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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我司获得第十一届
“全国钢铁贸易与物流企业百家诚信品牌供应商”

携手同行 合作共赢
祝贺我司再获中建系统优秀合作供应商

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
----2020年12月行情回顾2021年1月行情展望

纸上谈兵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
——深入了解项目现场的收获和感悟

因寒冷而打颤的人，最能体会到阳

光的温暖。经历了人生烦恼的人，

最懂得生命的可贵。

                    ——惠特曼《草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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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朝可供资源一览表

工业线材可供资源一览表

2020年11月全球粗钢产量1.58亿吨，同比增长6.6%

多项世界第一！中国交通发展成绩亮眼

“十三五”以来 内蒙古建成全国重要煤炭供应保障基地

中国宝武年产钢突破亿吨：努力成为全球钢铁业引领者

祝贺我司获得第十一届
“全国钢铁贸易与物流企业百家诚信品牌供应商”

携手同行 合作共赢
祝贺我司再获中建系统优秀合作供应商

情 理 之 中   意 料 之 外
----2020年12月行情回顾2021年1月行情展望

纸上谈兵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
——深入了解项目现场的收获和感悟

《没有任何借口》读后感



　　《隐藏的财富》里面讲了一个美国人的故事：有两个从德国移民美国的兄弟，1845年，

来到纽约谋生。这弟兄俩觉得生活很艰难，就商量怎么样能够活下去。作为外来的移民，哥

哥原来还有一技之长，在德国的时候，他做泡菜做得很好。弟弟太年轻，什么都不会。哥哥

说，我们外乡人在纽约这么一个都市，太难生存了。我去加利福尼亚吧，我可以种菜，继续

做我的泡菜。弟弟想，反正我也没有手艺，索性一横心一跺脚，留在纽约，白天打工，晚上

求学。他学习的是地质学和冶金学。

　　哥哥来到了加利福尼亚的一个乡间，这里有很廉价的土地，就买下来种卷心菜，成熟后

用来腌泡菜。哥哥很勤劳，每天种菜腌泡菜，养活了一家人。4年以后，弟弟大学毕业了，

到加利福尼亚来看望哥哥。哥哥问弟弟：“你现在手里都拥有什么呀？”弟弟说：“我除了

拿个文凭，别的什么都没有。”哥哥说：“你还是应该跟我扎扎实实地干活啊。我带你看一

看我的菜地吧。”

　　弟弟在菜地里，蹲下来看了看菜，然后扒拉一下菜底下的土，在那儿看了很久，进屋去

拿了一个脸盆，盛满了水，把土一捧一捧地放在里面漂洗。

　　他发现脸盆底下，有一些金灿灿的、亮闪闪的金属屑。然后，他非常惊讶地抬头，看着

他哥哥，长叹一声，说：“哥哥，你知道吗？你是在一座金矿上种卷心菜！”

　　其实，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安然地享受着生活带给我们的秩序。

　　我们从来没有跳出自己现有的经验系统，重新质询一下：我还可以换一个方式生活吗？

我目前所拥有的这些技能，还有没有可能让它发挥更大的用处？

　　今天我们经常提到一个很时髦的词，叫做核心竞争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问问自

己：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所谓核心竞争力，是不可仿效的，是唯一的。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什么是最好的，只

有什么是唯一的。

　　一个葫芦如果长得小，可以当瓢，它是有用的。一棵树长得小，它可以去做桌子、椅

子，它是有用的。一个葫芦长到最大，不必把它破开，可以把它当游泳圈一样浮于江海，它

还是有用的。一棵树长到最大，可以为人遮风避雨，它也是有用的。一个人，永远不要去羡

慕他人。你质询自己的心，问一问：我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我究竟有哪一点是不可替

代的呢？

隐藏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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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第十一届“全国钢

铁贸易与物流企业百家诚信暨品牌

供应商评选活动”正式启动。，在

此次评选中，上海顺朝企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不负众望，荣获“第

十一届全国钢铁贸易与物流企业百

家诚信优质供应商”的称号。据

悉，此次评选活动系钢之家网站通

过对参选企业进行信用调查取证，

调查资料递交钢之家网站特邀的行

业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综合评定，

最终评选出289家“百家诚信暨品牌

供应商”获选企业。

         我司已经连续多年获得此项荣

誉，这标志着我司在质量管控及诚

信经营方面能力的不断提升，更标

志着我司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

位，为巩固和发展客户迈出了更加

坚实的一步。

祝贺我司获得第十一届

“全国钢铁贸易与物流企业百家诚信

品牌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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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同行 合作共赢

祝贺我司再获中建系统优秀合作供应商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是中国

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隶属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总部驻地南

京市。

          公司拥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

级资质和建筑行业工程设计甲级资质，此

外还有市政工程、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

级资质和地基基础、消防设施工程等5个

专业承包壹级资质。公司通过质量管理体

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

          我司在中建系统的认证核查和评估的

情况下，通过合格供应商的评估，成功获

得优秀合作供应商的称号，得到中建八局

第三建设有限公司的大力肯定。

           目前我司参与中国石化上海浦东科

研信息办公综合基地项目。成为优秀合格

供应商，这不仅是对我司服务工作的肯

定，更是对我司综合实力的极大认可，同

时也鼓励着我们继续坚持“做专、做精、

做透、做强”的经营方针，提供一流钢铁

服务，整合资源，创新管理机制和管理模

式，与客户携手同行，合作共赢，实现价

值的共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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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各国央行依然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美联储最后一次议息会议释放的

信号显示，很可能在未来2-3年内，美联储都不会加

息。美国大选基本定局，拜登击败特朗普，获得大选

胜利。资本市场反映积极。美国制造业PMI继续回

升，处在扩张区间。虽然疫情依然严重，但是美国经

济恢复情况却远好于预期。

           从国内公布的数据来看，PMI数据52.1，显示经

济持续向好。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0.7%，继续高

于去年同期。11月份固定资产投资16268亿，同比

-28.77%。从行业看，11月我国粗钢产量8766万吨，同

比增长8％，1-11月份粗钢产量96116万吨，同比增长

5.5％。按此推断，中国粗钢年产量将超过10亿吨。

本月钢材价格疯狂上涨，截止12-22杭州中天报价

4740，涨500；上海新三洲报价4630，涨520；合肥长江

报价4780，涨480；南昌方大报价4650，涨560；上海热

卷报价5060，涨900。

情 理 之 中   意 料 之 外
----2020年12月行情回顾2021年1月行情展望

进入12月份，降库速度依然远快于去年同期。去年
同期库存已经开始累积，但今年，库存依然在下
降。由于疫情，节后建材库存比去年同期高了超过
1200万吨，截止今天，已经低于100万吨。

钢厂产量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近期钢厂产量持续下
降。

12月份需求持续保持旺盛，远高于去年同期。临近年底，
施工依然火热，需求不减。

期货受资本推动，大幅上涨。现货也跟随期货大幅上涨，
期现价差变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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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份，价格迎来了更加疯狂的上涨。尤其是在15

号之后，短短时间涨幅超过500，部分区域价格触及

到5000的高位。行情的疯狂程度大大超出了市场的

预期。需求持续向好，库存快速下降。超低的库存

，旺盛的需求再加上原材料持续上涨，钢材价格在

资金的推动下快速上涨，连创新高。前期对于新投

产能的担忧，对于疫情的影响被抛到脑后，市场被

情绪点燃。有货的惜售，没货的抢购。然而价格疯

狂上涨之后，风险也是快速累积，接近5000的高价

透支了明年价格的上涨空间。进入一月份，施工会

大幅减缓，钢材需求会快速下降，因此累库是大概

率事件。资源累积之后，预计价格也将快速降温，

因此预计一月份价格将会回落，价格前高后低。

本月热卷涨幅巨大，近1000块，螺纹同样大涨，但涨
幅低于热卷。

11月份，M2增速加快，同比增加在10.7%。3M同业
拆借利率有所下滑，显示市场资金面逐渐宽松。

11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环比均出现下滑，不及
市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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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全球
粗钢产量1.58亿
吨，同比增长
6.6%
         2020年11月，向世界钢铁协会报告的

64个国家粗钢产量为1.583亿吨，同比增

长6.6%。由于COVID-19流感大流行带来

的持续困难，本月的许多数据都是估计

值，可能会随着下个月的生产更新而修

正。

         在亚洲，2020年11月，中国粗钢产量

为8770万吨，同比增长8.0%；印度粗钢产

量为920万吨，同比增长3.5%；日本粗钢

产量为730万吨，同比下降5.9%；韩国粗

钢产量为580万吨，同比下降2.4%。

        在欧盟，2020年11月，德国粗钢产量

340万吨，同比增长14.8%；意大利粗钢产

量为200万吨，同比增长3.2%；法国粗钢

产量为110万吨，同比增长3.7%。

         在北美，2020年11月，美国粗钢产量

610万吨，同比下降13.7%。

        2020年11月，土耳其粗钢产量为320万

吨，同比增长11.6%。

         2020年11月，巴西粗钢产量300万

吨，同比增长11.2%。

多项世界第一！中国
交通发展成绩亮眼
          据央视新闻报道，12月22日15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布《中国交通的可持续发展》白皮书。交通运输部副部

长刘小明在发布会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交

通网络规模和质量实现跃升，有力服务和支撑了经济社会

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刘小明介绍，截至2019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13.9

万公里，其中高铁超过3.5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公路

里程501.3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5万公里，跃居世界第

一。生产性码头泊位2.3万个,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

2520个,内河航道通航里程12.7万公里,也是世界第一。

          民用航空颁证运输机场238个；全国油气长输管道总

里程15.6万公里；邮路和快递服务网络总长度4085.9万公

里，实现了乡乡设所、村村通邮。

           在运输服务方面，货运服务保障能力不断提升，优

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加快升级，公众高品质出行需求逐步满足，新业态新模式

不断涌现。科技创新方面，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等超级工程举世瞩目，“复兴号”高铁、C919大飞机等

交通装备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洋山港自动化码头、快递包

裹自动化分拣等智慧交通发展成果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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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武年产钢突破
亿吨：努力成为全球
钢铁业引领者
            新华社上海12月23日电（记者李荣）中国宝武

钢铁集团23日在沪宣布，其实现了年产钢超1亿吨的

历史性突破。

           在23日晚举行的纪念中国宝武130年大会上，中

国宝武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德荣表示，中国宝武正

在构建以绿色精品智慧的钢铁制造业为基础，新材

料产业、智慧服务业、资源环境业、产业园区业、

产业金融业等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优化

行业秩序、引导行业发展，积极推进联合重组、整

合融合，加速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初步构建了具

有宝武特色的现代公司治理体系。“今天的中国宝

武，是中国近现代钢铁工业的历史传承者、中国今

日钢铁工业之集大成者、中国乃至全球钢铁业的未

来引领者。”陈德荣说。

           中国宝武吸纳了宝钢、武钢、马钢、八钢、韶

钢、重钢、鄂钢、太钢等企业，形成了中国“钢铁

航母编队”，在最新公布的《财富》世界500强中排

名第111位，位列全球钢铁企业首位。

          1890年，江南制造局炼钢厂和汉阳铁厂诞生，那

是近现代中国钢铁工业的肇始，也是百年宝武的源

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钢

铁工业加速发展、做优做强，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

的迈进、从引进到引领的飞跃。近年来宝武自主研

发的系列高端产品已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解决了一

批“卡脖子”材料难题，有力支撑了我国高端制造

业和国家重大工程。

“十三五”以来 内蒙
古建成全国重要煤炭
供应保障基地
            中新网消息，作为中国煤炭大省，“十三五”

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已建成全国重要煤炭供应保障

基地。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指出，“十三五”以来，内

蒙古升级煤炭供应保障，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煤炭总产能达到13.4亿吨、占全国的1/4，千万吨级煤

矿产能超40%，单矿平均产能达260万吨，为全国平

均水平3倍，建成了全国重要的煤炭供应保障基地。

          在推进先进技术示范应用方面，内蒙古亦取得

了突破，其中煤炭地下直接气化、褐煤发电烟气提

水等技术率先应用。内蒙古加快融合现代信息技

术，智慧能源大数据平台、煤矿安全监管监察综合

信息化系统率先上线，5G智能煤矿、露天矿无人驾

驶、变电站智能化改造大力推进，能源治理能力进

一步提升。

         在加强煤炭清洁高效转化方面，内蒙古推动煤炭

由燃料向原料转变，加快煤制油气、烯烃、乙二醇

等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年转化煤炭超1亿吨，建成

全国门类齐全的现代煤化工生产基地。

          内蒙古能源局表示，“十四五”时期，内蒙古

将实施新能源倍增、灵活电网、控煤减碳、源网荷

储等“十大工程”，力争到2025年基本建成国家现代

能源经济示范区。

          公开资料显示，被外界誉为中国煤炭大省的内

蒙古，也是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矿”之乡。中国五

大露天煤矿内蒙古有四个，分别为伊敏、霍林河、

元宝山和准格尔露天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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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顺朝这个大家庭已经近半年了，这半年来从一名学生

转变为一名职场人。回顾这段时光，最能感受到这其中的心路

历程的变化只能算是自己了。雄鹰不为暴风折翼，狼群不因长

夜畏惧，人要经得起折腾，耐得住寂寞。从刚开始的跟着领

导、师傅到自己独立跑项目，始终满怀着对这份工作的激情、

干劲，所幸这段时间里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积累了很

多宝贵的经验。

         温州机场项目现场驻点，从刚开始的保安不让进门，跟对

方对账会计、收料员不熟悉，到后面能够自如的和对对账，出

现磅差问题对方收料也会积极的配合我们解决。因为这个项目

上我需要接触的人和我年纪都差不多，沟通起来也比较方便简

单。这个过程中我也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朋友，慢慢地在言谈

之中进一步了解熟悉他们。跟他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吃饭，该

谈工作地时候谈工作，聊生活地时候讲生活，就这样他们也对

我像朋友一样敞开了心扉，通过他们的介绍，我深入了解了项

目现场的情况、需要注意的事项，并且在他们的帮助下，使得

我在现场办事效率大大提升。

          相比温州机场项目，恩施咸丰凉水井项目才算是对自己的

一次真正的锻炼、一个比较大的挑战。第一次去是处理质量问

题，第二次去把关钢筋外观问题，但是因为时间问题，前两次

没有深入了解这个项目上的人和事，虽然事情最终解决了，但

是对方对我也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态度。第三次带着一定要解决

这个问题的目的去项目上，最大的感受就是心态上的变化。把

自己当一名工人，每天和他们一起上下班，帮他们解决问题，

并且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灵活变通，尽量用最优、最合理的方式

解决，这样才能更好的融入他们。因为这边物资部4个人都是

年纪比较大，基本都是在50岁以上的人，所以刚开始相处起来

不是很容易。但是老一辈干事的人，比较务实。所以我尽力配

纸上谈兵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
——深入了解项目现场的收获和感悟

 五波二部：杨佳明

合他们做事，每天和他们物资部的人一起上下

班。早上6点到工地提前把质保书、炉批号、钢

筋数量什么的和司机核对好，在现场帮他们做些

事情，于是慢慢开始融入他们。之前每次进项目

现场每次需要保安开锁，但是在他们的帮助下，

把我的信息也录进了他们的电脑系统，可以刷脸

随意进出现场，我觉得这也是这段时间相处下

来，我们双方关系取得了阶段性的进步。

         纸上谈兵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希望自

己在项目实践的过程中做到知行合一、成为一个

有责任、有担当的合格的顺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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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入公司的我错过了新员工集中培训的时

间，在胡老师细致入微的向我介绍了顺朝的企业文

化之后，我得到了一系列关于财务、钢材的知识点

梳理，以及《没有任何借口》这本书。也正是因为

这样的契机，我翻开了这本原先就算是放在书架

上，也会被我自动屏蔽为鸡汤文而无视的书籍。

读毕，我回想起“不为失败找借口，只为成功找方

法”是我们还在校园里接受职业辅导时，辅导员经

常挂在嘴边的话。殊不知我们进入社会工作了几

年，成为了人人口中的“社畜”，已经逐渐在心里

筑起了高墙，高压快节奏的工作已经让我们无形中

和企业站到了对立面，却已经忘记了自己出发时候

的样子。

          是这本书点醒了我，不找理由、不找借口是一

种勇气，痛的是一时失足跌倒，但站起来继续前

行，朝着需求和目标一往无前，抵达的那日终会感

谢自己的勇敢；不找理由、不找借口是一种信念，

痛的是道路的泥泞荆棘，但穿过沼泽和丛林，终会

看见山谷里的春天；不找理由、不找借口是一种态

度，痛的是一时的隐忍和艰难，但克服困难坚决完

成，终会在胜利的彼岸笑看过去，成功已经在手，

英雄何惧。

        “没有任何借口”讲的是坚决的目标、忠诚的

初心、失败的担当和成功的前提。我们需要留下的

并不是这句企业给员工打鸡血式的空口号和西点军

校军事化管理的死标准，我们需要牢记的是绝对的

执行力、和绝对的诚实。说穿了，并不是企业需要

这些，而是身为一个社会人，我们需要对自己负责，

不是为了领导和老板，也不是为了眼前的薪水，恰恰

是对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扛起担当，对得起花去精力的

每一分钟，认真努力地过好每一天，才不会将希望寄

托于别人，寄托于公司、财神爷乃至佛祖，才不会被

明天所辜负，能做自己的肩膀多好啊。

           初来顺朝，钢材贸易是我的知识蓝海，需要学

习、成长的还有很多，师傅愿意教，修行还要在个

人。成功的方法也许我不一定的找得到，但“不找借

口”是我们立即可以开始行动的事。

《没有任何借口》读后感
营运部：祁梦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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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犹太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

事。 一天，一个拥有无数钱财的吝啬

鬼去他的拉比那儿乞求祝福。拉比让

他站在窗前，让他看外面的街上，问

他看到了什么，他说:"人们。"

         拉比又把一面镜子放在他面前，

问他看到了什么，他说："我自己。"

        拉比解释说，窗户和镜子都是玻璃

做的，但镜子上镀 了一层银子。单纯

的玻璃让我们能看到别人，而镀上银

子的玻璃都只能让我们看到自己。

       心得:人们的眼睛常被金钱所蒙蔽，

只见自己而不见别人，这样的人怎能

得到幸福呢？

宽容的
　　二战期间，一支部队在森林中与敌军相遇，发生激战，

最后两名战士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他们之所以在激战中还能

互相照顾、不分彼此，是因为他们是来自同一个小镇的战

友。两人在森林中艰难跋涉，互相鼓励、安慰。　　

　　十多天过去了，他们仍未与部队联系上，幸运的是他们

打死了一只鹿，依靠鹿肉又艰难地度过了几日。可也许是因

战争的缘故，动物四散奔逃或被杀光，这以后他们再也没看

到任何动物，仅剩的一点鹿肉，背在年轻战士的身上。　　

　　这一天，他们在森林中遇到了敌人，经过激战，两人巧

妙地避开了敌人，就在他们自以为安全时，只听到一声枪

响，走在前面的年轻战士中了一枪，幸亏只是伤在肩膀上。

后面的战友惶恐地跑了过去，他害怕得语无伦次，抱起战友

的身体泪流不止，赶忙把自己的衬衣撕下，包扎战友的伤

口。　

　　晚上，未受伤的战士一直叨念着母亲，两眼直勾勾的。

他们都以为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身边的鹿肉谁也没动。　

　　天知道他们怎么过的那一夜。第二天，部队救出了他们

　　事隔30年后，那位受伤的战士安德森说：“我知道是谁

开的那一枪，就是我的战友。他去年去世了。在他抱住我

时，我碰到他那发热的枪管，但当晚我就宽恕了他。我知道

他想独吞我身上的鹿肉活下来，但我也知道他活下来是为了

他的母亲。此后30年，我装着根本不知道此事，也从不提

及。战争太残酷了，他母亲还是没有等到他回家，我和他一

起祭奠了老人家。后来他跪下来，请求我原谅他，我没让他

说下去。我们又做了二十几年的朋友，我没有理由不宽恕

他。”　　

　　放下即宽容。一个人能容忍别人的狂妄无知，却很难容

忍对自己的恶意诽谤和致命的伤害，但唯有以德报怨，把伤

害留给自己，让世界少一些不幸，回归仁慈友善，才是宽容

的至高境界。

金钱的危险性

最高境界



没空烦恼，人生最好
　　有位年轻人，总是活得叫苦连天。他有份稳定的工

作，也有疼他的父母，不愁吃，不愁穿，也不缺乏爱。然

而，他总觉得自己有无尽的烦恼，纠缠在心里，挣不脱，

逃避不掉。　　

　　人怎么会如此烦恼？青年很迷茫。一天，他遇上了智

者，便把心底的困惑说了出来，希望得到点拨。　　

　　智者听后，微微一笑说，尘俗间，酒池肉林，红尘曼

舞，名缰利锁，一切都在引诱着人，迷乱着人。欲动，则

心动，心动，自然烦恼丛生。得与失，荣与辱，起与落

……你越是在乎，心就越痛苦；相反，你舍弃得越多，心

就越清静。“放得下”才是消除烦恼的根源。　　

　　年轻人点点头，若有所悟。另一天，他遇到了慈善

家。据说，这位慈善家曾挣了好多钱，却又将这些钱捐给

了别人。而今，他活得很快乐。青年又把困惑说给了慈善

家，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答案。慈善家说，我也有过和你一

样的痛苦。然而，自从我学会了去关注别人，去爱别人，

心底的痛苦就荡然无存了。爱，实在是上帝给我们的一只

船桨，它可以摆渡我们于苦海之外。

　　一个自私的人，是不会得到人生的大愉悦的。心底有

爱的人，才能在爱的回声里，激荡出无穷快乐的涟漪。分

担别人的痛苦，也能消解自己的痛苦；拿出自己的温暖，

也会得到他人温暖的馈赠。这就是爱的神奇力量。

　　是的，烦恼，更多时候，是自私的结果。当一个人心

底里盛着别人，爱着别人时，烦恼就会减轻。

　　慈善家的话，让年轻人有拨云见日之感。

　　又一次，单位组织出游，年轻人在一家农户里，见到

一位老婆婆在舂米。她一边舂米，一边哼着山歌。看起

来，十分快乐。

　　他把自己的困惑也说给了老婆婆，希望从她那里得到

别样的回答。烦恼？老婆婆一皱眉，看着年轻人说，我从

早到晚都在干活，忙活了一辈子，只要干着活，我就在唱

歌，我就在高兴着，我哪里有时间烦恼啊。

　　老婆婆顿了一下，自言自语说，也许，只有闲下来的

人，才会烦恼吧。

　　想到以前智者和慈善家的话，那一刻，年轻人豁然开

朗：原来，这个世界，放不下，心底无爱，闲得无聊，都

会是烦恼的根源，而这其中，无论是哪一样，都会成为精

神的泥沼地，让一个人痛苦不尽。

　　当年轻人明白了这些的时候，很自然地，他也找到了

人生快乐的方向。

  两杯不同的水
　　学校请一位著名的教授来给我们做一次

演讲。 

　　这位教授拿了两杯水，一杯黄色的，一

杯白色的，故做神秘地对我们说：“待一会

儿， 你们从这两杯水中选择其中的一杯尝

一下，不管是什么味道，先不要说出来，等

实验完毕后 我再向大家解释。随后先问甲

乙两位同学想喝哪杯水，甲乙二人都说要黄

色的那杯，接着又 去问丙丁两位同学，丙

丁二人也同样要尝试黄色的那杯。就这样，

总共有200多个同学做了 尝试，其中只有1/3

的同学选择了白色的那杯。 

　　之后，教授问同学们，黄色的那杯是什

么水?2/3的同学伸出舌头回答：“是黄连

水。” 

　　“那你们为什么想要尝试这一杯呢?”教

授接着问道。 

　　那些同学又回答：“因为它看起来像果

汁。” 

　　教授笑了笑，接着又问尝过白色那杯水

的同学，这些同学大声答道：“是蜜。” ()

　　“那你们为什么选择尝试白色的这杯

呢?” 

　　“因为掺杂了色素的水虽然好喝、好

看，但是并不能解渴呀!”这些喝过蜂蜜的同

学笑 着答道。 

　　听完了同学们的回答，教授又笑了笑，

说道：绝大多数的同学选择了很苦的黄连

水，因 为它看起来像果汁；只有极少数的

同学尝到了蜂蜜，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在

我看来，人生 的过程也就是选择两怀不同

颜色的水，一旦选择了一种，便意味着放弃

了另一种。大多数都 会选择有颜色的耀眼

的那杯，只有极少数才会选择不太起眼的、

不招人喜欢的、很平常的那 杯。前者追寻

艳丽，相对来说很前卫，因而往往会尝到苦

味，而后者因为并不注重于颜色、 很看重

现实，所以能尝到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