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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时的名言

 

珍惜时间的名人名言1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鲁迅

把活着的每一天看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海伦�凯勒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

在所有的批评家中，最伟大、最正确、最天才的是时间。(别林斯基)

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忽
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高尔基)

必须记住我们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时间有限，不只是由于人生短促，
更由于人事纷繁。我们应该力求把我们所有的时间用去做最有益的事情
。--斯宾塞

一个人越知道时间的价值，越倍觉失时的痛苦呀!--但丁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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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补，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复追。(曾国藩)

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的生命，是生命进程中的伴随物，也是
心理健康的一个条件。---弗洛姆

人生有两出悲剧：一是万念俱灰，另一是踌躇满志。-肖伯纳

懂得生命真谛的人，可以使短促的生命延长。---西塞罗

不要以感伤的眼光去看过去，因为过去再也不会回来了，最聪明的办法
，就是好好对付你的现在--现在正握在你的手里，你要以堂堂正正的大
丈夫气概去迎接如梦如幻的未来。---郎费罗

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鲁迅

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地去工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惟以求真的态
度作踏实的功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
可就。--李大钊

完成工作的方法是爱惜每一分钟。--达尔文

合理安排时间，就等于节约时间。--培根

过于求速是做事的最大危险之一。--培根

应当仔细地观察，为的是理解;应当努力地理解，为的是行动。--罗曼罗
兰

每一点滴的进展都是缓慢而艰巨的，一个人一次只能着手解决一项有限
的目标。--贝弗里奇

人寿几何?逝如朝霜。时无重至，华不再阳。--晋�陆机

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三国志�魏书�王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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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松之注引《魏略》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陶渊明

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唐�孟浩然

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
。--唐�李峤

时而言，有初、中、后之分;日而言，有今、昨、明之称;身而言，有幼、
壮、艾之期。--唐�刘禹锡

等时间的人，就是浪费时间的人。(伊朗)

谁把一生的光阴虚度，便是抛下黄金未买一物。(伊朗)

最严重的浪费就是时间的浪费(布封)

最浪费不起的是时间(丁肇中)

想成事业，必须宝贵时间，充分利用时间。--徐特立

节约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
生命。--鲁迅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勤勉的人，每周七个全天;懒惰的人，每周七个早晨(英国)

起早外出的跛子追不上。(日本)

辛勤的蜜蜂永远没有时间的悲哀(布莱克)

时间像弹簧，可以缩短也可以拉长。(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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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一条金河，莫让它轻轻地在你的指尖溜过。(拉丁美洲)

光阴潮汐不等人。(缅甸)

光阴有脚当珍惜，书田无税应勤耕。

时间最不偏私，给任何人都是二十四小时;时间也最偏私，给任何人都不
是二十四小时。(赫胥黎)

时间待人是平等的，而时间在每个人手里的价值却不同。

谁对时间越吝啬，时间对谁就越慷慨。(李大钊)

时间比理性创造出更多的皈依者。(汤姆�潘恩)

“年”教给我们许多“日”不懂的东西(爱默生)

时间是审查一切罪犯的最老练的法官(莎士比亚)

时间乃是最大的革新家(培根)

时间是衡量事业的标准。(培根)

时间能使隐藏的事物显露，也能使灿烂夺目的东西黯然无光。----(意大
利)

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的。--鲁
迅

你热爱生命吗?那么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富兰克
林

落日无边江不尽，此身此日更须忙。--陈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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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和明天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趁你还有精神的时候，学习迅速
办事。--歌德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朱熹

珍惜时间的名人名言2

1、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2、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 《汉乐府长歌行》

3、在世界上我们只活一次，所以应该爱惜光阴。必须过真实的生活，过
有价值的生活。——巴甫洛夫

4、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 增广贤文

5、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毛主席

6、不管饕餮的时间怎样吞噬着一切，我们要在这一息尚存的时候，努力
博取我们的声誉，使时间的镰刀不能伤害我们。 ——莎士比亚

7、不要老叹息过去，它是不再回来的;要明智地改善现在。要以不忧不
惧的坚决意志投入扑朔迷离的未来。——朗费罗

8、不要为已消尽之年华叹息，必须正视匆匆溜走的时光。
——布莱希特

9、当许多人在一条路上徘徊不前时，他们不得不让开一条大路，让那珍
惜时间的人赶到他们的前面去。——苏格拉底

10、敢于浪费哪怕一个钟头时间的人，说明他还不懂得珍惜生命的全部
价值。 ——达尔文

11、成功=艰苦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说空话。–爱因斯坦

                              5 / 33



www.SanrenWenku.com
 

12、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莎士比亚

13、没有方法能使时钏为我敲已过去了的钟点。——拜 伦

14、人的全部本领无非是耐心和时间的混合物。——巴尔扎克

15、任何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的节约。——马克思

16、时间就是能力等等发展的地盘。——马克思

17、时间是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土壤。时间给空想者痛苦，给创造者幸福
。——麦金西

18、时间是伟大的导师。——伯 克

19、时间是一个伟大的作者，它会给每个人写出完美的结局来。——卓
别林

20、时间最不偏私，给任何人都是二十四小时;时间也是偏私，给任何人
都不是二十四小时。——赫胥黎

21、忘掉今天的人将被明天忘掉。——歌 德

22、辛勤的蜜蜂永没有时间的悲哀。——布莱克

23、最天才的是时间。 ——别林斯基

24、从不浪费时间的人，没有工夫抱怨时间不够。——杰弗逊

25、时间是我的财产，我的田亩是时间。——歌德

26、合理安排时间，就等于节约时间。 ——培根

27、春光不自留，莫怪东风恶。 ——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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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抛弃今天的人，不会有明天;而昨天，不过是行去流水。 ——约翰�
洛克

29、抛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抛弃他。——莎士比亚

30、一切节省，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省。——马克思

31、利用时间是一个极其高级的规律。——恩格斯

32、今天所做之事勿候明天，自己所做之事勿候他人。——歌德

33、今天应做的事没有做，明天再早也是耽误了。——裴斯泰洛齐

34、浪费时间是一桩大罪过。 ——卢梭

35、你热爱生命吗?那么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
——富兰克林

36、把活着的每一天看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海伦�凯勒

37、迁延蹉跎，来日无多，二十丽姝，请来吻我，衰草枯杨，青春易过
。 ——莎士比亚

38、普通人只想到如何度过时间，有才能的人设法利用时间。
——叔本华

39、黄金时代在我们面前而不在我们背后。——美国作家 马克�吐温

40、人生苦短，若虚度年华，则短暂的人生就太长了。 ——英国剧作家
莎士比亚.

41、只要我们能善用时间,就永远不愁时间不够用。——德国诗人歌德

42、即将来临的一天，比过去的一年更为悠长。——福尔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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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几秒钟虽然不长，却构成永恒长河中的伟大
时代。——弗莱彻

44、以愁闷来扼杀心灵，带有责备意味和冷冷地滴答着的时间。–高尔
基

45、完成工作的方法是爱惜每一分钟。 –达尔文

46、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 —— 傅玄

47、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 岳飞

48、落日无边江不尽，此身此日更须忙。 —— 陈师道

49、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 庄子

50、懂得生命真谛的人，可以使短促的生命延长。 —— 西塞罗

51、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 王勃

52、最浪费不起的是时间 —— 丁肇中

53、今天所做之事勿候明天，自己所做之事勿候他人。 —— 歌德

54、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 增广贤文

55、余生平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 —— 欧阳修

56、在所有批评家中，最伟大、最正确，最天才的是时间。 ——
别林斯基

57、志士惜年，贤人惜日，圣人惜时。 —— 魏源

58、正当利用时间!你要理解什么，不要舍近求远。 —— 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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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应当仔细地观察，为的是理解;应当努力地理解，为的是行动。 ——
罗曼罗兰

60、时间是审查一切罪犯的最老练的法官 —— 莎士比亚

61、光景不待人，须叟发成丝。 —— 李白

62、最不善于利用时间的人最爱抱怨时光短暂。 —— 拉布吕耶尔

63、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
—— 鲁迅

64、庸人费心将是消磨时光，能人费尽心机利用时光。 —— 叔本华

65、一个人越知道时间的价值，越倍觉失时的痛苦呀! —— 但丁

66、时间是由分秒积成的，善于利用零星时间的人，才会做出更好的成
绩来。 —— 华罗庚

67、时间就象海绵里的水一样，只要你愿意挤，总还是有的。 —— 鲁迅

68、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 庄子

69、永远不要把你今天可以做的事留到明天做。延宕是偷光阴的贼。抓
住他吧! —— 狄更斯

70、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 萧绎

71、在今天和明天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趁你还有精神的时候，学习
迅速办事。 —— 歌德

72、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
雁飞。 —— 唐李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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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
书迟。 —— 颜真卿

74、每一点滴的进展都是缓慢而艰巨的，一个人一次只能着手解决一项
有限的目标。 —— 贝费里奇

75、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 鲁迅

76、时间的步伐有三种：未来姗姗来迟，现在像箭一样飞逝，过去永远
静立不动。 —— 席勒

77、记住吧：只有一个时间是重要的，那就是现在!它所以重要，就是因
为它是我们有所作为的时间。 —— 托尔斯泰

78、节约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就等于
延长了人的寿命。 —— 鲁迅

79、一个钟头有六十分钟，一天就超过了一千分钟。明白这个道理后，
就知道人可做出多少贡献。 —— 歌德

80、应当赶紧地，充分地生活，因为意外的疾病或悲惨的事故随时都可
以突然结束他的生命。 —— 奥斯特洛夫斯基

81、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的生命，是生命进程中的伴随物，
也是心理健康的一个条件。 —— 弗洛姆

82、时而言，有初、中、后之分;日而言，有今、昨、明之称;身而言，有
幼、壮、艾之期。 —— 唐刘禹锡

83、节约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也即等于延长了
人的生命。 —— 鲁迅

84、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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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 —— 高尔基

85、你热爱生命吗?那幺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 ——
富兰克林

86、我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它最容易
丧失，所以更觉得它宝贵。 —— 李大钊

87、时间，每天得到的都是二十四小时，可是一天的时间给勤勉的人带
来智慧和力量，给懒散的人只留下一片悔恨。 —— 鲁迅

88、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
被人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 —— 高尔基

89、必须记住我们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时间有限，不只是由于人生短
促，更由于人事纷繁。我们应该力求把我们所有的时间用去做最有益的
事情。 —— 斯宾塞

90、时间是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土壤。 ——— 麦金西

91、起早外出的跛子追不上。 —— 日本的一条谚语

92、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 —— 鲁迅

93、对时间的慷慨，就等于慢性自杀。 —— 奥斯特洛夫斯基

94、辛勤的蜜蜂永远没有时间的悲哀。 —— 布莱克

95、盲人无白天，醉鬼无时间。 —— 朝鲜

96、一个今天胜过两个明天。

97、眼前的瞬间是一位威力强大的女神。 —— 歌德

                             11 / 33



www.SanrenWenku.com
 

98、夜晚给老人带来平静，给年轻人带来希望。

99、在时间的大钟上，只有两个字现在。

100、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

珍惜时间的名人名言3

1. 时间是最伟大、公正的裁判。

2. 时间能获得黄金，黄金买不到时间。

3. 睡得多的人学得少。

4. 恨不得挂长绳于青天，糸此西飞之白日。

5. 不要贬低黄昏，黄昏同清晨一样是成就事业的时间。

6.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7.
凡是想获得优异成果的人，都应该异常谨慎地珍惜和支配自己的时间。

8. 时间象弹簧，可以缩短，也可以拉长。

9. 正当利用时间！你要理解什么，不要舍近求远。

10. 不要懒懒散散地虚度生命。

11. 辛勤的蜜蜂永远没有时间的悲哀。

12. 人们常觉得准备的阶段是在浪费时间，只有当真正机会来临，而自己
没有能力把握的时候，才能觉悟自己平时没有准备才是浪费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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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只惋惜一件事，日子太短，过得太快。一个人从来看不出做成什么
，只能看出还应该作什么？

14. 白日去如箭，达者惜今阳。

15. 取道于“等一等”之路，走进去的只能是“永不”之室。

16. 善于利用时间的人，永远找不到充裕的时间。

17. 合理安排时间，就等于节约时间。

18. 时间是伟大的作者，她能写出未来的结局。

19. 时间是伟大的导师。

20. 时间就是生命，浪费了时间就是牺牲了生命。

珍惜时间的名人名言4

1. 时间是一位可爱的恋人，对你是多么的爱慕倾心，每分每秒都在叮嘱
；劳动、创造、别虚度了一生。

2. 时间是一切财富中最宝贵的财富。

3. 时间是一个伟大的作者，它会给每个人写出完美的结局来。

4. 时间是我的财产，我的田亩是时间。

5. 人生苦短，若虚度年华，则短暂的人生就太长了。

6. 只要我们能善用时间，就永远不愁时间不够用。

7. 天可补，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复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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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切节省，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省。

9. 利用时间是一个极其高级的规律。

10.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11. 今天所做之事勿候明天，自己所做之事勿候他人。

12. 今天应做的事没有做，明天再早也是耽误了。

13. 不管饕餮的时间怎样吞噬着一切，我们要在这一息尚存的时候，努力
博取我们的声誉，使时间的镰刀不能伤害我们。

14. 不要老叹息过去，它是不再回来的；要明智地改善现在。要以不忧不
惧的坚决意志投入扑朔迷离的未来。

15. 勤奋的人是时间的主人，懒惰的人是时间的奴隶。

16. 得时无怠，时不再来。

17. 时间好比河水，只能流去不能回。

18. 时间是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土壤。时间给空想者痛苦，给创造者幸福。

19. 时间是伟大的导师。

20. 不要老叹息过去，它是不再回来的；要明智地改善现在。要以不忧不
惧的坚决意志投入扑朔迷离的未来。

珍惜时间的名人名言5

1. 只要我们能善用时间，就永远不愁时间不够用。

2. 不管饕餮的时间怎样吞噬着一切，我们要在这一息尚存的时候，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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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取我们的声誉，使时间的镰刀不能伤害我们。

3. 不要老叹息过去，它是不再回来的；要明智地改善现在。要以不忧不
惧的坚决意志投入扑朔迷离的未来。

4. 不要为已消尽之年华叹息，必须正视匆匆溜走的时光。

5. 当许多人在一条路上徘徊不前时，他们不得不让开一条大路，让那珍
惜时间的人赶到他们的前面去。

6. 敢于浪费哪怕一个钟头时间的人，说明他还不懂得珍惜生命的全部价
值。

7. 起早外出的跛子追不上。

8. 辛勤的蜜蜂永远没有时间的悲哀。

9. 时间像弹簧，可以缩短也可以拉长。

10. 时间是一条金河，莫让它轻轻地在你的指尖溜过。

11. 光阴潮汐不等人。

12. 光阴有脚当珍惜，书田无税应勤耕。

13. 时间最不偏私，给任何人都是二十四小时；时间也最偏私，给任何人
都不是二十四小时。

14. 时间待人是平等的，而时间在每个人手里的价值却不同。

15. 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16. 你热爱生命吗？那么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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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落日无边江不尽，此身此日更须忙。

18. 时间是我的财产，我的田亩是时间。

19. 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

20. 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

珍惜时间的名人名言6

1.在所有的批评家中，最伟大、最正确、最天才的是时间。（别林斯基
）

2.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
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高尔基）

3.必须记住我们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时间有限，不只是由于人生短促
，更由于人事纷繁。我们应该力求把我们所有的时间用去做最有益的事
情。－－斯宾塞

4.一个人越知道时间的价值，越倍觉失时的痛苦呀！－－但丁

5.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

6.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庄子）

7.天可补，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复追。（曾国藩）

8.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的生命，是生命进程中的伴随物，也
是心理健康的一个条件。---弗洛姆、人生有两出悲剧：一是万念俱灰，
另一是踌躇满志。-肖伯纳

9.懂得生命真谛的人，可以使短促的生命延长。---西塞罗

                             16 / 33



www.SanrenWenku.com
 

10.不要以感伤的眼光去看过去，因为过去再也不会回来了，最聪明的办
法，就是好好对付你的现在--现在正握在你的手里，你要以堂堂正正的
大丈夫气概去迎接如梦如幻的未来。---郎费罗

11.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鲁
迅

12.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地去工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惟以求真的
态度作踏实的功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
业可就。－－李大钊

13.完成工作的方法是爱惜每一分钟。－－达尔文

14.合理安排时间，就等于节约时间。－－培根

15.过于求速是做事的最大危险之一。－－培根

16.应当仔细地观察，为的是理解；应当努力地理解，为的是行动。－－
罗曼罗兰

17.每一点滴的进展都是缓慢而艰巨的，一个人一次只能着手解决一项有
限的目标。－－贝弗里奇

18.人寿几何？逝如朝霜。时无重至，华不再阳。--晋�陆机

19.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三国志�魏书�王肃
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20.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陶渊明

21.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唐�孟浩然

22.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
飞。--唐�李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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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时而言，有初、中、后之分；日而言，有今、昨、明之称；身而言，
有幼、壮、艾之期。--唐�刘禹锡

24.等时间的人，就是浪费时间的人。（伊朗）

25.谁把一生的光阴虚度，便是抛下黄金未买一物。（伊朗）

26.最严重的浪费就是时间的浪费（布封）

27.最浪费不起的是时间（丁肇中）

28.想成事业，必须宝贵时间，充分利用时间。--徐特立

29.节约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也即等于延长了人
的生命。--鲁迅、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30.勤勉的人，每周七个全天；懒惰的人，每周七个早晨（英国）

31.起早外出的跛子追不上。（日本）

32.辛勤的蜜蜂永远没有时间的悲哀（布莱克）

33.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34.时间像弹簧，可以缩短也可以拉长。（柬埔寨）

35.时间是一条金河，莫让它轻轻地在你的指尖溜过。（拉丁美洲）

36.光阴潮汐不等人。（缅甸）

37.光阴有脚当珍惜，书田无税应勤耕。

38.时间最不偏私，给任何人都是二十四小时；时间也最偏私，给任何人
都不是二十四小时。（赫胥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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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时间待人是平等的，而时间在每个人手里的价值却不同。

40.谁对时间越吝啬，时间对谁就越慷慨。(李大钊)

41.时间比理性创造出更多的皈依者。（汤姆�潘恩）

42.“年”教给我们许多“日”不懂的东西（爱默生）

43.时间是审查一切罪犯的最老练的法官（莎士比亚）

44.时间乃是最大的革新家（培根）

45.时间是衡量事业的标准。（培根）

46.时间能使隐藏的事物显露，也能使灿烂夺目的东西黯然无光。----（
意大利）

47.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鲁迅

48.你热爱生命吗？那么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
富兰克林

49.把活着的每一天看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海伦�凯勒

50.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珍惜时间的名人名言7

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
了人的生命。——《鲁迅全集》

生命是以时间为单位的，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
间，等于慢性自杀。——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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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
《鲁迅全集》

时间，就象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 鲁迅

尽可多多创造快乐去填满时间，那可活活缚着时间来陪着快乐？ ——
闻一多

要学习的时间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善于不善于挤，愿不愿意钻。 ——
《雷锋日记》

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当他活着一天，总
要尽量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肯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地浪费
掉。 —— 邓拓：《生命的三分之一》《燕山夜话》

最浪费不起的是时间。 —— 丁肇中

以最简单的方法，获取最大的效果。 —— 但丁：《神曲》

珍惜时间的名人名言8

1. 从不浪费时间的人，没有工夫抱怨时间不够。

2. 时间是我的财产，我的田亩是时间。

3. 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几秒钟虽然不长，却构成永恒长河中的伟大时
代。

4. 春光不自留，莫怪东风恶。

5. 抛弃今天的人，不会有明天；而昨天，不过是行去流水。

6. 浪费时间是一桩大罪过。

                             20 / 33



www.SanrenWenku.com
 

7. 谁对时间越吝啬，时间对谁就越慷慨。

8. 时间比理性创造出更多的皈依者。

9. “年”教给我们许多“日”不懂的东西。

10. 时间是审查一切罪犯的最老练的法官。

11. 时间乃是最大的革新家。

12. 时间是衡量事业的标准。

13. 时间能使隐藏的事物显露，也能使灿烂夺目的东西黯然无光。

14. 你热爱生命吗？那么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

15. 把活着的每一天看作生命的最后一天。

16. 迁延蹉跎，来日无多，二十丽姝，请来吻我，衰草枯杨，青春易过。

17. 普通人只想到如何度过时间，有才能的人设法利用时间。

18. 黄金时代在我们面前而不在我们背后。

19. 谁虚度年华，青春就要裉色，生命就会抛弃他们。

20. 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忽
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

珍惜时间的名人名言9

1.时间是世界上的一切成就的土壤。时间给空想者痛苦，给创造者幸福
。麦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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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昨天是一张作废的支票，明天是一张期票，而今天则是你惟一拥有的
现金所以应当聪明地把握。李昂斯

3.时间象弹簧，可以缩短，也可以拉长。柬埔寨谚语

4.辛勤的蜜蜂永远没有时间的悲哀。布莱克

5.不要懒懒散散地虚度生命。贝多芬

6.如果知道光阴的易逝而珍贵爱惜，不作无谓的伤感，并向着自己应做
的事业去努力，尤其是青年时代一点也不把时光滥用，那我们可以武断
地说将来必然是会成功的。聂耳

7.人们常觉得准备的阶段是在浪费时间，只有当真正机会来临，而自己
没有能力把握的时候，才能觉悟自己平时没有准备才是浪费了时间。罗
曼�罗兰

8.我只惋惜一件事，日子太短，过得太快。一个人从来看不出做成什么
，只能看出还应该作什么?居里夫人

9.白日去如箭，达者惜今阳。朱敦儒

10.正当利用时间!你要理解什么，不要舍近求远。歌德

11.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陶渊明

12.善于利用时间的人，永远找不到充裕的时间。歌德

13.合理安排时间，就等于节约时间。弗兰西斯�培根

14.谁虚度年华，青春就要裉色，生命就会抛弃他们。雨果

15.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忽
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高尔基

                             22 / 33



www.SanrenWenku.com
 

16.不守时间就是没有道德。蒙森

17.凭着日规上潜私的阴影，你也能知道时间在偷偷地走向亘古。莎士比
亚

18.如果落日的余辉照射着你的双手，你发觉它们当天并没有做过有价值
的事情，那你就应当把这一天看作已经失落。爱德华�杨格

19.取道于等一等之路，走进去的只能是永不之室。塞万提斯

20.花有重开的，人无再少年。关汉卿

珍惜时间的名人名言10

1.时间是大公无私的语言。——尤邦达列夫

2.必须记住我们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时间有限，不只由于人生短促，
更由于人的纷繁。我们应该力求把我们所有的时间用去做最有益的事。
——斯宾塞

3.正如每一条金镂是宝贵的，每一刻时间也是宝贵的。——梅森

4.人们常觉得准备的阶段是在浪费时间，只有当真正机会来临，而自己
没有能力把握的时候，才能觉悟自己平时没有准备才是浪费了时间。—
—罗曼罗兰

5.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

6.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郭沫若

7.世界上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容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他最容
易丧失，所以更觉得他宝贵。——李大钊

8.忘掉今天的人将被明天忘掉。——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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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谁对时间最吝啬，时间对谁越慷慨。要时间不辜负你，首先你要不辜
负时间。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

10.黄金时代在我们眼前而不在我们背后。——马克吐温

11.我愿意手拿帽子站在街角，请过路人把他们用不完的时间投在里面。
——贝伦森

12.把握住今天，胜过两个明天。——拉美谚语

13.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易被忽
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高尔基

14.在所有的批评中，最伟大、最正确、最天才的是时间。——别林斯基

15.时间是送给我们的宝贵礼物，它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更美好，更成熟
，更完善。——托马斯曼

16.取道于“等一等”之路，走进去的只能是“永不”之室。——塞万提
斯

17.三更灯火五更鸡，正男儿立志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颜真卿

18.你热爱生命吗？那么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富
兰克林

19.青年是一个美好的而又是一去不可再得的时期，是将来一切光明和幸
福的开端。——加里宁

20.浪费时间叫虚度，剥用时间叫生活。——扬格

21.如果知道光阴的易逝而珍贵爱惜，不作无谓的伤感，并向着自己应做
的事业去努力，尤其是青年时代一点也不把时光滥用，那我们可以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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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将来必然是会成功的。——聂耳

22.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宜自勉，岁月不待人。——陶潜

23.利用时间是一个极其高级的规律。——恩格斯

24.善于利用时间的人，永远找不到充裕的时间。——歌德

25.劝君著意惜芳菲，莫待行人攀折尽。——佚名

26.人的寿命如以八十五岁来计算，与宇宙来比，当然短促的很，但如拿
时与日来计算，却不算短促，实在相当的长。只要不浪费，合理地使用
时间，肯定可以学会许多东西。——周建人

27.使时间充实就是幸福。——爱默生

28.把活着的每一天看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海伦凯勒

29.合理安排时间，就等于节约时间。——培根

30.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刘禹锡

珍惜时间的名人名言11

时间是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土壤。时间给空想者痛苦，给创造者幸福。麦
金西

时间是伟大的导师。伯克

时间是一个伟大的作者，它会给每个人写出完美的结局来。卓别林

时间最不偏私，给任何人都是二十四小时；时间也是偏私，给任何人都
不是二十四小时。赫胥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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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掉今天的人将被明天忘掉。歌德

辛勤的蜜蜂永没有时间的悲哀。布莱克

在所有的批评中，最伟大最正确最天才的是时间。别林斯基

从不浪费时间的人，没有工夫抱怨时间不够。杰弗逊

时间是我的财产，我的田亩是时间。歌德

合理安排时间，就等于节约时间。培根

春光不自留，莫怪东风恶。莎士比亚

抛弃今天的人，不会有明天；而昨天，不过是行去流水。约翰?洛克

抛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抛弃他。莎士比亚

一切节省，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省。马克思

利用时间是一个极其高级的规律。恩格斯

合理安排时间，就等于节约时间。培根

今天所做之事勿候明天，自己所做之事勿候他人。歌德

今天应做的事没有做，明天再早也是耽误了。裴斯泰洛齐

浪费时间是一桩大罪过。卢梭

你热爱生命吗？那么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富兰克
林

把活着的每一天看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海伦?凯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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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延蹉跎，来日无多，二十丽姝，请来吻我，衰草枯杨，青春易过。莎
士比亚

普通人只想到如何度过时间，有才能的人设法利用时间。叔本华

黄金时代在我们面前而不在我们背后。美国作家马克?吐温

人生苦短，若虚度年华，则短暂的人生就太长了。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

只要我们能善用时间,就永远不愁时间不够用。德国诗人歌德

不管饕餮的时间怎样吞噬着一切，我们要在这一息尚存的时候，努力博
取我们的声誉，使时间的镰刀不能伤害我们。莎士比亚

不要老叹息过去，它是不再回来的；要明智地改善现在。要以不忧不惧
的坚决意志投入扑朔迷离的未来。朗费罗

不要为已消尽之年华叹息，必须正视匆匆溜走的时光。布莱希特

敢于浪费哪怕一个钟头时间的人，说明他还不懂得珍惜生命的全部价值
。达尔文

即将来临的一天，比过去的一年更为悠长。福尔斯特

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几秒钟虽然不长，却构成永恒长河中的伟大时代
。弗莱彻

我们若要生活，就该为自己建造一种充满感受思索和行动的时钟，用它
来代替这个枯燥单调以愁闷来扼杀心灵，带有责备意味和冷冷地滴答着
的时间。－－高尔基

完成工作的方法是爱惜每一分钟。－－达尔文

即将来临的一天，比过去的一年更为悠长。福尔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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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几秒钟虽然不长，却构成永恒长河中的伟大时代
。弗莱彻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
。－－－－颜真卿

珍惜时间的名人名言12

1. 时间是由分秒积成的，善于利用零星时间的人，才会做出更大的成绩
来。

2. 昨天只是今天的回忆，明天只是今天的梦。

3. 你若是爱千古，你应该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来，明日还是不实在；
你能确有把握的，只有今日的现在。

4. 时间是一个伟大的作者，它会给每个人写出完美的结局来。

5. 时间最不偏私，给任何人都是二十四小时；时间也是偏私，给任何人
都不是二十四小时。

6. 人生苦短，若虚度年华，则短暂的人生就太长了。

7. 只要我们能善用时间，就永远不愁时间不够用。

8. 不管饕餮的时间怎样吞噬着一切，我们要在这一息尚存的时候，努力
博取我们的声誉，使时间的镰刀不能伤害我们。

9.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男儿立志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10. 如果你浪费了自己的年龄，那是挺可悲的。因为你的青春只能持续一
点儿时间——很短的一点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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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世俗有时间是金钱”这句话，所以窃取他人时间的小偷，当然该加
以处罚，即使是那些愉快的好人，还是该如忌讳疾病地躲避他们。

12. 劝君著意惜芳菲，莫待行人攀折尽。

13. 选择机会，就是节省时间。

14. 事在人为：一年可以等于二年、三年，例如每天用十七、八小时读书
；反之，二、三年也可以等于一年，甚至比一年还少，例如每天只用五
六小时以下读书，我决心每天用十六到十八小时翻阅中国历代文集。

15. 浪费时间是所有支出中最奢侈及最昂贵的。

16. 世界上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容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他最容
易丧失，所以更觉得他宝贵。

17. 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

18. 敢于浪费哪怕一个钟头时间的人，说明他还不懂得珍惜生命的全部价
值。

19. 即将来临的一天，比过去的一年更为悠长。

20. 完成工作的方法是爱惜每一分钟。

珍惜时间的名人名言13

◇节约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就等于延
长了人的寿命。（鲁迅）

◇我以为世间最可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得也是“今”。因为它最
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它宝贵。（李大钊）

◇必须记住我们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时间有限，不只是由于人生短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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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由于人事纷繁。我们应该力求把我们所有的时间用去做最有益的事
情。（斯宾塞）

◇一个人越知道时间的价值，越倍觉失时的痛苦呀!（但丁）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庄子)

◇天可补，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复追。(曾国藩)

◇你热爱生命吗?那么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构成生命的材料。(富兰
克林)

◇荒废时间等于荒废生命。(川端康成)

◇抛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抛弃他。(莎士比亚)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郭沫若)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鲁迅)

◇时间是由分秒积成的，善于利用零星时间的人，才会做出更大的成绩
来。(华罗庚)

◇在所有的批评家中，最伟大、最正确、最天才的是时间。(别林斯基)

◇要找出时间来考虑一下，一天中做了什么，是正号还是负号。(季米特
洛夫)

◇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易被忽
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高尔基)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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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若被明日
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
君听我明日歌。(文嘉《明日歌》)

◇今日复今日，今日何其少!今日又不为，此事何时了!人生百年几今日
，今日不为真可惜!若言姑待明朝至，明朝又有明朝事。为君聊赋今日诗
，努力请从今日始。(文嘉《今日诗》)

珍惜时间的名人名言14

时间是一笔贷款，即使再守信用的借贷者也还不起。

一个人越知道时间的价值，越倍觉失时的痛苦。

善于利用时间的人，永远找得到充裕的时间。

珍惜时间可以使生命变得更有价值。

抓住今天，胜似两个明天。

最珍贵的是今天，最容易失掉的也是今天。

时间是一条金河，莫让它轻轻地在你的指尖溜过。

黑夜到临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把一角阳光继续保留。

一日无二晨，时过不再临。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毛泽东

不管饕餮的时间怎样吞噬着一切，我们要在这一息尚存的时候，努力博
取我们的声誉，使时间的镰刀不能伤害我们。 ——莎士比亚

不要老叹息过去，它是不再回来的；要明智地改善现在。要以不忧不惧

                             31 / 33



www.SanrenWenku.com
 

的坚决意志投入扑朔迷离的未来。 ——朗费罗

不要为已消尽之年华叹息，必须正视匆匆溜走的时光。 ——布莱希特

当许多人在一条路上徘徊不前时，他们不得不让开一条大路，让那珍惜
时间的人赶到他们的前面去。 ——苏格拉底

敢于浪费哪怕一个钟头时间的人，说明他还不懂得珍惜生命的全部价值
。——达尔文

成功=艰苦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说空话。——爱因斯坦

合理安排时间，就等于节约时间。——培根

没有方法能使时钟为我敲已过去了的钟点。——拜伦

人的全部本领无非是耐心和时间的混合物。——巴尔扎克

任何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的节约。——马克思

时间就是能力等等发展的地盘。——马克思

时间是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土壤。时间给空想者痛苦，给创造者幸福。—
—麦金西

时间是伟大的导师。——伯克

时间是一个伟大的作者，它会给每个人写出完美的结局来。——卓别林

时间最不偏私，给任何人都是二十四小时；时间也是偏私，给任何人都
不是二十四小时。——赫胥黎

忘掉今天的人将被明天忘掉。——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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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的蜜蜂永没有时间的悲哀。——布莱克

在所有的批评中，最伟大、最正确、最天才的是时间。——别林斯基

从不浪费时间的人，没有工夫抱怨时间不够。——杰弗逊

时间是我的财产，我的田亩是时间。——歌德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wenxue/zxsjdlrly-doc-2957e59t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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