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soul of man is immortal and imperishable. 

-- Plato, The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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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devine. 

-- Alexander P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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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book is dedicated to 

my family, friends, and my country. 

-- sundeep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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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乱弹者歌

——残留的记忆、疲惫的失落，及永恒的拷问 
 
 

时间之矢无情又无声无息来到 2008 的门槛，我沿着时间的方向
回首张望，迷雾重重。我目送迷茫的自我，目送沉重的记忆，目送
逝去的光子光速远去。宇宙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我不能回
溯只能回忆。一年虽只是宇宙的一瞬却是我生命的结点。我思考我
的沦丧与新生。我沦丧了本我的诸多本能与冲动，诞生面对生命中
延续事件的能量和积蓄。 
 

光子一年能走三十万公里，而我只能囿于自己搭建的圈地苦心
经营欲使之超越众生的一隅并美其名日人生。我被自己的思维压抑
着，我的思想被肉体压抑着。思想屡次破笼而出，只为一见天日飞
上高空俯瞰大地普渡众生，可力不从心。在充满部落的地球我的翅
膀太软弱。解构自己扣问灵魂。灵魂只告诉本我等待破解的禅语和
我一脸无辜迷茫。 
 

于是背上行囊义无反顾。 
 
我踏上了长路。身后长长的悲剧式的身影伴我左右形影不离。

孤独是我的注脚。我将时光疯狂撕裂只为见证下一刻的自己依然热
血沸腾，我将身影歇斯底里般抛在身后只为只为让光怪陆离充斥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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瞳。我只顾沿着时间之矢一路狂奔直至不存在的终点甚至错过精彩
的夹岸景致。 
 

我不相信坚强而乏味的命运的安排。命运是什么？世上本没有
命运。渺小的人类面对强大的不可抗拒之力无所适从又无可依赖只
能编造堂吉诃德式的完美借口安慰受伤流泪的灵魂使之不会失去重
新面对此种力量的勇气。听从命运的安排只会导致无穷依赖与自我
逃避，寻找一只木板最薄的部分钻下去并宣称发现奇迹的精神在人
类社会存在并将长期存在的事实让人不得不产生老泪纵横的悲哀。 
 

我是否走上不归之路的这一命题只能由自己与诠释与论证，但
坚信自己必须一鼓作气走下去终能发现生命中未曾发现之物的信仰
支持自己走完并走好。 
 

走到今天，依然发现自己处于悲凉的虚无中自我麻醉与自我陶
醉。残留的记忆纷至沓来撞击脆弱胸口，踉踉跄跄跌跌撞撞迷失方
向。凭借尼采疯狂呓语的暗示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指引，我将作为
真理绝对性的狂热粉丝将自己对于真理的坚定拥护渐渐化为乌有。
既定的作为真理和事实的事实不会再轻易勾引我的敏感思维。我不
断逃避并坚强不可逆转地表达对所有现实的谄媚的不尊重与畸形敬
意的远离。每当发现让我孤独灵魂得以慰藉的思想涌入，我不自觉
义无反顾地肃然起敬并追随那些为真理的理性光茫献出一切的人，
疲惫的失落找到避风的港湾。 
 

冰封，融化。 

 

2008-08-27 于岳麓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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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计算机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1000 年后的计算机是什么样的？ 
计算机的问世改变了人类生活和思维方式。我们来看看计算机

的本质是什么。 
计算机刚诞生的时候，它的雏形是一个可以吞吐纸带的巨型机

械装置。设计它的人中有全球顶尖的密码破译专家、数学家、工程
技术专家等。不管怎么说，它问世了。它可以进行简单的算术运算，
执行运算的程序估计只有这些天才的头脑们才能看懂。一根长长的
纸带，即我们今天电脑中的存储器，被送到机械装置中，纸带上有
很多事先按某种规则打好的孔。机械中的光可以穿过这些孔。穿过
和不穿过共有两种状态，分别可以用 1 和 0 表示。于是，输入的即
是纸带上事先预设好的孔，经过机械的一番轰隆隆的响声之后，输
出的即是计算结果，也以孔的形式存在。结果最后转换成可读的形
式，如十进制。它可以看作有如下几种模块构成： 

 
输入：原始计算数据，即纸带上原来的孔； 
输出：计算结果，新打出来的孔； 
运算器：负责运算的机械装置； 
控制器：控制纸带来回移动，是否打孔的装置； 
存储器：即纸带。它可以保存孔的信息。 
 
这样一种简单的纸带模型，在图灵先生的脑中转化成机械装置

实体并得到很好的验证与分析，并经过若干位计算机专家如冯诺依
曼的深化和改进之后，没想到成了当今计算机的“几何原本”。从此
以后，所有的计算机都没有跳出这种由五大部分组成的体系结构：
输入、输出、运算器、控制器，及存储器。 

这种体系结构好像规定了计算机必须是这样一种形式一样，使
得很多人致力于改进这种结构。人们设想，是不是存在别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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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当前计算机的这种一成不变的模式呢？有些人把存储器改头
换面，如取消外存，仅保留内存。企图突破冯氏体系结构，但似乎
还是跳不出。 

事实上，这种突破经典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尝试十有八九是徒劳
的。我们可以追溯到纸带装置来寻找根本原因。因为纸带可以是无
限长的，这就说明计算机的存储容量假定可以是无限的。这样可以
满足大规模计算的需要。而纸带的移动方式是线性的，它可以来回
移动到某一位置，等待装置的下一条移动指令。正是由于纸带是线
性的，决定了计算机程序和算法都必须顺序执行。事实上，纸带在
图灵的分析里，可以看作是有限自动机。它的执行必须能够终结，
不能出现无限循环和不能停机的现象。也就是说，内存可以是无限
的，充许你存放任意的数据，但算法不能是无限的，你必须让计算
机在计算了任意长但不是无限长的时间之后能够停下来。 

好了，为了突破这种经典的模式，我们必须找找这里面存在的
问题。纸带似乎是没有问题的，它就是存储器而已。而算法呢？算
法就是告诉纸带如何做事的东西，也就是一组有穷的规则。而且每
一条规则都是确定的，不能有二义性。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为什么不能有二义性？有人说，这样可以
让纸带知道下一步到底应该做什么。为什么不让算法规则有二义性
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规定纸带如何运动而不让它自已选择？我们
来举个例子。我们抛掷一枚硬币时，硬币落地之前，我们的“抛”
就具有二义性。我们不知道到底哪一面朝上，我们也无法自如地控
制哪面向上，我们更不确知硬币会不会突然立起来。而在硬币落地
后，这个二义性，不，应该是三义性（立起来也是一种可能），瞬间
坍缩成一义性。它可以正，可以反，也可以立起来。事实上，根据
量子力学，我还忽略了无数种可能。此硬币也可以突然消失，或者
突然变成旋转的石块。这两种可能性发生的概率极小，但不为零。
既然不为零，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只要你能够活得够长，抛 10 的 100
次方次，总有那么一次硬币突然消失。事实上，硬币在你眼前消失
的那一刻并不是真的消失了，而是跑到了另外一个平行宇宙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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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你在抛硬币。 
以这样一种不确定的方式控制纸带运动方式，就跟传统的计算

机模型不同了，即量子计算机。下面引用量子计算机的若干说明： 
 

在经典计算机中，基本信息单位为比特，运算对象是各种比特序列。与此

类似，在量子计算机中，基本信息单位是量子比特，运算对象是量子比特序列。

所不同的是，量子比特序列不但可以处于各种正交态的叠加态上，而且还可以

处于纠缠态上。这些特殊的量子态，不仅提供了量子并行计算的可能，而且还

将带来许多奇妙的性质。 

 
另外，经典计算机与量子计算机的区别： 

 
经典计算机从物理上可以被描述为对输入信号序列按一定算法进行变换

的机器，其算法由计算机的内部逻辑电路来实现。经典计算机具有如下特点：

其输入态和输出态都是经典信号，用量子力学的语言来描述，也即是:其输入态

和输出态都是某一力学量的本征态。如输入二进制序列 0110110，用量子记号，

即|0110110＞。所有的输入态均相互正交。对经典计算机不可能输入如下叠加

态：C1|0110110 ＞＋ C2|1001001＞。 经典计算机内部的每一步变换都演化为

正交态，而一般的量子变换没有这个性质，因此，经典计算机中的变换（或计

算）只对应一类特殊集。  

相应于经典计算机的以上两个限制，量子计算机分别作了推广。量子计算

机的输入用一个具有有限能级的量子系统来描述，如二能级系统（称为量子比

特（qubits））,量子计算机的变换（即量子计算）包括所有可能的么正变换。

因此量子计算机的特点为:量子计算机的输入态和输出态为一般的叠加态，其相

互之间通常不正交； 量子计算机中的变换为所有可能的么正变换。得出输出态

之后，量子计算机对输出态进行一定的测量，给出计算结果。  

由此可见，量子计算对经典计算作了极大的扩充，经典计算是一类特殊的

量子计算。量子计算最本质的特征为量子叠加性和量子相干性。量子计算机对

每一个叠加分量实现的变换相当于一种经典计算，所有这些经典计算同时完成，

并按一定的概率振幅叠加起来，给出量子计算机的输出结果。这种计算称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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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并行计算。 

 
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计算机一次只能输入一种确定的状态，而

量子计算机可以同时输入若干不同的叠加态。 
那么，是否可以说，传统计算机是量子计算机的子集？就如同

牛顿经典力学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力学在低速状态下的近似？ 
如果传统计算机真的是量子计算机的子集，那么传统计算机就

只是量子计算机的一种特殊情况。相对论处理的是宏观的三维世界，
是质量超大的天体和行星，如黑洞、超新星等；量子力学处理的是
粒子级别的微观世界。而弦理论的操作对象是宇宙间一切物质，正
致力于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量子理论统一起来，并取得极其有用
的成果。它的理论模型甚至说宇宙有 11 维。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说： 

 
牛顿经典理论  传统计算机（线性的） 
量子理论  量子计算机（多维的） 
弦理论  弦计算机（更高维的） 

 
虽然量子计算机如今只处理理论模型阶段，但我已经预测到，

未来世界里，弦计算机可能成为推动人类认知的终极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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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封印

这部号称很难看懂的伟大哲思电影,在看完的那一刻,我着实感
受到艰涩与沉重如潮水袭来.说实话,没有完全看懂.它需要熟稔宗教
和深谙哲学.另外,它充斥了晦涩的隐喻和令人不解的象征主义构图,
但仅这些还不能让它成为经典. 

人类生存的意义是什么? 

上帝是什么东西? 

信仰为什么能够存在? 

其根源在哪里? 

死亡可怕吗? 

这些每一个都值得人思索一生的问题,在这里被摆到我们眼前. 

有时,我们真的应该认真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尽管缥渺,却也真切. 

昨天在王府井影城还看了电影《达芬奇密码》.尽管提前看了被
追捧一时的原著,但电影依然不负重望.电影所表现的部分内容撼动
了无数人类信仰的根基,引发了基督耶酥的神性与人性之争.耶酥到
底是凡人还是生来就是应该被世代供奉的神祗?我欣赏电影制片方
敢于不顾教会和宗教团体的反对将这部极有争议的小说搬上银屏,
但更值的思考的还应该是深藏在抗争,斗争,纷争表象下面的涌动的
暗流:人类是否有真正的信仰?人的价值应该由谁来界定或赋予或印
证?人类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惊人秘密?我们是否在隐藏什么?我们还
能折腾多久?到底在搞什么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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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呢? 

人类都自以为很强大,自封万物之灵长.将这个原本和谐的世界
弄得乱哄哄.前脚直立起来了,就忘了自已的本来面目.我们喜欢从动
物身上找人的影子,相反却不愿承认.有个自封为太阳的人说了,人是
介于神于动物之间的.人是桥梁,两端分别是神和动物.当然,神是指已
经超越了一切的人.动物指人未开化的混沌状态.人要做的应该从动
物的一端走到神的一端.有的人走啊走啊,走了一辈子,却发现永远不
能到达神的一端,那就是一条地平线,看着在眼前却遥不可及.但,有人
可以走得很远.这就够了.当然,也有人往相反的方向走.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在这两端的作用下挣扎着支配着.不是吗? 

有的人在死前,走到了神的一端.此神非彼神也.如被人顶礼崇拜
的伟人.有些人死后才被册封为神.被谁封的呢?被那些在他死后才发
现价值的人.如耶酥. 

于是,耶酥神化了.这个有理想的青年渐渐成为 icon.我想这不是
他的本意.只因为他的追随者太过崇拜,也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处
在信仰的真空中,任何能给他们的苦难带来抚慰的东西都可以永远
在心里面永远驻扎下去.有信仰没什么不好.西方文明如果没有宗教
和信仰的辅佐,很难想像会有今天的成就. 

我不信仰宗教,但有信仰.说不上的相信什么.信仰有时真是一种
刑罚,就像你爱一个人,而那人总躲在暗处,任你怎么叫唤,她就是不出
来.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重要的是,你依然在桥上,处在线段的中间
而心中有某种东西在支配你的意识和行为.当有人把心中的神从神
的位置上拉了下来进而沦为跟我们世人一样的站在生命的桥梁上艰
难地往神的方向跋涉的人时,问题就出现了.信仰到底能不能经得起
扣问和考验呢?事实上，这全在乎人类自己.真正的迷茫是心灵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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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桥两边的扑朔迷离;真正的黑暗是来自心灵的黑暗而不是我
们身边的黑暗. 

第七封印给人不是感官的刺激而是心灵的拷问.达芬奇密码则
两者兼有.前者用铅与火的黑色影像昭示人类的悲哀.后者用光与电
的眩目刺激让我们辗碎一切固有和确定.总之,人不能老想着将外面
的世界怎么样,而应该学会怎么征服自己的欲望和驾驭自己的情感. 

希腊有个戴尔菲神殿,是我有朝一日最想去的地方.他供奉着阿
波罗神,此人代表光明,理性,和形式.神殿门两边有两句话:认识你自己,
凡事匆过度."认识你自己",是啊,我们真真应该做的,就是彻底认识我
们自己!认识我们的精神,肉体,心灵,意志,直觉,以及--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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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人生

寒假在家学了围棋,照着一本棋谱,每天深夜,潜心研习.学习了一
些吃子技法和落子着数.虽然每日研习至深夜,但棋技充其量只是初
级菜鸟水平而不能参与实战.但是,我悟了一些心得. 

黑白. 围棋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回归了世界二元论之理论.此理论
认为世界是二元的.有一个事物存在,必有其相反的事物存在.有热必
有冷,有高必有低,有大必有小.虚实,主客,男女,正负,阴阳,等等.有物质
就有反物质.一旦相遇,则同时湮灭,化为能量. 

落点. 棋盘共有 19*19=361 个落子点.每个棋子都可以下任意地
方.不像象棋中的某些棋子被限定在某些位置上,变化无穷. 

规则简单,招法不易.把对方的子围住圈地盘,同时自己也尽可以
围更多地盘,同古代的攻城略地很相似.在冷兵器时代,武器装备非常
落后,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人与人体力的对抗.谋略固然重要,但总要有
人来实施.因此会出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局面.例如当年张飞一人
喝断当阳长阪桥,威震四野.一个人的作用往往能决定一场战争之胜
负.围棋与之极其相似.下棋的人,即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军师,把心里行
军布阵的谋略实施到棋盘上. 

布阵. 两军交战,各种战术,无所不用其极.在战争中,人们发明了
无数的战术.仅我们耳熟能详的就可以举出无数例子.如,行军布阵之
法,有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五行八卦阵,六丁六甲阵,七星连珠阵,
十面埋伏阵等.好的布阵策略是胜负的前提.因此围棋开局初的布阵
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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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计. 人们发明了无数计策来达到目的.如三十六计中,共分了 6
套,胜战计,败战计,攻战计等.全是狠毒的招数.如:上屋抽梯,瞒天过海,
偷梁换柱,隔岸观火等.兵不厌诈,导致很多战术与道德相悖.但是人们
乐此不彼.围棋中亦是如此.有些棋子是不能被吃的,于是使尽浑身解
数,费尽周折保住这些子.有些是诱敌深入的,虚虚实实,引君入瓮. 

伐谋. 下围棋的两人,平静之中,刀光剑影,剑拔弩张.两人分别指
挥我方兵马,或者长驱直入,单刀赴会,或者声东击西,旁敲侧击,或截断,
或突围,或以死相拼,以求换一子性命,或舍身求死以大局为重.棋盘上,
处处暗藏杀机.你攻我守,你守我攻.两军将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直
到最后双方殊死相拼,马革裹尸,哀鸿遍野.一方兵临城下,大军压境,节
节败退.而另一方,势如破竹,凯歌高悬,如入无人之境.下一次棋,如亲
临一场战争.斗智,伐谋. 

而人生何尝不是战场!在这个竞争的社会,只要有竞争,就会出现
竞争成功者与失败者.虽然没有硝烟,但竞争的损耗,竞争的过程,竞争
的残酷并不比真正的战争逊色.事实上,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并非全
在于战场上的撕杀.更在于战争之前的准备过程.孙子说:上兵伐谋,其
次伐交,再次攻城.如果能不使用战争而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则根本
不需要使用战争.也就是说,成功只给有所准备的人.如果事前准备充
分,各种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都思之慎之,不仅可以避免措手不及,也
可以让自己处于积极的备战状态来面对各种变化的形势. 

宇宙是自相似的.围棋可以凝聚我们的思想和策略.面对人生和
社会这个大宇宙,我们可以从围棋这个小宇宙中得到深刻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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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由

“人是自由的”，这是 Sartre 不断告诉我们的，人的自由先于
人的本质并且使人的本质成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质悬置在人的自
由之中。“自由就不是人所选择的，而是人与生俱来的命运。”自由
表现出来是人否定和选择的自由。否定的自由是指人的否定能力，
一方面是对外部世界的否定，对围绕着人的周围环境要决定人而说
一声"不"；另一方面是对自身的否定，人总是不断否定着过去又不
断被将来否定。选择的自由首先是指选择是无条件的，选择既没有
普遍的道德规范作为外部依据，又因为人的过去也是自在的存在、
处于被否定和被超越中而缺乏已有的经验作为内部的准则，人就按
自己的意志、愿望选择，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其次，选择不在于要
得到什么预定要求的结果，而在于自己决定去要求。也就是行动的
成功与否对选择来说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自己去选择、自己去
决定，自由正在于此。这样的自由就是绝对的自由。  

大家看到了，如果提倡这样的一种哲学观点，那是危险的，因
为我们很难相信大部分能在“自由”中得到安稳的幸福，也许我们
应该从其他知识的帮助才能好好把握这个“自由”吧。每一个纯粹
的自由主义者都是一个悲剧的制造者和经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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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猜想

四色问题又称四色猜想，是世界近代三大数学难题之一。四色
问题的内容是：“任何一张地图只用四种颜色就能使具有共同边界
的国家着上不同的颜色。”用数学语言表示，即“将平面任意地细
分为不相重迭的区域，每一个区域总可以用 1，2，3，4 这四个数字
之一来标记，而不会使相邻的两个区域得到相同的数字。” 

电子计算机问世以后，由于演算速度迅速提高，加之人机对话
的出现，大大加快了对四色猜想证明的进程。美国伊利诺大学哈肯
在 1970 年着手改进“放电过程”，后与阿佩尔合作编制一个很好的
程序。就在 1976 年 6 月，他们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两台不同的电
子计算机上，用了 1200 个小时，作了 100 亿判断，终于完成了四色
定理的证明，轰动了世界。 

“四色问题”的被证明仅解决了一个历时 100 多年的难题，而
且成为数学史上一系列新思维的起点。在“四色问题”的研究过程
中，不少新的数学理论随之产生，也发展了很多数学计算技巧。如
将地图的着色问题化为图论问题，丰富了图论的内容。不仅如此，
“四色问题”在有效地设计航空班机日程表，设计计算机的编码程
序上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不过不少数学家并不满足于计算机取得的成就，他们认为应该
有一种简捷明快的书面证明方法。直到现在，仍由不少数学家和数
学爱好者在寻找更简洁的证明方法。 

好了,我的问题来了. 
虽然人类都生活在三维空间里,但是,每个人都要生活在地球表

面,在一个不大的尺度上,可以近似看作 2 维.我们的地球表面被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划分成不同的区域.这些区域都可以用如上所述的
四色定理标示出来. 那么,如果的空间被划分成很多部分呢?换句话
说,一个三维空间被划分成若干不重叠的部分.各部分没有交集.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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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可能相邻. 我的猜想是,可以至少用 8 种颜色进行标记. 
为什么? 
因为,一维情况下,地图退化成一条线.则线上的"国家"至少用 2

种颜色就可以标识.2 = 2^1. 
二维情况下,按照“四色问题”,需要 4 种颜色.4=2^2. 
我的猜想是:三维情况下,需要 2^3=8 种颜色. 
N 维空间,需要 2^N 种颜色. 
证明过程还是留给后人吧.2 维情况下的证明尚且用了 1200 个小

时，作了 100 亿判断,三维情况估计是个天文数字了.这不仅需要编制
一个极好的算法,更需要运算速度极快的超级计算机没日没夜运算
若干年. 

但是,等量子计算机出现的话,相信会有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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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度

一个面,抽掉其中的一条线,面的面积会不会改变?答案是不会. 

那么,抽掉无穷多条线呢?依然不会. 

这就是可测集与不可测集的神秘.在泛函分析中,0 到 1 之间有无
穷多个数.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无理数和有理数两部分.有理数比如 0, 
0.1, 0.5, 等.有理数是无穷多个,有理数也是无穷多个.如果我们把 0 到
1 之间的所有有理数全部抽掉,那么,留下的数,其测度为 1-0=1. 集合
论认为,所有可数集的测度为 0.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用到它,我们就可以处理常规的黎曼
积分不可积的函数.黎曼积分要求,被积区间是连续的.不可以有间断
点或跳跃.因此它就不可以处理下面的函数,0<=x<=1: 

/  1,x 为有理数 

f(x) = | 

\ 0, x 为无理数 

这是一个极端跳跃的函数.思考一下,0.01 的"下一个数"是什么?
按照芝诺悖论,0.01 甚至不存在下一个数.因为数可以无限细分下去.
因此黎曼积分此时无能为力.但我们的勒贝格积分可以. 因为有理数
有测度为 0,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像上面分析的那样,把 0 到 1 之间的所
有有理数舍去不管.而无理数的测度为区间长度 1,x 为无理数时 f 值
为 0,故,对 f(x)求积分后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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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数学化 

我一直以为可以不用学数理统计这门课,甚至可以摆脱它.因为
怕学它.没想到有些东西注定跟着你,如影随形.这一阵子要为准备它
的考试而忙得焦头烂额.既然抽象无趣枯燥的它摆脱不掉,于是在静
下心来准备的时候开始思考它. 

思考它的原理方法论证,发现了一个不得不惊叹的东西:惊叹人
类的思维.当面对一堆杂乱无章毫无头绪的数据,如何分析呢?如何在
无序中寻找规律和可以被写成定理公理的东西?牛顿分析了宇宙中
所有天体的运动规律总结出了一条划时代的经典:宇宙中两物体之
间的作用力正比于两天体的质量之积,反比于两者距离的平方.于是
奠定了经典力学的基石.那么在从多无序与混沌中找到统计规律的
统计学家们的伟大与牛顿类似,它让人们不再痛苦地挣扎于数据的
整合,组合,运算而失去方向.正态的,指数的,几何的,超几何等几种模
型的出现与应用证明了看似混沌的世界蕴含规律的,所有事物都可
用模型与模式表示. 

前段时间在图书馆看了一本书深受启发,即用量子物理学分析
意识,并给出了意识的计算公式与模型.意识的种种可能都可以公式
推导出来.此书由一位量子物理学家所著,因此理论上是可靠的.如果
结果与实际的意识的形态有差别,相信其论证只是时间问题. 

鉴于此本人有一宏伟构想,若可能将哲学和心理学用数学模型
表示出来,首先给出几条公设,仿照欧几里德经典几何学一样,运用推
理,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导出哲学和心理学中所有结论,即哲学/心理
学数学化.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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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宏伟计划一旦实施,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首先,以哲学为例,其
数学化需要何种数学知识方能描述?哲学是人的意识的产物,如何用
数学公式表达其规律并与使之尽量不受主观干扰?...首先应该相信: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用数学描述的.这就够了,包括人的意识,而它的
描述在前述的书中已成现实.如何描述呢? 

窃以为:E=mc^2 这个公式可能被用上.当然,肯定有其它的公式,
如 F=ma, 不仅仅是物理的,还有数学的,几何的,所有简洁的优美的都
可以拿来用之.在质能方程中,E 代表能量,能量是看不见的,是一种虚
空,但是它是切实存在着的,并能作用到可感知的物体上.意识是不是
一种能量呢?意识是不是一种能量波包?我们知道,意识是由身体某些
部位如大脑产生,驱使人类行动和行为.根据能量守恒,人的行动和行
为不是凭空产生的,必定由某样东西转化而来,由什么转化而来呢?能
量.有人说是体内的有机物分解等物理化学反应产生.这些能量能不
能最终与意识发生关联呢?所以我们假设:意识是一种能量. 好了,公
式里的 m 为质量,有质量则是物质的,即物质世界.看,在公式里意识与
物质发生了关联!即通过某种变换,意识与物质可以相互转化,唯物与
唯心可以相互转化,而不是互相排斥的.C^2 表示有两个 C,即两个光速
的积.为什么是两个而不是三个?这正印证了:我们生存的宇宙是二元
的,对称的.有 A 必有反 A 与之对应.这是很好理解的.一个粒子必有一
个反粒子存在某个地方.物质与反物质也是.注意,反物质是已被证明
存在的. 

总之,上面的公式能说明很多问题.爱因斯坦发现的这个公式是
全人类的幸福.唔,好像跑题了.如果能借助其它一些推导结果与公式
能解释其它的哲学问题如"存在"本身,"是"本身,"美"本身等等,则我们
有理由相信当哲学基于的这些假设与推论成立时,我们可以得到更
多结论,解决更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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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饭店

卢旺达. 

战火纷飞. 

种族仇杀,民不聊生. 

离奇般地,一个饭店的存在,成为当地如沙漠一样让人痛不欲生
之地的一片绿洲.联合国部队驻扎在这里.几个不能开枪的维和部队
军人象征性地守护在饭店周围,以防瘟疫一样的民族仇恨带着血腥
气息闯入.一个饭店,成为几千人的庇护之所. 

正当权力,国家机器,正义之声,此时全部失禁. 

和平之鸽在此时怎么能与凶残的隼鹰抗衡? 

和平有时是那么脆弱,他所拥有的能力很多时候不能制服意念
中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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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忠告

有时候,影响一个人的,可以是一则小故事. 
 
一对新婚夫妇生活贫困，要靠亲友的接济才能活下去。 
一天，丈夫对妻子说：“亲爱的，我要离开家了。我要去很远

的地方找一份工作，直到我有条件给你一种舒适体面的生活才会回
来。我不知道会不会太久，我只求你一件事，等着我，我不在的时
候要对我忠诚，我也会对你忠诚的。” 

很多天之后，他来到了一个正在招工的庄园，他被录用了。他
要老板答应他一个请求：“请允许我在这里想干多久就干多久，当
我觉得应该离开的时候，您就要放我走。我平时不想支取报酬，请
您将我的工资存在一个账户里，在我离开的那天，您再把我赚的钱
给我。”双方达成了协议。  

年轻人在那里整整工作了 20 年，中间没有休假，也很少休息。
一天，他对老板说：“我想拿回我的钱，我要回家了。”老板说：
“好吧，我们有协议，我会照协议办事的。不过我有个建议，要么
我给你钱，你走人；要么我给你 3 条忠告，不给你钱，然后你走人。
你回房间里好好想想再给我答复。”  

他想了两天，然后找到老板，说：“我想要那 3 条忠告。”老
板提醒他说：“如果给了你忠告，我就不会给你钱了。”他还是说：
“我想要忠告。”  

老板对他说：“第一，永远不要走捷径。便捷而陌生的道路可
能要了你的命。第二，永远不要对可能是坏事的事情好奇，否则也
可能要了你的命。第三，永远不要在仇恨和痛苦的时候做决定，否
则你以后一定会后悔。”老板接着说：“这里有 3 个面包，两个给
你路上吃，另一个等你回家后和妻子一起吃吧。”  

在远离自己深爱的妻子和家乡 20 年之后，男人踏上了回家的
路。一天后，他遇到了一个人，那人问他：“你去哪儿？”他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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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去一个沿这条路要走 20 多天的地方。”那人说：“这条路太
远了，我认识一条捷径，几天就能到。”他高兴极了，正准备走捷
径的时候，想起了老板的第一条忠告，于是他回到了原来的路上。  

后来，他得知那人让他走所谓的捷径完全是一个圈套。几天之
后，他走累了，发现路边有家旅馆，他打算住一夜，付过房钱之后，
他躺下睡了。睡梦中，他被一声惨叫惊醒，他跳了起来，走到门口，
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刚刚打开门，他想起了第二条忠告，于是回
到床上继续睡觉。起床后，喝完咖啡，店主问他是否听到了叫声，
他说听到了，店主说：“您不好奇吗？”他回答说不好奇。店主说：
“您是第一个 活着从这里出去的客人。我的独子有疯病，他昨晚大
叫着引客人出来，然后将他们杀死埋了。” 

年轻人接着赶路，终于在一天的黄昏时分，他远远望见了自己
的小屋，屋子的烟囱正冒着炊烟，还依稀可见妻子的身影，虽然天
色昏暗，但他仍然看清了妻子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男子伏在她的
膝头，她抚摸着他的头发。看到这—幕，他的内心充满了仇恨和痛
苦，他想跑过去杀了他们，他深吸一口气，快步走了过去，这时他
想起了第三条忠告，于是停了下来，想了想，决定在原地露宿一晚，
第二天再做决定。天亮后，已恢复冷静的他对自己说：“我不能杀
死我的妻子，我要回到老板那里，求他收留我，在这之前，我想告
诉我的妻子我始终忠于她。” 

他走到家门口敲了敲门，妻子打开门，认出了他，扑到他怀里，
紧紧地抱住了他。他想把妻子推开，但没有做到。他眼含泪水，对
妻子说：“我对你是忠诚的，可你背叛了我……”妻子吃惊地说：
“什么？我从未背叛过你，我等了你 20 年。”他说：“那么昨天下
午你爱抚的那个男人是谁？”妻子说：“那是我们的儿子。你走的
时候我刚刚怀孕，今年他已经 20 岁了。”  

丈夫走进家门，拥抱了自己的儿子。在妻子忙做晚饭的时候，
他给儿子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接着，一家人坐下来一起吃面包，他
把老板送的面包掰开，发现里面有一笔钱——那是他 20 年辛苦劳动
赚来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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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的好处
世界上很多非常聪明并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无法成功。就是

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了错误的教育，他们养成了勤劳的恶习。很多
人都记得爱迪生说的那句话吧：天才就是 99％的汗水加上 1％的灵
感。并且被这句话误导了一生。勤勤恳恳的奋斗，最终却碌碌无为。
其实爱迪生是因为懒的想他成功的真正原因，所以就编了这句话来
误导我们。 

很多人可能认为我是在胡说八道，好，让我用 100 个例子来证
实你们的错误吧！事实胜于雄辩。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比尔盖茨，他是个程序员，懒的读书，他
就退学了。他又懒的记那些复杂的 dos 命令，于是，他就编了个图
形的界面程序，叫什么来着？我忘了，懒的记这些东西。于是，全
世界的电脑都长着相同的脸，而他也成了世界首富。 

世界上最值钱的品牌，可口可乐。他的老板更懒，尽管中国的
茶文化历史悠久，巴西的咖啡香味浓郁，但他实在太懒了。弄点糖
精加上凉水，装瓶就卖。于是全世界有人的地方，大家都在喝那种
像血一样的液体。 

世界上最好的足球运动员，罗纳尔多，他在场上连动都懒的动，
就在对方的门前站着。等球砸到他的时候，踢一脚。这就是全世界
身价最高的运动员了。有的人说，他带球的速度惊人，那是废话，
别人一场跑 90 分钟，他就跑 15 秒，当然要快些了。 

世界上最厉害的餐饮企业，麦当劳。他的老板也是懒的出奇，
懒的学习法国大餐的精美，懒的掌握中餐的复杂技巧。弄两片破面
包夹块牛肉就卖，结果全世界都能看到那个 M 的标志。必胜客的老
板，懒的把馅饼的馅装进去，直接撒在发面饼上边就卖，结果大家
管那叫 PIZZA,比 10 张馅饼还贵。 

还有更聪明的懒人： 
懒的爬楼，于是他们发明了电梯； 
懒的走路，于是他们制造出汽车，火车，和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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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的一个一个的杀人，于是他们发明了原子弹； 
懒的每次去计算，于是他们发明了数学公式； 
懒的出去听音乐会，于是他们发明了唱片，磁带和 CD;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都懒的再说了。 
还有那句废话也要提一下，生命在于运动，你见过哪个运动员

长寿了？世界上最长寿的人还不是那些连肉都懒的吃的和尚？ 

如果没有这些懒人，我们现在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我都懒
的想！ 

人是这样，动物也如此。世界上最长寿的动物叫乌龟，他们一
辈子几乎不怎么动，就趴在那里，结果能活一千年。他们懒的走，
但和勤劳好动的兔子赛跑，谁赢了？牛最勤劳，结果人们给它吃草，
却还要挤它的奶。熊猫傻了吧唧的，什么也不干，抱着根竹子能啃
一天，人们亲昵的称它为“国宝“。 

回到我们的工作中，看看你公司里每天最早来最晚走，一天像
发条一样忙个不停的人，他是不是工资最低的？那个每天游手好闲，
没事就发呆的家伙，是不是工资最高，据说还有不少公司的股票呢！ 

我以上所举的例子，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这个世界实际上是
靠懒人来支撑的。世界如此的精彩都是拜懒人所赐。现在你应该知
道你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了吧！ 

懒不是傻懒，如果你想少干，就要想出懒的方法。要懒出风格，
懒出境界。像我从小就懒，连长肉都懒的长，这就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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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心理 
最近几天我沉迷在《Criminal Minds》(中文译为《犯罪心理》)

中不可自拔.这部剧集与《CSI》(《犯罪现场鉴证》)一样，紧张刺激
引人入胜，除了第一季的最后一集与第二季的第一集是有联系的以
外，每一集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每一季有 22 集．现在我看到了第
二季第 8 集． 

故事的架构是这样的，故事开始没多久就会发生一起凶杀案．故
事中我们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凶手犯下各式各样的罪行．当地的警方
勘查现场之后请来我们的主人公－ BAU(Behavor Analysis Unit)行为
分析小组来到现场对肇事者进行 Profile,可以理解成:“摹写”．他们
先到现场调查取证，尽可能找到蛛丝马迹对罪犯进行心理性格侧
写．注意，他们面对的经常是特殊的罪犯，以至于这些罪犯的指纹
在 FBI 数据库中甚至都查不到．罪犯在现在留下的证据极少．甚至
罪犯们的犯罪行为经常是带有连环性质的，他们几个月甚至几年来
令当地警方头痛．这也就是当地 FBI 请来 BAU 的原因．他们来了之
后根据现场的状况对罪犯进行推测．推测出他们的行为和实施行为
的心理．最后，最为关键的是，他们要赶在罪犯实施下一次犯罪之
前阻止其行为并将其抓获． 

BAU 来了之后，一般不去找指纹或检验弹道，而是根据现场留
下来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对罪犯的心理进行剖析．这部分是非常神
奇的，也是我最感兴趣的．好了，看了这么多集，我也来充当一回
BAU 小组的 Profiler 吧，让我们先构想出一起凶杀案． 

某日一个女子在家中被杀．我们来到了现场，发现这样一个场
景：家中没有强行进入的痕迹．女子并未受到虐待与强奸．她完好
无损地躺在床上，嘴上蒙了胶带，双手反捆在身后．她身边有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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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条，上面画了一个幅画，画中便是此女人痛苦的表情，画中她的
眼睛睁得极大，面目扭曲神态痛苦． 

好了，就提供这一点信息．我们能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吗？
我是这样分析的：没有强行入室的痕迹，说明两种情形，已取得对
方信任或早就隐匿在室内．取得对方信任的会有哪些人呢？当然，
范围非常大，亲人，朋友，子女，邻居，甚至每天送报的邮差，水
电工，水管工，电话接线员．但是，她被反捆未受到伤害，说明凶
手并非想要她性命，只是为了满足某方面的欲望．欲望有很多种．正
常人的欲望无非那么几种．而此人行为的特异某种程度了决定了他
欲望似乎存在扭曲，精神上或心灵上．罪犯是一个心理不健全的
人．当然，这还是非常宽泛的定性，因为每个正常人都人或多或少
觉得自己心理状态在某些方面是不健全的．女子并未受到虐待与强
奸，说明凶手并非属于性驱使自己行为的人．既然不是这方面的需
要，那么一定是其它方面的需要占主导.初步断定此人很大可能属于
驱动型人格紊乱．胶带和绳子是他行使犯罪的工具，但只是辅助工
具．罪犯完全有可能将她一枪毙命而不至于繁琐地将其捆起．罪犯
只是想体验一个施虐的过程．他很镇定．他是有预谋的．他没有蒙
上上受害者的眼睛，是因为他不怕自己的行为被看到，甚至他非常
希望被看到以证明自己的某种想法是正确的．他不慌不忙的在小纸
上画出受害人痛苦的表情是因为他在享受这种扭曲的快乐．这种类
型的人一般情况下在小的时候是受过虐待的，要知道十个小的时候
是受虐者的人里有两个人长大以后会成为残忍的虐待者，手法甚至
有过之而无不及．记得有句台词是这样的:the abused is probably 
become a abuser when time permits.因此这类人可能经历过某些对精
神心灵或者肉体造成过很大伤害的事情．他们在等待时机成熟的时
刻来不顾一切实施以前遭受过的痛苦．他用纸片作画．我们不需要
费力在纸片上找指纹就可以大概推测出此人的性格．他很谨慎，他
很欣赏自己的作品，也就是那个受害者．他不愿意就这样离开．他
在她身上找到曾经经历过的东西，不忍让它们消失．于是他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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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了那双眼睛，正突出了自己的心灵的歇斯底里．这说明他很大
可能已经人格分裂，理智此时在他心里已经被压制．处于人格分裂
的人做事情不会参照当前的道德准则与法健准绳而是自己心里两个
自己中占主导的自己．在最后的时刻他将自己的＂作品＂毁掉正证
明这一点． 

那么，根据以上有限的分析与推测我们可以初步断定罪犯的特
征如下：性别有可能是男或女或其它．这一点不重要．做事谨慎仔
细；性格极端孤僻，邻居即使见了他会引不起任何注意．他可能有
稳定的工作，可以在当地自由穿梭不会引起当地人的注意．人们甚
至不会想到是他．或许他就在你身边，但你就是想不到．但他或她
曾经经历过不为人知事情是一般人无法承受的．精神时常处于紊乱
状态．但在正常情况下与常人无异．他的心中有一个乌托邦，是自
己用决心和常人难以想像的忍耐力搭建的世界．他经常一个人生活
在这个世界里．他在在另一个世界里找到一个替罪的羔羊来完成自
己的使命．他曾经有过前科，即使没有，他身边的人或亲近的人或
能与他接近的人也会有．他有某些怪癖，甚至常人难以忍受的．．． 

好了，根据这些信息，再在超强的数据库中查找一下，应该很
快可以把范围缩小．再一一排查调查取证，凶手很快可以落网．我
们国家应该没有这种非常强的数据库查询系统吧．它是这样一种系
统，可以查到最近几个月内何人何时用信用卡在一个可口可乐无人
售机上买了两杯可乐，最近 10 年内哪些人有过抑郁症并企图自杀；
只要你的手机处于开机状态，它可以使用 GPS 系统定位出你的位置
并用图像识别系统和姿态提取软件在 0.01 秒内识别出你的信息并查
出你在 5 年前的一次小型车祸中被左后视镜擦伤了右肘．等等． 

如果我们国家真有这样一种系统，那么学校里面丢车丢手机的
现像可以大面积缩减．如果手机在教室里丢了也不用怕，手机开机
的那一瞬间可以定位小偷的全球坐标．也可在录像中提取此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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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进而分析此人的行为特征和心理特征．那样的话，再也不会出
现这样一种情况：手机一丢到派出所报案，里面几个人象征性地登
记一下姓名和联系电话，再也没了下文．过后再丢，再也不去报案
了．没戏．我们从第一次丢手机的愠怒气愤和报案时的期待再到后
来象征性的麻木不仁正说明我们侦破系统的薄弱导致了警察办案成
为笑柄，滋生了小偷作案的温床． 

当然，这部剧集针对的主要是一些极端变态的情形．罪犯一般
都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受过心灵创伤，或者肉体伤害． 

人是非常奇怪和不可思议的动物．人类是唯一一种可以在折磨
同类的过程中得到愉悦感的种群．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马克吐温
说的。（Of all the animals, man is the only one that is cruel. He is the only 
one that inflicts pain for the pleasure of doing it.——Mark Twain） 真是
奇怪！ 

这让我联想到很多情形．别的不说，就说广告．我们生活在广
告的海洋里．我们呼吸广告的空气，咀嚼广告的面包．有时真觉得
无奈．厂商们肆意折磨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直至感觉麻木．有人在
房顶上画上巨副广告作品，目的就是被 Google Earth 里能被捕捉
到．当然，我们不反对也不排斥．只是似乎有些不满而已．有些人
习惯了折磨别人而不自知．我们想要一个无污染的世界．南北极？
想都别想了．那里已经被美俄法英意划地为界插上国旗给殖民掉
了．那么，真实的世界不行，虚拟的世界呢？Second Life 是 Lindon
公司开发的一款虚拟游戏，命名为第二生命用意便是给你提供你的
第二次生命．在这里你可以做很多你在真实世界里做不到的事情．如
果注册用户已经超过百万．MIT 的 Technology Review 也做过多次报
道．如果想体验你的第二次生命不妨去注册一个．注意，里面的兰
登币是可以跟真实货币兑换的．我想说的是，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广
告也已经铺天盖地铺面而来．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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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 Criminal Psychology，可以看看下面的东西．看着里面各种
各样的犯罪，真想不通，人为何这样复杂．只能说，一个人的荒野
是另一人的主题公园． 

http://www.crimelibrary.com/index.html

官方定义：Criminal psychology is the study of the wills, thoughts, 
intentions and reactions of criminals. It is related to the field of criminal 
anthropology. The study goes deeply into what makes someone commit 
crime, but also the reactions after the crime, on the run or in court. 
Criminal psychologists are often called up as witnesses in court cases to 
help the jury understand the mind of the criminal. Psychiatry also may deal 
with aspects of criminal behavior. 

剧集官方网站：http://www.cbs.com/primetime/criminal_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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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inal Minds语录 

◎Episode 1: Extreme Aggressor（2005.09.22） 

●The belief in a supernatural source of evil is not necessary.Men alone are 
quite capable of every wickedness.——Joseph Conrad 
【约瑟夫·康拉德（波兰出生的英国作家）：将邪恶的产生归结于
超自然的因素是没有必要的，人类自身就足以实施每一种恶行。】
（Gideon 语 下同 若不同则会注明） 
●Try again.Fail again.Fail better.——Samuel Beckett 
【Samuel Beckett（当代最著名的荒诞剧作家）：再试，再失败，更
好地失败。】 
●All is riddle, and the key to a riddle...is another riddle.——Emerson 
【爱默生（美国诗人、散文家、哲学家）：所有的事物都是谜团，
而解开一个谜的钥匙……是另一个谜。】 
●The farther backward you can look,the farther forward you will 
see.——Winston Churchill 
【温斯顿·邱吉尔：你回首看得越远，你向前也会看得越远。】 
●When you look long into an a ss,the a ss looks into you.——Nietzsche 
【尼采：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Episode 2: Compulsion（2005.09.28） 

●There are certain clues at a crime scene which,  their very nature, do 
not lend themselves to being collected or examined.How does one collect 
love, rage, hatred, fear?——Dr. James T. Reese 
【詹姆斯·瑞斯博士（美国精神创伤压力处理方面的专家）：犯罪
现场中的某些线索根据它们自己本身的性质，是不容易收集起来检
测的。一个人又怎么能收集起爱情、愤怒、憎恨和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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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Knowledge is limited. 
Imagination encircles the world.—— Einstein 
【爱因斯坦：想象力比知识更为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则
包围着整个世界。】 
●Don't bother just to be better than your contemporaries or 
predecessors.Try to be better than yourself.——William Faulkner 
【威廉姆斯·福克纳（美国作家）：别自寻烦恼的只想比你同时代
的人或是先辈们出色，试着比你自己更出色吧。】 

◎Episode 3: Won't Get Fooled Again（2005.10.05） 

●Almost all absurdity of conduct arises from the imitation of those whom 
we cannot resemble.——Samuel Johnson 
【赛缪尔·约翰森（英国文豪）：几乎所有荒谬的行为均源自于模
仿那些我们不可能雷同的人。】 
（本集结尾没有出现名言） 

◎Episode 4: Plain Sight（2005.10.12） 

●Don't forget that I cannot see myself that my role is limited to being the 
one who looks in the mirror.——Jacques Rigaut 
【Jacques Rigaut（法国诗人）：别忘了我看不到我自己，我的角色仅
限于看向镜子里的那个人。】 
●Birds sing after a storm.Why shouldn't people feel as free to delight in 
whatever sunlight remains to them?——Rose Kennedy 
【罗丝·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母亲）：鸟儿在暴风雨后歌唱，人
们为什么在仍是阳光普照的时候还不尽情感受快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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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sode 5: Broken Mirror（2005.10.19） 

●When a good man is hurt,all who would be called good must suffer with 
him.——Euripides 
【Euripides（希腊悲剧诗人）：当一个好人受到伤害，所有的好人
定将与其同历磨难。】 
●When love is in excess, it brings a man no honor nor 
worthiness.——Euripides 
【Euripides：爱得太深，会失去所有荣耀和价值。】 

◎Episode 6: L.D.S.K.（2005.11.02） 

●The irrationality of a thing is not an argument against it's 
existence,rather,a condition of it.——Nietzsche 
【尼采：一件事情的不合理性，与其通过驳斥其存在本身来证明，
倒不如通过驳斥使这不合理性存在的条件来解释。】 
●Nothing is so common as the wish to be remarkable.——Shakespeare 
【莎士比亚：没有什么比希望不平凡而更平凡的了。】（Hotch） 

◎Episode 7: The Fox（2005.11.09） 

●With foxes, we must play the fox.——Dr. Thomas Fuller 
【Dr. Thomas Fuller：遇到狐狸时，我们一定要学会狡猾。】 
●When you have eliminated the impossible whatever remains, however 
improbable,must be the truth.——Sherlock Holmes 
【夏洛克·福尔摩斯（柯南道尔笔下的名侦探）：当你排除了所有
的不可能，无论剩下的是什么，即使是不可能也一定是真相。】
（Gideon 剧中台词） 
（本集结尾没有出现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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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sode 8: Natural Born Killer（2005.11.16） 

●There is no hunting like the hunting of man.And those who have 
hunted armed men long enough and liked it never really care for anything 
else.——Hemingway 
【海明威：没有哪种狩猎像人类的狩猎，那些武装的狩猎者一直乐
此不疲，却从来也不在乎其他的事。】 
●The healthy man does not torture others.Generally it is the tortured who 
turn into torturers.——Carl Jung 
【荣格：健康的人不会折磨他人，往往是那些曾受折磨的人转而成
为折磨他人者。】 

◎Episode 9: Derailed（2005.11.23） 

●A belief is not merely an idea that mind possesses.It is an idea that 
possesses the mind.——Robert Oxton Bolton 
【Robert Oxton Bolton（作家）：信仰不只是一种受头脑支配的思想，
它也是一种可以支配头脑的思想。】 
●A question that sometimes drives me hazy--am I or the others 
crazy?——Einstein 
【爱因斯坦：有时我会迷惑，是我疯了还是其他人疯了？】（Reid） 

◎Episode 10: The Popular Kids（2005.11.30） 

●Unfortunately a super-abundance of dreams is paid for   a growing 
potential for nightmares.——Sir Peter Ustinov 
【彼得·乌斯蒂诺夫爵士（文化界名人、谐星、英国老牌演员、剧
作家、 表演艺术家、小说家、社会活动家、歌剧导演）：不幸的是，
多梦的代价就是噩梦也将随之增多。】 
●Ideologies separate us, dreams and anguish bring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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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ether.——Eugene Ionesco 
【尤金·艾里斯柯（罗马尼亚荒谬剧剧作家）：意识形态分离了我
们，而梦想和痛苦使我们走到了一起。】 

◎Episode 11: Blood Hungry（2005.12.14） 

（本集开头没有出现名言） 
●The bitterest tears shed over graves are for words left unsaid and deeds 
left undone.——Harriet Beecher Stowe 
【哈里耶持·比彻·斯托（新英格兰女小说家、反奴隶制度作家，
代表作是『汤姆叔叔的小屋』）：最痛苦的泪水从坟墓里流出，为
了还没有说出口的话和还没有做过的事。】 

◎Episode 12: What Fresh Hell?（2006.01.11） 

●Evil is unspectacular and always human.And shares our bed... and eats at 
our table.——W.H. Auden 
【W. H. 奥顿（英国诗人）：恶魔通常只是凡人并且毫不起眼，他
们与我们同床，与我们同桌共餐。】 
●Measure not the work until the day's out and the labor 
done.——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伊丽莎白·巴瑞特·勃朗宁（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诗人）：在没
尽全力之前不作评价。】 

◎Episode 13: Poison（2006.01.18） 

●What is food to one, is to others bitter poison.——Titus Lucretius 
Carus 
【卢克莱修（古罗马诗人、唯物主义哲学家）：吾之美食，汝之鸩
毒。】 

 44



●Before you embark on a journey of revenge, dig two 
graves.——Confucius 
【孔子：】 

◎Episode 14: Riding the Lightning（2006.01.25） 

●Whoso sheddeth man's blood,   man shall his blood be 
shed.——Genesis 9:6 
【旧约 创世纪 第九章：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 
●What we do for ourselves dies with us.What we do for others and the 
world remains and is immortal.——Albert Pine 
【Albert Pine（英国作家）：为自己做的都会随着死去而消逝，为他
人和世界所做的将会延续而不朽。】 

◎Episode 15: Unfinished Business（2006.03.01） 

●It is those we live with and love and should know who elude us（but we 
can still love them）.——Norman Maclean 
【诺曼· 麦考连（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教授，他的自传被改编成电
影『大河恋』）：那些我们所熟悉的一同生活且被我们所爱的人们
逃避了我们。（即便这样，我们仍然爱着他们。）】 

◎Episode 16: The Tribe（2006.03.08） 

●The individual has always had to struggle to keep from being 
overwhmed   the tribe.——Nietzsche 
【尼采：个体必须始终在社会中挣扎求生，才能使自己不至幻灭。】
（Hotch） 
●You can take many paths to get to the same place.——An Old Ap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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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ing 
【Apache 部落谚语： 条条大路通罗马。】（Hotch 片尾台词） 

◎Episode 17: A Real Rain（2006.03.22） 

●Murder is unique in that it abolishes the party it injures.So that society 
must take the place of the victim,and on his behalf,demand atonement or 
grant forgiveness.——W.H. Auden 
【W. H. 奥顿：谋杀是独特的，因为它完全破坏了受害人。所以社
会必须为死者说话，而且应以死者的名义来要求补偿或行使赦免】 
●It is better to be violent if there's violence in our hearts than to put on 
the cloak of non-violence to cover impotence.——Gandhi 
【甘地：如果我们心里有暴力，把暴力发泄出来。这要胜过披上一
层非暴力的外衣来掩盖虚弱。】 
●I object to violence because when it appears to do good,the good is only 
temporary.The evil it does is permanent.——Gandhi 
【甘地：我反对暴力，因为当暴力被用来做善事时，善事也仅仅是
暂时的。】（Hotch） 

◎Episode 18: Somebody's Watching（2006.03.29） 

●A photograph is a secret about a secret. The more it tells you the less 
you know.——Diane Arbus 
【黛安·阿勃丝（犹太籍女摄影师）：照片是关于秘密的秘密，它
揭示的越多，你知道的就越少。】 
●An American has no sense of privacy.He does not know what it 
means.There is no such thing in the country.——Bernard Shaw 
【肖伯纳：美国人没有对隐私的认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在
这个国家中没有隐私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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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sode 19: Machismo（2006.04.12） 

●Other things may change us, but we start and end with 
family.——Anthony Brandt 
【Anthony Brandt：其他的事情可能会改变我们，但我们开始并终结
于家庭。】（Hotch） 
●The house does not rest upon the ground, but upon a 
woman.——Mexican Proverb 
【墨西哥谚语：家不是建立在土地之上，而是建立在女性之上。】
（Hotch） 

◎Episode 20: Charm and Harm（2006.04.19） 

●There are some that only employ words for the purpose of disguising 
their thoughts.——Voltaire 
【伏尔泰：有些人只会用文字来掩饰他们的思想。】 
●We are so accustomed to disguise ourselves to others that in the end we 
become disguised to ourselves.——Francois de La 
【Francois de La（作家）：在人前我们总是习惯于伪装自己，但最
终也蒙骗了自己。】 

◎Episode 21: Secrets and Lies（2006.05.03） 

●Whoever undertakes to set himself up as judge in the field of truth and 
knowledge is shipwrecked   the laughter of the gods.——Albert Einstein 
【爱因斯坦：当一个人把自己当成真理和知识的法官时，他将被上
帝的嘲笑毁灭。】 
●In a time of universal deceit, telling the truth is a revolutionary 
act.——George Or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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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英国作家）：在大欺骗的时代，说出真相才是革
命性的举动。】 

◎Episode 22: The Fisher King, Part 1（2006.05.10） 

●No man needs a vacation much as the man who has just had 
one.——Elbert Hubbard 
【Elbert Hubbard（英国作家，代表作是『致加西亚的信』）：没有
比刚刚度过假的人更需要假期的了。】 

 

 48



 

 

 

 

 

 

沙漏 

 

 49



 50



碎片

电影《投名状》。很好很宏大。不管李连杰在影片里的表现值
不值一个亿，但可以从影片里解读出很多有用的东西。 

书《优雅的宇宙》。很好很耐读。堪与霍金《时间简史》媲美
的好书。弦理论统一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经典量子力学，完
成了爱因斯坦的一生未完成的遗愿。从此爱上弦理论。 

英文论文于 2008 年 1 月 9 日投至某 SCI 检索期刊。前前后后，
修改十余遍，历时数月。悟出如下人生心得： 

1）一件事一旦去做就一定要全力以赴，绝不可拖拖拉拉，一旦
坏习惯养成很难根除； 

2）做事一定要有决断力，在学术上发现理论创新点，一定要马
上动手，不可思前想后； 

3）做事期间一定要达到忘我的境界才能有高效完成。“忘我”，
这个词，是我看了《方与圆》一书之后觉得最有用的两个词。 

4）Think big, do small. 不存在所谓的大事与小事。你认为小事
是大事它就是大事。如果认为一件事情除非它是重要的、紧急的、
必须的、强制的、命令的、要求的、委托的、强加的、高尚的、完
美的、和谐的才值得去做，那么，必然会形成眼高手低的习气。 

5）认真。说起来真的好容易，但做起来好难。一旦成为习惯会
终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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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野性。一种什么都不怕的精神。一切困难在我眼中都是虚无。
必要的时候向狼学习。 

写论文的心得： 

1）文章是改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 

2）新思想就是一切。有了思想，要马上行动，否则，思想会被
遗忘，或腐烂，或被人抢占。 

3）最好写英文文章。写的过程是，开始的时候无比痛苦，炼狱
过后则是无比得心应手。 

4）跟老师、师兄师姐交流。闭门造车导致困难重重。 

5）沉思，冥想，忘我，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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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体验 
 

一位室友写的东东.经他同意放到这里来了. 
  

初到北京，“水土不服”，发生了不少糗事，每天都觉得比较不
爽…… 

第一次登上北京公交车，爽快地掏出两块钱，发现有地方刷卡
却没地方投币时，好奇地问司机：“请问钱是给您吗？”。 

找到一家旅馆，神气地对服务员说：“来间最便宜的房间！”，却
发现现金仍然不够。 

走进一家餐厅，看了看价格表后，希望能把以前吃过的东西吐
出来卖。 

看帖子求租房子，打十个电话有九个是“您好，这里是**中介”，
剩的一个是“不好意思，租掉了”，我可怜的电话费。 

大热天，坐有一堆人的无空调原始公交车去地图另一边看房子，
又逢堵车，有种冲动想破门而出，扬长而去。 

租了间空荡荡的大房间，把行旅箱往床底一塞，背包往床上一
丢，算收拾好了，还是空荡荡…… 

邻居一个女生走进我房间，吃惊地说：“你东西真多。” 
进卫生间洗澡，一口气把开关开到最大，看着花洒拼命地挤出

几点水滴，我保守地猜测自己将要用一小时湿润身体，然后再用三
小时来洗掉肥皂沫。事实上我错了，肥皂沫洗不掉。 

积累了一堆衣服，一口气全倒入洗衣机，倒入洗衣粉，按下开
关后发现，洗衣机坏了。 

进邮局寄东西，填表时发现不记得自己的住址了。 
走进一家叫“物美”的超市，明白了它为什么不叫“物美价廉”。 
走在中关村的大街上，突然有人偷偷问我“要不要毛片”。 
在打印店打印了一张身份证，递给老板一毛钱，老板虎着脸说

要一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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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单去买衣服，发现店子里人比衣服多。 
乘公交车路过天安门，看着空旷却又人山人海的广场，突然觉

得很孤独。 
想乘地铁享受空调和极限速度，发现地铁站里人山人海，空气

稀薄。 
登上了地铁，从人缝中往上看，发现车顶装的是电风扇。 
公司给我分配了电脑一台，我照例把密码设置为 nishizhu，不幸

的是那天公司搞联网测试，要征用我的电脑，于是领导问我密码，
我犹豫了下，告诉他：你是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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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的诗 
是岁月 

换了你心扉的那把锁 

还是我一直都不知 你本来模样 

在临近的空间 我注视着 

你像块橡皮糖 

被任意地捏成各种形状 

沉默  没有声响 

亲爱的朋友 

请原谅我的自私,不忍 

今夜 

遮蔽温顺,纯真,善良的华裳 

我披上一身带刺的锋芒 

带着心头最后一滴泪 

坚决,哆嗦地守在你出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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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 

请原谅我的自私,不忍 

只因为 一直傻傻地渴望 

倾听你心底潺潺流水的声响 

你可知道 它能 

撩开明天的薄雾 

让我看清 百灵纷飞的方向 

亲爱的朋友 

请原谅我的自私,残忍 

只因为 一直痴痴地渴望 

今生 能有那么一次 

让我颤抖地推开门 

在你心湖旁 

照我青春模样 

我亲爱的朋友,请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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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空间

就是看在电影的份上，人还要要活着。所以，看了三部电影：
《Cube1》《Cube2》《十二怒汉》。一个一个说吧。前两部电影非
常奇怪。整个影片的故事情节都发生在一个奇特的超立方体中，它
是一个几乎全封闭的立方体矩阵。没有出口和入口。里面有几个连
他们自己不知怎么进来的人。他们被“囚禁”在这里。每个人都想
逃出去。每个小立方体的六个面都有一个小窗户。通过小窗户可以
爬到其它小立方体中。但奇怪的是，他们似乎总是逃不出这个小室，
于是，人性，超自然力，不可想像的事情，一个一个接连发生了...... 

情节就不过多透露了。总之，本人隆重推荐《Cube2》。它的情
节更引人入胜，更符合超宇宙情节设定，也更让人摸不着头脑。让
我想想，里面发生了这些事情：平行宇宙，时空错乱，时间倒流，
四维空间，四维立方体，重力方向改变，时间延缓......  

平行宇宙是怎么回事呢？根据“自然可能性”的假设，宇宙在
尺寸上无穷大。并且象天文观测指出的那样－－均匀的分布着物质。
既然如此，按照统计学规律便可以断定，所有的事件（无论多么相
似或者相同）都会发生无数次：会有无数个孕育人类的星球，它们
之中会有和你一摸一样的人－－一摸一样的长相、名字、记忆甚至
和你一摸一样的动作、选择－－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确切的说，
是无穷多个。所以说，不管你相不相信，在另外一个宇宙，有一个
跟你一模一样的人在看着同一篇博客。也就是说，在同一时刻，有
两个平等的宇宙同时存在。那么，由于宇宙无穷大，那么两个宇宙
距离很近的概率是无穷小的。但小概率事件并不是概率为零的。所
以完全有可能这两个宇宙距离非常近甚至有重合的部分。具体它们
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上交互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推测，假如两
个宇宙几近重合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就像我们不能说一个雷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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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在同一个地点把人劈死一样。因此，你完全可以跟另一个宇宙
里的自己互相见面甚至握手。而这种现象在《Cube2》中就发生了！
当时本人见到这一现象非常震惊，遂非常向往这一小概率事件发生。 

四维空间：这个更有意思了。有一种形式的四维空间是用时间
作为第四维度。但如果维度全是空间的呢？变换过程是这样的：从
一维的点可以推广到二维的线。二维的线沿着与自身垂直的方向运
动，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的平面，假设它是正方形。此二维的正方形
沿着与自身垂直的第三维轴线运动，可以得到一个三维的立方体。
那么，同理，三维的立方体沿着与自身垂直的第四维轴线运动，肯
定就可以得到一个四维的超立方体了。这个超立方体的形状没有什
么特殊的地方，关键在于，我们要找到这第四维的轴线。这个轴线
是要与一个立方体垂直的。也就是说，如果用立方体代表我们生活
着的三维世界的话，此轴必须垂直于我们的三维空间！听起来不可
思议，但在理论上，这完全是站得住脚的。为什么我们想像不出来
那条与我们生活的三维空间垂直的线呢？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三
维的，我们的世界是三维的。我们的思维长期以来习惯了在不高于
三维的限度内运转。但四维的空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虽然四维立
方体的图像可以在二维的纸面上表现出来，但是逼真度是远远不够
的。尽管如此，当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四维的立方体时，我还是非常
惊讶于它的形状构造是如此简单，为什么自己以前都没有认真思考
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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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第二行最后一个图就是一个超立方体(Hypercube)。注意，
它构成的所有六面体皆为正方体！下图更清晰地显示这一论断： 

 

所有绿色部分都是三维的立方体。这是非常神奇的！有人会问，
有些明明是扁的，怎么可能是三维立方体呢？可是这是在四维空间
里面。另外，每个顶点都有四条边与之相连。这四条边是互为正交
基。他们构成了四维空间的坐标轴。 

如果把一个普通的三维立方体展开，会是如下形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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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把四维立方体展开，会是这样的： . 

三维立方体展开后，可能通过边跟边折叠还原成原来的立方体。
而四维立方体需要把体跟体“折叠”起来，还原成超立方体。可以
在这里看到四维立方体的演示程序：

http://dogfeathers.com/java/hyprcube.html

发现了四维立方体的“神奇”，我一口气找了四维球体的信息。
结果，发现了另一个奇妙的世界... ... 

_______________ 

为什么《十二怒汉》这么备受推崇呢？到 IMDB 一看，它的排
名非常高，排在第 13 位。排在它前面的依次是： 

Rank Rating Title Votes

1. 9.1 The Godfather (1972) 240,032

2. 9.1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1994) 283,973

3. 9.0 The Godfather: Part II (1974) 137,168

4. 8.9 Buono, il brutto, il cattivo, Il (1966) 75,502

5. 8.8 Pulp Fiction (1994) 244,308

6. 8.8 Schindler's List (1993) 165,665

7. 8.8 Star Wars: Episode V -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1980) 176,234

8. 8.8 Casablanca (1942) 109,702

9. 8.8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1975) 12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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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8.8 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 Return of the King (2003) 219,204

11. 8.8 Shichinin no samurai (1954) 60,962

12. 8.8 Star Wars (1977) 215,076

13. 8.7 12 Angry Men (1957) 56,457

14. 8.7 Rear Window (1954) 71,844

15. 8.7 Goodfellas (1990) 131,256

16. 8.7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1981) 150,816

17. 8.7 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 (2001) 254,932

18. 8.7 Cidade de Deus (2002) 78,993

19. 8.6 The Usual Suspects (1995) 171,064

20. 8.6 C'era una volta il West (1968)  

排在前面的是教父，肖申克救赎，低俗小说，辛德勒名单，星
球大战，卡萨布兰卡，魔戒，等，可想而知，它在影迷心目中的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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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夜

下面写的都是自已的感想与经历. 经验是谈不上的.只是觉得写
下来有必要,至少对自己. 

直到十八号晚 11 点以后,也就是考试前一天,我仍在看自己总结
的“高级词汇”与表达, 作文已经有三天没写了.心里免不了很紧张.
突然好友 ioiwin 跑来了. 此兄是位牛人, 想当年…呵呵,不提罢.他见
我还没睡,怒吼一声:“你小子怎么现在还不睡?小心今晚睡不着了!我
当年考前现在的时候已经睡着了!”听罢，我一下子傻眼了。是啊，
现在再怎么看，似乎都于事无补了，还不如早点休息，明天还要早
起的。嗯，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于是洗漱完毕跳到床上。 

心得：准备一定要充分，考前不需要再刻意看资料，只会让自
己更紧张。其实，这都是不必要的。考前一天应该做的是：早早上
床。早早入睡。对了，考场要提前看。否则，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误了大事。 

曾经听过别人说有人考前因为紧张直到凌晨两点还未能入睡。
不幸的是，我也成了这样的人。躺下了，可是一直难以入睡。甚至
越让自己由浅度睡眠进入深度睡眠，越是难进入状态。但我并不担
心。因为相信自己，面对这种虽然让人考前无比紧张的考试还是有
策略的。然而，事实的残酷超乎想像。又等了很久还是没有睡着，
试着放松和不断暗示也失效了。后来，开始数羊，一只，两只，三
只…一百一十七只…完了，数数吧。一，二，三…三百六十五…我
终于开始恐惶了。而此时，吵醒邻居借来的闹钟正嘀哒嘀哒地响，
更让我感到无比肃杀！我不敢看时间，怕看了之后产生更大心理障
碍。后来，最后一次试图通过催眠来加速睡眠。我不断尝试心理暗
示自己，身体正在漂浮，正在漂浮，一直漂浮，浮到云层里了，身
体越来越轻，越来越轻，漂到很远的地方…〔注：看过不少催眠的
资料，都是通过不断心理暗示自己，由意识控制身体行为。有时是
相当有效的。比如将两手向前平伸，掌心相对，闭上双眼，心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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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暗示自己：两手正在并拢，正在并拢…不出几分钟，睁开眼睛发
现，两手真的快并到一起了〕 

心得：可以尝试通过多种方式入睡，尽量使自己的大脑处于空
白。虽然对很多人很难，但有资料表明可以通过平时训练达到。而
目前就做的是用尽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进入睡眠状态，前提是不能
紧张，否则引起更大紧张，得不偿失。 

然而，漂来漂去，自己依然很兴奋，大脑活动异常剧烈。这对
于白天经常复习非常高效的人来说是很正常的，而在夜里依然如此，
就不得不值得考虑了。事实证明，催眠对于容易受到心理暗示的我
已经不起作用！ 

忍无可忍了。我坐了起来，开了台灯，茫然四顾，心中苦闷无
处诉！蓦然回首，看见躺在身边的一本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这本书如此晦涩，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只看到第一章的一小部分而搁
浅。曾指望从里面汲取哪怕一点点精华，应该足以应付 ets 那种考试
了。后来证明这样的想法非但是不切实际的，更是缺乏可操作性的，
因为或许因为此书太强的逻辑性和抽象直接或间接地，显式或隐式
地导致作文机考评分系统程序出现可修复或无法修复的异常或崩
溃，这对我是不太有利的，于是束之高阁。 

而此时，冥冥中我好像找到了救命稻草。抓起那本书狂看！别
提兴趣有多大了。看了不知多少页，或许看来看去只有一页，终于
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凭借坚强的斗志和毅力，用迷离的眼神，
进入太虚梦境。 

心得：不要放过任何线索和可能性。向敏锐的《越狱》主角 Mickle
学习！考前很有可能因为紧张或兴奋睡不着觉，不管你尝试过什么
方法。在诸多方法失效的前提下，提前准备一本哲学书籍被证明是
有效的。我的房间的墙上写了一张大纸激励自己，上面写着：
“sundeepblue,从《越狱》里你应该学到如下道理：a 基本上没有不
可能的事情; b 每当看似走投无路的时候都隐藏解决方案; c 不能忽
略任何细节; d 做事情一定要深谋远虑; e 好想得低危抑郁症啊！”，
呵呵，每天看一遍这张纸，就有新的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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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我被一声巨响惊醒，原来定到早上六点的闹钟响了。
说时迟那时快，拍灭闹钟，抄上家伙，买了咖啡，跳上汽车，奔赴
考场。当时风刮的正紧。 

心得：不要忘了一瓶红牛或咖啡，它会让人一直保持兴奋，考
试时不会打瞌睡，写作文文思像滔滔泉水一样，缕缕不绝。至少对
我是这样。 

到湖南师大外语学院，才 7 点多。居然第一个到。这里地形十
分优美，环境十分宜人，有花，有树，有草，有木。考场里是没有
的。去早点可以提前欣赏到。早上还能听到外语院的 MM 朗朗读书
声。突然想上厕所。绕外语楼找了一圈未果。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终
于在好像叫语言与文化学院的地方找到了。其实，外语楼里就有的。
就在一楼。当时门还没开，老师也都没有来。去得太早了，生怕打
起了瞌睡，于是拿起头天晚上准备的一些或许可以用上的所谓“高
级词汇”，坐在走廊里的座位看。心里一直是紧张的。怎么等了半
天没一个人影除了我？莫非？难道？越想越害怕，难不成走错地方
了？连忙打电话给估计正熟睡的朋友打电话才得到确认。忽然一阵
暖风吹来好多了。人就喜欢自己吓自己，没必要。什么时候都是。
事后证明，考试也是。 

忽然来了一位 PLMM，终于不那么紧张了。互相交流一下都看
自己带的东西去了。快 8 点了，我是 8：30 开始考，老师终于来了。
这时又来一位 MM 和 GG。好多了。人终于到齐了，呵呵。可是那
位哥们儿不断用手甩额头上的汗，紧张气氛一下子出现了。后来慢
慢缓和了。现在觉得，那种紧张，是来自心底的紧张，蛮刺激的。
一生经历次数也不会太多吧。 

终于进入考场了。还要照相。事先太仓促，没怎么注意。拍出
来的照片比身份证上的还要难看。憔悴中备显慵懒，像木乃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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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习的猪
 
人=吃饭+睡觉+学习+玩, 
猪=吃饭+睡觉, 
代入:人=猪+学习+玩, 
即:人-玩=猪+学习. 
结论:不懂玩的人=会学习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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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海

前几天全家到浙江洞头看海了. 

早上 5 点就爬了起来,眼睛还没睁开就上了公共汽车直奔目的地
而去.兴冲冲的,心里一想到就要看到从未见过的大海时,心里的激动
就像滔滔江水,奔流到海不复回.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走了半天路,绕
过了几座山,趟过了几座桥,大海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让我看到的只
是海的一角. 

终于,又转过了几道屏,终于看到了海的全貌.奇怪的是,怎么不像
海水呢?那么浑,像黄河.莫非每天背单词导致我视力出现问题?后来
知道,海水的颜色随季节和天气会发生变化,我们去的时候正值涨潮,
真正蓝色的海要等到下午才能看到.那天是那么热,太阳毒毒的挂在
头上,真想把它摘下来扔了. 

上午游山玩水,看了几个景点,拍了好多照片,按快门的手指间歇
性抽筋.下午到沙滩游泳.大家兴致冲冲冒着太阳不顾一切往海滩赶,
结果,好失望啊.当时正好下午 2:30,涨潮的海水还没退潮.黑压压的人
群占满了视线,应接不暇,好不壮观.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怎么没有想像
中夏威夷沙滩风光那样迷人呢?隔岸观火的,来回奔跑的,步履蹒跚的,
活蹦乱跳的,男的,女的,肥的,瘦的,白的,黑的,嬉戏打闹的,静坐深思的,
跃跃欲试的,踌躇满志的,临阵退缩的,小巧的,庞大的,丰盈的,苗条的,
臃肿的,如柴的,忘我的,投入的,昭然若揭的,正襟危坐的,形同虚设的... 

爸爸自告奋勇,轻装上阵,一会功夫就"到中流击水"了.身手好生
了得呀.妈妈和妹妹说什么也不下去.唉.人太多啦,太不好意思.我心说:
算了,大老远跑来,就来看看别人游泳,不值呀:) 劝了半天,还是不好意
思下去.于是,心里斗争了半天之后,我也下去了.呵呵,突然感觉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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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里怪怪的,嗓子不舒服.一不小心喝了口水,天,我怎么到了泡面汤里
来了?虽然在水里,却感觉置身于茫茫沙漠之中.游了一会儿,渴而不能
喝,怎一个痛苦了得:) 

忽然一不留神,一个浪打来,没有站稳,跌在海里,躺上沙滩上. 

真想向海的深处走下去.一位朋友说,她梦想最后的归宿就是大
海. 

后来,体力不支了,爬上了岸.妹妹像发现了一只水里爬出的怪物
一样看着我大笑.原来,原本还算白白的脸和皮肤如今成了古铜色+暗
红色+黑色+紫色= !@#&^$#色.心痛不已,昏厥了.曾经有个大海摆在
我面前,我没有当心.等到人黑了才后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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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

对于这个曾经大家满怀梦想和激情的集体，我们曾有希望失望
渴望奢望。我们几乎每一位同学都曾带着沉重的行囊，奔赴这个罩
在 IT 光环下的圈子。我们结识了更多的人，知道了更多的事，懂了
更多自以为有用的、没用的东西。一个新的共同体由我们三十一个
人创建。这个共同体总体来说是具有某种种度的凝聚力的，不过依
然有松散耦合的因素在其中如暗流涌动。因此，当问及我们班每个
人对本班的真实感受时，我想，我们潜意识里都是怀有或多或少的
失望的。当这种失望聚集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产生抵制和不屑，
最后达到一种“集体无意识”。怎么说呢？曾和好友聊天时，当问
他/她对我们班总体感觉如何呢？一般情况下的反应是无语摇头叹
气。呵呵，这种现象不是挺奇怪吗？我常常想，为什么会这样呢？
难道由我们共同缔造的共同体因某种原因造成了不可名状的隔阂。
最明显的感受是男生与女生之间。呵呵。不过如果不是地域原因，
或许多半由于心理原因或定势。两大生物种群之间缺乏沟通。双边
需要互访，这样才能增进友谊，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我们班，虽
是“乌合”，实属巧合。能够相处，都是上帝的旨意。而上帝的旨
意是不可违背的。因此，我们不能报怨什么，更不能强求什么。可
是，快要毕业啦。没有想到时间会过得这么快。有诗为证： 

蓦然回首，大学四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花间一壶酒，拔剑四
顾心茫然。我自横笔向天笑，明月何时照君还？此去经年，何日回
中南？相逢又告别，归帆又离岸。既是往日欢乐的终结，又是未来
幸福的开端 

毕竟，我们美好的青春四年都是在这儿度过的。虚度也好，充
实也好，都是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我们早已是成人，有自己的自
由和权利过自己的生活，做最好的自己。我去八舍的时候，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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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忙自己的事情，丝毫感觉不到毕业的来临。是我自己太过敏感自
作多情，还是我杞人忧天痴人说梦？任由后人评说吧。我只是想说
说自己的感受。人之将离，其言也善。呵呵。我感觉大家都很快乐，
毕业前夕，已经放下所有包袱和负担，置一切于度外，只想心情疯
狂和宣泄。宣泄的方式不同而已。坎树和魔兽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而我，无一技之长，只有在这儿，学着若干年前一位站江边的行吟
者一样发点离骚罢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罢。唉，又有
诗为证： 

茫然四顾，心中苦闷无处诉。毕业将至，魔兽的魔兽，坎树的
坎树 

于是乎，回来写下这悲金悼玉的毕业感言。如果有人嗤之以鼻，
我只能说：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我很想对我们班每个人作一评价，亦即我眼中的某某某。这是
我的夙愿，此想法雏形早已成型，只可惜之前时机尚示成熟。然而
这不现实。毕竟我对所有人不可能都能做到相当了解。本人生性愚
钝资质顽劣才疏学浅不学无术，为何敢如此大言不惭对大家作《浮
世绘》呢？盖因胸中有千言万语不吐不快。相信我们都知道，我们
不单单活在自己心里，我们不可避免地还要活在别人眼里。因此，
很多人都乐于知道别人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而那种能告诉自
己是何种人的人极少。人们大多不愿意当面对人作评价。我们都不
擅长如此，多半是因为不愿如此。于是，我要接受这项有挑战性的
使命，一方面是因为一时冲动。另一方面，我们，难道我们都真的
不想知道别人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吗？ 

下面都是些假雨村言，如有不妥，实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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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有 31 人。鉴于好多同学我都不甚了解，经慎重考虑，不
敢妄语。评价有长有短。了解得多一些则长。少一些则短。相处时
间长一些则长，短一些则短。当然，纯属我的一孔之见不可信也不
可不信。我没有能透视人心灵的洞察力和鉴赏力，但有一颗跳动的
心。呵呵。从班长开始吧。 

srl，人如其名，名如其人。“若雷”者，若雷也。何解？当年
叱咤风云的玄德公刘备尚且闻雷声而失箸，虽是假装，却也实在。
刘备尚且如此，况我辈凡人乎？但见宋大哥，俨然一位带头大哥的
行头，拍马上阵。但见他：横刀立马，我自岿然不动！谈笑间，对
手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最终我班势如破竹！为此，
项羽和苏轼共同作诗为证：力拔山兮气盖世，千古风流人物！这是
我最大的体会。人无完人。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你能微服私访，
却经常不能体恤民情。性子有些急。有时不能体会到百姓之疾苦而
只顾自己发脾气，最后大家都灰头土脸闷闷不乐民不聊生。有时要
多照顾阶级兄弟姐妹。不过毕业大限将至，宋班长服役也期满了，
从此要远渡重洋不远万里到达东瀛弹丸之地，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
希望找点空闲找点时间常回家看看，带来可以燎原的革命火种。 

lhc。恢宏超越之意乎？看来宏超的爸爸对他寄于很高的希望。
今天他给我写了毕业留言，写了不少，还给了照片，让我感动不已，
看来是很重视这份友谊的。根据我的潜心观察，他毅力惊人。想当
年大二时第一次做软件设计，题目是按优先级优先的处理机调度。
此人挑灯夜战潜心钻研，夜以继日的编写代码编译调试而无倦意。
因此，他身上有着无穷的潜力和爆发力，将来前途不可限量。胸藏
囊括宇宙之玄机，腑有吞吐天地之良谋。从他身上的小细节似乎可
以预见未来之走向。有毅力的人注定会被上帝眷顾的。虽是东北人，
却没有东北人咄咄逼人的架式和那股与生俱来的霸气。身材不是很
高大，胸肌却有模有样令人惊羡。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好莱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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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巨制《极地特快》中的那个可爱的小男孩。与他有惊人的神似而
不自知。叼根烟吞云吐雾之时，冷酷中彰显睿智，摆酷中倍显深沉。 

cyq。为什么他的脸上总有那么自信的笑容？脸上的起伏和弹坑
依然挡不住自信的脚步。我从他上读不出任何忧伤和不快。秘决何
在？浓浓的双眉是睿智的象征。眉宇间，挥洒思想。自信的嘴角是
深沉的源点。迷醉于虚拟世界的精神让人佩服。为何聪明的他却总
难以自拔？坎树诚可贵，学习价更高。若为身体故，两者皆可抛。
惊人的才华和学习能力让人叹服。 

szl。平易近人。我觉得在你的字典里同样没有忧愁和苦闷。一
个自信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特别好相处的人。眉宇间有浩然
之气，有将相之相。如果发迹，必为好官。谈吐间优雅随和，自信
泰然。本人平生佩服的人之一！因为你身上看不到悲伤的蛛丝马迹。
人生苦短，道路漫长。此番进京工作，真诚企盼前程如波涛般翻滚，
如峰峦般绵延！北京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是我高中时代的梦想。
有你前去开路，小弟若干年后随后就到！莫愁前路无知己，天涯何
处不相逢？ 

zzx。小轩，你那孱弱的身子骨，行动处如弱柳扶风，能否经得
起风风雨雨的摧残和无情岁月的考验？看到你在路上踽踽独行，眼
睛里写满苍桑，心中无限感慨。为了那个遥远的美国梦，一如继往
一心一意，面壁十年图破壁，而梦依然坚定不移！坚毅、坚忍、坚
强、坚持，你全做到了。因此我对你的祝福，如无边落木一样萧萧
落下，又似不尽长江一般滚滚前来！美国梦，咱们曾经共同有过的
梦想。你人小鬼大，曾经害我在一个月黑风高伸手不见黑夜的五指
里，手里揣着一只笔和一张白纸，到阴森森的岳麓山腰丁文江之墓
前拓写碑文！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碑文！然而我
做到了！你让我见证了自己无穷的潜力！但我也是受害者，自打那
后，有了轻微游离症和短暂低危抑郁症，见了字就想拓！哈哈。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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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纸可要留着哦，希望等到若干年后跟你提起此事依然记忆犹新，
那是你的“罪证”。N 年后，从美国学成归来，旧地重游，友人重
逢，惺惺相惜，痛不欲生，当年字迹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wp。此人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见？鹏者，水击三千里，
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鲲鹏展翅，一翅冲天！如今冲到东瀛，打入
敌人内部。他面如冠玉，目似琅星。声如洪钟大吕，碎玉裂石。侃
到兴致处，口若悬河，滔滔声不绝如缕，余音绕梁，唾沫横飞，三
日不绝。听他侃，伞是必备之物。了解的人知道，他见多识广，博
闻强记，学富五车，融贯中西。略微有些偏激。总能针砭时弊，一
针见血，入木三分地披露事情的本质。有时会过于强势，语气强硬。
他是时尚的弄潮儿，游走于先锋时尚的浪尖，崇尚品牌、品味和品
质，高雅、高贵和高级。非我辈能比也。我想说，在东瀛弹丸之地，
独自莫凭栏，要知道，别时容易见时难。更不要，梦里不知身是客，
一晌贪欢。待到识尽愁滋味，与君勉，无限江山在家园！  

sxp。写此文的时刻，你正考公务员。几百年前算，你正考科举
得功名。呵呵。晓沛的眼睛，有无穷的魅力。何以见得？只有两个
字形容：冷峻！不论发呆时还是假装深沉时，目光便会透出犀利，
如古希腊的思想者。曾经有着不一般的梦想：出国。旧的梦想不再，
催生新的梦想。我在你的博客里看到了你的心声。我将我的留言写
下，与你共勉。 

孤独的人,都是寂寞的. 
有思想的人,都是孤独的. 

想好好活着的人,都是有思想的. 
能活出一片天的人,都是想好好活着的人. 

而你,暂时是孤寂的. 
因此,你的博客名叫:活着. 
你,只是暂时失去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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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什么呢?相信,很多. 
得到很多,注定会失去很多. 
失去很多,是为了得到很多. 

一扇窗关了,还有一扇等着为你而开. 
一盏灯亮了,总会有一盏灭.(好像逻辑不对?) 

对吧,呵呵 
哥们儿支持你.没想到我是第一个留言的人. 

嗯,初来乍到.等着你的小说等到菜都谢了,花都凉了:) 
啥时出炉,通知一声,到时给你写序,嘿嘿 

hh。王侯将相日月同辉？名字大气，人却长着可爱的娃娃脸。
眼神时而迷茫不定，时而目空一切。在我眼里，他有时故作成熟却
充满神秘，脑袋里蕴涵的智慧和思考在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之间渗透
和彰显。自信自然出色，考研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令人刮目。那
天上身穿着短体恤，下身穿花色短裤，脚上套双拖鞋，被我戏称之
为“侯建二”。比大气则逊之，比精干则兼之。治学严谨学风扎实，
貌似很 NB，实际更 NB。我暗暗惊呼：计算所将被他撑出一片蓝天！
至于何时，拭目以待。 

cxf。有惊人的商业头脑，和敏锐的市场风险预测和市场营销能
力。在八舍一个由宿舍壹贰七改装的不起眼的手工电脑作坊里，一
如当前盖茨的车库一样，一个无形的电脑经营帝国之雏形正悄然运
作。 

我自己......还有好多同学,以后有时间再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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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 

"真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若以实践为维度，它只是一种操作
性的定义罢了。而维度一向是以立体的形式展现的。" 

"忽然有阳光在窗台招摇…打破刚刚肯定了的事实…" 

"震撼，为什么要有这个词…" 

"突然有种恍如隔世的失去.像是蓦然回首间,绿洲变沙漠.一条濒
临干涸的瘦瘦的水, 流向未知的远方..." 

"一个花园守望者" 

注定守望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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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 北岛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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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梦想

今天又听了一遍 Martin Luther King, Jr 的演讲 I Have a Dream.听
着他饱含激情的话语,我竟然热血沸腾壮怀激烈热泪盈眶.特别是后
面一句又一句的排比，势如破竹排山倒海势不可挡催人奋进。现在
才发现，它的“文笔”如此优美，甚至每个字每个词我都想烂熟于
心，还想大段大段背下来。 

最最经典的一句: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nation will rise up 
and live out the true meaning of its creed: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哽咽的声音像战鼓像号角，
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I Have a Dream   （Martin Luther King, Jr.） 

I am happy to join with you today in what will go down in history as the 
greatest demonstration for freedom in the history of our nation. 

Five score years ago, a great American, in whose symbolic shadow we 
stand today, signed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This momentous 
decree came as a great beacon light of hope to millions of Negro slaves 
who had been seared in the flames of withering injustice. It came as a 
joyous daybreak to end the long night of their captivity. 

But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Negro still is not free.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life of the Negro is still sadly crippled   the manacles of 
segregation and the chains of discrimination.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Negro lives on a lonely island of 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 vast ocean of 
material prosperity.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Negro is still langu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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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orners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finds himself an exile in his own 
land. And so we've come here today to dramatize a shameful condition. 
 
In a sense we've come to our nation's capital to cash a check. When the 
architects of our republic wrote the magnificent word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ey were signing a promissory note 
to which every American was to fall heir. This note was a promise that all 
men, yes, black men as well as white men, would be guaranteed the 
"unalienable Rights" of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t is 
obvious today that America has defaulted on this promissory note, insofar 
as her citizens of color are concerned. Instead of honoring this sacred 
obligation, America has given the Negro people a bad check, a check 
which has come back marked "insufficient funds." 
 
But we refuse to believe that the bank of justice is bankrupt. We refuse to 
believe that there are insufficient funds in the great vaults of opportunity 
of this nation. And so, we've come to cash this check, a check that will give 
us upon demand the riches of freedom and the security of justice. 
 
We have also come to this hallowed spot to remind America of the fierce 
urgency of Now. This is no time to engage in the luxury of cooling off or 
to take the tranquilizing drug of gradualism. Now is the time to make real 
the promises of democracy. Now is the time to rise from the dark and 
desolate valley of segregation to the sunlit path of racial justice. Now is the 
time to lift our nation from the quicksands of racial injustice to the solid 
rock of brotherhood. Now is the time to make justice a reality for all of 
God's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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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X
--Word 时代的终结 

引子 

写毕业设计论文的这几天，有许多话要说．不吐不快．我清楚
地记得大一刚接触 Word 时，屡屡感叹，正是它让我们民族软件 WPS
一统江山的局面扭转。人们纷纷远离 WPS，远离“低效”，亲近“强
大”、“流行”、“新技术”。无疑，Word 是优秀的，其影响力已
渗透到边边角角，只要有人，只要有打印机的地方。 

然而我们是否还记得，突然有一天，我们辛辛苦苦编撰编写编
排的文章，突然某个时候，因为某一突然的缘故，突然不见了！于
是我们突然呆住了！于是开始手忙脚乱，手足无措，诚惶诚恐，战
战兢兢。不会的，不会的，一定还在！我可刚要保存的啊．．．可
是，一切都晚了．于是，有人骂，有人悔．唏嘘之声不绝如缕． 

我们是否还记得，当我们写一篇不太短的论文时，条目众多，
纷繁复杂，为了生成目录，一不小心一张图片成了目录项，要么一
大段文字成了目录项，要么．．． 

当页面显示比例不太高时，放眼望去，这里黑了一大块，那里
稀稀拉拉，锯齿状的字体，犬牙交错．当然，肉眼还能辨别．像素
采样频率过低导致几个像素堆在一起并随机显示．这是很不严谨的，
对于要求苛刻的用户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打开很大的文件时需要较
长时间．．．自动完成功能把我们当傻瓜．．．编辑公式耗时费力
难看难受．．．我从未体验到每次升级带来的好处．它增加了许多
普通用户根本用不上的功能．．．它让我们对它产生强烈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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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没有它，跟文字有关的工作都做不了．于是连最新版 WPS 都仿
着它的界面和使用习惯以争取用户． 

这不是国人的悲哀吗？如果狼要披着羊的外衣才能生存，这是
狼的不幸． 

我要说什么？ 

命令行永远比图形界面强大！所以 Linux 永远比 Windows 强大！ 

看过这么几句话：Windows 能做的，Linux 都能做．Linux 能做
的 Windows 未必能做．Windows 能做而 Linux 做不了的，都是不需
要做的．Linux 能做而 Windows 做不了的可能永远是做不了的．Linux
做不了的 Windows 永远做不了．那么，现在，请把 Windows 换成
Microsoft Word，把 Linux 换成 Tex 或者 LaTeX． 

Word 怎么了？ 

当然，上面都是我搜肠刮肚才想出来的几条理由．只要我们总
结，可以发现更多．Word 的优点：WYSIWYG，即“所见即所得”，
傻瓜型，图形界面操作简单易上手，用户体验舒适，贴心,总能不经
意间做我们想做的事,人性化，美观大方，符合中国人习惯，升级快，
客户服务周到...正因如此阻止了它成为最强.它总能不经意间做我们
不想做的事,或者做不到我们想做的事. 

LaTeX 是什么? 

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厚厚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 第 2 卷 半
数值算法>.这是一部史诗般计算机巨著,作者高德纳 (Donald 
E.Knuth). 他是计算机界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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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编撰这部书的时候,在看到其多卷巨著“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第二卷的校样时，对由计算机排版的校样的
低质量感到无法忍受。因此决定自己来开发一个高质量的计算机排
版系统，这样就有了 TeX。后来功能扩展,演变出一个更强大的变种
LaTeX.我被它折磨几天之后,终于折服。 

LaTeX 的设计是强健的,有极强的远见,其作者预见到了将来功
能的扩展.直到今天,其内核基本没有被改动过.这并不是僵化.而是卓
识.Leslie Lamport 开发的 LaTeX 是当今世界上最流行和使用最为
广泛的 TeX 宏集。它构筑在 Plain TeX 的基础之上，并加进了很多
的功能以使得使用者可以更为方便的利用 TeX 的强大功能。使用 
LaTeX 基本上不需要使用者自己设计命令和宏等，因为 LaTeX 已
经替你做好了。因此，即使使用者并不是很了解 TeX，也可以在短
短的时间内生成高质量的文档。对于生成复杂的数学公式，LaTeX 
表现的更为出色。 

好了,知道这个东西之后,我花了几天时间了解.它是跨平台的,兼
容性极强,更重要的是,它源代码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修改复制,但
要遵守 GPL.它有高质量的输出,输出质量比 word 强百倍.它有超常的
稳定性,体现在 TeX 系统极少会崩溃，可以处理任意大小的文件，
即使你的计算机的内存很少，TeX 也可自如的工作.TeX 是可编程
的.TeX 是一种宏命令编程语言。你可以用很少的命令来完成非常复
杂的工作。如果需要的话，你也可以重新定义 TeX 的所有命令来
得到特殊的效果。简单方便,TeX 文档是 ASCII 码的文本文件。因
此，即使你手边没有 TeX 系统，你也可以看懂绝大部分的内容。
TeX 文件的这种特点使得它占用很少的存储空间，也可以很方便的
用 email 来传输。 重要的是,良好的通用性,目前为止，TeX 几乎在
所有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平台上得到实现。如：Atari，Apple，Macintosh，
Unix，VMS，MS-DOS，MS-Windows 和 OS/2 等等。TeX 的源文
件可在不同的平台之间自由的交换，而得到的输出是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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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doc 能做到吗?我记得 Linux 的 openOffice 可以输出 doc 文件,实
现了平台兼容,那么其它系统呢?能同样做到稳定高效通用吗? 

对了,它有超级技术支持.由于 TeX 并不是被某个公司所垄断开
发，所以世界各地的使用者设计了统一的技术支持的方式。它不要
钱.不会老提示你:先生,你还没注册!将有部分功能禁用!你还有 20 天
到期,请注册! 跟 Linux 一样,它的安装还算复杂,没有耐心很可能会放
弃.怀着无比崇敬之心,终于看到它运行时的尊容,却令我失望了一下.
其功能太强大,可能是把精力都放在了功能上,界面并不吸引人,甚至
在编译时跳出了命令行窗口,让我一下子回到了 DOS 时代.但是,这也
正是它的优点.功能越强大,外表越平凡.人也一样. 

很多人在熟悉了 TeX 之后都开始把使用 TeX 作为一种爱好，
而不是一件枯燥无味的劳动,这句话我是有体会的.至少到现在,TeX
跟我理解的 Emacs 一样,是一种精神.爱上了命令行.它能做太多窗口
做不了的事.一个窗口能放下多少配置信息呢?可是放到文件里,却近
乎无穷. 

为了学习 LaTeX,要学习它的命令.它不是"所见即所得"的,你所
写的所有.tex 文件,需要经过编译,生成.dvi 文件,再启动 GSView 或
GostScript 才能看到,还可以得到 PDF 格式文件,在 Acrobat 里查看.当
然,编译步骤复杂.但是一想到它能做别的东西做不了的事,这些困难
就不算什么了. 

有编译,就会有错误出现.于是调试是不可少的.我甚至有时两天
时间花在调试一个错误上.直到差点人没崩溃掉.那是一个.tex 文档中
嵌入 C++代码时出现的错误.后来论坛上一高手出手相救才得以解
决.编译通过的那一刻,我惊呼: 真正的编译错误是看不见的/就像你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了错就像你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就像你不知道/
何时爱上出错了又绝处逢生的感觉！ 

 81



论文里有相当多的图形.为了画图,我要学习 MetaPost,它原也是
Donald E.Knuth 开发的 Metafont 字体生成程序的演化版本.用来作图.
它其实是一种语言,跟 C/C++差别很大.画图是麻烦了点.但是,一想到
它可以画出更复杂更精确的图形时,就不觉得麻烦了. 

在 tex 文档里生成图片是挺麻烦的.如果是 bmp,png,jpg,gif 等格式,
需要用 ImageMagic 转换成.eps 文件,这样才能被 dvi 浏览器和 gs 打开,
才能插入文档里.当然,说到 ImageMagic,不得不说两句,它太强大了,以
至于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它又是基于命令行的,看,命令行优势又体现
出来了.如果想把 test.jpg 变成 test.eps,我曾找遍了所有图像处理工具,
都差强人意.而在 IM 里,只须这样写:convert test.jpg test.eps 就行了. 

如果图像是用 MetaPost 画出来的,要将源文件比如 test.mp 编译一
下:mpost test.mp,它将生成 test.1 和 test.log.而 test.1 是可以插入到 tex
文档里.如果想将 test.1 转换成 pdf,只须在命令行写 epstopdf test.1 即
可.呵呵,很方便吧.习惯了之后,就体验到了这种乐趣. 

如果你是要求严谨的人,喜欢追求极致,如果你想写出专家级的
文章,如果你曾经痛恨过 word,那么 LaTeX 是你最好的选择.因为它的
精髓是:让你尽管专注于内容,而不是形式.嗯,就写这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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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画

画了三个小时零十七分 扫描到电脑里了 

上一次如此投入是在四年前 

很久才找到感觉 

半截 HB 铅笔 

一张干净的 A4 纸 

一只很小的刷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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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的起源

最近在看叔本华的《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我想起了事物属性的
起源.我们知道,按照人们直观的理解和对事物的认知,任何事物都是
具有某种或多种属性的.比如一块土生土长在原始森林里的石头.它
有一些基本属性,如重量,颜色,密度等.当你看到这篇文章时,它可能位
于某一浏览器的页面窗口中.这个窗口也有很多属性,窗口大小,透明
度,焦点,标题,边框大小等.当我们考察一个人时,他或她会有性别,肤
色,身高,体重等与生俱来的属性.如果细化考察的粒度,他/她会有学
历,薪资水平等.这些乍看起来都是如此的不言而喻和理所当然,以至
于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深究下去很可能被人当成不可理喻.那么,当我
们对待司空见惯的东西时,我们真的认为它生来就是这样子的吗?"事
物具有属性"这个表象之后是什么呢? 

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具有属性"这句话是亚当夏娃身上遮羞的树
叶,那么一定会有人对这片树叶感兴趣.而如果你已经对这片树叶感
兴趣了却对树叶以下的世界无动于衷的话,你会错过改造自己思想
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事实上,据圣经记载,上帝之所以担心亚当夏
娃偷吃禁果,是因为一旦如此,人类便有了善恶之心,能不屈服于上帝
的权威,进而制造一个属于人类的世界.人类可以认知,可以感知,可以
推理,可以判断,可以抽象.最后,对于类得到的一切认识论和方法论最
终以文字为载体记录下来.人们给事物赋予了更多属性.比如原本是
一块石头,被打磨成了钻石,于是它有了价值.是人给了它价值!如果不
是由人来打磨它,还有谁能让它有"价值"呢?一块远古时期的化石,如
果不是考古学家赋予了它如此不凡的意义,那化石的价值何在呢?所
以,事物的有些属性不是与生俱来的! 那么,事物到底有没有所谓与生
俱来的属性呢?这个要写好多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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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截图

我喜欢在看电影的时候把影片里一些
自认为不错的镜头截下来.到目前为止,积
累了不少图片.我认为,电影里的画面都是
导演经过认真构思及编剧冥思苦想的结果
每一张场景都积累了他们的心血.看,我截
的图片都在这里: 

.

:FotoBatch. 

有人会问,截这么多图有啥用啊?偶

认为

http://picasaweb.google.com/sundeepblue

有些截图里面是有字幕的.有些还有一些是影片压制论坛作的
广告.DVD 的截图则相对清晰一些,图片质量也好一些.如果是 DVD
转制的 RMVB 影片,推荐使用暴风影音的截图功能.可以设置快捷键,
比如 F5.偶一般在看电影的时候注意力非常集中,生怕错过一些精致
的细节或自认为不错的构图.一只手指放在 F5 上,准备随时截下来.电
影看完,手指酸痛,但心里非常高兴.不足之处在于,截图的时候会造成
播放器 0.5-1 秒的延时.如果看的是 DVD 影片,推荐使用 WinDVD.软
件自带截图功能,用鼠标点击.速度较快,图的质量也不错.截完图后,默
认图片格式是 BMP,占用空间非常大.一场电影看完,假如截了 100 张
图,则总大小至少 80M.推荐使用这个软件

,遇到自己非常喜欢,非常想看第二

遍第三遍甚至更多的电影,截点图下来

可以重温,回味,欣赏,交流,收藏等,也

就不需要再次从头再看一次.碰到自己

喜欢的台词,更一举两得了.当然,非常

经典的电影还是值得我们在不同时段重温的.每次都会有不一样的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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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的幸福

太阳啊 

如果没有 

你所照耀的 

人类 

你的幸福 

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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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 
再过俩月大四就要毕业了.现在的我还没有体验到生离死别的

痛苦.不过忽然有种即将怅然若失的感觉.被翻几遍的单词书,看到书
边黑黑的,心里踏实.还有两本书摞在那里等着我遍历.《福柯的生存美
学》,《詹姆斯集之为实用主义辨护》,《政治思想导读》.这些书,让
我不致迷失在代码中不可自拔.算好了.每本三小时. 

胡哥都访问美国了,我的设计还没做完.台湾快回来了,而我单词
还没过 10 遍. 

那天,一咬牙花了 10 个小时看完了电视《围城》.据说,我在看完
叔本华《论悲观集卷》之中的一篇《论**》(在此隐去)后大受启发,
大脑抽筋,人本主义思想占据了所有心灵空间.钱钟书果然独到,发人
之所未发,能洞悉人性深处,挖掘灵魂的本我,对 society, nation, human, 
man, woman...看得如此透彻见底.总之,七窍开了六窍. 

在看《围城》原文时记了点笔记,部分如下: 

•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
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
动物的基本根性。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
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杨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 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
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
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
了，所以夕照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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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风里早含着燥热，胖人身体给风吹干了，蒙上一层汗结的
盐霜，仿佛刚在巴勒斯坦的死海里洗过澡。毕竟是清晨，人
的兴致还不没给太阳晒萎，烘懒，说话做事都很起劲。 

• 这船，倚仗人的机巧，载满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热闹
地行着，每分钟把沾污了人气的一小方水面，还给那无情、
无尽、无际的大海。  

• 那女人平日就有一种孤芳自赏、落落难合的神情－－大宴会
上没人敷衍的来宾或喜酒席上过时未嫁的少女所常有的神
情－－此刻更流露出嫌恶，黑眼镜也遮盖不了。  

• “迩来触绪善感，欢寡悉殷，怀抱剧有秋气。每揽镜自照，
神寒形削，清癯非寿者相。窃恐我躬不阅，周女士或将贻误
终身。尚望大人垂体下情，善为解铃，毋小不忍而成终天之
恨。” 

• 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港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
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处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
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
国币的原来价值。 

• 兴趣颇广，心得全无 
• 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

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
盖起来。  

• 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 
• 那时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

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
然发见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 

• 一个可爱的女人说你像她的未婚夫，等于表示假使她没订
婚，你有资格得她的爱。刻薄鬼也许要这样解释，她已经另
有未婚夫了，你可以享受她未婚夫的权利而不必履行跟她结
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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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
玫瑰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妻的法
律术语是“协议离婚”。 

• 当着心爱的男人，每个女人都有返老还童的绝技 
• 假使订婚戒指是落入圈套的象征，钮扣也是扣留不放的预兆 
• 她每钉一个钮扣或补一个洞，自己良心上就增一分向她求婚

的责任。 
• 为什么可爱的女孩子全有父亲呢 
• 父亲道：“人家不但留学，而且是博士呢。所以我怕鸿渐吃

不消她。”－－好像苏小姐是砖石一类的硬东西，非鸵鸟或
者火鸡的胃消化不掉的。  

• 方鸿渐想这事严重了。生平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
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
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钉，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
上做了。 

• 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 
• 拚命追忆，只像把筛子去盛水 
• 一着急，注意力集中不起来，思想的线索要打成结又松散了 
• 以后飞机接连光顾，大有绝世侍人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风

度 
• 历史该如洛高（Fr．vonLogau）所说，把刺刀磨尖当笔，蘸

鲜血当墨水，写在敌人的皮肤上当纸。 

在这里,日子很清静.看到一句话,很有感触. 我们要学会珍惜我们
生活的每一天，因为，这每一天的开始，都将是我们余下生命之中
的第一天。除非我们即将死去。 

没有太多精力写 blog.因为每篇都想写到至善至美.记得有一篇写
了近一上午,很累.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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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色记忆

这里有无尽的故事. 

当记忆能够被定格的时候 

一切都不会 

烟消云散了... 

虚无的我,一个活着的理性感性共同体 

一个绝对精神和相对现实交织的人类 

一个希望有纯粹现实和完美世界的理想负载物 

一个慢慢被世界同化而尽力跳出的矛盾综合体 

镜子里的我 

不是现实的我 

前者是不存在的 

后者是游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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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真理都是虚构的吗

前天跟别人聊天时,居然聊到关于"真理"的话题上.我说:真理是
相对的,是易变的.他据理力争,义正辞严地说:曾经给她上过政治辅导
班的老师说过,真理是绝对的,是不变的,而言事实上就应该是如此的.
她没有被我说服,似乎她对真理的判断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更改信仰.
我曾试图说服自己接受这个在大多数人,或者说被正统的唯物论真
理观的拥护者所支持的观点,因为它是"正确的","合理的","顺应历史
的".然而,在接触到尼采所谓"虚构的真理"之冰山一角时,我不得不承
认,自己要重建自己已有的价值体系,重新审视被大多数人认可的真
理观. 

提到尼采,人们倾向于害怕和颤栗,觉得无比神秘和不可接近.的
确,他太强力,太苛刻,他给整个哲学大厦带来的冲击无疑是颠覆性的.
在我到达他思想的门槛之前,我曾告诫自己保持清醒和理智.是的,我
做到了.事实上,每个接触他思想的人无不会为之或叹服不已或相见
恨晚或战战兢兢,或者昏昏欲睡.我也有过昏昏欲睡,那是在自己思想
体系和价值观发生前所未有的冲撞和洗礼之后产生的余震效应作用
于大脑形成的. 

当然,我没有丢弃现有的一切看似理所当然的东西.在自己整体
思维框架未定形之前,我倾向于接纳所有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即便
互相冲突和对立. 

下面开始解析尼采的真理观,当然,只是一孔之见.贻笑大方而已. 

"一种驳不倒的假说就因为其驳不倒而就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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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的形而上学而言,真理就是对真实的再现与表象.然而,在
尼看来,传统的"真实"并不是"再现的真实",而是"伪造的真实",确切地
说是由理性,逻辑,概念伪造的真实.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我可以举一个
例子.比如我们说:"两点之间线段最短".这句话在欧几里得几何中已
经是雷打不动的真理,作为几何大厦的基石存在着.然而,很明显,这句
话作用的范围是特定的,即在欧氏几何中才能有所作为,而我们知道,
我们的世界除了欧氏几何这一"正统"的几何王国,还有黎曼几何,即
非欧几何.在这里,那句话是不一定成立的.另一方面,"点"是个什么东
西呢?事实上,我们一直没有对于点的确切定义.不是吗?我们根本就
无法从本质上给出区别"点"与其它东西的差别性描述.我们只是很勉
强地说,"点"嘛,就是那种没有大小没有面积无形无象不能确切定义
的东西,好玄!于是,"点"被我们"虚构"了出来;还有,"短"是什么意思呢?
不也是相对的吗?有什么证据证明一个东西比另一个要短呢?有人说:
尺子.对.尺子不也是"虚构"出来的吗?我们能相信"尺子"吗?还有,"尺
子"量出来的结果要靠我们的感觉器官去感知.而感官器官真的可靠
吗?还有,"最",为什么可以说"最短"呢?或许只是凭我们的感觉或直觉,
或借助于本没有的"尺子",没有发现更短的.那么,在我们找到比"更短
的"更短的东西之前,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已经找到的那条是最短的呢?
这很合理吗? 

实际上,这些本该被质疑的"真理"正"合理地"存在着,指导着我们
构建更庞大复杂的新的"真理". 

北京天气很不好.三天两头下雨.我们可以说:" 北京的气候的不
稳定性决定了北京天气的多变性".这句话,怎么看呢?按说它已经是
真理了.可是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句话蕴含的真理性是相对
的,是不稳定的.这句话是一种逻辑化的语言.可以这样说,因为北京的
A,所以北京就 B.其实,逻辑化语言是一种概念化语言.这种语言的实
质是取消事物存在的个别性和变异性,虚构事物之间的普遍同一性
和自身同一性,造成了上面这句话的真实和其对立面虚假的假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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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这么说呢?我没有学过语言学和逻辑学,可是就我的理解,这种语
言--也即我们所使用的普遍意义上的语言(不是特定的哪国语言)--的
显著特征是用下定义的方式将某物"有限而不变的本质"变成语词内
涵(比如各个语词的概念,如"气候","不稳定性","天气","多变性"等概
念),进而用这些词来指代事物.我们给"气候"下了定义,就说"气候"就
是这样子的.然而实际上,任何一种事物的存在都是无限多样的关系
与特征的综合,为什么我们用有限的几个词规定了比如"气候"之类的
词时,就说"气候"就是这个东西呢?我们知道,任何概念都不可能穷尽
这些关系与特征的,因此,以有限的关系与特征甚至一种关系与特征
来规定事物的本质所获得的概念并不能再现事物的存在.不是吗?比
如我们给"人"下定义时,我们只能从某一方面说人是个什么东西(虽
然人本来就不是东西,呵呵),如,"社会化的动物","实践的主体","上帝
的儿子","猴子的后裔"等等.可是我们能穷尽吗?能给出一个超越历史
和感知觉的绝对定义吗?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语词就像一个口袋,它的内涵和深度不过是
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塞进去掏出来的东西,它充满历史偏见.举个例子,
我们学校不失时机地在全国率先提出创办"创新型大学"的口号."创
新"这个词在我们看来是一个积极的向上的具有感召力的词.可是,如
果若干年后,在特定历史时期,"创新"失去了现有的或全部或部分意
义,我们会怎么定位"创新"呢?"同志"在若干年前是个人人都用没有
觉得不妥的词,"小孙同志是个好同志!",听了,我会高兴半天.可现在呢?
都变了,除了支部开会时使用一下没人敢乱用了.因此,不存在什么超
历史,超现实的客观内涵和神秘深度,所有的语词内涵都可以通过社
会历史的谱系分析而揭示出来. 

说了这么多,只想证明,"语言没有终极所指",用语词搭建起来的
对真理的概念性定义是依赖于特定的条件而不存在绝对的,普遍的,
超越历史的,"绝对精神的",超理性的真理!我想,说到这儿,就可以引出
下面的论点:所有"真理"都是"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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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好熟悉呀.不错.这句
话被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世代传诵,堪称真理了.没人敢否认啊?
当然我也不敢.基于以上分析,我只是想问几个问题:如果本身就不存
在绝对的真理,检验相对的真理有必要吗?"实践"的内涵永远不会变
化吗,也就是说"实践"在很多年后还会像现在的样子存在吗?真的有"
唯一"的检验标准吗?即便有,何以证明没有另外一个标准存在呢?这
个"相对的真理"得出的基础是什么?基础是"真理"吗?基础的基础呢? 

那么,如果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何以"真理"都是"谬误"呢?是这
样的,为了确证真理的客观性或主观的普遍有效性,传统形而上学家
相信,有一种中性的,不被个人偏见,情感,本能,利益支配的纯粹的认识
主体,这种主体保证了对人之外的自在的真实的认识,而按尼采的分
析我们可以知道,形而上学的"真理"之所以是"谬误",不仅因为它认定
"认识对象(真实)"是逻辑,概念,语法,修辞伪造出来的,还在于它相信"
认识世界"也是子虚乌有的. 

于是,真实的性况是,所有的感性知觉都渗透了价值判断,也就是
说,即使最直接的感受也受到了潜在价值立场的支配.,正因为如此,所
以真理是永远不可能接近的,形而上学真理观界定的"真理"根本就不
存在,所以,我们普遍意义上的真理看来也不存在了. 

那,我们现在一直供奉的"真理"是怎么回事呢?一言以蔽之,虚构
的真理.自柏拉图以来,传统的主流思想都视"虚构"为人类精神的瘟
疫,而艺术也因其明显的虚构性遭到贬斥.我们知道,诗作为一种艺术
的形式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不到认可和肯定.而尼采思想的深刻
在于,它不仅揭示了那些敌视"虚构",以克服"谬误"追求"真理"为己任
的哲学-神学的虚构性质,更在于它揭示了作为真理的虚构在生存论
意义上的不可避免性.如果一切真理都不过是谬误和虚构,如果为作
虚构的真理是生存之必然和必须,那么,对于真理的思考必须改变方
向,即放弃真理与谬误的对立,放弃在真理问题上对虚构的恐惧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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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重新思考"虚构"的意义.因此,我们要重新审视这个世界,重新思考
人类. 

那么,既然连真理都是虚构的,那么,它虚构的是什么呢?其实,它
虚构的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价值,即
尼采所谓的"生存条件". 

虚构真理就是虚构人的生存条件,创造人的生存条件.人必须虚
构和创造自己的生存条件,必须无中生有,这是人被抛入虚无的存在
世界中的命运.人必须这样做.不是吗?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生物必须在
一个"有定形","有起源","有终点","有意图","有目的"的世界中生存,否
则不太确切地说不会从原始社会走到今天.说到这儿,又想问:原始社
会有真理吗?在文明形成之前,真理是如何存在的?原始社会或者文明
起源之前没有真理存在能否证明我们今天认可的"真理"都是从某个
不可知的点开始虚构的呢?有谁能回答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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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

今天看完了《莫扎特》，是一部好片子。它能够获得 oscar 绝非
偶然。 

它没有揭露人性之种种，只是洞悉人性之一隅；也没有刻意教
化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从莫扎特的朋友，或者说是一个胸有城府
的对手--一个宫廷乐师的视角徐徐展现给我们一个天真、桀傲不驯、
不知天高地厚，不谙世故却又才华横溢、创造力惊人的年轻人。他
没有贝多芬式的悲怆命运，至少他的双眼是炯炯有神的。但是结局
却是悲惨的--临死的时候仍然在创作，气如游丝的他口述最后一部传
世之作《安魂曲》之后悄然离世。 

他太有才华了！甚至我敢断定如果上帝跟他同时在世，连上帝
都会产生压抑在心底的嫉妒之心，如火一般燃烧着，火苗蹿动不可
自拔。上帝给了莫扎特才华，可是这种才华太耀眼太眩目太让人难
以接受，世人都崇拜他，连皇帝都能在某些原则下屈服于他，可是
正是因为如此，很少有人能真正欣赏他的音乐，真正消解神赐予的
美妙音符。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位宫廷乐师，他居然是刚愎保守的
维也纳音乐界中唯一能领悟到莫扎特音乐精髓的人。可怜的是，两
人本来可以成为西方的俞伯牙与钟子期，却由于一方的嫉妒，最终
双双以悲剧告终。 

唉！嫉妒--人类最原始的阴暗心理，毁掉了上帝赐与人类的宠儿。 

人有三大原罪--任性，懒惰，嫉妒。这是一位中国的学者归纳出
来的结论。而懒惰是西方圣经里的七宗罪之一。我疑惑的是，为什
么不将嫉妒包括进去呢？七宗罪里面的“贪吃”应该被“嫉妒”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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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食色，性也。吃是人的天性，喜欢多吃，有错吗？而它居然成
了罪过。 

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因为无知和鉴赏力缺乏而使无数天才被扼杀
的事实不可胜举。他们要么死掉，要么被送进疯人院，要么以不为
人知的方式“活”着。 

下面要说的是莫扎特的音乐。整个电影的配乐几乎全部是莫扎
特的作品。依照剧情的需要，音乐衔接天衣无缝浑然天成。看完电
影，我已经决定此片非三遍不可。 

由于对音乐缺乏必要的鉴赏力，虽然我对音乐痴迷，依然不太
可能领会到莫扎特音乐的真髓所在。但是，音乐是全人类的作品，
不是乐坊里的乐师教授学生乐理的失去真正意义上普遍性的音乐素
材，也不应该是窝藏在博物馆里供世人瞻仰的化石。听音乐，靠直
觉吧。 

莫扎特的音乐之于莫扎特，就好比韩寒的文章之于韩寒。且不
说韩兄日后能否有所建树，能否人如其现在的盛名。只说莫扎特疯
狂的资质和惊人的创造力，就足以让我们对上帝给他的恩宠产生嫉
妒。他的音乐透着跳动的欲望，难以想像的变幻，却又没有破绽，
让人返朴归真。真的。我听过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三部曲》，你可
以体会到命运带来的种种苦难，痛病，艰辛，混沌，无序，恣意，
泪水。交响乐时而宏大时而婉转，带给你的是对凄惨命运的拷问、
叩问、质问。难怪有人说，老柴如果不是在有生之年经历过凡此种
种，怎能谱写出如此悲怆沧桑，让人洒泪甚至滴血的史诗般交响曲。 

而莫扎特的音乐又是另一番景象。擅长运用小节的它给音乐一
种张力，不断扩张，最后，听者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都在舞动，于是
我们会感到愉悦和哲学意义上的崇高。这种感觉不仅仅依附于听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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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已经从感知器官抽离出来，到达灵魂的门槛。听，它在轻轻地敲。
和贝多芬的《命运》敲门声相比，前者更轻盈，不会让人抓狂。 

莫扎特的音乐能流传到今天完全不是偶然的。举几个例子。 

《土耳其进行曲》，我记得这首曲子曾经被钢琴演绎得有如天
籁，每次听我都会放下手里的事情。 

《玩具兵进行曲》，嗯，想回到童年。 

《小夜曲》，这首如果谁说没有听过，只能说明他来自火星。
嗯，地球上很危险的。 

《安魂曲》，莫扎特口述完这首曲子，生命的动力已经完全耗
尽了。本来给死去的父亲谱的曲子，却成了自己的安魂曲。每个音
符都无法更换，每个旋律都向你昭示生的启示，死的归宿。因为太
困了，听第一遍的时候居然睡着了呵呵 

《第 10 交响曲第一乐章》，难怪 s.h.e.的《不想长大》挺好听，
原来是翻版了这首乐章。 

《a 大调钢琴曲》，不错 

《魔笛》，很经典的一首。 

《安睡吧，小宝贝》，是一种胎教音乐。很好听。用口琴吹出
来的音色也不错，曾经吹给我家小猫听，果然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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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的舞者

一部别出心裁且唯美感性的歌舞片，具有深渊一样的穿透力 

一部同现实激烈碰撞的质朴而伟大的音乐剧 

一首关于执着和信念的赞美诗 

这是一部赚人眼泪的歌舞片，在拉尔斯的眼中，世界同舞蹈与
音乐是一体的，在轰鸣的机器节奏中起舞，在火车的奔驰中起舞，
在庄严的法庭中起舞，在无情的断头台上起舞……起舞是自由的符
号，是对命运压迫的反抗，正像它的电影海报中向人们诉说的那样：
在这个世界的阴影里，她凭着舞蹈找到了冥冥中的生命之光。 

法庭上的莎曼为了比尔曾经的一句许诺“沉默是金”，恪守直
至死亡。从常理上看，莎曼的个性不被现实中的我们所喜欢，但是
影片中莎曼面对社会极其鲜明的性格特征，无时无刻不令你震撼。
正是由于莎曼的固执和死守，影片才突破了一般性的情节模式，创
造了不一样的人生结局，莎曼最终的选择在某个含义上影射了现实
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当突发事件来临时，我们往往并不知道如何处
理最为妥当；或者，即使知道最为妥当的方式，由于某种感情因素
与情绪却不愿选择它。莎曼处理方式的极端提醒我们现实生活的残
酷和可观，莎曼有影迷的同情即使她做的不对，在我们这些旁观者
的眼里都能够被包容，而现实中的我们却无法拥有理解的目光，可
以说莎曼是幸福的，我们是悲哀的。 

直到生命停止，死刑场上还回荡着莎曼天籁的声音。也许只有
她的音乐才能够让她鼓起勇气朝着自己心走，在面临死亡和儿子失
明的选择面前，她选择的死亡是苍白的，而她对于儿子的爱却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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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的强烈，鲜明。母爱不是教条的，也不是程式化的，或许莎蔓并
不是位值得称道的母亲，但是她能用生命去爱她的儿子，在这点上
似乎弥补了她的不足，而且让她的爱充满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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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

大一寝室好友"老大"生日到了,特邀前去聚餐.二话不说,答应了.
老大果然成熟很多,非我辈能比的.满脸胡茬虽然经过修剪打磨,但仍
可以透出沧桑感和厚重感.说实话,真羡慕他骨子里透出的稳重. 

去之前有预感,今天将会大醉而归.这是后话. 
老大带来了他的女朋友,大三,比我们小一届,可是还要亲切地称

呼大嫂.面有忸怩之态,举止投足间娴静如娇花照水. 
跟他们可有一阵子没见面了,见了特别亲切.寒喧过后,餐桌上水

陆俱备,人人摩拳擦掌. 
敬过老大,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一堆人虎视眈眈,酒杯举到我面

前.盛情之下,其实难却.无奈,啜饮一杯.心想,这杯下了肚,纵有千千万
万的人来敬,也不喝了.因为我妈不断教导我:小孩子不能喝酒,喝就成
了坏孩子了.谆谆教诲,铭记于心. 

可是,酒过三巡,兴致很高.大家重心似乎有所转移.有老兄"得过
进尺",明知我不胜酒力还强人所难.并扬言与我挑战.偏偏我嘴上服软,
心里不服.呵呵.后来主持局面的老大也用鼓励的眼神安慰小弟,其它
人推波助澜.唉,于是咕咕又喝了几杯. 

再后来,一想到大家过几个月就各奔前程,见面的机会很少很少
了,索性豁了出去不再拒.于是又几杯没了. 

喝着想起了过去发生的事情,还有人,在身边的,不在身边的,种种
不快和愉快,似乎都在酒里蠕动.我开始晕,来者不拒. 

说实话,以前从未喝醉酒过,李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
对月.想到这,几杯又一饮而尽.喝完又是一阵喝彩.唉.他们... 

觥酬交错,杯盘狼藉.可是,我却一直在啄磨自己到底有没有醉.没
有体验过的东西总是驱使我的好奇心.呵呵,醉就是这样子啊,或许我
还没有.隔壁老兄脸已经通红.我问他我呢?是不是红里透着白,白里透
着黑.他不说话,冷不丁又一杯推到面前... 

我心里挺担心的.要是我妈知道了,肯定说我.不过又想到大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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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果还没尝过醉的滋味,只能用两个字形容:失败.于是想到这儿,心
宽了一些.呵呵,于是... 

再后来,菜凉了,酒没了.时候不早了.聊了几句,于是散了. 
不知哪根神经被触动,老想发笑,笑带着哭的味道.难道这就是醉

的症状?醉还是没醉,这是个问题.也罢,回去写论文去.大脑还是挺清
醒的,如果给我一道微积分的题,现在保准还能做出来. 

在阳台上走了一圈.猛然惊醒,万一一头栽下去,岂不痛快?赶紧回
屋里写论文去.文献综述只完成了一半. 

这种虚无的状态让我迟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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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背

1963 夏天，怀俄明州的“断背山”上，两个身强体壮的穷后生
素不相识，为了谋点生计，结伴宿营，守着几千头臭哄哄的羊，靠
罐头豆子充饥，靠威士忌酒排遣，连个象样的帐篷都没有。 

一个话多，一个是那种三棍子也打不出个屁来的闷葫芦。一个
骑马放羊，另一个就留守做饭，如此轮流，相安无事。不爱说话的
大概惦记着下山之后有了钱可以娶他的新娘；爱说话的那个总是琢
磨着找点话说。说什么呢，两个养牛场出来的穷小子能说出个什么
来呢？说什么也挥不去断背山的寂寞与孤单。 

是什么力量使得两个个性迥异的男人纠葛一生，难舍难弃，并
使断背山成为杰克遗愿中最圣洁、最美好的栖身所在？难道仅仅是
那辽阔寂静而又绚烂旖旎的西部自然风光令人怀想和留恋，或者在
地理、内心双重与世隔绝的境遇下，两个男人编织的纯净、恣意、
自由的生活值得眷恋和缅怀？更或者，经历了太多亲人离丧和离弃
的埃尼斯终于在断背山为孤独寻找到一个安妥的出口，而长久以来
在“严父”监控下的杰克也终于在此摆脱压抑乏味，学会放纵恣意
地生活？也许，人与自然的诗意栖居加速了精神上相融契合，那些
心领神会的瞬间也得以变为突如其来的爱情。只是，在走出庸碌生
活、心灵捆绑的同时，他们又不免陷入道德伦理的困境，为世俗不
容的恋情成为缠其一生难以冲决的罗网。社会的价值评判内化为两
人心灵的道德规制，他们的一生不免在交叉缠绕的罗网间穿行，每
一次冲决都意味着新的沦陷，真正的美好只停留在往昔记忆中的凄
美碎片中，就像那两件紧紧拥裹的血迹斑斑的牛仔衬衣，见证的正
是两个男人生死契阔间的爱与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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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室

终于搬到了新屋子，忙了一整天，虽然天已黑了，但是感觉天
空更湛蓝，空气更清新． 

两个月没有使用爱机，如今心里只有激动和久别重逢的喜悦．几
天前上网使用同学的机子，那种感觉，怎一个累字了得．还是自己
的机子手感好．颀喜之余不禁心酸，房租比以前多了几成．大四了，
图个清净，善始善终，皱了皱眉也就算了． 

新居更亮敞更宜人．楼盘耸立在岳麓山下，写这些文字时，抬
望眼，窗外夜色如黛，清风徐来，凭添清逸．室内尚未打点但现代
家居的雏形已显现出来．还记得寒假在北京朝阳区元宵节那天，陪
同学一块儿逛灯市．偶然瞥见朝阳公园的外围一幢幢挺拔的楼盘在
夜色中眨着望眼，灯光点点，万家灯火的景象告诉世人这里不是一
般人可以住的地方．我除了憧憬便是向往，夹杂着复杂的无奈．我
的房间可惜少了古典之韵．其实这个想法一直以来都在指引自己的
审美观．我认为美是一个复杂的合体，在离散的空间和连续的时间
里，美的元素必须能彰显以人为本博古通今的取向．古，今，二者
在时空的四维坐标中必须互为函数对应的关系．于是，准备改天将
几幅古人写的字画贴墙上，其中有赵佶，李墉，李白，苏轼等人的
真迹．用它们装点陋室，祛散沾染的令人窒息的现代气息和物欲横
流．附庸风雅一回，乐在其中，其中滋味，谁能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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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红楼

此刻，青灯照壁人未睡，冷雨敲窗被未温． 

长沙的霏霏霪雨下了可有一段时间了．雨后的天气越发阴冷起
来．此时的我正半卧床榻，冰冷的手正捧着那本买了两天的红楼
梦．窗外雨打芭蕉，寒气袭人，风刀霜剑严相逼，而双手早已成了
“冰肌玉肤”，身边木桌子上的一杯咖啡也没有了氤氲之气，但我
全然不觉．心中已被横亘古今的红楼之恋牵引着走了．两天前我连
续花了一天一夜看完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三十六集．二十四小时
没有合眼了，却没有睡意．想是自己依然沉浸在剧情当中．我为什
么会突发奇想看这个劳什子呢？一来因为再过九十六小时我就要回
魂牵梦绕的家，行李早都妥当了，归心似箭；二来眼下早已无心看
书，更别说背单词了．导师的毕业设计课题也准备差不多了．万事
俱备，百无聊籁．想来何不旧梦重温，朝花夕拾呢？我平生有三大
长远梦想：看尽天下藏书，游遍天下美景，吃遍天下美食，三大当
前梦想：背完 GRE 单词，弄台好使的笔记本，做完毕业设计．另外
还有过去已实现和未实现的理想．诸多理想构筑成我的理想体系，
指引我前行的路．我的人生即架构在这些如太虚幻境一般的梦想之
上．红楼梦是我理想大厦的雕栏画栋，是最具特质的一缕檀香．从
前我没有细细品她．不知是因为她烟锁池塘般让人不可捉摸，还是
我的不解其中之味．因此在除了想家无事可做的时候我想到了她．最
后一个原因，更是最重要的原因，我有一好友，深谙红学，自幼读
之数遍，见解独到深刻，自叹弗如．有文为证： 

『宝玉，他毕竟不能与那些“禄蠹“浊物“相提并论，他爱惜
女儿，尊重女性，他周岁那年“抓取脂粉钗环”的举动，就决定了
他一生的思想。但是，宝玉，那个自己烫了手倒问别人疼不疼的宝
玉，那个自己淋了雨反告诉别人快去避雨的宝玉，那个夺别人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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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与晴雯撕以搏千金一笑的玉，他对于女儿的苦难又能做些什么呢，
得知金钏儿投井而死，也只能五内摧伤，恨不得跟了她去，再不提
当初一溜烟儿跑了的话！亲眼见晴雯被逐，也只是“不敢多言““倒
在床上大哭”，而后待她死去，写下一篇芙蓉诔！那是他心爱的晴
雯啊，他亦无力。－－－不说黛玉 

宝玉，是反叛的，进步的，但他始终逃不出自己的时代，他深
知女儿的好女儿的苦，可以不惜生命地－－去“怜惜“女儿的痛，
可他始终未能为她们改变什么.我想，他最终并非遁入空门，而是归
隐山林，与有金麒麟之缘的湘云共度余生，和她一起生活，一起回
忆，是的，会有回忆，像一个局外人，想着那些曾经在乎过的事，
在乎过的人．．．』 

上面关于宝玉黛玉的论述不可不谓独到精辟，其实很早以来就
很想与这位友人就这一话题进行磋商，无奈我生性顽劣，才疏学浅，
对红楼梦一知半解，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发言权．雪芹先生的满纸
荒唐言对我来说是块未探索的新大陆．但是为了与友人达到心灵的
契合，领会红学的博大，探寻红楼的神韵，领悟曹公的辛酸，而今
决心重访这块土地，追忆凄美爱情，寻找失落记忆，体会那段刻骨
铭心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故事．撰此文的初衷也即在此． 

红楼梦这本书我是看过的，不过是在小学的时候．那时的自己
字都没认几个呢，所以看虽看了，却都是只言片语．看的是那本四
大名著的合集，整个书比我都重．再说那时家教颇严，这些“禁书”
本人家长是不大提倡的，当然，也不反对．每次看时，发现书里不
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什么“琏二奶奶让您去一趟，说是谁家又送
来了．．．”，就是一群媳妇儿不停的打闹作诗玩耍，一个小女孩
儿不住的哭，特别难缠．还有一个男孩很是花心，见了谁都喜欢．再
就是一群大人不断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洋洋洒洒一百二十回，再
加上里面人物错综复杂，记了这个忘了那个．我幼小的心灵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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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繁杂的人物关系．于是每每下定决心读完却每每中途放弃．痛
下决心，等我考上大学再看罢．没成想，这个决心延续了近十年． 

要说对红楼梦的评价，多少年来无数人乐此不疲津津乐道。现
拣印象最为深刻的几人发表一点管窥之见。等经历更多人生的辛酸
甘甜之后，再长篇累牍的写对每个人深层次的剖析和理论探索罢． 

黛玉 

没想到电视里黛玉的形象演得这么出神，简直到了入化的境
界．泪光点点，娇喘微微．你在她身上用不得太多的词．要么太俗，
要么太重，怕是承受不起．用宝玉的话，她是用水做的，是纯粹的，
没有被世俗气官宦气污染，没有被经世致用之学浸渍．她和宝玉的
木石前盟，最终都化作虚空，成为每天都陪伴她入睡醒来的盈盈粉
泪．悲哀的是，到最后，泪都尽了，心都碎了，梦也破了，人也走
了，整个人儿在泪水中散去了。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最后，她成了世外仙姝寂寞林，静静立在时空的尽头，却依然淌着
泪．．． 

黛玉是孤独的．她语言尖酸刻薄，不晓得人情退让，她只使着
自己的性子耍着小脾气．因此她没有宝钗那样高的拥护．她是理智
的．她看透了世态炎凉，人的虚伪．她的爱情是真诚的，但最终的
幸福却不属于她．我曾为她担心，泪水是有限的．过分敏感的神经
造就她忏弱的性格娇柔的身躯。 

看到这样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见地。摘录如下： 

『在现代人眼中，无论是审美角度还是“实用”角度，林黛玉都不
如薛宝钗；至多有人用“病态美”一词来概括黛玉的动人之处，博
得大多数人的认同。其实，当读者对黛玉评头论足时，殊不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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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陷入世俗审美观的泥潭。因为黛玉的美不在于她是否有宝钗式的
勾世媚俗的容貌，而在于她浑身蕴籍的无以复加的悲凉！』 

关于她，我想了太多了。可是，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到
底意难平。 

袭人 

我喜欢的一个角色，不是指书中的，而是指电视上的．电视中
的她特像我的一位同学。宝玉知其姓花，便从陆游诗句“花气袭人
知骤暖，鹊声穿竹识新晴”中，取“花袭人”三字作她之姓名。如
果不看书，单单看电视上所演的东西，断然不知道袭人是个颇有心
计的人。我只晓得她温柔和顺，却不知她有着复杂的内心。唉，用
尽心思终枉然的袭人。 

另外一个喜欢的角色是山中高士晶莹雪的宝钗。以后再写她． 

到底是知道了红楼梦的大致来龙去脉．要在以前，我是断然看
不到最后的，琐事太多，人物太多．可是现在，有了一个总的脉络
好办多了．为了不辜负曹公的一把辛酸泪，看一遍是绝对不够的．这
种旷世奇书应该用一生的时间体味．人太多，看来在回家之前是品
味不完了． 

今天去弘道书店发现一本刘心武写的解密红楼梦，从秦可卿的
角度解构红楼梦，视角可谓独到新颖，不可不看．今天中午在那里
蹭了一个小时，看了大半本了．明天接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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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lliant plan
E-Business course is a rather hot orientation of comouter 

science.One can make deals or commercial actions though the world wide 
web.However the education of this course in college really sucks especially 
in my college. 

No one student listen to what the teacher talk about,whatever brilliant, 
splendid or wonderful the expression is.All my classmates are preparing for 
the entrance exam of graduated student.This made our teacher really 
anolyed.She always complained to us but this was useless.At this very time 
of college life,everybody is sober and clear-headed about their acdemic 
study. 

But what about me? What should I do since i got the exemption of 
examtion? I've consider this problem for several days and now some 
semi-clear solution seems to appear.Computer graphics and computer 
animation and everything concerning graphics programming sunch as 
OpenGL is my orientation of my future research field.Hence,my mission 
this year is right there: 

-keeping myself updated 

-refreshing my current knowledge structure 

-widening my horizon...... 

-being familar with OpenGL, a powerful programming interface 

-seeking for true feeling around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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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 my physical body 

-developping on the platform of Linux,not just Window operating system 

-becoming a master-hand in English 

-whatever... 

-what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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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流

最后一门<计算几何>课考试一完,研一生涯就算告一段落啦!没
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事情了!想想看,从去年暑假到今年暑假,这一年
来,做了些什么事情呢?暑假期间准备 GRE 考试.背单词,写作文.期间
去浙江度假.那个时候的我是疲惫不堪的,分分秒秒必争.我总怀疑自
己是不是得了强迫症?因为我总是似乎太夸大时间的重要性.暑假在
父母还有妹妹身边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其乐融融,我们一起在电脑上
看电影,听歌,看 PPLive.而我说因为要准备作文机考要用机器.于是总
是把气氛弄得紧张兮兮.一天当中我要独占机器两个小时!好像就数
我的事情最重要.我在练习作文的时候,要求他们不要发出声音,因为
要在机器上 40 分钟敲出 600 字的英文作文,必须思路清晰不受干扰.
现在想想,真是太不应该啦!我应该跟他们好好聚一下的.亲情比什么
都重要!现在的我最痛恨有人这样说:"我忙啊!我没时间!我真的没有
时间啊!我还有很重要的会!我还有个什么事情没有办完!"其实,他们
(也包括我)所要做的事情,真正重要,真正非做不可的事情有几件呢?
答案是:"有些事情,不做它,一切照旧!什么都没有发生!".所以,现在我
明白了一个东西:世界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人 70%的时间花在
了重要性只有 30%的事情上.不信,把每天做的事情列出来看看,会大
吃一惊!去年暑假放假前,那时的我,感情处于极度困惑极度痛苦之中.
感情对我是毒药,也是奢侈品.我经历了一次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感情,
尽管一直在作茧自缚.不愿承认却又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变得更脆弱
还是更坚强不得而知.保研了,过"猪一样的生活",却只晓得自己介于
现实与真空之间慢慢活着而不自知.研一上学期准备申请的事情,从
不逃课的我基本上不感兴趣的课不去上.我也不在乎会不会在同学
眼里是不是好学生.每天呆在实验室里,用每日度数激增的眼睛盯着
电脑寻找学校,院系,填表,给老美打电话,写 PS,写推荐信,写 CV,修改,
背单词,练口语,每日重复,日复一日,后来,选校,发信,送 TOEFL/GRE
成绩,网申,联系教授和研究生院,办理汇票,DHL 寄送...经历过的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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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整个过程的单调和乏味.有时甚至幻想,如果人类是没有感情,不
能回忆的动物该有多好,至少不会有种种负面的情绪.我常不能集中
精力上课.因为那时我,心早飞到大洋彼岸.改变自己的迫切心理一直
驱使自己不要停下来,甚至休息一下.后来呢,事情有了变化.等待了两
个月,拒信来了不少,admission 来了不少,终于来了有奖的,可是 money
太少,学费也免了一些.可是我是本着拿奖学金的目的申请的,不会让
家里负担自己.于是只有认清形势,来年再战.羡慕好友 ioiwin,申请了
两年,今年终于实现理想,再过几个星期就可以坐上去美国俄亥俄州
的飞机了.他曾回校办理手续,我们几个一起聚的时候,感慨万千.记得
他走时想了半天不知送什么好.学校精品店里都挑遍了没有满意的
东西可送.后来送他一盒美产防晒霜,打趣说如果你在加洲海边晒太
阳就用我这个,效果不错还实惠.本科时我们班留校的只有几位同学.
其它要么工作,要么都远在异国他乡.送走一拨又一拨.sxp 去了成都,
据说在那里研究生物,准备在 Nature 上发表文章.stone 是我们中间最
厚道得力又不可多得的朋友,谦和.他送走了我们班大部分人,至今留
守根据地.跟我一样.尘埃落定之后,心也静了下来.开始好好"学习"天
天向上了.在实验里跟着我的导师做东西.赵老师是中科院数学系毕
业,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主要是数学方面的东西.我非常乐于他交给我
的任务.于是,这段时间标志着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科研".后来有
了灵感便开始写文章了.我的目标是在研二发几篇英文文章.这样才
能在下次申请有优势.我不能因为这次申请不理想就丧失了勇气了
斗志!我停不下来,虽然自己是很安静的人.可脑子里老是有新的想法,
这往往让我很累.我喜欢开源软件,于是花了不少时间泡在开源社区
里,跟高手牛人讨论.喜欢 Ubuntu 和 Emacs,研究了它们的种种技巧与
使用,因为我知道国外很多软件高手都用 Emacs 编程.看了不少哲学
书,看完中文版尼采的书,自己得到了精神和灵魂上的洗礼.马上找来
英文原滋原味的文章来看.看完<罗蜜欧与朱丽叶>,便找来所有的版
本.看完<赵狱>,便对犯罪心理学,弹道学,侦破小说感兴趣.非要弄个
明白.有一段时间,对狙击手非常着迷.幻想有一天自己拿着一把狙击
枪到维多利亚维和部队服役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于是玩了<Sni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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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沉浸在里面不可自拔,虽玩 CS B46 枪法特烂却乐不可支.生平最
佩服的人是那种给了他很少的资源却可以做出人们想像不到的东西
的人.比如有个人用牛奶对三维物体建模并将模型顶点实时输出到
计算机中.有个人用很少的生活物品在孤岛上生活若干年.越狱中
Mickle 瞬间能发现周围的漏洞并实施计划,有人把 1.6GB 的模型,顶点,
纹理,图像,声音,文字全部压缩到仅 64K 的文件中.总之,那种能做出常
人想像不到的事情的人都是我的偶像,我要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而对于时间,看来挤挤总是有的,看了 100 多各式各样的电影,我越来
越觉得,我要了解的不是情节本身,不是表现情节的人物,更不是场面
道具特效等这些能被我们眼睛和听觉感知到的东西,而是它们悄悄
传达的需要透过表象之下得到的意志和思想.它们更抽象更一般,对
心灵的作用更持久更强大更震撼.非常遗憾的,很多心得影评未能写
下,非常对不住的我的博客和偶尔不小心光顾博客的人. 这一年,写了
几千行代码(不包括自动生成的),注册了 N 多论坛,记住又忘记了很多
单词. 

总之,失去并得到,痛并快乐着.................... 
我发现了很多很奇妙的东西.我非常想和所有人分享发现的东

西.以后再贴出来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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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

11 月 4 日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参加了微软笔试.考试时间两个半
小时,考卷共 25 页,全英文.刚拿到试卷的时候极为紧张,担心做不完.
不过,后来题是勉强做完了.有些题目根本来不及多想.于是连猜带蒙
选了几个.下面说一下题型与心得. 

题型:选择题居多.写程序题一道.测试题一道,写产品创意研发方
案的题有 7 道左右.没有传说中的智力题.用英文作答.答对有分,答错
扣分,不答不得分.题量:足够忙两个半小时了.考察内容:内容非常广泛.
有:指针,字符串操作,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类,继承,静态方法,访问控制,
全局变量与局部变量,操作系统若干知识,自增运算,栈的存储,二叉查
找树,单链表,软件测试用例,创意设计 

考点:指针运算几乎在所有笔试中都会涉及.指针数组,数组指针.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三大特性(主要针对 C++):多态 multimorphism,
继承 inheretance,封装 ensulation.特别是一个类继承另一个类时,父类
的方法能否被子类复用.父类的虚方法如果在子类中调用.父类中的
private,protected 属性或方法如何在子类中访问.堆与栈的区别.基本的
数据结构如单链表,双向链表,二叉树遍历,二叉查找树,及它们的基本
操作实现.复杂一些的数据结构很少涉及.软件工程.值得注意的是测
试.白盒,黑盒.操作系统 mutex 机制.数据库插删改语句.产品创意设计.
每个题让你列出 5 条答案. 

上面的考点虽然内容不算偏,但考试题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即
使你对这方面的内容非常熟悉,也不能保证能把题作对,题目往往需
要从整体把握且需要思维缜密,否则极易出错.几乎所有考点都可以
在<C++ Primer>这本书上找到.不需要别的宝典,这本书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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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经历:11 月 3 日凌晨 0 点接到笔试邮件,说 11 月 4 号下午 2:00 考
试.时间非常紧张.于是赶紧突击复习.不准备睡觉了.翻出了数据结构
算法导论数据库操作系统软件工程编译原理等书开始啃.其间在网
上找相关资料,做了一些笔试题~~看到早上 6 点实在坚持不住了,又
冷就爬到床上睡了三个小时.早上 9 点起来去实验室看书.把数据结构
火速过了一遍.其它的没有时间看了.下午买了去武昌的动车组车票
花了 117,发车时间第二天早上 7:26.回来后接着看,看到凌晨 3 点的时
候,又坚持不住了,爬到床上,心想只睡三个小时吧.三个小时后就要出
发了.用手机定了闹钟定到 6:00.结果不幸的是,手机没有闹!我在 6:58
的时候突然惊醒,反应了半天发现,只有 20 分钟了,必须赶到火车站.
正常情况下,坐公车需要 40 分钟.于是跳起来,穿了两只不一样的袜子,
来不及洗脸,抓了一把铅笔,带了一本数据结构书,就奔出去了.所幸出
去之后就碰到一辆的士.(省略 200 字)坐上去花 50$送到火车站,结果
动车组刚好停止检票进站!任我怎么求情都无济于事啊.本打算坐上
动车,还可以在车上看 3 个小时的书的.现在好了.又去排队买下次车,
只有 11 点的车了.这下完了.坐慢车从长沙到武昌至少要 3 个小时.心
想算了,放弃得了.后来不知一股什么样的力量驱使我打的到汽车东
站买了汽车票.(147$).坐近 5 个小时才能到达武昌.还能赶上考试
吗?(4.5 小时以后)到了武昌车站打的,(心急如焚的感觉我算体验到了.
省略 400 字),终于到达目的地:华科南三门.刚好开考.去了之后,把鞋带
系好,洗了个脸.发现来了好多人.有些是考报关员的,有些是其它公司
笔试.几分钟后进考场了.才发现好饿啊.还好,我很快进入了状态.大脑
高度集中.七情六欲都没有了,只想把考试考好.自己突击算没有白费,
有些题目还算顺利.但有些就非常棘手了.考完了,又赶回来的车.(省
略 300 字).回来后,整个人都虚脱了.还好,活着回来了...看着那个跟了
自己 4 年的手机,又气又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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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的遗嘱

我，签名人艾尔弗雷德-伯哈德-诺贝尔，经过郑重的考虑后特此
宣布，下文是关于处理我死后所留下的财产的遗嘱： 

在此我要求遗嘱执行人以如下方式处置我可以兑换的剩余财
产：将上述财产兑换成现金，然后进行安全可靠的投资；以这份资
金成立一个基金会，将基金所产生的利息每年奖给在前一年中为人
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将此利息划分为五等份，分配如下： 

一份奖给在物理界有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奖给在化
学上有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奖给在医学和生理学界有最
重大的发现的人；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
品的人；最后一份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
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 

物理奖和化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瑞典科学院颁发；医学和生理学
奖由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颁发；文学奖由斯德哥尔摩文学院颁
发；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举产生的 5 人委员会颁发。 

对于获奖候选人的国籍不予任何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或她
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谁最符合条件谁就应该获得奖金，我在此
声明，这样授予奖金是我的迫切愿望……这是我惟一存效的遗嘱。
在我死后，若发现以前任何有关财产处置的遗嘱，一概作废。 

可是，我发现：没有哲学，不爽。没有心理学，不爽。没有数
学，不爽。没有计算机，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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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

一.企鹅肉 

一个人在朋友家吃饭，问朋友这餐吃的是什么肉？朋友说是企
鹅肉，他就号啕大哭。为什么他吃了企鹅肉就哭了？ 

答：几年前，他和一个朋友出去玩，遇海难漂到一个岛上，没
有东西吃。朋友出去找东西，带回了烤好的企鹅肉，而且腿上捉企
鹅时受了伤。朋友不肯吃企鹅肉，结果饿死了。现在他吃到真的企
鹅肉，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烤了给他吃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最好的朋友也会骗人。 

二.跳火车 

一个人坐火车去邻镇看病，看完之后病全好了。回来的路上火
车经过一个隧道，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答：因为他看好的是眼睛的病。经过隧道，以为眼睛又看不见
了。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心理素质不好的人过隧道，应该带手电。 

三.水草 

有个男的跟他女友去河边散步，突然他的女友掉进河里了，那
个男的就急忙跳到水里去找，可没找到他的女友，他伤心的离开了
这里，过了几年后，他故地重游，这时看到有个老头的在钓鱼，可
那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他就问那老头为什么鱼身上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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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到一点水草，那老头说：这河从没有长过水草。说到这时那男的
突然跳到水里，自杀了。为什么？ 

答：几年前，他跳水里找女友的时候，自己的腿被一些东西缠
住了。就拼命的蹬，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他以为那是水草。现在
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 

这个故事告诉女孩子们:和男朋友去河边散步的时候，不要留长
发。 

四.葬礼的故事 

有母女三人，母亲死了，姐妹俩去参加葬礼，妹妹在葬礼上遇
见了一个很 pp 的男子，并对他一见倾心。但是葬礼后那个男子就不
见了，妹妹怎么找也找不到他。后来过了一个月，妹妹把姐姐杀了，
问为什么？ 

答：因为家里如果再死一个人，又可以举行一次葬礼，那个 pp
男子又会来参加葬礼，妹妹就又可以见到他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长的帅的人，不应该去参加别人的葬礼。 

五.半根火柴 

有一个人在沙漠中，头朝下死了，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子，
而这个人手里紧紧地抓着半根火柴，推理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答：几个人乘热气球旅行，路过沙漠，气球漏气，很危险.大家
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还不行.只好扔下去一个人，大家决定拿几根
火柴决定.谁抽到半根的把谁丢下去.事情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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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乘热气球的时候，应该在口袋里准备一根
长的火柴，以备不测。 

六.满地木削 

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马戏团只需
要一个侏儒，马戏团里的侏儒当然是越矮越好了.两个侏儒决定比谁
的个子矮，个子高的就去自杀.可是，在约定比个子的前一天，瞎子
侏儒也就是那个矮的侏儒已经在家里自杀死了.在他的家里只发现
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问他为什么自杀？ 

答：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矮个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的脚都剧了一
截。矮个侏儒看不见，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以为自己长高了，
觉得失去了竞争优势，从此生计无处着落。从今往后，他的演出再
也上不了票房排行榜，他再也当不上嘎那最佳男主角，大伙儿看了
他的演出不再兴奋的歇斯底里的大叫；他再也代表不了社会先进生
产力的发展要求，再也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再也代表不
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好绝望，于是就自杀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你认为你最近工作效率比别人高，进度
比别人快的时候，要搞清楚同事是不是出去吃烤羊腿、看烟花大会
去了。 

七.夜半敲门 

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半夜听见有敲门的，他打开门却没
有人，于是去睡了，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去开门，还是没人，如
是者几次。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死尸一具，警察来把山顶的
那人带走了。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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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因为他的门开在悬崖边，那个人好不容易爬上来，他门一
开，就被推下去了。如此几次，破了气门而亡。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你一身铁布衫横练，要求救时，还是
应该从窗户入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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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诗 
今天下了雨.好大.一整天都呆在小屋翻译文章,不想去任何地方.

翻译累了听了几首歌.贝多芬的命运让我疲惫的神经振作起来.因为
早上 7点钟爬起来和好友一起跑步,已经坚持到了第四天.我们在长沙
三环路那条一直延伸到北望不到头的公路上半睁惺松的睡眼坚持跑
完 2000 米.我不知道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大四的阳光在没有太阳的日
子里依然感觉得到,但心情不再像以前不尘不染了. 

那篇文章是一篇关于光线跟踪着色显示的论文,是图形学的经
典,在 Wikipedia 中被列为参考文献,也是图形学特别是光线跟踪的开
山之作.是我的一位博士师兄推荐的.在这篇文章之前,我准备翻译的
是有关 Ray-Triangle Intersection 算法的论文,但在与他讨论时,觉得这
篇文章虽然实用但太过细节,不能让像我这样的初学者从宏观把握
图形学中经典理论和宏旨.于是改了题目.今天已经翻一半.前路漫漫,
我辈仍需努力. 

到了晚上,上高一的妹妹突然发短信给了我.她发给我一首诗.很
拙稚.我看了突然有种感动.很喜欢这首诗.她最近压力挺大,一年级课
程就那么紧.想想现在的我,真是天壤之别.虽然必须完成毕业设计,但
相对来说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很多的.这首诗放在手机里还是
不忍.万一手机丢了,就看不到了. 

哥/可以跟你聊一聊吗/今天你好不好/最近我老想哭/常想到你
的话/你说梦在很高的地方/要努力爬/天好大这条路好滑/我咬着牙
往前闯/别让风把我们吹散/手拉着手我不怕/哥我想你累了吧/别忘
了给我回电话/那年讲/要给我的捧花/现在还算数吗哥/你总是比我
勇敢/如果你/遇见你那个她/别为我放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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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无迹 

我有何愁 

羡溪之良质兮,冰清玉润  

慕溪之华服兮,闪烁文章  

爱溪之颀容兮,香培玉篆  

比溪之态度兮,凤煮龙翔  

君行处,鸟惊庭树，将出时,影度回廊  

潢河畔,银波鳞鳞,仙袂乍飘兮,荷衣欲动  

旧地重游,但得夕阳无限好  

依风柳,若飞若扬,往昔历历兮,悉收眼底 

斯人斯木,何须惆怅近黄昏  

咖啡氤氲兮,闻麝兰之馥郁如梦似幻  

水仙娥袅兮,感沉香之蹁跹而不自知  

宝玉已死 

山无迹，溪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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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人

Thank God Almighty! 

丢弃吞噬灵魂的记忆! 

远离沉溺思想的侵袭! 

不再湎怀过去,不再作茧自缚. 

好了,一切都过去了,还有新的一切,要来了 

从今天开始,做个快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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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

心黯 神伤 

有泪 无言 

煮玉 焚香 

啖怨 释意 

沉梦 葬情 

掩痛 别离 

山虽有情兮, 溪而无意 

迹便可考兮, 兰却无痕 

侥存心幸兮, 亢龙无悔 

掩面挥袖兮, 霸王别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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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啸山庄

只记得两句话: 

1.没有了我的生命我无法存活,没有了我的灵魂我无法死亡. 

2.如果你再用那种眼神看我一次,我就会成为你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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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be
If you've come this far,  

maybe you're willing to come a little further. 

Hope is a good thing,  

maybe the best of things,  

and no good thing ever dies. 

----from SHAWSHANK REDE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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