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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林伟贤 

 

2014 年， 文珊参加了实践家主办的《华人营销联盟》

(Chinese Marketing and Sales Alliance – CMSA)课程， 在

淑茵和 Ken 两位老师的带领下， 文珊把她经营多年部落

格里的文章整理出《随心所欲》和《与您分享》两本书来

作为销售产品。 据我了解， 文珊的专业是经营房地产的

管理和买卖， 难得她在写作方面也有这么大的兴趣和丰

富的产量。  

 

《随心所欲》和《与您分享》是文珊继她 2010 年写的

《看我三十六变》后新出的两本书。 这两本书，119 篇的

文章中， 文珊把她多年来在新加坡经营事业、 生活点

滴、 以及她对自我要求的心灵对话记录下来。 其中也有

一些篇章谈及她上实践家教育课程的心得与感想， 很值

得学习。  

 

2014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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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文珊部落格”的诞生 

孩子都长大了， 我该做些什么呢？ 曾经为人打工多年的

我从事过贸易公司、 航空公司、 防虫害公司、 电脑程式

设计、 通讯架构研发、 国际学校代课、 驻外人员接带、 

美国商会行政总监，又研习古董陶瓷鉴定，当过陪读妈妈

（在家陪孩子读书）， 织女（打毛线）， 珠母（做首饰) 

等。这次重新出发， 我选择追随兴趣, 找回自己。 女儿

说：“Mommy, just follow your heart!” 

这几年来我不断地学习、 思索、并且积极地采取行动。 

实践家教育集团的林伟贤老师教我们要针对专业来学习。 

所以我积极地从学习中寻找能配合我的电脑专业，适合我

个人能力、兴趣、且能引导我采取行动的事业来追随。  

目前我主要从事房地产的出租、管理和买卖，写作则纯粹

是个人的兴趣。 长久以来， 我一直想建立一个属于自己

的部落格让自己有一个抒发心情和分享的园地。 2011 年

7 月，我参加实践家主办的《富中之富 - 名家大讲堂》课

程。 这次实践家邀请来的每一位老师， 都是一级棒！他

（她）们精彩的讲演激发出我内心那股强烈的“抒发”和

“分享”的欲望。于是就在这次学习回来, 

www.wendychow.asia -- “文珊的部落格”正式成立。 

 

我在部落格里写出了我个人的兴趣、 事业、 家人、 朋

友， 以及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事情的看法等。在此与您分

享， 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起成长, 共同迈进! 

http://lizhiyan.com/
http://www.wendychow.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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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随心所欲” 的诞生  

今年我参加了实践家举办的一门《华人营销联盟》(Chinese 

Marketing and Sales Alliance – CMSA) 课程。  

 

上第二堂课时，我就想找一项产品来练习销售。卖什么东

西好呢？T-Shirt? 古董？寻寻觅觅，毫无头绪。 三月初， 

我突然有一个念头： 为何不从我的部落格“搬”下一些文

章来出版两本电子书呢？ 

  

念头一定， 我就立刻着手动工，积极地整理、修稿、编

排、设计，以及学习用中文电脑的文字排版。文章从部落

格“搬”下来以后， 我把它们分为两部分，分别订名为

《随心所欲 - Follow Your Heart》和 《与您分享 - 

Something Good》。这一本《随心所欲 - Follow Your 

Heart》收集了 71 篇在我的部落格里发表过的文章（请参

考 www.wendychow.asia）。 

 

写作一直是我多年来的爱好和梦想，我很高兴藉由这次参

加 CMSA营销课程， 而激发出我出版电子书的念头。希

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追随个人心中的梦想，发挥我们的激

情并以行动来完成它。 

 

祝福您 心想事成！ 

 

文珊于 20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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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 友情与怀旧 

1。 Pat 的“小老三” 

Posted on August 14, 2011 by Wendy 

 

我很敬佩 Pat！她是我在北京时参加《古董陶瓷鉴定研习

班》的创始人以及第一任班长。 

 

我很羡慕 Pat!  她在北京参加了许多公益活动， 她经常把

时间和爱心贡献给社会。2002 年她参加公益活动时， 一

个 2 个月大的小男孩无意中进入她的生命，来到她的家庭

里。 Pat 当时已经有两个成年的子女， 如今又来了个她口

中的“小老三”。她说自从小老三来了以后， 她已经放下

了手边的一切， 包括古董收藏， 把所有的时间和爱心都

献给了这个小儿子。 

 

早上我和她通了一通电话， 话筒那边的她，声音开朗， 

笑声不断。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找到那个让我们愿意一心一意为 

“她｜他｜它” 奉献一生时间与爱心， 并且让自己幸福与

快乐的 “小老三”。

http://wendychow.asia/pat%e7%9a%84%e2%80%9c%e5%b0%8f%e8%80%81%e4%b8%89%e2%80%9d
http://wendychow.asia/pat%e7%9a%84%e2%80%9c%e5%b0%8f%e8%80%81%e4%b8%89%e2%80%9d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lizhiyan.com/
http://lizhiy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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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姐妹情深 

Posted on September 16, 2011 by Wendy 

 

 
 

昨晚喝的酩酊大醉，哈哈！开玩笑的，不过喝了一杯红酒

罢了。 

 

昨天， 我一大早空着肚子和 K 去做体检，一直到下午两

点才结束。 两人饥肠辘辘地跑到 Paragon 地下一层的鼎泰

丰吃午餐，这么晚了，居然还要排队， 谁说新加坡经济

不好？ 

 

餐后，K 回家，我就去和我的姐妹淘们谈生意。我的几个

好姐妹都是从事房地产的，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换情报”。

大家在这方面工作多年，每个人的成绩都不错。S 是我们

的美国房产专家， 她不但自己经常在美国置产，还曾在

美国当过中介， 替人买卖房屋。 

 

三点左右，她来到 Paragon 和我碰面。和往常一样，我们

一见面就开始聊房地产， 两人畅谈一番之后， 下午四

点，我们到 Takashimaya 五楼的御宝南北喝了个下午茶。 

http://wendychow.asia/%e5%a7%90%e5%a6%b9%e6%83%85%e6%b7%b1
http://wendychow.asia/%e5%a7%90%e5%a6%b9%e6%83%85%e6%b7%b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9/Peggy-and-Wendy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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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带她去看我准备出租的房子，顺便请她替我寻找

新房客。 

 

傍晚，我既然已经在城里（乌节路一带），索性邀请另一

位好姐妹 Olivia 出来晚餐， 她爽快地答应了。 

 

两人来到 Takashimaya 楼上的一间高雅的西餐厅，Olivia

点了套餐，我肚子还挺饱的就只点了一道红酒。（我心理

总觉得早上体检完，要好好犒赏自己庆祝一番。）Olivia

和我是合作多年的老伙伴， 两人默契十足。一顿晚餐下

来，我们俩又有了新的合作点子。离开餐厅时，一年难得

碰一次酒的我， 已经被那杯红酒灌的满脸通红。 

 

回到家快十点了。才一进门，就听到 K 嚷道： 

 

“噢！ 小四请等一下，她刚进门！”  

 

太棒了！原来是我大学的室友和好姐妹小四（在我大学寝

室的六姐妹里，她排行老四。）下个月我要回台北，她热

心地帮我安排旅馆。 两人讲完正事，又聊了起来， 非常

难得的是离开大学这么多年，不论我搬到天涯海角，我们

还一直保持联络。 

 

临睡前，我把今天和三位姐妹的交谈回味了一番， 心里

甜滋滋的。我很庆幸自己不但有两位非常疼爱我的好姐

姐，还有几位相知相惜， 如姐妹般的好朋友， 这份姐妹

深情，我一定会好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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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七朵水仙花 

Posted on September 20, 2011 by Wendy 

 

 
 

今晚约了一位朋友谈合作事项， 最近我想做的事情太多

了，因而导致心思紊乱，无法专心， 我只好求救， 寻找

合作伙伴。即使如此， 我每天仍然早晚游泳、唱歌、看

韩剧和写部落格。 

 

小时候，我认为我的细胞是圆的， 因为我是个非常开朗

乐观的女孩。现在，我觉得我的细胞不但圆，而且非常活

泼， 它们让我时时刻刻想 Do Something or Learn 

Something。个性使然，过动儿的我无法一辈子只服务一

家公司， 也无法听人摆布。 

 

爱唱歌的我，曾经弹着吉他效法 Peter, Paul, and Mary， 

和同学一起在校园里演唱。此时此刻，我一边整理资料，

一边跟着 Brothers Four 高唱着《Seven Daffodils》, 我把这

首歌翻译如下:  
 

或许我没有豪宅大厦，或许我没有任何土地， 

 

甚至我连可以揉在手中的一元纸币都没有。 

http://wendychow.asia/%e4%b8%83%e6%9c%b5%e6%b0%b4%e4%bb%99%e8%8a%b1
http://wendychow.asia/%e4%b8%83%e6%9c%b5%e6%b0%b4%e4%bb%99%e8%8a%b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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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可以带你去群山围绕的山坡, 观赏清晨的美景， 

 

我会轻轻地吻你，并且为你献上七朵漂亮的水仙花。 

 

或许我没有任何财富, 为你买漂亮的东西， 

 

但是我能用月光来为你编织美丽的项链和戒指。 

 

我还可以带你去群山围绕的山坡, 观赏清晨的美景， 

 

我会轻轻地吻你，并且为你献上七朵漂亮的水仙花。 

 

哦，七朵金色的水仙花呀, 它们在阳光下开得如此灿烂耀眼！ 

 

当一天结束时，它们照亮着我们的归路, 一直到夜晚来临。 

 

那么我会为你放上一段轻柔的音乐, 捧上一片烤香的面包， 

 

然后用松枝为你做成枕头, 让你安然入眠。 
 

歌词够美吧！学生时代，有多少个夜晚，我们坐在外双溪

畔的星光下自弹自唱 。。。。。嗯，下次同学会，看看

能否再次邀请 “Peter” ,  “Paul ” and ”Mary” 来重温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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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跟着感觉走–请看她们的神情 

Posted on September 22, 2011 by Wendy 

 

刚从网络上看了一场 Brothers Four 早期的演唱会。当年这

场 演唱会当年是在 K 和我都曾待过的 UCLA校园里演唱

的。 黑白画面里秀出四兄弟（Brothers Four）留着平整短

发， 身着白上衣、 黑长裤， 抱着吉他演唱 。他们的歌声

轻柔、和谐， 有着一股安抚人心的舒畅感。 

 

影片扫过一位瓜子脸、 杏眼、 柳眉的东方女孩， 她一手

托着下巴， 双眼一眨一眨地稍微带着倦意地盯着他们

看。 （另一段 Brother Four 演唱《Green Sleeves》 的影片

则照到她， 依然一手托着下巴， 开始打瞌睡了， 瞧她双

眼忽睁忽合的画面， 非常有趣！）接着，一位卷曲短

发、 高鼻、 大眼的西方女郎， 她睁着大眼、 紧闭双唇，

眼神专注，一眼未眨地往前看。（在 《Green Sleeves》的

影片中，她依然维持同样的神情，紧闭双唇，眼神专注，

一眼未眨， 时间似乎停驻在她的脸上了。）再接着看到

一对互相依靠的恋人，少女把头靠到男友肩膀上静静地欣

赏。 （在《Green Sleeves》的影片中，这一对男女朋友也

纷纷垂下眼皮 ， 瞌睡虫上身啦！） 

 

最后， 影片扫过一群群稚嫩脸庞的年轻男女， 他们一边

专注地观望舞台上的演唱，一边自己开口跟着大声

唱。。。。。。这些画面， 实在太 感人了！ 

 

看完这些影片，年轻、稚嫩的我不禁又回来了。

http://wendychow.asia/%e8%a1%8c%e5%8a%a8%e4%b8%8d%e5%a6%82%e5%bf%83%e5%8a%a8
http://wendychow.asia/%e8%a1%8c%e5%8a%a8%e4%b8%8d%e5%a6%82%e5%bf%83%e5%8a%a8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随心所欲 

  

14 
Follow Your Heart 

5。 Try To Remember 

Posted on September 29, 2011 by Wendy 

Try to Remember By Julie Andrews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life was slow and oh, so mellow.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grass was green and grain was yellow ……. 

 

从小，我看过无数遍电影《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爱唱、爱跳的我一下子就被 Julie Andrews 那幅

纯净、高亢、充满顽皮与感性的声音给迷住了。虽然。我

又接连看了几部她所主演的影片如《Mary Poppins》, 

《Princess Diaries》 等，但是， 我最喜欢的还是《真善

美》以及那里面的歌曲。女儿出生那一年，全美国女孩子

名字第一名的是 Jennifer， 但是，我希望宝贝女儿将来像 

Julie Andrews 一样会唱歌，所以为她取名为 Julie。 如

今，她果然喜爱唱歌，经常在公众场所做业余演唱，也自

费出了好几张 CD。 我喜欢唱歌，我更高兴女儿也爱唱

歌， 唱歌令人开心，也是抒发情感最好的方法。 

 

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但是，我们三姐妹都非常爱唱歌， 

家里经常是歌声洋溢， 充满欢乐。 姐姐们住在附近的同

学，三两天就来我们家里唱歌。有一回，邻居的爷爷还派

他的孙子来问：“你们家里是不是有谁要去参加市政府主

办的歌唱比赛？” 哈哈！我到现在都常常想起， 上小学

前，二姐和我经常拿着两副筷子当竹板，边打、边唱。 

有时候， 我们会在过年来访的叔叔、伯伯们面前表演电

影《江山美人》里的段子， 譬如一下这段《梅龍鎮出大

事》就是我们经常表演的： 
 

http://wendychow.asia/try-to-remember
http://wendychow.asia/try-to-remember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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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梅龍鎮，出了件大事情，讓我從頭說給諸位聽分明。 

鎮上有家龍鳳店，李鳳姑娘是賣酒的人，她花容貌美生得俊，年

方十八還沒定過親。 

 

有一天來了個年輕小伙，他說他叫朱德正，誰知就是當今皇帝下

凡塵 。。。。。，可憐她只剩一口氣，還在那兒，痴心妄想天

天等，等那個皇帝害人精。 

 

你們說傷心不傷心, 傷心~不傷心~。”   

 

姐妹俩像说书般，唱到结尾我们还故意把尾音拖得长长

的，然后双双鞠躬下台， 实在太有趣了！ 

 

大学时，我们常常在夜晚， 在校园里的月光下， 唱 这首

动听的 《Try To Remember》，土风舞中也有这支舞曲，

因此，我们也经常在舞会最后以这一曲做结束，提醒舞友

们 Try To Remember 这美好的一晚。  

 

下个月，我就要回台湾参加同学会。刚才听到它，突然引

起了我对学生时代的好多回忆。。。。。。  

 

我相信任何人听了 Julie Andrews 这首 《Try To 

Remember》 都会勾起无限甜美的的回忆， 在此与您分

享， 希望您也和我一样喜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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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也是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Posted on October 6, 2011 by Wendy 

大学时，班上有这么一位高高瘦瘦，长得像猴子似

的男生，姑且称之为冯君。这位仁兄实在可恶，在大家刚

入大学，还没熟悉彼此时，他就替班上十多位女生取了些

雅号（譬如：“木瓜”，“讨债鬼”，“癞蛤蟆”，“肉

弹”。。。等等） 

 

上两次同学会，他似乎有些收敛，不过也曾嘲笑我

们这些漂亮“老美眉”说：“你们现在是 ‘凤凰不如鸡’ 

哈哈！” 

 

哼！ 这家伙真是太可恶了！ 今年的同学会，由于他被外

调非洲没法参加，正好可以去非洲找他的同类 -- 猴子。 

 

 可是， 少了这么一只 坏猴子，  我似乎觉得同学会将不

会那么好玩， 难道真的是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哈

哈！） 说穿了， 任何场面都需要有一些串场的“甘草型”

人物， 有了这些家伙， 聚会场面才热闹。 前两次的聚

会， 这位冯君不断地制造笑话， 笑得大家东倒西歪， 阿

冰和我都扑倒在沙发上， 真是太好笑了！ 

 

摘录一段刚才和大学同学的 e-mail: 

 
On Oct 6, 2011, at 1:35 PM, xxx <xxxxxxx@yahoo.com.tw> 

wrote: 
 

 
 

http://wendychow.asia/%e4%b9%9f%e6%98%af%e2%80%9c%e7%94%b7%e4%ba%ba%e4%b8%8d%e5%9d%8f%ef%bc%8c%e5%a5%b3%e4%ba%ba%e4%b8%8d%e7%88%b1%ef%bc%9f%e2%80%9d
http://wendychow.asia/%e4%b9%9f%e6%98%af%e2%80%9c%e7%94%b7%e4%ba%ba%e4%b8%8d%e5%9d%8f%ef%bc%8c%e5%a5%b3%e4%ba%ba%e4%b8%8d%e7%88%b1%ef%bc%9f%e2%80%9d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mailto:horse0102@yahoo.com.tw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m1291.gif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m1211.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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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 

我是癞蛤蟆 

該死 

什麼鬼的 

只是形容詞 

我可一點也不覺得好笑 

我看你沒被缺德鬼取爛號 

幸災樂禍喔 

 

*** 
 

Sent from my iPhone: 

那只“猴子”也没放过我， 叫我：木瓜! 可能是当时我太
年轻， 不懂得该如何和男生交往吧！ 哈哈！ 

 

*** 
 

今晚就要出发去台湾参加百年国庆同学会， 我希望会不

虚此行， 带回更多的欢笑和回忆与您分享， 好吗？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b.class.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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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那些年我们一同共度的时光 

Posted on October 15, 2011 by Wendy 

 

 

 

 

刚从台湾回到新加坡， 我的脑筋还没转过来，似乎我的

“魂魄”还停留在与大学同学们的欢聚中。 

 

这次是我们毕业三十五年之后的第三次同学会。记得五年

前那一次，我在游览车上拿着麦克风， 领着同学们大声

唱着大一班际赛时唱过的歌曲 --《回忆》，当时眼眶里全

是泪水。第二次同学会是在三年前，我觉得和老同学的距

离又拉近了些， 不再感伤。 

 

这一次，我以十二万分轻松的心情去参加， 带回来的是

满心的感恩和欢喜。 

 

我感恩的是我们这些兄弟姐妹， 曾经共同度过人生中最

精华的四年青春岁月， 如今仍能相聚在一起； 我欢喜的

是大多数的兄弟姐妹都过得充实、美满。正如我曾写过的

《各人头上一片天》， 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 

但求各自圆满。 

http://wendychow.asia/%e9%82%a3%e4%ba%9b%e5%b9%b4%e6%88%91%e4%bb%ac%e4%b8%80%e5%90%8c%e5%85%b1%e5%ba%a6%e7%9a%84%e6%97%b6%e5%85%89
http://wendychow.asia/%e9%82%a3%e4%ba%9b%e5%b9%b4%e6%88%91%e4%bb%ac%e4%b8%80%e5%90%8c%e5%85%b1%e5%ba%a6%e7%9a%84%e6%97%b6%e5%85%89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bill.class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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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时，大学的室友和好姐妹小四送了我一句箴言：“人

生没有一个圆。”    

 

可不是吗？ 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起起伏伏，高低潮迭

起。即使像我这么“外表圆满”的人， 不也受着坐骨神

经痛的折磨吗？ 不过， 一点小病痛算什么？ 我仍旧乐

观、 积极，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过着我们自己选

择的圆满人生！ 

 

在此，我虔诚地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片

天，健康快乐地生活！ 

 

   
 

望着王同学（左边相片中的帅哥）传来那些已经发黄了的

旧相片， 逝去的青春、美好又重现眼前。啊！那些年，

我们一起共度的时光，永远是那么美好， 那么地令人怀

念 。。。。。 

 

我期待着下一次的到来！ 拜托，可千万不要再是另一个

三十年哪！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wendy-paggy-ChaoSheng.jpg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soochow2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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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落筆鑄真情 

Posted on October 17, 2011 by Wendy 

 

 

“文心瑩澈清如水 

    珊語風雅馨若蘭” 

 

“文珊” 乃本姑娘的中文名字。 

 

手中接到老同学水南的诗句“文心瑩澈清如水，珊語風雅

馨若蘭”和赠语，心中有股说不出的感动 。。。。。。 

 

我平日喜欢写写唱唱，纯粹是好玩，却从没想到会得到

“奖赏”。这次在同学会上，当水南把这幅赠语交到我手

中时，我很惭愧地说：“我只是随便涂鸦，没注重文法和

格式。” 

 

“真心就好！” 他回我。 

 

是的，我相信这点我做到了， 部落格原本就是让个人抒

发自己情绪的一个管道，没有任何格式， 不受拘泥， 任

人自由发挥。我只想表达我的心情和感想，心中想到什

么，就写什么，意到笔随， 我很感激老同学对我的认同

和鼓励。 

 

谁能料到当初坐在我后面，那位长相可爱， 总是笑嘻嘻

的小男生（偶尔还会用笔在背后戳我一下，哈哈！），如

今他已经是位为人师表的大书法家了。 

http://wendychow.asia/%e8%90%bd%e7%ac%94%e9%93%b8%e7%9c%9f%e6%83%85
http://wendychow.asia/%e8%90%bd%e7%ac%94%e9%93%b8%e7%9c%9f%e6%83%85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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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同学会上，水南老弟风度翩翩地上台致词（这可不

像我印象中羞涩、腼腆的他），他看起来依然是那么地年

轻，“可爱”， 可是班上男生中少数保养得宜的一位，

可见得练书法怡情养性，令人青春永驻哪！ 

 

陪伴在他身旁的夫人， 一副“经纪人”的架势， 频频劝

说：“你们尽量向他求字，这样他可以多加练习。” 瞧

瞧底下这幅字，可真不是盖的， 少说也有三十年的功力

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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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his is my song! 

Posted on October 19, 2011 by Wendy 

 《歌唱姻缘》 
(男) 那一条船儿没有舵呀， 没~有舵唷， 

那一个姑娘不唱歌呀， 不~唱歌唷， 

。。。。。。 

 (男) 你不会唱歌， 那里去嫁情哥，你不会唱歌那里去嫁情哥。 

 

(女) 那一只鸟儿没有窝呀， 没有窝唷， 

那一个儿郎不唱歌呀， 不~唱歌唷， 

。。。。。。 

(男) 你不会唱歌那里去娶老婆，你不会唱歌那里去娶老婆。 

 

(合) 嗨~嗨~唷~嗨~嗨~唷，你不会唱歌， 一辈子不快活。 

 

奇怪不？老妈是云南能歌善舞的白族人，既不会唱歌，也

不会跳舞，但是，她却生了三个爱唱歌、 爱跳舞的女

孩。老爸非常爱唱歌，从小我们就是在老爸那充满湖南乡

音的歌声中长大的。在我记忆中，他常常用他那高亢、清

亮， 带着浓重湘音的歌声， 唱着各式各样的歌曲。 

 

这首《歌唱姻缘》里的这句：你不会唱~歌~， 一~辈子~ 

不快活， 更是让我印象深刻。大姐曾经在学校歌唱比赛

中得过奖，二姐唱得更好， 而我则是亲友们口中那位总

是在后面“拉黄包车”的小老三。 

 

上初中时，同学刘永叔在班上唱了一首英文歌《This is 

my song》。 我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同学居然会唱出如此好

听的英文歌曲，立刻决定也要把这首歌学会。  

 

http://wendychow.asia/%e4%bd%a0%e4%b8%8d%e4%bc%9a%e5%94%b1%e6%ad%8c%ef%bc%8c%e4%b8%80-%e8%be%88%e5%ad%90-%e4%b8%8d%e5%bf%ab%e6%b4%bb
http://wendychow.asia/%e4%bd%a0%e4%b8%8d%e4%bc%9a%e5%94%b1%e6%ad%8c%ef%bc%8c%e4%b8%80-%e8%be%88%e5%ad%90-%e4%b8%8d%e5%bf%ab%e6%b4%bb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cny102089x23x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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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 我们三姐妹经常对着家里那台邻居淘汰的老旧

唱机，反复跟着那仅有的两张黒胶唱片， 大唱英文歌

曲。姐姐们和我的同学也经常来家里举行歌唱大会。 当

时，邻居爷爷还以为我们要去参加歌唱比赛呢！ 

 

这么多年来，我仍然非常爱唱歌。我经常在游泳池里抱着

个浮板，像只鹅似的，一边踢水，一边唱歌。我觉得唱歌

能抒发情绪， 又能增加快乐激素，您看，那么多人爱去

KTV,  就知道唱歌是多么地令人开心呀！ 

 

中午，一位好姐妹在她回台湾之前，邀请了我们五位姐妹

一块儿去 KBOX 唱歌。新歌、旧歌、中文歌、英文歌、

台语歌、广东歌 等， 应有尽有。几位“歌星”或坐，或卧

在 KBOX 里的沙发床上，尽情高歌。 当我离开一会儿，

再度回到 KTV 房间时，只见眼前出现四位 “舞女”， 飞舞

着双手，嘻嘻哈哈地正在大跳伍佰的《你是我的花朵》。

笑声、歌声混在一起，大伙儿边舞边唱，开心极了！ 

 

这次大学同学会上，同学们轮番讲话。我简短地说了几句

后就接着说：“还是让我用唱的吧！” 不知道有多少同学

听懂它。 大家难得一聚，开开心 心地唱歌多好！ 您不觉

得爱唱歌的人比较开朗， 比较快活吗？ 

 

 献上这首 Engelbert Humperdinck 的《This is my song》, 

他的歌声不知道迷死了多少人。高中同学宝莉在成大读书

的哥哥， 长得很像 Engelbert Humperdinck， 尤其是同样

的留着一对鬓角，我们篮球队里好几个女孩，还曾经 一

块儿到宝莉家 去偷看过她的哥哥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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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魔镜，魔镜，我爱你！ 

Posted on October 21, 2011 by Wendy 

 

 

这次大学同学相聚，几位老同学聚餐， 由班代夫妇请

客。 餐会上，意外地出现了班上一位三十五年没再见过

的老同学 -- 金文兄。 

 

金文的出现，让我又喜又惊。喜的是多年未谋面的老同学

又再度重逢； 惊的是多年的岁月磨练，已经令他完全脱

胎换骨。 

 

印象中的他长得白白净净， 说话斯斯文文，戴着眼镜，

满口“对不起， 对不起”，是位非常稚嫩、羞涩的小男

生。如今眼前这位男士， 皮肤略黑，说话利落爽朗， 依

然戴副眼镜，满口滔滔不绝说着什么“ 韬光养晦”， 引经

据典的话语。 原来，在从事过党工及民宿等行业后， 他

现任导游行业，由于他的经历丰富、 口才流利、 反应灵

敏，深受旅游团体的喜爱。 

 

同学们，果然不只我一个，都非常讶意于他的“蜕变”。他

说：“你们还不够饥渴。” 一言道尽一切。他说初学当导

游时，他每天都捧着一面镜子，看着镜中的自己， 自己

问自己：“你喜欢镜中的那个人吗？ 如果，你连自己都不

http://wendychow.asia/%e9%ad%94%e9%95%9c%ef%bc%8c%e9%ad%94%e9%95%9c%ef%bc%8c%e4%bd%a0%e7%88%b1%e9%95%9c%e4%b8%ad%e4%ba%ba%e5%90%97%ef%bc%9f
http://wendychow.asia/%e9%ad%94%e9%95%9c%ef%bc%8c%e9%ad%94%e9%95%9c%ef%bc%8c%e4%bd%a0%e7%88%b1%e9%95%9c%e4%b8%ad%e4%ba%ba%e5%90%97%ef%bc%9f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majic-mirror.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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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就没有资格当导游。” 有人问他：“那你现在爱你镜

中的那个人吗？” 

 

 “噢，当然！ 非常爱！” 他充满自信而又骄傲地回答。 

 

人，大半时间是孤独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爱

上魔镜中的自己。 

 

李白的诗中写到：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只有影

子才是我们的“知己”。镜中的 “我”， 是我的反射，也是

我的影子。我们要好好地爱“魔镜”中的这个人！惟有它

好，你才会好； 惟有你笑，它才会笑。不信，请您试试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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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爱的铃声 

Posted on October 27, 2011 by Wendy 

 

铃声响~ 叮当~叮当~ 对我不断的讲 

铃声响~ 叮当~叮当~ 对我不断的嚷 

 

好像在问我想不想   想不想声声唱 

唱一唱爱的希望       配上声声铃响 

 

铃声响~ 叮当~叮当~ 仿佛比我还忙 

铃声响~ 叮当~叮当~ 仿佛比我还慌 

 

听到一首这么好听、轻快的华尔兹舞曲，您会跟我一样想

跳舞吗？ 

 

这次回台参加东吴政治系毕业三十五周年的同学会， 行

程包括两天一夜的日月潭旅游。游览车上大伙儿纷纷献

唱， 我当然也唱了不止十首，其中以这首《爱的铃声》

最令我喜爱。悦耳的华尔兹舞曲，不徐不急，清快的节

奏，不论听歌的人，或是唱歌的人，都会不知不觉地跟随

着它舞动。 

 

由同学们的掌声听来，我真心传递的这首《爱的铃声》，

应该有感动到他（她）们！ （不是盖的，班代夫人说我

唱老歌很有韵味呢！要知道，我可是出于歌唱世家，老爸

和两位老姐都是歌唱高手！好笑的是明明是“包心菜”那位

歌唱高手点的歌，只要老歌一出现在银幕，同学们就把麦

克风递给我。（不过， 在此申明，本姑娘也唱周杰伦、

Hebe 等的新歌！不信，下次唱给您们听！） 

 

http://wendychow.asia/%e7%88%b1%e7%9a%84%e9%93%83%e5%a3%b0
http://wendychow.asia/%e7%88%b1%e7%9a%84%e9%93%83%e5%a3%b0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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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唱这首《爱的铃声》，都令我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再一个多月，圣诞节即将来临。今年，小哥俩（我的两个

大胖儿子）会回新加坡来过圣诞节。每次想到三个可爱的

子女，我心里就觉得甜滋滋的，因为我非常爱我的三个孩

子。女儿曾经这么描述我： 

 

“妈妈总是说她感觉自己只有 16 岁。在很多方面，我希

望自己每天都能像她一样，朝气蓬勃、率真、热情和果

决。（My mom will always say she has the heart of a 16 year 

old, and in many ways, her spritely candor and enthusiasm 

and feist is what I aspire to everyday.）” 

 

谢谢你，Dear Julie！ 我不知道我还能保持这份年轻的心

态多久，但是我对你们的爱心是永远的。 

 

最后， 我想把这首《爱的铃声》献给我所爱的朋友们，

以及您们所爱的人。 

 

祝福大家有个平安快乐的圣诞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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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经典老歌：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Posted on November 1, 2011 by Wendy 

 

这里有两首好听得不得了的歌曲，我实在忍不住地想和您

分享。中学时代，我就迷恋上唱西洋歌曲，这首《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不知道陪伴着我们三姐妹渡过了

多少时光。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Judy Jim) 
I saw the colours of the rainbow, up there against the distant sunglow. 
 

The air was soft and blue birds could hide. I wished the time was on 

my side….. 
…… 

I always remember, of how we used to meet. I heard sweet songs up 

above.  
 

The meadow was so green when I sat down to dream. That was the 

time when I found love. 

 

我最喜欢的是最后喃喃自语的那一句：“I sat down to 

dream. That was the time when I found love.” 

 

不知是谁把它翻唱成了中文版的 《忘不了的你》，有一

次， 我在新加坡的 That CD Shop 无意中听到黄耀明唱的

中文版本，觉得好熟悉，后来才想起来是英文版的同一首

曲子。两种版本都非常好听。 刚才我在网络上找到刘文

正唱的版本， 这些年来，刘文正躲着媒体不再露面， 他

唱得还真不赖哟！ 

 

忘不了的你 (刘文正) 

 

明知道我不该爱你， 为什么好像又念起？  

http://wendychow.asia/%e7%bb%8f%e5%85%b8%e8%80%81%e6%ad%8c%ef%bc%9athe-colors-of-the-rainbow-%e5%bf%98%e4%b8%8d%e4%ba%86%e7%9a%84%e4%bd%a0%ef%bc%89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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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决意想忘记， 一转眼偏又想起你 

明知道我不该想你， 为什么好像有回忆？  

我也曾决意想忘记， 一转眼偏又惦起你 

 

你莫非有魔力， 总叫我怀念你， 怀念着你的情意~ 

你莫非有魔力， 总叫我盼望你， 盼望着和你在一起。 

…… 

 

以往的柔情， 以往的涟漪， 叫我怎能忘记？ 

过去的美满， 今日的回忆， 永远记在我心

里 。。。。。。 

 

听着这两首歌曲，回味着我们初高中时，男生留着小平

头， 穿着土色的制服； 女生则剪着齐耳的短发， 穿着白

衣黑裙（裙子还不能短于膝盖）。那时教官经常跟踪我

们，检查我们的头发和裙子， 而我和一群爱美的同学就

专门爱和教官玩捉迷藏。 

 

记得上初中时的一天早上， 全校学生在大操场上集合。 

一位矮小的男教官突然在我的背后点了我一下， 叫我站

出去，并且严厉地对我说： “你的头发太长了！”。 他

就这么偷偷地“抓”了我和好几位同学， 最后让我们集

体到训导室去“面壁思过”。  上高中时，南女中有位出

了名的胖教官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去谈话， 原来她要

“邀请”我入党。 上大学时，有一次宿舍的舍监—赵妈

妈把我叫到她的房间， 询问我有没有男朋友，原来她要

帮某位高官的儿子物色女朋友。后来又有一位教官想推荐

我去当代表学校的“模范青年”，结果却发现我有一次旷

课的纪录。 点点滴滴的往事，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太有

趣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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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寄语白云 

Posted on November 8, 2011 by Wendy 

 

 
 

我们这一群：莉莉、荃荃、可人、大伟和我，同一时间参

加了东吴大学的诗社， 说得仔细一点，应该称之为：

“诗歌朗诵社”。 

 

政治系大二下学期，闵教官召集了我们十来个人，成立了

东吴大学第一届的诗歌朗诵社。当时，我已渐渐淡出土风

舞社，很自然地就跟着小我一届，常常来我的寝室串门子

的莉莉， 一起加入诗社。莉莉, 荃荃、可人、大伟和我

五个人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小团体。莉莉是历史系大一的

学生，我是政治系大二， 荃荃、可人、和大伟都是大

三，分别来自会计、经济和化学系。  

 

在我的印象中，三位 “男诗人”都很会写诗和画画， 我

经常在学校大礼堂的墙壁上，看到他们三人的作品。荃荃

有一次还画了两张卡片送给我和莉莉， 他画了两种花分

http://wendychow.asia/%e5%af%84%e8%af%ad%e7%99%bd%e4%ba%9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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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代表我们俩人不同的个性。莉莉收到的是玫瑰花，象征

美丽多刺; 而我收到的则是梅花, 象征温婉含蓄。 

 

大三开始，我们五个人因为经常参加校外的诗歌朗诵活动

而聚在一起。有时候，我们会一起散步在外双溪畔。 

有一回，我们四个人去大礼堂找莉莉，正巧撞见她被一群

男生包围， 哦， 原来他们正在邀请她参加学校的话剧 -

-《蓝与黑》的演出，而莉莉是理所当然的女主角“唐

琪”的人选。 我们等了一会儿，见她仍然被众多“粉

丝”包围着，我们四个人就去散步了。 

 

没想到她后来流着泪向我们发飙：“你们那天为什么没等

我？ 你们看到我被那么多人包围，为什么不来救我？” 

 

“我们以为你想要参加《蓝与黑》话剧的演出，正在和他

们讨论呀！” 荃荃说。 

 

还好，她的气来的快， 去的也快； 不久，我们五人又和

好如初。接下来的几次校外演出， 都是由她主持，我们

则只负责朗诵。莉莉挺有大将之风，不论诗歌朗诵或是主

持校内活动，她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寒假来临了！ 我准备回台南。我永远记得那一天， 三位

男诗人突然来到我住的“女一舍”找我，要为我送行。我

虽然吓了一大跳， 但是却非常高兴。就这样，我穿着妈

妈送我的新棉袄，围着条长长的白围巾，提着行李就冲下

楼。在三位“护花使者”的陪伴下， 大家一起前往公车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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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不记得是大伟还是可人，拿起了我的吉他就开始

弹奏这首《离情》: 

 
纵然是往事如云烟，偶然你也会想起，  

 

那一段卿卿我我日子里，总有一些值得你回忆 。 

 

那一段卿卿我我日子里，总有一些值得你回忆  

 

总有一些值得你回忆。 

 

我们大伙儿一路走、 一路唱，上了公车，坐在车尾的我

们不顾车上乘客的眼光, 继续大声地唱着。到达台北火车

站后，三人送我到学校包的“返乡专车”（专门为家住南

部的校友们订的），我们四个人，像个组合乐团似的， 

边走、边唱，南下返乡的同学们都好奇地望着我们 。  

 

三位帅哥一直“护送”我送到车厢。 等我上了车， 火车

开始缓缓地移动，他们还不停地跟着车一边挥手、一边唱

着。 那一幕，我永远忘不了。耳边这首《离情》把那一

幕又拉回到我的眼前，它变得那么清晰、那么真实 。 
 

*~ *~ *~ *~ *~ *~ *~ *~ *~ *~ *~ *~ *~ *~ *~ *~ *~ *~ *~ 
 

毕业后， 我在台北工作了一年。 可人来办公室和我见过

一面， 他那时在一家洋报社工作，特地拿了一篇英文稿

叫我读给他听， 以测试我的英文发音； 大伟曾邀请我们

去参加他父亲去世的公祭典礼， 之后我就没有再听到他

的消息； 荃荃曾经去 New Jersey 的州立大学 (Rutgers) 念

硕士研究所， 我竟然和他失之交臂， 因为当时我正在

Rutgers读电脑硕士，不知道他也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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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莉刚到洛杉矶时，我们曾经见过几次面。我想起她第一

次到洛杉矶，一见到穿着牛仔裤， 一身简便的我就说：

“你怎么变成这副德性？” 哈哈！谁不知道早期的留学

生有三气， 那就是：穷气（没钱）、洋气（满口洋经

邦）和土气（总是牛仔裤一条）。她结婚时我没能参加， 

后来我们联络过两次就失联了， 听说她现在住在香港。 

 

一晃眼，人生已经过了一大半， 老朋友们也失去了联

络。啊！寄语白云，可有他（她）们的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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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 兴趣与学习 

14。 从“今”出发 

Posted on July 10, 2011 by Wendy 

 

2008 年的 5 月， 我第一次参加了实践家教育集团主办的

Money & You 课程，接下来的三年，我上完了实践家所

有的课程包括 BSE 以及在山东德州的 HDB。既然是实践

家的忠实粉丝，每次有实践家举办的讲座，我都会尽可能

地出席。 

 

这两天我又参加了实践家办的《名家大讲堂》。两天下

来， 每一位老师都令我非常钦佩， 他（她）们各别负责

讲演的标题如下： 

 

1。 朱卫茵老师&Ken 老师讲演《Love & Lifestyle Series》 

我早期看过朱老师和一位台湾名歌手制作人的报道，没想

到她本人保养的那么好， 为人风趣大方又随和。嗯，她

和 Ken 搭配的挺成功的。 

 

2。 林伟贤老师讲演《最佳的学习机会》 

听过这么多的老师讲课，还是听林老师的最过瘾。林老师

的思维清晰、有条理，尽管他讲话的速度很快，不过他口

齿清晰，话语有趣，绝对不会令人想打瞌睡。 

 

3。 吴娟瑜老师讲演《 情绪解读： 创造家庭幸福》 

早在 2000 年, 吴老师就是台湾最受欢迎的亲子教育家。 

她经常上电视，也写过很多关于亲子方面的书，她是唯一

一位让同学喊出：“吴老师，请继续，不要下课！”的老

师， 可见她上课的魅力， 非同一般。 

http://wendychow.asia/%e4%bb%8e%e2%80%9c%e4%bb%8a%e2%80%9d%e5%87%ba%e5%8f%91
http://wendychow.asia/%e4%bb%8e%e2%80%9c%e4%bb%8a%e2%80%9d%e5%87%ba%e5%8f%9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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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必荣教授讲演《上班族的谈判技巧》 

2010 年 5 月在台北翡翠弯上第 28 期的 BSE 期间， 我就

爱上了刘老师， 并且被他的教学方式折服。 这次， 当然

把握机会上前自我介绍了。 嘿， 我们还都是大学政治系

的， 不过， 人家可是政大的高才生哦！ 

 

5。 郭腾尹老师讲演《我玩故我在》 

我想说“我学故我在”。 感性的郭老师， 能说能演， 他每

一次都让我又哭又笑。 

 

6。 朱栩老师讲演《人脉创造财富》 

第一次见到朱老师， 翩翩风度， 口齿清晰， 令人不知不

觉地被他吸引。 

 

7。 阮慕骅老师讲演《稳中求胜的基本理财方针》 

哇， 现实版的阮老师是这么地“袖珍”， 平时从荧光幕

上， 他还是显得挺高大的，不过， 他的财经知识挺吸引

人的。 

 

8。 Jason Zeck Lee 老师讲演《从生命谈健康》 

几个月前在新加坡的 《Money&You》上见过 Jason 老

师， 他和郭老师都让我觉得是属于感性类，但 Jason 老师

更会挖掘人的内心， 是一位很棒的心灵讲师。   

 

这次实践家邀请来的每一位老师， 都是一级棒！他们每

一位都值得我尊敬与向他们学习。他们这次的讲演同时也

激起了我内心那股想要抒发与分享的欲望。 是的， 就从

今天起， 我的部落格（www.wendychow.asia）将正式启

动出发!   各位，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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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活到老， 学到老 

Posted on July 11, 2011 by Wendy 

 

今晚和 Carol一起上一门网络营销课程， 我们俩人都是典

型的我“学”故我在， 非常好学不倦， 我们这几年缴的学

费， 都足以缴付房贷的头期款了。 

 

学习对我而言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尤其是学习我自己

选择的课程。 这些近期学习的网络营销课程， 以及早期

学过的许多关于房地产方面的课程，增强了我的专业知识

和自信。然而， 教导我最多而且学费全免的就是 Mr. 

Google 。 任何时候， 任何问题， 我只要上网 Google 一

下， 答案就出来了。 我的第一个网络营销系统（在网络

上卖书）， 就是自己 Google 学来的。 当然， 我也不时

地向身边的老师们学习，只要是我学习的对象， 我都敬

他为“老师” -- 尊敬的老师， 谢谢您！ 
 

http://wendychow.asia/%e6%b4%bb%e5%88%b0%e8%80%81%ef%bc%8c-%e5%ad%a6%e5%88%b0%e8%80%81
http://wendychow.asia/%e6%b4%bb%e5%88%b0%e8%80%81%ef%bc%8c-%e5%ad%a6%e5%88%b0%e8%80%8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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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人生的“局” 

Posted on July 12, 2011 by Wendy 

 

我非常喜欢刘必荣老师的谈判艺术课，其中， 他一再强

调“布局”的重要。 我们人生的“局”又该如何布呢？ 

 

这两天我正揣摩要不要参加一位师友的“局”，“配合”从事

一项网络教学事业。 不知为何， 我内心出现好多噪音搅

局， 叫我多加考虑。 我觉得有必要把我内心的感觉提出

来分析一番： 

 

1) 机会 

这是一个机会。 不能说难得或是仅此唯一， 但也是一个

不该错过的好机会， 但是，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只要

我准备好， 随时有机会。 

 

2) 教材 

目前我手边拿到的教材还不完整。 理由有三： a）内容不

够先进， b） 组织不够条理， c）活用性待商榷。 

 

3) 我的事业规划 

a）继续经营房地产事业， b）专业领域随时自我提升， 

c）准备网络教材从事教学。 

 

答案有了！ 这是自我反省的好处，在反省中， 自己找出

解答。 基于以上的检讨， 您知道我的答案了吗？那就是

专心做自己熟悉的房地产事业，并且做专业领域的提升。  

 

后注： 成功是属于做出正确选择而且不断努力的人。

http://wendychow.asia/%e6%82%a8%e4%bc%9a%e4%b8%ba%e8%87%aa%e5%b7%b1%e7%9a%84%e4%ba%ba%e7%94%9f%e5%b8%83%e5%b1%80%e5%90%97%ef%bc%9f
http://wendychow.asia/%e6%82%a8%e4%bc%9a%e4%b8%ba%e8%87%aa%e5%b7%b1%e7%9a%84%e4%ba%ba%e7%94%9f%e5%b8%83%e5%b1%80%e5%90%97%ef%bc%9f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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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一切如新》-啊！ 我的歌！ 

Posted on July 12, 2011 by Wendy 

 

今早参加 BSE 新加坡分会与海外 BSE 同学的商业交流

时， 没想到进入会场的第一个感动就是跟着大家唱这首

《一切如新》。 

 

当这首歌曲的前奏响起时， 我的内心顿时激动起来， 忍

不住低声呐喊：“啊！ 那是我的歌！ 我的歌呀！”  

 

我敞开嗓门， 随着音乐高声大唱， 激动、 兴奋、 感恩和 

思念的泪水忍不住流了出来。。。。。 

 

去年（2010 年）5 月， 我在台北翡翠湾八天的 BSE 培训

中， 万芳唱的这首《一切如新》天天陪伴着我们。 8 月

份， 我到山东省德州参加了皇明公司商业模式的培训， 

其间， 这首《一切如新》也经常萦绕在耳。 之后， 我回

到新加坡， 带着满心的感动以及心中积累了多年的情

怀， 又在这首《一切如新》的歌曲陪伴下， 两个月之

内， 完成了我的一本 7 万多字的作品 -- 《看我三十六

变》。 

 

此刻， 我在毫无防备的心态下，再度听到这首如我心灵

挚友(soulmate) 般的《一切如新》， 让我忍不住欣喜、 激

动、 眼泪盁眶 。。。。。。 

 
 

http://wendychow.asia/%e4%b8%80%e5%88%87%e5%a6%82%e6%96%b0-2
http://wendychow.asia/%e4%b8%80%e5%88%87%e5%a6%82%e6%96%b0-2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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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Follow Your Heart！ 

Posted on July 12, 2011 by Wendy 

 

$$$$$$ 
 

我一直以为我很了解自己， 喜爱文学， 爱做梦。 多年下

来， 却发现我错了！—— 原来“赚钱” 才是我的最爱。 

 

Follow your heart! 女儿酷爱艺术， 她经常和我互勉要跟随

自己的心。 这些年来， 我发觉我越是随心所欲， 越能享

受到赚钱的乐趣。 所以， 我从事过不少行业，的确都是

在随心所欲、 开开心心中“玩”过来的。 

 

从大学毕业后离开台湾、 先后住过香港、 洛杉矶、 新泽

西、 北京， 来到新加坡定居。 多年来， 我换过无数的工

作， 也接触到各种投资理财的方法。 经由各种不同的投

资理财方法， 我摸索出一套赚钱的心得， 也确切地认识

了自己。 我发现在商场上有许多乐趣， 寻找商机， 从事

买卖， 与人交易等， 都令我非常感兴趣。 啊！ 原来赚钱

是这么得有趣！ 我享受每一次上课学习赚钱的机会 --  

“Learning by doing!” 一边学， 一边做， 不断地学习。 

 

渐渐地， 我开始享受工作， 享受投资理财的过程。 我尽

情地学习， 选择我的合作伙伴和事业， 开心地工作！ 
 

$$$$$$ 

 

http://wendychow.asia/%e8%b5%9a%e9%92%b1%e7%9c%9f%e6%9c%89%e8%b6%a3%ef%bc%81
http://wendychow.asia/%e8%b5%9a%e9%92%b1%e7%9c%9f%e6%9c%89%e8%b6%a3%ef%bc%8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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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新加坡遍地是金 

Posted on July 12, 2011 by Wendy 

 
 

新 加坡真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 经常看到地上的铜

币： 一分、 五分、 一角、 两角、 甚至一块钱， 冷清清

地躺在地上， 没人理睬。  

 

我每次一发现它们， 就会兴奋地把它们捡起来，拿回去

洗干净， 恭敬敬敬地进贡我的猪扑满， 或是把它们“请”

到超市的捐款箱里。我如果偶尔捡到五块或十块， 就会

把那些钱拿到地铁站外去买面纸。 

 

我常告诉孩子们：“你们要尊敬钱， 不论它是一分钱还是

一百万， 都一样有价值。 ” 也许我很“惜”金， 所以常常

把它们“吸”引来。 

 

有一次， 在兀兰城的一座组屋前面， 我看到地上有一堆

褐色的铜币，我立刻蹲下去把它们一个一个捡起来， 我

一共捡了二十多个铜板。 孩子说：“妈， 那是一分的， 

已经没人要了。”  

 

http://wendychow.asia/%e6%96%b0%e5%8a%a0%e5%9d%a1%e9%81%8d%e5%9c%b0%e6%98%af%e9%87%91
http://wendychow.asia/%e6%96%b0%e5%8a%a0%e5%9d%a1%e9%81%8d%e5%9c%b0%e6%98%af%e9%87%9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7/imagesCARDZQDM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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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即使是一分， 也是钱， 银行应该会回收吧！”  

 

话没说完， 我突然看到身边不远处有一群小朋友望着

笑， 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傻事。 为甚么那群孩子没看

到这些铜币却望着我笑呢？ 小时候， 各种破铜烂铁都可

以卖钱， 何况， 这是真的铜币啊！ 

 

或许那些钱是人们用来“拜拜”而撒的钱吗？  我不懂这些

习俗，我只知道这是真的钱， 我们要善待它们!  更何况

这些钱可以用来帮助需要它的人。 

 

 
 

 
热心的阿婆在洗铜币？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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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双”D”相遇 – 王与王 

Posted on July 14, 2011 by Wendy 

 

Money & You, 课程里面有一项 DISC 人格特质分析的测

试， 它把人格特质划分为四种类型： 

 

D (Dominance) 型的人 - 支配，指挥，理性，迅速，创

新，行动，果决，重视结果。D 型的代表人物是拿破仑 

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I (Influence) 型的人 - 影响，引导，感性，迅速，爱热

闹，人来疯，事情不以结果而以人为主。I型的代表人物

是猫王和西游记里的猪八戒。 

 

S (Steadiness) 型的人 - 稳健，支持，不果决，稳扎稳打，

服从多数，爱好和平， 和 D 相反。S 型的代表人物是印

度的甘地 和西游记里的沙僧。 

 

C (Conscientiousness) 型的人- 服从，理性，内敛，重流

程，重细节，重精准，和 I相反。 C 型的代表人物是李安

和西游记里的唐僧。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四种人格特质，只是有些特

质较为强一些。我个人明显的属于 “D+I”型。这种个性的

人是既像“风”又爱“疯”。 也因为这样， 我缺少稳定与

服从的特质。 任何事情， 我一有念头，就会立即付诸行

动， 大部分的事情我都自己掌握，自己决定。 

 

最近， 我遇到一位典型的“D+C”型的朋友， 我非常喜

欢他和尊敬他。 他教导我建立营销网站，也和我分享许

http://wendychow.asia/%e5%8f%8c%e2%80%9cds
http://wendychow.asia/%e5%8f%8c%e2%80%9cds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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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投资理财的观念， 我们曾经考虑过合作办培训，不过

这样的“局”已经成不了， 因为我们在网络事业合作的条

件方面， 各持己见。 基于我个人对网络事业的了解， 我

不可能答应对方的要求。 当然， 对方也不愿意有这么一

位不服从的合作伙伴。 哈！ 这就是双”D”相遇，王与王

各持己见的结果。不是吗？ 

 

虽然如此，我依然非常敬重这么一位师友， 也期盼我们

能有一个崭新的， 彼此都能接受的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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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人脉就是钱脉 

Posted on July 15, 2011 by Wendy 

 

“人脉就是钱脉”这句话真是太实在了。 我是好姐妹婷婷

口中的“包租婆”， 经常有房子出租， 因此， “人脉” 对我

来说， 实在是重要。 

 

 最近，我分别有两个出租单位到期。 其中一个， 房客自

动延长租期； 另一个，我已经找到新房客了，虽然旧的

租约还没到期。我很感谢我身边的这些中介朋友们， 没

有这群热心的“人脉”， 我的事业肯定无法这么顺利。 

 

今年 7 月 12 日， 我参加了 BSE 新加坡分会与海外同学商

业交流。 当我和 BSE 家人的热诚交谈之后， 突然想起我

去年在台北翡翠湾的 BSE 培训。 啊！ 我怎么把我的第二

十八期的 BSE 家人给忽略了？ 想想看 — 

 

我有一群一起经营企业的“营销家人”有章岚 (MD)， 姚

亚承 (COO)， 李晓莉 (CD)， 和 孙鹏升(CFO)。 

 

我还有一群每天早晨一起做运动的“运动家人”。 我原

来的“运动家人”有夏涛， 冯贻斌， 施松标， 和张志

芳。 

 

我后来的“运动家人”是金云龙， 李兵珂， 章岚， 和李

晓玲。 

 

BSE 的全名是“The Excellerated Business School for 

Entrepreneurs”， 它主要是提供企业培训给公司里的领导

人或者负责人， 是一个非常棒的从事商业和建立人脉的

http://wendychow.asia/%e4%ba%ba%e8%84%89%e5%b0%b1%e6%98%af%e9%92%b1%e8%84%89
http://wendychow.asia/%e4%ba%ba%e8%84%89%e5%b0%b1%e6%98%af%e9%92%b1%e8%84%89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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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在培训中， 我们必须接受各种各类的测试和挑

战。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 当林老师“强横地”把我们从

原来的运动家人拆散时，可怜的小翟过于较真，为了保护

她的家人， 她歇斯底里地大骂林老师是“坏人”，  还几

度试图冲上台去揍人，她几乎完全崩溃了。 

 

现在回想起来， 不禁令人觉得好笑。家人们， 大家多保

持联络，有机会我们共同来回忆并且增加彼此的“钱”脉。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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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招财猫 

Posted on July 15, 2011 by Wendy 

 

小时候看过一些日本九命怪猫的影片， 都是些惊悚恐怖

的情节， 所以我一直不喜欢猫。 上个星期陪好姐妹

Yolante 去中国城逛街， 无意中看到一位清秀的女孩向我

们招揽生意。 我走上前一看， 原来她在卖招财猫。 一时

兴起， 我问 QQ (她的名字）：“要不要我在网络上帮你推

销？” 

 

 “好呀！”  QQ 回答地非常干脆。 

 

回来后， 我立刻开始建立这个招财猫的网站。 接着在网

络上读了许多有关招财猫的资料后， 我“居然”爱上了这

些可爱又能为我们生财的猫咪。 

 

如果您爱猫也爱财， 来找我这个媒人吧！ 我一定让您和

QQ 皆大欢喜。 因为， 我只是好玩罢了！ 

 
 

http://wendychow.asia/%e5%8f%91%e8%b4%a2%e7%8c%ab
http://wendychow.asia/%e5%8f%91%e8%b4%a2%e7%8c%ab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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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为“您”打造一个温暖舒适的家 

Posted on July 18, 2011 by Wendy 

 

“哇！ 你真是太棒了！ 给我这么一个温暖舒适的家”。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赞美了， 可是， 我每一次

听到它， 依然忍不住内心那份喜悦。 也许是期待这份赞

美与喜悦， 我在每一次交屋给新房客前， 都会把房子好

好地“美容”一番。 除了一般例行的清扫粉刷之外， 我尽

可能提供所有的家具， 包括餐具、 被褥、 装饰等。我很

喜欢布置房子， 尤其当我看到自己把一只“丑小鸭”变成

了“美丽的白天鹅”时， 那份成就感就足以 把所有的辛劳

和汗水都掩盖了。 

 

“Wow! Ms. Wendy, what a big difference!” 今天傍晚， 连

我的中介朋友 Adrian 都一再地表扬我竟然能化腐朽为神

奇， 因为两天前的这个地方简直惨不忍睹。 前房客走得

太匆忙， 杂物到处都是， 肮脏碗盘一堆。您可知道， 我

经常在“professional cleaning” 之后， 自己再清理一遍， 

可比灰姑娘还忙哩！ 

 

新房客今晚似乎好兴奋， 连着送了几通 SMS 来夸奖我。 

我很高兴能为我的房客打造这么一个温暖舒适的家。(可

是， 拜托“您”， 今后可不要要求太多哦！）

http://wendychow.asia/%e4%b8%ba%e2%80%9c%e6%82%a8%e2%80%9d%e6%89%93%e9%80%a0%e4%b8%80%e4%b8%aa%e6%b8%a9%e6%9a%96%e7%9a%84%e5%ae%b6
http://wendychow.asia/%e4%b8%ba%e2%80%9c%e6%82%a8%e2%80%9d%e6%89%93%e9%80%a0%e4%b8%80%e4%b8%aa%e6%b8%a9%e6%9a%96%e7%9a%84%e5%ae%b6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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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好的投资令您安心 

Posted on July 22, 2011 by Wendy 

 

近日应朋友之邀参加了一项买金块的投资项目， 我的心

里却总是七上八下， 担心它会有风险。 

 

这点违背了我自己的投资理念： 有了“好的”投资产品

会让您兴奋，引发您的激情和动力，带给您正面的能量； 

而不是令您担忧、害怕，心躁不安， 引发您的负面情

绪。我不喜欢这种不安的感觉， 无论做任何投资， 我都

要开开心心， 而且自己能掌握。 

 

仔细分析起来， 这是我“贪婪”的结果 -- 为了求得较

高的回报， 我选择了这项有高风险的投资项目。虽然说

要获得高利润， 就要能承担高风险， 但是也有的投资项

目可获得高利润， 而风险较低， 我所熟悉的房地产投资

就属于这一类低风险性的长期投资。进一步说， 那是我

的专业， 我知道如何操作， 何时该买卖， 何时该出

租。 

 

总之， 不是任何投资项目都适合我们。 我们要选择适合

自己个性、 认知和承受风险能力的投资项目， 要清楚了

解这个投资项目， 并且能控制它的回报和风险。 这样的

投资， 才会令您安心。 同意吗？ 

 

此刻， 我知道该如何解决我对这个金块投资项目的不安

了 -- 赶快退出！

http://wendychow.asia/%e5%a5%bd%e7%9a%84%e6%8a%95%e8%b5%84%e4%bb%a4%e4%bd%a0%e5%ae%89%e5%bf%83
http://wendychow.asia/%e5%a5%bd%e7%9a%84%e6%8a%95%e8%b5%84%e4%bb%a4%e4%bd%a0%e5%ae%89%e5%bf%83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随心所欲 

  

49 
Follow Your Heart 

25。 Dennis Ng - 一心一意造福世人的吴加万  

Posted on August 9, 2011 by Wendy 

 

 

没有 Dennis， 就没有我的第一本书《看我三十六变》。 

 

在 2010 年七月底，我和 Dennis搭乘同一班次火车前往山

东德州， 参加培训。 同行三个小时，Dennis不断地与我

谈论他写作和出书的经验。 经由他的鼓励，培训回来， 

我也很快地完成了我的第一本作品， 这全归功于他。 

 

Dennis行事很低调， 后来，我才知道他开办了许多培训

课程。 于是我找机会报名参加。 这次， 我很荣幸地参加

了他的《讲师培训》 （Train The Trainers）， 我很享受全

部培训过程。 但是，令我非常惊讶的是 Dennis 先后在讲

台上哭了两次， 而他每一次的流泪， 都是那么真， 那么

感人。。。。。。那是他为世人谋福利的使命感的一股真

情流露。我佩服 Dennis！ 我很佩服他这么年轻就找到自

己的信仰； 我更佩服他毫无保留地把他为他人谋福利的

信仰， 时时真心地与人分享， 并且感染身边的人。 

 

Dennis，我的良师与益友，我会向您学习与看齐！ 

 
后注： 我万万没有想到在 2013 年，Dennis 竟然会突然英年早逝， 他实

在令人惋惜与怀念啊！ 

http://wendychow.asia/dennis-ng-%e4%b8%80%e5%bf%83%e4%b8%80%e6%84%8f%e9%80%a0%e7%a6%8f%e4%b8%96%e4%ba%ba%e7%9a%84%e5%90%b4%e5%8a%a0%e4%b8%87
http://wendychow.asia/dennis-ng-%e4%b8%80%e5%bf%83%e4%b8%80%e6%84%8f%e9%80%a0%e7%a6%8f%e4%b8%96%e4%ba%ba%e7%9a%84%e5%90%b4%e5%8a%a0%e4%b8%87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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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勇”者无敌 

Posted on September 4, 2011 by Wendy 

 

 

 

周末三天，我参加了一场网络创业培训， 这是我第二次

参加陈健勇老师主讲的的网络创业（Internet Business)。 

陈老师真的很不简单，才二十出头就那么有成就 （不

信，您去 Google 以下 Tan Jian Yong， 就知道我可不是盖

的！) 。我最佩服他的就是他那“勇”者无敌的精神.。 

 

以下是我去年写的一段有关于他的记录： 

 

************************************************** 

2010 年 5 月，我参加了陈健勇老师举办的网络创业培

训。相隔二十多年再次“重逢”，重新有机会写电脑程式，

我是多么地激动！又是多么地兴奋哪！ 

“凡事别想太多， 觉得是对的就去做， 先做了再说。” 

 

“We are non-stoppable! ” 
 

这是年轻、浑身充满创意与活力的健勇，给我最直接、最

有冲击力的口令。当下，我就奋不顾身地跳下网络创业的

学海中。这是我第一次建立自己的网页，也是我期待已久

的“玩艺儿”，谁说只有年轻人才会玩电脑，才会建立网

http://wendychow.asia/%e2%80%9c%e5%8b%87%e2%80%9d%e8%80%85%e6%97%a0%e6%95%8c
http://wendychow.asia/%e2%80%9c%e5%8b%87%e2%80%9d%e8%80%85%e6%97%a0%e6%95%8c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9/IBIPC.8th.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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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我也做到了！一旁比我还年轻的“老人家”（健勇的

老爸）也不甘示弱，做得比任何人都好！ 

 
************************************************** 

一年多来，我已经帮朋友和自己建立了好几个网站。 

 

这次回来，我又有新的发现 -- 那就是健勇老师不断地更

新他的教学内容。我们每一次回来复习，他都会把最新、 

最重要的网络资讯， 毫不保留地，而且免费教给我们。 

这一生，能遇到像他这么睿智、活泼、慷慨、健勇的老

师， 我们是何等幸运呀！ 

 
 

 

 

Happy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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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一位“年轻”包租婆的告白 

Posted on October 23, 2011 by Wendy 

 

   
 

我很喜欢这个标题，因为它带有“年轻”两个字。Youth is 

beauty! 年轻就是美！任何可以让我感觉年轻的字眼，我

都喜欢。 

 

几年前，好姐妹婷婷还住在新加坡时，曾经笑我买房子像

提着菜篮去市场买青菜、萝卜似的。接着，她又是第一位

称呼我为“包租婆”的。当时，我脑中立刻出现周星驰电影

里那满头发卷、大爆牙、穿着睡衣的包租婆形象。因此，

我从不承认这个名称。如今，我还是不承认。怎么样？ 

哈哈！ 

http://wendychow.asia/%e4%b8%80%e4%bd%8d%e2%80%9c%e5%b9%b4%e8%bd%bb%e2%80%9d%e5%8c%85%e7%a7%9f%e5%a9%86%e7%9a%84%e5%bf%83%e5%be%97
http://wendychow.asia/%e4%b8%80%e4%bd%8d%e2%80%9c%e5%b9%b4%e8%bd%bb%e2%80%9d%e5%8c%85%e7%a7%9f%e5%a9%86%e7%9a%84%e5%bf%83%e5%be%97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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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朋友问我：“Wendy, 如果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下

滑， 会不会影响到你？” 

 

“不！我不担心。 只要我的房子有人住，房价对我的影

响不大。我比较关心的是新加坡是否提供机会让充裕的外

派人员来本地工作，我主要以长期经营为主， 房客几乎

都是在新加坡工作的外派人员。” 

 

我自认是位“年轻”的房东，是因为我在新加坡成立公司，

从事房地产事业至今（2011 年）只有 5 、 6 年，足够年

轻吧？ 我到目前为止，找房客都还颇顺利的。（敲木

头！叩！叩！叩！） 

 

常有朋友问我是如何做到的， 我想任何一个企业的经

营， 维持一个合作良好的团队， 以及创造多赢的局面是

非常重要的。我在房屋出租方面的做法是尊重并善待所有

周边的人， 尽量做到以下几点： 

 

1） 维持良好的装修团队  

 

我有一组非常有效率的维修团队， 我把身边的装

修人员，包括做冷气、做窗帘的都视为是自己的贵

人， 我尊重并且善待他们，给予他们合理甚至更

加优渥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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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聘请专业的中介 

 

通常，我会聘请 3 到 4 位非常专业， 而且资深的

中介替我找房客。我尊重并且善待他（她）们，给

予他们合理甚至比一般优渥的报酬。比方说，如果

两位中介同时为我的单位找到租客，我会给与相同

的奖励。如果，他（她）们的成果比我的要求高，

我也会提高奖励金。 

 

3）为房客打造一个干净、温暖、舒适的“家” 

 

       
 

我每次迎接新房客前，都会给予他们新窗帘（或是

干洗过的）、新床具、干净的家具及厨房用具，大

厅以及院子摆些花草植物，确定所有的电器、仪

器、厨房用品等干净和实用。每一次在新房客来访

前，我一定如“丑媳妇见公婆”般，确定房间里所有

的地方清爽宜人。有时候，我也会大方地拿出我收

藏的香水, 喷它几下，让空气闻起来香喷喷的!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sweet-home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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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要求租金在合理的市场价范围内 

 

我尽量把租金要求放在合理的市场价位，但是房间

干净、器物齐整、中介热心和房客满意等因素，往

往会带给我意想不到的好价钱。 

 

这是我多年来出租房屋的简单心得。我相信，只要付出真

心对待您身边合作的每一个人，真正的的大赢家还是自

己。 

 

最后， 请别小看这些“告白”。 我的商业模式可是在实

践家的商业系统（Value Commercial System) 的比赛中得

到过第一名哦！希望，我的分享也能帮助您成为一位成功

顺利的“包租公”或是“包租婆”。加油！让我们一起加油！ 

 

 
 

 

新加坡滨海湾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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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我的一天 

Posted on October 31, 2011 by Wendy 

 

 

大三的暑假，班上同学准备编班刊， 主编林兄来函邀

稿， 我写了一篇《南下的一天》，描述了我暑假回台南

后的一天生活。今天想起来， 那么就和您分享我今天在

新加坡的一天吧! 

 

早上游完泳， 听新闻、看报纸，吃完早餐，看看今天的

行事例： 

 

1。上午去律师办公室签文件； 

2。中午餐会 -- 见好朋友以及事业伙伴交换心得； 

3。下午拜见新房客谈租金付款方式。 

 

傍晚回到家，晚餐后休息一小时， 之后游泳、 观看韩剧

和回 Email。 

 

应该就是这些， 很平常、很平凡，对不？这就是生活

呀！每个人一天都只有 24 小时。这 24 小时，您怎么过是

自己的选择。我告诉朋友，我一辈子都在吃、喝、玩、乐

中度过。因为，我会把工作变成是我的娱乐。 反正要

做，何不开心地做？ Ivy 是我在香港工作时的“酒肉朋

友”， 我们俩一放假就上馆子和去 Disco （Ivy 的舞技可

不是盖的）。赵蓉则是我在新泽西工作时的“酒肉朋

友”。我们俩在同一家通讯公司工作，经常一起享受

“Coffee Hour”以及到 Charlie Brown 吃午餐。Olivia，  

http://wendychow.asia/%e6%88%91%e7%9a%84%e4%b8%80%e5%a4%a9
http://wendychow.asia/%e6%88%91%e7%9a%84%e4%b8%80%e5%a4%a9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October-31-201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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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lante, Siow,  Vivian，Sheila 和我的 Quiling Club 等则是

我在新加坡的“酒肉朋友”，我们常找机会聚餐， 偶尔

一年去一两次 KTV。这就是生活。 

 

对我而言，每天开心地活着，热情地工作，能吃、能睡， 

有机会就把好东西和好朋友分享， 互相合作，这就是生

活。 

 

哎哟， 我得准备出门了！ 希望您也和我一样头脑简单，

保持健康、快乐，每天 开开心心地过生活！ 

 

 

附注：Olivia 坚持说她是我的“Soulmate” 而不是酒肉朋

友。哈哈！ 

 
 

 
 

台湾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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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我的简易投资观 

Posted on November 2, 2011 by Wendy 

 
 

Mei Mei 是我去美发院认识的一位非常年轻漂亮的美发

师。经过数次聊天，我得知她同时兼做副业--在 Facebook 

上卖年轻女孩的服装， 据她说销路还不错。 

 

我曾经问她为何不通过网站来经销。她说：“我没有网

站，就在 facebook 上放几张穿着漂亮衣服的 Model 相

片。  客户看了 Model 穿的样品，她们喜欢的话会和我联

络， 然后先付钱到我的户头，我再去订货， 我等货到后

再出货， 如此一来，我没有成本压力。” 

 

嗯，Mei Mei 很聪敏，而且很懂得经销， 她以最简单、直

接的方式赚到钱。相较之下，我们很多人做了几十个网

站，也不见得能赚到一毛钱 。 

 

傍晚， 朋友来电话谈到他开始学习投资股票市场。他问

我：“为什么有的老师教我要 ‘买低卖高’，有的又教我要 

‘买高卖高’？”  

 

我的解读是各人的投资策略不同， 基本上都是教你赚钱

的时机点。但是，不论别人怎么教你，最重要的是自己的

理解和判断， 唯有自己完全理解后，然后再做出对的判

断，这才是“投资”。  

 

http://wendychow.asia/%e6%88%91%e7%9a%84%e6%8a%95%e8%b5%84%e8%a7%82
http://wendychow.asia/%e6%88%91%e7%9a%84%e6%8a%95%e8%b5%84%e8%a7%82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1/a-bag-of-gold.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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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自己完全不了解，只是依据别人告诉（或教）你

的， 盲目跟从， 这就是“投机”。简单说做有把握的事是

“投资”，做没把握的事就是“投机”。我认为 Mei Mei 的作

法是投资， 她稳扎稳打，知道选择什么货品，钱到货

出。加上，她用最简单，而且自己懂的方式 透过 

facebook 和银行账户来经营。她还告诉我：“我的美发院

的同事都是我的客户呢！” 多么聪明能干啊！ 

 

我告诉朋友，多年来我只针对一两支股票买或卖。我认为

好东西不需多，看准一两样，长期接触它，了解它的习

性，你就容易掌握进场和出场的时机。比方说，一支活泼 

（上下起伏频繁）、 健康（公司管理经营完善）的股

票，您在它跌得很多时买进，大大高涨时卖出，怎能不

赚？ 可是，您得有耐心哟！ 

 

以下几点是我个人的投资原则： 

 

1.  只做自己懂的  

 

最近有很多朋友到马来西亚、 英国、 澳洲或是中国大陆

去买房子。 她们游说我一起参加， 我都没有跟进。我不

喜欢太复杂的事物。 我喜欢简单、 容易操作、 风险在自

己控制范围内的投资， 最重要的是自己懂得的投资。不

懂但喜欢，就学懂它， 不懂的东西，千万别碰。 

 

2.  逆向操作，你丢我捡 

 

不论房屋或是股票， 当大家都在抛售时，可能是您捡便

宜的时候。反之，大家都在买进时，先别急着跟进， 了

解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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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稳扎稳打  

 

“不要急， 不要急， 一会儿就回来！” 这是儿女小时候

看的日本动画"一休哥"里， 一休最爱讲的台词。 是的， 

投资理财也是"不要急"， 也不要过于频繁的短线买卖。不

论买卖房地产或是股票，基本的投资原理是一样的， 往

往最简单、最直接而且能够稳扎稳打就是最好的方法。 

 

4.  做自己喜欢的  

 

要先喜欢，才有兴趣去了解。 只有了解后，才能做出正

确的判断。我的一位好朋友， 她非常爱狗， 在美国工作

了十几年之后， 她辞去高薪的工作回到台湾开了一间狗

狗宠物店， 经营得有声有色， 非常开心！ 

 

5.  准备一笔“机会基金” (Opportunity Fund)   

 

当机会来临时，立即进场。当市场出现危机的时候，就是

有备而来的您的转机。不是某些人的运气特别好，而是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有时候， 我开玩笑说这种投

资是属于“守株待兔”型； 可是， 它来临的机会应该比

兔子撞上大树的机会多得多。  

 

6.  投资自己的兴趣 

 

我从 2010 年以来就开始学习如何建立网站和经营网络营

销。 我有几个网站： www.wendychineseantiques.com 专门

处理我收藏的古董， www.wendychow.asia 则是收集我写

http://www.wendychineseantiques.com/
http://www.wendychow.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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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 另有一两个如 www.36wendys.com 则为我销售

电子书的的网站。 

 

所以投资自己的兴趣非常重要， 或许它不能为您带来立

即的收入， 但是它能为您带来生活上的乐趣， 说不定哪

一天这些兴趣也会成为您的事业或是事业的一部分哩！ 

 

下面这张相片是 2005 年， 我和 Yolante, Sandy拍卖自己

做的手工项链、 耳环、 手链和戒指等， 再加上十几件我

自己用毛线编织的披肩和围巾， 琳琅满目， 摆满了整间

大厅。 虽然， 我们送出去的比卖出去的多很多， 但是， 

它吸引来了许多难得一见的亲朋好友和邻居， 皆大欢喜!   

 
 

2005 年圣诞节第一次拍卖自己做的手工项链、耳环和手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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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 亲子与亲情 

30。 大学选系 

Posted on July 12, 2011 by Wendy 

 

 
 

高中三年， 我参加了女中的篮球校队。 高一下学期的一

天下午， 我照例来到我们每天傍晚练球的篮球场， 不

久， 几位球友也到了。 我， 罗文和宝莉都是高一的学

生，  那天我们高一生选组， 以决定大学联考的科系。 念

高三的小平一见到我们就问：“你们选什么组？” 

 

“乙组” 想念外文系的宝莉回答。 

 

“甲组” 想念电机的罗文回答。 

 

我正想出口。 小平学姐说：“你一定是选丁组， 你那么

聪明，适合从商。” 

 

“可是我不喜欢丁组， 我想念英文或是中文， 我最不喜

欢法律和商业了。” 

 

http://wendychow.asia/%e5%a4%a7%e5%ad%a6%e9%80%89%e7%b3%bb
http://wendychow.asia/%e5%a4%a7%e5%ad%a6%e9%80%89%e7%b3%bb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7/tt.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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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犹在耳， 可是。。。。。。。 可是， 老爸要我选丁

组， 念商科， 结果我考进东吴大学文学院， 丁组的， 政

治系。 表面上我考的是丁组（符合老爸的意愿）， 进去

的却是文学院的政治系（对我而言， 有些差强人意，但

是，至少是文学院， 可以拥有些文艺气息。 哈哈！） 

 

大一放寒假时， 我回到台南老家。 老爸三番两次问我什

么时候转到国贸系或是企管系， 都被我当了耳边风。开

明的老爸， 他从来就不阻止我， 或者是强迫我做任何事

情， 从此就不再追问了。 所以，我就这样误打误撞地踏

进东吴政治系， 也这么坚持理念地念完了大学四年。 

 

事隔三十多年， 如今我从事的却是有着浓厚商业气息的

房地产业。绕了一个大弯， 事实证明老爸是对的。 难道

人生的道路早已命中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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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你不会唱歌，一辈子不快活！ 

Posted on November 2, 2011 by Wendy 

 

中午，我分别打了电话给在台湾的大姐和住在洛杉矶的二

姐。我把 Judi Jim 唱的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以及

刘文正唱的《忘不了的你》， 通过电话放给她们听。两

位姐姐都激动地叫道： 

 

“啊！那是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歌呀！” 

 

说完，我和二姐隔着越洋电话立刻唱了起来， 那感觉，

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在我们住的日式房子里， 三姐妹躺

在榻榻米上随兴地唱歌、聊天。嗯！ 那感觉真好！ 

 

我喜欢唱歌。因为，每一首歌都会让我想起某个地方，某

个人，某个歌星或是成长中的某个阶段。透过歌曲，我可

以让自己神游到与那首歌相关联的任何场景或人物； 透

过唱歌，也会让我以歌会友， 交到一些好朋友。 

 

这次回台湾，大姐和我有机会在大学好友小四的弟弟家里

唱卡拉 OK， 我们姐妹好开心。原本我以为我们姐妹会有

很多悄悄话要告诉对方， 见面时一定叽叽喳喳， 聊个没

完。 谁知道， 姐妹俩一拿起麦克风，就什么不愉快都忘

了。 

 

记得我曾经告诉您的吗？你不会唱歌，一辈子不快活。  

歌唱会带给您许多快乐激素， 不管心情好不好，它都会

带给您好心情的。您怕人听，就唱小声些； 不然，就放

声唱，唱吧！唱吧！ 把一切烦恼抛开，尽情地唱吧！

http://wendychow.asia/%e2%80%9c%e4%bd%a0%e4%b8%8d%e4%bc%9a%e5%94%b1%e6%ad%8c%ef%bc%8c%e4%b8%80%e8%be%88%e5%ad%90%e4%b8%8d%e5%bf%ab%e6%b4%bb%e2%80%9d-%e9%82%a3%e5%b0%b1%e5%94%b1%e5%90%a7%ef%bc%81
http://wendychow.asia/%e2%80%9c%e4%bd%a0%e4%b8%8d%e4%bc%9a%e5%94%b1%e6%ad%8c%ef%bc%8c%e4%b8%80%e8%be%88%e5%ad%90%e4%b8%8d%e5%bf%ab%e6%b4%bb%e2%80%9d-%e9%82%a3%e5%b0%b1%e5%94%b1%e5%90%a7%ef%bc%8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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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怀念妈妈 

Posted on October 18, 2011 by Wendy 

 

 “淅沥，淅沥，哗啦，哗啦，雨下来了！ 

我的妈妈来了，来了，拿着一把伞。 

淅沥，淅沥，哗啦，哗啦，啦~ 啦啦~ 啦！” 

 

真没想到我在小学时经常挂在嘴边的儿歌，今天居然从不

满三岁的小 Lala 口中听到。 

 

小 Lala 是我好姐妹的孙女，聪敏、伶俐、十分逗人喜

爱。中午我到她家玩，她兴高采烈地唱这首儿歌给我听，

没想到下午就下雨了。也许是一种对妈妈的怀念，每次我

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下雨，就会想起小学一、二年级时， 

每逢下雨天， 妈妈就会拿着伞出现在我的学校门口。我

相信您们也有同样的经验，是吗？ 

 

今天又是这么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 

 

此刻，窗外丝丝细雨还不停地下着。我原本以为我会想念

妈妈，奇怪的是我却很想大笑。因为，我突然想起上个礼

拜在台北， 往日月潭的游览车上， 大学同学-- 林兄掏心

挖肺地唱的那首《怀念妈妈》。 

 

不是盖的，他的歌声可比余天的雄厚洪亮得多。尤其，他

老兄在 ending 时使出了全身吃奶的力量，用劲地呐喊着

那声：“妈~ ~ ~ 妈~ ~ ~ ~ ~ ！” 啊！ 我的心都碎了！是被

他的歌声震碎的！（哈哈！）当然，林兄精彩卖力的演唱

把全车昏睡的同学都震醒了，最后， 获得个满堂彩！ 

 

http://wendychow.asia/%e9%9b%a8%e7%9a%84%e8%81%94%e6%83%b3
http://wendychow.asia/%e9%9b%a8%e7%9a%84%e8%81%94%e6%83%b3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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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笑的是， 他告诉我们， 他曾经在岳母面前唱这首“怀

念妈妈”，结果害得岳母大人痛哭流涕， 哭得稀里哗啦

的。 

 

我说：“当然啦！如果我的女婿，在我面前这么掏心挖肺

地撕喊着 ‘妈  ~ ~ ~ 妈~ ~ ~ ~ ~ ！’， 我也会伤心难过地大

哭一场。难道，你被我这个眼前的岳母虐待得这么惨，还

要向远方的妈妈申冤呐喊？”   

 

哈哈！同学们都笑歪了！ 

 

请原谅我还在回味十天前的大学同学会。因为，我们这班

的宝贝们，实在太可爱了！ 

 
 

 
大一时期的篮球冠军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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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贈送幸福的小女孩   

Posted on October 17, 2011 by Wendy 

 
    “我是個小女孩, 專贈送幸福。將它散佈在稠密的木屋。 

 

         只要你肯努力, 勤勉去工作, 你自會找到真的快樂。 

 

         別羡慕他人富可敵國, 其實內心卻充滿孤獨。  

 

         生活像一條流動的小河, 河裡有幸福的貝殼。 

 

         你仔細地去找, 耐心的去摸。若是找到了, 永遠不寂寞。 

 

         我是个小女孩，为人造幸福，纵然表面痛苦，心底安乐。” 

 

从小我就会唱，也很爱唱这首《赠送幸福的小女孩》。这

次同学会中，班代夫人 -- 阿貞对我说：“大学时，我以为

你家里很有钱。”  听了我哈哈一笑。记得我刚上大学时，

二姐正在学裁缝。 她刚会缝制一些连身、高腰、宽松，

穿起来像有钱人家小姐似的“娃娃装” 。 我经常在校园

里穿着“娃娃装”秀二姐的手艺， 难怪同学们会误以为

我是出自豪门的富家女。 

 

http://wendychow.asia/%e8%b4%88%e9%80%81%e5%b9%b8%e7%a6%8f%e7%9a%84%e5%b0%8f%e5%a5%b3%e5%ad%a9
http://wendychow.asia/%e8%b4%88%e9%80%81%e5%b9%b8%e7%a6%8f%e7%9a%84%e5%b0%8f%e5%a5%b3%e5%ad%a9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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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和她的“娃娃装” 

 

高一时参加篮球队，每天练球结束后，阿慧队长就带我们

一群娘子军去那家名叫“我家”的冰果室大吃大喝。后来加

雪接棒，她也继续保持队长请客的优良传统。 

 

高三时，轮到我当队长， 这下可糟了，我连午饭钱都不

够，哪有零用钱天天请队友们吃喝!  而且那是一群像蝗虫

般的好吃鬼! 幸好，同队的宝莉了解我。 她告诉队友们，

从我们这一届开始，每天傍晚的吃喝大会， 改为大家乐

捐。 

 

这么一来，我的负担大大地减轻了；可是我又怕失去队长

的威风， 所以我总是竭尽所能地掏出我身上所有的钱,  其

余才由队友们分担。  此外， 只要我一有机会，就请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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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来家里烙饼、跳土风舞、唱歌和玩闹（因为家里没有大

人）。 

 

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告诉自己: 我是“富有”的，我要努力

工作，时时分享和照顾身边的亲友。K 说我的使命感太

重， 也许吧！ 但是，我是幸运的！  两位姐姐在我上大学

时，就已经开始工作减轻家里的负担。多亏有了姐姐们的

帮助， 老爸才有能力提供我上私立大学。  

 

这次在回台北的高铁上和大姐通话，不小心被一位女乘客

呛声： 

 

“小姐！请你声音小声一点好不好？我在睡觉都被你吵醒

了。”   

 

“噢！对不起！对不起！” 说完我心里偷笑：“嘿！人

家叫我‘小姐’呢！” 

 

好姐妹小四说我总会从正面来处理事情，她说：“你得感

谢你的父母，给你这些好细胞。” 

 

是的，在物质上， 我缺乏过； 可是心灵上，我始终认为

自己是富裕与幸福的， 而且我乐观、积极， 因为我希望

自己是位永远带给人幸福和快乐的“小”女孩。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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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父子图 

Posted on September 11, 2011 by Wendy 

 

 
 

早上, 在公寓前的泳池游泳时， 看到一位身穿白色运动

服的年轻男士带着一位五岁左右的小男孩从池边走过，两

人看上去像是对父子， 一前一后地朝泳池尽头的停车场

方向迈去。 

 

年轻的爸爸走了两步，忽然小跑起来，这时，小男孩也跟

在爸爸身后小跑起来。突然，爸爸停住了，小男孩也立刻

停住不动。爸爸接着走两步又开始小跑步，小男孩依样画

葫芦跟着做。 爸爸跑，他跟着跑； 爸爸停，他也停；  

就这么重复了几次之后，两人继续前进。短短的几分钟，

爸爸一步也没回头， 小男孩也没喊爸爸。父子俩默契十

足的一边“游戏”，一 边行走。一旁观看好戏的我觉得

挺感动的：多么有默契又可爱的一对父子啊！ 

 

以前收集古董时，经常看到瓷器上画满母子图。今天让我

亲眼见到这幅“父子图”，觉得趣味十足，也深受父子俩

那份心灵的互信与牵系而呈现出来的默契感动！ 

http://wendychow.asia/%e7%88%b6%e5%ad%90%e5%9b%be
http://wendychow.asia/%e7%88%b6%e5%ad%90%e5%9b%be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9/father-and-son.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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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我的乖女儿 

Posted on September 8, 2011 by Wendy 

 

     

 

不知道为什么，平时听孩子们用英文表达：“Mom, love 

you! miss you!” ， 我感到非常自在。但是，一旦变成中

文：”妈，爱你！想你！” 我就觉得怪怪的。所以，我通

常都用英文词语来表达我对孩子们的情感。  

 

昨晚收到住在旧金山女儿的手机短讯， 只有短短的几个

中文字：”爱你！想你！” 看完后，我内心立刻涌起一股

暖流。。。。。。 因为，这是她最强烈的情感表达， 她

用我最熟悉的语言来传达她对我的情感。 

 

我回复： “Dear Julie, love u and miss u 2!” 

 

美国出生的女儿， 从小就跟着我们讲中文，求学过程

中，我们也尽量让她接触中文。 她能读、 能写，甚至还

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长达半个小时的“小电影”， 她

自己取名为《我的乖女儿》。 

 

http://wendychow.asia/%e6%88%91%e7%9a%84%e4%b9%96%e5%a5%b3%e5%84%bf
http://wendychow.asia/%e6%88%91%e7%9a%84%e4%b9%96%e5%a5%b3%e5%84%bf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9/xiaobaoer.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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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在网上搜索我的英文名字, 竟然发现自己多了

一个“Producer”的头衔  --  Wendy Chow, Producer: The 

Good Daughter. … No photo available。  

 

原来，为了感谢我赞助她拍片，她把我变成了她影片的制

作人。 

 

 

          
 

 

我刚才和女儿透过 skype 通话，我发觉她变得更加成熟、 

独立和懂事。 

 

这两年来由于我经常上网写作， 她就帮我处理一些网络

上的资料和图片，已经成为我事业上不可缺少的合作伙

伴，十足地成了“我的乖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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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我妈妈是不进厨房的！ 

Posted on September 13, 2011 by Wendy 

 **  **  

 

有一次， 当我正在和朋友们聊到做菜时，平日不多话的

老二， 突然冒出一句话：“我妈妈是不进厨房的！” 

 

顿时，我愣了一下，朋友们则个个哈哈大笑。儿子看我脸

色不太对，马上改口说：“不是啦！我开玩笑的。” 说

完， 他的脸立刻就红了。 

 

我顺势说：“本来就是呀！你们三个孩子都很能干，每一

位都比我会煮。” 

 

这是事实。孩子们未出生前，我是位怀有着千般武艺和万

般精力的职业妇女， 内外兼顾。（老爸应该顾“外”， 可

是他请园丁代劳。） 孩子们陆续地出生后，我们开始请

人帮忙煮饭和打扫。这些年，从新泽西搬到北京， 又来

到新加坡，我开始专心主外，开创事业，更是远离庖厨， 

很少为子女们洗手做羹汤。反而是三个孩子接受我的鼓

励，在学校里选修了一些烹饪课程。他（她）们爱吃又喜

欢下厨，厨艺自然比我强。现在，三个人都离家在外， 

洗衣、煮饭、打扫，生活一切自理。 我很欣慰他（她）

们这么能干又自主， 完全不需要我们操心。 

 

常听人说：“妈妈太能干，子女都不行。”    还不错，我的

子女个个都比我还能干。 

http://wendychow.asia/%e6%88%91%e5%a6%88%e5%a6%88%e6%98%af%e4%b8%8d%e8%bf%9b%e5%8e%a8%e6%88%bf%e7%9a%84%ef%bc%81
http://wendychow.asia/%e6%88%91%e5%a6%88%e5%a6%88%e6%98%af%e4%b8%8d%e8%bf%9b%e5%8e%a8%e6%88%bf%e7%9a%84%ef%bc%8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9/AB.pot.jpg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9/ABMcdonald.jpg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9/abj.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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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晚霞 - The Evening Hue 

Posted on October 29, 2011 by Wendy 

 

 
 

今天，我的心情莫名的平静。中午和小哥俩在 skype 上通

了话，另外又和女儿在电话中聊了一会儿， 得知三个儿

女都平安后，我开始安心地工作。下午，我一边跟着 

youtube 上的歌曲哼唱，一边帮 Jack整理他的古董网站图

片， 整个下午，就在我专注于工作和歌唱中流逝 。 

 

傍晚，我意外地找到叶枫唱的《晚霞》，这是老爸和我们

三姐妹都非常喜爱的一首老歌。平日傍晚， 我和孩子们

去散步时也常唱它。 老爸特别钟爱周旋、紫薇、叶枫、 

冉肖玲和蔡琴等的歌，应该是受了老爸的影响， 所以我

对这几位歌星的歌也非常熟悉。 

 

回想起来，老爸是位十分专情（爸妈离异后，他从未再

娶）的男子。 打从我小学五年级起，他就父兼母职， 一

人带大我们五个兄弟姐妹。他是军人出生，有着一些外省

http://wendychow.asia/%e6%99%9a%e9%9c%9e
http://wendychow.asia/%e6%99%9a%e9%9c%9e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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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习性：抽烟、打牌， 说话大声， 还爱吹嘘。但

是，他有一颗非常纤细、敏感的心。他是我看过唯一一位

看电视剧会掉眼泪的男生。此外，他的厨艺更是远近闻

名。隔壁的林阿姨， 经常在晚饭时间来窜门子。她每次

一来， 抓起我的筷子掉个头，就往菜盘里夹菜， 往她的

嘴里放。 她吃得津津有味， 还直呼：“太好吃了！辣得真

过瘾！”  老爸的手艺可是正宗的湖南菜哪！ 

 

老爸非常爱唱歌。妈妈离家后，他常对着我们唱：“小麻

雀呀，小麻雀呀，你的母亲到那里去了？叽吱，叽吱 ，

叽吱叽吱叽~”。 他也常常把《红豆词》、《魂縈舊

夢》、 《我有一段情》等老歌的歌词抄在纸上，找机会

练歌。 有时候，他一边洗菜、 一边唱歌 ， 带着浓浓的乡

音，准确的拍子，用那清亮、高亢地嗓音唱出对妈妈的思

念。 

 

今天听到这首《晚霞》，不禁让我怀念起老爸。 我大学

毕业后一年，就出国了。其间回台去探望过他老人家不少

次，可是当时孩子还小，我忙着照顾孩子，没有把握机会

和老爸多聊一聊。SARS 那一年，老爸走了。大姐说他是

在睡梦中， 肤色像天使般粉粉地、 安详地离去的。老爸

是位善良而专情的人，我相信他回到天上去当“天使”

了。像大多数东方人一样，我从未对我的老爸说过：

“爸，我爱您！” 。 – 

 

“爸，我爱您！您是天使， 会听得见的。” 

 

温馨小叮咛：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请您好

好把握， 大声地对您的父母表达出您对他（她）们的爱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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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 生活与感悟 

38。 偶感 

Posted on July 12, 2011 by Wendy 

 

人生有许多无奈 

我们常常从一个人的外表来评断他， 但是外表无法显示

那个人隐藏的内心。 譬如，电视上的演艺人员由荧光幕

看来, 个个光鲜亮丽， 实际上， 他（她）们多半是像马戏

团的小丑， 人前欢笑， 人后拭泪。 

 

人人有烦恼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烦恼。不要以为只有自己才有烦

恼， 大多数的人只是不愿意表现出来罢了。 曾经有同学

误以为我是坐着轿车来上学的“富家女”。他们怎么知道

那只是我当家教的学生家长， 顺路送我回学校哪！  一位

朋友告诉我她看了韩剧《大长今》之后，她的忧郁症反而

被治好了， 因为她发觉她比大长今幸福多了。 

 

我前世是一只小小鸟？ 

每个人都会做梦。 我也常做梦。 我经常梦见自己会飞，

在空中飞来飞去， 有时候也在水上滑行， 任何人也抓不

到我。我的梦意味着什么呢？ 

 

有钱人会比我快乐？ 

我有两位属于房地产界大亨的朋友， 她们的圈子里有很

多非常有钱却非常不快乐的人， 那些不快乐的人多半脾

气坏， 看任何人都不顺眼，常常会歇斯底里地大声骂

人。有钱人会比我快乐吗？ 

http://wendychow.asia/%e5%81%b6%e6%84%9f
http://wendychow.asia/%e5%81%b6%e6%84%9f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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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女人花 

Posted on July 22, 2011 by Wendy 

 

 

 

今天和两位非常有智慧的姐妹聚餐。我们三人一边吃着冒

着白烟的火锅， 一边开心地聊天。“三朵花” 你一言， 我

一句的分享着彼此对家庭、 事业、 以及亲情的看法。 饭

后， 我们三人的结论是： 我们都是幸福的女人。  有着可

爱的人，可做的事， 以及可追的梦。 

 

晚上， 我很想记录下白天我和姐妹们的话题； 不知怎么

的， 耳中却响起了梅艳芳的这首《女人花》： 

 

“我有花一朵， 种在我心中， 含苞待放意 幽 幽。 

 

朝朝与暮暮， 我切切的等候， 有心的人来入梦。 

 

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 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  

 

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 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 

 

我有花一朵， 花香满枝头， 谁来真心寻芳踪？  

 

花开不多时啊！ 堪折直须折， 女人如花花似梦 

http://wendychow.asia/%e4%b8%89%e6%9c%b5%e8%8a%b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7/womenflower.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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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人说：“女人是水做的。” 不论是“水”或 是“花”， 女人

的心是纤细的。再强悍的女性， 都有她如花似水般柔性

的一面， 都需要爱情以及亲情的滋润。  

 

一位姐妹说她一生中有两位她的最爱：儿子和女儿。 我

也很庆幸我有三位可爱的子女。还好当初我坚持一个家庭

一定要有孩子， 家里 如果没有一些“乒乒乓乓”的脚步

声， 就不像一个家， “宝盖”底下一定要有一群“豕”才是

“家”哪！ 

 

这首《女人花》让我想到身边一些单身又没子女的好朋

友。。。。。。  

 

咦？ 我怎么突然觉得此刻孤单的我也像一株“女人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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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飞跃玻璃墙的女孩 

Posted on July 24, 2011 by Wendy 

 

好友 Joanna 转来一篇 《与台南博感情》 的文章， 沟起

了我这台南人对儿时的一些回忆 。。。。。。 

 

那一年， 我大约九岁, 隔壁邻居有位大哥哥， 他经常带

着我们一群年纪比他小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有时候， 他

会带领着我们一群萝卜头， 翻过围墙， 到附近农田中的

鱼池钓鱼。 我家正好紧挨着那道围墙，所以我经常爬上

院子里的木瓜树， 翻过那道用砖块砌的围墙。 围墙里面

有一大片种满各式各样青菜的农地，是附近的一位老农夫

的。 有一次， 老农夫察觉我们这群“野”孩子会翻墙进

入他的农地，第二天， 他就在那砖墙上用水泥糊上了一

道密密麻麻的碎玻璃，以阻止我们翻越。 但是，那哪能

阻挡我们在鱼池钓鱼的高昂兴致呢？ 

 

那天， 像往常一样， 大哥哥们（我最小）帮着我翻过布

满玻璃的砖墙。 当我们正准备钓鱼时， 老农夫突然出现

了。 他拿者一根大棒子， 一边朝我们冲过来， 一边破

口大骂三字经，大哥哥们“唰”的, 拔腿就跑， 我紧跟

着他们， 也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轻功”， 三两下子， 

也跟着飞跃过那道布满玻璃的砖墙， 直奔家去。 当下心

里还扑通、 扑通的， 心想：“好险！” 

 

回到家， 大姐问我：“干嘛这么喘？”  

“没事！没事！” 我回她。  

 

http://wendychow.asia/%e9%a3%9e%e8%b7%83%e7%8e%bb%e7%92%83%e5%a2%99%e7%9a%84%e5%a5%b3%e5%ad%a9
http://wendychow.asia/%e9%a3%9e%e8%b7%83%e7%8e%bb%e7%92%83%e5%a2%99%e7%9a%84%e5%a5%b3%e5%ad%a9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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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突然觉得脚丫子湿湿粘粘的， 我低下头仔细一

看： 哎呀， 我左脚指头的大老二， 让碎玻璃扎出血

了， 鲜血直流 。 

 

现在回想起来， 我怎么可能“飞跃”得过那道玻璃墙？

尤其， 这么一位斯文、 娴静又优雅的我？哈哈！ 

 

 

注：  潜能无限， 相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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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心愿就是“梦” 

Posted on July 27, 2011 by Wendy 

 

 

 

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身边的音响， 随着古筝演

奏充满夏威夷情调的怀念金曲， 我一边伸展四肢， 一边

随着音乐拍打全身， 静静地享受这一刻， 培养一天的好

心情。 

 

人生最美的三件事就是：有人可爱 （我才和可爱的大姐

通完电话）， 有事可做 （今天将会是我充实的一天： 

http://wendychow.asia/%e5%bf%83%e6%84%bf%e5%b0%b1%e6%98%af%e2%80%9c%e6%a2%a6%e2%80%9d
http://wendychow.asia/%e5%bf%83%e6%84%bf%e5%b0%b1%e6%98%af%e2%80%9c%e6%a2%a6%e2%80%9d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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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在家与电脑谈心， 下午和新加坡的 BSE 家人到柏林

书院参访， 晚上家人们聚餐和开会。）， 有梦可想 

（我的“心愿”就是梦）。 

 

我的心愿就是每天能健康快乐、利己助人的生活。 我是

一位认真又容易满足的人， 时时刻刻会为自己立下些小

目标， 一旦目标确定， 我就会本着简单直接的心态全力

以赴。 往往心中这份“全力以赴”的强烈意念，让我经

常遇到“贵人”， 这些贵人和我有着共同梦想和目标， 

我们彼此互相帮助与扶持。  

 

我很感激与感谢我身边的这许多贵人， 在此献上这张女

儿为我特制的卡片： 谢谢您们， 让我经常能达成心愿， 

梦想成真！ 

 

 
多种语言的“谢谢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7/thank-you.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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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各人头上一片天 

Posted on September 6, 2011 by Wendy 

 

我很喜欢这句话： 各人头上一片天。 

 

是的，每个人生来就不一样，同样的一片天，有的人看到

的是“蓝天白云”；有的人看到的却是“黑天乌云”。这

应该和各人的心态和努力有关。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但

我也知道自己是认真努力的。您呢？ 

 

积极！ 乐观！ 努力！ 知足！感恩！惜福！快乐地过日

子！ 蓝天白云天天陪着您！ 

 

 

 

http://wendychow.asia/%e5%90%84%e4%ba%ba%e5%a4%b4%e4%b8%8a%e4%b8%80%e7%89%87%e5%a4%a9
http://wendychow.asia/%e5%90%84%e4%ba%ba%e5%a4%b4%e4%b8%8a%e4%b8%80%e7%89%87%e5%a4%a9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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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葡萄美酒夜光杯 

Posted on September 9, 2011 by Wendy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

征战几人回。” 

– 凉州词 王翰 
 

这首诗我是这么翻译的： 

 
“啊！望着这晶莹剔透盛满着葡萄美酒的月光杯，我正想举杯畅

饮时，耳边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琵琶声， 催促着我马上出发上

战场， 

（我还是尽情地喝它几杯吧！） 

 
即使醉倒在战场上也请您别笑我，因为自古以来出征打战的将士

们， 有几个人能活着回来？  

（横竖要死，不如现在让我大醉一场吧！）” 

 

古时候， 人命不值钱， 战场上更是无情。 

 

作者的心情在无奈中透露着一股认命与洒脱。您认为呢？ 
 

人生总是充满着许多无奈。有时候，我们会被周遭的人情

事物影响，而不得不做一些违反自己内心的决策。所以，

凡事顺着走，冥冥之中有定数，尽人事，听天命。 遇到

事情，尽量面对它，寻求解决方案，当我们能力无法控制

的事情发生时，就只能顺从天意了！ 
 

http://wendychow.asia/%e8%91%a1%e8%90%84%e7%be%8e%e9%85%92%e5%a4%9c%e5%85%89%e6%9d%af
http://wendychow.asia/%e8%91%a1%e8%90%84%e7%be%8e%e9%85%92%e5%a4%9c%e5%85%89%e6%9d%af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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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这是什么逻辑？ 

Posted on September 17, 2011 by Wendy 

 

 
嗨， 我可爱吗？ 

 

中午， S 带了一位年轻的英国男士来看我正在招租的房

子。看完后，他问了 S 有关租屋的合约、期限和解约等问

题。。 最后问到租金，S 告诉他我们的要求。听完之后，

他问 S：“请你问问屋主，像我这么英俊潇洒的房客，租

金可不可以便宜一点？” 

 

听完 S 的转诉，我忍不住地哈哈大笑：“哇！这是什么逻

辑？ 这小子这么臭美！哪有一位房客用美色来谈租金

的？” 当然，人人都爱美。但是，像这位男士这么自我感

觉良好，这么自以为潇洒 （“稍傻” – 稍微有点儿傻）的

人，还真不多见。 

 

下午，我和 Olivia 到 Holiday Inn 的一楼去看一间店面。

到那儿， 我们见到屋主和他聊了一会儿，得知屋主是位

油画收藏家。我一眼看上了他办公室墙上挂的一幅题名

《日出》的油画。我问他：“你收藏这么多幅画，以后传

给谁？”  

 

他说：“我还是 Single (单身）” 

 

http://wendychow.asia/%e8%bf%99%e6%98%af%e4%bb%80%e4%b9%88%e9%80%bb%e8%be%91%ef%bc%9f
http://wendychow.asia/%e8%bf%99%e6%98%af%e4%bb%80%e4%b9%88%e9%80%bb%e8%be%91%ef%bc%9f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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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有人欣赏他收藏的画，就主动地打开电脑，把他的

各种收藏展现给我们。看着、看着， 他突然问我们要不

要看他的宝贝儿子。我们还没回答，他就播放了一个肥肥

胖胖的小男婴的影片给我们看。 

 

他说那是他的儿子，才三个月大，他为宝贝儿子拍了影片

放在 Youtube 上。才说完，银幕上就出现一位年轻貌美、 

长发披肩的泰国女郎。他指着那位美女，得意洋洋地说：

“那是我太太。” 

 

“你不是说你单身吗？”我和 Olivia 不约而同地问他。 

 

“噢！是的，我在新加坡还是单身。” 

 

我和 Olivia 互看一眼，笑了笑！这又是什么逻辑？  

 
 

 
 

 

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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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舍得 - 先“舍”后“得” 

Posted on September 19, 2011 by Wendy 

 

 

 

我每天都爱唱一些励志的歌曲来鼓励自己， 懂得心理学

的好友笑我总是在“自我催眠”，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振奋、

激励的状态， 来面对一切。  

 

她说的很对！我相信人的情绪是可以自我控制的。我不懂

得情绪管理学，但是我会尽量让自己保持积极、乐观与感

恩的心态。尤其我懂舍得（Give and Take ）， 顾名思义

是我要先“舍”才会“得”。 

 

这些年来，我的合作伙伴们都很尽心卖力，所以我尽量创

造一种多赢、皆大欢喜的局面。然而，要达到多赢，我就

必须大方地把部分利润拿出来分享，不要让我的合作伙伴

们徒劳而无功。对从事中介工作的人(包括以前的我），

白做工是常有的事。为了长远的合作，我希望每一位跟我

合作的伙伴们，在合理的范围内，都能分享到应得的报

酬。所以，我愿意比一般人多付出一些奖励。 

往往我少数的“舍”出， 换来的却是和伙伴们长期的合

作、 信任和利润。您说谁“得”到的更多呢？ 

http://wendychow.asia/%e8%88%8d%e5%be%97-%e5%85%88%e2%80%9c%e8%88%8d%e2%80%9d%e5%90%8e%e2%80%9c%e5%be%97%e2%80%9d
http://wendychow.asia/%e8%88%8d%e5%be%97-%e5%85%88%e2%80%9c%e8%88%8d%e2%80%9d%e5%90%8e%e2%80%9c%e5%be%97%e2%80%9d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9/share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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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一体两面（Both Sides Now）   

Posted on September 19, 2011 by Wendy 

凡事一体两面， 如天上的云彩般变幻多端， 令人难以捉摸 。 

 
 “Bows and flows of angel hair and ice cream castles in the air 

 
And feather canyons everywhere, i’ve looked at cloud that way. 

 

But now they only block the sun, they rain and snow on everyone. 
 

So many things i would have done but clouds got in my way. 

 
I’ve looked at clouds from both sides now, 

 
From up and down, and still somehow, it is cloud illusions i recall. 

 

I really don’t know clouds at all…..” 
 

多么智慧，富有哲理的一首歌啊！任何事物都是一体两

面， 像天上的云彩般变幻多端，令人难以捉

摸 。。。。。。  

 

Joni Mitchell 的这首《Both Sides Now》是一首令人百听

不厌的歌曲，里面的词意更是富于生活哲理。我每次唱

它，都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网络（YouTube）上有许多人

翻唱这首歌， 如 Andy Williams， Glen Cambell， and 

Frank Sinatra。其中， Bing Crosby 唱得最棒！今天我听了

男女两个不同的版本，我把网址写在下面。相信您也会喜

欢这首《Both Sides Now》， 请您好好欣赏！ 

 
Bing Crosby sings “Both Sides No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eKMjg9mcuI&feature=related 

JUDY COLLINS BOTH SIDES NO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7Xm30heHms 

http://wendychow.asia/%e8%88%8d%e5%be%97-%e8%88%8d%e2%80%9c%e4%b8%8e%e2%80%9d%e5%be%97%e2%80%9c
http://wendychow.asia/%e8%88%8d%e5%be%97-%e8%88%8d%e2%80%9c%e4%b8%8e%e2%80%9d%e5%be%97%e2%80%9c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eKMjg9mcuI&feature=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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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Both Sides Now” - 智慧与纯真的融合 

Posted on September 20, 2011 by Wendy 

Joni Mitchell – Both Sides Now (Live, 1970) 
httpv://www.youtube.com/watch?v=bcrEqIpi6sg 

两代之间，看似不同，又似相同。您喜欢她们吗？ 
Hayley Westenra – Both Sides Now 

httpv://www.youtube.com/watch?v=rd8azeG1Bu0&feature=fvst 

 

这是两个不可多得的好声音。今天， 我忍不住再次播放 

Joni Mitchell 和 Hayley Westenra 的《Both Sides Now”》请

您聆听。 

 

两位不同时代的女歌手，以各有特色的天籁之音，为我们

带来这， 首智慧与纯真相融合的， 歌曲。Joni Mitchell 的

声音充满了智慧、成熟与感伤；Hayley Westenra 则充满

着纯真、疑惑与期盼。 同一首歌曲， 不同的情感表达， 

却同样地让人为她们发自内心的的演唱而感动， 您同意

吗？ 

 
 

 

 
 

 
 

http://wendychow.asia/both-sides-now-%e7%ba%af%e7%9c%9f%e4%b8%8e%e6%99%ba%e6%85%a7%e7%9a%84%e7%bb%93%e5%90%88
http://wendychow.asia/both-sides-now-%e7%ba%af%e7%9c%9f%e4%b8%8e%e6%99%ba%e6%85%a7%e7%9a%84%e7%bb%93%e5%90%88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d8azeG1Bu0&feature=fv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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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纯纯的爱 

Posted on October 7, 2011 by Wendy 

*** 

 
 

 

您相信吗？一对交往六年的男女朋友，连手都没牵过？ 

 

A和 B 是我念中学时，一对公认的男女朋友。A是家里的

老八， 他顽皮、逗笑， 经常抱了一把吉他到处弹唱； B

是家里的掌上明珠， 她文静、高雅， 十足的小公主。 二

姐告诉我：“A是 B 的男朋友。” 我一点也不惊讶， 因

为，每次看到 B 就会看到 A。 同样的， 每次听 A在邻居

面前演唱， B 就会在一旁默默地为他加油。AB 俩就这么

公然地交往，同学和邻居们把他俩视为一对金童玉女。 

 

“你知道吗？我们交往六年，从来没有牵手过， 也没有单

独去看过一场电影。” B 细声地地告诉我。  

 

“那你认为你们是男女朋友吗？” 我忍不住问她。 

 

“是呀！我们是男女朋友。” B 认真地回答。 

 

http://wendychow.asia/%e7%ba%af%e7%ba%af%e7%9a%84%e7%88%b1
http://wendychow.asia/%e7%ba%af%e7%ba%af%e7%9a%84%e7%88%b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puppylov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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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三年加上高中三年，AB 俩六年的交往，就在彼此上

大学的阶段， 告一段落。分手时，B 还抱了一大堆的“情

书”来请大姐帮忙烧掉，大姐至今还常常笑说：“我可没有

偷看过哦！  哈哈！” 

 

晃眼四十年。。。。。。 

 

“听说 A现在也是单身， 你想找他吗？” 我问 B。 

 

“当然呀！即使我们现在不能做什么，两人在一块儿聊聊

天也好啊！” B 期盼地回答。 

 

“你们之间真是名副其实的‘纯纯的爱’呀！” 我感叹地

说。 

 

“即使这样，我仍然觉得那一段交往很值得， 我只想知

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 B 的声音渐渐飘

远。 

 

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恋爱方式， 你认为那是段“纯纯的

爱”还是“蠢蠢的爱”呢？ 何必追究， 那终究是一段两人情

窦初开、刻骨铭心，隔了四十年， 仍然令人无法忘怀的

少年情怀啊！ 

 

望着 B，我决定给曾经和 A 在洛城擦身而过的二姐拨通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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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如影随形 

Posted on October 23, 2011 by Wendy 

 

 

小时候，我总是喜欢跟着妈妈到邻居家串门子。有一天，

妈妈才到隔壁的郑阿姨家，我就出现了。妈妈说：“你怎

么老是我前脚走，你就后脚跟！” 

 

“你前脚走，我后脚当然要跟啦！” 我大声地说。 

邻居妈妈们顿时一阵大笑， 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因

为，当时才五岁的我， 只是单纯地想要跟着妈妈，不懂

她们为什么觉得好笑!（后来才理解，她们认为我说的很

有道理：妈妈是“前脚”，我是“后脚”，后脚当然要跟前脚

啦！） 

 

从小，我就喜欢“人来疯”，我喜欢朋友，不喜欢一个人。

我从未一个人进电影院，不论做任何事，我都喜欢跟着朋

友一起。因此，我在每个阶段，在不同的工作环境，都会

交两三个“如影随形”的好朋友。 

 

但是， 当我在工作变化，环境迁移等的各种因素下，我

开始领略到孤独的恐惧。记得以前住在北京的丽都公寓

http://wendychow.asia/%e5%bd%b1%e5%ad%90
http://wendychow.asia/%e5%bd%b1%e5%ad%90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shadow.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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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三剑客的我，Ann 和 Catherine 每天傍晚都到附近的

丽都花园走路，我们三人这么走了好多年。1997 年，

Catherine 搬回芝加哥，Ann 也离开了丽都，我挣扎了好

久，都不愿意一个人去丽都公园走路。  

 

直到有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一个人进入丽都公园，走

了一圈之后，我发觉我开始和自己说话。我看着自己的影

子，对着影子说：“是呀！你并不孤独，你有我呀！”  从

那以后，我身旁多了一位随时伴着我，对我永远不离不弃

的“好朋友” – 那就是我自己。 

 

发现了这个诀窍以后，一个人时，我会对着另一个“自己”

唱歌、说话、安慰她、逗她开心。 我告诉我的好姐妹小

四，我经常会自己和自己对话， 她以一副不可思议地表

情望着我。 

 

中午我和几位好姐妹及她们的先生们一起聚餐。席间， 

我们谈到《前世今生》这本书。Jack说：“人的灵魂不

灭，所以人会轮回转世。” 如果您也相信这个说法，那我

能否说今生的我已经懂得和永生的我（灵魂）交谈了呢？ 

 

算了！不要想得那么玄。总而言之，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孤

独，因为我们的身边都伴有这么一位如影随形的“另一个

我”（或是另一个双胞胎）。你舞，它也舞； 你笑，它也

笑；  你说什么，它都认同。  

 

有这么一位如影随形的“好朋友”，何来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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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神奇的意念 

Posted on October 26, 2011 by Wendy 

 
 

那天在餐会上，Jack 说了这么一段话： 

 

观音有许多信徒。有一天，一位信徒问观音：“观音大

士，请问您有那么多的人信奉您，那么您信奉谁呢？” 

 

“自己。” 观音回答。 

 

“哈哈！求人不如求己。” 大伙儿不约而同地说。 

 

可不是？我们每一次求神拜佛不都是在求祂们帮自己确定

心中已经有的那个想法？ 

 

今年（2011 年）八月底在 Dennis Ng的 “Train The 

Trainers” 培训课程中， 我认识了一位来自中国湖北，长

得亮丽可爱、上进心十足（“很有志气哦！”）、而且非常

http://wendychow.asia/%e7%a5%9e%e5%a5%87%e7%9a%84%e6%84%8f%e5%bf%b5
http://wendychow.asia/%e7%a5%9e%e5%a5%87%e7%9a%84%e6%84%8f%e5%bf%b5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magic-rin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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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好学的小女生 –  Anna Long。  小 Anna 和我俩一见如

故，很谈得来。 培训结束后，我们仍然保持联络。 

 

上个月见面，她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她刚上完一门 余诚贤

老师主讲的催眠课程。为了展现她所学的，她拿出一只绑

了黑线的小戒指， 把黑线绑在我的中指，要我双眼盯着

小戒指，听她的指令。 

 

她说戒指会左右摇摆，我就盯着戒指叫它左右摇摆。她说

戒指会上下摇摆，我就（用意念）叫戒指上下摇摆。 她

说：“戒指现在会沿着顺时针转圈，而且圈会越转越大”，

我就传令，戒指就跟随着动作。 她继续发布指令，我也

继续用意念传递 Anna 的指令给戒指。哇！戒指竟然真的

跟随着她的指令，动作达到一百分！ 

 

接下来，小 Anna 教我“背叛”她。她说东，我就教戒指向

西走；她说戒指会沿着顺时针转，我就命令它往逆时针

转。我试着反传她的指令，结果，神奇的戒指竟然完全

“听令”于我。太神奇了！ Anna 告诉我： 

 

“这并不神奇。因为你很相信我，所以你的‘意念’坚定地

传达了我的指令。其实，是你自己用自己的意念在控制这

只戒指。” 

 

是的，我很相信催眠。我曾经看过一篇关于《如何用自己

的意念控制自己的身体》（Use your mind to control your 

body) 的文章。 那篇文章介绍一位女士如何运用她的“意

念”治疗好她罹患多年的乳癌。 当我住在北京时，教太极

拳的霍老师也常常教我运用意念来驱除身体的病痛， 疗

效非常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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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人人都能用“意念”控制那支戒指，两天前我，

Anna 和 Kevin 老师碰面，我们请 Kevin 老师也来试试能

否用意念控制“魔戒”。结果，并不如预期。因为 Kevin 老

师没完全理解催眠的概念，他的态度半信半疑， 没有完

全专心于他的“意念”，所以，戒指就不听他的指挥。由此

可见，一个人如果不专心，就无法发挥他的意念。 

 

我相信一个人越专心，就会越有自信； 越有自信，他的

意念就越强。 一个人的意念越强，就越容易成功。  “心

想事成”，就是这个道理，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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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解铃还须系铃人 

Posted on October 28, 2011 by Wendy 

 

 
 

K，我是不是得了老人痴呆啦？” 

 

“你为什么这么说？” K 问我。 

 

“我自己说过的话都不记得了。”   可不是吗？ 

 

最近为了一些琐事，朋友认为我曾经说过的话，可是我自

己都不记得了。还好，时过境迁，烟消云散。但是，我得

自我反省，以后处理事情，或是说话都得谨慎。俗话说：

“解铃还须系铃人”， 我宁愿不是那位系铃人， 因为我不

希望造成朋友们的任何困扰。 

 

凡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皆大欢喜，这是我一向的原

则。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我的错， 我仍会放下身段来

http://wendychow.asia/%e8%a7%a3%e9%93%83%e8%bf%98%e9%a1%bb%e7%b3%bb%e9%93%83%e4%ba%ba
http://wendychow.asia/%e8%a7%a3%e9%93%83%e8%bf%98%e9%a1%bb%e7%b3%bb%e9%93%83%e4%ba%ba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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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圆场。 天地这么宽，世界这么大，对于一些芝麻蒜皮

的小事， 我尽量不放在心上。 

 

“你还好吗?” 好友问我。 

 

“当然！我们下礼拜去 KTV， 我好想唱歌。” 

 

我最喜欢跟一群喜欢唱歌的姐妹们去 KTV。我每次都喜

欢人家唱时，我跳舞；而轮到我时，我就专心好好唱。一

唱解千愁。有那么多好听的歌要学、要唱，哪有闲情去计

较？ 

 

解铃还须系铃人，不系铃，又何需解铃？只要心存善念，

不自寻烦恼，也不带给朋友困扰。每天游泳、听歌，上

网、聊天、工作、唱歌、看电视剧 。。。。。。令人开

心的事太多太多了！ 

 

朋友们！我做得到，您一定也行！每天一定要开心哟！加

油！ 

 

 

开心的布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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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幸福在这里”  - 请跟着唱！ 

Posted on October 29, 2011 by Wendy 

 

刚读完榮隆同学 email 来的经典文章 《别让自己活得太

累！！！》， 让我忍不住摘录一些重点与您分享： 

 

人之所以會心累，就是常常徘徊在堅持和放棄之間，舉

棋不定。 

 

1。人之所以會煩惱，就是記性太好。 

（傻人才有傻福） 

2。人之所以會痛苦，就是追求的太多。 

（欲望无穷，永无止境） 

3。人之所以不快樂，就是計較的太多。 

（适可而止，过犹不及） 

4。人之所以不幸福，就是沒有知足心。 

（知足者，常乐也） 

5。人之所以活的累，就是想的太多。 

（简单就是美） 

6。幸福是自己的感覺，需要自己細細去體會。 

（幸福在这里 ） 

 

我最喜欢这句：幸福是自己的感覺，需要自己細細去體

會。此刻， 我特地上网找来这首《幸福在这里》，您如

果会唱，就让自己进入 KTV, 放声地唱吧！ 

“~  * ~ *   

我的幸福在这里,  因为这里有你。  

從此不再尋萬里,   我不願再分離 

雖然遠方更壯麗,   我只要和你相依。  

http://wendychow.asia/%e5%b9%b8%e7%a6%8f%e5%9c%a8%e8%bf%99%e9%87%8c-%e8%af%b7%e8%b7%9f%e7%9d%80%e5%94%b1%ef%bc%81
http://wendychow.asia/%e5%b9%b8%e7%a6%8f%e5%9c%a8%e8%bf%99%e9%87%8c-%e8%af%b7%e8%b7%9f%e7%9d%80%e5%94%b1%ef%bc%8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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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麗的遠方不及    和你在一起 

我的愛情在這裡,   因為這裡有你。  

從此不再走天涯,   我不願再分離 

雖然彼岸更美麗,   我只願和你相依。  

明媚的彼岸不及     和你在一起 ~ * ~ * ” 

 

这个“你” 可以代表任何您喜爱的人(亲人、 情人、 小

Baby、 邻家可爱的小孩等）， 物（金钱、珠宝、收藏

品、别人的赠品等）， 大自然（花草、 花鸟、 青山、 

小溪等）。 这个“你”在我心中代表任何我喜爱的事

物。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的“你”（心中所有的喜爱事

物），能不感到幸福吗？ 

 

请您再唱几遍这首《幸福在这里》， 一边唱，一边想着

心中所爱，幸福就在您这里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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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两代之间的“昨天” 

Posted on October 30, 2011 by Wendy 

 

汤兰花 - 昨天 

昨天，昨天，昨天是一阵轻烟， 

轻烟啊……升入了云间。 

 

昨天，昨天，昨天是一段幻梦， 

幻梦啊……遗留在枕边。 

 

昨天，昨天，昨天有多少欢笑， 

欢笑啊……消失在镜里。 

 

昨天，昨天，昨天有多少悲哀， 

悲哀啊……沉落在心底。 

 

它临走抛下了夕阳， 

红着脸像一个做错事的姑娘； 

羞答答隐没到海边，让你在岸上独自思量。 

 

昨天，昨天，昨天是一片黄叶， 

黄叶啊……卷入了尘泥。 

昨天，昨天，昨天是一朵落花， 

落花啊……飘零谁可惜， 

飘零谁可惜，..飘零谁可惜。 

 

梁靜茹 – 昨天 

假裝你不曾親吻他的臉 

假裝你不曾靠在他的肩 

假裝你不曾讚美他的眼 

假裝你不曾記得他鼻子的弧線 

雖然你現在躺在我身邊 

雖然你現在只對我想念 

http://wendychow.asia/%e4%b8%a4%e4%bb%a3%e5%a5%b3%e6%ad%8c%e6%89%8b%e7%9a%84%e2%80%9c%e6%98%a8%e5%a4%a9%e2%80%9d
http://wendychow.asia/%e4%b8%a4%e4%bb%a3%e5%a5%b3%e6%ad%8c%e6%89%8b%e7%9a%84%e2%80%9c%e6%98%a8%e5%a4%a9%e2%80%9d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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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你現在說愛我不變 

但為何你只抽他習慣的香煙 

我可以佔有你眼睛全部的視線 

在亮了燈的房間 你的心有一部份我卻看不見 

我已經佔有你生命全部的時間 

卻在意那些 你從來不說 我從來不問你的 昨天 

 

现在我明白为什么老歌比新歌吸引我了。 

 

老歌的歌词较为含蓄、优美，新歌则比较写实、直接，各

有所爱。您喜欢哪一首呢？ 

 

一首是叹息昨天像飘零的落花；另一首却是在怀疑身边人

的昨天是和谁在一起？ 

 

一首是对时间流逝的感叹；另一首是对伴侣忠诚度的质

疑。 

 

我喜欢前者。人世间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 花开花

落， 春去秋来， 生老病死， 这些都是时间流逝造成的

结果， 绝非人力可以扭转的。  

 

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会比时间的流逝更加无情。 明白了

这一点，我们为什么还要让自己陷于纷纷扰扰的人与事之

争? 何不让自己远离人事造成的是非， 保持客观，让自

己活得更豁达、 更开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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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幻想与真实 

Posted on November 3, 2011 by Wendy 

 
 

您可曾有过这种经验?  从短短的电话谈话中，马上就对一

个人有非常好的印象。 

 

我刚刚和一位 银行的小姐 Josepnie（称呼她为“女士”似乎

有些老气）在电话中交谈，放下电话后，我好开心！第

一，她帮我争取到我这次贷款的所有要求，包括利率、年

限、费用减免等等。 第二，她昨天才收到我的申请，今

天就给予答复， 效率真神速！ 第三，她讲解事情以 1，

2， 3 的方式分点说明， 有条有理。 第四，她的语调清

晰、有礼、悦耳动听。总之，她的表现，令我十分满意。 

 

这不禁令我想起早期我们听收音机的年代。当电视开播

后，有几位广播界的名人转到电视台播报新闻，当我们看

到某些偶像的真面目后，感到好失望。为什么她们的声音

那么甜美，人却长得“麻麻地” （不怎么样）？ 早知道，

不要见到她们本人，保留一个完美的幻想多好？很多艺

人，如刘文正等，在演艺事业高潮时就急流勇退， 让自

http://wendychow.asia/%e5%b9%bb%e6%83%b3%e4%b8%8e%e7%9c%9f%e5%ae%9e
http://wendychow.asia/%e5%b9%bb%e6%83%b3%e4%b8%8e%e7%9c%9f%e5%ae%9e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1/idol.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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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粉丝心中永远保留一份完美的形象， 这不是很好

吗？ 

 

朋友之间， 尤其是网络上交往的男女朋友，常常会有一

种“相见不如不见”的感觉。在未见面时，彼此都仅凭借声

音或文笔来幻想对方的容貌，可以毫无顾忌地把对方想象

成俊男美女。一相见，则大失所望，恨不得逃之夭

夭。 有许多人在网络上的  Facebook 放的照片都不是本

人。这点，我很不喜欢。所以，我通常对于不认识的 

“Face”， 特别是那些长得像电影明星似的 face, 我一概不

回应。谁知道躲在那张天使脸孔的背后会是个什么样的魔

鬼？ 

 

话说回来，刚刚和我谈过话 Josepnie 应该是相貌和声音都

一样甜美吧。有朝一日，我要见一见她的庐山真面目来证

实我的想法。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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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陪我看日出 （日文：涙光闪闪） 

Posted on November 5, 2011 by Wendy 

 

几年前，第一次在电视上听到这首《陪我看日出》，我立

刻就被演唱者那副纯净、清晰、诚挚的声音给迷住了。 

 

不久，我在电视上看到“蔡淳佳”三个字，第二天，我就

到唱片行买下她的第一张 DVD。虽然我后来也陆续地买

了几张蔡淳佳的 DVD， 但是我还是觉得《陪我看日出》

是她唱得最动听的一首。这首歌的曲子非常优美，它的原

版是日文。我接着把夏川里美唱的日文版（中文翻译成：

《泪光闪闪》）也给买了回来。中、日两个不同版本，两

位女歌手，各有千秋。 

 

两位演唱者的音质不同，语言的表达不同，给我的感受也

不尽相同。 但是， 相同的是她们的歌声都能带给我一些

回忆和联想。 我经常在她们的歌声中回味 无穷。啊！一

首好歌配上这么优美的曲子，尤其中文版中的画面十分吸

引人， 张张都是经典。 能听到两位这么棒的女歌手来诠

释的美妙歌曲， 我们可真有耳福啊！ 

http://wendychow.asia/%e9%99%aa%e6%88%91%e7%9c%8b%e6%97%a5%e5%87%ba-%ef%bc%88%e6%97%a5%e6%96%87%ef%bc%9a%e6%b6%99%e5%85%89%e9%97%aa%e9%97%aa%ef%bc%89
http://wendychow.asia/%e9%99%aa%e6%88%91%e7%9c%8b%e6%97%a5%e5%87%ba-%ef%bc%88%e6%97%a5%e6%96%87%ef%bc%9a%e6%b6%99%e5%85%89%e9%97%aa%e9%97%aa%ef%bc%89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随心所欲 

  

106 
Follow Your Heart 

56。 邓丽君之《望春风》+ 《阿妈的话》 

Posted on November 8, 2011 by Wendy 

 

今早又在听“小邓”的歌曲，耳边正播放着她唱的台语歌

曲《望春风》和《阿妈的话》。 

 

《望春风》是我唯一会唱的一首闽南语歌曲，我学了好多

年，绝对不轻易表演； 除非卡拉 OK 的场面太冷了，我

才把它搬出来，让大家开怀一笑。（姐妹们，请记得本人

为了你们连自己的形象都不顾！这可是多大的牺牲啊！）

虽然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但是我觉得唱得好又入味

的并不多。邓丽君的嗓音嘹亮，口齿清晰， 她唱轻快

的、抒情的歌曲，都好听极了。她的歌声从小伴着我长

大。 

 

另外这首《阿妈的话》 我也非常喜欢。 K 和我两人是一

对标准的 “O-ah Han-ji” (“芋头+地瓜”) 。 因为我是道

道地地的外省姑娘（芋头)，而他则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台

湾郎（地瓜)。对于侍奉公婆，我一窍不通。这么多年，

我们一直定居海外； 听听这首《阿妈的话》，我暗自庆

幸。请您听听年轻时的“小邓”唱的，并留意它的歌词， 

有哪家姑娘敢嫁人哪！ 

 

做人的媳妇着知道理 

晏晏去困着早早起 

又搁烦恼天未光 

又搁烦恼鸭无卵 

烦恼小姑要嫁无嫁妆 

烦恼小叔要娶无眠床 

…… 

http://wendychow.asia/%e9%82%93%e4%b8%bd%e5%90%9b%e4%b9%8b%e6%ad%8c
http://wendychow.asia/%e9%82%93%e4%b8%bd%e5%90%9b%e4%b9%8b%e6%ad%8c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随心所欲 

  

107 
Follow Your Heart 

总之， 这首《阿妈的话》就是教你如何做人家的媳妇。 

它教你要晚睡早起，家里大大小小、里里外外、上上下

下、煮饭、洗衣、烧柴、针线等的活全是媳妇的。 到头

来，媳妇再怎么尽心尽力，还是惹得小姑骂， 小舅嫌， 

全家人没一个喜欢，没一个人怜惜。 

 

我的妈呀！幸好我不是早期的媳妇，再说，我的“阿妈”

和我同一个星座，是一位非常开明的妇女。不过，我想我

会把这套做人媳妇的道理，教导给我未来的媳妇。哈哈！ 

 
 

 

 
 

小国王对他的皇后说： “你可要懂得做人媳妇的道理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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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小孩养小孩 

Posted on November 10, 2011 by Wendy 

 

 
 

昨天，我在从市中心往兀兰城 (Woodlands) 的德士车上， 

和一位帅哥司机聊天， 称他为“帅哥”一点也不为过，他

看起来三十不到，戴副眼镜， 说起话来斯斯文文、彬彬

有礼。交谈之下，我才发现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

我惊讶地问他： 

 

“啊，那 你不是‘小孩养小孩’吗？” 

 

“哈哈！很多人都这么说。其实，我已经 42 岁了。” 他露

出了一副得意的表情，笑嘻嘻地回答我。 

 

“哇！你还真不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啊！” 我说。 

 

“我的大儿子 18 岁，已经比我高了。” 他接着说：“我每个

星期天陪两个儿子去打桌球， 很多人都说我们是兄弟。” 

 

“请问你是怎么样保养的？” 我忍不住开口问他。 

 

http://wendychow.asia/%e5%b0%8f%e5%ad%a9%e5%85%bb%e5%b0%8f%e5%ad%a9
http://wendychow.asia/%e5%b0%8f%e5%ad%a9%e5%85%bb%e5%b0%8f%e5%ad%a9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1/father-and-so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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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我从不给自己压力。每天赚多、赚少，我都一样

过。星期天我一定陪家人和孩子。” 他回答我。 

“那你很看得开，健康和快乐才是人生最重要的。” 我想

到折磨我的坐骨神经痛，不免有感而发。 

 

“是呀！每次朋友们给我看他们新买的名表，我就觉得那

跟我几十块钱买的一样，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去买。” 他

说。 

 

“我也是呀！朋友们每次都劝我去买一些名牌包包，穿设

计师设计的衣服，我也没兴趣！”  我说。 

 

我们继续聊着各自的家人和孩子。 快到家了，我准备下

车时，帅哥司机回头看我一眼：“咦？你也很年轻呀？怎

么会有三个那么大的孩子？” 。 

 

听得我满心欢喜，告诉他说：“我跟你一样，头脑简单，

不想太多。来！多付你几块钱小费让你去加油。” 

 

 “谢谢！” 帅哥礼貌地接过车资。 

 

大家各自开心的说拜拜。 不知道日后能否有缘分再搭乘

这辆的士？ 但是，我很高兴在这短短地半个小时车程

中，我能和这么一位有智慧的帅哥司机聊天，分享彼此对

人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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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 健康与心态 

58。 风来了！ 

Posted on July 11, 2011 by Wendy 

 
 

 

小时候我常常听大人说：“你怎么像阵风似的， 说来就

来！”   

 

这才是行动派的作风呀！ 昨晚我才想到要写部落格，我

今天就把架构写出来了。 不是因为我动作快， 而是因为

这些框架老早就已经存在我脑海了。一般来说， 只要我

的构思成熟， 我就会很快地行动。 妈妈也是这种个性，

所以老爸常常对我说：“你就像你妈， 说风刮风， 说雨

来雨。”  

 

我耸耸肩， 这证明了我真的是妈妈的女儿， 并不是像大

姐说的那样： 

 

“你是我们从水沟里捡回来的。”  

 

哈哈！ 

http://wendychow.asia/%e8%af%b4%e9%a3%8e%e9%81%93%e9%9b%a8
http://wendychow.asia/%e8%af%b4%e9%a3%8e%e9%81%93%e9%9b%a8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7/blowinthewind.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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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知我者， 老大也！ 

Posted on July 14, 2011 by Wendy 

 

文珊， 

看了妳的部落格 

很棒哦， 等于以后可以常常见到妳哦 

妳的 10 个星座中有 5 个落在风象星座 

(难怪妳父母说妳像一阵风) 

优雅、 冷静、 理性、 知性 

不断地学习， 接受新知， 永不退休 

又能把想法和感情化为文字 

更重要的是能把想法变成为花花绿绿的钞票 

好样的！ 

台君 

 

注解： 台君是我在东吴大学政治系的同学， 她是我们“七仙女”中的

“老大”。 

 

 

http://wendychow.asia/%e7%9f%a5%e6%88%91%e8%80%85%ef%bc%8c-%e8%80%81%e5%a4%a7%e4%b9%9f%ef%bc%81
http://wendychow.asia/%e7%9f%a5%e6%88%91%e8%80%85%ef%bc%8c-%e8%80%81%e5%a4%a7%e4%b9%9f%ef%bc%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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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我有一颗年轻的心 

Posted on July 14, 2011 by Wendy 

 

“年轻小女郎， 珍惜你青春,   秀丽紫罗兰春天才开花，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春天才开花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春天才开花 。。。。。。” 
 

这是我经常自我“催眠”的一首儿时的歌曲， 每次一唱

它， 我就不知不觉地年轻起来。 外表上， 我和一般同龄

伙伴一样；  内心里， 我却有着非常年轻的心态。（虽

然， 我在最近几场学习会上， 同学们对我的称呼逐步加

重”辈分”  --- 从直呼本名， 到学姐、 阿姨、 到老师

等。） 

 

近年来儿女大了， 我更是可以毫无牵挂、 精力充沛、 随

心所欲地尽情发挥。 因此， 我经常和比我年轻的“同志

们”（志同道合， 理念相同的朋友们）一起学习、 打拼。 

我不知道这颗“年轻”的心何时会“老化”， 至少到目前为

止， 它仍然和你一样年轻活泼呢！ 

 

今年， 我计划多动笔， 少“？” （一时想不出少什

么？）， 专心地整理出一份可以与人分享的教材。 

 

同志们， 让我们共同加油！

http://wendychow.asia/%e5%b9%b4%e8%bd%bb%e7%9a%84%e5%bf%83
http://wendychow.asia/%e5%b9%b4%e8%bd%bb%e7%9a%84%e5%bf%83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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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找回自己 

Posted on August 12, 2011 by Wendy 

 

大半年过去了， 回想过去这 7、 8 个月过得好忙碌， 正

如 Olivia 说的：“你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太满了！” 

可不是？年初参加了一场网络培训，三月份整个月忙着为

月底的 Ultimate Internet Boot Camp (UIBC) 当助教做准

备， 六月去旧金山帮两个儿子搬家 顺便到洛杉矶玩了一

趟，紧接着又参加了两场网络营销以及一场讲师的培训。 

 

呼 －－－－－－ ！ 此时此刻， 我只想像天上的浮云， 

让自己彻底地放松，找回自己。 

 

 

http://wendychow.asia/%e6%89%be%e5%9b%9e%e8%87%aa%e5%b7%b1
http://wendychow.asia/%e6%89%be%e5%9b%9e%e8%87%aa%e5%b7%b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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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咏鹅 

Posted on August 23, 2011 by Wendy 

 

“鹅 鹅 鹅， 

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清波。” - 唐朝诗人骆宾王 

 

我刚上初中时，就学会游泳。当时的一位好朋友--毕範一

经常带着我和台南市的游泳队员， 一块儿到附近的成功

大学去游泳。刚开始，这些游泳健将们就把我丢到泳池最

深的地方，自己去玩不理我。 看着她们这群晒得黝黑的

“美人鱼”，一个个轻而易举地在泳池里翻滚着蛙式、 自

由式、 蝶式、 跳水等。她们看我一个人无聊，就先教我

学狗爬式踏水。然而我天生不怕水，很快地就学会了游

泳。此后初中三年，我几乎就在游泳、 溜滑轮和打篮球

中度过。 

 

多年来我不再游泳， 我几乎已经忘记了在水里的乐趣。 

直到最近，由于腿部抽痉，医师嘱咐我要多游泳，所以，

接连一个多星期， 我每天早上八点半左右就到公寓楼下

的游泳池去游泳。 

 

早上这段时光，整座游泳池几乎就只有我一个人。我把头

浮到水面，怡然自得地一边举头看着远处的蓝天， 一

边 轻松地划动着双臂，双脚在水底下慢慢地拨动着，静

静地享受着这份悠然与自得， 这样的画面是多么地诗情

画意啊！ 而我不就像《咏鹅》里的那只鹅吗？ 
 

http://wendychow.asia/%e5%92%8f%e9%b9%85
http://wendychow.asia/%e5%92%8f%e9%b9%85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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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收藏“真心” 

Posted on September 6, 2011 by Wendy 

 

 
 

 

朋友常笑我爱收藏古董或是房地产，殊不知我最爱收藏也

最珍惜的是“友谊”。 

 

我很喜欢交往一些能谈天说地的朋友。尤其是那些相知相

惜，无所不谈，能分享彼此对人、事、物看法，并能相互

鼓励与支持的朋友。 

 

敞开胸怀， 与人交谈，是很容易交到朋友的。我爱看古

装的韩剧，那里面经常强调对人的“真心”（如韩剧《善

德女王》中的庾信公对善德女王的那份心意）。是的，交

朋友就要真心，真心的付出，不求回报。 

 

我喜欢收集并且珍惜朋友的“真心”。您收藏什么呢？

http://wendychow.asia/%e6%94%b6%e8%97%8f%e2%80%9c%e7%9c%9f%e5%bf%83%e2%80%9d
http://wendychow.asia/%e6%94%b6%e8%97%8f%e2%80%9c%e7%9c%9f%e5%bf%83%e2%80%9d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9/3beauties.round_.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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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随缘 

Posted on September 14, 2011 by Wendy

 

 

急性子的我却很怕别人催促我。刚才拨了一通电话去询问

一间待售的商店，没想到卖方中介的语气是那么地急迫， 

似乎要我立刻和他达成交易。 

 

这一来，我反而兴致全无，马上谢谢对方， 放下电话。 

我相信我自己也常常犯下同样的错误，急欲完成某项任

务，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这一点，我非常佩服我们 BSE 28 期的小老弟，他居然能

以 30%的折扣从发展商手中买下一套靠湖边又近地铁站

的房子。他得意洋洋地说：“反正我又不急，又不是非买

不可。 发展商愿意卖，我就买呗！” 这句话可真应验了一

句成语：无欲则刚。只要你不急，就有谈判的筹码; 谁手

中的筹码多，谁就能成为赢家。 

 

儿子常说我：“你就是个性太急，别急嘛！” 是的，我已

经在学习逐渐地放慢脚步，放松自己。我很喜欢这几句

话：“命里有时， 终须有； 命里无时， 莫强求。” 人生

中，值得追求的事物太多了， 何必执著急躁于一时？放

慢脚步，一切随缘吧！

http://wendychow.asia/%e9%9a%8f%e7%bc%98
http://wendychow.asia/%e9%9a%8f%e7%bc%98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9/1388599_37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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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说出来！ 

Posted on September 21, 2011 by Wendy 

 

 

 

 

很多人遇到事情，往往不好意思开口说出来。 

 

早年在美国工作时，我就吃过亏。明明是自己的功劳，却

被印度籍的同事拿去邀功， 只因为我不好意思说出来。 

随着经验和年纪的成熟，我学会把话说出来。有事情想表

达，就说出来； 心里烦了，就找朋友说出来； 明明是自

己的业绩，就说出来去争取它。 

 

“说出来”的好处非常多。第一，我向朋友说出我的计划

后，就逼得自己非去执行不可；第二，很多事情，在我说

出来的当下，自我分析， 就自己找到答案了。所以，我

经常把我的想法向好朋友们“说出来”。 

 

今天很高兴 Carol 愿意借我一副耳朵，听我把心事说出

来， 和她交谈之后，我的心事全无。真好！我有这么一

位肯听我诉说心事， 可以帮我分析事理， 又值得信赖的

好姐妹。Dear Carol， 谢谢你！ 

http://wendychow.asia/%e8%af%b4%e5%87%ba%e6%9d%a5%ef%bc%81
http://wendychow.asia/%e8%af%b4%e5%87%ba%e6%9d%a5%ef%bc%8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09/tell-a-secrect.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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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清流 

Posted on September 26, 2011 by Wendy 

 

 
 

“门前一道清流，夹岸两行垂柳，风景年年依旧，只有那

流水总是一去不回头，流水哟！ 请你莫把光阴带~走。” 

 

这首 《清流》是我最爱唱的儿歌之一。 人世间没有任何

难以面对的人或事； 唯一的“敌人”只有那像流水般， 总

是一去不回头的光阴。明白了这个道理，突然我头脑变得

更清醒，双眼也变得更明亮了。既然把握不住光阴，何不

把一些鸡毛蒜皮的杂念抛开一边，做些自己喜欢又可以帮

助身边的人的事呢？ 

 

对人生有了新的领悟后，我突然觉得身边的人刹那之间都

变得可爱多了。不但如此，身边也突然冒出了许多“贵人”

http://wendychow.asia/%e6%b8%85%e6%b5%81
http://wendychow.asia/%e6%b8%85%e6%b5%8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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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想这是一种反射作用。 一张笑脸，换回另一张笑

脸；一份善意，获得另一份回报。你对人好，自然别人也

对你好。我但愿这份领悟能持续。 

 

我想：每一个人都不过是人世间的一个过客，有缘相识的

人，都是我们人生过客中的朋友或是伴侣。我们所要对抗

的不是我们身边的这些陪着我们度过一生的人， 而是那

无情的光阴。 我们每天开开心心地过，是一天；不开心

地过，也是一天。何不善待自己和身边的人，乐观积极地

过一生？ 

 

“风景年年依旧， 只有那流水总是一去不回头， 流水哟！ 

请你莫把光阴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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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针灸？不怕! 不怕！ 

Posted on October 1, 2011 by Wendy 

 

 
 

 

最近为了坐骨神经痛，我已经连续接受了七次针灸疗程。 

目前，我的病情几乎完全康复。我非常感谢新加坡 BSE

同学会的秘书长苏运旋（Mr. Vincent Soo）先生， 我在上

次同学会中，向他提到我的腿部抽痛，他立刻把他诊所专

门负责整骨和针灸治疗的吕医师介绍给我。感激他俩，如

今我已经完全康复， 可健步如飞。(后注： 暂时而已 ） 
 

很多人，一听到“针灸”两字就怕怕的，我也是一样。可

是，我每次在被扎针时，都会先自我催眠，心理不断告诉

自己： 

“我是一块海绵。”  

http://wendychow.asia/%e9%92%88%e7%81%b8%ef%bc%9f%e4%b8%8d%e6%80%95%ef%bc%8c%e4%b8%8d%e6%80%95%ef%bc%81
http://wendychow.asia/%e9%92%88%e7%81%b8%ef%bc%9f%e4%b8%8d%e6%80%95%ef%bc%8c%e4%b8%8d%e6%80%95%ef%bc%8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spong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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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想边放松，所以我通常感觉不到任何疼痛。这跟被打针

的道理一样，你越把肌肉放松，越不痛。 

记得小儿子两岁时，有一回， 我带他去打预防针。他一

看到护士小姐拿着针筒，就开始歇斯底里的大哭大闹。 

护士小姐说：“别让他这么哭闹，这样打下去， 他的肌肉

变得很僵硬，会更痛。” 从那次以后，我每回带孩子去打

针，都在旁向他们催眠： 

“你是一块海绵，瞧你的身上有那么多洞孔，针头好容易

伸进去， 因为，你是一块又厚又大的海绵呀！” 

同样的，我每次去针灸时，都幻想着自己是块松松软软的

大海绵。好笑的是我每次都由于过于放松而睡着了。您试

试看，自我催眠很容易的。下次打针时，您把自己想像成

一块厚实的大海绵，就不怕扎针了！ 

 

 
 

 
哎呀， Brownie, 你这样可一点都不”man”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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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做个开心的人 

Posted on October 3, 2011 by Wendy 

 
 

人世间繁琐的事务太多了，让我们都学着做个开心的人

吧！ 

 

我虽然很乐观，但并不表示我没有烦恼；也许我的烦恼比

一般人还多。可是，我尽量让自己积极、乐观， 能吃、

能睡。没错，让自己变得单纯，头脑简单（直接），四肢

发达（健康）。基本上，一个人如果每天作息正常，吃

饱、睡饱，应该没有太多烦恼，或是知道该如何排解烦

恼。 

 

唱歌、大笑都是我排解烦恼的方法。我告诉自己：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烦恼。我希望能把开心带给身边的人。我并不

是一个天生的开心果，可是我很容易受朋友感染。我很喜

欢和乐观开朗的人做朋友， 我周围就有一群好姐妹们， 

我们每次聚会， 总是笑声不断，说什么都好笑。有时

候，我觉得我们这群人都像吃了“笑素”似的； 明明没

人说什么，却是笑声四起。 

http://wendychow.asia/%e5%81%9a%e4%b8%aa%e5%bc%80%e5%bf%83%e7%9a%84%e4%ba%ba
http://wendychow.asia/%e5%81%9a%e4%b8%aa%e5%bc%80%e5%bf%83%e7%9a%84%e4%ba%ba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0/happiness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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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容易笑的人，也容易哭。我已经准备了两公升的

“泪水”，给下个礼拜回台湾探望老朋友时备用。尤其，我

会拜见两位中学时代就认识的老朋友，我相信，老友重

逢，肯定会激动、欢喜、惋惜、感叹， 惊

喜 。。。。。。 种种复杂的情绪，一定会如泻洪般，一

泻千里。 （我们是否会就像古诗中描述般：双袖龙钟， 

泪不干。 哈哈！） 

 

人生三宝：老伴，老友，老嗜好（不是老酒，因为我不会

喝酒）。既然算“老”友，就一定是相识多年的朋友。我希

望我的“老”友们，因为认识我而觉得开心，觉得值得， 

觉得日子越过越好，那我也就不枉此生了。 

 

好不容易找到两张微笑动物的相片，但是我决定不下该用

哪一张。 因为，基本上，我能吃、能睡，有些像猪仔；

但是，我自认前世是只鸟，因为我常在梦里高飞、翱翔。 

两张都放吧！只要能让您看得开心就好。 哈哈！ 

 
 

 
 

我的前世是只自由飞翔的小白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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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隨順因緣 – 夹缝中冒出来的小草 

Posted on October 20, 2011 by Wendy 

 

 

 

大学时， 小我一届的学妹莉莉经常到我的寝室来聊天。

有一次，她突然对我说：“你从不和人家竞争，可是你往

往会从别人竞争的夹缝中冒出来。” 

 

 “是吗？”  我没想过。 不过我确实是《老二哲学》的忠实

信徒。

实践家办的企业家培训课程，强调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就要

知道如何打造一个舞台，而不是成为在舞台上被人操纵的

表演者。我也常和朋友开玩笑说我喜欢当“Neck”（脖子）

而不喜 欢当 “Head” （头部），因为 The neck can turn the 

head around!（脖子可以任意扭转头部啊！）哈哈！ 

 

也许是个性使然，也许是环境造成，我从小就知道自已想

要什么。所以大学期间，当班上同学举办七星山烤肉，以

及毕业旅行，我都没参加。一方面，我忙着当家教，另一

方面，我也要为毕业后的出路作准备。 当然，其中的费

用和开销也是我主要的考虑因素。如今，子女已长大，我

要珍惜每一次和大学同学以及好朋友们的聚会, 再也无需

烦恼其他。 

http://wendychow.asia/%e9%9a%a8%e9%a0%86%e5%9b%a0%e7%b7%a3-%e5%a4%b9%e7%bc%9d%e4%b8%ad%e5%86%92%e5%87%ba%e6%9d%a5%e7%9a%84%e5%b0%8f%e8%8d%89
http://wendychow.asia/%e9%9a%a8%e9%a0%86%e5%9b%a0%e7%b7%a3-%e5%a4%b9%e7%bc%9d%e4%b8%ad%e5%86%92%e5%87%ba%e6%9d%a5%e7%9a%84%e5%b0%8f%e8%8d%89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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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也很庆幸，大学时班上的陈伯锦同学曾经形容

我有 A cold head and  a warm heart (一个冷静的头脑和一

颗温暖的心)。凡事顺着走，尽人事，顺天意， 是我一贯

的作风； 另一方面，知足、感恩， 能帮人处且帮人。是

的，我愿意是一株夹缝中冒出来的小草，随风飘逸，坚韧

豪迈、自由自在、健康快乐地过一生。 

 
 
 

 

 

 

我是一株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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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给爱德玲的一封信 

Posted on November 4, 2011 by Wendy 

 
 

亲爱的爱德玲： 

 

真羡慕你有一位那么慈祥、和蔼和乐观的妈妈。我好喜欢

她！ 

 

今天下午，我在余医师的诊所遇到你们母女。你妈妈非常

可爱， 她一直笑嘻嘻地用福建话和我交谈， 但是，里面

百分之九十“我有听没有懂”。 我不忍心令她失望，只

好频频微笑、 点头来表示赞同她说的。 

 

今天余医师的病人好多，全部是来让他“整骨+针灸”

的。你妈妈跟我聊了好多。不好意思，“鸡同鸭讲”，我只

听懂了她用国语说出“忧郁症”三个字，然后疼惜地望着

你。 

 

你？难道你有忧郁症？我一点也不相信！ 

 

外表上，你是那么地令人喜爱，完全和我们没两样。我至

今还为自己小弟年轻时吸食强力胶，烧坏了脑筋而遗憾；

我也曾义务陪伴年仅三岁， 却罹患了自闭症（Autism)  的

小尼克，并且深深为他惋惜。可是对妳，我相信余医师说

的， 妳的主要问题在颈椎， 其次在心理。我们都这么认

为是因为你目前还可以上班，还可以和人交谈， 你说那

是因为你已经服了“药”。 

 

http://wendychow.asia/%e7%bb%99%e4%ba%b2%e7%88%b1%e7%9a%84%e7%88%b1%e5%be%b7%e7%8e%b2%e7%9a%84%e4%b8%80%e5%b0%81%e4%bf%a1
http://wendychow.asia/%e7%bb%99%e4%ba%b2%e7%88%b1%e7%9a%84%e7%88%b1%e5%be%b7%e7%8e%b2%e7%9a%84%e4%b8%80%e5%b0%81%e4%bf%a1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1/adeline1.jpg


  随心所欲 

  

127 
Follow Your Heart 

余医师和我都十分愿意帮助你克服你所谓的“忧郁症”。希

望你能坚持让余医师帮你治疗十个疗程， 摆脱药物，摆

脱心理障碍，恢复一个健康、开朗、乐观的你！ 

 

很高兴认识你们母女俩。当我看到你们母女之间的互动

时，让我想起已经离我远去的妈妈。。。。。。  

 

为了你的妈妈，你一定要健康哟！三个月后见！加油！ 

 

 
 

 
 

 
 

 

好一对健康、 快乐的阳光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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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有失有得 

Posted on November 7, 2011 by Wendy 

  

“嗨，你好！”  早上， 我在游泳时，住在泳池旁一楼的夫

妇正好从阳台的小门走出来， 看到我， 立刻和我打招

呼。 

 

“嗨，你好！” 我热情地回应。 

 

“你们的房子是用两户打通的吗？” 我每天看着工人忙着

进出池旁这两间屋子装灯、 搬家具的， 而且两个单位中

间的围墙也拆除了，所以忍不住发问。 

 

“是呀！” 太太兴奋地回答。 

 

“好棒呀！二合一，房间一定很大。” 我说。 

 

“你也很棒！每天游泳。” 先生大声地说。我当场愣了一

下， 没想到每天在泳池里泡水也会被人称赞。 

 

“噢，我的腿会抽筋，所以需要每天游泳。对了，我叫 

Wendy” 
 

“我叫 Edward, 我太太叫 Debra。”   Edward 边说边回头指

着 Debra。 

 

“你住哪一间？”  Debra 问我。 

 

 “ 哦， 就在你们家的对面， 5 楼带青绿色阳伞的那一

间。” 我回答。 

 

http://wendychow.asia/%e6%9c%89%e5%a4%b1%e6%9c%89%e5%be%97-something-is-lost-but-something-is-gained
http://wendychow.asia/%e6%9c%89%e5%a4%b1%e6%9c%89%e5%be%97-something-is-lost-but-something-is-gained
http://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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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空到你家去参观。”  Debra 热情地地说。 

 

“好呀！有空我也去参观你们家，大家互相学习。” 我

说。我很好奇 2 间厨房，2 个防空壕，2 间客厅，6 间厕

所，8 间房间的设计，该如何改装？ 

 

“好呀！再联络，拜拜！”  Debra 一边挥手，一边往停

车场的方向走。 

 

“你真的很棒， 每天游泳。拜拜！”  Edward 也一边挥

手，再加上一句。 

 

“拜拜！”一下子被人称赞两次，我满心欢喜地向他俩热

烈地地挥手拜拜。 

 

常言道：“有失必有得”。如果不是我的坐骨神经痛，我

绝对不会再下水游泳。 

 

三个月前，“中华鸿中医”的吕医师嘱咐我要多游泳，所以

每天早、晚我都会乖乖地抱着一片浮板来游泳。手捧浮板

游泳是因为我不想把头发打湿。这么一来，我不但可以遵

从吕医师的建议， 游自由式或是骑脚踏车式。 而且， 我

更可以像只鹅似的，把头浮在水面，边划水、 边唱歌。 

 

我现在住的公寓，今年（2011 年）5 月才完工， 邻居们

陆陆续续地搬进来， 起初大家都不认识。目前，我已经

认识了好几位邻居，包括越南美籍， 一头长发，长得非

常甜美的 Mai； 从马来西亚移民过来， 现在是新加坡公

民的电脑工程师 Corleen； 从中国北京嫁到新加坡， 已有



  随心所欲 

  

130 
Follow Your Heart 

一个三岁儿子的兴平等， 我每天遇到这些亲切热情的新

邻居， 真的好开心！ 

 

就是因为我每天早晚游泳，加上我又能吃、能睡，所以， 

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只猪仔。我告诉在台湾的好姐妹 -- 

小四（在大学宿舍里她排行第四），以后可能要改口称呼

我为“小朱（猪）”了。 （小朱是我俩共同认识的另一位

好朋友。）哈哈！ 

 

我没有任何特别的宗教信仰， 可是我经常说：“老天爷

是公平的”， 祂让我身体上有一点腿部的病痛，可是祂

又让我在心灵上得到许多收获。“Something lost but 

something gained” 不是吗？我们每天都在得失之间生

活， 有失有得。我喜欢把“失”字放在前面，因为我看

重的是那个“得”字； 就因为看重那个“得”字，我才

懂得惜福、感恩，也甘心承受那份“失”带来的病痛，而

默默地品尝这份“得”带来的兴奋和喜悦。 

 

嗯，我想我要开始邀请朋友来家里聚会了！ 您可见过猪

仔们的 Party？ 哈哈！ 

 
 

http://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1/11/partypi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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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  下集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