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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来有朋友问我：“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是会写文章的珊瑚。” 我打趣地说。  

 

其实， 我只是想让我的中文名字“文珊”更容易令人记

住罢了！不过， 随着年龄的见长， 我的确开始喜欢涂涂

抹抹。 每天坐在电脑前， 敲打着键盘， 把思想化为文

字。 时光就在我专注、凝神之下瞬间飞逝。。。。。。  

 

这部《当我们年轻时》是我的第三部部落格作品。 我部

落格的文章毫无布局格式， 总是天马行空、 随心所欲地

抒发心中的感想。  

 

希望我下一部作品会有更新的突破， 届时与您分享！ 

 

 

 

文珊  2014 年 12 月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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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 友情与怀旧 

处处有温情  
May 6, 2014Uncategorizedadmin  

昨天傍晚从地铁站出来， 往家里走去。 走到离家不远的

加油站附近时， 突然下起毛毛雨来。 我心想： 快到住

家公寓的门口了， 这点雨怕什么?  冲吧！我立刻往家的

方向快跑。 我才跑了没两步， 哗啦！ 哗啦！ 毛毛雨瞬

间变成倾盆大雨。 正着急时， 咻———–！ 卡！ 一辆

银色轿车突然在我身边停住， 只见驾驶座上的一位男士

把左边的车窗摇下， 拼命往我这边探头， 大声地说：

“我就猜到是你， 因为这附近会戴着帽子走路的应该只

有你。” 

“啊！  对不起， 我没认出你来。” 我低下头， 透过

车窗口立刻认出那位帅哥。 

“快上车吧！ 雨太大了， 我送你回家。” 帅哥放大声

音说。 

“没关系， 不太远， 我用跑的就行了！” 我说。 

“上来吧！ 你会淋湿的。” 他的语气有股不可抗拒的坚

定。 

我迅速地钻进轿车左边的空位,  绑好安全带， 才刚刚坐

稳就已经到达公寓大门的骑楼下， 大雨仍然稀里哗啦地

落下来。 

“伱拿把伞去吧！ 你的坐位旁边就有雨伞。” 他微笑地

告诉我。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96%b0%e5%8a%a0%e5%9d%a1%e5%a4%84%e5%a4%84%e6%9c%89%e6%b8%a9%e6%83%85/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96%b0%e5%8a%a0%e5%9d%a1%e5%a4%84%e5%a4%84%e6%9c%89%e6%b8%a9%e6%83%85/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96%b0%e5%8a%a0%e5%9d%a1%e5%a4%84%e5%a4%84%e6%9c%89%e6%b8%a9%e6%83%85/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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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我左手边那把超大号的雨伞， 我决定听他的， 

“请问你住几号？” 我想知道如何把物归原主。 

“0300″ 帅哥爽快地回答了我。 哦， 原来他就住在我

楼下两层。 

“谢谢啦！ 我等一下把伞给你送回去。” 

说完， 我拿着我的文件包， 撑开那把可以容纳 3， 4 个

人的大伞， 满心欢喜地下车快步奔回家。 

三分钟后， 我手里捧着一盒台湾麻吉 （一种糯米做成的

点心， 我的台湾朋友昨天才带给我的）， 按下三楼帅哥

家的电铃。 

“阿姨好！” 5 岁的小弟弟 Kalab 探出他俊秀的脸庞， 

叫了我一声。 接着 7 岁的小姐姐 Crystal 和她家里那位

小个子， 总是笑眯眯的印尼小阿姨也探出头来，三人好

奇地望着我。 

我把手上的礼盒递给可爱的 Kalab,  他用双手接着， 叫

道：“啊！好重呀！” 

我望着眼前的三张可爱的笑脸， 笑笑地对小姐弟俩说：

“这把伞还给你们。 你们的爸爸刚才救了我， 请你们代

我谢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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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 我和宝贝女儿通过 skype 聊天。 我把昨天发生

的经历告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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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立刻说：“这种事在旧金山不太容易发生， 邻居之间

根本就不认识。” 

是的， 这种敦亲睦邻的美德在华人社会, 或是比较淳朴

的地区比较容易发生。 

记得女儿一、 两岁的时候， K 和我都在贝尔实验室上

班， 我晚上还念研究所， 只好请我老妈千里迢迢的来新

泽西州帮我照顾女儿。 

当时， 我们那一带住了十几户人家， 几乎全是美国人。 

老妈每天白天没事， 就推着小儿车在住家附近逛来逛

去。 

有时候， 她会告诉我昨天到那个邻居家去喝咖啡；今天

又到那个邻居家去喝茶。 

“你一句英文都不会讲， 怎么和邻居沟通？” 我很好

奇。 

“我听得懂啊！ 她们问我 cofee？ tea? , 我就说 coffee, 其他

时候， 我们就用比手划脚谈天。 到了该回家的时候， 我

就用手指着家的方向说: ‘House’, 她们就开车送我回

来。”  瞧瞧， 我这位老妈的聪明， 可真不是盖的！ 

我非常喜欢孩子，平日里 经常和 Crystal， Kalab, 以及他

家里的印尼小阿姨打招呼， 也因此认识了这对小姐弟的

爸爸和妈妈。 我真没想到， 无意中撒下的一颗敦亲睦邻

的种子，昨天竟然意外地拯救了差点被倾盆大雨淋成落汤

鸡的我。 哈哈！ 新加坡处处有温情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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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姐妹们, 对不起！  
September 22, 2014Uncategorizedadmin  

我最近因为忙着整理手边的文稿和处理刚拿到钥匙的新房

子，事情繁忙， 所以没时间和好姐妹们聚餐。 可爱的小

S 妹妹今天前来关心， 颇令我感动的。 

其实我是个很喜欢朋友的人， 在 DISC 性格分类的测试

中， 我的性格测试正好落点在是 D 和 I 分界线的正中

间，是明显的 D+I 型。 这种性格的人是又会领头， 又爱

疯。 没错， 是孙悟空(D 型代表人物)+猪八戒（I 型代表

人物）的中和体。 

尽管我很想去参加聚餐，由于最近手边的两件事都是挺重

要的，我的 D 就变得明显些。 对不起啦， 亲爱的姐妹

们， 等我忙完这一阵子， 我一定会来参加你们的聚餐， 

而且一定多带些欢乐给你们的， 好吗？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4%ba%b2%e7%88%b1%e7%9a%84%e5%b0%8fs-%e5%af%b9%e4%b8%8d%e8%b5%b7%ef%bc%81/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4%ba%b2%e7%88%b1%e7%9a%84%e5%b0%8fs-%e5%af%b9%e4%b8%8d%e8%b5%b7%ef%bc%81/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4%ba%b2%e7%88%b1%e7%9a%84%e5%b0%8fs-%e5%af%b9%e4%b8%8d%e8%b5%b7%ef%bc%81/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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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Kinds of Everything! 
October 30, 2014Uncategorized 

我是一位非常念旧的人， 尤其是在听老歌的时候， 某首

歌曲就会令我想起某个人或某群人， 我自己很享受这个

moment. 静静地、 慢慢地、 让回忆逐渐清

晰。。。。。。 多么棒的时光流转啊！ 

此刻 这首“All Kinds of Everything!” 是从我上初中起就非

常喜欢的歌曲， 轻快的三步舞曲， 一边哼， 一边身体摇

晃， 学生时代的总总往事涌上心头。。。。。。 

也许是这种爱回忆的习惯， 我记得许多中学、 甚至小学

老同学的名字。 几年前在 40 年聚会的小学同学会上， 我

一一喊出： 黄丽华、 王密、 江绿美， 陈丽足,  陈雪珍， 

王秀琴， 当然还有我最喜欢的陈珠老师的名字， 大家都

很惊讶经过 40 多年， 我竟然还记得每一位同学的名字。 

这就是我–一个念旧、 爱回忆，爱歌唱的小女子。  当年

一点、 一滴的往事都让我给储存在记忆中， 成为我脑中

的资产,  随着年龄的成长， 我脑中储存的资产愈来愈多， 

我就是靠这些各种年代的老歌曲， 帮助我把那些记储存

于忆深层的点点、 滴滴给慢慢地勾引出来。 

我很庆幸我的念旧， 我也很感谢父母给我一个好脑筋，

让我想起往事或老友时, 能时时高唱：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remind me of you 。。。。。。 

Snowdrops and daffodils, butterflies and bees … 

Sailboats and fishermen, things of the sea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all-kinds-of-everything/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all-kinds-of-everything/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all-kinds-of-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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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hing-wells, wedding bells early morning dew,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remind me of you 

Seagulls and aeroplanes, things of the sky 

Winds that go howling, breezes that sigh  

City sights, neon lights grey skies or blue,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remind me of you 

Summertime, wintertime spring and autumn too, 

Monday, Tuesday every day, I think of you.  

Dances, romances, things of the night sunshine and holidays, 

postcards to write  

Budding trees, autumn leaves, a snowflake or two,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remind me of you. 

Summertime, wintertime, spring and autumn too  

Seasons will never change the way that I love you. 

Dances, romances, things of the night  

Sunshine and holidays, postcards to write  

Budding trees, autumn leaves, a snowflake or two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remind me of you.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remind me of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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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 兴趣与学习 

春江水暖鸭先知  
April 10, 2014Uncategorizedadmin  

 

早上在 Facebok 上看到同学小朱（我们是大学一年级时的

室友）分享的这张照片,  它让我联想到我曾经收藏的一

只宋元时期的《樞府釉水波游鸭图碗》。 我立刻要求小

朱让我拷贝这张照片, 她爽快地答应了。   

 1995 年初， 我正疯狂地学习和采买早期隐情（青白瓷）

瓷器。 下面这只碗是我在后海老杨的破烂堆里找出来

的。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98%a5%e6%b1%9f%e6%b0%b4%e6%9a%96%e9%b8%ad%e5%85%88%e7%9f%a5/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98%a5%e6%b1%9f%e6%b0%b4%e6%9a%96%e9%b8%ad%e5%85%88%e7%9f%a5/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98%a5%e6%b1%9f%e6%b0%b4%e6%9a%96%e9%b8%ad%e5%85%88%e7%9f%a5/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4/Ducks.jpg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4/064_floralpetalbowl.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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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樞府釉水波游鸭图碗 

年代：           宋 — 元 

窑口：           （产地）景德镇窑 

结论：           真品 

规格：           口径 14.3 厘米，高：6.0 厘米 

当时讲课的李老师给它的的评语是： 

此碗品质优秀，造型、胎、釉均符合宋—元代樞府釉青白

瓷水平。以潇洒的刀法刻出芦苇游鸭，它体现宋代伟大诗

人苏东坡的诗：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诗情画意，表现

出极高的文化底蕴。 

李老师引用的这首诗是苏轼在《春江晚景》画上题的诗。 

诗词大意如下： 

在这绿色竹林的外面， 正盛开着两、 三、枝色彩鲜艳

的桃花。 身旁这条江水何时转暖呢? 最先知道的应该是

那群等不及而早已下水游泳的鸭子啊! 这个时节, 地上

已经布满了绿色的蒌蒿（一种野草）而新鲜的芦苇也开

始冒出了新芽。  这也正是一群群河豚逆江而上的时候

了。 

还好我上网“Google”参考了一下他人的翻译。 因为多

年来我一直以为这句“正是河豚欲上时”是告诉我们这个

时节正是河豚肉最鲜美的季节， 大家可以好好地大口饮

酒配上大口的河豚肉。仔细想想， 我也没错吧？既然

“河豚逆江而上”， 不正是河豚丰收的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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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我看到小朱的好友们在 Facebok 上纷纷探讨到底她

图片里的是“鸭子游水” 还是“鸳鸯戏水”?  我觉得非

常有趣。 还是小朱结论的好：“ 心中有愛，就可當牠们

是鴛鴦。” 

赞同！ 那么我的标题是否也应该改为“春江水暖鸳鸯先

知”。 哈哈！ 

 

 

春江水暖“我”先知  

April 11, 2014Uncategorizedadmin  

今早来到实践家主办的 Money & You 课堂里当复习生。 

好几天前我就告诉我的姐妹淘们我要来看那位比韩剧《冬

季恋歌》里的裴勇俊还要“man”、 还要帅，讲起课来风

趣幽默、 能演会唱的郭腾尹老师。果然, 他今天看来依

旧风度翩翩, 潇洒如昔，风趣幽默也丝毫未减。 

上课时，郭老师转述了证言法师的两句话： “智慧者没

烦恼,  慈悲者没敌人。”   我非常认同这个说法。 我内

心里一直向往着减少烦恼， 远离敌人。 郭老师进一步

说: 

“慈悲者没有敌人， 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把敌人当作敌

人。” 

我心想： 难怪我身边没敌人， 是因为我根本不把他们当

作“人”哪！ (开玩笑的。）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98%a5%e6%b1%9f%e6%b0%b4%e6%9a%96%e6%88%91%e5%85%88%e7%9f%a5/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98%a5%e6%b1%9f%e6%b0%b4%e6%9a%96%e6%88%91%e5%85%88%e7%9f%a5/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98%a5%e6%b1%9f%e6%b0%b4%e6%9a%96%e6%88%91%e5%85%88%e7%9f%a5/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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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师又问我们喜欢当“青蛙” 还是“鸭子”？ 

“鸭子！”  我毫不犹豫地冲出口, 一幅《鸳鸯戏水》图

已经闪入我的脑海。  

郭老师说：“青蛙们后知后觉。把它们放在热水里， 它

们立刻往锅外蹦； 如果把它们先放进冷水里， 它们就会

慢慢地适应环境直到全部被煮熟为止。”  

他接着说：“鸭子则不同。 例如苏东坡的诗里曾写到：

‘春江水暖鸭先知。’ 鸭子会先试探水温。。。。。。 

听到这里， 我不禁惊呼：“好巧呀！ 我昨晚的部落格不

就是在谈那些试探春江水暖的鸭子?”   怎么这么巧？ 

原来我比郭老师还更有“先知”， 更像鸭子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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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公寓的心声  
May 7, 2014Uncategorizedadmin  

    

“亲爱的主人啊, 求求您们不要抛弃我好吗?” 

是的, 您刚才听到的正是我的心声! 

我是一座位于新加坡商业中心， 靠近地铁站旁, 850 平方

尺的小型公寓。许多年前, 我的主人夫妇看上我, 把我从一

对印度兄弟手中买下来。 

我的楼上有一间卧房， 一间衣橱， 和一间现代化的浴室; 

楼下有一间开放式的厨房， 餐厅， 客厅， 和一座大阳

台； 阳台上方有一个防火的顶棚， 下方铺有防水的木甲

板， 从阳台往外一眼望去， 眼前尽是绿树和兰花，景观

非常幽美。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好好地陪伴主人的房客。主人俩很喜欢

我, 对我非常好, 尤其是我的女主人, 在她的眼中, 我是一棵

听话、 尽职、 又有潜力的摇钱树。今年（2014 年）四月

中， 主人的旧房客约满搬了出去， 因此， 他（她）俩开

始重新物色新房客。 

每次在换新房客时, 女主人总是精心地为我梳洗和装扮。 

首先, 她会雇佣一批职业清理人员帮我全身上上下下, 里里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b0%8f%e5%85%ac%e5%af%93%e7%9a%84%e5%bf%83%e5%a3%b0%e5%80%be%e8%af%89/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b0%8f%e5%85%ac%e5%af%93%e7%9a%84%e5%bf%83%e5%a3%b0%e5%80%be%e8%af%89/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b0%8f%e5%85%ac%e5%af%93%e7%9a%84%e5%bf%83%e5%a3%b0%e5%80%be%e8%af%89/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5/ICON-Balcony.jpg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5/ICON-0223.jpg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5/ICON.-Swimming-Pool-Copy.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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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外, 全部清理一遍; 之后, （她担心那些粗心的男性清理

人员做得不够彻底,） 她会聘请另外一位女性清理人员再

次为我清理, 尤其是我的耳朵后面, 身体背后等, 那些容易

被人忽略的角落, 她绝不放过。 

当她把我我清洗到一尘不染，全身发亮之后，她还会在我

身上喷洒一些 Beautiful 香水, 让人们闻起来香喷喷的。啊! 

此刻的我就像只开了屏的孔雀般, 被人们用赞赏的眼光注

视着, 和周围的姐妹们相比，我显得多么地出众啊！ 

我平日里仅只是面对着一或两位房客，但是， 过去这两

个星期来， 每到周末都会有好多人（租客）来看我。来

看我的人都赞美我漂亮， 说我被“保养”得非常好，我听

了好高兴！  

不过， 唉， 这两天， 我非常、 非常地难过，因为我无意

中听到主人夫妇俩商量要替我寻找新的主人。 我不要! 我

不要新主人! 

亲爱的主人啊, 求求您们不要把我卖给别人好吗？ 我和其

它几位姐妹们一样都是您们的宝贝呀！ 我一会努力表

现， 让您们早日找到新的房客， 并且我一定会尽最大的

本分， 好好陪伴您们的房客, 求求您们, 一定不要抛弃我

啊! Please, please, pl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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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公寓的喜悦  
May 21, 2014Uncategorizedadmin  

       

亲爱的姐妹们,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 我不会被抛弃了！ 

今天我很幸运地替我们的主人找到一对新房客。  虽然， 

他们还要等一个月后才搬进来， 但是， 我知道我已经得

救， 短期之内不会离开你们了！哈哈哈！ 

过去这两个星期， 有好多租客来看我， 他（她）们都很

喜欢我， 可是因为我住的这间公寓大楼的对面正在兴建

旅馆， 租客们担心会有噪音，再加上我肚子里没货， 什

么家具都没有， 因此租客们有些迟疑不敢决定是否租

我。 

上周五， 主人请人搬运来了好多家具， 包括餐桌、 茶

几、 电视、 沙发和床等， 把我的楼上、 楼下、 客厅、 

和花园阳台全部都布置起来（如照片所示）。 第二天， 

我就被一位年轻、 美丽, 名叫 Maggie 的美国女孩看中。 

想不到我这么快就替主人们找到新房客了吧！ 嘿嘿！ 这

可是我的看家本领， 因为  1）  我的地点好， 座落于一个

商业中心（靠近地铁站， 餐厅， 商场，和办公楼等 ），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ae%88%e5%b1%8b%e8%ae%b0/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ae%88%e5%b1%8b%e8%ae%b0/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ae%88%e5%b1%8b%e8%ae%b0/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5/ICON-0223.Bedroom.05.2014.png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5/ICON-0223.Balcony.05.2014.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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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的价位适中（主人调查之后， 把租金降低于市

价）， 3） 我有高雅的装饰（主人替我找来一些很漂亮的

硬木家具做陪衬）。有了这三样优点，我当然是人见人爱

哪！ 其中有一位租客， 连看都没看过我， 就请他的中介

向主人下定金， 不料， 却被小 Maggie 快一小时， 抢先

了一步。(嘻嘻， 好险！) 

如今找到新房客， 主人夫妇决定不替我更换主人转卖

我， 我们又可以继续留在主人身边当姐妹， 我真是太高

兴了！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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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得轻松, 活得开心  
June 2, 2014Uncategorizedadmin  

我非常喜欢实践家教育集团的林伟贤老师。 我从 2008 年

起开始上他的课， 听过他无数次的演讲， 并且经常在网

络上观看他的教学影片。 因此，凡是林老师在新加坡的

任何讲座， 只要我人在新加坡，我都不会错过。 

今年（2014 年）5 月 28 日，林老师来新加坡讲演一场

《企业竞争的最高形态》的讲座， 我当然也不例外， 特

地邀请了好朋友一起出席。 当天我们提前入场，没想到

林老师已经坐在会场了。 我兴奋地上前去和他打招呼， 

当他抬起头， 用那双疲惫、 带着浓浓倦意的双眼，望着

我打了声招呼：“学姐！”，我吓了一跳！ 我请问他答应

帮我新书写序的进展如何，他立刻用手摸了一下后脑勺， 

发出了一声“哎呀！”。 后来他在课堂上分享他连着几

天， 没日没夜， 忙碌的行程时，我心里觉得非常内

疚。。。。。。 

 

不！ 我不要请林老师帮我的书写序了， 这么忙碌的他根

本没时间和心思放在这么芝麻蒜皮的小事上。 再说， 我

喜欢轻轻松松、 高高兴兴、 快快乐乐， 而且心甘情愿地

请人帮忙。 我绝对不愿意将个人的小要求变成受邀者的

大负担， 即使面对儿女， 我也会秉持尊重的态度， 不会

给他们不合理的要求和过多的负担。 

记得两个儿子在新加坡念立化小学五年级时， 有一次， 

我没问他俩， 就替他俩报了一个三天的暑期夏令营。当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b4%bb%e5%be%97%e8%bd%bb%e6%9d%be-%e6%b4%bb%e5%be%97%e5%bc%80%e5%bf%83/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b4%bb%e5%be%97%e8%bd%bb%e6%9d%be-%e6%b4%bb%e5%be%97%e5%bc%80%e5%bf%83/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b4%bb%e5%be%97%e8%bd%bb%e6%9d%be-%e6%b4%bb%e5%be%97%e5%bc%80%e5%bf%83/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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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小儿子问我：“妈咪， 你问过我们想参加这个活动

吗？” 

我没料到会被小儿子这么一问， 连忙回答：“哦！ 对不

起！ 因为说明书上强调有探险活动， 我猜想你们会喜欢

的， 这次是我的不对， 下回， 我一定会先问你们的意愿

的。”  

从那次以后， 有任何类似活动或事情， 我一定会先和儿

女们商量， 听取他（她）们的意见之后， 再做决定。 

有一次在中国的“非诚勿扰”电视节目中， 看到一位西班

牙籍的男家宾， 他在先前录好的影片里笑得非常天真、 

灿烂。 黄菡老师看到影片之后， 感叹中国人笑得太沉

重。 其实， 不止笑容， 在生活方面， 东方人包括华人都

活得比较沉重。 

1980 年中， 我和 K 到位于新泽西州的贝尔试验室工作，

当时和我们来往的同事们多半是二， 三十岁的年轻人。 

每天傍晚一下班， 大家就找地方去 Happy Hour， 大伙儿

吃、 喝、 谈、 笑整晚。 第二天又准时上班工作。 女儿

出生后， 我们开始注重家庭生活， 就不再参加同事们的

Happy Hour 了。 

从这些美国同事的身上， 我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热忱和

天真。 也许是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 我很热爱我的工

作， 也热爱我身边的朋友。有一回， 我告诉一位姐妹我

很喜欢我的工作， 可是我会挑选我的客户，不会勉强自

己去看人脸色， 或是被客户摆布。对于我不能接受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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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我会委婉地拒绝， 笑嘻嘻地和他或她说“掰掰！”， 

然后开心地离开， 绝对不伤害彼此之间的和气。 

好姐妹回我:“你有选择是因为你有退路， 但是，大部分的

人都要养家糊口，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同意好姐妹的看法。 但是， 在工作上， 我还是会尽量

选择适合自己的人和事。 而且，我认为每一个人都要懂

得如何理智地保护自己，不要被人欺负。 

基于同理心， 我不希望把自己的需求或是愿望加在周边

人的身上， 造成他人的负担。所以， 林老师， 对不起

啦！我的新书是因为参加您的《华人营销联盟》课程，而

“玩”出来的，请您千万不要挂心啊！ 我不要您操心，只

希望您健康快乐，请大家都轻轻松松、 开开心心， 忘了

“写序”这回事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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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东西真的等不起  
May 29, 2014Uncategorizedadmin  

刚才在电视上听到一则故事：  

一位男士每年学习一种语言对他的女朋友表达爱意， 到

了第十年， 他的女朋友却和别的男人结婚了。 他很伤心

地问他的女朋友：“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女朋友冷冷地回答：“你可知道女人是等不起的？” 

最近我刚租掉一座商业中心的小公寓， 这两天还不断地

接到许多中介朋友的询问。 其中也有两通电话责怪我的

不公平， 为何同样的价钱没给他们机会让他们的租客来

查看。 

其实事情的发生和结果都来得非常突然， 天时、 地利和

人和， 缺一不可。 

首先说“天时”， 我上礼拜六的早上， 才刚把租金调

降， 并且把家具搬入我的小公寓、下午， 新租客就来看

房。 

再说“地利”， 新租客的工作单位就在附近， 当天下

午， 她的中介一通电话， 她立刻就动身过来。 

最后说“人和”， 这可是最大的因素。 新租客和我很有

“眼缘”， 我们都是一见面就非常喜欢对方， 加上中介

尽心尽力地推荐， 所以交易迅速达成。 我个人认为“人

和”可以说是一种缘分，也可以说是一种感觉。 几个不

认识的人（租客， 房东和中介）凑在一起促成一项交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a5%bd%e4%b8%9c%e8%a5%bf%e7%9c%9f%e7%9a%84%e7%ad%89%e4%b8%8d%e8%b5%b7/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a5%bd%e4%b8%9c%e8%a5%bf%e7%9c%9f%e7%9a%84%e7%ad%89%e4%b8%8d%e8%b5%b7/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a5%bd%e4%b8%9c%e8%a5%bf%e7%9c%9f%e7%9a%84%e7%ad%89%e4%b8%8d%e8%b5%b7/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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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缘分到了， 感觉对了， 事情就完成了， 就是这么

简单。 

尤其好东西（不管是人或物）是不等人的， 一旦被人看

重， 其他人就失去机会 －－ 稍纵即逝。新房客确实做

事迅速又果决， 挺像我的作风。 

我的一位中介姐妹的租客说他至少要参观完 60 到 70 间

单位， 才回做出租屋的选择。 我听了吓一跳， 这个租

客是否利用与她看房子的机会， 到处观光来认识新加

坡？ 他可知道中介的时间有多宝贵呀！ 再说， 他看了

那么多单位， 有几间会等他呢？ 等他一拖再拖， 好的

单位老早就被下决定快的人捷足先登了， 好东西真的等

不起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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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是我， 怎知我？    
June 19, 2014Uncategorizedadmin  

今早， 我传了一通简讯给一位房屋中介， 向他发出最后

通牒：“请立刻将您的那则广告删除， 否则我会向中介

管理局检举！” 

事情发生于上个礼拜， 我无意中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房屋

出租的广告。 依据那则广告内容的描述，那根本就是在

替我的单位做招租广告！ 我随即发简讯向登广告的中介

查询， 他没回复。 接着， 我又传了两通简讯， 还是没

回音。 隔了两天， 我开始拨电话给他，起先电话没人

接， 再拨， 终于听到回复：“我现在很忙， 有空再和

你谈。” 我的电话随即被切断。   

我耐心地又等了几天。 今早， 我上网看到那则不实的出

租广告仍然存在，我忍不住向我公寓的建商查询，建商确

定那则广告描述的的确是我的单位。 于是， 我再次传简

讯给那位登广告的中介， 他还是不理我， 我改拨电话， 

第三通电话终于接通， 他的回复依然是：“我现在很

忙， 有空再和你联络。” 

为了解决问题， 我决定发出那道最后通牒。几分钟之

后， 我再次上网， 发现那则不实的广告已被删除了。  

此刻， 我觉得非常好笑： 这位中介老兄， 您又不是

我？ 为何要替我代言登广告？ 价钱不对， 照片不实

（因为我连房屋的钥匙都还没拿到， 他那儿来的照

片？）， 也未经过任何人的授权。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a5%bd%e4%b8%9c%e8%a5%bf%e7%9c%9f%e7%9a%84%e7%ad%89%e4%b8%8d%e8%b5%b7/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82%a8%e4%b8%8d%e6%98%af%e6%88%91%ef%bc%8c-%e6%80%8e%e7%9f%a5%e6%88%91%ef%bc%9f/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82%a8%e4%b8%8d%e6%98%af%e6%88%91%ef%bc%8c-%e6%80%8e%e7%9f%a5%e6%88%91%ef%bc%9f/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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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建议我把资料拍照， 检举他， 我没同意， 我希望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说实在的， 我并不明白他刊登这

则广告的用意， 何况那也不关我的事， 无需过问。 

等我拿到单位的钥匙以后， 那位中介老兄， 如果愿意， 

实实在在的， 替我招租登广告， 我还会给他机会， 毕

竟找到一位愿意为您出力的伙伴不容易。 但是， 老兄

啊， 您不是我， 怎知我？ 请您下次不要再替我代言刊

登不实的广告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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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部落格”？ 
June 25, 2014Uncategorized 

什么是“部落格”？ “部落格”这个名称是从英文“Blog”而

来，是 Weblog 的简称， 指的是网络上的日记， 它是一

种网站类型，通常它里面的文章是依照时间顺序排列， 

最后写的文章出现在主页的最上面。 

那天， 我去见一位年轻的“老同学”， 她看了我由部落格

文章改编来的两本电子书， 就问我 

“你帮人代写部落格吗?” 

“不！ 每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语气都不一样， 我不能。” 

不要说我没有时间帮人写文章， 因为我自己计划写好几

本书都尚未完成； 最主要的是部落格的文章千奇百怪， 

各类各样， 目的性不同， 写法也不同。有的人专门写一

个主题， 而且每一篇文章都可以找人代笔； 有的人则拿

部落格文章来推销产品， 这类文章可以自己写或由专家

代笔； 有的专门写网络文章， 成为网络作家， 他们的文

章可以自己写， 或是找人代笔自己口述。 我的比较倾向

后者， 但是， 我都是自己口述， 自己代笔。 

简单地说， 我的部落格是我个人的杂记、 感想、 心得、 

和心情抒发的一个管道， 我把它们以文章的方式放在部

落格的网站上， 因此， 我的网站就成为我收集文章的最

佳去处。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4%bb%80%e4%b9%88%e6%98%af%e9%83%a8%e8%90%bd%e6%a0%bc%ef%bc%9f/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4%bb%80%e4%b9%88%e6%98%af%e9%83%a8%e8%90%bd%e6%a0%bc%ef%bc%9f/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4%bb%80%e4%b9%88%e6%98%af%e9%83%a8%e8%90%bd%e6%a0%bc%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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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类私人的部落格最可以代表“格主”的个性， 它

应该是独一无二、 没有人可以取代的。 即使私人部落格

里面的文章有人代笔， 代笔者也必须保留原作者的思维

方式和说话语气， 或着遵循原作者的口述； 否者那些文

章就会失去原作者的风格、 变质、 变调、 甚至失去可

读性。 您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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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何写网络教材？  
June 30, 2014Uncategorizedadmin  

这几天， 我接连写了几篇以“部落格”为中心的教材， 

您一定感到奇怪吧？ 

早在 2010 年， 我正热衷于建立自己的网站和部落格时， 

我就想有一天， 我一定要把我所学的网络知识翻译成简

易的中文， 让更多以中文为主的人懂得如何建立自己的

网站和部落格。 

我在大学时期， 就向往接触电脑， 一直到念研究所时才

算心愿达成， 学习电脑专业。 早年， 我也曾经是那万

绿丛中的一点红， 夹在一群全是男生的团队里， 跟着他

们在电脑控制中心， 爬上， 爬下地“修理”全公司的电

脑程式。 如今， 我只要不出门， 多半的时间就是坐在

电脑前面 – 写部落格、 查资料、 看影片、 或是和儿

女 skype 等， 每天可做的事情真多， 时间都不够用。 

这个假期， 大儿子回来新加坡度假， 他经常当我的“军

师”， 帮我做书本封面、 并且指导我一些网络方面的技

巧。 我希望接下来这几个月， 我能完成一本中文版的简

易网络教材，帮助身边的朋友， 尤其是那些有些年纪的

朋友们， 带领他们接触电脑，让他们享受懂得操作电脑

的方便和乐趣。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88%91%e4%b8%ba%e4%bd%95%e5%86%99%e7%bd%91%e7%bb%9c%e6%95%99%e6%9d%90%ef%bc%9f/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88%91%e4%b8%ba%e4%bd%95%e5%86%99%e7%bd%91%e7%bb%9c%e6%95%99%e6%9d%90%ef%bc%9f/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88%91%e4%b8%ba%e4%bd%95%e5%86%99%e7%bd%91%e7%bb%9c%e6%95%99%e6%9d%90%ef%bc%9f/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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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难为  
July 14, 2014Uncategorizedadmin  

 

这一阵子外派来新加坡的人员减少，房客也跟着减少。 

因此， 不但租金下跌，租房的条件也越来越不利于房

东。 

我最近看到一份租约意向书（LOI – Letter of Intent）， 其

中的条件是在双方签订意向书后的 7-10 天内，房东才会

收到租约定金， 除此以外， 不论任何理由造成双方没有

进一步签订正式租约，房东承诺将定金（一个月房租）退

换给房客，房东进一步必须同意在为签订意向书后， 未

签正式租约前不可以同时与其他的潜在房客进行谈判。 

这份意向书很显然是条不平等条约，对房东非常不公平–

既然未付定金，又怎能限制房东在签约前不可以与其他人

谈判? 更何况没有定金的约束， 万一房客打退堂鼓， 房

东岂不白白损失？ 房东本来想修改这项条款，但是基于

以下几项考虑：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88%bf%e4%b8%9c%e9%9a%be%e4%b8%ba/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88%bf%e4%b8%9c%e9%9a%be%e4%b8%ba/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88%bf%e4%b8%9c%e9%9a%be%e4%b8%ba/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7/swimming-pool.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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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外来人员减少，租客少，房客难找； 

2. 房客是个在新加坡登记注册的外国公司，未来的租金比较

有保障； 

3. 中介担心失去机会，不愿意房东修改条款； 

4. 房东愿意相信双方中介和房客的口头承诺。 

所以，该房东签了一个自己也觉得非常不合理的文件。您

如果是他，请问您会如何处理？ 

我个人认为在租贷双方都有明显的诚意状况下， 一点“冒

险”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很多租贷文件是由大公司里的人

事部门处理， 人事部门难免会有些不合理的刁难。  

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到洛杉矶的 SDC 去应征工作， 当时

雇佣我的上司 Paul 先找我面谈之后， 才带我去见人事部

的主管， 结果， 他当场被人事主管刮了一顿胡子, 质问他

为什么没有事先经过人事部门安排面试。 Paul 当场回过

头， 挤了一下眼睛， 笑笑地对我说：“别担心， 我必须

这么做， 因为人事部每次替我们安排面试的人， 都不符

合我们的要求。”  

所以啦， 别和房客的人事部门计较， 何况此一时， 彼一

时也！ 识时务者为俊杰， 这一阵子， 包租公婆们就忍一

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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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技巧的”四袋”理论  
September 10, 2014Uncategorizedadmin  

没听错吧？ 这把年纪， 居然还有人叫我“美眉”？ 

刚才在附近的地铁站， 我向一位坐在轮椅上、 看起来比

我还年轻的老先生买了一包面纸。 当他接过我递给他的

$2 之后，笑嘻嘻地对我说道：“谢谢你， 妹妹!” 

啊！ 这是多么有效的销售技巧！ 您想想看， 歌手曹格 3

岁的女儿在《爸爸去哪儿 2》中拼命要所有的人叫她“姐

姐”， 而如今年过大半百的我却听到别人叫我一声”妹

妹”， 那是多么令人开心哪！ 

在实践家举办的《华人营销联盟》里， 林伟贤老师就常

强调： 最理想的销售就是使用“四袋”理论 。 

那四袋？ 那当然是您（顾客）的脑袋和口袋、 以及我

（销售员）的脑袋和口袋。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9%94%80%e5%94%ae%e6%8a%80%e5%b7%a7%e7%9a%84%e5%9b%9b%e8%a2%8b%e7%90%86%e8%ae%ba/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9%94%80%e5%94%ae%e6%8a%80%e5%b7%a7%e7%9a%84%e5%9b%9b%e8%a2%8b%e7%90%86%e8%ae%ba/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9%94%80%e5%94%ae%e6%8a%80%e5%b7%a7%e7%9a%84%e5%9b%9b%e8%a2%8b%e7%90%86%e8%ae%ba/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9/四袋理论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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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字头上一个“士”， 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要交易， 

先交心。  所以， 我先用我的脑袋让您的脑袋喜欢我的

产品， 您喜欢它之后就会心甘情愿把手伸入自己的口

袋， 掏出钱来把钱交给我进入我的口袋。 

这就是所谓四袋理论的销售技巧， 就是这么简单！  

嗯， 今后我一定要经常去地铁站旁那个摊位买面纸， 因

为我的脑袋已经被他的脑袋催眠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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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自信的一刻  
August 11, 2014Uncategorizedadmin  

     

 

    

望着眼前这一排书本，我简直难以自信 …… 这是我这半

年来的成就？ 

哈哈！ 当然不是咯！ 只是， 这半年来我把我这十多年来

的“收藏”整理出来， 居然也有八大本?! 我实在太高兴

了！  

这一阵子的我就像一匹脱了缰绳的野马， 疯狂地想要写

作， 似乎内心累积多年写作欲望的火山， 急待爆发。 既

然我自己也遏制不住就让它爆发吧！ 

 

昨天在 CMSA（华人营销联盟）的上课中， 我又临时突

发奇想， 想为实践家的学员们写一本《生命的感动与分

享 – 我们的故事》。 很快地， 就有近 20 位学员愿意投

稿， 写下他们自己的故事。  

 

我相信， 只要是发自内心“真性情”的有感而发， 就是好

故事。 我很感谢实践家这许多贵人们愿意参与我的写作

计划来共同完成这本书。今年是我个人写作方面的丰收

年， 我计划把这九本书完成， 将它们的成果分享与周边

的亲友与需要帮助的人。 大家加油！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9%9a%be%e4%bb%a5%e8%87%aa%e4%bf%a1%e7%9a%84%e4%b8%80%e5%88%bb/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9%9a%be%e4%bb%a5%e8%87%aa%e4%bf%a1%e7%9a%84%e4%b8%80%e5%88%bb/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9%9a%be%e4%bb%a5%e8%87%aa%e4%bf%a1%e7%9a%84%e4%b8%80%e5%88%bb/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8/bookcover1-FollowYourHeart-Simplified.jpg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8/bookcover2-SomethingGood-Simplified.jpg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8/Book-cover4-我娘家的人.jpg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8/Book-7-antique-cover_simplified.jpg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8/Ebook.simplic.png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8/Book-6-36wendyscover.jpg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8/book-8-simplified.jpg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8/Blogging-made-easy.jpg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8/Book-3-cover-Complicated.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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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间赛跑的林伟贤  
August 16, 2014Uncategorizedadmin  

上周日的《华人营销联盟》上课前， 实践家教育集团的

Kendy 邀我参加 Money&You 的分享会， 我临时突发奇

想： 何不将学员们的分享记录下来？  

我知道每一次实践家 Money&You 的分享会， 都会邀请一

些家人回来分享他们创业的心路历程。 里面有许多非常

感人的故事， 我认为有必要把它们记录下来。因此《生

命的感动与分享 – 我们的故事》就在我脑中形成了。 

今天下午， 我去听林伟贤老师的讲座“变”， 顺便请他替

我的新书《看我三十六变》， 《随心所欲》， 《与您分

享》以及正在编纂中的《生命的感动与分享 – 我们的故

事》写推荐序，林老师爽快地答应了。 

看着刚过 50 岁， 却说自己是“小老头”的林老师， 我不得

不告诉您为什么我那么佩服他了。 

大家都知道， 林老师是一个经常在与时间赛跑的人。  他

拥有 64 家公司， 三个慈善基金会等， 是许多地方经常邀

约的演说家， 以及实践家的老师， 每天 24 小时几乎都在

工作。 他经常是同一天在大陆， 台湾， 香港， 马来西亚

以及新加坡等地来回穿梭， 分秒不浪费。我佩服他的精

力和体力， 他自己说： 

“因为我热爱我所做的， 所以你们从来没有看过我劳累!” 

最令我感动的是他时时刻刻都在帮助人。 今天他在荧幕

上放出他学生时代当义工时期的相片， 当时那个年轻瘦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4%b8%8e%e6%97%b6%e9%97%b4%e8%b5%9b%e8%b7%91%e7%9a%84ren/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4%b8%8e%e6%97%b6%e9%97%b4%e8%b5%9b%e8%b7%91%e7%9a%84ren/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4%b8%8e%e6%97%b6%e9%97%b4%e8%b5%9b%e8%b7%91%e7%9a%84ren/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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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戴着近视眼镜的小男生， 因为参加太多社团活动而

被退学， 谁能料到如今他竟然会成为这么一位成功的企

业家和乐于助人的慈善家? 朋友们经常笑我行动比风还

快， 决定要做的事就立即行动， 加上天性过动， 性子又

急， 终日忙碌， 不得闲。可是比起实践家的林伟贤老

师， 我连他的万分之一都不及。所以我说林老师才是一

位真正与时间赛跑的人， 他分秒必争地做企业、 办教

育、 做慈善， 对世人和社会有无限大的贡献， 是一位生

命财富多么丰富的“年轻”（是的， 比我年轻）人啊！ 

当然， 我相信才刚过半百的林老师仍会继续与时间赛

跑， 继续做他热爱的事业与慈善， 直到他小孙子接班那

一天， 或许，他才会放慢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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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商品以外的商品？  
October 27, 2014Uncategorizedadmin  

我每次听实践家的林伟贤老师提到“商品以外的商品”时， 

我总是似懂非懂。 昨天在《华人营销联盟展销会》上， 

当我看到参加展销的同学们一个、 个上台做自我介绍、 

推销自家的产品时， 我突然灵机一动： 何不来个另类的

推销方式？– 把我的商品变成“赠品”， 而推销我的“知

识”？ 

因此， 我把原本三本电子书放在一份 DVD 上卖$20 元的

想法， 改为一堂教你《如何动手做电子书&制作商品

DVD》的分享会， 眼前展销桌面上， 一叠叠预备销售的

DVDs 顿时成我当场销售的“赠品”。 这是一个多么棒灵感

啊！–把原先主要的商品变成赠品， 把“和教学分享”改为

主要的商品， 我先教育客户、 再与他们交易！ 对顾客而

言， 他所买到的不仅仅是一件商品， 他还学到如何自己

DIY 做电子书， 之后再把电子书放到 DVD 上， 最后懂

得如何把 DVD 包装成为商品的知识， 太赞了， 对客户

而言， 这绝对是物超所值！ 当然， 这次展销成绩出奇的

好也带给我不少惊喜！  

另外， 人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 我认为： “知识就

是金钱”。 譬如， 我如果不知道自己上网去找书本的

ISBN 号码， 经过出版商替， 我就得付一笔可观的费用。 

日后有空时， 我会把《如何动手做电子书&制作商品

DVD》的细节写出来， 与大家分享。 免费吗？ 不知道？ 

这是商场机密。 哈哈！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4%bb%80%e4%b9%88%e6%98%af%e5%95%86%e5%93%81%e4%bb%a5%e5%a4%96%e7%9a%84%e5%95%86%e5%93%81%ef%bc%9f/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4%bb%80%e4%b9%88%e6%98%af%e5%95%86%e5%93%81%e4%bb%a5%e5%a4%96%e7%9a%84%e5%95%86%e5%93%81%ef%bc%9f/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4%bb%80%e4%b9%88%e6%98%af%e5%95%86%e5%93%81%e4%bb%a5%e5%a4%96%e7%9a%84%e5%95%86%e5%93%81%ef%bc%9f/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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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您如果此刻想要免费的商品， 我还真有！ 

昨天在展销会上， 有许多人问我：“如何建立自己的部落

格”？ 请免费下载以下： 

 
 

http://www.36wendys.com/BloggingMadeEasy.pdf 

这本书以非常简单的文字和图像教您建立自己的部落格， 

欢迎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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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 电子书 简易三步曲 
October 28, 2014Uncategorizedadmin  

自己动手做（DIY）电子书很容易， 前提是您已经会使用

电脑上的中文软体（譬如， Word）而且会自己输入汉

字。让我来教您《如何做电子书&商品 DVD》吧。 

设备：电脑备有中文输入 Word 软件。 

材料：CD Labels, Photo Papers, DVDs and DVD covers.  

*** 如 DIY 何做电子书？ 

第一步： 为这本书建立一个模板（template）。 譬如以

下： 

书名 

第二书名或是标题 

作者名 

年份、 产地 

————————————————————————- 

前言 

———————————————————————— 

第一章 

标题 1 

内容 

标题 2 

内容 

————————————————————————- 

第二章 

标题 3 

内容 

标题 4 

内容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diy-%e7%94%b5%e5%ad%90%e4%b9%a6-%e7%ae%80%e6%98%93%e4%b8%89%e6%ad%a5%e6%9b%b2/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diy-%e7%94%b5%e5%ad%90%e4%b9%a6-%e7%ae%80%e6%98%93%e4%b8%89%e6%ad%a5%e6%9b%b2/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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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尾 

内容 

第二步： 开始写书本内容， 

每次写完后储存成文字档案(word doc)。 

 第三步: 最后整本书完成，在 word 软件里选择尾巴是

“pdf”来储存文字档案, 一本 “我的书名.pdf” 就完成了。  

*** 如何做可以销售的 DVD 电子书商品？ 

a. 准备合适的 DVD 光盘。 书本大小最好用。 

b. 把电子书（我的书名.pdf）拷贝到光盘上。 

c. 选择个人喜欢的图案去打印 DVD 上面的贴条。（大众

书局可以买到空白的贴条。）

 

d. 用照相纸去打印图案制作书本封面， 把它以合适的尺

寸（size）如下图印出来，插入 DVD 外面的塑料保护层

里就完成了。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10/CD-Label.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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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您完成了一份电子书商品 DVD!  

 

*PDF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 一种电脑软件， 它可

以将储存的文件保留所有字体、 格式、 图形和颜色等， 

变成一种通用的格式， 便于处理。 

** DIY: Do It Yourself, 自己动手做。 

分享: 

1. 如果您想把《我的书名》印成书本， 您可以用 A4 或是 

A5 尺寸的白纸把它打印出来， 之后到“Zap It”付费大约新

币$2.5， 装订即成为一本市场上卖的书。 当然， 数量大

的话， 请交给印刷厂印刷比较划得来。 

2. 如果您想申请 ISBN 或 Bar Code， 您可到以下查询：
legaldeposit@library.nlb.gov.sg 

3. 如果您自制 DVD 的封面数量大的话， 可以买一个简单的

裁纸刀备用。 

 

mailto:legaldeposit@library.nlb.gov.sg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10/Book-Cover.jpg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10/最后成品.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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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 亲子与亲情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April 29, 2014Uncategorizedadmin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that wonderful morning in 

May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Sweet songs of spring were sung and music was never so gay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and held me close to your heart 

We laughed then, we cried then, then came the time to part 

When songs of spring are sung, remember that morning in 

May 

Remember you loved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We laughed then, we cried then, then came the time to part 

When songs of spring are sung, remember that morning in 

May 

Remember you loved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听到上面这种有些年纪的“老歌”， 

就会忍不住地泪盈满眶，  是惊喜？ 感伤？ 怀旧？ 还

是叹惜逝去的青春？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4189/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4189/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4189/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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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 在中国梦想家的节目中看到两位分别是黄埔军校

15 期和 18 期毕业的老军人。 其中一位 93 岁的老先生以

他洪亮的歌声地唱出这首《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我当时立刻激动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跟着他

唱。 

啊！ 那曾是我们三姐妹经常唱的一首歌呀！ 它是那么地

熟悉， 那么地亲切， 仿佛一切又回到当年, 我， 大姐， 

二姐， 还有大姐同学（那位长得甜美又会唱歌的“蔡惠

玉”）四人一块儿面对窗外, 唱着各种中、 英文歌曲。 那

时候， 我们家里经常歌声缭绕， 欢笑声不断， 邻居的孩

子都喜欢来家里玩。 

今天突然再次听到我 10 岁时学着大姐学唱的这首《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心情的激动， 可想而知。 尤

其当我重新唱着那优美的歌词时， 更是令我百感交集 — 

惊喜、 感伤、 怀旧、 叹惜等各种情绪混全部涌上心头。  

总的来说， 惊喜的成份多些。 1990 年初在北京， 有一次

K 带着我参加了一场中美两家通讯公司的餐会。(我去北

京之前也曾服务过这间美国的通讯公司。） 餐后， 大家

决定以歌唱来助兴。 中国这方的 6 位来宾首先合唱了一

首 30， 40 年代的中文老歌《交换》： 月儿挂在天上， 

人儿坐在大树下， 。。。。。， 当他们 6 位的歌声一

起， 我惊讶地跳起来。 这首耳熟能详的《交换》是老爸

天天在我耳边唱的呀！ 我当场不禁脱口而出：“嘿！ 我会

唱。”  话才出口， 他们立刻邀请我加入他们合唱。 当时

的我既惊喜又激动。  这怎么可能？ 海峡两岸，经过了 

40， 50 年的隔阂， 我竟然能在此时此地让和这群首次见

面的“中国人”共鸣合唱? 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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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轮到我们 — 美方公司来宾唱歌。 我们这里除了我

和 K 夫妻党以外， 其余 5 位（包括一位女士）都是初次

来自美国本土的“纯老美”。经过商量之后，他（她）们 5

位拿出一份歌词给我看。 啊哈！ 他（她）们选唱的歌曲

竟然是我也会唱的《Puff, The Magic Dragon》。 这首歌

早在我上大学时期就很流行。 这下子我又可大显身手， 

几位老美也颇惊喜的对我“刮目相看”。 他（她）们万万

没想到在这遥远的中国， 竟然会遇到一位可以与他(她）

们琴瑟共鸣的”yellow girl”。哈哈！ 

这就是爱唱歌的好处， 几个不认识的人合唱一首歌， 立

刻“手牵手”、 “心连心”， 兄弟姐妹成一家， 那种感觉多

棒哪！ 

刚才我已经和大姐通过电话把我的惊喜分享给她, 我们一

起借助网路视频合唱了这首令我们永远共鸣的《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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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脚板车上班  
June 17, 2014Uncategorizedadmin  

美国虽然是一个多元、 自由、 富创意的国家； 但是， 

她的地方太大， 基本上到哪儿都好远， 交通也不方便。 

最近小儿子找到一份工作， 离家将近 60 公里。 他还不

会开车， 只好每天搭一个半小时的公车去上班，下了公

车， 他还得走三十分钟才到公司。 因此， 听从老爸的

建议， 他特地上网去买了一台 8 磅重的脚板车

（scooter)。 每天早上，他骑着脚板车去搭公车， 下了

公车， 他又骑脚板车到公司。 一趟， 可以节省 20 分

钟， 来回就省下 40 分钟。原本需要他辛辛苦苦徒步的一

段路， 这下子反而变得轻松、 有趣。 多么聪明的小帅

哥啊！ 

他老爸说：“年轻人， 不要怕吃苦！”  

说的比唱的好听！ 每次， 我们到对面的市场去买菜， 

仅仅只是穿越一条马路， 他老爸还非要开车不可！ 

哦！ 我忘了！ 他老爸已经不是年轻人了。 哈哈！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9%aa%91%e8%84%9a%e6%9d%bf%e8%bd%a6%e4%b8%8a%e7%8f%ad/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9%aa%91%e8%84%9a%e6%9d%bf%e8%bd%a6%e4%b8%8a%e7%8f%ad/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9%aa%91%e8%84%9a%e6%9d%bf%e8%bd%a6%e4%b8%8a%e7%8f%ad/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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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猴子”  
June 17, 2014Uncategorizedadmin  

这两天, 我改口叫我们家里的小狗儿布朗尼为“小猴

子”。 

布朗尼最近喜欢扒在我的肩膀上， 久久不肯下来。有时

候， 我把牠放下来， 牠就会不太开心地吼叫两声， 是

不是因为我最近常抱牠， 把牠给宠坏了? 

我自己的孩子刚出生时， 老妈来帮我坐月子， 她总是三

番两次地叮嘱我： 不要一直抱 Baby， 抱习惯了， Baby 

就会变得很粘人， 时时要人抱。  我想我的小狗儿布朗

尼就是这样被我抱习惯了。 

在电视节目《非诚勿扰》中， 我经常听到男女朋友分手

的理由之一是： 对方太粘人。 其实， 这是因为一方对

另一方已经没有那么爱了， 而找的藉口。 像布朗尼那么

粘我，我却非常高兴。 孩子大了， 不在身边， 有个狗

儿子在身边， 我到哪儿， 牠跟到哪儿， 看不见我， 就

轻声地“汪！ 汪！” 四处寻找， 多么窝心哪！ 

人与人（狗）之间的情感是相互的。 布朗尼粘我是因为

跟我在一起， 牠知道我会保护牠， 牠有安全感。 当

然， 我也享受牠的“粘”， 因为那让我的母爱有个发挥

的对象， 何况牠又是那么地乖巧、 讨喜啊！   

此刻，我坐在电脑桌前打字， 而我的“小猴子”就扒在

我的腿上安安静静地休息， 牠梦牠的*周公， 我写我的

文章， 多么温馨啊！ 

* 咦？ 狗的世界里也有“周公”一说吗？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88%91%e7%9a%84%e5%b0%8f%e7%8c%b4%e5%ad%90/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88%91%e7%9a%84%e5%b0%8f%e7%8c%b4%e5%ad%90/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88%91%e7%9a%84%e5%b0%8f%e7%8c%b4%e5%ad%90/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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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祖宗三代”  
June 19, 2014Uncategorizedadmin  

这年头， 有谁还能说出自家的祖宗八代? 当然，我相信

仍然有一些人家保留有他们自家的家谱，这些人， 是很

令人羡慕的， 因为， 他们能够从家谱上追溯自己的祖宗

八代。 

这个月， 大儿子回新加坡来度假。 他帮忙我整理写作的

资料、 做书的封面、 还有听我叙述我娘家的故事。 他

建议我把一些以往的文章， 整理成一本《我娘家的

人》。 儿子对于我的文章和故事都很感兴趣， 令我十分

惊讶， 毕竟年轻人谁会在乎自己的祖宗八代由何而来？ 

儿子问我：“祖宗八代是什么？“ 

我告诉她：“‘祖宗’指的是你的祖先， ‘八代’是看

看由你往上追溯， 可不可以至少以追溯出八代或是更多

代的祖先名字。” 

儿子说：”八代？ 八代很难（追溯）哪！“   

是呀， 我们没有家谱，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我的根源，要

他如何追溯？ 尤其， 他的外公、 外婆（我的父母） 是

1949 年从大陆到台湾的， 从小， 我只从他们那儿听到

一些关于我的祖父母(儿子的曾祖父母)的片断， 根本没

有任何资料可以考证。 

所以， 我也只能告诉儿子外公、 外婆， 以及小部分关

于他的曾祖父母的故事， 我希望这个海外长大的年轻

人， 对于他的“祖宗三代”能有些微的了解。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84%bf%e5%ad%90%e7%9a%84%e7%a5%96%e5%ae%97%e4%b8%89%e4%bb%a3/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84%bf%e5%ad%90%e7%9a%84%e7%a5%96%e5%ae%97%e4%b8%89%e4%bb%a3/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84%bf%e5%ad%90%e7%9a%84%e7%a5%96%e5%ae%97%e4%b8%89%e4%bb%a3/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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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缘  
July 6, 2014Uncategorizedadmin  

子女长大后， 能和父母再相处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个暑

假， 大儿子回来新加坡三个月， 他老爸和我都非常开

心!  

前一阵子， 我忙着出版新书， 正好借机请大儿子帮我设

计新书的封面和格式； 这两天， 我忙着把房子出租， 

他又帮着我挂窗帘、 布置房间等， 我三番两次游说他毕

业后回来新加坡工作， 他总是装蒜、 傻笑。 年轻人不

喜欢待在父母的身边， 总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闯闯， 他怕

伤了我的心， 不愿一口拒绝我。傻小子， 你老妈也年轻

过， 怎么会猜不透你的心思？ 去闯吧！ 这个世界永远

是年轻人的天下， 自己去摸索自己的人生之路， 才会过

的开心， 过得积极。 

我很羡慕好姐妹 Olivia, 她夫妇俩和女儿， 女婿， 儿

子， 以及两个可爱的小孙女同住。 我每次看到她和女

儿，儿子, 或是两位天仙般的小孙女， 出现在我面前

时， 那些画面实在羡煞我也！ 

其实， 我是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大儿子今年暑假回

来陪我们三个月， 一会儿， 我们又要去机场接我们的宝

贝女儿， 她很难得抽空回来一个星期探望我们， 所以， 

我也不差啊！每个人和自己子女的缘份都不相同，我一定

要把握任何可以和我的子女们相处的机会， 并且放手让

他（她）们去闯， 让年轻人也有机会去选择和追求自己

的人生！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90%84%e4%ba%ba%e4%b8%8e%e5%ad%90%e5%a5%b3%e7%9a%84%e7%bc%98%e5%88%86%e4%b8%8d%e5%90%8c/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90%84%e4%ba%ba%e4%b8%8e%e5%ad%90%e5%a5%b3%e7%9a%84%e7%bc%98%e5%88%86%e4%b8%8d%e5%90%8c/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90%84%e4%ba%ba%e4%b8%8e%e5%ad%90%e5%a5%b3%e7%9a%84%e7%bc%98%e5%88%86%e4%b8%8d%e5%90%8c/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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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的遗传  
July 11, 2014Uncategorizedadmin  

 

 

  

女儿这次从旧金山回来一星期， 我们非常高兴。她自从

1998-2002 在新加坡读完高中后， 就到美国上大学， 之

后她就一直住在旧金山。  

她这次回来， 一如以往， 留了个愤怒鸟（Angry Bird）

似的发型 — 一边长， 一边短的像个小男生； 身上的穿着

更是不同于一般人。 她告诉我， 她有一回在街上走路， 

还有人以为她是从西藏来的少数名族。 

追溯根源， 女儿的外婆（我的老妈）出生于中国云南省

的大理， 是少数名族的白族。 外婆生前就很喜欢穿花花

绿绿的衣服， 她的身上总有一些少数名族的元素。 女儿

遗传了外婆， 无论穿着、 打扮、 甚至个性都非常像外

婆。 譬如， 女儿喜好手工艺， 她经常自己缝制自己的衣

服、 手提包、 和鞋子； 而外婆则是随时随地都在打毛

线， 她手中永远有一袋她的“活”， 跟着她天南地北到处

趴趴走。 

这两天我陪女儿逛街， 她买了好几条围巾， 准备把它们

改成长裤或是上衣， 我很羡慕和欣赏她的创意， 我总觉

得有创意的人是很幸福的， 因为她们时时刻刻都有新的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a5%87%e5%a6%99%e7%9a%84%e9%81%97%e4%bc%a0%e5%9f%ba%e5%9b%a0/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a5%87%e5%a6%99%e7%9a%84%e9%81%97%e4%bc%a0%e5%9f%ba%e5%9b%a0/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a5%87%e5%a6%99%e7%9a%84%e9%81%97%e4%bc%a0%e5%9f%ba%e5%9b%a0/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7/Julie011.07.2014-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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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子让她们发挥。女儿的创意则发挥在她每个月必须完成

的十二项目包括烹饪、 摄影、 录音、 看书、 写作等等。  

从女儿身上， 我不但看到外婆的影子， 我也可以看到我

自己。 我虽然没有女儿那么有创意， 可是我脑袋里也总

是有许多想发挥的点子。 怪不得那天好姐妹中的“半

仙”Olivia 帮我们看手相， 当她摸着我的手掌和 Yolante 

那副“油嫩嫩”的手掌相互比较时，她立刻说我是“劳碌

命”。 没关系， 劳碌就劳碌呗， 忙的开心就好！ 

图中这双鞋就是女儿这次穿回来的， 它原本是纯米色

的， 女儿把它加工涂上色彩， 这双鞋绝对是原创的， 而

且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自家种的瓜特别甜， 自己 DIY

的成品岂不同样独树一格， 令人开心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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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s between Mother and Son  
July 24, 2014Uncategorizedadmin  

Translated by Alan Chow 

Dialogue 1 

Mom: Hey Son, I’m going to sell my new book at the fair this 

Friday.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giving me a testimonial in 

Mandarin? 

Son: Nah, that’s ok, I don’t think my Mandarin is good 

enough for that. 

Mom:  Good enough? Didn’t you grow up speaking mandarin 

at home? 

Mom thought for a minute: I know! Instead of giving a 

testimonial, why don’t you talk about how your mother is 

such a great investor, she’s never been in the kitchen. 

Son: But Mom, you have been in the kitchen, just not ours. 

Mom was puzzled: What makes you say that? 

Son: How else are you going to know the condition of a house 

before you buy it?” 

Mom laughs. 

Dialogue 2 

Mom: Hey Son. Good news! The new Tenant’s rent deposit 

just came in. I can hear the money coming in, Cha-Ching!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dialogues-between-mother-and-son-translated-by-alan-chow/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dialogues-between-mother-and-son-translated-by-alan-chow/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dialogues-between-mother-and-son-translated-by-alan-chow/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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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 I think Dad also heard Cha-Ching, tough it’s coming 

from the bank where he’s paying the mortgage. 

Mom: That’s funny. 

 

母子对话  

July 22, 2014Uncategorizedadmin  

 

 

母子对话之一 

老妈问儿子：“儿子， 你老妈这个周五有个新书展销会， 

你给老妈的新书作见证好吗？“ 

儿子：“不行！ 我的华文不好！” 

老妈：“你？ 华文不好？ 难道你的父母不是华人吗？ 难

道你在家都不说华语吗？”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af%8d%e5%ad%90%e5%af%b9%e8%af%9d/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af%8d%e5%ad%90%e5%af%b9%e8%af%9d/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af%8d%e5%ad%90%e5%af%b9%e8%af%9d/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7/imagesCARDZQDM.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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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妈继续：“这样吧！ 你就告诉大家你老妈不爱进厨房， 

只爱赚钱。“ 

儿子突然恍然大悟似的：“嗯，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老妈

不爱进自己家的厨房， 却很爱进别人家的厨房。” 

老妈：“为什么你说你老妈爱进别人家的厨房？” 老妈一

脸迷惑、 非常不解。 

儿子：“因为您要看看可不可以买呀！” 

老妈：“哈哈！ 儿子， 你真棒！ 还是你最了解我！” 

多年来从事房地产买卖的老妈， 没想到被儿子幽了一

默， 欣慰地看着身旁高大的胖儿子， 满意地笑了。 

 

母子对话之二 

老妈对儿子说：“儿子， 新房客的定金今天进到我们的银

行户头里了！ 真高兴！ 我好像听到一堆錢幣‘嘩啦嘩啦’

掉下來的声音, 财神爷进门咯！” 

儿子：”奇怪？ 老爸听到的声音跟您听到的不一样， 他听

到的是‘嘩啦嘩啦’ 一堆钱币又要去缴付银行的贷款了！” 

老妈：“哈哈！ 儿子， 你真是太幽默了！” 

 

母子对话之三 

老妈问儿子：“儿子， 我有一位多年未见的邻居， 有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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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突然和女友来看我， 两天后， 他打电话找我借钱， 我

没借给他。 现在想想挺遗憾的， 当时应该帮他一把， 即

使我知道他可能不会还我。” 

儿子：“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何必想它？” 

老妈：“我想把它当成一个案例来和你检讨， 万一以后遇

到同样的事情， 我就知道该怎么处理。” 

儿子：“以后遇到的时候要看那时的对象是谁， 他为何借

钱？ 并且你也要看你那时候的经济情况如何， 现在怎么

能决定？” 

老妈：“儿子， 你说得真对！” 

哦， 是的， 年轻人就是单纯， 想法直接， 值得我好好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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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 生活与感悟 

有趣的认知  
May 30, 2014Uncategorizedadmin  

一个月前， 我寄了一份用中文简体写的文稿请在台湾的

大姐帮我校阅， 我告诉她不用修改简体字， 因为我可以

用电脑软件来转换字体。 

今早收到她用快递寄回的稿子， 我兴奋地打开一看， 当

场昏倒！！！ 

她密密麻麻地帮我修改了一大堆， 其中有 99.9% 是帮我

把简体字给订正成为繁体字。 我的老天， 原来她看不懂

简体字， 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热心地帮我修改“错

字”， 真教我哭笑不得。 

一切都怪我！ 我以为全世界识字的华人人都认识简体

字，根本没想到还有许多人看不懂它。 我真是太天真

了！这件事情其实是我的错。 但是， 有很多时候， 事情

是没有对错之分的， 因为， 每个人的认知不同， 看事情

的角度自然不同。 

譬如一位想找房子的客户想看完 100 间单位才选择一间， 

从客户的角度来看， 这有何不可？ 反正老子有的是时

间， 顺便借着看房子的机会， 了解一下新环境。  

但是，从房屋中介的角度来看， 谁有那么多时间陪这位

租客看 100 间单位？ 再说， 如果这位租客看了 100 间单

位， 仍然找不到满意的， 这位中介岂不白干？解决这类

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事先相互沟通， 明确了解客户的需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9c%89%e8%b6%a3%e7%9a%84%e8%ae%a4%e7%9f%a5/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9c%89%e8%b6%a3%e7%9a%84%e8%ae%a4%e7%9f%a5/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9c%89%e8%b6%a3%e7%9a%84%e8%ae%a4%e7%9f%a5/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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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中介的业务性质， 达成共识， 取得一个双方都认可

的平衡点。 

说到此， 不禁让我联想起曾经看过的一幅图片， 有些人

看它说那幅画里是一位美丽的妙龄少女， 另外一些人看

它却说那幅画里是一位丑陋的老巫婆， 多么有趣的认知

啊！ 

所以啦， 我们每个人能智慧地以正面的角度来处理事

情， 结果应该是美好的。 希望你我都看得到那幅画中的

美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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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是我的错， 对不起！  
June 15, 2014Uncategorizedadmin  

自从 2012 年， 我的坐骨神经痛痊愈以后， 整个人就像是

脱胎换骨了似的： 态度放松、 心胸豁达； 我偶尔遇到一

些繁琐的小事， 或是被身边的人说几句， 都能欣然接

受。这种“放松”、 “豁达”、 和“不计较”应该是随着年龄

的增进而来的。 

我最近和两位好姐妹， 在一次餐会上， 聊到我和子女的

关系。 其中一位直肠子的姐妹说我和子女交谈时，有时

候会比较主观、 自以为是等等。 我即刻承认并且回答

说：“是的， 我的个性太急， 有时候还没等对方说完话， 

就急着表达自己的意见，那是我的缺点！” 

我很高兴能到达这种自我认错的境界。 古人云：五十而

知天命，六十而耳顺。 对于已经到了知天命和耳顺阶段

的我，当然应该懂得如何接受他人的批评和指正啊！ 

其实， 我认为身边的朋友或是亲人，都是和我一起奋

战、 度过这段生命历程的人， 他们不但是我的亲友、 也

是我的战友、 更是我的贵人。 在我的生命历程中， 我真

正的对手只有一个 — 那就是时间。 所以， 如果承认我自

己的错误能让我身边的贵人们开心， 那么我一定会常常

说：“是的，是我的错， 对不起啦！”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98%af%e7%9a%84%ef%bc%8c-%e9%82%a3%e6%98%af%e6%88%91%e7%9a%84%e9%94%99%ef%bc%8c-%e5%af%b9%e4%b8%8d%e8%b5%b7%ef%bc%81/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98%af%e7%9a%84%ef%bc%8c-%e9%82%a3%e6%98%af%e6%88%91%e7%9a%84%e9%94%99%ef%bc%8c-%e5%af%b9%e4%b8%8d%e8%b5%b7%ef%bc%81/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98%af%e7%9a%84%ef%bc%8c-%e9%82%a3%e6%98%af%e6%88%91%e7%9a%84%e9%94%99%ef%bc%8c-%e5%af%b9%e4%b8%8d%e8%b5%b7%ef%bc%81/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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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与技巧  
June 22, 2014Uncategorizedadmin  

曾经有朋友问我：“你写文章是真心的吗？”  

何谓真心？ 我每次坐到电脑前动手涂鸦， 都是一时兴

起， 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因此我当时愣了一下，

随即回答说: “如果不是心里有感而发， 我怎么写？”  

1991 年， 我随着家人搬到北京， 那时候我就开始写一些

自己也觉得无聊的“悄悄话”。 1998 年， 我们全家搬来新

加坡之后， 我把写悄悄话的习惯，改为写部落格， 公开

地抒发我内心的世界。 我不知道一般以写作为生的人是

如何寻求灵感， 但是，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的写作凭的

是内心那股急于想要抒发、 宣泄、 不可遏止的“冲动”，

心里想什么， 我就写什么， 如鲠在喉， 不吐不快。 

身边的好姐妹告诉我：“读你的文章， 就像是听你讲话一

样。”是的，就像此刻， 您正在看这篇文章， 听我说话。 

写到此， 我不免想起昨晚在《非诚勿扰》里， 有一位梦

想当歌手的男嘉宾唱了一首自创曲。 主持人提到：“有的

歌手， 技巧很好， 但是不够用心； 有的人唱得很走心， 

但是却不懂得歌唱的技巧。” 我应该是属于后者， 目前为

止， 我的写作虽然很“走心”， 技巧却未必成熟。 

我在台湾教书法的的老同学曾经送了我一副用粗毛笔写的

几个大字“落笔铸真情”， 我希望您也能从我的文章中读

出我的真心。 当然， 我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位不但会说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7%9c%9f%e5%bf%83%e4%b8%8e%e6%8a%80%e5%b7%a7/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7%9c%9f%e5%bf%83%e4%b8%8e%e6%8a%80%e5%b7%a7/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7%9c%9f%e5%bf%83%e4%b8%8e%e6%8a%80%e5%b7%a7/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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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而且也会“编”故事的人。我会努力磨练我的笔

力， 朝着增进写作技巧的方向迈进。  

至于我何时就能编造出许多有趣的故事来与您分享， 我

还不知道； 但是，此刻的我是真心想要与您“说话”， 请

您务必耐心“听”啊！ 

 

儿时的习惯  
June 16, 2014Uncategorizedadmin  

小时候， 家里人口多， 家事多半自己来。 尤其是每天

吃完晚饭， 自己洗自己的碗筷。 习惯养成， 我如今也

经常把自己刚吃过的碗筷顺手洗干净， 放进碗槽里。 

我的一位贵妇朋友， 她每次吃饭， 一定吃得碗底朝天。 

她告诉我：“因为小时候家境不好， 每次我都把碗盘舔

得干干净净， 不留一粒米饭。” 如今， 她虽然家财万

贯， 但是儿时的习惯， 她依然承袭。 

行为经过不断地重复就会成为习惯， 所以， 我们要让好

的行为，变成好习惯，跟随者我们一辈子。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84%bf%e6%97%b6%e7%9a%84%e4%b9%a0%e6%83%af/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84%bf%e6%97%b6%e7%9a%84%e4%b9%a0%e6%83%af/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84%bf%e6%97%b6%e7%9a%84%e4%b9%a0%e6%83%af/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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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写， 唱， 您喜欢哪个？  
July 3, 2014Uncategorizedadmin  

这得看个人， 有的人喜欢说话， 有的人喜欢写文章或书

信类， 甚至， 有的人喜欢用唱歌的方式表达心意。 我

三者都喜欢。  

我是一个很喜欢表达自己想法的人， 因此， 我喜欢写部

落格， 喜欢唱歌， 也喜欢和朋友聊天。但是， 和人聊

天， 得看对象、 时间、 和场地； 唱歌得看我当下的心

情和嗓子的状况; 写文章则可随时、 随地、 不受任何人

的限制。 这么分析起来， 对我来说， “写”比较容

易。就像此刻， 我就想“说话”。  

常听人说， 写作是一种很棒的心理治疗。 治疗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 我知道它是我的一个抒发心里想法的

管道， 当我有话要说， 有想法想表达， 我就写部落

格。 久而久之， 这些文章就累积成为书本。 我有时候

回顾一下过去的文章， 很庆幸自己把曾经走过的心路历

程、 生活点滴、 或是与朋友来往的趣事记录了下来， 

令我的生活丰富多姿！ 

我最怕身边的人是个没有想法的人。 遇到这种人， 他

（她）对错、 喜好、 都毫无意见， 要他（她）说也不

说， 要他（她）写也没兴趣， 令人完全不了解他（她）

心里究竟想什么。  

总之， 您如果是个有表达能力的人， 不关您是用“说”

的， “写”的， 甚至“唱”的， 我都喜欢！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8%af%b4%ef%bc%8c%e5%86%99%ef%bc%8c-%e5%94%b1%ef%bc%8c-%e6%82%a8%e5%96%9c%e6%ac%a2%e5%93%aa%e4%b8%80%e4%b8%aa%ef%bc%9f/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8%af%b4%ef%bc%8c%e5%86%99%ef%bc%8c-%e5%94%b1%ef%bc%8c-%e6%82%a8%e5%96%9c%e6%ac%a2%e5%93%aa%e4%b8%80%e4%b8%aa%ef%bc%9f/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8%af%b4%ef%bc%8c%e5%86%99%ef%bc%8c-%e5%94%b1%ef%bc%8c-%e6%82%a8%e5%96%9c%e6%ac%a2%e5%93%aa%e4%b8%80%e4%b8%aa%ef%bc%9f/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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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变成了制作人  
August 30, 2014Uncategorizedadmin  

1986 年的某一天，我刚从 Bell Labs 跳巢到 Bellcore,在走

道上遇见我的前老板 Charlie, 他笑嘻嘻地问我：“你现在

在做什么 project?” 

我告诉他：“我在收集群部门所有关于 IN1+(智慧通讯网)

的 ppt 和文稿，准备整理成一本《IN1+ User’s 

Manual》。” 

“啊哈！你现在已经变成了制作人(producer)啦！”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别人这么形容我的工作，听得

我挺开心的。 

几年前，我无意中在 Google 搜索中发现我的英文名字

Wendy Chow 居然下面写着“producer”? 后来才明白是女儿

给我的头衔，因为我投资她拍了一部名叫《我的乖女儿》

（The Good Daughter）的短片。 

最近我邀请到 20 位实践家的学员以及企业家们共同来写

一本个人的创业经历，我把它取名为《生命的感动与分享 

– 我们的故事》。这下一来，我又变成了总编和制作人

（因为要负责制作经费以及邀请写作者）。经过几番来

回，我已经收集到 7， 8 个故事，每一篇故事都令我感动

不已。并且每一个故事的主人翁都把实践家的 Money & 

You 和 BSE 的精神，淋漓精致的实践在他们的生活和事

业中。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88%91%e5%8f%98%e6%88%90%e4%ba%86%e5%88%b6%e4%bd%9c%e4%ba%ba/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88%91%e5%8f%98%e6%88%90%e4%ba%86%e5%88%b6%e4%bd%9c%e4%ba%ba/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6%88%91%e5%8f%98%e6%88%90%e4%ba%86%e5%88%b6%e4%bd%9c%e4%ba%ba/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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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我能在一个偶然的因缘际会之下，主动跳出来做

这份工作。对我而言，这本书的出版是非盈利的，它应该

会让很多在人生和创业路上彷徨的读者，提供一些解答、

点燃一些希望。这才是我想回馈实践家以及社会的。 

真是无心插柳， 这一变竟然成了我人生重要经历的第三

十六变， 帮助我完成了 2014 年版的《看我三十六变》。  

 

坚强又认真的女人最美丽  
October 29, 2014Uncategorizedadmin  

今早， 我一边整理家， 一边看电视影片《汤兰花专

访》。 汤兰花是一位台湾知名的艺人， 她后来经营化妆

品传销非常成功。 几年前， 我在朋友家的餐会上见到

她， 并且接受了她亲自为她的 New Skin 产品的销售， 而

成该产品的一名用户。 这段影片揭露了她成功背后的心

酸故事。 最后访问者结语： “坚强又认真的女人最美丽!” 

也许是巧合， 今年我身边出现了许多位令我非常敬仰的

女性包括长春企业的秀英姐， 爱龄学院的创办人 Amy

姐，和 Immanuel Beauty 的创办人 Deborah Chiam 等。 这

段《汤兰花专访》影片当下就让我想到上周末我去参访的

本地长春企业时见到的郑秀英女士， 她就是一位非常典

型的“坚强又认真”的女人。  

当个职业女性十分不容易， 如果夫妻俩同时在职， 女性

除了对外在职场上打拼，对内又要分担家事、 并且还要

负责孩子的孕育和哺乳的天职，一天 24 小时根本不够她

用。 多年来， 我在这些成功的女性身上看到一些特质：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9d%9a%e5%bc%ba%e5%8f%88%e8%ae%a4%e7%9c%9f%e7%9a%84%e5%a5%b3%e4%ba%ba%e6%9c%80%e7%be%8e%e4%b8%bd/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9d%9a%e5%bc%ba%e5%8f%88%e8%ae%a4%e7%9c%9f%e7%9a%84%e5%a5%b3%e4%ba%ba%e6%9c%80%e7%be%8e%e4%b8%bd/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9d%9a%e5%bc%ba%e5%8f%88%e8%ae%a4%e7%9c%9f%e7%9a%84%e5%a5%b3%e4%ba%ba%e6%9c%80%e7%be%8e%e4%b8%bd/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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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 认真、 单纯、 信任。 简单地来说， 她们对人坦

诚， 对事执着； 但是，无论是对人或对事， 她们都保持

着一种坚信不疑的态度， 全心投入， 直到成功为止。 那

天， 秀英姐强调她做事一向秉持“坚持”的心态， 当别人

都离开了文具行业， 她却依然坚持到底。 如今她虽然开

创了健康水事业， 她依然坚持着她的文具行业。 多么一

位坚强、 认真、 又美丽的女企业家啊！ 

从小我就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身边总是有几位知心的姐

妹群， 她们不时地帮助我、支持我。 如果说： 物以类

聚、 同类相吸， 那么我身边这群姐妹淘包括 Olivia, 

Yolante, Shiow, Vivian, Vicki, Diana, and Shumei 等， 应该

也属于这类坚强、 认真、 又美丽的女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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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 健康与心态 
 

啊哈！ 我是自我催眠高手！  
June 23, 2014Uncategorizedadmin  

今晚的 《华人营销联盟》教导的课题是《催眠式销

售》。  

什么是“催眠”？ 那是一种沟通、 宣导的技巧， 让你

透过这个过程， 相信对方， 信任对方， 而自愿地与对

方达成一个共识。 实践家的林伟贤老师在影片教学中告

诉我们， 我们每个每天都在做销售， 同时我们也受到父

母、 老师、 朋友、 广告和自己的催眠。 我非常同意最

后这项 — 自我催眠。  

从小， 我就喜欢唱能引领我“向前冲”的励志歌曲如： 

《我现在要出征》 我现在要出征，我现在要出征。我伊

人要同行，哎我伊人要同行。 

《前程万里》 我們是年輕的一群， 有的是熱情和誠懇， 

打起了藝術的旗幟， 展開長途旅行， 縱然是遍地的荊

棘， 也要勇邁地前進， 呼吸那新鮮的空氣， 欣賞美麗

風景。 

《伴侣那里找》 向前奔跑 ~ 一路上向前奔跑 。。。。 

《可愛的陽光》 可愛的陽光，雨後重現輝煌， 映照花上

水珠， 粒粒閃金光！ 

《征服》 就这样被你征服 切断了所有退路 我的心情是

坚固 我的决定是糊涂 就这样被你征服 喝下你藏好的

毒 我的剧情已落幕 我的爱恨已入土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95%8a%e5%93%88%ef%bc%81-%e6%88%91%e6%98%af%e4%bd%8d%e8%87%aa%e6%88%91%e5%82%ac%e7%9c%a0%e9%ab%98%e6%89%8b%ef%bc%81/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95%8a%e5%93%88%ef%bc%81-%e6%88%91%e6%98%af%e4%bd%8d%e8%87%aa%e6%88%91%e5%82%ac%e7%9c%a0%e9%ab%98%e6%89%8b%ef%bc%81/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5%95%8a%e5%93%88%ef%bc%81-%e6%88%91%e6%98%af%e4%bd%8d%e8%87%aa%e6%88%91%e5%82%ac%e7%9c%a0%e9%ab%98%e6%89%8b%ef%bc%81/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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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告诉自己：“你是幸运的！ 你是富有的！ 你是健

康的！ 你是快乐的！” 啊哈！ 原来我从小就懂得做自

我催眠。 我告诉自己：“你的脸是圆的， 你的身体是圆

的， 你的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圆的， 所以， 你是一

个富有快乐的小女孩！” 

由于我成功的自我催眠，中学导师罗彬然一直以为我的家

境不错。 直到有一次他做家庭访问， 他亲眼见到老爸， 

蹲在地上烧着木炭火炉， 准备给全家煮晚饭。 谁知老天

爷又偏偏选在那时下雨，滴答滴答的雨水透过漏雨的屋顶

正好打在罗老师的身上。  

他返校后告诉了我篮球队教练元劲军老师和队友们，说我

父母离婚， 家境清寒, 要多照顾我。那时候， 我是队

长， 隔天，有位队友忍不住， 热心地前来关心我，我反

问她：“是谁那么可怜啊？” 至今想起来， 我都觉得好

笑。我？ 家境清寒? 我从来没有挨过饿、 受过冻， 哪

来的“清寒”可言？ 

在今晚的课堂中， 我跟着淑茵老师在讲台上带领着同学

们大跳“抓钱舞”， 谁会想到两年前的我曾经得了坐骨

神经痛， 卧床半年， 丝毫无法行走？ 如今的我， 每天

早上醒来， 都会听轻快的古筝舞曲，在床上踢腿、做

“小飞燕”，拍打全身， 望着窗外可爱的蓝天白云， 然

后告诉自己：“今天又将是一个美好的一天！我一定要开

心、 健康、 快乐、 认真生活！”  

我感谢父母给了我这些圆圆、胖胖的好细胞， 我也感谢

自己： 啊哈！ 原来我还是位自我催眠高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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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而过  
July 7, 2014Uncategorizedadmin  

我们每个人都会生闷气。 有时候， 基于某些理由我们不

愿意告诉对方自己被他惹恼了， 就独自把气闷在心里， 

在一旁生气。 我一向以为子女和我之间是百分之百的开

诚布公， 无话不谈。 我错了！ 两个礼拜前， 大儿子告

诉我他有百分之二十的“秘密”没有和我分享。  

我问他：“为什么？ 我以为我们之间什么都可以谈， 什

么都可以分享？” 

他说：“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私密的东西， 是不能和他人

分享的呀!” 

傍晚， 我带着大儿子和宝贝女儿去餐厅吃饭。 回家时， 

我们三人一边漫步， 一边闲聊。  

我问大儿子：“我们俩人吵过架吗？” 

“当然有啦！” 他的回答出乎我意料之外。 

“什么？ 什么时候？ 我们什么时候吵过架？” 我进一

步问他。 

他说: “在我们选吃哪一家餐馆的时候？” 

我听完， 禁不住大笑：“哈哈！ 原来， 你为了选择在

哪家餐厅吃饭而生我的气， 我一点都不知道呀！如果你

在生我的闷气， 而我却一点也不知道， 这怎能算是吵

架？” 您这下可看出， “吃”对我那宝贝儿子是如何的

重要啊！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4%b8%80%e7%ac%91%e8%80%8c%e8%bf%87/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4%b8%80%e7%ac%91%e8%80%8c%e8%bf%87/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4%b8%80%e7%ac%91%e8%80%8c%e8%bf%87/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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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一旁“观战”的女儿忍不住插嘴说：“妈咪， 你

和哥哥现在就像是在吵架。” 

“不是， 我们是在讨论， 不是吵架” 我连忙解释。 

说实在的， 有时候， 我有些大咧咧的，线条过粗， 惹

恼了别人， 自己却不知道； 而我当然也有被人惹恼的时

候。 但是， 人生哪有那么多的气好生？ 一时不高兴， 

过一阵子就忘了， 怎么可能记得一辈子？ 就像那英的歌

《一笑而过》，当我们是傻人有傻福吧！ 

接着，我问女儿：“你也有百分之二十的秘密没告诉我

吗？” 

女儿爽快地回答：“当然！” 

我反问她：“为什么？” 

她回答：“有些事情是不能告诉你的。一方面怕你担心，

另一方面，怕你会生气。“ 

“哦， 既然如此， 就不要告诉我吧！” 我告诉她。 

过去发生的种种，已成历史，既然儿女们想保留不愿意告

诉我，就不要追究的好。儿女们如今已成年， 他（她）

们保留心中的秘密， 是对我的一种个“爱“的表现，我

感到很欣慰。 不必要的闷气、 烦恼、 担忧、和猜忌， 

我们共同让它们一笑而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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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生命的财富？  
August 21, 2014Uncategorizedadmin  

刚才我打了一通电话给住在北京的李老师，请他不要用快

递给我回信。 

认识李老师是在 1994 年我和家人住在北京时，我曾经有

4 年的时间向他学习古董陶瓷的研习与鉴定。 如今 20 年

过了， 身为中国古董陶瓷鉴定专家的李老师还是这么热

心， 愿意为我的新书《文珊陶瓷收藏趣事》写序， 实在

万分感激！放下电话，我脑中仿佛还重复着李老师那头传

过来的话：“现在有很多人付很高的费用来邀请

我…… ” 我由衷地为曾经教导我研习古董多年的李老师高

兴， 年近 80 的他， 仍然热情地到处为人演讲以及做古董

陶瓷的鉴定， 实在令人佩服！ 

最近我深受两位指导老师的恩惠， 邀请到两位大师为我

的新书写推荐序， 感动之余， 我也细细检讨自己究竟做

了些什么好事， 能得到这些贵人的支持。 侄女容容曾经

形容我是一个非常认真生活的人。 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是

个精力充沛、 行动力强、想到就做， 并且喜欢帮助人的

人。天性使然， 我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个富裕的人， 这并

不代表我的家庭富裕，事实正好相反。 但是， 我身边总

是拥有许多朋友， 不论我们做什么， 我都会诚心地爱戴

和帮助她们， 也经常换得她们的关爱和协助。 

上周六在实践家林老师的讲座中， 课堂的冷气非常冷， 

即使我穿了毛衣仍然冻得直哆嗦。 在听林老师滔滔不绝

的演讲中， 坐在我前排的 Ruby 突然递给一个热水瓶让我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4%bb%80%e4%b9%88%e6%98%af%e7%94%9f%e5%91%bd%e7%9a%84%e8%b4%a2%e5%af%8c%ef%bc%9f/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4%bb%80%e4%b9%88%e6%98%af%e7%94%9f%e5%91%bd%e7%9a%84%e8%b4%a2%e5%af%8c%ef%bc%9f/
http://www.wendychow.asia/uncategorized/%e4%bb%80%e4%b9%88%e6%98%af%e7%94%9f%e5%91%bd%e7%9a%84%e8%b4%a2%e5%af%8c%ef%bc%9f/
http://www.wendychow.asia/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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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手， 她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 立刻暖和了我的身心。 

当下， 我为这份意外收获的财富深受感动。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财富应该是从亲人、 老师和朋友那儿

得来。而生命的财富， 就是在我们这一生中我们所能帮

助到和获得到帮助的亲友之间的情感交流。因此，我认为

我是富有的， 身边不时有人帮助我， 对我微笑释出善

意， 这都是我生命中的财富啊！ 

朋友， 您同意我对“生命财富”的理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