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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名人名言

 

用强烈欲望作为达成梦想的后盾，使欲望变得狂热，让它成为你脑中最
重要的一件事。

一个有事业追求的人，可以把梦做得高些。虽然开始时是梦想，但只要
不停地做，不轻易放弃，梦想能成真。

穷人并不是指身无分文的人，而是指没有梦想的人。

现在的一切都是为将来的梦想编织翅膀，让梦想在现实中展翅高飞。

梦想无论怎么模糊，它总潜伏在我们心底，使我们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
静，直到梦想成为事实。

梦是一种欲望，想是一种行动。梦想是梦与想的结晶。

梦想，是一个目标，是让自己活下去的原动力，是让自己开心的原因。

一个实现梦想的人，就是一个成功的人。

心存希望，幸福就会降临你;心存梦想，机遇就会笼罩你。

梦想无论怎样模糊，总潜伏在我们心底，使我们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
，直到这些梦想成为事实。

一个有事业追求的人，可以把梦做得高些。虽然开始时是梦想，但只要
不停地做，不轻易放弃，梦想能成真。

梦想绝不是梦，两者之间的差别通常都有一段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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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

一个人如果已经把自己完全投入于权力和仇恨中，你怎么能期望他还有
梦?(古龙)

梦是心灵的思想，是我们的秘密真情(杜鲁门卡波特)

梦想只要能持久，就能成为现实。我们不就是生活在梦想中的吗?(丁尼
生)

梦想一旦被付诸行动，就会变得神圣(阿安普罗克特)

一切活动家都是梦想家(詹哈尼克)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以走
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鲁迅)

梦想家的缺点是害怕命运(斯菲利普斯)

梦想家命长，实干家寿短(约奥赖利)

梦境每是现实的反面(伟格利)

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当你真心想要某样东西时，整个宇
宙都会联合起来帮你完成。

人性最可怜的就是：我们总是梦想着天边的一座奇妙的玫瑰园，而不去
欣赏今天就开在我们窗口的玫瑰。

梦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不停止追求，你们会沐浴在梦想的光辉
之中。

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人有了梦想才谈得上生活。你要了解生存与生活
的不同吗?动物生存，而人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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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们富了口袋，但穷了脑袋;我们有梦想，但缺少了思想。

有时你的梦想达到是一种幸福，有时梦想破灭也是一种幸福。

很难说什么是办不到的事情，因为昨天的梦想，可以是今天的希望，并
且还可以成为明天的现实。

要抒写自己梦想的人，反而更应该清醒。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只小船，梦想是小船的风帆。

平凡朴实的梦想，我们用那唯一的坚持信念去支撑那梦想。

无论哪个时代，青年的特点总是怀抱着各种理想和幻想。这并不是什么
毛病，而是一种宝贵的品质。

青年时准备好材料，想造一座通向月亮的桥，或者在地上造二所宫殿或
庙宇。活到中年，终于决定搭一个棚。

努力向上吧，星星就躲藏在你的灵魂深处;做一个悠远的梦吧，每个梦想
都会超越你的目标。

一个人有钱没钱不一定，但如果这个人没有了梦想，这个人穷定了。

要想成就伟业，除了梦想，必须行动。

经典名人名言2

名人名言——金钱

●金钱往往成为真正情义的障碍物。

——邹韬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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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是一种有用的东西，但是，只有在你觉得知足的时候，它才会带
给你快乐，否则的话，它除了给你烦恼和妒忌之外，毫无任何积极的意
义。

——席慕蓉

●有钱的人可以很快乐，也可以很不快乐，其中一种最能叫人不快乐的
，就是对自己没信心，以为别人结交他只是为了他的钱。

——白韵琴

●爱钱的人很难使自己不成为金钱的奴隶。多数人在有了钱之后，会时
时刻刻为保存既有的和争取更多的钱而烦心。他的生意越大，得失越重
，越难以找回海阔天空的心境。

——罗兰

●金钱不是做奴隶就是做主人，二者必一，别无其他。

——贺拉斯

●金钱是个好兵士，有了它就可以使人勇气百倍。

——莎士比亚

●金钱好比肥料，如不散入田中，本身并无用处。

——弗�培根

●既会花钱，又会赚钱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享受两种快乐。

——塞�约翰生

●金钱有如第六感官一般，如果没有金钱，便不可能完全利用其他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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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

——毛姆

●对于浪费的人，金钱是圆的，可是对于节俭的人，金钱是扁平的，是
可以一块块堆积起来的。

——巴尔扎克

●没有钱是悲哀的事，但是金钱过剩则更加悲哀。

——托尔斯泰

●金钱可以是许多东西的外壳，却不是里面的果实。

——易卜生

●金钱是被铸造出来的自由。

——陀思妥耶夫斯基

●毫无辛苦地赚钱的人不胜枚举，但是，毫无辛苦地挥霍的人则绝无仅
有。

——高尔基

●人类一切赚钱的职业与生意中都有罪恶的踪迹。

——爱默生

●我们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我们所追求的金钱，则是使
自己当奴隶的一种工具。

——卢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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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并不像平常所说的那样，是一切邪恶的根源，唯有对金钱的贪欲
，即对金钱过分的、自私的、贪婪的追求，才是一切邪恶的根源。

——纳�霍桑

●如果你懂得使用，金钱是一个好奴仆，如果你不懂得使用，它就变成
你的主人。

——马克�吐温

●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

——《增广》

●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
、写作。

——马克思

●虽然权势是一头固执的熊，可是金子可以拉着它的鼻子走。

——莎士比亚

●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不在金钱，不在爱情，而在真理。

——契诃夫

●财产可能为你服务，但也可能把你奴役。

——贺拉斯

●欲急速致富者将不免于不义。

——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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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我们所追求的金钱，则是使
自己当奴隶的一种工具。

——卢棱

●金钱是任何国家都能理解的一种语言，可以派上一切的用场。

——阿芙拉�宾

●贪财是万恶之根。

——《新约全书》

●财富就像海水：你喝得越多，你就越感到渴。

——贺拉斯

●永恒的东西不是金钱和权力，而是正义、多才和时间。

——张安华

●狂热的欲望，会诱出危险的行动，干出荒谬的事情来。

——马克�吐温

●钱是个可恶的东西，用它可以办好事，也可以做坏事。

——冈察洛夫

●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是不要钱的。

——奥德茨

●在消除贫困的时候，我们会拥有自己的财富，而拥有这笔财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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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会失去多少善心，多少美和多少力量啊！

——泰戈尔

●金钱是新式的奴隶制度。它与旧式的奴隶制度不同的是：与奴隶之间
没有任何人性的关系，没有任何人格上的往来。

——列夫�托尔斯泰

●世上的喜剧不需要金钱就能产生，世上的悲剧大半和金钱脱不了关系
。

——三毛

●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财产的分配与保卫占据了整个世界

——列夫�托尔斯泰

●巨大的财富对于一个不惯于掌握钱财的人，是一种毒害，它侵入他的
品德的血肉和骨髓。

——马克�吐温

●你若失去财产，失之甚少；你若失去荣誉，失之甚多；以若失去勇气
，失去一切。

——严寄洲

●巨大的财富具有充分的诱惑力，足以稳稳当当地起致命的作用，把那
些道德基础并不牢固的人引入歧途。

——马克�吐温

●失财产者，损失巨；失朋友者，损失尤巨；失名誉者，则完全损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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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谚语

●生活中最没有用的东西是财产，最有用的东西是才智。

——莱辛

●钱像人粪尿。如果你把它洒开，它会使庄稼得到好处；如果你把它堆
积在一个地方，它会臭气熏天。

——小克林特�麦奇逊

●人生是海，金钱是船夫。如无船夫，度世维艰。

——威克林

●金钱不是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撒切尔夫人

●金钱是无底的大海，可以淹死人格、良心和真理。

——谚语

●金钱可以收买小人，却不能收买真理。

——新格言

●当金钱开始说话，事实就闭上嘴。

——谚语

经典名人名言3

                              9 / 31



www.SanrenWenku.com
 

1.没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的母爱的帮助，孩子的心灵将是一片荒漠。

2.慈母的胳膊是由爱构成的，孩子睡在里面怎能不香甜？

3.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

4.人生最美的东西之一就是母爱，这是无私的爱，道德与之相形见拙 。

5.女人固然是脆弱的，母亲却是坚强的。

6.母爱是人类情绪中最美丽的，因为这种情绪没有利禄之心掺杂其间。

7.母爱是多么强烈、自私、狂热地占据我们整个心灵的感情。

8.妈妈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最快乐的地方。

9.老母一百岁，常念八十儿。

10.就是在我们母亲的膝上，我们就获得了我们的最高尚、最真诚和最远
大的理想，但是里面很少有任何金钱。

11.记忆中的母亲啊！最心爱的恋人啊，您是我所有的欢乐，所有的情谊
。

12.慈母爱子，非为报也。

13.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14.在孩子的嘴上和心中，母亲就是上帝。

15.世界上一切其他都是假的，空的，唯有母亲才是真的，永恒的，不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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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

17.人的嘴唇所能发出的最甜美的字眼，就是母亲，最美好的呼唤，就是
“妈妈” 。

18.全世界的母亲多么的相像！他们的心始终一样。每一个母亲都有一颗
极为纯真的赤子之心。

19.母爱是一种巨大的火焰。

20.慈母的胳膊是慈爱构成的，孩子睡在里面怎能不甜。

21.世界上一切其他都是假的，空的，唯有母亲才是真的，永恒的，不灭
的

22.母爱是多么强烈、自私、狂热地占据我们整个心灵的感情

23.女人固然是脆弱的，母亲却是坚强的

经典名人名言4

真正的爱情是双方（彼此）被征服，人喜欢征服异性同时也被异性征服
。

真正的爱情不会诞生在恋爱的始端，而是在恋爱过程中达到心心相印的
结果。

在人类一切感情中，只有一种不需要任何理由的，这就是爱。

我告诉你，爱神是万物的第二个太阳，他照到哪里，哪里就会春意盎然
。

喷泉的水堵不死，爱情的火扑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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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绳索能比爱情拧成的双股线更经拉，经拽。

当爱火开始燃烧的时候，即使怎样苦，也像蜜一样的甜。

爱是人性中最活泼、最美丽、最有生命力的因素，也是最矛盾、最痛苦
、最不稳定的因素。

爱神能征服一切，我们还是向爱神屈服吧。

爱情作为一种涉及双方的人类感情，是不能强求的。越是真正懂得爱情
的人，便会越尊重自己所爱的人。

爱情是闲人的正业，也是忙人的闲情。

爱情是磨练性格的磨石，爱情也是一个人的思想成熟程度的标志。

爱情使一个人抛舍了自己的一半给爱人，又从爱人那里得到了新的一半
。

爱情使所有的人变成雄辩家这话说得绝对正确。

爱情没有特定的法则。

爱情可以启迪愚昧。

爱情既不是低级的享受，也不是高级的罗网。

爱情不能买卖，只要情投意合，讲条件就是低级趣味儿。

爱情，是爱情，推动着世界的发展。

爱到痴迷的人，是真正的爱人。

经典名人名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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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句不离本行

2. 天无绝人之路

3. 天有不测风云

4. 听见风就是雨

5. 万夫不当之勇

6. 一山不容二虎

7. 吉人自有天相

8. 鸡蛋里找骨头

9. 井水不犯河水

10. 可望而不可即

经典名人名言6

1.感谢那些一直陪伴的朋友。各自奔前程的身影，匆匆渐行渐远，当在
某一时刻，想起有这样一个朋友时，一个电话，一条迅息，就足够了。

2.人的一生需要接触很多人，因此，有两个层次的友情。宽泛意义的友
情和严格意义的友情，没有前者未免拘谨，没有后者难于深刻。

3.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么会邂逅许多人，他们能让我们感到幸福。有些
人会与我们并肩而行，共同见证潮起潮落；有些人只是与我们短暂相处
。我们都称之为朋友。朋友有很多种。就好像一棵树，每一片叶子是一
个朋友。

4.友谊是一片照射在冬日的阳光，使贫病交迫的人感到人间的温暖；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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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是一泓出现在沙漠里的泉水，使濒临绝境的人重新看到生活的希望；
友谊是一首飘荡在夜空的歌谣，使孤苦无依的人获得心灵的慰藉。

5.友情放在心上，是一曲甜蜜的旋律；好朋友记在心头，是一份温馨的
美丽。

6.我会珍惜每一个真诚的朋友，每个人的空间都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在
这个世界里我看到了真诚和友爱，感觉到了生活中感觉不到的情感，祝
福我的朋友永远幸福快乐！

7.人世界的每一分温 暖与友谊，朋友间的每一个牵挂与祝福，都是心灵
与心灵的交融，我珍惜生命中每一个与我有缘的朋友，并衷心地祝愿我
的朋友安康，幸福，快乐！

8.时光流逝，夏去秋来，一些叶子会离我们而去，一些叶子会在另一个
夏天出现，还有一些叶子会陪伴我们许多季节。但最让我们感到幸福的
是，那些虽已凋零，却不曾远去的叶子，他们依然在用欢乐滋养我们的
根系。那是他们与我们相遇时留下的美好回忆。

9.友情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友情是一条走不完的路；友情是首美丽动人
的华尔兹，友情是 一杯有深情厚的绿茶。

10.朋友相处是一种相互认可，相互仰慕，相互欣赏相互感知的过程。对
方的优点长处亮点美感，都会映在你的脑海，尽收眼底，哪怕是朋友一
点点的可贵，也会成为你向上的能量，成为你终身受益的动力和源泉。
朋友的智慧知识能力激情，是吸引你靠近的磁力和力量。同时你的一切
也是朋友认识和感知的过程。朋友之间贵在真诚相待，诚则交之，疑则
离之，自私自利心术不正的人，不妨舍之。

11.多少笑声都是友谊唤起的，多少眼泪都是友谊揩干的。友谊的港湾温
情脉脉，友谊的清风灌满征帆。友谊不是感情的投资，它不需要股息和
分红。

12.朋友是一种相契。朋友就是彼此一种心灵的感应，是一种心照不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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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朋友的每一字每一词每一句都让我感觉到那是一种最温柔最惬意
最畅快最美好的意境！祝朋友幸福快乐直到永远天涯海角咫尺遥，长伴
银屏话诗篇。

13.朋友，像淡淡的清茶要你去细细地品，慢慢地酌它的甘甜，他会不经
意间地走入你的心田，用心牵挂着你。

14.友情因无所求而深刻，不管彼此是平衡还是不平衡。友情是精神上的
寄托。有时他并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只需要一份默契。

15.友谊由一个缘字开始，友情全凭一个信字延续，朋友全靠一个心字长
久！友谊在空间的来往中加深，情义在时间的流逝中求真，心意在空间
的交流中坦诚，距离在相互的问候中靠近，心愿在彼此的祝福中验证。
真心祝福朋友幸福开心快乐每一天⋯⋯

16.有一种一时的朋友，他们或是曾与我们共度某个假期，或是曾共度几
天甚至几个小时。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总能让我们的脸上挂满微笑。

17.有缘才能相遇，有心才能相知。芸芸众生茫茫人海中，朋友能够彼此
遇到，能够走到一起，彼此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相互走近，实在是缘
份。在人来人往，聚散分离的人生旅途中，在各自不同的生命轨迹上，
在不同经历的心海中，能够彼此相遇相聚相逢，可以说是一种幸运，缘
份不是时刻都会有的，应该珍惜得来不易的缘。

18.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的朋友，也许就是那一个个的小小的站台。也许
有很多站台我们都没有停留，也许我们会在一个小站台稍时休息，也许
我们还会在某个站台停留许久

19.真正的朋友不一定形影不离，但一定是心有灵犀；真正的朋友不一定
两肋插刀，但一定会慷慨解囊；真正的朋友不一定锦上添花，但一定会
雪中送炭；真正的朋友不一定同甘，但一定会共苦；真正的朋友就是真
诚的付出，而不是自私的占有⋯⋯

20.友情陪我一路同行，为我护航，为我遮雨，才使我的旅途如此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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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友情的世界因无私而纯洁，多彩的空间因朋友的祝福而温馨，不因忙
碌而疏远，更不因时间的冲刷而淡忘你，秋花冬雪，夏去又立秋，季节
虽变，我的关心未曾改变，祝福你拥有一个硕果累累的秋天，愿我们的
友谊永远是绚丽多彩的春天。

22.也有一种远方的朋友，他们位于枝干的末端，有风的时候，他们会在
其他叶子中间若隐若现。他们虽然不总在我们身边，但一直与我们的心
灵很近。

23.我们生命中的每位过客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会留下自己的一些印记
，也会带走我们的部分气息。我需要你，我生命之树的叶子，就像需要
和平，爱与健康一样，无论现在还是永远。同样有人会带走很多，也有
人什么也不留下。这恰好证明了，两个灵魂不会偶然相遇。

24.什么是朋友？朋友就是彼此相交的人，彼此要好的人。但“人之相识
，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在交友方面，古人讲究莫逆于
心，遂相与友。

25.朋友之间贵在互相见谅，“善人者，人亦善之”，对于朋友的优点，
不能忌而不学；对朋友的缺点，不能视而不见；对朋友的忠告，不能听
而不闻；就是一些过激的言语，或者偏颇的看法，只要是对自己的善言
，也不能怒而反讥。

经典名人名言7

1. 择善人而交, 择善书而读, 择善言而听, 择善行而从。

2. 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

3. 生气，就是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4. 未必钱多乐便多，财多累己招烦恼。

5.清贫乐道真自在，无牵无挂乐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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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处事不必求功，无过便是功。为人不必感德，无怨便是德。

7. 平安是幸，知足是福，清心是禄，寡欲是寿。

8. 人之心胸，多欲则窄，寡欲则宽。

9. 宁可清贫自乐，不可浊富多忧。

10.受思深处宜先退，得意浓时便可休。

11.势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便宜不可占尽，聪明不可用尽。

12.滴水穿石,不是力量大,而是功夫深。

13.平生不做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

15.多门之室生风，多言之人生祸。

16．做事不必与俗同，亦不宜与俗异。做事不必令人喜，亦不可令人憎
。

17．世上有两件事不能等：一、孝顺。二、行善。

18．存平等心，行方便事，则天下无事。怀慈悲心，做慈悲事，则心中
太平。

19．心量狭小，则多烦恼，心量广大，智慧丰饶。

20．平生无一事可瞒人，此是大快。

21．“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善”，欲人知，不是真善。

22．扶危周急固为美事。能不自夸，则其德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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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遇顺境，处之淡然，遇逆境，处之泰然。

24．是非天天有，不听自然无。

25．五官刺激，不是真正的享受。内在安祥，才是下手之处。

26．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27．不妄求，则心安，不妄做，则身安。

28．不自重者，取辱。不自长者，取祸。不自满者，受益。不自足者，
博闻。

29．积金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
积阴德于冥冥之中，此乃万世传家之宝训也。

30．积德为产业，强胜于美宅良田。

31．能付出爱心就是福，能消除烦恼就是慧。

32．身安不如心安，屋宽不如心宽。

33．罗马人凯撒大帝，威震欧亚非三大陆，临终告诉侍者说：“请把我
的双手放在棺材外面，让世人看看，伟大如我凯撒者，死后也是两手空
空。

34．梦中冥冥有乐趣，觉后空空无大千。

经典名人名言8

虚荣心很难说是一种恶行，然而一切恶行都围绕虚荣心而生，都不过是
满足虚荣心的手段。

——柏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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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件好事，心中泰然；行一件歹事，衾影抱愧。

——神涵光

行一件好事，心中泰然；行一件歹事，衾影抱愧。

——神涵光

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情无过于良心的死灭。

——郭沫若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孔丘

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

——贝多芬

美德有如名香，经燃烧或压榨而其香愈烈，盖幸运最能显露恶德而厄运
最能显露美德也。

——培根

虚荣心很难说是一种恶行，然而一切恶行都围绕虚荣心而生，都不过是
满足虚荣心的手段。

——柏格森

阴谋陷害别人的人，自己会首先遭到不幸。

——伊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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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情无过于良心的死灭。

——郭沫若

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

——马克思

经典名人名言9

1.人总因喜欢苹果而放弃了手中拥有的桔子，可后来发觉原来苹果也不
过如此，还不如桔子好吃，于是把责怪都加在苹果身上，后悔自己的选
择

2.为了失恋而耽误前途是一生的损失。荷海友谊进而为恋爱易，由恋爱
退而为友谊难。杰克逊

3.就算已经达到嘴对嘴的关系，也要保持手牵手的距离！

4.男人有钱就会变坏，是的，很多男人都那样，不过，一有钱变坏男人
就算没钱有好不到哪里去。

5.多情却似总无情， 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
,替人垂泪到天明。

6.和聪明的人恋爱很快乐，因为他们很幽默，会说话，但也时时存着危
机，因为这样的人容易变心，和老实的人恋爱会很放心，但生活却也非
常乏味。

7.不要因为自己的长相不如对方而放弃追求的打算，长相只是一时的印
象，真正决定能否结合主要取决与双放的性格，我见过帅哥配丑女，美
女配仇男的太多了。

8.离婚率高至少反映了好坏不同的两点：好的一点是人们的观念已经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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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性化，不在封建思想而禁捆自己，坏的一点是对与婚姻的轻率，没
想好结什么婚？

9.真心只换无言泪 用情还是黯伤神 痴心一片向谁诉
一往情深无人知孤寂与我共相随 空虚长伴平安夜 情意切枉用心。

经典名人名言10

1.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子〃修身》

格言的意思：读书人虽然有学问，但是亲身实践才是根本。这句话经常
被长辈用来告诉我们，我们从书本上学习到的知识是间接的，一定要经
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得到完善，而实践本身又是学习知识的最终目的。

2.百闻不如一见。——《汉书〃赵充国传》

格言的意思：听别人说一百次，不如自己亲眼看一次。很多时候家长都
用这句话教育自己的孩子做任何事，不能只是听别人说，一定要亲自去
看一看，这样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

3.才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王夫之《周易外传》

格言的意思：一个人的才干因为使用才能不断的增进；一个人的思想只
有在不断使用中才能得到提高，如果没有实践的行为，不管是人的才干
还是思维，都会枯萎。

家长朋友在为孩子挑选学习用语的时候，必须要根据孩子的特点和年龄
来进行选择。而且需要用白话解释的地方，也要根据孩子的理解能力进
行调整。这样才能帮助他们更好的懂得当中的道理。

经典名人名言11

勇敢和必胜的信念常使战斗得以胜利结束。 ——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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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谈之类，是谈不久，也谈不出什麽来的，它始终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
形，拖出尾巴而去。 —— 鲁迅

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
的国土...... —— 惠特曼

信仰是没有国土和语言界限的，凡是拥护真理的人，就是兄弟和朋友。
—— 亨利希�曼

信仰，是人们所必须的。什麽也不信的人不会有幸福。 —— 雨果

一个人的活动，如果不是被高尚的思所鼓舞，那它是无益的、渺小的。
——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将来胜利之日，我们可能活着，可能已死去，但我们的纲领是永存的，
它将使全人类获得解放。 —— 李卜克内西

信仰是心中的绿洲，思想的骆驼队是永远走不到的。 —— 纪伯伦

由于热切地想要躲避过错，我们却常常更易陷入荒谬。 —— 贺拉斯

要使人成为真正有教养的人，必须具备三个品质：渊博的知识、
思维的习惯和高尚的情操。知识不多就是愚昧；不习惯于思维，
就是粗鲁或蠢笨；没有高尚的情操，就是卑俗。 —— 车尔尼雪夫斯基

不管怎样的事情，都请安静地愉快吧! 这是人生。我们要依样地接受人生
，勇敢地、大胆地，而且永远地微笑着。 —— 卢森堡

人就个人而言终有一死，就整体而言则是不朽的。 —— 艾普利亚

追上未来，抓住它的本质，把未来转变为现在。 —— 车尔尼雪夫斯基

未来是光明而美丽的，爱它吧，向它突进，为它工作，迎接它，尽可能
地使它成为现实吧！ —— 车尔尼雪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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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参加变革社会的斗争，理想永远是一种幻影。 —— 吴运铎

人类的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 —— 欧文

过于求速是做事上最大的危险之一。 —— 培根

一个不注意小事情的人，永远不会成功大事业。 —— 卡耐基

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 鲁迅

我们的斗争和劳动，就是为了不断地把先进的思想变为现实。 —— 周扬

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 —— 列宁

每个人都知道，把语言化为行动，比把行动化为语言困难得多。 ——
高尔基

勇敢和必胜的信念常使战斗得以胜利结束。 —— 恩格斯

空谈之类，是谈不久，也谈不出什麽来的，它始终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
形，拖出尾巴而去。 —— 鲁迅

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
的国土...... —— 惠特曼

信仰是没有国土和语言界限的，凡是拥护真理的人，就是兄弟和朋友。
—— 亨利希�曼

信仰，是人们所必须的。什麽也不信的人不会有幸福。 —— 雨果

一个人的活动，如果不是被高尚的思所鼓舞，那它是无益的、渺小的。
——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将来胜利之日，我们可能活着，可能已死去，但我们的纲领是永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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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使全人类获得解放。 —— 李卜克内西

信仰是心中的绿洲，思想的骆驼队是永远走不到的。 —— 纪伯伦

由于热切地想要躲避过错，我们却常常更易陷入荒谬。 —— 贺拉斯

要使人成为真正有教养的人，必须具备三个品质：渊博的知识、
思维的习惯和高尚的情操。知识不多就是愚昧；不习惯于思维，
就是粗鲁或蠢笨；没有高尚的情操，就是卑俗。 —— 车尔尼雪夫斯基

使生活变成幻想，再把幻想化为现时。 —— 居里夫人

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 —— 列宁

谁为时代的伟大目标服务，并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为人类兄弟而进行的
斗争，谁才是不朽的...... —— 涅克拉索夫

宁要好梨一个，不要烂梨一筐。积极肯干和忠心耿耿的人即使只有两三
个，也比十个朝气沉沉的人强。 —— 列宁

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
动。 —— 列宁

无论就字面来说，还是就实际情况来说，幸福都是神圣的起源和基础。
—— 狄慈根

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面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
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 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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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个人来说，所期望的不是别的，而仅仅是他能全力以赴和献身于一
种美好事业。 —— 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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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名人名言12

1.你们的理想与热情，是你航行的灵魂的舵和帆。——罗曼�罗兰

2.人生成功的秘诀是当好机会来临时，立刻抓住它。——狄斯累利

3.人不能创造时机，但是他可以抓住那些已经出现的时机。——雪莱

4.劳动受人推崇。为社会服务是很受人赞赏的道德理想。——杜威

5.青年人的特点在于他们抱有作理想事业的宏大志愿。——加里宁

6.理想与现实之间，动机与行为之间，总有一道阴影。——爱略特

7.良辰难再，人生中大好的时刻，不要去作旧梦重圆的事。——佚名

8.人类惟有在实现自己美好理想的过程中才能前进。——季米里亚捷夫

9.伟大的理想惟有经过忘我的斗争和牺牲才能实现。——乔万尼奥里

10.一个明智的人总是抓住机遇，把它变成美好的未来。——托�富勒

11.没有理想，就达不到目的；没有勇敢，就得不到东西。——别林斯基

12.启发我并永远使我充满生活乐趣的理想是真、善、美。——爱因斯坦

13.在婚姻大事上，机会和命运常常良莠不分，叫人难以捉摸。——奥斯
汀

14.在理想的最美好世界中，一切都是为最美好的目的而设。——伏尔泰

15.我们的斗争和劳动，就是为了不断地把先进的理想变为现实。——周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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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时间带走一切，长年累月会把你的名字外貌性格命运都改变。——柏
拉图

17.时间能使隐匿的东西显露，也能使灿烂夺目的东西黯然无光。——贺
拉斯

18.如果不献身给一个伟大的理想，生命就是毫无意义的。——何塞�黎
萨尔

19.作为一个未来的总裁，就应具有激发和识别创新思想的才能。——斯
威尼

20.一切都不是我们的，而是别人的，只有时间是我们的财产。——塞涅
卡

21.要留意任何可利的瞬间，机会到了，莫失之交臂，遗憾终生。——佚
名

22.尽可多创造快乐去填满时间，哪可活活缚着时间来陪着快乐。——闻
一多

23.世间最可证明的因果；你付出多少努力，就必有多少收获。——佚名

24.若无某种大胆放肆的猜想，一般是不可能有知识的进展的。——爱因
斯坦

25.天才的主要标记不是完美而是创造，天才能开创新的局面。——亚瑟
�柯斯勒

26.我们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要比在成功中学到的东西多得多。——斯迈
尔斯

27.弱者坐失良机，强者制造时机，没有时机，这是弱者的供词。——佚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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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真正美丽的东西必须一方面跟自然一致，另一方面跟理想一致。——
席勒

29.迎着阳光开放的花朵才美丽，伴着**理想的爱情才甜蜜。——莫贵英

30.人们若是一心一意地做某一件事，总是会碰到偶然的机会的。——巴
尔扎克

经典名人名言13

单方面的真心只算爱慕，双方面的真心才算爱情。

解开烦恼即为智慧，解开痛苦即为快乐。

和众人格格不入的，不是天才就是蠢才。

给未来的儿女找一个好妈妈，比给自己找个好妻子更重要。

有为烦恼不少，无为烦恼更多。

许多的成功都源于时机正确，许多的失败都源于时机错误。

万恶邪淫为首，百善智孝为先。

真正的美女是具备外表美和心灵美的女人，只有外表美或心灵美的女人
只算半个美女。

有的人行为乐观思想悲观，有的人行为悲观思想乐观。

对她有性欲需要不一定是喜欢她，喜欢她就一定会对她有性欲需要。

男人对喜欢的女人有性欲需要，女人对喜欢的男人有情欲需要。

崇拜别人不如崇拜自己，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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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有生理需要的时候喜欢美女，女人有生存需要的时候喜欢钱男。

愚蠢的人主动制造痛苦，聪明的人主动制造快乐。

女人身上有的男人身上没有，这就是男人喜欢女人的原因。

多吃食物身体就会健壮或肥胖，多学知识大脑就会健壮或肥胖。

每个女人都想过上好的生活，每个男人都想有个漂亮女人。

无聊是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废话是每天必须排泄的语言。

身体每天排泄体内废物，大脑每天排泄脑内废话。

最不喜新厌旧的生物莫过于动物，最会喜新厌旧的生物莫过于人类。

人类是高级动物，动物是低级人类。

良性的性欲有如干净美味的食物，恶性的性欲有如坑脏难吃的食物。

年轻的女人们普遍追求情爱，年轻的男人们普遍追求。

经典名人名言14

1.命运负责洗牌，但是玩牌的是我们自己!

2.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3.宁可被人笑一时，不可被人笑一世。

4.努力吧，你要对得起你所受过的苦。

5.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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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碰到低潮，自己鼓励自己。千万别乞求，依靠别人来鼓励你。

7.平静的湖面锻炼不出精悍的水手;安逸的生活打造不出时代的伟人。

8.其实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输了就鼓不起勇气面对世界。

9.其实我们往往失败不是在昨天，而是失败在没有很好利用今天。

10.不管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要的是开始以后不要停止;不管在什么时候结
束，重要的是结束以后不要后悔。

11.不知道自己缺点的人，一辈子都不会想要改善。

12.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
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13.成功的条件在于勇气和自信，而勇气和自信乃是由健全的思想和健康
的体魄而来。

14.成功了自己笑一辈子，不成功被人笑一辈子。

15.成功只有一个理由，失败却有一千种理由。

16.从胜利学得少，从失败学得多。

17.你生而有翼，为何一生匍匐前进，形如蝼蚁。

18.你一天的爱心可能带来别人一生的感谢。

19.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

20.只有承担起旅途风雨，才能最终守得住彩虹满天。

经典名人名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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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学有建树的人，都离不开一个“苦”字。

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

在天才和勤奋两者之间，我毫不迟疑地选择勤奋，她是几乎世界上一切
成就的催产婆。

有事业的峰峦上，有汗水的溪流飞淌；在智慧的珍珠里，有勤奋的心血
闪光。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

天才与凡人只有一步之隔，这一步就是勤奋。

天才就是无止境刻苦勤奋的能力。

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

天才出于勤奋。

什么是天才！我想，天才就是勤奋的结果。

如果你富于天资，勤奋可以发挥它的作用；如果你智力平庸，勤奋可以
弥补它的不足。

人勤之宝不但使人不同于草木，也异于禽兽，而且可以使人成为万物之
灵，万灵之物。

勤劳一日，可得一夜安眠；勤劳一生，可得幸福长眠。

你想成为幸福的人吗？但愿你首先学会吃得起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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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加倍的勤奋，就既没有才能，也没有天才。

灵感不过是“顽强的劳动而获得的奖赏”。

良田少锄理，兰焦香亦薄。

精神的浩瀚，想象的活跃，心灵的勤奋，就是天才。

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wenxue/jdlrly-doc-57317n9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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