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心出发   梦在顺朝
新员工试用期考评暨结业典礼圆满结束

记顺朝集团2019校园招聘活动

“我们不一样  寻找最亮的星”

2019年10月份钢材市场回顾及展望
预计：11月份螺纹钢价格宽幅震荡



人生如玉

从心出发   梦在顺朝

——新员工试用期考评暨结业典礼圆满结束

——记顺朝集团2019校园招聘活动

“我们不一样  寻找最亮的星”

靠自己

2019年10月份钢材市场回顾及展望

--预计：11月份螺纹钢价格宽幅震荡

欧洲央行宣布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变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2%

三季度中国PPP开工项目净增113个 投资额2045亿元

电价改革迈出关键一步 50%燃煤发电有望入市

世界钢协：2019年9月全球粗钢产量

我国9月出口板材333万吨 废钢117吨

河南将全面落实绿色环保调度制度 严禁“一刀切”

宝钢股份“高强＋轻量化”汽车用钢形成“家族品牌”

恩惠



  人 生 如 玉
    从前有一位智者收了很多学生，其中有个学生向他请教：“老师，你能讲

讲我的价值吗？”老师拿出一块石头，说：“你先帮我做件事，我再告诉你人

生的价值。你把这块石头拿到集市上卖，可别人无论出多少钱你都不能卖。”

    学生拿着石头到集市上去叫卖，有人愿意出2块钱买这块石头。这个人刚

出完价，又来了一些人，大家纷纷说这块石头真光，都开始抬价，一向把石头

的价抬到10元钱。学生高兴地回去和老师说:“老师，你这块石头居然能卖10

块钱呢！”老师说:“你再把这块石头拿到黄金市场上去卖，别人出多少钱你

都不能卖。”

    学生到了黄金市场，有个老者看了这块石头的成色，说里面必须是块宝

贝。大家开始竞争这块石头，抬到了1万块钱的价格。学生有些动心了，兴高

采烈地跑回去对老师说:“您这块石头居然能卖到1万块钱，真是想不到阿！”

老师笑着说:“你把这块石头拿到珠宝市场上去卖，别人出多少钱，你都不能

卖掉。”

    学生拿着石头到了珠宝市场，刚一叫卖，就有人出到10万块价格。一眨眼

的功夫，石头的价格已经升到了30万块钱。学生忍住了极大的诱惑回去了，对

老师说:“想不到您还有这样一块宝贝呀！我的任务完成了，您该告诉我这块

石头的价值了吧。”老师对学生说:“这块石头真的是无价之宝，它里面有名

贵的玉，但你不识货，它顶多值10块钱

    【人生哲理】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块玉，我们要以珠宝商看玉石一样去审

视自己，有的人打磨了自己，他就成了玉，打磨得越好，他的价值就越高；有

人守着自己的玉一辈子都不打磨，他一辈子就是一块不值钱的石头。这则案例

启示我们，去思考人生价值的内涵，即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实现人生价值的关

键是什么？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价值的？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常言道：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一份付出，一份收获。2019年10月11日，我们在顺朝学院

举办了简单而隆重的结业典礼，来总结汇报我们三个月以

来的学习、工作情况。

        为了让大家对我们这段时间以来的表现有多方位的了

解，活动的主要内容设计为了以下四个环节：成长回顾、

考评汇报、新星闪耀、展望未来。

       首先跟随时间的轨迹，大家一起回顾了我们在顺朝这

三个月的故事：从2月份开始，顺朝通过前程无忧、人才热

线等6个公共平台，到30余所高校进行招聘，筛选了3000余

份简历，面试率9.5%，复试率8‰，录取率4‰。从2019年2

月到6月份，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地点，来到了同

一个地方——上海顺朝。大家回顾了一路以来相聚、相

识、相知的精彩瞬间，把我们一起学习、工作的美好时光

和成长的历程串联起来。

       第二部分考评汇报，顺朝新星从个人风采、成绩回

顾、考评展示三个方面向大家汇报了这段时间的成长历

程。这一环节我们采用了一个有趣的方式：环环相扣。大

家互相介绍着自己眼中的小伙伴。

      本次活动的第三部分: 新星闪耀。我们为大家提供了以

下三个标签：服务星、学习星、才艺星。大家根据对10位

新星的介绍、工作汇报和这段时间的表现将星星贴到了对

应的位置。

       活动第四部分: 展望未来。一场前辈与新星的对话，有

前辈的寄语，有新星之声。在这期间焦老师、胡老师和各

位顺朝学院的内训师们见证了我们成长的点点滴滴。

       最后的颁奖环节。获得服务星的有霍梦影、高婉秋、

吴青青、牛长岭；获得才艺星的是李莹；获得学习星的有

周伟光、方涛、杨海鹰、曾兰、王睿智。张总为此次活动

做了总结，希望我们能成为独立、有担当的人，希望每个

人都能在这里逐梦青春。

从心出发   梦在顺朝
 ——新员工试用期考评暨结业典礼圆满结束

工程八部：霍梦影

      我们的试用期考评暨结业典礼圆满结束了，我们与

顺朝的故事还在继续.......唯有青春与梦想不可辜负，感

谢各位领导及前辈对我们10位新星的认可与鼓励， 因

为你们的接纳，为我们的人生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昨

天，我们还刚刚走出纯洁的象牙塔，今天，我们又站在

了人生的起跑线。我们定会带着你们的期待，争做一个

靠谱的顺朝人，一起创造更美好的顺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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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个公司要发展壮

大、团队要保持 活力就要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随着公司的不

断发展壮大,公司领导从公司实际情况出发，为公司的长远发展

考虑，开始了秋季招聘工作。

         顺朝集团“寻找最亮的星”2019校园招聘活动开始了，招

聘会开始，张总专门为此次招聘活动定了基调，希望招聘工作

小组们把公司的发展前景和优势能够展示出来，吸引更优秀更

适合的人才加入顺朝大家庭。

         目前已进行了三场招聘会，在同济大学、中南大学、江西

财大三个大学进行校园招聘。招聘工作有条不紊地的行着，每

一次招聘会，工作台前学生都络绎不绝，在招聘会上，焦总带

领着招聘小组成员一一耐心解答了同学们的各种提问，并及时

与其沟通了解他们就业心态和就业意向，帮助他们答疑解惑。

         目前三场招聘会下来，共计收取简历800余份。接下来，我

司还将在复旦大学、华师大、上海大学等高校进行一系列校园

招聘工作。

——记顺朝集团2019校园招聘活动
“我们不一样   寻找最亮的星”

企划部：覃曼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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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份钢材市场回顾及展望
--预计：11月份螺纹钢价格宽幅震荡
第一部分   近期市场特点
           1.现货价格：先涨后跌，总体持平

           以上海二类三级螺纹钢现货为例，9月份中上

涨了240元，10月份跌了180元。目前的价格和9月

中旬相当。现货市场波动幅度明显小于期货。

         2.期货价格：出现期现套利交易的概率逐步增

大，RB1910合约交割压力可能递延

          RB1910交割量13.5万吨，创了2015年以来交割

量的最大值。热卷交割量也创了历史记录。市场预

计本月的交割量将对RB2001合约构成压力，可能

出现交割压力递延的情况。

          以期货指数和上海现货合约比较。目前期货

较现货贴水385元，这个价位已经处于近几年正常

波动的下限。若继续扩大，期现套利交易（空现

货，多期货）出现的概率会大幅增加。近两年出现

期现套利的结果是期货价格暴跌800-1000元，期现

价差修复。

          3.库存：快速下降，压力向钢厂转移

          螺纹钢的社会库存从八月份中旬开始快速下降，周

降幅22.6万吨。目前的库存量已经和近三年同期水平持

平。螺纹钢的钢厂库存量和2017年同期水平持平，处于

近三年库存的中间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钢厂的库存

在10月份没有明显下降，和社会库存走势截然不同。钢

厂库存压力逐步上升的概率在增加。

         4.产量：继续走高，利润依然丰厚

         2019年9月份，全国粗钢日均产量275.91万吨，环比

下降1.97%，主要是9月下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钢厂集中

环保限产。

          今年前9月，中国粗钢产量为7.48亿吨，同比增长

8.36％。中钢协预计，若四季度粗钢日产量维持前三季

度水平，全年粗钢产量将达10亿吨水平。若四季度日产

水平与前三季度相比有所减少，预计全年粗钢产量为

9.94亿吨（2018年粗钢产量9.28亿吨）。

            按钢材品种来看，2019年1-9月我国钢材产量9.09

亿吨，同比增长10.6%。其中，钢筋产量1.85亿吨，同比

增长19.3%；线材产量1.19亿吨，同比增长11.8%；冷轧

薄板产量2454.9万吨，同比增长2.8%；中厚宽钢带产量

1.14亿吨，同比增长10.9%；焊接钢管产量4177.5万吨，

同比增长12.8%。

           目前螺纹钢在经历了8-9月的减产后，目前正在逐

步复产。螺纹钢高炉产线的吨钢利润300-400元，电炉

109



炼钢略微亏损约130元左右。华东地区电炉炼钢的吨钢

成本在3800-3850元。

         5.出口：低位徘徊

         9月份我国出口钢材533万吨，1-9月份出口5030.5万

吨，同比降低5%。钢坯进口量开始逐步增加。目前螺

纹钢和热卷出口价格依然倒挂，幅度分别为170元/吨和

50元/吨。

            Mysteel10月中旬调研显示：样本企业的9月份五大

品种实际出口量环比减少5.2%；而10月份计划出口量环

比下降7.6%。其中，华东区域的某几家企业9月份在螺

纹钢、线材、中厚板三个品种上，其实际出口量均有

明显减少，月环比降幅在33%-70%之间；而10月份计划

出口量上，热轧板卷作为近年出口主力品种,下月计划

出口量出现了23%的回落,虽然中厚板品种下月计划出口

量有18%的回暖,但五大品种整体出口情况仍不乐观。

          6：原料：矿山加速出口，焦炭库存高位依旧

          铁矿石的港口库存逐步上升，目前已经接近1.3

亿吨，市场预计年底前上涨到1.4亿吨，略低于和2016

年2017年水平。目前澳洲和巴西铁矿石出货量处于近

三年的最低水平，但对中国出货比例增加。目前国际

矿山对中国市场供应量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第二部分   总结
         10月国庆长假之后，螺纹钢价格一路下行，近期

开始小幅反弹。我们预计11月份的螺纹钢价格宽幅波

动，宽幅震荡。主要理由如下：

          1.美元指数大幅下跌，大宗商品下跌的压力快速

释放。中美贸易谈判变数多。

          2.螺纹钢目前供需两旺，市场库存压力非常小。

但北方逐步进入冬季，建筑施工需求快速下降的时间

越发临近。从全国近几年的销售数据观察，四季度建

材消费量超过二季度的情况没有出现过。

          3.螺纹钢生产企业利润差异大，产量对价格的敏

感度较高。目前高炉企业利润丰厚，但电炉企业还在

持续小幅亏损。若钢价继续上涨200元左右，电炉企业

快速复产的概率非常大。

          4.三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依然偏弱。固定投资保

持稳定，但房地产经济数据依然下行明显。从长期

看，螺纹钢宏观需求逐步走弱和钢厂新增产能进入达

产高峰期之间矛盾会越发突出。

           5.今年四季度的华北地区环保政策有较大的想象

空间,今年是“禁止一刀切”第一年。目前河北地区空

气污染严重，已经开始大面积限产。上海进口博览会

开幕在即，而江苏地区空气污染上升。江苏地区沿江8

市也开始紧急限产。环保政策重点关注江苏和河北。

          6.期货价格大幅低于现货，对冬储价格有明显制

约。目前RB2001合约和现货价差约350元。近三年中，

期现价差过大时，都是在后期大幅下跌中修复。目前

的价差正处于合理价差的下限。期现套利交易的可能

性逐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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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央行宣布
维持三大关键
利率不变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北京时间24日

晚，欧洲央行宣布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

变。欧洲央行理事会预计，该央行将保

持主要利率在当前或更低的水平，直到

通胀接近但低于2%的水平。

    消息宣布后，欧元兑美元汇率小幅

下跌。北京时间19时54分，该汇率报

1.1127，跌幅为0.05%。

    根据欧洲央行9月的货币政策决定，

该央行将从11月1日起重启资产购买计

划，规模为每月200亿欧元，欧洲央行理

事会预计这将在必要时间内持续运行。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
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2.2%
    记者24日从中国交通运输部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2918亿元

（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2.2%。其中，公路、水路完成投

资16713亿元、增长3.5%，完成全年任务目标的92.9%、进度同

比加快1.1个百分点。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交通运输完成营业性客运

量133.4亿人次，同比下降1.6%。分方式看，铁路、民航客运

量均保持较快增长。小客车出行持续旺盛，高速公路小客车流

量同比增长8.5%。36个中心城市完成公共交通客运量500.4亿

人次，同比增长3.3%，其中轨道交通客运量增长13.0%。

    前三季度，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89.0亿吨，同比增长

5.9%。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3.0亿吨，同比增长5.2%，

其中内、外贸分别增长5.8%和4.0%。集装箱吞吐量完成1.95亿

标箱，增长4.8%。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表示，前三季度交通运输行

业经济运行呈现了诸多亮点。

    重大项目建设方面，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提前完

成“十三五”新改建农村公路100万公里等任务目标。

    运输结构调整方面，出行和物流进一步向高铁、民航、高

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等便捷高效舒适出行方式集聚，“公转

铁”、“公转水”工作有序推进，铁路、水路货运量同比分别

增加1.8亿吨和3.4亿吨。

    服务水平提升方面，前三季度降低物流成本570亿元，取

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取得明显进展，工程建设加快推进，

ETC发行任务完成率超过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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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中国PPP
开工项目净增
113个 投资额
2045亿元
    中国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中心

（下称财政部PPP中心）28日公布全国PPP综合信息

平台项目管理库2019年三季度报。三季度新入管理

库项目412个、投资额6895亿元（人民币，下同），

扣除地方主动退库项目，三季度比二季度末净增入

库项目213个、投资额4420亿元；净增落地项目228

个、投资额3359亿元；净增开工项目113个、投资额

2045亿元。

    财政部PPP中心介绍，按照地区划分，三季度各

地净增项目数前五位的是河南、江西、云南、新

疆、四川；净增投资额前五位的是贵州、天津、河

南、河北、甘肃。

按照行业划分，三季度管理库净增项目数前五位的

是市政工程、交通运输、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城

镇综合开发、林业；净增投资额前五位的是交通运

输、市政工程、城镇综合开发、林业、生态建设和

环境保护。

    财政部PPP中心表示，今年以来，净增入库项目

595个、投资额9134亿元；净增落地项目1348个、投

资额2万亿元；净增开工项目1322个、投资额2.2万

亿元。截至9月末，累计储备清单项目2994个、投资

额3.3万亿元。储备清单项目尚未进入管理库。

电价改革迈
出关键一步 
50%燃煤发
电有望入市
    国家发展改革委24日公布《关于深化燃

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从2020年

1月1日起，取消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将现行

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机制，改为“基准价

+上下浮动”的市场化价格机制。

    按照规定，基准价按各地现行燃煤发电

标杆上网电价确定，浮动幅度范围为上浮不

超过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15%。但实施

“基准价+上下浮动”价格机制的省份，

2020年暂不上浮，确保工商业平均电价只降

不升。

    业内人士认为，这意味着我国实施了15

年之久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将退出历史舞

台，电价改革在坚持市场化方向上迈出新的

关键一步，为近50%的燃煤发电上网电量进

入市场创造了条件，将大幅提升电力市场化

交易程度。虽然中长期浮动机制或执行向下

浮动，企业用电成本进一步降低，但未来市

场化电价使得火电盈利预期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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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9月出口板
材333万吨 废
钢117吨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9月，我国出

口钢铁板材333万吨，同比下降4.8%；1-9月累计

出口3023万吨，同比下降0.6%。

    9月，我国出口废钢117吨，同比下降90.9%；

1-9月累计出口2518吨，同比下降99.2%。其他进

出口情况如下表所示：

世界钢协：2019
年9月全球粗钢
产量
    2019年9月全球64个纳入世界钢铁协会统计国家的

粗钢产量为1.515亿吨，同比下降0.3%。

    2019年前9个月，全球粗钢产量为13.912亿吨，同

比增长3.9%，其中，亚洲地区的粗钢产量为10.001亿

吨，同比增长6.3%；欧盟地区的粗钢产量为1.225亿

吨，同比下降2.8%；北美地区的粗钢产量为9060万吨，

同比增长0.3%；独联体地区的粗钢产量为7600万吨，同

比下降了0.1%。

    2019年9月中国粗钢产量为8280万吨，同比增长

2.2%。印度9月的粗钢产量为900万吨，同比增长1.6%。  

日本9月的粗钢产量为800万吨，同比下降了4.5%。韩国

9月的粗钢产量为570万吨，同比下降2.7%。

    欧盟地区，德国9月粗钢产量为340万吨，同比下降

4.0%。意大利9月粗钢产量为220万吨，同比提高1.1%；

法国9月粗钢产量为120万吨，同比下降10.2%；西班牙9

月粗钢产量为120万吨，同比下降1.0%。

    美国2019年9月粗钢产量为710万吨，同比下降

2.5%。

     巴西2019年9月粗钢产量为240万吨，同比下降

22.0%。

    土耳其2019年9月粗钢产量为270万吨，同比下降

6.9%。

    乌克兰2019年9月粗钢产量为170万吨，同比下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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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将全面落
实绿色环保调
度制度 严禁
“一刀切”
    新华社郑州10月24日电（记者牛少杰）记

者从河南省生态环境厅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河

南将全面落实绿色环保调度制度，对生产企业

进行差别化对待，严格禁止大气污染治理“一

刀切”，多措并举预防和应对重污染天气。

    据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调研员刘

宏东介绍，河南将按照《河南省绿色环保调度

制度实施方案（试行）》要求，积极实施绿色

环保引领企业季节性生产调控和重污染天气差

异化管控、绿色信贷、审批支持、资金支持、

优先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等政策激励措施。

   与此同时，河南还将全面实施重点行业分级

管控，严格禁止“一刀切”，对钢铁、焦化、

氧化铝、陶瓷、制药等15个重点行业，严格执

行评级程序，细化分级办法，确定A、B、C级企

业，采取差异化应急减排措施；原则上，A级企

业在重污染天气期间可不受错峰管控限制。

宝钢股份“高强
＋轻量化”汽车
用钢形成“家族
品牌”
    中国宝武集团旗下的宝钢股份发布最新消息，宝钢已

成为全球首个可同时提供第一、第二和第三代超高强钢系

列产品的钢铁企业。其抗拉强度在1000兆帕以上的用于汽

车轻量化的高强钢产品系列，已形成了“家族品牌”，并

向社会正式发布。

    据了解，宝钢股份此次将抗拉强度在1000兆帕以上的

汽车超高强钢，归入“吉帕钢（X-GPa™）”品牌。在这一

产品群体中，不同产品的特性可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包

括高强度、高延伸、高屈强比和高扩孔等方面。总体而

言，宝钢吉帕钢™系列，可使汽车整车重量降低10%，燃油

效率提高6%至8%。

    宝钢股份副总经理姚林龙说，宝钢长期与用户共同推

进汽车轻量化和新材料的应用。经过多年的新产品开发，

形成了以QP钢™为代表的全球首发超高强钢系列产品，年销

量突破40万吨。目前，汽车板应用市场在“绿色、安全、

成本”方面正形成新的需求导向，宝钢推出“吉帕钢™”系

列品牌产品，有助于引领全球汽车轻量化选材的新趋势。

    宝钢正持续推进汽车高强钢的开发，进一步充实和丰

富“吉帕钢™”的产品系列，在汽车用钢全品种拓展上加大

投入，提升产品的供应能力和质量保证水平。相关技术研

发人士表示，根据汽车用钢技术的发展趋势，将大力拓展

“汽车用钢”的范围，针对新能源汽车涉及的电池、电机

和轻合金等材料，发挥既有的产业优势，在多元材料领域

为汽车行业的升级发展提供产业链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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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有两个饥饿的人得到了一位长者的恩赐：一

根鱼竿和一篓鲜活硕大的鱼。其中，一个人要了一篓

鱼，另一个人要了一根鱼竿，于是他们分道扬镳了。得

到鱼的人原地就用干柴搭起篝火煮起了鱼，他狼吞虎

咽，还没有品出鲜鱼的肉香，转瞬间，连鱼带汤就被他

吃了个精光，不久，他便饿死在空空的鱼篓旁。另一个

人则提着鱼竿继续忍饥挨饿，一步步艰难地向海边走

去，可当他已经看到不远处那片蔚蓝色的海洋时，他浑

身的最后一点力气也使完了，他也只能眼巴巴地带着无

尽的遗憾撒手人间。

         又有两个饥饿的人，他们同样得到了长者恩赐的一

根鱼竿和一篓鱼。只是他们并没有各奔东西，而是商定

共同去找寻大海，他俩每次只煮一条鱼，他们经过遥远

的跋涉，来到了海边，从此，两人开始了捕鱼为生的日

子，几年后，他们盖起了房子，有了各自的家庭、子

女，有了自己建造的渔船，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

          感悟：一个人只顾眼前的利益，得到的终将是短暂

的欢愉；一个人目标高远，但也要面对现实的生活。只

有把理想和现实有机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成功

之人。有时候，一个简单的道理，却足以给人意味深长

的生命启示。

         小蜗牛问妈妈：为什么我们从生下来，就要

背负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

          妈妈：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骨骼的支撑，只

能爬，又爬不快。所以要这个壳的保护！

        小蜗牛：毛虫姊姊没有骨头，也爬不快，为

什么她却不用背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

        妈妈：因为毛虫姊姊能变成蝴蝶，天空会保

护她啊。

        小蜗牛：可是蚯蚓弟弟也没骨头爬不快，也

不会变成蝴蝶他什么不背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

          妈妈：因为蚯蚓弟弟会钻土, 大地会保护他

啊。

         小蜗牛哭了起来：我们好可怜，天空不保

护，大地也不保护。

           蜗牛妈妈安慰他：「所以我们有壳啊！」我

们不靠天，也不靠地，我们靠自己。

恩 惠
靠 
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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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子的执着
         在亚洲，有一种捉猴子的陷阱，他们把椰子挖

空，然后用绳子绑起来，接在树上或固定在地上，

椰子上留了一个小洞，洞里放了一些食物，洞口大

小恰好只能让猴子空着手伸进去，而无法握着拳头

伸出来，于是猴子闻香而来，将它的手伸进去抓食

物，理所当然地，紧握的拳头便缩不出洞口，当猎

人来时，猴子惊慌失措，更是逃不掉。

           没有任何人捉住猴子不放，它是被自己的执着

所俘虏，它只需将手放开就能缩回来。

心中的欲念使我们放不下，内心的欲望与执着，使

我们一直受缚，我们唯一要做的，只是将我们的双

手张开，放下无谓的执着，就能逍遥自在了。

缺角的圆
         有一个圆，被切去了好大一块的三角楔，

想自己恢复完整，没有任何残缺，因此四处寻

找失去的部分。

          因为它残缺不全，只能慢慢滚动，所以能

在路上欣赏花草树木，还和毛毛虫聊天，享受

阳光。

          它找到各种不同的碎片，但都不合适，所

以都留在路边，继续往前寻找。

           有一天，这个残缺不全的圆找到一个非常

合适的碎片，它很开心地把那碎片拼上了，开

始滚动。

          现在它是完整的圆了，能滚得很快，快得

使它注意不到路边的花草树木，也不能和毛毛

虫聊天。

          它终于发现滚动太快使它看到的世界好象

完全不同，便停止滚动，把补上的碎片丢在路

旁，慢慢滚走了。

         小羊请小狗吃饭，它准备了一桌鲜嫩的青

草，结果小狗勉强吃了两口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过了几天，小狗请小羊吃饭，小狗想：我不能像

小羊那样小气，我一定要用最丰盛的宴席来招待

它。于是小狗准备了一桌上好的排骨，结果小羊

一口也吃不下去。

           观点：有时候，已之所欲，也勿施于人。凡

事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他人，遇到问题的时

候多进行一下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想

想，这样，你会更好地理解他人。

换   位换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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