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 
 ....................................................................................... 3 

  ................................................................................................. 3 
routine  ...................................................................................................................... 3 

 .............................................................................................................................. ......................................................... 4 
 .............................................................................................................................. . 4 

 ............................................................................................. 4 
 .............................................................................................................................. ............................. 4 

 .............................................................................................................................. ................. 5 
 ....................................................................................... 6 

 ............................................................................................................... 7 
 .............................................................................................................................. ..................... 8 
 .............................................................................................................................. ..................... 8 

 .............................................................................................................................. ......................................... 9 
.......................................................................... 10 

 ,  .................................................................................................................. 10 
  .............................................................................................................................. . 11 

 .............................................................................................................................. ............................... 11 
 .............................................................................................................................. ............... 11 

office  XMind Origin ................................................................................ 11 
 origin+excel  .............................................................................................................................. ................ 12 

 +  .................................... 13 
1  ...................................................................................... 13 
2  .......................................................................................................................... 13 
3 ............................................................................... 14 
4  .............................................................................................................................. ................................ 15 

 .............................................................................................................................. ............................... 18 
  ............................................................................................... 18 

 ............................................................................................................. 20 
 .............................................................. 21 

2014  ............ 22 
 .............................................................................................................................. ................................... 25 

 
  -  http://km2000.us/mywritings/graduatestudent.docx 

/  - http://km2000.us/mywritings/howtowritesciencepaper.docx  
 origin+excel  http://km2000.us/mywritings/origin+excel.pdf  

  



 

 

  





 

 

 

 



2018/5/10 清友汇

https://mp.weixin.qq.com/s/E9ge4_2tFI-I3qJUvWPsIA 1/12

北大“网红”校长林建华，居然是这样的……

120年校庆庆典上，

北大校长林建华出了个笑话，

把“鸿鹄（读“胡”）”读成“鸿浩”，

把“莘莘（读“申”）”读成“精精”，

许多人都在笑，

这是他第二次成为“网红”了。

林建华第一时间发布致歉信

原文由北京大学账号发表在BBS

2018-05-06

作者 钟国兴等

清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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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成为“网红”是2013年6月，林建华由重庆大学校长升任浙江大学校长，在网上激起了轩然大波：重

大的校长能当浙大校长吗，是否是毁了浙大的节奏？网上议论纷纷，还有人气愤得不得了。然而，一年半

之后，他却回到北京大学当了校长，因为在调到重大之前，他就已经当过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当时，如果他不是从重大校长的任上，而是从北大常务副校长位置上调入浙大，人们接受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重大3年半校长的经历，反倒成为了人们笑骂的理由，认为这种大学的校长还能到浙大吗？不过，一

段时间过后，浙大风平浪静，人们已经很快接受他，据说还不乏有赞赏者。

我认识林建华是他调到北京大学之前，那次他来北京开会，听说我专门研究学习型组织，读了我的书，就

经一位朋友介绍找到我，边吃饭边聊学习型组织问题。第一次见面，林建华的形象让我印象很深：旅游

帽、运动鞋、运动衣，背个双肩包，笑眯眯地向我走来。我说，您不像到北京开会啊！朋友插话说：他开

会也是这样啊，从来都是这样，像部级干部吗？他微微摇头，我知道摇头的意思是不要提“部级干部”这个

词。我当时似乎明白了一点浙大人很快接受他的原因了。

我们聊天的两个小时，林建华始终谦虚诚恳地询问学习型组织的理念、组织模式和方法，问在大学怎么搞

学习型组织，他聊天的时候不像个大学校长，更不像官员，而是像一个极为虚心的普通学者，大部分时间

是在笑眯眯地倾听，完全没有教授的自负和校长的官气。只是一小会儿时间，你就仿佛感觉他已经是你的

一个有文化的老邻居。分手时他说，大学里需要真正的学习型组织，所以想邀请你到浙大讲课，并且在浙

大导入学习型组织，激发活力。从那之后，我们成为了朋友。

前两年我退二线，林建华请我吃工作餐，边吃边说：钟老师你退下来我很高兴，现在有时间，想请你帮我

做一点事情——解决一下思想品德修养课怎么让学生更感兴趣的问题。当时我们聊了好多，谈了一些具

体问题。记得我说了一句话：思想品德课不要给学生过多讲大道理，因为大道理地球人都知道；不要给学

生过多讲小道理，因为老百姓都会讲。我的意见是多讲“中道理”，让学生能受启发，也有用。他抬头想了

想，然后笑着一再点头：中道理、中道理、中道理，哈哈，中道理好，就缺中道理！笑得既儒雅又有些天

真。后来他又约我专门探讨相关问题。

记得林建华刚调回北大的时候，有一次写了迎新大会上的讲话稿，其中因为涉及我感兴趣的问题，就让人

给我看一下。给我稿子的朋友说：你可认真看一下啊，人家大半个晚上没睡觉写的。我说：不是秘书写的

吗，怎么是他自己写？朋友说：你以为是大机关啊，这是北大啊，谁给你写？我不太了解北大，不知道这

他开

会也是这样啊，从来都是这样，像部级干部吗？他微微摇头，我知道摇头的意思是不要提“部级干部”这个

词。我当时似乎明白了一点浙大人很快接受他的原因了。

他聊天的时候不像个大学校长，更不像官员

钟老师你退下来我很高兴，现在有时间，想请你帮我

做一点事情——解决一下思想品德修养课怎么让学生更感兴趣的问题。

话：思想品德课不要给学生过多讲大道理，因为大道理地球人都知道；不要给学

生过多讲小道理，因为老百姓都会讲。

说：你可认真看一下啊，人家大半个晚上没睡觉写的。我说：不是秘书写的

吗，怎么是他自己写？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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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朋友说的是不是完全是真的，但是我知道林建华应该就是一个自己动手写稿子的人，因为他既极为认真

又怕麻烦别人。他是搞化学的，化学家喜欢自己动手。

林建华始终有自己的坚持和坚守，当然是平和的。2016年4月15日，总理李克强在一天当中分别访问了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当日下午，李克强还出席了在北京大学举办的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在座谈会

上，北大校长林建华和清华校长邱勇对总理讲了些什么?知识界很关注。邱勇在发言中主要总结了清华在

教学、科研以及学校人事管理方面的成绩，汇报称清华已经全面启动人事制度改革，并制定了教师跨院系

兼职制度，从今年开始将建设若干直属学校的实体性交叉科研平台，努力破除阻碍交叉的体制机制障碍。

北大校长林建华强调的则是，教育改革的关键需要厘清政府、社会公众和大学的基本利益诉求。大学是人

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场所，必须要有独立、兼容和自由的学术氛围，才能实现政府和公众的要求。他呼吁

明确各方职责，释放大学潜力。这样总是以诚待人、以真示人，说真话、说实话、说有用的话，是林建华

的风格和人格。好像不管在什么场合他都是如此，没有例外。

2016年，我写的《孔子是个好老师》一书准备出版，请他和“学习型组织理论之父” 彼得∙圣吉两个人各写

几句推荐语。彼得∙圣吉的推荐语老早写出来了，林建华的还没有出来。我催他说“世界管理大师”的推荐

语都写出来了，他回话说最近太忙，还没认真看书稿呢。出版社这边着急，说别等他看书稿了，帮他写几

句让他看一下不就行了吗？于是有人写好一段话给他了。过几天林建华回话：这样的用词和表述不是我的

风格，我要自己看一下书稿，还是得自己写，写得平实一点好。后来他的推荐语写出来，果然很真诚、很

平实，没有任何装腔作势、哗众取宠的东西。推荐语那一段话只是百八十个字，他都不允许别人代笔，当

然更不可能允许作假，这就是林建华。

去年，澳大利亚一个大学得知我即将退下来，就反复邀请我去做负责工作，我就问林建华是否可以去，他

说：我建议你别去。这个年龄应该“半工半读”才对，不能太累了。我有体会，当大学校长是很累的。我知

道他说的是真的，可能他比别人更累，那么认真实在，又总是在有限空间里做理想化的努力，他很难。

有趣的是，低调的林建华，居然成为了“网红”，而且竟然两次都是负面的，这让我没有想到。借他成

为“网红”的机会，我想让大家知道我所了解的林建华。

当然因为是北大

无论怎样大家都可能要笑谈一番

比如……

但是我知道林建华应该就是一个自己动手写稿子的人，因为他既极为认真

又怕麻烦别人。他是搞化学的，化学家喜欢自己动手。

2016年4月15日，总理李克强在一天当中分别访问了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人、以真示人，说真话、说实话、说有用的话，是林建华

的风格和人格。好像不管在什么场合他都是如此，没有例外。

过几天林建华回话：这样的用词和表述不是我的

风格，我要自己看一下书稿，还是得自己写，写得平实一点好。

推荐语那一段话只是百八十个字，他都不允许别人代笔，当

然更不可能允许作假，这就是林建华。

这个年龄应该“半工半读”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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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一段文字的理解
第一 他们是一对精神伴侣 互相激励互相成长
第二 相约在交大 交大是工科院校 这句话不一定对21世
纪 没有男女 也没有工科
文科之分
第三 名字起的好 蔡亦卓 蔡也越 名字很对丈 也很婉约 
很圆润 很圆通
总之 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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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why 为什么读书，读书的好处, 习大大 - 让读书成种
生活方式

2. how 怎样读书，读书的方法？ 

怎样有效的读一本书？
图解思考法
树状的结构
林彪的读书方法

详细的读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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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于同一件事情，同一本书，可以有两种表述方法，一种是阳春白雪的表述
方法，一种是下里巴人的表述方法。前者讲的是妥当话，不会出错；后者讲
的是实在话，但操作性强，接地气。作为一个工程人，应该学会讲这两种
话。也就是可以做领袖型人才，也可以做一个合格的工人，要能上也能下，
这需要做人的功夫。

毛泽东同志有一篇文章这两个版本（作为比较，只截录了其中一个部分）

阳春白雪版本，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
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
mao-19570227.htm
下里巴人版本，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一九五七年
二月二十七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
mao-19570227AA.htm

另外就是其他的一些文章和一些摘录，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
mao-19560830.htm

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
因为有那么多的花嘛。你们从拉丁美洲到亚洲来，是走马看花的。你们国家
有那么多的花，看一看望一望就走，这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
就是下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https://
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5600925.htm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
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
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
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
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
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
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
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
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5611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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