「嗔忍」。面对污辱时，不是含著嗔恨心把忿怒强压在心底，而是要真
正了知诸法本空，没有什么可以生气的事，进一步以慈悲心善待对方，「完全出自内心」的
原谅对方。持戒对修行者也很重要，但因大乘修行者是在世间做事，要面对各种不同心态的
众生，因此不能过于坚持某些教条式的戒律，而要重视「菩提心戒」的修持，凡一切行事皆
不离菩提心为原则。这也是初学者所最难掌握的，弄不好会真犯戒而不自知。世界上就有很
多骄慢自大的人，自称只要用「心香」供养佛菩萨就可以，也有一些人以「酒肉穿肠过，佛
在心中坐」为藉口而行杀生放逸之恶行，更有人藉「双身法」可增福慧而行淫乱，甚至破坏
他人家庭之恶业。大乘修行者对某些看似违反小乘戒律之事，不是不能做，但必须修行者具
有「某些条件」才可以做，这也是大乘修行者比较困难的一点，一般人还是要守世间的道德、
法律，守佛教的五戒或菩萨戒等，不要开始就要守「心戒」，那有点危险。修禅定的目的是
要制心，使心念单纯化，可提升工作思考的效率，进一步深入可「现性开悟」，提高心灵的
层次，可了知世间诸现象的本源，可进一步了解佛教「缘起性空」及「诸法心造」的真理，
但众生因长久以来有各种妄想执著，形成潜意识中有各种障碍（佛教称之为业障），表现在
禅定中会有各种忘想（包含各种气动、色相、感应相等等），修行人若不知或有不良的心
（如求神通等），将会对身心造成痛苦或伤害（俗称著心魔），因此，修习较深的禅定最好
有人指导。智慧的获得要经过定中的观想，也就是由思想的源头或接近源头处下手，使心由
内到外皆有正念，如修习慈悲观、无常观、无我观、不净观等，这些可助我们消除内心的障
碍，使心地纯净，各种智慧自然出现，最重要当然是悟得「空慧」，就不会执迷世间的各种
现象。
(4)修四摄法：
菩萨教化众生的「手段」。大乘菩萨道修行者为能接近众生，使众生易受其教化，就要
有一些度生的手段，这就是四摄法，即要修习布施、爱语、利行与同事四种方法。布施的范
围很广泛，这里所说的布施是偏重于「惠施」，也就是施给众生一些恩惠的布施，如给他们
急需的财物；爱语是讲一些众生爱听的话，较顺众生的话；利行是做一些有利大家的事；而
同事是与众生立于同一个立场讲话或做事。当然为方便引导众生，这些手段有时可能有违戒
律（在表面上），但只要是以慈悲心出发还是可以的，如有时说一些「善意的谎言」之类。
(5)学普贤菩萨的十大行愿：
菩萨道的最高境界。华严经普贤菩萨十大行愿是菩萨道的最高境界，大乘菩萨行者都应
修习并效法去实行。这十大行愿是：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
请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恒顺众生与普皆回向。这十件事之前三项都强调礼敬供养
三世诸佛，菩萨道行者供养诸佛的重要性在禅宗的重要经典楞伽经上有提及，意思是说菩萨
在长时期的行道中若不得佛力加持，则会被外魔（指天魔）与内魔（指内心烦恼）所破坏而
可能退转而坠于凡夫、外道或小乘之流，这一点对真有修行的人应该是可以认同的。供养礼
敬诸佛要发自内心，由内而外，由潜意识到意识皆起恭敬供养之心，这不是很容易之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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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句口号「以心香供养」就可办到的，这是多生恭敬供养诸佛的结果，也是有大福报的修
行者才可办到。得到诸佛加持的人在修行上会顺利很多，甚至可以「快速」成就，尤其在
「相法」上的成就更快，这对只重「修慧」而福报不足的修行者而言是不可思议也不会相信
的。
三、菩萨道精神的现代阐释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菩萨道的精神，那就是「要有极大热诚的心去做事，但要知道
毕竟一切是空」。
一个人修行到一段时间后或者对人生的苦、空有相当认识后，有时会觉得人生到头来都
是一场空，何必努力做事呢？这样就容易陷入小乘行人的消极悲观的心境，若能发慈悲心为
渡众生的苦难，那就会有为众生而产生热心积极做事的心，但在世间努力做事，若没有了知
毕竟是空的修为，就容易陷入执著世间诸相，贪著世间名利而与一般凡夫无异。要了知毕竟
一切是空最可靠的方法是经由修行而实证到空慧，这就是菩萨要修行空观的原因。这种菩萨
道的思想对现代工商社会中的修行者有相当价值，前些日子有位学理工的同学与我聊天，他
说因学佛而觉得很矛盾，很多事都不太想去做。我告诉他这是不对的，因他是学工的，我问
他是否毕业后想开工厂，他说是有此意。我告诉他若将来开工厂，把所赚利益多分一些给员
工，多替员工的生活著想，把员工当成自家人看待，你积极工作创造财富是为了照顾员工，
这样你就是行菩萨道，你所得的回报将是员工的尊敬与高效率的工作。但是有这种想法的人
并不多见，大多数的人还是较自私的，菩萨道的修习会有助于产生这种利他的思想，若台湾
社会上多数人有这种想法，那台湾将是一个讲义理、充满爱心的社会，工商业的效率也很高，
自然就是一个富裕的社会。
四、结论
菩萨道是佛教的精髓，是众生成佛必经的道路，它是自渡渡他、福慧并行。它是为让无
量无边众生同登解脱生死的彼岸而做的努力，它是广大无边漫长无尽的道路。我希望药师山
的同修们大家都来行菩萨道，大家来为苦难众生而努力，具体的做法有下列几项，提供各位
做参考作为本文的结束。
*(1)做任何事，对任何人及畜生要不离慈悲心。
*(2)要有在此生达成了脱生死的决心与信心。
*(3)要有现代化的知识与技能，以创造有形或无形的财富（此指可提升众生生活品质之
事）以帮助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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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随时反省自己的心，是否有贪、嗔、痴、慢、疑、恶见等不良的想法出现。要使
自己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修行者。
*(5)要努力精进修行。
*(6)要诚心礼敬供养诸佛菩萨。
*(7)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做事，但要随时提醒自己毕竟一切是空。

佛弟子紫虚居士于长滨准提精舍 83.12.9

【录自：中华药师山居士佛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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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不是天才创造的

http://home.wangjianshuo.com/cn/20060907_aecaeec.htm
作者：王建硕 发表于： 2006-09-07 09:09
有趣的游戏
前几天晚饭间，老华组织在座的 12 个人玩一个猜数字的游戏。。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每人给出一个从 0 到 100 之间的数字。把所有人的数字求算术平均值。谁选的数字最接近这
个算术平均值的 2/3，谁就赢得整场游戏。
这是个很有趣的游戏，建议大家每个人都再仔细读一下题，想一想，试一下？
选一个数，写一个理由，然后再往后看。
分析一下过程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游戏里的每个人。如果每个人都是真的随机的选择的话，大家平均值应
该在 50 左右。50 的 2/3 应该是 33.3，对吗？很多人都写了 33.3。（当然还有很多人没有想
到这一步）
不过多想一步，如果你写了 33.3，难道其他的人不会想得和你一样，也写 33.3 吗？如果这
样，你应该写 22.2。如果继续想下去，大家的平均值应该越来越小，就是这样。。。
50
33.33333333
22.22222222
14.81481481
9.87654321
6.58436214
4.38957476
2.92638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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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922116
….
最后，把问题想得非常地复杂的人的答案是 0。
这是我们那天的结果
30
98.16
32
50
12
33.3
22
8
8.2
18
28.68
37
所有的平均数：31.445，它的三分之二是 20.96333333。选 22 的人获胜。
世界不是由天才创造的
老华的很多次游戏表明，无论是什么样的群体，最终的获胜的数字，都在 22 左右徘徊。群
体决策的结果和天才的想法总是有些格格不入。这个游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由天才决
定的。在众人决策的过程中，赢得游戏的人，都是比别人多想一步的人，而不是多想两步或
更多步的人。
游戏中的人
这个游戏里面，选择不同的数，或许就代表了不同的人。
先说选超过 66.67 的人。在开始游戏的时候，我悄悄对 Wendy 说，“肯定不会有人选超过
66.67 的数字的，要是谁要是写了，一定是没动脑子的”。就算是所有人都写 100，获胜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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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也才 66.67。结果出来，第二个报出的数字就是 98.16。我窃笑。他解释写这个数字的原
因是因为没听清楚题。慢着，先别就这样放过这个现象。在现实社会里面，没听清楚规则的
人不是比比皆是吗？比方说，做产品的人认为质优价廉用户就会买，而实际上，花高价买差
产品的人大有人在，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用户都和和业内人士有一样的判别力，一样的了解
规则，对吗？
再说选 0 的。或许这个结果很多人想都想不到，但老华组织的游戏里面，几乎每次都有选零
的，而且越理性的群体，选零的比例越高。比如微软研究院 30 个人里面高达 3 个人选零。
选零的人，沉浸于自己对世界了解的快感中，却知之者甚少。很可惜，在每次游戏里面，比
一般人多想一步的人就不多，想两步的人更少，经过重重递归迭代到达 0 的最终境界的人少
之又少，我们只好轻叹一声，说，你是天才，但是你赢得不了游戏。或许原本他们在写 0 的
时候，本来也就清楚的知道自己不可能赢得游戏，而他们就是用这种近似自杀的方式向世界
宣称，“我放弃获奖，因为我是天才。我可以接受没有奖励，但我不能接受大家不认为我聪
明”。我们假想一下，如果天才的理论有机会向每一个参与者传播，让他们理解，跟随天才
的选择，说不定他还有一线获胜的机会，不过让每个人了解，从古到今就不曾在天才在世的
时候实现过。天才不是疯了，就是穷困潦倒。
然后我们来说选 33.3 的。他们是正常的，平凡的人。就像数以百万计的洗发水的使用者或
者报纸的阅读者一样，再正常和普通不过。在明白无误的规则面前，按照规则办事，用思考
指导行动，却不多想更多。33.3 的人是社会的大多数，在他们前面，有引领世界的 0 和推动
世界的 22；在他的后面，有大量的选择随机数的更平凡的人。是 33 们，奠定了这个社会的
基调。
再说赢得游戏的 22。他们也遵循规则，但是比规则前进了一步，不多不少，刚刚好一步。
他们提出的方案让大多数人（33）感觉的有道理，却不像天才（0）提出的解决方案那么晦
涩难懂。我们假设，如果布鲁诺要是发现一个新的号称是绕地球旋转的星星或许能为他赢得
终生的荣誉和财富，但如果走得像推翻地心说，宣扬日心说那般的接近真理，得来的就是 8
年的监禁和熊熊的烈火了。
社会上除了这些种类，还有很多，在游戏里也在出现。比如说选 50 的。他在公布答案之前
就解释说，“我知道这个数字肯定会非常小，趋近于 0，而我就是想说一个大一点的数字，把
平均值拉大，看看是会不会左右游戏的结果”。这叫做“搅局的”或者说“损人不利己”的。现实
社会里面有吗？大有人在呀。
天才的悲哀就在于，他搞懂了规则，却没有搞懂人。他自己想明白了，就想当然的以为别人
也会想明白。他不但错误地忽略了只想到 33 的人的存在，更忽略了没有思考的，或者存心
不按规则玩的人的存在。毕竟，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只有天才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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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一说 8.2，就是我了。我对 8.2 的分析是，这个人有一点点天才的倾向，却又不能像
选 0 的天才一样潇洒地放弃冠军的奖励；他希望赢得游戏，却又过高地估计了大众思考的步
伐；8.2 被天才斥责有太多功利心，却被 22 嘲笑过于“自作聪明”，算是一个摇摆在理想和现
实之间的人。自嘲一下罢了。
天才的选择
对于这个社会，必然有看得比别人稍微透彻些的，离真理更近些的，我们姑且称之为天才吧。
这些已经窥探到天机的天才，在现实世界里面，选零还是选 22，这是个问题。
选零，就注定了要放弃大多数人的认可。这认可可能是名声，可能是钱。选零的人，适合当
教授，适合当评论者，不合适自己来做商业。
如果你本来想选 0，却又为了迎合大众选了 22，就注定了你要伪装的傻一些，要被业内人士
批判，会被选 0 或者 8 的人认为不紧跟潮流。大家看一看现在大凡成功的公司，从美国的软
件业网络业巨头们，到中国的门户和成功网站，哪个躲得过选 0 的人的指指点点？或者说，
选 22 的人是易中天，会用通俗（甚至有些错误）的方式讲史，而选 0 的人就是严肃的历史
学家。通俗文学，流行音乐和热门网站，在大众和同行两个世界里面有完全不同的声名，大
多是因为这样。
没有选 0 的人，这个世界何以进步？选零的天才们艰难地拖着这个世界前行。我对他们表示
敬佩。只可惜，他们获得的只有一小部分人的敬佩。对于选 22 的人，帮助了无数选 33 的人
改善了生活，他们也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没有 22，世界怎么可能从 33 过渡到更小的数
字去呢？我对他们也表示尊敬。
世界毕竟不是由天才创造的。
更新 2006 年 9 月 9 日
注一：为了让大家看到这个游戏的全貌，我把更多的结果，包括前 100 个人，200 个人，和
1000 个人的结果公布出来。大家可以看一看。很有趣，结果都在 21 到 22 之间。
注二：每个人对这个游戏都有自己的分析，无论每个人得出的结论如何，觉得有所收获就好。
我们谁都不能断定别人看到同样的游戏，甚至同样的分析，可以领会同样的东西（我们不会
再当一次 0，或者 33 或者 98 了）
注三：这个游戏来自老华的启发。老华在很早以前就曾经也写过这个题目，《世界不是由天
才创造的》，并且更进一步用《木桶定理》来解释社会的发展，很有道理，推荐大家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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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世界不是天才创造的”，还可以看到“只需领先一步就能赢”这样一个寓意。
Posted by: 8thinkcom
一直遇到别人提这个问题，都是选 0，作为圣人(注意：不是天才，而是圣人)，发表一下圣
人的言论：
圣人要诚实和智慧兼备（德才兼备，谓之圣人），所以只要是答，必答真值。
对于世界，圣人的作用是讲出真值。世界的方向由圣人指引。圣人必上天堂。
次之的是天才，才胜于德，不求真值，但求利益，他们间接驱动俗人改变世界。但是请注意：
世界的方向由天才控制。对于世界的健康发展，他们有苦劳没有功劳；对于自己，得好处不
得内心深层的快乐；所以上不了天堂。
最末的是俗人，对世界不起作用，终将被自动化的机器代替；而且可憎的是，他们的蠢，间
接助长了天才的得势而削弱了圣人的得势，一般来说，增加了世间邪恶的比例，甚至有可能
让世界走向无法控制的方向。他们统统应该下地狱！
一个人可以不是圣人，但要避免成为俗人或天才。
圣人+受圣人控制的天才+俗人 = 天堂
看起来有点象某国的架构，不是吗？
Posted by: minjingshu
这个题挺有趣，但用来说明“世界不是天才创造的”不妥。这个求平均数的过程是一个没有权
值的过程，对应到社会贡献上，就是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等价。事实上天才的贡献一般会比
普通人大很多，所以计算平均数时不引入权值对“世界不是天才创造的”没有说服力。
Posted by: joh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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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贡献有激情，对回报有信心

http://home.wangjianshuo.com/cn/20060513_ecieae.htm
作者：Jian Shuo Wang 发表于： 2006-05-13 18:05
一般的生意人，都在反复评估，自己的贡献和回报的关系。如果贡献大于回报，就说是吃亏
了。贡献小于回报，就说占了便宜。
而我看到的伟大的公司，或者成功的生意人，发现他们有一种惊人的相似之处，总结出来，
就是：
对贡献有激情，对回报有信心。
贡献和回报
打个比方，一个作家，可以关注自己写的稿子的质量（就是自己的贡献），也可以关注自己
的稿酬。
只对自己稿酬感兴趣的，却不关心如何提高自己写的文章的质量，他会是一个越来越失败的
作家。相反的，如果把所有激情投入提高自己的文章质量，而不关心稿酬的话，他才可能成
为伟大的作家。
有“理想”的公司，都是贡献真诚的感兴趣的公司。微软的任何产品，都在看怎样提高生产率；
Google 的两个创始人关心的是如何更好地组织世界的信息；皮埃尔关心让世界的任何人都
有可能在互联网上实现交易，而爱迪生关心的是给人类光明。。。
回报和坚持
如果一件事情是为了回报，这件事情很难持久。这和一个人的毅力无关。
当一个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意义的时候，常常会为了显而易见的回报来坚
持做一些事情。但很少有事情可以让你立刻看到回报，于是会选择放弃。放弃，多半不是因
为无法坚持而放弃，而是因为感觉到自己做这件事失去了意义，所以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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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blog 就是这样。如果只是很希望别人来看，来评论，就会一天访问十次自己的 blog，看
一看有没有人回复。不久就会精疲力尽，而且会发现，自己的努力并不会直接换来多少人回
复（像我每天一篇写了第四个年头了，也不会有多少回复的）。这时，就会怀疑自己做这件
事情的意义，于是就不写了。不用埋怨自己的毅力，这件事本来和毅力毫无关系。
而凡是能坚持的 blogger，要么是把 blog 写给自己的，意识到每天的记录是帮助自己来整理
思路，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要么是为了兴趣，写 BLOG 仅仅是为了帮助别人，只关心分
享，而不关心评论或者浏览量的。无论什么样的动机，只要能看到自己的努力是为了贡献，
而不是回报，就会坚持。
只有对贡献有激情，不在乎回报的时候，你才能坚持做一件事情，就像伟大的公司因为有一
个贡献的理念，才可以持久的保持激情，在取得巨大的成功以后，接着日复一日地寻找更大
的贡献。
需要说明回报，绝不仅仅是钱，它可以是各种你追求的东西，甚至仅仅是一个指标。比如，
锻炼身体，身体健康就是回报。如果不享受锻炼的过程，而是苦巴巴的咬着牙，说只要我坚
持，就一定会身体好。。。八成，这种坚持不会超过一个月。这就是为了回报而坚持的例子。
减肥不成功，不用怀疑自己的毅力。当你对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本身没有兴趣而只是为了这种
方式带来的回报来勒紧裤腰带不吃东西，又怎能让你长期地坚持？
网站的贡献和回报
网站如何提供给用户更多的价值，这就是贡献；如何提高访问量，这是回报。
我个人的体会是，回报这个东西，就像一个电闸。当你把手摸上去的话，就像摸到了高压电
一样，瞬间就会感觉的迷茫，压力，并看到投机取巧的办法看起来很有吸引力，就会像一个
商人一样买卖流量。但如果把手抽回来，不去碰那一个电闸，感觉立刻好了很多，开始思考
比如如何帮助用户，如何给予更多，贡献更多。世界于是又回到了鸟语花香，海阔天空的状
态。
彻底想明白自己努力到底是为了贡献，还是为了回报，是是否可以持久地，优秀地做好一件
事情的关键。
对贡献有激情的时候，还要对回报有信心
和对贡献的激情同等重要的是，对回报的信心，而不是置之不理。历史上成功的企业和个人，
不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取得了与之相应的巨额的报酬，以及电影明星般的盛名。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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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对贡献有激情的人都做得到这一点。
比如历史上有一个伟大的发明家（或许是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却鲜为人知。他就是
Nikola Tesla。他发现或者开发了一系列伟大创新的基础技术，从无线电信号传输，到交流
电，从特斯拉变压器到 X 光，荧光灯直到现代电网。他和爱迪生一起工作，却相比之下，却
回报寥寥。不但老年穷困潦倒，也很少有人听说过他。1943 年，这位为人类迎来电力时代
的天才去世的时候，身边只有几只他捡来的病鸽子。
这是一个对贡献有激情却没有回报的例子。John Battelle 在最近一本新书《The Search》里
面就提到，Google 的创始人 Page 就是一个深受这个故事感染的年轻人。Page 说“Nikola 是
个伟大的发明家，但他没有取得他应该取得的成就。我喜欢发明，但同时也希望改变世界。
我希望能把我的发明带到人们的手里，这样他们就可以使用我的发明，因为只有这才是真正
重要的”。在发明了 PageRank 算法以后，到底是按照学术传统分享自己的成果，还是像商
业公司一样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是两个创办者在 1997 年夏天最大的问题。
当然，结果证明了，他们可以在像 Tesla 一样贡献的同时，用一种方式，来保证自己的回报。
这种把贡献转换为回报的方法给了他们信心，可以更专注的在贡献部分。
回报是贡献的影子
回报是贡献影子。我是说，如果安排得得当的话。
当一个人奔向太阳的时候，影子会跟着你。
当他追随影子的时候，他将远离太阳，远离光明，最终失去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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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三

谈谈胡正（Startdict2 作者）

http://lixuzhang.blogspot.com/2006/05/startdict2.html
李旭章
广州, 广东, China

本来想查一下为什么 Debian 中没有 Stardict 的词典（网站上说很多是 GPL 的），从而了解
到作者胡正的一些东西:-)
胡正，startdict 和 reciteword（轻轻松松背单词）的作者。
主页：http://forlinux.yeah.net/
http://reciteword.cosoft.org.cn/yaoguang/
我以前就上过的，但并没有留意，今天再上去就发现我以前就上过的了。
以前就大致看了他的＜终极真理＞和＜天才哲学＞，忘记当时是什么感觉，反正没好感觉；
也就没细看。
现在，知道他是 startdict 的作者，而且这个词典确实不错，怎么也得给点面子看下去。呵呵。
看了，感觉就是“疯子”:-)因为感情问题和哲学思考走上邪道了。
他的＜天才哲学＞和＜终极真理＞，很多用英文写，我只看了中文；他提到尼采，我看过一
点，但翻译质量太次，很难看下去，所以没看完，无法拿他跟尼采来说事；但他自己的这两
篇文章，我只能说都是臆想而已。
里面还有他追女孩的一些情书。我看到一个纯朴可爱又极端自负和自作多情的“疯子”。因为
人总有犯傻的时候，胡正是这样，我也曾经这样，我想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还好，
我现在完全不受这类东西影响了。
情感、毒品都是容易让人精神错乱的东西，也许正是精神错乱，让人偶尔能窥见世界真面目，
做出超常的事，这就是我们说的天才。正所谓“也许天才本疯痴”。
胡 正，我相信他绝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从上面的材料猜，他是被女孩拒绝后，可能由于
过度的自负而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因此他的“自我防卫”机制就开始找各种 “原因”，但却从不
来没有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不知道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他是否仍然这样。祝他好运。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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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startdict 原是他为他喜欢的女孩编的软件。
To 胡正：
startdict 确实是好软件，但还说不上是天才之作。我并没有任何恶意，我是觉得这个软件好，
所以我为了感激，希望你变成我认为的“正常”而作一点提醒而已。我是绝不会加你的“天才
教”的。尼采也不同意别人跟在他屁股后面或对他仰视，是不？哪个自认天才的人愿意跟随
另一个人手下，并对他仰视？最多只会是敬重而已。我觉得你和尼采都是走上邪路了，自负
而激进；“佛教”倒是真让我感到是充满智慧。
算了，不随便评论了，我还没资格去乱评别人。
发表者 涣 位置在： 5/31/2006 02:52:0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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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RESUME OF HU ZHENG

胡正的工作简历
简要信息
==========
姓名： 胡正
生日： 1983.1.18
性别： 男
婚姻状况： 未婚
手机： 电子邮箱： huzheng001@gmail.com
目标
==========
* 工作意向： 高级软件工程师，偏向游戏开发，工作地点为北京
教育背景
＝＝＝＝＝＝＝＝
四川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01.9 - 2006.7
本科文凭
技术特长
＝＝＝＝＝＝＝＝
操作系统： Linux, Windows, Mac OS X
编程语言： C++, Python, C, PHP, Objective C, JavaScript。我还了解一些其他的语言，比
如 ASM, Ruby, Perl, Java, Lisp, Erlang, Shell, Lua 等。
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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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红帽中国软件公司。 http://www.redhat.com.cn
2007.1 - 2008.6
职位： 国际化软件工程师
（2） 北京飞漫软件公司。 http://www.minigui.com
2006.7 - 2007.1
职位： 软件架构师
过去所做项目
========
1) 星际译王 StarDict. http://stardict.sourceforge.net
星际译王是一个跨平台的国际化的词典软件，使用 C++语言开发，开放源码。它功能强大，
能在 Linux，Windows，Mac OS X 等操作系统下运行，在 Windows 平台下有屏幕取词等功
能。它支持国际化，可以加载各种语言的词典，目前有两千多个词典，甚至包含了金山词霸、
Babylon 等软件的词典。星际译王受到了很多用户的欢迎，目前直接下载量超过了 9 百万
(见：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tats/detail.php?group_id=80679&
ugn=stardict&mode=alltime&&type=prdownload)。Fedora、Ubuntu 等 Linux 发行版自带了
星际译王软件。
2) 黑客背单词 ReciteWord. http://reciteword.sourceforge.net
黑客背单词是一个界面非常漂亮(请参见项目主页)且功能强大的背单词英语学习软件。
获奖和认证
========
2004'中国开源软件竞赛优秀软件设计金奖。奖励了一台 IBM ThinkPad 笔记本电脑。
2005'金企鹅杯大中华开源软件竞赛杰出创意奖。这次竞赛在香港举行，选手来自大陆、香
港、台湾、澳门两岸四地。
2006'中日韩开源软件竞赛优胜奖。在这次竞赛中我很荣幸地遇到了 Ruby 语言的作者（日本
选手）等人，很高兴我能作为中国的四名代表之一。
Lupa 开源大师。
英语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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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英语六级。
* 将"GTK2 Tutorial"翻译为了中文，见： http://www.huzheng.org/ebook/gtk2-tut/
个人特性
========
* 对技术有热情并且好学。
* 喜欢佛学并且有写书的习惯。
* 爱好自由并且喜欢开发能对社会做出较大贡献的开源软件。
我的个人主页： http://www.huzheng.org (推荐)
************************************************
PERSONAL RESUME OF HU ZHENG
Essential Information
===========================
Name: Hu Zheng
Birthday: 1983.1.18
Gender: Male
Nationality: Chinese
Marriage Status: Single
Phone: Email: huzheng001@gmail.com
Objective
========================
* Intention: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Game development prefered, in Beijing
Education Background
========================
SiChuan Universit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
2001.9 - 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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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Bachelor
Technical Proficiencies
========================
Operating systems: Linux, Windows.
Programming Languages: C++, Python, C, PHP, Java, JavaScript. I know some other
languages such as ASM, Ruby, Perl, Lisp, Erlang, Shell, Lua too. In fact, I can learn any
language very quickly if the project require it, that never being a problem to me.
I have read many classical computer science books in original English edition, some
technique books such as Linux kernel source code analysis, algorithm introduce, etc.. But I
put more time on doing projects as the engineering practice.
Working Experience
========================
(1) RedHat(China) software company. http://www.redhat.com.cn
2007.1 - 2008.6
Title: International software engineer
Done projects:
1. Bug fixes and package maintenance. Fix bugs that are related to i18n and maintain
some packages in RedHat Enterprise Linux and Fedora.
2. Tomoe handwriting recognition engine and the Stroke-Editor.
http://tomoe.sourceforge.net/
Research handwriting technique and add Simplified Chinese support to tomoe engine. We
developed the stroke-editor GUI tool by python programming language and build the
Chinese stroke data by it.
3. StarDict-3.0.0. As:
=====
StarDict-3.0.0 released.
2007.8.13
After half an year's hard work, StarDict-3.0.0 is out at last!
Visit http://stardict.sourceforge.net to download now!
New features:
* Network dictionaries.
* Plug-in system.
* Full-text translation.
* Pronounce word by TTS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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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liminary WikiPedia dictionary support.
* More powerful dictionary management.
* Babylon dictionaries conversion.
* Many other changes. See: http://stardict.sourceforge.net/todo.php
Enjoy! :)
=====
And StarDict 3.0.1, 3.0.2.
(2) Beijing Feynman Software company. http://www.minigui.com
2006.7 - 2007.1
Title: Software Architect
Done projects:
1. MEagle.
http://code.google.com/p/meagle/
A GIS software base on MiniGUI in embedded environment. It can open and view several
kinds of map formats by using OGR library, you can move, zoom in, zoom out and rotate
the map, a small eagle eye window can be shown at the same time, and you can save the
map file in meagle's own file format, which have very fast load speed. I designed its
architect and implement the key features, such as load and show the map, rotate, the own
file format, etc..
I become the architect after finished this project.
2. MiniGUI back end of awt for J2me personal profile and kaffe java virtual machine.
3. PMP(Personal Media Player) solution, it have a task bar and show a desktop, which
include some other applications such as music player, video player, radio, recorder, note
book, calendar, some small games and the setting program. We use the middle-ware to do
music and video playing, you can change the user language, theme dynamically.

Done projects in the past
========================
I have done some projects in the university, all of them are open source software.
1) StarDict. http://stardict.sourceforge.net
This is my most well-known project.
StarDict is a Cross-Platform and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software, it is developed by C++
programming language, and use GTK2 as the GUI library, it is open source, released
under GPL license. StarDict is powerful, besides the search while input function, it has
other features such as "Glob-style pattern matching," "Fuzzy query," "Scan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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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etc. StarDict can run in Linux, FreeBSD, Solaris, Windows, Mac OS X platform
presently, it implemented the mouse over get word function under Windows,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to use. As the power of UTF-8 technique, StarDict support many languages.
StarDict collected many dictionary data, there are more than 2000 dictionaries currently.
StarDict designed its own dictionary file format, the access speed is very fast, support data
compressing, and with good expansibility, as the use of sparse word-offset index
technique, the memory usage is very low. StarDict is welcomed by many users, the
currently download count is more than 9 Million(see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tats/detail.php?
group_id=80679&ugn=stardict&mode=alltime&&type=prdownload), it is distributed within
Fedora, Ubuntu and some other OSes. This project started in 2003.3, after more than 5
years' development, it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dictionary software in the Linux world,
while gain much market in Windows too.
I developed the StarDict.org on-line dictionaries website in the late 2006. See
http://www.stardict.org and http://www.stardict.cn, it use stardictd as the server back end,
which use libstardict to load and query dictionaries. It communicate with the client in
StarDict protocol. This website is the first dictionary website using Ajax technique in the
world, the stardictd server is very fast while save much resources at the same time, after
load more than 2000 dictionaries, which have about 60Gb data, it cost only 16Mb memory.
Stardictd server is very stable too, while ran for more than one year and accepted billions
of query connection, it can almost never crash except for maintenance, because of its
stable design.
In 2007.1, I sold StarDict's copyright and the corresponding websites for several hundreds
of thousand Yuan to an information technique company, while I still maintain StarDict
software as it keeps open source.
2) ReciteWord. http://reciteword.sourceforge.net
Reciteword is an education software to help people to study English, reciting English
words. It has very beautiful interface, make reciting word being an interesting thing. I
recommend you to visit its website and see the screen shots, I am sure that it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software in Linux which developed by GTK2.
It is written in C++, with 30 thousands lines of source codes. I begin to develop it in the
grade 1 of the university.
3) Gaim-myicq(later called LinQ) plug-in. An instant messaging client that communicate in
myicq protocol. Well, only one or two technique people can't defeat QQ or MSN, because
they have already gain the market, but we still learned much things from this project,
technically and more on non-technique.
Award and certifications
=======================
2004' China open source software contest excellent software design GOLD prize. It is
hosted in Beijing, and it is the first and biggest Linux contest hosted by th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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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I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when they announce that I am the golden prize
winner, it means my contribution on StarDict project get recognize by the society. I got a
IBM laptop as the award.
2005' "The Golden Penguin Greater China" open source software Final excellent originality
prize. It is hosted in Hong Kong, contestants come from China mainland,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we come together and communicated on free & open source software.
2006' China-Japan-Korea open source software contest winner. I met Ruby's author and
some other famous people in this contest, who come from three different countries, I am
very glad that I am one of the four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China science institution open source software contest third-class prize.
IBM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Level 1 Certification. I got the highest score in our
university when I was only a grade 1 student.
LUPA Open Source Master.
English Capability
=======================
* Passed the CET-6 English examination
* Translated "GTK2 Tutorial" into Chinese,see:
http://www.huzheng.org/ebook/gtk2-tut/
* Written two books that are mainly in English, they are my thinking notes, see:
http://www.huzheng.org/geniusreligion/GeniusPhilosophy.pdf
http://www.huzheng.org/geniusreligion/TheUtmostTruth.pdf
And some other books in Chinese too:
http://www.huzheng.org/geniusreligion/TheSourceCodeOfMyWorld.pdf
http://www.huzheng.org/geniusreligion/UniversityWriting.pdf
You can read more articles written by me in my personal website.
Personality
========================
1) Carries the enthusiasm on technique researching. I would like to lead a life as the
genius type people :)
2) Love freedom and like developing open software which can contribute greatly to the
society.
3) I am a Buddhist. I absorb Western science and culture while I am more proud of
Chinese culture(Especially the power of Buddha).
4) I am interested in Operating System Kernel, Virtualization, Search engine technique and
so on, I will learn them deeper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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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s program is consisted by data structure and algorithm, I am especially good at data
structure, but I want to find a job to enhance my algorithm ability while keep my speciality
on database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My personal website: http://www.huzheng.org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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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五

Statement of Purpose

I am writing to apply for PHD study in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t University of
Delaware. I am interested in Computers when I first get acquainted to it in the middle
school, then start my journey with it from then on. I have done many things on Computers
in the past years. I consider it as a legend, but now I mainly concentrate on the future
view, this is why I choose to continue my study in computer science field.
To be honest, I am not motivated to introduce myself anymore, because I have written 5
books to express myself, and I am a well-known people in my field(Linux community). I
need not introduce myself in most cases. I just say: I am the author of StarDict then people
know who I am and they smile. This may sound aggressive, but this is true. I am a
Buddhist in fact too.
I have done two successful projects: StarDict and ReciteWord, you can visit their project
website, http://stardict.sourceforge.net and http://reciteword.sourceforge.net. StarDict is a
dictionary software, developed using C++, it has 80 thousand lines of code and 13 millions
of users in the world. It can run on Linux, Windows and Mac OS X. I began this project
during my sophomore year in the university, and have been maintaining it from then on.
Five years have past, and I have put much effort on it. It is the most meaningful thing that I
have done. Another project is ReciteWord, it is a very useful and beautiful software.
StarDict has given me many awards:
2004' China open source software contest excellent software design GOLD prize. It was
hosted in Beijing, and it was the biggest Linux contest and first of its kind hosted by
Chinese government. I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when they announced that I was the
golden prize winner. It means my contribution to StarDict project get recognized by the
society. I got an IBM laptop as the award.
2005' "The Golden Penguin Greater China" open source software Final excellent originality
prize. It was hosted in Hong Kong, contestants came from China mainland,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we got together and communicated with each other on free software.
2006' China-Japan-Korea open source software contest winner. I met Ruby's author and
some other famous people in this contest, who came from three different countries, I am
very glad that I was one of the four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LUPA Open Source Master.
It brought me some money too, although it is open source software and being free to
everyone. In 2007.1, I sold StarDict's copyright and the corresponding websites (
http://www.stardict.org http://www.stardict.cn ) for several hundreds of thousand RMB to 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pany, while I still maintain StarDict and keep it open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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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graduated from SiChuan University, I joined RedHat, the best Linux company on
earth. I sent my resume to RedHat, and then I received the phone call soon in the
afternoon, who became my manager later. He knew me, so the recruitment process was
very short and smoothly. I became an international engineer in the R&D department after
that, and now I have been worked there for one and half an year.
Recently, I gave a speech in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the title
of this speech was "From normal to success, the road of StarDict". A video presentation is
available from this address:
http://reciteword.cosoft.org.cn/yaoguang/lecture/20071212.bupt/content.htm
It was an activity to invent well-known open source master to spread open source spirit to
100 Chinese universities. As I am an example of developing free software in the university
and become successful in the society, my speech was very successful, the students said
that they feel very familiar when listening to my words.
Aha, I am not only a technical people, I am a thinker too, that is where my 5 books come
from, I am interested in philosophy and religions too, and have written my thoughts into
books, it influenced many people in Chinese open source community, they said that my
books are very enlightening. Some of them are available to download at:
http://stardict.sourceforge.net/geniusreligion/GeniusPhilosophy.pdf
http://stardict.sourceforge.net/geniusreligion/UniversityWriting.pdf
Some of them are written entirely in English, as I like trying new things and being a
pioneer.
But, all these things are the past, I know my weaknesses and I want to put my effort to
consummate myself in the future. Although I have done lots of project practice before, I still
lack the cutting edge research opportunity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I need this opportunity
to elaborate my talent on Computers. I am interested in OS kernel, Virtualization, AI, 3D
game engine and any techniques that can help many people in the world. The purpose of
my life is to help more other people, while perfecting the internal self. This is the truth
which I learned from Buddha.
After finishing the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of Delaware, I plan to come back to China, and
build up a new company, in my best effort. I have acquainted many friends in IT field, and I
hope studying in your university can help me to realize an excellent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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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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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七

Permanent Reincarnation

http://www.edge.org/q2008/q08_4.html#norretranders
TOR NØRRETRANDERS
Science Writer; Consultant; Lecturer, Copenhagen; Author, The Generous Man

I have changed my mind about my body. I used to think of it as a kind of hardware on
which my mental and behavioral software was running. Now, I primarily think of my body
as software.
My body is not like a typical material object, a stable thing. It is more like a flame, a river
or an eddie. Matter is flowing through it all the time. The constituents are being replaced
over and over again.
A chair or a table is stable because the atoms stay where they are. The stability of a river
stems from the constant flow of water through it.
98 percent of the atoms in the body are replaced every year. 98 percent! Water molecules
stays in your body for two weeks (and for an even shorter time in a hot climate), the atoms
in your bones stays there for a few months. Some atoms stay for years. But almost not
one single atom stay with you in your body from cradle to grave.
What is constant in you is not material. An average person takes in 1.5 ton of matter every
year as food, drinks and oxygen. All this matter has to learn to be you. Every year. New
atoms will have to learn to remember your childhood.
These numbers has been known for half a century or more, mostly from studies of
radioactive isotopes. Physicist Richard Feynman said in 1955: "Last week's potatoes!
They now can remember what was going on in your mind a year ago."
But why is this simple insight not on the all-time Top 10 list of important discoveries?
Perhaps because it tastes a little like spiritualism and idealism? Only the ghosts are for
real? Wandering souls?
But digital media now makes it possible to think of all this in a simple way. The music I
danced to as a teenager has been moved from vinyl-LPs to magnetic audio tapes to CDs
to Pods and whatnot. The physical representation can change and is not important —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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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as it is there. The music can jump from medium to medium, but it is lost if it does not
have a representation. This physics of information was sorted out by Rolf Landauer in the
1960'ies. Likewise, out memories can move from potato-atoms to burger-atoms to bananaatoms. But the moment they are on their own, they are lost.
We reincarnate ourselves all the time. We constantly give our personality new flesh. I keep
my mental life alive by making it jump from atom to atom. A constant flow. Never the same
atoms, always the same river. No flow, no river. No flow, no me.
This is what I call permanent reincarnation: Software replacing its hardware all the time.
Atoms replacing atoms all the time. Life. This is very different from religious reincarnation
with souls jumping from body to body (and souls sitting out there waiting for a body to take
home in).
There has to be material continuity for permanent reincarnation to be possible. The
software is what is preserved, but it cannot live on its own. It has to jump from molecule to
molecule, always in carnation.
I have changed my mind about the stability of my body: It keeps changing all the time. Or I
could not stay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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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果论》

《佛说大乘金刚经论》（又名：金刚果论、金刚心总持论）
开示初机论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 佛在灵鹫山中清净台上。与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围绕听佛说法。
时有无量初发心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各作是念。佛说大法。我意不通。愿佛方便。
浅处 开示。令我等辈。悟佛知见。皆得道果。若欲请问。不得近前。尔时。文殊师利菩萨
知诸四众心之所念。即作方便从座而起。前白佛言。世尊大慈。愿设方便。开示 初机。直
指众生。见性成佛。乃为末世初进佛门求道众生。得正知见。不遭邪惑。不假多功。皆得道
果。佛言。善哉善哉。
金刚心论第二：
文殊师利。有大方便。请问如来。开示三根。及于末世。初入门者。修行正路。从汝所
问。当为汝说。时诸大众。默然而听。
佛告文殊师利菩萨。有陀罗尼名金刚心。能令众生。一见一闻。便得道果。善男子。
云何名金刚心。此心人人本有。个个不无。是诸众生自知自觉本等之心。何以 故。一切善
恶。皆出自心。自心修善。令身安乐。自心造恶。令身受苦。心是身主。身是心用。所以者
何。佛由心成。道由心学。德由心积。功由心修。福由心作。 祸由心为。心能作天堂。心
能作地狱。心能作佛。心能作众生。是故心正成佛。心邪成魔。心慈是天人。心恶是罗刹。
心是一切罪福种子。若有人悟自心。把得定。 作得主。不造诸恶。常修诸善。依佛行持。
立佛行愿。佛说是人。不久成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求佛道者。不明自心。名未成佛。
若人明自心。达自性。依佛修 行。决定成佛。胜如颂读金刚经三十万遍。功德无比。何以
故。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自心流出。无穷无尽不坏不杂。故名金
刚心。悟此心 者。名悟佛心。是故佛与众生。心性一般。只因修与不修。信与不信。所以
有成佛者。有众生也。
金刚经论第三：
文殊师利菩萨问佛。云何名金刚经。
世尊曰。金刚喻自性。经者喻自心。若人明自心。见自性。是人自己身中有经。六根
门头。常放光明。照天照地。具足恒沙功德。出生四果、四相、十圣、三宝。 乃至如来三
十二相。八十种好。一切功德。皆从自己心地修成。不从外得。何以故。若是明心见性之人。
常闻自己心佛。时时说法。时时度众生。时时现神通。时时 作佛事。得此理者。名持金刚
经。名得金刚不坏身也。
四句偈论第四：
文殊师利菩萨问佛。金刚经中佛常赞叹受持四句偈等。为人演说。所得福德。胜将七宝
堆满东西南北。四维上下虚空布施之福。又胜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乃至百千万劫以来。
恒河沙等身命布施之福。未审云何是四句偈。
佛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本来不生本来不灭。只因迷误而致升沉。何以故。众生长
迷不觉。所以永劫堕落。诸佛常觉不迷。所以永成佛道。若有男女求佛道者。 进道功程。
权分四级。号四句偈。一曰空身。二曰空心。三曰空性。四曰空法。云何空身。身是父母所
生。亦具父母息气。九孔常流种种不净。四大假合。终须败 坏。有知男女知身是幻。未死
之前。当死一般。借此幻身。学佛修行。名悟身空一句偈也。复观自心。非生非灭最圣最灵。
遇境似有。境灭还无。令悟真心。常觉不 昧。不随妄想流转。但依真性主行。名悟心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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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偈也。复观自性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变化无穷。威灵莫测。明明了了。自觉自知。灵灵
寂寂。无为常为。名悟性 空三句偈也。复观如来所说经法。皆是方便。引导法门。如水洗
尘。似病与药。令证心空法了。病退药除。名悟法空四句偈也。此四句偈乃是超凡入圣。进
道门路。 三世如来从此成佛。十方菩萨。依此进功。所以者何。悟得初句意。依义修行。
便证预流须陀洹果。悟二句意。依义修行。便证一来斯陀含果。悟三句意。依义修 行。便
证不来阿那含果。悟四句意。依义修行。便证无诤阿罗汉果。此四句偈。大开诸佛道门。受
持读诵。为人演说。能令闻者。悟佛知见。成佛无疑。是故得福胜 前七宝身命布施。所得
福德。百千亿分不及其一。
十种功德论第五：
佛告文殊师利。前佛后佛一 体。皆在各人自己。明心见性。修而成之。然则佛性人人
本有。不投佛修终不成佛。何以故。为无佛功。有求佛者。一用斋戒为佛基址。二投明师。
指示功程。三识 心性。了了分明。四用作福。助初发根苗。五用结缘。增自善本。六明因
果。不妄主为。七破邪魔。远离外道。八用通理。不著有为。九用精进。习佛行德。十用通
达。法法精明。若人具此十种功德。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参求明师论第六：
复次文殊师利。 吾灭度后。末法年中。多有钝根劣智众生。心迷意醉。智暗情昏。虽
有斋戒。并无智慧。愚心高傲。邪见自专。不肯下心。参求明师。正真法诀。一向执著。认
妄为 真。或有执著。经书文字。或有执著。诵持名数。或有学得。一言一句。便为究竟。
未得谓得。未证谓证。修少善根。生大果望。是人愚迷。不会佛意。自诳自瞒。 虽是善因。
难逃恶果。何以故。种子不真。所以不结菩提正果。一失人身。万劫不复。
四生果论第七：
文殊师利菩萨问佛。云何四生。造何等业。受形禀命。种种不同。
世尊曰。一切众生。无始劫来。种种颠倒。念念不善。深迷自性。久恋尘缘。从贪嗔
痴。行杀盗淫。造诸罪业。无量无边。轮回相遇。受形非一。略说四生。颠倒 业本。一者
卵生。是人先世。贪心机谋。计较为活。故堕卵生。鱼鸟之类。贪高为鸟。见人高飞。谋深
为鱼。逢人潜沉。二者胎生。是人先世。贪恋淫欲。故堕胎 生。人与畜类。本分贪淫。为
人竖立。横心贪欲。作畜横行。三者湿生。是人先世。贪食酒肉。打闹作乐。故堕湿生。烂
蛆厕虫。蠛蠓之类。四者化生。是人先世。 心多恋异。念念改常。面是背非。故作故犯。
故堕化生。蜕壳飞行。蛾虫之类。佛告文殊师利。六道四生。为人最贵。惟人最灵。佛从人
中修成。业从人中造就。人 能修福。决生天上。人能造恶。必堕地狱。有德有神。有道成
圣人。五总路头。福罪不由。近定临命终时。随业受报。人道不修。余道不及。一失人身。
万劫不复。
五眼论第八：
文殊师利菩萨问佛。以何知见。名为五眼。
世尊曰。肉眼者。光见、暗不见。见前、不见后是也。天眼者。前后内外。山岩石壁。
真见无碍是也。慧眼者。能见文字义理浅深。前生后生后世。善恶因果。如 掌明也。法眼
者。能见三世佛法则。种种方便。量根施道。不失其时是也。佛眼者。圆明普照。无始劫前。
无终劫后。一切因果。如对目睹。毫发不失是也。此五眼 者。乃从一切诸善功德。福感而
生。唯佛能全。余人不及。眼须分五。照空一心。见性修行。人人有分。
清净佛身论第九：
文殊师利菩萨问佛。云何是清净佛身。
世尊曰。自性清净。是诸众生本性。但见肉身。不见法身。诸佛悟后。常见法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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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清净。不生不灭。无坏无成。在凡夫地。名曰心性。在圣贤地。名曰圣性。 在乾坤地。
名曰天性。在菩萨地。名曰佛性。在诸佛上。名曰清净法身。若不修行。终不能悟。本来面
目也。若人求悟。不求师证。认妄为真。日久必成邪魔外道。 成妖作怪。惑乱众生。生遭
王难。死堕恶道。一失人身。万劫难回。
无余涅磐论第十：
文殊师利菩萨问佛。云何是无余涅磐。
佛言。寂然不动心是也。三世诸佛。共一路头。回到不动心中。齐受无乐之乐。更无有
乐。过于此乐。故名无余涅磐。
证果论第十一：
文殊师利菩萨问佛。以何工夫修证。能超凡夫。入圣道果。
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信向佛道。便舍恩爱。截断尘缘。坚持斋戒。精修十善。
清净三业。远离六尘。力投明师。学问正法。依师开示。不杂用心流转。只 依佛法修行。
有此功者。得须陀洹果。复有善人。习佛威仪。清净戒律。一心坐静。摄心不散。身口意业。
皆悉调伏。于世间心。动少静多。有此功者。得斯陀含 果。复有众生。三业不萌。六尘不
生。静久功深。心性恒一。于世间心。寂然不动。得心自在。有此功者。得阿那含果。复有
众生。以自在心。习成定力。定性现 前。悟明自性。本来空寂。心境两忘。澄心不动。有
此功者。得阿罗汉果。此四果人。功超六欲。凡夫天上。得入圣贤。寂灭场中。同佛出世。
助佛宣化。净佛国 土。自度度人。报佛恩德。直至菩提。永无颠倒。故名四果。得道圣人。
复次文殊师利。是四果人。有真信心。依师教诲。不用二心。成德精严。威仪是足。于世财
色。恩爱名利。一断永断。一了永了。从始至终。守道如一。虽则不能大通大达心性坚固。
清净解脱。与佛无异。故得超凡入圣位也。
有无四相论第十二：
文殊师利菩萨问佛。何等之人。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世尊曰。凡夫之人。认自四大色身是我。贪生怕死。名有我相。心存憎爱。意不均平。
名有人相。念念常随。世心流转。不求解脱。名有众生相。心识不忘。业种 常萌。不悟无
生。真空实性。常随心境。意识流动。名有寿者相。菩萨之人。知身是幻。悟世无常。不惜
身命。何况资财。但学大乘佛之教法。名无我相。等观众 生。皆如赤子。不择冤亲。平等
济度。名无人相。于世间心。一了永了。更不相续。名无众生相。明悟自己。无生实性。不
随心境。意识流动。但依方便。愿力行 持。名无寿者相。有此四相。即名凡夫。无此四相。
是名菩萨。
五根五佛论第十三：
文殊师利菩萨问佛。云何是五根五佛。同种善根。
世尊曰。若是清净斋戒。明心见性之人。投师口诀。得正见者。眼是佛见。耳是佛闻。
鼻是佛嗅。口是佛说。心是佛知。五根常显。五佛神通。同种善根。成佛种智。若人把得定。
作得主。依佛修行。佛说是人。立地成佛。
六波罗密论第十四：
文殊师利菩萨问佛。云何修证。得六波罗密。
佛言。若有众生。能舍酒肉不食。能舍财物不贪。能舍恩爱不恋。能舍诸恶不作。能
舍人我不争。名得第一布施波罗密。复有众生。能持佛戒。能习佛仪。能降六 贼。能断邪
非。名得第二持戒波罗密。复有众生。能受人亏。能忍人骂。非来正对。逆来顺受。都无怨
恨。返加度脱。名得第三忍辱波罗密。复有众生。能学如来。 十二部经。受持读诵。书写
讲说。未通务通。未证务证。名得第四精进波罗密。复有众生。能断诛杀。能止妄念。能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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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散。能习禅定。定力如山。魔扰不乱。名得 第五禅定波罗密。复有众生。能破无明。能
空诸相。能通理法。能决是非。言言的当。字字无差。名得第六般若波罗密。若人能具六波
罗密者。名出生死。名到彼 岸。名超三界。名登十地。成佛之数也。
大善知识论第十五：
文殊师利菩萨问佛。云何行持。名善知识。
佛言。善知识者。心性柔和。戒行精专。心无贪妒。物无爱恋。心行平等。意无憎爱。
有大方便。自度度人。量根施道。具大总持。好心与人。不求果报。行门清 净。无诸过失。
说法论议。皆合经意。具足此行。名善知识。复有智慧出众。福德超群。无所不善。无法不
识。为人天眼目。作佛法栋梁。掌佛祖权衡。作佛门领 袖。开正道门。塞邪魔路。绍隆佛
种。续慧联芳。以心印心。流传不绝。大机大用。大愿大力。此名真正。大善知识。
得生天堂论第十六：
文殊师利菩萨问佛。修何福业。得生天堂。
世尊曰。若有众生。信佛因果。受三皈依。持五戒修十善。事二亲。截断邪淫。常行
正道。斋僧供佛。修塔造庵。转诵大乘。庄严佛相。护善遮恶。作大福田。是 人舍寿。必
生上界。三十三天受诸天福。五欲妙乐。思衣衣来。思食食至。皆是自然化成。不用人力所
办。天上一日。人间百年。各具五种神通。快乐逍遥自在。
邪师外道论第十七：
复次文殊师利。世间多有邪师外道。不知善恶因果。不达轮回报应。一向狂心信邪。
倒见尊命神鬼。行鬼教法。诳惑世人。广杀猪羊牛马。禽兽畜生身命。自贪食 肉。妄称祭
天祭地。祭神祭鬼。求福求寿。保家保身。托鬼为由。干人财食。又有书鬼符牍。传授世人。
妄称功力。度人生天。要人财物。活自邪命。若杀命。救得 命。王侯常在世。若符牍。能
度人。邪师得上天。世上迷人。信此邪见。大家相连。同入地狱。一失人身。万劫难复。何
以故。求福莫过斋戒布施。求寿莫过不杀放 生。求慧莫过广学多闻。求安莫过省禁是非。
是故欲求正道。莫信邪师。欲出轮回。莫犯因果。罪福报应。如影随形。邪正道殊。苦乐各
异。
外道六师论第十八：
文殊师利菩萨问佛。云何是外道六师。
世尊曰。如来灭后。多有波旬入我法中。住我寺院。剃头被褐。称佛弟子。相共檀越。
饮食酒肉。食污漫净地。第一外道。复有牵妻带子。住佛伽蓝。偏学瑜珈教 相。自称遗法
弟子。饮食酒肉。与人修斋。不僧不俗。第二外道。复有邪人。上无师传。下无师证。被鬼
迷制。邪悟聪明。不加修功。自言成道。外托佛教。内行邪 法。乱惑世人。同入邪路。灭
佛知种。第三外道。复有外见。偏学有为。行符咒水。驱鬼遣神。惑乱世人。增长恶见。灭
佛正见。第四外道。复有道依休咎。学问吉 凶。占卜鉴形。先兆祸福。惑乱世人。灭佛正
眼。第五外道。复有妆模作相。空腹高心。未证言证。未悟言悟。一言半句。便为究竟。不
食油盐茶果酱醋。执持邪 戒。惑乱无智。不用看经念佛。不用作福参禅。不用出家受戒。
不用投礼别师。偏指色身。与佛无二。诳惑无智。同入黑暗。断善根苗。灭智慧种。执著痴
顽。第六 外道。此等六师波旬外道。于后末法。入我法中。坏佛伽蓝。毁佛正法。灭佛教
相。佛敕大乘愿力菩萨。随方应现。或为人王帝主。或为宰官长者。具大威德。各作 一方。
佛之檀越。摧灭邪道。护守正法。无令外魔。得其方便。依佛说者。是佛弟子。随顺邪者。
即是波旬。相同毁谤大法。入阿鼻如箭。一失人身无有出期。
根性迟钝论第十九：
文殊师利菩萨问佛。或有善男子。善女人。根性迟钝。福德力微。虽信佛修。心不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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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不了。云何得度。
佛言。根性虽钝。但有坚固真实信心。不退斋戒。时时发愿忏悔。夙殃障消。愿满慧性
现前。便得开悟。见性成佛也。
毁善信邪论第二十：
文殊师利菩萨问佛。若有众生。见佛不礼。闻法不信。逢僧不敬。毁谤善人。破人斋戒。
不信因果。轻慢贤圣。却信邪鬼。步步造业。不修寸善。云何得度？
佛言：此等众生。具足邪见。生前不信三宝教化。死后决堕三途。受大苦恼。求出无期。
千佛出世不能救度。
受持五戒论第二十一：
文殊师利菩萨问佛。一切罪业。何业最重。
佛言。一切罪中。杀生食肉。其业最重。何以故。一刀还一刀。一命偿一命。千万生
中。相啖无休。是故菩萨。欲出轮回。先学慈悲。不食不杀。二犯偷盗。破人 富贵。本小
息大。千万生中。酬他宿债。何以故。若物属他。不与自取。一文一粒。皆用填还。是故菩
萨。欲求富贵。财物如意。先学布施。何况偷瞒。三犯淫欲。 恩爱相缠。千万生中。不得
解脱。何以故。生死根本。淫为种子。是故菩萨。欲出生死。先断爱欲。四犯妄语。口业相
诬。千万生中。是非相攻。何以故。冤家相 报。世世相吞。是故菩萨。欲求入道。先学诚
实。五犯饮酒。昏迷本性。千万生中。智暗心昏。何以故。酒力迷心。世世暗钝。身体臭秽。
闷乱颠倒。是故菩萨。欲 求定心。聪明智慧。当断酒业。此五种孽。最大最重。若人全持。
直成圣道。若人不持。永堕沉沦。一失人身。万劫不复。
受饿鬼报论第二十二：
文殊师利菩萨问佛。造何等业。受饿鬼报。
世尊曰。一切众生。悭吝财物。贪恋衣食。偷瞒公众。私己受用。有人乞化。不济一
文。反加嗔骂。只图自己饱暖。不惜他人饿冻。寿终决堕饿鬼道中。长饥叹欷 嘘。咽细如
针。吞食不下。肚大如鼓。头大如山。倘逢饮食。自然化作熔铜热铁。饿的口吐猛火。鼻出
青烟。裸形黑瘦。业满力消。
堕畜牲报论第二十三：
文殊师利菩萨问佛。造何等业。堕畜牲中。
世尊曰。一切众生。贪酒食肉。宰杀禽兽。铺设筵席。取欢作乐。果报为牲。酬前命债。
又有借人财物。未足酬还。或有偷骗他人。夺人受用。果报为畜。还人钱债。直至业尽。方
出轮回。
一体三宝论第二十四：
文殊师利菩萨问佛。云何是一体三宝。
佛言。性是佛宝。如如不动是也。心是法宝。明决公正是也。身是僧宝。清净斋戒是也。
三种净戒论第二十五：
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佛。如何是三净戒。
佛言。第一恶心去尽。第二善心满学。第三度尽众生。是名菩萨三种净戒。
长得男子论第二十六：
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修何福业。长得男子。
世尊曰。恭敬三宝。孝养二亲。常行十善。受持五戒。心行公道。志慕贤良。修此善根。
常得男子。三劫不修。便堕女身。五百年中。为人一次。或有转身换身。忘却前因。遇恶因
缘。同造不善。便失人身。万劫难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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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七宝论第二十七：
复次文殊师利。男身具七宝。女身有五漏。何名七宝。一有志气之宝。到处游行无畏。
二有主为之宝。行事善掌权衡。三有成家之宝。善能生财立业。四有安生之 宝。善能辅君
养亲。五有圣智之宝。善能决断是非。六有安邦之宝。举理上下皆从。七有定性之宝。善能
亲贤袭圣。是名男子七宝。
女人五漏论第二十八：
女身何名五漏。一漏不能为身主。二漏不能为家主。三漏不能为人主。四漏不能为物主。
五漏不能为圣主。是名女人五漏之体。
到老修论行第二十九：
文殊菩萨问佛。少年造业。到老修行。得成佛否。佛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若人回
心。发愿修行。舍非从是。改恶向善。长斋戒酒。参投明师。得正见者。不拘老少。皆成佛
道。
破斋犯戒论第三十：
文殊菩萨问佛。或有善男子。善女人。一生斋戒种诸善根。老来颠倒。破斋犯戒。得何
福报。
世尊曰。此等众生。虽有善根。无大愿力。无正知见。远离明师。漏失前功。六贼返
转。劫自功德。心生颠倒。不成佛道。其中或有食肉。必落神道。上品鬼王。 中品夜叉。
下品罗刹。受人祭拜。福尽气消。随业转回。一失人身。万劫难复。其中或有单犯饮酒。必
落鬼道。上品有财鬼。中品风月鬼。下品消散鬼。福尽气灭。 随业转回。一失人生。万劫
不复。其中或有单犯淫欲。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福尽气消。随业轮
回。一失人身。万劫不复。其中或有单犯妄 语。未得谓得。未证谓证。空腹高心。必成妖
类。上品魑魅。中品魍魉。下品倚草附木。妖气散尽。随业轮回。一失人身。万劫难复。其
中或有多嗔怒者。虽有福 德。必落修罗恶道。上品阿修罗王。中品阿修罗众。下品阿修罗
女。常好斗争。受劳不息。福气消尽。随业轮回。一失人身。万劫不复。所以者何。食肉修
行。欲图 成道。如认冤家。当己子想。欲求相亲。无有是处。饮酒修行。欲图成道。如饮
毒药。欲求长生。无有是处。偷盗修行。欲图成道。如灌漏卮。欲求平满。无有是 处。淫
欲修行。欲图成道。如蒸沙石。欲求成饭。无有是处。不断妄言。以虚言实。欲图成道。如
彼凡夫。自称国王。欲求富贵。无有是处。心多嗔怒。性好争胜。 缺平等慈。而图成道。
如渡漏船。欲过大海。终须沉溺。是人自堕。非佛不渡。若欲成就菩提妙果。当持如来清净
斋戒。宁舍身命。终不毁犯。佛许此人。立地成 佛。佛告文殊师利。佛从发心斋戒清净得。
佛从久久不退真实得。佛从广发大愿。原出世间得。佛从平等。不择冤亲得。佛从下心，参
求明师得。佛从慈悲。忍辱 得。佛从精进。解脱得。佛从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学能学
得。乃至佛从一切种。一切智得。
荐拔亡亲论第三十一：
文殊菩萨问佛。云何凡人在生不能斋戒。修诸佛慧。死后有孝顺男女。请僧转诵大乘。
修设水陆。无遮大斋。资度亡者。未审亡者。实得度否。
佛言。凡人在生。自无善功。死后子孙。修功报荐。十分功德。只得其三。何以故。
修功作福。无过财力。是故生人。出己财力。众同分中。得福胜前。过于亡 者。其中或饮
酒食肉。不净人等。诵经修荐。善神不降。圣贤不赴。反累亡魂。加增罪业。若有真正。孝
顺男女。父母亡殁。七七之内。三年之中。合家斋戒。出清 净财。命有德者。诵读大乘。
修设水陆。无碍大斋。烧香散花。铺设庄严。如法供养。一心虔诚。代为亡者。释罪请福。
如此拔荐。亡者生天。生人有福。存亡两 泰。人喜神欢。方为人子。孝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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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八 《金刚果论》
明师口诀论第三十二：
文殊菩萨问佛。云何是明师口诀。
佛言。如来灭后。敕诸菩萨。传佛心印。续佛慧命。各化一方。开示未悟。有缘众生。
正因正果。正见正修。降伏外魔。破除邪见。修正功行。始终清净。非根不 度。非器不传。
若有清信。善男信女。智慧高明。力求道者。数数亲近。久久供养。下心参求。体性相和。
方得以心印心。以道传道。心心相印。祖祖联芳。流传不 绝是名天机口诀。有缘遇者。根
无大小。皆成佛道。
轻师慢法论第三十三：
文殊菩萨问佛。或有男女。亲师闻法。带信不信。以皈不皈。身虽礼拜。心多疑悔。自
心不悟。反言责师。不肯开度。此等男女。如何度脱。
世尊曰。此等薄福少慧众生。不悟无为。取相执著邪见。自慢障碍本心。不得正见。
何以故。重师者。便重其法。轻师者。便轻其法。重师者。法便行。轻师者。 法不行。轻
师慢法。是憎慢上人。虽然与师同行。如隔千由旬外。身命终时。入大阿鼻。千佛出世。莫
能救度。一失人身。万劫不复。
七宝布施论第三十四：
文殊菩萨问佛。云何是一身七宝布施。
佛言。不贪布施。所谓眼不贪色相奇物。是色宝布施。耳不贪好声音乐。是声宝布施。
鼻不贪好上妙香。是香宝布施。舌不贪好上美味。是味宝布施。身不贪好妙 衣服。是触宝
布施。意不贪名利恩爱。是法宝布施。性不贪世间欲乐。是佛宝布施。若人能悟自身中七宝
布施。所得福德。胜如世间。金银琉璃。珍珠玛瑙。珊瑚琥 珀。七宝布施之福。百千万分。
不及其一。乃至譬喻。所不能及。
王舍城论第三十五：
文殊菩萨问 佛。云何是王舍城。世尊曰。心喻舍。性喻王。清净斋戒喻城墙。六根喻
六部宰辅。六尘喻六贼强梁。六识喻六门出入。五欲喻五道井坑。见闻觉知。喻住国四相。
同佐性王。一体家邦。性王一出。坐于心舍。常共六臣四相。同理国政。若性王有道。不顺
私情。有功则赏。有过则罚。体天行道。死者无怨。如此刑政。能令在外 戒墙坚固。六门
警慎。六贼不起。在内六臣清政。四相体公。不敢作弊。内外如一。性王大平。若性王无道。
听谗纳佞。背公向私。赏罚不平。上下相乖。在内六臣 相背。四相作弊。在外六门不关。
六贼乱起。攻破戒墙。入自家邦。劫自功德。福尽法无。身心落泊。便受沉沦。是故治世有
法。治心有理。不公不行。不正不立。 直交内外一如。上下无失。君臣道合。心性圆明。
体用一致。性王君民。同乐太平。故名王舍城也。
自己佛法论第三十六：
文殊师利问佛。云何是自己佛法。
世尊曰。悟明自己本来真性。即自佛也。于世间法。及出世间法。通达无碍。即自己法
也。心要理养。佛要法扶。是故财食养身命。道理养慧命。悟道兼通。即成佛道。
千眼千手论第三十七：
文殊菩萨问佛。观世音菩萨。如何具千手千眼。
世尊曰。眼表见性。手表妙用。若人澈悟明心见性。亦同千佛。见性一般。故名千眼。
同放光明。又体自性。发生妙用。亦同千佛。妙用无二。故名千手。同作用也。方成体用两
显。圆通教主。观世音菩萨。
三毒论第三十八：
文殊菩萨问佛。如何是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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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曰。愚痴邪见。是一毒。贪心不足。是二毒。嗔怒嫉女石。是三毒。此三毒。是三
恶道之种子。若人具足。决堕三途。一失人身。万劫难复。
四大论第三十九：
文殊菩萨问佛。云何是四大论。
世尊曰。地有坚性。水有通性。火有炎性。风有动性。在人身上。四大和合。方成一体。
所有皮肉筋骨。胶成一身。名地大。津涎尿血。滋润一身。名水大。暖气均融。温和一身。
名火大。动转施为。运用一身。名风大。四大调和。一身安乐。四大不和。便生病苦。故曰
四大。
孝顺论第四十：
文殊菩萨问佛。云何是孝顺。
世尊曰。孝者慈也。顺者不逆正理也。有孝慈者。不伤生而自活。不取私而背公。尊
重三宝。敬顺二亲。不醉不乱。无爱无憎。劝令合家。同修福慧。内和外睦。 上恭下敬。
现在父母。心安体乐。过去父母。离苦升天。是名世间孝顺男女。若是日杀三牲。奉亲祀祖。
皆与父母。加增罪业。是大不孝。生前同造。死后同堕。父 母冤亲。相牵相连。成群作队。
同入轮回。一失人身。万劫不复。
方便论第四十一：
文殊菩萨问佛。云何是方便。
世尊曰。方便二字。略说有一十五种。第一方便。不养不杀。第二方便。不食酒肉。
第三方便。不造酒浆。第四方便。不相侵害。第五方便。莫错指路。第六方 便。不可烧山。
第七方便。莫怨天地。第八方便。急难相救。第九方便。莫慢神明。第十方便。莫出浊言。
十一方便。积仁布德。十二方便。勤俭知足。十三方便。 敬老怜贫。十四方便。修因种果。
十五方便。冤亲平等。相济度也。若人行得十五方便。便得十五种清净福报。常生人天。受
诸快乐。
好心论第四十二：
文殊菩萨问佛。云何是好心。
佛言。好心两字。无人行得。若是好心。利益他人。不求他报。给事他人。不求果报。
供养他人。不求福报。济利他人。不求恩报。及至下心。满人心原。难舍能 舍。难忍能忍。
难行能行。难救能救。不择冤亲。平等济度。真实能行。非但口说。愚人口说好心。心无慈
善。贤人常行好心。口不自言。但念利济他人。不求自己 名望。是名好心。若是舍寸而求
尺。种少而望多者。是不好心也。
智愚迷悟论第四十三：
文殊菩萨问佛。如何是智。如何是愚。如何是迷。如何是悟。愿佛慈悲。广为我说。
佛言。智者知也。智人知有佛道可修。知有圣教可学。知有明师可求。知有福可作。
知有罪可忏。乃至知有世出世间轮回因果。如天有日。如暗有灯。能知能见。 善恶报应。
一知见后。便能舍恶从善。改邪就正。非理不说。非事不为。非道不行。非物不取。念念中
正。步步真实。积德成名。流传后世。是名智人。愚者暗也。 愚人心暗。不识高低。不知
有天堂地狱。不信有罪福轮回。一向贪花恋酒。杀生害命。而供口腹。一生中。杀害百千万
亿众生身。借下百千万亿性命债。轮回相遇。 递相食口敢。无有了期。何以故。一切牛马
猪羊畜生之类。皆是屡世冤亲。善恶眷属堕入轮回。改头换面。来作畜生。愚人杀食。即杀
自己眷属身。即食自己眷属 肉。此遭彼杀。彼遭此杀。轮回路上。亲疏不知。相杀相食。
无有休息。一失人身。万劫难复。迷恋颠倒无数。但念目前受用。不顾身后招殃。迷真逐妄。
背觉合 尘。纵遇圣贤。不能救度。长沉苦海。永失真性。一入轮回。万劫不复。悟者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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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八 《金刚果论》
悟人觉知自己是佛。慕道修行。三业无亏。六根清净。有方有便。无我无人。自 度度他。
同成佛道。虽住世间。世法不染。坐尘劳内。转大法轮。化娑婆界。为极乐邦。变地狱为天
堂。指迷徒见佛性。作诸佛事。度脱有情。不舍慈悲。誓相救 拔。若有众生。得供养者。
所得福德。如供养三世诸佛功德。等正无二。何以故。自觉觉人。名为正觉。说法利生。妙
用神通。与佛无二。能开众生。佛之知见。能 指众生。悟佛知见。能引众生。入佛知见。
能究众生，成佛知见。所以者何。大悟之人。得名菩萨。得秘密真正口诀。若有男女得见得
闻。信他法化。皆是正因。皆 是正果。是故少年修行。得其正法。即成佛道。二十岁修行。
得正法。亦成佛道。三十岁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四十岁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五
十岁修行。 得正法。亦成佛道。六十岁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七十岁修行。得正法。
亦成佛道。八十岁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男子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女人修 行。
得正法。亦成佛道。富贵人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贫贱人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帝
王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宰官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乃至人 与非人。修行得正法。
亦成佛道。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若有男女等。得见真明师。修行得正法。无一不成佛。
修道正果论第四十四：
于是文殊菩萨曰佛言。世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因何不修。不得成佛。
世尊曰。非是不得成佛。只是业债广多。何以故。一切众生。迷顽颠倒。从无始以来。
不种善根。只造恶业。冤冤相系。业业相缠。你不放他。他不放你。结成业 网。弥满世界。
是故出入三途。往来六道。相逢相遇。相害相吞。递相报应。无有了期。假如债满。生人道
中。又无善根。不逢正法。假若得逢。诸根暗钝。重重魔 障。不能进功。所以不成佛道正
果。
不持五戒论第四十五：
佛告文殊师利。不持杀生食肉戒。断绝 慈悲种子。不持不与不取戒。断绝富贵种子。
不持邪非淫欲戒。断绝清净种子。不持妄言绮语戒。断绝诚实种子。不持醉酒昏迷戒。断绝
聪明智慧种子。是故五戒不 持。人天路绝。五戒坚持。三恶道绝。善恶由人。自造自受。
所以者何。公修公得。婆修婆得。多修多得。少修少得。回修回得。不修不得。你若修得功。
别人分不 得。你若造得罪。别人替不得。是故欲免地狱。当除恶心。欲免饿鬼。先断悭贪。
欲免畜生。莫吃他肉。欲得人身。先学孝慈。欲生天上。当持五戒。欲成佛道。先 用明心。
心明则因果不昧。见性则成佛无疑。文殊菩萨叹言。善哉善哉。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
难遇。知识难逢。人身难得。今已得逢。头头具足。种种现成。 若不发心。佛也难救。尔
时会中。初发心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无量天龙八部。皆悟自己本来佛性。一切
功德。不出自心。成就慧身不坏。大众闻佛所 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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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九

济公活佛圣训

一生都是修来的――求什么

今日不知明日事――愁什么

不礼爹娘礼世尊――敬什么

兄弟姐妹皆同气――争什么

儿孙自有儿孙福――忧什么

岂可人无得运时――急什么

人世难逢开口笑――苦什么

补破遮寒暖即休――摆什么

食过三寸成何物――馋什么

死后一文带不去――悭什么

前人田地后人收――占什么

得便宜处失便宜――贪什么

举头三尺有神明――欺什么

荣华富贵眼前花――傲什么

他家富贵前生定――妒什么

前世不修今受苦――怨什么

赌博之人无下梢――耍什么

治家勤俭胜求人――奢什么

冤冤相报几时休――结什么

世事如同棋一局――算什么

聪明反被聪明误――巧什么

虚言折尽平生福――谎什么

是非到底见分明――辩什么

谁能保得常无事――诮什么

穴在人心不在山――谋什么

欺人是祸饶人福――卜什么

寿自护生爱物增――杀什么

一旦无常万事休――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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