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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登上山顶,

才能看到那边的风光。

需求一般般  价格往上窜
——2021年9月行情回顾10月行情展望

内抓管理  外控风险
——顺朝集团评审小组深入工程一线考察走访

《干好工作 18 法》学习分享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员工

爱心点燃希望 真情传递温暖
 ——我司员工自发为同事爱心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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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与命运

需求一般般  价格往上窜

----2021年9月行情回顾10月行情展望

统计局：8月中国钢筋产量为2012.3万吨，同比降16.1%

张晓慧：中国“双碳”战略所需投资约在150万亿到300万亿元

鲁政委：大宗商品市场短期内仍受供给约束，长期可关注

“碳中和”发展机遇

需求明显减弱，四季度我国进口铁矿石将量价齐跌

渣打报告：中国内地市场对可持续投资兴趣全球领先

经合组织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8.5%

顺朝可供资源一览表

工业线材可供资源一览表

爱心点燃希望 真情传递温暖 ——我司员工自发为同事爱心捐款 

内抓管理  外控风险

——顺朝集团评审小组深入工程一线考察走访

《干好工作 18 法》学习分享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员工

最简单的快乐

船夫和他的孩子



叞╼⃯❞抱
　　能力对命运说：“你的功绩哪里比得上我啊？”命运说：“你有什么功绩

要和我比试？”能力说：“寿与夭、穷与达、贵与贱、贫与富，都是我能做到

的。”命运说：“可是，彭祖的智慧不在尧舜之上，却享有800岁高寿。颜渊

的才能不在众人之下，却早夭。孔子的道德不在诸侯之下，却倍受困窘。殷纣

王的德行不在箕子、微子、比干等贤臣之上，却位居王位。季札在吴国得不到

爵位，田恒却占有了齐国。有气节的伯夷和叔齐饿死在首阳山，而无耻的季孙

氏比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要富足得多。还有许多例子就不举了。假如这些都是你

所能操纵的，那么为什么让此人长寿而让彼人短命，使圣人穷却让逆子发达，

让贤人贱却让愚人显贵，使善人贫却让恶人暴富呢？”能力回答说：“假如像

你刚才所说，我本来对众人是无功的，所以众人才会这样；那么难道这些都是

你所控制得了的吗？”命运接着说：“既然说是命运，那么还需要谁来控制呢

？我不过是顺其自然，直的就往前推，率的就听任它。实际上，人们都是自寿

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我哪里能够知道那么多呢？我怎么能

管得了那么多呢？”

　　能力和命运的这段对话说明：力是进取之力，命是自然之命；力与命紧密

相联，命与力因果相关；有什么样的能力，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而“命”的

最终取向，除了自身努力外，还必须借助自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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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美联储关于Taper的讨论越来越近，贵金属

下跌明显，尤其白银，近两周跌幅超过10%。市场更

加关注的是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如果在截止日之前国

会不能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一致，将导致美国政府违

约。原油、铜走势分化，原油继续反弹，维持强势，

铜开始出现走弱。

           国内方面，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

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非制

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7.5%，低于上月5.8个百分点。8

月份房屋新开工面积1.66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6.75%，

连续5个月同比下降。

           本月价格有所回调，截止到20号，杭州中天报

5710，涨660；上海新三洲报5610，涨680；合肥长江报

5740，涨620；南昌方大报5480，涨580；沈阳抚顺报

5460，涨410；河北敬业报5380涨350。上海热卷价格报

5770，涨150。本月华东区域涨幅明显大于北方，螺纹

涨幅远超热卷。

                需求一般般  价格往上窜
----2021年9月行情回顾10月行情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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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份，需求明显开始好转，虽然距离往年

的旺季需求还有差距，但是最差的时间已经过

去。9月份，日均成交量维持在20.88万吨，比上

个月环比上升近20%。但是推动价格快速上涨的

并不是需求的改善，而是减产的不断发酵，从前

期的产量不超去年同期，到最近的控能耗，为了

能够控能耗达标，部分省市再次出现一刀切式的

限产行为，导致价格快速上涨。9月底，江苏控

能耗钢厂普遍限产加上双节项目提前备货，现货

情绪被彻底点燃，价格快速拉涨，但是这种疯狂

上涨持续性不强，提前采购也透支的后期的需

求，再加上5月份以来固定资产投资数据都较

差，后期需求的持续性堪忧，我们还需要多一份

谨慎，预计价格快速冲高后会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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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8月中国钢筋
产量为2012.3万吨，
同比降16.1%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8月份，

中国钢筋产量为2012.3万吨，同比下降16.1%；

1-8月累计产量为17762.8万吨，同比增长4.0%。

          8月份，中国中厚宽钢带产量为1429.0万

吨，同比下降10.4%；1-8月累计产量为12358.5万

吨，同比增长10.6%。

         8月份，中国线材（盘条）产量为1257.8万

吨，同比下降15.9%；1-8月累计产量为10913.2

吨，同比增长1.1%。

          8月份，中国铁矿石原矿产量为8391.5万

吨，同比增长5.6%；1-8月累计产量为65836.2万

吨，同比增长14.2%。

张晓慧：中国“双碳”战略
所需投资约在150万亿到
300万亿元
         清华五道口“碳中和经济”论坛16日在京举行，清华大

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在出席论坛时称，据多个机

构初步测算，中国实现“双碳”战略所需投资大约在150万

亿到300万亿元(人民币，下同)，这意味着未来中国每年将

在“双碳”领域平均投资3.75万亿至7.5万亿元，大约相当于

全年投资的10%左右。

          张晓慧认为，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要简单以牺牲经济

增长速度、国民财富积累和文明生活水平提高为代价，而

是要实现碳减排约束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这

就需要充分理性、智慧地平衡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

发展的关系。

          在她看来，中国需要按照自身节奏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努力平衡经济发展与降碳减排，预防和化解转型风

险，实现有序、公正、绿色转型。绿色金融对实现碳中和

目标将发挥重要作用。

           如此规模的绿色投资，钱该从哪里来？张晓慧表示，

过往的经验数据显示，绿色金融对碳中和的资金支持比例

将达到90%，而政府财政支持比例仅为10%，发展绿色金融

能够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绿色环保领域，优化全社会生产要

素配置，在提供碳中和资金上发挥不可或缺的支柱性作

用。

          张晓慧称，未来几十年，绿色低碳转型将嵌入所有经

济活动的内核，成为投资、生产、消费和流通等决策的核

心逻辑，经济发展方式和人民生活方式也将从不可持续的

资源高度依赖型转向持续迭代的技术创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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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政委：大宗商品市场
短期内仍受供给约束，
长期可关注“碳中和”
发展机遇
         新华财经北京9月23日电（记者马悦然）23日，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在2021中国农牧产业

（衍生品）大会上表示，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着深刻

地结构性变化，国内经济改善动能在发生变化。对

于大宗商品市场来说，大宗商品市场短期内仍受供

给约束，长期来看，其走势将受到“碳中和”目标

的影响。

          鲁政委表示，从眼下的经济形势来看，总体来

说，海外与国内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从国际来看，

欧美等国经济增长动能放缓，等候新刺激；从国内

经济来看，我国经济的改善动能也在发生变化。其

中服务业、制造业走弱，融资需求减少。但经过本

轮疫情后，我国出口比重进一步提高，目前约占全

球出口份额的15%。今年以来，外需也很大程度上支

撑了中国经济的边际增长。

         鲁政委提到，我国实现“碳中和”的长期路径主

要为实现电力系统的零碳化和能源系统的电力化。由

此对整个大宗商品结构性变化的影响有两点值得关

注，首先将导致黑色系和有色系的价格趋势分化，受

供需层面影响，黑色系短期内呈现利多行情，但黑色

系总体排碳量较高，因此从长期来看将利空黑色系。

而有色系在“碳中和”战略下将呈现需求增加的趋

势，如电动车、光伏电站、5G通信基站的铺设会提高

铜的需求量。其次，此前没有受到市场关注的一些大

宗商品很有可能会成为非常重要的品种，比如大规模

数字化发展、太阳能发电、新能源电池、光伏产业发

展都离不开的硅、锂等品种，都有可能在未来变得像

原油一样被大众熟知，并逐渐改变大宗商品市场的发

展格局。

        “对于农牧类大宗商品来说，在植物和动物的生

产过程中，都可能出现重要温室气体甲烷的排放，因

此农牧业发展也要高度关注‘碳中和’的发展。农业

的碳中和路径主要包括：改善土地用途、沼气与生物

质发电、植物蛋白代替动物蛋白、精准农业、垂直农

业、基因编辑和发展水产养殖等。总的来说，‘碳中

和’目标对农牧类大宗商品的影响与国家提出的提升

生态碳汇能力密切相关。”鲁政委说。

          展望我国下一步经济政策态势，鲁政委表示，具

体来看，我国宏观政策目标正在从熨平短期波动转变

为提升经济潜在增速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未来将通

过设计和实施跨越经济周期短期波动的中长期政策，

衡量政策的长期成本与收益，珍惜政策空间，在稳增

长的同时不断促进整体经济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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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明显减弱，四季度我国
进口铁矿石将量价齐跌
          新华财经北京9月22日电（张瑶）中秋假期后首个交易

日，国内铁矿石主力合约低开高走，收涨3.72%，虽然今日

盘面略有反弹，但相比之前的跌幅，回弹力度还是不够明

显。而小长假期间，铁矿石价格指数继续下行，9月21日跌

至94美元/吨，较5月12日最高点233.1美元/吨已经下跌

59.7%，自去年7月以来首次跌破100美元大关。

         分析师表示，6月份以来，多省市开启压减粗钢产量工

作，叠加能耗双控以及“两高”项目督察等政策措施的推

进，粗钢日产逐月下降，对铁矿石需求明显减弱。数据显

示，中国进口铁矿石数量自6月份起连续三月同比下降，特

别是7月份同比降幅高达21.4%；从累计进口来看，自7月份

起我国累计进口铁矿石出现同比下降，1-8月我国累计进口

铁矿石74645万吨，同比下降1.7%。

           进入9月份，在多省市粗钢产量压减、能耗双控、国

家对“两高”项目限制以及秋冬季取暖季限产等措施不断

出台且逐步实施的情况下，王国清预计未来钢铁产量将明

显减少，铁矿石进口量也将随之大幅缩减。据研究中心测

算，9-12月每月粗钢日产270万吨及以下水平即可实现粗钢

产量同比不增的目标。则按粗钢日产最高值270万吨、按

2020年废钢比21%、进口铁矿石对外依存度82.3%测算，

9-12月需要进口铁矿石数量为34267万吨，加上1-8月份进口

量，则全年铁矿石进口量在108912万吨，同比下降6.9%，

铁矿石进口量有望再次下降至11亿吨以下。

        “从8月份运行情况来看，虽然我国压产等措施力度与

目前相比仍显不足，但是粗钢日产已降至268万吨。”王国

清指出，因此9-12月份在粗钢产量压减、能耗双控等各项

措施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粗钢平均日产或能降至260万吨左

右，按此测算进口铁矿石需求量在32997万吨，加上1-8月进

口量，则全年铁矿石进口量在107642万吨，同比下降8%。

      “实际上，在我国进口废钢铁增加以及国内铁矿

投资和产量有所增长的态势下，我国铁矿石进口量

有望超预期减少，全年或降至10.5亿吨以下。”分析

师进一步表示。

           据悉，自2021年1月1日起，符合《再生钢铁原

料》标准的再生钢铁原料可自由进口，改变了2019

年7月1日以来，国家将废钢铁、铜废碎料、铝废碎

料等8个品种的固体废物从《非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

料的固体废物目录》调入《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

的固体废物目录》等造成废钢铁进口显著下滑的局

面。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累计进口废

钢仅18万吨，同比下降86.28%；2020年继续下降，

进口总量为2.71万吨，同比减少85.28%；但在2021年

上半年，中国进口废钢量达32.74万吨，远超2019年

进口数量。

         从国产矿生产来看，今年以来我国铁矿石产业

发展加快，铁矿投资增速由负转正，1-8月增速达

21.4%；原矿产量持续增长，1-8月，我国铁矿石原

矿产量为6.58亿吨，同比增长14.2%。

        “伴随进口铁矿石需求明显减少，铁矿石现货

价格及指数大幅下跌，在月度定价体系下，进口铁

矿石月度均价将在9月份显著下降，四季度进口铁矿

石整体将呈现量价齐跌局面。”分析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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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预计2021
年中国经济增长
8.5%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21日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随着

全球新冠疫苗接种进程继续推进、经济

活动逐步恢复，预计今明两年全球经济

将分别增长5.7%和4.5%。这一机构预

计，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8.5%。

          经合组织预计，2021年二十国集团

经济将增长6.1%，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将

分别增长6%、5.3%。

          报告指出，各经济体在新冠疫情暴

发前优劣势不同、疫情期间应对措施不

同，导致全球经济复苏仍不平衡。报告

呼吁，为使全球经济复苏走上正轨，必

须付出更强有力的国际努力，为低收入

国家提供所需资源，以推动疫苗接种。

“这既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也是为了全

球利益。”

          另外，经合组织表示，全球通货膨

胀前景也存在显著差异，美国和一些新

兴市场经济体通胀率已大幅上升，但欧

元区等发达经济体通胀率仍相对较低。

渣打报告：中国内地市场对可
持续投资兴趣全球领先
           中新社北京9月22日电 (记者 王恩博)渣打集团22日发布

《2021可持续投资调查》报告称，全球投资者对可持续投资的

意识和兴趣达到历史高点，而中国内地投资者在投资兴趣、配

置规划、信心等多方面均领先其他市场，显示出内地可持续投

资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发展前景。

           这份报告收集并整理了2000名来自亚洲、中东和欧美地区

的高净值人士对可持续投资的见解，覆盖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7

个市场。报告称，从全球来看，可持续投资已然成为投资者关

心热点：82%的受访者已对可持续投资有所了解；81%的受访者

对可持续投资产生了兴趣。

         全球受访者中，未持有可持续投资产品但有相关投资计划

的投资者占四成；20%的受访者计划在未来三年将20%以上的资

产配置在可持续投资产品中。不过，虽然可持续投资已进入全

球大部分投资者视线，但仍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对可持续投资

有所顾虑。

          在中国内地，受访者对可持续投资的兴趣不仅高于其他市

场(92%)，已配置可持续相关基金的高净值人士比例(61%)也位

列全球第一。此外，报告显示内地受访者对可持续投资充满信

心：仅有31%的投资者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可持续资产，远低于

51%的全球平均值。

          对可持续投资的信心同样体现在预期收益上，77%的内地

受访者认为可持续投资产品的长期表现优于传统类别产品。投

资意向方面，61%的内地受访者准备将更多现有资产投入可持

续投资产品；71%的受访者计划在未来三年将15%以上的资产配

置于可持续投资产品。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财富管理总经理梁大伟说，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广、“30、60双碳目标”设立等宏观背

景，极大提升了中国内地投资者对可持续投资的认识。ESG(环

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是渣打中国财富管理的主题之一，其

将引入更多成熟产品和标准，推动内地可持续投资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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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8月31日下午，骄

阳似火，上海顺朝集团第二工

程事业部相关人员陪同集团评

审小组一行驱车一个多小时，

来到位于上海嘉定工业园区的

中建八局老乡鸡华东总部项目

进行考察。

           今年受国内工程项目业主

资金及全球疫情影响，承接项

目的风险不断增加，为了保证

公司经营利益，防范经营风

险，顺朝集团加大了工程评审

力度，做到事前评估和过程防

范相结合，资料评审和现场考

察相结合，力争把风险消除在

萌芽状态。

          顺朝集团有一句格言“输

不起的事不做，控制不住的事

不做”，正是如此，顺朝集团

才能在市场大潮中保持正确的

方向，勇往直前。

内抓管理  外控风险
——顺朝集团评审小组深入工程一线考察走访

工程二部：吕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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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点燃希望 真情传递温暖 
——我司员工自发为同事爱心捐款 

          一人有难，众人相帮，不是亲人，胜似亲

人。日前，我司党工团委员会发出为同事朱维营

母亲爱心捐款的倡议，号召大家伸出援助之手，

献出微薄之力，以捐款方式为同事提供关怀和帮

助。

           在得知朱维营母亲的病情后，滚滚暖流涌

动，大家上下一心共同助力，你50、我100纷纷献

上自己的一点心意，无论捐款多少都是对同事在

身心上真诚的帮扶。一滴水能折射太阳的光辉，

一份爱足以体现温暖，在短短一天内，爱心捐款

活动得到了同事们的积极关注和参与，最终共筹

得款项24000多元。

          点点滴滴，聚沙成塔；涓涓溪流，汇成江

河。我们相信，涓涓细流可以流淌成浩瀚大海，

点滴爱心可以汇聚成爱的洪流，流进这个家庭每

个人的心间，让他们看到希望，更增添一份战胜

病魔、恢复健康的信心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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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18法 顾名思义 其实就是干好工作的 18 钟 方

法。这篇文章是 科学的 指导我们工作的方法有一 个

大前提 这个大前提是 方向正确 方法为王。

           不要差不多。完美是 1，差不多是 0.999。差不

多每一次平方后会离完美越来越远。

          我结合下采购工作 即使在价差相对可以的时

候，在行情允许的条件下 我们要 继续和贸易商周旋

价格，保证价格的最低，真切的做到降本增效。不能

抱着 这 个价格差不多了 价差还可以的态度 真真切切

将降本增效做到实处，做到最完美 的程度。

          每天都要有计划有安排做到日清月结。工地的

回单 和出库单每天很多， 一定要及时核对，防止出

现数据偏差情况 时间长了 谁都记不清了 避免签错单

子 钢厂，当天核对，当天对清 。公司也强调回单的

完整性，如果 只是出库单签字，后续要注意和项目

沟通 及时换成我们版本的单子。不要拖延 真正的做

到日清月结。

         善于沟通 保证信息对称性。沟通是指 有效沟

通 ，沟通其实就是生产力” 螺纹钢规格品种 也较多 

较繁琐。 还有送货地址也能后续也会有微调。 这个

需要 我们和项目经理及时沟通 公司内部 大多是 语言

沟通 但是我们 反馈到贸易商到物流 正常都是文字记

录 涨价期间 及时和公司项目经理核对 和 贸易商核对

防止出现偏差或是口误配送过程如果有异常情况 及

时汇报、请 示。

         主动补台。货到了工地 涉及采购物流 项目经理

三方沟通协调 尤其是在 下午 17-18 点工地异常还不

能卸货。

《干好工作 18 法》学习分享 

         个人定位要准确 看清自己。每个岗位，都有自

己的岗位职责，有的工作 需 要不同岗位协同作战才

能完成，每个人都在工作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我

们既要 分清各自工作职责与团体工作的关系，分清

轻重缓急，又要清楚各自在团体中的 定位 只有分清

个人在岗位和团体之间的关系，才能在推动工作的

同时，提升自 己。

          务实是说实话、办实事，务虚则做什么、怎么

做。如果说务实是实践，务虚 就是 谋划。每天除了

采购报价、比价配送之外空下来也要想想:后续怎么

干才 能干好，有什么其他办法降本增益吗?

采购中心：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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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云：把每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

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所以注

意细节是最重要的。 无论是从事什么工作，我们都

要秉承着：礼貌待人是最重要的。  我坚信只要通

过自己的不断努力，一定会成为一名合格而优秀的

员工。

          当我聆听完滕总讲述的《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

员工》之后，我对于如何做好一个人以及如何做好

一件事感触良多。人无志则不立，这里的“志”包

含了对人生目标的一个规划，对企业所赋予的使命

一种认可，对岗位职能的一种坚守。志同道合的人

做事情更容易互相理解，也更加的干劲十足。诚信

是人与人之间最基础的沟通介质，是对自己及他人

最基本的尊重，失去诚信就如同失去了做人最基本

的道德底线，难以被社会和他人所接纳。

         说到人际关系，在社会及职场之中，我们要时

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更要懂得理解上司的想法，

解决同事之间的矛盾，在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中，

会使得我们做事效率以及职场生活得到质的改善。

          最后，滕总给这堂课的三个要素。一、中心思

想——经济效益。每个人都能够给公司带来经济效

益，既是对自己劳动价值的直观体现也是对自己能

力的量化展示。二、两个基本点。无论当我们取得

任何出色的成绩时，不要骄傲自大，应当摆正心

态，成绩并不是个人的，脱离了平台和团体，一个

人的力量依旧难以与一个团队的力量相媲美；受到

挫折不要灰心丧气，失败并不可怕，每一个失败的

如 何 成 为 一 名 优 秀 的 员 工
营运中心：宋海娟

经历都将是铸就成功的基石，且善于总结失败的经

验并且克服困难能够让所做的失去更容易达到预

期。三、不能要求，只能适应，可以影响。曾经有

段时间，网络上有这么一句广为流传的心灵鸡汤

“如果你改变不了这个世界，那么尽可能的去适应

它”。每个企业的发展都有自己的工作环境、工作

状态和工作要求，当我们身处其中，要尽可能的去

快速适应这种环境。企业的发展不可能为了个人的

利益去改变，那么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应当去适应及

配合企业的文化和环境。有不足之处时，我们可以

适当的提出意见，完善企业环境的发展，以便于让

自己及更多的团体身处在更好的工作环境中。

          这堂课还有更多的精髓或许我还没有理解到，

但我相信，在今后工作生活中运用上面所提及的知

识及技巧也能够让自己对于自身及企业的理解与定

位步入一个新的台阶。而我也坚信，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将继续如同一块海绵，去吸收和学习工作中

学习到的点点滴滴，它将伴随着我永远保持一颗谦

虚且敬畏的心，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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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快乐
　　有一个天使,送信的时候在人间睡着了。醒来后,他发现翅

膀被偷走了。没有翅膀的天使,能力比普通人还要小。他又冷

又饿,来到一户人家门口:“我是天使,请把门打开。”

　　这家人打开门,看到天使被雨淋了,衣服皱巴巴的,却问:“你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礼物?”天使回答:“我的翅膀丢了,回不到天

堂去,没有礼物。”“没有翅膀和礼物的天使不算天使!”这家

人把门关上了。他敲开第二家、第三家的门,都遭到拒绝。

　　天使没办法,只好蹲在村口哭。一个牧羊人看他可怜,把他

带回了家。天使吃饱了饭,穿上了暖和的衣服,开始对牧羊人述

说自己的遭遇。

　　牧羊人说:“你即使不是天使,我也会给你一顿饭吃的。如

果你没别的事做,就留下和我一起牧羊吧。”

　　天使在人间的确不会什么手艺,便开始牧羊。天使每天梳

理一些羊毛留下,日积月累,为自己织了一对羊毛翅膀,在牧羊人

目瞪口呆的注视下飞走了。

　　过了几天,天使来答谢牧羊人,问他要什么。牧羊人说:“给

我增加100只羊吧。”

　　羊群增加了100只,牧羊人比过去更累了。于是他找到天使,

请天使把羊收回,为自己盖一间大房子。牧羊人在大房子里住

着,发现到处是灰尘,打扫不过来。

　　于是他用房子换了一匹马。牧羊人骑在马背上,但不知要

到何处去,就把马还给了天使。

　　天使问:“你还要什么?”牧羊人说:“什么也不要了。”天

使说:“人本来有很多愿望,你难道没有吗?”牧羊人说:“愿望

实现之后,我才知道我不需要这些东西,它成了我的累赘。”

　　天使说:“我送你一件无价之宝,那就是性格。你想有什么

样的性格?”

　　牧羊人说:“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性格,那就是知足。”

    船夫和他的孩子
　　大寒天，船夫出外划船，他把自己的孩

子也带去。船夫用力划了一程，觉得身体很

热，便脱去了外衣，只穿一件单衣。

　　他跑进船舱，对自己的孩子说：

　　“太热了，让我替你把外衣脱掉！”

　　他把孩子的外衣脱了，也只让他穿一件

单衣。

　　船夫又划了一程，浑身热得淌汗，他索

性把自己仅穿的一件单衣也脱掉了。

　　“呵，太热了！太热了！”他又走进船

舱，把孩子的衣服也脱得精光。

　　船夫划得多有劲呀，身上冒着热气，淌

着汗。然而他可怜的孩子，在船舱里已经冻

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