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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新的希望 2017-02-12 12:18:27

(working)  

2006-02-12 03:23:59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reset)(reset)    

忘记过去，重新开始新生活。

2006 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两条路即将摆在我的眼前：

1. 考上研究生——正式开始学术生活，Lisp 背景将是我成功的本钱；

2. 参加工作——Linux 相关经验成为我首先的谋生之道，直到我可以用 Lisp 写出有用的程序来。

有机会我会再试图考研。

考研过程虽然痛苦，但是读研作为最后的回报，可以让我鼓起勇气承受这一痛苦。我很自豪的一点

是：在去年的整个考研复习过程中，我没有一刻有放弃的念头，即使工作机会就在眼前⋯⋯

可知我为何如此执著？因为我毕生为“业余”两字所累，我最擅长的技术和最博学的知识领域始终不

是我的正路，在我业已成年，校园生活的最后一刻，我无论如果要得到一个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的身

份！以证明我不是业余的，我是专业人士。不管你是否认为我有点儿想不通 ⋯⋯

没有元宵的元宵节，没有情人的情人节，我不在乎。

阅读(2697)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working)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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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2012-11-22 15:00zarzen

回复 |  删除

大哥、你是如此的努力啊。看来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了，不管是编程还是人生呵。lisp，机缘巧合认识的东

西，带来了不少惊喜啊～

2012-02-07 07:35100NEXT100

回复 |  删除

肯爹的背景，好暗

2011-12-31 19:47liutanyu

回复 |  删除

LISP果然成了你的本钱。翻翻老文章，你是个知行合一的人啊

2012-01-02 03:56 冰河 回复 liutanyu

回复 |  删除

谢谢。我是希望人们可以从我的这些经历中学到一点儿东西，不仅仅是我的知识。

2011-03-08 05:46jiankangshiye@yeah

回复 |  删除

没有元宵的元宵节，没有情人的情人节，我不在乎。

---太好了。

2010-11-29 09:31zdzfocus@126

回复 |  删除

从14岁，我们用同一台计算机听老师讲dos开始，我就认为你就是这条路上的人，别太在乎所谓身份，那

些都是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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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ANN] Closed for Girl Friend 2007-03-22 20:40:3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reset) (studying)  

2006-03-23 18:42:04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working)(working)    

难得又有机会用一次 Windows⋯⋯ 缺德 MSN space 只能在 IE 下发文

工作顺利。

单身。

阅读(1404)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reset) (stud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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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敝人上报了⋯⋯ 2008-04-05 03:48:42

这两天忙死 2007-04-05 09:50:1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working) (+ kerberos openafs)  

2006-04-05 07:32:50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studying)(studying)    

Linux-HA (Heartbeat) ( http://www.linux-ha.org )

DRBD ( http://www.drbd.org )

GNU cfengine (http://www.cfengine.org )

OpenAFS ( http://www.openafs.org )

我只学习最精妙的软件，用于工作之中。鄙视那些重新发明轮子的人。

P. S. 积极酝酿用 clisp 代替 bash 中⋯⋯

阅读(1419)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working) (+ kerberos openafs)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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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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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比赛前夕 2013-04-14 17:37:15

时代的脚步 2010-04-13 19:27:51

LispWorks 企业版: 功能强大的AI研究平台 2007-04-14 03:19:49

(studying) (send)  

2006-04-14 14:36:27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 kerberos openafs)(+ kerberos openafs)    

被 Kerberos 和 OpenAFS 搞死了⋯⋯ 看不完的文档，莫名其妙的错误信息。

Kerberos 是一种高级网络认证体系，它的目的是在网络认证时不通过网络传输密码，或者以任何形

式加密过的密码，以避免恶意的网络监听以及随后的暴力破解。

OpenAFS 是 CMU 从 1987 年开始开发的的分布式文件系统，曾经由 IBM 公司主导开发，最后成

为一个开源项目。OpenAFS 可以把上千个网络节点机上面的空闲磁盘空间组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并且提供基于事务的文件操作语义以及客户端缓存技术，最新的 AFS 还有试验性的离线支持。总之

是个非常nb的东西。

OpenAFS 使用 Kerberos 认证。

可惜这两个东西的集成我搞了好几天也没搞定，主要是太她妈复杂了。而且 Kerberos 5 有两个开源

实现：MIT 和 Heimdal，前者和 AFS 的集成比较好，但是自身不争气，后者正好相反。气死我了！

阅读(1106)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studying) (send)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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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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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一念之间 2010-05-27 18:29:38

我“MM”被人抢走了⋯⋯ 2007-05-27 22:36:2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 kerberos openafs) (+ (Linux-HA Heartbeat) DRBD)  

2006-05-28 08:07:33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send)(send)    

天哪，终于可以在 mozilla seamonkey 浏览器里发文了⋯⋯

阅读(823)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 kerberos openafs) (+ (Linux-HA Heartbeat) DRBD)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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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2013年06月02日 2013-06-02 18:03:11

明天 2008-06-03 13:22:19

(send) (beijing)  

2006-06-03 11:38:12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 (Linux-HA Heartbeat) DRBD)(+ (Linux-HA Heartbeat) DRBD)    

Linux-HA 和 DRBD，研究了将近两个月的技术，已经基本完成、可以投入应用了。可惜在最后被扼

杀在摇篮里了。 

不用 DRBD 的理由是：对磁盘性能影响较大，大概折损1/5； 不用 Heartbeat 的理由是：对其稳定

和可用性存有疑虑⋯⋯

我反正无所谓的，从研究到停止研究都不是我本人发起的，我浪费的是公司的资源。只是为此辛苦地

多次加班，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不过幸好我从此也不必再为此加班了，也有时间继续研究我的 AI

和 Lisp 了。 

我对此变化的应对解决方案是：将所有有关这两项技术的研究进展分批写成文档，然后公开在 88 和

MSN 等类似论坛上，以备后人参考。

后记：后来 Linux-HA 和 DRBD 用在了网易产品服务器上，但 Linux-HA 缺乏配套硬件支持，运行

不稳定，逐渐被废，DRBD 长期使用中。——Chun Tian (binghe), Jan 2, 2012

阅读(1097)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send) (beijing)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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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2012-01-11 14:36lzwlyan@126

回复 |  删除

我configure的时候报这个错误

./configure: line 22496: syntax error near unexpected token `DBUS,'

./configure: line 22496: `   PKG_CHECK_MODULES(DBUS, dbus-1, dbus-glib-1)'

大家能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吗？我用的是1.0.9这个版本的。

2012-01-11 15:33 冰河 回复 lzwlyan@126

回复 |  删除

没编译过，我当时用的是 Debian 预编译的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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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 (Linux-HA Heartbeat) DRBD) (guangzhou)  

2006-06-18 07:14:06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beijing)(beijing)    

下周一去北京部署网易的一批生产服务器。 服务器很多，估计要在机房里大干两三天，搞不好还要通

宵⋯⋯由于杭州还有一大堆事务要处理不能在北京呆太久。 幸运的是公司负责往返机票和酒店费用，

我因此有机会看望北京的几位红颜知己了，希挺、周冲，还有刘丹，真希望她们中至少有一个还没有

男朋友

后记：王希挺于 2009 年 5 月第二次北京出差期间跟我见了最后一面，后来毕业进入科学出版社工

作，有男朋友，婚否不详；周冲结婚了，可能是 2010 年；刘丹出国了，2011 年。——Chun Tian

(binghe), Jan 2, 2012

阅读(1443)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 (Linux-HA Heartbeat) DRBD) (guangzhou)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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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Poser 2009-06-19 21:48:11

(beijing) (netease)  

2006-06-20 19:53:06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guangzhou)(guangzhou)    

这日子没法过了⋯⋯

今天在机房里呆了 14 个小时，手工装了 16 台没法自动安装的服务器，其余的交给操作员们自动安

装了，并仔细说明了所有的配置需求，IP 地址也申请到了。出来的时候头疼死了，耳朵里还隐隐有嗡

嗡响。机房操作员们太不容易了，尤其是当他们遇到啥也不懂的服务器应用人员时。由此发现我原来

同时在做系统和应用管理。据他们说机房里的工作人员奖金很高的，因为工作条件恶劣嘛⋯⋯

终于见识到什么叫数据中心了，一个房间几千台服务器堆在机架上，遍地是光纤和千兆交换机。在这

种地方钱根本就不叫个钱了，值钱的东西太多了。

问题是杭州的同事们以及老大觉得我还不够忙⋯⋯

结果我明天晚上还要飞去广州见那个倒霉的网易社区管理员(先是服务器被黑，然后生病住院，离

职⋯⋯听起来很像落井下石嘛)，然后接管这些不吉利的服务器⋯⋯

我还没有完成 anlin 的任务：去见北京的一位博士系统管理员。也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见我的红颜

知己(们)⋯⋯ 没时间了。

最后希望我在广州能有幸遇到抢劫的，我的铁伞终于有机会行使防身职能了⋯⋯

阅读(1548)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beijing) (net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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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21/08/18, 11:47(neteas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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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读《联邦党人文集》 2011-06-27 09:53:3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guangzhou) (love)  

2006-06-27 14:35:08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netease)(netease)    

网易个人空间就要推出了，我要换 blog 了。

补记：包括本文在内的诸多文章，最初都是在 MSN space 上撰写的，后来使用了网易博客的搬家服

务才迁移到了网易博客（2007 年 9 月正式上线）。

阅读(792)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guangzhou) (love)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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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netease) (sa)  

2006-07-10 12:44:10 |  分类：  朋友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love)(love)    

对某人多年的追求昨天终于有了明确的答案，事实证明我选错对象了，不是我自己的原因。

我相信我可以正式地另寻新欢了。

 

补记：第一次明确被刘征（Sabrina Liu）拒绝。

阅读(1389)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netease) (sa)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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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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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近况·好的方面 2014-07-20 16:27:4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love) 自动化管理⋯⋯  

2006-07-20 08:08:00 |  分类：  系统管理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sa)(sa)

其实我是.本.系.统.的.管.理.员...但是啥权限也没有

补记：这是网易博客上线后我第一次在系统内发文。

阅读(1497) |  评论(1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love) 自动化管理⋯⋯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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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0-03-26 09:58mint.amore

回复 |  删除

终于看完了所有日志.这是体力活.现在我要去歇息了.

2010-03-26 16:16 冰河 回复 mint.amore

回复 |  删除

人才啊 ⋯⋯ 什么时候有空讲两句吧

2010-03-26 10:09mint.amore

回复 |  删除

"我这一生恐怕要注定孤独了，在我人生低谷最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候没人愿意陪我，那么等我咸鱼翻身独自

活下来以后也就谁也不需要了。"

------

赞同这个,我也是这么想的

2006-08-07 06:57micry

回复 |  删除

orz

2006-07-30 10:52cg

回复 |  删除

2006-07-24 08:31Radiumce

回复 |  删除

admire一下～

哈，应该针对冰河这个账号开放某些关键字， ～～～

2006-07-24 08:13bezy1985

回复 |  删除

支持binghe再这里发linux教程。

2006-07-24 03:10匿名

回复 |  删除

orz

zealot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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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23 16:07

回复 |  删除

支持！

2006-07-23 15:10匿名

回复 |  删除

仰慕啊仰慕

2006-07-20 16:27LinanX

回复 |  删除

2006-07-20 16:25LinanX

回复 |  删除

好厉害喔, 冰河二代

2006-07-20 15:33wuyu

回复 |  删除

仰慕～～

2006-07-20 14:46匿名

回复 |  删除

2006-07-20 14:41bezy1985

回复 |  删除

呵呵。。。一开始还没有帐号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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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没时间休息，没时间娱乐 2010-07-29 05:35:3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sa) 电话系统重新布线⋯⋯  

2006-07-29 02:46:21 |  分类：  系统管理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自动化管理⋯⋯自动化管理⋯⋯

好爽！

SNMP 也研究成功了。

阅读(1251)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sa) 电话系统重新布线⋯⋯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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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6-07-29 07:14Radiumce

回复 |  删除

赞2~～

2006-07-28 21:45bezy1985

回复 |  删除

z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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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新的生活 2007-07-31 17:26:51

丁磊让我把这件事记下来 2007-07-31 12:10:2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自动化管理⋯⋯ 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  

2006-07-31 11:32:07 |  分类：  系统管理 |  标签： sa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电话系统重新布线⋯⋯电话系统重新布线⋯⋯

⋯⋯不过却用掉了我和两位管理员的整个周末，不过现在配电间的机架终于看起来清爽了不少，还博

得唐小姐一笑

在我的治下一切都要干净，整齐，有理有序⋯⋯

阅读(1210)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自动化管理⋯⋯ 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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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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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电话系统重新布线⋯⋯ (svn)  

2006-07-31 17:42:50 |  分类：  读书心得 |  标签： book  法律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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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也要看看闲书的，更何况紫龙 MM 就是法律相关专业的

一本厚达 600 页的法学专著旨在讨论下列美国宪法条款的解释和应用：

国会不准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即确认一种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

由；或限制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以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 and to petition to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

以下引述序言的第一段以说明该书的阅读价值：

“美国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但它却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部宪法。因此，拥有自己宪法的

任何国家的公民即使不对美国本身感兴趣，也会对美国实施这部宪法的经验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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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新的生活 2007-07-31 17:26:51

丁磊让我把这件事记下来 2007-07-31 12:10:2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转载

本人就很感兴趣。

阅读(1822)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电话系统重新布线⋯⋯ (svn)  



21/08/18, 11:44(svn) -  - 

Pagina 1 di 2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66317409997/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新的生活 2007-07-31 17:26:51

丁磊让我把这件事记下来 2007-07-31 12:10:2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 (new)  

2006-07-31 19:40:09 |  分类：  系统管理 |  标签： sa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svn)(svn)

本系统前不久才改用 SVN 管理项目发布文件，结果今天就用上了。

刚刚发布的新功能是以补丁class和配置文件少量修改的方式被我提交到SVN库里，然后在服务器上

update出来的。结果这次重启以后发现应用服务运行错 误，于是我直接update到之前那个旧版本，

重启应用服务，在一分钟里把blog系统恢复到正常可用的状态，然后再找ce他们汇报问题去了⋯⋯

爽。

阅读(1136)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 (new)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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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6-07-31 21:26 冰河

回复 |  删除

其实只要程序写得好，其他配套工作就可以做得很好了(网易社区就是反面例子)。因为我们的程序员是一流

的，所以系统管理员自然也工作得舒服。

2006-07-31 17:40Radiumce

回复 |  删除

赞啊～今天的更新是最轻松D～～

2006-07-31 13:43小鸟！！

回复 |  删除

嗯，这样就爽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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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2006-07-31 22:18:11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new)(new)    

我宣布我个人的 blog 系统从此迁移到网易博客系统，地址是

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

理由有三：

1. 网易的博客系统目前响应速度较快；

2. 网易的博客系统界面和 Linux 兼容性我感觉比 MSN 好；

3. 我就是网易博客系统的管理员⋯⋯

欢迎大家来我的新家。

补记：这是我最后一次在 MSN space 上发文，后来这篇文章被博客搬家系统一并导出到网易博客

上。

阅读(911)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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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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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new) 系统管理的最后两块高地：Sendmail 和 AFS  

2006-08-01 03:35:59 |  分类：  Lisp |  标签：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期待 LispWorks 5.0 的发布期待 LispWorks 5.0 的发布

http://www.lispworks.com/

 

LispWorks 公司的产品是最优秀的，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买一套带 KnowledgeWorks 的企业版⋯⋯

 

P.S. Dell 笔记本对 Linux 的支持太差了，有人愿意拿 T43 跟我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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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6-08-07 06:58micry

回复 |  删除

同求T43    

2006-08-02 08:29 冰河

回复 |  删除

顶多炸断只手，想死哪那么容易的⋯⋯

2006-08-02 05:44wangyuanzju

回复 |  删除

本来想换的啊，不过最近爆了几台不敢了，兄弟保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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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的最后两块高地：Sendmail 和 AFS系统管理的最后两块高地：Sendmail 和 AFS

我绝对有把握断言，在系统管理领域我到目前为止还不敢说掌握了其理论和配置方法的技术，几乎就

是最难的了。

邮件系统，确切地说是 Sendmail，是所有系统管理员最后的目标：如果能看懂

/etc/mail/sendmail.cf 文件，那么这个领域就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难倒他了。这就跟那个什么纪

昌学射的原理是一样的：最难射的一旦射中了，其他的都搞定了。

分布式文件系统。我对分布式的唯一定义是，系统里不存在明显的主控服务器，也就是所谓的

master，系统内所有节点的地位均等，任何节点失效都不会导致停机。要做到这点应该是很难的，

目前我们公司里的开发者们设计的分布式数据库、文件系 统、全文索引就不能没有 master，

master 挂了一切都完了⋯⋯

相比之下，Andrew File System 才是真正的分布式文件系统：没有固定的主控节点、设计节点容量

可以扩展到数千、客户端缓存、事务语义、比 UNIX rwx 权限更为精细的七种权限设定、基于

Kerberos 的认证、借助 NTP 的时间同步、基于 DNS 的 Internet 统一文件 URL、开发中的离线

支持、多种自由软件实现以及支持包括 Windows 在内的几乎所有主流和非主流操作系统⋯⋯身为系

统管理员，如此优秀的东西不学不用才是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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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2006-08-05 06:58Fish.NET

回复 |  删除

AFS这么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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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的最后两块高地：Sendmail 和 AFS 系统紧急事故带来的教训  

2006-08-01 04:48:20 |  分类：  Lisp |  标签：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LispWorks 5.0 发布了⋯⋯LispWorks 5.0 发布了⋯⋯

我靠，原来我是神仙，刚刚许过愿，LispWorks 5.0 就真的发布了！可惜这个时候

www.lispworks.com 已经上不去了，我其实是偶然从 GMane 新闻组上看到的：

From: davef@lispworks.com

Subject: LispWorks 5.0 is here

Newsgroups: gmane.lisp.lispworks.general

Date: Mon, 31 Jul 2006 17:02:06 +0100 (BST)

Reply-To: davef@lispworks.com

LispWorks Ltd is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release of LispWorks 5.0 on

Windows(R), Macintosh(R), Linux(R) and FreeBSD(R) platforms.

LispWorks 5.0 brings these new features:

* Support for Intel-based Macintosh machines and universal binaries

* New 64-bit implementations on Windows, Macintosh and Linux platforms

* A new port, LispWorks for FreeBSD

* Improved architecture on x86 Windows and Linux platforms bringing

  enhanced performance

* Lisp processes use pthreads on Linux and FreeBSD

* Better CAPI dialogs on Cocoa and a host of new CAPI features on all

  platforms

* Support for Windows XP(R) themes

* New Symbol Browser and Tracer tools

* A new Application Delivery tool, helping you to build your Lisp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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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ications

* Native support for Oracle(R) OCI, Oracle LOBs and MySQL in Common

  SQL

* Support for multithreading and truth maintenance in

  KnowledgeWorks(R)

LispWorks 5.0 continues to offer excellent value with no runtime

license fees. A maintenance package is available offering best value

on future upgrades.

More details of the improvements in this release can be found in the

Release Notes at

ftp://ftp.lispworks.com/pub/software_tools/reference/lw50/readme-5-0.pdf

PRICES

Pricing information for LispWorks 5.0 is at

www.lispworks.com/buy/prices.html

Owners of current maintenance contracts for LispWorks Professsional

Edition or Enterprise Edition are entitled to discounts on the

purchase of LispWorks 5.0. See www.lispworks.com/buy/prices.html for

details.

ORDERING

To order LispWorks 5.0 go to www.lispworks.com/buy/

If you would like to evaluate LispWorks 5.0 prior to a possible

purchase, just ask us at lisp-sales@lispworks.com. We will need to

know which of the products listed at www.lispworks.com/buy/ you are

considering purchasing. We would also be interested to learn what you

are planning to use LispWorks for.

LISPWORKS 5.0 FOR UNIX

LispWorks 5.0 for Solaris and HP-UX platforms will be available later

this year, along with a new 64-bit implementation on Solaris. Contact

us if you would like to evaluate a pre-release build on any of these

platforms.

LISPWORKS 5.0 PERSONAL EDITION

LispWorks 5.0 Personal Edition will be released later this year.

CONTACT LISPWORK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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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转载

For product information, maintenance and support renewals and sales

contact LispWorks Ltd at:

www.lispworks.com/buy/

lisp-sales at lispworks dot com

For technical support contact LispWorks Ltd at:

www.lispworks.com/support/

lisp-support at lispworks dot com

-- 

Dave Fox

LispWorks Ltd

这么说吧，这款产品一定是 Lisp 史上最强的产品，花多少钱都值得 (可惜我还没机会看到售价)：

特性最丰富，历史几乎最悠久 (仅次于 Fortran) 的高级程序设计语言；

绝对跨平台的 native 解决方案，比 Java 更进一步，性能也更好；

IDE 和 GUI 环境非常舒适，调试 Lisp 代码尤为方便；

KnowledgeWorks 可以说是目前特性最丰富的专家系统开发工具，AI爱好者的乐园。

日子不过了，开始攒钱买 LispWorks。

后记：2007 年 4 月终于买了第一个 Lisp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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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的最后两块高地：Sendmail 和 AFS 系统紧急事故带来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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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05 07:07 冰河

回复 |  删除

$3600，明确的中国地区报价，企业版加一年升级维护服务

2006-08-03 18:31B.E.

回复 |  删除

－ －

2006-07-31 23:25 冰河

回复 |  删除

啊，我明白了：今天是情人节，我一夜未眠，终于把情人等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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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pWorks 5.0 发布了⋯⋯ 开始写程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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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系统紧急事故带来的教训系统紧急事故带来的教训

blog 系统昨夜因为机房掉电(停电+UPS故障)，停止服务长达8小时(参见小鸟的 blog)，我得到的教

训是：

1. 所有服务必须都有开机启动脚本，尤其是那些非 Debian 自带的服务程序，必须尽快完成启动脚本

的制作。这种事，只要服务器不出故障的话，优先级就比较低，我得好好反省一下了，然后赶快把所

有的启动脚本做好。当 然，更麻烦的问题是，目前 blog 系统对启动顺序有一定要求，这个必须在代

码上加以改进了；

2. 我作为系统管理员必须能随时进出公司，或者至少随时能上网。本来昨晚两点之前就能搞定的事情

因为我进不去公司不得不拖延到今天早晨；

3. 系统的状态监控的进度必须加把劲了，现在连磁盘阵列掉了我都不知道的⋯⋯

阅读(1329)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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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2006-08-06 14:12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赞这个："所有服务必须都有开机启动脚本"

2006-08-05 12:18cg

回复 |  删除

en，感谢binghe的辛勤工作

2006-08-05 06:56Fish.NET

回复 |  删除

啥都不说了，感谢binghe！

2006-08-05 06:35 冰河

回复 |  删除

根据行规，所有 Java 守护进程应该用jsvc 启动，目前 blog 系统用的 Tomcat 5.5 我就是这么做的，RS

S, JMS 等 Java 进程必须也采用同样处理；C 守护进程应该用 start-stop-daemon 来启动，并且产生 pi

d 文件以便停止进程时用到，传统的 nohup 脚本必须废弃掉，MySQL 的启动方式最烂不过：一个庞大的

难以替代的 mysqld_safe 脚本采用各种恶心的手法试图启动 mysqld 进程，唯一的办法是修改 Debian 

的 mysql 5.0 启动脚本以用于我们自编译的 mysql 5.1，这个脚本解决了各种问题，并会去调用 mysqld

_safe 完成最后的启动任务。

总之要彻底避免昨夜的事故是完全可以的，请老大放心。

2006-08-05 06:19arkeke

回复 |  删除

2006-08-05 04:51cg

回复 |  删除

恩，在系统试用期间就发生这种事情，可以让我们充分吸取教训，是大幸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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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紧急事故带来的教训 热情的用户群啊⋯⋯  

2006-08-05 12:16:20 |  分类：  Lisp |  标签： sa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开始写程序了开始写程序了

对于系统管理员来说，偶尔写一些像样的程序(而不是脚本)对身体健康有益，也可以借此向程序员同

事们表明自己其实不傻，不是做不了程序员沦落为系统管理员的^_^

所以我和 kghost 都在为系统监控任务写一些代码，这个领域的基础设施(SNMP)是现成的，但要根

据具体的需要定制前端，不必开发功能全面的网管系统，只要满足我们自己的 需要就够了。有意思的

是，我用 Lisp，kghost 用 Java，两种语言做同一件事时相互比较就能看出很多特点来：

Java 和 Lisp 都有大量的第三方软件包可以使用，但在 SNMP 方面 Java 占绝对优势，有好多种实

现可供选择。Lisp 的 SNMP 代码则只有一份 10 年前留下来的，我大改了一夜才让它在最新的

SBCL 环境下跑起来，而且不支持 SNMPv3，这个 v3 的支持恐怕我得参考原作者留下的 v2p 代码

自己写了。

Java 的 tomcat(servlet) 和 Lisp 的 araneida 是同一级别的，并且开发方法都很类似，不过 Lisp

的实现更加直观：派生一个处理类(模型)，重载它的成员函数用于产生视图，然后把这个类实例化以

后安装到控制器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 首先定义一个线程 HTTP 服务器监听实例，提供它一个端口即可。

(defparameter *listener*

  (make-instance 'threaded-http-listener :port (url-port *base-url*)))

;; 派生一个处理器类，类里当然可以有成员变量，就跟 servlet 一样

(defclass snmp-handler (handler) ())

;; 重载一个成员函数，Lisp (CLOS) 称之为通用函数创建一个面向具体类的方法

(defmethod handle-request-response ((handler snmp-handler) method request)

  (request-send-headers request)

  (html-stream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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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转载

   (request-stream request)

   `(html (head (title "SNMP Manager")) ;; 这里开始就是 Lisp 化的 HTML 标签，当然也可以调

用

      (body (h1 "SNMP Manager")         ;; 其他模板系统产生更高阶的输出

        (h3 ,(format nil "~A" (server-info "172.16.3.0")))))))

;; 实例化这个类并把实例对象存在一个变量里

(defparameter *handler* (make-instance 'snmp-handler))

;; 定义一个服务器的启动函数，先安装之前定义的处理器到服务器里，然后开始监听端口。

(defun server-start ()

  (install-handler (http-listener-handler *listener*)

           *handler*

           (urlstring (merge-url *base-url* "/"))  t)

  (start-listening *listener*))

相比之下，完成同样功能的 Tomcat 就很惨了，一大陀代码不说，初学者恐怕连路径结构都搞不清

楚，而且任何代码改动都要重启整个 Tomcat，这样的开发太辛苦了。

阅读(2587)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系统紧急事故带来的教训 热情的用户群啊⋯⋯  

2006-08-07 06:59micry

回复 |  删除

Lisp形象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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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06 10:51 冰河

回复 |  删除

目前大部分人对 Lisp 系的编程语言有很多误解，尤其是对 Lisp 的在非学术领域的应用和现代语言特性非

常不了解，我的目的是借助各种媒介澄清公众对 Lisp 语言的误解。

2006-08-06 09:33Fish.NET

回复 |  删除

觉得LISP好另类啊！有时间的话一定要从头学起了。。。

2006-08-06 04:49MARO

回复 |  删除

大哥。搞程序在后台搞，不必要拿出来解说吧？以后就发现比较普通的东西，东西太复杂会得到报应的

2006-08-06 03:40B.E.

回复 |  删除

ORZ....佩服倒死。。。



21/08/18, 11:40…… -  - 

Pagina 1 di 2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67785657101/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超凡脱俗的极限 2010-08-07 16:18:49

搬家结束 2008-08-06 19:07:0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始写程序了 当你加班到凌晨4点⋯⋯  

2006-08-07 20:56:57 |  分类：  系统管理 |  标签： blog  sa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热情的用户群啊⋯⋯热情的用户群啊⋯⋯

以下是来自88的转贴：

 

发信人: tellme (菰城浪子*小破孩迷变形金刚), 板面: Blog

标  题: Re: 事先通知一下：21:00 左右还有一次大规模升⋯

发信站: 飘渺水云间 (Mon Aug  7 20:40:49 2006), 站内信件

赞，网易blog是我这几天最关心的事，比我自己的工作还关心，呵呵。

【 在 binghe (氷河)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相信以前没有哪个同行公司在产品测试和预发布期跟最终用户做到如此程度的沟通，

: 网易显然拥有来自浙大的优秀开发者、管理者，和同样优秀的最终用户。

阅读(1050)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开始写程序了 当你加班到凌晨4点⋯⋯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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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2006-08-11 07:59micry

回复 |  删除

老何是个牛牛,挖过来吧

2006-08-07 15:23cg

回复 |  删除

赞



21/08/18, 11:404 …… -  - 

Pagina 1 di 2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67841742149/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跆拳道 5 级升级留念 2010-08-08 16:35:5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热情的用户群啊⋯⋯ 我的配置文件终于跟程序一样复杂了  

2006-08-08 04:17:42 |  分类：  系统管理 |  标签： sa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当你加班到凌晨4点⋯⋯当你加班到凌晨4点⋯⋯

⋯⋯又有一堆没干完的事，还不舍得就此睡到明天中午，还想干点儿自己的事⋯⋯老大又不建议睡在

公司^_^bb，最后的解决方法只能是“不慎昏倒在公司的座位上⋯⋯”，然后醒来再继续干活儿。

迟早有一天我要回到学校⋯⋯考研⋯⋯

阅读(1489)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热情的用户群啊⋯⋯ 我的配置文件终于跟程序一样复杂了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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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6-08-10 07:32arkeke

回复 |  删除

汗~~

2006-08-09 09:16diogin

回复 |  删除

注意身体啊

2006-08-09 07:20奔跑的傻鱼

回复 |  删除

同汗

2006-08-09 07:16B.E.

回复 |  删除

- - 汗。。汗。。。

2006-08-08 06:57andyfires

回复 |  删除

不要这么拼搏了⋯⋯

2006-08-08 04:48cg

回复 |  删除

我汗。又不是禁止你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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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当你加班到凌晨4点⋯⋯ 血泪控诉⋯⋯  

2006-08-09 19:13:43 |  分类：  系统管理 |  标签： sa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我的配置文件终于跟程序一样复杂了我的配置文件终于跟程序一样复杂了

下列“配置文件片段”竟然可以自动给所有的 blog 服务器添加两条路由，太神奇了⋯⋯

editfiles:

  !cf::

    { /etc/network/interfaces

      LocateLineMatching "iface eth1 inet static"

      IncrementPointer "1"

      BeginGroupIfNoMatch "# cfengine - 9/Aug/2006"

       IncrementPointer "-1"

       InsertLine "# cfengine - 9/Aug/2006"

       InsertLine "     up ip route add 172.16.0.0/16 via 172.19.0.2"

       InsertLine "     down ip route del 172.16.0.0/16"

       InsertLine "     up ip route add 192.168.80.0/23 via 172.19.0.2"

       InsertLine "     down ip route del 192.168.80.0/23"

       DefineInGroup "AddedRoute"

      EndGroup

    }

shellcommands:

  AddedRoute::

    "/sbin/ip route add 172.16.0.0/16 via 172.19.0.2"

    "/sbin/ip route add 192.168.80.0/23 via 172.19.0.2"

我的配置文件终于有点儿像程序了⋯⋯

呼吁全SA组同事学习、研讨 GNU cfengine 的使用方法⋯⋯这个程序太强了！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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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样章 2011-08-08 19:33:1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1316)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当你加班到凌晨4点⋯⋯ 血泪控诉⋯⋯  

2011-04-16 17:52lxmxn520

回复 |  删除

cfengine啥时候变GNU了?

2011-04-16 22:18 冰河 回复 lxmxn520

回复 |  删除

http://www.gnu.org/software/cfengine/

"cfengine is a GNU software package, written by Mark Burgess <mark@iu.hio.no>."



21/08/18, 11:39…… -  - 

Pagina 1 di 2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67910594230/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样章 2011-08-08 19:33:1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我的配置文件终于跟程序一样复杂了 终于被过量日志打击了⋯⋯  

2006-08-09 22:59:42 |  分类：  系统管理 |  标签： blog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血泪控诉⋯⋯血泪控诉⋯⋯

自从8月8日升级以后，Linux 下用 Mozilla 所有系列的浏览器访问 blog 系统，只要一点击 blog 评

论就整个浏览器死掉了⋯⋯

 

虽然这肯定跟 Mozilla 的 Bug 有关，但是为了兼容起见总该暂时通过编码绕过这个问题吧⋯⋯

 

阅读(1071)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用易信  “扫一扫”

将文章分享到朋友圈。

 

我的配置文件终于跟程序一样复杂了 终于被过量日志打击了⋯⋯  

  

显示设置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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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6-08-10 07:30arkeke

回复 |  删除

我这里windows xp下用 Mozilla 5.0的浏览器访问Blog,也出现了很多次的死掉现象.还有,会多次出现很多

模块一直loading状态...这个应该跟我们的代码的写法有关.

2006-08-09 21:27 冰河

回复 |  删除

我正在用 Windows 版的 Mozilla 评论，看来问题仅限 Linux 版 Mozilla

2006-08-09 17:11Radiumce

回复 |  删除

不知道评论这块代码最近更新了啥～～7月28的那个版本是好的？这块改动应该不是很大D，查查看，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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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心态 2015-08-09 19:34:48

无题 2009-08-10 17:46:10

测试站跑起来了 有人乱扔东西⋯⋯  

2006-08-10 23:33:49 |  分类：  生活 |  标签： lif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穷得丁当烂响，富得一塌糊涂穷得丁当烂响，富得一塌糊涂

除了记在脑子里的东西，现实世界里几乎没有什么固定资产是属于本人的了，可谓万物皆可抛⋯⋯

 

有时简直觉得自己有些不可思议，仅仅依靠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可能拥有的一些事物的希望就可

以活下来，而且活得狂有精神。

 

我想没有人可以在春节期间不回家，留在学校冰冷的宿舍里看着《Common Lisp: The

Language》度过，我两年前就做到了；终身大事？等等吧，最基本的几本书都没看完根本没脸浪费

时间泡MM。

 

算了，不发感慨了，午夜升级之后准备早点儿回家⋯⋯(blog 万一挂了还望各位马上给我打电话，万

一⋯⋯)

阅读(1455)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测试站跑起来了 有人乱扔东西⋯⋯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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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2006-08-11 12:16eclosion

回复 |  删除

我思真的属于我么？呵呵

2006-08-10 17:50小瓶子

回复 |  删除

这个世界上，只有花出去的钱，脑子里的知识，还有身体的健康，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其他都是浮云



21/08/18, 11:38…… -  - 

Pagina 1 di 2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67105830646/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心态 2015-08-09 19:34:48

无题 2009-08-10 17:46:1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血泪控诉⋯⋯ 测试站跑起来了  

2006-08-10 17:08:30 |  分类：  系统管理 |  标签： sa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终于被过量日志打击了⋯⋯终于被过量日志打击了⋯⋯

紧急转移日志⋯⋯Apache 日志目前的设置是保存一年，估计Web服务器的空间都要花在这里了。

阅读(1122)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血泪控诉⋯⋯ 测试站跑起来了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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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心态 2015-08-09 19:34:48

无题 2009-08-10 17:46:1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终于被过量日志打击了⋯⋯ 穷得丁当烂响，富得一塌糊涂  

2006-08-10 22:07:02 |  分类：  系统管理 |  标签： sa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测试站跑起来了测试站跑起来了

日子可以好过一点儿了，理论上测试站运行正常的代码发布到生产服务器也没问题的。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 Subversion Branches，必须设计一套完善的分支与合并机制满足小鸟对程序发

布流程的要求。又一次学习和研究 SVN 高级特性的好机会诞生了。

我希望将来能有机会以一个系统管理员的身份向我们的程序员们仔细说明一下几种版本控制系统的高

级特性，前人的精巧设计应该被传承下去。

阅读(1221)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终于被过量日志打击了⋯⋯ 穷得丁当烂响，富得一塌糊涂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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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6-08-11 04:45小鸟！！

回复 |  删除

理论上，我们还是应该学习google 80% + 20%的方式.. :)

2006-08-10 17:38 冰河

回复 |  删除

赞，那理论上每周岂不只剩下四天用来干活儿了？

那我考虑等手头各项工作稳定下来以后好好过两个完全不在公司里的周末⋯⋯

2006-08-10 17:21cg

回复 |  删除

嗯，等忙过这段，周五下午我想确定为法定的学习和交流时间

2006-08-10 16:58Radiumce

回复 |  删除

爽～

一定要讲讲啊，ho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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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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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入住新家以后的生活 2008-08-11 20:11:38

NASDAQ：NTES 2007-08-11 18:12:2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穷得丁当烂响，富得一塌糊涂 理解 CORBA 需要几天？  

2006-08-12 01:22:36 |  分类：  系统管理 |  标签： sa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有人乱扔东西⋯⋯有人乱扔东西⋯⋯

我是个有洁癖的SA，在本人的治下，严禁在服务器的文件系统里乱扔东西，尤其严禁以根权限糟蹋

服务器的各种行为。

 

所以有关人士请注意，下周起我开始清查所有服务器里 ddb, dir 和 dfs 用户的主目录，任何无法证

明其存在意义和用途的文件都会被无情地删除，结构不合理的目录树我要进行强制调整。网易社区和

网易泡泡的服务器就是这样变成垃圾场的，未来几个月都清理不干净⋯⋯网易博客服务器的清洁工作

要从娃娃抓起。

 

P.S. 周末继续整理配电间里的机架，这次争取能把机架的门关上。我们公司之前不知道是哪一家公司

进行布线的，就这点儿水平还不如我们哥几个现学的⋯⋯

阅读(1468)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穷得丁当烂响，富得一塌糊涂 理解 CORBA 需要几天？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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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2006-08-12 08:24 冰河

回复 |  删除

用来运行产品的用户(ddb,dir,dfs,space)主目录不属于私人领域，把产品运行代码和垃圾文件放一起我能

放心？

2006-08-12 07:12sishen_freecity

回复 |  删除

-_-# 抗议干涉主目录

2006-08-11 19:26ading

回复 |  删除

你未来的职业一定是绿色环保废品回收公司的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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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入住新家以后的生活 2008-08-11 20:11:38

NASDAQ：NTES 2007-08-11 18:12:2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有人乱扔东西⋯⋯ 苹果的UI太强了  

2006-08-12 03:14:19 |  分类：  Lisp |  标签：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理解 CORBA 需要几天？理解 CORBA 需要几天？

又被前人的精巧设计迷住了⋯⋯

阅读(1596)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有人乱扔东西⋯⋯ 苹果的UI太强了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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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12 06:25六月

回复 |  删除

没有留言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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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理解 CORBA 需要几天？ Comparative Book Size: Common Lisp versus J⋯  

2006-08-12 13:26:15 |  分类：  Apple |  标签： appl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苹果的UI太强了苹果的UI太强了

最好的 IDE 就得配最好的 UI，苹果 Cocoa + LispWorks CommonIDE，Lisper 的天堂：

Inspector(用于查看任何Lisp对象内容的工具):

编辑器和代码查找界面：

Listener (交互环境，随时可以中断进行调试):

最后看看同一个窗口在 Windows, Linux, Apple 下的对比: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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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入住新家以后的生活 2008-08-11 20:11:38

NASDAQ：NTES 2007-08-11 18:12:2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转载

唉，米啊⋯⋯

阅读(2215)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理解 CORBA 需要几天？ Comparative Book Size: Common Lisp versus ⋯  

2006-08-13 02:22xiecc

回复 |  删除

最好的ruby开发IDE也在Mac上，可能惜要用苹果机唉， 没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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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苹果的UI太强了 网易社区故障记录  

2006-08-12 13:40:11 |  分类：  读书心得 |  标签： book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Comparative Book Size: Common Lisp versus JavaComparative Book Size: Common Lisp versus Java

这本著名的《Common Lisp: The Language》我也有，不过是打印版，原版买不起。这本书是开

放 LaTeX 源代码的，因此我得以给它重新排版，从 1300 页 US Letter 压缩为 700 页 A4 纸，用

喷墨打印机打了整整一天。

以下是转载的原书图片：

The Contenders

The Contenders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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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ina 2 di 4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671214011964/

Side View

Side View

Common Lisp: The Langauge, Second Edition is about 1 7/8 in. wide

Common Lisp: The Langauge, Second Edition is about 1 7/8 in. 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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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入住新家以后的生活 2008-08-11 20:11:38

NASDAQ：NTES 2007-08-11 18:12:2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转载

Java in a Nutshell, Fith Edition is about 2 1/4 in. wide

Java in a Nutshell, Fifth Edition is about 2 1/4 in. wide

阅读(1668)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苹果的UI太强了 网易社区故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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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6-08-13 02:19xiecc

回复 |  删除

好玩， 不过光凭厚度恐怕没法判断一本收的质量。就象100行的Lisp代码可能完成500行java代码能干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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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Book Size: Common Lisp versus J⋯ 又一台 app 疯了  

2006-08-13 02:48:15 |  分类：  系统管理 |  标签： club  sa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网易社区故障记录网易社区故障记录

00:3200:32

从公司步行回到家里，刚洗完澡，准备就此睡了，突然接到 ading 的电话，说网易社区挂了：“完

全上不去了！”

00:4200:42

从全裸状态爬起来⋯⋯先给分管社区的 jabber/SA 打电话，把他从睡梦中拉到公司。我也立即更衣

出门回公司。心想：这下好了，周末别人放假，我们四个 SA 反而连续通宵两天⋯⋯

00:5400:54

接到 jabber/SA 的电话，得知他已到公司，刚坐下。我两分钟后也赶到了，就此跟还在公司里的

kghost/SA 和 datastream/SA 汇合。Jabber/SA 实际上三天前就处理过一次类似事故了，只是

这次 b5 服务器不太听话，resin 起不来，日志里报 NoClassFoundError，这时 club 首页和大部

分板面都可以访问了，只有 b5 承载的几个板面不行，error 500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喝了一听可乐，吃了一根冰棍、两个梨，泡了一杯麦片，另外将三瓶冰爽茶送进冰

箱冷冻库里，最后又泡了一杯号称60块钱一包的龙井茶⋯⋯ (感谢老大对弟兄们的关怀，公司的零食

质量突飞猛进)，看看 jabber/SA 采用以往的方法仍然毫无进展，决定看看那些狗屁代码⋯⋯

感谢 SVN，让我立即 checkout 出社区目前使用的源代码，找到报错的那一行，然后搜索改行试图

实例的那个类，发现这个类服务器里是有的⋯⋯不过总算在管理 blog 服务器时得到了一点儿经验，

知道这个类(ntescode)其实是用来验证用户的，这个类要通过JNI加载一个so库。于是再翻日志，终

于发现原来这个 so库没能正确加载，原因是路径错误。

向 Jabber/SA 请教 resin 的启动脚本结构，然后直接在 JavaVM 入口参数里加上 -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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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Djava.library.path 参数，搞定。resin 又能启动起来了。问题是，其他服务器没有这个参数是怎样

正常启动的？

02:0302:03

向 ading 汇报社区全部服务器恢复了，并简要回复 ading 了一下故障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代

码，resin 日志里到处是 Java 空指针异常，不出问题才怪，而且要每隔几天出一次问题才像样子。

b5 的问题后来我和 Jabber/SA 评估了一下，认为是环境变量改变了：以往的管理员都是用 root 身

份操作的，我们现在使用常规用户身份 + sudo 来启动服务，在环境变量上跟以前不一致了。

02:1302:13

ading: “好的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于是 Jabber/SA 继续回去休息，我(binghe/SA)，kghost/SA, datastream/SA 继续留在公

司“值班”。

阅读(1681)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Comparative Book Size: Common Lisp versus ⋯ 又一台 app 疯了  

2006-08-15 01:13数据流

回复 |  删除

昨天一个上午的配置改动几乎和没有改动一样。还不如和用户沟通一下。

2006-08-13 08:05 冰河

我算了算，目前 SA 组 1/3 的人力用于维护网易社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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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jabber/SA + binghe/SA * 1/3

 = 1/4 + 1/4 * 1/3

 = 1/3

 

总之精力是有限的，工作是无限的，目前我们只能保证工作做得好，很难保证工作做得快了。

2006-08-13 06:24小鸟！！

回复 |  删除

辛苦辛苦。。

 

社区代码切换现在对service层改动还是较小的，只是把DAO基本整理替换完成了，需要修改service这边

的话还是代价很大的，唉。。

争取尽快切换切换～～～

2006-08-13 04:59sishen_freecity

回复 |  删除

建议还是整一次吧.维护代价太大了...

2006-08-13 04:58cg

回复 |  删除

不行了不行了，必须加快社区代码的切换进度了，这样要死人的

2006-08-13 02:14xiecc

回复 |  删除

系统管理员好辛苦啊



21/08/18, 11:33 app  -  - 

Pagina 1 di 2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67130576942/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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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网易社区故障记录 买了新伞  

2006-08-13 12:57:06 |  分类：  系统管理 |  标签： sa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又一台 app 疯了又一台 app 疯了

明天晚上系统升级一定要加tomcat远程调试选项了，总这么搞也不是办法啊⋯⋯到时候一个线程一

个线程地翻，我就不信查不出来。

另外，在 SA 组把 SNMPv3 Inform 研究出来之前，这类事故只能通过遍历 torrus 查出来，暂时辛

苦小鸟了。

阅读(1011)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网易社区故障记录 买了新伞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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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6-08-13 18:29 冰河

回复 |  删除

OK，那么总结一下，现在唯一的规律似乎就是每天随机疯一台，时间和具体哪一台目前来看都没啥明确的

规律了。(算是今天发现得早，我刚刚重启这个应用服务了)

2006-08-13 14:54小鸟！！

回复 |  删除

又有一台app疯了。。app-2。。

sigh

2006-08-13 07:40小鸟！！

回复 |  删除

还好机器少，哈，暂时养成隔一段时间遍历torrus一次的习惯:)



21/08/18, 11:33 -  - 

Pagina 1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671372445358/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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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台 app 疯了 引用 20060815版本更新记录  

2006-08-13 19:24:45 |  分类：  生活 |  标签： lif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买了新伞买了新伞

女人对男人的需求就是男人对雨伞的需求：坚挺、富有弹性、多面手、安全感、有内涵、带套

的⋯⋯

刚才雨下得最大的时候，我刚好在从玉泉校区出发回公司的路上，可怜我被整个浇成落汤鸡，没

有伞的日子太难过了⋯⋯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打车去大观小区的迪卡侬买新伞。

没想到迪卡侬的伞品种如此单一：一款小的和一款大的。我当然买大的，就是和蚂蚱那把一样的

高尔夫伞：全塑钢的伞柄和伞股，大小两圈伞布(因为伞面实在太大)，黑白相间的颜色我也很喜欢。

美中不足就是握柄太短，而且不带钩，操作略有不便，而且不带钩就没有捡东西的功能了。不过总体

来讲我是很满意的。

希望这把伞能用满一年，不要过早的离去。

阅读(1656)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又一台 app 疯了 引用 20060815版本更新记录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binghe
Evidenzi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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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评论

2006-08-15 13:23xiecc

回复 |  删除

如果咱们的blog系统能够有电脑病毒的发展速度就爽了

2006-08-15 00:56zealot0630

回复 |  删除

pub pp !!

2006-08-14 18:02Fish.NET

回复 |  删除

我不是说了土问了么。。。汗。。。

2006-08-14 17:46 冰河

回复 |  删除

to xiecc: 电脑病毒的原理就跟你这个帖子一个性质。

2006-08-14 14:26xiecc

回复 |  删除

你被点名啦！^_^被点到名字的要在自己的博上写下答案，并且要想出几个ti目，将这几个ti目传到其他七

个人，还要到这七个人的博上留言通知对方。（你 被点名啦）　这七个人要在博上注明是在哪儿接到的题

目，并且再出题目传给其他七个人，让游戏继续下去，不得回传，被点名的人将得到大家的祝福，并且所

有美 丽的愿望都会在不久以后得以实现 下面是我的题目：1.什么使你最幸福?

2.不开心会让什么方式使自己开心起来? 3.最喜欢做什么? 4.最向往什么? 5.此时最想对跟你提问的人说些

什么?

留言板ms放不了那么多字， 就放这儿啦。 找你做下家啦， 嘿嘿

2006-08-14 08:21小瓶子

回复 |  删除

迪卡侬是卖体育和户外用品的啊，我有一张躺椅就是他家的。

不晓得是哪个国家的，好像是法国？

2006-08-13 18:26weichao008

楼上的真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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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6-08-13 14:10Fish.NET

回复 |  删除

土问~~迪卡侬是哪个国家的？专门生产雨伞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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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新伞 国际形势通告  

2006-08-15 01:30:22 |  分类：  系统管理 |  标签： 网易  网易博客  网易个人空间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引用 20060815版本更新记录引用 20060815版本更新记录

此次发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首先这次发布解决了 Linux 下 Mozilla 全系列浏览器在点击评论时崩

溃的问题，对于 Linux 用户来说，满足最基本的灌水需要才是最重要的！其次解决了测试站点自从架

好以后就存在的一个隐患：代码和服务器配置文件的SVN更新没能统一在一起，容易在更新时导致遗

漏。测试站与发布站的一致性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目前在测试机上运行发布的代码至少要修改8

个配置文件，在一些非常细微的场合实际上并不能完全一致。但 是至少通过今天的“升级事故”(公

告15分钟的升级花了半个小时)以及后续的避免类似遗漏的修补让我进一步增强了信心：我的配置设

计是正确的，只要避免误操作。

引用

小鸟！！ 的 20060815版本更新记录

[20060815版本更新记录]

 

重要功能更新和UI调整：

 - [首页]新增音乐播放器首页模块，可以通过“排版”->“模块”进行添加，暂时不支持皮肤更

换，以后将提供换肤功能；

 - [首页]首页好友模块显示更新标志判断方法修改；

 - [好友]好友页面增加好友内部的名字搜索功能；

 - [好友]好友页面增加自定义好友说明功能；

 - [标签]标签页面增加公众标签显示以及相关资源搜索功能；

 - [日志]发表日志页面的编辑器UI调整，并支持编辑框高度缩放功能；

 - [日志]发表日志页面添加图片功能整合、UI调整；

 

重要BUG修改

 - [首页]访问统计功能计数错误bug修正，现在应该不会出现访问计数减少的情况了；

 - [首页]首页好友模块中的最近访客和最近访问者统计错误bug修正；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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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转载

 - [相册]相片无法旋转bug修正；

 - [其他]举报不良信息页面无法提交信息bug修正；

 - [其他]加强首页自定义Html、网络日志的代码过滤功能，解决安全隐患；

 

其他功能更新和UI调整：

 - [首页]默认风格(左上角第一个风格)调整；

 - [首页]Loading提示信息改为“加载中”；

 - [首页]留言板模块昵称显示方式修改，不截断昵称；

 - [日志]引用他人日志和被引用时写明“谁”引用自“谁”的“哪篇文章”；

 - [相册]相片评论默认展开；

 - [相册]提供整个相册批量设定权限功能；

 

其他BUG修改：

 - [日志]Blog摘要截取bug修正，解决部分含有特殊标签的日志显示错误bug；

 - [日志]引用他人日志后设为私人可读，造成其他用户访问引用通告白屏bug修正；

 - [相册]各种日志分类、相册相片计数、标签计数等不正确的bug修正；

阅读(1085)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买了新伞 国际形势通告  

2006-08-15 00:54zealot0630

我的firefox终于不用那么短命了~~~~

本周被谋杀了无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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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6-08-14 20:40Fish.NET

回复 |  删除

Linux 下 Mozilla 全系列浏览器在点击评论时崩溃的问题要到明天才能解决。。。这几个文件提交得太晚

了，由于一直被某小问题困扰，所以我没有在规定实践之前提交掉。。。不过也算是这一版本的小小成果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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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20060815版本更新记录 又一次顺利的系统升级  

2006-08-15 02:08:58 |  分类：  系统管理 |  标签： sa  blog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国际形势通告国际形势通告

连续通宵的第三天 (可怜我现在是有两套住房的人了)，简要介绍一下 SA 组的各项工作：

1. 网易博客的开发工作和访问量保持高速增长，表现为三天来应用服务器某 bug 的发作频率提高了

一倍以上，因此今后几天内我的附加任务就是利用监控系统发现这 一异常然后及时重启疯掉的应用服

务。(幸好服务器监控系统今天已基本成形了) 测试服务器的维护由于涉及更多的网络和系统管理技术

基本上比维护生产服务器更 为复杂精致⋯⋯

2. 网易社区随着尹年春的正式离职，故障率已经提高到每天一次，修补难度日益提高且原因不明。鉴

于网易社区的管理难度已经跃居SA 组所有工作之首，jabber 不堪重负，我决定介入该项工作并立即

采取断然措施⋯⋯

3. 网易泡泡现有服务器本身的自动化管理已经由 datastream 基本完成，全部服务器从今天开始强

制采用 SSH 公钥认证。这件事拖了一个多月跟泡泡组同事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

4. 本地机房一片狼藉，但是我们根本没空整理，新装的空调由于电力不畅也暂时未能启用。

5. 基于 SNMP 的系统管理方案随着 kghost 今天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已经基本成熟，事实证明走这条

路是完全正确的。这部分剩下的工作完全是小修小补和个人的业余编程实践了，进一步应用就取决于

后台组的跟风了。

6. 我们组的兄弟们都跟我一样忙，基本上每夜都在的，修补那些烂服务器或者研究技术文档。

7. 即使再忙的工作也无法阻止我不惜牺牲睡眠时间从事个人兴趣领域学习的决心 ⋯⋯

阅读(889)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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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转载

引用 20060815版本更新记录 又一次顺利的系统升级  

2012-08-21 06:39fengchen1019

回复 |  删除

看了这么多日志，发现你的确是 精力过人 ！ 总是可以通宵几天工作，总是有业余的时间来学习自己真正

喜欢的。  很是羡慕.  只是疑惑在最开始时你是怎么适应的？   ^ 你不会是从小就比常人睡得少吧？

2006-08-18 07:08B.E.

回复 |  删除

支持。。。

2006-08-17 11:22sishen_freecity

回复 |  删除

身体第一身体第一...

2006-08-16 07:25萝卜

回复 |  删除

保重啊///

2006-08-15 15:43arkeke

回复 |  删除

恩，同意楼下的。。。

保重身体＝＝》您们别挂；

您们＝SA组团队＋所有服务器＋网络；

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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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15 14:33

回复 |  删除

汗。。您们可千万别挂。。保重身体第一位阿:)

2006-08-15 14:13 冰河

回复 |  删除

实际上我的计划是SA组的每项长期工作都有至少两个SA负责，一个主管一个兼管，这样不但可以解决轮

流休息的问题，还可以实现RAID1+0级别的冗余：4人团队里任意挂掉一个或者有选择地挂掉2个都可以确

保业务不受影响⋯⋯

2006-08-15 14:05arkeke

回复 |  删除

赞~ 加油！

建议SA组在非非常时期执行三班倒制度，有利于身体健康和更好的工作效率！

2006-08-15 06:28小鸟！！

回复 |  删除

赞SA组的同事们，加油加油！:)

2006-08-15 00:54zealot0630

回复 |  删除

嘿嘿~~~

我的xsnmp还没有写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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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跟 anlin 的对话 2008-08-16 07:14:0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国际形势通告 上午多睡了一会儿  

2006-08-16 00:20:08 |  分类：  系统管理 |  标签： blog  sa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又一次顺利的系统升级又一次顺利的系统升级

夜夜“升”歌⋯⋯

本次升级的亮点：应用服务器抛出的 DFS 异常比以前好看多了！不过 app-10 上仍然留下了难看的

未知异常等待明天开发者们的解释。(对 Java 彻底没好感了)

今晚回家好好休息一下。

阅读(1039)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国际形势通告 上午多睡了一会儿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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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6-08-17 07:12六月

回复 |  删除

夜夜升歌。。好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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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跟 anlin 的对话 2008-08-16 07:14:0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又一次顺利的系统升级 家里刚装网络  

2006-08-16 14:53:47 |  分类：  生活 |  标签： lif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上午多睡了一会儿上午多睡了一会儿

回到公司以后发现天下大乱了⋯⋯全线告急

阅读(956)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又一次顺利的系统升级 家里刚装网络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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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17 12:08jadeviewyww

回复 |  删除

字比我多几个

2006-08-17 07:11六月

回复 |  删除

 

2006-08-17 05:32arkeke

回复 |  删除

再现标题党。。。内容比标题好歹多了10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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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滨江一日游 2008-08-16 18:39:33

摘葡萄，富阳 2007-08-17 14:56:2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上午多睡了一会儿 SNMPv3 的文档规模  

2006-08-17 14:49:24 |  分类：  生活 |  标签： life  blog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家里刚装网络家里刚装网络

杭州网通 PPPoE。我作证，访问网易博客的速度是一流的，比百度空间快一些。

阅读(885)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上午多睡了一会儿 SNMPv3 的文档规模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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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18 07:07B.E.

回复 |  删除

我也作证。。

2006-08-17 16:22 冰河

回复 |  删除

系统管理员还不是想去哪里都随便的⋯⋯各地都有一大堆服务器随便做几个路由、隧道就出去了

2006-08-17 15:51weichao008

回复 |  删除

我也用网通，可以用进校代理

2006-08-17 11:24sishen_freecity

回复 |  删除

我作证....杭州网通访问不了杭州电信

2006-08-17 10:17Fish.NET

回复 |  删除

网通适合下eMule，电信适合下BT

2006-08-17 09:28小鸟！！

回复 |  删除

总算泡丑mm回来了。。唉。。

2006-08-17 08:56小瓶子

回复 |  删除

我做证：杭州电信普通宽带和小区宽带访问网易博客的速度都是一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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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滨江一日游 2008-08-16 18:39:33

摘葡萄，富阳 2007-08-17 14:56:27

家里刚装网络 足球桌产生的影响  

2006-08-17 20:06:47 |  分类：  一般技术 |  标签： snm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SNMPv3 的文档规模SNMPv3 的文档规模

RFC2570-2575 共有多少行？下面的 UNIX 指令就是答案，18223 行：

$ wc -l rfc257[0-5].txt

  1291 rfc2570.txt

  3480 rfc2571.txt

  2467 rfc2572.txt

  4037 rfc2573.txt

  4818 rfc2574.txt

  2130 rfc2575.txt

 18223 总计

像 SNMP 这类复杂的技术一定要仔细地阅读原始文档，RFC257[0-5] 绝对是最具参考意义的，多

看一个字符就对这个协议加深一分理解。我喜欢这个工作，让我有时间研读文档，不必缠身于严格的

项目开发流程。实际上在我来到公司的半年里已经看了无数的这类文档，学会了好多东西。再过多少

年能达到adoal的知识面呢？应该不远了吧⋯⋯

阅读(1135)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家里刚装网络 足球桌产生的影响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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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2012-08-21 06:42fengchen1019

回复 |  删除

难道你技术强是因为 读文档时间 远远大于  写代码时间 ？

2006-08-18 12:53 冰河

回复 |  删除

ft...亏大了

2006-08-18 08:46sishen_freecity

回复 |  删除

其实...  这几个是属于obsoleted. obsoleted. 

你可以看341*, 是属于std的.你可以看341*, 是属于std的.

2006-08-17 17:53数据流

回复 |  删除

豆薯神人啊无限的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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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SNMPv3 的文档规模 终于明白 jsvc 的工作原理了  

2006-08-19 00:31:23 |  分类：  工作 |  标签： work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足球桌产生的影响足球桌产生的影响

刚刚第一次玩那个足球桌，跟 Mazha 玩了好多局。不过当我回到电脑前继续工作时发现，足球桌对

我的影响仍未消除：敲键盘的手变得僵硬起来，而且感觉终端上的块状光标像那个小足球一样跳来跳

去，一闭上眼就仿佛看到那个足球在眼前滚来滚去，令人心神不定。

玩这个东西太费精力，注意力必须保持高度集中，根本不是休息⋯⋯

阅读(976)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SNMPv3 的文档规模 终于明白 jsvc 的工作原理了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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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6-08-18 18:53小瓶子

回复 |  删除

二三十局。。。天哪，那得要多久啊

2006-08-18 18:47 冰河

回复 |  删除

也没多少局，二三十局吧，想必是我之前太累了的缘故。

2006-08-18 18:38Fish.NET

回复 |  删除

天。。。如此投入。。。你玩了多少局？

2006-08-18 18:36 冰河

回复 |  删除

等一下，那个块状光标其实不像足球，而是踢足球那个小人的方脚。换行的时候，光标跳动，球踢出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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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桌产生的影响 引用 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都在  

2006-08-19 01:00:23 |  分类：  一般技术 |  标签： java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终于明白 jsvc 的工作原理了终于明白 jsvc 的工作原理了博友可见

“做可执行程序难，做守护进程更难，做一个非 C/C++/Perl 的守护进程⋯⋯难！”

jsvc 是 Tomcat 推荐的系统级启动方式，用 jsvc 启动 Tomcat 需要下列脚本片段：

    $DAEMON_HOME/jsvc \

    -user $TOMCAT_USER \

    -home $JAVA_HOME \

    -Dcatalina.home=$CATALINA_HOME \

    -Dcatalina.base=$CATALINA_BASE \

    -Djava.io.tmpdir=$TMP_DIR \

    -wait 10 \

    -pidfile $PID_FILE \

    -outfile $CATALINA_HOME/logs/catalina.out \

    -errfile '&1' \

    $CATALINA_OPTS \

    -cp $CLASSPATH \

    org.apache.catalina.startup.Bootstrap

Debian 自带 jsvc 软件包：

 This is the native application for launching java applications implementing

 certain interfaces from the libcommons-daemon-java package as daemons.

 .

 This is a part of the Apache Jakarta Project.

 Home: <http://jakarta.apache.org/commons/daemon/>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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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论圆满的人生 2012-08-18 22:40:13

"People don't learn they don't change" 2008-08-19 17:19:44

和谐社会 + 三个代表 2007-08-19 04:48:3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问题的关键在于 jsvc 其实没有办法用来启动那些未实现 org.apache.commons.daemon 接口的

Java 服务程序，也就是 app-12 上目前使用的所有三个 Java 程序⋯⋯我走了不少弯路。那么现在

只能放弃这个方案了。

另一个备用方案是采用更为通用的 daemon 软件包：

Package: daemon

Description: turns other processes into daemons

 There are many tasks that need to be performed to correctly set up a

 daemon process. This can be tedious. Daemon performs these tasks for

 other processes. This is useful for writing daemons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C, C++ or Perl (e.g. /bin/sh, Java).

阅读(32)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足球桌产生的影响 引用 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都在  

2006-08-22 19:40 冰河

回复 |  删除

后一种方案确实更为优越，带有进程无故终止后自动启动的功能，已经应用在 blog 上了。现在 app-12 

上的三个 java 守护进程和 dfs 均用此方法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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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19 17:07Fish.NET

回复 |  删除

好像后一种方案方便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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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明白 jsvc 的工作原理了 终于可以在家里上网了  

2006-08-19 01:53:00 |  分类：  系统管理 |  标签： sa  网易  blog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引用 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都在引用 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都在

兆维机房的当家——刘恩亮——辞职了⋯⋯想我一个多月前去北京出差期间还多蒙这位仁兄的照顾，

网易博客的顺利上线跟兆维同事们的大力支持是绝对分不开的，没有他们的支持，我那些服务器不可

能顺利装上 Debian，进而被我极为顺手地管理的。

说实话，感觉网管部的工作吃力不讨好，守着几千万的资产，工作做好了没有任何人注意，偶尔做砸

了自然服务中断、多方责难。身为应用管理员又何尝不是如此： 费尽心力只为了让别人的工作成果能

正常运行，工作做到极致也就是图个一切正常，平平稳稳。荣誉当然是程序员们的，没人理解系统管

理员们的艰辛：硬件、网 络、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工具软件，样样都得非常熟悉，还要有体力搬服

务器、熬夜，还要细心不能出任何差错。广州的同事——网易社区前管理员achun，维护社区那些烂

服务一年即告病离职。我跟他就此事达成的共识是：精神压力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最大，没有精神压

力，光是熬熬夜不会死人的⋯⋯

难以想象一个人连续三年繁忙地工作在嘈杂的机房里，地处偏远郊区，没有明显地升职可能，还能心

态良好地工作下去。但是这样的工作岗位显然对于像网易这样的 互联网企业至关重要。我觉得公司高

层应当适当地关怀一下身处恶劣环境中的员工们了，多发些薪水，通过轮值多安排点儿休息时间，在

同一地点工作两三年内给予 升职或者转调之类的，可能会更好一些。

我当然对公司很满意，因为从理论上讲我并不是网易的正式员工，我还有离开公司、圆自己学术之梦

的机会，而且我几乎不做重复性劳动，工作时常有新意。但是想想那些把未来的生活绑定在公司的员

工们，尤其是辛勤的系统管理员和运维们，希望又从何处去寻？

引用

南非蜘蛛 的 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都在

  今天supereyes辞职了，中午12：53分给我发了一个手机短信，四个字"我辞职了"，心里有一

种奇怪的感觉。

  这个小鬼是我招进网易的，感情算比较深，他算是不爱说话，但是比较有思想，蔫坏那种人。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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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转载

上周看到他的blog写到"发完信后，鼻子酸楚，今天心情不会很好",就感到他可能要辞职了，难道

我和他有心里感应，这可不是什么好事，雅宁会不高兴的。记得5月左右他的msn有一个签名

是"有种想辞职的冲动"，感觉他可能要走了，最终还是走了。

  3年的网易网管生涯，有过苦，有过累，我想会让他一辈子回忆珍藏的，这里有一起扛过服务

器，一起熬夜，一起玩过，一起抢菜吃的兄弟姐妹们，有他偷拍过的衰衰(刘玮明)，他“喜

欢”的雅宁，有他尊敬的长辈我。

  离开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网易估计再努力，也就这样了，祝他未来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我

内心还是希望可以和他做同事，不希望他走，这就是矛盾吧。

 

Michelle/陈雅宁/8753 解构主义说:  (历史记录:08-14 16:33)

说真的，我觉得挺难过的

南非蜘蛛/窦喆/8333说: (历史记录:08-14 16:33)

me too

Michelle/陈雅宁/8753 解构主义说:  (历史记录:08-14 16:33)

咱们部门一共就这么几个人，还慢慢变少

南非蜘蛛/窦喆/8333说: (历史记录:08-14 16:45)

大哭

 

小子，你偷着乐去吧，这么多人舍不得你走。今天下班没有下雨，但是出现了彩虹，我想可能是

为你送行。

阅读(2888) |  评论(1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终于明白 jsvc 的工作原理了 终于可以在家里上网了  



21/08/18, 11:27  -  - 

Pagina 3 di 4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67191530202/

冰河

2014-09-02 10:09sery

回复 |  删除

其实任何职业都有厌倦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是在重复劳动。运维这个活吧，特殊性在于：保障年年月月

、朝朝暮暮、时时刻刻，似乎没有尽头！而别的工作，比如开发，项目总有结束之时；项目不成熟，可以

不上线。但故障来了，必须立即处理，压力之大，一般人没法想象。整个生活状态就处于随时待命的紧张

中。

在一些小的机构，如果系统稳定，一些鸟人就会嘀咕，运维那些人是不是多余的啊？一旦故障出现，又会

责怪运维都干什么啊，怎么会出故障呢？左右不是。

2012-08-21 06:44fengchen1019

回复 |  删除

精神压力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最大，没有精神压力，光是熬熬夜不会死人的⋯⋯  

2006-08-30 04:04阿珂

回复 |  删除

2006-08-25 06:51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还差我呢，该来的还有个没来

2006-08-22 07:35萝卜

回复 |  删除

所以做程序要多考虑容错性和自动恢复啊。。。让SA同志们能够轻松一点

2006-08-21 05:56匿名

回复 |  删除

小伙子太率直了

2006-08-20 14:22南非蜘蛛

回复 |  删除

网管组可以说是网易的核心之一，但是一直不受重视

2006-08-19 17:02Fish.NET

回复 |  删除

估计刚才的没有发送成功。。。

再次向SA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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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19 14:43 冰河

回复 |  删除

各位尤其是老大的一席话太温馨了⋯⋯我都不好意思了

2006-08-19 11:17cg

回复 |  删除

呵呵，说实在话，原先我也误认为系统管理员的工作的难度和重要性要低于程序设计人员。是冰河同志和

他率领的SA组的卓越工作纠正了我这一重大误解。SA组的工作也得到了网易杭州所有工作人员的一致好

评，套用小鸟的话说，冰河的工作让他真正了解系统管理真的是一门艺术，而非重复劳动。

因此，我再次声明，在网易杭州，系统管理员的重要性会得到我的始终如一的关注，也请SA组的各位兄弟

如果有什么困难能够及时跟我沟通。

再次向SA组的辛勤工作表示敬意。

2006-08-19 06:07Radiumce

回复 |  删除

我坚信没有优秀D系统管理员绝对出不了一个一千万人能使用的网络产品～～

2006-08-19 05:53数据流

回复 |  删除

管理员是很重要的。嗯 偶是新手管理员。现在工作全靠学长罩偶啊。

2006-08-19 01:18supereyes

回复 |  删除

谢谢兄弟，你说的没错，机房同事真的是很辛苦，希望以后能够多支持、多理解他们的工作。网易是一个

技术公司，这个在三大门户里是唯一一家。我们的技术人员是最好的，也都是最辛苦的，大家都要做好工

作的同时，关注自己的身体。Good L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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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论圆满的人生 2012-08-18 22:40:13

"People don't learn they don't change" 2008-08-19 17:19:44

和谐社会 + 三个代表 2007-08-19 04:48:3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引用 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都在 引用 集体fb回来  

2006-08-19 18:59:34 |  分类：  生活 |  标签： lif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终于可以在家里上网了终于可以在家里上网了

前所未有地奢侈⋯⋯

下午买了个无线宽带路由器和一些网络配件回家装网络，两个MM的房间带有网络插口的，直接接在

路由器上就好了，我的房间没插口只好用无线了。

幸好 Intel 这款 ipw3945 无线网卡有开源的驱动程序(向自由软件开发者们致敬!)，只要静下心来，

配置起来还是很顺利的。

在家中上网，直接SSH登录到公司里的Linux服务器，VNC登录到公司里的Windows办公电脑上

POPO和MSN⋯⋯太奢侈了。

阅读(1123)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引用 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都在 引用 集体fb回来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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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6-08-25 06:50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我家的无线路由器经常有问题。。。

不知道我家的163男怎么折腾的。。。

 

2006-08-20 14:20南非蜘蛛

回复 |  删除

可以上网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如果让加班就惨了

2006-08-20 01:23死了都要扛

回复 |  删除

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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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可以在家里上网了 早上的机房维护太顺利了  

2006-08-21 00:04:52 |  分类：  生活 |  标签： 乱七八糟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引用 集体fb回来引用 集体fb回来

这个礼拜天算是糟蹋了⋯⋯啥正经事也没干。学业事业未成哪有心情玩啊，再说也不是什么好玩的地

方⋯⋯

引用

数据流 的 集体fb回来

       今天公司组织fb活动。早上乘车某个度假村。自由活动的时候，每个人发了150m的娱乐

劵。看着3张50m的票子，偶就是不知道怎么花。看了一下所谓的游戏机，感觉都是年久失修的

老东西了。到处转悠了一下没有看到任何好玩的东西。倒是看到一帮人在那边很高兴的玩保龄

球。看着他们用球砸地板的声音，几乎有把地板洞穿的气势啊。不过偶去看到的几乎都是“双沟

大曲”。玩游戏机，看了一下，偶会玩的机器都挂了，偶不会玩的还有。真是郁闷啊。和

binghe同学一起玩游戏，偶貌似每挂2个，他才挂。果然是3角洲出身的人啊。今天在打乒乓和

壁球的时候，难得的看到了binghe同学为了击中球使出了传说中的“binghe拔刀术”。那时候

的binghe眼神严肃，仿佛一个绝代高手，结果没有击中球。。。。。。偶那个汗啊。想去钓

鱼，结果被告知要交100m的押金，偶直接无视tf。顺道去看卡丁车，结果只有1辆车可以跑。

又是被偶无视啊。

        在回来前的5分钟，偶突然发现自己还有50m没有花出去。结果为了将钱花完，买了2个

半的冰激凌和1包牛肉干。汗啊，价格是外面的3-5倍。果然是fb啊。

       最后偶到了公司自己的座位，吃着那包15m买来的牛肉干。看了一下偶今天唯一的成果－

－－－偶的打靶结果。6发左轮中了4发，2发不知道在哪里了 。不过中了一个10环 。感觉

在打靶的时候手上下晃动，结果3发在几乎同一直线上。要是偶臂力强悍就好了，至少3个10环

啊（yy ing～～～）。

阅读(1429)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终于可以在家里上网了 早上的机房维护太顺利了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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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2006-08-22 03:05B.E.

回复 |  删除

- -

2006-08-21 17:55 冰河

回复 |  删除

不过话又说回来，今晚的台球还是打得很开心的：sishen 的球技终于进一步证实了⋯⋯



21/08/18, 11:25 -  - 

Pagina 1 di 2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672374049302/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暑假结束 2009-08-23 17:42:0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引用 集体fb回来 工作上的简要计划  

2006-08-23 07:40:49 |  分类：  系统管理 |  标签： blog  sa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早上的机房维护太顺利了早上的机房维护太顺利了

操作员把blog所有服务器的网线都拔了然后重插，是一台一台做的。这期间我一直在访问blog系统，

完全感觉不到。分布式系统，有那么些意思了⋯⋯

阅读(1967)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引用 集体fb回来 工作上的简要计划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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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25 15:32明天

回复 |  删除

2006-08-24 15:38萝卜

回复 |  删除

2006-08-24 11:44B.E.

回复 |  删除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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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暑假结束 2009-08-23 17:42:0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早上的机房维护太顺利了 机械零件的设计、生产和装配  

2006-08-23 23:44:11 |  分类：  工作 |  标签： work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工作上的简要计划工作上的简要计划博友可见

随着blog系统启动脚本的基本完成(ddb除外，不部署新版本就不理他们了^_^)，接下来的工作计划也

有了：

1. 日志收集(包括记录附加的时间戳以便帮助确定java异常的抛出时间)(metalog|syslog-

ng|sendmail + postgresql)

2. 基于SNMPv3 inform的服务器事件通知系统(net-snmp 5.3)

3. 基于DocBook XML的系统管理文档模板 (docbook2x, fop)

4. 网易企业 MIB 定义，用于规范未来各内部项目的SNMP OIDs

5. 定制更加节省通信量和服务器负载的基于代理的SNMPv3管理端 (目标：每服务器一个UDP包，串

行获取)

6. Kerberos, AFS, ...

结论：想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就得付出沉重的代价⋯⋯and I love standards...

阅读(21)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早上的机房维护太顺利了 机械零件的设计、生产和装配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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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6-11-07 05:54 冰河

回复 |  删除

回顾一下，实际上到目前为止，除了第5项(SNMP)尚未成形，第2项(INFORM)在进行中尚未完成以外，

其他提到的计划都已经顺利或不顺利的完工 了。但是看起来没啥发Paper的价值，用的都是现有技术，唯

一的一点点创造性工作就是把这些前人分别开发的技术组合起来用于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2006-08-24 17:08 冰河

回复 |  删除

这些工作代表SA组的研究方向，我负责划道，然后兄弟们一起帮忙走

2006-08-24 15:37萝卜

回复 |  删除

冰河你把这些工作弄得细致一点就能在OSDI上发paper了

今天看了 OSDI'06的一篇paper也就讲怎么从各个机器上收集信息来着

2006-08-24 11:20lxhzju

回复 |  删除

跟你比，好像我比较闲唉

2006-08-24 09:44数据流

回复 |  删除

对于3，偶的目标是能用emacs的muse写doc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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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的简要计划 观电影《倒塌的大厦》有感  

2006-08-26 18:07:23 |  分类：  工作 |  标签： sa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机械零件的设计、生产和装配机械零件的设计、生产和装配

我本科是学化工机械设计的，其中机械部分我是班里学得最好的几个同学之一，可以说精通全套机械

设计流程。制图水平也是一流的，尤其是传统的纸上制图⋯⋯

机械的设计过程可以粗略地分为设计、零部件生产和零部件组装三部分，分别由设计人员和各种技工

来完成。设计人员大都来自大学，对零部件的生产过程的了解仅限于金工实习课程，参加工作以后往

往还需要大量的生产实践尤其是跟底层的技工师傅们多多交流才能设计出便于加工，高性能的机械；

而各种技工往往出身技校，以高中或者中专学历为主。车、锻、铣、刨、磨、钻、铸等各种典型机床

都有相应的专门技工来操作，唯有钳工是不直接操作机床，而是负责最后的零件装配的(顾名思议：手

拿一把钳子就够了)。

钳工虽然不操作机床，但是行业内对钳工的技术要求是最高的。记得上机械设计课时老师讲钳工的产

生过程：首先要跟着一个钳工师傅学三年手艺，出师一年以后参加钳工资格考试，考试通过后即为钳

工一级。钳工总共分八级，每级都有明确的工作年限和水平要求。机械老师说，10多年前整个杭州就

只有杭州锅炉厂的一个八级钳工⋯⋯八级钳工的考试内容是在限定时间内手工用锉刀磨一根蜗杆：所

谓蜗杆是一种把转动转化为平动的轴状零件，其表面是一个复杂的螺旋形曲面，就跟油杂麻花差不

多。这种东西纯手工制作的话想达到能用的精度绝对是我无法想象的。由此可见钳工的技术水平要求

之高。

有时往往出现这种情况：设计人员设计出来的零件图纸，生产人员没法加工。这个完全可以理解的，

比如说你想在零件的一个小孔的内壁里再挖一个坑，采用常规方法肯定死也挖不出来的。还有一种情

况就是每个零件都生产出来了，但是钳工根本装不上。下面这个故事是我假想出来的：

钳工：请问这个轴应该装在哪里？

设计员：装在当前位置。

钳工：⋯⋯

当然，在有明确装配图的情况下上述对话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下述对话就很实际了：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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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启程 2014-08-25 18:08:28

低谷 2012-08-26 17:20:55

Apple MacBook Pro 硬件升级 2007-08-26 07:08:2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转载

管理员：请问这些配置文件我应该放在哪个目录下才能让你的程序正确加载？

程序员：放在当前目录下就行了。

管理员：⋯⋯

阅读(1524)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工作上的简要计划 观电影《倒塌的大厦》有感  

2008-09-08 15:57tanghuagui@yeah

回复 |  删除

我想到了一款在服装方面的机器。但是不知道怎样设计，怎样才可以生产出来，有朋友能帮我吗？

2006-09-02 10:09如月音流

回复 |  删除

严重支持！！！

偶也是机械的，深有同感~

2006-09-01 12:02米色书虫

回复 |  删除

不错啊，这也能行！PF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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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27 16:14Fish.NET

回复 |  删除

仰慕！

ps:这些图纸让我想起了大一的时候的机械制图课。。。

2006-08-27 09:36lxhzju

回复 |  删除

orz,学化工竟然最后当系统管理员，ym得一塌糊涂啊，想起偶的老板，当年是精密仪器的博士，结果现在

是cs最强的程序员了，唉......

2006-08-27 07:34萝卜

回复 |  删除

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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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机械零件的设计、生产和装配 考研的季节又到了⋯⋯  

2006-08-27 16:47:47 |  分类：  生活 |  标签： film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观电影《倒塌的大厦》有感观电影《倒塌的大厦》有感

在家里看电视，偶然看了完整的一部电影《倒塌的大厦》，深有感悟⋯⋯

影片讲述美国安然公司倒闭的全过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安然公司的新员工，“4年大学，3年商学

院，读了上千本书”终于能够应聘到安然公司，跟其他许许多多优秀的人在一起工作。他凭借自己的

能力，很快事业上有所发展，并做成了他所在的破产部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生意。事业成功的同时让

他的资金也有了保障，他将原本计划的普通婚礼大幅升级，又买了分期付款的汽车，家电和奢侈品。

女朋友的忧虑他也完全不放在心上。随着安然伪造合伙人掩盖资产负债的真相逐渐暴露出来，安然的

股票从60美元不断下跌，直到0.4美元时所有员工才被解雇。然后他的一切都没了，多年的积蓄包括

女朋友上学的钱和分期付款未到期的所有奢侈品。幸运的是，他和女朋友最后结婚了，他认为自己还

是幸运的。

这个电影给我的启示：

“只有权力才可以考验一个人的人格”——电影里的描述安然领导层的话，当你手中的权力足

以让你可以牺牲许多人的利益来换取自己的利益时，你还能保持正直吗？而且，永远无法事先

知道自己所在公司里是否有这样的蛀虫。

按照郎咸平的说法，信用就是未来的现金流，在无法“精确地”确保未来的现金流时，使用未

来的现金流就必须谨慎。

不能过于依赖公司。确定一个人是否过于依赖公司的方法是这样：当你被突然解雇以后你觉得

你都失去了什么？如果你只失去了接下来每月的薪水那就不算什么了，否则⋯⋯

[从男人的角度]永远不要忽视家人，女朋友(或者妻子)的看法，她们可能看得更清楚。尤其是如

果当你觉得你在做一件让她幸福的事却得到她的反对意见时。

[从女人的角度]当你的爱人做错了事导致即将一无所有时，如果他真的知道错了，就给他一次机

会，让他至少还拥有你(从而也就有了改正错误继续生活的信心)。

不要成为工作狂，否则你的朋友和家人迟早都会离开你。

阅读(1813)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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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机械零件的设计、生产和装配 考研的季节又到了⋯⋯  

2014-10-20 11:31yanxu_online

回复 |  删除

jim carrey的《新抢钱夫妻 》（英文名《Fun with Dick and Jane》）也是类似的题材，而且比较夸张搞

笑

2009-06-15 17:45 冰河

回复 |  删除

真诚往来合作共赢

你好， 问下这部电影你是从哪里看得？我怎么在网上没找到下载地址，谢谢

不好意思，我是在电视上看的，CCTV-6 或者 8 ⋯⋯

2009-06-15 12:58真诚往来合作共赢

回复 |  删除

你好， 问下这部电影你是从哪里看得？我怎么在网上没找到下载地址，谢谢

2006-08-28 19:04 冰河

回复 |  删除

我生活的乐趣是在解决温饱的前提下学习前人的知识，探索未知的领域，谢谢。

2006-08-28 17:51jack

回复 |  删除

你不觉得生活因为有风险所以才有乐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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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28 11:55jewelz

回复 |  删除

跟风过来仰慕binghe

2006-08-27 16:12Fish.NET

回复 |  删除

你的启发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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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观电影《倒塌的大厦》有感 会思考的机器  

2006-08-29 01:21:27 |  分类：  学习 |  标签： kaoyan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考研的季节又到了⋯⋯考研的季节又到了⋯⋯

9月份正式开始考研复习，此后每天都要抽出时间看相关书籍了，我想以目前的工作繁忙程度，三个

小时都很难保证了，反正尽量吧。

英语和政治我已经学成了 数学和专业课准备从头再过一遍。我相信昨天从china-pub上订购的菲赫

金哥尔茨的三卷本《微积分学教程》一定是个良好的开始(感谢网易让我花得起这份钱)，去年买的R.

柯朗和F.约翰的《微积分和数据分析引论》也有其独到之处。美中不足的是关于概率论和高等代数的

好教材还不太清楚，也不太有兴趣，但这恰恰是我的薄弱环节。多年以来，凡是我感兴趣的领域没有

学得不好的，反之就差了许多，性格所致吧⋯⋯

Q: “你为什么一定要考研？”

A: “我想得到CS学生的身份，并且有机会进入学术领域”

Q: 学术？你的研究方向？

A: 还不太清楚，不过也许AI跟Lisp更接近，我想我会感兴趣的⋯⋯

Q: 在公司里一样可以搞学术呀！

A: 但是永远是个本科毕业生，只能拿本科级别的薪水⋯⋯

Q: 那假如你读完研了，然后的计划？

A: 也许争取继续深造吧，比如说去国外，不过我英语很烂难度太大了(上面所谓英语学成仅指60分以

上)

Q: 你走了，那些服务器怎么办？

A: 我会安排好后事的，也许我可以写一个AI程序帮我管理吧

Q: ⋯⋯

阅读(1875) |  评论(2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观电影《倒塌的大厦》有感 会思考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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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Steel-Bank Common Lisp 1.0.9 2007-08-29 07:31:2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2006-11-16 06:55匿名

回复 |  删除

88ID:alphacad,这个人或许有吧，此人长期在88二手书市贩卖所谓前苏联经典数学教材，他上次所列书目

中有这本 格捏坚科 的 概率论教程，但此人要价奇高，而且奸商的嫌疑很大，如果binghe哥哥真的有意向

他购买，切莫和他网上交易汇款，而且这个人好像就住在求是村附近一带，可以约他出来一手交钱一手交

货：） 我的个人意见吧，考研数学并不是很难，轻装上阵一鼓作气就行，要用上菲赫金戈尔茨的微积分学

教程、格捏坚科 的 概率论教程真有牛刀杀鸡之嫌，概率有一本挺好的，龚兆仁编写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辅导讲义》，200页左右吧，看过之后有脱胎换骨融会贯通的感觉。 抬头看我的书架，有斯米尔诺夫的《

高等数学教程》，菲赫金戈尔茨的《微积分学教程》，柯朗的《微积分和数学分析引论》，所以我看到你

的这篇日志很有同感－－对于感兴趣的总想要追求完美极致。事实上这些书离我所学专业的需要已经很远

了，但我还是有空就翻看。尤其是对于学习computer science 这样的工科学生，保持良好的数学修养尤

为重要，这些经典教材就是最好的选择，毕竟计算机最核心的部分其实就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一家之言，

仅供参考：） 待来日，binghe哥哥真的走上了学术这条正道，再好好利用这些经典教材，作为理论储备和

数学修养不是更好么。加油，坚持你的梦想，和最初时一样！ ----------再次路过，乙。

2006-11-12 10:24 冰河

回复 |  删除

to路人乙:兄台，这本书哪里能买到呀，网上找了一圈没找到⋯⋯

2006-11-12 08:34路人乙

回复 |  删除

格捏坚科的概率论教程－－经典的

顺便感慨一下binghe 真的很执着，并且执着得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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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31 08:10AyanamiRei

回复 |  删除

祝福。

不过你的能力已经摆在大家眼前了，不必太过拘泥于学历，并不是只有在学校才能学习的，特别是对于你

这么勤奋的人。

 

看到你桌上那么多计算机、数学的书，真是让我汗颜啊。

2006-08-31 07:05163blogger

回复 |  删除

强的，祝福，考计算机系吗？

2006-08-31 06:00匿名

回复 |  删除

谁说那不是马，恩????

2006-08-30 20:51阿珂

回复 |  删除

收入之差在很多地方如此，但很多地方不尽然。。。

前者就不说了，后者信手拈个例子：dl和cg吧，一个本科一个博士，学历和收入都是差别巨大，可惜是反

比。

我觉得读研究生最重要的不在于获取知识，而是在于给自己一个再次经历的机会，二是能够认识更多优秀

的的老师，认识更多宝贵的同学朋友。

ps：据说从明年开始，研究生全部自费。

2006-08-30 12:26sishen_freecity

回复 |  删除

悬.... -_-#   

我闪....

2006-08-30 12:12小瓶子

回复 |  删除

能力比学历重要得多啊，不过爱学习总是好滴

2006-08-30 11:42cg

回复 |  删除

谁说本科毕业生，只能拿本科级别的薪水？

2006-08-30 11:39小鸟！！

回复 |  删除

强。。

2006-08-30 06:43萝卜

回复 |  删除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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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30 05:17micry

回复 |  删除

-_-

2006-08-29 15:28supereyes

回复 |  删除

不过研究生白吃的也太多了，什么都不会！哪里像咱们冰兄弟

就目前国内状况，要我说能力比学历重要的多

2006-08-29 13:28lxhzju

回复 |  删除

浙大的AI似乎已经没落了，如果你这么喜欢lisp，你可以考虑学习编译吧，毕竟编译器的 实现环节上，一

般都离不开lisp

2006-08-29 07:23supereyes

回复 |  删除

明白了，走了果然正确

谁叫咱不努力呢

2006-08-29 07:11匿名

回复 |  删除

to suppereyes: 现在好像没有说什么学历薪水吧？<- 虽然敏感，还是回答一下:有的

to binghe: 让公司出钱给你考研，读书吧

2006-08-29 07:04亘

回复 |  删除

考研；又让我想起这陌生而又熟悉的话题。

说它陌生是因为我因经费落空，在快要到终点站时不得不放弃。

说它熟悉是因为我在那条路上奔跑了两三年。

2006-08-29 06:04小鸟！！

回复 |  删除

寒最后两句话。。。

2006-08-29 04:27Fish.NET

回复 |  删除

加油！专业课你一定没问题，数学加把劲就成了！

2006-08-29 04:27supereyes

回复 |  删除

现在都想好后事了...

现在好像没有说什么学历薪水吧？但可能会对你的职位竞争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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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29 03:27lgm826

回复 |  删除

英语和政治竟然学成了，不得不佩服一个～

专业课相信问题根本不存在

提前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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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考研的季节又到了⋯⋯ 又一个充实的周末诞生了⋯⋯  

2006-08-30 23:52:01 |  分类：  工作 |  标签： work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会思考的机器会思考的机器

最近两天脑力劳动偏少，感觉思维都有些迟钝了。手头还有一眼望不到边的未完成任务，在家里简要

休息一下然后明天继续奋战吧⋯⋯

微积分真是一门高深莫测的数学理论，当然如果只看浙大本科微积分教材的话是绝对感觉不到这一点

的。我为自己能找到这个领域最好的教材感到高兴。我比较喜欢用“精致”来描述一个复杂而又不失

优美的系统，目前可以配得上“精致”之称的包括下列事物：

* [数学] 微积分和数学分析理论

* [软件] GNU cfengine (已部署在blog上)

* [语言] Common Lisp (not Scheme and others)

* [软件] LispWorks

* [软件] Andrew File System(AFS)

* [硬件] 苹果电脑

家中有两位MM，一点儿也不孤独了。在公司里连续呆上两天后，本来回家的路上已经昏昏欲睡了，

但是回到家以后洗个澡、随便看会儿电视、吃点儿零食后又不想睡了，靠在床上顿时文思泉涌⋯⋯

我是个不合格的板主，不过好在假期尚未结束，开学后必须要给 CompLang 写点儿技术帖了⋯⋯

网易相册服务器维护工作的接手对我来说是件好事，相册的规模比较大了，如果还是一台台登录上去

管理的话就要被同行笑话了，好在全套的省力解决方案就摆在那里。基于NFS的整套系统虽然似乎运

转得比网易社区好一些，但是对硬件的损耗和对网络稳定性的依赖必然都是巨大的。我不会放弃对

AFS的追求，问题只在时间和精力的分配上。设想一个平滑而考虑周全的NFS->AFS解决方案，能变

废为宝，给相册系统重新注入活力，让多达数百T的文件和数百台节点融合成一个带有SCSI缓存的海

量SATA远程共享目录，成为dfs后备的blog相册集群，也未尝不是一件美事⋯⋯

阅读(1248)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1/08/18, 11:22 -  - 

Pagina 2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673011521430/

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转载

考研的季节又到了⋯⋯ 又一个充实的周末诞生了⋯⋯  

2006-09-03 09:21phixcoco

回复 |  删除

加油,binghe同志^-^

2006-08-31 18:29B.E.

回复 |  删除

我也看不明白。。

2006-08-31 08:13AyanamiRei

回复 |  删除

踩一下lxh，不过我也没看明白⋯⋯

 

Complang更像一个老鸟们的聚会场所⋯⋯嘻嘻

2006-08-31 07:42lxhzju

回复 |  删除

“家中有两位MM，一点儿也不孤独了。” ，看来偶的rp有问题，第一次看到就......

2006-08-30 20:42阿珂

回复 |  删除

我比较喜欢用“精致”来描述一个复杂而又不失优美的系统，目前可以配得上“精致”之称的包括下列事

物：

那不是还有你自己－－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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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LIM 0.9.5 Released 2007-09-03 04: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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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会思考的机器 又见Linux发行版之争⋯⋯  

2006-09-03 15:17:19 |  分类：  工作 |  标签： blog  网易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又一个充实的周末诞生了⋯⋯又一个充实的周末诞生了⋯⋯

本不想做全职流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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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9-06 04:55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我就是当时不爱打游戏，所以没报cs，555

后来发现编程好好玩啊，晚了

2006-09-04 16:51芥

回复 |  删除

nod nod, 我打算偷师一下binghe, 也不奢望能有binghe几成功力了, 就学上个一两招,足够骗mm就可以了

  

2006-09-04 06:45深蓝

回复 |  删除

晕啊，这些事情都该是最专业的人士才能做的，我想做，可惜还不够资格啊。

我考大学前，我认为cs就是学习打电脑游戏的，我要成为电脑游戏的专业人士，所以决定学习cs；

现在我才发现，电脑游戏是谁都能打的，程序也是很多人会编的，要成为cs的专业人士，关键在于能够在

电脑的命令行窗口面前敲出一大堆别人看不懂的命令，这个才是CS的精髓啊， 可惜，俺现在才领悟到，

真是后知后觉啊。

你想想看，你在很多mm面前演示，敲些复杂的命令，然后让她们看着满屏字符在翻滚，她们还不崇拜死

你啊。

2006-09-04 04:05 冰河

回复 |  删除

呵呵，博士您把dfs代码搞定就行了，其他一些低等下人的事情我来做

2006-09-04 03:57深蓝

回复 |  删除

看来自己系统维护经验太少了，见不多，识不广，碰到点小问题就发慌，

2006-09-03 11:29深蓝

回复 |  删除

全职也不该周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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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9-04 23:14:44 |  分类：  工作 |  标签： linux  sa  |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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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Linux发行版之争⋯⋯又见Linux发行版之争⋯⋯

今天上午我很生气。

我一向认为，一个优秀的系统管理员，不但要有高超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要有职业操

守，要为人正直。我一直是这样要求我自己的，也以同样的标准要求手下的兄弟们。系统管理员是一

个靠网络服务吃饭的公司最底层的环节，系统管理的优劣直接决定了公司财富来源的网络基础设施能

否良好运转。因此公司在雇佣系统管理员在确保技术优秀的同时也要同样看重其人格修养。我随便举

几个例子以说明一个缺乏职业操守的系统管理员可能做什么：A.运用互联网上的公司服务器资产为个

人利益服务；B.偷看用户存放在服务器中的隐私数据，例如邮件；C.采购设备时采取暗箱操作以谋取

个人利益。

当然今天的事情没这么严重，有人因为无法满足本地应用在比较新的采购设备上安装Debian系统的

需求而希望我同意改装更容易安装的RedHat AS。

对于这件事，我谈谈我的逻辑：

首先，应该由谁来决定服务器采用什么硬件、软件。

我的观点是，硬件是由公司直接负责出钱的高层人士根据公司采购能力和对某些硬件的应用历史来决

定的，然后根据具体应用的需求做少许调整，这件事我作为底层应用管理员职位低微，绝对是没有任

何发言权的，我能做的只是反馈在使用已采购的硬件中遇到的故障和各种兼容性问题。软件，基本上

也就是操作系统。在不增加公司的花销并且没有明确证据能影响服务器性能的前提下，应该由应用管

理员来决定。如果负责服务器初始安装的网管部门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满足应用的需求，这是另外一回

事。

其次，对于采用商业RedHat AS操作系统，也就是购买了每服务器license(注意，是每台服务器一个

license而不是每公司一个单服务器license)的RedHat系统的看法。

字号

用易信  “扫一扫”

将文章分享到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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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我的观点是，完全没有必要。RedHat公司的商业服务器操作系统不符合我们公司的利益，RedHat

商业系统是给几乎完全不会用Linux也没有像样的系统管理员的企业使用的，它的特点是价格贵

($1499/server)，但是服务周到，尽管性能未必比那些不花钱的Linux好。采用商业Linux的一个保

障是当你遇到服务器的任何紧急情况以后可以立即得到发行商的维护服务，如果因为操作系统本身的

故障导致任何损失还有权要求索赔。问题是，我是高级系统管理员，我有能力处理我所管理的服务器

中的任何操作系统级故障，如果把我的技术和经验按照RedHat公司的商业标准定价的话，我相信我

的身价公司未必雇得起！

其次，对于采用免费Linux操作系统的看法。

我的观点，在没有明确的性能和稳定性证明的前提下，应该选择应用管理员最熟悉的操作系统和最容

易管理和维护的操作系统。

我比较熟悉Debian是真的，我说我不太熟悉RedHat AS也是真的，但是有的人可能误解了我的意

思。我说我熟悉Debian是说我可以熟悉到Debian系统里的每一个文件，所有关于这个操作系统如何

运作的细节我完全了解，因此管理这样的系统可以说是毫无悬念。我说我不熟悉RedHat AS就是相

对Debian的熟悉程度说的，不要误解了我的意思，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是这个道理。

免费的RedHat AS不提供升级服务(30天的免费升级服务倒是有的)；免费的RedHat AS4只提供预

编译的打过严重RedHat商业补丁的2.6.9内核，没有便利的途径升级内核，系统附带的应用程序版本

过低，并且数量太少，完全无法满足我的系统管理需求；升级到较新的内核便无法打上RedHat为

2.6.9定制的商业补丁，只能直接编译从kernel.org下载的内核，这样的结果是丧失了采用RedHat

AS的意义，实际上RedHat是不建议用户自行定制内核的，如果特别需要的话可以请RedHat帮你定

制一个；RedHat默认内核不支持reiserfs,xfs,jfs等文件系统，只支持ext3；RedHat AS默认内核里

没有打开SATA磁盘的DMA支持，直接导致在HP DL140服务器上极低的磁盘IO性能；Redhat AS

不支持SATA硬盘的SCSI接口，不支持udev(kernel>=2.6.15)⋯⋯

凡是RedHat AS没有的，Debian都有！由于管理RedHat AS系统的工作量比管理Debian系统几乎

大10倍，我不想浪费公司发薪的宝贵人力资源与这种无聊的事情上，所以我在技术上坚持采用

Debian。

最后，对于采用免费的RedHat AS但是给众多服务器只买一个license的看法。

简直是不知羞耻！这种话竟然从(此处删去若干字)某人口里说出？！这跟公然叫嚣使用盗版软件有区

别吗？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做出这种事，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在我的治下是不允许的，我宁可丢掉饭碗

也不会同意这种事！今天我给老大一个面子，稍后想尽一切办法我也要把这批服务器改回来。

盗版Windows可耻，盗版Linux更是可耻中的可耻！

阅读(2670) |  评论(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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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到来前的阶段性总结，暨 2010 年第三阶段的开始 2010-09-04 16:48:05

《国富论》 2007-09-04 17: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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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评论

2012-09-04 14:29sillyousu

回复 |  删除

比起Lisp，你在*NIX的技术也是超一流的。很想知道你学习 *NIX 的经历。但是博客里面好像没有怎么提

到。

2012-09-04 17:57 冰河 回复 sillyousu

回复 |  删除

Linux 的学习是在大学期间完成的，那时还没有网易博客呢；后来在网易期间学了 Solaris，博客

上有所提及，大概 07 年的时候。

2007-07-26 16:02小虫

回复 |  删除

支持debian，呵呵，apt很方便，自己做个源。想手动编译也很方便，一些小软件apt-get安装。

2006-09-10 09:35superstringsdyson

回复 |  删除

学习binghe的正直;

2006-09-06 18:24balak

回复 |  删除

为人正直不错，但也要外圆而内方

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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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9-06 05:30

回复 |  删除

Orz

2006-09-05 13:54supereyes

回复 |  删除

支持兄弟一把！果然是技术人员的思维方式！保持下去

2006-09-05 09:20 冰河

回复 |  删除

更正一下，RedHat AS实际上是支持udev(一种动态管理/dev目录的工具)，但是由于内核版本不够，只

能使用一个很低的版本。

2006-09-05 04:16jack

回复 |  删除

binghe少安毋躁，关于抵制盗版，支持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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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Linux发行版之争⋯⋯ 今天是个好日子  

2006-09-05 15:37:20 |  分类：  一般技术 |  标签： debian  dell  linux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Debian 对 DELL PowerEdge 1950/2950 的支持Debian 对 DELL PowerEdge 1950/2950 的支持

DELL PowerEdge 1950/2950 服务器采用了 DELL 第九代存储设备: SAS (Serial-Attached

SCSI), 但是直接跟 Linux 系统打交道的实际上是其阵列控制器：Dell PowerEdge Expandable

RAID controller 5(PERC 5)。另外，DELL 1950/2950 不再标配 Intel 千兆网卡，而是跟 HP 一

样采用了 Broadcom 芯片的千兆网卡。

一般而言，对一款服务器的支持，主要在存储设备和网卡上。而发行版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对标准的

Linux内核打了不同的补丁，各发行版之间在支持的硬件列表上有所区别的主要原因是默认的内核版

本不同，通常而言默认代高版本内核的发行版自然比默认带低版本内核的发行版支持的设备更多。但

是如果发行版对低版本

Linux 内核打上了来自高版本内核或者自行编写的补丁，就可以支持更多的设备。

Linux内核对 DELL 这两款服务器支持其实体现在两个内核模块上：

1. 磁盘阵列控制器 megaraid_sas (LSI Logic MegaRAID SAS Driver)

2. 网卡 bnx2 (Broadcom NetXtreme II BCM5706/5708 Driver)

RedHat AS 4使用的是RedHat打过严重补丁的2.6.9内核，查看这两个内核模块的信息如下：

filename:       /lib/modules/2.6.9-

34.ELsmp/kernel/drivers/scsi/megaraid/megaraid_sas.ko

description:    LSI Logic MegaRAID SAS Driver

author:         sreenivas.bagalkote@lsil.com

version:        00.00.02.00 81A841D4D5A7CBB3F335666

license:        GPL

alias:          pci:v00001028d00000015sv*sd*bc*sc*i*

alias:          pci:v00001000d00000411sv*sd*bc*sc*i*

depends:        scsi_mod

vermagic:       2.6.9-34.ELsmp SMP gcc-3.4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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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name:       /lib/modules/2.6.9-

34.ELsmp/kernel/drivers/scsi/megaraid/megaraid_sas.ko

description:    LSI Logic MegaRAID SAS Driver

author:         sreenivas.bagalkote@lsil.com

version:        00.00.02.00 81A841D4D5A7CBB3F335666

license:        GPL

alias:          pci:v00001028d00000015sv*sd*bc*sc*i*

alias:          pci:v00001000d00000411sv*sd*bc*sc*i*

depends:        scsi_mod

vermagic:       2.6.9-34.ELsmp SMP gcc-3.4

filename:       /lib/modules/2.6.9-34.ELsmp/kernel/drivers/net/bnx2.ko

parm:           disable_msi:Disable Message Signaled Interrupt (MSI)

version:        1.4.30 42FDF42CB54567925D022D0

license:        GPL

description:    Broadcom NetXtreme II BCM5706/5708 Driver

author:         Michael Chan <mchan@broadcom.com>

alias:          pci:v000014E4d000016ACsv*sd*bc*sc*i*

alias:          pci:v000014E4d000016AAsv*sd*bc*sc*i*

alias:          pci:v000014E4d000016AAsv0000103Csd00003102bc*sc*i*

alias:          pci:v000014E4d0000164Csv*sd*bc*sc*i*

alias:          pci:v000014E4d0000164Asv*sd*bc*sc*i*

alias:          pci:v000014E4d0000164Asv0000103Csd00003106bc*sc*i*

alias:          pci:v000014E4d0000164Asv0000103Csd00003101bc*sc*i*

depends:        

vermagic:       2.6.9-34.ELsmp SMP gcc-3.4

然后我们来看看 Debian etch 默认的 2.6.16 内核中这两个模块的描述信息：

filename:       /lib/modules/2.6.16-2-amd64-k8-

smp/kernel/drivers/scsi/megaraid/megaraid_sas.ko

description:    LSI Logic MegaRAID SAS Driver

author:         sreenivas.bagalkote@lsil.com

version:        00.00.02.04

license:        GPL

srcversion:     A3C4CDA01311A70058769E9

alias:          pci:v00001028d00000015sv*sd*bc*sc*i*

alias:          pci:v00001000d00000060sv*sd*bc*sc*i*

alias:          pci:v00001000d00000411sv*sd*bc*sc*i*

depends:        scsi_mod

vermagic:       2.6.16-2-amd64-k8-smp SMP gcc-4.0

filename:       /lib/modules/2.6.16-2-amd64-k8-smp/kernel/drivers/net/bnx2.ko

version:        1.4.31

license:        GPL

description:    Broadcom NetXtreme II BCM5706/5708 Driver

author:         Michael Chan <mchan@broad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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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规划 2009-09-05 10:07:51

交友不慎 2008-09-05 13: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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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转载

srcversion:     E70D1EF4482674DE649B19D

alias:          pci:v000014E4d000016ACsv*sd*bc*sc*i*

alias:          pci:v000014E4d000016AAsv*sd*bc*sc*i*

alias:          pci:v000014E4d000016AAsv0000103Csd00003102bc*sc*i*

alias:          pci:v000014E4d0000164Csv*sd*bc*sc*i*

alias:          pci:v000014E4d0000164Asv*sd*bc*sc*i*

alias:          pci:v000014E4d0000164Asv0000103Csd00003106bc*sc*i*

alias:          pci:v000014E4d0000164Asv0000103Csd00003101bc*sc*i*

depends:

vermagic:       2.6.16-2-amd64-k8-smp SMP gcc-4.0

parm:           disable_msi:Disable Message Signaled Interrupt (MSI) (int)

对比一下每个模块的版本号：

megaraid_sas: 00.00.02.00(RedHat AS), 00.00.02.04(Debian)

bnx2: 1.4.30(RedHat AS), 1.4.31(Debian)

Debian etch 默认内核中这些模块的版本均比 RedHat AS 高！我想我很有理由可以说

Debian(etch) 对这款设备的支持比 RedHat AS 更好。

阅读(2816)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又见Linux发行版之争⋯⋯ 今天是个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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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1-23 04:24

回复 |  删除

要离开这里了，和你告个别，顺便告诉你个好消息，这里可以买到返乡火车票哦，http:/

/www.chinaniwota.com

2006-09-05 14:30 冰河

回复 |  删除

赞！原来FreeBSD都支持了，顺便bs一下RedHat AS。

2006-09-05 10:19数据流

回复 |  删除

在freebsd6.1下默认内核包含

> cat /usr/src/sys/i386/conf/GENERIC|grep LSI

device          mpt             # LSI-Logic MPT-Fusion

device          mfi             # LSI MegaRAID SAS

device          kue             # Kawasaki LSI USB Ethernet

> cat /usr/src/sys/i386/conf/GENERIC | grep Broadcom

device          bce             # Broadcom BCM5706/BCM5708 Gigabit Ethernet

device          bfe             # Broadcom BCM440x 10/100 Ethernet

device          bge             # Broadcom BCM570xx Gigabit Ethernet

呵呵 看上去直接支持了。哈哈 偶还以为不支持。直接说模块名字就好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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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职业规划 2009-09-05 10:07:51

Debian 对 DELL PowerEdge 1950/2950 的支持 远程给服务器换操作系统的思路  

2006-09-05 22:06:09 |  分类：  生活 |  标签： lif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今天是个好日子今天是个好日子

早上一觉睡到11:00(3:00开始睡的)，然后家里一个MM给我做了午饭(当然我也有贡献，例如炒鸡

蛋)，难得在家里吃一次米饭，很爽⋯⋯

吃饭的时候接到来自北京网管组的电话，说POPO的服务器们安装RedHat AS成功了，让我登上去试

一下，我等上去检查了一下，发现网管组在安装RedHat AS方面还是有一定造诣的，至少是全部自

动安装的然后用脚本加用户加公钥的。

13:00多坐公交车到公司开始一天的工作，本来今天的目标是搞定日志收集系统，不过连续被来自各

方的需求打断，不得不分身处理各种杂务。幸运的是，目前还没发现什么需求是处理不了的。当然，

很大程度得益于SA组三位兄弟的帮忙。我发现我在多线程工作状态难以集中精力研究过于精细的问

题，而且说到写程序，kghost比我强不少，所以一个重要的perl脚本请他帮忙写了。

晚饭时间去玉泉校区拿换洗的衣裳，顺便找读研中的好友一起去留食吃晚饭。饭后回到公司继续配置

日志收集系统。干到20:30以后发现竟然没人过来找我了?! 这个时段啥需求也没有倒是件很奇怪的事

情，我反复确认了一下，张兴海没来找我询问WebPOPO服务器的事情、周森也不见了、前台组也不

发版本了⋯⋯于是我决定立即逃回家，静下心来争取明天之前搞定所有日志。

UNIX syslog 子系统别看它不起眼，但是配置起来绝对是个精致的活儿，/etc/syslog-ng/syslog-

ng.conf竟然有三百多行⋯⋯可是我喜欢

阅读(1143) |  评论(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Debian 对 DELL PowerEdge 1950/2950 的支持 远程给服务器换操作系统的思路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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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交友不慎 2008-09-05 13:27:4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2006-09-08 16:52阿珂

回复 |  删除

强~

2006-09-06 06:10supereyes

回复 |  删除

POPO服务器你也收了？

2006-09-06 04:53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对了，我姐姐的blog最近打开总说ie有问题需要关闭，

其他人的我都可以打开，好奇怪呀。是我姐blog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ie的问题啊？

我姐她自己也打不开呢

2006-09-06 04:50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冰河gg好可爱~

2006-09-06 04:30芥

回复 |  删除

赞美～

2006-09-05 18:18 冰河

不过话说回来，刚刚相册系统发来两条短信，我按照zkyaoo的事先交代做了紧急处理，现在已经好了。

看来blog也要尽快部署故障短信通知机制了，这个功能一定很有用。相册系统的问题太严峻了，相册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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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同事们这几年日子过得肯定不会好，如果博客系统不能在短时间内取代相册的话，那我可要想些办法降低

我以后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例行维护工作量了⋯⋯NFS是万恶之源。

2006-09-05 17:48小鸟！！

回复 |  删除

顶&&赞

2006-09-05 16:55深蓝

回复 |  删除

nod,踩一下

2006-09-05 16:10Fish.NET

回复 |  删除

binghe的活就是细致啊！



21/08/18, 11:19 -  - 

Pagina 1 di 2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687102930968/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今天是个好日子 突发事件⋯⋯  

2006-09-07 10:29:30 |  分类：  一般技术 |  标签： debian  sa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远程给服务器换操作系统的思路远程给服务器换操作系统的思路

在缺乏本地物理干预的情况下，如果精确地设计，远程给服务器更换操作系统也是有可能的。Linux

系统的一个好处就是内核对文件系统的绑定不像其他操作系统那么紧密，在Linux系统运行期间，更

换内核，更改主引导扇区等操作虽然危险，但都是允许的。以下介绍一种平滑切换操作系统的思路，

尚未经过实践，缺乏高级Linux系统管理经验者慎用，本思路给读者带来的任何损失本人概不负

责⋯⋯

从RedHat切换到Debian其实不难，这主要得益于Debian安装的便利，具体的操作流程如下：

0. 假设目前已登录在一台RedHat服务器上，服务器上已无有用数据。

1. 将服务器登录帐户的主目录移到/home之外，然后卸载/home，重新mkfs再挂上。

2. 用debootstrap的非debian版在/home目录里安装一套debian etch系统，注意到带有udev(这

个软件可以自动管理/dev否则就得手工建立每一个必须的设备节点文件)和openssh-server，然后调

整/home/etc/fstab和/home/etc/network/interfaces等基础配置文件以适应当前环境，注意要

建一个新的登录用户。

3. 修改Redhat的GRUB启动文件，令其以/home为根默认启动/home/boot下的内核，然后重启，

如果顺利的话就可以进入Debian系统；

4. 如果上一步成功了，就可以在Debian下将RedHat原来留下的/, /usr, /var等目录重新mkfs然后

用Debian的文件覆盖或者直接debootstrap一个，修改必要的挂载表，登录用户和网络配置后再次

重启；

5. 如果上一步奇迹般地又成功了，就可以将原先的/home分区清空，以后重新作为用户的主目录，

并将登录用户重新移回/home下。然后整个迁移就成功了，以后就跟RedHat没关系了。

阅读(1347)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今天是个好日子 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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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2006-09-07 16:40深蓝

回复 |  删除

抢沙发，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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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cl-net-snmp 5.0 2008-09-08 08:19:17

Lisp Machine 初体验 2007-09-08 16:31:0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远程给服务器换操作系统的思路 Subversion 的一些细节问题  

2006-09-08 21:42:38 |  分类：  生活 |  标签： home  lif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突发事件⋯⋯突发事件⋯⋯

刚刚回家后迎来了不幸：家里一个MM做晚饭时被油烫到了，比较惨，手臂、脸和胸口都有一些皮肤

被油溅到了，现在一群同学陪着去医院了⋯⋯我和家里另一个MM收拾残局，打扫卫生。

说起来我也有责任，中午吃饭时偶尔提了一句比较喜欢吃荤的(我估计我是有点儿昏了)，然后MM和

另一个临时在家里访问的MM突发奇想下午买肉炒菜。家里的炉灶上用来支撑锅的那个铁架有点儿

小，如果不握紧锅柄，一不小心锅就会从炉灶上滑下来。这个问题曾经在上周末一群MM煮饺子时发

生过，当时我没重视，没做任何修复处理，现在终于酿成大祸⋯⋯虽然只是一起租房的MM，不过还

是很心疼的。

这件事是个很严重的教训。任何安全隐患都必须及时处理，否则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事。无论家居

生活还是系统管理都是这个道理。

阅读(1017)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远程给服务器换操作系统的思路 Subversion 的一些细节问题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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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2006-09-12 17:53数据流

回复 |  删除

哈哈  ～～～

2006-09-09 04:47cuicui

回复 |  删除

能不能不用“姿色”这个词阿，怎么感觉那么像青楼女子呢。

换一个，以后都用“美丽”吧

2006-09-08 18:30 冰河

回复 |  删除

哦，这点儿小伤对我家MM的资色几乎没啥影响。

2006-09-08 16:50阿珂

回复 |  删除

这可是关乎美容大事啊。。。

好惨哦

2006-09-08 16:37zhousen

回复 |  删除

真强，这个都能联想到系统管理

2006-09-08 15:56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看来我做饭也必须小心点了

我们家不知道是锅的原因还是煤气灶的原因，那个炒菜锅也立不稳，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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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 设计啊设计⋯⋯  

2006-09-08 22:52:24 |  分类：  一般技术 |  标签： svn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Subversion 的一些细节问题Subversion 的一些细节问题博友可见

最近对 Subversion 的应用比较频繁，几乎所有重要的配置文件和博客系统的发布程序都用 SVN 管

理的，在某些细节地方有些心得。

1. svn switch 和 svn switch --relocate 的区别

svn switch 是用来切换分支的。svn copy 用于从 svn 管理的目录建立分支目录，分支目录不一定

要与基目录平级，也不必一定遵守 svn 通常的 trunk, branches, tags 目录结构约定，分支目录在

svn 内部，可以认为是类似 UNIX 软链接的东西，如果你不去改它，那它就不会占用你任何空间，一

旦你改过分支目录里某些的文件，相关的目录链上的目录和文件就会被占空间的真实文件替代。在用

svn switch 切换分支时只需要一个目标分支的参数即可，这个目标分支的URL必须与当前目录的

URL在同一个名字空间里，但又不能完全相同。例如，假设我现在在

https://svn.163.org/svn/sa/nps下，切换到同级的分支目录nps-release里的方法就是svn

switch https://svn.163.org/svn/sa/nps-release.

svn switch --relocate 本质上是一个URL重写，用于在表示同一svn位置的两个不同的URL之间切

换的。例如我在公司网络里访问svn主机使用svn.163.org，但是这台主机在公司外使用另外一个域

名，例如xxx.163.com，那么当我回到家里之后，为了能继续使用svn，就可以使用下列命令重新定

位到svn服务器上：svn switch --relocate https://svn.163.org/svn/sa

https://xxx.163.com/svn/sa

2. svn merge 时 -rR1:R2 修订号范围的设置

这个问题最近才意识到，比较汗颜的一件事。svn diff -rR1:R2 输出的 diff 是 R1 到 R2 之间的差

异，这个事实一般是不会搞错的，但是在使用 svn merge 时最近我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理解，

svn merge 首先要明白下列两点：

A. svn merge 不对svn服务器产生任何影响；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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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ann] cl-net-snmp 5.0 2008-09-08 08:19:17

Lisp Machine 初体验 2007-09-08 16:31:0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B. 当不涉及目录改变也不操作二进制文件时，svn merge 等价于 svn diff | patch -p0

当采取“发行版分支(release branch)”模型来管理svn代码发布时，一个常见的操作就是反复从主

干的一段向发行版分支合并，假设分支点的主干版本号是R0，主干上接下来的连续代码提交为

R1,R2,R3,...，那么在发行版分支上最理想的合并过程是这样的：

svn merge -rR0:R1 [trunk url] && svn ci -m "merge from trunk: rR0:R1"

svn merge -rR1:R2 [trunk url] && svn ci -m "merge from trunk: rR1:R2"

svn merge -rR2:R3 [trunk url] && svn ci -m "merge from trunk: rR2:R3"

...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r定义的合并区间实际上是一个“左开右闭”区间，而不是一个完整的闭区

间。

所以，如果采用下列操作来合并的话就会在主干上留下未合并的缝隙：

svn merge -rR0+1:R1 [trunk url] && svn ci -m "merge from trunk: rR0+1:R1"

svn merge -rR1+1:R2 [trunk url] && svn ci -m "merge from trunk: rR1+1:R2"

svn merge -rR2+1:R3 [trunk url] && svn ci -m "merge from trunk: rR2+1:R3"

...

实际上如果把merge想象成diff+patch就很容易避免上述误解，我最近就精神错乱犯了这个错误，后

来不得不手工合并以收拾多次误操作留下的残局。希望有类似需求的svn用户们引以为戒。

阅读(13)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突发事件⋯⋯ 设计啊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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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6-09-08 17:37Radiumce

回复 |  删除

我前两天在ｍｅｒｇｅ重写规则的时候也犯了这么个错误，ｈｏｈｏ，不过还好及时发现了，ｗｉｄｏｗ

ｓ下用鼠标按的，前后版本一多就挺容易搞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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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Subversion 的一些细节问题 我日夜思念的⋯⋯  

2006-09-10 16:19:38 |  分类：  系统管理 |  标签： photo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设计啊设计⋯⋯设计啊设计⋯⋯

对于一个长期运行的网络系统来说，良好的软件架构设计是稳定运行和完善管理的前提。软件架构设

计得不好，就会导致硬件的浪费和磨损过大，从而影响服务的稳 定性。我真怀疑有些人到底是何居

心，竟然用 NFS 来做底层的分布式文件系统，用动态生成的 PHP 嵌入代码来保存用户数据。NFS

在任何一本有关文件系统的 现代教材里都是声名狼藉的，PHP 更不适合用于开发一个超大型的网络

应用。三年的运行，虽然领先于竞争对手，但是浪费了超过 120T 的磁盘空间，以及几乎 每天都会

发生一次以上的服务器故障和磁盘阵列故障。我在接手这个系统的维护工作以后，几乎每天早晨都是

被手机上连续的报错短信吵醒，晚上回家后往往也不得 安宁。

最恶心的故障是这个(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当有多个服务器的 PHP 程序向 NFS 挂载的同一个文件系

统里写用户目录里的 PHP 代码时，由于 NFS 加锁失败就可以直接导致写出的 PHP 代码因为差几个

字符而语法错误，然后直接影响到该用户的主页上⋯⋯设计这个架构的人应该追回薪水然后扫地出

门！磁盘的故障则很大程度上归谬于整个系统缺乏缓存的设计。

设计，是一个产品的灵魂，而这个产品一直是失魂落魄地运行着的⋯⋯我想这些服务器需要休息一

下，摒弃运行于其上的陈旧的操作系统和低效过时的系统软件，然后以崭新的面貌服务于更加懂得珍

惜它们的新项目上。

阅读(782)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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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2006-09-20 00:20阿珂

回复 |  删除

唉，辛苦辛苦，有种想替他们重写的冲动吧。

2006-09-10 15:05 冰河

回复 |  删除

Yahoo Store(R) 用的还是 Lisp 呢(come from Paul Graham's Viaweb)，比得了吗⋯⋯

2006-09-10 15:00Fish.NET

回复 |  删除

用php设计一个大规模网络应用确实有难度，真的设计出来了里面设计者的心血就太多了！

不过听闻yahoo使用的也是php，估计整个框架都是在php基础框架上重新设计的吧？

本人愚见，认为php本身缺乏设计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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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设计啊设计⋯⋯ 引用：SA 抓捕网络罪犯记  

2006-09-10 20:06:40 |  分类：  朋友 |  标签： friends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我日夜思念的⋯⋯我日夜思念的⋯⋯

紫珑 (zilong) MM 竟然也住在望月，太赞了⋯⋯

后记：周蕊 (zilong) 于 2011 年底跟一个叫 aaronike 的前网易同事结婚了，祝她们幸福。

阅读(1353)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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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啊设计⋯⋯ 引用：SA 抓捕网络罪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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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9-12 09:54sishen_freecity

回复 |  删除

zilong还呆在zjg的?

你丫发x了....

2006-09-11 14:57深蓝

回复 |  删除

唉，binghe发x了，嘿嘿，闪

2006-09-11 14:11l.yun

回复 |  删除

问下，紫珑(zilong)MM是何许人啊，听你口气，她是明星？。

2006-09-11 13:02米多多

回复 |  删除

说的是杭州的望月公寓么？

 

2006-09-11 03:48萝卜

回复 |  删除

我见过

2006-09-10 15:08 冰河

回复 |  删除

⋯⋯但是我同样日夜思念的，以及每隔几天就思念一次的MM们都远在他乡

也不知啥时候还有机会去北京出差，我要见MM！！！

2006-09-10 14:59阿珂

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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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日夜思念的⋯⋯ 革命⋯⋯  

2006-09-12 23:46:26 |  分类：  工作 |  标签： 乱七八糟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引用：SA 抓捕网络罪犯记引用：SA 抓捕网络罪犯记

⋯⋯

 

引用

数据流 的 SA抓捕网络罪犯记

          哈哈  工作区的网络全面挂掉。然后SA组全面出动，调查事件真相。侦探助理jabber首

先接到了报警。binghe侦探火速赶往事发现场。经过现场办公，发现没有问题（配置看上去正

常）。此时jabber助理试图联系这个地区的网络负责人kghost。和kghost同办公室的偶发现

kghost的手机没有带（这家伙竟然不带手机～～～）。随后偶也赶往事发现场，结果发现

gateway（被害者）负责的地区网络服务完全瘫痪了。此时binghe侦探发现了一些苗头。他发

现gateway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心脏功能不正常（电源风扇出现重大问题）。于是叫他的助手

jabber帮助他现场对gateway进行心脏移植手术。嗯  本人和jabber一起挖出死去的term的心

脏（在这里为死去的term默哀1s）。然后由名侦探binghe将心脏移植到gateway。精神焕发的

gateway重新站了起来。但是它还是没有办法正常的为地区提供网络服务。这时候kghost负责

人出现了，他用他出神入化的网络技术调查一番后对现场的人们说，他也不知道。binghe侦探

提出新的看法：gateway为地区提供服务的工具--价值1000大m的intel网卡可能有问题了。于

是再次手术，砍掉了那个昂贵的网卡，移植了一个新的网卡。结果还是有问题。

       这个时候，偶和kghost回到了办公室。他在他的机器上通过远程治疗gateway，终于能连

上网络了。而偶发现偶还是没有办法登录。于是偶开始调查偶使用的机器的问题。记过偶发现通

过arp命令删掉gateway在偶机器上的mac地址后，直接ping gateway发现只是返回第一个数

据包。其他的没有办法返回了。通过kghost的排查发现是会议室的某个犯罪嫌疑人正在假冒网

关，导致本地区的其他机器都不认识gateway了。最后SA执法队突入会议室，通过排查认定是

躲在会议室的无线AP就是这次时间的犯罪嫌疑人。这时名侦探binghe带领SA组执法队掐断无线

AP正在犯罪的网线，拔掉它的电源，彻底结束的无线AP罪恶的一生。局域网的网络服务正式恢

复了。

      事后侦探binghe总结认为这个廉价的无线AP由于出生自卑导致对社会充满了报复情绪（直

接干扰gateway的工作，让整个局域网没有办法相互沟通），对此将对这个无线AP斩首示众并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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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来杭十周年 2011-09-12 17:30:47

IPMI 2008-09-11 21:36:1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转载

将尸体挂到城门上3天（计划砍掉一个天线角，挂到门口上）还以此告诉整个SA雇佣设备的时候

一定要用出生高贵的（价格一定要贵）。而负责人kghost着对整个事件作了终结，并将此事件

通报给整个地区。

到此这个事件到此结束。

阅读(1316)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我日夜思念的⋯⋯ 革命⋯⋯  

2014-02-15 08:30CC

回复 |  删除

可能是小路由的DHCP功能没用禁用引起该网络问题的:)

2007-07-26 15:54网易博友

回复 |  删除

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使用这个廉价得草头平民AP，错误地使用了他，并且把罪责也推到了这个可怜的小老

百姓头上。

2006-09-12 17:57匿名

回复 |  删除

太赞了！可是为什么那个AP会冒充网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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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引用：SA 抓捕网络罪犯记 相册⋯⋯  

2006-09-14 22:50:44 |  分类：  工作 |  标签： photo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革命⋯⋯革命⋯⋯

工作越来越繁忙了，但是顺利度过本月就会迎来新时代：网易社区在Debian下部署基于ddb的新系

统、WebPOPO服务器切换到Debian、网易相册抛弃基于NFS的垃圾设计、网易博客增加服务器进

而通过分流图片请求全面降低前端负载⋯⋯

解决网易服务器的大量历史遗留问题仍然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我相信经过杭研院程序设计者和系

统管理员们的通力合作，一切正在向良好的方向前进。现在的形势是无论伯乐还是马都得不停地向前

跑⋯⋯

阅读(565)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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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6-09-29 16:08 冰河

回复 |  删除

事实证明，革命失败⋯⋯

2006-09-15 07:02数据流

回复 |  删除

期待WebPOPO能快点上线～～～～

2006-09-14 18:04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怪不得我们家楼长经常要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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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无效抵抗 2012-09-15 17:52:12

64 位 2007-09-15 11:09:4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革命⋯⋯ 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1)  

2006-09-15 23:59:19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相册⋯⋯相册⋯⋯

又挂了一台存储服务器，然后负责删图片的控制服务器上的NFS操作阻塞顺便把Apache搞挂了⋯⋯

三更半夜找不到人修理盘阵，只能说“活该”了。他妈的这套系统是谁批准上马的⋯⋯

(好友可见)

阅读(492)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用易信  “扫一扫”

将文章分享到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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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6-09-20 00:16阿珂

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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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册⋯⋯ 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2)  

2006-09-16 12:01:46 |  分类：  一般技术 |  标签： afs  andrew  dfs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1)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1)

2006年9月16日，今天是我技术生涯的重要时刻：第一次真正地访问了Internet上的Andrew文件系

统(AFS)节点。当然，是以匿名客户端的身份，我现在还没有能力把服务器端搭建起来。

AFS使用下列端口服务：

afs3-fileserver 7000/tcp        bbs             # file server itself

afs3-fileserver 7000/udp        bbs

afs3-callback   7001/tcp                        # callbacks to cache managers

afs3-callback   7001/udp

afs3-prserver   7002/tcp                        # users & groups database

afs3-prserver   7002/udp

afs3-vlserver   7003/tcp                        # volume location database

afs3-vlserver   7003/udp

afs3-kaserver   7004/tcp                        # AFS/Kerberos authentication

afs3-kaserver   7004/udp

afs3-volser     7005/tcp                        # volume managment server

afs3-volser     7005/udp

afs3-errors     7006/tcp                        # error interpretation service

afs3-errors     7006/udp

afs3-bos        7007/tcp                        # basic overseer process

afs3-bos        7007/udp

afs3-update     7008/tcp                        # server-to-server updater

afs3-update     7008/udp

afs3-rmtsys     7009/tcp                        # remote cache manager service

afs3-rmtsys     7009/udp

感觉上，似乎AFS客户端使用UDP协议获取目录和文件信息，然后用TCP来传输大文件。任何客户端

访问都会无例外地先进入本地文件系统的缓存目录，AFS的缓存刷新机制会确保当服务端发生改变时

能重传相应的文件中被改变了的部分(应该是以块为单位)。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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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使用了AFS的Linux系统，挂载表是这个样子的：(df's output)

文件系统               1K-块        已用     可用 已用% 挂载点

/dev/sda3               918354    143551    725805  17% /

udev                     10240        76     10164   1% /dev

devshm                  517788         0    517788   0% /dev/shm

/dev/sda10            56119724  16935296  39184428  31% /home

/dev/sda8               918322      8256    861070   1% /tmp

/dev/sda5              9767184   6478132   3289052  67% /usr

/dev/sda6              3903620   1796836   2106784  47% /var

/dev/sda7              1921156     44944   1778620   3% /var/cache/openafs

/dev/sda2             20972856   7860592  13112264  38% /mnt/win32

AFS                    9000000         0   9000000   0% /afs

其中AFS(/afs)是AFS文件系统挂载点，/var/cache/openafs是本地缓存挂载点，之所以单独挂载

这个目录是因为AFS缓存目录目前在Linux下必须是ext3文件系统，据说其他文件系统类型缺乏AFS

所必须的锁定机制，而XFS文件系统是特殊地不能支持。

如果进入/afs目录，就会看到一些以站点名命名的目录，其中每个目录称为一个cell，具有相同域名

的cell统称为site:

binghe@localhost:/afs$ ls -l

总计 654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1ts.org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acm.uiuc.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ams.cern.ch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andrew.cmu.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anl.gov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asu.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athena.mit.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atlass01.physik.uni-bonn.d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atlas.umich.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ba.infn.i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bazquux.org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biocenter.helsinki.fi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bme.h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caspur.i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cats.ucsc.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cede.psu.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cern.ch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chem.cmu.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ciemat.es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citi.umich.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clarkson.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club.cc.cmu.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cmf.nrl.navy.mil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coe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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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wxr-xr-x  46 root root 4096 2006-06-22 05:46 cs.cmu.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cs.pitt.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cs.rose-hulman.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cs.stanford.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cs.uwm.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cs.wisc.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dapnia.saclay.cea.fr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dbic.dartmouth.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dementia.org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desy.d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dev.mit.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dia.uniroma3.i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e18.ph.tum.d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ece.cmu.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eecs.harvard.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e.kth.s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enea.i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engr.wisc.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eng.utah.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epfl.ch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es.ne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ethz.ch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extundo.com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f9.ijs.si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fnal.gov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fusione.i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glue.umd.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gppc.de

drwxrwxrwx   2 root root 2048 2006-05-07 07:21 grand.central.org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hackish.org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hallf.kth.s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hep.caltech.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hephy.a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hep.man.ac.uk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hep.sc.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hep.wisc.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i1.informatik.rwth-aachen.d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iastate.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ic-afs.arc.nasa.gov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icemb.i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ictp.trieste.i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idahofuturetruck.org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ies.auc.dk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ifca.unican.es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ifh.d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ific.uv.es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in2p3.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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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infn.i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ing.uniroma1.i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ipp-garching.mpg.d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ir.stanford.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isk.kth.s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italia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it.kth.s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itp.tugraz.a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jpl.nasa.gov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kfki.h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kloe.infn.i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laroia.ne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lcp.nrl.navy.mil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le.infn.i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lnf.infn.i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lngs.infn.i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lrz-muenchen.d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lsa.umich.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math.unifi.i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md.kth.s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mech.kth.s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mekinok.com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membrain.com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meteo.uni-koeln.d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midnightlinux.com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mpe.mpg.d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msc.cornell.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msu.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nada.kth.s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ncsa.uiuc.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nd.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nersc.gov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net.mit.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nikhef.nl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nimlabs.org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nomh.org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northstar.dartmouth.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oc7.org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openafs.org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pdc.kth.s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phy.bris.ac.uk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physics.unc.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physics.wisc.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physik.uni-freiburg.d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physik.uni-mainz.d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physik.uni-wuppertal.d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physt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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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pi.infn.i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pitt.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p-ng.si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psc.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psi.ch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psm.i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qatar.cmu.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rhic.bnl.gov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rl.ac.uk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rose-hulman.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rpi.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rrz.uni-koeln.d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rz.uni-jena.d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sanchin.s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sbp.ri.cmu.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scoobydoo.psc.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scotch.ece.cmu.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s-et.aau.dk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setfilepointer.com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sinenomine.ne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sipb.mit.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slackers.ne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slac.stanford.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soap.mit.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sodre.cx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stacken.kth.s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su.s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syd.kth.s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tgrid.i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tproa.net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tu-bs.d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tu-chemnitz.d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umbc.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umich.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umr.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uncc.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uni-bonn.d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uni-freiburg.d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uni-hohenheim.d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uni-mannheim.d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uni-paderborn.d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urz.uni-heidelberg.de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usatlas.bnl.gov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vn.uniroma3.it

drwxr-xr-x   2 root root 4096 2002-11-24 12:03 wam.umd.edu

drwxr-xr-x 100 root root 4096 1970-01-01 08:00 wu-wien.a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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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目录实际上来自我电脑里的一个预设的AFS全球公共cell数据库。大家可能注意到多数 cell

目录的时间不对(1970-01-01 08:00)，这是因为我在挂载AFS时打开了一个fakeroot的选项。就是

说，除非我真正进入某个afs cell目录里浏览，否则我与该cell之间是没有网络通信的，自然也无法获

取他这个目录的任何信息，所以目录的时间是0。但是还有一些有正确时间的，就是我之前访问过

的，例如卡內基-梅隆的计算机学院AFS cell:

$ ls -l /afs/cs.cmu.edu

总计 432

drwxr-xr-x   5 2232100 root      2048 1994-09-22 04:10 academic

?---------   ? ?       ?            ?                ? /afs/cs.cmu.edu/osf1

drwxr-xr-x   2 2230546 uucp      2048 1998-01-29 09:48 alpha_dux40

drwxr-xr-x   2 2229246 root      2048 1994-04-13 08:42 alpha_osf1

drwxr-xr-x   2 2229815 root      2048 1994-08-30 14:13 alpha_osf20

drwxr-xr-x   2 2229815 daemon    2048 1995-07-12 12:47 alpha_osf32

drwxr-xr-x   2 2230546 users     2048 2005-07-11 22:53 amd64_fc3

drwxr-xr-x   2 2230546 users     2048 2006-06-22 05:47 amd64_fc5

drwxr-xr-x  38      42 root      4096 2001-01-26 02:09 archive

drwxr-xr-x   2 2229246 daemon    2048 1994-05-27 03:44 common

drwxr-xr-x   2 2230546 root      2048 2005-05-06 15:36 data

drwxrwxrwx  17 root    root      2048 2006-09-16 04:31 help

drwxrwxrwx   2 root    root      2048 1999-03-29 20:49 host

drwxr-xr-x   2 2230546 uucp      2048 1996-08-14 04:14 hp700_ux100

drwxr-xr-x   2 2233626 root      2048 1994-04-13 08:44 hp700_ux90

drwxr-xr-x   2 2230546 users     2048 2005-07-11 22:52 i386_fc3

drwxr-xr-x   2 2230546 users     2048 2006-06-22 05:47 i386_fc5

drwxr-xr-x   2 2230546 dialout   2048 1996-03-30 06:07 i386_linux1

drwxr-xr-x   2 backup  root      2048 1992-08-21 12:14 i386_mach

lrwxr-xr-x   1 backup  root         7 1989-03-24 04:31 ibmrt_mach -> rt_mach

drwxr-xr-x   2 backup  root      2048 1992-08-02 12:43 links_mach

lrwxr-xr-x   1 2228236 root         4 1994-02-18 11:04 local -> misc

drwxr-xr-x   2 backup  root      2048 1992-02-06 13:41 luna88k_mach

drwxr-x---   3 sys     root      2048 1992-10-17 00:21 mach

drwxrwxrwx  10 root    root      2048 2002-06-11 23:32 mac_sys7

drwxr-xr-x 300 root    root     14336 2006-09-14 01:51 misc

drwxr-xr-x   4 backup  root      2048 1992-08-02 12:43 mmax_mach

lrwxr-xr-x   1 backup  root         9 1989-02-16 06:53 next_mach -> sun3_mach

drwxr-xr-x   2 2232100 root      2048 1996-09-13 04:05 org

drwxr-xr-x   2 backup  root      2048 1989-07-25 09:14 os

drwxr-xr-x   3 backup  root      2048 1992-08-02 12:51 pmax_mach

drwxr-xr-x   2 2229246 root      2048 1994-04-13 09:26 pmax_ul43a

drwxr-xr-x   2 root    root     94208 2006-09-08 02:04 project

drwxr-xr-x   2 2232100 root      2048 1993-03-02 01:23 publications

lrwxr-xr-x   1 backup  root        10 1988-11-16 03:10 root -> @sys/omega

drwxr-xr-x   2 2230546 root      2048 1995-03-31 04:51 rs_aix32

drwxr-xr-x   3 root    root      2048 1992-08-02 12:42 rt_mach

drwxr-xr-x  11 root    root      2048 2006-04-21 02:50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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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转载

drwxr-xr-x   2 2230546 root      2048 1995-06-28 17:17 sgi_53

drwxr-xr-x   2 2230546 root      2048 1996-11-26 16:07 sgi_62

drwxrwxrwx   5 root    root      2048 1990-06-06 04:48 sun3_40

drwxrwxrwx   6 root    root      2048 1990-11-20 03:14 sun3_41

drwxr-xr-x   2 root    root      2048 1994-09-16 23:01 sun3_mach

drwxrwxrwx   7 root    root      2048 1996-04-18 23:23 sun4_40

drwxrwxrwx   7 root    root      2048 1996-04-18 23:23 sun4_40c

drwxrwxrwx   7 root    root      2048 1996-04-18 23:23 sun4_41

drwxrwxrwx   5 root    root      2048 1992-02-18 11:29 sun4_411

drwxr-xr-x   2 2229246 daemon    2048 1994-04-13 09:26 sun4_413

drwxr-xr-x   2 2230546 root      2048 1995-01-20 03:48 sun4_53

drwxr-xr-x   2 2230546 root      2048 1995-07-12 14:47 sun4_54

drwxr-xr-x   2 2230546 uucp      2048 1996-06-26 15:04 sun4_55

lrwxr-xr-x   1 backup  root         8 1990-06-07 06:29 sun4c_40 -> sun4_40c

drwxrwxrwx   6 root    root      2048 1990-11-20 03:14 sun4c_41

drwxrwxrwx   6 root    root      2048 1991-10-11 10:45 sun4c_411

lrwxr-xr-x   1 2232100 root         9 1993-05-21 04:55 sun4m_412 -> sun4c_411

drwxr-xr-x   3 backup  root      2048 1992-08-02 12:55 sun4_mach

drwxr-xr-x   2 2229885 daemon    2048 2000-12-09 05:14 sun4x_57

drwxr-xr-x   3 backup  root      2048 1990-06-29 05:36 sunos

drwxr-xr-x   2 2230546 root      2048 1999-07-07 14:32 system

lrwxr-xr-x   1 backup  root         2 1989-03-24 04:30 unix -> os

drwxr-xr-x   2 root    root    208896 2006-09-15 00:37 user

lrwxr-xr-x   1 backup  root         4 1990-07-17 01:47 usr -> user

drwxr-xr-x   3 backup  root      2048 1989-08-31 06:39 vax_22

drwxr-xr-x   3 root    root      2048 1992-08-02 12:57 vax_mach

drwxr-xr-x  49 root    root      8192 2005-01-05 02:32 Web

(未完待续)

阅读(3093)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相册⋯⋯ 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2)  



21/08/18, 11:13Andrew  (1) -  - 

Pagina 8 di 9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68160146931/

冰河

评论评论

2006-09-23 19:40 冰河

回复 |  删除

在不使用 kerberos 认证的情况下直接访问外面的 AFS 节点就是匿名方式，Windows下去www.openafs

.org直接下载Win32下的二进制安装包，Linux下比较麻烦但是Debian最方便：安装openafs-modules-s

ource并编译内核模块然后安装openafs-client默认配置即可，

2006-09-18 07:46匿名

回复 |  删除

怎么用"以匿名客户端的身份"来访问Internet上的AFS cell? 我也想玩玩.

 

-Jack

http://jack.lifegoo.com

2006-09-17 09:03 冰河

回复 |  删除

to 匿名：

支持你的观点，所以我准备先把AFS部署在办公网和实验网，用于解决本地测试机上用户主目录同步的问

题。先充分了解其特性再说。

2006-09-16 19:22匿名

回复 |  删除

无论如何，在做出选择之前，应该清楚以下几点：

1. 应用的具体特点。所谓的特殊环境应用需求，其“特殊性”到底在哪里？

2. AFS的优点和缺点。即使其优点再大，而应用不需要，那也是没有意义的；即使其缺点再大，而应用不

在乎，那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3. 除了AFS外，其他的分布式文件系统的优点和缺点，他们间如何进行比较，性能？稳定性？可伸缩性？

4. 应用的广泛性？国外类似的著名应用使用的文件系统是什么？

我想，单纯由于对一个软件系统的名气、功能和稳定性的崇拜和喜爱做出的选择决定，以及由于对一个软

件系统的功能规模、复杂性和可管理性的担心和心理“恐惧”做出的选择决定，都是相对片面的。需要大

家都潜下心来，真正的研究清楚以后再决定具体应该选择什么。

2006-09-16 08:03 冰河

回复 |  删除

我看未必。我们的环境特殊在哪里？有什么特殊的应用需求？再说相册那帮人连NFS都能用这么多年，dd

b连mysql 5.1都能用，我还有什么不敢用、不能用的⋯⋯

2006-09-16 06:41深蓝

牛的，看来binghe对文件系统的探索真是很执着啊，赞 。不过AFS太大、太复杂了，换句话说，AFS太

“通用”了。而针对我们特殊环境的应用需求来说，“通用”就是“没用”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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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1) 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3)  

2006-09-16 13:55:50 |  分类：  一般技术 |  标签： andrew  afs  dfs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2)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2)

To see what I see is very easy.

事实上，我只是安装了 Debian 的 openafs-client 软件包，几乎没经过任何配置就可以匿名访问那

些公共afs cell了。不过，还是需要一些准备工作。

如果你的/var目录没有使用ext3的话，那么必须想办法搞出一个以ext3为文件系统类型

的/var/cache/openafs目录来，当然这个目录位置在非Debian的Linux或其他OS下不一定是这

个。

但是AFS并不限制其文件服务器目录上的文件系统，所以在真正的海量数据存储目录(/vicep[a-z])里

仍然可以使用高级文件系统(XFS, ReiserFS)

Debian 的 openafs-client 包在安装时会提示一些问题，理论上全部取默认值，包括本地的 home

cell 都设成默认值即可工作。启动 afs 客户端的方法是 /etc/init.d/openafs-client start|force-

start

正常运行起 AFS 客户端的服务器里将存在下列进程(包括内核进程):

root      5745  0.0  0.0      0     0 ?        S    11:05   0:00 [afs_rxlistener

root      5747  0.0  0.0      0     0 ?        S    11:05   0:00 [afs_callback]

root      5749  0.0  0.0      0     0 ?        S    11:05   0:00 [afs_rxevent]

root      5751  0.0  0.0   1988   848 ?        Ss   11:05   0:00 /sbin/afsd -chunksize 20 -

files 50000 -dcac

root      5753  0.0  0.0      0     0 ?        S    11:05   0:00 [afsd]

root      5755  0.0  0.0      0     0 ?        S    11:05   0:00 [afs_checkserver]

root      5757  0.0  0.0      0     0 ?        S    11:05   0:00 [afs_background]

root      5759  0.0  0.0      0     0 ?        S    11:05   0:00 [afs_background]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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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转载

root      5761  0.0  0.0      0     0 ?        S    11:05   0:00 [afs_background]

root      5763  0.0  0.0      0     0 ?        S    11:05   0:00 [afs_background]

root      5765  0.0  0.0      0     0 ?        S    11:05   0:00 [afs_background]

root      5767  0.0  0.0      0     0 ?        S    11:05   0:00 [afs_cachetrim]

不过我发现，afs在服务端通信缓慢或者失效时仍然如nfs一样会造成客户端的超时，我想通过精确地

配置应该可以做出多台文件服务器来服务同一内容以实现高可用性。据说唯一能解决服务器失效时的

延迟问题的分布式文件系统是 Coda 分布式文件系统，它从 1987 年开始由 CMU 开发，基于 AFS

2，但是目前尚未达到产品应用的级别。而 AFS 早已经是产品级别的。(Coda:

http://www.coda.cs.cmu.edu/ )

另外，关于安全认证部分，openafs支持 Kerberos 5 认证和他自己的 kaserver(类似 Kerberos

4)，如果要使用 Kerberos 5 的话还需要更多的工作要做。

阅读(1251)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1) 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3)  

2006-09-16 18:35 冰河

回复 |  删除

to sishen: 只有Linux下的AFS缓存目录要求用 ext3，其他目录尤其是真正存放数据的卷目录是没有要求

的，完全可以用XFS.

2006-09-16 15:06sishen

afs要ex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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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6-09-16 12:53B.E.

回复 |  删除

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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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2) Kerberos for Windows  

2006-09-18 00:37:26 |  分类：  一般技术 |  标签： afs  andrew  dfs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3)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3)

在转向服务端之前，让我们来看看 AFS 的 win32 客户端。一般而言，一种开源软件的成熟程度可以

通过看其可以都运行在哪些平台上。openafs，Andrew文件系统的一种主要实现，几乎可以运行在

所有类型的操作系统上，绝不仅仅是各种UNIX。由于AFS涉及到操作系统的一些核心特性，针对每

种操作系统的支持都必须经过大量的内核级编码才行，因此 openafs的源代码非常庞大并且大量代码

用于处理跨平台的支持上。

在Windows下，由于缺乏统一的根目录，所以在设计上任何AFS的文件系统位置都可以被挂载到任

何一个闲置的盘符上，例如我可以将整个/afs目录挂载在Z盘，然后由可以将/afs/cs.cmu.edu挂载

到F盘：

然后就可以像访问本地磁盘一样访问AFS远程目录了：

AFS是集成进Windows Shell的：AFS管理下的目录和文件上点击右键可以看到AFS菜单，通过这个

菜单可以实现UNIX下通过AFS命令行工具完成的一切任务。事实上，AFS在Windows下也有服务器

端支持，也就是说只用Windows机和图形化配置界面就可以建起一个完整的Andrew分布式文件系统

来。

在Windows XP下实现MIT Kerberos 5认证有些困难，在Windows Server 2003上要稍微容易一

些，因为后者自带的Active Directory其实就相当于LDAP＋Kerberos⋯⋯

阅读(1092)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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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毽球队集训 2010-09-18 06:02:40

毽意思千 2007-09-17 18:35:1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2) Kerberos for Windows  

2006-09-18 14:09深蓝

回复 |  删除

生意这么红火，地板都没抢到，

2006-09-18 11:56 冰河

回复 |  删除

MIT Kerberos For Windows 我曾经安装后遇到程序本身的故障，不过也许新一些的版本能解决吧。

不过 AFS 服务器端要想支持 Kerberos 5 认证确实需要很多工作的，我想用 Heimdal 的 Kerberos 5 实

现而不是 MIT 的。之前在服务器上尝试部署时遇到很多问题。

2006-09-18 08:01匿名

回复 |  删除

赞一下，我也开始体验拉

 

--jack

http://jack.lifegoo.com

2006-09-18 07:57匿名

http://web.mit.edu/Kerberos/dist/kfw/2.6/kfw-2.6.5/MITKerberosForWindows-2.6.5.msi

 

-- Jack

http://ack.lifeg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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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6-09-18 07:53匿名

回复 |  删除

<quote>

在Windows XP下实现MIT Kerberos 5认证有些困难

</quote>

什么困难? 不是由安装包的么?

 

--jack

http://jack.lifeg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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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台风？ 2007-09-18 18:33:4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3) 这个周末过得好  

2006-09-19 05:26:34 |  分类：  一般技术 |  标签： mit  kerberos  windows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Kerberos for WindowsKerberos for Windows

尝试安装了一下 MIT Kerebros for Windows，结果发现出其意料地好用，而且支持AFS：

不过我在 Linux 下不用 MIT Kerberos 的，无论服务器还是客户端都用 Heimdal 的实现。

事实上，经过今晚的努力，AFS服务器端已经部署成功了。

阅读(1411)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用易信  “扫一扫”

将文章分享到朋友圈。

 

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3) 这个周末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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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6-09-19 18:49数据流

回复 |  删除

偶现在在fb下建立好了openafs客户端。可以访问到163.org了。正在试图配置服务端。貌似需要krb5的

相应key。没有办法搞下去了。

今天为了搞定这个，偶的系统挂了3次了。

2006-09-19 07:01 冰河

回复 |  删除

内部域，我们自己搭个DNS随便玩玩的⋯⋯

2006-09-19 05:36匿名

回复 |  删除

163.org真的有这个domain? 寒了

 

-- jack

http://jack.lifeg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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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MIB Browser in LispWorks 2007-09-24 17:09:2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Kerberos for Windows 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4)  

2006-09-24 20:29:03 |  分类：  工作 |  标签： work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这个周末过得好这个周末过得好

跟没过一样⋯⋯

这就是忽视我意见的结果：我从进公司第一天就反对采用 MySQL，尤其是官方尚未发布的 5.1 版。

现在好，5.1.9内存泄露，一天漏4G，5.1.11每隔几天自动挂掉，谁还敢把基于这种后台SQL数据库

的ddb用在点卡计费系统上就是存心置杭研院声誉于不顾⋯⋯

左手臂酸痛好几天了，今晚再不能用左右敲键盘了。

(好友可见)

阅读(1021) |  评论(1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Kerberos for Windows 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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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1/08/18, 11:10 -  - 

Pagina 2 di 4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68248293294/

冰河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2006-09-25 05:48 冰河

回复 |  删除

自从昨天gw改过应用代码以后mysql还真就不再漏内存了，佩服⋯⋯那我啥也不说了。

2006-09-25 04:41阿珂

回复 |  删除

现在内存泄漏的确切原因找到了嘛？

2006-09-25 04:39小鸟！！

回复 |  删除

挂两个比较他们的文章的链接，不过都没啥太大的意义，权且看看吧。

http://www.databasejournal.com/features/mysql/article.php/3288951

http://www.devx.com/dbzone/Article/20743

嘿嘿。

2006-09-25 04:31小鸟！！

回复 |  删除

继续讨论。

1. 为何认为postgresql的代码安全性高于MySQL？稳定性上，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应用广泛程度吧，单单

从代码上很难看出来。而且，我们为什么不能了解MySQL的全部细节，但就能了解PstgreSQL的全部细

节呢？这两个都是开源的吧，除了一个GPL一个BSD以外。

2. 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继续争论，没啥意义，反正我对postgresql的结论是我看他的源代码得来的。其商

业版本作了多少修改也不得而知，呵呵。不过，其实我们做的oscar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在postgresql的基

础上改的，替换了他的所有存储引擎，目前还在改他的查询优化。我觉得如果真的enterprise db也改了这

么多，那么你所认为的pg本身的优势就没有了。

我是赞成我们需要对MySQL进行更加详细的代码级分析和掌握，但是，不认为切换到postgresql就能解

决问题，当然有可能没啥问题，但是更有可能问题更多。

2006-09-24 20:34 冰河

我继续强调两点：

1.相比性能，我认为稳定性和代码的安全性更为重要，是评判一个软件是否可用的基础。性能再好的服务

器如果不能连续无故障运行也是不能用的。虽然可能通过该改应用来试图绕开陷阱，但由于你永远无法全

面了解它的所有细节，根本无法保证以后一定不再出问题。我认为即使不采用PostgreSQL，至少也要先

把MySQL从后台底层数据库产品备选名单里划掉⋯⋯

2.PostgreSQL决不仅是个研究型数据库，一个明显的依据是存在基于PostgreSQL的一款重量级商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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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库：EnterpriseDB (www.enterprisedb.com)，这款数据库产品完全基于PostgreSQL，在版本号上是

一一对应的，但是提供了完整的Oracle兼容性支持，而且价格也很贵。

2006-09-24 18:57小鸟！！

回复 |  删除

继续和binghe同志进行技术讨论。。呵呵。

1.

- 我认为这样的应用数据库访问模式，即SQL语句过于简单，无法说明问题。

- 插入速度理论上只跟索引数量和B+树层数有关，查询速度理论上只跟B+树层数有关，可以用mysql简单

测试一下，我相信结论应该一样。

2.

- 你的意思我是否应该类比为：linux比dos差？我从来不认为postgresql是比mysql高级的数据库，我认

为postgresql是一个研究型数据库，MySQL是一个产品型数据库。

- 所有数据库的发展都是抛弃老版本式的发展，一般大版本修改，对整体结构都会有较大规模的改动。

3.

- 存储过程mysql 5.0已经提供。而且在目前分布式情况下，存储过程的可用率很小，如果要中间件完全支

持存储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的。

- 功能对性能的影响上，举例来说，postgresql的抽象数据类型，由于其过于抽象，的确影响了数据库性

能，我们有做过这方面的测试，有测试数据可以支持这一观点。

4.

- 简单不代表差，复杂也不意味着好。PostgreSQL由于一开始是一个研究型数据库，其内部代码结构模块

化过于清晰，导致其性能一直不怎么样，我们对PG 8.0和MySQL 5.0进行过性能对比测试，测试结果可以

说明问题。

- MySQL权限控制部分有啥问题？我不太清楚。

2006-09-24 17:58 冰河

回复 |  删除

以下理由：

1.PostgreSQL至少比MySQL更稳定。我现在试用两台服务器开postgresql数据库保存apache日志，每

天新增20G数据(将近1亿条记录)，postgres两周以来一点儿内存都没漏过。现在一个数据库的规模是32

0G，插入和查询效率跟数据量基本没关系。

2.现有的大型数据库系统如oracle,informix,postgresql,db2等全部都有20年以上的历史，是经过时间的

考验才不断完善至今的。而mysql的历史太短，根本不足以开发出高强度的数据库系统。据wy说MySQL

是95年才开始做的，而且是七拼八凑搞出来的。断短10年的历史里几乎所有组件都换过了⋯⋯

3.PostgreSQL的高级特性即使不用也不影响其性能。而且万一以后真的用到了也可以信手拿来。而且pg

的许多特性我看未必是用不上，如果用mysql的思想来使用postgres自然是感觉postgres里有很多“无用

”的东西。例如postgres里用各种其他语言(java,perl,python,..)定义用户存储过程和查询函数的特性我看

完全可以大幅简化代码里的嵌入SQL语句，事先定义在数据库里的SQL语句在执行效率上应该比现场调用

的高一些吧；

4.MySQL，PHP之类的软件流行完全是靠低门槛和跟风搞出来的。我们也不是小公司了，根本没必要惧怕

采用的底层产品的复杂性。MySQL的流行也并没有让人们更加了解MySQL，熟悉SQL语言跟熟悉MySQL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例如MySQL的数据库权限控制部分有谁敢现在说完全清楚的？

2006-09-24 16:28小鸟！！

一个，为何postgresql是一条很平坦的路呢？我们以前一直认为mysql是。。。

另一个，据我所知，postgresql的很多很强的功能我们的确用不上：

1. 抽象数据类型

2. 很多种优化方法

mysql在web程序开发领域用户量极大，这本身也证明了一些东西吧。

嘿嘿，建议后台组找专人从技术上对比一下吧，的确关注pg的最新版本关注得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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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6-09-24 15:40 冰河

回复 |  删除

就是说假如 MySQL 是一条到处是坑的路，只要能确定我们的走法刚好能不踩进去，这条路就可以放心地

走，哪怕可能还有别的完全平坦的路也无视，是这个意思喽？

⋯⋯

2006-09-24 15:17小鸟！！

回复 |  删除

如果是mysql的问题，这种要用在点卡计费上面，那真当是大家都疯了。。嘿嘿

 

不过点卡计费应用相对稳定，sql语句都基本上定了，跑测试也跑了无数次了，

基本上该跑的代码路径也都跑过了吧。没有发现泄漏，应该还算能用吧。

不像blog系统现在前台不稳定，sql成天改啊。。:)

 

嘿嘿，postgresql应该是我们开始做ddb的时候还不支持分布式事务，所以直接ignore掉了。

现在到的确可以试验试验了。

2006-09-24 14:46深蓝

回复 |  删除

mysql应该会出稳定版本的，坚持一段时间了

2006-09-24 14:45深蓝

回复 |  删除

汗，怪不得周末blog速度这么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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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周末过得好 网易死活与我无关  

2006-09-25 03:13:58 |  分类：  一般技术 |  标签： afs  andrew  dfs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4)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4)

本节介绍 OpenAFS 服务器端架构。

在一个典型的Linux下AFS服务器节点上，应该存在下列进程：

/usr/sbin/bosserver

/usr/lib/openafs/ptserver

/usr/lib/openafs/vlserver

/usr/lib/openafs/fileserver -p 23 -busyat 600 -rxpck 400 -s 1200 -l 1200 -cb 65535 -b

240 -vc 1200

/usr/lib/openafs/volserver

bosserver，Basic Overseer Server(BOS Server)进程主要负责其他AFS进程的监控，可以自动

重启失效进程。(看看，高可用性AFS天生就有)；

fileserver，File Server是基本的文件服务进程；

ptserver，Protection Server负责处理AFS的文件权限以及管理用户和组；

volserver，Volume Location(VL) Server在自己的专用数据库里维护整个系统的卷位置信息。

AFS还定义了其他几种类型的服务进程，但是就不太常用了，详情请自行参考OpenAFS系统管理员

向导。

服务器端的文件系统结构如下：

/etc/openafs - AFS配置文件目录，当前目录为客户端配置；

/etc/openafs/afs.conf - AFS客户端配置文件，是基本不变的通用配置；

/etc/openafs/afs.conf.client - AFS客户端配置文件，里面是安装时一定要明确配置的几个开关参

数；

/etc/openafs/CellServDB - 客户端AFS cell数据库，通常是系统安装时自带的全球公共AFS数

据；

/etc/openafs/cacheinfo - 本地缓存目录和缓存空间信息；

/etc/openafs/ThisCell - 存放AFS客户端的当前cell，当前cell为很多AFS管理命令提供了默认cell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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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三年过去了 ⋯⋯ 2010-09-25 10:35:1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转载

参数；

/etc/openafs/BosConfig - BOS服务器的配置文件，里面精确指定了AFS服务器端进程的运行情

况；

/etc/openafs/server - AFS 服务器端配置目录；

/etc/openafs/server/CellServDB - 该机所在的AFS cell的服务器列表；

/etc/openafs/server/ThisCell - 当前cell

/etc/openafs/server/KeyFile - AFS的根密钥文件，通常来自Kerberos 服务器密钥导出；

/etc/openafs/server/krb.conf - 与当前cell相关联的 Kerberos 域；

/etc/openafs/server/UserList - 本地超级用户列表

/etc/openafs/server-local - 一些跟服务器有关的本地文件所在的目录，无须修改。

当部署一个节点时，要做的事情就是将 /etc/openafs/server 目录复制到另一台机器，然后向所有

能看到这台机器的节点发布该节点并重启所有的ptserver和vlserver.

阅读(1252)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这个周末过得好 网易死活与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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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4) 连续通宵加班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2006-09-29 00:02:30 |  分类：  随想 |  标签： chat  网易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网易死活与我无关网易死活与我无关

我已经尽力了，没有人比我们(4人SA组)做得更好。程序有问题，再好的管理员和服务器也不行。而

且把大量时间浪费在跟踪服务器的健康上也不经济：这些时间本该用于研究新技术。

最后重申一点，如果哪位开发即时通讯软件的同事想要服务器的根权限，就等于他想接手此服务器的

维护以减轻我们SA组的负担，我会很感谢地把这台服务器的所有相关工作移交给他。如果还想要我

们组管理服务器以及配置那些你们不熟悉的服务程序，就别跟我在服务器权限问题上纠缠，否则⋯⋯

阅读(3315) |  评论(1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4) 连续通宵加班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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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6-09-29 16:03 冰河

回复 |  删除

把我们组的工作分担给别人的思路是不正确的。管理和运维服务器本来就是我们系统管理员的工作，为什

么要别人来分担呢？再说分担工作并不会造成总工作量的减少，对公司有害无益。我们从没抱怨过做SA不

好，只是认为是不良代码导致我们的工作量骤增，比较冤⋯⋯

所以，与其想着分担我们的工作，倒不如多想想怎样改进代码，让系统少出问题，从而减小这种缺乏技术

含量的维护工作总量，这才是上策。我们也会尽量从SA的角度不断优化系统，让有问题的代码也尽量跑得

好一些。

2014-04-24 18:01吴大妞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我觉得非常感人

2007-01-08 03:44enno

回复 |  删除

再过５年，或许你就不会这么放言了

2006-12-25 07:49Hoky

回复 |  删除

系统管理和程序开发永远都会有矛盾，相互抱怨：）

2006-10-06 14:43supereyes

回复 |  删除

牛逼人 - 绝对北京赞美的话

2006-10-05 13:52南非蜘蛛

回复 |  删除

NB的标题，NB的内容

2006-09-30 11:41萝卜

回复 |  删除

内容我支持,标题偏激了点.....好歹大家都是为网易工作......公司的死活还是要管的

2006-09-30 05:33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pat  bing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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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9-29 15:25深蓝

回复 |  删除

不会怪偶吧，偶一般只要你帮偶敲2个命令的...... 不过binghe一定要注意，工作第二，身体第一，偶今天就

感觉有点感冒了！

2006-09-29 10:59B.E.

回复 |  删除

永远支持伟大的binghe的工作。。。大家都知道你是最好的。。。

2006-09-29 10:43小鸟！！

回复 |  删除

加油加油，我们再商量一下，把一些日常应用维护的工作分担给我们应用组，这样你的负担应该会减轻一

些。:)

机器root还是应该你们SA组都负责，给我们应用一些简单操作的sudo，比如说apache/tomcat关闭启动

，看他们的日志以及替换一些应用的配置、页面和程序class文件之类的就行了。

现在我们应用变更太过频繁，所以的确需要频繁更改和启动这些程序，以后应用稳定了应该会好狠多吧。

2006-09-29 07:37匿名

回复 |  删除

hoho, GAAAAAAAAAAAAAAAAP

 

/http://jack.lifegoo.com

2006-09-29 06:47离明天差4分

回复 |  删除

是何事引起如此感慨.....

2006-09-29 06:29匿名

回复 |  删除

牛B

偶像

太NB了

2006-09-29 06:27阿珂

回复 |  删除

冰河辛苦了！

不过跟踪服务器的健康也是为了倒查程序的问题。

2006-09-28 18:25 冰河

回复 |  删除

有些工作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没人和你明说时尽管取自己认为最优的默认值好了。

2006-09-28 18:13数据流

呵呵  同意的说。偶都不知道他们是要如何发布的。连需要注意的东西都没有和偶说。今天由于他们没有明

确和偶说的缘故，估计要花时间去处理bug导致的问题了。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测试代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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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死活与我无关 国庆值班  

2006-09-29 14:24:25 |  分类：  工作 |  标签： working-hard  neteasae  work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连续通宵加班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连续通宵加班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严格来讲，对我们系统管理员来说不存在制度上加班不加班的问题，这可以表现在：1.从来没有加班

费，2.正常上班时间可以晚些或者干脆不来，3.有其他形式的补偿，4.即使在家里也能完成大部分工

作。所以标题中的“加班”仅指纯粹意义上的增加实际工作的时间。

我的身体素质很奇怪：短时间的加班(连续24小时以下)基本不觉得困，长时间连续加班(一周以内)只

需每天少量睡眠(3-5小时)即可。但是我相信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在我身体里肯定有其他东西被偷偷

消耗掉了。

1. 手臂的硬损伤。我的工作从表面上看其实就是坐在某个地方不停地按键盘，手臂的疲劳是不可避免

的。我对鼠标的使用非常少，绝大部分时间是不停地双手飞速按键 盘(3 hits/s)，在这种情况下，必

须按键准确有力而且手腕处于悬置状态。所以在长时间加班中，我的双手前臂将首先感到酸痛，继而

手腕不适，手指僵硬。硬损 伤必须在双手完全放松的情况下至少12小时完全不碰键盘才能恢复，但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疲劳反应的发起时间将越来越短⋯⋯

2. 免疫力下降。目前已经发现长时间工作影响身体免疫力，工作24小时以内会出现头皮和脸部真菌

过度繁殖导致少量皮肤被侵蚀，48小时以内胃部不适、会偶而感到恶心。根据过去的几个月和前几天

的经验，一般上述症状需要在家里静养两天以上才能恢复。

3. 脑部活动。首先，记忆力的降低主要表现在非技术性方面，技术细节我向来记得非常清楚而且无论

多久还是多疲劳都不会忘，但是提取记忆的效率会在疲劳时有所下 降。换句话说大脑在疲劳状态下工

作在低频状态，计算能力下降了。其次，由于经常被来自各方的需求打断，并且同时处理几个不相关

的事件，头脑经常工作在多线 程模式，在疲劳时头脑偶而会出现上下文切换错误：一个事件的信息被

错误地用于另一个事件了。另外，脑部活动在开始休息以后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停止：昨晚我休 息以后

脑子里还不断闪现大量工作中的记忆片段，迟迟无法进入深度睡眠。

4. 意志。现已发现，长时间工作对意志的影响比较特殊：我不会产生工作厌烦情绪，但是先前对系统

里不良架构的抵制性反应会大大增强。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休息期 间一旦醒来就不再想睡了，我内心

字号

用易信  “扫一扫”

将文章分享到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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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即将出访几个北方城市 2010-09-28 19:37:4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转载

对看考研书和诸如AFS和Lisp等技术的研究渴望会增强。换句话说，一旦用于工作本身和用于个人兴

趣领域的时间长时间平 衡被打破，我内心会强烈希望弥补这一平衡，即使占用更多的本该休息的时

间。

阅读(2905)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网易死活与我无关 国庆值班  

2006-10-01 04:03匿名

回复 |  删除

一位在IT工作的朋友,长期太累得了肾病,同样的还发生在她的几个同事身上.

2006-09-30 09:56supereyes

回复 |  删除

挺住！

2006-09-30 08:49阿珂

天天如此当然吃不消，也说明很失败。所以，这样的状态是要避免。

不过，在发布新版本或者新产品的关键时刻，这样做对于争取到更多的“饭”和经验以及rp是非常值得的

。

 

“饭”没有了，要饭碗做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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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6-09-30 08:07匿名

回复 |  删除

bless. 不过告诉你，这是很多人工作几年后成为自由职业者或者自己startup的原因。

 

-- jack

http://jack.lifegoo.com

2006-09-30 07:13浮华如影，且走且看

回复 |  删除

说句实在话，这样工作无论得到的成果将会怎样丰厚，都不值得！一点都不值得！！

生命只有一次，健康的身体是生存的前提，是快乐的基础，是幸福的保障；如果这样

工作，最后导致的后果⋯⋯

人不是机器，需要休息，对于你来说，变成了休养～～～

bless～～

2006-09-30 06:41cheni

回复 |  删除

对你们透支健康地工作,非常心疼!!这么干是会废掉的,仅管事业会前赴后继,但对每个人来说,生命健康毕竟是

第一位的!难道这是IT业无法改变的现状?这一行不是聪明人很多吗,先解决这一课题吧,事业才会常青!!

2006-09-29 16:07 冰河

回复 |  删除

程序员分担系统管理员的工作实际上是抢饭碗的行为，但如果程序员写出的程序在服务器上运行基本不出

问题从而让系统管理员日常几乎无事可作，那我们(SA)会很高兴地去抢程序员的饭碗。

2006-09-29 11:01B.E.

回复 |  删除

binghe 你是应该好好休息。。。。。我们大家都需要缓一下。。

2006-09-29 10:35小鸟！！

回复 |  删除

唉，可怜，太辛苦了，以后我们应用这边要分担一下你的工作才行。。

这么干人肯定干废掉:(

2006-09-29 08:35阿珂

回复 |  删除

连续通宵肯定对身体很不好的。。。

最好能把负载均衡掉，承担负载的不仅仅是sa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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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通宵加班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收到红颜知己们的节日祝福短信⋯⋯  

2006-10-01 11:28:59 |  分类：  学习 |  标签： holiday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国庆值班国庆值班

国庆长假，对我来说另有一种意义。

我在交友方面，一向以神交为主，平时很少跟一群朋友出去玩(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朋友有难那是

必须要出手了，否则宁可继续一心忙自己的事情。所以多年下 来，真正跟我交上朋友的，基本都跟我

差不多类型。酒肉朋友是跟我无缘的。因此，漫长假日，实在没心情也没理由去打扰别人，不妨在公

司值3天班 (10.1,4,6)，顺便思考一下个人的前途，再看看书才是正道。

老大和同事们的建议我觉得有一定道理，应该继续招募几个SA了，现在每个项目平均一个SA都不

到，每天我被各种事务烦死，根本没正规时间研究新技术了。多 招几个人减轻一下负担其实对我来说

跟加薪是一样的：我最需要的是时间，其次才是money。不过，为了公司着想，在这个问题上我坚持

采取谨慎态度：新人要 经过逐步培养，先从体力活干起、然后用本地办公和测试网络熟悉我们现有的

各种技术、至少一两个月以后才开始正式维护生产服务器。

我在工作和学习关系问题上的态度是，生理上做全职“流氓”没办法了，心理上绝对不能让步。我还

只是个本科非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我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其实除了 学习就没做其他像样儿的事情了，科

研离我还有些遥远，再花几年时间掌握前人在某几个领域的主要进展是值得的。过早地开始原创性工

作不利于视野开阔。其实我 一点儿也不傻，别人能理解的任何知识和技术我也可以，只要静下心来花

一点儿时间。所以，要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做一个以学习为职业的真正的“学者”。

菲赫金哥尔茨的《微积分学教程》让我对微积分这门最基本的高等数学分支有了新的理解。如果花时

间把这套书完全读懂，即使今年考研再次失败也不后悔。《人工智能——一种现代方法》让我任何时

候都有学习目标，Lisp则赋予我完美的工具。

除了没有MM相伴略感遗憾，其他都是完美的。

阅读(1322)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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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画皮 2008-10-01 16:33:05

[lisp-snmp] Roadmap: cl-net-snmp 5.x and 6.0 2008-10-01 11:09:36

国庆假期第一天 2007-10-01 17:45:2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转载

连续通宵加班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收到红颜知己们的节日祝福短信⋯⋯  

2006-10-12 11:56博喀

回复 |  删除

菲赫金哥尔茨的书，我看过第一卷第1、2册。后面的实在没有时间看拉，哈哈。

写得真是完备啊，堪称微积分宝典。不过考验也用这书么？会不会太长？

2006-10-02 15:22阿珂

回复 |  删除

2006-10-01 16:12萝卜

回复 |  删除

你不成功我不信还有谁能成功了

2006-10-01 14:22离明天差4分

回复 |  删除

唉，可惜我是个GG，不能陪你啊

2006-10-01 11:42shmily花儿

patpat

我在家上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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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6-10-01 06:19深蓝

回复 |  删除

赞的，有这种对人生和学习的态度，境界真不是一般的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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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画皮 2008-10-01 16:33:05

[lisp-snmp] Roadmap: cl-net-snmp 5.x and 6.0 2008-10-01 11:09:36

国庆假期第一天 2007-10-01 17:45:2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国庆值班 搞定 Kerberos  

2006-10-01 13:07:39 |  分类：  朋友 |  标签： friends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收到红颜知己们的节日祝福短信⋯⋯收到红颜知己们的节日祝福短信⋯⋯

孤独之中倍感欣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估计届时早已全部名花有主了⋯⋯我还不知自己在等什

么。

Close 了一个 bug 之后，却不知该 ReOpen 哪一个了⋯⋯抑或我还没有准备好？

阅读(1424)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用易信  “扫一扫”

将文章分享到朋友圈。

 

国庆值班 搞定 Kerberos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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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6-10-05 13:51南非蜘蛛

回复 |  删除

又是一个情种

2006-10-01 10:23wangyuanzju

回复 |  删除

越来越觉得会YY是成为高手的必要条件

2006-10-01 09:55<I>renzj</I>

回复 |  删除

不着急，随缘啊，总会遇到合适的。。。

2006-10-01 07:28Radiumce

回复 |  删除

还带个“们”字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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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红颜知己们的节日祝福短信⋯⋯ YAMAHA 的乐器好贵⋯⋯  

2006-10-02 03:21:42 |  分类：  一般技术 |  标签： technoligy  kerberos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搞定 Kerberos搞定 Kerberos

国庆第一天是继AFS之后又一重要日子：我在 Kerberos 认证的学习和使用上取得丰硕成果！

在博客服务器上实现了 AFS, SSH 和 PostgreSQL 的 Kerberos 5 认证，包括票据转发、跨域

(cross realm)认证等。成功之后回顾整个技术细节，才发现整套技术是如此的细腻，一切都清清楚

楚。

感谢 O'Reilly 《SSH 权威指南》和《Kerberos 权威指南》教给我必要的知识基础，感谢网易提供

硬件资源，当然也要感谢 Debian, Heimdal, OpenSSH 等开源组织。Kerberos 5 认证和 AFS 将

使我的系统管理工作走向新时代！

至此，高级 Linux 系统管理领域除 Sendmail 外已经再没有什么有难度的部分了。

阅读(1196)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收到红颜知己们的节日祝福短信⋯⋯ YAMAHA 的乐器好贵⋯⋯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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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2006-10-02 10:02peterylh

回复 |  删除

结论：Sendmail是系统管理领域的最高峰

2011-05-25 15:34TonyJJ 回复 peterylh

回复 |  删除

why?

2006-10-02 18:31离明天差4分

回复 |  删除

还要感谢CC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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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黄龙吐翠 + 宝石流霞 2008-10-03 05:26:46

国庆假期第三天 2007-10-03 17:54:02

国庆假期第二天 2007-10-02 18:15:5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搞定 Kerberos SBCL 0.9.16-17 新特性一览  

2006-10-03 09:49:52 |  分类：  爱好 |  标签： flute  yamaha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YAMAHA 的乐器好贵⋯⋯YAMAHA 的乐器好贵⋯⋯

昨天在天目琴行买了YAMAHA最低档的一款长笛，刚好赶上国庆期间八折优惠，竟然也要

￥2800⋯⋯

不过长笛这种乐器好的真是上不封顶的，全身18K金制的或者92.5%银制的也是有的，就先用这根低

档的练手吧。

(我妈知道了肯定打死我，绝对不能告诉她老人家)

阅读(1331) |  评论(1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搞定 Kerberos SBCL 0.9.16-17 新特性一览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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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2012-12-23 03:37凝子

回复 |  删除

以为你只关注技术性的课题,没想到你对艺术也有所喜爱,真不错,科学家都这样

2006-11-18 08:13Fish.NET

回复 |  删除

关键原因你是在天目琴行天目琴行买的，这个是大黑店大黑店。。。

2006-10-22 18:04 冰河

回复 |  删除

郑重宣布：我长笛已然学成了！

2006-10-13 04:45Fish.NET

回复 |  删除

下次一定要让老朱给我们露一手了~~

2006-10-11 14:30<I>renzj</I>

回复 |  删除

2800？可以买5600个靓园的肉包，一顿吃三个，一天三顿，总共九个，能吃622天。。。。。

2006-10-08 17:48zjb

回复 |  删除

小时候笛子俺玩过，很朴素的乐器，长笛不就长了点咋就这么贵捏（笛子和长笛好像不是一码事吧）

2006-10-07 09:27andyfires

回复 |  删除

绝对支持

2006-10-06 14:41supereyes

吃进肚子，总比在嘴边蹭来蹭去的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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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哈哈，支持豆豆请我吃￥2800的海鲜

2006-10-06 09:00 冰河

回复 |  删除

花￥2800吃海鲜? 这不是败家吗?

2006-10-05 13:51南非蜘蛛

回复 |  删除

2800好贵呀，够吃顿海鲜了

2006-10-04 16:12 冰河

回复 |  删除

送佳人？我自己留着吹的！

2006-10-04 15:38阿珂

回复 |  删除

长笛送佳人嘛？

2006-10-04 08:06萝卜

回复 |  删除

还好我不好这口...

2006-10-03 16:55深蓝

回复 |  删除

你妈的电话多少，我来转告她，嘿嘿

2006-10-03 15:54Fish.NET

回复 |  删除

深有同感。。。

最近和mm看上了YAMAHA的一款电钢，太贵了，下不了手啊。。。

ps:俺五岁的时候用的那个YAMAHA电子琴现在还能正常使用，东西是不错啊！贵。。。按照我爸说起来

这是当时家里最贵的东东了。。。

2006-10-03 14:15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想当年俺5岁的时候和老妈要电子琴，

YAMAHA的太贵了，就给俺买了个西湖西湖48键的随便玩

从此奠定了俺和杭州的缘分ing~

上次看到个竖琴，要24万。。。

2006-10-03 09:54离明天差4分

回复 |  删除

拿来做雨伞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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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MAHA 的乐器好贵⋯⋯ zz JVM GC的一些基本概念  

2006-10-07 23:41:54 |  分类：  Lisp |  标签： sbcl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SBCL 0.9.16-17 新特性一览SBCL 0.9.16-17 新特性一览

不得不说 SBCL 是目前最成功的开源 Common Lisp 实现，虽然 OpenMCL 在某些方面可能更为

优秀但在跨平台可移植性上 SBCL 做得更好。众所周知，SBCL 是基于 CMUCL 发展起来的，由于

CMUCL 开发者的过于“保守”才导致了一个新项目 SBCL 的诞生。随着 SBCL 0.9.17 版的发

布，一些当初没有从 CMUCL 里移植出来的特性终于看到了影子：CMUCL 有独立的解释器和编译

器——解释器用于交互环境便于调试，编译器能带来最佳性能——而 SBCL 出于移植方便则只有编

译器，现在 SBCL 终于也有自己的解释器了，虽然并不是 CMUCL 源代码里的那个。

OpenMCL 的 AMD64 Port(beta) 和 PPC64 Port 以及其 1.0 版的发布为其奠定了 MacOS 系统

首选 Common Lisp 平台的地位，OpenMCL 源于商业 MCL，继承了其优秀的软件体系架构，完

美地实现了 Common Lisp 的自举过程。期待它的进一步发展吧。

所有的一切让我强烈地感觉到，Lisp 社区还处于高速发展之中。而我目前能做的，却还只是学⋯⋯

New in version 0.9.17New in version 0.9.17

Back to top

feature: weak hash tables, see MAKE-HASH-TABLE documentation

incompatible change: External-format support for FFI calls. The SB-ALIEN:C-STRING

no longer implies an ASCII external-format. Instead the string is subject to external-

format conversion. Additionally return values of type SB-ALIEN:C-STRING are by

default of type (SIMPLE-ARRAY CHARACTER), not SIMPLE-BASE-STRING. For an

alien type that behaves like the old SB-ALIEN:C-STRING type, use (SB-ALIEN:C-

STRING :EXTERNAL-FORMAT :ASCII :ELEMENT-TYPE BASE-CHAR). (thanks to

Yaroslav Kavenchuk)

incompatible change: SB-EXT package no longer contains the following unused

symbols: *GC-NOTIFY-AFTER*, *GC-NOTIFY-BEFORE*, *GC-NOTIFY-STREAM*,

*ERROR-PRINT-LENGTH*, *ERROR-PRINT-LEVEL*, *ERROR-PRINT-LINES*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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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patible change: the single-stepper is no longer available on Alpha, Mips and

Sparc platforms.

minor incompatible change: the direct superclasses of SB-MOP:FUNCALLABLE-

STANDARD-OBJECT are (FUNCTION STANDARD-OBJECT), not (STANDARD-

OBJECT FUNCTION). This makes the class-precedence-lists of GENERIC-FUNCTION

and STANDARD-GENERIC-FUNCTION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ANSI 1.4.4.5.

minor incompatible change: the default stream external format on non-unicode

SBCL is no longer detected from the locale, but is always ISO-8859-1

new feature: Add a version of evaluator that uses an interpreter instead of the

compiler. EVAL still uses the compiler by default, to switch it to use the interpreter,

set the value of the variable SB-EXT:*EVALUATOR-MODE* to :INTERPRET.

minor incompatible change: the single-stepper REPL has been merged with the

normal debugger (see the "Stepping" heading of the debugger help for more

details). The debugger command STEP will no longer switch to the single-stepper

REPL.

bug fix: ENOUGH-NAMESTRING on pathnames with no name and a pattern for a

type now works.

bug fix: loading of default sysinit file works. (thanks to Leonid Slobodov)

bug fix: better detection of circularities in the file-compiler. (reported by Marco

Monteiro)

bug fix: the CL pathname functions now work with files that have non-ASCII

characters in their names (thanks to Yaroslav Kavenchuk)

bug fix: The :PTY argument for RUN-PROGRAM will now work on systems with

Unix98 pty semantics.

bug fix: ASDF-INSTALL will now work with bsd tar.

bug fix: ASDF-INSTALL uses GNU tar on Solaris (thanks to Josip Gracin).

bug fix: timers expiring in dead threads no longer cause a type-error (reported by

Paul "Nonny Mouse").

bug fix: thanks to more lightweight single-stepper instrumentation, code compiled

with (DEBUG 3) will compile and execute significantly faster, and will have more

accurate type-inferencing than before

bug fix: SLOT-VALUE optimizations are no longer done on method parameters

whose bindings are modified

improvements to the win32 port (thanks to Yaroslav Kavenchuk):

bug fix: arguments to RUN-PROGRAM are escaped correctly

replace dummy implementations of CL:MACHINE-INSTANCE and

CL:SOFTWARE-VERSION with proper version

New in version 0.9.16New in version 0.9.16

Back to top

feature: implemented the READER-METHOD-CLASS and WRITER-METHOD-CLASS

portion of the Class Initialization Protocol as specified by AMOP.

incompatible change: variable SB-EXT:*USE-IMPLEMENTATION-TYPES* no longer

exists.

optimization: faster LOGCOUNT implementation on x86 and x86-64 (thanks to Lu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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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ler)

optimization: hashing of general arrays and vectors has been improved. (reported

by Any Fingerhut)

enhancement: SB-INTROSPECT is now able to find definitions of profiled functions.

(thanks to Troels Henriksen)

enhancement: compiler-macro expansion applies now to FUNCALL forms as well,

allowing compiler-macros for SETF-functions to expand.

enhancement: step-instrumentation no longer wraps known single-value functions

with multiple-value context, allowing better type inference.

fixed bug #337: use of MAKE-METHOD in method combination now works even in

the presence of user-defined method classes. (reported by Bruno Haible and Pascal

Costanza)

fixed bug #339(c): if there are applicable methods not part of any long-form

method-combination group, call INVALID-METHOD-ERROR. (reported by Bruno

Haible)

fixed bug #361: the :FUNCTION initarg in the protocol for initialization of methods

can now be used to override internally-produced optimized functions. (reported by

Bruno Haible)

bug fix: extensions of MAKE-METHOD-LAMBDA which wrap the system-provided

lambda expression no longer cause warnings about unbound #:|pv-table| symbols.

bug fix: improved the handling of type declarations and the detection of violations

for keyword arguments with non-constant defaults.

bug fix: potentially erronous calls to PATHNAME and MERGE-PATHNAMES were

being flushed in some cases. (reported by Richard Kreuter)

bug fix: compiled calls to TYPEP were mishandling obsolete instances. (reported by

James Bielman and Attila Lendvai)

bug fix: format strings with ~> without matching ~< no longer trigger an AVER, but

signal an understandable error instead. (reported by Antonio Martinez)

bug fix: specifying an output-file without a pathname-type for COMPILE-FILE or

COMPILE-FILE-PATHNAME resulted in using the type of input-file instead of "fasl".

(reported by Robert Dodier)

bug fix: compiler-macro lambda-list parsing of FUNCALL forms. (reported by James

Y Knight).

bug fix: compiler-macros-function did not consider the environment argument for

shadowing by local functions.

bug fix: compiler-macros expansion was inhibited by local INLINE declarations.

bug fix: inline expansions of known functions were subject to step-instrumentation

in high debug policies, leading to problems with type-inference.

bug fix: compiler failed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different CONS types in some

cases.

bug fix: fixed input, output and error redirection in RUN-PROGRAM for win32.

(thanks to Mike Thomas and Yaroslav Kavenchuk)

bug fix: #368: incorrect use of expressed vs. upgraded array element type.

bug fix: #306a: more precise unions of array types.

thread-safety improvements:

CONDITION-WAIT could return early on Linux, if the thread was interru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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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转载

and subsequently continued with SIGCONT.

STABLE-SORT and ADJUST-ARRAY were not reentrant.

Older SBCL releases

阅读(1957) |  评论(1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YAMAHA 的乐器好贵⋯⋯ zz JVM GC的一些基本概念  

2006-10-11 08:50B.E.

回复 |  删除

LISP 是天书

2011-02-28 01:16黑传说 回复 B.E.

回复 |  删除

历（lisp）是门入门级的编程语言，不过，因为中文翻译的原因，大部分人认为历是天书。天杀的

翻译啊。

2011-02-28 05:14 冰河 回复 黑传说

回复 |  删除

请问中文翻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故意翻译得晦涩难懂？

2011-03-01 05:30黑传说 回复  冰河

入门语言说是这家伙说的：David S. Touretzky：Lisp is an excellent language for beginne

rs.

绝大部分信息技术类的翻译确实艰涩难懂，而且还中英糅杂，不知道是故意呢，还是翻译者水平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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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比如lisp的基石list，翻译成表，中文很容易联想成列表，像excel表格这种，结果就是无法理解lis

t的强悍表达能力，明显的故意挖坑给人跳的。list在英文里还有清单的意思，而lisp里用list，也是

以清单形式来出现的，即使要翻译成表，也应该是链表，而且不能省略称为表的。或者像我这样

，用一个象形字“串”来翻译list，也比搞个被人误解的翻译好。

2011-03-01 12:28 冰河 回复 黑传说

回复 |  删除

不好意思，我也是翻译成 “列表” 的，实在没其他选择。其他诸如 “形式” (form)，“宏” (

macro)，“点对” (cons) 之类的，建议习惯就好了。

2011-03-01 13:20黑传说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个人不这么认为，不知所云、辞不达意的翻译，会大幅度增加学习者学习负担的。

不好的翻译，把入门级的东西变成天书，根本就不该去迁就，而且如果我有时间，完全有能力重

新翻译出更好的，干嘛去习惯。

宏macro这个翻译是很不错的。cons翻译成点对，不知所指。

2011-03-02 03:49 冰河 回复 黑传说

回复 |  删除

cons 来自于 "构造" (construct) 一词，它是一种两元素构成的有序结构。《SICP》中把它翻译

成 “序对”，但我查询了一下网络上其他谈及 Lisp 的文章，发现用 “点对” 更普遍一些，于是

就采用了后者。无论哪种翻译方法，恰恰是考虑到了该词的内涵而做出的。你管这叫 “辞不达意

” 真是丧尽天良。你有更好的翻译方法可以告诉我么？我要是采用了，就在《PCL》的译者注里

好好表扬一下你。

2011-03-02 04:21黑传说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不就是“构造”，动词名词都行，为何还要生造“点对”？再说了，lisp中，cons那个地方有“

对”的意思？

sp：表扬就算了，我不喜欢这种官僚性的东西。

2011-03-02 04:25黑传说 回复 黑传说

回复 |  删除

翻译成“二合一”、“合成”，都比“点对”达意。

2011-03-02 04:27 冰河 回复 黑传说

回复 |  删除

cons 由 car 和 cdr 部分成对构成的，你翻译成 ”构造“ 才是大错特错，因为能翻译成 ”构造

“ 的其他词汇太多了，这不符合专有名词的翻译原则。

2011-03-02 04:29 冰河 回复 黑传说

“在 Lisp 中，一个列表是由许多二合一构成的”，你不觉得这样很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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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1-03-02 07:21黑传说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你这理解有误。原文应该是一个list可以由另两个子list合成，也可以理解为一个list，可以被拆开

。说的是灵活性，是种自恰的表达，而不是说cons就是由car＋cdr构成。其实，这也说明了一个

问题，就是英文中文翻译有误，导致你描述一个概念的时候，只能使用英文来定义，而无法用中

文。

下面那句说明你太执着了，哪个list可以由许多cons构成？

我这么说，不知道你能理解么？

串（list）由众多元素组成，元素包括串本身，串可以掐头（car）去尾（cdr）。

两串合璧（cons），可以成为一个新串。

2011-03-02 07:25黑传说 回复 黑传说

回复 |  删除

搞错了，掐头应该是cdr，去尾才是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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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CL 0.9.16-17 新特性一览 最近比较辛苦  

2006-10-12 16:13:02 |  分类：  一般技术 |  标签： jvm  gc  java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zz JVM GC的一些基本概念zz JVM GC的一些基本概念

zz from http://www.raidcheng.net/blog/archives/2004/12/27/

(向东博士推荐我阅读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JVM GC的一些基本概念

堆(Heap)是Java程序的对象生活的地方，包含活的对象,死的对象以及剩余内存.

当对象不能被运行中的程序的指针所到达时,这些对象成为"垃圾".

JVM的堆大小决定了JVM花费在收集垃圾上消耗的时间和频度.

通过分析实际的垃圾收集时间和频率来调整垃圾回收的性能.

如果堆的大小很大,那么完全垃圾收集消耗时间就会很长,但是频度会降低.

如果堆的大小很小,那么完全垃圾收集消耗时间就会很短,但是频度会升高.

调整堆大小的的目的是最小化垃圾收集的时间,以在特定的时间内最大化处理客户的请求.

堆划分为两个区域: 新生代和旧生代.

新生代又分为：Eden 和两片生存空间(survivor spaces).其中保证有一片空间在任何时间是空的,当

垃圾收集发生时,Eden 中的活的对象复制到下一片生存空间,对象就在生存空间之间复制,直到到达最

大年龄值(老化),然后复制到旧生代.

Eden是新的对象分配的地方.

很多对象分配以后很快成为垃圾,这些对象称为具有 "infant mortality".

对象生存的时间越长,需要的收集时间也越长,因此,收集变慢.

你的应用建立和释放对象的速度决定了垃圾收集的频度.因此,在编程时,应注意使用对象的缓冲,而不是

新建立对象.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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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对象在新生代就已经死去,因此你能有效的调整垃圾收集.如果你能安排大多数对象的生存期小

于一个收集时间,那么,垃圾收集是十分高效的.

如果系统花费很多的时间收集垃圾,请减小堆大小.

一次完全的垃圾收集应该不超过3-5秒.

一般说来，你应该使用物理内存的80%作为堆大小.

对象分配在Eden,并且在这里死亡,当 Eden 满时,引起一个小的收集(minor collection)，一些生存的

对象被移动到旧生代,如果旧生代需要收集,则引起大收集(majorcollection)，这会比较缓慢.

如果GC成为瓶颈,那么需要指定代的大小,检查GC的详细输出,研究GC参数对性能的影响.

旧生代的收集采用mark-compact 的方式,其中的一部分叫做"永久代"(permanent generation)很特

别,他包括了JVM自身的所有反映数据(reflective data)例如类以及方法.

暂停时间的含义是应用因为垃圾收集而显示出来的短暂停顿.

吞吐量的含义是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没有用在垃圾收集的时间和总时间的百分比.

减少暂停时间的办法可以采用小的年轻代和增量收集,但是这以牺牲吞吐率为代价.

除非你遇到暂停的问题,否则,可以分配足够的内存给JVM,缺省的64MB总是太小.

设置-Xms和-Xmx为同样的值能提高JVM的预测,但是如果你的选择不对的话,JVM 不会补偿.

如果生存空间太小,拷贝直接进入旧生代,如果太大的话,会空闲在那里.

除非你碰到过渡的大收集或者暂停时间,否则分配足够的内存给新生代，缺省的

MaxNewSize(32MB)往往太小。

如果需要的话,最大的永久代大小可以使用MaxPermSize增加.

直接的GC调用可以采用-XX:+DisableExplicitGC来关闭.

Java HotSpot JVM 选项:Java HotSpot JVM 选项:

-Xms & -Xmx sets the min and max of heap used by the application-Xms & -Xmx sets the min and max of heap used by the application

-NewRatio sizes the young generation in relation to ther overall heap eg,Total-NewRatio sizes the young generation in relation to ther overall heap eg,Total

heap/(NR+1)heap/(NR+1)

defaults is 2defaults is 2

-XX:NewSize sizes ther young generation-XX:NewSize sizes ther young generation

-XX:MaxNewSize sets the maximum size the young generation can grow-XX:MaxNewSize sets the maximum size the young generation can grow

-XX:SurvivorRatio configures the size of the survivor spaces in relation to the-XX:SurvivorRatio configures the size of the survivor spaces in relation to the

young generation eg NewSize/(SR+2)=one Survivor spaceyoung generation eg NewSize/(SR+2)=one Survivor space

-XX:MaxPerm Size set the max size of the perm gen-XX:MaxPerm Size set the max size of the perm gen

Defaults -client=32m & -server=64mDefaults -client=32m & -server=64m

-XX:MaxTenuringThreshold set the max age an object must age before being-XX:MaxTenuringThreshold set the max age an object must age before being

promoted to old generationpromoted to old generation

Default is 32Default is 32

-Xloggc:-Xloggc:sets -verbose:gc & PrintGCDetails options and directs the output into asets -verbose:gc & PrintGCDetails options and directs the output into a

file. Only on J2SE1.4.0 and abovefile. Only on J2SE1.4.0 and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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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招商银行营口分行 2010-10-12 06:47:04

Canon PowerShot G9 2008-10-12 12:42:0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verbose:gc prints out young and old GC behaviors-verbose:gc prints out young and old GC behaviors

-XX:+PrintGCDetails outputs GC occurences with timestamps.Only on J2SE1.4.0-XX:+PrintGCDetails outputs GC occurences with timestamps.Only on J2SE1.4.0

and aboveand above

-XX:+PrintTenuringDistribution shows the lifecycle of objects in the young-XX:+PrintTenuringDistribution shows the lifecycle of objects in the young

generation(survivor spaces)generation(survivor spaces)

-XX:+DisableExplicitGC disables all System.gc() calls made programmically or-XX:+DisableExplicitGC disables all System.gc() calls made programmically or

from RMI causing Distributed GCfrom RMI causing Distributed GC

参考文章：

1、sun JVM's GC Process

2、Tuning Garbage Collection with the 1.4.2 Java[tm] Virtual Machine

阅读(1521)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SBCL 0.9.16-17 新特性一览 最近比较辛苦  

2006-10-13 05:38离明天差4分

回复 |  删除

no,2005本版的代码改进很大。不像以前那么丑陋

Fis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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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13 04:46

回复 |  删除

托管的C++代码长相太奇特了。。。

2006-10-12 17:44离明天差4分

回复 |  删除

你可以写受托管的c++代码啊。

2006-10-12 17:07深蓝

回复 |  删除

java里面没有指针，所以gc可以做得很高效，羡慕java 。可惜啊，目前还没有发现基于c/c++的稳定的

gc实现，

2006-10-12 16:04离明天差4分

回复 |  删除

个人认为对初在永久代或者生存空间中，那些在整理后并且不做为垃圾的那些对象，访问起来效率就会低

些。整理时内存要压紧，JVM就要维持一张引用的转换地址表。不知道它是否会反向地去修改引用本身。

java的对象分配是相当快的，可以比得上C在堆栈上分配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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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zz JVM GC的一些基本概念 Mazha 的笔记本很赞  

2006-10-16 23:47:40 |  分类：  工作 |  标签： working  hard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最近比较辛苦最近比较辛苦

上周六自从AFS挂掉以后就开始感觉身心疲惫，有一种自己快要挂掉的感觉⋯⋯今天胃和肺都有些不

舒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有什么问题^_^bb

正如我跟网易社区前管理员尹年春(现已离职，养病中)达成的共识：心理压力才是主要治病因素，光

是加加班不会死人的。最近AFS被我和kghost分别玩 挂了一次，导致两个晚上博客系统无法正常服

务，心理压力顿生⋯⋯现在白天时操作AFS已经有些提心掉胆了，到晚上时又没有体力再搞它了⋯⋯

手下的兄弟们实际上已经分担了我的大量工作，网易社区基本处于jabber自治状态，除了一时腾不出

专用的服务器之外没啥可担心的；popo的服务器 datastream一个人基本也能及时响应popo组的所

有需求了，个别胡搅蛮缠型需求我负责出面拒之(^_^)；博客的维护工作和所有服务器的网络构 架都

是kghost设计并实现的。我实际上忙于处理博客系统的一些创造性需求，调研和选用所有的可用于

系统管理的软件，以及应付来自相册组的难缠需求⋯⋯ 工作量已经比杭州只有我一个SA时轻多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最终一定要面对的问题离我越来越近了：

考研。目前的成果仅仅是数学的一小部分，我每天只有上班时在公交车上才有时间看书，下班后在家

里偶尔也会看会儿书。这个月内网上报名，不能再拖了。目前的 打算是今年如果没考上就马上申请转

正，以后万一老天有眼让我奇迹般地考上研的话届时如果公司不放档案就离职走人⋯⋯不管我在公司

有何发展。

苹果本本和LispWorks。追求这种昂贵的东西就像追求PPMM一样，没有资本不行。不知道在我挂

掉之前还有没有机会拥有他们了⋯⋯在最近的几个月里 给家里汇了整整2w，初步解决了家里由于我

上大学而产生的负债(这种情况在我家那边很常见，我也不觉得说出来有啥丢人的，毕竟我家那边能在

工作的第一年即 收回所有负债的家庭少之又少，自从我工作賺钱以后我妈肯定不会再骂我了^_^)。不

过Apple和LispWorks却离我越来越远了⋯⋯

网易相册。新的存储设备本周到位，NFS用还是不用，是个问题了。用NFS就失了节，同时增加了日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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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转载

后维护和处理盘阵故障的难度，并且在改进相册设计问题上 继续停步不前；不用NFS，那么AFS是

唯一的选择，但是万一AFS又因为我的误操作而挂掉就麻烦了，事实上由于AFS过于复杂我还有很多

细节不太清楚， 故障处理经验也完全处于起步阶段，用不用就看我是否敢冒这个险并且承担可能丢数

据的严重后果了⋯⋯

阅读(609)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zz JVM GC的一些基本概念 Mazha 的笔记本很赞  

2006-10-22 06:07B.E.

回复 |  删除

放弃AFS == 身体康复。。

太YM 冰河 了。

 

PS: 考上研的话 。。可以呆在CG实验室么。。就和萝卜一样。。。

2006-10-22 03:25weichao008

回复 |  删除

由衷的表示佩服！注意身体！

2006-10-20 12:10Fish.NET

回复 |  删除

加油！

2006-10-18 06:38shmily花儿

555，我发现我上班了还是被家里养着。。。

你要注意身体啦，有时间多运动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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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6-10-18 04:23peterylh

回复 |  删除

AFS内存占用这么大是啥原因？

AFS的性能有没有测试过？

2006-10-17 05:14 冰河

回复 |  删除

发现AFS内存占用过大，昨晚终于决定放弃了⋯⋯早晨醒来以后发现身体复原了?!

2006-10-17 03:34萝卜

回复 |  删除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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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离职 Gensym；开始专心学习 2016-10-16 18:34:15

载誉归来 2010-10-16 19:47:29

All Common Lisp Implementations 2008-10-17 11:03:1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最近比较辛苦 Common Lisp On Debian  

2006-10-17 22:10:26 |  分类：  朋友 |  标签： mazha  lapto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Mazha 的笔记本很赞Mazha 的笔记本很赞

x60s. 很羡慕 Mazha 的消费观⋯⋯

阅读(1689)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最近比较辛苦 Common Lisp On Debian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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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6-10-22 06:03B.E.

回复 |  删除

竟然用X60 。。不过总比没有好。。

2006-10-19 10:51亘

回复 |  删除

很好！

2006-10-18 12:36深蓝

回复 |  删除

估计也有很多人羡慕你的笛子的

2006-10-18 06:39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那么，我们家有3台小黑了。。。

2006-10-18 04:34匿名

回复 |  删除

蜘蛛也自己买了一个...

 

鉴定为烧包

2006-10-18 04:22peterylh

回复 |  删除

又是一个x60s

2006-10-18 04:15萝卜

回复 |  删除

呃，同意

2006-10-17 17:48数据流

回复 |  删除

Mazha很会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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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zha 的笔记本很赞 用 sbcl, asdf 和 cl-launch 编写可分发的 lisp 程序  

2006-10-20 21:16:30 |  分类：  Lisp |  标签： common  lisp  debian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Common Lisp On DebianCommon Lisp On Debian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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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号开始的输出是加载 aclrepl 包时产生的编译信息，可以忽略。现在，至少可以得到以下的特性：

1) 带有当前 lisp 包和命令行计数的提示符，这是 Allegro CL 的默认提示符；

2) 用 :r 加载 asdf 的软件包，代替 (clc:clc-require :软件包名)

3) 用 :pro 显示所有的 lisp 线程，代替 (sb-thread:list-all-th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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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 :ex 退出 lisp 环境，代替 (sb-ext:quit)

当然，也可以自己在 .sbclrc 里仿照已有的代码定义新的别名。

补充：另一个ms更好的解决方案是使用 linedit 包，不过需要其他两个包 osicat 和 terminfo 的支

持，方法是：

* (require :asdf-install)

* (asdf-install:install :linedit)

这期间可能需要多次按 0 忽略 GPG Keys 直到重新出现 sbcl 提示符。然后将下列文件用于

~/.sbclrc:

;;; Check for --no-linedit command-line option.

(if (member "--no-linedit" sb-ext:*posix-argv* :test 'equal)

    (setf sb-ext:*posix-argv*

          (remove "--no-linedit" sb-ext:*posix-argv* :test 'equal))

    (when (interactive-stream-p *terminal-io*)

      (require :sb-aclrepl)

      (require :linedit)

      (funcall (intern "INSTALL-REPL" :linedit) :wrap-current t)))

然后修改 ~/.emacs 将

 '(inferior-lisp-program "sbcl")

替换为

 '(inferior-lisp-program "sbcl --noinform --no-linedit")

如果有的话。这是为了确保 SLIME 启动 sbcl 时不加载 linedit (SLIME 不需要 linedit，但比

linedit 做得更好)

2. CLISP

CLISP 以启动速度快著称，并且支持以脚本方式来运行 Lisp 程序，对于小程序的运行来说非常方

便。而且 CLISP 自带了大量很有用的扩展包。CLISP 我用的很少，一般仅用于写一些不依赖于外部

软件包的小脚本和 Lisp 之间的兼容性测试。理论上也可以用 CLISP 来代替 bash 作为 shell 使用。

CLISP 启动时会试图加载 ~/.clisprc 文件，我只用了这个：

;;;; -*- Mode: Lisp -*-

(defmacro r (p)

  `(clc:clc-require ,p))

这样我就可以用 (r :软件包) 来快捷地加载 asdf 格式的 Lisp 包了。

3. Allegro Common Lisp Trivial Edition 7.0/Free Express Edition 8.0

Allegro CL 免费版实际上非常不错，至少还能加载一个启动脚本，heap 限制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苛

刻了，用于代码测试绝对够了。而且还能生成可以使用 60 天的独立可执行发行包。可以 Allegro

CL 的二进制包结构比较差，需要依赖它自己的动态连接库。

Allegro 很幸运地自带 asdf，不过为了能充分利用 Debian 提供的 CL 包，还是要做一些工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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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是：

1) 以 root 权限建立一个 /var/cache/common-lisp-controller/0/allegro 目录，然后使这个目录

为所有用户可写。

2) 建立 ~/.clinit.cl 文件，内容如下：

(setf *fasl-default-type* "fasla16")

(load "/usr/share/common-lisp/source/common-lisp-controller/common-lisp-

controller.lisp")

(common-lisp-controller:init-common-lisp-controller-v4 "allegro")

这个脚本首先设置 Allegro CL 的编译输出扩展名为 fasla16，这是为了确保不和 SBCL 的扩展名

fasl 冲突；然后加载 common-lisp-controller 并初始化。实际上确实可以将这个加载了 common-

lisp-controller 的 Allegro CL 环境 dump 出来，以后就不必使用每次启动时加载了，但是这样做

需要在每次 Allegro CL 升级后重新 dump 一次，对于测试环境来说很不方便，还不如每次启动时花

点时间重新加载一次。这样，在 alisp 和 allegro-ansi 两种模式下，就可以直接用 :r (软件包) 来加

载 Debian 系统自带的 Lisp 包了。

4. LispWorks Personal Edition 4.4.x

LispWorks 是所有 Lisp 实现中最好、最贵、输出可执行文件最规整的。尤其在苹果平台下，

LispWorks 的 IDE 令人难忘。不过 LispWorks 的免费个人版也是最恶心，限制最多的：

1) 连续运行不得超过 5 小时，其中第 4 小时时会有一个能中断当前所有线程进行的对话框，提示你

快到 5 小时了。(当然，Allegro 其实也有，只不过是每两小时一次，但不会阻塞程序运行。)

2) 无法输出独立可执行文件。(Allegro CL 好歹还能输出一个 60 天有效期的，不过所有的自由软件

实现都不具备这个功能。)

3) 启动时无法加载用户自定义的配置文件，当然也不能将当前环境 dump 出来。(绝无仅有，没见过

这么恶心的)

但是 LispWorks 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在苹果平台下，或者当你有希望将来购买 LispWorks

时。为了让 LispWorks 能使用 Debian 的软件包，你必须在 LispWorks 运行以后手工加载一个

lisp 文件：

(load "/usr/share/common-lisp/source/common-lisp-controller/common-lisp-

controller.lisp")

(common-lisp-controller:init-common-lisp-controller-v4 "lispworks")

(defmacro r (p)

  `(clc:clc-require ,p))

将这个文件命名为 ~/.lispworks，这样在进入 LispWorks 环境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运行 M-x load

RET ~/.lispworks RET (LispWorks 是仿 Emacs 的键绑定模式) 即可。然后我就可以用 (r :软件包

名) 来加载大部分 Debian 的 asdf 包了。

阅读(5726)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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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自我感觉良好 2014-10-20 03:38:23

德语 2013-10-20 15:32:07

CL-HTTP 70.190a 2007-10-20 07:29:1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Mazha 的笔记本很赞 用 sbcl, asdf 和 cl-launch 编写可分发的 lisp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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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Lisp On Debian 又一个周末荒废了⋯⋯  

2006-10-23 01:42:49 |  分类：  Lisp |  标签： asdf  cl-launch  debian  sbcl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用 sbcl, asdf 和 cl-launch 编写可分发的 lisp 程序用 sbcl, asdf 和 cl-launch 编写可分发的 lisp 程序

1. Common Lisp: A Gentle Introduction to Symbolic Computation

2. Common Lisp: The Language 2nd

3. On Lisp

4. Practical Common Lisp

5.

 Common Lisp (

 Lisp 

)  C  K&R 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  C 

Makefile( autotools)  Common Lisp 

 lisp  (format t "Hello, world!~%") 

 lisp 

1.  Makefile  Lisp

2.  lisp 

 hello world

 "a b c"

hello a

hello b

hello c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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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world". 

A.  Debian  Ubuntu 

 sbcl  cl-launch 

B.  hello (

/home/binghe/lisp/src/hello )

C. ( ) 

hello.asd  asdf 

;;;; -*- Lisp -*-

(defpackage :hello-system (:use #:asdf #:cl))

(in-package :hello-system)

(defsystem hello

  :name "Hello World"

  :version "0.1"

  :author "Chun Tian (binghe)"

  :depends-on ()

  :components ((:file "package")

           (:file "config" :depends-on ("package"))

           (:file "hello" :depends-on ("config"))))

 Makefile  hello-system  package

 asdf   system  asdf 

 package  lisp 

 defsystem 

components  package.lisp, config.lisp 

hello.lisp  lisp 

 package  asdf 

 lisp  depends-on 

D.  package  hello-system binghe.hello  package 

 package.lisp 

(in-package :hello-system)

(defpackage binghe.hello

  (:nicknames hello)

  (:use #:cl)

  (:export main *default-name*))

 binghe.hello  hello

 use  Common Lisp  L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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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lisp  cl  hello 

E. (

)

(in-package :hello)

(defvar *default-name* "world")

F. 

(in-package :hello)

(defun main (args)

  (if (null args)

      (format t "hello ~A~%" *default-name*)

      (hello args)))

(defun hello (names)

  (when names

    (format t "hello ~A~%" (car names))

    (hello (cdr names))))

main 

 hello 

 lisp 

G.  sbcl  (clc:clc-require

:hello) 

binghe@localhost:~/lisp/src/hello$ ls -l

 20

-rw-r--r-- 1 binghe staff  53 2006-10-23 00:50 config.lisp

-rw-r--r-- 1 binghe staff 326 2006-10-23 00:48 hello.asd

-rw-r--r-- 1 binghe staff 226 2006-10-23 00:56 hello.lisp

-rw-r--r-- 1 binghe staff 161 2006-10-23 01:00 Makefile

-rw-r--r-- 1 binghe staff 122 2006-10-23 00:59 package.lisp

binghe@localhost:~/lisp/src/hello$ sbcl

This is SBCL 0.9.17, an implementation of ANSI Common Lisp.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BCL is available at <http://www.sbcl.org/>.

SBCL is free software, provided as is, with absolutely no warranty.

It is mostly in the public domain; some portions are provided under

BSD-style licenses.  See the CREDITS and COPYING files in the

distribu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 in: LAMBDA 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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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B-KERNEL:FLOAT-WAIT)

;

; note: deleting unreachable code

;

; compilation unit finished

;   printed 1 note

CL-USER(1): (clc:clc-require :hello)

T

CL-USER(2): (quit)

binghe@localhost:~/lisp/src/hello$ sbcl

This is SBCL 0.9.17, an implementation of ANSI Common Lisp.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BCL is available at <http://www.sbcl.org/>.

SBCL is free software, provided as is, with absolutely no warranty.

It is mostly in the public domain; some portions are provided under

BSD-style licenses.  See the CREDITS and COPYING files in the

distribu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 in: LAMBDA NIL

;     (SB-KERNEL:FLOAT-WAIT)

;

; note: deleting unreachable code

;

; compilation unit finished

;   printed 1 note

CL-USER(1): (clc:clc-require :hello)

;;; Please wait, recompiling library...

; compiling file "/home/binghe/lisp/src/hello/package.lisp" (written 23

OCT 2006 12:59:11 AM):

; compiling (IN-PACKAGE :HELLO-SYSTEM)

; compiling (DEFPACKAGE BINGHE.HELLO ...)

; /var/cache/common-lisp-

controller/1000/sbcl/local/home/binghe/lisp/src/hello/package.fasl

written

; compilation finished in 0:00:00

; compiling file "/home/binghe/lisp/src/hello/config.lisp" (written 23

OCT 2006 12:50:45 AM):

; compiling (IN-PACKAGE :HELLO)

; compiling (DEFVAR *DEFAULT-NAME* ...)

; /var/cache/common-lisp-

controller/1000/sbcl/local/home/binghe/lisp/src/hello/config.fasl written

; compilation finished in 0:00:00

; compiling file "/home/binghe/lisp/src/hello/hello.lisp" (written 23 OCT

2006 12:56:3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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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iling (IN-PACKAGE :HELLO)

; compiling (DEFUN MAIN ...)

; compiling (DEFUN HELLO ...)

; /var/cache/common-lisp-

controller/1000/sbcl/local/home/binghe/lisp/src/hello/hello.fasl written

; compilation finished in 0:00:00

T

CL-USER(2): (hello:main nil)

hello world

NIL

CL-USER(3): (hello:main '("binghe" "netease" "sa"))

hello binghe

hello netease

hello sa

NIL

 lisp 

cl-user (hello:main

...)  (binghe.hello:main ...) (nil) 

 NIL 

 main ( )

H.  cl-launch 

 make  Makefile:

hello: hello.asd *.lisp

    cl-launch -d hello.core -s hello -l sbcl -o hello --init "(hello:main

cl-launch:*arguments*)"

clean:

    rm -f *~ hello hello.core *.fasl

 cl-launch  -d  lisp  dump  core 

 lisp 

 sbcl  dump  20  core 

-s  asdf  hello  cl-launch 

-l  lisp cl-launch  cmucl  clisp

-o 

--init cl-launch  cl-

launch:*arguments*  lisp 

 main C 

 main()  C 

Lisp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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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cl-launch -d hello.core -s hello -l sbcl -o hello --init "(hello:main cl-

launch:*arguments*)"

[undoing binding stack and other enclosing state... done]

[saving current Lisp image into /home/binghe/lisp/src/hello/hello.core:

writing 1912 bytes from the read-only space at 0x01000000

writing 1936 bytes from the static space at 0x05000000

writing 25640960 bytes from the dynamic space at 0x09000000

done]

binghe@localhost:~/lisp/src/hello$ ls -l

 25116

-rw-r--r-- 1 binghe staff       53 2006-10-23 00:50 config.lisp

-rwxr-xr-x 1 binghe staff     8054 2006-10-23 01:32 hello

-rw-r--r-- 1 binghe staff      328 2006-10-23 01:00 hello.asd

-rw-r--r-- 1 binghe staff 25681928 2006-10-23 01:32 hello.core

-rw-r--r-- 1 binghe staff      226 2006-10-23 00:56 hello.lisp

-rw-r--r-- 1 binghe staff      161 2006-10-23 01:00 Makefile

-rw-r--r-- 1 binghe staff      122 2006-10-23 00:59 package.lisp

hello hello.core  sbcl dump 

corp  Common Lisp 

 Lisp  Lisp  Lisp  dump 

 Common Lisp 

 dump 

binghe@localhost:~/lisp/src/hello$ ./hello

hello world

binghe@localhost:~/lisp/src/hello$ ./hello a b c

hello a

hello b

hello c

hello  hello.core  sbcl  cl-launch  Debian

1)  sbcl  Linux (  Debian ) 

2) 

阅读(9149) |  评论(1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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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太多知识需要学习 2007-10-22 20:37:0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Common Lisp On Debian 又一个周末荒废了⋯⋯  

2013-11-08 10:31tskshy

回复 |  删除

我想问下 hello.asd文件下中 (defsystem hello ...)

两个名字:hello 必须一样吗

我用(asdf:load-system  ...)加载, 当符号不一样时加载失败

2013-11-08 16:39 冰河 回复 tskshy

回复 |  删除

ASD 文件里可以有多个 defsystem 定义，但必须有一个与文件名相同。

2013-09-08 16:20omanc

回复 |  删除

有人运行(clc:clc-require :hello)时出现"Package CLC does not exist"错误吗?

ps:我用的debian,已安装了sbcl,cl-launch

2013-09-08 16:29omanc 回复 omanc

回复 |  删除

clc应该是common-lisp-controller这个的缩写，但是这个已经安装了，求教冰河

2013-04-11 04:07zz

<<ansi commn lisp>>中的光线跟踪程序怎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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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3-04-11 04:16 冰河 回复 zz

回复 |  删除

那本书我没看过。

2013-04-11 11:32zz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不好意思，书名应该是<<ANSI Common Lisp>>。 

2013-04-11 15:59 冰河 回复 zz

回复 |  删除

我知道，我没看过这本书。

2013-04-13 09:02 冰河 回复 zz

回复 |  删除

别给我抄书了，我没兴趣回答这个问题。我没看过这本书只是因为它不值得一看。

2013-04-13 09:21ZZ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只是好不容易看到用LISP语言玩转硬件的程序，想看看CLISP是在怎样的窗口显示图像。问题在

于我还需多学习LISP。

2013-04-13 13:35 冰河 回复 ZZ

回复 |  删除

屏幕绘图需要使用语言标准之外的扩展功能以及对GUI编程的知识，LISP 初学者连语言标准里的

东西都没学全之前根本没资格尝试这些东西，如果你坚持要做就自己研究，别来问我。

2013-04-13 14:52ZZ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PLT scheme最新版50余M，终于有了较好的绘图功能，3D显示还有即时的鼠标旋转功能，快

赶上应用软件了。

2013-04-11 04:21zz

回复 |  删除

clisp能LOADC程序并显示“...........ABORT      :R1     Abort main loop"

2012-06-28 10:58abc

回复 |  删除

脚本中：

IMAGE_DIR=/usr/share/common-lisp/source/cl-launch

jiankangshiye@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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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06 12:25

回复 |  删除

ENV: FreeBSD 9.0-RELEASE, SBCL 1.0.56. 

RESULT:

www# ls -sl

total 28724

    4 -rw-r--r--  1 root  harvis       338 May  6 18:20 #hello.asd#

    0 lrwxr-xr-x  1 root  harvis        35 May  6 17:14 .#hello.asd -> root@www.h

arvis.com.1911:1336285280

    4 -rw-r--r--  1 root  harvis       144 May  6 18:10 Makefile

    4 -rw-r--r--  1 root  harvis        54 May  6 16:25 config.lisp

   16 -rwxr-xr-x  1 root  harvis     13222 May  6 18:11 hello

    4 -rw-r--r--  1 root  harvis       330 May  6 16:21 hello.asd

    4 -rw-r--r--  1 root  harvis        18 May  6 16:01 hello.asd~

28672 -rwxr-xr-x  1 root  harvis  29302812 May  6 18:11 hello.core

    4 -rw-r--r--  1 root  harvis       225 May  6 16:27 hello.lisp

    4 -rw-r--r--  1 root  harvis       125 May  6 16:26 hello.lisp~

    4 -rw-r--r--  1 root  harvis       125 May  6 16:39 package.lisp

    4 -rw-r--r--  1 root  harvis       125 May  6 16:23 package.lisp~

www# ./hello good luck to you

2012-05-06 14:04 冰河 回复 jiankangshiye@yeah

回复 |  删除

SBCL 最近新增了一个 :sb-core-compression 特性，可以把那个 hello.core 文件的尺寸缩小

到 10MB 左右。另外，你通过 :save-execution 选项可以把 hello.core 合并到 hello 可执行文

件上，最后得到一个 10MB 左右的独立可执行程序。

2006-10-28 06:35匿名

回复 |  删除

我也是辽宁的，一个喜欢Lisp的高三学生。有空能联系一下吗？我的邮箱是lisp000@gmail.com

2006-10-25 03:51深蓝

回复 |  删除

网易首席lisp科学家



21/08/18, 11:03…… -  - 

Pagina 1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69296164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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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软件工程 2009-10-28 22:10:49

Call For Submissions, ILC 2009 2008-10-29 13:53:1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用 sbcl, asdf 和 cl-launch 编写可分发的 lisp 程序 很多事情就要发生了  

2006-10-29 18:16:46 |  分类：  工作 |  标签： 163  乱七八糟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又一个周末荒废了⋯⋯又一个周末荒废了⋯⋯

整个周末都在处理各种故障，各种不是我自己造成纯粹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而导致的故障⋯⋯这个周末

目前为止还几乎没看过书，本想处理完相册扩容后开始写的一些程序也没写成。候某还每天一个电话

追问我各类无关痛痒的事务的处理情况⋯⋯

网易只花了一周5天每天8小时的薪水，却买到了我一周7天每天接近20小时的工作时间，这件事到底

谁是受益者呢？我是否应该适当的说一些不呢？

阅读(1697)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用 sbcl, asdf 和 cl-launch 编写可分发的 lisp 程序 很多事情就要发生了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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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6-11-07 02:53匿名

回复 |  删除

有加班工资的吧

2006-11-05 17:46匿名

回复 |  删除

太神奇了. 每周工作140小时. 神一样的存在

2006-11-01 03:15小瓶子

回复 |  删除

深刻同情楼下睡出脑震荡的

2006-10-31 15:16B.E.

回复 |  删除

binghe 加入 csfans 圈子吧。。以技术讨论为主。。。

 http://q.163.com/csfans/circleJoinApply/

 

2006-10-30 12:48深蓝

回复 |  删除

好像我们很久没来打扰你了，patpat，身体第一

2006-10-30 11:28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patpat，可怜，同加班ing

今天出差，在车上睡觉，竟然感觉睡出脑震荡了，555

2006-10-30 06:00匿名

回复 |  删除

binghe gg真可怜啊～

2006-10-29 16:16Guru

回复 |  删除

扩招人员编制，把负载均衡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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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11 月 2008-11-01 06:27:3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又一个周末荒废了⋯⋯ 今晚睡个好觉  

2006-11-01 23:17:13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很多事情就要发生了很多事情就要发生了

有些问题是迟早要面对，无法逃避的⋯⋯ 例如，网易相册的前途、我的前途 ⋯⋯

有些工作是迟早要做的，做得越早损失越少⋯⋯

光是不停地思考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作为一个基层工作者，只有实际地做事才能解决一些问题，任

何问题。

阅读(665)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用易信  “扫一扫”

将文章分享到朋友圈。

 

又一个周末荒废了⋯⋯ 今晚睡个好觉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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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6-11-06 17:50Fish.NET

回复 |  删除

无限空间，从技术上来说以后的维护难度越来越大， 现在看来出问题的几率是越来越高了。。。

主要还是，上来的图片质量一般，重复比较严重，浪费空间啊！

2006-11-06 03:45supereyes

回复 |  删除

怎么和我的处境一样呢，虽然系统不一样

2006-11-04 04:00B.E.

回复 |  删除

关注

2006-11-02 04:44Guru

回复 |  删除

这个东西做无限空间，不太值...

2006-11-02 02:20 冰河

回复 |  删除

to 深蓝：博客(db)挂了⋯⋯不过是今天早上的事情。

2006-11-01 18:23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加油加油啦！

2006-11-01 16:43深蓝

回复 |  删除

到底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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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很多事情就要发生了 刚睡醒  

2006-11-07 23:50:42 |  分类：  工作 |  标签： 网易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今晚睡个好觉今晚睡个好觉    

太搞笑了，本来我看时间已是23:00，心想今天早些休息，明天恢复体力后开始新一轮工作，刚想发

一篇短文祝自己睡个好觉，结果突然短信传来，相册的主数据库又挂了⋯⋯不过这次是挂得比较严重

的一次，服务器都登录不上了。

当 SSH  连接一台服务器是抛出下列错误提示时：

ssh_exchange_identification: Connection closed by remote host

就意味着系统盘所在的磁盘阵列挂了，这时操作系统还活着但是任何磁盘IO操作都会返回一般级别的

错误。由于SSH登录时需要读取用户主目录里的公钥文件， 如果读取失败就会突然中止，产生类似

上面的错误信息。实际上，现在我部署的新服务器都是有独立系统盘的，把系统盘和数据盘分开的好

处之一就是当遇到今天这 种情况时我还有机会登录服务器做进一步的确认和补救操作，多配一块系统

盘花不了几个钱的，很多人就是不懂这个道理⋯⋯

如果系统盘问题是小问题的话，那么关于使用32位还是64位操作系统的问题就是大问题了：

在 32 位系统下，正常的文件操作是不能处理超过 2G 的大文件的，因为fseek()函数的参数是

signed long型的，最大值是 (- (expt 2 31 ) 1) 也就是 2147483647 Byte ~= 2G，所以如果在

32 位系统下运行 MySQL 数据库并且使用 innodb 数据引擎的话，那么 ibdata 文件一定不能设置

成 autoexpend 方式并且其固定大小不能超过 2G，于是在几百G规模的 MySQL 数据库里就需要手

工设置几百个 ibdata 文件，写在 my.cnf 的一行里⋯⋯如果使用64位操作系统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一个ibdata文件，给个大一点儿的初始尺寸然后设置成自动扩容模式即可，就是汪源在ddb的 mysql

数据库上设置的那样。而我们公司有良好的给64位服务器装32位操作系统的传统⋯⋯

阅读(924)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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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译者序 2011-11-07 06:47:36

即将代表杭州参加毽球比赛 2010-11-07 16:51:41

新版滨江民情 2010-11-07 07:03:26

LispWorks supports Mac OS X 10.5 (Leopard) 2007-11-06 19:03:0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很多事情就要发生了 刚睡醒  

2006-11-10 02:27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发现只有看binghe的blog，我才有耐心把技术帖看完~嘻嘻

 

2006-11-09 16:17深蓝

回复 |  删除

唉，相册这么多服务器，管起来要死人的

2006-11-08 18:46 冰河

回复 |  删除

呵呵，失礼了，我们博客所有新买的服务器用的都是64位系统，不用我做主我们老大也清楚。再说折损服

务器的性能就等于浪费公司的钱，会被同行笑话的⋯⋯

2006-11-08 08:24supereyes

哈哈，64位的OS原来兆维就已经测试过，性能比32位同型号，同版本的高25%

 

现在还没有开始装不知道是否有其他应用方面程序或者软件上的开发不兼容。不晓得~

 

你做主不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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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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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今晚睡个好觉 理想⋯⋯  

2006-11-10 12:40:49 |  分类：  生活 |  标签： slee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刚睡醒刚睡醒    

先确认一下，blog还健在。可以放心去上班了，今天的任务是给一堆debian包打netease补丁，顺便

给网易相册收尸⋯⋯

阅读(920)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今晚睡个好觉 理想⋯⋯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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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1-10 15:45 冰河

回复 |  删除

非也。我又不是相册的产品经理，相册挂了不担责任相册好了也不拿奖金。我日常料理的服务器多着呢，

再严重的事故到了我这里都一样的处理流程。

再者说相册用户其实根本也没丢多少东西，等系统恢复以后再说了。

2007-01-10 07:19殷梨

回复 |  删除

相册的事一直不能平息,不知道你的心情是不是也根本不能平息!

2006-11-10 07:04supereyes

回复 |  删除

我的相册能留全尸吗？

2006-11-10 06:54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不会吧。。。收尸？我那里好多pp的照片，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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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睡醒 Linux 用多了⋯⋯  

2006-11-11 00:59:59 |  分类：  随想 |  标签： bingh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理想⋯⋯理想⋯⋯    

⋯⋯和现实总有差距，我希望能过上轻松，安逸的生活，但现在却成为网易的系统管理员，管理几百

台各种电脑，每日忙碌于虚拟的UNIX服务器世界之中。

人如果没有理想就会沉沦，没有希望就会失去斗志。幸运的是，我两样都有。

我不停地学习、工作，放弃本该享受生活的假日和身为一个正常青年本该拥有的男欢女爱，只为了能

更短地实现我的目标⋯⋯

当我为Lisp社区贡献出一份优美的SNMP或者LDAP实现代码时，

当我凭借微薄的收入终于买得起苹果本本和商业LispWorks软件用于更好的Lisp研究时，

当我成为Debian Developer并为Debian的发展做出任何有益的贡献时，

当我充分理解ACL2和那个微积分基本定理的机器证明示例代码时，

当我彻底看懂《AIMA》的每一页及其所有参考文献和相关数学理论时，

当我充分理解CORBA的思想并能用LispWork ORB写分布式程序时，

当我学会了逻辑程序设计并能用KnowledgeWorks写出一个专家系统将自己的所有系统管理经验囊

括其中时，

当我可以用Blender实时3D动画通过Python的SNMP模块监控服务器时，

⋯⋯

我会觉得之前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网易工作八个月，玩遍了UNIX系统管理的每一个角落，兜里的money也终于可以让我想吃点儿什

么就吃点儿什么了⋯⋯现在，应该逐渐开始走上正道，争取做一个“超越自我，洞察宇宙”的人了。

计算机是了解这个世界的另一种方式，As a Lisper，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决不随波逐流。

阅读(1463)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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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事务处理 2013-11-10 17:01:5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转载

刚睡醒 Linux 用多了⋯⋯  

2007-12-29 20:52 氷河

回复 |  删除

匿名

当我为Lisp社区贡献出一份优美的SNMP或者LDAP实现代码时，当我凭借微薄的收入终于买得起苹果本本        

SNMP, LispWorks, Debian, AIMA, CORBA, KnowledgeWorks, Blender, 我的每一个理想都在稳步向

前推进。

2006-12-16 10:23kingkongmao

回复 |  删除

pfpf

2006-11-10 19:40 冰河

回复 |  删除

进展顺利，不过路还很长。

2006-11-10 19:09匿名

当我为Lisp社区贡献出一份优美的SNMP或者LDAP实现代码时，当我凭借微薄的收入终于买得起苹果本

本和商业LispWorks软件用于更好的Lisp研究时， 当我成为Debian Developer并为Debian的发展做出任

何有益的贡献时，当我充分理解ACL2和那个微积分基本定理的机器证明示例代码时， 当我彻底看懂《AI

MA》的每一页及其所有参考文献和相关数学理论时，当我充分理解CORBA的思想并能用LispWork ORB

写分布式程序时， 当我学会了逻辑程序设计并能用KnowledgeWorks写出一个专家系统将自己的所有系

统管理经验囊括其中时， 当我可以用Blender实时3D动画通过Python的SNMP模块监控服务器时，你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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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在走到那里了? --jack.lifeg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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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事务处理 2013-11-10 17:01:5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理想⋯⋯ Sun JDK 开源了⋯⋯  

2006-11-11 11:49:30 |  分类：  生活 |  标签： linux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Linux 用多了⋯⋯Linux 用多了⋯⋯    

刚刚醒来的时候想看看几点了，迷迷糊糊中在脑海里想象出一个 bash 提示符 (而且是 root) 并 “输

入” 了一个 "date" 命令，然后 “返回” 了一个错误时间⋯⋯

阅读(1523)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用易信  “扫一扫”

将文章分享到朋友圈。

 

理想⋯⋯ Sun JDK 开源了⋯⋯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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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6-11-13 04:24萝卜

回复 |  删除

...

2006-11-11 07:13B.E.

回复 |  删除

O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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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Intelligent Platform Management Interface (IPMI) 2007-11-14 17:54:1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Linux 用多了⋯⋯ Semantic Web  

2006-11-15 00:31:23 |  分类：  一般技术 |  标签： sun  jdk  java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Sun JDK 开源了⋯⋯Sun JDK 开源了⋯⋯    

Java 语言再一次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Sun 开放了 Java SDK 的源代码，开源 Java 领域形势将发

生剧变⋯⋯

GCC(gcj, gij, fastjar,...), Jikes, Kaffe, SableVM, GNU classpath, IBM Java SDK, Blackdown

Java, Eclipse Java Compiler... 这些项目的未来将发生改变了，Sun 的 JDK 在性能和标准兼容性

上的优势可能会使它在将来得到更广泛的支持，以至于其他 Java 编译器和虚拟机项目会逐渐走向末

路⋯⋯其实 Sun 一直在玩我们，所有 Java 程序员都被玩了。

阅读(1417)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Linux 用多了⋯⋯ Semantic Web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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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6-11-19 13:28 冰河

回复 |  删除

作为 System Administrator，JDK 开源了以后 Debian 下就可以有更多依赖 JDK 的软件包了，是好事

。

作为 Lisp 程序员，看 Java 想自己，什么时候 Allegro CL 和 LispWorks 都开源就好了⋯⋯

2006-11-16 15:03深蓝

回复 |  删除

.NET程序员不知道感觉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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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JDK 开源了⋯⋯ 引用 为了生计  

2006-11-15 02:41:19 |  分类：  Lisp |  标签： web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Semantic WebSemantic Web    

一种称为 Semantic Web 的技术将 XML, RDF 和 Common Lisp 联系起来了，Allegro Common

Lisp 厂商 Franz, Inc. 的 AllegroGraph 产品和 RacerPro 产品正在这一领域崛起，Nokia 研究中

心的来自斯坦福大学的 Ora Lassila 研发了一种称为 Wibur 的 Common Lisp Object System 扩

展，让所有 Common Lisp 用户同时拥有了这一强大的工具和技术。传统 AI 研究中的本体论领域似

乎和 Semantic Web 关系最为密切，一种基于 Eclipse 的产品 TopBraid Composer 基于

AllegroGraph 的 Java 版，为本体论建模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LispWorks 从表面上来看跟这件事关系不大，并且对 Franz 公司近几年来对各种 Allegro

Common Lisp 衍生产品的研发完全视而不见，令人感到意外。因为 LispWorks 和 Allegro CL 多

年来竞争非常激烈，在其商业版本中都提供了对 CLIM, CORBA 和 Prolog 的支持，但是在这三个

方面各有千秋：

CLIM: LispWorks 在苹果平台上有对 CLIM 的基于 Cocoa 的苹果原生支持，而 Allegro CL 只能

基于 X11/Motif，所以 LispWorks 赢了。

CORBA: 虽然 Allegro CL 研发并提出了 Common Lisp 和 IDL 之间的语言映射，但 LispWorks

也完美地实现了整个 CORBA 技术，并且目前还有非常稳定的开源实现 clorb 的存在，所以可认为

双方平手。

Prolog: Allegro CL 直接在 Peter Norvig 的开源实现基础上开发，功能有限。而 LispWorks 的

KnowledgeWorks 不但支持 Prolog 的反向推理，还支持形如 OPS5 的前向推理，在语法上接近

CLIPS，是完美地 AI 逻辑和专家系统开发平台。总之 LispWorks 在这方面保持强烈的优势。

阅读(1507)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Sun JDK 开源了⋯⋯ 引用 为了生计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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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Intelligent Platform Management Interface (IPMI) 2007-11-14 17:54:1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2007-12-29 20:58 氷河

回复 |  删除

唉，原来一年多以前我就已经在谈论 KnowledgeWorks 了，结果直到最近几天里才刚刚搞清楚最基本的 

KW 程序怎样写，太失败了⋯⋯

可惜，时至今日，仍然不知道何为 Semantic Web。

2006-11-15 14:25zhousen

回复 |  删除

曾经接触过本体论。不过觉的这个东西很多在yy。

Semantic Web现在太不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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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2009-11-15 17:09:59

[ann] cl-net-snmp 5.19 2008-11-16 14:41:22

伤离别 2007-11-15 21:44:20

Semantic Web 这个周末过得总算有点儿人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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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为了生计引用 为了生计    

点点点

引用

micry 的 为了生计

grassstand: 下个版本的cache和ddb一样带均衡字段的

ma: 你学我了

grassstand: 是啊

为了除掉你，不得不学你了

ma: 哎

其实我下个版本的ddb带cache了

grassstand: 。。。

ma: 你要被开除了

grassstand: 我不得不再下个版本的cache里带ddb了

保住饭碗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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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哪敢啊，这几位仙不抢我饭碗就行了⋯⋯

2006-11-19 13:21shmily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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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binghe gg抢他们的饭碗～让他们蹲墙角画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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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周末博客数据库一次事故，博客应用服务器一次事故，相册盘阵服务器两次事故，都不是大问

题，稍微做一些工作就可以避免了。

周五和周六晚都是整夜不睡，在床上通过电脑做各种事，然后到早上6:00才睡的。周六是下午2:00

被毽友叫醒，然后立即动身去玉泉公体房踢毽球，晚饭顺 便找在玉泉读研的朋友吃饭，回家以后看书

上网，当夜继续奋战。今天(周日)中午睡醒，下午蒸了6只河螃蟹招待昨天应邀前来拜访的一个大学同

班好友，吃饱了 以后去zjg转了一圈，回来看电视、吃零食，然后跟我家姑娘们下国际象棋到很

晚⋯⋯今天第一次跟她们下棋，也算个小奇迹了。

其实大家基本上都是只懂规则，毫无布局可言。不过前两局我侥幸赢了，最后一局下了差不多1小时

下到这个程度他们就睡觉不玩了：(我执白)

  H  G  F  E  D  C  B  A
1 C              C  W    1
2 b              B  B  B 2
3       B  X     M       3
4             B        H 4
5    b  b     M     X  m 5
6    h     x  x     b    6
7                b     b 7
8 c  m           c  w    8
  H  G  F  E  D  C  B  A

W,w: 王, H,h: 后, X,x: 象, M,m: 马, C,c: 车, B,b: 兵, [A-Z]: 黑, [a-z]: 白

我下棋很少主动发起进攻，也不喜欢换子。我喜欢把局面搞的很复杂，环环相扣，提前准备好多条攻

击路线，然后等对手来破解局面，直到攻击路线被破坏到只有一条时我才进攻。可能这也是我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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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吧。当然，如果无法保持技术上的优势，那就什么都谈不上了。

阅读(1010)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引用 为了生计 [zz] 惠普将提供Debian支持 突显Linux市场价格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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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懂规则的情况下以这种方式无异于自杀... -.- -- sishen

2006-11-20 04:34super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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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丰富多彩啊，很羡慕你的精力，年轻就是本钱

 

我想拼只能在梦里拼

2006-11-20 02:28深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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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和“深蓝”下国际象棋谁会赢，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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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huihoo.com/?cat=20

August 21, 2006

惠普将提供Debian支持 突显Linux市场价格压力

Filed under: Debian, HP — allen @ 8:59 am 

CNET科技资讯网报道 Debian 虽然一直都是个非商业版本的Linux，不过惠普上周一宣布开始提供

这种开放源代码操作系统的支持。

“一直有客户要求我们提供更广泛的Debian支持，因此惠普决定照办。”惠普开放源代码暨Linux组

织全球营销经理Jeffrey Wade表示。不过Red Hat与Novell仍会是惠普在全球的主要Linux合作伙

伴。

惠普是在旧金山的LinuxWorld大会上宣布此消息的。

惠普将会在服务器质保期内提供安装与设定的技术支持，Wade说，今年年底前则会开始销售“保护

包”（care packs）来协助客户解决Debian的问题。

此举反映出Linux市场向来存在的价格压力：在付费的Red Hat enterprise Linux或Novell的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之外，总是有免费版本的开放源代码软件可供选择。

Wade表示，“客户之所以会请求提供Debian支持，是因为想了解这样的作法能否比付钱的版本来得

更有价值。”

不过Debian所站的高度跟Red Hat或Novell还是不同层级，Wade表示，惠普不会加以营销，客户也

得自行下载软件。跟合作伙伴如BEA或甲骨文所搭配的软件则不会有Debian版，同时惠普也不会对

Debian作正式的服务器认证。

惠普预期这次Debian的服务主要可吸引对Linux已经有相当经验的客户。不过惠普也相当自豪自家的

支持服务：在2005年惠普所 接到的48,000通支持电话中，该公司可自行解决99.5%的问题，仅有

180个单子必须转给Red Hat或Novell的专家，Wade如此表示。

惠普此次提供的支持将限定于Sarge v3的Debian版本，以及预计12月出来的“Etch”版本。

(thanks Jian Bai (jbai@corp.netea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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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lequin (software company)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arlequin was formerly a technology company based in Cambridge, UK an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y specialized in printing and graphical

applications, law enforcement applications, and programming language

implementations. Harlequin referred to themselves as "The LateBinding company"

and was what is sometimes called a Think Tank.

When Global Graphics [1] (http://www.globalgraphics.com/) purchased Harlequin,

they spun off the Lisp and AI/law enforcement related groups as Xanalys LLC

[2] (http://www.xanalys.com/) , and the Harlequin Dylan team as Functional

Objects. Global Graphics acquired Harlequin, primarily for the PostScript

technologies, which Global Graphics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market under the

Harlequin name (in 2006). These organisational changes also destroyed the

Think Tank potential.

Think Tank products

Harlequin had two main lines of business

* digital pre-press (primarily ScriptWorks, a 'PostScript language compatible

  RIP'),

* and modern languag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s (compilers and IDEs) for Lisp,

  ML and Dy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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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products included data analysis tools created using LispWorks, the Lisp

IDE.

The Think Tank structure of the Harlequin can also be recognized via the

development of a flexible and modular memory management system, the Memory

Pool System (MPS). MPS was designed

* to support a wide range of requirements from high-speed manual memory

  management, to complex garbage collection with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reference.

* to support two product ScriptWorks PostScript RIP, and their Harlequin Dylan

  compiler and IDE for the Dylan programming language.

Think Tank spin offs

In January 2005 employees founded the independently-owned LispWorks Limited

[3] (http://www.lispworks.com/) to focus on the Lisp business.

Several of Harlequin's other assets and technologies have also been acquired

and open sourced by companies founded by former Harlequin employees.

* Functional Objects Inc [4] (http://www.functionalobjects.com/) was founded

  in 1999 to continu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the Dylan IDE. In 2004 all

  code was open sourced to The Gwydion Maintainers.

  (http://www.gwydiondylan.org) They renamed the IDE to Open Dylan

  (http://opendylan.org) .

* Ravenbrook Limited [5] (http://www.ravenbrook.com/) acquired the Memory

  Management Reference [6] (http://www.memorymanagement.org/), a public

  resource on memory management and garbage collection, and the Memory Pool

  System [7] (http://www.ravenbrook.com/project/mps/), a flexible memory

  manager and garbage collector now open sourced.

History

Harlequin Limited was founded in 1987 in Cambridge, England, with offices

initially at the founder's home Jo Marks and then on Station Road. The company

moved in 1989 to Barrington Hall, in the village of Barrington near Cambridge,

which became the permanent company headquarters.

Expansion followed, and Harlequin Limited became The Harlequin Group Limited,

with wholly owned subsidiaries in the UK (Harlequin Limited), the USA

(Harlequin, Inc.) and Australia (Harlequin Australia Pty Limited). The company

acquired in February 1995 the rights to the Lisp-related technology Lucid

Common Lisp of Lucid, Inc., that went out of business the summer before due to

financial hardships. Also many staff from Lucid Inc and Symbolics Inc,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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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those other Lisp companies failed. In 1997 the group company became Harlequin

Group plc. At its peak in 1997/1998 the company had over 300 staff. Harlequin

had offices in: Cambridge, England (including Barrington Hall and Longstanton)

; Edinburgh; Manchest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enlo Park, California, and

several other places.

Due to failed expansion plans, the company was declared bankrupt in the summer

of 1999 and went into administration. It was acquired by Global Graphics [8]

(http://www.globalgraphics.com/) , primarily for the PostScript technologies,

which Global Graphics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market under the Harlequin name

(in 2006). Global Graphics created a subsidiary Xanalys [9]

(http://www.xanalys.com/) for the data analysis and LispWorks busi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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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或 6.1以后好像直接按 tab 就可以补全了，或者用 ctrl+alt+\，但是应该需要预先加载一个

内置的包，名字不记得了，用户文档里肯定有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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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Franz Inc.History of Franz Inc.

The roots of Franz Inc. began in the early seventies with a mathematical program at MIT

named Macsyma. Macsyma, a symbolic manipulator used to solve complex math

problems, was originally written in a version of the Lisp Programming Language called

MACLisp. Macsyma was such a large program, however, that it could only run effectively

on a specially-configured DEC 10 computer which had been loaded up with a huge,

expensive memory (huge in those days meant about 2.5 megabytes!).

Professor Richard Fateman, one of Macsyma’s original programmers, came to UC

Berkeley in 1974 and continued to access the MIT system over the ARPAnet (the

predecessor of today’s Internet). In 1978, he learned of a new DEC computer, called

the VAX-11/780, which could run Macsyma and many other programs more efficiently

and at a much lower cost. The VAX could do so because it included a large and

inexpensive Virtual Address Extension – a critical feature that gave a programmer the

ability to run programs larger than the actual memory space of the computer.

Fateman, along with several other faculty members, received funding from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to acquire the first of many VAX computers at Berkeley (which they

christened Ernie CoVAX). This group went on to make significant modifications to the

VAX to make it more useful. They developed a new operating system – VAX UNIX

(based on the UNIX operating system) which offered a far more robust virtual memory.

Through their research efforts, they created a portable operating system and

environment that freed researchers from the proprietary operating systems of vendors.

This enabled programmers to buy and use whatever hardware was fastest or least

expensive.

Fateman also recruited students (including John Foderaro, Kevin Layer and Keith Sk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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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ture Franz Inc. founders) to build a version of Lisp that would form the substrate for

the version of VAX Macsyma. The Lisp was named "Franz Lisp" after Franz Liszt (1811-

1886), not only to fit in with the Berkeley-pun-filled environment, but also to emphasize

that this was a quick implementation. As it turned out, Franz Lisp dominated subsequent

VAX Lisps that appeared later.

By the mid 1980’s, Franz Lisp had been distributed at no charge to thousands of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laboratories, along with the 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

(BSD) of Unix. Moreover, new computer systems based on the Motorola 68000 CPU

appeared which could also run a version of Berkeley UNIX, leading Kevin Layer to

subsequently complete a 68000 port of Franz Lisp.

Fritz Kunze, a graduate student at UC Berkeley and a manager of scientific software

support at the UC Berkeley Computer Center, saw a business opportunity: Fateman’s

UCB group was research-focused and unable to adequately support other Franz Lisp

users. Yet, the cre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new workstation machines were on the rise –

perhaps an external company could port and support Franz Lisp on these new, powerful

computers. Despite a proliferation of free, but unsupported Lisp systems, Kunze

believed that important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would need significant customer

support, a high quality product and active development. Franz Inc. maintains this support

philosophy to this day.

Encouraged by Professor Fateman, and joined by John Foderaro and Kevin Layer (and

Keith Sklower, who later went back full-time to academia), Franz Inc. began doing

business in 1984 in the spare bedroom of Fritz Kunze’s house. The initial funding of

$500 was provided by the founders, and was used to incorporate the company (thanks,

Nolo Press), and buy blank stock certificates and an embosser. David Margolies and

Charley Cox soon joined the company as well.

There was no money to buy the computers they needed – which in those days could

cost over $10,000 -- so they negotiated a deal with Sun Microsystems which would give

them a free computer if they ported Franz Lisp to their latest workstation. Kunze and

Foderaro were so nervous that Sun would back out of the deal that they drove down

that same day to pick up the computer. Franz continued this practice with every contract

negotiated, and soon they had numerous workstations to work with.

In 1985, just as Franz was getting up and running and focusing their efforts on finding

Franz Lisp porting contracts,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began to exert pressure on the

Lisp Community to create a new unified language called Common Lisp. (Prior to that

time, the DoD had been supporting research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xpert systems

in several different Lisp dialects: Franz Lisp by UC Berkeley, MacLisp and NIL (New

Implementation of Lisp) by MIT, SPICE Lisp by Carnegie Mellon, and InterLisp by Xerox,

USC-ISI and BBN)

While this new language was being finalized, a new venture capital backed company

named Lucid was formed to implement a version of Common Lisp. Lucid had ties to

Stanford University, the Common Lisp Committee, and the DoD. With approximately $25

million in government and venture capital funding, they quickly dominated the Lisp

Market.

Franz Inc. was in crisis. They were being shut out of contracts; they had little suppor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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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ndardization Committee; and Lucid had them in their radar. In addition, it was

clear that Franz Lisp would need major revisions to become an implementation in

Common Lisp. The founders met and decided that John Foderaro would work at home

(to minimize interruptions) for a year and develop a Common Lisp version from scratch.

To make matters worse, money was tight and Franz needed a big contract to stay in

business. Tektronix was making an AI machine and wanted a version of Lisp included in

it. They became Franz Inc.’s first major contract, and kept the company going. Franz

offered Tektronix a two-step option at a significantly lower price than Lucid: Franz Lisp

initially, followed by a version of Common Lisp.

At the end of 1986, Franz Inc.'s version of Common Lisp was ready for distribution.

Initially named ExCL (Extended Common Lisp)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it from Franz Lisp,

the product was later renamed "Allegro CL" in 1988 to retain the company's musical

theme.

Shortly after Allegro CL was released, Franz landed their second major contract --

creating an Allegro CL port to the Cray X-MP supercomputer on the Unicos operating

system. The work was done by Duane Rettig, who had recently joined Franz from Amdahl

Corp. While at Amdahl, Rettig had ported Franz Lisp to Amdahl's UTS operating system

on IBM-370 compatible machines.

After the Cray contract was completed, Franz Inc. was able to garner a number of

smaller customers, but lost a sequence of key sales to large companies (Sun, HP and

IBM) who chose to re-label Lucid’s Common Lisp as their house brand. The company

faced significant competition from another Lisp vendor – DEC Common Lisp – as well.

Franz Inc. fought back by publicizing several simple benchmarks showing that Allegro CL

ran faster than Lucid Lisp and could work on machines which didn’t have a lot of

memory. (Franz had developed their Lisp on a slow Motorola 68020 workstation vs.

Lucid’s development on powerful Sun workstations -- Allegro CL was smaller and more

efficient). This extra speed, coupled with significantly faster compilation times over Lucid

Lisp, enabled Franz to compete more effectively against the larger company.

Another factor that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Franz Inc.'s growing success was the

company's decision to design hardware-independent software. Doing so, enabled Franz

to provide direct sales and technical support to its customers, and allowed customers to

choose their platform based on best price/performance versus being tied to a particular

machine. This was in contrast with Lucid who, like many other software vendors of the

era, customized and sold their product through hardware vendors.

The collapse of hardware-labeled software, an ill-fated venture into the world of C++, and

the disillusionment of their venture-capital funders, forced Lucid to declare bankruptcy

in 1994. Another Lisp Company, named Harlequin, ultimately picked up Lucid’s

technology and renamed it "Liquid Lisp."

Franz continued to grow, and along with the rest of the computer industry took

advantage of the improved memory and speed of PC’s, and the rise of Microsoft in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rena. Realizing that a PC version of Lisp was needed in

addition to its Unix product, Franz purchased a Windows version of Lisp called Procyon

Lisp with the intention of using it for a couple of years until Unix Allegro CL could be

ported to Windows. In reality, Franz did not unite the two versions until 1998,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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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无聊 2007-11-26 08:21:2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转载

Allegro CL 5.0 was released.

1999 marked another year of transition for Franz Inc. The company's key competitor,

Harlequin Inc., was sold to a Belgian company and the Lisp products were spun off into a

new company called Xanalys. Although Xanalys is maintaining the Harlequin products,

Franz remains the leading commercial Lisp vendor today.

As the new century unfolds, Lisp technology has begun experiencing a rebirth.

Functionality such as garbage collection, which was an element of Lisp once derided by

critics, is now one of the differentiating features of Java. The increased speed and

memory capacity of today’s computers, as well as improved software technology, have

eliminated many of the concerns that developers had with Lisp in the past as well. Many

developers are beginning to view it as the ideal technology for today’s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delivery needs. The demands placed on software applications have

become significantly more complex, and require increased flexibility, customization, and

rapid development. Lisp is being used in all areas of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e Internet,

E-Commerce and B2B applications.

Franz Inc. has thrived by making it easy for Lisp users to play leading roles in the

software industry, and continuously striving to introduce new functionality and features.

Further, Franz Inc. understands that it is critical to grow the Lisp market -- special

academic pricing, educational tools and scholarship programs, have all been

implemented to ensure that the pool of Lisp users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as new

people discover this vibrant, dynamic language.

阅读(3067)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回顾历史：Harlequin 软件公司 (LispWorks) 作息完全颠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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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1-06-27 04:36sean

回复 |  删除

看完《黑客与画家》，对Lisp很感兴趣，正在研究...

2006-11-26 16:20 冰河

回复 |  删除

关于Lisp的历史贯穿整个计算机科学的历史之中，我相信了解这些知识对深入了解计算机科学本身有所帮

助，也算是纯技术之外的一种消遣吧。

2006-11-26 03:30亘

回复 |  删除

用英语交流这是个好主意，今天我很忙没来得急，下次一定会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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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2013年11月27日 2013-11-27 14:23:2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回顾历史：Franz, Inc. 公司 (Allegro Common Lisp) 博客的系统监控终于有了初步成效  

2006-11-27 01:12:24 |  分类：  生活 |  标签： time  working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作息完全颠倒了作息完全颠倒了    

其实每天 21:00-5:00，这 8 小时才是我精力最充沛、思路最清晰、效率最高的时段。幸好我是系统

管理员，可以完全不考虑公司的作息时间。随着这个星球上的人越来越多，我越发觉得非主流路线的

优越性⋯⋯

阅读(1330)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回顾历史：Franz, Inc. 公司 (Allegro Common Lisp) 博客的系统监控终于有了初步成效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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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冰河

2006-12-03 13:12今夕何夕

回复 |  删除

1. 你的blog在konqueror下无法正确浏览（3.5.5）。

2. 网易泡泡为什么不提供linux版？呼吁一下吧。

2006-11-27 13:13supereyes

回复 |  删除

稀缺人才，我是全天昏迷状态，唯有做梦最清醒

2006-11-27 06:30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我每时每刻都很困。。。就是舍不得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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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最后一个月 2008-12-02 16:24:2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作息完全颠倒了 用 sbcl, asdf 和 cl-launch 编写可分发的 lisp 程序 (2)  

2006-12-02 22:44:54 |  分类：  工作 |  标签： admin  server  blog  linux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博客的系统监控终于有了初步成效博客的系统监控终于有了初步成效    博友可见

今天kghost通过短信可以收到几台服务器由于昨晚Apache升级产生的磁盘空间满报警了，Torrus

+ SNMP + XML 至少可以让我们能及时地了解到这些服务器的最基本故障了。

不过我还不是很满意，现今多数报警系统采用成规编程方法，基于无状态的服务器参数检测和硬编码

的简单的 IF-THEN 规则来产生报警信息，极容易产生误报和漏报情况。所以，是时候研发更智能的

类似专家系统的服务器监控系统了。幸运地是，不需要一切从头做起，追寻前人的研 究历程即可得到

很多启示。

阅读(17)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作息完全颠倒了 用 sbcl, asdf 和 cl-launch 编写可分发的 lisp 程序 ⋯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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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6-12-03 02:49风轻扬

回复 |  删除

太同意最后一句话了



21/08/18, 01:08…… -  - 

Pagina 1 di 5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7062232675/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cl-sanskrit 2014-01-06 16:10:32

新年新气象，again 2013-01-06 15:28:16

LispWorks 6.0 2010-01-06 14:43:1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网易日记即将合并到博客 LispWorks Personal Edition 5.0.1 Release  

2007-01-06 02:26:13 |  分类：  工作 |  标签： photo  163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一片狼藉⋯⋯一片狼藉⋯⋯    

我是第一次处理如此底层的系统故障，相信这次可以积累很多经验⋯⋯

一直以来以硬件和维护人员的观点来看待相册系统，但是当我看到网易社区相册投诉区里焦急或愤怒

且无助的用户时，才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原来如此之重。

从技术上来讲，RAID 5 的磁盘阵列更换两块硬盘，Rebuild 以后就和筛子没什么区别了，幸运的是

我们面对的是 Linux 下的文件系统，ext3 得益于其结构简单以及配备了极其强大的维护工具，很可

能在这次危机中令多数数据幸免于难。

阅读(1100) |  评论(2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网易日记即将合并到博客 LispWorks Personal Edition 5.0.1 Release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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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2007-01-24 08:42rinto(櫻桃)

回复 |  删除

倒是`前排`电脑硬盘也坏了``在相册上的相都没了`

再加上`现在`相册的相也不知道怎么`是人都急喔

不好意思的说`声`请快点`快一个月了`晕死啦`

2007-01-23 07:01网易博友145

回复 |  删除

热河同志，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以为每个人都是你呢！！有些事情你也不能避免吧！有哪个人做

事做的是天衣无缝，从无差错的！！！你是先知吗？你能预知突如的灾难吗！

2007-01-22 08:33热雪

回复 |  删除

唉！都是一堆无聊人，如果数据这么重要的话都不知道备份，那还能怪谁啊？你第一天用电脑啊？

2007-01-22 01:57网易博友202

回复 |  删除

冰河同志！！祝贺你考完研了！！！ 不知现在相册的事进展如何了呀！！！快好了没有呢！！！我们这些

网民真的是心急如焚，度日如年呀！！！好多的重要的资料都在里面呀！！！麻烦你能告知我们现在的进

展吗！！！急切+迫切的想知道！！！！

2007-01-15 08:03甜桔

回复 |  删除

期待你百忙之中抽空回复一下!!谢谢！

2007-01-15 07:57甜桔

回复 |  删除

冰河，相册的工作进行的怎样了呀！！！我满心期待地等了半个月还是没见我的相册恢复！心里很是着急

！有些资料是要用的！你能不能告诉一下现在工作的进展呀！！好让我们也有底！

顺便也建议一下，如果这次相册弄好了，你们可不可以弄一个相册批量下载的软件。这样我们也好把相册

里的图片下载了备份。以防日后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rinto(櫻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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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1-12 06:27

回复 |  删除

加油``希望管理员加油喔

`这几天应该可了吧`晕晕`

2007-01-12 02:51hobo

回复 |  删除

RAID 5加LINUX的话 损失会很小

我的相册也遭难了 正在关注中

2007-01-11 05:28李娜

回复 |  删除

谢谢你,是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

相片对我真的很重要,只是希望你们能快点将恢复.

我知道你们也急.,论坛中那么多留言的,你们应该把你们现在进展的情况更详细一点告诉大家呀,别让大家在

那甘着急.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都愿意配合你们的工作的.只要能最大限度的挽救我们的相

片.

辛苦了!!

 

2007-01-10 19:13 冰河

回复 |  删除

我说了好多次了，两年之内任何数据不会丢失了，怎么还有人翻来覆去的问呢

2007-01-10 13:36李娜

回复 |  删除

冰河,你好.不好意思,老是给你留言,但是你没回复给我,所以我只能这样做.

想到我的相册,我就会忍不住流眼泪,,,它对我真的很重要,意义真的很大.我的相片真的不能就这样丢失了.麻烦

你帮我查查行吗?我只要你给我一个回复到底还在不在你们系统中,能不能恢复就可以了.

http://photo.163.com/photos/lindalee0429/43699336/

我的心现在好痛呀.也许你可能理解不到我的心情,也不知道我的故事,但是请你相信我,它对我真的很重要.谢

谢你

 

 

2007-01-10 05:39李娜

回复 |  删除

冰河,请你一定帮帮我行吗?我的相册是去年六月份左右建的,它还有希望恢复吗?

帮我查查行吗?

谢谢你!

http://photo.163.com/photos/lindalee0429/43699336/

 

2007-01-10 05:33李娜

回复 |  删除

 冰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相册可不可以恢复行吗?我等着我的相片用,里面的相片对我现在来说真的很重要.

没有了相册,我就不能工作了.我要下岗了,你帮帮我行吗??能不能尽快回复一下我.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忙.你

们公司现在人数够吗?忙不过来的话.我愿意义务去帮你们.只要能恢复我的相册...我的相册地址是:  http://p

hoto.163.com/photos/lindalee0429/43699336/

 

给我一个结果好吗? 我真的很想知道还能不能恢复.求求你帮我看看. 我现在真的很急!!!



21/08/18, 01:08…… -  - 

Pagina 4 di 5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7062232675/

2007-01-09 19:16 冰河

回复 |  删除

俞力还在恢复索引，我在恢复丢失的相片，估计还得好几天吧

2007-01-09 15:23深蓝

回复 |  删除

相册好了没，163怎么干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2007-01-09 14:28KADY

回复 |  删除

 具体时间是要多久啊 这样等下去没个期限啊 你说具体到什么时候能修复完` 我只想相册不要变成没注册

用户就行拉 失去点照片也没办法拉 只要能挽回一部分的损失也好啊`````````````

2007-01-09 12:53 冰河

回复 |  删除

不负任何责任的糊弄用户?没有吧,这次事故的来龙去脉不是都说清楚了吗?

2007-01-09 05:40李娜

回复 |  删除

   冰河,你好!你帮我看看我的相册的相片能恢复行吗?我的相片真的很重要.以下是我的相册的地址,麻烦你!!

 

http://photo.163.com/photos/lindalee0429/43699336/

2007-01-09 03:29yahooo

回复 |  删除

我靠！！！按你的说法，网易是免费的就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的糊弄用户，同理免费的午餐吃死人不用负法

律责任是吗？

2007-01-08 06:35 冰河

回复 |  删除

这笔帐该怎么算？你上传图片又没给网易钱，免费服务不可能给你完全可靠的数据担保。

网易相册里有数以10亿计的图片数据，如果用户上传一张图片收一角钱保管费的话，那我们可以用最昂贵

也最可靠的存储设备了。

2007-01-08 04:33雪狐

回复 |  删除

多数数据幸免于难。？？

那就是说,还有许多的会丢失,是吗?

如果我们的相册图片丢失了,这笔帐该怎么算呀?

谢谢!

2007-01-07 06:41 冰河

不好说，看老大们的意思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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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7-01-06 16:27weichao008

回复 |  删除

博客会不会把相册也灭了？

2007-01-06 06:30宁静以致远

回复 |  删除

多数数据幸免于难。？？

相册的数据修复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啊？数据会安全修复吗？？

2007-01-06 06:28傢強

回复 |  删除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把我们删除的用户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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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狼藉⋯⋯ 引用 初出茅庐 网易安家  

2007-01-12 06:55:06 |  分类：  Lisp |  标签： lispworks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LispWorks Personal Edition 5.0.1 ReleaseLispWorks Personal Edition 5.0.1 Release    

LispWorks Personal Edition 5.0.1 ReleaseLispWorks Personal Edition 5.0.1 Release

Cambridge, England, 11 January 2007Cambridge, England, 11 January 2007
LispWorks Ltd is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release of LispWorks Personal Edition 5.0.1 on

Windows?, Macintosh?, Linux? and FreeBSD? platforms.

This release raises LispWorks Personal Edition to the same level as the Professional and

Enterprise Editions. Specifically LispWorks Personal Edition now offers:

Support for Intel-based Macintosh machines and universal binaries

A new port, LispWorks for FreeBSD

Improved architecture on x86 Windows and Linux platforms bringing enhanced

performance

Lisp processes use pthreads on Linux and FreeBSD

Better CAPI dialogs on Cocoa and a host of new CAPI features on all platforms

Support for Windows XP? themes

New Symbol Browser and Tracer tools

Numerous bug fixes

More details of the improvements in this release can be found in the Release Notes.

LispWorks Personal Edition 5.0.1 is available free of charge.

How to obtain LispWorks Personal EditionHow to obtain LispWorks Personal Edition
Download LispWorks Personal Edition here.

Contact LispWorks LtdContact LispWorks Ltd
For information about purchasing LispWorks, maintenance and support renewals and

sales contact LispWorks Ltd at: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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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www.lispworks.com/buy

lisp-sales@lispworks.com

阅读(1021)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一片狼藉⋯⋯ 引用 初出茅庐 网易安家  

2007-08-25 02:33 氷河

回复 |  删除

最后真的买了 AMD64 Linux 版，跑在公司一个服务器上，然后通过 X 转发的方式使用。

2007-01-12 00:00 冰河

回复 |  删除

考虑到资金有限，而且公司普遍使用 64 位 Linux 系统，我考虑还是先买个 64 位 Linux 企业版算了。苹

果离我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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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pWorks Personal Edition 5.0.1 Release LispWorks on Linux, Windows and Macintosh  

2007-01-12 18:45:35 |  分类：  朋友 |  标签： blog  friends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引用 初出茅庐 网易安家引用 初出茅庐 网易安家    

这位是本人的红颜知己，谢谢⋯⋯

引用

凤栖白露·旭日东升 的 初出茅庐 网易安家

我从小就有写日记的习惯，写了两年多blog，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又挂笔了一段时间，在重新开始

写博客的时候，经过详细的考察和衡量，今天起正式决定在网易安家，原因如下：

之前使用的是微软提供的MSN个人空间免费服务，微软的收费项目服务质量不敢有微词，免费

服务就有点那个了。

网易是我国民族信息产业中为数不多的做的比较不错的产业精英，丁磊ＧＧ长得也很有福相。

据说越来越多的朋友在用了⋯⋯

网易博客的服务器就在杭州，而且离我现在坐的地方距离不超过五百米，网速并非微软系列网站

可同日而语，而且预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应该不会因为火山爆发、洪水、地震、海啸等人力不可

抗原因导致网络瘫痪。

网易博客的服务器管理员就是我本人的蓝颜知己，虽然目前只是测试版本，我相信他以及他所在

团队有这样的实力把博客越做越好。

最后，请大家一同支持民族信息产业，因为我自己也是做IT的，哈哈！

 

 

阅读(1495)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LispWorks Personal Edition 5.0.1 Release LispWorks on Linux, Windows and Macint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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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2007-01-16 04:51Fish.NET

回复 |  删除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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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引用 初出茅庐 网易安家 引用 考研的季节又到了⋯⋯  

2007-01-12 20:54:08 |  分类：  Lisp |  标签： lispworks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LispWorks on Linux, Windows and MacintoshLispWorks on Linux, Windows and Macintosh    

LispWorks 5.0.1 的 Windows 版新增了对 Windows XP 主题的支持，看起来是基于 Vistual

C++.NET 重新编译过底层GUI平台的，总体来讲是变化比较少的，跟 4.4.6 版区别不大。

LispWorks 5.0.1 的 Linux 版仍然是基于 Motif 的，这次对 Motif 配色和字体做了一些改动，使之

更加顺眼了一些，不过相比其他平台仍然很难看。5.0.1 最大的变化是开始支持 pthread 多线程，于

是终于可以支持多 CPU 了，是不小的进步。新增的 FreeBSD 移植版本也有同样变化。

感谢留学于日本的黄涧石朋友上传了他在 MacBook 上的截图给我。LispWorks 5.0.1 的

Macintosh 版在 Cocoa UI 上有所改进，其他方面变化不大，一如既往地优雅。苹果是 Lisp 程序员

的天堂。

 

阅读(2081)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引用 初出茅庐 网易安家 引用 考研的季节又到了⋯⋯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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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2007-08-25 02:32 氷河

回复 |  删除

LispWorks IDE 太好用了⋯⋯

2007-01-13 15:18 冰河

回复 |  删除

我很失望，LispWorks 的线程支持仍然无法利用多 CPU (感谢黄涧石仔细阅读 LispWorks 文档后指出这

点)：

14.5.1 14.5.1 Native threads on Windows, Mac OS X, Linux and FreeBSDNative threads on Windows, Mac OS X, Linux and FreeBSD

Each Lisp 

 has a separate native thread, but Lisp code can only run in one thread at a time and a lock is 

used to enforce this.

When a foreign function is called using the

FLI, the lock is released until the function returns. This allows other

Lisp threads to run, for instance while waiting for a database query to

execute.

You can call back into Lisp using 

 in any thread.



21/08/18, 01:05 …… -  - 

Pagina 1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701504328518/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LispWorks on Linux, Windows and Macintosh 考研结束  

2007-01-15 00:43:28 |  分类：  学习 |  标签： kaoyan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引用 考研的季节又到了⋯⋯引用 考研的季节又到了⋯⋯    

有些 bug 是一定要 close 掉的，置之不理的话我的逻辑就不完备了。

5天以后2007年考研正式开始，关于这个问题，目前的进展是“几乎没有进展”。主要是我这几个月

的工作太有意思了，于是花在考研复习上的时间几乎没有了。看在我辛勤工作的份上，本人第三次考

研未遂的事情就别追究了^_^ 如今我好歹也算身居要职(尽管仍然本科生的技术含量和待遇)，出于种

种理由，我决定考完研就转正了，再兼职下去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微积分学教程》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数学基础是多么地不足。事实上，以我目前的知识基础还无法看

懂《人工智能——一种现代方法》里面的许多高级主题。虽然我 在 Linux 系统管理和自由软件运用

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不过基本都是应用级的，少有理论支撑。而且就高级网络知识来说我也很缺乏，

要多看看相关书籍，跟我们组里的网络 专家好好学学了。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确实进步了，但前路还很漫长⋯⋯(至于价值 $3600 的

LispWorks，我仍然持乐观态度)

引用

冰河 的 考研的季节又到了⋯⋯

9月份正式开始考研复习，此后每天都要抽出时间看相关书籍了，我想以目前的工作繁忙程度，

三个小时都很难保证了，反正尽量吧。

英语和政治我已经学成了 数学和专业课准备从头再过一遍。我相信昨天从china-pub上订购的

菲赫金哥尔茨的三卷本《微积分学教程》一定是个良好的开始(感谢网易让我花得起这份钱)，去

年买的R.柯朗和F.约翰的《微积分和数据分析引论》也有其独到之处。美中不足的是关于概率论

和高等代数的好教材还不太清楚，也不太有兴趣，但这恰恰是我的薄弱环节。多年以来，凡是我

感兴趣的领域没有学得不好的，反之就差了许多，性格所致吧⋯⋯

Q: “你为什么一定要考研？”

A: “我想得到CS学生的身份，并且有机会进入学术领域”

Q: 学术？你的研究方向？

A: 还不太清楚，不过也许AI跟Lisp更接近，我想我会感兴趣的⋯⋯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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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第二周精彩回顾 2012-01-14 17:29:16

Apple Time 2008-01-15 16:49:0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Q: 在公司里一样可以搞学术呀！

A: 但是永远是个本科毕业生，只能拿本科级别的薪水⋯⋯

Q: 那假如你读完研了，然后的计划？

A: 也许争取继续深造吧，比如说去国外，不过我英语很烂难度太大了(上面所谓英语学成仅指60

分以上)

Q: 你走了，那些服务器怎么办？

A: 我会安排好后事的，也许我可以写一个AI程序帮我管理吧

Q: ⋯⋯

阅读(1256)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LispWorks on Linux, Windows and Macintosh 考研结束  

2007-01-21 13:33网易博友225

回复 |  删除

相册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弄好， 你们网易相册的人到底怎么回事，有没有去做呀？？？ 如果弄不好也请说一

下呀，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呢？？ 那么多网易用户那么焦急，你们怎么都体谅不到呢？？你们网易的服务

就是这样的吗？？急呀！！！ 什么数据迁移，过一段时间会好。全是骗人的话。。气！！！！！

2007-01-15 06:21李娜

冰河,你好! 我想问一下网易相册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呀,一半个月已经过去了,论坛里面那么多网易相册的

同胞留言,你们公司的人却没有一个人回复.如果真的弄不好的话也请给我们大家一个回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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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谢谢你们!

2007-01-15 05:55dyson

回复 |  删除

主要是我这几个月的工作太有意思了，于是花在考研复习上的时间几乎没有了。看在我辛勤工作的份上，

本人第三次考研未遂的事情就别追究了^_^

---------

哈哈~~

2007-01-15 05:33Fish.NET

回复 |  删除

很赞同你的感觉！现在越来越觉得信息论之类的基础课程是多么重要，很多本科的课本我都愿意再去看一

遍！

加油！不远的将来你必将进入你心中的学术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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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被迫实施的移民计划 2015-01-21 13:03:05

引用 考研的季节又到了⋯⋯ 商业 Lisp  

2007-01-21 20:03:27 |  分类：  学习 |  标签： kaoyan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考研结束考研结束    

一年一度的考研活动我已经参加了三次，今年的考研和往年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压力，整个过

程轻松愉快。虽然一直忙于工作甚至包括考研的这两天，但我强烈地感觉到良好心态对于成功做一件

事的重要性。

当然，今年成功考上的概率还是非常之低的，尽管我感觉有可能比去年多考几分，数学虽然扔了3道

线代和概率的大题但微积分所有题目都做得很成功，包括一道精巧的运用反证法的微分大题。今天最

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用 Lisp 风格写考研卷子上的 C 程序，函数定义的一开始就直接 return，用三

目运算符(?:)代替 if 语句，尾递归代替循环⋯⋯今年专业课的考题变得很严谨了，每道编程题都写明

必须用 C 语言。事实上去年有一题就没说必须用 C 语言，结果我用 Lisp 写的(不过那时我 Lisp 还

没学成，那段程序有语法错误，没可能跑起来的^_^)，几年来花了太多心思在 Lisp 上⋯⋯

其实说到底我还是没有准备好，还有许多知识需要在读研之前学完，冒然读研只会白白浪费两年多时

间。所幸目前在网易的工作基本解决 温饱，还有机会继续学习各种有意思的东西，再来一次对我来说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来年再战⋯⋯

这次最大的收获是让我想到其实考研只是对一个人的学业基本技能的考察，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不必

特别准备，以常识应对即可。考不好只表示知识积累不够。有见于此，我决定日后不再落入俗套，要

真正把自己的知识充实到考研水平之上。

阅读(2116) |  评论(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引用 考研的季节又到了⋯⋯ 商业 Lisp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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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沉着冷静地迎接春节 2012-01-21 16:58:16

ILC ‘09: Preliminary Program 2009-01-21 15:49:1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2007-01-25 10:46网易博友224

回复 |  删除

冰河,请你回复一下行不行?我们的相册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我们都很急!!!!

2007-01-24 10:24网易博友9

回复 |  删除

相册真的弄好了吗?为什么没有网友的相册恢复了?到底何时能恢复,,能给我们一个答复吗?我们都很急呀??

??

2007-01-23 05:50网易博友178

回复 |  删除

网易博友8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

2007-01-23 02:41网易博友8

回复 |  删除

发布者： 冰河 | 时间：6小时前 考研报名费这点儿小钱不够我bg一次的⋯⋯ 楼主 bg是什么意思啊 bg=

不轨 吗，年轻人要注意洁身自爱啊

2007-01-22 20:29网易博友122

回复 |  删除

SA组可都是栋梁之材阿. 公司必须得把你们好生养着. -- sishen

2007-01-22 16:25 冰河

考研报名费这点儿小钱不够我bg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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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7-01-22 15:44深蓝

回复 |  删除

唉，又浪费1次报名费啊

2007-01-22 05:10 冰河

回复 |  删除

我很高兴地告诉你，我的同事已经把相册索引恢复完成了，一两天之内你们的帐号就可以重新开通了

2007-01-22 01:56网易博友202

回复 |  删除

冰河同志！！祝贺你考完研了！！！ 不知现在相册的事进展如何了呀！！！快好了没有呢！！！我们这些

网民真的是心急如焚，度日如年呀！！！好多的重要的资料都在里面呀！！！麻烦你能告知我们现在的进

展吗！！！急切+迫切的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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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结束 相册索引恢复  

2007-01-27 16:57:39 |  分类：  Lisp |  标签：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商业 Lisp商业 Lisp    

在历史上，Lisp 比其他所有计算机语言更能赢得计算机科学家们的芳心。Lisp Machine，一个计算

机史上辉煌的瞬间，把 Lisp 推向了一个至今都无法逾越的顶点。今天，我们有各种开源和商业 Lisp

实现，更多的软件包和衍生项目。但 Lisp 社区最主流的努力方向和各大项目实现的目标，几乎都可

以追溯到重新实现 Lisp Machine 里的一切。“至少做得和 Lisp Machine 里一样好”仍然是今后至

少十年里 Lisp 社区的主题。

说到计算机语言和商业的关系，Lisp 可以说是无出其右者。这可以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

1. 商业 Lisp 平台，无论是即将过时还是正在流行的，都很贵。Macintosh Common Lisp 5.1，号

称最后一个 ppc native 版本(因为 Apple 转向 Intel 平台了)，价格依旧高居不下，因为它是最好

的。Nokia 一直在用这个平台的一个老版本研发 Semantic Web 相关技术。LispWorks 和 Allegro

CL 就更不用说了，主流平台不会便宜的。Corman Lisp 只支持 Windows 平台，它的价格倒是和

市场占有率成正比。Lisp Machine Lisp 目前在常规计算机上的唯一移植：Open Genera，目前仅

能运行在 DEC Tru64 UNIX 上，Alpha 处理器。

2. Lisp Machine 时期最伟大的 Symbolics, Inc. 公司至今仍然健在  .这个公司仍然拥有 Lisp

Machine 的全部技术以及古老的符号计算系统 Macsyma，但整个公司只属于一个人了 (David

Schmidt)。无数人希望 Symbolics, Inc. 开放 Lisp Machine 源代码以促进 Lisp 社区的发展但均告

失败。从 MIT 开源的另一款相对简单的早期 Lisp Machine: MIT CADR 来看，Lisp Machine 的内

部实现极其复杂精巧，至少包括硬件 GC 系统，能够直接运行 Lisp 元指令的特制处理器以及 Lisp

实现的 Lisp 本身，CLIM 图形环境以及完整的操作系统。可惜至少到目前为止，除了极少数当年的

开发者以外，无人能一窥其全貌。

阅读(5071)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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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Symbolics and others 2013-01-27 16:42:32

装备升级 2010-01-27 16:18:5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考研结束 相册索引恢复  

2012-10-23 05:58dbrane

回复 |  删除

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从号称无比合作互助的黑客精神发源地既产生了 RMS 又产生了头脑如此封闭如此

痴迷于“知识产权”的 Symbolics Inc. Lisp 如此悲剧跟这种僵化的头脑太有关系了吧

2012-10-23 14:50 冰河 回复 dbrane

回复 |  删除

Symbolics 的事情我也很痛心，都已经彻底卖不出钱了还死守着专利不肯开源。商业 Lisp 厂商

和开源社区间的合作也很少。

2007-08-25 02:31 氷河

回复 |  删除

终于得到了 Lisp Machine 源代码 (Open Genera 2.0)，但正如 Edi Weitz 所说，没有时间去把玩啊⋯

⋯

2007-01-27 13:04网易博友111

回复 |  删除

独门武功秘笈了呵呵...

2007-01-27 12:43橙色茄子

找到了，看来我记错了，放出的是MIT CADR的源码在这里www.heeltoe.com/retro/mit/mit_cadr_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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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s.html 个人还是更喜欢Scheme

2007-01-27 12:38橙色茄子

回复 |  删除

我记得Lisp Machine的源代码好象放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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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Symbolics and others 2013-01-27 16:42:32

装备升级 2010-01-27 16:18:5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商业 Lisp SBCL 1.0.2 Release  

2007-01-27 22:07:48 |  分类：  工作 |  标签： netease  photo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相册索引恢复相册索引恢复    

一个超级大BUG终于close掉了，网易相册由于元旦期间严重故障的一个磁盘阵列导致部分用户无法

访问自己的相册，经过漫长的恢复和系统架构调整终于在几个小时前恢复了。在此感谢广大用户的容

忍和部分用户各种形式的敦促以及参与此事的几位同事。

目前新的索引同时存放在两台服务器上，采用了某种热备技术。为了确保类似严重事故以后最好永远

不再发生，进一步的后期处理工作将把其他索引也逐步迁移到新的架构，由于相册还有其他更紧要的

工作，让我们烧香拜佛期待其他索引所在的盘阵春节之前先别出事吧⋯⋯

阅读(871)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商业 Lisp SBCL 1.0.2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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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2007-01-31 09:33深蓝

回复 |  删除

啥问题?

2007-01-28 15:04 冰河

回复 |  删除

还是有很多问题⋯⋯

2007-01-27 15:38rinto(櫻桃)

回复 |  删除

谢谢咯````辛苦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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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册索引恢复 Mac OS X System Architecture  

2007-01-29 09:43:35 |  分类：  Lisp |  标签： lisp  sbcl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SBCL 1.0.2 ReleaseSBCL 1.0.2 Release    

http://www.sbcl.org/news.html#1.0.2

New in version 1.0.2New in version 1.0.2

improvement: experimental support for mach exception handling on x86/macos.

requires building with :MACH-EXCEPTION-HANDLER feature to use.

improvement: support for GBK external format. (thanks to Chun Tian (binghe))

improvement: the debugger now displays variables that have been closed over, in

code compiled with (DEBUG 2) or higher

improvement: support for executable cores on NetBSD (thanks to Richard Kreuter)

new feature: added a RESTART-FRAME debugger command

new feature: new generic function SB-GRAY:STREAM-FILE-POSITION can be used

to provide an implementation for FILE-POSITION on Gray streams (thanks to Eric

Marsden)

new feature: add syslog, openlog and closelog support to SB-POSIX (thanks to

Richard Kreuter)

optimization: the function call overhead in code compiled with a high DEBUG

optimization setting is significantly

bug fix: an error is signaled for attempts to use READ-SEQUENCE for a (SIGNED-

BYTE 8) stream and (UNSIGNED-BYTE 8) vector, or vice versa. (thanks to Tony

Martinez)

bug fix: the initforms for DEFMETHOD &AUX parameters are only evaluated once

(reported by Kevin Reid)

bug fix: the :SHOW-PROGRESS keyword parameter to SB-SPROF:WITH-PROFILING

works again (thanks to Kilian Sprotte)

bug fix: an error is signaled for tagbodies with duplicate tags (thanks to Stephen

Wilson)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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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g fix: NIL can be used as a tagbody tag (thanks to Stephen Wilson)

bug fix: Win32 port can now handle foreign code unwinding Lisp stack frames from

alien callbacks.

bug fix: ATANH returned incorrect results on win32 (thanks to Pierre Mai)

bug fix: SBCL works on Linux/ppc systems with a kernel configured to use 65k

pages (thanks to David Woodhouse)

bug fix: fix SB-POSIX dirent and socket on NetBSD (thanks to Richard Kreuter)

New in version 1.0.1New in version 1.0.1

Back to top

new platform: FreeBSD/x86-64, including support for threading.

new feature: the compiler stores cross-referencing information abount function

calls (who-calls), macroexpansion (who-macroexpands) and special variables (who-

binds, who-sets, who-references) for code compiled with (< SPACE 3). This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through the sb-introspect contrib.

new feature: users may subclass SEQUENCE, and have instances of these classes

interoperate with standard Common Lisp functions if a number of methods are

defined. (This feature is experimental and the interface subject to change based on

feedback from SBCL users and the general community)

improvement: sb-sprof traces call stacks to an arbitrary depth on x86/x86-64,

rather than the previous fixed depth of 8

improvement: another pthread back-end of mutex "pthread-futex".

bug fix: non-ascii command-line arguments are processed correctly (thanks to

Yaroslav Kavenchuk)

bug fix: non-required arguments were not passed correctly when a method defined

using DEFMETHOD was called from a mop-generated method using CALL-NEXT-

METHOD (reported by Pascal Costanza)

bug fix: recursion is now permitted in accessors through SLOT-UNBOUND.

(reported by Pascal Costanza)

bug fix: an error was signaled at startup if the HOME environment variable was

defined, but had an empty value (reported by Peter Van Eynde)

bug fix: non ordinary lambda-list keyword in ordinary lambda lists signal a

PROGRAM-ERROR, not a BUG.

bug fix: SB-POSIX:READDIR works when built with large file support.

bug fix: ENOUGH-NAMESTRING works relative to #p"/" as well. (thanks to Marco

Monteiro)

enhancement: DESTRUCTURING-BIND lambda-list uses &BODY instead of &REST

for better automatic indentation support. (thanks to Matt Pillsbury)

optimization: loading generic functions no longer takes O(n^2) time, proportional to

the amount of methods in the generic function (reported by Todd Sabin and

Jeremy Brown)

optimization: the FIND and POSITION family of sequence functions are significantly

faster on arrays whose element types have been declared.

improvements to the Windows port:

Intermittent heap corruption problems have been fixed. (thanks to Alast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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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家乡归来 2012-01-28 20:50:19

かづらき (Kazuraki) 2010-01-29 00:28:1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转载

Bridgewater)

TRACE :ENCAPSULATE NIL (and function end breakpoints) work on Windows.

Lisp is able to unwind foreign exception frames from alien callbacks. (thanks to

Alastair Bridgewater)

阅读(883)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相册索引恢复 Mac OS X System Architecture  

2007-01-29 07:18B.E.

回复 |  删除

orz..   期待你为LISP 做出更多贡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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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迎战春节 2010-02-01 16:12:27

春节假期归来 2009-02-01 16:57:45

项目太多，忙不过来了 2008-01-31 20:02:19

SBCL 1.0.2 Release 混乱的 Common Lisp “流” 市场  

2007-02-01 00:34:11 |  分类：  Apple |  标签： appl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Mac OS X System ArchitectureMac OS X System Architecture    

苹果 Mac OS X 操作系统的架构堪称完美：底层的 Darwin 环境完全开源，Mach 微内核 + BSD

子系统 + 各种开源 UNIX 工具；核心层实现流媒体、图像、视频、音频和 3D 支持；应用层提供编

程语言接口，基于 Objective-C 的 Cocoa，基于 C 的 Carbon 以及 Java 支持；用户层实现

Aqua 桌面环境以及Dashboard、Spotlight 等插件平台提供各种用户体验支持。

苹果的优势在于无论软件还是硬件都敢于大胆创新，敢于放弃，敢于从头再来。如果我记得没错，苹

果一开始并不是基于 Mach 微内核和 BSD 子系统的，早期的苹果CPU也是采用 Motorola 68000

芯片的，将硬件过渡到 PowerPC，再到 Intel x86；把操作系统从封闭的私有系统向开放的基于微

内核的 BSD UNIX 环境过渡，其复杂程度和迁移带来的损失可想而知。但苹果做到了。今天，苹果

公司已经成功地将 Mac OS X 运行在日常随处可见的基于 Intel x86 处理器的硬件上，并且推出了

更强劲、优雅的笔记本、台式电脑和服务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日益提高，我有理由相

信苹果电脑将有一天重新夺回PC 市场。

阅读(1576)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SBCL 1.0.2 Release 混乱的 Common Lisp “流” 市场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1/08/18, 01:04Mac OS X System Architecture -  - 

Pagina 2 di 2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71103411131/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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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OS X System Architecture 健康问题  

2007-02-02 01:02:06 |  分类：  Lisp |  标签： stream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混乱的 Common Lisp “流” 市场混乱的 Common Lisp “流” 市场    

流 (stream) 是 Common Lisp 实现的核心部分。由于 ANSI Common Lisp 标准中只规定了流的

很小一部分行为，而日常生活中对流的需求无处不在，所以各家厂商都有自己的实现和扩展方式，给

编写跨 Lisp 平台的可移植程序带来麻烦。

流的最大作用是简化编程，文件操作、字符串处理、网络通信本质上都是对数据流的计算，拥有一个

功能强大，稳定可靠的流实现，可以统一 Lisp 世界中很多软件包中程序员自行实现的类似对象，将

所有流归结在一个类继承树里，最大程度地实现流组件的共享。SBCL 文档中提到，目前主要有三种

流扩展：

Bivalent Streams: 一种可同时读写 character 和 (unsigned-byte 8) 类型数据的流类型

Gray Streams: 用户可重载的 CLOS 类，其实例可用作 Lisp 流 (例如作为 format 的第一个参数)

Simple Streams: Franz 提出的 Allegro simple-streams 标准草案

从设计理念和特性上来讲 simple-stream 是未来的发展方向。simple-stream 解决了 gray-stream

的下列问题：

1. gray stream 区分每个流的输入和输出方向，对各种流类强制分成三种类型(只输入、只输出，既

输入又输出)

2. gray stream 按照固定的元素类型来区分流，实践发现这种限制很不合理，使得在同一个流里传

输不定宽度的元素变得困难

3. gray stream 的方法，直接定义在 Common Lisp 流接口的下面，带来一些优化和语义不清之类

的难题

4. 由于实现的级别太高，扩展 gray stream 需要重写大量不必要的代码。

simple-stream 将输入、输出特性作为所有流的一种标记属性来对待，同时不定义任何元素类型，所

有元素均在底层按照8位元处理，通过适当的扩展，可以把simple- stream用作外部IO设备或者伪设

备等。可以说，simple-stream是未来 Common Lisp 流的发展方向。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1/08/18, 01:03 Common Lisp “ ”  -  - 

Pagina 2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71212667/

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皑皑白雪 2008-02-01 17:51:0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转载

但是目前 simple-stream 只在 Allegro Common Lisp 拥有最完整的实现，在 CMUCL 和 SBCL

上只有部分实现，在 CLISP 和 LispWorks 上没有实现，其他 Lisp 厂商的情况不清楚。而 Gray

stream 是所有 Lisp 厂商都实现，并且有 trivial-gray-stream 项目提供跨 Lisp 平台的兼容层。所

以，推广 simple-stream 的关键在于：

1. 继续开发 SBCL 和 CMUCL 上拥有共同来源的 simple-stream 实现，使之完全兼容 Allegro

Common Lisp

2. 至少实现 LispWorks 上的 simple-stream 支持，借此促使 CLISP 和 OpenMCL 也跟风实现

simple-stream

3. 开发一个 trivial-simple-stream 包用于提供跨 Lisp 平台的 simple-stream 兼容层

4. 实现一些简单的 simple-stream 扩展，例如 Allegro CL 已经实现了的 inflate 压缩算法流

5. 实现一些复杂的扩展，例如建立在网络流基础上的 BER 编解码流，进而支持 SNMP 和 LDAP 协

议流；另一个方向是在终端流的基础上实现 ANSI 彩色终端流，进而为基于 Lisp 的 BBS 开发打下

一个良好的基础。

所以，还是有很多事要做的。

阅读(2051)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Mac OS X System Architecture 健康问题  

Huang, Jian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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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2-03 00:46

回复 |  删除

Cool! 我在研究ACL2的Load过程，然后打算做一个类似于clbuild之类的包，启动SBC

L后自动包含以上程序。 ASDF是一个好的建议，不过每个软件的编译过程是那样的不同

，所以至少得看他们的代码。

2007-02-02 15:44 冰河

回复 |  删除

Maxima 和 ACL2 必须 asdf 化，然后作为一个普通的 Common Lisp 包来使用才行，Maxima 将来可

以给常规 Lisp 项目提供高级数值计算、符号计算以及公式排版特性，ACL2 提供项目建模和推理、仿真

等支持。这个工作不知你有何计划？

2007-02-02 10:42Huang, Jianshi

回复 |  删除

啊，对了。我前2天每天连续工作18个小时，终于把6个科学计算软件（其中有R, maxima；acl2正在努力

中），100来个Library（有点夸张，我Cliki上的ASDF-INSTALL和Common-Lisp.net上的库基本上都看

过一边了）都集成进SBCL了，可以从版本库下载的都直接checkout，基本上都经过测试（最后发现调用

grahical library最麻烦，个人喜欢用LTK和Celtk）。 可以说是一个终极的科学平台了：）其中针对Mac 

OSX打了不少补丁，发现其实跨平台实现起来不难（但是还得查不少文档）。 Happy Lisping!

2007-02-02 10:31Huang, Jianshi

回复 |  删除

Thread Pool! Thread Pool! 你这个流实现起来恐怕起码得一年半载。还是做个多线程库让SBCL跑得欢

一点更实用些，我用Edi Weitz的flexi-streams没感到什么问题：） 这样吧，我们2个项目同时开始，互

相参与对方的项目，各自主导自己的项目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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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皑皑白雪 2008-02-01 17:51:0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混乱的 Common Lisp “流” 市场 SBCL 进程的内存结构  

2007-02-02 23:06:59 |  分类：  生活 |  标签： health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健康问题健康问题    

最近脖子疼、头疼，于是请了两天假休息以及去医院检查。在花了几百块以后得知没有生命危

险，“颈肌劳损”而已，看来以后要多关心一下自己的脖子了。

现在看来，连续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以及上下班时背着装有较重的笔记本的书包，都对此次事故有一

定影响。目前的解决方案是减少加班时间以及尽快攒钱买个轻点 儿的笔记本。另外我发现最近白天的

时候天气非常好，温度适中、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去医院的路上走了一段路，感觉非常好⋯⋯

我想从现在起，把工作和生活的比例稍微调整一下。我来网易就快满一年了，凭借知识和经验，为了

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稍微“偷点儿懒”，只处理最复杂的问题，剩下的留给SA组的兄弟们了。

阅读(1203)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混乱的 Common Lisp “流” 市场 SBCL 进程的内存结构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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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2007-02-10 14:54jadeview

回复 |  删除

来瞅瞅，俺还活着。要享受生活啊

2007-02-07 03:47Fish.NET

回复 |  删除

辛苦辛苦。。。其实还是不带笔记本好，家里用VPN到公司的台式机，也蛮好的！

2007-02-06 01:44zhousen

回复 |  删除

不用买轻的笔记本了，买个重的也没关系，家里一个，公司里一个，不是挺好的。现在的人啊，上班都喜

欢带笔记本，你说累不累。在轻的笔记本，在手里拿它个半小时，还是会累的。

2007-02-03 17:08 冰河

回复 |  删除

莫非真正的凶手是那把伞?!

2007-02-03 17:05一口一

回复 |  删除

上下班时背着装有较重的笔记本的书包

外加一把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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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健康问题 转正纪念日  

2007-02-03 15:17:21 |  分类：  Lisp |  标签： lisp  sbcl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SBCL 进程的内存结构SBCL 进程的内存结构    

 GNU/Hurd  SBCL (Steel-Bank Common Lisp)  GNU/Hurd 

 Lisp  C 

Lisp 

 SBCL (src/compiler/x86/parms.lisp):

#!+linux

(progn

  (def!constant read-only-space-start     #x01000000)

  (def!constant read-only-space-end       #x037ff000)

  (def!constant static-space-start        #x05000000)

  (def!constant static-space-end          #x07fff000)

  (def!constant dynamic-space-start       #x09000000)

  (def!constant dynamic-space-end         #x29000000)

  (def!constant linkage-table-space-start #x70000000)

  (def!constant linkage-table-space-end   #x7ffff000))

 Linux  pmap  SBCL 

01000000      4K rwx--  /usr/lib/sbcl/sbcl.core

01001000  40952K rwx--    [ anon ]

05000000      4K rwx--  /usr/lib/sbcl/sbcl.core

05001000  49144K rwx--    [ anon ]

08048000    132K r-x--  /usr/bin/sbcl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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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69000      4K rwx--  /usr/bin/sbcl

0806a000    216K rwx--    [ anon ]

09000000     64K r-x--  /usr/lib/sbcl/sbcl.core

09010000      4K rwx--  /usr/lib/sbcl/sbcl.core

...

09546000  12800K r-x--  /usr/lib/sbcl/sbcl.core

0a1c6000      4K rwx--  /usr/lib/sbcl/sbcl.core

0a1c7000    328K r-x--  /usr/lib/sbcl/sbcl.core

0a219000      4K rwx--  /usr/lib/sbcl/sbcl.core

0a21a000   1584K r-x--  /usr/lib/sbcl/sbcl.core

0a3a6000      4K rwx--  /usr/lib/sbcl/sbcl.core

0a3a7000    224K r-x--  /usr/lib/sbcl/sbcl.core

0a3df000      4K rwx--  /usr/lib/sbcl/sbcl.core

0a3e0000   4404K r-x--  /usr/lib/sbcl/sbcl.core

0a82d000 499532K rwx--    [ anon ]

70000000 262140K rwx--    [ anon ]

(7ffff000  Linux  SBCL )

b762b000      4K r-x--    [ anon ]

b762c000   4364K rwx--    [ anon ]

b7a6f000   1028K rwx--    [ anon ]

b7b70000    940K r-x--  /usr/lib/locale/locale-archive

b7c5b000   2048K r-x--  /usr/lib/locale/locale-archive

b7e5b000      4K rwx--    [ anon ]

b7e5c000   1192K r-x--  /lib/tls/i686/cmov/libc-2.3.6.so

b7f86000     20K r-x--  /lib/tls/i686/cmov/libc-2.3.6.so

b7f8b000      8K rwx--  /lib/tls/i686/cmov/libc-2.3.6.so

b7f8d000     12K rwx--    [ anon ]

b7f90000    140K r-x--  /lib/tls/i686/cmov/libm-2.3.6.so

b7fb3000      8K rwx--  /lib/tls/i686/cmov/libm-2.3.6.so

b7fb5000      4K rwx--    [ anon ]

b7fb6000     60K r-x--  /lib/tls/i686/cmov/libpthread-2.3.6.so

b7fc5000      8K rwx--  /lib/tls/i686/cmov/libpthread-2.3.6.so

b7fc7000      8K rwx--    [ anon ]

b7fc9000      8K r-x--  /lib/tls/i686/cmov/libdl-2.3.6.so

b7fcb000      8K rwx--  /lib/tls/i686/cmov/libdl-2.3.6.so

b7fdf000     28K rwx--    [ anon ]

b7fe6000      4K rwx--    [ anon ]

b7fe7000      4K -----    [ anon ]

b7fe8000      8K rwx--    [ anon ]

b7fea000      4K r-x--    [ anon ]

b7feb000     84K r-x--  /lib/ld-2.3.6.so

b8000000      8K rwx--  /lib/ld-2.3.6.so

bffeb000     84K rwx--    [ stack ]

 SBCL :

(- dynamic-space-end dynamic-space-start) => #x20000000 => 536870912 => 512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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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论合理的爱情观 2013-02-03 14:24:05

一则恐怖的国际新闻 2010-02-03 03:50:36

广州火车站？ 2008-02-03 15:41:3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转载

 32  SBCL  512MB 

 64  

阅读(1483)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健康问题 转正纪念日  

2007-02-04 17:57Huang, Jianshi

回复 |  删除

我所使用的虚拟机器的Host用OpenVirtuozzo,从user角度可以看到真个内存使用状况，但如果达到上限

程序就会退出。所以就是说每个用户实际使用的memory mapping是系统的memory mapping，自己能

用的区域不同而已。所以不能用SBCL（CMUCL也自然一样了）。 我试过不同的内存配置但都没成功过

：（不过现在那个服务器上跑的是Allegro CL Enterprise：）

2007-02-03 16:55 冰河

回复 |  删除

原来如此，Thanks! (所有进程的memory mapping? 分别看每个进程的memory map不行吗？)

2007-02-03 13:17Huang, Jianshi

另外，有没有工具可以看所有进程的memory mapping？我有一个虚拟服务器上由于memory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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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的问题sbcl启动不了：（

2007-02-03 13:15Huang, Jianshi

回复 |  删除

SBCL 1.0以前需要修改parms.lisp中的dyanmic-space来修改SBCL可以使用的内存数量，1.0之后增加

了命令行参数 --dynamic-space-size，已经没有编译时限定512M的内存限制了。当然在32bit模式下，

内存地址的上限是4G，不过4G么。。。暂时不需要那么多吧，而且64bit模式下很多类型的内存尺寸加倍

反而占用不必要的内存，我认为除非有8G以上内存，没必要用64bit的SBCL。 --dynamic-space-size m

egabytes Size of the dynamic space reserved on startup in megabytes. Default value is platfo

rm 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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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无奈 2009-02-13 16:40:22

年过完了 2008-02-13 08:58:5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SBCL 进程的内存结构 年前连续加班一周  

2007-02-13 13:55:45 |  分类：  工作 |  标签： work  neteas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转正纪念日转正纪念日    

今天，在来到公司整整一年之后，我终于下定决心转正，并办理完全部手续，成为网易的正式员工。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不过我相信自己走了正确的路。

阅读(1349)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SBCL 进程的内存结构 年前连续加班一周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1/08/18, 01:02 -  - 

Pagina 2 di 2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711315545234/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冰河

2007-03-03 13:30jadeview

回复 |  删除

一定是正确的

2007-02-25 12:23甜桔

回复 |  删除

冰河同志，我想问一下，那相册为什么上传相片还是不正常呀！！要不就是传不上，要不就是传上了出现

的图片是打“X”的！！！！而且想把那打“X”的删掉都不可以，一点删的就转到博客的首页了。！！！

！

2007-02-17 07:11Guru

回复 |  删除

辛苦才刚刚开始

2007-02-13 16:48一口一

回复 |  删除

羡慕 

2007-02-13 08:56毒药

回复 |  删除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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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正纪念日 乱中有序  

2007-02-17 03:33:08 |  分类：  工作 |  标签： 163  work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年前连续加班一周年前连续加班一周    

周一晚 22:00 开始常州机房重装网易相册62台服务器，相册服务停；

周二凌晨 4:00 开始部署服务器基本系统，重建盘阵服务器的挂载表，晚 20:00 开始部署应用，dfs,

php, upload, control, ... 趁机写了大量有创意的配置文件；

周三早晨开发人员调试应用，我们管理员调整配置文件，至晚间 20:00 左右已经把所有功能调通。

由于控制服务器无法挂载所有NFS，突发奇想用 Apache 根据请求中的用户id分拆请求到17台页面

服务器；主数据库经过 jabber 多天的努力也准备好了。

周四上午醒来以后开始做域名变更和切换测试数据库到主数据库，中午时分相册开通，然后开始调试

大量重负载下的新问题，NFS带来的问题始终无法彻底解决。下午抽空去火车站买了周六出发的火车

票。晚上首次回家睡觉，但是决定用 Samba 代替 NFS 试试，说服 CG 继续开放上传之后，开始实

际操作，至周五凌晨 4:00 才睡。

周五下午醒来以后到公司，发现 Samba 令上传有所好转但仍然没能完全解决问题，再把 PHP 服务

器的索引从 NFS 换成 Samba 以后不久，可能是一台索引服务器故障，导致 PHP 服务器全部挂

起，相册瘫痪，联系常州机房人员重启了 30 多台相关服务器以后一度恢复正常，于是我回家收拾行

李准备回老家过年。但 1 小时后服务器又全部挂掉，找不到明确原因。不得不深夜在回到公司和

kghost 会诊。

周六零点以后在和 CG 讨论相册形势时突发奇想用上传服务器兼做页面服务器，理由是对系统资源的

使用互相不冲突，同时关闭控制服务器的图片删除和移动功能，重配 LVS 和 DNS 指向这些新页面

服务器。目前状态良好但不一定过得去下一个白天。

本周共上班五天，回家两次，其中一次在家睡觉。问题是相册仍然生死未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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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转正纪念日 乱中有序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1/08/18, 01:01 -  - 

Pagina 2 di 2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71173338580/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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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2-27 05:00深蓝

回复 |  删除

唉，相册

2007-02-21 15:28萝卜

回复 |  删除

辛苦辛苦

2007-02-17 07:11Guru

回复 |  删除

辛苦辛苦  祝你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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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连续加班一周 PostgreSQL 8.2 文档新增章节 - 高可用和负载均衡⋯  

2007-03-02 02:31:21 |  分类：  工作 |  标签： photo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乱中有序乱中有序    

最近公司里的形势可谓兵荒马乱。相册相关工作宛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不过幸运的是，在相册工

作上，大家分工比较明确：有人整天着急、有人天天挨骂、也有人埋头干活⋯⋯这让我更加体会到社

会化大生产的好处^_^

实践表明，我是专业给别人“擦屁股”的，相册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美中不足就是“屎”太多，越

擦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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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2007-03-01 21:31胡晓文（男，已婚）

回复 |  删除

那就继续拉一会，拉干净了再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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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reSQL 8.2 文档新增章节 - 高可用和负载均衡技术PostgreSQL 8.2 文档新增章节 - 高可用和负载均衡技术    

Chapter 24. High Availability and LoadChapter 24. High Availability and Load

BalancingBalancing

Database servers can work together to allow a second server to take over quickly if the

primary server fails (high availability), or to allow several computers to serve the same

data (load balancing). Ideally, database servers could work together seamlessly. Web

servers serving static web pages can be combined quite easily by merely load-balancing

web requests to multiple machines. In fact, read-only database servers can be combined

relatively easily too. Unfortunately, most database servers have a read/write mix of

requests, and read/write servers are much harder to combine. This is because though

read-only data needs to be placed on each server only once, a write to any server has to

be propagated to all servers so that future read requests to those servers return

consistent results.

This synchronization problem is the fundamental difficulty for servers working together.

Because there is no single solution that eliminates the impact of the sync problem for all

use cases, there are multiple solutions. Each solution addresses this problem in a

different way, and minimizes its impact for a specific workload.

Some solutions deal with synchronization by allowing only one server to modify the data.

Servers that can modify data are called read/write or "master" servers. Servers that can

reply to read-only queries are called "slave" servers. Servers that cannot be accessed

until they are changed to master servers are called "standby" servers.

Some failover and load balancing solutions are synchronous, meaning that a data-

modifying transaction is not considered committed until all servers have committ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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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action. This guarantees that a failover will not lose any data and that all load-

balanced servers will return consistent results no matter which server is queried. In

contrast, asynchronous solutions allow some delay between the time of a commit and its

propagation to the other servers, opening the possibility that some transactions might

be lost in the switch to a backup server, and that load balanced servers might return

slightly stale results. A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 is used when synchronous would be

too slow.

Solutions can also be categorized by their granularity. Some solutions can deal only with

an entire database server, while others allow control at the per-table or per-database

level.

Performance must be considered in any failover or load balancing choice. There is

usually a tradeoff between functionality and performance. For example, a full

synchronous solution over a slow network might cut performance by more than half,

while an asynchronous one might have a minimal performance impact.

The remainder of this section outlines various failover, replication, and load balancing

solutions.

Shared Disk Failover

Shared disk failover avoids synchronization overhead by having only one copy of

the database. It uses a single disk array that is shared by multiple servers. If the

main database server fails, the standby server is able to mount and start the

database as though it was recovering from a database crash. This allows rapid

failover with no data loss.

Shared hardware functionality is common in network storage devices. Using a

network file system is also possible, though care must be taken that the file system

has full POSIX behavior. One significant limitation of this method is that if the

shared disk array fails or becomes corrupt, the primary and standby servers are

both nonfunctional. Another issue is that the standby server should never access

the shared storage while the primary server is running.

A modified version of shared hardware functionality is file system replication, where

all changes to a file system are mirrored to a file system residing on another

computer. The only restriction is that the mirroring must be done in a way that

ensures the standby server has a consistent copy of the file system — specifically,

writes to the standby must be done in the same order as those on the master.

DRBD is a popular file system replication solution for Linux.

Warm Standby Using Point-In-Time Recovery

A warm standby server (see Section 23.4) can be kept current by reading a stream

of write-ahead log (WAL) records. If the main server fails, the warm standby

contains almost all of the data of the main server, and can be quickly made the new

master database server. This is asynchronous and can only be done for the entire

database server.

Master-Slave Replication

A master-slave replication setup sends all data modification queries to the master

server. The master server asynchronously sends data changes to the slave server.

The slave can answer read-only queries while the master server is runn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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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ve server is ideal for data warehouse queries.

Slony-I is an example of this type of replication, with per-table granularity, and

support for multiple slaves. Because it updates the slave server asynchronously (in

batches), there is possible data loss during fail over.

Statement-Based Replication Middleware

With statement-based replication middleware, a program intercepts every SQL

query and sends it to one or all servers. Each server operates independently. Read-

write queries are sent to all servers, while read-only queries can be sent to just one

server, allowing the read workload to be distributed.

If queries are simply broadcast unmodified, functions like ,

, and sequences would have different values on different

servers. This is because each server operates independently, and because SQL

queries are broadcast (and not actual modified rows). If this is unacceptable, either

the middleware or the application must query such values from a single server and

then use those values in write queries. Also, care must be taken that all transactions

either commit or abort on all servers, perhaps using two-phase commit (PREPARE

TRANSACTION and COMMIT PREPARED. Pgpool and Sequoia are an example of

this type of replication.

Synchronous Multi-Master Replication

In synchronous multi-master replication, each server can accept write requests, and

modified data is transmitted from the original server to every other server before

each transaction commits. Heavy write activity can cause excessive locking, leading

to poor performance. In fact, write performance is often worse than that of a single

server. Read requests can be sent to any server. Some implementations use shared

disk to reduce the communication overhead. Synchronous multi-master replication

is best for mostly read workloads, though its big advantage is that any server can

accept write requests — there is no need to partition workloads between master

and slave servers, and because the data changes are sent from one server to

another, there is no problem with non-deterministic functions like .

PostgreSQL does not offer this type of replication, though PostgreSQL two-phase

commit (PREPARE TRANSACTION and COMMIT PREPARED) can be used to

implement this in application code or middleware.

Asynchronous Multi-Master Replication

For servers that are not regularly connected, like laptops or remote servers,

keeping data consistent among servers is a challenge. Using asynchronous multi-

master replication, each server works independently, and periodically communicates

with the other servers to identify conflicting transactions. The conflicts can be

resolved by users or conflict resolution rules.

Data Partitioning

Data partitioning splits tables into data sets. Each set can be modified by only one

server. For example, data can be partitioned by offices, e.g. London and Paris, with

a server in each office. If queries combining London and Paris data are necessary,

an application can query both servers, or master/slave replication can be used to

keep a read-only copy of the other office's data on each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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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步步为营 2010-03-02 09:54:10

《拯救日本：泡沫崩溃后的银行危机与华尔街行动》 2008-03-02 15:52:16

3 月开始了 2008-03-02 06:19:5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Multi-Server Parallel Query Execution

Many of the above solutions allow multiple servers to handle multiple queries, but

none allow a single query to use multiple servers to complete faster. This solution

allows multiple servers to work concurrently on a single query. This is usually

accomplished by splitting the data among servers and having each server execute

its part of the query and return results to a central server where they are combined

and returned to the user. Pgpool-II has this capability.

Commercial Solutions

Because PostgreSQL is open source and easily extended, a number of companies

have taken PostgreSQL and created commercial closed-source solutions with

unique failover, replication, and load balancing capabilities.

阅读(1447)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乱中有序 启用新手机  

2007-03-19 15:08风轻扬

回复 |  删除

pg-pool我感觉只做failover不做replication

C-JDBC/Sequoia不但适用于PostgreSQL，也适用于任何提供JDBC驱动的数据库

风轻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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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3-19 15:05

回复 |  删除

Slony-II这个项目好像很久没什么动作了，不知道是不是遇到很大困难不干了

2007-03-19 15:02风轻扬

回复 |  删除

嗯，PgFoundry上基于PostgreSQL的项目确实不少。

2007-03-05 14:10 冰河

回复 |  删除

PostgreSQL "本身" 确实只支持 Warm Standby Using Point-In-Time Recovery，但 Postgres 的衍

生项目已经可以支持 Multi-Server Parallel Query Execution (Pgpool-II), Synchronous Multi-Master

Replication (商业: Cybertec sync-multimaster replication, 开源但尚未开发完成: Slony-II), Stateme

nt-Based Replication Middleware (Pgpool, Sequoia), Master-Slave Replication (Slony-I), Shared

Disk Failover (Postgres on DRBD/Linux-HA)

2007-03-04 14:47风轻扬

回复 |  删除

冰河，其中具体哪些是PostgreSQL本身就支持的你知道吗？据我所知，好像只有Warm Standby是默认

就支持的，另外通过pgpool，pgcluster等可以实现Master-Slave（应该是异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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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新手机启用新手机    

最近花1000多在掏宝上买了一部全新的Nokia已停产手机 - Nokia 8910i。此手机在我的前任手机

Nokia 8855 的基础上几乎什么功能也没有增加，但我觉得它更加标致。问题是这款手机我问了一

圈，公司里竟然没有一人给予好评的，给家里的一MM看了以后也说跟我这人一 样怪。品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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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3-08 03:12网易博友3

回复 |  删除

对配雨伞:)

2007-03-06 04:52B.E.

回复 |  删除

不过确实又点酷的。

2007-03-05 16:15Guru

回复 |  删除

给手机配把雨伞

就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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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cat :

JkMount /photo/*.jpg space

#servlet .jpg

RewriteRule /photo/([a-zA-Z0-9_\.-]+)\.jpg$ /photo/$1.jpg [PT,L]

 dfs  perl 

Tomcat  Apache  UNIX  - Sendmail:

RewriteMap bucket2address txt:/etc/netease/backend/bucket2address.txt

RewriteMap bucket2vol txt:/etc/netease/backend/bucket2vol.txt

# Old Time like Sendmail (binghe)

RewriteMap fid2path prg:/etc/apache2/dfs/fid2path

RewriteMap checksum prg:/etc/apache2/dfs/checksum

RewriteRule ^/photo/([0-9]+)\.jpg$ /photo/fid2path/${fid2path:$1} [N]

RewriteRule ^/photo/(.*/[0-9]+)\.jpg$ /photo/${checksum:$1} [N]

RewriteRule ^/photo/T/([0-9]+)$ /photo/fid2path/${fid2path:$1} [N]

RewriteRule ^/photo/F /style/common/default.gif [L]

RewriteRule ^/photo/-[0-9]+\.jpg$ /style/common/user_default.gif [L]

RewriteRule ^/photo/fid2path/([0-9]+)/(.*)$

http://${bucket2address:$1}/dfs/${bucket2vol:$1}/$1/$2 [P]

perl Debian Apache 2.0

(RewriteLock) C CE Apache

URL  /fid2path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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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RewriteMap bucket2address txt:/etc/netease/backend/bucket2address.txt

RewriteMap bucket2vol txt:/etc/netease/backend/bucket2vol.txt

RewriteRule ^/photo/fid2path/([0-9]+)/(.*)$

http://${bucket2address:$1}/dfs/${bucket2vol:$1}/$1/$2 [P]

Apache 2.2 Apache 2.2  Berkeley DB 

:

RewriteMap bucket2address dbm=db:/etc/netease/backend/bucket2address.bdb

RewriteMap bucket2vol dbm=db:/etc/netease/backend/bucket2vol.bdb

RewriteRule ^/photo/fid2path/([0-9]+)/(.*)$

http://${bucket2address:$1}/dfs/${bucket2vol:$1}/$1/$2 [P]

 Apache

Rewrite  Debian 

 Apache 2.2 

kghost 

:

RewriteMap bucket2address dbm=db:/etc/netease/backend/bucket2address.bdb

RewriteMap bucket2vol dbm=db:/etc/netease/backend/bucket2vol.bdb

RewriteMap md5 int:netease_hmacmd5

RewriteMap dfs int:netease_dfs

RewriteRule ^/photo/([^/]*)/([0-9]+)(\..*)?$ /pic_warning.jpg

[E=hmacmd5_key:***************,E=md5:$1,E=id:$2,E=ext:$3]

RewriteCond %{ENV:netease} =p

RewriteCond %{ENV:md5} =${md5:%{ENV:id}}

RewriteRule ^/pic_warning\.jpg$ /proxy/${dfs:%{ENV:id}}

RewriteCond ${bucket2address:$1|localhost} =localhost

RewriteRule ^/proxy/([0-9]+)/(.*)$ /pic_warning.jpg [L]

RewriteRule ^/proxy/([0-9]+)/(.*)$ http://${bucket2address:$1}/dfs/${bucket2vol:$1|x}/$1/$2

[P]

URL  img.blog.163.com 

 Web 

 URL :

RewriteRule ^/(photo/.*)$ http://img.blog.163.com/$1 [R=301]

Apache 

阅读(831)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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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启用新手机 考研又挂了  

2007-03-06 04:52B.E.

回复 |  删除

ORZ....

2007-03-06 02:55深蓝

回复 |  删除

汗，网易首席apache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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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回顾博客图片读接口Apache配置 SBCL 1.0.3.35  

2007-03-06 10:08:59 |  分类：  学习 |  标签： kaoyan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考研又挂了考研又挂了    

您输入的准考证号是：103357921030043，

您的姓名是：田春

您的报名号是：331293234，您的报考专业

是：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考试科目考试科目 成绩成绩

政治  50 

英语  48 

数学一  91 

计算机专业基础  72 

总分 261 

小意思，明年再来，下次稍微看点儿书。工作太忙了，考试那两天还加班呢⋯⋯

阅读(2441) |  评论(1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回顾博客图片读接口Apache配置 SBCL 1.0.3.35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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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7-04-24 03:51阿珂

回复 |  删除

哈哈~

2007-04-11 14:27匿名

回复 |  删除

祝你快乐365天！很不错！支持你！khjkfgh有空记得来我的情感小站玩.(www.5m1.cn)。（143065.12

3690.150446）

2007-03-20 07:36andyfires

回复 |  删除

每年屡创新低⋯⋯

2007-03-17 05:11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仰慕

2007-03-12 15:59zjb

回复 |  删除

小意思，明年再来，赞这句话

2007-03-12 07:00小瓶子

回复 |  删除

我崇拜数学牛的人～～～～

2007-03-12 04:17一口一

回复 |  删除

我喜欢你的英语成绩`

2007-03-09 18:07网易博友41

估计我也一样，虽然成绩还没出来 

以后再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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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7-03-09 09:18kingkongmao

回复 |  删除

数学很牛阿，传说中的偏科

2007-03-06 15:43 氷河

回复 |  删除

政治我可是真的一个字都没复习过，考成这样自认为政治觉悟已经对得起党和国家了。

2007-03-06 14:26深蓝

回复 |  删除

政治啊政治，看来binghe同志三个代表没学好，八荣八耻也理解不深啊！

2007-03-06 05:21胡晓文（男，已婚）

回复 |  删除

加油，考研还需努力～

2007-03-06 04:50B.E.

回复 |  删除

- -  加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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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考研又挂了 跟中国工商银行脱离关系  

2007-03-12 23:29:29 |  分类：  Lisp |  标签： lisp  sbcl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SBCL 1.0.3.35SBCL 1.0.3.35    

SBCL  64  LispWorks 5.0.1 

sbcl (1:1.0.3.35-1) experimental; urgency=low

  * New intermediate upstream as 1.0.3.0 causes type

    related problems with the new inlined sort. This causes

    a full warning in swank (part of slime) for example.

    Notable changes:

     + new platform: experimental support for x86-64/darwin (MacOS).

     + incompatible change: the thread-safe (on most platforms)

getaddrinfo

       and getnameinfo sockets functions are used instead of

gethostbyaddr

       and gethostbyname, on platforms where the newer functions are

available.

       As a result, the ALIASES field of HOST-ENT will always be NIL on

these

       platforms.

     + optimization: code using alien values with undeclared types is

much faster.

     + optimization: the compiler is now able to open code SEARCH in more

cases.

     + optimization: more compact typechecks on x86-64 (thanks to Lutz

Euler)

     + bug fix: >= and <= gave wrong results when used with NaNs.

     + bug fix: the #= and ## reader macros now interact reasonably with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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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转载

       funcallable instances.

     + bug fix: type-checks for function arguments were compiled using

the

       compiler policy settings of the wrong lexical environment (in

1.0.2

       and 1.0.3).

     + bug fix: SHADOW accepts characters as string designators, as

required

       by the spec (thanks to Eric Marsden)

     + bug fix: fixed GC safety issues when foreign functions are called

with

       non-base strings as arguments

     + bug fix: more consistent error output for fatal-compiler-warnings,

like

       reader errors

     + bug fix: functions with proper names were showing up as NIL in

       backtraces (reported by Edi Weitz, regression in 1.0.2)

 -- Peter Van Eynde <pvaneynd@debian.org>  Wed,  7 Mar 2007 20:37:44

+0100

sbcl (1:1.0.3.0-1) experimental; urgency=low

  * New upstream. Major changes:

    + optimization: calls of the form (AREF FOO (+ INDEX <constant>)) now

      produce more efficient code on the x86 if the compiler can

determine

      that (+ INDEX <constant>) does not require a bounds check and FOO

      has an element type at least 8 bits wide.

    + bug fix: references to undefined variables are handled the same way

      in toplevel forms as in the normal compiler

    + bug fix: the build scripts again work with non-bash /bin/sh (thanks

      to Magnus Henoch)

    + improvement: faster compilation times for complex functions

    + improvement: added readlink support to SB-POSIX (thanks to Richard

      M Kreuter)

 -- Peter Van Eynde <pvaneynd@debian.org>  Wed, 28 Feb 2007 23:08:25

+0100

阅读(994)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考研又挂了 跟中国工商银行脱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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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爱情，婚姻⋯⋯ 2008-03-11 17:57:1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2007-03-22 17:52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你坚定了我分期付款的决心

2007-03-17 15:59 氷河

回复 |  删除

你 Windows 难道还是上课学的不成? 图形界面的操作系统，自己点两天鼠标就会了。

常用软件之类的问题，建议去水木社区苹果(Apple)版问：www.newsmth.net

2007-03-17 15:54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可是万一除了windows，其他系统我都不会用咋办。。。看来真的要去花2个月学习一下了。。。555

2007-03-17 10:52 氷河

回复 |  删除

小白，坚决要买小白。买小白是告别 Windows，告别病毒，增强个性和品味的开始，我支持你！

2007-03-17 05:12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我想买小白，可是有人bs我的智商，让我先学习2个月在考虑买小黑还是小白，555

2007-03-13 02:04胡晓文（男，已婚）

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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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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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CL 1.0.3.35 [ANN] Opening for Girl Friend  

2007-03-17 18:36:26 |  分类：  生活 |  标签： bank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跟中国工商银行脱离关系跟中国工商银行脱离关系    

    在杭州的6年里因工作和学习需要办了很多银行卡：从家里来之前办了工行牡丹信用卡以便家里汇

生活费过来，来到学校以后才发现此举毫无必要，每个学生都给办一张牡丹灵通卡用来交学费；大二

开始中信实业银行不知给浙大上了多少“炮”，将中信校园卡和紫金港食堂的饭卡绑定在一起，不得

不办；大四在UT Starcom实习期间公司给我办了中国银行的卡；另外当我终于明白招商银行才是中

国境内技术和服务最好的银行以后又自己去办了“招行一卡通”。来网易以后凭借工资证明我自己去

公司旁边的招行杭州总行办理了招行信用卡，借助公司又办理了比一卡通功能更强的支持美元储蓄的

一卡通金卡⋯⋯

    目前我只用招行的一卡通金卡处理工资和金融相关事务，招行信用卡用于消费。我欣赏招行专卡专

用的理念：信用卡就是信用卡，不带储蓄功能；借记卡就是借记卡不带透支功能。这样招行产品之间

界限明确使用起来非常明确。招商银行的其他种种特色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网上银行系统发达，

客户端软件功能强劲设计周到 (虽然还不支持Linux)，自助服务网点里设备先进维护及时，柜面操作

高效简洁工作人员从不说废话。简单地评价就是两个字：“专业”。招商银行是专业人士的选择。相

比之下其他银行的营业网点只配在路边给我做提款机用用。中国工商银行营业网点遍天下，是我最喜

欢的“提款机”。

    由于大量废卡占据钱包空间，扔在家里又担心丢失后造成银行系统“死账”，于是我出于“吃亏上

当就这一次”的想法决定花些时间再去各大银行走一趟，把手头多年来攒下的废卡都销了，顺便实地

考察一下各大银行的服务进展。

    工商银行牡丹卡功能单一，不支持境外使用，只用人民币结算，配套设施单一，属垃圾中的垃圾。

过年回家期间花了半个下午在当初办卡的工行网点排队1小时把终于把卡销了；

    招商银行一卡通其实相当不错的，但因为有金卡的关系前不久去招行网点把卡销了，排队5分钟，

手续办了20分钟。不过这不怪银行工作人员低效，而是我过去随便点点鼠标，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从来

不用的功能都申请了，销户手续确实比较麻烦，走的时候各种表格副本就有四五份。为了保留交易记

录，委托银行给我打印了从 2006年2月进公司至今的交易记录，阵式打印机竟然足足打了4折，最后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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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辞旧迎新 2013-03-17 15:26:53

悲喜交错的学习生活 2012-03-17 16:15:5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转载

还给了我5毛钱利息⋯⋯

    工商银行牡丹灵通卡虽然可以在省外提款无须手续费，但这一优势对我来说用处不大。销卡首先要

找到够级别的营业网点，然后填一张使用独立复写纸的申请表才行。手续不算繁杂，但我在工行办理

手续的时候发现工行竟然有推销员游走在排队等候的顾客之间，推销工行的各种银行产品，而且专门

挑有钱(有钱人似乎活跃一些)的或者年纪大的动员，我面无表情地端坐在那里她就不理我⋯⋯而且最

可气的是工行取消了进门拿号等候的策略，规定办理银行手续的顾客按进门顺序排坐在一串座位上等

候，这就跟用静态数组实现“队列”一样可笑，在没有头节点的情况下，每出队一人就相当于后面其

他人要向前挪动一下位置，否则后面来的顾客就没地方坐了⋯⋯当有人问起为何取消了拿号机制以后

得到的解释竟然是“这样更快，因为经常有人拿到号以后走掉”。彻底无语了，工行这种计算水平怎

么有能力管理我的资金?! 当我办完销卡手续以后，怀着“以后再不必进工行营业厅”的美好愿望大踏

步离开了。

    中国银行和中信实业银行以后再去，估计还得花不少时间。

阅读(2335)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SBCL 1.0.3.35 [ANN] Opening for Girl Friend  

2007-10-06 07:38网易博友34

工行简直太垃圾了。 

今天去销，还说什么因为注册了网上银行，销不了。郁闷。。 

垃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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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7-03-26 11:17萝卜

回复 |  删除

招行的不错

2007-03-26 08:22猪

回复 |  删除

工行我用了不到一个月就销掉了

2007-03-19 16:21深蓝

回复 |  删除

工行大学的时候就被我淘汰了，服务最烂，收费最高，

中信校园卡不错的，可以到学校食堂吃饭，跨行取款还不收手续费，最好的提款机，建议不要注销，

招行吗，呵呵，我一直用它，虽然还几次对营业人员脾气，可他们态度还是相当的好啊

2007-03-18 02:59胡晓文（男，已婚）

回复 |  删除

基本只用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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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跟中国工商银行脱离关系 [ANN] Closed for Girl Friend  

2007-03-20 03:14:21 |  分类：  生活 |  标签： mm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ANN] Opening for Girl Friend[ANN] Opening for Girl Friend    

最近心血来潮，想从我认识的女性朋友里发展出一为女朋友，以后尝试共同生活。毕竟人是社会型动

物，即使埋头工作、钻研技术也最好有个伴儿。再者说我也不是养不起⋯⋯

欢迎广大认识我的单身女性朋友们前来洽谈垂询，来信请寄：浙江省杭州市天目山路176号18楼1层

田某收，邮编310013

此次活动到本月底结束，若无人应征的话本人将暂时放弃此想法，继续安心工作学习。

阅读(1189) |  评论(1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跟中国工商银行脱离关系 [ANN] Closed for Girl 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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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7-03-29 20:52Rhythm

回复 |  删除

Open完了立刻就close了啊 -_- 真是效率啊⋯⋯

2007-03-26 11:15飞猪

回复 |  删除

体面！！

2007-03-26 08:10猪

回复 |  删除

兄台战况如何？？？？？？？？

2007-03-22 17:49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为啥不能发邮件呢？注明只能使用163邮箱～

 

2007-03-22 09:45网易博友241

回复 |  删除

孟！！

2007-03-22 04:34小猪蚁巴

回复 |  删除

嘿嘿，看到别人的引用，顺道来主人这里看望下~

2007-03-21 09:39毒药

回复 |  删除

支持....够猛...有性格...

2007-03-21 04:23小小马

回复 |  删除

mm们快接帅哥绣球啊！

2007-03-20 10:29supereyes

回复 |  删除

太N了

胡晓文（男，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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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3-20 03:00

回复 |  删除

我可以引用吗？

2007-03-20 02:58B.E.

回复 |  删除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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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ANN] Opening for Girl Friend 拼命珍惜现有的一切⋯⋯  

2007-03-23 03:40:33 |  分类：  生活 |  标签： girl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ANN] Closed for Girl Friend[ANN] Closed for Girl Friend    

我已决定给某MM半年时间考虑这门亲事了。

暂不接受其他连接了。

阅读(829)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ANN] Opening for Girl Friend 拼命珍惜现有的一切⋯⋯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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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3-29 20:51Rhythm

回复 |  删除

恭喜恭喜～

2007-03-26 11:15萝卜

回复 |  删除

orz

2007-03-26 08:14猪

回复 |  删除

支持一下

2007-03-23 12:32一口一

回复 |  删除

跟风

没机会了，555，伤心ing

2007-03-23 04:17网易博友8

回复 |  删除

考虑一下我吧，春哥哥

2007-03-23 04:17网易博友8

回复 |  删除

贴照片

2007-03-23 04:16毒药

回复 |  删除

有境界....

2007-03-23 03:17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没机会了，555，伤心ing

2007-03-23 02:15yuxh312

回复 |  删除

pub pp

2007-03-23 01:43胡晓文（男，已婚）

回复 |  删除

真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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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上海考试归来 2013-03-24 16:37:46

国际形势的长期停滞及个人对策 2012-03-24 15:13:3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ANN] Closed for Girl Friend Sendmail 下禁止发无标题或者过短标题邮件的方法  

2007-03-24 00:52:36 |  分类：  随想 |  标签： bingh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拼命珍惜现有的一切⋯⋯拼命珍惜现有的一切⋯⋯    

⋯⋯但没有什么是我放不下的。

失去一切我都不在乎，唯有守住我多年来辛苦积累的知识，除了知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属于

我的了。所以我还要不停地学习，享受学习的快感，享受学习的成果。获取足够的知识，然后有一天

开始自己创造知识！

阅读(869)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ANN] Closed for Girl Friend Sendmail 下禁止发无标题或者过短标题邮件的方法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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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7-03-26 10:01毒药

回复 |  删除

学习知识，传播知识，创造知识,靠知识赚钱..赚了钱..找老婆...然后结婚生子...继续学习知识，传播知识，创

造知识

2007-03-24 11:32胡晓文（男，已婚）

回复 |  删除

学习知识，传播知识，创造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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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拼命珍惜现有的一切⋯⋯ cl-net-snmp  

2007-03-29 22:20:48 |  分类：  系统管理 |  标签： sendmail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Sendmail 下禁止发无标题或者过短标题邮件的方法Sendmail 下禁止发无标题或者过短标题邮件的方法    

: CMUCL (CMU Common Lisp), : LinuxApp

  : Sendmail 

:  (Thu Mar 29 22:18:40 2007), 

 m4  Sendmail  8.12  Subject: 

 Subject  6 

LOCAL_CONFIG

Kcompute arith

Kstorage macro

HSubject: $>Check_Subject

dnl #

LOCAL_RULESETS

SCheck_Subject

R$*             $: $(storage {GotSubject} $@ YES $) $1

R$*             $: $(compute l $@ $&{hdrlen} $@ 6 $)

RTRUE           $#error $@ 5.7.0 $: "553 Chun Tian (binghe): Your SUBJECT

is too short, please resend this mail with more SUBJECT. Thank you."

dnl #

Scheck_eoh

R$*             $: < $&{GotSubject} >

R$*             $: $(storage {GotSubject} $) $1

R < YES >       $@ OK

R < >           $#error $@ 5.7.0 $: "553 Chun Tian (binghe): Missing

Header SUBJECT, please resend this mail with an SUBJECT. Thank you."

--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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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Apple Time, again and again ... 2011-03-28 21:12:25

自然心 2010-03-29 01:04:2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转载

(setq reply-to

  (concatenate 'string "Chun Tian (binghe) "

                       "<binghe.lisp" '(#\@) "gmail.com>"))

阅读(935)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拼命珍惜现有的一切⋯⋯ cl-net-snmp  

2007-03-29 17:45shawn

回复 |  删除

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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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Sendmail 下禁止发无标题或者过短标题邮件的方法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2007-03-30 01:08:35 |  分类：  Lisp |  标签： lisp  snm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cl-net-snmpcl-net-snmp    

学了多年的 Lisp，现在应该为 Lisp 社区做点儿什么了。目前 Common Lisp 还缺少完整的 SNMP

和 LDAP 接口，出于工作需要，就从 SNMP 开始吧。

于是在 Common-Lisp.net 上开了一个项目 http://common-lisp.net/project/cl-net-snmp/

阅读(1308)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Sendmail 下禁止发无标题或者过短标题邮件的方法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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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1-10-25 17:36magnet_hywhy

回复 |  删除

太强了，我是搞电信行业软件的，snmp虽然不是太复杂，但实现一套也不是件简单事情，用lisp来做暂时

无法想象，好好学习

2007-09-19 15:18 氷河

回复 |  删除

最近翻译 On Lisp 时突然灵感迸发，重写了这个项目，开始考虑纯 Lisp 的实现，完全放弃 Net-SNMP 

的 C 实现了。

2007-04-08 15:06 氷河

回复 |  删除

Release 0.10, support SNMPv3 now!

2007-03-30 19:09 氷河

回复 |  删除

release 0.01

2007-03-30 05:39Shawn

回复 |  删除

大力支持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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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Abstract Syntax Notation One (ASN.1) 2008-04-01 17:44:2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cl-net-snmp 这两天忙死  

2007-04-01 21:31:49 |  分类：  生活 |  标签： life  work  mm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2007年的愚人节，也就是今天，发生了一件大事：

在经历了几轮各种形式的磋商之后，我和一个女性的朋友终于通过88聊天系统达成共识，以后我们不

再是普通朋友了⋯⋯所以，现在我有女朋友了。

从此以后我要守护她，让她幸福。

阅读(1393)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cl-net-snmp 这两天忙死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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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7-04-08 05:22lalalala

回复 |  删除

如果你这个不是愚人节的笑话的话,还是要跳出来恭喜一下的~ bgbg... 

保重! 

2007-04-04 15:27kingkongmao

回复 |  删除

恭喜恭喜

2007-04-03 16:04 氷河

回复 |  删除

刚好赶上愚人节罢了

2007-04-03 13:49网易博友241

回复 |  删除

愚人节的爱情信不！

2007-04-02 17:52Radiumce

回复 |  删除

恭喜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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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敝人上报了⋯⋯ 2008-04-05 03:48:4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LispWorks 本月有降价促销活动⋯⋯  

2007-04-05 15:50:10 |  分类：  随想 |  标签： work  mm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这两天忙死这两天忙死    

博客关键设备故障，相册服务器掉电，重要数据受损。

自从我MM成了“我MM”以后还没见过面呢⋯⋯

阅读(728)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LispWorks 本月有降价促销活动⋯⋯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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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7-04-24 03:47阿珂

回复 |  删除

太惨了...或者说你，或者说你mm，或者都说，不过也或者都不说。嗯，真是废话，不过倒也全面。

2007-04-05 10:13胡晓文（男，已婚）

回复 |  删除

啥时候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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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这两天忙死 Debian GNU/Linux 4.0 released  

2007-04-06 01:09:21 |  分类：  Lisp |  标签： lispworks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LispWorks 本月有降价促销活动⋯⋯LispWorks 本月有降价促销活动⋯⋯    

4 1-4 2007  Lisp ——LispWorks
LispWorks 4

……
http://www.lispworks.com/buy/special-offer.html

Special OfferSpecial Offer
LispWorks Ltd is delighted to announce a special offer to celebrate International Lisp

Conference 2007 in Cambridge, England - the hometown of LispWorks. We are offering

special prices* when you purchase a new LispWorks Professional or LispWorks

Enterprise license for commercial use this month.

LispWorks already offers excellent value with no runtime license fees for commercial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The special pricing now presents an unbeatable offer.

But hurry - the offer is strictly limited to orders received during April 2007.

Price InformationPrice Information

North Americ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except EuropeNorth Americ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except Europe

Special Offer prices for customers in these regions are shown here.

EuropeEurope

Special Offer prices for customers in Europe are shown here.

*Special Offer terms and conditions*Special Offer terms and conditions

Offer ends 30 April 2007

Applies only to new LispWorks 5.0 Professional or Enterprise license purchases

Does not apply to upgrades, maintenance, maintenance renewals or technical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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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Taxes (where applicable) are not included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 or discount

Special offer prices are for download purchases

Shipping and Handling charges apply when media kit(s) are supplied

这是美元价格表，中国地区好像稍微便宜一些：

Prices forPrices for

Commercial UsersCommercial Users

in North America, Russia and rest ofin North America, Russia and rest of

the world except Europe, India andthe world except Europe, India and

ChinaChina

ProfessionalProfessional

EditionEdition

EnterpriseEnterprise

EditionEdition

per userper user per userper user

 

standardstandard

priceprice

specialspecial

offer*offer*

standardstandard

priceprice

specialspecial

offer*offer*

LispWorks 5.0 (32-bit) for Windows $1,300 $1,000 $3,900 $3,000

LispWorks 5.0 (32-bit) for Windows + 1

year maintenance
$1,500 $1,200 $4,500 $3,600

LispWorks 5.0 (64-bit) for Windows
Not

available

Not

available
$3,900 $3,000

LispWorks 5.0 (64-bit) for Windows + 1

year maintenance

Not

available

Not

available
$4,500 $3,600

LispWorks 5.0 (32-bit) for Macintosh $1,300 $1,000 $3,900 $3,000

LispWorks 5.0 (32-bit) for Macintosh + 1

year maintenance
$1,500 $1,200 $4,500 $3,600

LispWorks 5.0 (64-bit) for Macintosh
Not

available

Not

available
$3,900 $3,000

LispWorks 5.0 (64-bit) for Macintosh + 1

year maintenance

Not

available

Not

available
$4,500 $3,600

LispWorks 5.0 (32-bit) for Linux $1,300 $1,000 $3,900 $3,000

LispWorks 5.0 (32-bit) for Linux + 1 year

maintenance
$1,500 $1,200 $4,500 $3,600

LispWorks 5.0 (64-bit) for Linux
Not

available

Not

available
$3,900 $3,000

LispWorks 5.0 (64-bit) for Linux + 1 year

maintenance

Not

available

Not

available
$4,500 $3,600

LispWorks 5.0 (32-bit) for FreeBSD $1,300 $1,000 $3,900 $3,000

LispWorks 5.0 (32-bit) for FreeBSD + 1

year maintenance
$1,500 $1,200 $4,500 $3,600

Maintenance renewal, per license $325 $325 $975 $975

Support - 5 incidents pack $1,200 $1,200 $1,200 $1,200

Support - 10 incidents pack $2,100 $2,100 $2,100 $2,100

Support - 20 incidents pack $3,600 $3,600 $3,600 $3,600

阅读(2294)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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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转载

这两天忙死 Debian GNU/Linux 4.0 released  

2007-04-08 19:13网易博友197

回复 |  删除

一如冰河的语言和行事风格啊

2007-04-06 04:45kingkongmao

回复 |  删除

真素疯狂阿

2007-04-06 03:38Shawn

回复 |  删除

这个价格。。。看起来你的确需要砸锅卖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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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pWorks 本月有降价促销活动⋯⋯ Lisp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2007-04-08 22:49:02 |  分类：  系统管理 |  标签： linux  debian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Debian GNU/Linux 4.0 releasedDebian GNU/Linux 4.0 released    

可了不得了，Debian 发布新版本了⋯⋯

-----------------------------------------------------------------

------

The Debian Project                               

http://www.debian.org/

Debian GNU/Linux 4.0 released                          

press@debian.org

April 8th, 2007                

http://www.debian.org/News/2007/20070408

-----------------------------------------------------------------

-------

Debian GNU/Linux 4.0 released

The Debian Project is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official release of

Debian

GNU/Linux version 4.0, codenamed "etch", after 21 months of

constant

development.  Debian GNU/Linux is a free operating system which

supports

a total of eleven processor architectures and includes the KDE,

GNOME

and Xfce desktop environments.  It also features cryptographic

software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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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mpatibility with the FHS v2.3 and software developed for

version

3.1 of the LSB.

Using a now fully integrated installation process, Debian

GNU/Linux 4.0

comes with out-of-the-box support for encrypted partitions.  This

release introduces a newly developed graphical frontend to the

installation system supporting scripts using composed characters

and

complex languages; the installation system for Debian GNU/Linux

has now

been translated to 58 languages.

Also beginning with Debian GNU/Linux 4.0, the package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en improved regarding security and efficiency.  Secure APT

allows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integrity of packages downloaded from a

mirror.

Updated package indices won't be downloaded in their entirety,

but

instead patched with smaller files containing only differences

from

earlier versions.

Debian GNU/Linux runs on computers ranging from palmtops and

handheld

systems to supercomputers, and on nearly everything in between. 

A total

of eleven architectures are supported including:  Sun SPARC

(sparc), HP

Alpha (alpha), Motorola/IBM PowerPC (powerpc), Intel IA-32 (i386)

and

IA-64 (ia64), HP PA-RISC (hppa), MIPS (mips, mipsel), ARM (arm),

IBM

S/390 (s390) and -- newly introduced with Debian GNU/Linux 4.0 --

AMD64

and Intel EM64T (amd64).

Debian GNU/Linux can be installed from various installation media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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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DVDs, CDs, USB sticks and floppies, or from the network. 

GNOME is

the default desktop environment and is contained on the first

CD.  The K

Desktop Environment (KDE) and the Xfce desktop can be installed

through

two new alternative CD images.  Also newly available with Debian

GNU/Linux 4.0 are multi-arch CDs and DVDs supporting installation

of

multiple architectures from a single disc.

Debian GNU/Linux can be downloaded right now via bittorent (the

recommended way), jigdo or HTTP;  see <http://www.debian.org/CD/>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It will soon be available on DVD and CD-ROM

from

numerous vendors <http://www.debian.org/CD/vendors/>, too.

This release includes a number of updated software packages, such

as the

K Desktop Environment 3.5 (KDE), an updated version of the GNOME

desktop

environment 2.14, the Xfce 4.4 desktop environment, the GNUstep

desktop

5.2, X.Org 7.1, OpenOffice.org 2.0.4a, GIMP 2.2.13, Iceweasel (an

unbranded version of Mozilla Firefox 2.0.0.3), Icedove (an

unbranded

version of Mozilla Thunderbird 1.5), Iceape (an unbranded version

of

Mozilla Seamonkey 1.0.8), PostgreSQL 8.1.8, MySQL 5.0.32, GNU

Compiler

Collection 4.1.1, Linux kernel version 2.6.18, Apache 2.2.3,

Samba

3.0.24, Python 2.4.4 and 2.5, Perl 5.8.8, PHP 4.4.4 and 5.2.0,

Asterisk

1.2.13, and more than 18,000 other ready to use software

packages.

Upgrades to Debian GNU/Linux 4.0 from the previous release,

Debian

GNU/Linux 3.1 codenamed "sarge", are automatically handled by the

aptitude package management tool for most configurations, an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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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ertain degree also by the apt-get package management tool.  As

always,

Debian GNU/Linux systems can be upgraded quite painlessly, in

place,

without any forced downtime, but i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to

read the

release notes for possible issues.  For detailed instructions

about

installing and upgrading Debian GNU/Linux, please see the release

notes

<http://www.debian.org/releases/etch/releasenotes>.  Please note

that

the release notes will be further improved and translated to

additional

languages in the coming weeks.

About Debian

------------

Debian GNU/Linux is a free operating system, developed by more

than

a thousand volunte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ho collaborate via

the

Internet.  Debian's dedication to Free Software, its non-profit

nature,

and its open development model make it unique among GNU/Linux

distributions.

The Debian project's key strengths are its volunteer base, its

dedication

to the Debian Social Contract, and its commitment to provide the

best

operating system possible.  Debian 4.0 is another important step

in that

direction.

Contact Information

-------------------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the Debian web pages at

<http://www.debian.org/> or send mail to <press@debi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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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年假 2009-04-07 21:14:5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964)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LispWorks 本月有降价促销活动⋯⋯ Lisp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2007-04-09 16:12 氷河

回复 |  删除

嗯⋯⋯我随便配配罢了，没空理它

2007-04-09 03:09shawn

回复 |  删除

其实我觉得这个配色还可以...

2007-04-08 19:19网易博友197

回复 |  删除

顺便说一句，越来越不敢恭维binghe大哥博客模块 的颜色搭配了，特别是黄色和蓝色，只能无语...... 

2个月前还曾惊叹这么简洁清新流畅的风格和和谐的颜色搭配，现在的颜色搭配.......-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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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2011 毅行 - 50mm 定焦的力量 2011-04-11 16:28:2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Debian GNU/Linux 4.0 released LispWorks 企业版: 功能强大的AI研究平台  

2007-04-11 23:24:48 |  分类：  Lisp |  标签： lispworks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LispWorks Enterprise EditionLisp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究竟有多少人能纯粹出于个人喜好去买 $2,500 的软件呢？

阅读(1807)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Debian GNU/Linux 4.0 released LispWorks 企业版: 功能强大的AI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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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2-03-12 10:18弟弟

回复 |  删除

暂时买不起！！

2007-04-12 04:12 氷河

回复 |  删除

Sure. Great software!

2007-04-12 02:40shawn

回复 |  删除

难道你真的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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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p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LispWorks 5.0.2 patch release  

2007-04-14 09:19:49 |  分类：  Lisp |  标签： ai  lispworks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LispWorks 企业版: 功能强大的AI研究平台LispWorks 企业版: 功能强大的AI研究平台    

LispWorks 企业版不但是一个通用的 Lisp 语言开发环境，也是一个功能强大的人工智能研究平台。

LispWorks 实际上不但能编译 Lisp 代码，也可以编译标准 Prolog 代码，它首先用纯 Lisp 把

Prolog 推理系统实现，然后用宏将 Prolog 代码编译时一对一地翻译成 Comon Lisp 代码，再使用

Lisp 编译器进行编译，最后 LispWorks 提供一个类似 Lisp 交互环境的 Prolog 查询环境。

根据我这几天的了解，LispWorks 的逻辑编程部分在表达方式上有三个层次：

1. 使用标准 Prolog，这样可以得到跟任何其他标准 Prolog 环境相同的表达能力；

2. 使用 Lisp 形式的 Common Prolog，也就是 LispWorks 把 Prolog 代码翻译出来的形式，这样

可以获得额外的与 Common Lisp 系统进行接口的特性，相当于一个 Lisp 和 Prolog 的混合环境；

3. 使用基于对象(object)和规则(rule)，而不是关系(relation)的 KnowledgeWorks，它底层推理部

分有两部分，反向推理基于 Prolog 推理系统，前向推理是 OPS5 兼容，语法上也很像 CLIPS，基

于模式匹配的。使用 KnowledgeWorks 可以同时拥有历史上两大类逻辑编程系统的核心特性。

还有一些功能也非常有用，例如 Common SQL 组件可以将逻辑系统的知识和推理作为数据保存在

数据库里，事实上 Common SQL 可以将任何 Common Lisp 对象保存在数据库里，然后高效地查

询和修改。企业版中的 CORBA 支持可以用来实现分布式系统，进一步增强 AI 系统的扩展能力。

为了能充分使用这个得来不易的强大工具，最近我又开始读《AIMA》了。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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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比赛前夕 2013-04-14 17:37:15

时代的脚步 2010-04-13 19:27:5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3734)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Lisp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LispWorks 5.0.2 patch release  

2014-12-11 09:20aa

回复 |  删除

大牛为什么不用 emacs

2014-11-16 15:54hegel_logos

回复 |  删除

你认为天才是什么样的？你认为自己是天才么？你认为天才是人类么？你认为人类的时间有多少？你认为

人类的躯体的承受力有多大？做事情的首要的事情是心灵的安宁，我建议你停下来，感受一下真实的世界

。如果你听我言，也许有很大的危险，如不听则继续你的生活。晚安，好梦。

2014-11-04 07:15William

回复 |  删除

如何自建函数库

2011-04-14 17:34raoqn

回复 |  删除

HI..想问下lispworks这个IDE本身是否用lisp写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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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15 07:37 冰河 回复 raoqn

回复 |  删除

是

2007-05-20 11:29网易博友83

回复 |  删除

那里有下载该软件的连接 

能不能推荐基本好的教材 

qq29708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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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pWorks 企业版: 功能强大的AI研究平台 毽意思千⋯⋯  

2007-04-17 12:31:30 |  分类：  Lisp |  标签： lispworks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LispWorks 5.0.2 patch releaseLispWorks 5.0.2 patch release    

LispWorks 5.0.2 Patch ReleaseLispWorks 5.0.2 Patch Release

Cambridge, England, 16 April 2007Cambridge, England, 16 April 2007
LispWorks Ltd is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LispWorks 5.0.2 patch release.

This is a bug fix release for LispWorks 5.0 on all supported platforms.

AvailabilityAvailability
The LispWorks 5.0.2 patch release is available for download free of charge to customers

with LispWorks 5.0.x.

Bug FixesBug Fixes
Details of the bug fixes in this release can be found in the Release Notes.

To see which private patches have been included in 5.0.2, check the list in the Release

Notes.

How to obtain LispWorks 5.0.2How to obtain LispWorks 5.0.2
Visit the LispWorks Patches page.

Upgrading from LispWorks 5.0.1Upgrading from LispWorks 5.0.1
Simply install these patches to raise the version to 5.0.2.

LispWorks 5.0.1 for FreeBSD users should uninstall 5.0.1 first, following the instructions

in the Release Notes.

Upgrading from LispWorks 4.4.xUpgrading from LispWorks 4.4.x
Customers still using LispWorks 4.4.x or earlier versions should purchase licenses for

version 5.0 and then install these patches to raise the version to 5.0.2.

Contact LispWorks LtdContact LispWork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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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转载

For information about purchasing LispWorks, maintenance and support renewals and

sales contact LispWorks Ltd at:

www.lispworks.com/buy

lisp-sales@lispworks.com

For technical support contact LispWorks Ltd at:

www.lispworks.com/support

lisp-support@lispworks.com

阅读(716)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LispWorks 企业版: 功能强大的AI研究平台 毽意思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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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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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2007-04-18 07:24网易博友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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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he啊，你博客里的东西我基本上看不懂，除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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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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毽意思千⋯⋯ 终于见识商业软件的技术支持了  

2007-04-18 21:41:19 |  分类：  随想 |  标签： 乱七八糟  |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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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覃征不是个好东西 (zz from newsmth.net)为什么覃征不是个好东西 (zz from newsmth.net)    

水木社区上看到的帖子，太令人震惊了。

发信人: Sambuke (不要忘记给父母打电话), 信区: TsinghuaCent

标  题: 为什么覃征不是个好东西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ue Apr 17 02:32:23 2007), 站内

【 以下文字转载自 Graduate 讨论区 】

发信人: fivehaha (maozhuxiwansui), 信区: Graduate

标  题: 为什么覃征不是个好东西

发信站: 水木社区 (Mon Apr 16 22:59:21 2007), 站内

8月11日

为什么覃征不是个好东西

终于办完了所有的离校手续，彻底毕业了。现在我终于可以不用顾忌那个整天拿毕业威胁、

讹诈我的混蛋了，可以自由地表达我的想法了。

〈覃征其人〉

在Google上搜“覃征”，可以看到一个个光辉的title（虽然列表中的那些论文没有什么质

量，更没有多少是他自己的工作），可谁又能知道，在这光鲜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什么样

的烂人。而且在刚开始和他接触的过程中，往往还会留下更多的假相。

覃征原来在另外一所大学，只比我们早几个月来清华，我们是他在清华的第一届学生。那时

他还不是副院长、他的博士后也还没从另一所大学弄过来。所以，看不到一点像现在这样的

嚣张气焰。第一学期，覃征给我们开会，还帮我们制定培养计划，强调要多选课，要尽早修

完课程，要学好数学，必要时去旁听数学系的课程等。上进、务实、精干，这是那时覃征给

人留下的印象。然而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一个假相。在最初的接触中，覃征会给人留下很不

错的印象。但是，通过进一步的了解，你就会看到一个十足的恶棍！

覃征之所以能给人留下较好的第一印象，那张嘴皮子立下了汗马功劳。面对几百个听众，那

张嘴皮子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连扯带吹2个小时，没有中场休息，而且连口水也不用喝。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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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真功夫！和以严谨为特点的学术、学者等词汇决不搭边。

覃征的另一个特点是，无论关于什么主题，他说的每一句话中都浸透着威胁和讹诈。当然，

他首先要有威胁的资本，对于我们这些学生，他威胁的最佳资本就是毕业问题。他对使用毕

业问题威胁讹诈学生的手法已经熟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覃征最喜欢的就是“关系”。对于那些有关系或背景，或是潜在的关系和背景的人，即使是

他的学生，他也会眼里放光，脸上笑成花。从他对我们的态度和对与我们同时读研的在职的

国税局班同学、已经工作过的强军计划的学生的态度对比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不用多说，在

场的人心知肚明。

覃征实力的源泉来自于对学生的残酷压榨和剥削。他的学生研究软件体系结构，那他的研究

方向就是软件体系结构；他的学生研究电子商务，那他的研究方向就是电子商务；他的学生

研究图像检索，那他的研究方向就是图像检索......他自己不用有什么研究方向的。这其中

奥妙想必大家都明白。覃征不喜欢钱，但是他连学生的勤工助学资金也敢动。他的学生曾多

次被他要求在勤工助学领款单上签字，但是从来没有人真正领到过一分钱，可想而知这些钱

去了哪里。本来会被用于帮助那些家境贫寒学生的勤工助学资金，竟这样流进了这个混蛋口

袋里。那点钱对他来说就是九牛一毛，而对穷学生来说很可能是一笔不小的资金。所以，覃

征的实力是和他的学生数成正比的，而他现在光在另外一所大学的学生数就有上百人。

〈关于山东的闹剧〉

2004年6月左右，也就是我研一快结束的时候，覃征的真实面目才开始暴露出来。那是他已

经被任命为副院长，那个博士后也被弄到他身边处理和学术相关的事情。说：“山东有一个

600万的863项目，你们尽快考完试，然后立即去山东，要在那待一年。这一年之内放假也不

用回北京了，直接从山东回家，回家的来回车费可以报销。在山东的伙食，住宿由山东那边

解决”。除此之外不会再发任何其他的生活费。接下来就是这个项目的意义有多么的重大等

，“要制定中国石油行业的数据标准，要全部使用面向对象数据库”云云。现在看来那确实

是标准的有覃征特色的吹牛，但是那时的我却听得那样地虔诚，而且看了好长时间的面向对

象数据库的资料，后来证明这个项目和面向对象数据库就没有任何关系，这只是一个被拿来

吹牛的华丽词汇而已。

关于没有生活费补贴的解释：“这是纵向项目，纵向项目是不发生活费的”。“我的项目经

费很多，都到哪里去了呢，我获这些奖，都要给评委送钱。这个项目结束了也要申请国家奖

，你们都可以挂名的，到时候找工作很有用的。我写的书，获的奖都会把学生的名字挂的在

后面。不像有些老师，不挂学生的名字。”覃征一边给我们画大饼，一边证明他比有些老师

好。而下面这些话已经不是人话了，贴出来供大家欣赏：“你们研究生期间的生活费应该由

你们父母出，我会供我女儿到博士毕业的！”，“我给你们的是知识，不是钱！”

接下来就是威胁和讹诈了：“国家规定，研究生必须做纵向项目，否则不能毕业。xx都结婚

了，不想去，我都没有同意。你们不要被这些事情耽搁了”。

刚开始，我很沮丧。我当时宁愿自费也要选择清华，就是为了清华这个软环境，为了能和一

批优秀的人在一起。而且当时我已经在校研究生会工作了一年了，很想再继续做下去。无论

如何，要离开清华整整一年，到山东的一个没有任何学校气氛的地方读清华的研究生，让我

痛苦了好长时间。但是考虑到这个项目的重大意义，我还是在痛苦中做好了去山东苦干一年

的准备。

7月，接到通知：在学校原地待命。当时很多其他同学开始进入一些著名公司实习，而这些

机会我们一点都不敢考虑，也无法有什么计划。8月，通知；在学校原地待命。就这样，对

我们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2个月，我们一群人在学校里碌碌无为地原地待命。那时，我们才

开始觉得这个人信口开河，没有信用。

8月底，博士后领我们去山东。原以为博士后会带我们做项目，但是实际情况是博士后用一

周时间帮我们安顿下来就回北京。就这样我们一群刚上完基础课的研究生，要在没有任何指

导的情况下制定中国石油行业的数据标准。这就是那个600万的863项目。在学校说好的在山

东为我们重新买计算机，但是我们到山东的第三天覃征就变卦，说是太贵。然后调动学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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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把学校为我们每个人配的计算机运到山东，提到这些机器，是因为关于这些机器后来有

更恶心的事。在毕业前夕，在覃征的逼迫下，我们自己出车费再将其扛回学校。

在山东的第一周，照例是和不同的领导喝酒吃肉。此外，关于这个项目更恶心的内幕暴露在

我们面前。项目已经启动一年了，11月份863专家组要来中期检查，但是还拿不出像样的东

西。我们的任务就是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做出一些可以应付检查的东西。我们还了解到，我

们学院的李老师接了这个项目的另外一部分，有3个学生也在这边做。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李老师给他的学生说有一个山东的项目，需要出差，你们愿不愿去，愿意的话我就接了。

然后就是他们每个月大约可以在学校待2周，除了报销路费食宿之外，每月还有1000左右的

生活费，而且李老师经常去山东和他们讨论方案。唉，人和人的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此后的一个月里，我们就在一个三流的软件公司里，被一个蹩脚的工程师领着，做一些乱七

八糟的事情。简单地说，就是做一个界面，可以监控一个油井系统的运行情况。有时候实在

没法从遗留数据库中取到数据，就在那个位置返回一个常量。那可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演示

系统。这样的系统显然没法用。后来听说，中期检查时使用的是先前花几十万请斯伦贝谢做

的一个项目蒙混过去的。这就是我所经历过的863项目！老实说，从此我对国内的学术界没

有了信心！

在我们到山东不到一周的时候，覃征又反悔了。这一群人要在山东吃住一年的话，食宿费用

他承受不了。然后我们就接到命令：把那些数据带回北京，国庆节以后在北京做。而这些又

不能让山东方面知道，于是这一个月里我们又多了一项秘密任务：拷数据。

9月底回北京之前，我在一个月的所见所闻中积累的不满情绪开始爆发了，我感觉被骗了。

10月份就要开题，但是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们该怎么开题，更无法得到相关的信息和资料，

我们几乎要失去和学校的联系了，心急如焚。大约26号，我们就被通知学院的车会被派来接

我们，不坐长途大巴，因为车费太贵。然后一天天过去了，学院的车始终没来，那时我们对

覃征的言而无信已经深有体会了。29日，我已经不相信我们能在国庆节前回北京了，忍无可

忍，我告诉他们30日早上我要坐长途大巴回北京了。然后被告知车30日到，当天回北京。就

这样我没有领到回北京的车费，而就在2天前另外2个同学因为国庆节要回家而领到车费提前

回北京了。另外，我们当时还不相信，司机能开车7个小时到山东然后再开7个小时当天回北

京，就算相信能当天回，在司机疲劳驾驶的情况下，我也为我们的生命安全担心。30日早上

，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自己掏钱坐长途大巴回了北京。

回北京后，覃征竟然大怒，理由当然冠冕堂皇：“让你们不要擅自回来，是为你们的安全考

虑”，而报销回京的路费更是不敢奢望了。从那以后我就成了覃征的眼中钉肉中刺。10月份

开题时，我们两个提前回来的当然是不通过了。对于开题、论文答辩这种事，覃征是十分用

心的，可谓斟字酌句，当然他关心的可不是学术，而是通过这些来整人。但是很多方面他又

不懂，在其他老师面前又不敢瞎说，怕闹笑话，所以被他指出来的问题大都是“题目太大”

“用词不合适”等此类问题。我的开题报告就被以“题目太大，题目不合适”为由不通过。

在我把提目改了几个字以后就通过了。交给他的时候，得到一堆暗示：“现在知道了吧，不

要和我作对”。在我硕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情况大抵相同，从他那里打回来了十多次，改

动最大的一次论文几乎推翻重写，“写的太差，题目不对”“用词不合适”“二级标题不对

，这些词不能用在标题里”，最后虽然从他那里勉强通过，但他还是不甚满意。总之，在我

的开题和论文答辩过程中，覃征可是花了不少“心思”的。

在开题答辩之前，一次覃征召集我们开会时，为了证明只有做了他的项目才能毕业，说：“

你看老宋，没有项目，我要让他的学生不通过几个”。果然后来的答辩，老宋的8个学生有

6个开题不通过。不知老宋怎么得罪过他，学生竟然成了牺牲品。这6个学生修改过的开题报

告，只好先给覃征审阅，根据其意见再修改，而老宋就被架空了。戏剧性的是，那6个人中

有一个毕业时在SCI收录的国际会议上发表了3－4篇论文，此时没见过SCI论文的覃征竟然眼

睛放光，在给他学生开的所谓欢送会上这位同学竟然成了他的座上宾，“老宋已经调走了，

XX就算作我的学生了”（此前老宋已经离开学院去数学系了，老宋说：“数学系人际关系简

单”。在那以前覃征曾扬言让老宋给他当助教，而老宋也是清华一个副教授呢），至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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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能更好地理解什么叫厚颜无耻了。

回北京以后，所谓的项目更是没有了下文。了解到了所谓项目的真实情况，我们大部分人都

不敢在这个项目上开题，而是开了其他的方向。此后的近一年时间里，覃征几个月找我们开

一次会，也只偶尔提起在拿回来的那些数据上继续做，仅此而已。就这样我们大约被凉了近

一年，实在不能这样待下去，后来就有人陆续去外面公司实习。后来这又成为我们的一项重

要的罪状，“不用心做项目，都跑出去赚钱去了，导致项目做坏了，后来都是XX公司（山东

那个公司）的工程师替你们做了863项目”。关键时刻，覃征必然会毫不犹豫地倒打一耙，

原来那863项目都是我们接的，是我们自己跑到山东，又把数据带回来，然后是我们自己把

自己凉了近一年？那又是谁扬言要把自己名字排在最前面，然后申请国家奖励！什么叫流氓

，大家自己判断！

我开题的方向是支持向量机方法在生物信息学中的应用，这和所谓的山东863项目毫无关系

。由此，覃征就患上了“生物过敏症”，要是听见生物、蛋白质等词汇，必然会条件反射地

说“和题目不相关，不适合申请计算机领域的学位，适合申请生物领域的学位”。不知覃征

是真不知道还是故意装傻、故意歪解。反正，此后这又成了覃征整我的另一重要手段。此后

的近两年时间里，覃征经常给我们开会提及写论文，而每当这时我就成了反面例子：覃征会

指着我说：“像你的论文就和题目无关，不能算数，无法毕业”。

〈毕业、开除及开会〉

2005年6月我要去微软研究院作实习生，需要覃征签字同意，一般这种情况下，覃征都会卡

一卡，不会让你太顺利。但是，这也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因为半年前他就签字同意另一个

同学去微软实习，此外，覃征曾得意地在我们面前吹牛说他认识微软研究院院长。而那天上

午，覃征又签字同意了另一个同学去微软实习。下午，我去找覃征签字时照例被卡，后来再

将时间由6个月改为3月后，他才勉强签字。但是，大约一个月后，覃征就反悔了。覃征的言

而无信，我们几乎已经习以为常了！

7月份，就是李开复宣布跳槽的那几天，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坏的消息：所有人一个月后去山

东，因为那个所谓的863项目要结题了。就这样，在我只安心在微软实习了一个月后，我们

的日子一下子陷入了无边的昏暗。一边是难得的实习机会和马上就要开始的求职，一边是一

个垃圾项目，中间是一个霸气十足的流氓，那几个月可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时间。

经过一个月痛苦的考虑，最终不敢和覃征闹僵，我选择了做最后的争取，向覃征讲一下我的

具体情况。8月中旬，我给覃征写了一封长信，实事求是地向他陈述了一下我的具体情况，

大致包括：1.微软研究院在学术界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学术环境很好（sigir05那11篇论

文可不是靠吹牛能吹出来的，当然在这过程中我尽量照顾覃征的面子）；2.我在微软所作的

研究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对我的硕士论文会有较大帮助；3.山东的项目和我的方向没有任

何关系，我也没有多少兴趣；4.我愿意换到他的其他和我方向相关的项目组，实在不行让我

履行完对微软的承诺（也是覃征签字同意的）9月底再去山东。邮件发出以后没有任何反馈

，然后我主动和覃征约好去办公室找他。“所有的人都必须去山东，你不要再说了，你走吧

”，我刚走进他的办公室，显然覃征已经准备好了，没有任何争取的余地，“你这么大的人

了，不是小孩子了，怎么什么都不懂！”，而此时曾被覃征拿来吹牛以抬高自己身价的微软

研究院也被他贬的一文不值了。然后，是最后通牒：“我给微软打一个电话，你就在微软打

不了工了”，“不说能不能毕业了，我只要写一个条子-‘不宜培养’，找院长签个字，现

在就可以开除你”。

故意装傻或者故意歪解是覃征惯用的手法之一，从那以后覃征就一直瞧不起微软研究院的学

术水平，一直认为我在微软的研究工作是打工赚钱，是荒废学业，然后就不能毕业。

8月底，我已经办完了在微软的交接手续，等待出发去山东的命令了。然而被通知的出发日

期先是9月1日，然后是5日，后来是11日，再后来关于去山东的事就再没有下文了，最后所

谓的山东最终还是没有去成，又一场闹剧而已。被覃征这样反复折腾，我们似乎已经习以为

常了。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虽然自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了所谓山东项目的消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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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暂时也稍微平静了一些。但是，这种平静是没有任何保障的。覃征随时可以给我们制造

一些巨大的麻烦。所以我们也无法有什么稍微长期一点的计划和安排。

曾几何时，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覃征每隔1－2个月就会召集我们开一次会。每次会议大致

只有两项内容，吹牛以及自我吹捧，然后就是对我们破口大骂、威胁、讹诈，最后就是指着

我：“像你的论文就和题目无关，不能算数，无法毕业”。每次开会时，覃征一个人在那手

舞足蹈地尽情表演，而我们一群人则低着头窝在角落里，有时甚至会忍俊不禁，但却必须尽

力憋着。可想而知，这样的会议当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会议本身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

内容，所以这样的会议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能持续5－10分钟。

大约11月初，我们暂时的平静生活被一次会议给打破了。“现在还有谁在外面打工？”，我

和其他几个人怯生生地举了手。“给你们一周时间，马上回来。现在就开始写硕士论文，今

年学术委员会要严格审查你们的论文了，每个人马上给写个论文提纲，下周交给我”，（我

们的论文答辩时候是第二年的6月，而后来那个所谓的提纲也没有了下文。在覃征的概念里

，论文是“写”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上次谁谁谁在微软打工，论文和题目

不相关，答辩就不通过”“人家教授一看，说这个工作我几年前就看见过，怎么你又拿出来

写，你的硕士论文只有最后一页是自己的内容，其他都是抄的”。覃征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把所有答辩中出现的问题和微软打工硬扯在一起，然后用一个不知是否存在的的微软打工答

辩不通过的案例，把所有在微软实习过的人一竿子打翻。最后的威胁和讹诈是最具覃征特色

的：“我只要写一个条子-‘不宜培养’，现在就可以开除你”。

我们的位子被赶到了本科生公共机房，而这个机房就在覃征办公室的对面，因此覃征经常会

往机房猫一眼。然后，机房里人不够多也就成了我们每次会议被骂的另一个主题。从那以后

，以后的好几个月里，我们得每天花几个小时在机房做事，以便被覃征猫见，但这仍然避免

不了我们被骂的命运。

一个多月暂时平静的生活之后，12中旬的那次会议算的上是惊心动魄。“所有人周五上午9

点在办公室开会，不得请假，不得以任何理由缺席”。会议是开门见山的：“你们还有很多

人在外面打工的，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已经让业务办查清楚了，要知道业务办和所有这些

公司都是有联系的，打个电话一问，就什么都知道了”。“我已经给这些人办好开除手续了

，这里再给这些人最后一次机会，回去给我发邮件，要不然明天你就会接到业务办的邮件通

知”，“尽快来找我，要让我找你就麻烦了”。“你们现在一个一个说吧，不要等到明天了

”......，就这样在强大的“政策”压力下，我坦白交代了所有的事实，“我正在办交接手

续...”，另外，还有几个同学也交代了，曾经或现在在公司实习的事实。会后，我再去找

覃征，“想不想被开除？，本来我正在给你办手续了，但看到你的档案，考虑到你的父母，

决定再给你一次机会”。就这样，多亏了覃征的“仁慈心”，我被从开除的边缘挽救了回来

。就这样经过十多天的交接，在2005年底，我的担惊受怕的实习生活终于结束了。

寒假后，3月初的会议通知更像是军令：“所有人半个小时之内来我办公室开会”，当时是

上午8：30分。这次会议总共耗时15分钟，这其中包括我们在覃征办公室门外的等候的10分

钟。这次覃征似乎心情不错，竟然破例没有骂人，只是问了一下我们找工作的结果，然后得

出结论，这几个人运气还不错，碰上的。不像其他导师，会利用积累的关系去推荐介绍自己

的学生。这种时候，覃征从来不会动用他自己所吹嘘的那些关系。当得知我们找的工作还好

时，覃征竟有些失望，并一再声称：“单位是看重你们身上清华的标签，凭你们几个人根本

找不到这样的工作”。

4月中旬的会议大致是覃征在我们面前最后一次发泄了。大家照旧是蜷在角落里。“你们谁

现在还在外面打工，举个手”，当然没有人敢举手了，都装作没听见的样子。“不像有些老

师，不让自己的学生答辩。我先让你们都答辩吧，能推一把就推你们一把”，覃征要再次证

明他不是最坏的导师，而且多亏覃征的“一推”，我们才得以参加答辩。“你们先答辩吧，

后面的帐咱们再仔细算。你们的评语里再仔细写，你们做了什么都写进去。你们在我这里积

得德，我最后都还给你”。“你们这些人，不一定都能毕业，要做好一部分人答辩不通过的

心理准备！”。“在山东的机器，你们自己掏钱给搬回来，必须在答辩前搬回来，搬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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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不能答辩”。至此，为了覃征所谓600万的项目，学院配给我们的机器被覃征调动公车运到

山东，已经放了2年了，现在由我们自己掏钱搬回来。

后面的会议，由于都是和一起毕业的在职国税班的同学一起开的，覃征客气多了，没有了那

些威胁和讹诈。我硕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被覃征来回十多次地要求修改，除了一次是因为

题目不对几乎推倒重写之外，其他主要就是斟酌标题和各章节标题的用词，然后我的答辩日

期因此被推迟了大约一周。“平时不用功，你说我让不让你答辩呢”，最后，覃征极不情愿

地勉强同意我参加答辩。然后，我就顺利地通过答辩，顺利地通过论文审查。

最后的那段时间里，我在楼道里走路都避着覃征。因为我只要一看见覃征，或者听见他的声

音，心情就会陡然不好起来。所以为了我的心情更好一些，我不要再和覃征有任何关系，哪

怕是看见他，或听见他的声音。

〈...〉

覃征那么热衷于开题、答辩、毕业，这只是一种控制学生、整学生的手段，而不是他本身兴

趣所在。而这种手段被覃征运用的炉火纯青。所谓的学术、项目，只是覃征冠冕堂皇的幌子

，其真正的目的只在于对学生不遗余力的压榨。那年国庆节前，当我们在山东为10月份的开

题而着急时，从来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们该怎么开题，开什么方向可以做出更好的学术成果

，连我们国庆节之前能不能回北京都没有人关心。而在我们稍微表现出不满时，覃征立刻对

我们的开题、答辩就关心起来了，甚至对我的论文更是斟字酌句。为了一个徒有虚名的所谓

863项目，覃征宁愿让我们在山东的一个三流软件公司里做一年乱七八糟的杂事，也不愿意

我们在世界级的软件公司里做一个月真正的research。

本来入学时还踌躇满志的我们，没过多久竟然就被置于毕业与不毕业，开除与不开除的边缘

，而这正是覃征控制学生的手段。得乖乖听我的，要不然就毕不了业，甚至会开除。而如果

你真的乖乖按覃征的意思做，那你就会处于真正的毕业和不毕业的边缘了，或许覃征到时会

拉你一把，然后覃征会得意的说“看，你能毕业全靠我帮你”。或者，你真的不能毕业了，

覃征必然会毫不犹豫地倒打一耙：“看，平时不够努力，没有毕业吧”。就这样，为了不落

入覃征的死套，我们只好自立更生，和覃征斗智斗勇，自己争取毕业（好在清华的整个学术

环境还不错）。在覃征手下，我们的目标就是毕业，除此之外，不敢再奢望更多。我们靠自

己毕业了，覃征还会说：“你们运气好，碰上的”。

“不怕你恨我，只要你怕我”，左边一个“毕业”，右边一个“开除”。这就是覃征，那霸

气十足的样子，俨然清华就是他家开的，而我们就是他家的家奴。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

暴发户！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宣称要争取当院士了。但是，覃征能爬到现在现在这个位置，证

明他也不是一介匹夫，还是有一定实力的，但这实力却不是学术水平，而是玩弄权术、关系

的手段和手腕。因此，覃征也可算是一个奸雄。但是，能让这样的人爬到这样的位置，证明

我们当前的学术体制存在很大的问题。

无论如何，读研期间碰上这样的人，我们只能尽最大努力在现有的条件下做到最好，我们已

经做了最大的努力，我问心无愧！聪明的人，会从对手身上学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来提高自己

。所以，在这个奸雄身上我们也学到了不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这个充

满关系和权谋的社会里，至少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不被伤害。

但是，归根结底，我还是要说：覃征不是个好东西！

--

※ 来源:·水木社区 http://newsmth.net·[FROM: 202.120.224.*]

阅读(423)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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毽意思千⋯⋯ 终于见识商业软件的技术支持了  

2007-07-22 19:14 氷河

回复 |  删除

网易博友186(广东 东莞)

慕名前来看看，从该位同学所写，没看出覃征有什么不好呀。这位同学太偏激了，只知道站在自己角度看问  

读研究生年纪也不小，怎么还这么幼稚呢！不学会做人，迟早会碰得鼻青脸肿！

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学知识难道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吗？辛苦得来的学习机会沦为导师的賺钱工具，愤怒是

应当的！仅从此文表述的情况来看，我支持作者。

2007-07-20 21:30网易博友186

回复 |  删除

慕名前来看看，从该位同学所写，没看出覃征有什么不好呀。这位同学太偏激了，只知道站在自己角度看

问题，学会换位思考吧。 

读研究生年纪也不小，怎么还这么幼稚呢！不学会做人，迟早会碰得鼻青脸肿！

2007-05-17 07:19网易博友103

回复 |  删除

总的来说，估计你还是有些太偏激了，需要看心理医生。

2007-05-14 16:04网易博友37

回复 |  删除

太偏激了，这样的学生实在是...我们大学生的悲哀。我以你为耻。

2007-04-23 03:54网易博友66

回复 |  删除

可怜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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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19 11:37<I>renzj</I>

回复 |  删除

找cg做导师嘛，就不会遇到这种事情了

2007-04-19 10:25 氷河

回复 |  删除

将来我要是有幸重返学校读研，遇到这种老师绝对饶不了他。拿毕业来威胁我是不可能的，我巴不得在学

校多呆两年呢。

2007-04-19 06:00深蓝

回复 |  删除

这种老师浙大也有，而且数量不会比清华少的，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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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覃征不是个好东西 (zz from newsmth.net) 热烈庆祝2007年国际Lisp大会圆满成功  

2007-04-19 23:31:27 |  分类：  随想 |  标签： lispworks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终于见识商业软件的技术支持了终于见识商业软件的技术支持了    

话说我买了 LispWorks 企业版以后，发现这个软件的编码支持里除了 unicode 系列和全套日文编

码以外，不含任何中文编码支持，这样就难以把 GBK 汉字读到 Lisp 字符串里了。

过去 SBCL (Steel-Bank Common Lisp) 也不支持中文编码，但是 SBCL 是开源软件，有完整的源

代码。我看了 SBCL 的源代码，然后仿照日文编码支持轻易就写出了 GBK 编码支持的补丁。其实根

本没几行代码，倒是有一个将近 1MB 的巨大码表在里面。SBCL 的开发者最后把我的补丁合并到

SBCL 1.0.2 版本里，还在 ChangeLog 里留下了我的名字。虽然不是什么大作，但想起来不免令我

颇为得意。现在 LispWorks 是商业软件，看不到源代码，在没有 API 的情况下，用反向工程方法找

出自行添加编码支持的方法即使成功也是不合法的，于是只好求助于 LispWorks 技术支持。

LispWorks 公司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人，要么是两个，要么是很多但从来不露面。

Dave Fox 是公司首席执行官，Martin Simmons 是技术支持，他们肯定都亲自写代码，而且一起兼

作销售。除此之外再没见有其他人声称自己是 LispWorks 公司的。由于我的那个 LispWorks 订单

就是 Dave Fox，LispWorks, Ltd. CEO 亲自处理的，所以我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个公司里就两个

人⋯⋯ 传说另一个主要销售 Allegro Common Lisp 的厂商 Franz, Inc. 里只有 22 个工程师，年销

售额是1亿美元，最近还把 SBCL 的两位核心开发者招进去了。LispWorks 的用户评价和代码稳定

性一直都在 Allegro CL 之上，这样看起来似乎更加不可思议一些⋯⋯

话题回到 GBK 上来，在我发信到 LispWorks 用户组询问是否有人知道添加用户自定义编码支持的

API 不久，Martin Simmons 回信给我：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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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的第一个周末 2010-04-18 18:42:59

Lisp -> C 2009-04-19 08:30:3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2885)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为什么覃征不是个好东西 (zz from newsmth.net) 热烈庆祝2007年国际Lisp大会圆满成功  

2011-07-11 12:56jackyshe@126

回复 |  删除

请问lispworks里面写代码为什么代码不会自动缩进？难道每次都要敲tab键或者空格吗？

2011-07-11 13:58 冰河 回复 jackyshe@126

回复 |  删除

默认行为是这样的，不太确定能否自动缩进，你可以自己查手册或者向 lisp-hug@lispworks.co

m 邮件列表询问。

2011-07-12 07:50waltershe 回复 jackyshe@126

回复 |  删除

无法理解，为什么默认不是能自动缩进，还是商业软件，真的是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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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23 19:30 氷河

回复 |  删除

LispWorks 的版本发布非常稳定，从不轻易更新。它的下一个小版本发布时会在补丁包里把这期间的私人

补丁合并进来。

2007-04-22 03:01BumCrazyCube

回复 |  删除

那个补丁只是发布给你的么？没有在所有人的更新里？

2007-04-22 02:59BumCrazyCube

回复 |  删除

题外话： binghe这个页面的配色在镜面屏下看爽好多。

2007-04-20 20:32网易博友39

回复 |  删除

有空交流, clisp, msn:wszlq@sohu.com

2007-04-20 16:25Radiumce

回复 |  删除

神秘的lispworks啊～～

2007-04-20 15:29 氷河

回复 |  删除

今天早上我已经拿到所需的 GBK 补丁了，赞效率！

2007-04-19 18:04Guru

回复 |  删除

这钱要都换成泰铢，够我数一礼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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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2012-04-21 19:39:01

伞的理论与实践 (updated) 2010-04-22 16:25:1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终于见识商业软件的技术支持了 国际Lisp会议论文集 ILC07 和 ILC05  

2007-04-22 04:34:50 |  分类：  Lisp |  标签： 2007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热烈庆祝2007年国际Lisp大会圆满成功热烈庆祝2007年国际Lisp大会圆满成功    

图为128位与会者的合影。

正在等待会议论文集的出版。详情参阅 ILC 2007

阅读(1374)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终于见识商业软件的技术支持了 国际Lisp会议论文集 ILC07 和 ILC05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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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7-04-26 08:09 氷河

回复 |  删除

木有⋯⋯

2007-04-25 18:04网易博友187

回复 |  删除

binghe有么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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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热烈庆祝2007年国际Lisp大会圆满成功 博客这个新版主题  

2007-04-26 14:16:27 |  分类：  Lisp |  标签： ilc  lisp  lispworks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国际Lisp会议论文集 ILC07 和 ILC05国际Lisp会议论文集 ILC07 和 ILC05    

LispWorks 网站上最近开始销售 2005 和 2007 两年的国际 Lisp 会议论文集，以及 2007 年的纪

念 T 恤。我如果花钱买那个 T 恤就属于有脑病或者钱多“烧”的了，但我完全可以正常人的身份带

着“自费科研”的目的买价值 $50 的那两本论文集，因为网上找不到免费下载，又有阅读和收藏价

值。

see http://www.lispworks.com/products/ilc-goodies.htmlsee http://www.lispworks.com/products/ilc-goodies.html

阅读(1031)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热烈庆祝2007年国际Lisp大会圆满成功 博客这个新版主题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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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7-04-26 17:49BumCrazyCube

回复 |  删除

的确是相当pp

2007-04-26 10:44网易博友82

回复 |  删除

o(∩_∩)o...哈哈，被我猜到了，新的博客模板出来后的第一时间，binghe马上就会更新模板主题，而且这

个也猜到了会用这个纯黑的模板，果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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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Last Love Lost 2008-04-27 16:42:5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国际Lisp会议论文集 ILC07 和 ILC05 Steel-Bank Common Lisp 1.0.5 Released  

2007-04-27 04:32:02 |  分类：  随想 |  标签： appl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博客这个新版主题博客这个新版主题    

让我想起了 Apple MacBook Pro 笔记本:

阅读(645)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国际Lisp会议论文集 ILC07 和 ILC05 Steel-Bank Common Lisp 1.0.5 Released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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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7-05-06 07:09 氷河

回复 |  删除

没，暂时还买不起，钱都花在 LispWorks 上了。另外也在等10月份新版苹果操作系统发布。

2007-05-02 18:49网易博友150

回复 |  删除

binghe的本本就是酱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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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博客这个新版主题 这次“五一”玩大了  

2007-05-01 01:19:26 |  分类：  Lisp |  标签： lisp  sbcl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Steel-Bank Common Lisp 1.0.5 ReleasedSteel-Bank Common Lisp 1.0.5 Released    

New in version 1.0.5New in version 1.0.5

incompatible change: removed writer methods for host-ent-name, host-ent-

addresses -- changing the values did not update the DNS information anyway.

minor incompatible change: changed experimental JOIN-THREAD interface

documentation: the manual now lists reader and writer methods in class slot

documentation sections. (thanks to Richard M Kreuter)

documentation: unwinding from asyncronous events has been documented as

unsafe.

documentation: SB-SYS:WITHOUT-GCING has been documented as unsafe in

multithreaded application code.

optimization: GET-INTERNAL-REAL-TIME has been optimized on POSIX platforms.

(thanks to James Anderson for the optimization hint)

optimization: REPLACE, SUBSEQ, and COPY-SEQ are now optimized in more cases.

optimization: STRING-{EQUAL,LESSP,GREATER-P} and their NOT- variants no longer

cons.

optimization: Direct calls to CHAR-{EQUAL,LESSP,GREATERP} and their NOT-

variants no longer cons.

optimization: EQUAL hash tables no longer use SXHASH for objects of all data

types, but instead use an EQL hash for types for which EQUAL is the same as EQL.

optimization: the non-inlined generic versions of AREF and (SETF AREF) are

significantly faster.

optimization: new STRING-OUTPUT-STREAM implementation is much faster for

large outputs and conses 30% less on average.

enhancement: XREF information is now collected for references made to global

variables using SYMBOL-VALUE and a constant argument.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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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ment: SIGINT now causes a specific condition SB-SYS:INTERACTIVE-

INTERRUPT to be signalled.

bug fix: FILE-POSITION used to signal an error in some cases where ANSI requires it

to return NIL.

bug fix: ADJUST-ARRAY is now interrupt-safe.

bug fix: adding and removing fd-handlers is now interrupt-safe.

bug fix: inlined calls to C now ensure 16byte stack alignment on x86/Darwin.

bug fix: bad type declaration in the CLOS implementation has been fixed. (reported

by James Anderson)

bug fix: incorrect ROOM reporting on x86-64 has been fixed. (thanks to Lutz Euler)

bug fix: DEFSETF now allows &ENVIRONMENT and disallows &AUX as required by

the CLHS. (reported by Samium Gromoff)

bug fix: dead unbound variable references now signal an error. (reported by Marco

Monteiro)

bug fix: / with an unused value was being deleted in safe code. (thanks to Marco

Monteiro and Kevin Reid)

bug fix: number of characters that can be written onto a single line in a file is

unlimited.

bug fix: some GC deadlocks caused by asynchronous interrupts have been fixed by

inhibiting interrupts for when GC is disbled.

bug fix: some interrupt safety issues with GETHASH, (SETF GETHASH), CLRHASH

and REMHASH have been fixed.

bug fix: binding *BREAK-ON-SIGNALS* to a value that is not a type specifier no

longer causes infinite recursion.

bug fix: SB-EXT:MUFFLE-CONDITIONS declarations no longer trigger a bogus

warning in DEFMETHOD bodies. (reported by Kevin Reid)

bug fix: an &environment argument with the correct variable information is passed

to macros that are expanded during byte compilation. (reported by Samium

Gromoff)

bug fix: a logic error was causing the hash function for bignums to have excessive

amounts of collisions. (reported by Faré Rideau)

bug fix: modifying the contents of an array could change the return value of

SXHASH on that array, which is only allowed for strings and bit vectors. (bug

introduced in 0.9.16)

improvement: the x86-64/darwin port now passes all tests (except for the debugger

tests) but should still be considered experimental until this is fixed.

improvement: a style-warning is signaled for CASE (etc) clauses with duplicate keys.

(thanks to Kevin Reid)

improvement: macos/x86 and macos/x86-64 now use mach exception handlers for

dealing with illegal instructions (for trapping and error handling) and memory

protection violations (for GC).

New in version 1.0.4New in version 1.0.4

new platform: experimental support for x86-64/darwin (MacOS).

incompatible change: the thread-safe (on most platforms) getaddrinfo and

getnameinfo sockets functions are used instead of gethostbyadd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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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转载

gethostbyname, on platforms where the newer functions are available. As a result,

the ALIASES field of HOST-ENT will always be NIL on these platforms.

change: runtimes with embedded cores (i.e. saved with :EXECUTABLE T) don't print

the startup banner, but behave as if --noinform was passed as a command line

argument. (thanks to Kevin Reid)

new experimental feature: added JOIN-THREAD (by NIIMI Satoshi)

optimization: code using alien values with undeclared types is much faster.

optimization: the compiler is now able to open code SEARCH in more cases.

optimization: more compact typechecks on x86-64 (thanks to Lutz Euler)

bug fix: using standardized COMMON-LISP special variables as loop variables no

longer signals bogus package lock violations. (reported by Eric Marsden)

bug fix: declaring local loop variables to be of a range-limited type such as (SINGLE-

FLOAT 1.0 2.0) no longer causes a compile-time error. (reported by Andras Simon)

bug fix: >= and <= gave wrong results when used with NaNs. (Some NaN bugs

remain on x86-64.)

bug fix: the #= and ## reader macros now interact reasonably with funcallable

instances.

bug fix: type-checks for function arguments were compiled using the compiler

policy settings of the wrong lexical environment (in 1.0.2 and 1.0.3).

bug fix: SHADOW accepts characters as string designators, as required by the spec

(thanks to Eric Marsden)

bug fix: fixed GC safety issues when foreign functions are called with non-base

strings as arguments

bug fix: more consistent error output for fatal-compiler-warnings, like reader errors

bug fix: functions with proper names were showing up as NIL in backtraces

(reported by Edi Weitz, regression in 1.0.2)

阅读(736)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博客这个新版主题 这次“五一”玩大了  



21/08/18, 00:46Steel-Bank Common Lisp 1.0.5 Released -  - 

Pagina 4 di 4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74111926323/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冰河

2007-05-01 13:31Jianshi Huang

回复 |  删除

The 1.0.5 Release has 109 updates, in one month! This is the new high in SBCL's history. Con

grats, SB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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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背水一战 2014-05-05 18:38:58

陶冶情操 2010-05-05 22:08:1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Steel-Bank Common Lisp 1.0.5 Released 一件很奇怪的事  

2007-05-06 12:42:41 |  分类：  生活 |  标签： play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这次“五一”玩大了这次“五一”玩大了    

今年的五一假期玩得比较狠，踢毽球、聚餐、通宵K歌、看电影、游泳、爬山，同时在绘画和乐器演

奏上也有所练习。昨晚还第一次玩了一下公司里的 XBOX，很爽。

不过在疯玩的同时，我仍然在公司过了两夜，在 LispWorks 的应用实践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不得不很自豪地说，本人是中国素质教育的典范，今天我所有用于工作、学习和娱乐的知识、技能和

经验都得益于各个阶段(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学校教育。这也是我一直想再回到校园生活的一

个原因。

阅读(961)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Steel-Bank Common Lisp 1.0.5 Released 一件很奇怪的事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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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2007-05-17 08:05网易博友178

回复 |  删除

极端仰慕。。。

2007-05-16 06:47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道顺？俺百发不中

2007-05-15 18:03Restart

回复 |  删除

笛子也update了？

2007-05-06 19:07网易博友135

回复 |  删除

再多掰一句，binghe成熟气质飙升了好多啊......

2007-05-06 19:06网易博友135

回复 |  删除

很好，很强大~~~

2007-05-06 18:31 氷河

回复 |  删除

补充一下，今天下午还去射了箭，受某剑馆银卡贵宾Mazha同学邀请⋯⋯

这项运动太奢侈了，以后再也不玩了。还是毽球好，器材便宜，场地充足。

2007-05-06 14:02 氷河

回复 |  删除

照片里的MM是一起踢毽球的朋友

2007-05-06 11:47阿珂

这个可爱的mm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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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7-05-06 11:25Guru

回复 |  删除

这个肉肉的mm是。。。。？

2007-05-06 08:27B.E.

回复 |  删除

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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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这次“五一”玩大了 LispWorks Media Kit  

2007-05-21 12:02:31 |  分类：  生活 |  标签： lif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一件很奇怪的事一件很奇怪的事    

以往的很多周末往往窝在家里或者公司里一边休息一边看书或者工作，然后周一上班的时候往往昏昏

欲睡，直到下午才能进入工作状态。

最近的一个周末过得不太一样：周五晚上毽球比赛决赛，我接连踢了好几场，直到小腿抽筋才不得不

下场(最后比赛也输掉了)；休息一晚，周六中午和一个MM去 杭州游泳馆游了个中午场，下午全身疲

惫不堪，但还是回到紫金港图书馆里看了几个小时的书，回到家里不久又发现当天有 MSTC 主办了

shifan 的 C++ 模板相关技术讲座，在紫金港东1A 215，于是又返回学校听讲座⋯⋯周日竟然一大

早醒来，心血来潮想继续游个包玉刚中午场，结果后来 自己一个人去了，游完以后回公司放下游泳器

材，边看书边坐公交车回紫金港一带，途中去西城广场买了《忍者神龟》的电影票。到紫金港以后去

风味餐厅吃饭，然 后再去图书馆看书，顺便等另一个MM晚上一块去看电影。然后就真的去看了电

影，途中无话，晚上回家以后上88灌水，看书，然后昏睡过去⋯⋯

最奇妙的事情是，这样折腾下来，今天周一我竟然还能精神抖擞地来上班，一上午干了好多活儿。看

来劳逸结合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周末的收获是：进一步提高了毽球技术，和 MM 1 通过游泳提高了友好度，听了一场 C++ 模板技术

讲座进一步坚定了 Common Lisp 王道的思想，和 MM 2 一起看电影提高了友好度，在公交车和缝

隙时间里看掉了将近100页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几十页的《知识表示》。

阅读(1121) |  评论(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这次“五一”玩大了 LispWorks Media Kit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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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2007-06-22 15:36tingtingis

回复 |  删除

我上小学的时候一次可以踢一百多个,其实还可以继续下去,不过课间只有10分钟休息

2007-05-25 08:39 氷河

回复 |  删除

丧偶不行吗

2007-05-24 13:27B.E.

回复 |  删除

据说是已经有MM的人了。

2007-05-23 14:28 氷河

回复 |  删除

丁姑娘，本来是找你一起看电影的，但你没空啊⋯⋯

2007-05-22 17:20一口一

回复 |  删除

MM 排排站``

估摸有10个

2007-05-21 16:36 氷河

寒，被这位仁兄说中了，我是仔细听了郎咸平演讲以后，某日在书店无意中看到《国富论》才心血来潮决

定买来看看的⋯⋯

这书真的不错，前100页就让我更加清楚了自己日常工作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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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7-05-21 13:20网易博友247

回复 |  删除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ms郎咸平演讲核心精神所在啊

2007-05-21 13:19网易博友247

回复 |  删除

Good Day Sunshine～～～～～～

2007-05-21 07:48Fish.NET

回复 |  删除

哇，周末生活真是丰富多彩啊！



21/08/18, 00:45LispWorks Media Kit -  - 

Pagina 1 di 2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7425105627939/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Mac OS X Lion, PowerPC & Macintosh Common Lisp 2011-05-25 17:50:4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一件很奇怪的事 我“MM”被人抢走了⋯⋯  

2007-05-25 22:56:27 |  分类：  Lisp |  标签： media  kit  lispworks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LispWorks Media KitLispWorks Media Kit    

从英国剑桥寄过来的 LispWorks 5.0 安装介质包，特别订购以留个纪念。

阅读(997)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一件很奇怪的事 我“MM”被人抢走了⋯⋯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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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4-06-26 05:10akasuna

回复 |  删除

请问一下，我下的LispWorks Personal 6.1，创建文件默认路径总是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

ministrator，怎么才能改成自定义的路径啊？

2014-06-26 06:11 冰河 回复 akasuna

回复 |  删除

你从开始菜单里复制一个 LispWorks 的快捷方式到桌面，然后修改这个快捷方式的默认启动目

录就好了。

2014-06-26 06:47akasuna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果然是这样，我是Lisp初学者，看了你的博客才知道用的LispWorks，多谢指点~~

2007-05-26 08:20 氷河

回复 |  删除

ILC05 Proceedings   $30.00
ILC07 Proceedings   $20.00
LispWorks media kit $20.00
Post & Packing      $95.00
                    ------
Total              $165.00

2007-05-26 06:52网易博友115

回复 |  删除

好奇，花了几个大洋啊？

2007-05-26 06:51网易博友115

回复 |  删除

so c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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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一念之间 2010-05-27 18:29:3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LispWorks Media Kit 人生向何处去？  

2007-05-28 04:36:24 |  分类：  生活 |  标签： mm  lif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我“MM”被人抢走了⋯⋯我“MM”被人抢走了⋯⋯    

大家好，我是单身

祝他们的亲事圆满成功，这种 MM 我不要了。

阅读(1887)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LispWorks Media Kit 人生向何处去？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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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7-06-02 12:16天天

回复 |  删除

这个⋯⋯find another

2007-06-01 18:30毒药

回复 |  删除

挺住，哥们挺你。。。。

2007-06-01 11:30小勤

回复 |  删除

更像任性的话~

2007-05-29 08:16B.E.

回复 |  删除

＠＠   这个很复杂。。。。

2007-05-29 03:53one

回复 |  删除

patpat,这下不是可以有更多选择le

2007-05-28 18:51网易博友186

回复 |  删除

这么戏剧性啊，binghe够洒脱~ 

有道是：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何须马革裹尸换

2007-05-28 04:15胡晓文（男，已婚）

回复 |  删除

达观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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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我“MM”被人抢走了⋯⋯ SBCL 1.0.6 Released  

2007-05-29 02:44:47 |  分类：  随想 |  标签： lif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人生向何处去？人生向何处去？    

无数的知识等着我去学习，学无止境，在符号和表达式之中可以轻易度过余生；

但我只是普通人，把获取知识作为一种享受，而不是为了在学术上有所成就。

工作中，在电脑前，无数个日日夜夜正在飞速流逝，而我却乐于沉溺其中。

好想大胆地对在远方读书的红颜知己说，“其实我内心里真正喜欢的人是你！多年来，虽然联系不

多，但总是会想到你。”但我不能就这样发一个短信向你表达我的想法，因为我从来不知道你是否真

的对我也有所感觉。尽快澄清这一切，该放手就放手，又舍不得⋯⋯

身边的好友一个个成双成对了。不是没有试过争取自己的那一半，但总也放不下远方思念的人。

时光飞逝，很多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变化。

总有一天，我的每一个红颜知己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但不会是我，因为我的存在对她们来说是一件

美好但并不属于她们自己的事情。

而我依然孤独。

就算我拥有比 LispWorks 更奇妙、更令人匪夷所思、更能体现人类心智荣耀的软件；

就算我有朝一日成为合格的 Lisp 程序员和最具实力的系统管理员；

就算我再完美地驾驭自己工作中的每一个任务；

就算我明年即可重返学校读研；

⋯⋯

但我依然内心孤独，四处漂泊，无所归依。

为什么我要承受这种痛苦呢？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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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MSTC 四大才子 2009-05-28 19:59:5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转载

四月的MM，向她表白时最发自肺腑的那部分文字是这样说的：

“一直以来，我幻想着能有一个自己的女朋友，平时可以互相关怀，互相帮助，一起面对生

活中的各种插曲和突发事件；可以共享我们的个人爱好，闲暇时间一起旅游，一起逛街，

一起吃饭，一起骑自行车穿越在杭州的大街小巷，在炎炎夏日一起去泳池游泳。我曾经学

了很多课外技能，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还可以教你绘画、书法，教你吹竹笛和长笛 (恐

怕这个我们还得一起学习)，我对语言学很有兴趣，我希望能和你一起探讨一些相关问题

，我学了多年日语，如果你也想学我可以帮你入门，然后我们一起深入下去⋯⋯”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美好的生活方式，但是看来很难实现了。

本不想做一个游侠的，被迫的。

(感谢关心我的朋友们)

阅读(1565) |  评论(1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我“MM”被人抢走了⋯⋯ SBCL 1.0.6 Released  

2010-05-29 19:20 冰河

回复 |  删除

三年过去了，形势依旧

 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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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09 05:15

回复 |  删除

这件事我已经想好了，愿意向何处去就何处去吧⋯⋯

2007-07-20 08:06阿珂

回复 |  删除

来处来，去处去。。。

2007-06-22 10:03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看到了另一个冰河~

2007-06-09 09:28网易博友219

回复 |  删除

今天又读了一遍，感慨万千， 

爱江山更爱美人那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 

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 

冰河加油！

2007-06-06 15:25天天

回复 |  删除

感情男，bless

2007-06-06 00:27段玉

回复 |  删除

转贴PB_LOVE，呵呵

2007-06-05 07:20网易博友178

回复 |  删除

不要难过,缘分是注定的,你的命中那一半肯定在不远的地方等待你,加油!

2007-06-01 18:35毒药

回复 |  删除

哥们我是深有体会。。没关系命运终究会安排你的另一半出现在你的生活中的。。。只是我们无法猜到是

什么时候了。。。

命运。。。

得知我幸，失之我命。

2007-06-01 11:28小勤

回复 |  删除

生活，闲适待之

2007-05-29 16:07一口一

但我依然内心孤独，四处漂泊，无所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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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你说出了众多男狼的心声~

2007-05-29 16:07一口一

回复 |  删除

好感人的文字啊

2007-05-29 08:18B.E.

回复 |  删除

那么啥也不说了。。。

2007-05-29 07:21网易博友252

回复 |  删除

总有一天，我的每一个红颜知己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但不会是我，因为我的存在对她们来说是一件美好

但并不属于她们自己的事情。 

而我依然孤独。 

阅读至此， 

沧然而泪下......

2007-05-29 04:59Guru

回复 |  删除

施主，尽早了断红尘之事，遁入空门吧。

贫僧将亲自为你剃度，赐你法号“LispWorks”

2007-05-29 04:01one

回复 |  删除

理想总是高于现实，生活总是多变，否则哪里会有活下去的动力和新奇感呢。

该争取的人和事时候就一定要争取，努力过了，就算失败也没有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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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人生向何处去？ KnowledgeWorks: Hanoi Problem  

2007-05-29 21:40:08 |  分类：  Lisp |  标签： sbcl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SBCL 1.0.6 ReleasedSBCL 1.0.6 Released    

 LispWorks  SBCL  SBCL  LispWorks 

New in version 1.0.6New in version 1.0.6

new contrib: sb-cover, an experimental code coverage tool, is included as a contrib

module.

optimization: STRING-TO-OCTETS for unibyte encodings and UTF-8 is significantly

faster.

optimization: calls of the form (AREF FOO (+ INDEX <constant>)) now produce more

efficient code on x86-64 if the compiler can determine that (+ INDEX <constant>)

does not require a bounds check and FOO has an element type at least 8 bits wide.

enhancement: a new, experimental synchronous timeout facility is provided. Refer

to SB-SYS:WITH-DEADLINE for details.

enhancement: when a symbol name conflict error arises, the conflicting symbols are

always printed with a package prefix. (thanks to Kevin Reid)

enhancement: stepping is now once again supported on the SPARC and MIPS

platforms. (It is also now more likely to work on CheneyGC builds on the PPC.)

enhancement: sb-sprof can now also track and report accurate call counts.

bug fixes: the treatment of non-standard subclasses of SB-MOP:SPECIALIZER is

more correct.

incompatible change: PURIFY no longer copies the data from the dynamic space

into the static and read-only spaces on platforms that use the generational garbage

collector

bug fix: GETHASH, (SETF GETHASH), CLRHASH and REMHASH are now interrupt

safe.

bug fix: GC race condition occasionally resulting in crashes with the error message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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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MSTC 四大才子 2009-05-28 19:59:5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转载

"SIG_STOP_FOR_GC blocked at a bad place" has been fixed.

bug fix: &ENVIRONMENT variables in macro lambda lists can now be declared

ignored.

bug fix: DEFSETF lambda lists without &ENVIRONMENT no longer cause a STYLE-

WARNING to be signalled (regression from 1.0.4.)

bug fix: an asynchronous interrupt could previously leave the system running with

GC inhibited.

bug fix: a DECLARE form evaluated at top-level now causes an error rather than

silently (or verbosely) returning NIL.

bug fix: trying to dissassemble functions compiled at high DEBUG could result in a

error being signalled due to source form lookup errors. (reported by Peter Graves)

阅读(999)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人生向何处去？ KnowledgeWorks: Hanoi Problem  

2011-10-18 13:31372691364

回复 |  删除

我是使用centos的，下载了lispbox后，命令行下运行：[ghostyle@bogon lispbox-0.7]$ sh lispbox.sh

./emacs-23.2/bin/emacs: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gio-2.0.so.0: cannot open shar

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问有办法解决吗？

2011-10-20 10:00 冰河 回复 37269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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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libgio-2.0.so.0 这个库应该是 gtk-2.0 里的，你系统里没有，装一个就好了。

2011-10-21 14:52372691364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我尝试了很多方法，用yum，上网在rpmfind.com中也找不到适合centos的libgio-2.0.so.0，请

问不适用lispbox还有什么方法，我尝试使用命令行下的sbcl，很麻烦，方向键不能用了，eg：按

左键出现“【【D”，能分享一下你刚学习的时候是如何搭建编译平台的吗？我觉得如果在《实用

cammon lisp编程》中一开始加入这方面的内容会挺好的    

2011-10-22 08:32 冰河 回复 372691364

回复 |  删除

你可以下载一个 LispWorks 的个人版

2010-05-29 19:21 冰河

回复 |  删除

三年过去了，SBCL 已经发布 1.0.38 了。

2007-05-30 19:23 氷河

回复 |  删除

那么用 Debian 好了，每隔一段时间就自动更新的。

2007-05-30 15:25KrzyCube

回复 |  删除

这个东东版本号长得快了一点,一直都懒得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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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CL 1.0.6 Released 目前最重要的几个开源 Lisp 相关项目  

2007-05-31 08:48:08 |  分类：  Lisp |  标签： knowledgeworks  lispworks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KnowledgeWorks: Hanoi ProblemKnowledgeWorks: Hanoi Problem    

用 KnowledgeWorks 求解 Hanoi 问题，典型的只使用反向链的问题，以下是 LispWorks 提供的

示例代码和具体运行过程：

;; -*- Mode: Lisp; rcs-header: "$Header: /hope/lwhope1-

cam/hope.0/compound/58/KWdemos/RCS/hanoi:hanoi-rules.lisp,v 1.1.5.1 2006/03/24 14:43:15

davef Exp $" -*-

;; Copyright (c) 1987--2006 LispWor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use: type e.g. (move-tower 3 1 2) into the KnowledgeWorks listener

(in-package kw-user)

(defrule move-tower :backward

  ((move-tower ?height ?from-peg ?to-peg)

   <--

   ((- 6 (+ ?from-peg ?to-peg)) ?spare-peg)

   (move-tower-internal ?height ?from-peg ?to-peg ?spare-peg)))

(defrule move-disc :backward

  ((move-disc ?size ?from-peg ?to-peg)

   <--

   ((format t "~%Move disc ~s from peg ~s to peg ~s"

            ?size ?from-peg ?to-peg))))

(defrule move-tower-internal :backward

  ((move-tower-internal 1 ?from-peg ?to-peg ?spare-peg)

   <--

   (move-disc 1 ?from-peg ?to-peg)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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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博闻强记 2009-05-31 17:01:17

医龙 2008-05-31 05:00:3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转载

   (cut))

  ((move-tower-internal ?height ?from-peg ?to-peg ?spare-peg)

   <--

   ((1- ?height) ?height-1)

   (move-tower-internal ?height-1 ?from-peg ?spare-peg ?to-peg)

   (move-disc ?height ?from-peg ?to-peg)

   (move-tower-internal ?height-1 ?spare-peg ?to-peg ?from-peg)))

运行过程如下：

==> (move-tower 3 1 3)

Move disc 1 from peg 1 to peg 3

Move disc 2 from peg 1 to peg 2

Move disc 1 from peg 3 to peg 2

Move disc 3 from peg 1 to peg 3

Move disc 1 from peg 2 to peg 1

Move disc 2 from peg 2 to peg 3

Move disc 1 from peg 1 to peg 3YES.

OK.

阅读(1202)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SBCL 1.0.6 Released 目前最重要的几个开源 Lisp 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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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0-05-08 14:47elwinluo

回复 |  删除

我初学lisp，用递归写了个，貌似可以少点代码。

(defun Hannoi(n x y z)

    (if (> n 0)

        (progn

   (hannoi (- n 1) x z y)

   (format t "~%Put the ~a dish from ~a to ~a" n x y)

   (hannoi (- n 1) z y x))))

 

(hannoi 3 'peg1 'peg3 'peg2)

2007-06-06 05:04网易博友57

回复 |  删除

用任何一周编程语言都能实现这个～～

2007-05-31 14:30网易博友15

回复 |  删除

继续支持，.....虽然我也真看不懂.

2007-05-31 04:53Fish.NET

回复 |  删除

开了眼了。。。虽然真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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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Works: Hanoi Problem 苹果发布了新版 MacBook Pro 笔记本  

2007-06-09 16:37:06 |  分类：  Lisp |  标签：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目前最重要的几个开源 Lisp 相关项目目前最重要的几个开源 Lisp 相关项目    

最近每天夜里忙着给各种 Lisp 项目做测试以及打补丁。

IOLib 项目 (http://common-lisp.net/project/iolib/) 看起来是新一代可移植 Common Lisp 网络

和 POSIX 兼容层的希望，不过在各种 CL 平台的广泛支持上还有很多路要走。尤其在 64 位平台和

LispWorks 支持上有很多问题，我要好好地协助改进这个项目，以便能更好地应用。最近几天里已

经发现了不少问题，并且提交了两个改进 LispWorks 下兼容性问题的小补丁。

CFFI 项目 (http://common-lisp.net/project/cffi/) 是 IOLib 的基础，提供了跨 CL 平台的外部函

数接口，目前已经相当稳定了。针对 LispWorks 的改进之处是一些优化。另外 CFFI 还不能很好地

做到编码支持，但针对某些平台提供编码支持应该还是有可能的。

Elephant 项目 (http://common-lisp.net/project/elephant/) 致力于开发一套对象数据库系统，

最终能支持多种存储后台。目前支持 Berkeley DB 和 SQL 数据库(PostgreSQL and SQLite3)，

对象数据库对于 Lisp 来说极为方便。这个项目做到了商业 AllegroStore 和 AllegroCache 的大部

分功能，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项目。不过目前在 LispWorks 和 CMUCL 上的测试并不能全部通过，

我要协助改进这方面的支持。

OpenMCL 项目 (http://openmcl.clozure.com/) 是一个高性能的 Common Lisp 实现，最近即将

完成从 PowerPC 到 X86-64 平台的移植，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了。OpenMCL 是著名而又昂贵的

Macintosh Common Lisp 的一个开源分支，它的高性能，飞一样的编译速度和传统的自举开发模

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学习这个项目的源代码比学习 SBCL 可能更有收获。

SBCL 项目 (http://www.sbcl.org/) 是当前开源 Lisp 社区最核心的项目之一。SBCL 比

OpenMCL 支持更多的平台，因此在很多环境下是最佳选择。SBCL 继承自古老而有伟大的 CMU

Common Lisp 项目，自从 SBCL 出现以后，CMUCL 的开发就维持在稳定状态，不再增加新特性

了，目前仅用于支持历史上遗留的基于 CMUCL 的软件项目。SBCL 目前发展非常迅速，软件结构

复杂，可扩展性和移植性因为其卓越的设计也变得非常容易。对于最广泛的 32bit Intel 平台来说，

是最佳选择，由于新手往往诞生于常规硬件平台上，所以 SBCL 对于初学者来说更为重要。关注其

发展！

McCLIM 项目 (http://common-lisp.net/project/mcclim/) 是开发可移植的 Common Lisp GUI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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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奋斗》 2011-06-09 03:08:48

充实的生活 2008-06-09 17:59:2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转载

程序的唯一途径，目前在 Linux 平台下可以支持 X/gtk 后台，在苹果系统下基于 OpenMCL 能得到

Cacoa 后台。虽然大多数商业 CLIM 实现相比还很不稳定(主要是实现难度太大)，但发展也很快，许

多 Lisp 程序员为之奋斗着。可惜我还帮不上忙。

CL-HTTP 项目 (http://www.cl-http.org:8001/cl-http/) 是目前规模最为宏大，特性最丰富的通用

Web 应用服务器，来源于早期 Lisp Machine 上的一个商业软件，目前以开源形式发布。CL-HTTP

的工作重点在移植上，前人在 Lisp Machine 上的研究成果太伟大了，取自不尽，用之不竭！

 

阅读(8079)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KnowledgeWorks: Hanoi Problem 苹果发布了新版 MacBook Pro 笔记本  

2012-04-18 11:23neusoft20

回复 |  删除

现在哪个Lisp开源项目适合新人去学习？求教，买了本实用Common Lisp编程，刚刚开始看。

2007-06-16 03:40网易博友189

回复 |  删除

还有这么多版本呀。我现在就只用过CLISP，因为在ubuntu里面比较好安装。不知道CLISP怎么样。

heap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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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11 10:46网易博友211

回复 |  删除

希望冰河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迈出更远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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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LispWorks 5.1.1 Patch Release 2008-06-12 08:24:2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目前最重要的几个开源 Lisp 相关项目 生日快乐  

2007-06-12 12:54:48 |  分类：  Apple |  标签： apple  macbook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苹果发布了新版 MacBook Pro 笔记本苹果发布了新版 MacBook Pro 笔记本    

苹果公司在本月 7 日发布了升级版 MacBook Pro 笔记本。新的 MacBook Pro 除了采用更快的

Intel Core 2 Duo 2.4GHz 处理器之外，还采用了 nVIDIA 的高端显卡代替原来的 ATI 显卡，以及

200GB 硬盘和最大 4GB 的内存(之前由于设计问题，MacBook Pro 只能支持最大 3GB 内存)。

苹果基于 Intel 处理器的笔记本已经完全成熟了，并且如果装一个 64位 Linux 的话，就可以让我的

LispWorks 运行起来了⋯⋯

但是今年能有足够的钱买到吗？似乎有点儿难。

阅读(1388) |  评论(1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目前最重要的几个开源 Lisp 相关项目 生日快乐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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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2007-07-05 06:31enno

回复 |  删除

 我也想弄台。。。。等。。。等以后吧

2007-06-25 12:37andyfires

回复 |  删除

两边的音箱很sb

2007-06-22 15:50网易博友211

回复 |  删除

上海哪里有的买？

2007-06-14 11:44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太pp了

2007-06-13 12:19网易博友153

口水一下...... 

2.2GHz Intel Core 2 Duo 

1440 x 900 resolution 

2GB memory 

120GB hard drive1 

8x double-layer SuperDrive 

NVIDIA GeForce 8600M GT graphics with 128MB SDRAM 

Ships: 3-5 business days  

Free Shipping  

$1,999.00  

or as low as $48 a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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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4GHz Intel Core 2 Duo 

1440 x 900 resolution 

2GB memory 

160GB hard drive1 

8x double-layer SuperDrive 

NVIDIA GeForce 8600M GT graphics with 256MB SDRAM 

Ships: 3-5 business days  

Free Shipping  

$2,499.00  

or as low as $59 a month  

2.4GHz Intel Core 2 Duo 

1680 x 1050 pixels 

2GB memory 

160GB hard drive1 

8x double-layer SuperDrive 

NVIDIA GeForce 8600M GT graphics with 256MB SDRAM 

Ships: 1-3 business days  

Free Shipping  

$2,799.00  

or as low as $67 a month

2007-06-13 10:27 氷河

回复 |  删除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2007-06-12 20:28网易博友176

回复 |  删除

炒股搞得不好的话，比如我，连锅都买不起了...

2007-06-12 17:26网易博友43

回复 |  删除

炒股吧，搞得好就不用砸锅了........嘿嘿

2007-06-12 13:06 氷河

回复 |  删除

反正是砸锅卖铁的价格，不过比 LispWorks 便宜

2007-06-12 12:47Guru

回复 |  删除

LED 背光屏幕 我很欣赏

2007-06-12 09:17萝卜

多少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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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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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困了 2008-06-27 20:38:2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苹果发布了新版 MacBook Pro 笔记本 珍惜时间  

2007-06-28 14:29:05 |  分类：  生日寄语 |  标签： birthday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今天是我 25 周岁生日，虽然上周六已经提前在家里举行生日 Party 和毽友们庆祝过了，不过好歹今

天是正日子^_^

早上醒来以后收到一条祝福短信，鑫煜MM 发过来的，令我颇感意外。

阅读(1046)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苹果发布了新版 MacBook Pro 笔记本 珍惜时间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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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7-07-04 02:30kingkongmao

回复 |  删除

来迟了，后生日快乐...

2007-06-29 13:26网易博友215

回复 |  删除

冰河生日快乐～～

2007-06-28 14:34zju_mick

回复 |  删除

哈哈，生日快乐～～～

2007-06-28 13:47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

2007-06-28 12:44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happy birthday

2007-06-28 11:15热雪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



21/08/18, 00:42 -  - 

Pagina 1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7615111434/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LispWorks 5.1.1 Personal Edition Release 2008-06-30 19:52:5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生日快乐 《再见理想》  

2007-07-01 17:11:14 |  分类：  学习 |  标签： tim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珍惜时间珍惜时间    

丁磊的理论是，任何一件事，只要对用户有好处，就应该马上做，早做一天用户就早舒服一天。根据

这个理论，我看办公区里的同事们都没有理由下班了：每个人的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跟用户有关，明

天要做的对用户有利的事如果今天就做的话，用户就能早一天受益！

我的理论是，网易死活与我无关，我更关心自己的工作和学习质量。一份让我失去所有学习时间的工

作，得不偿失。

幸运的是，这两个理论在多数场合是不矛盾的⋯⋯

阅读(1923)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生日快乐 《再见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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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2007-07-17 04:01Rhythm

回复 |  删除

员工是企业的第一用户 

2007-07-06 10:02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这就是企业家与员工不可调和的矛盾~

2007-07-04 06:50萝卜

回复 |  删除

技术本来就是项创造性的工作，靠压是没法出成果的。而且要使创造者各方面物质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

这种精神创造活动才得以顺利进行

2007-07-03 16:40 氷河

回复 |  删除

从以往的记录来看，我在吃饱喝足又不困的情况下“灵机一动”为公司创造的价值，远大于我累死累活收

拾烂摊子创造的价值。

如果有一天，我既能高质量地工作，又有很多时间做其他事情，那真是太美好了⋯⋯

2007-07-03 15:10萝卜

回复 |  删除

丁磊的理论为啥不是“任何一件事，只要对员工有好处，就应该马上做，早做一天员工就早舒服一天”，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员工就会自发的去实践用户至上理论了，将心比心嘛

2007-07-02 04:23网易博友72

回复 |  删除

坚持你的梦想，和最初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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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时间 貌似喜欢上一个 MM ...  

2007-07-03 02:30:25 |  分类：  朋友 |  标签： friends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再见理想》《再见理想》    

独坐在路边街角冷风吹醒

默默地伴着我的孤影

只想将结他紧抱诉出辛酸

就在这刻想起往事

心中一股冲劲勇闯

抛开那现实没有顾虑

彷佛身边拥有一切

看似与别人筑起隔膜

几许将烈酒斟满那空杯中

借着那酒洗去悲伤

旧日的知心好友何日再会

但愿共聚互诉往事

一首《再见理想》，献给今年毕业离开杭州的朋友们，祝他们一路顺风，接下来的人生道路走出精

彩。他们是：

88:MSTC 的 Seemy, Emily, cyourworld, wildleopard;

88:IBMTC 的 ggoo, bwfyy;

88:ShuttleCock 的 ChinaWin, williams;

88:Yunnan 的 zilong;

88:LinuxApp 的 Arch.

阅读(965)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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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转载

珍惜时间 貌似喜欢上一个 MM ...  

2007-07-12 07:32Shawn

回复 |  删除

谢谢冰河，一路顺风！！（cyourworld） 

2007-07-06 10:00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一路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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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再见理想》 小结  

2007-07-12 12:24:29 |  分类：  朋友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貌似喜欢上一个 MM ...貌似喜欢上一个 MM ...    

第一次见面，毽球板K歌活动，是 dingmeng 在 skating 认识的朋友，此 MM 唱得实在太好了，并

且相貌十分かわ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二次见面，上个周末和 dingmeng, useydog 去 K 歌，人少准备找个 MM 同去，由于我多次和

dingmeng 谈起此 MM，于是 dingmeng 想到把 かわい MM 叫上。正中下怀怀念那甜美的嗓音久

矣⋯⋯ 然后 4 个人在钱柜 K 歌一夜，MM 的歌听了个够。

从 dingmeng 那里打听该 MM 的情况，凡是 dingmeng 知道的基本都告诉我了。

第三次见面，我从 dingmeng 那里要到了 MM 的手机号，然后发了一条短信邀请她一起去看《变形

金刚》：

   “自从上周钱柜一别，姑娘的甜美嗓音、花容月貌还时常浮现眼前，令人略感思念⋯⋯明晚7点我

公司组织集体去 UME 看电影《变形金刚》，可带公司外的朋友一同前去，但我原本约好的朋友临时

有事不能来，票已定下浪费可惜，所以心血来潮想冒昧邀姑娘同去，不知明晚可有时间呢？”

我发现我脸皮真挺厚的，这条短信后来给 dingmeng 看，他笑死了。不过幸运的是 MM 很快就回了

消息，答应了。痛快。

先去玉泉校区接 MM，然后由于打不到出租车，坐 89 路去 UME，事后打车送 MM 回的玉泉，一

直送到 MM 实验室楼下。看电影的主要目的是聊天。看的时候虽然不能聊天，但看之前和看之后都

可以。于是广泛地交换了各自经历的事，很多信息不知不觉地就有所了解了。 最重要的是，知道了

MM 的 88id。

然后一夜之前把 MM 在 88 和 rpwt BBS 上几乎所有文章都读了一遍，个人主页和许多网上公开的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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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告别网易 2011-07-12 17:59:3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转载

相片都找到了。终于发现我认识得真是太迟了，她的很多朋友其实也是我的朋友，不过大都是跟

skating 有关的。

一个唱歌好听、可爱、会刷刷、数学好、落落大方、计算机相关学习方向、经历丰富、有很多朋友的

PPMM。对我来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么短的时间里直接动了心，渴望了解这个 MM 的一切⋯⋯

阅读(5127) |  评论(2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再见理想》 小结  

2007-08-15 22:44网易博友

回复 |  删除

金华MM吃香啊，哈哈，binghe加油啊！

2007-07-20 17:19网易博友

回复 |  删除

期待下一出节目吧，不哭不哭

2007-07-19 19:04 氷河

回复 |  删除

我⋯⋯对不起各位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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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5 18:47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binghe 加油！

2007-07-15 09:43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嘿嘿

2007-07-14 14:09tingtingis

回复 |  删除

真是太有才了.  这个消息, ,  大俗大雅. 果真没错.

2007-07-14 11:17网易博友152

回复 |  删除

氷河

网易博友37(浙江 嘉兴)

刚一打开，我还怀疑自己开错网页了 

此mm乃是我本科同学哎，浙江金华人氏，貌似名花有主， 

但好久没有联络，也不知近况如何，半路杀出个冰河来，哇塞，威武！！~

名花有主? 那完了⋯⋯

大可不必，冰河大哥可以横刀立马，来一场惊天地泣鬼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史上最强光芒万丈的PK大赛

嘛~~

2007-07-14 04:10KrzyCube

回复 |  删除

网易博友37(浙江 嘉兴)

刚一打开，我还怀疑自己开错网页了 

此mm乃是我本科同学哎，浙江金华人氏，貌似名花有主， 

但好久没有联络，也不知近况如何，半路杀出个冰河来，哇塞，威武！！~

寒，金华人，还是我老乡！！！！！！！

2007-07-13 19:49yebie

回复 |  删除

youzhu? ft,I can check this situation by asking toe...

ft again, chinese input method is open, but no chinese characters appear...

2007-07-13 19:31 氷河

回复 |  删除

网易博友37(浙江 嘉兴)

刚一打开，我还怀疑自己开错网页了 

此mm乃是我本科同学哎，浙江金华人氏，貌似名花有主， 

但好久没有联络，也不知近况如何，半路杀出个冰河来，哇塞，威武！！~

名花有主? 那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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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3 17:51网易博友37

回复 |  删除

冰河大哥的短信编辑能力着实令人惊叹，赞！

2007-07-13 17:48网易博友37

回复 |  删除

刚一打开，我还怀疑自己开错网页了 

此mm乃是我本科同学哎，浙江金华人氏，貌似名花有主， 

但好久没有联络，也不知近况如何，半路杀出个冰河来，哇塞，威武！！~

2007-07-13 16:17小粽子

回复 |  删除

把她拐回家做饭吧，我旁听

2007-07-13 07:17Fish.NET

回复 |  删除

加油加油~~

2007-07-13 06:07Rhythm

回复 |  删除

恭喜恭喜！加油

2007-07-13 06:06-.-

回复 |  删除

Orz

2007-07-13 05:02网易博友104

回复 |  删除

-___________-

2007-07-13 04:45网易博友9

回复 |  删除

晕，PHL，这张照片真美，真人更美^_^

2007-07-13 04:06萝卜

回复 |  删除

加油了

2007-07-13 02:40dyson

回复 |  删除

帅哥，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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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3 02:37KrzyCube

回复 |  删除

短信前半句让我想起 <隔世情缘> 那, "任何年月,真诚的赞美是最不会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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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貌似喜欢上一个 MM ... Steel-Bank Common Lisp 1.0.7  

2007-07-13 23:55:21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小结小结    

一个人在家好孤单。

客居在我家里的两位毽友，丁濛和小蓉，跟随毽球板的大部队，去温岭海边——dayup 家里——游玩

了。钱姐 (xyer) 这么快就要去见公婆了，让我衷心地祝福这门亲事吧。家里不再有了往日的琴声，

不再有朋友相伴，我回到家里只好直接进自己房间，在床上度过整个夜晚了。

时间真的很紧，明天不得不再去常州帮助机房同事拧一天螺丝，不然相册就要挂了。跟 cg 说了出差

的事情以后，cg 立即联系 HP 常州站的技术人员帮我准备缺少的工具，而我跟 hjg 说我和 azuwis

明天再去常州机房以后，hjg 除了一句“好的”以外，根本没问我为什么去机房。无语了⋯⋯

我以前本科毕业时因为报销书费的关系，曾经匆忙之间去书店买了几本我根本没用到过的计算机领域

的好书，包括一本称为《GUI 设计禁忌》的讲述 UI 设计理论和实践经验的非常罕见的书。这本书买

回来以后我一直没看，因为我不是干那行的。但大家别忘了，世界上的一切事务都是彼此相互联系

的，昨天没有用的 东西，今天可能就很有用了；对一个人没有用处的东西，对另一个可能就非常有

用。现在这本书已经不属于我了，我找到可能需要它的人了⋯⋯

作为一个没有隐私的“公众人物”(我脸皮有点儿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必须始终保持正直和诚

实，这样才可以把自己心里所想的事情原原本本地暴露出来，没有一丝破绽。

在整个人生到目前为止的感情经历上，如果全面评估所有事件，应⋯⋯该⋯⋯算是没干过坏事：

周冲，初中和高中时一直追求的 MM，高一的时候我把她的名字和李白的《侠客行》全诗一起刻在我

最心爱的30cm钢尺的背面上了(这把尺一直活到现在，就在公司里)，不过直到高中结束大 家分别考

上不同的大学，她也没有接受我。我们奇迹般地保持了很好的友谊，大学期间还时常通信。她本科在

北理期间有了男朋友，是初中同学，然后研一时分手。 研究生毕业以后在北京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工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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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转载

作，相信前途无量，以后找个好 GG 应该不成问题。

snowlily，大一和大二期间的女朋友，是第一个真正接受我的女朋友。曾经深爱过，而且进展稍微有

些快⋯⋯ 但毕竟开始得太早了。大二开始走出了消息闭塞的之江校区以后，我如雨得水般地开始钻研

Linux、踢毽球、广泛参与和组织学生社团活动，不再有时间陪伴女朋友，我们之间的感情逐渐变

淡，我那个时候还很年轻，还不懂得迁就对方的感情和与自己 截然不同的性格，最终分手。从那以后

我以为自己终于自由了，然后真的自由地生活到不久前。分手之后她一度过得不好，后来直博，然后

有了校外的本地男朋友， 感情很好，据传已经买房，快要结婚了。我祝她们幸福。

刘征，今天在玉泉校区琴房我还碰到她。浙大文科美女中的典范。大二开始在社团活动中认识，关系

很好，大学期间和 MSTC 的朋友们一起走过了无数快乐的日子。刘征将来会做出一番大事业来，如

果有一种场合可能必须牺牲我来保全她，我想我愿意牺牲，因为我觉得对这个社会来说，她 的存在更

重要一些。去年向刘征表白，被委婉地拒绝了。不过我想她应该是经历了太多，如今正在追求一种崭

新的单身生活，暂时不想跟别人共同生活罢了。这是一 个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我不能干涉，所

以我真诚地祝福刘征，不管走怎样的路，自己觉得幸福就好。

“4月MM”，过于敏感不能暴露姓名。4月初表白，勉强接受，然后一个月的交往实验期里我表现得

很失败，我工作太忙几乎没时间表现，她忙着毕业没空理 我，于是4月底我们彼此达成共识，实验失

败。6月份的时候，她成为我一个朋友的 MM，如今生活幸福，我也无所谓，所以大家仍旧像4月份

之前那样还是好朋友。而且我根本连手都没有碰过，只当是一场梦好了^_^

下一个会是谁呢？

阅读(2495)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貌似喜欢上一个 MM ... Steel-Bank Common Lis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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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23 04:51janson

回复 |  删除

fighting

2007-07-20 08:02阿珂

回复 |  删除

相当丰富。。。

2007-07-15 18:50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Orz

2007-07-15 09:42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wa,binghe gg

2007-07-14 07:13萝卜

回复 |  删除

你感情经历很丰富啊。。。。

2007-07-13 19:30 氷河

回复 |  删除

Guru

整个相册，把她们的照片放里头，没事儿就看看。  

你看看，我们也看看!!~

也行⋯⋯

2007-07-13 19:01Guru

回复 |  删除

整个相册，把她们的照片放里头，没事儿就看看。  

你看看，我们也看看!!~

2007-07-13 18:02网易博友37

回复 |  删除

又一个冰河世纪快要结束了... 

狂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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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信息时代  

2007-07-14 00:10:51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Steel-Bank Common Lisp 1.0.7Steel-Bank Common Lisp 1.0.7    

 

我发这篇文章有两个意思：

绝对不能忘本，我是 Lisp 程序员，水木 FuncProgram/函数式编程语言板主和

88:CompLang/计算机语言板主。即使感情上再失败128次我也有继续活下去的理由，那就是

Lisp。

作为博客的第一篇文章，还是要正常一点儿⋯⋯

New in version 1.0.7New in version 1.0.7

MOP improvement: support for user-defined subclasses of SB-MOP:SPECIALIZER

has been enhanced. The experimental interface function SB-PCL:MAKE-METHOD-

SPECIALIZERS-FORM, called as part of the expansion of DEFMETHOD, is

responsible for generating a form which creates a list of specializers when

evaluated. Additional functions SB-PCL:[UN]PARSE-SPECIALIZER-USING-CLASS

provide debugging and introspective support.

minor incompatible change: the (unsupported) spinlock interface has changed: free

spinlock now has the value NIL, and a held spinlock has the owning thread as its

value.

enhancement: WITHOUT-INTERRUPTS now binds ALLOW-WITH-INTERRUPTS and

WITH-LOCAL-INTERRUPTS as local macros. Refer to documentation string for

details.

enhancement: name of a socket-stream is now "a socket" instead of "a constant

string".

enhancement: SB-POSIX now supports lockf(). (Thanks to Zach Beane.)

enhancement: SB-POSIX now supports getcwd(). (Thanks to Tassilo Horn.)

enhancement: SB-INTROSPECT:FUNCTION-ARGLIST shows nicer argument lists for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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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ic functions. (Thanks to Tobias C. Rittweiler)

optimization: bignum printing speed has been improved by 20-40% (depending on

the bignum size.)

bug fix: WITH-MUTEX and WITH-RECURSIVE-LOCK are now interrupt safe on Linux.

bug fix: the cache used by the CLOS to store precomputed effective methods, slot

offsets, and constant return values is now thread and interrupt safe.

bug fix: generic function dispatch function updating is now thread and interrupt

safe (in the sense that the known issues have been fixed.)

bug fix: ADD/REMOVE-METHOD is now thread and interrupt safe.

bug fix: interning EQL-specializers is now thread and interrupt safe.

bug fix: asdf systems with dependencies to the SB-POSIX or SB-BSD-SOCKETS

contribs can be loaded with :FORCE T.

bug fix: interrupt safety of applicable method computation has been improved.

New in version 1.0.6New in version 1.0.6

new contrib: sb-cover, an experimental code coverage tool, is included as a contrib

module.

optimization: STRING-TO-OCTETS for unibyte encodings and UTF-8 is significantly

faster.

optimization: calls of the form (AREF FOO (+ INDEX <constant>)) now produce more

efficient code on x86-64 if the compiler can determine that (+ INDEX <constant>)

does not require a bounds check and FOO has an element type at least 8 bits wide.

enhancement: a new, experimental synchronous timeout facility is provided. Refer

to SB-SYS:WITH-DEADLINE for details.

enhancement: when a symbol name conflict error arises, the conflicting symbols are

always printed with a package prefix. (thanks to Kevin Reid)

enhancement: stepping is now once again supported on the SPARC and MIPS

platforms. (It is also now more likely to work on CheneyGC builds on the PPC.)

enhancement: sb-sprof can now also track and report accurate call counts.

bug fixes: the treatment of non-standard subclasses of SB-MOP:SPECIALIZER is

more correct.

incompatible change: PURIFY no longer copies the data from the dynamic space

into the static and read-only spaces on platforms that use the generational garbage

collector

bug fix: GETHASH, (SETF GETHASH), CLRHASH and REMHASH are now interrupt

safe.

bug fix: GC race condition occasionally resulting in crashes with the error message

"SIG_STOP_FOR_GC blocked at a bad place" has been fixed.

bug fix: &ENVIRONMENT variables in macro lambda lists can now be declared

ignored.

bug fix: DEFSETF lambda lists without &ENVIRONMENT no longer cause a STYLE-

WARNING to be signalled (regression from 1.0.4.)

bug fix: an asynchronous interrupt could previously leave the system running with

GC inhibited.

bug fix: a DECLARE form evaluated at top-level now causes an error rather than

silently (or verbosely) returning 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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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bug fix: trying to dissassemble functions compiled at high DEBUG could result in a

error being signalled due to source form lookup errors. (reported by Peter Graves)

阅读(1376)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小结 信息时代  

2007-07-15 15:50网易博友157

回复 |  删除

有个成语叫什么来着，对，“欲盖弥彰”，古人发明这个词，很好很强大！

2007-07-14 11:19网易博友152

回复 |  删除

爱美人更爱江山！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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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el-Bank Common Lisp 1.0.7 浙大真小⋯⋯  

2007-07-15 13:03:47 |  分类：  生活 |  标签： love  mm  feeling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信息时代信息时代    

 MM

[1] : #1=
[2] : #1
[3] : #1
[4]* : #1
[ 0]  MM 
[4.2]*  MM  #2= <= [2] + [4] + [ 0]
[4.5]  (Skating) : #2 <= [3]
[5]* 88ID : #2
[6] (emfox) : #2
[ 1]  emfox  rpwt BBS 
[6.5]  MM  rpwt BBS : #3=rpwt BBS <= [6] + [
1]
[7]  88  (Skating)  #4=88:Skating <=[4.5] +
[5]
[8] /  [88:Skating 3507, " ~ ( ,

m ~)"]
[9]  Fans : #3
[  1.5]  88:TV 
[9.5]  #4=88:TV <= [9] + [  1.5]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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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转载

[10]* ( ) : #3
[11] PP  <= [10]
[12] BBS  rpwt BBS : #3
[12.1] : #2
[12.2]  <= [12.1]
[12.3]* <= [12.1] + [12.2] + [8]
[ 2] BBS  88:Love  88:Feeling 
[12.4]*  #5=88:Love, #6=88:Feeling <=[  2] + [5]
[13]*  [88:Feeling 4710, " "]
[14]  #1, [88:Feeling 6189, "Re: "] “

”
[15]  [88:Love ] “Not My Style~”
[15.5] first bf  [88:Feeling 3803, 4710]
[16] “ ” 88

<=[4] + [5]

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阅读(1531)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Steel-Bank Common Lisp 1.0.7 浙大真小⋯⋯  

2007-07-15 17:42网易博友157

回复 |  删除

狂热状态下能够挖掘到的潜力无限，binghe GG完全可以去KGB or CIA 谋得一份好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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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5 09:45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binghe gg, f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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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睡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2009-07-15 18:18:5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信息时代 起点即是终点⋯⋯  

2007-07-16 13:39:06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浙大真小⋯⋯浙大真小⋯⋯    

浙大真小，按照朋友关系似乎两至三跳就可以覆盖整个学校了。

我现在觉得一门顺利的亲事应该从低调开始，所以就不再开放过去几篇文章的 public 权限了。还望

各位朋友见谅。

阅读(899)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信息时代 起点即是终点⋯⋯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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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7-07-19 19:05 氷河

回复 |  删除

让各位观众失望了

2007-07-18 18:21一口一

回复 |  删除

春哥哥太帅了

2007-07-18 08:49moqi

回复 |  删除

re,支持低调~

2007-07-17 04:47含笑半不颠

回复 |  删除

sigh，钱mm寝室好乱啊，有损形象啊，强烈建议photoshop处理一下先

2007-07-17 03:58Rhythm

回复 |  删除

您就这么着把人家寝室生活照连带室友mm的后脑勺给暴了呀~

2007-07-16 10:45KrzyCube

回复 |  删除

貌似RSS 订阅走的就一直可以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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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浙大真小⋯⋯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2007-07-19 23:31:38 |  分类：  朋友 |  标签： ph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起点即是终点⋯⋯起点即是终点⋯⋯    

晚上和 かわい MM 一起吃了顿饭，聊了聊天。经过这顿饭，我的人生观基本没变，爱情观却已面目

全非⋯⋯

那是一颗不知道受了什么伤的伤痕累累的心，一颗渴望自由并且刚刚重获自由的心⋯⋯ 在它恢复正常

之前绝对不会再属于任何人。怦然心动的感觉尚在我胸口回荡，但一切已基本不可能了。我最亲密的

朋友们请原谅我，我没有能力安抚这颗受伤的心，没有机会让她幸福。礼貌地等待一段时间，然后准

备放弃。我累了，无力再去喜欢谁，爱谁了。

回家，吹心爱的长笛，上 88 灌水，在博客上写下发泄的文字，看看 LISP 书，写写程序和配置文

件，生活仍然可以继续。

拼命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但没有什么是我不能放弃的。

阅读(3020) |  评论(1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评论这张

浙大真小⋯⋯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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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2007-08-12 15:24 氷河

回复 |  删除

其实并没有放弃，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啦⋯⋯ 今天和 PH 一起打了台球。(感谢毽友/球友 zuile 的大力支持)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青春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个 MM，只要名花无主，我要继续追下去了。

2007-07-30 04:31B.E.

回复 |  删除

自然。。自然。。

2007-07-25 08:35diogin

回复 |  删除

我觉得30前都没多大关系 :)

27～28比较合适，哈

2007-07-24 09:34 氷河

回复 |  删除

阿珂

氷河

今天的想法比昨天好多了：“买卖不成情意在”，至少我还多了一个异性朋友，以后看电影K歌不愁没人陪

可以带笔记本前往影院

姐⋯⋯你婚姻美满小孩儿都生完了，开始拿本光棍寻开心了。

2007-07-24 05:31阿珂

回复 |  删除

氷河

今天的想法比昨天好多了：“买卖不成情意在”，至少我还多了一个异性朋友，以后看电影K歌不愁没人陪

可以带笔记本前往影院

2007-07-24 05:30NINI

回复 |  删除

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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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20 16:05网易博友124

回复 |  删除

........无语问苍天，迎接下一个冰河世纪的到来.........

2007-07-20 15:42 氷河

回复 |  删除

今天的想法比昨天好多了：“买卖不成情意在”，至少我还多了一个异性朋友，以后看电影K歌不愁没人陪

了。

2007-07-20 14:30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顺其自然~

2007-07-20 12:20灵君

回复 |  删除

2007-07-20 11:51萝卜

回复 |  删除

2007-07-20 08:01阿珂

回复 |  删除

终点又是起点...

2007-07-20 06:51Guru

回复 |  删除

随缘随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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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起点即是终点⋯⋯ 最近真的很惨  

2007-07-23 01:20:10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我要做这个社会上坚持上述观点的最后一批人。

阅读(900)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起点即是终点⋯⋯ 最近真的很惨  

NINI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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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24 05:25

回复 |  删除

失节

2007-07-23 16:56网易博友13

回复 |  删除

恭喜binghe成为国家特急保护珍稀动物

2007-07-23 06:47土豆

回复 |  删除

 加油！

2007-07-23 05:53moqi

回复 |  删除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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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又一段美好的回忆 2010-07-25 17:00:09

龙虾的理论与实践 2009-07-25 15:12:2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丁磊让我把这件事记下来  

2007-07-25 22:56:49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最近真的很惨最近真的很惨    

基本上每天被老板发现一个失误，然后和以往的事故联系在一起，狠狠地挨一顿骂。其实最痛苦的部

分不是挨骂，而是做错了的事和没做错的事被混在一起骂

照这样搞下去，很快我就可以回家做全职 Lisp 程序员了。运气好的话，能攒出一个笔记本再走，不

然我的 LispWorks 没地运行了⋯⋯

阅读(2701) |  评论(1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丁磊让我把这件事记下来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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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7-08-11 19:02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我现在每天发现领导一个错误，然后连他没错的一起抱怨给他，领导快被我折腾疯了，因为道理全在我这

边。。。

2007-08-11 14:44王帅

回复 |  删除

想想别人的批评意见的正确的部分吧，想想自己应该怎样成长。

有人批评我的话，估计我当初学Linux也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

2007-08-10 13:44Restart

回复 |  删除

这叫典型的事后聪明啊，例如911后，就很多人怪美国中情局了。

 

当作为了网易杭州的其它兄弟姐妹做的一点小小的伟大牺牲吧。

2007-08-01 07:22阿珂

回复 |  删除

patpat~

2007-07-31 16:43SA

回复 |  删除

对此，咱们做sa的都不发表意见，看在眼里不爽，但是没有文人那种文笔来臭骂他，也因为他太有钱了，

所以，还是拜倒在金钱下面，失节事小，没钱事大。百忍成金，老兄。

2007-07-31 12:32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BS丁磊。

估计丫被权力冲昏大脑，或者遇到不爽的事想找人发泄。

2007-07-30 04:30B.E.

回复 |  删除

啥也不说了。。。我们都看在眼里呢。。。

2007-07-28 08:55网易博友3

回复 |  删除

pat  pat 

可怜的，新窦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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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27 17:54 氷河

回复 |  删除

机房内网丢包，被丁老大鉴定为“网络规划不够，没提设备需求”，我是罪魁祸首；

RAID6 的磁盘阵列坏了一块盘以后盘阵挂了，由于我没做监控，定为“全责”。

太刺激了⋯⋯

2007-07-27 05:38萝卜

回复 |  删除

pat

2007-07-26 04:42土豆

回复 |  删除

同情！

2007-07-25 17:55Mick

回复 |  删除

先忍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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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new) 2006-07-31 16:18:11

(svn) 2006-07-31 13:40:09

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 2006-07-31 11:42:50

电话系统重新布线⋯⋯ 2006-07-31 05:32:0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最近真的很惨 新的生活  

2007-07-31 18:10:24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丁磊让我把这件事记下来丁磊让我把这件事记下来    

我上班时间上BBS，有时还看电影，做其他跟工作无关的事。

 

阅读(3362) |  评论(1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最近真的很惨 新的生活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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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7-08-15 17:13Tommy

回复 |  删除

supereyes

两个分明不想混的人

有些事情看的清楚，但说出来就不聪明了

刘耳朵也来混了？

2007-08-15 12:17王帅

回复 |  删除

氷河

王帅

氷河

王帅

看电影是有些过啦。

 

不可否认88可以找到一些东西，但更多时候是浪费时间的好方式，

对于希望成长的人来说尤其应该清楚。

其实每天工作才是浪费时间。

这是另一个事情。

拿薪水，就得工作，无论你怎么看这个工作。

既然如此，就不要说得那么华丽了。

这个是两回事情。

就算你在非工作时间，逛88也不是一种好的学习方式。

我建议你多思考我说的话。

2007-08-15 05:09 氷河

回复 |  删除

王帅

氷河

王帅

看电影是有些过啦。

 

不可否认88可以找到一些东西，但更多时候是浪费时间的好方式，

对于希望成长的人来说尤其应该清楚。

其实每天工作才是浪费时间。

这是另一个事情。

拿薪水，就得工作，无论你怎么看这个工作。

既然如此，就不要说得那么华丽了。

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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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15 04:54

回复 |  删除

氷河

王帅

看电影是有些过啦。

 

不可否认88可以找到一些东西，但更多时候是浪费时间的好方式，

对于希望成长的人来说尤其应该清楚。

其实每天工作才是浪费时间。

这是另一个事情。

拿薪水，就得工作，无论你怎么看这个工作。

2007-08-12 15:28 氷河

回复 |  删除

Rhythm

我只是奇怪⋯⋯以你座位的那个风水宝地，是咋被发现看电影了的？

不知道丁磊是不是不了解浙大人的习惯，反正我是经常工作的时候到88上去找资料或者提问解决问题的。

88 对我来说是跟浙大里朋友们的主要交流方式，没有问题，以后决定继续上，我把丁磊气死算了。

2007-08-11 19:13 氷河

回复 |  删除

shmily花儿

patpat，binghe gg最近真不顺啊，改天扎个风车转转运

还好，还好，有比我不顺的。

2007-08-11 19:05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patpat，binghe gg最近真不顺啊，改天扎个风车转转运

2007-08-11 18:02 氷河

回复 |  删除

王帅

看电影是有些过啦。

 

不可否认88可以找到一些东西，但更多时候是浪费时间的好方式，

对于希望成长的人来说尤其应该清楚。

其实每天工作才是浪费时间。

2007-08-11 14:39王帅

回复 |  删除

看电影是有些过啦。

 

不可否认88可以找到一些东西，但更多时候是浪费时间的好方式，

对于希望成长的人来说尤其应该清楚。

2007-08-07 14:05si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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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氷河

我真贱。昨天刚说完不加班了，今天还在加班。总不能把杭州办公区的同事们都玩了，服务器故障还是要管

不过我决定继续上 BBS，我从没说我以后不上 BBS 了是吧？

快点去完成你的SNMP4Lisp大计!

2007-08-04 10:26Rhythm

回复 |  删除

嗯⋯⋯还有，用g++编译大堆模板代码的时候，把88整个儿清一遍也是习惯 -_-

2007-08-04 10:24Rhythm

回复 |  删除

我只是奇怪⋯⋯以你座位的那个风水宝地，是咋被发现看电影了的？

不知道丁磊是不是不了解浙大人的习惯，反正我是经常工作的时候到88上去找资料或者提问解决问题的。

2007-08-01 16:39 氷河

回复 |  删除

我真贱。昨天刚说完不加班了，今天还在加班。总不能把杭州办公区的同事们都玩了，服务器故障还是要

管的。

不过我决定继续上 BBS，我从没说我以后不上 BBS 了是吧？

2007-08-01 07:21阿珂

回复 |  删除

汗~~

2007-07-31 18:31 氷河

回复 |  删除

SA(广东 广州)

上班看片确实有点过份了，不过你问他为什么加班没有加班费好了。

其实那天我看的是 House，这部美剧让我从主人公诊断病人的严谨和探索精神中学到分析和处理服务器上

复杂故障的思路。以后这种事情我不干了，也不加班了。

2007-07-31 16:46SA

回复 |  删除

上班看片确实有点过份了，不过你问他为什么加班没有加班费好了。

2007-07-31 14:44网易博友79

回复 |  删除

很好，气势如虹，气壮山河，气吞万里如虎~~

2007-07-31 13:57 氷河

怕死不是系统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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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7-07-31 12:34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想找碴理由总是找的到的。

只要不影响工作就无所谓。

不过BBS上有个“老板”键，可以在老板过来时迅速隐藏，不知君有没有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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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丁磊让我把这件事记下来 Allegro CL 8.1 Released  

2007-07-31 23:26:51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新的生活新的生活    

网易博客越来越好了，我则正好相反。今天和 SA 组几位兄弟以及一位无辜的程序员同事一道被丁磊

痛骂一个下午以后，有所感悟⋯⋯

很久以前，我在 BBS 签名档里留下了相当于我职业规划的三句话：

    1. 公司提供先进的设备和网络环境供我用于研究，我因此学到的所有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个人的宝

贵财富，当然我将部分成果用于为公司创造效益作为回报。

    2. 公司用丰厚薪水和领导的关怀留住我，我在自己负责的领域有充分的权力和发挥空间，但我不

会沉溺于现状：任何时候被公司开除，我都有足够的积蓄可以完成学业。

    3. 公司的死活与我无关，我只是忠于我作为一名专业系统管理员的职责。当公司或者项目的技术

策略与“行规”相冲突时我会坚定地支持后者。

如今看来，我的思路真的很明智。在网易工作一年半了，真的趁机学习了不少东西，知识和经验只要

学会了，那就是我自己的了，将来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我不能算 是一个成功的系统管理员，因为犯过

很多错误，但我是一个专业的系统管理员，多年来严守系统管理员的行业规范，设计上追求完美，技

术上大胆创新，权限上从不 侵犯用户隐私，自认为从没干过能让同行笑话的事情。

我珍惜在网易的这份工作，这份工作给我学习各种知识的条件，给我稳定的收入和住所。但没有什么

是我不能放弃的。

当然，短期之内显然不会发生这么恶劣的事件，丁磊肯花时间骂我就说明他老人家还瞧得起我，认为

我是可造之才。因为他的时间显然比我的更加宝贵。作为回报，我在此公开表达我对丁磊的尊敬以及

我的承诺：

    工作上犯过的错误不会再犯了；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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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new) 2006-07-31 16:18:11

(svn) 2006-07-31 13:40:09

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 2006-07-31 11:42:50

电话系统重新布线⋯⋯ 2006-07-31 05:32:0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转载

    以后严格遵守正常的工作时间；

    工作策略上以稳定为主。

我很高兴，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可以继续我未完成的考研大业和 Lisp business 了。

阅读(3302) |  评论(1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丁磊让我把这件事记下来 Allegro CL 8.1 Released  

2007-08-11 19:13 氷河

回复 |  删除

shmily花儿

我正在思考在领导折腾我的时候，我是不是该折腾回去，我理直气壮的。

ps：有个小建议：这个mm下次拍写真的时候可否多换几个背景，多换几套衣服。。。

如果我还有机会的话，一定转告⋯⋯

2007-08-11 19:09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我正在思考在领导折腾我的时候，我是不是该折腾回去，我理直气壮的。

ps：有个小建议：这个mm下次拍写真的时候可否多换几个背景，多换几套衣服。。。



21/08/18, 00:38 -  - 

Pagina 3 di 4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7631112651788/

2007-08-08 07:28网易博友34

回复 |  删除

显然杀鸡敬猴嘛，笨死了

2007-08-07 14:03sishen

回复 |  删除

别的不说, Production的东西, 你不是对老板负责, 而是对用户负责. 稳定是最重要的.

2007-08-04 10:22Rhythm

回复 |  删除

别的也没啥，只是那天的烧烤确实不错，你们没去实在可惜⋯⋯

2007-08-03 18:26SA

回复 |  删除

kingkongmao

辞了，考虑来我们这里？我们红地毯欢迎:)

冰河，我会想念你的，记得常回来看看哦。

2007-08-03 02:18kingkongmao

回复 |  删除

辞了，考虑来我们这里？我们红地毯欢迎:)

2007-08-02 04:42萝卜

回复 |  删除

别离他，你有你的原则，我支持你

2007-08-01 15:20小勤

回复 |  删除

看冰河大哥的博客实在太有意思了，嬉笑怒骂，非常个性，而且直觉是个工作负责的狂人，上次两次加班

人都在通宵为证，喜欢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吧，时间为证，事实为证。

2007-08-01 07:25阿珂

回复 |  删除

做得越多，出错的可能性越大，代价更不好评估。

我觉得线上的东西还确实是以稳定为主比较好。

2007-07-31 18:51SA

回复 |  删除

好，以后不要给我在非上班时间见到你就行了，咔咔，我们互相监督，禁止加班！

2007-07-31 18:34Mick

回复 |  删除

丁磊居然有时间来亲自骂？他太空闲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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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31 18:01网易博友79

回复 |  删除

well，坚持你的梦想，和最初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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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gro CL 8.1 ReleasedAllegro CL 8.1 Released    

Allegro CLAllegro CL?? 8.1 8.1

Persistency built in, not a database add-onPersistency built in, not a database add-on

Complex applications with Complex applications with billionsbillions of objects are now made  of objects are now made easyeasy

with Allegro CL 8.1with Allegro CL 8.1
The complexity of today's software applications and the explosion of data size are

pervasive in all fields ranging from Life Sciences to Manufacturing to Financial Analytics.

Allegro CL 8.1, with Persistent Persistent  Built-In, All the Way  Built-In, All the Way DownDownTMTM, is the most effective

system for developing and deploying applications to solve these complex problems in

the real world.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tact info@franz.com. 

Allegro CL 8.1 is the culmination of feedback from customers and users. There are a

number of new features and enhancements that we hope will improve your experience

and success with Allegro CL. While the release increment indicates a minor update from

8.0, we believe the performance enhancements and product updates will make an impact

on your application as though it were a major release.

EnhancementsEnhancements

See the Release Notes for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new features and enhancements.

Performance EnhancementsPerformance Enhancements. For this release of Allegro CL we have focused our

effort on several performance metrics. For example, with 8.1 we have recorded more

than a 3x speedup on the mandelbrot/dfloat test, as well as more than 2x speedups on

1d-arrays and sum-permutations, and 20% or more speedups on 10 other bench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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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opening a file has doubled in speed over 8.0. We intend to further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profile for 8.1 and beyond, based on user feedback as well as our own

development plans.

New New optimized optimized variants of read-linevariants of read-line: faster with less consing in most cases.

New New command-line command-line argument +Pargument +P: controlling whether the console is displayed

Various RPC updates

SOAP SOAP changeschanges:: make-client-interface, make-server-interface have new keyword

arguments; extended definition of wsdl-generate-code to allow generated

comments; define-soap-element and define-soap-type allow attributes to be defined

in argument list; various other changes and new functionality.

jLinker jLinker changeschanges to jlinker-listen and jlinker-init to jlinker-listen and jlinker-init

double-sided double-sided option for pop-up-printer-job-dialogoption for pop-up-printer-job-dialog

The Common Graphics text-editing widget uses a newer version of Microsoft's

RichEdit control

Faster mouse wheel scrolling in the text-editing widget in Common Graphics

New Common Graphics functions return the available coordinate space across

multiple monitors

A child window on MS Windows may now have a menu-bar

Numerous grid-widget enhancements

New FeaturesNew Features

Base LispBase Lisp

Daylight Daylight saving timesaving time: Allegro CL now queries the Operating System about

whether DST is or is not in effect, rather than using internal US schedules

New New :anynl :anynl value for eol-convention for input-streamsvalue for eol-convention for input-streams allows files using any

EOL convention (the UNIX, Windows and Mac conventions are different) to be read

correctly

excl:with-underlying-simple-vector excl:with-underlying-simple-vector exportedexported: allows access to the underlying

data vector associated with an array

New New ISO 8601 date/time moduleISO 8601 date/time module: provides support for ISO 8601 specifications

of dates and times

PAM PAM supportsupport on some platforms on some platforms

New support for New support for pipe pipe streamsstreams

New function New function base64-encode-streambase64-encode-stream

New ability to New ability to invoke invoke Lisp within a bat file on WindowsLisp within a bat file on Windows

New New get-semaphore get-semaphore and put-semaphore functionsand put-semaphore functions

Common Graphics and the IDECommon Graphics and the IDE

Common Graphics Common Graphics Chart Chart WidgetWidget. A new widget which draws charts is now

available on platforms that support Common Graphics (Windows and some Linux

platforms). See cg-chart-widget.htm

Common Graphics Common Graphics Class-grid Class-grid WidgetWidget. A new subclass of grid-widget which

creates a grid with class slots as column heads and instances as rows. See class-

grid

New New object-editor dialog classobject-editor dialog class

New function New function pop-up-menus-for-many-sorted-choicespop-up-menus-for-many-sorted-choices  takes a potentiallytakes a potent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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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e list of pre-sorted choices and presents them huge list of pre-sorted choices and presents them to the user as a seriesto the user as a series

of pop-up menusof pop-up menus

New New scrolling-static-text scrolling-static-text widgetwidget

Other new featuresOther new features

New support for New support for X.509 X.509 certificates in SSLcertificates in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support (Secure Socket Layer) support

New New net.mail net.mail packagepackage and interface for parsing and validating email and interface for parsing and validating email

addressesaddresses

New support for New support for constructing constructing MIME messagesMIME messages

New ProductsNew Products

AllegroCache AllegroCache v2.0v2.0. Building on the successful introduction of AllegroCache with

the release of 8.0, Franz continues to add customer driven features to ensure their

commercial advantage. The new bulk loading mode allows users to add objects to

the database very quickly. Improvements to the back end Btrees provides better

performance and efficiency.

Allegro Allegro BtreesBtrees. The same btree module that AllegroCache has been using to

implement object persistence is now available for programmers to use directly.

Btrees are useful for applications where you need a simple and efficient way of

storing on disk and retrieving vast amounts of data and where you don't want to

pay the overhead of transactions and CLOS.

AllegroGraphAllegroGraph. For customers interested in Semantic Web technologies, Franz has

developed a new persistent, scalable triple-store database product. This product is

available separately from the Allegro CL release process and pricing.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ACL 8.1 release, Franz has introduced the Free Lisp Edition of

AllegroGraph that has a maximum limitation of RDF triples on appropriately

configured hardware. The AllegroGraph Free Lisp Edition is available to all ACL

customers as well as ACL Express Edition users.

Allegro CL 8.1Allegro CL 8.1

Maximize your development effortsMaximize your development efforts
Control the Data:

AllegroCacheAllegroCache -- The enabling technology behind Allegro CL 8.1 persistent objects

is a high-performance, scalable, dynamic object-caching database. It allows

programmers to work directly with objects as if they were in memory while in fact

the object data is always stored on disk. It supports fully ACID-compliant

transaction mode with both long and short transactions. It automatically maintains

referential integrity of complex object networks. AllegroCache provides 64-bit real-

time data caching on the application memory to achieve very high data access

throughput over as large a data set as required. AllegroCache features include:

Persistent CLOS Objects in Allegro Common LispPersistent CLOS Objects in Allegro Common Lisp -- Class definitions are

stored as first class objects in the database

Dynamic Schema EvolutionDynamic Schema Evolution -- Redefine classes on the fly, persistent objects

are lazily updated when accessed

Standalone & Client ServerStandalone & Client Server -- Single user on local disk or multiple 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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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 to single server over sockets

Bulk LoadingBulk Loading -- Improved performance adding objects to the database

Transaction LoggingTransaction Logging -- Restore databases after power failure or disk crash

Expression CursorsExpression Cursors -- Iterate over a set of instances that satisfy a predicate

over multiple slots of an instance

Range QueriesRange Queries -- Retrieve objects with slots that match a range of values

Native lisp btreesNative lisp btrees -- Comparable in speed with BerkeleyDB, with more

control

Transactional modelTransactional model -- All ACID features, commit/rollback, and optimistic

concurrency

Supports databases with billions of objects (and Terabytes of Supports databases with billions of objects (and Terabytes of Data)Data)

Convenient macros to loop over classes, maps and setsConvenient macros to loop over classes, maps and sets

Indexed slotsIndexed slots -- A mapping from slot-values to objects, retrieve objects and

object ids (oid)

MapsMaps -- Transactionally safe persistent hashtables

SetsSets -- Persistent large collections of objects

Supports most common datatypesSupports most common datatypes -- Including unsigned-byte 8 arrays,

maps and sets

Object ID's unique for the lifetime of the databaseObject ID's unique for the lifetime of the database -- User accessible

Dump the database into XML filesDump the database into XML files

Restore database from the XML dumpRestore database from the XML dump

User controlled cachingUser controlled caching -- For the size of the btree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objects stored in the cache

Control the Internet:

SAX/DOM XML Parsers: Validating XML parsers, successfully tested against all

major test suites. Analyze and process enterprise XML data extremely fast

SOAP API: Enables Allegro CL applications to communicate with new and legacy

applications over the internet via the SOAP protocol, and to access web services

over the internet

WSDL Compiler: Automatically generates client SOAP templates from WSDL files

and server WSDL files from Lisp expressions

Allegro Webactions: A Web Application Framework for building dynamic web pages

that can be easily maintained and updated

AllegroServe: A dynamic, high-performance Lisp-based web server that also

interoperates with other web/application servers

HTML Parser: Process and analyze web page data

SSL Socket Streams: Secure internet transactions

XML RPC (Remote Procedure Call): Allows Lisp applications to communicate via

XML

Lisp RPC (Remote Procedure Call): Allows two Lisp applications to more easily

communicate

IPv6 --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socket support

Control Development:

Allegro Prolog: A classic AI programming language in Allegro CL for Logic

Programming, with an execution speed in excess of 1 Mlips and running essentially

cons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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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ache -- An update to Allegro Prolog, an implementation of Prolog within Allegro

CL. It allows Allegro Prolog to be used as a query language for AllegroCache

Regular Expressions: A fast, Perl-compatible Regular Expression matcher

Allegro Runtime Analyzer: Profiles function calling patterns and analyzes their space

and time utilization for code optimization, an important tool for tuning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Very large array-total-size-limit array-total-size-limit (229 for 32-bit, 260 for 64-bit)

Operating System Interface: Built-in interface for direct interaction between Allegro

CL and the OS, without the need to write foreign code

Shell Module: Provides access to the Unix/Linux/Mac commands at the application

code level, enhancing performance, portability and consistency across platforms

asdfasdf System Definition Facility (see www.cliki.net/asdf for info on asdf)

OpenGL Interface on platforms with available OpenGL libraries (see www.opengl.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IDE and Common Graphics for greater usability and navigation

HTML Widget in Common Graphics -- Used by the IDE help facility for better

integration

Large file supportLarge file support -- On 32-bit platforms this greatly increases the size of files

that can be reliably handled. (Functions which may not have worked before but now

do include file-position and file-length, and the OS Interface functions stat, os-

truncate, and os-ftruncate). The new limit is 263 - 1 in size. This is about nine billion

times larger that the old limit, which was 4 Gigabytes. (On 64-bit platforms, the

maximum allowable size has always been 263 - 1)

Cryptography: SHA1, HMAC and RC4 support

Localization support for Unicode international character sets, local time, currency,

etc.

Graphical profiling and debugging tools for multiple threads

Interact with GNU Emacs with the Franz Inc. Emacs-Lisp interface or SLIME

Control Interoperability:

Allegro Oracle Direct Connect: High-performance direct access to Oracle databases

Allegro MySQL Direct Connect: High-performance direct access to MySQL

databases

NDBM Database Interface: Interface to NDBM functionality on Unix/Linux/Mac

SWIG interface to C++: Generate Allegro CL foreign function interfaces to C

libraries automatically, using the open source tool SWIG (see www.swig.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Message Digest Functions: SHA1 message digest support (in addition to existing

MD5 support). HMAC-MD5 and HMAC-SHA1 support. Also support for RC4

encoding

FTP Client: The Allegro FTP client makes it very easy to manage files, and connects

seamlessly to any FTP server, including Allegro FTP

Java Tool Suite: Package applications as Java Beans or Servlets, directly call Java

methods from Lisp methods and vice versa, and dynamically generate Java byte

codes to run on JVMs. With jLinker, application programmers can choose the

socket interface or native JNI interface on most platforms

Complete access to relational databases via Allegro O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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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新的开始 2011-08-01 18:03:34

一个充实的周末 2010-08-02 08:36:3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转载

Portable Object Adapter (POA) for Allegro ORBLink (a CORBA-Compliant ORB)

Comprehensive Foreign Function Interface

OLE/COM Support: A high-level OLE/OCX interface to complement the existing low-

level interface that has been available for some time. The core of the high-level

interface is automatically reading typelibs and automatically creating the interface

on the Lisp side. Common Graphics widgets can be defined for arbitrary OCX

controls

NT Service module: The NT Service module was previously available as opensource,

and it is now included in the product, with some minor enhancements and fixes

Control Runtime:

Change class definitions and methods on the fly, and automatically propagate

changes to existing object instances

Built-in memory management and garbage collection

Application delivery as a DLL or stand alone image

Robust, flexible and efficient multiprocessing for Unix/Linux/Mac and Windows --

OS Threads for Windows: One Lisp thread and unlimited non-Lisp threads can run

on different processors

Linux Version Compatibility: Allegro CL runs on all Linux distributions that use Glibc

2.2 on x86, and Glibc 2.3 on x86-64 and PPC, and is well protected against future

Glibc changes

Environments Access: Environments are now first-class data objects that are easily

accessible and augmentable. Helps code compilation, code walking and domain-

specific language development

阅读(3133)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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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7-09-17 18:37 氷河

回复 |  删除

allen(江苏 徐州)：

氷河

网易博友(江苏 徐州)：

想问你一下，你的lispworks花了多少银子买的？

呵呵

$2500, Special Offer in April 2006, now is $3600

这么贵啊

我哭死，还是用personal版吧

我买的是企业版，特别贵。32 位专业版比较便宜，$1000 多的样子。

2007-09-17 10:05allen

回复 |  删除

氷河

网易博友(江苏 徐州)：

想问你一下，你的lispworks花了多少银子买的？

呵呵

$2500, Special Offer in April 2006, now is $3600

这么贵啊

我哭死，还是用personal版吧

2007-09-17 05:21 氷河

回复 |  删除

网易博友(江苏 徐州)：

想问你一下，你的lispworks花了多少银子买的？

呵呵

$2500, Special Offer in April 2006, now is $3600

2007-09-17 03:04网易博友

回复 |  删除

想问你一下，你的lispworks花了多少银子买的？

呵呵

2007-08-02 03:45 氷河

回复 |  删除

去年 8 月 1 日，LispWorks, Ltd. 发布了里程碑意义的 LispWorks 5.0 版，没想到今年 8 月 1 日 Fran

z, Inc. 也发布了一个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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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引用 十 种 老 板 不 可 追 随引用 引用 十 种 老 板 不 可 追 随    

唉⋯⋯我们的网管部老大貌似受尽了委屈⋯⋯

引用

Tommy 的 引用 十 种 老 板 不 可 追 随

引用

自由的化身 的 十 种 老 板 不 可 追 随

 普天下打工的人，都有被老板挑来选去的经历，如果能了解各种不可追随的老板，想必可

少受些窝囊气。多伦多的华文媒体总结了千千万万打工者的心酸经历，大多认为下面的几种

老板属于不可追随之列。

 一、没有成功经验的老板。

    如果你的老板经常沾沾自喜地说：“我经历过的事情太多了，像我这样垮下去又能站起

来的人毕竟不多，我有我的独到之处。”这时你就应该怀疑自己的老板了，如果不是他有某

些重大的缺点，他不会总是经历失败，一个没有成功经验的老板，怎么能肯定下次一定会成

功，除非你有吉人天相的“帮人命”。

 二、事必躬亲的老板。

    如果你的老板常说，“每一件事，我不经手就一定会出差错”，并以之为豪的话，你就

应该想到，这位老板肯定留不住人才。老板不问大小事都要亲自参与，他怎么能期待下属独

立工作？特别是在事必躬亲的老板不在场的时候，无法独立的下属出错的机会就更多。一位

有创意、具备独立工作能力的人，绝不希望这样的老板常在身边。

三、朝令夕改的老板。

    这样的老板可能在不断给你新指示，你花费许多时间策划的费数月酝酿的一个计划，可

能因为他一句话而宣布作废。这样公司上下天天都会很忙，但大家忙的却是收拾残局、挖东

墙补西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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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四、喜新厌旧的老板。

    每个公司都会有几位“开国元老”，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类“国宝级”的员工，在江山

稳定之后却被“杯酒释兵权”了。这类公司通常员工流动率极高。与这类老板共事，通常都

会有一段“蜜月期”，其固定模式如下：一进公司，老板便经常在你面前数落一些资深员工

这里不好，那里不是，而夸奖新员工如何如何优秀。在“蜜月”后期，你就会从老板那儿听

到那些新进来的员工也有许多的不是，接着就会看到不断有员工戏剧化离职的事件，理由都

是这些员工不能用，不适合公司需要。当然，同样的故事最后也会发生在你身上，在你主动

辞职或老板以某种婉转的形式请你走的时候，他仍会告诉你：“我们以后还是好朋友。”实

际上你做了99件好事，但第100件事办砸了，你就很难在老板面前翻身了。

 五、感情生活复杂的老板。

    工作不能搀杂风流韵事是一条铁律，而这类老板往往将最宝贵的时间都耗费在感情纠纷

上。他喜欢雇用年轻漂亮的女员工，也喜欢用感情处理人际关系；他终日拈花惹草，绯闻不

断，只要有女人在场，他就头脑发晕。这类人当然也无法冷静地经营企业。

 六、鱼与熊掌都想兼得的老板。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老板只能称为不知何所取，也不知何所舍的人。鱼

与熊掌都想得的老板，通常是二者都得不到，或许常常因小而失大。成功的老板应该懂得什

么是放长线钓大鱼，想捉鸡又不想蚀把米的老板，到最后一定是两手空空。

 七、多疑的老板。

    这样的老板所持的观念是人治胜过法治，这类公司通常没有上轨道的制度。如果你是一

个部门主管，你经常会在非工作时间接到老板的电话；如果你是基层员工，他也经常会对你

表示不痛不痒的关切。跟着这样的老板工作，心理负担之重可想而知。更可怕的是，属下经

常有无处可申的不白之冤。

八、言行不一的老板。

   这类老板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赚这么多钱对我并没有什么意义。”实际上，企业发展

的最重要任务就是追求利润，利润是公司生存的惟一命脉，又何必自命清高加以否认呢？或

许你有可能与这类老板共进午餐，在一盘鸡肉上桌之后，老板会忙着为属下夹菜，到头来细

心人会发现，骨头特别多的部位都在员工的盘子里，老板却在津津有味地享用着为他自己保

留的鸡大腿。

 九、甜言蜜语的老板。

   一般说来，老板不可能听到批评还会心花怒放，因为爱听好话和喜欢奉承是人的天性，但

如果善意的批评和宝贵的建议也听不进去，并因此影响了员工在公司的发展，则人人都会噤

若寒蝉。

十、心胸狭窄的老板。

   如果你的老板在看这篇文章时怒火中烧，那就应归为心胸狭窄的老板。 

   在上述10项特质中，如果你的老板具备3项以下，你仍可安心工作，但要记着找机会影响

他，增加个人含金量；如果你的老板具有4到6项特质，你最好多花一点时间充实自己，并

随时留意报上的招聘广告；如果你的老板具有7项以上的特质，惟一的劝告是：走为上策。

阅读(2022)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Allegro CL 8.1 Released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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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2007-08-11 19:13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3，6，8，9

我要炒了我领导，我最近怒火冲天。

2007-08-07 17:20 氷河

回复 |  删除

sishen

终于明白了.. 我是过来看PH的.....

嗯，可惜这门亲事难度太大了，貌似执着解决不了问题。

2007-08-07 14:06sishen

回复 |  删除

终于明白了.. 我是过来看PH的.....

2007-08-06 14:50网易博友167

回复 |  删除

丁磊有木有上面对号入座的可能？



21/08/18, 00:37…… -  - 

Pagina 1 di 4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771103750387/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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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新工作两周年  梵语 2013-08-11 17:32:22

顺其自然 2012-08-11 17:51:5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引用 引用 十 种 老 板 不 可 追 随 NASDAQ：NTES  

2007-08-11 12:37:50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设计⋯⋯设计⋯⋯    

“设计者的任务就是把不得不做的事说成是精心设计的结果。”——计算机历史上前人的这句话太经

典了，最近我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

丁磊整整一周不在杭州办公区，压力顿时减轻了不少。我有时间陪远方前来的堂弟堂妹旅游，有时间

继续学 Lisp 和 Prolog，也可以稳定为由放慢前进的速度了⋯⋯

阅读(931) |  评论(1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引用 引用 十 种 老 板 不 可 追 随 NASDAQ：NTES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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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7-08-27 18:22Tommy

回复 |  删除

氷河

网易博友(福建)：

你们说的丁磊不会是网易的丁磊吧？他现在还管这些屁事？

天啊！我要是老板，早一边玩去了。

猜对了⋯⋯

这个还是不要指名道姓好。

2007-08-27 06:13 氷河

回复 |  删除

网易博友(福建)：

你们说的丁磊不会是网易的丁磊吧？他现在还管这些屁事？

天啊！我要是老板，早一边玩去了。

猜对了⋯⋯

2007-08-27 05:42网易博友

回复 |  删除

你们说的丁磊不会是网易的丁磊吧？他现在还管这些屁事？

天啊！我要是老板，早一边玩去了。

2007-08-22 06:18sishen

回复 |  删除

氷河

早上我跟手下兄弟们说，今天下班前如果丁不骂我的话晚上请大家吃饭。因为最近一周来系统里几乎什么都  

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真的很意外，想来想去只能算是人品太低⋯⋯

我靠.. 亏了

2007-08-17 17:59一口一

回复 |  删除

好华丽的一条裤子....

2007-08-15 17:29网易博友143

回复 |  删除

有你们，丁真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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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13 18:58Tommy

回复 |  删除

氷河

早上我跟手下兄弟们说，今天下班前如果丁不骂我的话晚上请大家吃饭。因为最近一周来系统里几乎什么都  

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真的很意外，想来想去只能算是人品太低⋯⋯

那么你也有借口不用请客了，最近丁磊pk人成性，外面还没出大事后庭就失火囖。

2007-08-13 16:53 氷河

回复 |  删除

早上我跟手下兄弟们说，今天下班前如果丁不骂我的话晚上请大家吃饭。因为最近一周来系统里几乎什么

都没改，想破脑袋都想不出隐患在哪里⋯⋯然后临下班前被丁发现博客两个头像显示错误，经查确系配置 

bug，然后又被新错旧错一起骂⋯⋯

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真的很意外，想来想去只能算是人品太低⋯⋯

2007-08-13 04:55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氷河

今天和堂妹一起逛河坊街，堂妹挑选了一大堆小饰品，还给我买了一个精致可以放在办公桌上的小闹钟。

我则选购了一把仰慕已久的白鞘武士刀⋯⋯太疯狂了。

正宗的武士刀很贵的，据说没有在日本生活十年以上的人很难辩认出真假。。。

2007-08-11 19:16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我最近老老实实在家上网，再也不敢出去shopping了

2007-08-11 17:33 氷河

回复 |  删除

今天和堂妹一起逛河坊街，堂妹挑选了一大堆小饰品，还给我买了一个精致可以放在办公桌上的小闹钟。

我则选购了一把仰慕已久的白鞘武士刀⋯⋯太疯狂了。

2007-08-11 17:30 氷河

回复 |  删除

Tommy

你舒服了，我今天就快给骂到狗血淋头了，丢包，又是丢包，我都快给搞得精神分裂了，搞好了一边居然

丁磊就说你把我的精力都集中在一边没有问题的地方，tmd，我不干了，什么人。又不知道自己孤寒不肯

买高级货，出问题总要找人“吃死猫”。我相信中国互联网没有第二个这样做事的老板了。

原来如此⋯⋯

2007-08-11 16:51Tommy

你舒服了，我今天就快给骂到狗血淋头了，丢包，又是丢包，我都快给搞得精神分裂了，搞好了一边居然

丁磊就说你把我的精力都集中在一边没有问题的地方，tmd，我不干了，什么人。又不知道自己孤寒不肯

买高级货，出问题总要找人“吃死猫”。我相信中国互联网没有第二个这样做事的老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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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7-08-11 16:23网易博友0

回复 |  删除

what a sunshine week!

2007-08-11 09:44萝卜

回复 |  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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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入住新家以后的生活 2008-08-11 20:11:38

Comparative Book Size: Common Lisp versus Java 2006-08-12 07:40:11

苹果的UI太强了 2006-08-12 07:26:15

理解 CORBA 需要几天？ 2006-08-11 21:14:19

有人乱扔东西⋯⋯ 2006-08-11 19:22:3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设计⋯⋯ 摘葡萄，富阳  

2007-08-12 00:12:21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NASDAQ：NTESNASDAQ：NTES    

该不会是我全责吧⋯⋯

阅读(574)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设计⋯⋯ 摘葡萄，富阳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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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7-08-15 06:05supereyes

回复 |  删除

好久不来了，来了不留言不厚道，eyes到此一游

2007-08-15 06:00supereyes

回复 |  删除

两个分明不想混的人

有些事情看的清楚，但说出来就不聪明了

2007-08-13 11:09janson

回复 |  删除

对于没有持有0股网易股票的员工来说，不存在虾米悲剧

2007-08-12 13:37 氷河

回复 |  删除

Tommy

跌倒梆梆声，谣传丁磊回购所有流通股票，然后在A股上市，回购流通股可以少亏点，不过对于员工来说真

感谢 tommy 同学的精彩股评。

2007-08-12 05:18Tommy

回复 |  删除

跌倒梆梆声，谣传丁磊回购所有流通股票，然后在A股上市，回购流通股可以少亏点，不过对于员工来说真

是天大的悲剧。baidu已经进军JAPAN，tecent也在THAILAND搞作，网易萎缩的业务和CEO。。。。

。。

2007-08-11 19:19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看不懂。。。

反正我领导听不进我的意见，我怒了，多做多错，能赚的钱我也不赚了。

估计周一找我谈话，正好，那他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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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DAQ：NTES 和谐社会 + 三个代表  

2007-08-17 20:56:27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摘葡萄，富阳摘葡萄，富阳    

为了今天的活动用掉了一天年假，当时请假的时候跟老板说是“终身大事”，事实证明还是有一定关

系的^_^

其实耶稣同学早就帮大家安排好了，他在富阳的朋友负责联系相关资源，我们只是等待一个时机罢

了。本来大家给了我一个定时间的机会，让我趁玉泉校区停电之机 邀かわい出来跟我们一起去，可惜

我不争气没邀请到。睿智的牛建议我转而求其次，摘下的葡萄也可以送人嘛，于是我终于动了心，决

定在公司最繁忙的这段时间里 离开一下让手下的兄弟们帮忙顶一天。最后耶稣定下时间，就是今天，

大家起早集合，一起向富阳出发。

参加活动的有：

1. 年轻有为的耶稣同学；

2. 耶稣的游泳师傅，富阳本地人，比耶稣还大至少两岁但又看起来狂年轻的付晶同学；

3. 英明睿智的牛；

4. 牛夫人——“公主”同学；

5. 身材醒目的毽友 mudao 同学；

6. mudao 的同班 MM，某我忘记问姓名了的同学；

7. 毽球板的朋友，不会踢毽的 qiujf 同学；

8. 邀MM未遂的孤单的本人。

K514 是一路有前途的公交车，物美价廉，从杭州到富阳一个小时的车程只收 5 块钱，而且可以用公

交卡。浙江的短途客运真好。我们高高兴兴地上车，一路上没遇到任何车匪路霸，然后平平安安下

车。耶稣的朋友，朱姓某老板及其小弟，直接 开车把我们接到目的地——富春江边某葡萄园。

葡萄真好吃，但是吃多了也撑得慌⋯⋯一坨一坨的绿葡萄飘在半空中，随便吃，你就算再能吃，有个

三坨五坨也差不多了。我们幸福地吃啊吃啊，耶稣拿着相机顺便拍大家的吃相。葡萄园里留下了一泼

一泼的⋯⋯葡萄皮儿。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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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饱了，然后开始考虑带走。每人两个塑料袋，挑大坨的剪下来装袋。最后基本上一人两袋，每袋6-

8斤的样子。我们总共带走了 107 斤绿葡萄。好像是按照 ￥1.5/斤卖给我们的，没几个钱，不过是

耶稣付的，我们给他钱也不要，这个人情暂且记下好了。

离开葡萄园，去富阳某农家菜馆吃饭。大概是朱老板请的客，耶稣同学肯定是没有白吃了，明天还得

帮他检查一锅炉。其余人等嘛⋯⋯基本算是跟风白吃了一顿^_^

菜单如下：

1. 酱爆蚶子+螺丝(据说产自富春江里)

2. 泡椒鸡爪

3. 油炸臭豆腐(沾辣椒酱)

4. 炖本鸡块

5. 红烧某鱼

6. 萝卜炖筒骨

7. 炒青蛙

8. 香菜拌香干

9. 豆腐干的某种做法

10. 水煮带壳花生

11. 清蒸杂粮

12. 油炸土豆饼

其他菜想不起来了，绝对不止这些。值得一提的是，菜馆里竟然养着一些珍稀食材，如鸵鸟，孔雀和

其他不知名的禽类。

朱老板及其小弟频频依次敬酒，这两位仙太能喝了⋯⋯开始的时候我们这边ms只有耶稣和qiujf喝

酒，勉强作陪，耶稣酒量看来是我们中最好的，不过喝到第 三杯啤酒也有点儿不行了。我看耶稣快不

行了，于是弃橙汁而改喝啤酒，干掉一瓶以后脸也红得很鲜艳了，不过索性没有其他生理反应(除了尿

急)。

饭后最缺德的一件事就是没留排水时间就直接上车走人了。主老板及其小弟先送我们到 K517 车站然

后我们上车返回杭州，下车以后大家各奔东西，我由于紧急排水的关系和牛夫妇一起回玉泉。

下面是重要事件。此次活动让我得到了葡萄，葡萄里凝聚了我大半天攒下来的一些无差别的人类劳

动，是有价值的，但这些价值只有通过把部分葡萄送MM才能体现出来，如果全部自己消费掉的话就

不符合我最近学习《国富论》的成果了。

かわい的一个特点是，从不做长期计划。如果邀请她几天后做某件事，拒绝的可能性极大；但如果邀

请她几分钟后做某件事，则成功率会高很多。经过牛夫妇的鼓 励，我在玉泉校区某实验室楼前终于鼓

起勇气给かわい打了个电话，说明来意，经过20秒的论战，终于把一兜葡萄送进了MM寝室⋯⋯

于是这个故事可以简述如下：

毽球让我结识了许多好朋友，

朋友让我得到了葡萄，

葡萄让我得到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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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滨江一日游 2008-08-16 18:39:33

SNMPv3 的文档规模 2006-08-17 14:06:47

家里刚装网络 2006-08-17 08:49:2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转载

机会提高信用度，

信用则是未来的现金流^_^

阅读(1390)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NASDAQ：NTES 和谐社会 + 三个代表  

2007-08-20 04:47Fish.NET

回复 |  删除

最后一段分析很好。。。得出结论，我们要多参加毽球（或类似）活动。

2007-08-18 18:54moqi

回复 |  删除

恭喜恭喜呀~

2007-08-18 09:57 氷河

回复 |  删除

葡萄快吃完了⋯⋯

shmily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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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17 18:00

回复 |  删除

gxgx～

我想找耶稣蹭葡萄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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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论圆满的人生 2012-08-18 22:40:13

"People don't learn they don't change" 2008-08-19 17:19:44

终于可以在家里上网了 2006-08-19 12:59:34

引用 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都在 2006-08-18 19:53:00

终于明白 jsvc 的工作原理了 2006-08-18 19:00:2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摘葡萄，富阳 最近变得轻松了  

2007-08-19 10:48:37 |  分类：  随想 |  标签： 乱七八糟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和谐社会 + 三个代表和谐社会 + 三个代表    

笑死了⋯⋯

阅读(639)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摘葡萄，富阳 最近变得轻松了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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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7-09-17 15:08网易博友

回复 |  删除

氷河

郎咸平关于房地产泡沫的演讲真精彩

郎在哪个场合讲的？给个链接或者视频下载地址也行.

2007-09-05 16:43rabbit

回复 |  删除

代啥表，这么好的螃蟹，口水。。。

2007-08-22 23:14 氷河

回复 |  删除

郎咸平关于房地产泡沫的演讲真精彩

2007-08-19 10:03o(∩_∩)o...

回复 |  删除

一定要把和谐宇宙修好好！ 

这是为什么？ 

因为:事情正在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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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 + 三个代表 cl-memcached: MemCache 客户端  

2007-08-22 07:30:45 |  分类：  学习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最近变得轻松了最近变得轻松了    

由于实在无法和丁总沟通，只要对话就吵架⋯⋯ 老大安排 Jabber 同学代替我负责 SA 组运维和执

行工作，让我专心研发新技术，以后干脆别跟丁总接触了。

我很奇怪的一点就是，我什么也没有变，和以前一样，但是丁总似乎越来越不可理喻，连我周日因为

游泳没接他电话也因此没能及时处理他的临时工作安排都骂我。我还没追究他骚扰我 的责任呢，竟然

说什么“公司其他人员都准备好了，只有我不配合”。放屁，我要是配合的话公司其他人员的周末还

过不过了？我看我把他气死算了。怕死不是系统 管理员！

于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到来了。接下来只干三件事了：

整理系统管理技术文档；

继续开发 Lisp 的 SNMP 实现和未来的智能化系统管理平台；

看杂书 (最近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另外，终于到了招募小弟的时候，我这里可是系统管理员的天堂，因为我们只选用最好的技术，保证

任何新人都能在一两年里学到该领域全面的知识。文档写好，小 弟培养起来以后，我也差不多可以归

隐了，反正现在手下的几个兄弟都已经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 SA 了，没有什么是我可担心的。

让我心动良久，美丽可爱的 かわい　MM，最近开始不理我了，因为我已表明了心意，作为拒绝方法

的一种，就是开始不理我了。不过我可是“知难而进”型的，除非 MM 不再单身，找到新伴侣了，

否则不会放弃的。我老了，守住一个 MM 就行了，其余的精力还是要放在学习上，迟早我要回学校

继续深造的。

阅读(1918) |  评论(1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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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和谐社会 + 三个代表 cl-memcached: MemCache 客户端  

2008-10-18 12:52wuzhez

回复 |  删除

过几天要参加网易产品运维面试了，希望能到你说的天堂来

2007-09-06 13:32 氷河

回复 |  删除

B.E.

据说我也很想当SA...

  但是据说已经有人告诉我没有天分了。。

 

 

Welcome

2007-09-05 17:27B.E.

回复 |  删除

据说我也很想当SA...

  但是据说已经有人告诉我没有天分了。。

 

 

2007-08-25 02:21 氷河

网易博友162(浙江 嘉兴)：

风轻扬

"我老了，守住一个 MM 就行了"，难道以前还想要多个MM不成?

难道真如所说的那样年老色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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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色还好，心老了。

2007-08-23 12:35网易博友162

回复 |  删除

风轻扬

"我老了，守住一个 MM 就行了"，难道以前还想要多个MM不成?

难道真如所说的那样年老色衰了......

2007-08-22 22:50 氷河

回复 |  删除

shmily花儿

招我做小弟吧

哇，终于有小妹动心了，简历发给我吧

2007-08-22 22:45 氷河

回复 |  删除

Restart

冰河，我崇拜你，我连博客都换成跟你一样的外貌了。

 

不过还是有个问题，现在的状态是你正想要的结果吗？如果是，那才是真正的胜利，如果不是，那说明还

有努力的空间。

 

 

工作轻松一些，多点时间学习当然是我一直以来想要的，但达到目标的过程绝不是我设计的，究竟有谁吃

饱了撑的故意和自己公司总裁过不去呢？除非是不想干了，但我目前不是。

2007-08-22 17:48Restart

回复 |  删除

冰河，我崇拜你，我连博客都换成跟你一样的外貌了。

 

不过还是有个问题，现在的状态是你正想要的结果吗？如果是，那才是真正的胜利，如果不是，那说明还

有努力的空间。

 

 

2007-08-22 17:00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招我做小弟吧

2007-08-22 14:30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支持你！

2007-08-22 11:06kingkongmao

这么好的地方，我也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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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7-08-22 08:56supereyes

回复 |  删除

我看好你

2007-08-22 08:29bg5hfc

回复 |  删除

招我去SA吧~ 

2007-08-22 07:31 氷河

回复 |  删除

风轻扬

"我老了，守住一个 MM 就行了"，难道以前还想要多个MM不成?

这⋯⋯

2007-08-22 07:10萝卜

回复 |  删除

我顶你

2007-08-22 06:24网易博友49

回复 |  删除

pk掉丁总吧~ 

o(∩_∩)o...哈哈

2007-08-22 05:43风轻扬

回复 |  删除

"我老了，守住一个 MM 就行了"，难道以前还想要多个MM不成?

2007-08-22 04:32网易博友178

回复 |  删除

你是对的，周末就是周末，不是工作时间。严格说来，上班的时间要对公司负责，认真完成本职工作，其

余时间是私人时间，不得侵犯。 

虽然这点在中国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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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变得轻松了 Nasdaq Status  

2007-08-25 01:23:21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cl-memcached: MemCache 客户端cl-memcached: MemCache 客户端    

最近有人写了一个 Common Lisp 的 memcached 客户端软件包：

    http://common-lisp.net/project/cl-memcached/

不过作者是在 Allegro CL 8.0 上面开发的。我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于是可以在 LispWorks 5.0.2

上正常运行了：

CL-USER 3 > (defvar *my-cache*

              (cl-memcached:mc-make-memcache-instance

                :ip "127.0.0.1"

                :name "My test cache"))

#<CL-MEMCACHED:MEMCACHE My test cache on 127.0.0.1:11211  SIZE:-1/1048576Mb>

CL-USER 4 > (cl-memcached:mc-store "test-key"

                                   "This is Test-DATA"

              :memcache *my-cache* :use-pool t)

"STORED"

CL-USER 5 > (cl-memcached:mc-get '("test-key")

              :memcache *my-cache* :use-pool t)

(("test-key"

 #(84 104 105 115 32 105 115 32 84 101 115 116 45 68 65 84 65)))

CL-USER 6 > (cl-memcached:mc-get+ "test-key"

              :memcache *my-cache* :use-pool t)

"This is Test-DATA"

CL-USER 7 > (cl-memcached:mc-get '("test-key")

              :memcache *my-cache* :use-pool t :is-string t)

(("test-key" "This is Test-DATA"))

CL-USER 8 > (cl-memcached:mc-store "test-key-2"

                                   "This is Test-DATA Again"

              :memcache *my-cache* :use-pool t)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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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转载

"STORED"

CL-USER 9 > (cl-memcached:mc-get '("test-key" "test-key-2")

              :memcache *my-cache* :use-pool t :is-string t)

(("test-key" "This is Test-DATA")

 ("test-key-2" "This is Test-DATA Again"))

一个交互式的 MemCache 客户端，应该还是有些用处的。

阅读(1125)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最近变得轻松了 Nasdaq Status  

2007-08-25 18:45Guru

回复 |  删除

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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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memcached: MemCache 客户端 Apple MacBook Pro 硬件升级  

2007-08-25 10:53:02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Nasdaq StatusNasdaq Status    

声明一点，我可不是股民，我看热闹而已:)

1. 网易 (Nasdaq: NTES)1. 网易 (Nasdaq: NTES)

2. 新浪 (Nasdaq: SINA)2. 新浪 (Nasdaq: SINA)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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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搜狐 (Nasdaq: SOHU)3. 搜狐 (Nasdaq: SOHU)

4. 百度 (Nasdaq: BIDU)4. 百度 (Nasdaq: BIDU)



21/08/18, 00:34Nasdaq Status -  - 

Pagina 3 di 4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772510532215/

1. Google (Nasdaq: GOOG)1. Google (Nasdaq: GOOG)

2. Microsoft (Nasdaq: MSFT)2. Microsoft (Nasdaq: MSFT)

3. Yahoo! (Nasdaq: YHOO)3. Yahoo! (Nasdaq: Y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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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791)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cl-memcached: MemCache 客户端 Apple MacBook Pro 硬件升级  

2007-08-25 17:40萝卜

回复 |  删除

...

2007-08-25 11:58网易博友57

回复 |  删除

认同一点，感觉雅虎年老色更衰，小二过年，式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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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启程 2014-08-25 18:08:28

低谷 2012-08-26 17:20:55

Nasdaq Status 短期毅力测试  

2007-08-26 13:08:25 |  分类：  Appl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Apple MacBook Pro 硬件升级Apple MacBook Pro 硬件升级    

苹果的 MacBook Pro 笔记本 (17 inch) 在硬件配置方面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 内存，标配 2GB，最大支持 4GB。以前由于某种未知原因，Apple 笔记本的两个内存插槽均为

2GB 内存时无法支持，现在 fix 掉了；

    * 硬盘，支持一个 160GB SATA (5400/7200rpm) 或者 240GB SATA (4200rpm);

    * 显卡，从 ATI X1600 改为 nVIDIA GeForce 8600M GT，众所周知 nVIDIA 的显卡比 ATI 驱

动做得更好；

    * 显示屏，现在苹果终于支持和 DELL 一样的高分辨率显示屏了，17 inch 笔记本最大支持到

1920x1200。

据传，未来 Apple 这款笔记本还有更大的变化：

    * 10 月份即将发布的新版 Mac OS X 操作系统，让用户体验更上一层楼；

    * 整个液晶屏幕上支持触摸屏，类似 iPhone 那样的触摸屏！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和 かわい MM 一样令我动心，那么就是 LispWorks 和苹果笔记本了。但是，想

要拥有苹果本本很简单，只要足够的 Money 就可以了；追求 かわい MM 需要有什么，目前为止还

没有完全搞清楚⋯⋯

阅读(4202)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Nasdaq Status 短期毅力测试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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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机械零件的设计、生产和装配 2006-08-26 12:07:2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2007-09-02 05:24kk

回复 |  删除

不知道多贵

2007-08-28 13:32 氷河

回复 |  删除

网易博友175(浙江 嘉兴)：

氷河

网易博友51(福建)

左边的照片不会是你吧？美女一个。还有，你的名字怎么念啊？我还以为是水木上的那个冰河呢，那人狂

apple是不错，不过买来只能上上网，听听音乐，真要干活，还是不习惯。

左边的照片不是我，是我未来的 MM；

“氷河” 和 “冰河” 其实是一样的，我不希望自己的名字跟熟知的木马软件在一起了，所以改用了源自

我就是水木上的 CMUCL，狂 fan LispWorks 的那个人:)

志在必得，坚持不懈...未来有多久啊...？

无限遥远的未来⋯⋯

2007-08-28 06:41网易博友175

氷河

网易博友51(福建)

左边的照片不会是你吧？美女一个。还有，你的名字怎么念啊？我还以为是水木上的那个冰河呢，那人狂f

apple是不错，不过买来只能上上网，听听音乐，真要干活，还是不习惯。

左边的照片不是我，是我未来的 MM；

“氷河” 和 “冰河” 其实是一样的，我不希望自己的名字跟熟知的木马软件在一起了，所以改用了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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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我就是水木上的 CMUCL，狂 fan LispWorks 的那个人:)

志在必得，坚持不懈...未来有多久啊...？

2007-08-27 16:44萝卜

回复 |  删除

求apple本本

2007-08-27 06:12 氷河

回复 |  删除

网易博友51(福建)

左边的照片不会是你吧？美女一个。还有，你的名字怎么念啊？我还以为是水木上的那个冰河呢，那人狂fa  

apple是不错，不过买来只能上上网，听听音乐，真要干活，还是不习惯。

左边的照片不是我，是我未来的 MM；

“氷河” 和 “冰河” 其实是一样的，我不希望自己的名字跟熟知的木马软件在一起了，所以改用了源自

《圣斗士》的本来的日文写法；

我就是水木上的 CMUCL，狂 fan LispWorks 的那个人:)

2007-08-27 04:53网易博友51

回复 |  删除

左边的照片不会是你吧？美女一个。还有，你的名字怎么念啊？我还以为是水木上的那个冰河呢，那人狂f

an lispworks。

apple是不错，不过买来只能上上网，听听音乐，真要干活，还是不习惯。

2007-08-26 07:18网易博友11

回复 |  删除

同口水苹果本本...... 

团购团购啊o(∩_∩)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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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周记 2008-08-27 20:27:1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Apple MacBook Pro 硬件升级 Steel-Bank Common Lisp 1.0.9  

2007-08-28 00:01:14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短期毅力测试短期毅力测试    

近来对自己的毅力已经快没信心了，决定集中考验一下。计划如下：

1. 一个月之内 (8月27日-9月27日) 把 Paul Graham 著名的《On Lisp》一书翻译成中文版，完

成我多年来的心愿；

2. 一个月之内 (8月27日-9月27日) 每天 9:00 去玉泉校区一食堂吃早饭，饭后先去某实验楼报

到，然后回公司上班。

没有什么是我做不到的，不是吗？

阅读(1382) |  评论(1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Apple MacBook Pro 硬件升级 Steel-Bank Common Lis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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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8-08-18 11:56 氷河

回复 |  删除

On Lisp 初稿完成了，后期改进中。ticket closed

2007-12-09 05:21 氷河

回复 |  删除

说来惭愧，两件事都变成长线任务了⋯⋯

2007-09-03 06:36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支持报到

2007-08-30 15:27网易博友186

回复 |  删除

期待早日翻译成功！

2007-08-30 04:25 氷河

回复 |  删除

今早没起来⋯⋯

2007-08-29 08:58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不错，加油

2007-08-29 07:36 氷河

回复 |  删除

进展顺利，进度正常。

2007-08-28 06:39o(∩_∩)o...

回复 |  删除

弱弱的问一句：那个实验楼可不是周应卿大楼... 

...嘿嘿 o(∩_∩)o...

2007-08-28 04:16 氷河

chenweiyang(北京)

On Lisp 可不容易翻译啊，质量还是更重要的。

所以我还请了一个朋友，另一位 Lisp 程序员，帮我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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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7-08-28 03:44chenweiyang

回复 |  删除

On Lisp 可不容易翻译啊，质量还是更重要的。

2007-08-28 02:03krzycube

回复 |  删除

好彪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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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毅力测试 最近发生了很多无奈的事情  

2007-08-29 13:31:24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Steel-Bank Common Lisp 1.0.9Steel-Bank Common Lisp 1.0.9    

New in version 1.0.9New in version 1.0.9

minor incompatible change: SB-SYS:OUTPUT-RAW-BYTES is deprecated.

enhancement: SB-EXT:FINALIZE accepts a :DONT-SAVE keyword argument,

indicating the finalizer should be cancelled when SAVE-LISP-AND-DIE is called.

enhancement: default PRINT-OBJECT methods for classes, slot-definitions, and

generic function now print the object identity for anonymous instances. (thanks to

Attila Lendvai)

enhancement: as an extension to MOP, SBCL now supports SETF of STANDARD-

INSTANCE-ACCESS and FUNCALLABLE-STANDARD-INSTANCE-ACCESS. (thanks

to Attila Lendvai)

enhancement: sb-cover has an alternate annotation mode which puts the form

annotations at the car of the form, instead of annotating it completely. The benefit

of this mode is that it shows better which forms were instrumented by the compiler.

bug fix: new compiler transforms for MEMBER and ASSOC were affected by printer

control variables. (reported by Dan Corkill)

bug fix: system leaked memory when delayed output was performed by the OS in

smaller chunks then expected. (thanks to David Smith)

bug fix: system leaked memory when file streams were not closed properly.

bug fix: large objects written to slow streams that were modified after the write

could end up with the modified state written to the underlying file descriptor.

bug fix: multiple threads operating in parallel on the same stream could cause

buffer-overflows.

bug fix: source location information is stored correctly (broken since 1.0.6). This

bug would generally show up as the Slime debugger higlighting the wrong form

when the sldb-show-source command was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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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考研的季节又到了⋯⋯ 2006-08-28 19:21:27

    转载

bug fix: Branch forms are again annotated as branches in the sb-cover annotations.

bug fix: GCD on MOST-NEGATIVE-FIXNUM no longer causes an infinite loop on x86-

64. (reported by Gregory Vanuxem)

bug fix: EQUALP could return wrong results for structures with raw slots (slots with

a :TYPE of SINGLE-FLOAT, DOUBLE-FLOAT, or a machine word). (reported by

Vjacheslav Fyodorov)

bug fix: sb-sprof sampling didn't work on non-x86oid platforms. (patch by Pierre

Mai)

New in version 1.0.8New in version 1.0.8

enhancement: experimental macro SB-EXT:COMPARE-AND-SWAP provides atomic

compare-and-swap operations on threaded platforms.

enhancement: experimental function SB-EXT:RESTRICT-COMPILER-POLICY allows

assining a global minimum value to optimization qualities (overriding proclamations

and declarations).

enhancement: closed over variables can be stack-allocated on x86 and x86-64.

performance bug fix: GETHASH and (SETF GETHASH) are once again non-consing.

optimization: slot definition lookup is now O(1). This speeds up eg. SLOT-VALUE

and (SETF SLOT-VALUE) with variable slot names.

optimization: STRING-TO-OCTETS is now up to 60% faster for UTF-8.

optimization: ASSOC and MEMBER can now be open-coded for all combinations of

keyword arguments when second argument is constant and SPEED >= SPACE. In

other cases a specialized version is selected.

bug fix: using obsoleted structure instances with TYPEP and generic functions now

signals a sensible error.

bug fix: threads waiting on GET-FOREGROUND can be interrupted. (reported by

Kristoffer Kvello)

bug fix: backtrace construction is now more careful when making lisp-objects from

pointers on the stack, to avoid creating bogus objects that can be seen by the GC.

bug fix: defaulting of values in contexts expecting more than 7 variables now works

on x86-64. (reported by Christopher Laux)

bug fix: modifications to packages (INTERN, EXPORT, etc) are now thread safe.

bug fix: (SETF SYMBOL-PLIST) no longer allows assigning a non-list as the property-

list of a symbol.

bug fix: DEFMETHOD forms with CALL-NEXT-METHOD in the method body, in

EVAL-WHEN forms with both :COMPILE-TOPLEVEL and :LOAD-TOPLEVEL situations

requested, are once again file-compileable. (reported by Sascha Wilde)

阅读(837)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短期毅力测试 最近发生了很多无奈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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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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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新的生活 2014-09-01 02:17:45

远走高飞前的最后一年 2013-09-01 16:26:51

黄道吉日 2011-09-01 17:21:33

Steel-Bank Common Lisp 1.0.9 新的学期  

2007-09-01 23:51:31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最近发生了很多无奈的事情最近发生了很多无奈的事情    

对かわい MM 的追求失败了。我是真心的，但据称“不太合适”。那么只好先算了，钱姑娘带来我

的仍是久违的心动感觉和由此激发的信心和斗志，对我只有好处，我还是要谢谢她曾经给了我几次见

面的机会。曾经付出的一些都是值得的，承诺付出的以后还要继续付出。

前台的丁姑娘离开公司了。丁姑娘对我最大的帮助是每天上班以后看到她心情会好很多，心情好了就

可以抵消被丁总骂坏了的那部分，偶尔丁姑娘穿漂亮衣服时我还有余力回骂丁总几句呢！虽然毫无发

言权，但这件事是否做得过分了一些呢？行政工作虽然细节颇多但也并非需要长时间培养的专业技

能，不会的地方教她 也就是了，为什么非要把人家赶走呢⋯⋯我开始考虑把丁姑娘收了，然后手把手

地教她，培养成 SA MM，倒要看看是不是个笨姑娘！

周六把《哈利波特5》看掉了，UME 上午半价，还好。终于还是一个人看的，不过这样倒可以专注于

电影本身。我喜欢这部电影，还想再看一遍⋯⋯充满魔法的世界令人着迷。

阅读(1113)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Steel-Bank Common Lisp 1.0.9 新的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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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2007-09-05 17:28B.E.

回复 |  删除

无奈的事情不去过问它就好了。。就当没有发生过。。。

2007-09-05 13:03 氷河

回复 |  删除

kingkongmao

孔庆东老师曾说过很经典的一句话，他说，做一件事，不专注做不好，太专注了也不行，有时候是不是可以

你们做龙芯的是该好好看看《易经》，有关系的。

2007-09-04 03:30深蓝

回复 |  删除

丁mm走了?哎，网易一道靓丽的风景啊

2007-09-02 15:25 氷河

回复 |  删除

网易博友213(浙江 嘉兴)

手把手教我吧，呵呵o(∩_∩)o...

我一直很奇怪你到底是谁⋯⋯

2007-09-02 14:45网易博友213

回复 |  删除

手把手教我吧，呵呵o(∩_∩)o...

2007-09-02 08:06萝卜

回复 |  删除

```

kingkongmao



21/08/18, 00:33 -  - 

Pagina 3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781115131919/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2007-09-02 04:43

回复 |  删除

孔庆东老师曾说过很经典的一句话，他说，做一件事，不专注做不好，太专注了也不行

，有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让事情慢慢的发展，不用急于立即成功。我们公司几个道长推

荐我看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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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最近发生了很多无奈的事情 McCLIM 0.9.5 Released  

2007-09-02 11:46:46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新的学期新的学期    

新的学期开始，作为一名大七的学生，新学年虽已司空见惯，但还是要好好准备一下了。

最近没少在家旁边的紫金港校区走动(住在望月唯一的目的)，那些正在军训的大一新生脸上稚嫩的表

情，对大学生活无限的期待，让我仿佛又回到了刚入学的那个年代。如饥似渴地学，毫无 牵挂地玩，

放开思想去生活，毫无规划但看似又充满美好的未来，貌似就是一个大学新生的风貌吧。虽然我已经

老了，但比他们学得更多的知识，对社会看得也更清 楚一些，好歹也不愧年长几岁了。

如此怀念大学生活，所以决定继续把自己当作学生，学习各种各样有趣但无用的知识，同时混迹在浙

大校园里。等完成《On Lisp》的翻译以后，要好好准备考研了。

昨晚边吹长笛边走在紫金港的路上，感觉自己变年轻了⋯⋯

秋天到了，风衣的时代也快要到来了

阅读(898)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最近发生了很多无奈的事情 McCLIM 0.9.5 Rel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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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2007-09-04 17:00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太帅了

2007-09-04 11:07深蓝

回复 |  删除

好久没去zjg了，好怀念那里的学生

2007-09-02 20:31tingtingis

回复 |  删除

好像是生活在梦中一样，穿着长风衣边走边吹笛子

2007-09-02 14:41网易博友213

回复 |  删除

赞binghe妈妈的一流手艺， 

这是个拉风的年代，重新唤醒你的风衣吧，正如圣衣对于圣斗士一样.......

2007-09-02 08:53Guru

回复 |  删除

这张照片中共有5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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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学期 《国富论》  

2007-09-03 10:29:18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McCLIM 0.9.5 ReleasedMcCLIM 0.9.5 Released    

McCLIM 0.9.5 "Eastern Orthodox Liturgical New Year" released!McCLIM 0.9.5 "Eastern Orthodox Liturgical New Year" released!

The McCLIM developers are happy to release version 0.9.5 of McCLIM,

code-named "Eastern Orthodox Liturgical New Year".

This release includes many important bug fixes. There have been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improvements to the core CLIM implementation,

to the backends, and to the editor substrate "Drei", which we introduced

in the last release.

When testing this release, we found that it works on the following

implementations:

 * SBCL

 * OpenMCL

 * CLISP

 * Allegro Common Lisp 8.0 in ANSI Mode

For compatibility with other implementations, please see the attached

release notes.

Get the tarball at

<http://common-lisp.net/project/mcclim/downloads/mcclim-0.9.5.tar.gz>.

Alternatively, you can install McCLIM via asdf-install.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comments and bug reports. Please send

them to mcclim-devel at common-lisp.net. The list of currently known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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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gs can be found at <http://trac.common-lisp.net/mcclim/report/1>.

Have fun using McCLIM,

The McCLIM developers.

RELEASE NOTES FOR McCLIM 0.9.5, "Eastern Orthodox Liturgical New Year":

Compatibility

=============

This release was tested and found to work on the following

implementations:

 * SBCL

 * OpenMCL

 * CLISP (requires "Telent" CLX)

 * Allegro Common Lisp 8.0 in ANSI Mode

In our tests, this release of McCLIM did not work on the following

implementations:

 * CMUCL (at the time of this release, the released CMUCL has a bug

   that prevents successful loading of McCLIM; CMUCL 19d + patch 1 and

   the 2006-12 snapshot or later contain a fix for this problem)

Also, McCLIM currently does not support lisps with case-sensitive

readers (Allegro CL "modern mode" and lower-case Scieneer CL).

Changes in mcclim-0.9.5 "Eastern Orthodox Liturgical New Year"

relative to 0.9.4:

==============================================================

>From the NEWS file:

* Changes in mcclim-0.9.5 relative to 0.9.4:

** Installation: the systems clim-listener, clim-examples,

   and clouseau can now be loaded without loading the system mcclim

   first. Users with existing McCLIM installations should use the

   provided script:

     ./symlink-asd-files.sh /path/to/asdf-central-registry/

** New extension: tab-layout. This extension allows keeping a stack of

panes

   whose foreground pane is controlled by a tab bar. This layout can be

   customized in backends and frame managers. For examples, see the

   gtkairo backend and the pixie frame manager.

** New extension function: SHEET-RGB-IMAGE: makes a screenshot of a sheet

   in the CLX backend. (Supported on truecolor visuals only for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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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充实的周末诞生了⋯⋯ 2006-09-03 09:17:19

    转载

** New experimental extension: tree-with-cross-edges are an extension to

   the graph formatter.

** New experimental backend: clim-graphic-forms: native widgets on Windows.

   This backend is still very experimental (it doesn't run demos yet).

** New inspector feature: The inspector now displays more useful information

   about hash tables and generic functions.

** Specification compliance: Various layout panes no longer quite as

   aggressive at eating the space requirements of their children.

** Specification compliance: There is now a rudimentary implementation of

   NOTIFY-USER

** Usability: Text editors and text input panes now use click-to-focus.

** Improvement: the ACCEPTING-VALUES command table was renamed to

   ACCEPT-VALUES (as this is the name that the other clim-2 implementation

   uses)

** Improvement: the CLX backend should no longer cause focus stealing

   when an application has text-editor panes.  This change comes with

   a rudimentary click-to-focus-keyboard widget policy.

** Improvement: define-application-frame now allows a :default-initargs

   option. (This is not exactly a "specification compliance" fix, as

   d-a-frame is not defined to accept this option.).

** Improvement: menu-choose menus now look a little prettier.

** Improvement: added more styles for bordered-output: :rounded, :ellipse

** Improvement: Toggle button values now default to NIL.

** Improvement: Frame layouts are now inherited from the frame's

   superclass.

** Improvement: The Lisp Syntax is much improved: now recognizes

   delimiter characters, and more types of Lambda lists.

** Bug fix: Bezier designs should now draw in the right place in all

   backends.

** Bug fix: Text in Drei no longer "walks" to the left.

** Bug fix: Drei now has better support for delimiter gestures.

** Bug fix: Partial commands now work better when invoked from the menu.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cclim-devel mailing list

mcclim-devel@common-lisp.net

http://common-lisp.net/cgi-bin/mailman/listinfo/mcclim-devel  

阅读(1221)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新的学期 《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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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2007-09-03 04:37 氷河

回复 |  删除

CLIM (Common Lisp Interface Manager)，广泛支持的 Lisp GUI 框架的开源实现。最早由 Symbolic

s, Inc. 公司在 Lisp Machine 上设计，后来成为事实上的标准，几乎所有商业 Lisp 产品都提供内置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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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国富论》《国富论》    

终于读完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60 从科海里买到的(纯属偶然)。其实我平时很少看这类书，

印象里只有大三的时候为了追法律专业的 zilong mm，硬着头皮看完了约翰·奥斯汀的经典著作

《法理学范围之限定》，大五的时候出于同样的理由看了一半邱小平的《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

修正案研究》以及《达芬奇密码》，然 后 zilong mm 去北京读研了，我得到了知识和友谊:) (跑题了

不好意思)

《国富论》让我学到了很多计算机书里没有的经济学知识。关于社会分工、工资、青年教育支出和税

收的部分尤其有用，关于货币、地租和殖民地的部分不是很感兴趣。阅读有一半是在公交车上完成

的，另一半是以报复性心理在休息和少量工作时间完成的。今晚算是在家里特别花时间把最后的关于

税收和公债的章节结束掉。

不管怎么说，认识到我所从事的工作在本质上属于一般性的商业活动，老板其实是个不太合格的商

人，对我理解老板的行为也是有帮助的。下次再发生之前发生过的某些事，我可以用从《国富论》里

学到的知识反驳他了^_^

知识，有一点我最看重：学到的都是自己的。虽然可以分享给别人，但原创性思想仍是自己独有的。

每学到一些新知识，我就多一分自信。我一直鼓励组内兄弟们趁着工作不忙的时候多学新知识，这样

才能弥补无偿加班带来的损失:)

P.S. 接下来继续翻译《On Lisp》，虽然按照目前的进度已经不可能在一月内完工了，但延长半月还

是可以完成的，还有一个国庆长假呢。

阅读(1438)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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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到来前的阶段性总结，暨 2010 年第三阶段的开始 2010-09-04 16:48:05

又见Linux发行版之争⋯⋯ 2006-09-04 17:14:4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2007-12-09 05:12 氷河

回复 |  删除

《On Lisp》翻译项目进展并不快，但在很多网友的鼓励和帮助下，终于坚持下来了，我很欣慰。

2007-09-05 12:52 氷河

回复 |  删除

萝卜

借我看看啊，我可以把《社会学》借你看，互通有无，娃哈哈

好的，晚上来我家拿吧。最近POPO组工作轻松，也该多花点儿时间看杂书了。

2007-09-05 12:51 氷河

回复 |  删除

Guru

你是在追  Lisp 专业的mm吗？

这个是本职工作。不过发现哪里有 Lisp MM 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哦，属珍稀动物。

2007-09-05 05:58Guru

回复 |  删除

你是在追  Lisp 专业的mm吗？

2007-09-05 04:50萝卜

借我看看啊，我可以把《社会学》借你看，互通有无，娃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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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7-09-05 04:08姗猫

回复 |  删除

得出结论：追MM可以促进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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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p Machine 初体验Lisp Machine 初体验    

前不久偶然的机会从 BT 上搞到了一份 Symbolics OpenGenera 2.0 安装包，也就是传说中的

Lisp Machine 移植到 DEC Tru64 Unix 上的虚拟机版本。原本只能运行在 Alpha 处理器上，但因

为有高人出手，写了一个 Alpha 到 x86_64 的虚拟机，结果是现在可以在 64 位 Linux 上面跑起来

了。虽然配置有些麻烦，但经过两天的努力，还是把它跑起来了，这是初始画面：

按照一份简要说明，首先新建一个 site，并且重启网络：

然后把整个环境保存下来，存到一个新的加载文件里：

保存的过程中，窗口会消失，如果成功了再重新出现：

以后就可以从保存下来新文件启动了，注意屏幕提示已经不一样了，目前是工作状态，算是安装完成

了：

按 F1(Select) +D，进入文档系统，然后才有文档可看：

Symbolics, Inc. 公司存在于 1982-1998 年，Genera 开发环境是该公司的主要软件产品，跑在各

个系列的 Lisp Machine 硬件上。我相信 1990 年前后，没有哪个操作系统能和 Lisp Machine 操

作环境相媲美了，简直是程序员的天堂。C 语言刚刚产生标准，古老的 Turbo C 2.0 还在广泛使用

呢，C++ 和 Java 还在婴儿时期，而 Common Lisp 已经跟现在完全一样了，完整的面向对象特

性，以及 GUI 接口标准。

关于安装的细节和准备工作，以后再给出详细说明。我要先好好学学文档了，还几乎完全不会用呢。

阅读(10043)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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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cl-net-snmp 5.0 2008-09-08 08:19:17

Subversion 的一些细节问题 2006-09-08 16: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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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转载

《国富论》 在 Linux 上运行 VLM 环境 (Part 1)  

2014-11-17 09:34niming

回复 |  删除

才看到这个文章的，共享一下吧，多谢了，大神 350397834@qq.com

2011-02-24 16:02baozii

回复 |  删除

冰河老大，Symbolics OpenGenera 2.0 的 opengenera2.tar.bz2 包还有嘛？我bt下了很久都下不到，

不知道能不能分享一下~

 

我的邮箱 ok_zhangbo@126.com

2011-02-24 18:39

来自网易手机博客

baozii 回复 baozii

回复 |  删除

在你的地盘里找到了，谢~！

2012-08-28 16:06西邻 回复 baozii

回复 |  删除

在那里，我怎么找不到？

能给我发一份不？heiheikecainiao@126.com

SpiderHunt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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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27 15:33

回复 |  删除

我下载的是OpenVMS的虚拟机，对么？

2012-03-27 14:39SpiderHunt2011

回复 |  删除

那个Alpha->80x86的虚拟机怎么搞到的？能共享一下么？

SpiderHunt2011@gmail.com

我新学的Common Lisp，很喜欢。

2007-09-09 03:17 氷河

回复 |  删除

krzycube(广东 珠海)：

最后一张缩略图对应的图貌似不对

多谢指正，我改过来了。

2007-09-09 03:10krzycube

回复 |  删除

最后一张缩略图对应的图貌似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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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ux 上运行 VLM 环境 (Part 1)在 Linux 上运行 VLM 环境 (Part 1)    

本文介绍如何在 64 位 Linux 系统上运行 Symbolics Virtual Lisp Machine 环境。

[准备工作]

1. 一台 x86_64 兼容的服务器或工作站, 只有 x86 平台的话可用 qemu 配 x86_64 虚拟机;

2. 64 位 Linux 系统, 推荐采用经过测试的版本 (Debian 或 Ubuntu);

3. opengenera2.tar.bz2 和 snap4.tar.gz 这两个安装文件.

[理论]

1. Virtual Lisp Machine(VLM) 运行环境由三部分组成:

   启动程序是操作系统接口, 负责 lisp machine 指令到 alpha 指令的转换, 并加载映像文件;

   操作系统映像文件, 包括全部 Lisp 层面的实现;

   源代码以及文档(sys.sct目录);

2. 难以得到的 opengenera2.tar.bz2 实际上只提供最后一部分: 源代码以及文档.

   这个压缩包里含有的其余两部分是用于 Alpha 处理器的 DEC Tru64 UNIX 环境下的, 对 x86_64

环境没有用的.

3. snap4.tar.gz 里包括三个东西:

   启动程序(genera), 操作系统接口, 估计完成了从 lisp machine 指令到 x86_64 的转换.

   映像文件(Genera-8-5.vlod)

   调试器映像(VLM_debugger)

4. VLM 是一台虚拟机, 运行 VLM 的真实服务器称为宿主机. 虚拟机访问宿主机资源是通过网络来完

成的. 对于文件来说, 使用的是 NFS. VLM 可以将宿主机的文件系统映射到 Lisp 的 SYS 逻辑路径上.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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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LM 的系统时间是在启动时通过宿主机提供的 UNIX 时间服务以 UDP 协议获得的, 实践表明不

存在千年虫.

6. VLM 的 Linux 移植版本把 IP 地址固定在 10.0.0.2 上，它在运行时建立了一个 TUN 通道，连接

到宿主机 10.0.0.1 上，宿主机上的这个地址是自动创建的，无须事先修改任何网络有关的配置文

件。但要确保宿主机本身不要配置任何通道网络设备。

[实践]

1. 安装宿主机上必须的一些软件, 包括 INETD, NFS 和 NIS:

# aptitude install openbsd-inetd nfs-user-server nis

注意, 安装 NIS 时系统会提示输入 NIS 服务器所在的网络域, 默认值是当前 Linux 主机所在的 DNS

域, 建议接受这一默认值.

1.1. INETD 为 VLM 提供时间服务, 它的配置文件 /etc/inetd.conf 里要包括下列 4 行:

daytime         stream  tcp     nowait  root    internal
daytime         dgram   udp     wait    root    internal
time            stream  tcp     nowait  root    internal
time            dgram   udp     wait    root    internal

然后重启 inetd:

# /etc/init.d/openbsd-inetd restart
Restarting internet superserver: inetd.

1.2. NFS 的配置方法是在 /etc/exports 里加入下列一行:

/       10.0.0.2(rw,no_root_squash)

然后重启 NFS:

# /etc/init.d/nfs-user-server restart
Stopping NFS servers: mountd nfsd.
Starting NFS servers: nfsd mountd.

NFS 的正确访问还需要在宿主机上建立一个 lispm 组和 lispm 用户:

# groupadd -g 4294967294 lispm
# useradd -g lispm -u 4294967294 -s /bin/false -d /tmp lispm

上述用户和组在 /etc/passwd 以及 /etc/group 里是这个样子的:

lispm:!:4294967294:4294967294::/tmp:/bin/false
lispm:!:4294967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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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NIS 提供的配置文件在 /etc/default/nis 里, 主要修改的内容如下:

NISSERVER=master
NISCLIENT=false

然后重启 nis:

# /etc/init.d/nis restart
Starting NIS services: ypserv yppasswdd ypxfrd ypbind.

NIS 服务所需的数据使用下列方法生成:

1.3.1. 修改系统密码加密方式, 取消 md5 特性. 方法是修改 /etc/pam.d/common-password, 把

password   required   pam_unix.so nullok obscure min=4 max=8 md5
改为

password   required   pam_unix.so nullok obscure min=4 max=8 # md5
这相当于把 md5 部分注释掉了.

1.3.2. 将 shadow 密码转换为传统密码, 这样会降低密码安全性, 但这是 nis 所要求的, 没有办法:

# pwunconv
# grpunconv
这两个命令的精确含义可以通过 man 查询到:

pwunconv creates passwd from passwd and shadow and then removes shadow.
grpunconv creates group from group and gshadow and then removes gshadow.

1.3.3. 进入 /var/yp 目录, 执行 make:

ddb-3:/var/yp# make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var/yp/lab.163.org'
Updating passwd.byname...
Updating passwd.byuid...
Updating group.byname...
Updating group.bygid...
Updating hosts.byname...
Updating hosts.byaddr...
Updating rpc.byname...
Updating rpc.bynumber...
Updating services.byname...
Updating services.byservicename...
Updating netid.byname...
Updating protocols.bynumber...
Updating protocols.byname...
Updating netgroup...
Updating netgroup.byhost...
Updating netgroup.byuser...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var/yp/lab.163.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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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 VLM 所需文件

在主目录里, 解压两个安装文件: (以下假设我的主目录是 /home/binghe, 这个假设会多次用到)

$ tar xvjf opengenera2.tar.bz2
$ tar xvzf snap4.tar.gz

解压 opengenera2.tar.bz2 能得到一个 og2 目录, 对我们来说, 唯一需要的是 og2/sys.sct 目录.

解压 snap4.tar.gz 能得到 snap4 目录, 内容如下:

-rw-r--r--  1 binghe staff      733 2006-08-08 dot.VLM
-rwxr-xr-x  1 binghe staff  1533760 2006-08-08 genera
-rw-r--r--  1 binghe staff 54804480 2006-08-08 Genera-8-5.vlod
-rw-r--r--  1 binghe staff     2902 2006-08-08 README
-rw-r--r--  1 binghe staff      934 2006-08-08 .VLM
-rw-r--r--  1 binghe staff   346880 2006-08-08 VLM_debugger

唯一的配置文件是 .VLM 文件, 确保它的内容是这样的:

genera.network: 10.0.0.2;mask=255.255.255.0; gateway=10.0.0.1
genera.virtualMemory: 2048
genera.world: Genera-8-5.vlod
genera.debugger: VLM_debugger
genera.coldLoad.geometry: 800x600

由于 genera 需要打开一个 TUN/TAP 网络设备, 普通用户没有这个权限, 所以 VLM 必须以 root 权

限启动, 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使用 sudo, 给当前用户设置一个 sudo 的特权. 方法是安装 sudo:

# aptitude install sudo

然后用 visudo 命令修改 sudo 的配置文件, 加上下面一行: (我当前的用户是 binghe, 读者请自行调

整配置文件里的用户名部分)

binghe ALL=NOPASSWD: ALL

最后,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在 snap4 目录里执行 sudo ./genera 就可以看到 Open Genera 窗口了.

需要注意的是 Lisp Machine 的窗口尺寸非常大，在我的桌面环境下，加上 Linux 自身的窗口边框

以后，尺寸达到了 1512x976，幸好我的显示器是 1680x1050 的⋯⋯

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这台 64 位机, 并不是工作站, 而是一台远程的服务器. 这种情况下只需通过

SSH 登录时打开 X 转发选项 (ssh 加 -X 参数), 同时确保从一个运行了 X Server 的客户机登录过去

就可以了 (所有的 Linux 桌面环境都满足条件, Windows 的话难度较大, 需要安装 Cygwin 并启动 X

Server 才行)

启动 Open Genera 窗口以后还需要大量配置工作才能得到一个可用的 Lisp Machine 环境,  这部分

内容请看下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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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我日夜思念的⋯⋯ 2006-09-10 14:06:40

设计啊设计⋯⋯ 2006-09-10 10:19:3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2530)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Lisp Machine 初体验 在 Linux 上运行 VLM 环境 (Part 2)  

2014-05-18 02:24jun1484528313

回复 |  删除

看了，运行起来，折腾了很久。

2013-11-24 20:05negatlov

回复 |  删除

搞定，运行ok。 看文档学习去。

2012-03-27 15:45SpiderHunt2011

回复 |  删除

那个snap4.tar.gz到哪里去下载？

2012-03-27 18:45 冰河 回复 SpiderHunt2011

回复 |  删除

别折腾了，现在连我都无法用这些文件把环境跑起来了。去买台 Alpha 工作站再说吧。

Zypeh 回复 SpiderHunt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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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21 16:25

回复 |  删除

http://www.unlambda.com/download/genera/

2007-09-11 13:28 氷河

回复 |  删除

Rhythm

这要求够苛刻的⋯⋯64位机+1680×1050的分辨率⋯⋯

最近的实践表明：分辨率小点儿没关系，启动时 VLM 环境可以根据当前 X 的屏幕尺寸自动选择一个稍微

小一点儿的窗口尺寸。1280x1024 的屏幕上我今天跑了一下，也是可以的。

2007-09-11 12:08Rhythm

回复 |  删除

这要求够苛刻的⋯⋯64位机+1680×1050的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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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在 Linux 上运行 VLM 环境 (Part 1) 64 位  

2007-09-11 19:34:30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在 Linux 上运行 VLM 环境 (Part 2)在 Linux 上运行 VLM 环境 (Part 2)    

本文简要说明在 Open Genera 图形环境运行起来以后在虚拟机上的配置部分.

[理论]

1. 每个 VLM 实例都需要先定义一个站点 (site), 然后运行在这个 site 上. Lisp Machine 原本是支

持分布式计算的, 多个 site 之间可以互相跨 site 操作.

2. 一个 VLM site 在定义的同时也定义了与宿主机的文件系统映射关系, VLM 实际上并不管理文件

系统, 它通过 NFS 访问宿主机的文件系统. 当然, 这和原始 Lisp Machine 上是不一样的. 文件系统映

射带来的另外一个好处是, VLM 可以访问到几乎所有源代码了. opengenera2.tar.bz2 里含有 130

万行 Lisp 源代码, 采用 ANSI Common Lisp 或者 ZetaLisp 语法写成.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全部

的源代码, 仅仅是分发给最终用户的可用来扩展系统的那部分源代码.

[实践]

1. 首次启动 Open Genera 环境时, 可以看到如下屏幕提示:

Symbolics Open Genera(TM) 2.0

This machine is Distribution DIS-LOCAL-HOST, a Symbolics Virtual Lisp Machine(TM),

running on Distribution DIS-EMB-HOST, a DEC Alpha workstation.

Symbolics Open Genera 2.0

Loaded from HOST:Genera-8-5.vlod

409.0M words virtual memory requested, 398.0M words still available.

Open Genera    2.0

Genera         8.5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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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 program 9.0

DEC OSF/1      V127

其中 DIS-LOCAL-HOST 是 VLM 的初始 site 名称, 这是软件分发时提供的初始 site, 最后要被改掉.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版本信息:

DEC OSF/1 大概是最初 VLM 所运行的操作系统信息 (DEC OSF/1 on Alpha)

Genera program 是作为操作系统接口的启动程序, 版本 9.0

Genera 是 Lisp Machine 系统映像, 版本 8.5

Open Genera 是 Genera 在 DEC Tru64 UNIX 上的移植, 版本 2.0

(OSF/1 和 Tru64 是 DEC 的两种不同的操作系统, 前者跟 Lisp Machine 的关系我不是很清楚...)

最后的屏幕提示是

Please login.

Command:

2. 下面新建一个 site, 可以取任何名字, 不区分大小写, 命名规则跟 Lisp Symbol 一致. 这里我用的是

"testing"

:Define Site (site name) testing

注意我首先输入的是 :define 然后我输入空格, :define 就自动变成 :Define 了, 然后我输入 site 再按

空格就得到了 :Define Site (site name), 这时我再输入 testing 然后回车, 可以看到下列信息:

Defining site TESTING with the local host as the Primary Namespace Server

Namespace Server Name: /the name of the primary namespace server/

<ABORT> aborts, <END> uses these values.

Lisp Machine 的 UI 设计很有意思, 它提示你没有设置 Namespace Server, 设置的方法是用鼠标

点一个那些斜体小字 /the name of the primary namespace server/,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输入焦

点了.

由于 Linux 移植本身的限制, 这个地方必须填 wide-vlm, 是符号名, 不区分大小写. Linux 移植版本认

为 VLM 所在的主机名是 wide-vlm, 而宿主机的主机名是 wide.

输入了所需的 Namespace Server Name (wide-vlm) 以后回车, 就会出现更多的信息:

System File Directory: HOST:/var/lib/symbolics/sys.sct/site/

Namespace Descriptor File: HOST:/var/lib/symbolics/sys.sct/site/testing-

namespace.text

Unix Host Name: /the name of the DEC AXP host on which Open Genera is

running

Default Login: Lisp-Machine

Host for Bug Reports: wide-vlm

Local Timezone: EDT

Standalone Site: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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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RT> aborts, <END> uses these values.

和前面一样, 需要用鼠标点击每个需要修改的属性, 填写正确的信息. 如果需要在原值的基础上修改, 一

个方法是把鼠标移到需要修改的条目上, 等到该条目周围出现了边框, 按鼠标右键就能得到一个弹出式

菜单:

+----------------------------------------------+

|Operation on #<ACCEPT-VALUES-VALUE 401024077>:|

|----------------------------------------------+

|Edit this field                               |

|Remove this field                             |

|Replace this field                            |

|/Presentation debugging menu/                 |

|/System menu/                                 |

|/Window operation menu/                       |

+----------------------------------------------+

左键选择第一项 "Edit this field" 就可以直接编辑当前内容了. 注意, 编辑环境的键绑定是类 Emacs

的.

假设我在宿主机上把 og2 目录解压在 /home/binghe/og2, 我宿主机的真实主机名 ddb-

3.lab.163.org, IP 地址为

172.16.3.3 (IP 地址信息可以自动检测到, 如果正确配置了 NIS), 默认登录用户为 binghe, 那么最后

的屏幕上应该是这个样子:

:Define Site (site name) testing

Defining site TESTING with the local host as the Primary Namespace Server

Namespace Server Name: wide-vlm

System File Directory: WIDE:/home/binghe/og2/sys.sct/site/

Namespace Descriptor File: WIDE:/home/binghe/og2/sys.sct/site/testing-

namespace.text

Unix Host Name: ddb-3.lab.163.org

System Type for WIDE: UNIX42

Address for WIDE: INTERNET 172.16.3.3

File Protocol for accessing WIDE: NFS

Default Login: binghe

Host for Bug Reports: wide-vlm

Local Timezone: EDT

Standalone Site: [Yes] No

<ABORT> aborts, <END> uses these values.

当这些输入都完成以后, 按键盘 END 或者鼠标点击一下屏幕上的 <END> 就可以开始执行命令了, 如

果没有问题的话, 会得到如下屏幕输出:

The local host is now WIDE-VLM

[09:50:12 Namespace on DIS-LOCAL-HOST: Reloading namespace TESTING.

          Recent servers contacted are DIS-LOCAL-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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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0:13 Namespace TESTING has become unloaded:

          No longer server for this namespace.]

3. 然后重启一下网络:

Command: :Reset Network

[09:50:23 Namespace on WIDE-VLM: Reloading namespace TESTING.

          Recent servers contacted are WIDE-VLM]

[09:50:23 The local host WIDE-VLM did not have address 10.0.0.2 on

network INTERNET with name eth0 but it was specified in the FEP. The

namespace needs to be fixed.]

4. 接下来要做的是映射文件系统, 以便日后能方便地访问源代码和文档:

Command: (si:login-to-sys-host)

NIL

Command: (fs:set-logical-pathname-host "SYS" :translations '(("**;*.*"

"WIDE:/home/binghe/og2/sys.sct/**/*.*")))

#<FS:LOGICAL-HOST SYS>

5. 然手利用源码重建调试信息数据库:

Command: (si:enable-who-calls :all-remake)

Scanning all compiled functions...

Scanning all symbols...

Loading macro callers from SYS:PATCH;SYSTEM-452;MACRO-CALLS.VBIN.8.

Who calls database made.

New definitions will be added automatically.

:ALL

6. 安装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步是把所有成果保存到一个新的文件里 (binghe.vlod)

Command: :Save World (on file [default WIDE:Genera-8-5.vlod])

WIDE:/home/binghe/snap4/binghe.vlod

Estimated size is 54092 blocks.

Symbolics System, /home/binghe/snap4/binghe.vlod

Virtual Lisp Machine Processor, 409.0M words virtual memory requested,

396.0M words still available.

 Open Genera    2.0

 Genera         8.5

 Genera program 9.0

 DEC OSF/1      V127

Testing WIDE-VLM

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is herald? (Y or N)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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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tle for this world on the disk label is

"Open Genera 2.0, Genera 8.5".

OK? (Y or N) 

然后我只要按一下 Y, 就开始 dump 整个 world 了. 窗口一度消失, 然后再恢复.

7. 接下来测试 New World 的可用性. 首先要把当前环境退出, 我还不知道怎么用命令退出, 所以直接

在宿主机上面 Ctrl+C 把 genera 程序中断了...

然后修改 .VLM 文件, 把

genera.world: Genera-8-5.vlod

改为

genera.world: binghe.vlod

然后用 sudo ./genera 重新启动.

8. 新的图形窗口如果顺利产生了, 那么可能将会是这个样子:

Symbolics Open Genera(TM) 2.0

This machine is Testing WIDE-VLM, a Symbolics Virtual Lisp Machine(TM),

running on Testing WIDE, a DEC Alpha workstation.

Symbolics Open Genera 2.0

Loaded from HOST:Genera-8-5.vlod

409.0M words virtual memory requested, 398.0M words still available.

Open Genera    2.0

Genera         8.5

Genera program 9.0

DEC OSF/1      V127

注意到宿主机和虚拟机的名字都发生变化了. 接下来最重要的操作是看文档, 有两种方法: 一是用快捷

键, 先按 F1, 再按字母 d. 或者通过右键的系统菜单选择 Document Examiner.

文档窗口里分为三部分, 左边是文档浏览窗口, 右上是文档入口, 右下是书签. 选择一个文档入口, 然后

在左边窗口里就可以浏览该文档了. 翻页的快捷键是 <SCROLL> 键, 也就是目前键盘上的

PageDown. 或者用鼠标点窗口左边的滚动条翻页, 左键下翻, 右键上翻.

文档里可以学到关于 Lisp Machine 的几乎所有知识, 所以从这里开始就不需要我再多做说明了.

9. 我还不太清楚用户登录的具体作用, 不过我知道如何登录:

Command: :Login (user name) binghe (keywords) :Host (the name of a host)

WIDE

Password for logging in to WIDE as binghe (or Escape to change user id):

********

No init file: Unable to find any of the files ......

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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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转载

登录时所需的密码是该用户在宿主机上的系统密码, VLM 通过 NIS 来做认证的. 然后可以看到状态栏

里当前登录用户是 binghe 了.

阅读(2473)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在 Linux 上运行 VLM 环境 (Part 1) 64 位  

2013-08-31 05:55肥汁厚味

回复 |  删除

从那里下载的？

2007-09-15 10:25老美

回复 |  删除

看不明白，头大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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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无效抵抗 2012-09-15 17:52:12

相册⋯⋯ 2006-09-15 17:59:1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在 Linux 上运行 VLM 环境 (Part 2) 毽意思千  

2007-09-15 17:09:43 |  分类：  Appl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64 位64 位    

 最近越发感觉手头现有的 32 位处理器的笔记本电脑无法满足需求了，OpenMCL, Open Genera

还有我的 LispWorks 都无法运行。qemu 虚拟出来的 x86_64 环境又太慢，几乎无法使用。

下一轮砸锅卖铁必须是苹果笔记本了。

阅读(860)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在 Linux 上运行 VLM 环境 (Part 2) 毽意思千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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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7-09-19 15:56 氷河

回复 |  删除

不，我要苹果。Macintosh 平台是 Lisp 程序员的天堂。

2007-09-15 16:40Guru

回复 |  删除

哎    话不能这么说     

买AMD的炫龙啊  64的  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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毽球队集训 2010-09-18 06:02:40

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3) 2006-09-17 18:37:2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64 位 台风？  

2007-09-18 00:35:14 |  分类：  爱好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毽意思千毽意思千    

我是一个毽球手。

阅读(1074)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64 位 台风？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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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7-12-29 20:00 氷河

回复 |  删除

joyous

原来穿凉鞋也能踢毽子的

别说穿凉鞋了，光脚也可以的，不过要用一些内力罢了

2007-12-29 19:18joyous

回复 |  删除

原来穿凉鞋也能踢毽子的

2007-09-20 18:34Tommy

回复 |  删除

2007-09-18 15:30网易博友175

回复 |  删除

玉树临风，赞！

2007-09-18 09:34海洋蓝宝石

回复 |  删除

我也想踢。。

2007-09-18 06:41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c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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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Kerberos for Windows 2006-09-18 23:26:34

毽意思千 梦见一棵树  

2007-09-19 00:33:46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台风？台风？    

零级烟柱直冲天，

一级青烟随风偏，

二级轻风吹脸面，

三级叶动红旗展，

四级枝摇飞纸片，

五级带叶小树摇，

六级举伞步行难，

七级迎风走不便，

八级风吹树枝断，

九级屋顶飞瓦片，

十级拔树又倒屋，

十一，十二级陆地很少见。

上述口诀是小学《自然》课学的，明天正好验证一下了。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我要趁夜赶回公司

去，不然明天可能无法出门了。虽然 かわい MM 已经把我拒了，但距离玉泉校区近一些，总有些好

处的。

阅读(516)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毽意思千 梦见一棵树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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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2007-09-21 07:31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伞像佩剑，是装饰品~

2007-09-20 05:03B.E.

回复 |  删除

楼下很有才。。

2007-09-19 03:42深蓝

回复 |  删除

patpat 没被拒过，人生怎能算完整？

2007-09-19 02:34微笑流浪

回复 |  删除

你的恋爱史是血泪史么？

2007-09-18 19:04Guru

回复 |  删除

使用你的伞  合理利用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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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台风？ MIB Browser in LispWorks  

2007-09-21 05:59:53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梦见一棵树梦见一棵树    

确切地说是一棵用来存放 SNMP MIB 信息的 Lisp 多叉树。太兴奋了，困扰了我三天的存储难题做

梦时解决了，想到一个完全不浪费一点儿空间，又能保证高效访问的绝妙的数据结构。于是马上起床

兴奋地写代码⋯⋯

((NIL NIL NIL)

 (((1) ("iso") #<OBJECT-ID 1(iso)>)

  (((3 1) ("org" "iso") #<OBJECT-ID 1.3(iso.org)>)

   (((6 3 1) ("dod" "org" "iso") #<OBJECT-ID 1.3.6(iso.org.dod)>)

    (((1 6 3 1) ("internet" "dod" "org" "iso") #<OBJECT-ID 1.3.6.1(iso.org.dod.internet)>)

     (((1 1 6 3 1)

       ("directory" "internet" "dod" "org" "iso")

       #<OBJECT-ID 1.3.6.1.1(iso.org.dod.internet.directory)>))

     (((2 1 6 3 1)

       ("mgmt" "internet" "dod" "org" "iso")

       #<OBJECT-ID 1.3.6.1.2(iso.org.dod.internet.mgmt)>))

     (((3 1 6 3 1)

       ("experimental" "internet" "dod" "org" "iso")

       #<OBJECT-ID 1.3.6.1.3(iso.org.dod.internet.experimental)>))

     (((4 1 6 3 1)

       ("private" "internet" "dod" "org" "iso")

       #<OBJECT-ID 1.3.6.1.4(iso.org.dod.internet.private)>)

      (((1 4 1 6 3 1)

        ("enterprises" "private" "internet" "dod" "org" "iso")

        #<OBJECT-ID 1.3.6.1.4.1(iso.org.dod.internet.private.enterprises)>))))))))

可能觉得有大量重复，其实所有的数字和字符串都只有一份，重复引用而已。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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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1285)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台风？ MIB Browser in LispWorks  

2008-11-06 07:59 氷河

回复 |  删除

回顾一下，这个 OID 存储技术后来被我废弃了。我写了一个 ASN.1 -> Lisp 的原型编译器，把所有 ASN.

1 定义都转化成 Lisp 代码了。

2007-09-28 07:33bg5hfc

回复 |  删除

既然是树状结构了,为啥不用这样的呢~

查找的时候不是就每个数位只需要匹配一次么~

现在找ID 1.3.6.1.4.1的话不用依次匹配 (1), (4.1), (1.4.1), (6.1.4.1), (3.6.1.4.1), (1.3.6.1.4.1) 的么~?

((NIL NIL NIL)

 (((1) ("iso"))

  (((3) ("org" "iso") )

   (((6) ("dod" "org" "iso") )

    (((1) ("internet" "dod" "org" "iso") )

     (((1) ("directory" "internet" "dod" "org" "iso")))

     (((2) ("mgmt" "internet" "dod" "org" "iso")))

     (((3) ("experimental" "internet" "dod" "org" "iso")))

     (((4) ("private" "internet" "dod" "org" "iso")))

      (((1) ("enterprises" "private" "internet" "dod" "org" "iso")))))))))

2007-09-24 10:37seafish880817

回复 |  删除

wu w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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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21 07:32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有人发现苯分子结构了~

2007-09-21 06:57Restart

回复 |  删除

这种奖赏真是难以言喻的。

2007-09-21 05:16萝卜

回复 |  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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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这个周末过得好 2006-09-24 14:29:0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梦见一棵树 不容易啊⋯⋯  

2007-09-24 23:09:24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MIB Browser in LispWorksMIB Browser in LispWorks    

经过几周的 coding，终于像模像样了。目标：HP OpenView

阅读(804)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梦见一棵树 不容易啊⋯⋯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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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MIB Browser in LispWorks 不想考研了  

2007-09-28 10:38:19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不容易啊⋯⋯不容易啊⋯⋯    

CL-USER 5 > (snmp:snmp-get "localhost" "sysDescr.0")
("Linux 2950.lab.163.org 2.6.18-4-xen-vserver-amd64 #1 SMP Fri May 4
03:26:45 UTC 2007 x86_64")
#<COM.NETEASE.SNMP:V2C-SESSION 40502B441B>

 1500  Common Lisp 
   17    49   441 ./smi/null.lisp
   31    85  1150 ./smi/sequence.lisp
   26   102   897 ./smi/integer.lisp
   18    58   565 ./smi/string.lisp
  105   420  4960 ./smi/pdu.lisp
   21    58   760 ./smi/bulk-pdu.lisp
    3    10    73 ./smi/ipaddr.lisp
   23    59   698 ./smi/message.lisp
   51   207  1948 ./smi/timeticks.lisp
   92   376  3657 ./smi/oid.lisp
   28    50   735 ./smi/package.lisp
   17    30   292 ./deliver.lisp
   34    47   921 ./asn.1/package.lisp
   20    46   579 ./asn.1/syntax.lisp
  156   674  5787 ./asn.1/ber.lisp
    7    20   233 ./asn.1/devel.lisp
   62   134  1619 ./mib/browser.lisp
   14    28   350 ./mib/package.lisp
  116   260  3461 ./mib/build.lisp
  129   451  4376 ./mib/tree.lisp
   98   284  3087 ./snmp/constants.lisp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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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20 级 2009-09-28 17:23:42

国庆假期 2008-09-28 15:30:3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转载

    9    23   254 ./snmp/package.lisp
   38   111  1734 ./snmp/snmp-get.lisp
   59   156  1897 ./snmp/session.lisp
   64   201  3247 ./snmp/snmp-walk.lisp
  268   766 10832 ./asn.1/asn.1.zb
   72   221  2832 ./net-snmp.asd
 1578  4926 57385 

阅读(862)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MIB Browser in LispWorks 不想考研了  

2007-09-28 12:40 氷河

回复 |  删除

海洋蓝宝石

我们公司的服务器貌似不能开snmp的。

凡是认为 SNMP 影响服务器安全的都是无知的表现。SNMPv3 认证加密都支持的。

2007-09-28 10:25海洋蓝宝石

回复 |  删除

我们公司的服务器貌似不能开snmp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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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28 05:44 氷河

回复 |  删除

鸣谢以下单位：

CFFI (Common Foreign Function Interface)

        http://common-lisp.net/project/cffi/

IOLib (CommonLisp I/O library)

        http://common-lisp.net/project/iolib/

CL-PPCRE (Portable Perl-compatible regular expressions for Common Lisp)

        http://weitz.de/cl-ppcre

Zebu (A Library for LALR(1) Parser generation)

        http://www.cliki.net/Zebu

LispWorks (An implementation of ANSI Common Lisp)

        http://www.lispwor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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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不容易啊⋯⋯ 国庆假期第一天  

2007-09-30 03:03:47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不想考研了不想考研了    

最近受几个朋友 (尤其是即将离职的 sishen) 影响，想通了，不想再考研了。理由如下：

读研不一定能得到我理想中的研究生活，浙大计算机系缺乏学术氛围；

考研复习浪费时间。数学可以用一生的时间慢慢地学，仔细地学；我的英语暂时够用了，只要

不和人打交道；政治则是我最讨厌的课程；

没有什么知识是我自学都学不会的，除非做老师否则不必再回学校了。

未来我将把精力主要放在自学和研究上，巩固 Unix 系统管理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在已掌握 Linux 的

基础上学习 Solaris，同时继续以 Lisp 为平台研究各种技术，包括操作系统实现, CORBA, Oracle

以及人工智能中的几个分支。

不管目前这份系统管理员工作还能干多久，有一点很明确：温饱问题不难解决。那么就没有什么可担

心的，放开思想去学我喜欢的东西好了。女朋友估计养不起索性也不找了。

一直很介意自己不是 CS 出身，不过现在无所谓了，我要再重申一下自己的专业，我是 浙江大学 材

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 的本科生，虽然我们专业主攻压力容器设计，但我不感

兴趣，大学四年基本花在计算机上了。但我仍然要感谢我的班主任金志江老师，他尊 重我的选择，鼓

励我学习所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在我本科和甚至毕业以后的将近三年里允许我呆在他的实验室里自由

学习，最重要的，还经常教导我如何为人处事 (这部分课程基本上没学好) 。这样好的老师不多了，

遇到他老人家是我的荣幸。

阅读(1702) |  评论(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不容易啊⋯⋯ 国庆假期第一天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1/08/18, 00:27 -  - 

Pagina 2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78303347970/

冰河

开学前的各项准备 2014-09-29 23:26:56

启动留学手续 2013-09-30 16:33:31

毽球比赛 2012-09-30 17:04:07

语言壁垒 2011-09-30 10:25:3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2007-11-27 04:28网易博友234

回复 |  删除

还好，考验

2007-10-02 09:53kingkongmao

回复 |  删除

虽然少了一个传奇的故事，但是也没觉得有什么变化:)

可能少一个包袱，前行的速度可以更快吧，不管怎样，很有祝福一把的冲动——祝你成功呀，binghe

2007-10-01 22:00 氷河

回复 |  删除

luohandsome

关键是人生规划，一年，三年，五年。。。

有规划的人不会失败。

没啥可规划的，走“以不变应万变”的路线好了。

2007-10-01 18:37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关键是人生规划，一年，三年，五年。。。

有规划的人不会失败。

luohand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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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01 18:32

回复 |  删除

you got it!

虽然这个社会还是很看重文凭。

2007-09-30 17:04zhousen

回复 |  删除

中国的大学都一个样，包括清华北大。

很多教授都在骗国家的钱。。。

若要考研，先找好扎实做研究的导师！

 

2007-09-30 11:18再回首

回复 |  删除

so pity 的一件事情啊，我一直把binghe考研当作是执着人生的典范的. 

浙大cs是不咋滴，binghe可以考虑清华cs 啊，姚期智先生带领下的理论计算机研究小组学术氛围浓厚，

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博士纷纷崭露头角，值得binghe向往和投奔的啊

2007-09-30 07:45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恭喜你明确了目标！

2007-09-30 04:59Rhythm

回复 |  删除

支持，你终于想开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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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画皮 2008-10-01 16:33:05

[lisp-snmp] Roadmap: cl-net-snmp 5.x and 6.0 2008-10-01 11:09:36

收到红颜知己们的节日祝福短信⋯⋯ 2006-10-01 07:07:39

国庆值班 2006-10-01 05:28:59

不想考研了 国庆假期第二天  

2007-10-01 23:45:27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国庆假期第一天国庆假期第一天    

圆满结束。今天的主要成果如下：

Solaris 10 官方文档之基本系统管理手册，看掉了 400 页，基本学会用户、角色和工程的管

理了；

通过阅读 Oracle 10g 文档成功地在 Solaris 10 上安装了 Oracle 10g，并且学会了创建新数

据库；

从 Linux 下的 Oracle 客户端、Windows 下的 Oracle 客户端、ODBC 甚至 LispWorks 等

环境下连接到了 Oracle 数据库上；

自己烧菜做饭吃，今天炒了个排骨蒜薹，挺成功

和毽友们相聚，一起踢毽球，聊天。尤其见到了在上海工作的董姑娘和冯剑夫妇，很开心。

要是每天都过得这么充实，就真的别无所求了。

 

阅读(794)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不想考研了 国庆假期第二天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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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2007-10-03 03:57 氷河

回复 |  删除

sishen

好的. 必须得去你那蹭饭了...

呵呵，来吧

2007-10-02 16:12sishen

回复 |  删除

好的. 必须得去你那蹭饭了...

2007-10-02 13:50 氷河

回复 |  删除

至臻

Oracle 10g是免费版么？

Oracle 10g 现在就是免费下载的，只是有些高级特性不能用罢了。

2007-10-02 13:05至臻

回复 |  删除

Oracle 10g是免费版么？

2007-10-01 18:30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想尝尝你的手艺~口水

2007-10-01 18:02南得"薇"风

回复 |  删除

很充实啊!..



21/08/18, 00:26 -  - 

Pagina 3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79111452760/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21/08/18, 00:26 -  - 

Pagina 1 di 2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7930155187/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黄龙吐翠 + 宝石流霞 2008-10-03 05:26:46

YAMAHA 的乐器好贵⋯⋯ 2006-10-03 03:49:5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国庆假期第一天 国庆假期第三天  

2007-10-03 00:15:51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国庆假期第二天国庆假期第二天    

圆满结束。

Solaris 10 基本系统管理手册看完了，然后又看掉了 520 页的高级系统管理手册。主要的收

获是 Solaris 的系统服务管理，Solaris 不再推荐使用 /etc/init.d 下的启动脚本了，而是使用

了面向对象的高级服务管理体系。

成功地安装了 x86_64 Linux 下的 Oracle 10g 客户端，并用企业版的 LispWorks 连上了

Oracle。在 Debian 下安装 Oracle 环境并不容易，因为 Oracle 官方不支持，必须把系统伪

装成 RedHat 才行。我在 Debian 的 /etc 下拷贝了一个 RedHat 的 redhat_release 文件，

然后安装了 Debian 自带的 rpm 工具，再把 /usr/bin/awk 链接到 /bin/awk 下，然后就把

Oracle 骗了⋯⋯

今天一直呆在家里，只有晚上去紫金港校区超市买点儿东西。看着路上那些年轻的大学生，终

于明白那个时代已经不属于自己了⋯⋯

阅读(722)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国庆假期第一天 国庆假期第三天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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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2007-10-03 09:25Guru

回复 |  删除

520 页 。。。。

辞海 大概看2-3天差不多了吧。

2007-10-02 20:40网易博友191

回复 |  删除

看着路上那些年轻的大学生，终于明白那个时代已经不属于自己了⋯⋯ 

------------------------- 

看着最后一句，挺伤感的...想起一首歌《春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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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国庆假期第二天 国庆假期第四天  

2007-10-03 23:54:02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国庆假期第三天国庆假期第三天    

今天没有前两天干的事情多，不过仍然不算虚度。

系统管理学习。Solaris 的安全模型框架极其宏大，彻底被吓到了。在 Solaris 下，一个用户

(user)，按照应用的业务逻辑可以属于不同的组，但这种组对于操作系统来说基本上只跟文件

的传统 UNIX 权限有关系；操作系统级别的特权操作在 Linux 下全部由 root 用户负责，而在

Solaris 被细化到不同的角色 (role) 中了；对系统里各种软资源(例如内存使用)的限制则按照

project 来授权；最后服务器硬件资源是按照区 (zone) 来分组管理，也可以单独分配给任何一

个用户使用。这样算起来，一个用户可以属于一些组、一些角色、一些 project、以及一些区。

这些都只是开始，Solaris 的本地安全策略和远程安全策略还包括针对各种具体软硬件资源的使

用限制和安全特性，丰富程度在 Linux 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更加安全的大型框架，使用

起来必然要求对它们具备充分的特性了解和合理的配置设计，总之是极富挑战性的任务。

Solaris 的系统安全部分今天只是刚刚开始，700 页文档还只看了 100 页而已，其中最感兴趣

的 Kerberos 部分还没看到呢，明天继续。

素描练习。中午去紫金港吃饭，回来的路上看到一种学名“凤尾兰 (Yucca gloriosa L.)”的美

丽植物，开着大量白色的小花，甚是可爱。于是突发奇想，下午太阳即将落山前，背着画板去

校区里写生了。不过这次绘画练习并不成功，我的碳棒太 粗了，根本不适合画这种精细的东

西，看来明天要买几支铅笔试试了。

看杂书。昨晚开始突然想重温以前看过的网上小说《我的韩国流氓老婆》，所以今天很多时间

花在这上面了，包括晚上的看电视时间。这部小说我很喜欢看，看的时候就好像自己是主人公

一样。爱情对我来说还很遥远，也只能通过看小说偶尔幻想一下了。

Solaris 的学习无论进展如何，明天必须告一段落了，因为还有更重要的学习任务要赶在国庆结束之

前有所成果。LispWorks 在召唤着我⋯⋯

阅读(647)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国庆假期第二天 国庆假期第四天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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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黄龙吐翠 + 宝石流霞 2008-10-03 05:26:46

YAMAHA 的乐器好贵⋯⋯ 2006-10-03 03:49:5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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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国庆假期第三天 国庆假期第五天  

2007-10-05 01:38:59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国庆假期第四天国庆假期第四天    

继续研究 Solaris RBAC (Role-Based Access Control)，太复杂了，不过该花的时间是迟早要花

的，谁也逃不掉。今天的阅读进展只有 100 多页。

下午去联华超市买了一些食品和崭新的 4K 画夹，准备继续加强素描技术的练习了。我的长笛演奏水

平进展缓慢，也需要加强练习了⋯⋯ 我讨厌自己什么都懂

明天开始要先把博客日志入库恢复了。我已经想到了更好的设计，但性能是关键啊，手头的机器大都

内存不足，比较郁闷⋯⋯ 之前是用 SBCL 做的，这次用 LispWorks.

在上海工作的小天回杭州了，今晚住在我家，明天晚上大家又可以聚在一起踢毽球了。

阅读(527)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国庆假期第三天 国庆假期第五天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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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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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国庆假期第四天 国庆假期结束  

2007-10-06 00:45:01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国庆假期第五天国庆假期第五天    

今天可艺术了，起床以后到目前为止一眼书也没看呢⋯⋯

早上起床后开始炖牛肉，结果因为专注于看电视(《亮剑》)把牛肉给忘了⋯⋯ 等我闻到焦味时

砂锅早就烧干了，我的牛肉都黑了。哭死，我可怜的肉啊。不过我决定从哪儿跌倒再从哪儿爬

起来，明天再去超市买一块牛腩回来接着炖。

上午吃榴莲，第一次吃完整的一个榴莲，想来想去决定切开再说。于是我左手按住榴莲，右手

操菜刀一顿猛砍。最后榴莲终于被我切成了两半，我的左手掌也废掉了，被榴莲扎出一片伤

口⋯⋯ 后来听毽友说，榴莲外壳的某个位置是可以轻易掰开的，哭死⋯⋯

中午背着新买的 4K 画夹，带着全套素描装备前往紫金港校区写生。最后决定坐在图书馆台阶

旁边一个很舒服的位置，画学生活动中心A座，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建筑：

           _    _        |

          |_|__|_|       |        _||

       __/==    ==\__    |      _/  |

      / ===      === \   |    _/    |

     |\_===  __  ===_/|  |   /      |

     |   \__|  |__/   |  |  |       |

     +------|  |------+  |  +-------+

-------------------------+--------------

         ____  ____      |

      __/ |_|--|_| \__   |

     /  ===      ===  \  |

     \__===      ===__/  |

        \___|  |___/     |

            +--+         |

画了三个小时终于搞定，签好名以后正准备收工，突然出现一个旁观的小姑娘(估计大一大

二的样子)，看样子很想要我这张画。她没好意思说出来， 但似乎很想开口问我要，走开

以后还几步一回头地看我。最后我一咬牙还是把画送给她了，小姑娘千恩万谢地离开了。

想我田某人好歹也给浙大学子留下点儿东西， 也算不错吧⋯⋯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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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告别 Steve Jobs 2011-10-06 17:45:4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转载

最后发生了一件倒霉事：起身背画夹走人的时候用力过猛，画夹的一角竟然把我左眼眼角

划出一小道口子来，无语了⋯⋯

因为晚上还要在玉泉校区踢毽球，所以离开紫金港图书馆以后直奔去玉泉的公交车。

来到玉泉以后，时间还早，就四处找写生场景，后来选择了欧阳纯美楼，一直画到快要完工并

且蚊子开始出动的时候就不敢再画了。然后找叶星一起吃晚饭，然后七点钟开始踢毽球。

毽球活动无话，结束后毽友们在三食堂休息聊天。因为小蓉要出国工作了，我心血来潮提议给

她画一张像，最后的成果还算不错吧，改日准备复印几份留下，然后把原稿送给小蓉留作纪

念。

回到家，天色以晚，今晚必须干点儿活了，不然会遭雷劈的⋯⋯

阅读(666)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国庆假期第四天 国庆假期结束  

2007-10-08 03:28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推荐看小说版《亮剑》

2007-10-06 11:59diogin

回复 |  删除

呵呵，你也在看亮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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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平常心 2009-10-07 20:46:1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国庆假期第五天 国庆后繁忙的一周  

2007-10-08 10:31:29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国庆假期结束国庆假期结束    

最后两天主要花在看《亮剑》上面了⋯⋯ 不过幸运的是我把 36 集全看完了，终于可以踏踏实实继续

看书了。

大概受台风影响，今天杭州风雨交加，很多地势较低的地带已经被水淹了，我准备留在家里继续看文

档了。

阅读(500)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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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09 17:12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binghe gg的国庆很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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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营口分行 2010-10-12 06:47:04

Canon PowerShot G9 2008-10-12 12:42:07

zz JVM GC的一些基本概念 2006-10-12 10:13:0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国庆假期结束 Macintosh Common Lisp 即将开源  

2007-10-12 22:49:12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国庆后繁忙的一周国庆后繁忙的一周    

国庆后迎来繁忙的一周，除了周一杭州发大水没去上班之外，剩下的班都是以两天为单位上的。

周二夜里研究 Linux-HA + DRBD，到周三白天终于大功告成；

周四夜里博客系统维护，同时我还在测试一个用 LispWorks 写的程序，然后周五又忙了一个下午；

今晚好好休息，明日再战。

做爱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柔情如水的过程，而是从一个高潮走向另一个高潮的永无休止的过程。其实整

个生活都是一样。

阅读(634)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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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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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后繁忙的一周 长笛，周年纪念  

2007-10-13 12:43:14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Macintosh Common Lisp 即将开源Macintosh Common Lisp 即将开源    

(MCL 5.1 的价格令人咋舌，但是即将发布的 5.2 版本竟然要开源了，都是被苹果和 Intel 逼的。)

Purchasing MCL and CLIMPurchasing MCL and CLIM

This page contains pricing, licensing and ordering information for MCL and CLIM.

If you are a new customer, we invite you to try our free downloadable demonstration

copy of MCL.

General

Information

MCL

Licenses

Annual

Support

MCL

Redistribution

Licenses

 CLIM MCL &

CLIM Site

Licenses

MCL &

CLIM

Order

Forms

 Resellers 

General Purchasing InformationGeneral Purchasing Information

MCL 5.1MCL 5.1
The latest release of Mac OSX native MCL (5.1) is available for purchase. MCL 5.1

pricing is based on a single user license and includes 12 months of technical support

and patches. Annual support can be purchased after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the initial

license purchase.

CLIMCLIM
CLIM pricing is based on a single user license with an optional support contract and a

one-time redistribution license. The support contract is per contact person, s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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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might purchase a number of licenses and just one support contract as long as

one inidividual is designated as its contact.

A combined CLIM source code and site license is also available. This allows you to deploy

as many CLIM licenses as you need within your organization. It also provides you will full

access to CLIM sources, but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confidentiality and non-

dissemination of the source files.

General

Information

MCL

Licenses

Annual

Support

MCL

Redistribution

Licenses

 CLIM MCL &

CLIM Site

Licenses

MCL &

CLIM

Order

Forms

 Resellers 

MCL 5.1MCL 5.1

MCL 5.1 is a Mac OSX native version of MCL. The MCL 5.1 Single User License gives

one person the right to use MCL for program development purposes.

If you are using a credit card, purchase order, or paying by check, use the

appropriate order form.

MCL-5 MCL 5.1 $750.00

MCL-5U MCL 5.1 Upgrade from MCL 5.0 $295.00

 

MCL-5/E MCL 5.1 with educational discount $525.00

MCL-5/EU MCL 5.1 Upgrade with educational discount $207.00

 

MCL-5/S MCL 5.1 with student discount $450.00

MCL-5/SU MCL 5.1 Upgrade with student discount $177.00

General

Information

MCL

Licenses

Annual

Support

MCL

Redistribution

Licenses

 CLIM MCL &

CLIM Site

Licenses

MCL &

CLIM

Order

Forms

 Resellers 

MCL Annual SupportMCL Annual Support

One year of technical support and patches is included in the purchase of MCL 5.1 MCL.

After that, support can be purchased for an additional 12 months.

MCL-Sup MCL Annual Support Contract $200.00

MCL-Sup/E with educational discount $160.00

MCL-Sup/S with student discount $140.00

GeneralGeneral MCLMCL AnnualAnnual MCLMCL   CLIMCLIM  MC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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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Information LicensesLicenses SupportSupport RedistributionRedistribution

LicensesLicenses

CLCL

SS

LiceLice

MCL Redistribution LicenseMCL Redistribution License

This is the license for redistributing MCL applications for both PowerPC and 68K

platforms. Product package includes:

Object Code Redistribution License Agreement

N.B. With this license, the MCL compiler must be excised from distributed

applications.

MCL-RK MCL 5.1/4.x Redistribution License $750.00

MCL-RK/E with educational discount $525.00

MCL-RK/S with student discount $450.00

MCL Compiler Redistribution LicenseMCL Compiler Redistribution License

This is the license for including the MCL compiler in applications for both PowerPC and

68K platforms. Product package includes:

Object Code Redistribution License Agreement

N.B. Distributable applications must not include key components of the MC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MCL-CRL MCL 5.1/4.x Compiler Redistribution license $3,000.00

MCL-CRL/E with educational discount $2,100.00

MCL-CRL/S with student discount $1,800.00

MCL and Redistribution License BundleMCL and Redistribution License Bundle

This is bundle includes an MCL license and a license for redistributing MCL applications

for both PowerPC and 68K platforms. Product package includes:

MCL 5.1 License

MCL 5.1/4.x Redistribution License

MCL-RLB Bundle: MCL and MCL Redistribution License $1000.00

MCL-RLB/E with educational discount $700.00

MCL-RLB/S with student discount $600.00

MCL Redistribution license UpgradeMCL Redistribution license Up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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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the upgrade to MCL 5.1 Redistribution license for MCL 4.x Redistribution license

customers. Product package includes:

Object Code Redistribution License Agreement

MCL-RLU MCL 5.1 Redistribution License Upgrade $100.00

MCL-RLU/E with educational discount $70.00

MCL-RLU/S with student discount $60.00

MCL Compiler Redistribution license UpgradeMCL Compiler Redistribution license Upgrade

This is the upgrade to MCL 5.1 Compiler Redistribution license for MCL 4.x Compiler

Redistribution license customers. Product package includes:

Object Code Redistribution License Agreement

MCL-CRLU MCL 5.1 Compiler Redistribution License

Upgrade

$500.00

MCL-CRLU/E with educational discount $350.00

MCL-CRLU/S with student discount $300.00

General

Information

MCL

Licenses

Annual

Support

MCL

Redistribution

Licenses

 CLIM MCL &

CLIM Site

Licenses

MCL &

CLIM

Order

Forms

 Resellers 

CLIMCLIM

The CLIM 2.0 Single User License gives one person the right to use CLIM for program

development purposes.

CLIM-2.0 CLIM 2.0 Single User License $250.00

CLIM-2.0/E with educational discount $200.00

The CLIM Annual Support Contract gives a designated contact person the ability to

obtain technical support on CLIM for a period of one year. An organization may choose

to purchase multiple copies of the CLIM 2.0 Single User License together with a single

CLIM Annual Support Contract for one designated contact person.

CLIM-Sup CLIM Annual Support Contract $200.00

CLIM-Sup/E with educational discount $160.00

The CLIM Redistribution License is a one-time fee that conveys the right to distribute

unlimited copies of CLIM in applications built using MCL. (The MCL redistribution right is

licensed separately.)

CLIM-RL CLIM Redistribution License $200.00

CLIM-RL/E with educational discount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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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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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 Site

Licenses

MCL &

CLIM

Order

Forms

 Resellers 

MCL and CLIM Site LicensesMCL and CLIM Site Licenses

Site licenses for MCL are available on an annual subscription basis with licensee

automatically receiving all MCL updates released during the subscription period.

Licensee is granted a license to duplicate the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received as

provided for in the site license agreement. The annual renewal fee is 25% of the initial

license fee, and the reinstatement fee for lapsed licenses is 50% of the initial license fee.

N.B.:N.B.: Site license "renewal" and "reinstatement" is for receiving continued updates and

upgrades, and is not needed for ongoing use of version(s) received during a site license

period.

Macintosh Common Lisp Limited Territory LicenseMacintosh Common Lisp Limited Territory License

License for up to 10 copies of MCL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distributed at

Licensee's site within a 25 mile radius. Includes one (1) master copy of MCL software.

MCL-LT/C First year license fee (Commercial) $5,000.00

MCL-LT/E First year license fee (Educational) $3,500.00

Renewal is 25% of site license fee. Reinstatement is 50% of site license fee.

Macintosh Common Lisp Unlimited Territory LicenseMacintosh Common Lisp Unlimited Territory License

License for unlimited copies of MCL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distributed at

Licensee's site within a 25 mile radius. Includes two (2) master copies of MCL software.

MCL-UT/C First year license fee (Commercial) $20,000.00

MCL-UT/E First year license fee (Educational) $14,000.00

Renewal is 25% of site license fee. Reinstatement is 50% of site license fee.

Macintosh Common Lisp Worldwide LicenseMacintosh Common Lisp Worldwide License

License for unlimited copies of MCL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distributed at

Licensee's sites worldwide. Includes two (2) master copies of MCL software.

MCL-WW/C First year license fee (Commercial) $50,000.00

MCL-WW/E First year license fee (Educational) $35,000.00

Renewal is 25% of site license fee. Reinstatement is 50% of site license fee.

MCL Initial License Fee Credits:MCL Initial License Fee Credits:

(1) Limited Territory License - Licensees that have previously purchased 10 or more

copies of MCL, may reduce the initial license fee by 50%.

(2) Unlimited Territory and Worldwide License - Licensees that have previously

purchased 40 or more copies of MCL may reduce the initial license fee by 50%.

CLIM Site & Source Code License:CLIM Site & Source Code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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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开学两周；软件升级 2014-10-13 11:37:07

锦标赛归来，重启 2013-10-13 15:45:1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The combined CLIM site and source code license allows you to deploy as many copies of

CLIM as necessary within your organization. It also provides you will full access to CLIM

sources, but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confidentiality and non-dissemination of the

source files.

CLIM-S&SL CLIM Site & Source License $5,000.00

CLIM-S&SL/E with educational discount $4,000.00

阅读(2362)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国庆后繁忙的一周 长笛，周年纪念  

2008-08-18 12:05 氷河

回复 |  删除

后来 MCL 5.2 真的开源了。可惜只能在 PowerPC 处理器的 Mac 电脑上运行，我用不了。

2007-10-15 04:12网易博友8

回复 |  删除

good news

2007-10-13 06:44 氷河

From: alice hartley <a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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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Subject: Re: digitool (MCL) / clozure (OpenMCL)

Newsgroups: gmane.lisp.mcl.general

Date: 2007-10-12 00:15:01 GMT (14 hours and 52 minutes ago)

MCL 5.2 will soon be released as on open source project.

It is Unicode based. It is PPC only.

Perhaps this release will enable some combination of financial

and engingeering resources to provide an Intel implementation.

  A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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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intosh Common Lisp 即将开源 不容易啊⋯⋯  

2007-10-14 20:45:55 |  分类：  爱好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长笛，周年纪念长笛，周年纪念    

去年国庆期间花 ￥2800 买了一支 YMAHA YFL-211 长笛，一年来这件乐器给我带来了无穷乐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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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转载

兴趣让人产生自信，并且从不孤独。

阅读(777)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Macintosh Common Lisp 即将开源 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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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道貌岸然 2009-10-14 16:37:2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2007-12-31 08:55joyous

回复 |  删除

氷河

joyous

下次带过来给我玩玩可以不冰河

no problem

太好了···不过能让它在我家住几天就更好了

2007-12-29 19:59 氷河

回复 |  删除

joyous

下次带过来给我玩玩可以不冰河

no problem

2007-12-29 19:23joyous

回复 |  删除

下次带过来给我玩玩可以不冰河

2007-10-18 14:52石头

回复 |  删除

It's cool!

2007-10-14 19:06 氷河

G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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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

换成泰铢多好

啊，写错了，不是 $2800，是 ￥2800 

2007-10-14 16:58Guru

回复 |  删除

 $2800

换成泰铢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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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笛，周年纪念 CL-HTTP 70.190a  

2007-10-18 00:01:59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不容易啊⋯⋯不容易啊⋯⋯    

又是一个里程碑。

CL-USER 2 > (snmp:snmp-walk "localhost" "system")
((#<SMI:OBJECT-ID sysDescr.0>
  "Linux 2950.lab.163.org 2.6.18-4-xen-vserver-amd64 #1 SMP Fri May 4
03:26:45 UTC 2007 x86_64")
 (#<SMI:OBJECT-ID sysObjectID.0>
  #<SMI:OBJECT-ID netSnmpAgentOIDs.linux>)
 (#<SMI:OBJECT-ID sysUpTime.sysUpTimeInstance>
  #<SMI:TIMETICKS (169041005) 469:33:30.05>)
 (#<SMI:OBJECT-ID sysContact.0>
  "Root <root@localhost> (configure /etc/snmp/snmpd.local.conf)")
 (#<SMI:OBJECT-ID sysName.0> "2950.lab.163.org")
 (#<SMI:OBJECT-ID sysLocation.0>
  "Unknown (configure /etc/snmp/snmpd.local.conf)")
 (#<SMI:OBJECT-ID sysORLastChange.0> #<SMI:TIMETICKS (1) 0:00:00.01>)
 (#<SMI:OBJECT-ID sysORID.1> #<SMI:OBJECT-ID snmpModules.snmpMIB>)
 (#<SMI:OBJECT-ID sysORID.2> #<SMI:OBJECT-ID mib-2.tcpMIB>)
 (#<SMI:OBJECT-ID sysORID.3> #<SMI:OBJECT-ID mib-2.ip>)
 (#<SMI:OBJECT-ID sysORID.4> #<SMI:OBJECT-ID mib-2.udpMIB>)
 (#<SMI:OBJECT-ID sysORID.5>
  #<SMI:OBJECT-ID vacmMIBGroups.vacmBasicGroup>)
 (#<SMI:OBJECT-ID sysORID.6>
  #<SMI:OBJECT-ID
snmpFrameworkMIBCompliances.snmpFrameworkMIBCompliance>)
 (#<SMI:OBJECT-ID sysORID.7>
  #<SMI:OBJECT-ID snmpMPDMIBCompliances.snmpMPDCompliance>)
 (#<SMI:OBJECT-ID sysORI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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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形势 乌云密布 2008-10-18 16: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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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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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I:OBJECT-ID usmMIBCompliances.usmMIBCompliance>)
 (#<SMI:OBJECT-ID sysORDescr.1> "The MIB module for SNMPv2 entities")
 (#<SMI:OBJECT-ID sysORDescr.2>
  "The MIB module for managing TCP implementations")
 (#<SMI:OBJECT-ID sysORDescr.3>
  "The MIB module for managing IP and ICMP implementations")
 (#<SMI:OBJECT-ID sysORDescr.4>
  "The MIB module for managing UDP implementations")
 (#<SMI:OBJECT-ID sysORDescr.5>
  "View-based Access Control Model for SNMP.")
 (#<SMI:OBJECT-ID sysORDescr.6>
  "The SNMP Management Architecture MIB.")
 (#<SMI:OBJECT-ID sysORDescr.7>
  "The MIB for Message Processing and Dispatching.")
 (#<SMI:OBJECT-ID sysORDescr.8>
  "Th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definitions for the SNMP User-based
Security Model.")
 (#<SMI:OBJECT-ID sysORUpTime.1> #<SMI:TIMETICKS (0) 0:00:00.00>)
 (#<SMI:OBJECT-ID sysORUpTime.2> #<SMI:TIMETICKS (0) 0:00:00.00>)
 (#<SMI:OBJECT-ID sysORUpTime.3> #<SMI:TIMETICKS (0) 0:00:00.00>)
 (#<SMI:OBJECT-ID sysORUpTime.4> #<SMI:TIMETICKS (0) 0:00:00.00>)
 (#<SMI:OBJECT-ID sysORUpTime.5> #<SMI:TIMETICKS (0) 0:00:00.00>)
 (#<SMI:OBJECT-ID sysORUpTime.6> #<SMI:TIMETICKS (1) 0:00:00.01>)
 (#<SMI:OBJECT-ID sysORUpTime.7> #<SMI:TIMETICKS (1) 0:00:00.01>)
 (#<SMI:OBJECT-ID sysORUpTime.8> #<SMI:TIMETICKS (1) 0:00:00.01>))

阅读(855)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长笛，周年纪念 CL-HTTP 70.19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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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啊⋯⋯ 太多知识需要学习  

2007-10-20 13:29:10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CL-HTTP 70.190aCL-HTTP 70.190a    

周五晚上带领手下兄弟们上了一个完整的班 (网易相册重要服务器维护)，早上我才回到家里，饿着肚

子睡了一觉，起来以后终于又找回了自我。美好而又充实的周末开始了。

今天的任务是把伟大的 CL-HTTP 70.190a 从 LispWorks 4.4.6 移植到 LispWorks 5.0 上。CL-

HTTP 曾经是最古老的 W3C HTTP 协议参考实现，全部用 Common Lisp 写成，历史悠久的 CL-

HTTP 项目，最初是 MIT AI Lab 的一位前辈在 Symbolic Lisp Machine 上开发的，后来被移植到

几种现代的 Common Lisp 编译器上，包括 LispWorks, Allegro CL, MCL 以及 CMUCL。其中

LispWorks 4 下的移植目前是产品级别的。由于近年来维护者不太活跃，支持 LispWorks 5 的新

版本迟迟放不出来，于是我决定好好学习一下这些古老的源代码，争取把 CL-HTTP 移植到我手头的

商业 LispWorks 5.0 环境，以及 LispWorks 5.0 个人版上。昨晚初步尝试了一下，基本的功能还

是很容易移植的。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工作，我的网络管理平台未来需要一个高性能的 Web

平台，CL-HTTP 是最佳选择。(如果能用 CL-HTTP 的话，谁会去用 hunchentoot 呢)

Common Lisp Hypermedia Server (Common Lisp Hypermedia Server (CL-CL-

HTTP)HTTP)

BenefitsBenefits

 Enables production Web applications written in ANSI Common Lisp.Enables production Web applications written in ANSI Common Lisp.

 Comprehensive standards-compliance for HTTP 1.1 & HTML generation.Comprehensive standards-compliance for HTTP 1.1 & HTML generation.

 Runs on major Lisp implementations over major operating systems.Runs on major Lisp implementations over major operating systems.

 Designed for portability & source compatibility across LispDesigned for portability & source compatibility across Lisp

implementations.implementations.

 High-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of sophisticated Web applications.High-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of sophisticated Web applications.

 Highly customizable, high-quality and extensive implementation.Highly customizable, high-quality and extensive implementation.

 Rapid prototyping for research, product or protocol development.Rapid prototyping for research, product or protocol development.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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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y evolution of applications & site maintenance.Easy evolution of applications & site maintenance.

 Simplified management of complexity.Simplified management of complexity.

FeaturesFeatures

CL-HTTP is a full-featured server for the Internet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HTTP

1.1, HTML 2.0, 3.2 & 4.0.1) that comes complete with source code. The server has

been proven in major production systems, applied in a number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and used in top research laboratories around the world. Some

major features of the server include:

 HTTP 1.1 Compliant HTTP 1.1 Compliant ServerServer, , Caching ProxyCaching Proxy  (HTTP, HTTPS, FTP, SNEWS)(HTTP, HTTPS, FTP, SNEWS),,

Reverse Reverse ProxyProxy, advanced , advanced Web WalkerWeb Walker, programmatic , programmatic Client,Client, and  and manymany

toolstools for Web development. for Web development.

 Computed Computed URLs written in LispURLs written in Lisp supersede conventional CGI scripts supersede conventional CGI scripts

and provide more power than Java Servlets.and provide more power than Java Servlets.

 HTML Synthesis for XHTML 1.0, HTML 4.0 & with generation tools,HTML Synthesis for XHTML 1.0, HTML 4.0 & with generation tools,

including backward compatibility including backward compatibility to earlier HTML standards (3.2, 2.0).to earlier HTML standards (3.2, 2.0).

 Server-side includes (SHTML) incorporate dynamic content into staticServer-side includes (SHTML) incorporate dynamic content into static

Web pages.Web pages.

 Implements GET, HEAD, POST, PUT, DELETE, OPTIONS, TRACE,Implements GET, HEAD, POST, PUT, DELETE, OPTIONS, TRACE,

CONNECT methods.CONNECT methods.

 Secure Socket Layer (SSL) support for server, client, proxy & WebSecure Socket Layer (SSL) support for server, client, proxy & Web

walker.walker.

 SSL X.509 client certificate support for server, client & Web walker.SSL X.509 client certificate support for server, client & Web walker.

 Presentation-based Interfaces with Presentation-based Interfaces with W3PW3P..

 Modular & extensible logging.Modular & extensible logging.

 Persistent Connections for the server & the basic client.Persistent Connections for the server & the basic client.

 HTTP 1.1 Virtual Hosts sharing a single IP address.HTTP 1.1 Virtual Hosts sharing a single IP address.

 Multiple IP address support.Multiple IP address support.

 Reverse Proxy Support, including dynamic URL remapping.Reverse Proxy Support, including dynamic URL remapping.

 Access Control via subnets, passwords (Basic & HTTP 1.1 DigestAccess Control via subnets, passwords (Basic & HTTP 1.1 Digest

Authentication) & X.509 certificates.Authentication) & X.509 certificates.

 Java & JavaScript support.Java & JavaScript support.

 W4 Constraint-Guided Web Walker.W4 Constraint-Guided Web Walker.

 Email Hyperarchive Facility.Email Hyperarchive Facility.

 Site Indexing & Information Retrieval with Site Indexing & Information Retrieval with LambdaVistaLambdaVista

 Web-based configuration of the server & user access control.Web-based configuration of the server & user access control.

 Multi-threaded and dynamically linked.Multi-threaded and dynamically linked.

 Extensible, modular, object-oriented architecture.Extensible, modular, object-oriented architecture.

 Advanced condition handling architecture.Advanced condition handling architecture.

 Dynamically generated Dynamically generated reference manualreference manual..

 Working examplesWorking examples to get you started. to get you started.

 Rich toolkit of Web abstractions.Rich toolkit of Web abstractions.

 Clean abstractions facilitate security audits.Clean abstractions facilitate security audits.

 Mobility support, including disconnected operation on laptops.Mobility support, including disconnected operation on laptops.

 Digitally signed distributions.Digitally signed dis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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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自我感觉良好 2014-10-20 03:38:23

德语 2013-10-20 15:32:07

Common Lisp On Debian 2006-10-20 15:16:3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转载

 Source compatible over major hardware, operating-system and LispSource compatible over major hardware, operating-system and Lisp

platforms.platforms.

 Complete source code.Complete source code.

 Freely distributed since 1994.Freely distributed since 1994.

 Royalty-free, production-quality, cross-platform application deliveryRoyalty-free, production-quality, cross-platform application delivery

on on LispWorksLispWorks with commercial support availability. with commercial support availability.

阅读(2148)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不容易啊⋯⋯ 太多知识需要学习  

2008-01-12 20:09郑迪

回复 |  删除

呵呵,恭喜你,

2007-10-20 19:00 氷河

回复 |  删除

今天真是黄道吉日，不但顺利把 cl-http 打个补丁跑了起来，由于我把移植成果发到 LispWorks 邮件列表

上，cl-http 的两个开发者主动联系我，给了我一个访问该项目最新源代码的权限！现在我竟然拿到了苦苦

等待的 7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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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20 16:49 氷河

回复 |  删除

大功告成，cl-http 跑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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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用 sbcl, asdf 和 cl-launch 编写可分发的 lisp 程序 2006-10-22 19:42:49

CL-HTTP 70.190a Mac OS X Leopard  

2007-10-23 02:37:09 |  分类：  学习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太多知识需要学习太多知识需要学习    

仅仅是跟 Lisp 有关的部分就已经学不过来了，我需要时间，很多时间⋯⋯

GBBopen

OpenCyc

CL-HTTP

CORBA，LispWorks ORB, and CLORB

OpenMCL

SBCL

KnowledgeWorks and LISA

Memory Pool System Project

Elephant

ACL 2

Axiom

OpenGenera and Movitz

同时我还要继续开发 cl-net-SNMP 项目和翻译 Paul Graham 的 《On Lisp》，另外出于工作需要

还要继续学习 Solaris 和重要的 Unix 系统管理技术。唉，所有这些东西够我玩上好几年的了⋯⋯

阅读(1405)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CL-HTTP 70.190a Mac OS X Leop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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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2008-08-18 12:06 氷河

回复 |  删除

回顾一下，Solaris 我快要学成了。

2007-10-27 08:22 氷河

回复 |  删除

没有任何一项是“必要”的，这叫兴趣

2007-10-26 10:46diogin

回复 |  删除

这么多⋯⋯都有必要？我觉得这么一来生活也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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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太多知识需要学习 修身养性  

2007-10-27 01:46:13 |  分类：  Appl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Mac OS X LeopardMac OS X Leopard    

苹果公司终于发布了 Mac OS X Leopard 操作系统，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在于苹果开始支持 64

位 Cocoa UI 了，然后 LispWorks 的 64 位苹果版本可能马上就要更新到支持 Cocoa UI 的版本

了。

然后，可以开始新一轮的砸锅卖铁行动了⋯⋯

阅读(910)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评论这张

太多知识需要学习 修身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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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2007-10-28 09:04 氷河

回复 |  删除

没有什么东西是全人类都买得起的⋯⋯

苹果走的是精英路线。

2007-10-28 04:37深蓝

回复 |  删除

对苹果从来不感冒，除非它能造得比兼容机便宜，造福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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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婚礼、个人对婚姻的看法，以及其他 2012-10-28 16:34:2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Mac OS X Leopard 苹果服务器和磁盘阵列  

2007-10-28 18:51:00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修身养性修身养性    

晴朗微风的夜晚真好。把阳台的落地窗完全打开，就有徐徐微风缓缓穿过整个客厅，和南边大卧室出

来的风汇合在一起，再从北边卫生间和阳台的窗子出去。我则刚 洗完澡，穿上舒服的外衣坐在临阳台

的书桌前看书、上网。自从最后两个室友搬走，一个人住在望月这里大概有三个月了，无人打扰独占

整个房间的感觉真好⋯⋯

所谓的 “3C 原则”，即让身心保持在舒适(Comfortable)，镇静(Calmness)，自信(Confidence)

的状态下工作，似乎我已经达到了。没有什么问题是我解决不了的，唯一的问题是要分清楚什么事情

先做，什么事情后做，什么事情永远不做。

阅读(855)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Mac OS X Leopard 苹果服务器和磁盘阵列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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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2008-08-18 12:08 氷河

回复 |  删除

回顾一下，两年租房期满，我离开望月公寓了，现在住公司附近，和 sishen 夫妇住在一起。家居环境仍

然舒适，而且时常得到朋友的照顾，很好。

独居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2007-11-03 06:05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生活真滋润

2007-11-01 03:25阿珂

回复 |  删除

非炫耀目的的炫耀帖~

2007-10-29 18:59 氷河

回复 |  删除

shmily花儿

我怎么觉得今晚吹风有点冷。。。

昨晚可以吹，今晚再吹的话必然感冒⋯⋯

2007-10-29 16:01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我怎么觉得今晚吹风有点冷。。。

2007-10-28 16:34一口一

回复 |  删除

 ~

羡慕住大房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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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今天，我种下了一朵小蓝花 2008-11-02 05:33:12

修身养性 UDP on LispWorks  

2007-11-02 04:28:20 |  分类：  Appl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苹果服务器和磁盘阵列苹果服务器和磁盘阵列    

唉，啥时候咱系统管理员也能用上苹果的服务器和磁盘阵列呢⋯⋯

阅读(846)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评论这张

修身养性 UDP on Lisp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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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2007-11-02 06:52 氷河

回复 |  删除

唉，发现珍贵的东西是“真贵”呀⋯⋯

2007-11-02 02:44深蓝

回复 |  删除

太贵了，老丁不会有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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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服务器和磁盘阵列 LispWorks supports Mac OS X 10.5 (Leopard)  

2007-11-03 04:53:34 |  分类：  Lisp |  标签： udp  network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UDP on LispWorksUDP on LispWorks    

(in-package :cl-user)

(eval-when (:compile-toplevel :load-toplevel :execute)

  (require "comm")

  ;; Don't warn when I'm hacking the COMM package

  (setf hcl:*packages-for-warn-on-redefinition*

        (remove "COMM" hcl:*packages-for-warn-on-redefinition* :test #'equal)))

(in-package :comm)

(export '(open-udp-stream connect-to-udp-server))

#+win32

(eval-when (:load-toplevel :execute)

  (ensure-sockets))

(defconstant *socket_sock_dgram* 2

  "Connectionless, unreliable datagrams of fixed maximum length.")

(defun open-udp-stream (hostname service &key  (direction :io) (element-type 'base-char)

                        errorp read-timeout write-timeout local-address local-port)

  "learn from open-tcp-stream"

  (let ((socket (connect-to-udp-server hostname service

                                       :errorp errorp

                                       :local-address local-address

                                       :local-port local-port)))

    (make-instance 'socket-stream :socket socket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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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冷 2009-11-02 19:01:0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转载

                                  :direction direction

                                  :element-type element-type

                                  :read-timeout read-timeout

                                  :write-timeout write-timeout)))

(defun connect-to-udp-server (host service &key errorp local-address local-port)

  "see connect-to-tcp-server"

  (let ((socket-fd (socket *socket_af_inet* *socket_sock_dgram* *socket_pf_unspec*)))

    (if socket-fd

      (fli:with-dynamic-foreign-objects ((server-addr sockaddr_in)

                                         (client-addr sockaddr_in))

        ;; bind to local address/port if specified.

        (when (and local-address local-port)

          (initialize-sockaddr_in client-addr *socket_af_inet* local-address local-port

"udp")

          (bind socket-fd

                (fli:copy-pointer client-addr :type 'sockaddr)

                (fli:pointer-element-size client-addr)))

        ;; connect to remote address/port

        (initialize-sockaddr_in server-addr *socket_af_inet* host service "udp")

        (if (connect socket-fd

                     (fli:copy-pointer server-addr :type 'sockaddr)

                     (fli:pointer-element-size server-addr))

          ;; return

          socket-fd

          (if errorp (error "cannot connect") nil)))

      (if errorp (error "cannot create socket") nil))))

阅读(974)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苹果服务器和磁盘阵列 LispWorks supports Mac OS X 10.5 (Leop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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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2007-12-10 16:43 氷河

回复 |  删除

网易博友46(黑龙江 哈尔滨)：

正在找lisp中怎么使用udp，就发现了这篇文章，确实不错！

不过在其他的lisp版本中可以使用udp吗？

由于 LispWorks 不支持 UDP，所以我才自己写了一个。其他主要的实现，SBCL，Allegro CL，Open

MCL 等都支持 UDP，CLISP 我不太熟悉。

Common Lisp 在网络部分没有官方标准，各种实现中的网络操作不尽相同。

2007-12-10 14:36网易博友46

回复 |  删除

正在找lisp中怎么使用udp，就发现了这篇文章，确实不错！

不过在其他的lisp版本中可以使用udp吗？

2007-11-02 22:08 氷河

回复 |  删除

下一个优先级最高的子项目是 SNMP v3，一次学习认证和加密技术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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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P on LispWorks 状态很差  

2007-11-07 02:03:01 |  分类：  Appl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LispWorks supports Mac OS X 10.5 (Leopard)LispWorks supports Mac OS X 10.5 (Leopard)    

LispWorks NewsLispWorks News

LispWorks supports Mac OS X 10.5 (Leopard)LispWorks supports Mac OS X 10.5 (Leopard)

06 Nov 2007

LispWorks 5.0.x Professiona/Enterprise/Academic supports the new version of Mac OS

X. You need some patches which are available here

Mac OS X 10.5 (Leopard)Mac OS X 10.5 (Leopard)

Download the patches for 32-bit LispWorks or 64-bit LispWorks:

VersionVersion PatchPatch DateDate

5.0 Professional (32-bit)

& 5.0 Enterprise (32-bit)

& 5.0 Academic (32-bit)

LispWorksPatches-5.0-

Leopard-1.dmg
Nov 6, 2007

5.0 Enterprise (64-bit)
LispWorks64bitPatches-5.0-

Leopard-1.dmg
Nov 6, 2007

Mount the disk image and copy all the patch binaries to:

Open the file  with TextEdit.appTextEdit.app and edit it to add these loading

forms inside the  form: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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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译者序 2011-11-07 06:47:36

即将代表杭州参加毽球比赛 2010-11-07 16:51:41

新版滨江民情 2010-11-07 07:03:26

今晚睡个好觉 2006-11-07 16:50:4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转载

Then restart LispWorks.

Note:Note: You will need all of the patch binaries to deliver 32-bit universal binary applications

using your Intel Macintosh.

Refer to section 11.7.3.2 Private patches of your Release Notes and Installation Guide

for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n how to install private patches.

阅读(976)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UDP on LispWorks 状态很差  

 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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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19 19:01

回复 |  删除

网易博友

个人版带补丁的出来了。

re!

2007-11-19 17:33网易博友

回复 |  删除

个人版带补丁的出来了。

2007-11-10 14:26 氷河

回复 |  删除

网易博友27

个人版的leopard补丁还没出来... 花都谢了....

从 LispWorks 邮件列表来看似乎还有一些兼容性问题没有修复完

2007-11-09 19:36网易博友27

回复 |  删除

个人版的leopard补丁还没出来... 花都谢了....

2007-11-08 08:03 氷河

回复 |  删除

网易博友27

no GUI!

Allegro CL 在 Mac 平台下比 LispWorks 差远了

2007-11-07 18:34网易博友27

回复 |  删除

no GUI!

2007-11-06 19:07 氷河

回复 |  删除

64-bit Allegro CL 8.1 (x86-64) for Mac OS X Leopard (10.5) is now availa64-bit Allegro CL 8.1 (x86-64) for Mac OS X Leopard (10.5) is now availa
ble.ble.

64-bit Allegro CL 8.1 (x86-64) for

Mac OS X Leopard

(10.5) is now available.  This new version joins our other eight

64-bit Allegro CL ports, including the 64-bit Mac OS X (PPC) version.

64-bit Allegro CL 8.1 on Mac OS X 10.5 produces native x86-64 code which

has access to the entire 64-bit address space on Leopard.  Applications

written for 64-bit Allegro CL are source code compatible with 32-bit

Allegro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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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LispWorks supports Mac OS X 10.5 (Leopard) Linux-HA(Heartbeat), DRBD and Cfengine  

2007-11-08 22:20:28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状态很差状态很差    

我累了⋯⋯

很多事情需要动手做，但很想睡觉，手臂也无法多按键盘。

阅读(602)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LispWorks supports Mac OS X 10.5 (Leopard) Linux-HA(Heartbeat), DRBD and Cfengine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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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12 04:10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感冒了？

2007-11-10 14:23 氷河

回复 |  删除

浪费了两天时间，吃了些药，本人又活过来了⋯⋯

2007-11-10 11:57网易博友246

回复 |  删除

累了不要紧，休息、休息一下嘛~ 

最怕听到的一句就是：我老了...

2007-11-09 10:27一口一

回复 |  删除

2007-11-09 05:55Radiumce

回复 |  删除

god bless u~

2007-11-09 03:07阿珂

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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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毽球比赛结束 2010-11-14 07:49:0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状态很差 Intelligent Platform Management Interface (IPMI)  

2007-11-14 10:49:48 |  分类：  一般技术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Linux-HA(Heartbeat), DRBD and CfengineLinux-HA(Heartbeat), DRBD and Cfengine    

自从进网易不久就在学习和跟进 Heartbeat 项目的进展，最近终于成功部署在产品服务器上了⋯⋯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还要系统管理员干啥呢？

阅读(920)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状态很差 Intelligent Platform Management Interface (IPMI)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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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2-01-11 14:35lzwlyan@126

回复 |  删除

我configure的时候报这个错误

./configure: line 22496: syntax error near unexpected token `DBUS,'

./configure: line 22496: `   PKG_CHECK_MODULES(DBUS, dbus-1, dbus-glib-1)'

大家能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吗？我用的是1.0.9这个版本的。

2007-11-14 09:11网易博友178

回复 |  删除

威力极大的东西啊！

2007-11-14 07:24tchaikov

回复 |  删除

cong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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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Semantic Web 2006-11-14 19:41:19

Sun JDK 开源了⋯⋯ 2006-11-14 17:31:23

Linux-HA(Heartbeat), DRBD and Cfengine 伤离别  

2007-11-15 00:54:12 |  分类：  一般技术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Intelligent Platform Management Interface (IPMI)Intelligent Platform Management Interface (IPMI)    

IPMI，又一个真正复杂而又极具生产力的系统管理技术，终于有时间开始学习了。

我们的目标是：发掘 PC 服务器的所有潜力！

究竟有什么东西是我老人家学不会的呢？

阅读(927)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Linux-HA(Heartbeat), DRBD and Cfengine 伤离别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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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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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评论

2007-11-17 18:04 氷河

回复 |  删除

Fish.NET

这个是用在PC上的东西？

我们的 PC 服务器基本都支持

2007-11-17 06:28Fish.NET

回复 |  删除

这个是用在PC上的东西？

2007-11-15 16:35 氷河

回复 |  删除

Guru

葵花宝典葵花宝典

⋯⋯

2007-11-15 10:05Guru

回复 |  删除

葵花宝典葵花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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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Platform Management Interface (IPMI) 本周心得  

2007-11-16 04:44:20 |  分类：  朋友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伤离别伤离别    

又一位毽友——小蓉——即将离开学校了，她将去美国某医院从事科研工作一年，然后再回浙大拿博

士学位。珍惜跟她相处，一起踢毽球，尤其是她短期住在我望月家里的那些美好时光，但没有什么是

我不能失去的。

今天是临别聚会，我送了她三件东西：她的素描肖像画原稿，我亲手做的AMP网线，以及我平时随身

携带的精致LED电筒。如果将来她能把我的画贴在宿舍的墙壁上，用我做的网线上网，走夜路时带着

我的电筒，对我来说，就算莫大的安慰了⋯⋯

想起 Beyond 的《再见理想》：

⋯⋯旧日的知心好友，何日再相会，但愿共聚互诉往事⋯⋯

祝她的美国之行一路顺风。

阅读(1253)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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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夜 2009-11-15 17:09:59

[ann] cl-net-snmp 5.19 2008-11-16 14:41:22

引用 为了生计 2006-11-16 15:15:3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Intelligent Platform Management Interface (IPMI) 本周心得  

2010-03-26 08:16mint.amore

回复 |  删除

这个好

2007-11-16 15:00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吹一首《送别》吧

2007-11-16 06:16 氷河

回复 |  删除

小粽子

我也要网线～～～

找你家小re要

2007-11-16 03:52小粽子

回复 |  删除

我也要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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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离别 没天理了  

2007-11-17 00:55:31 |  分类：  系统管理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本周心得本周心得    

我在 Linux-HA (Heartbeat 2.x) 的学习和应用上仍然没有到达终点，但我部署的系统已经基本可用

了。Linux-HA 的复杂度可以用理解它以及其他几种典型的高级系统管理技术所需的时间来衡量：

NTP, 3 days

GNU Cfengine，1 week

LDAP, 2 weeks

Kerberos, 3 weeks

OpenAFS，1 month

SNMP，1 month

IPMI, 2 months?

Sendmail, 3 months

Linux-HA (Heartbeat 2.x), 6 months

我付出了时间，所以我成功了，绝不是因为我有多聪明。在网易工作了一年零八个月，我已成长为可

以帮助程序员改进产品设计的优秀系统管理员，只要我保持现有的学习速度，未来我手中的服务器一

定会越跑越好。

不过，网易死活与我无关，这一观点仍然没有改变。努力提高自身，顺便做些对公司有用的事罢了。

下周，相册冲印该上线了吧，我们的相册侯经理，人到底在哪里呢？

阅读(1513)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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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2008-08-18 12:11 氷河

回复 |  删除

回顾一下，最后相册经理候鞠罡辞职离开了网易，新的相册经理 MM 很务实，在开发人员和系统管理员的

共同努力下，相册子系统的运维还算良好。

2007-11-18 18:10网易博友3

回复 |  删除

期待冲印.... 

冲印免费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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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本周心得 考察民情  

2007-11-19 02:33:15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没天理了没天理了    

下个周末学校里一系列技术活动要做准备，结果突然冒出个新员工 IT 培训来。

明天真不想上班了，想躲在家里写文档⋯⋯

阅读(622)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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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19 13:45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没关系，你忙好了，活动我们会搞的。呵呵。

你已经够忙了，就不给你添加麻烦了。



21/08/18, 00:16 -  - 

Pagina 1 di 2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7102011010433/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zz] 惠普将提供Debian支持 突显Linux市场价格压力 2006-11-20 16:45:30

这个周末过得总算有点儿人样儿 2006-11-19 17:03:1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没天理了 LispWorks supports Leopard  

2007-11-20 23:00:10 |  分类：  朋友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考察民情考察民情    

最近广泛调查了一下，看来我所有主要的朋友们都健在，而且活得挺好，那我也就放心了。

P.S. 今天和刘征及其房地产界的两个朋友一起吃了顿晚饭，深感人各有志啊。

阅读(943)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没天理了 LispWorks supports Leopard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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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7-11-23 10:22janson

回复 |  删除

氷河

shmily花儿

曾经我也是房地产界的。。。不过我发现我志向一直没变，哈哈

正常，现在貌似理工科最賺钱的是 IT 业，文科最賺钱的是房地产业。

最赚钱的都是政府业

2007-11-22 13:30 氷河

回复 |  删除

shmily花儿

曾经我也是房地产界的。。。不过我发现我志向一直没变，哈哈

正常，现在貌似理工科最賺钱的是 IT 业，文科最賺钱的是房地产业。

2007-11-22 06:03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曾经我也是房地产界的。。。不过我发现我志向一直没变，哈哈

2007-11-20 17:04B.E.

回复 |  删除

re

2007-11-20 16:10Fish.NET

回复 |  删除

嗯，人各有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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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民情 MSTC 动态语言活动  

2007-11-21 10:58:10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LispWorks supports LeopardLispWorks supports Leopard    

LispWorks Personal Edition now supports Mac OS X 10.5 (Leopard).

Users of LispWorks Professional, Enterprise and Academic Editions with Mac OS X 10.5

should install these patches

阅读(769)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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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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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pWorks supports Leopard Linux World ZJU 2007  

2007-11-24 01:19:33 |  分类：  Lisp |  标签： lisp  mstc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MSTC 动态语言活动MSTC 动态语言活动    

Common Lisp V.S. Ruby ?

me (binghe)

me2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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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tream, azuwis & kghost

kghost & hijack

azuwis, kghost & houshui

shi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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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Harlequin 软件公司 (LispWorks) 2006-11-23 23:59:4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hijack

阅读(1586)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LispWorks supports Leopard Linux World ZJU 2007  

2007-11-24 12:01 氷河

tchaikov(上海)：

有没有幻灯片或者简报可以共享阿？谢谢。

除了一堆照片，貌似没留下太多东西。我没有准备 ppt，用的就是咱们翻译的 on l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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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7-11-24 11:41shifan

回复 |  删除

ok, 我的评价是，ruby完败

2007-11-24 06:05tchaikov

回复 |  删除

有没有幻灯片或者简报可以共享阿？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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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C 动态语言活动 浪费时间 & 受害者  

2007-11-25 00:56:44 |  分类：  一般技术 |  标签： linux  world  zju  2007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Linux World ZJU 2007Linux World ZJU 2007    

浙江大学里的系列 Linux 推广普及活动就这样开始了⋯⋯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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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luohandsome 同学的活动总结：

发信人: luohandsome (继续修炼！), 板面: LinuxApp

标  题: 庆祝Linux World 2007第一次活动顺利结束

发信站: 飘渺水云间 (Sun Nov 25 00:26:13 2007), 转信

    公元2007年11月24日下午2:00-4:30，Linux World 2007第一次活动在zjg东二102顺

利举行。

    感谢anlin和echaoz网友的精彩演讲（anlin同时还是这次Linux world活动的发起者

和组织者，echaoz同学只有一周的时间准备ppt，他们都付出了很多。此外还要感谢

binghe和datastream网友对anlin讲座的精彩补充），感谢fireflower网友的50张ubuntu

光盘和binghe网友的100张debian光盘（binghe网友在公司工作繁忙的情况下还是抽

出了时间来支持我们的活动。他还负责版本控制的讲座和活动看板的制作。）。感谢

IntelTC俱乐部的优秀主持人。感谢IntelTC俱乐部的absozero等同学的辛苦准备（他

们负责了紫金港的全部宣传，包括三条横幅和小册子的编写，还有教室的租借。正值

教学评估期间，借教室和做宣传工作异常艰难。这一点相信zjg的同学应该深有体会

。）感谢IceVolcano同学的照片和DV。感谢IntelTC俱乐部和zjg志愿者们的工作。感

谢luohandsome，fireflower和absozero（他们在上午就早早地赶到zjg，进行准备工

作。）感谢heejun网友分享Linux安装盘。当然最后还要感谢其它网友的热心支持！

    当然，这次活动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时间控制的问题。第一个讲座的时间太

长了，导致第二个讲座的时间很匆忙。此外，与观众的互动也有待提高。相信我们下

次能做得更好。

    最后，为了促进Linux爱好者们的互相了解，我想有必要介绍一下几位热心网友（认

识的人少，可能不全，欢迎大家补充）。在这次活动的准备过程中，我深感88与98，

玉泉与紫金港，高年级与低年级，研究生与本科生之间非常地缺乏交流。longman对

现在的本科生很少上88这一事实感到很惊讶。我想，如果能在促进网友们的交流方面

多做些工作，其意义不小于Linux World本身的宣传活动。

    88热心网友:

    anlin。前LinuxDev板板主。对Linux内核很有研究，曾经提交过Linux kernel ext3

文件系统的补丁。多次发起Linux宣传活动。

    drangon。Linux热心网友，曾多次组织Linux World等宣传活动。

    adoal。Linux热心网友。对IT业（不光是IT业）的了解非常广泛。资深系统管理员

。对字符编码非常有研究。大家亲切地称之为豆叔。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1/08/18, 00:15Linux World ZJU 2007 -  - 

Pagina 4 di 6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7102505644842/

    binghe。前LinuxApp板主。现CompLang板主。Lisp程序员，Linux系统管理员。对Linux

的宣传活动非常热情。

    datastream。LinuxApp OpenSource板主。FreeBSD用户。对Linux活动非常热情。

    longman。Linux板的热心网友。现在在网易游戏工作室工作。欢迎对游戏编程有兴

趣的同学加盟。

    MJSC。Linux板的热心网友。前C++板板主。曾经自己动手写过一个OS。

    sishen。前LinuxApp和LinuxDev板主。对Linux活动非常热情。并且是一位足球高手

。

    kghost。socket板主。对Linux活动非常热情。曾经为gnome-terminal打过补丁。网

络方面非常有心得。

    hijack。前OpenSource Java SoftEng板主。创业。对Ruby很有心得。

    wam。Linux板热心网友。对Open Source一直很关注。

    fireflower。IntelTC主席。IntelTC板主。对Linux的宣传推广活动也非常热情。

    RhythmBox。Linux热心网友。vi使用非常熟练。为我们的活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建

议。

    以上几位都是Linux板的资深网友。板上还有他们的精彩讨论。感谢他们在之前的几

次Linux World活动中的无私付出。

    absozero。IntelTC zjg校区的负责人。DistributedSys Pursuit板主。这次活动中

负责了zjg的宣传和场地等活动。

    echaoz。Linux热心网友。对各种语言很有心得。

    IceVolcano。C++板主，LinuxDev板主。FreeBSD用户。这次活动中负责了拍照。

    pluskid。LinuxApp板主，对emacs非常熟练。人称“大神”

    shifan。C++板主。对C++模板很有心得。人称“模板教教主”

    vbvan。校acm队高手。算法牛人，对编译器很有心得，人称“模板教左护法”

    starboy。Linux热心网友。对自由软件运动很有热情。曾经提交过lumaqq的patch。

    step。Linux热心网友。Financing板主。emacs使用非常有心得。

    houshui。MSTC板主。热心网友。为我们的活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建议。

    luohandsome。LinuxDev板主。对内核很感兴趣。对Linux的活动非常热情。

    docete。VC板主，对Linux的活动非常热情。提供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还有其它很多热心网友(尤其是众多的志愿者shuren,dakui,kemingxing,ample等等

)。我不一一列举了。呵呵。

    98的热心网友。

    mikeandM (98 id)98 Linux天地板板主。

    quark (98 id)98 Linux天地板板主。

    hzqtc (98 id)

    大逵 (98 id)

    其它热心网友

    江鸿程  (姓名)

    qijunjun(88 id)

    horuslee(88 id) 城市学院的FreeBSD爱好者。虽然才大一，但已经玩了好几年的

FreeBSD

了。

    认识的人少，可能不全，有错误之处敬请指出。希望网友们以后可以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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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过冬过程中的些许感悟 2012-11-25 15:58:0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1360)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MSTC 动态语言活动 浪费时间 & 受害者  

2008-01-03 06:23网易博友97

回复 |  删除

支持！ http://www.konlee.com/。（136210.152573.125068）

2007-11-30 10:18阿珂

回复 |  删除

ym

2007-11-27 16:45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大家都很辛苦，呵呵 

2007-11-25 02:36萝卜

回复 |  删除

赞

2007-11-24 18:14Leojane(阿猪)

路过留名



21/08/18, 00:15Linux World ZJU 2007 -  - 

Pagina 6 di 6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7102505644842/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回复 |  删除



21/08/18, 00:15 &  -  - 

Pagina 1 di 2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71025113358384/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过冬过程中的些许感悟 2012-11-25 15:58:0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Linux World ZJU 2007 无聊  

2007-11-25 11:33:58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浪费时间 & 受害者浪费时间 & 受害者    

洗脸的时候发现眼里已布满血丝。

昨夜处理设备故障到凌晨4点多，然后6点开始另一个设备的故障又开始了，10点钟第三个设备又不

行了⋯⋯

现在我睡眠不足，手腕因敲键盘过度酸痛不止，周末不能出门要留在家里跟进所有故障检测进度，更

可气的是，新换没多久的笔记本键盘也被我按坏了，"home" 和 "}" 不能用了，而且还没有时间给自

己做早饭吃。

为什么我要把本该花在学习和休息上的时间花在处理这些无聊的硬件故障呢？到底是谁把我害了？

阅读(1004)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Linux World ZJU 2007 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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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2007-11-30 18:13 氷河

回复 |  删除

阿珂

你要让所有的人sa人士都会故障处理，否则你就会是单一失效点了。。。

他们都会，但我舍不得

2007-11-30 10:17阿珂

回复 |  删除

你要让所有的人sa人士都会故障处理，否则你就会是单一失效点了。。。

2007-11-27 00:50风轻扬

回复 |  删除

要赶紧找替身啊

2007-11-26 19:44 氷河

回复 |  删除

今晚又不能睡觉了⋯⋯

2007-11-25 19:48 氷河

回复 |  删除

我困了，非常困，什么事情也不想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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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回顾历史：Franz, Inc. 公司 (Allegro Common Lisp) 2006-11-25 21:40:5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浪费时间 & 受害者 “用神奇的大脑思考大脑的神奇”  

2007-11-26 15:21:26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无聊无聊    

我最讨厌跟商务人士谈技术问题，出于实惠不得不详加解释，然后人家还未必能听进去。(就算听进去

了也未必能听懂)

真想冲到广州去抓着领子跟它说，“以后我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少他妈的跟我废话”

阅读(889)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浪费时间 & 受害者 “用神奇的大脑思考大脑的神奇”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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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7-11-30 11:23 氷河

回复 |  删除

``If people don't like you, you must be right, or you'll be nothing.''

现在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

2007-11-30 10:16阿珂

回复 |  删除

表...不妥...

你想想还是可行的...

2007-11-28 05:17Fish.NET

回复 |  删除

它。。。

2007-11-27 17:02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这就是商务人士与技术人员的代沟

2007-11-26 21:25萝卜

回复 |  删除

。。。

2007-11-26 12:31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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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无聊 Sun Solaris 10  

2007-11-28 22:50:52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用神奇的大脑思考大脑的神奇”“用神奇的大脑思考大脑的神奇”    

最近越发有分散精力的趋势，必须控制一下了。我讨厌自己什么都懂。

人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的热闹，也不可能学会世界上所有的知识，经常感叹自己虽有雄心壮志却抽

不出时间来实现。也许有一天，科技可以进步让人脑可以短时间 内直接灌输大量知识，从而将人类从

艰难缓慢的学习过程中解脱出来，人们不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强化记忆，而是可以直接在快

速得到的知识基础上运用思 维创造新知识和生产力了。

人和人的思维差距体现在几个方面：知识基础——可供思维使用原材料越多越好，推理能力——在同

样的知识基础上要能想得更深更远，推理速度——达到同样计算能力所需的时间越短越好，想象力

——材料缺乏的时候能根据一般原则创造一些启动思维所必要的材料。

大脑经常得到思维的锻炼就会变得更加聪明，而长时间做没有技术含量的事情人也就逐渐变傻。服务

器管理是一项有可能让人变傻的工作，所以不断创新，不停学习新的知识是挽救自己的唯一方法。

我困了，希望明早醒来以后，能恢复往日的神采。

阅读(808)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无聊 Sun Solaris 10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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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7-11-30 10:15阿珂

回复 |  删除

你是一个思想者。

2007-11-29 18:15Guru

回复 |  删除

洗洗睡吧

2007-11-29 09:08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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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年底前的各项收尾工作 2011-11-30 16:30:0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用神奇的大脑思考大脑的神奇” 短暂的周末，宝贵的时间  

2007-11-30 02:47:18 |  分类：  一般技术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Sun Solaris 10Sun Solaris 10    

成功在一台 nVIDIA 显卡的台式 PC 上安装了 Sun Solaris 10，安装了 Companion CD 里的全部

Sun 打包开源软件，安装并编译升级了 SBCL，安装了 Sun Studio 10，安装了 OpenAFS 客户

端，升级了 nVIDIA 显卡驱动，注册了 Solaris 并更新系统到最新⋯⋯

下一步，研究怎么把 Solaris 用在我们的产品上，毕竟 Solaris 是 Java 的最佳运行平台，很多

Linux 系统下做不到的事情，Solaris 都可以做。

Linux 已经玩了好多年了，从今天起，鄙人要改玩 Solaris 了。

阅读(981)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用神奇的大脑思考大脑的神奇” 短暂的周末，宝贵的时间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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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8-08-18 12:12 氷河

回复 |  删除

回顾一下，Solaris 10 5/08 (update 4) 发布以后修补了大量 bug，现在我在虚拟机和 SPARC 测试服

务器上运行最新的 Solaris 系统。很快我就可以看完 6000 页左右的官方文档，进入实质性论证阶段了。

2007-11-30 13:57 氷河

回复 |  删除

阿珂

Solaris 是 Java 的最佳运行平台，很多 Linux 系统下做不到的事情，Solaris 都可以做。

----只说了优点，那缺点呢？

缺点是 x86 版还不太稳定，有很多 bug。

2007-11-30 11:43阿珂

回复 |  删除

Solaris 是 Java 的最佳运行平台，很多 Linux 系统下做不到的事情，Solaris 都可以做。

----只说了优点，那缺点呢？

2007-11-30 04:19 氷河

回复 |  删除

网易博友178(浙江 杭州)：

大概在哪个方面Linux 系统下做不到的事情，Solaris 都可以做呢？请大侠指点一二！

最明显的一点：我想精确控制 Linux 系统里一个进程可使用的硬件资源，例如一定数量的 CPU 和内存，

或者不能访问某些硬件设备，目前还做不到，Solaris 的 Zone 特性支持。

2007-11-30 04:03网易博友178

回复 |  删除

大概在哪个方面Linux 系统下做不到的事情，Solaris 都可以做呢？请大侠指点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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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年终前的最后冲刺 2010-11-30 19:18:38

蜗居 & 最后一个月 2009-12-01 16:24:1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Sun Solaris 10 乱世出英雄  

2007-12-01 01:03:30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短暂的周末，宝贵的时间短暂的周末，宝贵的时间    

本周末结束之前：

争取把 《On Lisp》 1～6 章翻译完成，并且校对到阅读通顺的水平。(地点：紫金港图书馆)

继续阅读 Intel IPMI 规范文档，研究服务器 IPMI 特性的激活和使用方法。(地点：家里)

CL-HTTP Web 编程实践，帮助该项目的开发者做一些中文方面的兼容性测试。又有机会继续

用我的 LispWorks 了。(地点：家里)

丁磊用各种方法浪费我的时间，所以我要气他。

阅读(979)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Sun Solaris 10 乱世出英雄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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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7-12-08 17:47 氷河

回复 |  删除

luohandsome

你气他一千次，他还是老板，

他气你一次，你就被fire掉了~

我不这么认为。如果雇员和雇主之间存在不平等关系，一方要看另一方的脸色行事，那只能说明工作很失

败，被 fire 掉活该⋯⋯

2007-12-08 12:37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你气他一千次，他还是老板，

他气你一次，你就被fire掉了~

2007-12-05 10:13sishen

回复 |  删除

氷河

阿珂

我晕...

他不会生气的.

等有一天我被 fire 掉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

凡是跟老板理念不同的人，不论技术有多强，做出多少成绩，迟早还是要被 fire 掉的，这件事已有至少 4 

所以不利于团队者, 杀无涉, 没啥不好的. 所以你的话是有错误的.

2007-12-04 03:21深蓝

回复 |  删除

氷河

阿珂

我晕...

他不会生气的.

等有一天我被 fire 掉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

凡是跟老板理念不同的人，不论技术有多强，做出多少成绩，迟早还是要被 fire 掉的，这件事已有至少 4 

关键是你把老板惹毛了，如果网易是cg的，那你的想法还是会有出路的

2007-12-02 06:05 氷河

阿珂

我晕...

他不会生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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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等有一天我被 fire 掉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

凡是跟老板理念不同的人，不论技术有多强，做出多少成绩，迟早还是要被 fire 掉的，这件事已有至少 4 

个前例了。

2007-12-02 03:46阿珂

回复 |  删除

我晕...

他不会生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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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短暂的周末，宝贵的时间 反省一下  

2007-12-04 01:45:53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乱世出英雄乱世出英雄    

中午到公司以后开始搬东西，从 SA 组办公室搬出来就近坐到一楼大厅的空座位，新位置真不错，前

后左右皆美女，在小房间里坐了一年多咋一出来都不好意思抬头了，就怕不小心跟美女们打个照面。

现在好了，我原手下的 SA 兄弟们都学成了，我功德圆满可以归隐，总结经验，再写写文档了。神仙

般的日子啊⋯⋯

不过后来偶然在邮箱里看到 Tommy 兄离职时的资产转移清单，2300 多台设备啊，看得我真心

酸⋯⋯ 希望 Tommy 兄下一份工作会一切顺利。去找一个辛勤耕耘后真的能收获成功的地方吧，不

然就要老了。

说起来，前段时间拿到一份资产清单，我也是身背 700 多台设备，初具规模的 SA 了，将来走的时

候场面估计也不小呢^_^

然后晚上又看到安全组某蜘蛛离职的消息，七年工龄的老员工，安全专家，也走了。最令我震撼的一

个离职理由：不再能够专心地研究技术了。

各种事情进一步让我明确了这个早已成熟的想法：除了知识和技术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总是属于自己

的，排除环境的干扰，不断学习才是我的生存之道。至于学到的知识用在何处，看我的心情和你的诚

意。

没有人想在这个公司里养老，而且谁先挂掉还不一定呢。

阅读(1454)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短暂的周末，宝贵的时间 反省一下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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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2007-12-08 12:35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乱世之枭雄，治世之能臣

2007-12-07 10:11poison

回复 |  删除

乱世能出来的还是枭雄～英雄那是想像的～～

呵binghe飞的时候还要带上那把伞....

2007-12-05 13:19网易博友177

回复 |  删除

如果哪一天binghe也要离开网易了，肯定会有一个比蜘蛛更为震撼的离职理由的，那一定是穿上熟悉的风

衣，振翅而飞的时候到来了~

2007-12-05 10:11sishen

回复 |  删除

深蓝

    我们公司里谁都可以被改变，除了最大的老大

为啥老大不能变?

2007-12-05 03:08 氷河

回复 |  删除

深蓝

    我们公司里谁都可以被改变，除了最大的老大

本人也不是吃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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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05 02:18深蓝

回复 |  删除

    我们公司里谁都可以被改变，除了最大的老大

2007-12-04 10:51Tommy

回复 |  删除

thx for you wish.we hope a better day tomorrow.

follow this sentence: 30% technology + 70% management = 100% success , find the way of y

our life whatever changed of anything.

Wish~

2007-12-04 07:58乱世小熊

回复 |  删除

乱世出的最多的是死人，只不过后来大家只看到活着的英雄了。

2007-12-04 07:06萝卜

回复 |  删除

该衙门知道

 

钦此

2007-12-04 03:49阿珂

回复 |  删除

阅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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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出英雄 Steel Bank Common Lisp 1.0.12  

2007-12-05 21:15:09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反省一下反省一下    

如果说老板对我的每一项批评都被我看作无理取闹的话，那么其他同事们对我的意见就是真实存在并

且需要我反省一下了。

今天 lxh 向我介绍了一下他最近的调研成果，结果令我颇感意外，看来我们系统管理组的风评不太

好，尤其是我本人。我仔细想了一下，问题的关键可能是因为我对人缺少一 些宽容的态度吧，很多同

事之间不愉快的事情似乎都起因于此。其实谁也不傻，只是由于学习方向的差异才造成了对于某些知

识和技术的理解程度 不均，一流的程序员往往是二流的系统管理员，一流的系统管理员可能根本不会

写程序。而现在经常是程序员在服务器上运行自己的程序，与系统管理员们打 交道是必然的，而系统

管理员们却很少需要自己动手写程序 (脚本另算)，这样就导致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不平等，如果再考

虑到其他一些情况，就容易出现沟通上的问题。

跟人沟通是件很麻烦的事情：需要给句子润色让人听着舒服，需要附加一些表情，做出和颜悦色、心

平气和的样子。而且，不知道是心理还是生理的责任，群众普遍 认为脸部肌肉完全放松时的表情是不

良表情——至少不是笑容，对于我的脸来说可能还有些冷⋯⋯ 配置文件写得越简洁越好，与人交谈却

不能采用同样的策略，真矛盾啊。

很少听到有人质疑我们组的工作能力，但多数人都质疑我们组 (尤其是我) 的工作态度，算是一绝

了。适当改善一下表达方式，辅以宽容的态度，也许可以改善一下风评吧。

阅读(1419)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乱世出英雄 Steel Bank Common Lisp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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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2008-08-18 12:16 氷河

回复 |  删除

回顾一下，从 2007 年底开始，根据丁磊的指示，我不再负责 SA 组的对外接口工作了，专心学习各种 S

A 技术，接任的 Jabber 同学工作成绩斐然。

2007-12-12 15:25一口一

回复 |  删除

你平时的表情太严肃了。

不怒而威~

嗯。

2007-12-08 12:34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你平时的表情太严肃了。

不怒而威~

嗯。

2007-12-06 14:51王帅

回复 |  删除

问题可能是在于大家对”系统“这个概念的认识或者理解是不同的。

要达到更好的交流，可能有这些办法：程序员要更深入的理解系统，知道自己的程序给系统的影响，而不

是写好程序就可以了；或者系统管理员也了解一下程序员的程序编写工作。

2007-12-06 06:54Fish.NET

回复 |  删除

大概程序员和系统管理员都习惯了和机器打交道。。。（只是打交道的方面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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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05 22:40萝卜

回复 |  删除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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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一下 Linux World ZJU 2007 (2)  

2007-12-06 15:10:29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Steel Bank Common Lisp 1.0.12Steel Bank Common Lisp 1.0.12    

开源 Common Lisp 平台近年来高速发展，SBCL 和 OpenMCL 都在高速发展并且陆续支持更多的

新平台，大好形势令人鼓舞。SBCL 开发者们人人都能买起 LispWorks，但他们却要自己写，而且

写得实在太好，SBCL 在性能上早已超过了 LispWorks，OpenMCL 则从一开始就是最强的。我很

幸运地经历了开放源代码的时代，剩下的就是参与，学习，协助改进，没有什么比这更有成就感了。

New in version 1.0.12

new feature: MAKE-HASH-TABLE now experimentally accepts a :SYNCHRONIZED argument,

which makes the hash-table safe for concurrent accesses (but not iteration.) See

also: SB-EXT:WITH-LOCKED-HASH-TABLE, and SB-EXT:HASH-TABLE-SYNCHRONIZED-P.

optimization: CONCATENATE on strings is an order of magnitue faster in code compiled

with (> SPEED SPACE).

optimization: SUBSEQ is ~50% faster on lists.

bug fix: bug 417 fixed -- source location reporting is now more robust.

bug fix: SUBSEQ on a list will now correctly signal an error if if END is smaller

then START.

bug fix: SB-PROFILE will no longer report extra consing for nested calls to profiled

functions.

bug fix: ROOM implementation had bogus fixnum declarations which could cause type-

errors when calling ROOM on large images.

bug fix: if file compilation is aborted, the partial fasl is now deleted, and

COMPILE-FILE returns NIL as the primary value.

bug fix: number of thread safety issues relating to SBCL's internal hash-table usage

have been fixed.

bug fix: SB-SYS:WITH-PINNED-OBJECTS could cause garbage values to be returned from

its body when the values were being returned using unknown-values return convection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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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回到正轨 2010-12-05 19:24:53

    转载

and the W-P-O was wrapped inside an UNWIND-PROTECT.

bug fix: sb-posix should now compile again under Windows, enabling slime to work

again.

New in version 1.0.11

incompatible change: hash-table accessor functions are no longer automatically

protected by locks. Concurrent accesses on the same hash-table from multiple threads

can give inconsistent results or even corrupt the hash-table completely. Multi-

threaded applications should do their own locking at the correct granularity. In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it is still safe to have multiple readers access the same

table, but it's not guaranteed that this property will be maintained in future

releases.

minor incompatible change: (SETF MUTEX-VALUE) is not longer supported, and will

signal an error at runtime.

enhancement: SB-THREAD package now exports a semaphore interface.

enhancement: CONS can now stack-allocate on x86 and x86-64. (Earlier LIST and LIST*

supported stack-allocation, but CONS did not.)

enhancement: nested lists can now be stack allocated on platforms providing stack

allocation support.

enhancement: dynamic-extent support has been extended to support cases where there

are multiple possible sources for the stack allocated value.

optimization: RELEASE-MUTEX no longer needs to perform a syscall if the mutex is

uncontested on Linux.

bug fix: symbol-macro expansion now uses the *MACROEXPAND-HOOK* as specified by the

CLHS. (thanks to Tobias Rittweiler)

bug fix: NaN comparison now works on x86-64.

bug fix: CLOSE :ABORT T on a stream with pending output now works.

bug fix: instances of non-standard metaclasses using standard instance structure

protocol sometimes missed the slot type checks in safe code.

bug fix: known functions can be inlined in high-debug code.

阅读(1629)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反省一下 Linux World ZJU 200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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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2007-12-06 14:45王帅

回复 |  删除

没错，这是一个相对幸运的时代。

2007-12-06 09:47 氷河

回复 |  删除

SBCL 的 win32 版本已经很不错了，特性是一个不少。不过我很少用，稳定性不敢讲。

2007-12-06 09:32网易博友1

回复 |  删除

问一下，SBCL的win版本怎么样了？在官网上看还是Port In Progress。。。 

用着CLisp看着SBCL总有点不甘心，再不出来都有去啃头大的Haskell的心情了，至少GHC还有win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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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09 01:17:48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Linux World ZJU 2007 (2)Linux World ZJU 2007 (2)    

Emacs v.s. Vim, ＠浙大玉泉校区 曹西 201, 主讲人: step, pluskid & RhythmBox: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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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转载

让更多的学生了解 Linux 和各种自由软件的知识，至少是符合我们系统管理员的利益的。

阅读(914)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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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7-12-14 06:10网易博友

回复 |  删除

奇怪的事情，我用WindowsXPSP2下的Firefox2.0.0.11浏览此网页，发现图片会偏到最右侧去。我本以

为此网页只与IE兼容，但我用Ubuntu 7.10的Firefox2.0.0.11浏览此网页，显示正常！

2007-12-10 15:06深蓝

回复 |  删除

很久没参加学校的各类活动了，下次要多关注88各版的海报，回学校听听讲座

2007-12-10 06:24 氷河

回复 |  删除

luohandsome

赞 

你辛苦了

2007-12-10 03:57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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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World ZJU 2007 (2) 学习！学习！  

2007-12-18 01:39:23 |  分类：  一般技术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精力有限精力有限    

最近 KDE 4 快要发布了，新版的 KDE 桌面环境令人惊叹，我在 Linux 下一直用 KDE 3 和

WindowMaker，所以对 KDE 4 的进展特别关注。上个周末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从源代码编译 KDE 4

上面了。虽然成功了，但却无法继续深入下去：KDE 太复杂了，而且我对 C++ 和 GUI 编程实在兴

趣不大。

Mozilla Seamonkey 浏览器是我另一个主要使用的大型开源软件，和任何大型开源项目一样，

Mozilla 源代码里简直有数不清的 bug。去年有段时间还真的看了一些 Mozilla 源代码，每天至少编

译一次，甚至还自己试图打补丁修复一些自己感兴趣部分的 bug。可惜同样的理由无法深入下去，太

复杂了，没有那么多精力，而且 Mozilla 也需要大量的 C/C++/JavaScript 编程，这方面不在行。

唉，要不就算了，继续干我的老本行，研究 Lisp 和 SA 技术吧⋯⋯

阅读(1178)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Linux World ZJU 2007 (2) 学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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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2008-08-18 12:18 氷河

回复 |  删除

回顾一下，2008 年初买了苹果电脑以后，不再关注 KDE 项目的进展了。这些工作留给其他有热情的 Lin

ux 用户们吧。

2007-12-25 06:42风轻扬

回复 |  删除

同样期待KDE 4和Firefox 3，现在一直在用FF 3 Trunk，已经非常稳定，内存占用和CPU方面都感觉有

明显优化。KDE 4最近刚试了RC 2，还是不稳定。我估计KDE 4要到4.1的时候才能稳定下来，哈

2007-12-22 05:59阿珂

回复 |  删除

氷河

luohandsome

开源代码的文档太少了

几个大项目做得已经不错了，写文档比写代码难多了

呃...re...

2007-12-19 18:10 氷河

回复 |  删除

luohandsome

开源代码的文档太少了

几个大项目做得已经不错了，写文档比写代码难多了

2007-12-19 15:05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开源代码的文档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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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千头万绪 2008-12-20 11:11:11

64-bit LispWorks now available for Intel-based Macintosh 2006-12-19 19:29:42

精力有限 Release 2.1.3 of Linux-HA is now available!  

2007-12-20 01:30:08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不断地学习很重要。

今天没去公司，省下了上下班路上浪费的将近两个小时时间。下午在紫金港图书馆里继续研究 IPMI

的各种文档，晚上在家里边看电视边继续翻译 On Lisp 的第 8 章。CCTV-8 最近每天晚上有《楚留

香传奇》和韩剧《人鱼小姐》，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额外的乐趣。

越发觉得需要一个带有 64 位 Intel 处理器的笔记本电脑了，因为我要继续用 LispWorks 写我构思

已久的系统管理软件了。系统管理领域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通过 SNMP 协议可以定义并监控

各种软件层面的配置和状态信息，通过 IPMI 协议则可以绕过操作系统在硬件层面对网络设备直接进

行远程管理，基于 Lisp 的专家系统可以用来对系统状态建模并更为精细地检测故障，对象数据库则

用来保存可以随时进行结构扩展的各种持久性信息。总有一天，这些思想会成为实际可用 的软件系

统，对于单人编程来说，Lisp 是最佳语言。

今年工作之余，至少在 sourceforge 上留下了一些代码，还算是有些进步了。我今年已经 26 岁

了，还能多久呢⋯⋯

阅读(1042)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精力有限 Release 2.1.3 of Linux-HA is now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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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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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2008-08-18 12:20 氷河

回复 |  删除

回顾一下，搬新家以后由于没有电视可看，所以完全戒掉了:) 至于 IPMI 协议，后来我终于学成了，现在的

问题是必须将 cl-net-snmp 项目完成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一个前端系统，才能真正把 SNMP 和 IPMI 一起

引入日常生活。

2007-12-31 11:07sishen

回复 |  删除

看电视这么浪费时间的事你也做得出来.....

2007-12-22 06:00阿珂

回复 |  删除

Lisp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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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ase 2.1.3 of Linux-HA is now available!Release 2.1.3 of Linux-HA is now available!    

SNMP，Stonith/IPMI 和 OCF/Tomcat 终于出现了，真是想啥来啥啊⋯⋯

The Linux-HA team proudly announces bug-fix release 2.1.3 of the Linux-HA (aka "Heartbeat", aka "OpenHA") software. 

As usual, you can find it here: 

    http://linux-ha.org/download/index.html#2.1.3 

This release has been extensively tested and is considered stable.  At 

this time, there are no known regressions from previous stable releases, 

or the Novell SLES10 SP1 release. 

As usual, any new bugs you find should be documented in bugzilla: 

http://old.linux-foundation.org/developer_bugzilla/query.cgi?product=Linux-HA 

Special thanks to Dejan Muhamedagic, Dave Blaschke and Lars Marowsky-Bree and all the other testers who worked so hard to make sure it was

well tested. 

It includes some new manageability features, and a few new and improved resource agents and STONITH plugins, and nearly 400 bug fixes and

lesser enhancements. 

The new features include these: 

  hb_report: heartbeat problem reporting utility 

  ciblint: tool for finding CIB errors and anomalies 

  Added snmp support for many R2 features 

  OpenBSD compatibility 

New resource agents: 

    iscsi, tomcat, SphinxSearchDaemon, ids, Xen (improvements) 

New STONITH support: 

    external/ipmi, ibmrsa-telnet 

    Enjoy!! 

Change Log: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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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b_report: heartbeat reporting utility 

  + ciblint: new tool to lint a CIB 

  + snmp subagent: support for crm 

  + RA iscsi: new OCF resource agent (FATE 301250) 

  + RA SphinxSearchDaemon: new OCF resource agent 

  + RA tomcat: a new OCF agent 

  + RA ids: a new Informix OCF resource agent 

  + stonith ipmi: new external stonith plugin 

  + stonith ibmrsa-telnet: new external stonith plugin 

  + Xen RA: new features (memory mgmt, DomU monitor hook) 

  + Debian: add libxml2-utils as a dependency: we need xmllint for the BSC 

  + pgsql RA: postmaster confusion 

  + apache RA: remove children in case the top process didn't 

  + ldirectord: add forking mode 

  + ldirectord: Various updates to OCF compatible RA 

  + ccm (LF 1806): restart all instead of exiting (low impact) 

  + High: Heartbeat: Include an option to start the CRM in respawn mode 

  + dopd: make it work with multiple concurrent outdate requests 

  + dopd: don't hardcode path of drbdadm; it has to be in the PATH, though. 

  + dopd: fix potential segfault due to leakage of invalid/freed pointer 

  + LF bug 1795 - timeout control for crm_mon --one-shot 

  + CTS - if we can't get all the nodes running again, call an external script 

  + fix a problem building on Red Hat with tog-pegasus installed 

  + pgsql RA: handle the missing pg software properly 

  + LF bugzilla 1667:  ppc64 RPMs contain 32-bit binaries 

  + mgmt: Translations for the new parameters of pengine 

  + mgmt: Remove the default settings for master_slave from attlist 

  + mgmt: Bugfix: Error caused by blank description of parameter 

  + mgmt (LF 1724): Prevent saved login information from being corrupted 

  + add bzip2-devel as a build dependency for Fedora and RH 

  + fixes for fedora: system(3) function return value cannot be ignored 

  + Filesystem: Make mount point required for the GUI 

  + dopd: don't cl_free variables on local stack 

  + build (LF 1803): add -fgnu89-inline to CFLAGS if gcc version is >=4.1.3 and <4.3 

  + haresources2cib.py: set default-action-timeout to the default (20s) 

  + pgsql RA: move check for root down to enable meta-data for regular users 

  + LF 1678: stonith command core dumps with -h option 

  + haresources2cib.py: update ra parameters lists 

  + Low: lrmd: Make the -r option the default behavior 

  + OpenBSD bugs: 1731 1761 1743 1659 

  + CTS: changed a test from causing a reboot to not triggering a reboot 

  + CTS: increased timeouts and made the stonithd test use the livedangerously option 

  + RPM specfile change:  made is_fedora macro turn off is_rhel macro 

  + Corrected a warning found on FC8 in the cl_reboot code 

  + LF 1794: Modified the external/ssh plugin to have a livedangerously flag 

  + LF 1794: external/ssh should first check if the host is reachable 

  + RA Filesystem: add lustre to the list of fs which don't need fsck 

  + ldirectord: SimpleTCP service check documentation 

  + ldirectord: SimpleTCP service check 

  + LF Bug 1732: Error handling is bad for comm media 

  + High: cib: Make sure everyone uses (add|get)_message_xml() for data fields 

  + RA SAPDatabase/SAPInstance: report proper exit codes in case required software is not installed 

  + RA mysql: don't look for mysql users in the OS database 

  + High: CRM: Compressed XML needs to be retrieved as a binary blob, not a string 

  + High: CRM: Future-proof get_message_xml() 

  + High: GUI: Fix compilation after changes to update_attr() form the CIB 

  + Low: TE: Logging - unconfirmed actions can happen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 High: heartbeat: Fix getnodes() compilation with gcc 4.3 

  + Medium: PE: Create a syntactic shortcut for the common use-case of "{resource} prefers {node} with {score}" 

  + High: CIB: Fix the behavior of update_attr() and delete_attr() when the command is ambiguous 

  + ipc (LF 1339): enable message compression 

  + Changed HIGHLY to STRONGLY in how strongly we recommend STON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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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F bug 1690: there should be a tool to audit (validate) node names in constraints among other things... 

  + Low: clplumbing: Fix log message:  size_t != int on 64-bit arch's 

  + Low: Admin: crm_standby - Don't complain abot missing values, print the default value instead 

  + Low: PE: Update the expected graphs to include the batch-limit option 

  + Medium: TE: Allow the CRM to limit the number of resource actions the TE can execute in parallel. 

  + Low: crmd: Provide a more informative error when DCs detect other DCs during a join 

  + Low: CTS: The Process class requries an integer for triggersreboot 

  + High: CRM: In ccm_have_quorum(), an OC_EV_MS_PRIMARY_RESTORED event means we _do_ have quorum 

  + Low: crmd: Cleanup - remove all 'return I_NULL' statements from the FSA 

  + High: PE: Set next_role recursivly so that group promotion will work 

  + High: PE: Introduce a new API call for determining the location of complex resources 

  + Medium: PE: Dont make changes to location constraints, when applying to groups, persistent 

  + High: crmd: Prevent shutdown hangs caused by pending ops that can't be cancelled - because the no longer exist in the lrm 

  + Medium: Do not disconnect blocking write processes, but discard traffic. 

  + Novell 293922: Don't use non-blocking writers, but instead don't block 

  + Changed the version of RHEL requiring OpenHPI to be 6 or greater... 

  + LF Bug 1662: Put in some RHEL changes provided by Keisuke MORI 

  + LF bug 1662: PM spec file should be more usable (Fedora changes) 

  + Medium: crm: Dont generate core files for non-fatal assert (ie. the CRM_CHECK macro). 

  + Low: PE: ptest - Handle malformed inputs more gracefully 

  + Low: crmd: Minor logging improvement to update_dc() 

  + Low: crm: Handle a few xml-related error conditions without resorting to CRM_ASSERT 

  + Low: Admin: Do a full simulation when we have the live CIB - since we'll always have a status section 

  + High: PE: Fix a botched commit (cs: 3de5760b06e0) that incorrectly allowed resources to start without quorum or stonith 

  + Medium: PE: Disable delete-then-refresh code.  The crmd will remove the resource from the CIB itself making the refresh redundant 

  + Medium: PE: All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prefer to keep non-failed instances alive 

  + Medium: attrd: Bug 1776 - Attrd doesn't exit or reconnect when the CIB is respawned 

  + Low: PE: Actions for stonith agents should never default to requiring fencing or quorum 

  + High: PE: increment_clone() did not overflow correctly 9->10, 99->100, etc 

  + Medium: crmd: Don't remap LRM_OP_PENDING when building full lrm updates 

  + Medium: TE: Pending operations shouldn't be processed 

  + High: PE: Bug 1765 - Prevent master-master colocation constraints from preventing slaves from starting 

  + Low: PE: Reduce logging severity regarding creation of notifications 

  + Low: PE: Split the contraint unpacking code into its own file 

  + hbagent: reset gMembershipTable on dropping global resources 

  + hbagent: fix memory leaks on dropping global resources 

  + hbclient: fix memory leaks on signon/signoff 

  + RA Xinetd (LF 1742): multiple fixes 

  + LRM regression test: make common.filter (sed) script work with non-gnu sed (Darwin) 

  + LRM regression test: use LSB_RA_DIR instead of /etc/init.d 

  + LF 1766: Heartbeat installs man pages in the wrong directories by default... 

  + LF bug 1772: apphbd needs to be able to have clients declare themselves critical resulting in a "fast fail" of the system when they fail 

  + debugging for LF bug 1393 - includes a bug fix for the postfork() callback in the GSource.c module for the tempproc trigger Gsource 

date:        Fri Nov 09 06:54:25 2007 -0700 

  + Put in simple debugging code for CCM negative uptime message - plus made some related code slighly safer. 

  + HBcomm: use proper define (MSG_DONTWAIT instead of MSG_NONBLOCK) 

  + Novell 293922: Heartbeat network processes would block on full buffers. 

  + LF bug 1393 - Cannot rename /var/lib/heartbeat/hostcache.tmp to /var/lib/heartbeat/hostcache (scope, risk and severity: all minor) 

  + Trying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get debug info for LF bug 1393 (low risk, important for debugging) 

  + Added -p pidfile option to cl_respawn 

  + LF bug 1706 (finishing up associated issues) 

  + mgmtd (LF 1719): fix the pam file for suse 

  + raised timeouts in CTS to account for a slow machine I own 

  + LF bug 1705 - cl_respawn core dumps when given -h or --help 

  + ccm: speed up ccm considerably in case a node is alone in the membership 

  + LF bugzilla 1757: apache resource agent grep methodology can't handle newlines 

  + Added debugging and very minor code improvements for LF bug 1393 

  + mysql RA (LF 1760): defaults for OpenBSD 

  + BSC (LRM test): replace cron with heartbeat as an lsb agent 

  + CTS: changed the code to wait for nodes to come up before we try and get uuid list 

  + changed configure.in to force 64-bit objects when on gcc-based ppc64 platform 

  + Removed RPM dependency on sysklogd - because package name can v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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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oved python gtk dependencies into GUI package 

  + ccm (LF 1546): ensure that the membership instance number never decrements 

  + stonithd: check for storage size when copying the host list 

  + stonithd (LF 1727): shuffle dropping privileges around again 

  + [LDIRECTORD] allow per-virtual checkinterval configuration 

  + stonithd: drop root privileges earlier 

  + Debian: rename ha_logd.cf to logd.cf in debian/heartbeat.files 

  + stonithd (LF 1727): fix dropping privileges 

  + Low: heartbeat: Use the correct define when choosing to enable valgrind 

  + Medium: crmd: Prevent shutdowns initiated immediately after a node is removed from the cluster with hb_delnode from stalling. 

  + [DEBIAN] Add dependacy on gawk as it is required by the OCF IPaddr resource 

  + [lvs-users] Patch for ldirectord when using mysql service 

  + Low: Fix Makefile.am reference (ha_logd.cf -> logd.cf) 

  + Low: Rename example ha_logd.cf file to the proper name. 

  + Low: cib: Increase the retry interval when connecting to the ccm to 3s 

  + Low: cts: Remove the backup CIB too if --clobber-cib is specified 

  + Medium: crmd: Bug 1737 - Inconsistent join state detected - Possible fix 

  + High: cib: G_main_del_IPC_Channel() doesn't like being called with a NULL pointer and crashes 

  + Low: Fix compile of mgmtd (fixes cs 575ceac23368) 

  + Medium: mgmt: Use the new bit-field for resource_t objects 

  + Low: cib: Set callback_source=NULL after call to G_main_del_IPC_Channel() 

  + Low: crm: Reduce severity of digest mismatch message in apply_xml_diff 

  + High: crm: Bug 1749 - Make sure the diff-related digests contain the complete CIB, not just the first line 

  + Low: PE: Convert all the resource's boolean flags into a single bit-set 

  + ccm (LF 1723): fix logging 

  + lrmd (LF 1729): revise return codes 

  + Low: heartbeat: Some compilers feel that the fcli variable could be used uninitialized - shut them up 

  + Low: core: proctrack - Tweak some log messages to be of a similar form to those in heartbeat.c 

  + High: PE: Bug 1712 - Ensure manditory ordering constraints can cause complex resources to be shut down 

  + Low: cts: Remove patterns that are no longer of interest 

  + Medium: Tools: Bug 1738 - the crmd ignores some requests from crm_resource because it exited too quickly 

  + Low: PE: Reduce log priority for some development logging 

  + Low: cts: Remove erroneous search pattern from component fail test 

  + Low: crmd: Use the unaltered rc for timed out operation events from the lrmd 

  + Low: Build: Make sure make clean works in the cts directory 

  + Medium: cib: Include digests of the cib a diff was made from and verify it when applying 

  + High: PE: Prevent use-of-NULL when the admin creates a colocaiton constraint with an empty group 

  + LF bug 1712: ha_logd prevented node from shutting down - changed code to use the waitout() primitive 

  + Put in a missing include of <memory.h> for the DRBD code 

  + LF bug 1700: HA Signon always reports success 

  + rpm build change: allow openhpi to be optional, but default it to be required.  Don't require it for SUSE < 10.2 

  + stonithd (LF 1727): change attach shmem seg to read only 

  + Low: cts: Add a missing comma to the patterns list 

  + Low: crmd: Use EXECRA_OK instead of hard-coding rc=0 

  + Low: crmd: Increase the retry interval when stalling the FSA to 2s (used when connecting to the ccm, lrmd, cib) 

  + Low: crmd: Remove code made redundant by the use of ProcTrack 

  + Low: cts: Wait for the cluster to see the node come back before checking for S_IDLE after shooting the ccm. 

  + Low: cts: Add an extra ignore pattern for stonithd 

  + Low: cts: NearQuorumPoint - only check for Pat:DC_IDLE if there will be nodes up at the end 

  + Low: PE: Produce a config error when a clone contains more than one resource/group to clone 

  + Low: RA: PureFTPd - Support debian's pure-ftpd-wrapper script 

  + Medium: Tools: ocf-tester - Ensure OCF_ROOT is available to the RA subshell 

  + Low: contrib: dopd - Remove a pointless and annoying dependancy on the crm 

  + Low: TE: Code cleanup 

  + stonithd: improve logging 

  + LF bug 1502: udpport statement in ha.cf is ignored by heartbeat 

  + LF bug 1589: ia64 heartbeat unaligned access messages (SGI965396) - copy fields in structures 

  + LF bug 1679: hardcoded heartbeat userid and group in init script 

  + LF bug 1681: BSC fails to identify active interface on OpenBSD 

  + LF bug 1702: during emergency restarts, heartbeat doesn't close watchdog correctly 

  + Updated a specfile dependency to require the minimum version of openhpi 

  + LF bug 1734 - removed duplicate return statement as per bug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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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F bug 1731: wrong location of libraries for OpenBSD 64Bit architectures 

  + High: crmd: Prevent shutdown hangs by allowing the crmd to forget about pending actions for deleted resources 

  + High: PE: Relax an assumption regarding clones that is not true when they are unmanaged 

  + Medium: PE: Bug 1722 - By default, exhibit the old start-failures-are-fatal behaviour regardless of how resource-failure-stickines is set 

  + Remove one unlink() of the temporary hostcache file. 

  + hb_uuid: Remove superfluous sync(). 

  + STONITH: external/ssh: Disable StrictHostKeyChecking and PasswordAuthentication by default. 

  + RA: mysql: Allow arbitrary commandline arguments for mysqld 

  + CTS: patterns adjusted for exiting processes (LF 1725). 

  + High: PE: Prevent an infinit pe/te loop when reprobing with resources in master mode 

  + mgmt: Provide "Default" setting for crm configurations 

  + mgmt: Provide complete pengine and crmd configurations with dynamic rendering 

  + mgmt: Prevent haclient from falling into an error caused by blank resource metadata 

  + mgmt: Add "meta_attributes" support to mgmt 

  + mgmt: Resolve target_role problem for sub-resource 

  + High: PE: Prevent use of NULL in crm_mon when date_expressions are used by ensuring that data_set->now is always set 

  + PE: High: Remove an errant call to exit() than prevented an assert from being triggered 

  + Low: Build: Remove unused LDADD entries (libpils.la and libapphb.la) 

  + High: PE: Clone colocation fixes 

  + Low: PE: Extra debug information 

  + Low: PE: Avoid pointless copying of XML items (actions) during graph creation 

  + Low: PE: Log the current cluster state at LOG_NOTICE instead of LOG_INFO 

  + Medium: PE: Master internal ordering enhancements. Added stopped->start, stopped->promote. 

  + Medium: PE: Make sure all slaves (not just re-allocated ones) have role=Slave 

  + Medium: PE: Fix minor memory leak when stopping orphaned resources 

  + Medium: CRM: Re-evaluate appropriate IPC message queue lengths and throtle IPC _clients_ that hit them 

  + High: PE: Missing header file change from previous commit (cs: 0c14cfe57dd9) 

  + High: PE: Ensure that resources depending (by order) on a master are not promoted if no master is available 

  + Low: PE: Update regression tests - some action numbers changed 

  + Low: Tools: crm_resource - send errors to stderr and to regular logging 

  + Medium: DTD: Fix comment regarding rsc_ordering constraints 

  + High: PE: Fix manditory ordering with m/s resources 

  + Low: PE: clones - Remove debug logging and simplify asserts in expand_list() 

  + Low: crmd: Update the CIB with the node's version data when it becomes DC 

  + mgmt: Prevent clone and master_slave from belonging to group 

  + mgmt: Make several fields of rsc_location editable 

  + mgmt: Rename "Places" to "Locations" to match with the CIB name 

  + mgmt: Specify the default type of added item to correspond to the object that the cursor focused on 

  + mgmt: Add boolean_op for location rules in mgmt 

  + RA mysql, pgsql: use getent(1) instead of /etc/passwd 

  + stonithd (LF 1714,1727): fix a race condition 

  + stonithd (LF 1726): a hostlist may be empty 

  + stonith/ibmrsa: allow ',' in the hostlist 

  + RA: Xinetd: Fix stop/monitor to not fail if service isn't available yet 

  + CTS: Fix a path reference to LSBDummy, so that CTS has a chance of working. 

  + RA: Raid1: Allow the homehost setting to be specified. 

  + Novell 329833: dotted-quad netmask notation broken in findif 

  + lrm stonith plugin: fix exit code handling 

  + stonith/external: improve logging 

  + stonithd/lib: replace cookie generation with uuid 

  + stonithd: code review and cleanup 

  + LRM test: test xml of stonith agents through stonithd (included in the BSC) 

  + stonithd: have -a really mean startup alone 

  + Low: Stonith: external/rackpdu - Fix the metadata short descriptions 

  + cl_msg: fix a typo 

  + stonithd: library code review and cleanup 

  + stonithd: increase the maxdispatchtime 

  + Debian: heartbeat doesn't depend on libperl-dev 

  + lrmd (LF 1715): increase the max dispatch time for lrmd 

  + Corrected spelling/grammar errors in BasicSanityCheck 

  + Medium: PE: Enact a saner default for rsc_order.score (s/0/INFINITY) 

  + High: PE: More generic method of detecting colocation loops in native_merge_weights 



21/08/18, 00:10Release 2.1.3 of Linux-HA is now available! -  - 

Pagina 6 di 10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7112214355500/

  + Medium: Logging: Sanitize and centrally define the log facility used by various subsystems 

  + Low: Build: Build the contrib directory last 

  + Low: cts: Fix the log facility map 

  + Low: CRM: Key of the already set debug_level global variable when setting crm_log_level 

  + Low: CRM: Downgrade digest logging now that its under control 

  + Low: cib: Logging - version message should not have been an error 

  + Low: PE: Logging - Include the transition_magic key when logging changed parameters 

  + Low: CTS: Add extra ignore pattern when the CCM is shot - do it properly this time 

  + Medium: Core: Ensure heartbeat flushes all its logs before exiting 

  + Low: TE: Pause for a moment before trying to reconnect to stonithd 

  + Medium: cib: Improved transparency when in operating in degraded mode 

  + Low: crmd: Remove redundant code 

  + Low: CTS: Add extra ignore pattern when the CCM is shot 

  + Low: CTS: Add BadNews pattern - parameters should never change 

  + Low: Admin: crmadmin - Logging tweak 

  + Low: PE: More efficient logging of orphan resources 

  + Medium: PE: Bug 1710 - A resource's failcount was ignored on nodes with no operations for the resource 

  + LRM test: various cleanups 

  + Added a script for creating the configuration for a single node 

  + Low: PE: Prevent users from trying to use on_fail=fence and stonith-enabled=false 

  + Low: CIB: Allow notification to remote clients 

  + Low: PE: Downgrade logging when we fallback to default option values 

  + High: Core: Prevent logging buffer overflow - ensure the entity is NULL terminated 

  + High: PE: Make sure only the correct number of cloned groups are started 

  + Low: PE: Stop the master placement score from affecting the synapse's priority 

  + High: PE: Include preferences of colocated resources when promoting masters 

  + High: RA: Remove bashism from Filesystem OCF agent 

  + Low: CTS: Limit the number of PE input files created 

  + Low: DTD: Include helpful comment for rsc_order constraints 

  + Medium: PE: Bug #1705 - Don't segfault when allocating empty groups 

  + Low: Stonith: external/ssh - simplify the reset command and wait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as the non-external variant 

  + Medium: RA: Treat migrating (status 1) as running to avoid 

  + Low: Tools: Allow pingd to change identity based on the name of its executable - workaround for Bug #1701 

  + High: PE: Ensure manditory ordering constraints behave correctly 

  + proctrack/LRM (LF 1697): really remove sources (performance/memory leak fix) 

  + mgmtd: allow old clients to connect 

  + Low: PE: Regression test for group colocation 

  + Medium: PE: Simplify the allocation of group resources 

  + High: PE: Optimize the merge_weights functionfor groups 

  + High: PE: Make sure the merge_weights function is called for complex resources 

  + High: PE: More accurate method of detecting colocation loops in native_merge_weights 

  + High: PE: Implement a smarter algorithm for colocation 

  + Low: PE: Fold child-loop functions back into the ones doing the actual work 

  + Medium: PE: Expose rsc->children which should mean we can delete all the 'loop' functions for complex objects 

  + LRM test: report findings if the tests failed 

  + RA: Filesystem: VARLIB -> RSCTMP 

  + RA: Filesystem: Fix path reference. 

  + Move INITDIR to proper include. 

  + RA: o2cb: Fix path broken in recent "cleanups". 

  + LRM test: include parts of lrm regression testing in the BasicSanityCheck 

  + raexecocf: include time.h 

  + lrmd: log non-recurring operations 

  + lrmd: wrong reference in one debug message 

  + stonithd (LF 1615): get the list of hosts from an RA asynchronously 

  + High: crmd: Tell the LRM to refresh the resource's default parameters 

  + LRM: add capability to copy parameters from op to rsc 

  + raexecocf: a fix for bug introduced in 2a787bbd73f6; longer sleep in get_resource_meta 

  + Medium: Stonith: prevent superfluous logging 

  + High: DTD: Remove stary character that made the DTD invalid 

  + Low: Admin: Bug 1691 - crm_resource doesn't complain about empty strings as property values 

  + Low: CRM: DTD - Explicitly specify a default for rsc_colocation.symmetrical 

  + Low: CRM: DTD - Expand the list of accepted values for boolean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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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ow: RA: ManageVE - Fix status when VE files are not persistent 

  + lrmd: performance 2: remove unnecessary memstat 

  + lrmd: performance 1: replace linear with binary search for msg type. 

  + Corrected a directory name in the '%pre' script in the spec file 

  + RA apache: drop annoying messages if no configuration files are found 

  + Changed the specfile so that it uses only the correct name for python/gtk package according to the distro 

  + [LDIRECTORD] Remove supervise-ldirectord-config 

  + specfile: converted %elseif chains to %endif %if 

  + apache RA (LF 1692): move sourcing /resource.d/heartbeat/.ocf-shellfuncs before var reference 

  + detect fedora correctly 

  + a number of small fixes to make fedora packages correctly 

  + Put in an APCmastersnmp.c patch from Peter Kruse which makes the plugin work with new APC master switches 

  + LRM (LF 1684): a meta-data operation fix introducing short sleep on zero reads 

  + configure.in: fix for platforms with libc in /lib/tls 

  + Updated arguments to crm_log_init to be consistent with new API. 

  + LF bug # 1662 - massive heartbeat specfile update - to make it more usable 

  + Medium: RA: EvmsSCC - Handle start failures caused by peers starting at the same time 

  + Low: logd: Update the default config file to reflect the new default log facility 

  + High: clplumbing: Use the correct environment variable when deciding to log via ha_logd 

  + Low: Admin: crmadmin - exit with rc=0 when the command completed successfully 

  + Medium: PE: Bug 1685 - Supply the correct default for rsc_order constraints 

  + Low: PE: Fix a parse error in the attr8 regression test 

  + High: TE: target_rc should default to 0 (LRM_OP_DONE) to detect monitor actions that fail the first time they are executed 

  + High: PE: Bug 1682 - Prevent use-of-NULL when clones have no active children 

  + [STONITH] Disable ipmilan by default 

  + [STONITH] ipmilan: fix potential segvfault in options parsing 

  + [RA] patch to fix bashism in resources/OCF/pgsql 

  + LRM (LF 1458): include timing information in the op data. 

  + RA: eDir88: fix to allow meta-data to work in case NDS is not installed 

  + Put in updates to the Informix script as supplied by Lars Forseth 

  + An open call with the O_CREAT flag was missing the file mode. 

  + High: crmd: Sanitize the maintenance of node_state entries 

  + High: cib: Support the removal of multiple child objects - required for subsequent commit 

  + Low: cts: 'Updating failcount for' is no longer worth tracking (action failures show up as other ERROR logs) 

  + Low: TE: Improved logging of unconfirmed actions 

  + Medium: TE: Dont modify the failcount for 'pending' action updates (rc=-1) 

  + Medium: admin: Set the exit code to non-zero if crmadmin can't connect to the crmd 

  + High: PE: Break graph loops involving stonith + regression test 

  + Low: PE: Improvements to the graph and .dot creation code 

  + Medium: crm: Bug 1680 - parse_xml() can fail to detect mismatching close tags 

  + High: PE: all_stopped should only depend on native resources to avoid recursion 

  + High: PE: The all_stopped action should only be part of the graph when the stop actions are runnable 

  + High: PE: Only create _one_ pseudo op per name (all_stopped/stonith_up) 

  + Low: PE: Logging of changed resource definition 

  + High: TE: Allow reconnection to stonithd if it is respawned 

  + High: stonithd: Sanitize the login/logout functions and add the ability to reset the callback IPC channel 

  + [STONITH] ipmilan: accept documented auth and priv values 

  + [BUILD] don't remove tarbals in clean target 

  + [BUILD] don't ignore errors on install 

  + [RA] patch to fix bashism in heartbeat/lib/hb_setsite.in 

  + [RA] patch to fix bashism in resources/OCF/pgsql 

  + [RA] patch to fix bashism in resources/OCF/o2cb 

  + [RA] patch to fix bashism in heartbeat/lib/hb_setweight.in 

  + [RA] patch to fix bashism in heartbeat/lib/hb_setsite.in 

  + [RA] patch to fix bashism in heartbeat/lib/hb_delnode.in 

  + [RA] patch to fix bashism in heartbeat/lib/hb_addnode.in 

  + [RA] patch to fix bashism in resources/OCF/eDir 

  + [RA] patch to fix bashism in resources/OCF/SysInfo 

  + [RA] patch to fix bashism in resources/OCF/Stateful 

  + [RA] patch to fix bashism in heartbeat/lib/LRMBasicSanityCheck.in 

  + hbagent: add partial configuration 

  + tools: ocf-tester: add capability to test with lrmadmin/lrmd 



21/08/18, 00:10Release 2.1.3 of Linux-HA is now available! -  - 

Pagina 8 di 10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7112214355500/

  + Low: PE: Handle the 'fail' task in text2task() 

  + Medium: PE: Dont check the parameter digest of orphan operations 

  + Low: PE: ptest - dont execute the graph by default 

  + High: PE: check_action_definition() - Ensure the meta attributes are also set so that the digest is calculated correctly (and consistently with the

crmd) 

  + High: CRM: filter_action_parameters() - Make a copy of interval/timeout in as they're about to be free'd 

  + Low: PE: Update expected outputs with new version number 

  + Low: PE: Warn when multiple nodes have the same uname 

  + Low: cib: Refactor reading and writing of the CIB to disk 

  + Medium: cib: Ensure fflush() and fsync() are always called when writing XML digests to disk 

  + Medium: CRM: Ensure fflush() and fsync() are always called when writing XML to disk 

  + High: cib: Allow the CIB to reconnect if the CCM is killed and respawned 

  + High: cib: Handle master updates that fail DTD validation 

  + High: TE: Allow the TE to reconnect if stonithd is killed and respawned 

  + Low: cts: ResourceRecover - Match the interval to that used by crm_resource 

  + Low: Stonith: New external plugin for handling 'APC Switched Rack PDU AP7952' devices 

  + [DEBIAN] make heartbeat binNMU safe 

  + LOW: cts: Remove unneeded argument for DC_IDLE pattern 

  + Low: cib: Enhancements to logging of DTD errors 

  + Low: cib: Rearrange so code to avoid excessive indenting 

  + Low: PE: Correct spelling in log message 

  + Low: crm: Let the caller decide how to log DTD validation failures 

  + Low: crmd: Ensure our assumption that all resources have a class and type is true 

  + Low: cts: Update the expected log patterns and remove dups 

  + Low: cts: Resurrect the ComponentFail test 

  + Low: cts: make cluster_stable() more informative 

  + High: crmd: Simplify node_state maintenance 

  + High: CIB: Improved CCM interaction 

  + Low: CIB: Minor logging improvement 

  + High: crmd: Improvements to shutdown sequence (particularly in response to failures) 

  + CTS: Low: Ignore the correct BadNews message in ResourceRecover 

  + CTS: Low: Tell NearQuorumPointTest to look for Pat:DC_IDLE before declaring success 

  + CTS: Low: Optimize filtering of BadNews 

  + Admin: Low: Bug 1603 - Allow CIB digest files to be verified 

  + RA: apache - make status quieter 

  + [RA] eDir88: include the stop option 

  + OSDL bug 1666: in BSC, make sure temp rsc dir exists for RAs 

  + Contrib: dopd - Fix usage of crm_log_init() by code that shouldn't be using it 

  + Tools: ocf-tester - use the default value for OCF_ROOT if it exists 

  + RA: IPaddr2 - Make the check for the modprobe/iptables utilities conditional on the IP being cloned 

  + CRM: Update crm/cib feature sets and the set of tags/attributes used for feature set detection 

  + crmd: Simplify the detection of active actions and resources at shutdown 

  + PE: Use failcount to handle failed stops and starts 

  + TE: Set failcount to INFINITY for resources that fail to start or stop 

  + CRM: Remove debug code that should not have been committed 

  + PE: Add regression test for previous commit 

  + PE: Regression: Allow M/S resources to be promoted based solely on rsc_location constraints 

  + PE: Fix up the tests now that compare_version() functions correctly (as of cs: 7d69ef94a258) 

  + CRM: Fix compare_version() to actually work correctly on a regular basis 

  + PE: Update testcases to include all_stopped (added in cs: 800c2fec24ee) 

  + crmd: Bug 1655 - crmd can't exit when the PE or TE is killed from underneath it 

  + Tools: Bug 1653 - Misc attrd/attrd_updater cleanups 

  + Tools: Bug 1653 - Further changes to prevent use of NULL when no attribute is specified 

  + CRM: Make logging setup consistent and do not log the command-line to stderr 

  + RA: Delay (v1) - Remove extra characters from call to ra_execocf 

  + Tools: Bug 1653 - attrd crashes when no attribute is specified 

  + OCF: Provide the location of /sbin as used by some agents (HA_SBIN_DIR) 

  + PE: Move the creation of stonith shutdown constraints to native_internal_constraints() 

  + crmd: Only remap monitor operation status to LRM_OP_DONE under the correct conditions 

  + PE: Handle two new actions in text2task 

  + CTS: Give stonith devices penty of time to start 

  + PE: Include description for the remove-after-stop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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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毕业 2017-12-22 00:21:34

pvaneynds Debian & Lisp blog 2006-12-21 17:57:38

为 SBCL 添加 GBK 编码支持 2006-12-21 17:18:3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转载

  + PE: Streamline STONITH ordering. Make sure 'all_stopped' depends on all STONITH ops. 

  + PE: Aggregate the startup of fencing resources into a stonith_up pseudo-action 

  + PE: STONITH Shutdown ordering 

  + Bugzilla 1657: Speed up BasicSanityCheck and also make logging inheritance more uniform. 

  + OSDL 1449 / Novell 291749: GUI should not overwrite more specific settings of contained resources. 

  + Remove autoconf and friends on make distclean 

------------------ 

PS:  Special thanks to Dejan for making up this change log - it's an annoying and thankless task. 

-- 

    Alan Robertson <alanr@unix.sh> 

"Openness is the foundation and preservative of friendship...  Let me 

claim from you at all times your undisguised opinions." - William 

Wilberfor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inux-HA mailing list 

Linux-HA@lists.linux-ha.org 

http://lists.linux-ha.org/mailman/listinfo/linux-ha 

See also: http://linux-ha.org/ReportingProblems 

阅读(2609)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学习！学习！ 圣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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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26 12:54joyous

回复 |  删除

oh,mygod

跟叶玎玎一样

看都看不懂说点啥呢·········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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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Release 2.1.3 of Linux-HA is now available! KnowledgeWorks: Hello World!  

2007-12-24 20:23:33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算了吧，过节历来都是我的弱项，从来没有一个节日过得有意义的。

阅读(493)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Release 2.1.3 of Linux-HA is now available! KnowledgeWorks: Hello World!  

 氷河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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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29 06:45

回复 |  删除

阿珂

你为啥回去了

担心服务器挂了，心虚⋯⋯所以回去了。

2007-12-29 04:25阿珂

回复 |  删除

你为啥回去了

2007-12-27 15:08 氷河

回复 |  删除

今天他们都吃啥了呢⋯⋯

2007-12-27 03:57小勤

回复 |  删除

新年快乐！！！

2007-12-26 03:12restart

回复 |  删除

同感。。 

其实发挥一点创意就可以了⋯⋯

2007-12-25 15:36一口一

回复 |  删除

我得了节日麻痹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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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快乐？ 换新版头像了  

2007-12-28 19:58:41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KnowledgeWorks: Hello World!KnowledgeWorks: Hello World!    

在 KnowledgeWorks 中定义一个简单的没有任何前件的前向推理规则，以及一个没有任何内容的反

向推理规则。

(in-package :kw-user)

(defrule hello-world :forward

  -->

  ((format t "Hello, World!~%")))

(defrule hello-world-2 :backward

  ((hello-world-2)

   <--

   ((format t "Hello, World, too!~%"))))

In KnowledgeWorks Listener:

==> (hello-world)

Hello, World!

YES.

OK.

==> (hello-world-2)

Hello, World, too!

YES.

OK.

买了 LW KnowledgeWorks 八个月以后，兄弟我终于入门了⋯⋯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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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冰河年鉴 2011 2011-12-28 08:36:29

延迟的圣诞感悟 2011-12-28 05: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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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889)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圣诞快乐？ 换新版头像了  

2008-01-02 19:28 氷河

回复 |  删除

sishen

氷河

joyous

哇塞～～～～写得很不错哎哇塞～～～～写得很不错哎 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讲啥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讲啥

 

就没打算让 MM 你看懂⋯⋯

来个需要推理的例子吧。

http://www.newsmth.net/bbscon.php?bid=579&id=11819

2007-12-31 11:05sishen

氷河

joy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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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哇塞～～～～写得很不错哎哇塞～～～～写得很不错哎 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讲啥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讲啥

 

就没打算让 MM 你看懂⋯⋯

来个需要推理的例子吧。

2007-12-29 20:02 氷河

回复 |  删除

joyous

哇塞～～～～写得很不错哎哇塞～～～～写得很不错哎 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讲啥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讲啥

 

就没打算让 MM 你看懂⋯⋯

2007-12-29 18:58joyous

回复 |  删除

哇塞～～～～写得很不错哎哇塞～～～～写得很不错哎 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讲啥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讲啥

 

2007-12-28 19:15林子

回复 |  删除

看不懂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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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30 03:23:47 |  分类：  Lisp |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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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新版头像了换新版头像了    

"             

Y1X1W1V1U1V1T1W1S1R1                                                              ",

"         

Q1V1P1O1N1M1L1K1K1K1J1I1U1H1S1Q1                                                      ",

"       

W1G1N1K1F1T1E1D1D1D1E1C1F1I1B1A1C1;1R1                                                  ",

"     

E1L1L1C1:1:1:1:1:19191919191:1H181F1F1C1;1S1                                             

",

"   

;1P1J1:1:1H191717161615161516171719191H1U1F1E1;1Q1                                         

",

" 

S1F1J1H1H1917161414131312131311131314151717191C1C1E101                                     

   ",

"  ;1I1E1:191715141                         

3161719181E1D1S1                                    ",

"  E1F1;1717141z0                               

417171H1E1D1z0                                  ",

"z0y0E1:17141x0                                     

313191H1E1:1w0                              ",

"v0E1D17141R1                                           

3161H1D1;1R1                            ",

":1E1H16111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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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1H1H1R1                          ",

":1H19141      u0t0s0s0s0r0q0                                 

7171H1H1R1                        ",

"01H17111    Y1p0o0o0o0n0m0x0                                     

71:1H1z0                      ",

"H1:171z0    w0l0p0r0k0l0j0i0                                       

61H1;1R1                    ",

"91H171h0    g0k0f0k0r0k0e011                                         

31D191Q1                  ",

"01;171R1    w0k0f0k0k0r0d0c0                                           

31D191w0                ",

"z0H171h0    b0a0f0r0k0r0q0z0                                             

71H191                ",

"R1:191z0    d0p0k0k0k0l0b0h0              Z0Y0Y0Y0Y0Y1      X0W0Y0Y0W0Y0    9131 

Z0Y0Y0Y0Y0    ",

"  91H111    d0p0k0r0k0V0U0R1            T0S0R0Q0P0r0R1      p0R0O0Q0n0N0b0   

M0L0Q0Q0Q0K0r0R1  ",

"  01:1M0    V0p0k0k0r0r0i0w0            R1k0J0I0f0j0h0      p0P0I0I0p0r0i0   

Q1j0S0s0p0r0i0R1  ",

"  R1H191    k0p0r0k0k0j0h0Y1            w0r0k0k0r0j0h0      H0p0k0r0k0j0x0   

Y1f0J0k0l0e0c0    ",

"    91;1z0  k0p0k0k0r0e011Y1            w0V0k0r0k0V0h0    j0J0k0r0k0k0r0i0   

T0H0I0k0r0G011    ",

"    z0H171  a0f0r0k0r0d0c0Y1            Y1j0k0k0r0r0h0    f0J0k0k0r0k0r0x0   

r0s0a0l0j0c0      ",

"      71M0T0N0f0k0k0r0q0h0F0            Y1d0k0k0k0V0x0    p0H0r0r0k0r0r0U0   

p0K0k0l0q0c0      ",

"      z011q0p0f0r0k0r0d0S1              F0d0k0r0k0r0U0  j0J0f0k0k0r0k0r0b0 

Y0E0p0k0r0G0z0      ",

"        Q1j0p0k0k0r0k0V0T0X0d0W0Y0d0X0j0w0Y0r0k0k0r0T0  H0J0r0k0r0k0k0r0q0 

u0K0k0r0V0i0M0      ",

"        w0r0H0r0k0k0r0J0n0D0Q0o0Q0Q0K0j0R1G0k0k0r0k0d0C0o0I0k0r0k0r0r0k0d0 

o0J0k0r0d0B0A1z0    ",

"       

Y1f0p0k0r0k0k0k0p0p0I0I0p0I0r0G0h0w0k0r0k0k0A0;0n0f0r0k0r0k0k0r0A0:0o0f0r0V0G0019091    ",

"        b0k0f0r0k0r0r0k0r0k0r0r0k0r0j0x0 

U0r0k0r0k0J0P0I0k0r0j0r0k0r0k0J0P0J0k0r0e0c0M0C180    ",

"        T0j0q0d0d0e0d0q0q0q0q0q0q0q0q0c0   

r0k0k0k0k0k0k0r0j0x0r0r0k0k0k0f0r0k0r0G011z0H18011  ",

"        R111212121c0112121212121212121h0    r0k0r0k0r0k0k0r0q011j0k0r0k0r0k0k0r0j0i0 

R1H1H1M0  ",

"                z08170z0                    r0k0k0r0k0r0k0j0x011j0k0k0r0k0r0k0r0q011   

H1E131  ",

"                  01I160Q1                  j0k0r0k0k0k0r0e011  d0k0k0k0r0k0k0V0U0h0   

H1E171  ",

"                    M0E1H1Q1                j0k0k0k0r0k0r0G011  d0k0k0r0k0k0r0e0c0Q1   

H1E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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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0D1H1R1              d0k0r0k0k0r0r0i0    T0k0k0k0r0k0r0q011Y1   

E1E171  ",

"                        71H1E1z0            T0j0r0j0j0V0T0c0    b0r0j0j0r0j0j0i0h0     

F1H171  ",

"                          71H181;1Q1        x0x0c0i0i0i0c0h0    x0x0i0i0h0i0i011     

C1F19171  ",

"                            3191C1E1z0      Y1h0h0z0h0z0R1        h0z0z0h0z0z0     

H190819141  ",

"                              317150C1H1S1                                       

X1J1B1:17131  ",

"                                113180C1C1H1S1                               

F0W1K1P1H19171    ",

"                                    317150U140E1;1Q1                     

F0Y1A1M1K1E1:19141    ",

"                                     

217171H140I1F181X1;1R130Y1Y1Y130v0T1B1M1N1B1H1H1916121    ",

"                                         

317171:181I120J1J1B1I12010L1M1N1L1B150:1;1917141      ",

"                                             

31517191H1T1U100I12020A1F1E1H1:1H191916141        ",

"                                                 

3141617171919191:191S1:1:19171714141          ",

"                                                     

1131416161716171717161514141              ",

"                                                             

M031314141413111                  ",

"                                                                                          

      "};

《专家系统——原理与编程》

阅读(953)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KnowledgeWorks: Hello World! 冰河年鉴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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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冰河年鉴 2017 2017-12-30 14:45:49

网易日记即将合并到博客 2006-12-30 04:24:39

参与开源，从小事做起 2006-12-29 18:56:0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2008-01-03 04:44小南

回复 |  删除

我想等到真正成果出来时，那些被得罪的同事和领导会理解你的，但在工作中最好是和睦相处！你说呢？

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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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换新版头像了 お新年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2007-12-31 01:01:10 |  分类：  年鉴 |  标签： 2007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冰河年鉴 2007冰河年鉴 2007    

2007 年里，说起来其实并不是每天都过得有意义，总计至少有一周的时间是在疲惫的状态下迷迷糊

糊地睡过去的；好几天花在陪 MM 上面，然后这些 MM 都跟其他 GG 过日子去了；更有很多钱都花

在不明不白的事情上了。回顾自己 2007 整年的博客文章，才知道做了多少荒唐事，最荒唐的就是去

追 MM，还好都失败了，损失有限。

（以下索引并非 2007 年的原文，为 2011 年底补充）

2007 年 1 月：

红颜知己刘征 (Sabrina) 在网易博客安家

迷恋 LispWorks 5.0 和苹果系统（4 月份买了第一个 LispWorks）

再次试图考研

考试结束（又没考上）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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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相册故障处理基本结束

2007 年 2 月：

继续迷恋苹果系统（直到 2008 年 1 月才买了第一台苹果电脑）

颈椎病第一次发作（直到现在还偶尔吃同样的药）

成为网易正式员工

春节前夕努力工作

2007 年 3 月：

春节后继续努力工作

总结自创的 Apache 服务器配置

确认了考研失败

讽刺中国工商银行

公开征女友

征友结束⋯⋯ （汗，我自己都忘了当初征到谁了）

首次阐述关于 "珍惜" 和 "放弃" 的理念

开始自己的第一个开源项目：cl-net-snmp

2007 年 4 月：

找到一个 “准” 女友（5 月底跟别人跑了）

千载难逢的 LispWorks 打折促销

Debian 4.0 发布（如今已是 6.0 了）

花 $2500 买了第一个 LispWorks

LispWorks 增加了 GBK 编解码支持

ILC 2007 圆满结束

2007 年 5 月：

充满了娱乐活动的五一假期

美女们陪伴的高质量周末

斥巨资邮购了 LispWorks 光盘和 ILC 论文集

“准” 女友跟别人跑了

失恋的痛苦

LispWorks KnowledgeWorks 入门了

2007 年 6 月：

目前最重要的开源 Lisp 项目

继续觊觎苹果笔记本（直到 2008 年 1 月才买了第一台）

2007 年 7 月：

开始跟丁磊在工作上闹矛盾

对钱琳一见钟情（2010 年中秋见最后一面，疑似 2011 年结婚的）

对以往感情经历的阶段性总结

对钱琳的背景调查

首次被钱琳拒绝（直到 2010 年最后一次拒绝）

跟丁磊的矛盾升级，首次萌生去意

跟丁磊的矛盾继续升级

继续跟丁磊闹矛盾，消极事业观开始

2007 年 8 月：

网管部老大开始跟丁磊闹矛盾

和网管部老大一起鄙视网易

被丁磊降职，职位由原手下顶替（直到 2010 年秋天网易搬新家才被重新委以 IT 重任）

继续觊觎苹果笔记本（直到 2008 年 1 月才买了第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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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年鉴 2016 2016-12-31 15:18:32

冰河年鉴 2014 2014-12-30 22:18:55

    转载

继续迷恋钱琳；开始翻译《On Lisp》一书

2007 年 9 月：

再次被钱琳拒绝

继续混迹在校园里

首次读完了《国富论》

Lisp Machine 初体验

继续觊觎苹果笔记本（直到 2008 年 1 月才买了第一台）

开源项目 cl-net-snmp 上有了小成

彻底放弃考研

2007 年 10 月：

开始学习 Sun Solaris

开始学习 Oracle

Macintosh Common Lisp 传出开源的消息

长笛使用一周年

开始学习 CL-HTTP（直到 2011 年才写出了两篇介绍性文章）

展示未来的学习路线

继续觊觎苹果笔记本（直到 2008 年 1 月才买了第一台）

2007 年 11 月：

第二个开源项目：LispWorks 的 UDP 支持

开始学习 IPMI 协议

小蓉去美国留学了

继续追求刘征

第一次 Lisp 讲座

痛苦地忙于 SA 工作

2007 年 12 月：

“凡是跟老板理念不同的人，不论技术有多强，做出多少成绩，迟早还是要被 fire 掉的”

网管部老大等人纷纷离职

在公司里的风评很差

继续觊觎苹果笔记本（直到 2008 年 1 月才买了第一台）

开始研究专家系统编程

2008 年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年，精确安排学习时间，合理设计各项支出，尤为重要。另外，我好像

也该准备后事了，天下没有不停机的服务器，虽然稳定的学习生活很诱人，但我的性格似乎也注定让

我不能享受美好的东西太久。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但没有什么是我不能放弃的，就这样。 

阅读(2892)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换新版头像了 お新年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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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冰河年鉴 2012 2012-12-31 08:18:26

献身计算机科学 2008-12-31 07:18:4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2008-01-02 13:08凤仙

回复 |  删除

原来田春GG也那个。。。   

祝愿你在新的一年事业&爱情美满！

2008-01-02 03:14阿珂

回复 |  删除

最荒唐的就是去追 MM，还好都失败了，损失有限。

                                       -------------------------------是mm损失了，还是你？表光看到自己损失了啊...

2007-12-31 17:01B.E.

回复 |  删除

加油。。加油。。

2007-12-31 09:57深蓝

回复 |  删除

joyous

～～～啦啦

这篇我能看懂！加油啊冰河，2008年你会遇见一位智慧与美丽兼备出得厅堂入得厨房喜欢你能照顾的甲

等MM

感情这东东一般都是不可控，不可测的，只能用物理学上的“测不准原理”解释，可能会在意想不到的时

候峰回路转

2007-12-31 08:49joyous

～～～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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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这篇我能看懂！加油啊冰河，2008年你会遇见一位智慧与美丽兼备出得厅堂入得厨房喜欢你能照顾的甲等

MM

2007-12-30 22:12萝卜

回复 |  删除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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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冰河年鉴 2007 '()  

2008-01-01 10:26:44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お新年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お新年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2008 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昨天下午离开公司以后去玉泉校区看望本科时的班主任，金志江老师。看到金老师家庭美满，事业有

成，风采依旧，我也就放心了。晚上回家后接到阿燕的电话，她从宁波过来玩想看看我，于是将她接

到家里，终于有机会在毕业两年以后单独在一起聊天。作为本科时班里仅仅三个女生中的一个，阿燕

跟我关系一直很好，始终保持纯真的友谊，并且也是为数不错的真正了解我，理解我性格的人之一。

工作以后，她的心理变化挺大，不再是当年天真无邪的妹妹，长大以后开始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我可以为她做任何事，只要她能幸福地生活，只是除了⋯⋯娶她。

昨晚阿燕就睡在我家，我把自己温暖的大卧室留给她了。今天早上我破天荒地 8:00 刚过就起床，早

饭给她煮了些饺子。临走的时候我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送了她两句话：

    不管社会再怎么乱，做到独善其身还是可以的，不能被社会上和身边的丑恶现象所影响；

    对于自己的终身大事，需要慎重考虑，不能将就，找一个真正爱你关心你的人一起过日子。

然后收到北京的红颜知己，周冲，杭州的红颜知己，刘征，她们祝福元旦的短信，多年来每到节日都

能收到来自她们的祝福，甚为感激。身在北京读书的希挺，则是每次我回复了周冲和刘征的短信之后

顺便慰问她一下，2008 年希挺就毕业了，但愿她能在北京找到一个好工作。

元旦的上午似乎才刚刚开始，如果是平时我甚至还没起床呢。希望新年的第一天早起，以后每天也都

能早起。上午灿烂的阳光，和红颜知己们留给我的温暖回忆，是我今年得到的第一份礼物。

今天准备全天在母校浙大的紫金港校区度过，找个自修教室或者图书馆安心地看看书，再写几行 Lisp

程序。科学的道路指引我前进！

阅读(1122)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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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冰河年鉴 2013 2014-01-01 13:01:36

2010 新年寄语 2009-12-31 18:54:3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转载

冰河年鉴 2007 '()  

2008-01-03 07:33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不管做什么，心态都很重要

2008-01-03 07:01beian.163.1818

回复 |  删除

2008-01-03 04:39小南

回复 |  删除

这种心理非常好，加油吧！

2008-01-02 15:00joyous

回复 |  删除

饿了～～～～我要去你家吃饺子

2008-01-02 03:16阿珂

回复 |  删除

除了题目，其他的都算读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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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1-01 13:42一口一

回复 |  删除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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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お新年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第一周，over  

2008-01-05 01:07:34 |  分类：  学习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    

过去的三天里收获很多，只是本职工作进展颇微。今天中午醒来以后脖子竟然落枕了，疼得厉害，而

且最近熬夜过后精神疲惫，隧决定翘班。

新版 LispWorks 测试工作颇有进展，我总共得到了 5 种平台的测试版 license，自从 2007 年 12

月 25 日以来总计发现了 7 个 bug，然后相应地得到 7 份补丁。其中至少一半的问题是跟非英语环

境有关的，只有像我这类用户才有可能发现。其实参与这次测试对我来说最大的好处是，在一个多月

的时间里，可以用我 手头的笔记本运行 LispWorks 企业版来写程序，免费享受了一把每平台

$3600 的 license。最难能可贵的是，虽然测试版开发工具有使用期限，但用这些测试版软件编译出

来的独立可执行程序，是没有运行时间限制的。所以到 1 月份结束之前，我可以 “合法地” 在

x86-win32, x86-linux, amd64-linux, macos, macos64 这五种平台下制造 Lisp 的可执行程序，

太爽了⋯⋯

人工智能领域的某些目前已经不太活跃的分支一直是我感兴趣的。专家系统和知识表示 (内含本体论)

是紧密相关的，这就好比是一个某领域的人才，既要有聪明的头脑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又要有丰富的

经验和知识面，两者缺一不可。对于一般意义上解决问题的程序 来说，情况也是一样。杀毒软件其实

就是一种最常见的专家系统，由负责查毒和杀毒的引擎程度，和一个不断更新中的病毒库组成。病毒

库的结构设计其实是非常关 键的，各种病毒的特征和检测方法可能千差万别，形式化地表达这一信息

并且做到快速匹配，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另一方面，有无可能开发一个诊断我 Linux 服务器是否

正常运行的专家系统呢？我想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一个服务器的各种状态信息是容易获得，信息量有

限，并且有确定格式可循的。只要仔细设计，不断改 进，让这个程序从检测服务器是否健在这等小事

做起，我坚信不久的将来还是可以得到一个跟人类 Linux 系统管理员水平相当的系统的。在开发这个

软件的过程中，我一定可以积累许多知识。我有三本书垫底：《人工智能——一种现代方法》，《专

家系统——原理与编 程》，以及 John Sowa 不朽的名著《知识表示》。

今天下午开始继续实现 SNMP 协议，我要争取在这个周末里把 SNMPv3 协议支持写出来。我的 cl-

net-snmp 开源项目，将是 Lisp 史上第一个支持 SNMPv3 的 Common Lisp 工具包。IPMI 协议

和网易相册的乱七八糟的服务器们还在等着我呢。战线拉得有点儿长。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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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转载

在这个月里，我将不顾一切地将苹果笔记本买到手，这种没有自己的电脑的日子不能再过了。

阅读(1130)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お新年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第一周，over  

2008-01-09 17:33joyous

回复 |  删除

氷河

joyous

每次看你写的博，我都要先花三秒钟用眼睛扫描一下！大致了解下是不是我能看懂的，然后逼自己慢慢

看下去·····

我抢到沙发啦

2007 年 12 月的《环球科学》里有篇文章《为什么写日记能调节心情》。它说 “复述经历和问题，不但能

http://www.sciam.com/article.cfm?id=the-power-of-the-pen

回帖也要负点责任嘛！明知道我是英语白痴

2008-01-07 11:44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加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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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1-05 17:48 氷河

回复 |  删除

joyous

每次看你写的博，我都要先花三秒钟用眼睛扫描一下！大致了解下是不是我能看懂的，然后逼自己慢慢看

下去·····

我抢到沙发啦

2007 年 12 月的《环球科学》里有篇文章《为什么写日记能调节心情》。它说 “复述经历和问题，不但

能宣泄郁结于心的感情，还能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甚至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和血压有着良好的长期疗效。

”

http://www.sciam.com/article.cfm?id=the-power-of-the-pen

2008-01-05 13:39天天

回复 |  删除

口水下苹果

2008-01-05 08:30Guru

回复 |  删除

战线应当收缩些  各个击破

2008-01-04 19:10joyous

回复 |  删除

每次看你写的博，我都要先花三秒钟用眼睛扫描一下！大致了解下是不是我能看懂的，然后逼自己慢慢看

下去·····

我抢到沙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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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 常州出差中  

2008-01-07 00:27:31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第一周，over第一周，over    

新年的第一周过去了。虽然我“想”努力地去体验每一瞬间，争取在所有清醒的时间里都去想一些

事情或者做一些事情，但感觉时间还是过得太快了。我真怀念以前 度日如年的时光，例如临近期末考

试的时候，还有本科即将毕业的那段时光。看来，我这日子过得还是太悠闲了，根本没什么压力

嘛⋯⋯

今天收到一个陌生读者的来信，说很佩服我把每天发生的事情都写在博客上，等等。其实没啥，正直

的人没有隐私，我是公众人物，什么都可以公开。

昨天 (周六) 断断续续地写了几个小时的 Lisp 程序。我抓了一堆 SNMPv3 通信的数据包，用

Wireshark 浏览数据包里的每个字节，还把它们抄在纸上逐个地标明其含义，然后思考如何让我的程

序能够生成以及解析这些数据包。实现 SNMPv3 协议的过程中才真正感受到了这个协议的精巧设

计，很多设计细节完全是为了能够高效实现，同时还为日后的协议扩展预留了一定空间。我要多花一

些时间在这个开 源项目上，这是我留给 Lisp 社区的礼物。

今天其实很充实，中午被粽子 MM 的电话吵醒，让我过去小 re 家吃午饭，很久不见的 zsn 夫妇也

在。看着这两对都过着幸福的日子，这次我竟然发自内心地不为所动，也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

唉，真的已经说不清楚究竟哪个 MM 对我内心的伤害最大，仅仅是去年上半年，我还满怀激情地找

MM 呢。真是应了《三重门》里的那句话，“⋯⋯人生观变化不大，爱情观却已经面目全非”。

下午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去玉泉校区借书，John Sowa 的《知识表示》我决定从头再仔细地看一

遍，因为经过一些调研，我发现在知识表示和本体论领域的其他书籍都很一般。考虑到这本书的影印

版在国内已经断货， Amazon 上卖 $70+ 有些消费不起，隧决定去图书馆借来复印。最后，我顺利

得到了这本书的复印件，失去的则是 ￥70 和至少三个小时的宝贵时间。现在我只有一条路，投入更

多的时间阅读它，理解它，应用它，然后才能补偿种种损失。

晚上在 MSTC 办公室参与 vbvan——范大神——的技术讲座《Reverse Engineering and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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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转载

Software Protection》，范大神对汇编，C++ 和反向工程相关技术的理解令我深感佩服。浙大在计

算机的每个领域都有一些杰出的同学，经常性的社团活动，彼此交流学习心得，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情。“人人为 我，我为人人”的理念在这里得到了良好的实现。

出于职业道德考虑，明天必须去上班了。我希望我能早些起床，明天在公司里少被打扰，以最好的效

率完成我明天的工作目标。

阅读(1326)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 常州出差中  

2008-01-18 15:16一口一

回复 |  删除

你好 公众人物

2008-01-09 17:27joyous

回复 |  删除

 

2008-01-09 11:31天天

回复 |  删除

ym~关注公众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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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1-09 08:08ever

回复 |  删除

这里弥漫着大牛的气息,我慕名而来,将长期关注. 

                                                         -----罗英俊门下的编程小弟

2008-01-07 11:49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写点日记会有一种充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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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繁忙的新年第一周 2010-01-08 21:01:4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周，over Apple Time  

2008-01-09 21:29:27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常州出差中常州出差中    

Mac Pro

 

最近总感觉别人抢了我的服务器，不放心，于是决定去机房亲眼看看。果然⋯⋯

阅读(1175)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第一周，over Apple Time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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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2008-01-11 20:48 氷河

回复 |  删除

凤仙

不会在说我吧？

ft, 资产管理员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2008-01-11 16:21凤仙

回复 |  删除

不会在说我吧？

2008-01-10 06:52Fish.NET

回复 |  删除

晕。。。怎么了？

2008-01-10 03:30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怎么个抢法？

2008-01-09 17:25joyous

回复 |  删除

连你的东西也敢抢，用你雨伞劈死他

2008-01-09 15:37pluskid

回复 |  删除

服务器被抢了？做何解？



21/08/18, 00:06 -  - 

Pagina 3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80992927894/



21/08/18, 00:06Apple Time -  - 

Pagina 1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801511490469/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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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第二周精彩回顾 2012-01-14 17:29:16

常州出差中 MacBook Air  

2008-01-15 23:49:00 |  分类：  Appl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Apple TimeApple Time    

终于拥有了苹果 MacBook Pro, 第一台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这篇文章是我在苹果系统下写的.

Mac OS X 本质上就是一个 Unix, 感觉和 Linux 下用 KDE 的时候差不多, 但界面更加赏心悦目, 命

令行 Unix 工具也很好, 缺少的大部分开源软件都可以通过 MacPorts 系统自己编译出来. 总之, 非常

顺手, 一种久违的感觉...

终于有机会见到仰慕已久的 Clozure Common Lisp (aka MCL), 64 位苹果系统真是 Lisp 程序员

的天堂. 同时我还用评估版的 VMware Fusion 跑了一个 64 位 Debian, 以便运行我的 LispWorks

(amd64-linux). VMware 如今真是太强大了, 评估版到期以后准备买下来, 并不是很贵. (没有我每月

白扔的钱多...)

回顾梦想变为现实的漫长而充满期待的过程, 心中真不是滋味. 从此再没有什么想要而又暂时得不到的

东西了, 生产资料全部搞定,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用好手上的优良工具, 让它们有效地为我的工作和学

习服务了.

阅读(2453)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常州出差中 MacBook Air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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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2008-10-20 11:04发发

回复 |  删除

生产资料全部搞定,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用好手上的优良工具, 让它们有效地为我的工作和学习服务了.

~~~~~~~~~~~~~~~~~~~

这句话说的很对，所谓宝剑赠英雄，。。。

2008-01-22 07:02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苹果的界面果然pp

2008-01-18 18:02 氷河

回复 |  删除

一口一

从此再没有什么想要而又暂时得不到的东西了```

太羡慕了? ~

知足常乐, 只要不买车买房不找 MM 其他什么都买得起

丁姑娘忙啥呢? 莫非有未了心愿?

2008-01-18 17:26joyous

回复 |  删除

哇塞，我现在看的可是用Apple笔记本写的文章哎～～～～

 

                         感觉好棒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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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1-18 15:18一口一

回复 |  删除

从此再没有什么想要而又暂时得不到的东西了```

太羡慕了  ~

2008-01-17 07:43网易博友81

回复 |  删除

多少米？ 什么型号？参考下呵呵过完年也去买一个

2008-01-16 11:53Guru

回复 |  删除

(没有我每月白扔的钱多...) 

where？

2008-01-16 05:12萝卜

回复 |  删除

Orz

2008-01-16 05:00Fish.NET

回复 |  删除

看起来相当pp啊！

2008-01-16 02:13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seems good~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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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学无止境 2009-01-18 21:30:4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Apple Time 第三周，over  

2008-01-19 02:51:48 |  分类：  Appl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MacBook AirMacBook Air    

苹果在 MacWorld 2008 上发布了新款超薄笔记本电脑 MacBook Air, 这款产品给我的第一感觉是

东西真好, 美观小巧, 挺适合有品味 MM 使用, 而且性价比过低, 恐怕只有买来送 MM 才能将性价比

提高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而且最好送了以后还能经常见到笔记本, 和 MM. 美女配神机, 真乃人生一大

快事 ...

(以上纯属 yy)

阅读(1240)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Apple Time 第三周，over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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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2008-01-26 16:20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好漂亮啊

2008-01-23 05:16restart

回复 |  删除

看了几篇博客，想起一个词——大侠~

2008-01-21 04:03阿珂

回复 |  删除

美~

2008-01-20 14:47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这款产品确实适合用作时尚装点，显摆摆门面

2008-01-20 13:58财女RunIntoFireFlie

回复 |  删除

超级喜欢，据说1799美元，算起来还不是很贵哦

2008-01-19 06:48joyous

回复 |  删除

厚道点， 自己有啦就别贴出来诱惑人好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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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MacBook Air Symbolics Virtual Lisp Machine on Mac OS X  

2008-01-20 23:56:16 |  分类：  Appl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第三周，over第三周，over    

Mac OS 下的软件真多，什么也不缺，跟 Linux 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终于享受到了高级无线认证方式，把家里的无线路由改成 WPA 认证了；

Mac OS 下的文本编辑快捷键竟然是 Emacs 风格的，正合我意；

QuickTime 自带的软波表比 Linux 下 Timidity 的好很多，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 MIDI；

借助 VMware Fusion 在 Mac OS 下虚拟出了 64 位 Solaris 和 Linux，终于可以脱离网络使

用我的 LispWorks，以及学习 Solaris；

在虚拟的 64 位 Linux 环境上虚拟出一个 Symbolics Lisp Machine 环境，终于可以脱离网络

使用 Lisp Machine 环境了；

MacBook Pro 在省电模式和较低亮度屏幕下，续航时间竟然超过了 5 个小时，户外“运

动”从此成为可能；

成功配置了 Mac OS 下的中文 LaTeX 环境，我的《On Lisp 中文版》源代码可以编译出来

了；

知道网易博客在哪款浏览器下的效果最好吗？答案是 Camino，一个专门为苹果系统环境开发

的 Mozilla 浏览器。这款浏览器继承了 FireFox 的所有优点，同时页面 Web 控件全部为苹果

原生外观；

终于理解了 Linux-HA/Heartbeat 项目的 STONITH 技术，并成功配置出一个真正跟硬件接口

的高可用性 LVS；

原来使用的 DELL 笔记本非正式性移交给辛辛苦苦领导目前 SA 工作的 Jabber 同学；

快要过年了⋯⋯

阅读(1674)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MacBook Air Symbolics Virtual Lisp Machine on Mac OS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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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搬家进行中 2013-01-20 16:51:25

打好基础 2010-01-20 16:52:0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2008-01-22 20:07 氷河

回复 |  删除

Fish.NET

timidity的软波表是可以换的，你在用的是哪种？我没找到过什么好的波表，以前一直用短歌行的那个62M

我用的是 Debian 自带的软波表 (freepats)，很小，大概 9MB 的样子⋯⋯

最近找到一些 SoundFont 格式的软波表，在 Mac OS 下编译了一个 Timidity，过几天好好调一下，应

该还不错的。

2008-01-22 15:24Fish.NET

回复 |  删除

timidity的软波表是可以换的，你在用的是哪种？我没找到过什么好的波表，以前一直用短歌行的那个62

M版本，估计是太老了。。。

2008-01-22 08:49 氷河

回复 |  删除

luohandsome

苹果机上软件如何安装？windows一样双击还是debian一样镜像安装？

如果你把 Windows 软件安装抽象成双击的话，那我只能说苹果系统下只需把应用程序图标从映像窗口里

拖到系统应用程序目录里即可⋯⋯

2008-01-22 07:05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苹果机上软件如何安装？windows一样双击还是debian一样镜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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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1-21 04:31 氷河

回复 |  删除

sishen

主观意识真强...

Camino怎么可以说是继承呢... 没记错的话可比FF早阿.

Camino是非Gecko engine的.

Camino combines the awesome visual and behavioral experience that has been central to the 

Macintosh philosophy with the powerful web-browsing capabilities of the Gecko rendering en

gine.

自己上 http://caminobrowser.org/ 看。

2008-01-20 21:05sishen

回复 |  删除

主观意识真强...

Camino怎么可以说是继承呢... 没记错的话可比FF早阿.

Camino是非Gecko engine的.

2008-01-20 21:00网易博友166

回复 |  删除

又是沙发,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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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第三周，over 脱俗  

2008-01-26 00:29:14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Symbolics Virtual Lisp Machine on Mac OS XSymbolics Virtual Lisp Machine on Mac OS X    

VLM on Mac OS X

其实 VLM 是跑在一个 64 位 Linux 虚拟机里的，用 VMware Fusion 开的，然后在宿主苹果系统

里通过 SSH 登录虚拟机，X 转发图形程序。

Mac OS X 虚拟 Linux (AMD64)，Linux 虚拟 DEC OSF/1 (Alpha)，然后再虚拟 Symbolics

Lisp Machine，虚拟技术太强大了⋯⋯

阅读(2615)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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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4-03-22 18:36OpenGenera

回复 |  删除

Can you post how you installed the VLM OpenGenera under MacOS X in more details?

2014-03-23 04:51 冰河 回复 OpenGenera

回复 |  删除

I didn't install it on MacOS X, I install it on Linux amd64 and then using a SSH with X1

1 forward to show the VLM window in MacOS X.

2012-03-27 15:28SpiderHunt2011

回复 |  删除

那个虚拟机叫什么名字？我在海盗湾能下载到么？

2012-03-27 15:03SpiderHunt2011

回复 |  删除

Linux 虚拟 DEC OSF/1 的虚拟机在哪有下载的啊？

能发过来一份么？给个链接？

最近看你翻译那本Common Lisp，很是崇拜。

2008-01-26 08:39 氷河

回复 |  删除

huangjs

太酷了，以后买个16G内存跑上10来个系统：）

I still cannot find a way to print all symbolics documents

2008-01-26 06:40huangjs

回复 |  删除

太酷了，以后买个16G内存跑上10来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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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olics Virtual Lisp Machine on Mac OS X 第 4 周，over  

2008-01-26 22:27:16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脱俗脱俗    

本人历来主张，要多为社会做贡献，少给社会添麻烦。中国的特点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稀少，在这

种社会形势下要想过上好日子，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用大量金钱换取各类方便，另一种就是避其锋

芒，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别落入俗套。后者比较适合像我这种高智商的穷人。

过年回家看望父母和亲戚朋友是应该的，但是真的一定要在除夕之前回到家才算是“有效”地看望了

父母吗？我看也未必。现在的形势是，火车票难买，飞机票买不起，漫天飞雪导致交通受阻，而且一

路上拥挤不堪，伴随种种其他危险。在这种广大无知群众都想早点儿回家过年的混乱情况下，如果我

还抱着同样想法的话，那岂不落入俗套？如果我妈理解不了我这种略舍小家而顾大家的思想，那我只

能表示遗憾了⋯⋯

相比之下，我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也是同样情况，我做到了两件很少有人能做到的事：一，选择了一个

有技术深度但却没什么竞争者的工种；二，用免费加班换取不定时的工作作息。我住的地方离公司稍

微有些远，如果赶早上班，按时下班的话在公交车上是绝对没可能有座的。但是我可以晚些来上班，

同时晚上晚走甚至不走，反正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夜间完成的，如有紧急事件也可以在家里上网处理。

安静的办公环境让我得以充分思考，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

社会生存，各取所需，能不和别人冲突是最好的。

阅读(920)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Symbolics Virtual Lisp Machine on Mac OS X 第 4 周，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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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2008-01-31 02:29zhousen

回复 |  删除

氷河

luohandsome

我同意你减少竞争者的看法，但是不同意你因此不回家过年，当然你的火车票的确很难买。

你的理论是 “不回家过除夕” = “不回家过年”？我肯定要回去的，只是晚几天罢了。

有些东西不能用任务性上的效率来衡量的。

正如回家过年，除夕夜之前到家和除夕夜之后到家对你父母来说是完全不容的2种心境。

也许你在工作安排或者交通上的安排很有效率；

但是如果把回家过年当作任务来讲，你的效率很低，因为你没有满足你老妈的需求，呵呵。

当然，工作的需求重要、还是你父母的过年团聚需求重要，这个的决定权有你把握：）

2008-01-28 04:10阿珂

回复 |  删除

sishen

正常点正常点....

1.  别人都工作, 你也工作, 岂不俗套?

2.  别人都写博客, 你也写博客, 岂不俗套?

3.  你的工种并不是没竞争者, 深度也就那样, 我们不搞纯Research的只不过是一直在利用前人的成果, 至于

4.  弹性工作制 == 免费加班!  资本家都这么想的.

最后, 希望你妈能理解, 我还极少见到有心买票却买不到的, 你那个"难"字用的很传神...

哈

2008-01-27 11:27 氷河

回复 |  删除

luohandsome

我同意你减少竞争者的看法，但是不同意你因此不回家过年，当然你的火车票的确很难买。

你的理论是 “不回家过除夕” = “不回家过年”？我肯定要回去的，只是晚几天罢了。

luohand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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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1-27 09:49

回复 |  删除

我同意你减少竞争者的看法，但是不同意你因此不回家过年，当然你的火车票的确很难

买。

2008-01-26 20:36萝卜

回复 |  删除

和谐

2008-01-26 16:23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我家里人都觉得除夕在一起，一家子才团圆

2008-01-26 16:17sishen

回复 |  删除

正常点正常点....

1.  别人都工作, 你也工作, 岂不俗套?

2.  别人都写博客, 你也写博客, 岂不俗套?

3.  你的工种并不是没竞争者, 深度也就那样, 我们不搞纯Research的只不过是一直在利用前人的成果, 至

于能学到哪个层次就看个人的造化了.只不过到你那样的层次很少.

4.  弹性工作制 == 免费加班!  资本家都这么想的.

最后, 希望你妈能理解, 我还极少见到有心买票却买不到的, 你那个"难"字用的很传神...

2008-01-26 16:00joyous

回复 |  删除

同意你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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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俗 (取个啥标题呢？)  

2008-01-28 03:35:12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第 4 周，over第 4 周，over    

(时间过得太快，受不了了⋯⋯)

本周在 Lisp 的学习和开发上取得一定成绩。整个周末都躲在公司里写 Lisp 程序，我的 SNMPv3 实

现终于走出了第一步，经过无数曲折的道路现在可以支持最基本的 noAuthNoPriv 了，authNoPriv

的支持代码也写出来了，可惜在 HMAC 计算上还有 bug，SNMP 服务端认为我生成的数据包非

法，郁闷了⋯⋯ 不过即使目前这种程度也足够用来支持开发更上层的网络管理平台了，只要再把

PLOB! 项目修补一下在最新版 LispWorks 下跑起来，我就可以得到一个真正的网络对象数据库了。

又把 RFC 2571-2574 读了一遍，这次收获颇多。现在我是一个 RFC 标准的具体实现者，只觉得

文档里每句话都是金玉良言⋯⋯

(刚才用标准 HMAC-MD5 算法算了一遍 Net-SNMP 在 authNoPriv 模式下的正常通信数据包里的

authParameters 字段，确实是符合 RFC 2574 规范的。看来还是我的程序里有 bug，那么休息一

下接着干！)

ResearchCyc 的免费 license 申请终于有了消息，Cyc 公司的一个人给我发了一个确认邮件，要不

是 GMail 把那封邮件分类进 Junk 目录里我可以提前一周看到，现在回复了确认邮件，又进入新一

轮等待之中了。现在我手头有一个商业 Lisp 平台并附送专家系统开发包，一个开源 HTTP 服务器实

现 (CL-HTTP)，一个可改进的网络对象数据库 (PLOB!)，自己写了一个不完整但还能用的 SNMP 实

现，最后就缺一个知识表示框架了。ResearchCyc 如果申请成功就可以填补最后的空白。

《On Lisp》一书的翻译已经进入第 10 章。我要在 1 月份之内把第 10 章完成，不然有些对不住勤

劳的合作者了。这本书的初稿还是要抽时间尽快完成，已经花费了我大量的时间，所幸通过再次细读

此书，我对于 Lisp 编程也有所领悟，不知不觉已经开始运用自底向上的编程思想了。最新的中文版

可在这里下载。

1 月份很快就要过完了，我申请的 5 个 LispWorks 测试版 license 也要过期了，下个月开始在

Mac OS 下只能用免费个人版了。今年 4 月之前还要花一笔钱 ($975) 给 amd64-linux license 续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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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转载

费，已知还有其他开销，估计只能等下一个年底再考虑 macos license 了，学 Lisp 好贵⋯⋯ 不过

令人振奋的消息是，新版本 LispWorks 5.1.1 马上就要发布了，从那以后可以用 Lisp 写动态链接库

了，这对于多语言协作来说尤为重要。LW 每个新版本都给我一些惊喜。

下周大概是过年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周，希望不要有太多麻烦事，多给我一些思考和干活的时间吧。

阅读(1162)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脱俗 (取个啥标题呢？)  

2008-01-29 13:16 氷河

回复 |  删除

深蓝

网上没有破解版么，$975，即使是rmb我也觉得太贵了，怪不得老外机器上的软件这么少......

请尊重一下软件版权，用不起可以不用的。

2008-01-29 07:35深蓝

回复 |  删除

网上没有破解版么，$975，即使是rmb我也觉得太贵了，怪不得老外机器上的软件这么少......

2008-01-29 06:25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975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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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1-29 06:04Huangjs

回复 |  删除

$975 !!!

抢钱啊，一年升一级赚翻了。。。

2008-01-28 20:09 氷河

回复 |  删除

又奋战了一天，现在 authNoPriv 搞定，authPriv 也终于可以产生出格式正确的数据包了

，可惜，我算出来的密文是错的⋯⋯ 

2008-01-28 07:15一口一

回复 |  删除

$975

好贵艾

 

2008-01-28 04:07阿珂

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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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周，over 项目太多，忙不过来了  

2008-01-30 01:54:19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取个啥标题呢？)(取个啥标题呢？)    

在公司里窝了四个夜晚之后，今天终于再次回家睡觉。感谢房东阿姨帮我把热水器修好，打扫了卫生

间，而且还把我洗衣机里的衣服洗掉并且晾干了。（作为报答我会好好教导她上小学的女儿。）一个

成功的租房男人背后必有一个好房东阿姨啊⋯⋯

首先庆祝我把 SNMPv3 authNoPriv 搞定了，MIB 支持今天也恢复了，这已经可以满足公司里的网

络监控需求，authPriv 的加密过程还是没搞清楚不过以后再慢慢修补吧。接下来开始熟悉伟大的

CL-HTTP 项目。

最近的恶劣天气已经开始影响全国的运输业，好的方面是我暂时还不会成为被运输的对象，坏的方面

是已经有无数想不开非要这个时候回家的群众遭受了恶劣天气带来的痛苦。在此我谨表示同情，这个

时候只能依靠政府和社会各级相关职能部门了。等雨过天晴了我再考虑回家，万一死在路上我砸锅卖

铁买的 Apple 本本就白买了⋯⋯

开始在 Mac OS 下使用免费的个人版 LispWorks，因为测试 license 再过一天就过期了。我早就发

现这个平台下的个人版 LispWorks 可以用来打开桌面上的 Lisp 文件，如果我打开一个 LispWorks

初始化配置，基本上就相当于启动时自动读取配置了，比其他所有平台下都要方便。而且个人版完全

可以用来编译和执行所有我自己写的代码，甚至 CL-HTTP 这么大型的项目。这样说起来就不要想着

买 macos license 了，浪费。最不值的一件事就是赚人民币然后换成美元花，尽管有时也不得不这

样做。

天开始冷了，明天得找个羊毛衫穿了，总穿着秋装也不是个办法⋯⋯

阅读(765)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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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sishen 结婚了 ⋯⋯ 2011-01-30 09:23:2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转载

第 4 周，over 项目太多，忙不过来了  

2008-02-01 15:27 氷河

回复 |  删除

luohandsome

好吧。。。我承认这次你脱俗脱对了

请问我哪次脱错了？

2008-02-01 15:03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好吧。。。我承认这次你脱俗脱对了

2008-01-30 20:52 氷河

回复 |  删除

最新消息，LispWorks 5.1.1 beta 测试延期一个月，新的 license 可以用到二月底。这下爽了⋯⋯

2008-01-29 19:20joyous

回复 |  删除

  天气冷，请多加衣服！我都感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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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迎战春节 2010-02-01 16:12:27

春节假期归来 2009-02-01 16:57:45

Mac OS X System Architecture 2007-01-31 17:34:1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取个啥标题呢？) 皑皑白雪  

2008-02-01 03:02:19 |  分类：  学习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项目太多，忙不过来了项目太多，忙不过来了    

刚刚终于收到了 ResearchCyc license，可以学习一下这个号称对所有人类知识进行分类的集大成

之作了。

另外，LispWorks 的测试期延长至 2 月底了，看来 bug 真的很多，这样又能多玩一个月，很

爽⋯⋯

阅读(1116)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取个啥标题呢？) 皑皑白雪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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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2008-02-01 15:03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看来bug多也有好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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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健康问题 2007-02-02 16:06:59

混乱的 Common Lisp “流” 市场 2007-02-01 18:02:0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项目太多，忙不过来了 广州火车站？  

2008-02-02 00:51:03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皑皑白雪皑皑白雪    

唤起了我对童年的美好回忆。

今天终于开始觉得冷了，明天必须得穿羊毛衫了，如果决定去公司的话。

阅读(507)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项目太多，忙不过来了 广州火车站？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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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8-02-02 15:55一口一

回复 |  删除

冰河穿毛衣   百年不遇

2008-02-02 07:43joyous

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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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论合理的爱情观 2013-02-03 14:24:05

一则恐怖的国际新闻 2010-02-03 03:50:36

SBCL 进程的内存结构 2007-02-03 08:17:2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皑皑白雪 SNMPv3 is done!  

2008-02-03 22:41:35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广州火车站？广州火车站？    

是什么力量让百万人拥挤在广州火车站呢？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回家去拿解药，到日子不回去见掌门

就得死⋯⋯

阅读(844) |  评论(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皑皑白雪 SNMPv3 is done!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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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8-02-09 06:55阿珂

回复 |  删除

2008-02-05 08:16 氷河

回复 |  删除

joyous

你干嘛老惹回家过除夕的人啊？是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啊？

我有一种智商上的优越感

2008-02-05 07:19joyous

回复 |  删除

你干嘛老惹回家过除夕的人啊？是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啊？

2008-02-04 07:00Rhythm

回复 |  删除

话说网易博客cookie过期时间好短啊

上条是我发的

2008-02-04 06:41网易博友141

回复 |  删除

氷河

Rhythm

话不是这么说的，撇开习俗不说，讲实际点，不少民工务工一年到年底就计划着回家，租的房子什么的都到

那好吧，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也想早日回家看望父母，以及北方的老师、同学、红颜知己们，但我也不着急。而且广大民工同志的假期

我们这边车站已经踩死人了，想开不回去的也算是贡献⋯⋯

2008-02-03 22:39 氷河

Rhythm

话不是这么说的，撇开习俗不说，讲实际点，不少民工务工一年到年底就计划着回家，租的房子什么的都到

那好吧，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也想早日回家看望父母，以及北方的老师、同学、红颜知己们，但我也不着急。而且广大民工同志的假

期似乎比咱们公司的假期还长呢，好歹理论上我还没开始休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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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8-02-03 18:20网易博友

回复 |  删除

缺德不上稅，呵呵。

2008-02-03 16:32Rhythm

回复 |  删除

话不是这么说的，撇开习俗不说，讲实际点，不少民工务工一年到年底就计划着回家，租的房子什么的都

到期了，不回家连个住所都不好找的。

2008-02-03 16:06pluskid

回复 |  删除

“他们可能是回家去拿解药，到日子不回去见掌门就得死⋯⋯”这句话是讽刺还是什么？是说大家都太愚

蠢了，偏要去挤春运吗？我想很多人不会像我们这样有这么多选择的，人活着都不容易。总之，看到这句

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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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好 2012-02-04 16:47:0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广州火车站？ 过年了  

2008-02-04 05:29:53 |  分类：  一般技术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SNMPv3 is done!SNMPv3 is done!    

终于完成了 SNMPv3 (RFC3414) Client 的全部内容，authPriv 搞定了，虽然还只有对 DES 的支

持。

不枉我无数次抓包，如今终于造出甚至比 Net-SNMP 实现还接近 RFC 的 SNMPv3 数据包了。

P.S. 今天写代码的过程中顺便又给 LispWorks 找到 3 个 Bug，也算对得起这个测试 license 了。

阅读(1078)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广州火车站？ 过年了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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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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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SNMPv3 is done! 年过完了  

2008-02-06 08:57:28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过年了过年了    

先在杭州吃个年夜饭，然后收拾装备撤回营口。

阅读(487)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SNMPv3 is done! 年过完了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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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2-09 17:12小勤

回复 |  删除

新年快乐！

2008-02-09 06:54阿珂

回复 |  删除

//bless~~

2008-02-07 09:26Guru

回复 |  删除

啥时候打回关内来。。。。

2008-02-06 09:36Radiumce

回复 |  删除

一路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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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无奈 2009-02-13 16:40:22

转正纪念日 2007-02-13 06:55:4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过年了 回到杭州  

2008-02-13 15:58:54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年过完了年过完了    

成果颇丰，明天收拾装备南下。美丽的杭州、母校、图书馆，我来了⋯⋯

阅读(557)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过年了 回到杭州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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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8-03-08 02:27阿碧

回复 |  删除

我也想去浙大看看

2008-02-13 10:27joyous

回复 |  删除

热烈欢迎你凯旋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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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告别单身 2014-02-16 16:22:1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年过完了 Lisp 与系统管理 (SA) 的关系  

2008-02-16 03:44:58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回到杭州回到杭州    

我的前途乌云密布。

阅读(939)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年过完了 Lisp 与系统管理 (SA) 的关系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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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8-03-05 13:21一口一

回复 |  删除

这个自拍  很酷

 

2008-03-03 03:36网易博友

回复 |  删除

哎，看上去你没变多少嘛

2008-02-24 15:26网易博友163

回复 |  删除

oh  come  on  ，man     

acturally   you don't  need to  be so upset

2008-02-17 12:13阿珂

回复 |  删除

我的前途在哪里？在哪里？

2008-02-16 18:15joyous

回复 |  删除

何以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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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2014年02月24日 2014-02-24 07:59:4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回到杭州 工作和生活进展 - 2008.2  

2008-02-24 18:06:00 |  分类：  Lisp |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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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p 与系统管理 (SA) 的关系Lisp 与系统管理 (SA) 的关系    

再过一个星期，2008 年的 1/6 结束了，太恐怖了⋯⋯

最近几天差不多就是我在网易工作的两周年了，2006 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和萝卜一起开始工作的。对

于过去的两年很难做出一个总体评价，经验和教训倒是有不少的。未来难以预料，但继续学习，同时

把自己现有的每个目标努力完成肯定是没错的。保持技术优势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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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2-25 05:44 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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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

我错了，我没有坚持到两年

不，你的选择是对的。网易园子小养不起你这根大萝卜

2008-02-25 00:27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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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错了，我没有坚持到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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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工作和生活进展 - 2008.2工作和生活进展 - 2008.2    

最近几天的生活终于回到了正常的轨道。这个年过得太失败了，所幸损失有限。

首先是来自 LispWorks 的新闻。5.1.1 beta 测试的第二阶段就要结束了，这期间我有幸又找到两个 bug，还帮助

ARNESI, ALEXANDRIA 两个 Lisp 项目改进了 5.1 的兼容性。只是再过两天，苹果笔记本里的两个测试版 LispWorks

license 就要过期了，下个月开始恐怕只能通过虚拟机使用 Linux 上的正版 license 了。经过我仔细的询问，今年的维护费

用其实只有 $650，按照今天的汇率合人民币 ￥4655.3，数目不小但好歹拿得出来。

我为自己的 SNMP 项目开发的 LispWorks UDP 支持最近有了第一个客户。法国 IRCAM 协会 (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Coordination Acoustique/Musique，欧洲最主要的音乐和声音科技和前卫电子和有声艺术音乐研究协会之一) 的一个

Lisp 程序员正在进行一个叫做 OMax 的作曲软件的从 Macintosh Common Lisp 到 LispWorks 的移植工作，这件事最

大的困难在于 LispWorks 缺少 UDP 支持──刚好我写了一个。出于兴奋，最近两天一直在努力完善这些 UDP 支持代码，

所幸现在已经写得差不多可以用了，等待用户反馈中。

和远在北京的红颜知己再次取得联系，昨天晚上打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电话──至少有一个小时。高中毕业六年多以来所有内

心的想法，强烈的思念之情，第一次都说出来了──只是希挺就要研究生毕业了，目前正在艰难找工作中，这个时候最重要

的就是劝其保持冷静，关注其进展以及支持她的选择。有件事说来可笑，我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觉得我很适合呆在学校里搞科

研，结果我却始终没有这样的机会，只能呆在校外做民科:)

未来难以预料，但只要有信心，肯努力，没有什么事是我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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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06 17:07re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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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 ～

2008-02-29 07:45深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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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续篇

2008-02-27 19:35joyous

回复 |  删除

o_o照片也公布了，不祝福你都不行啊！喜欢那个姐姐，能来杭州就好了····

2008-02-27 09:44pw4ever

回复 |  删除

以前在永谦听过你讲Lisp，很欣赏你。

你可能没有rms那么在freedom精神上的advocacy，但是颇有他的一些气质。

祝你生活，工作一切顺利！

2008-02-27 00:32萝卜

回复 |  删除

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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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第二个字好难打，语文算是完了)

苹果系统里有个便笺小工具，能在桌面上产生一个半透明小窗口用于日常留言，关闭程序以后内容不

会丢。我想到什么随手写下来，然后整理一下就可以留在博客上了，倒是非常方便。

最近常在紫金港校区里活动，紫金港图书馆可能是唯一一个能让我彻底静下心来读书的地方了──尤

其是找不到临近网络接口的座位时。去图书馆就没必要带其他书了，幸运的是多数对我有用的书这里

都有，尽管我感兴趣的范围已经逐渐偏离主流藏书了。我相信一个大学的学术精英都在它的图书馆

里，坐在我周围的学生，虽然一个也不认识，但可以肯定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浙大未来的希望。

今天因为特殊的事情，导致我在校园里多走了一大圈，以前我一直没搞清楚的一件事现在终于相通

了：校园里宏伟的建筑，美化的园林，巨大的广场，其实最大的作用是让学生保持一种安静平和的心

情，放开思想，去完成其传承文明的重任⋯⋯而将许许多多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学生们聚集在一

起，完全是从产生竞争和团队合作的角度考虑的。按照现在的标准，也许我的想法太单纯了，但这样

也不错吧⋯⋯

今天在图书馆里收获很大。先是看到我旁边座位上有暂时离开的学生留下一本讲述股票“做空”的小

册子，感到好奇就拿来看了一会儿，然后奇迹般地把做空的原理搞清楚了 (以前偶尔看到这词却不理

解其含义)，原来股价下跌也有赚钱的机会，挺有意思，不过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晚上的时候无意中

在哲学书架上看到一本《世界的逻辑结构》，德国一个叫鲁道夫·卡尔那普的学者在 30 年代写的。

有幸见到这本书只能说是缘分，原来所谓的逻辑实证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类似本体论

(Ontology) 的内容，学 Lisp 一不小心学到哲学那里去了，也算是个奇迹了，各位读者，你们学

Java 或者 C++ 就没有我这种机会呢:) 时间有限，这本书以后还要继续去图书馆看。

其实我电脑里也有不少电子版的好书，昨晚在某个陈年文档目录里竟然找到了《古今数学思想》的电

子版，心血来潮看了几页，结果一发不可收拾，今天接着又看掉不少。古希腊在数学上注重抽象概念

和演绎方法，因为当时的数学研究纯粹是为了追求宇宙真理，跟生产无关。数学家们都是国家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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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根本不用干活也不关心底层劳动人民(=奴隶)是咋干活的。可惜今天我国的数学家们就过不上这种好日

子了，心里总想着生活琐事能做出大的成绩才怪⋯⋯

丁磊要是知道我拿着网易的薪水却没事就跑到浙大图书馆里博览群书，肯定不会开心的，OK，那么

姑且算作是报复好了，把我从 SA 办公室里赶出来也是有后果的。不过本人是有理想有道德的系统管

理员，工作上该出手时还是会出手的，不该出手的时候以前也出手了但现在则不会了，这是教训。

《On Lisp》 的翻译还在继续。在停止了整个春节期间以后，今天又完成了一节。虽然项目太多无法

每天兼顾到，但所有的计划迟早都是要完成的。只是，有时必须在先做哪件事上做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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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02 06:02 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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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hen(浙江 杭州)：

On Lisp到第几章了？有个环境来读书挺好。

无所谓了。养兵十年， 用兵一时而已。

On Lisp: Chapter 1-10, 26 is done and rechecking, Chapter 11 is on my way. It's a hard job fo

r the rest chapters, almost all about macros and other advance technologies. But it'll be finish

in this year.

2008-03-01 19:28sishen

On Lisp到第几章了？有个环境来读书挺好。



21/08/18, 00:01.app -  - 

Pagina 3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812904353581/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回复 |  删除

无所谓了。养兵十年， 用兵一时而已。

2008-03-01 18:43joy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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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题···

2008-02-29 11:15luohand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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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是个好地方，看得累了可以睡一会儿，可惜玉泉没有这么好的图书馆了。

2008-02-28 19:40萝卜

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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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开始了3 月开始了    

LispWorks 最后一次延长了测试期，从 3 月 1 日直到 3 月中旬 5.1 预计发布时为止。于是我得以

继续在 MacOS X 下使用企业版 LispWorks，不过现在看来再买一个 macos license 是不切实际

的了：没钱了。

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其简单之处在于它的服务器端实现的复杂度跟客户端相差无几，事实上

在 SNMP 核心 RFC 中，关于服务端的行为规范和客户端规范的数量相当。我已有一个客户端实

现，还有一个通用 UDP 服务的实现，结果很自然地就想到其实简单写几行程序就能够得到基本的

SNMP 服务端了。于是，一个更宏伟的计划诞生了⋯⋯

下一站，高级网络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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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02 22:52:16 |  分类：  读书心得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拯救日本：泡沫崩溃后的银行危机与华尔街行动》《拯救日本：泡沫崩溃后的银行危机与华尔街行动》    

(F833.135.9 CT1，32 页)

⋯⋯但是，太多的财富也是双面利刃。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这一代人只有为财富找到一条确实有生

产力的投资途径，一个国家的金钱才能对于下一代具有价值。可是在日本，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且越来越困难。1952 年的金融制度是为资助国内行业而设计的。然而，在经历了 30 年的高速增

长后，这个国家已经是工厂林立，投资项目遍地开花了，而且就像各家银行深有体会的是，日本传统

的制造业对于在日本内部投资已经没有资金的需求了。

正常情况下，经济学理论建议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案就是把资金投向日本以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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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确实发生了。人寿保险公司和银行纷纷购买外国的投资产品，他们大量买进了美国国债，资助了美国

的巨额财政赤字。然而，由于外汇管制，普通的日本储户却无法自由地把手里资金汇到国外。同时，

同样出于战后的控制制度，银行利率出奇的低，又没有动因让他们把手里的资金放进银行。因此，随

着时间的流逝，消费者和企业开始把手里的资金转向两个明显的选择：股票市场和不动产部门。从

1981 年开始，土地价格开始步步升高。于是，当投资者认为不动产市场上升的价格表明土地是一个

很好的投资去处时，他们进一步把资金投入这个部门，使得价格继续上扬──从而吸引了更多的资

金。

股票市场上发生的是同样的情形。当日经 225 指数上升时，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变得出奇的

方便，因此它们大规模地发行新的股票。由于它们拥有资金后找不到投资场所，于是也投入不动产。

既然不动产价格不断上升，这些公司的价值也似乎步步升高，又反过来促使股票价格的上涨。

政府的政策则是火上加油。1985 年 9 月，七大工业国家的领导人在纽约广场旅馆聚会，一致同意日

元兑美元的比价应该上升。“广场协议”之后，汇率迅速从 1 美元兑换 240 日元上升到 150 日

元，使得日本在国际市场上的消费能力陡然倍增，并且使得人们认为日本还有更多的剩余资金。当

时，日本银行则打了另一支兴奋剂：在美国人的强大压力下面，它降低利率以刺激日本国内的需求，

并且缓和日元强势带来的危害。这正是火上浇油。于是，不动产的价格扶摇直上。数以千计的公司挟

带着新的资金加入投资者行列。

(48 页)

1980 年代的后期，日本银行维持一个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抵消日元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这个政

策也刺激了股票市场和不动产市场的狂飙。到了 1989 年 12 月，日经 225 指数已经达到 39 000

点，是 1980 年的 4 倍。这个增长是可观的，但正像不动产价格一样，日本的股票价格已经远远脱

离了真实的基本面。进行横向比较的话，1989 年日本的股值超过了整个世界股票市场总值的一半。

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有些市场分析师竟然敢于预测日经 225 指数将上升到 60 000 点。

1989 年末，日本银行开始紧张起来。官员们觉得是给泡沫略微“降温”的时候了。因此，出乎市场

的意料，1989 年圣诞节，日本银行突然宣布急剧提高利率，它的经济学家希望这能够放缓股票和土

地价格的上升速度。政府内部根本没人想到提高利率会损害经济。然而，日经 225 指数应声落到 34

000 点。

太可怕了⋯⋯

阅读(2043)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3 月开始了 颓废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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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2008-03-05 06:46 氷河

回复 |  删除

这本书昨天看完了。日本人很奇怪，大都爱国爱得失去理性了，最后真正为国家做了贡献的是那些具有西

方思想的日本人。八城政基，前花旗银行日本分行长，退休后以 69 岁高龄同意担任日本新生银行 (长期信

用银行倒闭后合并出的新银行) 总裁，到他 74 岁的时候终于将新生银行带入正轨，坏账已减少到可控的比

例，公认为日本经济的复苏做出巨大贡献⋯⋯

不知道能不能活到 69 岁，但看起来为了做出一件丰功伟绩，花多久的时间准备都不为过，相比很多已经

取得了杰出成就的人，我还非常非常年轻⋯⋯

2008-03-04 15:00 氷河

回复 |  删除

网易博友99(浙江 嘉兴)：

binghe又听郎教授演讲了？？

没，只不过最近看的一本书。似乎跟郎咸平的演讲内容有些共同点哦。

2008-03-04 14:56网易博友99

回复 |  删除

binghe又听郎教授演讲了？？

2008-03-03 05:59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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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拯救日本：泡沫崩溃后的银行危机与华尔街行动》 爱情，婚姻⋯⋯  

2008-03-09 22:46:54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颓废的周末颓废的周末    

睡觉、睡觉、踢毽球、做饭、吃饭、聊天、轧马路⋯⋯ 一点儿学习成果也没有，再这么搞下去就完

了。

今天买了 ￥140.00 的一个 SATA 硬盘盒，开始用 Time Machine 备份笔记本里的所有文件了，我

可不希望所有积蓄因为我舍不得做定期备份而毁于一旦。另一方面，为解决笔记本在某些场合上网困

难的问题，花掉 $107.17 从苹果网站上订购了一个 Airport Express 便携式无线基站。下个月萝卜

回来的时候帮我带回来，以后在图书馆里会方便一些了。

总之，考虑到时间和金钱上的种种开销，现在我的内心处于强烈的愧疚之中，所以，明天，得静下心

来老老实实做事了！

阅读(776)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拯救日本：泡沫崩溃后的银行危机与华尔街行动》 爱情，婚姻⋯⋯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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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8-03-18 04:44 氷河

回复 |  删除

太奇妙了，Airport Express 在临出货之前升级到支持 802.11n 的新版本了。苹果的销售真挺有人性的

。

2008-03-15 07:54 氷河

回复 |  删除

B.E.

这个东西类似于移动无线路由器？

如果到来了一个没有网络的环境怎么办？

那就只剩下一条路，通过蓝牙手机在任意地点上网了。这么奢侈的事情过两年我再考虑。

2008-03-14 20:33B.E.

回复 |  删除

这个东西类似于移动无线路由器？

如果到来了一个没有网络的环境怎么办？

2008-03-14 16:57sishen

回复 |  删除

周末丫的就应该休息!

2008-03-12 12:40163blogger

回复 |  删除

共勉共勉，呵呵，我也是

2008-03-10 03:36深蓝

回复 |  删除

果然年轻，果然够fans，看来我的心态已经老得不行了，以前想fan的很多东西现在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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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SBCL 1.0.3.35 2007-03-12 16:29:2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颓废的周末 又是周末  

2008-03-12 00:57:15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爱情，婚姻⋯⋯爱情，婚姻⋯⋯    

太缺德了。

中午被我爸打来的电话吵醒，原来两位家长今天终于结束了他们完美的婚姻。可惜作为此次大型活动

的“唯一”成果，我这个不孝子听到如此噩耗以后眼皮都没眨一下，我爸出于好心对我的安慰算是白

搭了。出于对父母的尊敬，细节就不提了。

我成长于一个很无语的家庭。智慧是天赐的，性格是从小受家庭和学校两个天壤之别的环境混合培养

出来的，我性格中所有好的方面 (如果真有的话) 都是通过逆反心理形成的。

电视里演着浪漫的都市爱情剧，旁边校园里满是令人心动的 ppmm，我脑子里想的却是爱情和婚姻

所带来的终身信托责任。除了把心思放在电脑上，除了学习和工作，我还敢做什么呢⋯⋯

阅读(1997) |  评论(1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颓废的周末 又是周末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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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8-03-28 05:15艾霏儿

回复 |  删除

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但...........................

2008-03-27 11:19huoliyangyang

回复 |  删除

感觉你还是不成熟你的心太不阳光了．

2008-03-16 02:48阿珂

回复 |  删除

艾...

2008-03-14 20:29B.E.

回复 |  删除

好汗。。哎。。。。。。。

2008-03-14 06:26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不管怎样，父母不容易。。。anyway,take it easy。

2008-03-13 07:10网易博友99

回复 |  删除

作为公众人物，把你老爹老妈也公众了..

2008-03-12 16:11网易博友144

回复 |  删除

悲哀...

2008-03-12 12:40163blogger

回复 |  删除

呵呵，不要如此贬低你父母嘛！或者，你说的本来就是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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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12 05:05深蓝

回复 |  删除

关心“噩耗”续集......

2008-03-12 03:14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被“包办”了？

2008-03-11 18:30萝卜

回复 |  删除

囧

2008-03-11 18:04Guru

回复 |  删除

谁来继承你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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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爱情，婚姻⋯⋯ Weekend  

2008-03-16 10:34:07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又是周末又是周末    

虽然昨天 (周六) 比今天晚起了 5 个小时，但我从 16:00 开始在图书馆断网状态下奋战到 21:30，

翻译了 On Lisp 的 chapter 12.2, 12.3，而且还写了 38KB (diff size) 的 SNMP 项目代码，也算

是没有虚度吧。昨晚则花在上 88 灌水扯淡上了⋯⋯

这个星期的另外一笔开销是买了 VMware Fusion 的 license，实在不好意思再用第三个 Email 申请

评估序列号了，然后 $80 就这样漂走了。VMware 可以让我在笔记本上运行其他一些免费操作系

统，如 Linux 和 Solaris，对学习确有帮助──但也绝对不是必需的。想获得一些东西，例如便利的

学习环境，就得付出另外一些东西，例如 Money。

经过一番努力，在 Google 上搜 Lisp + SNMP 终于有我一号了。  并且终于有第一个懂 Lisp 的

Unix 系统管理员联系我询问 SNMP 包的使用方法了，很好的开始。为了这个人我一夜之间把项目移

植到了 SBCL 上。

今日は　日曜日てす。

阅读(644)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爱情，婚姻⋯⋯ Weekend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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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13-11-18 10:29JackalHu

回复 |  删除

今日は日曜日です。

2008-03-18 14:58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不错，加油加油

你被点了，吼吼

http://luoyan5.blog.163.com/blog/static/23678829200821894445368

2008-03-17 17:05dyson

回复 |  删除

~.~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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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又是周末 Maintenance for LispWorks Enterprise (64-bit) ⋯  

2008-03-21 22:36:02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WeekendWeekend    

感谢党和人民，在两会、西藏、经济等问题瞬息万变的这段时期，我作为默默无闻的区区小民，可以

在杭州，在网易公司里安心地继续从事我所钟爱的事业，并保持学习。总有一天好日子会过去，在那

来临之前我还要尽情享受学习的快乐。

春节结束似乎已经一个月了，到今天为止我终于把 SNMP 协议的实现完成了，当然还有很多 bug 和

改进空间，这些日后可以在使用时慢慢修补。接下来要做的是开始下一个重要网络协议的实现：

IPMI──智能平台管理接口。幸运的是，IPMI 协议的深度有限，对于今天的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困

难的任务了，借助 LispWorks 带来的便利开放环境，相信一个月之内就可以写到满足服务器日常管

理的程度了。

玉兰花开，春天就这样悄悄开始了。我和刘征每年见面四次，互通工作生活进展，春季见面差不多该

开始了；鑫煜就要毕业了，希望她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最好留在杭州；かわい MM 基本上可以

告别了，以后再也没机会接触了；赵岩从军校毕业后还不知道会被分配到哪个城市里；周冲已经在北

京稳定下来，祝她早日找到归宿；希挺那里还没有任何新消息，除了耐心等待，默默鼓励，什么其他

事也不能做了⋯⋯

又是两天周末，争取在图书馆里把 Intel IPMI 2.0 规范和 DMTF ASF 2.0 规范彻底搞清楚。我现在

最希望达到的效果就是──我不存在──然后偷偷地积累知识，提高自己。

阅读(743)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又是周末 Maintenance for LispWorks Enterprise (64-bit)⋯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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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2008-03-25 17:54moqi

回复 |  删除

列举了好多mm，恩。

2008-03-21 18:17 氷河

回复 |  删除

Restart

这是不是炫耀贴啊？

iPhone? 那只是个 SDK 带的模拟器。

2008-03-21 17:36Restart

回复 |  删除

这是不是炫耀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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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某人生日快乐 2009-03-27 03:55:1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Weekend LispWorks 5.1 release, 27 March 2008  

2008-03-27 03:36:40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Maintenance for LispWorks Enterprise (64-bit) for Maintenance for LispWorks Enterprise (64-bit) for 
LinuxLinux    

LW 企业版一年的维护费，$650 就这样漂走了⋯⋯

只能说，作为计算机领域从业人员，想要拥有一件应手的开发工具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过去的一

年，是我 Lisp 学习生涯里收获最大的一年，相信接下来一年会更好。

阅读(901)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Weekend LispWorks 5.1 release, 27 March 2008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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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8-04-01 01:45 氷河

回复 |  删除

sishen

奢侈阿...   等于我一个月白干了...

扯！你一个月的外块都比这多吧。我是已经穷得叮当烂响了。

2008-04-01 00:00sishen

回复 |  删除

奢侈阿...   等于我一个月白干了...

2008-03-29 20:05网易博友220

回复 |  删除

Close to annual fee of a college student.

2008-03-27 19:03 氷河

回复 |  删除

Guru

幸好rmb升值了

受美元贬值影响，新发布的 LispWorks 5.1 涨价 10%，太强了。

2008-03-27 17:56Guru

回复 |  删除

幸好rmb升值了

2008-03-27 09:24阿珂

回复 |  删除

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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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for LispWorks Enterprise (64-bit) ⋯ Abstract Syntax Notation One (ASN.1)  

2008-03-28 01:59:10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LispWorks 5.1 release, 27 March 2008LispWorks 5.1 release, 27 March 2008    

LispWorks Launches Version 5.1 of its Advanced Lisp
Programming Environment

Cambridge, England, 27 March 2008
LispWorks Ltd is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release of LispWorks 5.1 on Windows?, Macintosh?, Linux?,

FreeBSD?, SPARC/Solaris and HP-UX platforms.

LispWorks 5.1 brings these new features:

LispWorks as a dynamic library
64-bit Cocoa on Leopard, in 64-bit LispWorks
Improvements for Vista e.g. handle 256x256 icons
OLE embedding (LispWorks as ActiveX control)
New profiling API
Compiler help
Windows registry API
Improved AMOP compliance
Better handling of compilation conditions in IDE
IDE toolbars are optional
Better completion in IDE
New Search Files tool
Recent Files menu
Source location for user defining forms
Drag and drop support in CAPI
"Metafile" support in CAPI/Cocoa
Services and Dock menus supported on Cocoa
Various other new features, enhancements in CAPI and improvements in the IDE
Many bug fixes

Not all features are supported for every LispWorks product and platform. Please see the feature tabl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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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转载

LispWorks 5.1 Professional and Enterprise Editions continue to offer excellent value with no runtime license
fees. An annual maintenance package is available.

More details of the improvements in this release can be found in the Release Notes.

阅读(914)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Maintenance for LispWorks Enterprise (64-bit)⋯ Abstract Syntax Notation One (ASN.1)  

2008-03-30 20:12 氷河

回复 |  删除

Guru

lisp怎么做OLE embedding？

顺着你给的 URL 走下去能找到示例代码的，OLE 控件被直接封装成 Lisp 的 Class 了。.NET 组件的支持

在另一个叫 RDNZL 的项目里。我没做过，不太关注 Windows 版的这些特性。

2008-03-30 12:10Guru

回复 |  删除

lisp怎么做OLE embedding？

2008-03-29 20:09网易博友220

回复 |  删除

Sounds good.

2008-03-29 18:48 氷河

终于用上新版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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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8-03-28 07:29网易博友

回复 |  删除

wiki.alu.org/The_Road_To_Lisp_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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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2007-04-01 15:31:4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LispWorks 5.1 release, 27 March 2008 Symbolics Genera Documents  

2008-04-01 23:44:26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Abstract Syntax Notation One (ASN.1)Abstract Syntax Notation One (ASN.1)    

当已经取得一些成果时，更大的成果就会逐渐向我招手了。最近我发现，无论 SNMP，IPMI，还是

LDAP，最终都能归结到 ASN.1 的类型映射和编解码问题上。与其手工代码，不如设计一个 ASN.1

编译器来自动完成上述协议解析过程。

今天在一个叫 oss.com 的站点上发现了一本有关 ASN.1 的旷世奇书 (电子版)──关于 ASN.1 我所

有的疑问都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答案，所以本周接下来的几天就是读这本书。ASN.1 到 Common

Lisp 的语言映射，是今年的附加课题。

LispWorks 5.1 用得很顺手，对于 5.0 发布以后一年半的时间和 0.1 的版本号提升来说，新特性已

经太多了。

阅读(1234)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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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pWorks 5.1 release, 27 March 2008 Symbolics Genera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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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2008-04-02 08:26lenciel

回复 |  删除

再关注一下ttcn3吧，你会高潮的。

2008-04-02 03:59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ym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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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4-03 05:49:06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Symbolics Genera DocumentsSymbolics Genera Documents    

今天人品爆发，终于将所有 Symbolics Lisp Machine 文档从虚拟机里打印出来，从专有格式变成

PDF 格式了：

Editing_and_Mail.pdf

Genera_8_0_ECO__1_Notes.pdf

Genera_8_0_ECO__2_Notes.pdf

Genera_8_0_Reference_Cards.pdf

Genera_8_0_Release_Notes.pdf

Genera_8_1_ECO__1_Notes.pdf

Genera_8_1_Release_Notes.pdf

Genera_8_1_Software_Installation_Guide.pdf

Genera_8_2_NXP1000_User_s_Guide_and_Release_Notes.pdf

Genera_8_3_Release_Notes.pdf

Genera_8_3_Software_Installation_Guide_for_3600_Family_Machines.pdf

Genera_8_3_Software_Installation_Guide_for_MacIvory_Machines.pdf

Genera_8_3_Software_Installation_Guide_for_UX_Family_Machines.pdf

Genera_8_3_Software_Installation_Guide_for_XL_Family_Machines.pdf

Genera_8_3_Software_Installation_Guide_for_the_NXP1000.pdf

Genera_Concepts.pdf

Genera_Handbook.pdf

Genera_User_s_Guide.pdf

Getting_Ready_for_CLOS.pdf

Internals.pdf

MacIvory_Delivery_User_s_Manual.pdf

MacIvory_User_s_Guide.pdf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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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 2009-04-03 05:03:1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转载

NXP1000_User_s_Guide.pdf

Networks.pdf

Open_Genera_Beta_II_Release_Notes.pdf

Open_Genera_Installation_Guide.pdf

Open_Genera_User_s_Guide.pdf

Program_Development_Tutorial.pdf

Program_Development_Utilities.pdf

Programming_the_User_Interface.pdf

Site_Operations.pdf

Symbolics_Common_Lisp_Dictionary.pdf

Symbolics_Common_Lisp_Language_Concepts.pdf

Symbolics_Common_Lisp_Programming_Constructs.pdf

Symbolics_Network_File_System__NFS__User_s_Guide.pdf

Symbolics_X_Window_System_User_s_Guide.pdf

TCP_Software_Package.pdf

Upgrading_to_Genera_8.pdf

User_Interface_Dictionary.pdf

XL_User_s_Guide.pdf

作为一个 Lisp 程序员，下半辈子就靠这些文档了。26MB，需要者 E-mail 联系我。或者到这里下

载。

阅读(1847)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Abstract Syntax Notation One (ASN.1) 敝人上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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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14 15:19wanws

回复 |  删除

收一份。。不知道需要啃多久。。

2010-10-12 16:22NiHdHddd

回复 |  删除

你好，能发我一份么?

这是我的邮箱：asdfsega@gmail.com

谢谢！

2010-10-12 19:05 冰河 回复 NiHdHddd

回复 |  删除

http://bitsavers.org/pdf/symbolics/

2008-04-08 08:51allen

回复 |  删除

给我发一份吧

allenjwd@126.com

2008-04-03 15:19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ym一下

2008-04-03 12:12网易博友37

回复 |  删除

能给我一份吗？我的邮箱是defmacro@yahoo.cn。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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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忙死 2007-04-05 09:50:1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Symbolics Genera Documents 清明  

2008-04-05 09:48:42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敝人上报了⋯⋯敝人上报了⋯⋯    

感谢《都市周报》的记者 MM 给我这个机会，第一次上报纸还是难免有些兴奋哦。另外总觉得这个

标题很有意思，《东北人田春在杭州，就像鱼儿游进了海里》。可万一我是一条淡水鱼，游进海里岂

不变成咸鱼了？

杭州，《都市周报》，2008 年 4 月 3 日，C-11 版

阅读(2271) |  评论(2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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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olics Genera Documents 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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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0-11-24 12:19 冰河

回复 |  删除

更新了报社的原始网址。

2008-04-18 08:35163blogger

回复 |  删除

羊蝎子，赞，下次去捎上我吧，呵呵

2008-04-09 20:35joyous

回复 |  删除

咸鱼你好，记得把内容发出来给我们看看哦

2008-04-09 20:31joyous

回复 |  删除

哇，重量级的新闻我现在才看到·····

 

混娱乐圈了？yanzhao都等上去！

2008-04-08 09:17peterylh

回复 |  删除

帅

2008-04-08 06:50王帅

回复 |  删除

恭喜下春哥.

也期待优秀的计算机杂志访问春哥~

2008-04-07 13:37Tommy

回复 |  删除

签个名吧，春哥

2008-04-07 06:05深蓝

回复 |  删除

2008-04-07 05:13Leojane(阿猪)

胡晓文（男，已婚）

强大，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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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看了一下内容，感觉很时候帖PB⋯⋯

2008-04-07 05:12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一份《都市周报》居然要1.5米⋯⋯

2008-04-06 16:14阿珂

回复 |  删除

很好很强大......求签名...

2008-04-06 14:33wuzhez

回复 |  删除

高手

2008-04-06 11:00Radiumce

回复 |  删除

赞~很强大~~

2008-04-06 08:00胡晓文（男，已婚）

回复 |  删除

强大，求内容。

2008-04-05 16:39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太强大了

2008-04-05 15:53五百万

回复 |  删除

仰慕。。。

2008-04-05 15:50小小马

回复 |  删除

看来人才迟早都会上报上电视，参考鲁豫有约之王帅的思考 

2008-04-05 12:45小勤

回复 |  删除

眼神依然凌厉！

2008-04-05 11:55loki

回复 |  删除

O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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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4-05 07:14萝卜

回复 |  删除

很强大，囧rz

2008-04-05 07:02Rhythm

回复 |  删除

为啥觉得有点像⋯⋯变相征婚启事⋯⋯

2008-04-05 06:31restart

回复 |  删除

这个杀手不太冷！

2008-04-05 06:19网易博友206

回复 |  删除

macbook pro 还能吸引小mm，嗨嗨~~~

2008-04-05 06:19网易博友206

回复 |  删除

cool~~

2008-04-05 05:59pluskid

回复 |  删除

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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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人上报了⋯⋯ LispWorks 采购一周年纪念  

2008-04-07 12:41:44 |  分类：  学习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清明清明    

清明节和其他节日一样，对我来说跟平时也差不多。第一天图书馆不开，于是下午踢毽球晚上参加

OpenSource 板聚；第二天白天图书馆晚上约了一个朋友去看电影；第三天上午图书馆，下午回家

洗衣做饭上网休闲。

《On Lisp》的翻译和修补工作还在继续：今天就要开始第 14 章了，而巨大的第 26 章 (CLOS) 以

及后面的附录部分已经由 Kov Chai 同学独立完成了。难以想像我已经干完一多半，胜利在望了。这

里也要感谢许多在这个项目中的合作伙伴们。四年来我对 Lisp 的坚持，和这本书的高质量翻译，或

许可以证明未来我会是一个有毅力的学者吧。

对 Symbolics Lisp Machine 的了解日益增多了，有一件事以前多次提过，现在则更加肯定了：

Lisp Machine 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巅峰，难以想象可以用 Lisp 语言以及专门为其优化的硬件实现

了现代操作系统里的所有组件，邮件系统，文本编辑，甚至还包括诸如排版系统和其他高级语言 (C,

Pascal & Fortran) 开放环境这样的应用。幸运的是通过非正当渠道我看到了大部分非底层的源代

码，不幸的是 Lisp 社区再过十年 (2018 年) 才能等到 Symbolics, Inc. 的美国专利过期并开始考虑

将这些历史遗产移植到现代平台上，如果这中间仍然没有人宣布其开源的话。

Axiom 是 IBM 在 1971 年发起的一个通用符号代数系统，原本只支持 GCL (GNU Common

Lisp)，现在终于被一个称为 Open Axiom 的项目移植到其他 Common Lisp 平台上了。这曾经是

一个开发过程历时 30 年，工作量 300 人年的巨大软件项目，我被其庞大的源代码和丰富的文档惊

呆了。事实上，该项目的每一个源代码文件都是一种类似 TeX 格式的可以直接排版成文档的格式。

考虑到这个项目比 Macsyma/Maxima 更复杂，拥有更多的符号代数特性，我决定以后改用这个平

台来继续学习数学了。剩下的问题是，我的 LispWorks 能否将这个软件跑起来呢？

ASN.1 的编译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在缺少直接可用的 LL 语法分析器的情况下。开始感

觉到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了，短时间内不可能完成过大的工程了。彻底忙不过来了⋯⋯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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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清明假期的一些感悟 2013-04-07 17:48:34

一切正常 2012-04-07 17:58:2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转载

夏天到了，风衣的季节再次结束了。

阅读(1550)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敝人上报了⋯⋯ LispWorks 采购一周年纪念  

2008-04-11 18:35Tommy

回复 |  删除

好一件干湿褛

2008-04-09 15:51网易博友193

回复 |  删除

这个杀手不太冷...

2008-04-08 14:41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你的眼神很有杀伤力

2008-04-07 16:13restart

终于许多看不明白了，所以心生敬畏。 

但这句还是很明白“四年来我对 Lisp 的坚持，和这本书的高质量翻译”。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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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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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滨江生活的开始 2010-04-10 16:01:2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清明 风平浪静  

2008-04-10 01:02:59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LispWorks 采购一周年纪念LispWorks 采购一周年纪念    

2007 年 4 月 10 日，去年的今天，$2500 采购 LispWorks 5.0 企业版 license 一枚，从此陷入

贫困⋯⋯

阅读(1414)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清明 风平浪静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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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8-04-17 18:37胡晓文（男，已婚）

回复 |  删除

理想和追求啊～

2008-04-10 13:37 氷河

回复 |  删除

姗猫

你可以算算美元贬值给你带来的影响。

去年的今天，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还在 7.6 以上，几天前我支付 $650 维护费时的汇率则是 7.18，而现

在则只有 6.996 了⋯⋯

我现在没搞清楚到底是人民币升值多一些还是美元的贬值多一些，反正 LispWorks 在我支付完下一年的

维护费之后就涨价了。

2008-04-10 11:10姗猫

回复 |  删除

你可以算算美元贬值给你带来的影响。

2008-04-10 05:10Guru

回复 |  删除

上淘宝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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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摄影器材爱好者 2011-04-16 16:11:5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LispWorks 采购一周年纪念 知识表示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2008-04-16 15:55:53 |  分类：  读书心得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风平浪静风平浪静    

正是读书，看论文的好时候。Dan Corkill 的论文让我看到了一些进入学术界的机会。

Daniel D. Corkill, young & old

最近靠代写国外某败家仔的人工智能作业赚了一小笔不义之财，数额不大但足够我买 4GB 笔记本内

存，然后再请周围兄弟们好好吃一顿的了。而且是一次锻炼 CLIPS 编程的大好机会。

阅读(1295)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LispWorks 采购一周年纪念 知识表示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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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8-04-17 18:36胡晓文（男，已婚）

回复 |  删除

居然帮别人写CLIPS

2008-04-16 15:33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赚钱有方。真是个大市场

2008-04-16 11:52深蓝

回复 |  删除

我也要刀

2008-04-16 11:03Guru

回复 |  删除

我吃内存

2008-04-16 10:48网易博友160

回复 |  删除

牛逼死了~~~~ 

我也要找一个国外败家仔， 

最好是一群败家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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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更换岗位 2011-04-20 18:04:37

风平浪静 北京  

2008-04-21 00:56:27 |  分类：  读书心得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知识表示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知识表示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知道如何定义类 (class)，不等于你就知道该定义哪些类；

知道如何创建表 (table)，不等于你就知道该创建哪些表；

知道如何定义事实 (fact) 和规则 (rule)，不等于你就知道该如何组织这些事实和规则⋯⋯

几乎所有的编程书籍都只教给了我们各种编程工具的使用方法。所谓设计模式，现在想想也只是一种

将已完成的软件设计正确地用编程语言表达出来的技术。学会了 J2EE 编程的每一个细节，难道就可

以自然地知道一个复杂的软件系统，例如这个网易博客，其后台数据库里都应该定义哪些表 (table)

吗？

研究如何正确定义各种数据类型的计算机分支，称为知识表示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软件

系统的设计者通常是根据常识来分类和组织数据结构的，无论是结构体或者类的定义还是表结构的设

计都可能缺乏严格的理论基础，带来的问题是系统每次升级时不得不修改一些数据的存储结构，废弃

一些数据表，然后再创建另外一些考虑得更加周到的新表，进而涉及到程序代码中模块间接口的修

改。这些程序员可能会争辩说，所有这些修改对于来自策划的新需求都是必要的，其实是先前的设计

缺乏针对未知的新需求的可扩展性罢了。所以，为什么不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所有这一切都定义得尽

善尽美呢？

软件 = 逻辑 + 知识表示。我已经学会了逻辑，现在不得不开始学知识表示了。

阅读(1061)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风平浪静 北京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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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2017-08-09 06:08lucy

回复 |  删除

怎么补“严格的理论基础”啊？

2008-05-08 16:37Ricepig

回复 |  删除

我也想说，你说的不是MDA么？

2008-04-21 09:43胡晓文（男，已婚）

回复 |  删除

有种技术叫做领域模型。

2008-04-21 04:17pluskid

回复 |  删除

因为需求是会变化的，不可能在一开始就把一切都定义得尽善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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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知识表示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Last Love Lost  

2008-04-23 00:31:31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北京北京    

继 2006 年博客初始上线那次之后，时隔一年半有余，终于再次有机会去北京出差。这次的任务十分

无聊，不过终于可以趁机在北京多停留一下了。通过 Google Earth 研究了三天地球，现在我对北京

地形已经非常熟悉了，带着笔记本电脑和指南针就可以找到任何地方：

唯一的问题是我的几个目标太分散了，十分郁闷⋯⋯

阅读(854)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知识表示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Last Love Lost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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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8-04-26 10:39 氷河

回复 |  删除

4 月 26 日 16:30+，北京首都机场 3 号航站楼。

飞机 5 个半小时以后才出发，这下有的等了⋯⋯ 此次北京之行圆满结束。

2008-04-26 08:45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原来去北京了啊，待多久？

2008-04-24 06:27Guru

回复 |  删除

有个叫 de tu 的东西可以帮你。

2008-04-23 19:39joyous

回复 |  删除

就知道你会乘机多停留的，希望听到更多的内幕······

2008-04-23 09:12胡晓文（男，已婚）

回复 |  删除

找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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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北京 准备后事  

2008-04-27 22:42:57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Last Love LostLast Love Lost    

对于爱情在我整个人生中的份量，我很矛盾。多年来，我的思路一直在两个位置上摇摆：

过正常人的生活：努力工作，赚钱，买房子；选择一个女孩儿，追求她，相爱，结婚，生子，

再将我毕生所学传给下一代；

过非正常人的生活：努力学习，博览群书，选择一个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钻研下去，找个机会

出国留学，进入学术界，一生追求真理。

总体来讲，到目前为止，偏向非正常位置的时候多些。以前，我还有一些机会走正常人的道路，现

在，机会已经少得几乎没有了。我从来不把自己归类到那些想找 MM 却找不到的单身 IT 人群里，虽

然我认识的 MM 很少并且数量已经开始稳定下来，但多数时候是我自己不思进取所致。学习是如此

有趣以至于完全沉溺其中了，单身生活是如此自由自在，以至于就这么过下去也无所谓了。

现在我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我人生中最后一个可以爱的人──等了七年终于等到毕业的高中同学

──就在北京──地球上我最不想去的城市。由于已经被人近水楼台抢了先，为了挽救这门亲事，我

可能必须移居到北京去──如果没有办法说服她毕业后到杭州来的话。但我十分不想离开杭州：我的

母校，朋友，以及网易杭州对我的知遇之恩。

年龄不小了，索性就把这件事的成败作为我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点吧，无论得失，未来的路都没有分

叉了。我决定再等两个月，然后做一个最终的选择。

阅读(1638) |  评论(1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北京 准备后事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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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博客这个新版主题 2007-04-26 22:32:0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2008-05-14 19:47Rhythm

回复 |  删除

joyous

哎，那个挖墙角的男人看了你这张照片会吓死的！

严重同意！！

2008-05-07 07:11深蓝

回复 |  删除

选择2的话，该抓紧时间考gre了

2008-05-04 08:18shiyong

回复 |  删除

祝福一下

2008-05-02 19:24andyfires

回复 |  删除

靠，不玩雨伞改玩刀了

2008-05-02 16:49joyous

回复 |  删除

哎，那个挖墙角的男人看了你这张照片会吓死的！

2008-04-30 14:30网易博友58

宫本武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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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8-04-30 05:14163blogger

回复 |  删除

“我人生中最后一个可以爱的人”----这句话说得早了一点吧

2008-04-30 03:14阿珂

回复 |  删除

这照片试图摆酷...

2008-04-29 08:43阿珂

回复 |  删除

暂时移居到北京，把MM抢到杭州来。

2008-04-29 08:04胡晓文（男，已婚）

回复 |  删除

关注后事发展，别的咱就不废话了。

2008-04-29 00:59sishen

回复 |  删除

对正常人和非正常人之间的定义存在问题

2008-04-28 14:56网易博友90

回复 |  删除

我想只要做到这两句话 

那么便足矣告慰一切，那就是： 

----不要怕，不后悔。

2008-04-28 13:58allen

回复 |  删除

为什么就没有第三种选择呢？

一路走到黑，太悲凉！

2008-04-28 07:10lenciel

回复 |  删除

祝福一下...个人觉得追求真理是苦闷的生活

2008-04-28 03:24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唔，事关人生转折这么重大的事情我就不多评论了

一句话：祝福你。

希望你今后不会为自己现在的决定而后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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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4-28 03:18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似乎已经从你的描述中看到了结局。。。

搞学术和找MM也不矛盾啊。

爱因斯坦不也结婚了么，而且结了不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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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Last Love Lost 夹缝中求生存  

2008-05-12 00:54:43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准备后事准备后事    

最近比较忙，一方面开始整理生活和工作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为自己准备后事，另一方面还在不停地

学，而且又有更多的学习计划出台。如果我的大脑是个 CPU，现在 CPU 风扇的转数一定很高了。

近来生活中最大的事件就是开始搬家。我从望月搬到 sishen 家的一个小房间了，新家离公司和玉泉

校区都很近。紫金港校区里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在望月住了将近两年，我也该重新转战玉泉一带了。

搬迁工作才刚刚开始，我打算借鉴 Lisp 早期垃圾收集的一些思想：只将有用的家当标记起来打包带

走，其他的全部留在望月好了。一个人的生活，家当还是越少越方便。

花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复习 LaTeX 排版，并且学会了绘图包 PGF/TikZ 的使用方法。在我全面转

向 Solaris 平台系统管理技术的学习之前，有必要将工作两年来在 Linux 系统管理上的主要工作总结

一下了。昨天已经开始撰写关于高可用性系统的技术文档了，从每个角度来看，我都应该把这些目前

公司里还只有我一个人熟悉的技术写下来传给后人了。

Sun 真是一个伟大的技术公司。我去年刚开始学习 Solaris 时完全没想到 Solaris 平台下还有一个企

业级高可用性集群 Sun Cluster，以及相关的支持 failover 的分布式文件系统。种种迹象表明，我

又一次选对了学习方向。

但对于生活的方向，前路仍然乌云密布，无法抉择⋯⋯

阅读(1490)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Last Love Lost 夹缝中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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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不走寻常路 2012-05-12 17:52:28

自然衰老 2010-05-12 05:47:4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2008-05-24 16:05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赞哦，离yq更近了，可惜我要离校了

2008-05-15 03:54jomo

回复 |  删除

氷河

深蓝

sun是很伟大，就是东西太贵了，而且没盗版......

Sun 的硬件价格中等；软件全都免费使用了，主要靠技术支持赚钱的。

升级了一个破阵列的firmware, 花了13k....阵列才不到10w.. SUN相当黑

2008-05-13 13:14 氷河

回复 |  删除

深蓝

sun是很伟大，就是东西太贵了，而且没盗版......

Sun 的硬件价格中等；软件全都免费使用了，主要靠技术支持赚钱的。

2008-05-13 10:44深蓝

回复 |  删除

sun是很伟大，就是东西太贵了，而且没盗版......

2008-05-12 11:56Radium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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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同赞sun

2008-05-12 10:38胡晓文（男，已婚）

回复 |  删除

料理完后事，你打算干吗？

2008-05-12 03:26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Good luck

2008-05-11 21:47Rhythm

回复 |  删除

”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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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后事 医龙  

2008-05-23 15:30:53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夹缝中求生存夹缝中求生存    

快两周没写过日志了，国际形势一片混乱，简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

四川大地震带给我的启示并不多，因为我在准备后事方面一向走在前沿的。生活中的危险本来就无处

不在，对于社会个体来说，死于一场数万人陪葬的大地震中，和死于其他任何规模小得多的事故相

比，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一方面，人总是要死的；另一方面，危险无处不在；考虑到这两个问题，

作为侥幸活下来的我，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浪费宝贵的时间呢？

尽管如此，四川大地震仍然让我感到不舒服：我没有捐款，确切地说实在没有什么钱可以捐。媒体制

造的社会舆论实在是太可怕了：前期过于关注重灾区而无视了轻灾区的受灾群众，后期大力宣传捐款

造成富人互相攀比而对于所捐款项的具体去向和慈善机构抽取的管理费问题避而不谈。总体来讲，作

为守法公民和纳税人我没什么可以自责的。

相比之下，mirror 服务器的硬件故障，和飘渺水云间 (88) BBS 服务器的硬件故障，带给我的启示

就大得多了。系统管理员对这个世界其实是可以有很大贡献的，而且最优秀的系统管理员往往是隐藏

在所有工作的背后，就仿佛不存在一样。我的奋斗目标，就是让自己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由于看到

了 88 故障带来的数据损失惨剧，我立即将数据安全作为近期工作的重点，开始给自己管理的一些重

要数据部署一些之前想做但没做的网络即时备份和相关的安全措施。硬件 RAID 的可靠性是绝对不能

相信的。

夏天到了，从今晚开始就得依赖空调度日了。搬家工作已经进入停滞状态，由于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

原因，8 月中旬之前我只能同时住两套房了。

我想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和所有 MM 和平相处的法宝：将自己定性为一辈子注定单身的倒霉蛋。

只要没有非分之想，还是有 MM 可以偶尔陪我一下的。两个星期没有短信发到北京去了，实在想不

出什么话题来。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北京那边什么重要的事情也没有发生──那

样的话我为自己终身大事所做的努力就又一次白费了⋯⋯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0/08/18, 23:53 -  - 

Pagina 2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842333053938/

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非诚勿扰 2009-05-23 11:51:3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转载

学习！学习！

阅读(1476)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准备后事 医龙  

2008-07-10 10:34乱世小熊

回复 |  删除

我坚决支持不捐款的行为

2008-05-25 04:05lenciel

回复 |  删除

嗯，我觉得楼上的mm怒了。

2008-05-24 18:33Ricepig

回复 |  删除

硬件Raid最大问题就是，一旦Raid卡挂掉，一切都完蛋了~~~

2008-05-24 16:10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为什么mirror也挂了？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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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23 17:17

回复 |  删除

还是选1吧。。

2008-05-23 10:12joyous

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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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博闻强记 2009-05-31 17:01:17

KnowledgeWorks: Hanoi Problem 2007-05-31 02:48:08

夹缝中求生存 明天  

2008-05-31 11:00:33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医龙医龙    

最近花了一点儿时间看了一部日本电视剧《医龙》。我是前段时间在 CCTV-8 上看的，后来在网上

搜索，发现一个叫土豆网的视频网站上可以直接点播观看，而且上面还有《医龙》的第二部，于是断

断续续把续集也看完了。

与几年前看的日本电视剧《回首又见他》中同样手术技术高超但性格冷酷的司马龙太郎医生相比，

《医龙》中的朝田龙太郎显得更加完美了：在挑战技术极限的同时，以患者的利益为第一位。

也许是专业人士间的惺惺相惜吧，这部电视剧看得我很激动。土豆网 (www.tudou.com) 也不容易

啊，视频网站的带宽消耗太大了，不是一般人做得起的。

伟大的 2008 年 5 月终于要被我混过去了。再过一个月，希挺就毕业了，我的发情期也该结束了；

再过两个月，来自家庭的压力缓解，我终于可以翻身了⋯⋯

期待 LispWorks 5.1.1 补丁包的发布。Lisp! Lisp!

阅读(757)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夹缝中求生存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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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2008-06-05 14:43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在看大河剧《新撰组》

2008-06-05 07:43Guru

回复 |  删除

<回首又见他>是90年拍的吧。织田裕二，虽然嘴巴看起来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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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2013年06月02日 2013-06-02 18:03:1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医龙 New Umbrella, New Life  

2008-06-03 19:22:19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明天明天    

明天，那个历史上沉重的日子又到了。

作为一名有志青年，本来我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为社会的变革献身，二是为科学献身。但我是个懦

夫，我怕死，所以只好选择后者了。

阅读(629)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医龙 New Umbrella, New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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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8-06-15 11:17 氷河

回复 |  删除

深蓝

19年前一群傻冒学生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中国要靠这些人搞社会变革恐怕现在已经玩完了。

跟你彻底没有共同语言了⋯⋯

2008-06-05 14:46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人要死得有价值

2008-06-04 04:19深蓝

回复 |  删除

19年前一群傻冒学生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中国要靠这些人搞社会变革恐怕现在已经玩完了。

2008-06-03 13:34网易博友68

回复 |  删除

稳定胜过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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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有条不紊 2010-06-06 16:52:5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明天 充实的生活  

2008-06-06 01:49:37 |  分类：  学习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New Umbrella, New LifeNew Umbrella, New Life    

最近竟然把伞弄丢了，可能忘在吃饭的地方了，不过去那家店问了一下说没有。索性再买把新的吧，

于是先跑了西城的 Espirit 专卖店，没有，再去银泰 Espirit 专卖店，还没有，最后终于在杭百

Espirit 专卖店买到了，￥145，价格似乎没啥变化。这次是非常清爽的绿色，拿着新伞就要重新做

人了。

88 复活，终于再次和各种组织联系上了，没有 88 的日子太惨了。

不再考虑去北京的事了，以后继续和希挺做朋友。也不再考虑什么狗屁终身大事了，不适合我。从此

我要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了，先把 On Lisp 翻译完然后开始准备第一篇 Lisp Paper。

阅读(1030)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明天 充实的生活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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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8-06-26 08:16 氷河

回复 |  删除

vivimice

esprit的大尺寸伞太难买到了，我找了半天只买到了一把常规尺寸的

杭百可能还有

2008-06-26 06:47vivimice

回复 |  删除

esprit的大尺寸伞太难买到了，我找了半天只买到了一把常规尺寸的

2008-06-09 18:19jx

回复 |  删除

哎，那又下学期了

2008-06-06 19:39 氷河

回复 |  删除

jx

嘛时候能翻译完啊! 

快啊！

预计两个月以后就可以完成初稿。

2008-06-06 15:56jx

回复 |  删除

嘛时候能翻译完啊! 

快啊！

2008-06-06 09:04阿珂

回复 |  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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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Umbrella, New Life LispWorks 5.1.1 Patch Release  

2008-06-09 23:59:20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充实的生活充实的生活    

一定是我多年来行善积德的缘故，最近过得充实、开心并且很有满足感。

一个叫 OMax 的纯 Lisp 实现的作曲软件使用了我为 SNMP 项目写的网络代码，lispworks-udp。

几天前心血来潮上其主页看看，发现它已经完成了从 MCL 到 LispWorks 的移植，发布了新版本。

虽然我对这个项目的作用除了源代码里的某个目录之外再找不到其他的痕迹，但我还是觉得挺有成就

感的，第一次有大型开源项目使用了我写的源代码，而且是 Lisp 的。

上周五晚上和几个毽球一起吃饭打牌。在上海工作的董姑娘和冯剑趁周末回杭州办事，并且住在我家

里。再次见到在一起踢了两年毽球的好友，非常高兴。耶稣和丁濛等几位毽友也在，大家一起高兴地

吃了一顿饭。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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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 2011-06-09 03:08:48

目前最重要的几个开源 Lisp 相关项目 2007-06-09 10:37:0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不知是沾了谁的光，丁濛把 PH──かわい MM 也带来了。算来认识 PH 一年多了，最近也有几个

月没见了，她就要毕业了，将留在杭州工作。饭后大家一起玩一种有趣的牌，我再次感受到了 PH 给

人带来的轻松愉快感觉。不过，这次我什么其他心思也没有了，只想着什么时候能再有机会一起玩。

三天的端午节假期，第一天在 zjg 图书馆里度过，继续翻译 On Lisp。这本书的快照 PDF 在

Source Forge 上有将近 70 次下载，看来国内还真的有不少 Lisp 学习者，甚感欣慰。

第二天晚上参加 MSTC 的欢送毕业会员的舞会。舞会上见到了久违的 seemy 和 sealoving，还有

幸见到了引起现场轰动的 Mazha 及其 MM。大好机会，如果不趁机疯狂一下就不是我的风格了，我

没打算邀请任何 MM 跳舞，不过看看我的伞舞和单人交谊舞：

今天主要是休息，为明天的工作和学习积累精力。不过今天仍然是有些成果的，整理了两段毽球比赛

的视频，放在 Youtobe 上了，虽然不算是我毽球的最高水平，也差不多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3f5WzGXZ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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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MM 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也不错。

阅读(1771)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New Umbrella, New Life LispWorks 5.1.1 Patch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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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0 10:31乱世小熊

回复 |  删除

照片上不是耶稣吗

2008-06-16 05:40 氷河

回复 |  删除

Ricepig(北京)：

我靠，翟羽这个老妖怪还在啊~~~

博士毕业没几天

2008-06-15 21:00Ricepig

回复 |  删除

我靠，翟羽这个老妖怪还在啊~~~

2008-06-11 04:59胡晓文（男，已婚）

回复 |  删除

果然是个拉风的男人～

2008-06-09 18:25jx

回复 |  删除

下了翻译完的那部分。真羡慕啊，那种卡马克式的僧侣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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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的生活 养伤  

2008-06-12 14:24:22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LispWorks 5.1.1 Patch ReleaseLispWorks 5.1.1 Patch Release    

LispWorks 5.1.1 Patch ReleaseLispWorks 5.1.1 Patch Release

Cambridge, England, 11 June 2008Cambridge, England, 11 June 2008
LispWorks Ltd is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LispWorks 5.1.1 patch release.

This is a bug fix release for LispWorks 5.1 on all supported platforms.

AvailabilityAvailability
The LispWorks 5.1.1 patch release is available for download free of charge to customers

with LispWorks 5.1.0 Professional and Enterprise Editions.

Bug FixesBug Fixes
Details of the bug fixes in this release can be found in the Release Notes.

To see which private patches have been included in 5.1.1, check the list in the Release

Notes.

How to obtain LispWorks 5.1.1How to obtain LispWorks 5.1.1
Visit the LispWorks Patches page.

Upgrading from LispWorks 5.1.0Upgrading from LispWorks 5.1.0
Simply install these patches to raise the version to 5.1.1.

Upgrading from older versionsUpgrading from older versions
Customers still using LispWorks 5.0.x, 4.4.x or earlier versions should purchase licenses

for version 5.1 and then install these patches to raise the version to 5.1.1.

Contact LispWorks LtdContact LispWorks Ltd
For information about purchasing LispWorks, maintenance and support renewals and

sales contact LispWorks Ltd at: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0/08/18, 23:51LispWorks 5.1.1 Patch Release -  - 

Pagina 2 di 2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851222422285/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苹果发布了新版 MacBook Pro 笔记本 2007-06-12 06:54:4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www.lispworks.com/buy

lisp-sales@lispworks.com

For technical support contact LispWorks Ltd at:

www.lispworks.com/support

lisp-support@lispworks.com

阅读(899)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充实的生活 养伤  

2008-06-12 11:45B.E.

回复 |  删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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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LispWorks 5.1.1 Patch Release 困了  

2008-06-19 13:57:43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养伤养伤    

(本文在 FireFox 3 浏览器下发表)

Dr. House 说得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人身上至少有三种病，我也一样，不过幸运的都是些小毛病，

而且我还有些许优势：视力正常。最近集中处理了一下身上的小毛病，治疗过程在左脚产生的血泡让

我无法正常走路了，只好在家里修养一下，过过 SOHO 的生活了。只要有电脑和网络，其实无论我

在哪里干的事情都一样。有朋友能在我行动不便的时候照顾我，真好。

最近正式开始学习 Cyc，Cyc 101 Tutorial 课程是通向 Cyc 本体论平台的第一步，充分理解并学

会使用这个平台是我今后所有其他研究工作的基础。

阅读(731)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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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pWorks 5.1.1 Patch Release 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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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8-06-28 10:00土人

回复 |  删除

觉得冰河的研究方向很值得关注哦！

2008-06-22 17:30Ricepig

回复 |  删除

果然很深奥

2008-06-19 10:41阿珂

回复 |  删除

soho是小时候的理想。。。

现在倒是不觉得了。。。

2008-06-19 08:40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本回复在Firefox 3 浏览器下发表）

好好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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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快乐 2007-06-28 08:29:0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养伤 LispWorks 5.1.1 Personal Edition Release  

2008-06-28 02:38:25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困了困了    

多么希望自己可以永远不感到疲倦，这样就可以不必面对每个夜晚痛苦地放弃清醒的时刻了。晚上舍

不得睡，导致早上起不来。感到有种压力，但又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

好吧，就此睡去，明天醒来以后不再浪费时间了，我浪费的时间够多了⋯⋯

阅读(613)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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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伤 LispWorks 5.1.1 Personal Edition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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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8-06-28 04:07阿珂

回复 |  删除

额。。。尝试早睡早期吧。。。如果条件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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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了 半年过完了  

2008-07-01 01:52:58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LispWorks 5.1.1 Personal Edition ReleaseLispWorks 5.1.1 Personal Edition Release    

LispWorks 5.1.1 Personal Edition ReleaseLispWorks 5.1.1 Personal Edition Release

Cambridge, England, 30 June 2008Cambridge, England, 30 June 2008
LispWorks Ltd is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release of LispWorks 5.1.1 Personal Edition on

Windows?,Macintosh?, Linux? and FreeBSD? platforms. LispWorks Personal Edition is

available free of charge.

This release raises LispWorks Personal Edition to the same version as the Professional

and Enterprise Editions.

LispWorks Personal Edition now offers:

New profiling API

Compiler help

Windows registry API

Improved AMOP compliance

Better handling of compilation conditions in IDE

IDE toolbars are optional

Better completion in IDE

New Search Files tool

Recent Files menu

Source location for user defining forms

Drag and drop support in CAPI

"Metafile" support in CAPI/Cocoa

Services and Dock menus supported on Cocoa

Various other new features, enhancements in CAPI and improvements in the IDE

Many bug fixes

Not all features are supported for every platform. Please see the feature table for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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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珍惜时间 2007-07-01 11:11:1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details.

More details of the improvements in this release can be found in the Release Notes.

How to obtain LispWorks Personal EditionHow to obtain LispWorks Personal Edition
Download LispWorks Personal Edition here.

阅读(676)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困了 半年过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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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开始 & 纠结 ⋯⋯ 2009-07-01 19:39:3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LispWorks 5.1.1 Personal Edition Release 26 周岁生日  

2008-07-02 01:34:35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半年过完了半年过完了    

2008 年上半年过去了，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但我挺过来了。下半年，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什么麻

烦事等着我了。我知恩图报，但谁也不要逼我做任何超出我自身能力的事，否则我将六亲不认。

现在我唯一想做的就是继续积累知识，以便将我酝酿多年的 SA 项目顺利完成。在学习方面我可是自

私的。

阅读(698)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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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pWorks 5.1.1 Personal Edition Release 26 周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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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生日寄语 2011-07-03 18:30:58

半年过完了 Lisp: 50 周年  

2008-07-04 12:51:44 |  分类：  生日寄语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26 周岁生日26 周岁生日    

1982 年 7 月 4 日，鄙人出生在中国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妇婴医院 (40°40'15.46"N，

122°15'32.97"E)。今天，鄙人年满 26 周岁，经历了年幼无知时期，6 年小学，3 年初中，3 年

高中，4 年大学，2005 年夏天从浙江大学毕业后考研复习半年，未遂，2006 年初加入网易公司，

工作至今。今天我收到了 3 条短信祝福，分别来自招商银行，浙江省血液中心，以及舒适宝健身，没

有一个是真心祝我好的⋯⋯

还能活多久？嗯，66 岁的人比较常见，76 岁的人就属于少数了，86 岁的人也有，96 岁就是极其

罕见了⋯⋯ 很难说，生活中危险无处不在，而且如果没有思想，没有自由，活不活着又能怎样呢？没

准儿稍微带点儿运气，我就可以见到 50 年后的计算机 (以及 50 年后的中国社会⋯⋯)，想想到了那

个时候，笔记本电脑能有多薄？或者还有没有笔记本电脑这一说？未来总是美好的，但未来其实是由

一些勤劳的聪明人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创造出来的。到底是要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人，还是给社会添

麻烦制造粪便和垃圾的人，这个问题我早已经想清楚了。

阅读(1836) |  评论(2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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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2008-07-21 07:29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这个图看起来像我们一楼的3D图么

2008-07-21 07:28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呵呵

2008-07-14 20:19duan

回复 |  删除

sheng ri kuai le! 

2008-07-13 12:54王帅

回复 |  删除

迟到的生日快乐。

2008-07-10 10:49阿珂

回复 |  删除

每天快乐充实！

2008-07-10 10:28乱世小熊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

2008-07-10 08:32网易博友181

氷河

网易博友156(浙江 杭州)：

结婚吧！氷河！

这位同学太缺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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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汗。。。这个没什么吧。。。

2008-07-09 08:26 氷河

回复 |  删除

网易博友156(浙江 杭州)：

结婚吧！氷河！

这位同学太缺德了⋯⋯

2008-07-07 18:08网易博友156

回复 |  删除

结婚吧！氷河！

2008-07-06 08:39网易博友174

回复 |  删除

共同勉励吧。有时候人生总是痛苦的，但在明白痛苦的价值后，才会真正了解所经历的是多么的有价值。 

很想认识你。

2008-07-06 07:19网易博友231

回复 |  删除

在我们这个世界， 

记忆和计算的天才不足为奇， 

但是思想者总是难得一遇。

2008-07-06 07:17网易博友231

回复 |  删除

7.4 

这一天， 

你的诞生远比美国的独立更为重要， 

因为有思想的光芒照耀着你。

2008-07-05 05:42萝卜

回复 |  删除

good

2008-07-05 03:01nil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

2008-07-04 21:24B.E.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

2008-07-04 17:09Ricepig

生日快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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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8-07-04 16:26网易博友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

2008-07-04 09:13Radiumce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争取进入下世纪吧

2008-07-04 08:10Rhythm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

2008-07-04 07:17姗猫

回复 |  删除

不不不，三条短信一定都是真心祝你好的。。。只有你好了，才能多存钱进银行，多献血给社会，多投资

给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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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p's 50th Birthday Celebration

Richard P. Gabriel

In October 1958, John McCarthy published one in a series of reports about his then

ongoing effort for designing a new programming language that would be especially

suited for achiev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at report was the first one to use the name

LISP for this new programming language. 50 years later, Lisp is still in use. During the

past five decades, it has been changed and turned, which led to dialects differing in

many respects from the original design, but the central corner stones remained the

same, making it one of the oldest programming language still in use today, second only

to Fortran.

 1958 年 10 月，John MaCarthy 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他正在致力于设计一个特别适合人工智能研究

的新编程语言的报告中的一篇。那篇报告里首次将这种新编程语言命名为 LISP。50 年后，Lisp 仍

然在使用。在过去的 50 年里，它有许多变化和调整，并产生出一些在许多方面与其最初设计截然不

同的方言，但是它的中心思想仍然不变，使其成为今天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语言之一，仅次于

Fortran。

The final design for the first incarnation of Lisp was published in an issue of the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in 1960. That version of Lisp pioneered numerous

languages features that are nowadays taken for granted. To name but a few: Lisp

introduced a conditional expression, which was taken over in other languages as the

ubiquitous if statement; it introduced recursion and first-class functions, the essential

ingredients of functional and many other programming languages; it introduced

reference semantics for variables, without which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would not

exist; it introduced symbolic expressions, a generic and uniform representation for data

(later reinvented as XML) and programs, the latter enabling program transform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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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within an application; it introduced garbage collection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programming languages; and it even already had a combination of metadata and

dynamic dispatch in the form of symbols and property lists.

第一个 Lisp 的最终实现发表在 1960 年的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CACM) 上。那一版本

的 Lisp 首创了几个至今仍被采纳的语言特性：Lisp 引入了一个条件表达式，后来被其他语言拿去作

一般性的 if 语句了；它引入了递归和第一类 (first-class) 函数，函数型和许多其他编程语言的核心

成分；它引入了变量的引用语义，没有它的话就没有面向对象编程语言；它引入了符号表达式，通用

和统一的数据和程序的表示形式 (后来被重新发明成 XML)，后者使得程序可以在应用里进行转换；

它很早就在编程语言里引入了垃圾收集机制；并且它甚至已经有了一个元数据组合以及基于符号和属

性列表的动态派发机制。

Lisp is clearly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rogramming languages in the history of

computer science: Timothy Hart added macros to Lisp in the 1960's; Warren Teitelman

invented an advice facility for Lisp in the 1960's as the very first precursor to asp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Carl Hewitt used Lisp as a platform to develop backtracking

(essential for logic programming) and the actor model; Alan Kay acknowledges the heavy

influence of Lisp on Smalltalk, the first explicit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language;

Brian Smith developed the concept of computational reflection using Lisp as a starting

point; Paul Graham used Lisp to develop the first continuation-based web application;

and even today Lisp is on the forefront for the upcoming Web 3.0.

Lisp 无疑是计算机科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编程语言之一：Timothy Hart 在 1960 年代为 Lisp 增加

了宏；Warren Teitelman 在 1960 年代发明了一个 advice 机制，成为了面向方面 (aspect-

oriented) 编程的最早先驱；Carl Hewitt 将 Lisp 作为一个开发回溯 (逻辑编程的本质) 和其他

actor 模型的平台；Alan Kay 承认了 Lisp 对于 SmallTalk 的重要影响，后者是第一个明确的面向

对象编程语言；Brian Smith 开发了第一个基于续延 (continuation-based) 的 Web 应用；而且直

到今天 Lisp 仍处在即将到来的 Web 3.0 的前沿。

We would like to celebrate Lisp's 50th birthday. OOPSLA 2008 is an excellent venue for

such a celebration, because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benefitted heavily from Lisp

ideas and because OOPSLA 2008 takes place in October, exactly 50 years after the

name Lisp has been used publicly for the first time.

John McCarthy has already agreed to give a talk about the early history of Lisp,

returning to OOPSLA after his successful keynote talk at OOPSLA 2007. Guy Steele and

Richard Gabriel will repeat their HOPL-II talk about the Evolution of Lisp from 1992, using

a particularly unusual set of slides. Pascal Costanza will talk about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Lisp community, which has seen a surprising resurrection after its

wake from the AI Winter. We will invite other influential Lispers, covering important

aspec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sp during the past five decades. Finally, we will have an

open panel discussion about the next 50 years of Lisp.

OOPSLA 2008 will take place in Nashville, Tennessee, USA from October 19 to October

23. OOPSLA is the major annual conference on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worldwide

and continues to attract several hundreds of the brightest minds in this field both from

industry and academia since over 20 years. Fi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OPSLA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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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点英语都不懂，但不表明我不敬重你的文章。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建筑工地上的技术员，热爱AutoCAD，从此也接触到Auto LISP ，可能也算是 LISP 的  

我感觉 LISP 真的很伟大，我这个太普通人也能学会写程序，并且还是受人欢迎的程序《钢构CAD》。 

你的水平，好比天上的太阳，让我感到无比的敬佩。 

能向你表达我的敬意，我感到很高兴。 

以下是我用 LISP 写出来的程序，你如有兴趣，请你给予指点。 

向你致敬。 

《钢构CAD》程序原创：何人强 

2009-06-30 于四川乐山德胜水泥厂工地

赞，很高兴能遇到国内的实用 Lisp 软件开发者，你写的 AutoLisp 程序软件我一定仔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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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 LISP 真的很伟大，我这个太普通人也能学会写程序，并且还是受人欢迎的程序《钢构CAD》。 

你的水平，好比天上的太阳，让我感到无比的敬佩。 

能向你表达我的敬意，我感到很高兴。 

以下是我用 LISP 写出来的程序，你如有兴趣，请你给予指点。 

向你致敬。 

《钢构CAD》程序原创：何人强 

2009-06-30 于四川乐山德胜水泥厂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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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7-21: cl-net-snmp 3.0 released.

Hi, Lispers

After one and a half year since I started this project (0.01 on May

2007, 1.2 on Oct 2007), I'm glad to

release cl-net-snmp 3.0 today, the pure-lisp implementation of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SNMP, RFC 2271).

From this release, I throw out the ZEBU LALR parser and write a simple

ASN.1 compiler (based on LispWorks parsergen) to

generate Lisp code from ASN.1 MIB files, then use ASDF to load them

directly. Any ASN.1 Object Identifier value are treated as a Lisp

variable.

This project is part of my big plan: write a new system administration

platform (like HP OpenView) completely in Common Lisp.

Cliki page: (contains link to other resources)

 http://www.cliki.net/cl-net-snmp

Current Supported Platforms:

 * LispWorks

 * CMUCL

 * SB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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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lozure CL

 * Allegro CL

Features:

 * Full SNMP protocol support (SNMPv1, SNMPv2c, SNMPv3)

 * Support MIB and ASN.1 object id names

 * Fast BER encode/decode based on CLOS

 * UDP retransmit support

 * [LispWorks] Simple SNMP Server

 * [LispWorks] GUI MIB Browser

Download:

You can use ASDF-INSTALL to install cl-net-snmp 3.0, or download

following release files:

 * The core: SNMP 3.0:

  http://common-lisp.net/project/cl-net-snmp/release/snmp_3.0.tar.gz

 * ASN.1 runtime and compiler, version 2.3:

  http://common-lisp.net/project/cl-net-snmp/release/asn.1_2.3.tar.gz

 * UDP patch for usocket, version 1.2:

  http://common-lisp.net/project/cl-net-snmp/release/usocket-udp_1.2.tar.gz

 * LispWorks UDP support, version 2.1:

  http://common-lisp.net/project/cl-net-snmp/release/lispworks-udp_2.1.tar.gz

Sample Usage:

? (snmp:snmp-walk "debian-amd64.local" '("system"))

(((#<OBJECT-ID sysDescr.0>

   "Linux debian-amd64 2.6.25-2-amd64 #1 SMP Fri Jun 27 00:16:12 UTC 2008 x86_64")

  (#<OBJECT-ID sysObjectID.0> #<OBJECT-ID netSnmpAgentOIDs.10>)

  (#<OBJECT-ID sysUpTimeInstance (0) [0]> #<TIMETICKS (208848) 0:34:48.48>)

  (#<OBJECT-ID sysContact.0>

   "Root <root@localhost> (configure /etc/snmp/snmpd.local.conf)")

  (#<OBJECT-ID sysName.0> "debian-amd64")

  (#<OBJECT-ID sysLocation.0> "Unknown (configure /etc/snmp/snmpd.local.conf)")

  (#<OBJECT-ID sysORLastChange.0> #<TIMETICKS (0) 0:00:00.00>)

  (#<OBJECT-ID sysORID.1> #<OBJECT-ID snmpFrameworkMIBCompliances.1>)

  (#<OBJECT-ID sysORID.2> #<OBJECT-ID snmpMPDMIBComplianc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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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D sysORID.3> #<OBJECT-ID usmMIBCompliances.1>)

  (#<OBJECT-ID sysORID.4> #<OBJECT-ID snmpMIB (1) [2]>)

  (#<OBJECT-ID sysORID.5> #<OBJECT-ID tcpMIB (49) [1]>)

  (#<OBJECT-ID sysORID.6> #<OBJECT-ID ip (4) [39]>)

  (#<OBJECT-ID sysORID.7> #<OBJECT-ID udpMIB (50) [1]>)

  (#<OBJECT-ID sysORID.8> #<OBJECT-ID vacmBasicGroup (1) [0]>)

  (#<OBJECT-ID sysORDescr.1> "The SNMP Management Architecture MIB.")

  (#<OBJECT-ID sysORDescr.2> "The MIB for Message Processing and Dispatching.")

  (#<OBJECT-ID sysORDescr.3>

   "Th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definitions for the SNMP User-based Security Model.")

  (#<OBJECT-ID sysORDescr.4> "The MIB module for SNMPv2 entities")

  (#<OBJECT-ID sysORDescr.5> "The MIB module for managing TCP implementations")

  (#<OBJECT-ID sysORDescr.6>

   "The MIB module for managing IP and ICMP implementations")

  (#<OBJECT-ID sysORDescr.7> "The MIB module for managing UDP implementations")

  (#<OBJECT-ID sysORDescr.8> "View-based Access Control Model for SNMP.")

  (#<OBJECT-ID sysORUpTime.1> #<TIMETICKS (0) 0:00:00.00>)

  (#<OBJECT-ID sysORUpTime.2> #<TIMETICKS (0) 0:00:00.00>)

  (#<OBJECT-ID sysORUpTime.3> #<TIMETICKS (0) 0:00:00.00>)

  (#<OBJECT-ID sysORUpTime.4> #<TIMETICKS (0) 0:00:00.00>)

  (#<OBJECT-ID sysORUpTime.5> #<TIMETICKS (0) 0:00:00.00>)

  (#<OBJECT-ID sysORUpTime.6> #<TIMETICKS (0) 0:00:00.00>)

  (#<OBJECT-ID sysORUpTime.7> #<TIMETICKS (0) 0:00:00.00>)

  (#<OBJECT-ID sysORUpTime.8> #<TIMETICKS (0) 0:00:00.00>)))

Regards,

Chun Tian (bi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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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直在不停地写代码，Lisp 代码，写到手软，写到停不下来。其他的事情暂时都抛在脑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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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结束搬家结束    

今天终于把望月的房子退掉了，房东最后还狠狠地宰了我一把，我忍了。两年没跟房东红过脸，平时

我宁肯吃点儿亏也不想搞得大家不愉快，我偶尔还免费给她上小学的女儿做做家教⋯⋯不过我友善的

想法完全错了，底层劳动人民其实是只认钱的，当他们觉得一个陌生人即将失去全部利用价值以后，

就会最后狠狠地敲上一笔然后与之一刀两断。

我现在觉得自己挺惨的：钱只够自己花；值钱的家当都在书包里；没人爱，真心对我好的只有几个毫

无利害关系的朋友；人生的成就感只在技术层面上。大家看过《豪斯医生》吗？我正向 House 方向

发展呢⋯⋯

(此处省略了很多字)

总之，以前我做了不少浪费时间和金钱的决定，从明天开始，这些傻事都不再做了，我只求可以继续

专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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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入住新家以后的生活入住新家以后的生活    

在新家住了整整一周了，已经学会了洗衣，洗澡等生活必需活动的相关方法。sishen 家很干净，完

全是 sishen mm 的功劳，我只能努力确保不使其清洁程度变差。

晚上依旧睡不着觉，总是想到很多尚未完成的事情，舍不得放开思想进入睡眠。最后往往在极度疲惫

中昏睡过去。

新一轮学习 Solaris 活动开始，这一次成效显著，随着我不断地阅读 Sun 文档以及思考其设计思

想，对这个系统的感觉开始逐渐地接近 Linux 的水平了。一个成功的 OS 平台上如果没有一个产品

级的 Common Lisp 环境就太可惜了，所以顺带着我开始研究 Solaris 平台下的 SBCL 和 Clozure

CL。

cl-net-snmp 全球用户数增加到 3 个以上 (^_^)，我必须尽快完成并 release 一个新版本了，早日完

成工程层面的开发我才可以专心地转向 AI 层面的更有意思的工作之中。

无意中从 sishen 那里得到了 かわい MM 的 MSN 帐号，于是又多了一个 “特别好友” 组的成

员。只是我太自卑了，不敢发太多消息，生怕一不小心以后再也没得聊了⋯⋯

任大在杭州呆了快一个半月了，学习成果不甚显著，我有些失望。不过人家毕竟是有 MM 的人，浪

费些时间是可以理解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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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入住新家以后的生活 滨江一日游  

2008-08-16 13:14:05 |  分类：  朋友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跟 anlin 的对话跟 anlin 的对话    私人日志

昨晚跟 anlin 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对话，显然我们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思想差异，我不知道究竟谁对谁

错⋯⋯

AM01:28:31 Chun Tian (binghe): Hi

AM01:28:58 anlin/王少平: (略)

AM01:29:29 Chun Tian (binghe): 上周给我打电话要谈的事，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可以笔谈

AM01:29:54 Chun Tian (binghe): 我也很想问你一些问题

AM01:30:42 anlin/王少平: (略)

AM01:31:19 Chun Tian (binghe): 呵呵，我什么时候对什么人有任何期望了？

AM01:31:39 Chun Tian (binghe): 介绍一下故事背景吧

AM01:31:51 anlin/王少平: (略)

AM01:32:23 Chun Tian (binghe): 哦，你说那个啊，这件事太小了就不要提了，我已经忘了

AM01:32:32 anlin/王少平: (略)

AM01:33:01 Chun Tian (binghe): 底层劳动人民有它们自己的想法，我不关心

AM01:33:38 Chun Tian (binghe): 我想问你三个简单问题，简短回答即可，OK？

AM01:33:58 anlin/王少平: (略)

AM01:34:02 Chun Tian (binghe): 1. 你现在在地球上哪个位置？

AM01:34:16 Chun Tian (binghe): 至少精确到城市

AM01:34:32 anlin/王少平: (略)

AM01:35:25 Chun Tian (binghe): 很好。2. 你正在上海从事某种跟计算机有关的职业吗？

AM01:36:02 Chun Tian (binghe): 不需要细节，我只想知道你是否在工作

AM01:36:25 anlin/王少平: (略)

AM01:37:13 Chun Tian (binghe): 好的。3. 你曾经说想出国学习物理，这个计划现在仍然存在

吗？

AM01:38:44 Chun Tian (binghe): 只要一个 yes 或 no 就可以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提供更多

细节

AM01:38:49 anlin/王少平: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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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01:39:02 Chun Tian (binghe): 好的，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AM01:42:00 Chun Tian (binghe): 作为回报，我提供我的结论：我做事情比你专一，我的各种计

划一旦制定就绝对不会改变直到完成，虽然我未必向着一条有前途的路走，但我最终会有所成就；至

于你，我现在完全搞不清楚你的目标是什么，只感觉你在不停地变换方向。

AM01:42:31 anlin/王少平: (略)

AM01:42:54 Chun Tian (binghe): 其实一个人的奋斗目标很简单：

AM01:44:00 Chun Tian (binghe): 从最大的角度来说，要么是赚更多的钱，要么是赢得世人的尊

重，要么是让自己前两种情况之外的某种满足感。三选一。

AM01:45:38 Chun Tian (binghe): 我最终希望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被同行所承认；现阶段则以

体验学习的快乐为主。自认为目标还算明确。

AM01:45:49 Chun Tian (binghe): 你呢？

AM01:46:52 anlin/王少平: (略)

AM01:47:14 anlin/王少平: (略)

AM01:47:49 anlin/王少平: (略)

AM01:47:51 Chun Tian (binghe): 那么请问你觉得自己有什么非凡的才能可以让世界更美好？

AM01:48:18 anlin/王少平: (略)

AM01:50:14 Chun Tian (binghe): 那我告诉你，我就不觉得我自己有什么才能，我现在相信的就

是一分辛劳一分耕耘，我花的时间越多我的知识就越多。可能我理解某些知识比一部分人快一些，但

这种差异算不了什么。

AM01:51:51 Chun Tian (binghe): 不是每个天才都能成才的，对自己的才能过于自信的人往往不

能很好地面对挫折。这话不是我说的，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8 月份的《环球科学》杂志上有写。

AM01:52:44 Chun Tian (binghe): 43 页

AM01:52:51 Chun Tian (binghe): 34 页，打错了。

AM01:54:40 anlin/王少平: (略)

AM01:55:13 Chun Tian (binghe): 对 Einstein 的了解帮不了你

AM01:57:44 anlin/王少平: (略)

AM01:58:02 Chun Tian (binghe): 何为“善”？

AM01:58:38 anlin/王少平: (略)

AM02:00:53 Chun Tian (binghe): 回头看看我在博客上的例子，我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好”，难

道不算是一种“善”的表现吗？最后他们辜负了我，让我看到了他们只认钱，但是我仅是伤心而已，

在乎的并不是钱。如果我按照你试图教育我的“别对普通人报太大期望”，是不是根本就不该对他们

好呢？

AM02:01:21 anlin/王少平: (略)

AM02:01:31 anlin/王少平: (略)

AM02:02:33 Chun Tian (binghe): 我在试图说明，你可能并不向你自己所说的那么善，至少没比

我强太多。换句话说，我要把你所有自认为了不起的地方都打击掉，然后你好冷静下来踏踏实实地做

事。

AM02:02:33 anlin/王少平: (略)

AM02:03:01 anlin/王少平: (略)

AM02:03:55 Chun Tian (binghe): 那谢谢你了，这个现实我很清楚。只不过我试图用自己的行动

来感化一些人，但失败了而已。

AM02:04:15 anlin/王少平: (略)

AM02:05:37 anlin/王少平: (略)

AM02:07:25 Chun Tian (binghe): 这就是你我最大的不同：我也有自己的想法，但不是去看现

实，而是尊重自己心目中的理想。

AM02:07:54 anlin/王少平: (略)

AM02:08:32 Chun Tian (binghe): 哦，那我不看成绩的，我没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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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02:09:09 Chun Tian (binghe): 所谓成绩一定是跟别人比较出来的，你承认吧

AM02:09:22 anlin/王少平: (略)

AM02:09:54 Chun Tian (binghe): 怎么不好说：凡是你能做到，但别人做不到的，这叫做“成

绩”

AM02:10:22 Chun Tian (binghe): 所谓成绩一定是跟别人比较出来的，我再说一遍。

AM02:11:13 anlin/王少平: (略)

AM02:11:22 Chun Tian (binghe): 你不要转移话题

AM02:11:37 Chun Tian (binghe): 你必须先承认我对于成绩的这个理论，

AM02:11:53 anlin/王少平: (略)

AM02:12:03 Chun Tian (binghe): 然后再承认你看重跟其他人比较出来的结果，

AM02:12:13 anlin/王少平: (略)

AM02:12:14 Chun Tian (binghe): 不管是国际水准还是国内水准

AM02:12:44 Chun Tian (binghe): 那好吧，其实比较并没有错。没有竞争就没有成功

AM02:12:51 anlin/王少平: (略)

AM02:13:00 anlin/王少平: (略)

AM02:13:04 Chun Tian (binghe): 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应该这么说。

AM02:13:07 Chun Tian (binghe): 同意。

AM02:13:44 anlin/王少平: (略)

AM02:13:57 Chun Tian (binghe): 你放心，我有

AM02:14:12 anlin/王少平: (略)

AM02:15:14 Chun Tian (binghe): 我对自己的现状已经没有任何不满意之处了，一切都在我计划

之中，到了该出国的时候我会出去的。

AM02:16:03 anlin/王少平: (略)

AM02:16:16 anlin/王少平: (略)

AM02:16:32 anlin/王少平: (略)

AM02:16:52 Chun Tian (binghe): 我最反感你这句话，你总是不拿出具体的证据然后空谈资历。

在 BBS 上已经有无数人因此 bs 你了你还不长记性

AM02:17:19 anlin/王少平: (略)

AM02:17:35 Chun Tian (binghe): 你每一句带有“肯定”两个字的话都是错的，谢谢。

AM02:17:43 anlin/王少平: (略)

AM02:18:02 anlin/王少平: (略)

AM02:18:45 Chun Tian (binghe): 永远，不要拿资历压我。如果你要跟我争论某件事，OK，拿出

明确的证据。

AM02:19:13 Chun Tian (binghe): 这不叫目空一切，这叫以事实为根据。

AM02:19:58 anlin/王少平: (略)

AM02:20:33 Chun Tian (binghe): 因为如果你不解释清楚，我就会认为你根本解释不清楚！

AM02:20:46 anlin/王少平: (略)

AM02:22:00 Chun Tian (binghe): 现在怀疑的就是“资历”，你懂吗？我当然找不到你的观点的

大错，因为你没有观点，你是直接以“资历”为借口直接推翻别人的观点，然后你自己却不发表观

点。

AM02:22:34 anlin/王少平: (略)

AM02:23:40 Chun Tian (binghe): 那是苏格拉底的观点，而且这种哲学上的观点太笼统了，决不

是放之四海皆准的。

AM02:24:36 anlin/王少平: (略)

AM02:24:45 anlin/王少平: (略)

AM02:24:58 Chun Tian (binghe): “真正的美德是源于智慧的”，这句话显然有问题。

AM02:25:45 Chun Tian (binghe): 很多歧义在里面，例如说，难道我数学学得好，就会直接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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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对人友善这个结论吗？

AM02:26:49 anlin/王少平: (略)

AM02:27:25 anlin/王少平: (略)

AM02:27:58 Chun Tian (binghe): 原话所说的“智慧”是非常笼统的东西，决不是单指知识。它

确切是什么都很难说清楚，然后你却认为自己拥有它

AM02:28:38 anlin/王少平: (略)

AM02:29:11 anlin/王少平: (略)

AM02:29:37 anlin/王少平: (略)

AM02:30:25 Chun Tian (binghe): 算了，其实这样地质疑你的能力对你我都没有好处，对我尤其

没有好处。我不知道你现在具体联系什么工作，也不太想知道，因为你的计划总是多变的。希望你的

选择是能够为你带来好处而不是浪费时间或者只为别人做嫁衣的。

AM02:31:22 anlin/王少平: (略)

AM02:31:57 anlin/王少平: (略)

AM02:32:55 Chun Tian (binghe): 呵呵，你一会儿承认自己某种程度的无知，一会儿又拿你有限

的资历来反驳我的言论，你不觉得矛盾吗？

AM02:32:55 anlin/王少平: (略)

AM02:33:20 anlin/王少平: (略)

AM02:34:36 Chun Tian (binghe): 好吧，既然如此，我不管你了，管不了你了:) 祝你好运。我追求

我的，你追求你的，看来不太会有重叠了。

AM02:35:15 Chun Tian (binghe): 睡了，byebye

AM02:35:20 anlin/王少平: (略)

AM02:35:36 anlin/王少平: (略)

AM02:35:45 anlin/王少平: (略)

AM02:35:54 anlin/王少平: (略)

AM02:36:55 Chun Tian (binghe): 我是按照社会公序良俗来办事的，只学我感兴趣的知识，从事

我感兴趣的职业。我有知无知

AM02:37:01 Chun Tian (binghe): 并不重要。

AM02:37:10 anlin/王少平: (略)

AM02:38:04 Chun Tian (binghe): 是的，我错了，我恰恰在很多问题上故意不向正确的道路上

走，这是我的风格。

AM02:38:34 Chun Tian (binghe): 但我因此能得到所有我想要的东西。

AM02:39:12 Chun Tian (binghe): 不跟你说了，改日再聊吧。

AM02:57:32 anlin/王少平: (略)

AM03:03:01 anlin/王少平: (略)

AM03:03:48 anlin/王少平: (略)

AM03:04:29 anlin/王少平: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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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两个终于掐起来了啊。。。

我觉得谦逊和坚持都很重要，有志者，事竞成！

人生苦短，知识无涯，不坚持，很难有成绩的

英俊兄也要小心，你在 Linux 内核里陷得太深了，建议拓宽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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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lin和binghe一直都是我ym的人，虽然anlin至今还没见过真人。

binghe有过非常的经历和经历过后的思想斗争，说出来的话直达自己认为的本质，自己的人生观。

看不到anlin的对话，但我想anlin正在经历一些以前未有的思想斗争。但binghe你也不能强加自己的人生

观于别人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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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轻扬

三个目标中，我选满足感，呵呵。

当然钱要多得能养家，尊重要做到不被周围的人bs

汪博士是公司里我所尊敬的同事之一，我猜你现在应该有一种到达顶点后的空虚

干我这行的做到Jim Gray那样才算到顶点，要是Jim Gray是珠峰的话，我现在还在亚龙湾的沙滩上。不过

让你选择去珠峰还是去亚龙湾的沙滩，你会选择那一个呢？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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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he很执着。anlin应该加油，目标坚定了，才能有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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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强势的人和一个迷惘的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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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lin的目标确实不很稳定，这个很多人都看出来了。

我觉得他现在要尝试要放下一些东西。

离开这个行业及相关的东西，保持和它们的距离一段足够长的时间。

我想滨江×（年/月/日）游会是个好选择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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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6 15:48 氷河

回复 |  删除

风轻扬

三个目标中，我选满足感，呵呵。

当然钱要多得能养家，尊重要做到不被周围的人bs

汪博士是公司里我所尊敬的同事之一，我猜你现在应该有一种到达顶点后的空虚

2008-08-16 11:11风轻扬

回复 |  删除

三个目标中，我选满足感，呵呵。

当然钱要多得能养家，尊重要做到不被周围的人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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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摘葡萄，富阳 2007-08-17 14:56:27

跟 anlin 的对话 保险  

2008-08-17 00:39:33 |  分类：  朋友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滨江一日游滨江一日游    

彩虹城，杭州滨江区某新兴住宅区，小区内装修极具奢华，正中央一条水道贯穿南北，两侧楼宇轩

昂，按 “江月园”、“水云居”、“浪琴轩” 等园区分成了四大块，颇具太极八法的精华；园区北

边一座陆地拱桥延伸到钱塘江边，拱桥东侧还建有一个巨大的天蓝色露天游泳池。美中不足是周边配

套设施尚不够完善，餐饮、娱乐、休闲、购物等场所几乎没有。

交通总算还好，公交 527 路从我住的地方 (学院路天目山横路口) 上车，7 分钟时经玉泉校区正门，

19 分钟时过西湖，30 分钟时过钱塘江，34 分钟时直接开到彩虹城入口处。我不相信什么缘份，但

如此直接的交通确实为我考察滨江民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有一类 MM 是不能主动去追的，只能被动地等待她在茫茫人海中喜欢上你。但如果你可以带着注定

打一辈子光棍的心态完全不求回报地对她好，以她个人的幸福为首要考虑，在她状态低迷的时候开导

她、鼓励她，并且方法得当、态度温和，那么她就会悄然地对你敞开心扉，分享你的人生经验，进而

有所体会，至少不会在你到其家门口去看望她的时候把你拒之门外。

所以，我的滨江一日游，很精彩。不过明天要抓紧时间看书，不能再乱跑了。

阅读(1617)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跟 anlin 的对话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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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SNMPv3 的文档规模 2006-08-17 14:06:47

家里刚装网络 2006-08-17 08:49:2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2008-09-05 08:36leibei1128

回复 |  删除

板凳，踩踩

2008-08-24 15:29 氷河

回复 |  删除

luohandsome

滨江的配套设施还有待完善啊。

新家的感觉一定很好

你误会了，我不住在滨江

2008-08-24 07:32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滨江的配套设施还有待完善啊。

新家的感觉一定很好

2008-08-18 14:56 氷河

Leojane(阿猪)

回家终于登上了博客，于是来踩一下

话说贵公司的博客系统，我在我公司一直登陆不能。不知是贵公司的问题，还是我们公司IT部的问题-__-b

啊，言归正传：这篇游记总体写得还是不错的，作者透露出的心态也是不错的，如果下次多写些“民情”相  

今天杭州电信和杭州网通到北京的线路都特别差，不是我们服务器的问题，应该只是临时的 ISP 线路不良

，可能带宽都被看奥运视频的给占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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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谢谢你的评价，我做得还很不够，会努力的⋯⋯

2008-08-18 14:48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回家终于登上了博客，于是来踩一下

话说贵公司的博客系统，我在我公司一直登陆不能。不知是贵公司的问题，还是我们公司IT部的问题-__-b

啊，言归正传：这篇游记总体写得还是不错的，作者透露出的心态也是不错的，如果下次多写些“民情”

相关内容，不知道会不会更不错呢 XD

2008-08-18 11:55 氷河

回复 |  删除

风轻扬

这个mm，ms以前见过

呵呵⋯⋯详见我 2007 年 7 月份每一篇文章的插图

2008-08-18 11:34风轻扬

回复 |  删除

这个mm，ms以前见过

2008-08-18 05:35阿贝

回复 |  删除

星巴克，嘻嘻

2008-08-17 18:23joyous

回复 |  删除

我带了醋，有没有螃蟹借点给我？

2008-08-17 07:46网易博友224

回复 |  删除

沙发！归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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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一日游 "People don't learn they don't change"  

2008-08-18 21:48:20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保险保险    

今天对于刘翔来说是个糟糕的日子，对我则不然。虽然我还严重地沉浸在上周六跟 かわい MM 见面

的美好回忆之中，但也不至于没出息到耽误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今天收获颇多。

最大的成就是成功摆脱了招商信诺保险，两年来这家缺德保险公司每个月从我信用卡里划走

￥72.32，我终于把它终止了。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尝试终止合同未果，今年终于顶住压力，一举成

功。保险业相关从业人员是极其危险的，它们就和我们公司的网管部文职人员一样，每句话里都有陷

阱，一不小心就会中计。当然我上了温凤仙的套损失的只是公司分配给杭州的服务器，上了保险 MM

的套则直接损失自己用来吃饭过日子的 money。

今天在我通过电话跟保险 MM 交涉时她就问了我一大堆关于为何要终止保险合同的问题，其中最具

杀伤力的一个是：当初为何选择了投保。我当然不能明说是受到了两年前电话里那个保险 MM 甜美

嗓音的诱惑才投保的，只好随便编了一个理由应付过去。最后，她连续向我介绍了续保的各种好处，

在长达 1 分钟的介绍之后冷不丁地停在一个是否续保的问题上，当时她无比温柔就仿佛是我 MM 下

凡并且刚和我 XX 过似的问我：“⋯⋯好吗？”，在这一瞬间，我想到了 かわい MM，想到了两年

来无辜从口袋里漂走的￥1500+，想到了远方我那笑里藏刀的妈⋯⋯ 最后我经受住了诱惑，0.5 秒

以后清楚地回答了两个字：“不好。” 然后她终于被触发了合同终止的子程序，简单确认了我的基本

信息然后用冷冰冰的声音永远无可挽回地跟我拜拜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对我来说:)

保险业充满了诱惑和欺诈，上述的这份保险虽然号称最高承保金额 55 万，但如果我想要拿到哪怕一

分钱的理赔，必须在严格限定的时间地点范围内，被严格限定的某类交通工具撞到身体上严格限定的

部位并且一定要导致缺胳膊少腿之类的明确零件损失才行。一般意义上的保险应该算作是投资的一

种，如果我不想炒股的话，为什么要买保险呢？其实谨慎的生活态度、我手中的伞、腰包里的刀才是

我人身安全最好的保障。

后记：看来上套的不只我一个哦

阅读(1339) |  评论(1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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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转载

滨江一日游 "People don't learn they don't change"  

2008-08-31 06:00网易博友89

回复 |  删除

luohandsome

其实谨慎的生活态度、我手中的伞、腰包里的刀才是我人身安全最好的保障。

这句话赞的，

我的工资卡也是招商的，网上银行的开通一直有问题

如果你丫继续Linux就永远别想开通的事儿！

2008-08-26 05:49 氷河

回复 |  删除

sishen(浙江 杭州)：

甜美的声音伴随了我一个多小时...  最后被我据了....  后来才知，丫的是上海打过来的长途！！！！

那你很厉害嘛，我是 10 分钟之内被搞定的

2008-08-25 14:16sishen

回复 |  删除

甜美的声音伴随了我一个多小时...  最后被我据了....  后来才知，丫的是上海打过来的长途！！！！

2008-08-24 07:34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其实谨慎的生活态度、我手中的伞、腰包里的刀才是我人身安全最好的保障。

这句话赞的，

我的工资卡也是招商的，网上银行的开通一直有问题



20/08/18, 23:47 -  - 

Pagina 3 di 4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871894820565/

2008-08-22 08:11阿珂

回复 |  删除

网易博友127(浙江 杭州)：

氷河

萝卜

我靠，我也中了招商信诺，也是经受不住保险mm的无限温存。。。。

?

nnd，改天退了去

任何一个女人，从她知道了自己身体上每一个零件的用途之后，就开始不知不觉地利用身边尚未获得免疫力

不幸的是，大多数男人都难以幸免于难，所以，被称做“难人”。

2008-08-19 14:29网易博友127

回复 |  删除

氷河

萝卜

我靠，我也中了招商信诺，也是经受不住保险mm的无限温存。。。。

?

nnd，改天退了去

任何一个女人，从她知道了自己身体上每一个零件的用途之后，就开始不知不觉地利用身边尚未获得免疫力

不幸的是，大多数男人都难以幸免于难，所以，被称做“难人”。

2008-08-19 09:57姗猫

回复 |  删除

我也被保险业圈中过，不过好在招行的MM被我无情的拒了。

2008-08-19 07:14 氷河

回复 |  删除

萝卜

我靠，我也中了招商信诺，也是经受不住保险mm的无限温存。。。。

?

nnd，改天退了去

任何一个女人，从她知道了自己身体上每一个零件的用途之后，就开始不知不觉地利用身边尚未获得免疫

力的男人了。幸运的是只有少部分女人将这种技术用于谋生⋯⋯

2008-08-19 06:52网易博友42

回复 |  删除

晕。。。晚了，沙发就没了。。。

2008-08-19 06:26萝卜

回复 |  删除

我靠，我也中了招商信诺，也是经受不住保险mm的无限温存。。。。

 

nnd，改天退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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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9 02:35dyson

回复 |  删除

在长达 1 分钟的介绍之后冷不丁地停在一个是否续保的问题上，当时她无比温柔就仿佛是我 MM 下凡并

且刚和我 XX 过似的问我：“⋯⋯好吗？”，在这一瞬间，我想到了 かわい MM

------------------------------------------

@。@

2008-08-18 17:19网易博友168

回复 |  删除

你腰包里有刀？囧

2008-08-18 17:01 氷河

回复 |  删除

Leojane(阿猪)

我认识的一个人，他也曾因为受惑于业务员mm的甜美声音而投了招行推销的保险。

没想到你也是如此啊。

看来招行很会抓住受众心理嘛。

惭愧，去年和前年的时候我心理还不成熟⋯⋯

2008-08-18 16:49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我认识的一个人，他也曾因为受惑于业务员mm的甜美声音而投了招行推销的保险。

没想到你也是如此啊。

看来招行很会抓住受众心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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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 周记  

2008-08-19 23:19:44 |  分类：  学习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People don't learn they don't change""People don't learn they don't change"    

“人不学习就不会改变”，这是我在美剧《House》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最近两周来一直在狂

看 Sun 文档，Sun 公司写的技术文档是我见过最好的，通俗易懂并且条理清晰。Sun Solaris 10 文

档 DVD 里包含了很多内容，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无意中找到一篇长达 100 页的关于 “系统管

理” 一般理论的教程，其中讲述了部署一个大型软件系统所要考虑的每一个问题以及具体的实施步

骤，下图就是来自该教程的：

我之前一直相信系统管理员是应该有某种明确的理论作为日常工作指导的，但一直没有找到。功夫不

负有心人，从此我终于有明确的理论可以依靠了，系统管理也终于成为了我所掌握的一门学问。

今天的另一个重大收获是无意中找到了浙江省跆拳道协会，而且竟然离我住的地方和公司都非常近：

再一次，我不相信什么缘份，但如此直接的交通确实为我学习这门技术提供了极大方便。我准备明后

天先去参观一下训练，然后报名参加。中国武术过于博大精神，基本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相比之下

跆拳道具有可操作性，值得一学。中国毽球协会那帮人光吃饭不干活，折腾了这么多年都没能把项目

送进奥运会，看来我只能改行玩跆拳道了⋯⋯

后记：今天去观摩了一下跆拳道训练，太令我失望了：多半是小学生和初中生，剩下几个成年人号称

要减肥的⋯⋯ 教学质量太差了。于是我决定还是等玉泉校区开学以后去参加学校里的。

阅读(1300)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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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论圆满的人生 2012-08-18 22:40:13

和谐社会 + 三个代表 2007-08-19 04:48:37

终于可以在家里上网了 2006-08-19 12:59:34

引用 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都在 2006-08-18 19:53:00

终于明白 jsvc 的工作原理了 2006-08-18 19:00:2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转载

保险 周记  

2008-08-27 17:41网易博友161

回复 |  删除

跆拳道对空间的要求高，实战中没有搏击方便运用。

2008-08-24 07:44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浙大的跆拳道协会不错的。

不过跆拳道似乎观赏意义大于实战意义啊

2008-08-20 06:14网易博友34

回复 |  删除

沙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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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毅力测试 2007-08-27 18:01:14

"People don't learn they don't change" The X-Files  

2008-08-28 02:27:12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周记周记    

这个星期没有上个星期充实，主要是 Sun 文档看完了，Lisp 程序一时卡壳没有思路，かわい MM

也不理我了。

anlin 认为我侵犯了他的个人隐私，我不以为然，不过还是应其要求把那篇《跟 anlin 的对话》权限

设置为 private 了，以省去更多的文字争吵，浪费时间可耻。

Sabrina 终于离开了房地产行业，最近出国留学去了。我很欣慰，现代知识女性的典范。

我最近干了一件大事，时机把握得极其精准，也从中得到了相当的收益，我不能说，不过总算开始有

些家底，明年的 LispWorks 续费也有着落，心里比以前踏实多了。

我要更加努力才行，(进展) 还是太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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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don't learn they don't change" The X-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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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2008-08-30 16:17sishen

回复 |  删除

luohandsome

都把对话省略了还算暴露隐私啊。。。。

关注大事。。。

这都不关隐私，那啥才算侵犯隐私？

2008-08-30 09:36 氷河

回复 |  删除

luohandsome

都把对话省略了还算暴露隐私啊。。。。

关注大事。。。

anlin 说了，“隐私” 的定义是由说话人来决定的。

2008-08-29 18:08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都把对话省略了还算暴露隐私啊。。。。

关注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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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OS X Snow Leopard 2009-08-30 18:17:53

周记 交友不慎  

2008-08-31 23:50:56 |  分类：  爱好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The X-FilesThe X-Files    

今天终于看了《X 档案》新片 (I Want to Believe)，没字幕，英语太差，没看懂⋯⋯ 唉，这个时候

就后悔当初没有多花时间学英语了。

《X 档案》这部 Fox 当年热播的美剧对我影响很大，不过主要是因为我被其虚构的神秘故事背景给

迷住了。现在，Fox 的《House》又一次抓住了我的心，因为我开始走向理性了，我需要学习他人的

思考方式，然后用来改进我自己的。

Roswell 事件至今已经 60 年过去了。外星人真的来过地球吗？我宁愿相信，因为带着一些希望活着

总是好的。不过话说回来，假设外星生物拥有极其超前的智慧，它们能够理解我们的 “和谐社会”

和 “三个代表” 吗？

后记：真的看了这部电影以后反而有些失望，情节平淡无奇，相比《征服未来》差太多了。十年磨一

剑就磨出这么个东西出来，实在是很扫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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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记 交友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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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评论

2008-09-06 04:49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好久没看美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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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规划 2009-09-05 10:07:51

The X-Files [ann] cl-net-snmp 5.0  

2008-09-05 19:27:49 |  分类：  朋友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交友不慎交友不慎    

两个月前，我一个踢毽球的朋友希望在硕士毕业读博之前的假期里到杭州一游，目的是 “深造一下

Linux 和系统管理相关知识”。我对于抱着学习目的而来的他持热烈欢迎态度，并且耗尽最后一点 rp

给他申请了一个公司里带薪的短期实习职位。事实证明我错了，他不是抱着学习的目的而来的，先跟

MM 团聚，然后全程观看了奥运会各精彩赛事视频，最后给我干了一点儿小活儿，然后博士开学就闪

人了⋯⋯ 非常郁闷，我只能更努力地干活以缓解内心之中沉重的愧疚感。人要脸树要皮。

准备忘了他，一个把心思放在吃喝玩乐上的人没资格跟我交朋友。

后记：奇怪，难道没有人认为我和我所服务的公司是这件事的受害者吗？我把一个朋友推荐进公司里

实习，希望这个从未离开校园的人在真正的企业里完成分配给他的工作，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知识

和经验，我也为能够帮朋友这个忙而感到高兴⋯⋯ 本来是一件是对三方都有利的事情，结果却搞成这

个样子。我对公司愧疚，对这个人则只有愤怒！他很委屈，因为他认为自己不是故意的，他只是习惯

了这种极其散慢的生活方式，不管他怎么深刻反省都无法做出一丝改变。这种人会因为失去我这个朋

友而从此接受教训奋发图强走向成功吗？我看很难⋯⋯

在此我要对每一个认识我的读者说，不论你和我关系怎样，是朋友或者只是认识，仰慕我或者鄙视

我⋯⋯ 千万不要 (DO NOT FOR EVER) 试图欺骗或者利用我──如果你请我帮你一个忙，最好可以

证明这个忙不会给任何第三方造成任何形式的损害，否则我会毫不客气地把你永远无可挽回地放在黑

名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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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X-Files [ann] cl-net-snm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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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ian 对 DELL PowerEdge 1950/2950 的支持 2006-09-05 09: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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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评论

2008-10-02 17:49zulander

回复 |  删除

冰河哥，小弟啰嗦一下：

1) 你应该在发现苗头的时候就跟他打招呼，叫他用点心。如果他接受，good end；如果他不接受，就表

示他不尊重你努力为他争取来的机会，大家以后生疏一点就算了，道不同不相为谋。

2) 事情发生以后，因为信息不足，所以我就不乱说了。

3) 到现在这种情况。既然曾经是朋友，说清楚了还是兄弟，毕竟是小事。如果说不拢也OK，道不同不相

为谋;)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没有冒犯谁的意思。。。

2008-09-26 05:37乱世小熊

回复 |  删除

你说的是wrd？

2008-09-22 13:08girlheart

回复 |  删除

看了你的后记，觉得你至少是个坦诚的人。不过坦诚虽是美德，却不能掩盖你的缺点。

你的朋友在无意之中伤害了你，你即使打算把他加入黑名单，也应该只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而你却在

众人面前狠狠地撅他一个跟头。这对他已经不是普通的伤害，而是带有强烈的侮辱性的伤害。你死我活的

对手之间尚且能互相尊重，朋友之间怎可以像你这样？

不论你怎样暗示，我都无法把你这种做法理解为你对朋友的一种另类的关爱。我所看到的只是你的胸襟很

狭窄，不算男子汉。

2008-09-21 18:22ricepig

虽然不太认同你这么剧烈的方式，但是我还是理解你的感受

回帖的几个人思维怎么这么混乱？由于友谊，binghe帮助申请了一个实习机会，对方接受了这个实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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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其中公司方和实习者是平等的，而实习者接受实习是有要完成工作义务的。而实习者并不是由于个

人能力的原因，没有完成任务。用米卢的话来说，这是态度问题。我觉得binghe这时愤怒的情绪应该得到

理解和同情。

Over~~~

2008-09-18 15:42阿珂

回复 |  删除

Fish.NET

Eric

冰河是吧。我没见过你，我可了解他。原先只知道你技术很牛，却不知你原来是个混蛋。那么好的人，跟你

话不能这么说吧，尊重是相互的。而且这里不光涉及到两个人的事啊，有公司的利益在里面。人总得讲换位

支持。当初我替一个ppmm申请实习职位被拒了。

2008-09-18 00:05Fish.NET

回复 |  删除

Eric

冰河是吧。我没见过你，我可了解他。原先只知道你技术很牛，却不知你原来是个混蛋。那么好的人，跟你

话不能这么说吧，尊重是相互的。而且这里不光涉及到两个人的事啊，有公司的利益在里面。人总得讲换

位考虑吧，现在难道申请带薪实习很容易么？

2008-09-12 12:43beinnocent

氷河

idisappointed

氷河

深蓝

冰河同学果然是不仅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

你知道 “敬而远之” 这个成语的意思吧，就是说 “我尊重你的生活方式，但请你离我远点儿”。我不能

看到这篇文章，感觉你也许不是在寻找朋友，而是在寻找你的事业伙伴。寻找伙伴没什么错，大家其实

都在寻找能陪同自己一起发展的伙伴，合适的一起进步，不合适的逐渐漠视，只是你做的未免太绝情了

吧？经常看你的博客，现在看到你写出这样的文字感到很震惊，在想，你们真的是朋友么？如果是朋友

为什么连对方的感受都不考虑就在公众场合写下这种很伤害对方的话？似乎不止一次。感觉你早就放弃

了这段友谊，中间连挽回的努力都没有做。你说人家没有资格做你的朋友，其实你也没有资格做人家的

好朋友了，当你看到你的朋友没有向你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发展，却没有给出任何建议和批评的时候，你

已经放弃了。

也许你们也许早已经不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要想像朋友一样进行平等的对话已经很难，这对于另一方

来说也是一种很压抑的痛苦。即使以后能维持住这样的友情，那也是一种畸形的友情，必定有一方在作

出牺牲。当没有人愿意牺牲的时候，或者强势的一方不在乎对方的感受的时候，这样的友情迟早要破裂

。还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别人的生活方式你看不惯，别人也未必欣赏你的生活方式。那么

何必要如此不耻呢？每个人，不过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世上走一遭而已，绝大多数没有什么高贵与

低贱之分。

我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受骗者，在私下沟通完全无效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手段，实在难解我心头之

氷河:

我是你的一个读者。觉得这种事情,对自己和对别人都宽容一些把。生气多了也伤己身，呵。

对于你来说，是真心想帮助他，尽力为他争取一个机会，但对于他来说，他可能只是想来玩一下，作为课

余的一个调剂而已。

没有些生活阅历的人，对朋友和机会都不是特别珍惜，也不会太懂得感激什么。

以后若有机会能做朋友还是做朋友，没机会，不往来就是了，走自己的路，让他打车去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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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10 19:04 氷河

回复 |  删除

idisappointed

氷河

深蓝

冰河同学果然是不仅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

你知道 “敬而远之” 这个成语的意思吧，就是说 “我尊重你的生活方式，但请你离我远点儿”。我不能改

看到这篇文章，感觉你也许不是在寻找朋友，而是在寻找你的事业伙伴。寻找伙伴没什么错，大家其实都

在寻找能陪同自己一起发展的伙伴，合适的一起进步，不合适的逐渐漠视，只是你做的未免太绝情了吧？

经常看你的博客，现在看到你写出这样的文字感到很震惊，在想，你们真的是朋友么？如果是朋友为什么

连对方的感受都不考虑就在公众场合写下这种很伤害对方的话？似乎不止一次。感觉你早就放弃了这段友

谊，中间连挽回的努力都没有做。你说人家没有资格做你的朋友，其实你也没有资格做人家的好朋友了，

当你看到你的朋友没有向你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发展，却没有给出任何建议和批评的时候，你已经放弃了。

也许你们也许早已经不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要想像朋友一样进行平等的对话已经很难，这对于另一方来

说也是一种很压抑的痛苦。即使以后能维持住这样的友情，那也是一种畸形的友情，必定有一方在作出牺

牲。当没有人愿意牺牲的时候，或者强势的一方不在乎对方的感受的时候，这样的友情迟早要破裂。还有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别人的生活方式你看不惯，别人也未必欣赏你的生活方式。那么何必要如

此不耻呢？每个人，不过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世上走一遭而已，绝大多数没有什么高贵与低贱之分。

我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受骗者，在私下沟通完全无效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手段，实在难解我心头

之恨！

2008-09-10 17:34idisappointed

回复 |  删除

氷河

深蓝

冰河同学果然是不仅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

你知道 “敬而远之” 这个成语的意思吧，就是说 “我尊重你的生活方式，但请你离我远点儿”。我不能改

看到这篇文章，感觉你也许不是在寻找朋友，而是在寻找你的事业伙伴。寻找伙伴没什么错，大家其实都

在寻找能陪同自己一起发展的伙伴，合适的一起进步，不合适的逐渐漠视，只是你做的未免太绝情了吧？

经常看你的博客，现在看到你写出这样的文字感到很震惊，在想，你们真的是朋友么？如果是朋友为什么

连对方的感受都不考虑就在公众场合写下这种很伤害对方的话？似乎不止一次。感觉你早就放弃了这段友

谊，中间连挽回的努力都没有做。你说人家没有资格做你的朋友，其实你也没有资格做人家的好朋友了，

当你看到你的朋友没有向你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发展，却没有给出任何建议和批评的时候，你已经放弃了。

也许你们也许早已经不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要想像朋友一样进行平等的对话已经很难，这对于另一方来

说也是一种很压抑的痛苦。即使以后能维持住这样的友情，那也是一种畸形的友情，必定有一方在作出牺

牲。当没有人愿意牺牲的时候，或者强势的一方不在乎对方的感受的时候，这样的友情迟早要破裂。还有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别人的生活方式你看不惯，别人也未必欣赏你的生活方式。那么何必要如

此不耻呢？每个人，不过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世上走一遭而已，绝大多数没有什么高贵与低贱之分。

2008-09-10 12:49 氷河

回复 |  删除

深蓝

冰河同学果然是不仅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

你知道 “敬而远之” 这个成语的意思吧，就是说 “我尊重你的生活方式，但请你离我远点儿”。我不能

改变别人的想法，但我总可以选择跟什么人在一起吧。

深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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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10 03:35

回复 |  删除

冰河同学果然是不仅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

2008-09-08 00:09Eric

回复 |  删除

冰河是吧。我没见过你，我可了解他。原先只知道你技术很牛，却不知你原来是个混蛋。那么好的人，跟

你交朋友真是瞎了眼了。

2008-09-07 14:24土人

回复 |  删除

有句话，朋友就是用来互相戕害的

2008-09-06 05:52萝卜

回复 |  删除

囧

2008-09-06 04:48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patpat~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啦，这个世界是多样性的

2008-09-06 04:01Restart

回复 |  删除

如果没有blog, 那许多人只能看到被一把黑色大雨伞挡着的冰河。

2008-09-05 16:08B.E.

回复 |  删除

学生的时候玩些。。没有啥。。。感受感受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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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不慎 IPMI  

2008-09-08 14:19:17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ann] cl-net-snmp 5.0[ann] cl-net-snmp 5.0    

Hi, Lispers

After one and a half year since I started this project (0.01 on May 2007, 1.2 on Oct 2007,

3.0 on July 21), I'm glad to release cl-net-snmp 5.0 today, the pure-lisp implementation of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RFC 2570).

This project is part of my big plan: write a new system administration platform (like HP

OpenView) completely in Common Lisp.

New feature in 5.0:

?* Portable SNMP Server (snmp-server 2.0).

?* Auto-learn UDP timeout and retransmit support based on

?? algorithms from TCP (usocket-udp 2.1).

?* Many bugfix include SNMPv3 support and thread-safe.

?* Seprate ASDF files: snmp.asd, snmp-server.asd, snmp-test.asd

SourceForge Project Home: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cl-net-snmp

Project Dependency:

?* ironclad

?* usocket (0.4.x or trunk, current release (0.3.x) cannot use)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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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 trivial-gray-streams

?* ieee-floats

?* portable-threads (from GBBopen project)

Current Supported Platforms:

?* LispWorks (include win32)

?* CMUCL

?* SBCL

?* Clozure CL (64-bit)

?* Allegro CL

Features:

?* Full SNMP protocol support (SNMPv1, SNMPv2c, SNMPv3)

?* Support MIB and ASN.1 object id names

?* Fast BER encode/decode based on CLOS

?* UDP retransmit support

?* Simple SNMP Server

?* [LispWorks] GUI MIB Browser

Documents:

?Still in progess. At current, you can see sample usage from test directory.

?If any user still get confused, feel free to ask me through email.

Download:

You can use ASDF-INSTALL to install cl-net-snmp 5.0, or download from

Sourceforge.net: (newest version in each sub-project except onlisp-cn)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howfiles.php?group_id=209101

I'm glad to hear at least one corpration use my SNMP package for monitoring

remote UNIX servers in their lisp product. I hope more lispers use my software

and report any bug or suggestion back to me.

Regards,

Chun Tian (binghe)

阅读(1292)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交友不慎 IP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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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Lisp Machine 初体验 2007-09-08 16:31:05

Subversion 的一些细节问题 2006-09-08 16:52:2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2008-09-09 19:43 氷河

回复 |  删除

Guru

图太小，看不清

我重新上传了原图。

2008-09-09 18:33Guru

回复 |  删除

图太小，看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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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杭十周年 2011-09-12 17:30:4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ann] cl-net-snmp 5.0 [新语丝] 三聚氰胺引发的思考  

2008-09-12 03:36:17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IPMIIPMI    

10 月开始之前能完成 IPMI 1.5 和 2.0 协议的基本实现吗？我想还是有可能的，IPMI 比 SNMP 协

议复杂一些，但实现的工作量要少很多，因为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二进制协议，PDU 的编解码过程

很直接，不像 ASN.1 那么麻烦。

我喜欢把工程性和繁琐无趣的工作放在前面，研究性和有趣的创造性工作放在后面。不管怎么说，目

前已取得的成果应该足够我在明年的 ILC 2009 上发表生平第一篇论文了，现在我所需要做的就是：

继续努力。

后记：没能按时完成任务。事分轻重缓急，IPMI 先放一阵子吧，SNMP 更重要一些。

阅读(988)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ann] cl-net-snmp 5.0 [新语丝] 三聚氰胺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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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8-09-21 21:17 氷河

回复 |  删除

是啊，“IPMI” 还有什么歧义不成？

2008-09-21 18:24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是那个可以远程重启机器的IPMI吗



20/08/18, 23:44[ ]  -  - 

Pagina 1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882223627661/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IPMI 国庆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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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新语丝] 三聚氰胺引发的思考[新语丝] 三聚氰胺引发的思考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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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阅读(1027)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IPMI 国庆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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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成功录取 2014-09-21 22:58:48

最后定论的语言学习 2013-09-22 15:50:40

2012年09月22日 2012-09-22 17:58:3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2009-10-19 03:46东方先生

回复 |  删除

观点道出了那些假学者的虚伪

2009-10-19 03:43东方先生

回复 |  删除

大哥，今天做毛邓三的作业，我看到了你的这篇文章，文中稍带感情但是理性的东西更多，特别是不是制

度的缺失而是执行，还有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制度的朝令夕改导致普通老百姓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制度的时

候就已经更替了。做为一名大四的学生在邻近毕业的最后一门课上还是让我遇到了这篇文章和你，多谢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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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级 2009-09-28 17:23:42

不容易啊⋯⋯ 2007-09-28 04:38:19

[新语丝] 三聚氰胺引发的思考 [lisp-snmp] Roadmap: cl-net-snmp 5.x and 6.0  

2008-09-28 21:30:33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国庆假期国庆假期    

唉⋯⋯ 先连续上七天班，然后再给放连续七天假，无聊的假期又到来了。还记得去年的国庆假期在望

月正式开始看 Solaris 文档，如今这数千页文档早已看完了。这个假期除了偶尔出去透透气，每天玩

一会儿《仙剑奇侠传 4》，剩下的时间只好继续写程序了。

我的 SNMP 包越写越快，bug 倒是不多，只是发现要做的事情仍然太多了，无论是服务器端还是客

户端都有大量的特性尚未实现。服务器端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认证机制，实现 VACM 不是那么容易

的，就更别提 v3, trapd 以及 set 支持了；客户端最麻烦的问题是 ASN.1 编译器需要加强，否则无

法处理各种 SNMP 子类型，例如包装成二进制字符串的物理地址。除此之外，我还在考虑多操作并

行的客户端 API，以及更加 high-level 的远程 MIB 查询功能。最后这个特性是我整个系统管理平台

的核心，这是现存的几种开源产品都做不到的事情，因为它们没有从头实现 SNMP 协议，没有机会

让代码深入到整个协议的内部。

这个项目将是我为 Lisp 社区贡献的一项杰作。

阅读(807)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新语丝] 三聚氰胺引发的思考 [lisp-snmp] Roadmap: cl-net-snmp 5.x and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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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2008-09-29 04:40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加油，期待中国人的又一开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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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 画皮  

2008-10-01 17:09:36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lisp-snmp] Roadmap: cl-net-snmp 5.x and 6.0[lisp-snmp] Roadmap: cl-net-snmp 5.x and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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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国庆假期第一天 2007-10-01 17:45:27

收到红颜知己们的节日祝福短信⋯⋯ 2006-10-01 07:07:39

国庆值班 2006-10-01 05:28:5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2083)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国庆假期 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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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国庆假期第一天 2007-10-01 17:45:27

收到红颜知己们的节日祝福短信⋯⋯ 2006-10-01 07:07:39

国庆值班 2006-10-01 05: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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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p-snmp] Roadmap: cl-net-snmp 5.x and 6.0 黄龙吐翠 + 宝石流霞  

2008-10-01 22:33:05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画皮画皮    

刚才心血来潮一个人去 UME 看了《画皮》。在这部电影里我看到的是一个年少有为的科研工作者因

为盲目的爱情 (而且是一见钟情) 令自己的事业毁于一旦，还险些破坏了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这个

故事再一次证明了事业和爱情是不可兼得的，更加坚定我的事业观和人生观⋯⋯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 “妖”，在我看来其实影射的是那些社会精英们──生活在社会的中层，通过努力

学习 (修行) 而拥有底层人民所没有的能力，但行动又要受到其所在社会统治者的约束。精英人士一

旦动了凡心，不管你是买房买车还是恋爱婚姻，就再也无法 “成仙” 了，思想要被逐渐腐化，事业

更是有可能因此毁于一旦。事实上神仙是极少数的，这也充分说明了 “升仙” 的成功率是非常之低

的──极少有人能经得起诱惑啊⋯⋯

阅读(622)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lisp-snmp] Roadmap: cl-net-snmp 5.x and 6.0 黄龙吐翠 + 宝石流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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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2008-10-14 13:44浮华如影，且走且看

回复 |  删除

怀念一起看电影的日子：）

 

我在这边都还没过影院看电影，总有一天得杀回杭州。

 

对了，我在163不写博客的：）sorry，没有光顾你的生意，不过偶在新浪新开了一个博客，呵呵，俺在那

里很勤劳呢！

 

http://blog.sina.com.cn/soulyxy  (*^__^*) 嘻嘻⋯⋯

2008-10-06 14:34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观点好新颖。。。

2008-10-04 01:16sishen

回复 |  删除

这里用FIT有时输入不了中文...

点评：

酸狐狸一个！

2008-10-03 16:06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在我看到的所有《画皮》影评中

你这篇无疑是最新颖最有见地的了！（虽然貌似有些偏激）

路过赞一下～

2008-10-03 08:55风轻扬

回复 |  删除

事业和爱情不可兼得这话，ms没有足够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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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国庆假期第三天 2007-10-03 17:54:02

国庆假期第二天 2007-10-02 18:15:51

YAMAHA 的乐器好贵⋯⋯ 2006-10-03 03:49:52

画皮 Canon PowerShot G9  

2008-10-03 11:26:46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黄龙吐翠 + 宝石流霞黄龙吐翠 + 宝石流霞    

今天出息了，醒得特别早。于是先去附近的 KFC 吃了个完美的早餐，然后又心血来潮去逛了个黄龙

洞，然后顺着宝石山一直爬到宝俶塔旁边，最后下到白堤附近然后沿着宝俶路坐公交车返回公司。来

杭州七年，第一次爬宝石山，没什么感觉，山不高，一点儿也不累，不知不觉就走完全程了。山里早

晨的空气很好，偶尔来这么一次倒是觉得心旷神怡。手机虽破但还是可以留几张照片作为证据的。

昨晚终于得到了 USOCKET 项目的 SVN commit 权限，在提交了很多补丁之后终于成为这个小项

目的正式开发人员了。我在 SNMP 项目上的执着追求让我获得了许多副产品，UDP 网络编程经验可

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希望在我的努力下 USOCKET 项目会变得更强，成为 Common Lisp 网

络库的事实标准。

阅读(704)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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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皮 Canon PowerShot 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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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2008-10-08 05:20阿珂

回复 |  删除

我知道你上火感冒的原因了。。。

2008-10-07 21:58 氷河

回复 |  删除

深蓝

看来是陪2个mm去的

那两个 MM 我不认识⋯⋯

2008-10-07 10:53深蓝

回复 |  删除

看来是陪2个mm去的

2008-10-06 14:36luohandsome

回复 |  删除

在杭州呆了六年，没有去过宝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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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招商银行营口分行 2010-10-12 06:47:04

zz JVM GC的一些基本概念 2006-10-12 10:13:0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黄龙吐翠 + 宝石流霞 苹果发布新版笔记本电脑  

2008-10-12 18:42:07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Canon PowerShot G9Canon PowerShot G9    

上周相册迁移搞得太忙了，周末我一行程序也不想写了。周六中午醒来先去买数码相机，然后去踢毽

球，晚上回来研究佳能相机手册，周日中午醒来，开始闲逛，试机。

我这款相机好歹也算是 Canon 非单反相机系列中最高档的了，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支持 RAW 格

式，而且由于苹果系统直接支持这款相机，在 iPhoto 下可以直接下载相机里的 RAW 图片然后在电

脑上做其他处理。我喜欢全手动模式，完全手工调节感光度、快门、光圈、焦点，以及色彩等，实践

表明多数时候拍出来的效果比全自动模式要好。

挺好玩的，生活中又多了一点乐趣。

阅读(1020)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黄龙吐翠 + 宝石流霞 苹果发布新版笔记本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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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2010-10-12 06:48 冰河

回复 |  删除

使用数码相机两周年，居然就从 G9 升级到 M9 了 ⋯⋯

2008-10-14 13:46浮华如影，且走且看

回复 |  删除

一看到第一章图片，傻了一眼，以为你住在那里或者买了房子在那里：）我总觉得你目前不是这样的人~~~

~

 

bless~~~~

 

http://blog.sina.com.cn/soulyxy  (*^__^*) 嘻嘻⋯⋯

2008-10-13 17:07Radiumce

回复 |  删除

赞～进军摄影界了～



20/08/18, 23:39 -  - 

Pagina 1 di 2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891565133369/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部门搬迁 (修订版) 2010-10-15 05:08:4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Canon PowerShot G9 All Common Lisp Implementations  

2008-10-15 18:51:33 |  分类：  Appl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苹果发布新版笔记本电脑苹果发布新版笔记本电脑    

昨天苹果发布了新版笔记本电脑，MacBook 和 MacBook Pro 全面升级，MacBook 最大的变化是

改用金属外壳以及 nVIDIA 显卡，MacBook Pro 则是采用了双显卡。现在这两款笔记本的外观看起

来完全一样，除了尺寸略有不同罢了。另外，苹果以后只卖镜面屏的本本了。

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新设计，尤其是不喜欢黑色的键盘和镜面屏幕，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我现在用

的 MacBook Pro，虽然论主要硬件的配置已经连新款 MacBook 都不如了。希望我现在的本本能顺

利用满三年吧。

阅读(1272)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Canon PowerShot G9 All Common Lisp Implementations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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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2008-10-16 20:43 氷河

回复 |  删除

风轻扬

性能是越来越强了，价格也是相当的高

价格没变

2008-10-16 02:33风轻扬

回复 |  删除

性能是越来越强了，价格也是相当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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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发布新版笔记本电脑 社会形势 乌云密布  

2008-10-17 17:03:16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All Common Lisp ImplementationsAll Common Lisp Implementations    

简要统计了一下，目前世界上共有 13 种 Common Lisp 实现，其中 7 个是开源的，6 个是商业实

现。最近 SCL 开放给非商业用户了，另外我朋友 Mazha 买了一台 PowerMac G4，结果所有这

13 种平台现在我都有条件运行起来，用于测试我的可移植程序了。

名称 主要支持的平台 站点

CMUCL Darwin/x86, Linux/x86 http://www.cons.org/cmucl

SBCL Linux/x86 http://www.sbcl.org

Clozure CL Darwin/amd64, Darwin/ppc http://www.clozure.com/clozurecl.html

ABCL Java VM http://common-lisp.net/project/armedbear

ECL Linux/x86 http://ecls.sourceforge.net

CLISP All platforms http://clisp.cons.org

MCL Darwin/ppc http://www.digitool.com

Corman Lisp win32 http://www.cormanlisp.com

Power Lisp Darwin/ppc http://www.cormanlisp.com/PowerLisp.html

Allegro CL win32, Linux http://www.franz.com

LispWorks win32, Darwin, Linux http://www.lispworks.com

Scieneer CL Solaris/amd64, Linux/amd64 http://www.scieneer.com/scl

Open Genera Alpha VM on Linux/amd64 http://www.symbolics.com

注意并非所有这 13 种平台都是从头写出来的，其中一些是由另一些发展而来的：SBCL 和

Scieneer CL 来源于 CMUCL；Clozure CL, Power Lisp 以及 Corman Lisp 都是来源于商业

MCL (Macintosh Common Lisp)。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0/08/18, 23:38All Common Lisp Implementations -  - 

Pagina 2 di 2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89175316746/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离职 Gensym；开始专心学习 2016-10-16 18:34:15

载誉归来 2010-10-16 19:47:29

Mazha 的笔记本很赞 2006-10-17 16:10:2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转载

虽然 Common Lisp 早已标准化了，但是要想写出能在所有上述平台上运行的 Common Lisp 程序

还是有些难度的，因为一个真正有用处的程序还可能用到网络、多线程、外部函数接口、GUI，以及

一些尚未标准化的语言特性 (流，MOP) 等。

Common Lisp，精彩的世界。

阅读(4640)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苹果发布新版笔记本电脑 社会形势 乌云密布  

2010-05-08 14:49elwinluo

回复 |  删除

博主能不能比较一下LispWorks  跟 Clisp(LispBox), 我正犹豫用哪个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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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Common Lisp Implementations 丽江  

2008-10-18 22:18:36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社会形势 乌云密布社会形势 乌云密布    

郎咸平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信。

过去一年来，杭州的物价上涨很快，但我的薪水却保持不变，这在事实上相当于生活水平下降了；租

房的价格随着房价上浮，我租不起望月那宽敞明亮的大房子，于是节省开支在公司附近租了一个便宜

的小房间；我家在辽宁营口，父亲原本是在私营企业里从事起重电磁铁制造的工程师，也在奥运前夕

为降低空气污染工厂纷纷停工期间顺势下岗了，我不得不拿出自己收入的一小部分来弥补远方家里的

经济损失。郎咸平说我国的制造业正在陷入困境，这话我信，因为我所亲身经历的事实即是如此。

不过即使在这样的艰难时期，我仍然不能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当物质生活不能尽如人意时，精神生活

的地位举足轻重。我是这个社会里的少数派──没有房子、股票和女人的羁绊，现在想想算是幸事一

件，无形之中不知道要省下多少钱，这些钱让我本科毕业后工作的第一年就把上大学期间家里欠下的

外债全部还清，第二年买得起价值 $2500 的 LispWorks，第三年开始拥有梦寐以求的苹果笔记本

电脑。不过其实这些事情我并不是很愿意公开地说，因为如果全国人民都像我这样干的话，中华民族

绝种倒在其次，先说房地产行业可能早已崩盘，然后各行各业工人纷纷下岗，广大无知青少年的父母

可能会对他们的子女说：“再敢玩网易的游戏我打折你的腿！”，然后我也就早已失业了，那些我已

经拥有了的先进生产资料可能现在还在梦里呢⋯⋯ 在商业竞争中，成功的关键基本上在于信息的不对

称，对于社会生存技能来说其实也差不多吧。

杭州算是个很好的避风港，虽然我在安全感的驱使下终日手提防身大伞，但其实多用来遮阳挡雨，真

正用在防身上的一次也没有过。人身安全了，衣食也勉勉强强算是有所保障，到今天为止，如果社会

形势不要变化太快，任何时候失业了，我可以呆在家里继续研究三年 Lisp 而不用出去干活，当然还

有个麻烦的前提：大家都最好身体健康，一旦父母或者我本人有个小病小灾的，问题马上就来了⋯⋯

我只是个搞计算机的社会底层 IT 从业人员，安心工作、遵纪守法、正常纳税、不管杭州政府出台多

少利好政策也绝不把一分钱投入股市和房地产⋯⋯ 其他的我就不管了，对于乌云密布的社会形势只能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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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不容易啊⋯⋯ 2007-10-17 18:01:5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转载

静观其变了。危机真正来临的那天，咱们看看谁是最后活下来的吧。

阅读(2002) |  评论(1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All Common Lisp Implementations 丽江  

2008-11-05 04:38乱世小熊

回复 |  删除

我仰慕你！

2008-10-28 03:57阿珂

回复 |  删除

我又看了一眼这张照片，

由于有手套的存在，

我觉得也有点出租车司机的嫌疑...

不过，你还没驾照吧...

2008-10-26 15:42小勤

回复 |  删除

那把伞果然当成剑在用，哈哈

2008-10-26 03:31mily10000

说得精辟啊！！老一辈常说他们如何如何苦···可是他们哪时候至少在同一起跑线上。百废待兴，机会

多多 贫富差距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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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大  不会有人家开奔驰带小蜜而自己骑自行车的压力···而现在以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白手起家的事永

远不可能发生在我

们这一代身上～～～我们80后也苦啊！！

     另外说一下，我看了这篇文章一点引子就极不可耐地看了全文。可能这很能代表大多数80后的心声吧

。你既然是搞IT何不

建一个关于80后的圈子？让大家都来加入成为朋友 交流交流

2008-10-23 18:52Tommy

回复 |  删除

白手党？上个月来杭州本想过来找你吃饭来着，不过据闻你们老板在，省得见到他，下次来找你吃饭，咔

咔。

2008-10-21 11:14Restart

回复 |  删除

几个月前看过一个视频，讲美国是一元经济，中国是二元的所以调控方式应该不同，和讲产业链（10块的

9毛9都给别人赚了）。后面部分在具体讲李宁、麦当劳的品牌战略，里面涉及了心理学、广告和营销的，

根据我的有限所知就觉得讲得不准确了。当时没写下笔记来，所以现在也忘了具体怎么不准确了。

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保姆的比喻。

2008-10-21 10:18阿珂

回复 |  删除

我拍的，哇哈哈啊...

2008-10-20 11:00发发

回复 |  删除

，有个性！，和我差不多，而且还是老乡。

2008-10-20 04:24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顶，郎教授还是很佩服的。

2008-10-19 14:09浮华如影，且走且看

回复 |  删除

郎咸平说的每一句话我也都相信，他是为数不多的令我敬仰的人之一。

 

你说得没错，世界经济格局都在重新塑造，这是又一次全世界的博弈，希望中国能在其中有一席之地~~

 

这个世界太疯狂。只能这样说。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最没有话语权的。

2008-10-18 18:24M

回复 |  删除

M

呜哇哇,有性格!

支持一下!很厉害呢!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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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18 18:22

回复 |  删除

呜哇哇,有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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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重要 IT 形势汇总 2010-10-24 19:36:51

求婚大典 2009-10-24 20:52:0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社会形势 乌云密布 虎跳峡  

2008-10-25 18:34:20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丽江丽江    

照片看起来很光鲜，其实不停地在排队，大部分时间都在排那无聊的蛇形队。不过总算是见到了真的

牦牛，也感受了一下海拔 6000+ 的严寒。

阅读(875)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社会形势 乌云密布 虎跳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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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9-02-05 23:43Bernar

回复 |  删除

乱世小熊

阿珂

看到第二张pose，我差点把茶水喷出来...

你不懂了，这是斋藤一的牙突剑法

LOL... 一般喜欢斋藤的都喜欢流川...   

丽江是个好地方，下次别跟团走了。。。

2008-11-05 04:35乱世小熊

回复 |  删除

阿珂

看到第二张pose，我差点把茶水喷出来...

你不懂了，这是斋藤一的牙突剑法

2008-10-28 03:55阿珂

回复 |  删除

看到第二张pose，我差点把茶水喷出来...

2008-10-26 16:36sishen

回复 |  删除

我女人说有一张是frjj的S造型.....

2008-10-26 04:21五百万

回复 |  删除

太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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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丽江 Call For Submissions, ILC 2009  

2008-10-26 21:27:22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虎跳峡虎跳峡    

今天终于不用排队了，比昨天好不少。明天该返程了，没啥想法，日子该咋过还咋过，啥纪念品也没

买。

呵呵，10 块钱买了个帽子，形象越发逼近许文强了

阅读(657)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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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 Call For Submissions, ILC 2009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0/08/18, 23:37 -  - 

Pagina 2 di 2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892692722671/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冰河

2008-11-05 04:34乱世小熊

回复 |  删除

竟然没有我那张///

2008-10-31 19:57ricepig

回复 |  删除

库得掉渣啊！

2008-10-28 03:57阿珂

回复 |  删除

问题是要有程程...

2008-10-27 08:33cyq

回复 |  删除

嗯，眼神很重要

2008-10-27 03:12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太酷了把，像侦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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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跳峡 11 月  

2008-10-29 20:53:11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Call For Submissions, ILC 2009Call For Submissions, ILC 2009    

CALL FOR SUBMISSIONS

INTERNATIONAL LISP CONFERENCE 2009

Lisp: The Next 50 Years

http://www.international-lisp-conference.org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March 22-25, 2009

Sponsor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Lisp Users

General Information:

The Association of Lisp Users is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2009 International Lisp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unday through Wednesday, March 22-25, 2009. The emphasis will be on

present and future applications of technologies that have been or might soon be

associated with the Lisp programming language and/or related languages and software.

We encourage submissions in diverse area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languag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memory management, software engineering, mathematical and

scientific compu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atabase processing and data mining,

business intelligence, performance analysis, parallel processing, quantum computing,

bioinformatics, tele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the semantic web, music, domain-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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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languages, and entertainment technologies. ILC09 is not limited to topics

discussed in previous symposia. Authors concerned about the appropriateness of a

topic may communicate by electronic mail with the program chair prior to submission.

Explaining a known idea in a new way may make as strong a contribution as inventing a

new one. We encourage the submission of "pearls": elegant essays that illustrate an idea,

for example by developing a short program. (A pearl should be concise, instructive, self-

contained, and entertaining. Your pearl is likely to be rejected if your readers get bored,

if the material gets too complicated, if too much specialized knowledge is needed, or if

the writing is inelegant. The key to writing a good pearl is polishing.)

There is no formal separation of categories and no need to explicitly label pearls as such:

all papers, whether pearl or otherwise, will be judged on a combination of correctness,

significance, novelty, clarity, and elegance. Each paper should explain its contributions in

both general and technical terms, identifying what has been accomplished, explaining

why it is significant, and comparing it with previous work. Authors should strive to make

their papers understandable to a broad audience.

Alongside our usual four-day program of tutorials, prominent invited speakers, and

excellent technical sessions, this year we will also consider demonstration session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the conference is English. Further details are available at the

conference web site: http://www.international-lisp-conference.org

Technical Program:

Original submissions in all areas related to the conference themes are invited for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Papers: Technical papers of up to 15 pages that describe original results ("research

papers") or explain known ideas in new ways ("pearls").

Demonstrations: Abstracts of up to 4 pages for demonstrations of tools, libraries, and

applications.

Tutorials: Abstracts of up to 4 pages for in-depth presentations about topics of special

interest for at least 90 minutes and up to 180 minutes.

Panel discussions: Abstracts of up to 4 pages for discussions about current themes.

Panel discussion proposals must mention panel members who are willing to partake in a

discussion.

Lightning talks: Abstracts of up to one page for talks to last for no more than 5 minutes.

Important Dates:

Please send contributions before the submission deadline to the program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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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软件工程 2009-10-28 22:10:49

又一个周末荒废了⋯⋯ 2006-10-29 11:16:4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转载

(ilc09-program-committee at alu.org).

Deadline for submissions: December 9, 2009

Notification of acceptance or rejection: January 9, 2009

Deadline for final paper submissions: February 9, 2009

Organizing Committee:

Conference Chair: Daniel Weinreb (ITA Software)

General correspondence: ilc09-organizing-committee at alu.org

Program Chair: Guy L. Steele Jr. (Sun Microsystems Laboratories)

Contact: ilc09-program-committee at alu.org

Local chair: Howard Shrobe (MIT)

Technical Program Committee: to be announced soon.

阅读(1025)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虎跳峡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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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情就要发生了 2006-11-01 16:17:1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Call For Submissions, ILC 2009 今天，我种下了一朵小蓝花  

2008-11-01 13:27:35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11 月11 月    

2008 年注定是我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最后的两个月，我还有几件事要做。我要感谢 LispWorks

和 Apple 这两家公司，她们生产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软件，让我在完美的工具帮助下尽情去实现我的

想法。

我打算在 LispWorks 半价截止时间之前，再买一个 LispWorks 的 win32 版，以充实我的工具库。

$950 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甚至不需要动用存款。千万别说我有钱，这点儿钱可能都不够某些

同事每月按揭的。

11 月内必须首先把 SNMP 项目的 VACM (View-based Access Control Model) 实现完成，然后

开始写 ILC 论文。如果本职 SA 工作上没有什么大事，就可以赶在 ILC 截止时间之前完成。两年一

次的机会绝对不能错过了。

阅读(990)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Call For Submissions, ILC 2009 今天，我种下了一朵小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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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2008-11-15 16:33 氷河

回复 |  删除

Paper 进展顺利，VACM 却没能来得及实现。

2008-11-05 04:34乱世小熊

回复 |  删除

我一年省吃俭用也剩不下$950

2008-11-02 21:31sishen

回复 |  删除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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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用 LispWorks 开发 GUI 应用程序  

2008-11-02 12:33:12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今天，我种下了一朵小蓝花今天，我种下了一朵小蓝花    

今天，我在网易花园里为可爱的丁姑娘种了一朵小蓝花。希望它给我们带来幸福和爱，直到永远...

 去花园广场看花>>

阅读(790)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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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2008-11-05 04:32乱世小熊

回复 |  删除

首席爱心SA

2013-05-05 15:13 冰河 回复 乱世小熊

回复 |  删除

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原来你俩曾经有一腿⋯⋯

2008-11-02 06:35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氷河

⋯⋯ 竟然会显示在博客里，囧

您这篇博客真是充满爱心啊

2008-11-02 06:02idisappointed

回复 |  删除

不错，很漂亮

2008-11-02 05:40 氷河

回复 |  删除

⋯⋯ 竟然会显示在博客里，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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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种下了一朵小蓝花 生活变得规律，思想有些混乱  

2008-11-06 11:54:07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用 LispWorks 开发 GUI 应用程序用 LispWorks 开发 GUI 应用程序    

下面演示用 LispWorks 开发一个简单的 GUI 程序的全过程。LispWorks 的 CAPI 图形库是跨操作

系统可移植的，几乎完全相同的代码在 Windows 和 Mac OS X 下都可以编译出 native 界面的

GUI 程序，在 Linux 和 Unix 上则是依赖于 Motif 图形库。LispWorks 在非 Mac 版本上提供了一

个 Interface Builder 工具，用于可视化生成 GUI 窗体代码，本文先用这个工具生成最基本的代码模

板，然后再继续编写整个演示程序，这个程序的功能是计算一个文本输入控件里的整数的阶乘，然后

将结果显示在另一个文本控件里。注意，本文显示的过程只支持 LispWorks 专业版以上的环境，但

最后得到的代码在免费的个人版里也是可以运行的。

首先启动一个全新的 LispWorks 环境：

LispWorks 在 Windows 下的版本默认界面是一个 MDI 窗口，它提供了许多工具，大部分在 Tools

菜单里都可以找到，这里我们只使用 Interface Builder：

点击上述菜单项以后就可以打开一个 Interface Builder 窗口，同时也会自动新建一个 Interface，

一个独立于 LispWorks MDI 窗体的新窗口会显示出来：

Interface Builder 窗口里有三个标签，分别是 Layouts，Menu 和 Code。Layout 是一棵控件关

系树，目前还只有树根；Menu 是菜单设计器；Code 是实时更新的模板代码，初始状态如下：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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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利用 Interface Builder 生成一个代码框架，有经验的程序员其实是不需要 Interface

Builder 的，复杂的 UI 也无法使用这个工具，对于本例中比较简单的情况，刚好适用。现在双击

Layout 窗口里当前处于选中状态的 Interface-1，可以看到一个属性窗口弹出：

属性窗口里显示了该 Interface 也就是窗口本身的所有属性，大部分还都是空的，其中 Name 表示

窗口类的符号名称，Title 是一个字符串，代表窗口标题。在 Common Lisp 里，任何窗体或者控件

都是类的实例，定义窗体本质上是继承窗体类的过程，Name 就是这个新定义类的名称。Common

Lisp 是不区分符号大小写的，默认输出大写，因此这里看到的是全部大写的 INTERFACE-1。我们

把它修改成 HELLO，然后把窗口标题改为 "LispWorks/CAPI"，让后点击属性窗口的 OK 按钮，让

修改生效：

完成后的样子见上图，接下来我们开始为窗体添加控件。LispWorks 支持各种控件定位方法，包括

VB 时代的绝对坐标定位，Java Swing 的网格定位，以及类似于 GTK 的行列容器定位等，不支持

VC 那种以对齐为基础的定位方法。从实用角度来说，行列定位是最方便的，也就是通过描述控件之

间的行列关系，然后让控件根据整个窗体的尺寸自行调整自己的位置和尺寸。这种位置关系在 CAPI

里称为 layout，以后将会看到，所有描述信息都是窗口类定义的一部分，并非像 QT 和 Cocoa 那样

用单独的 UI 描述文件来保存，也不是像没有 GLADE 的 GTK 那样，完全用命令式的方法构建窗

口。我们使用基本的行列定位，上图中红色圆圈里分别是 Column(列) 和 Row (行) 的容器控件，先

点击 Column，在 Interface-1 下面建一个列，然后在这个列里再建一个行。(如果操作失误了，删

除控件的简单方法是先选中它，然后使用 Edit 菜单里的 Cut 把它删掉) 我们在行容器里依次添加

Title 和 Text-Input 和 Push-Button，然后在列容器里 (已有一个行容器) 再添加一个 Editor，成功

后的样子如下图：

注意到在行容器里，三个控件是上边沿对齐的，这样很不好看，我们把它改为中央对齐。方法是双击

Layout 窗口里的 Row-Layout-1 容器控件，在弹出的属性窗口里寻找一个叫 Y Adjust 的属性，并

将其内容设置成 :CENTER。接下来我们通过属性表修改了几个控件的名字和它们显示的文字：

这样看起来就舒服多了，控件的添加就到此为止。下面我们开始添加菜单，将 Interface Builder 窗

口里的标签切换到 Menu 上，然后使用窗口下方的菜单元素构造两个简单的菜单：File -> Quit 以及

Help -> About，注意顶级菜单 (File) 是一个 Menu，而其下级菜单 (Quit) 是一个 Item，成功后的

样子如下所示：

现在看看代码，上述操作得到的代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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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ackage "COMMON-LISP-USER")

(capi:define-interface hello ()

  ()

  (:panes

   (label

    capi:title-pane

    :text "Input an integer:")

   (input

    capi:text-input-pane)

   (calc

    capi:push-button

    :text "Calculate")

   (output

    capi:editor-pane)

  (:layouts

   (column-layout

    capi:column-layout

    '(row-layout output))

   (row-layout

    capi:row-layout

    '(label input calc)

    :y-adjust :center))

  (:menu-bar file help)

  (:menus

   (help

    "Help"

    ("About"))

   (file

    "File"

    ("Quit")))

  (:default-initargs

   :best-height 110

   :best-width 244

   :layout 'column-layout

   :title "LispWorks/CAPI"))

这是一个扩展了的 Common Lisp 类定义，其中红色的部分定义了窗体里的每一个控件，绿色的部

分定义了 Layout 也就是控件之间的位置关系，而黄色的部分定义了菜单。这个演示程序的目的是计

算阶乘，通过文本输入框输入的一个整数，在点击按钮后，其阶乘结果将显示在下方的文本编辑框

里，核心功能就是这个 N! 函数，使用尾递归方法计算函数 f(n) = n * f(n-1)：

(defun n! (n)

  (declare (type bignum n))

  (labels ((iter (i acc)

             (if (zerop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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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

               (iter (1- i) (* i acc)))))

    (the bignum (iter n 1))))

上面的 Interface Builder 窗口中的成果使用菜单 File 中的 Save 可以保存所有代码到一个文件里，

然后我们修改代码，添加所有必要的参数和回调函数，最后的结果是下面这个样子，我用彩色标示所

有添加了的代码部分：

(in-package "COMMON-LISP-USER")

(defun n! (n)

  (labels ((iter (i acc)

             (if (zerop i)

                 acc

               (iter (1- i) (* i acc)))))

    (iter n 1)))

(capi:define-interface hello ()

  ()

  (:panes

   (label

    capi:title-pane

    :text "Input an integer:")

   (input

    capi:text-input-pane

    :reader hello-input)

   (calc

    capi:push-button

    :text "Calculate"

    :callback-type :interface

    :selection-callback 'cal-callback

    :default-p t)

   (output

    capi:editor-pane

    :reader hello-output

    :buffer-name "hello"

    :line-wrap-marker nil))

  (:layouts

   (column-layout

    capi:column-layout

    '(row-layout output))

   (row-layout

    capi:row-layout

    '(label input calc)

    :y-adjust :center))

  (:menu-bar file help)

  (:m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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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p

    "Help"

    (("About" :selection-callback 'show-about

              :callback-type :none)))

   (file

    "File"

    (("Quit" :selection-callback 'quit

             :callback-type :none))))

  (:default-initargs

   :best-height 110

   :best-width 244

   :layout 'column-layout

   :title "LispWorks/CAPI"))

(defun cal-callback (interface)

  (let ((input (parse-integer (capi:text-input-pane-text

                               (hello-input interface))

                              :junk-allowed t)))

    (when input

      (setf (capi:editor-pane-text (hello-output interface))

            (format nil "~A~%" (n! input))))))

(defun show-about ()

  (capi:display-message "Copyright 2008, Chun Tian (binghe)"))

(defun hello ()

  (capi:display (make-instance 'hello)))

下面分别介绍一下所有新增代码的用处。红色部分是计算阶乘的核心函数以及其唯一一次被调用的位

置；绿色部分为 input 和 output 控件定义了 reader 函数，它们被使用的位置也用相同的颜色标识

出来，作用是快速访问一个 Interface 示例中的成员；天蓝色部分定义了回调函数 (callback)，回调

函数是联系 UI 和功能的纽带，用户点击按钮以后相应的回调函数将会被调用，而回调类型

(callback-type) 则决定了在调用回调函数时使用哪些参数，这里只使用窗体示例作为参数。除了

Lisp 以外我没有见到任何一种 UI 库支持这种特性：可以灵活调整回调函数的参数表。橙色部分为

editor 文本编辑控件关联了一个新的 buffer 以保存文本，并且将折行时显示的默认字符设置为空；

最后黄色部分是回调函数代码 cal-callback 首先得到文本编辑框里的字符串，转化成整数以后调用

阶乘函数，然后将结果输出到编辑框里；show-about 函数则在用户点击了菜单的 about 项之后显

示一个弹出式消息。最后，粉色部分是整个代码的入口函数，调用 HELLO 之后整个窗口显示，程序

开始运行：

LispWorks 不但可以在编译加载了上述程序以后通过调用 HELLO 函数的方式启动程序，也有能力

将这个程序编译成独立的可执行文件。编译过程稍有繁琐，不在这里给出了，运行独立可执行程序的

过程见下图：



20/08/18, 23:35 LispWorks  GUI  -  - 

Pagina 6 di 8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810510564994/

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转载

更难能可贵的是，上述程序在源代码级别是跨操作系统可移植的，在 Mac OS 和 Linux 版的

LispWorks 下运行或者导出成这两个平台下的独立可执行程序也是可以的。下面两张图分别是在

Mac OS X 和 Linux 下运行程序后的样子：(注意 Mac OS 的菜单统一显示在屏幕最上方，所以这

里看不到应用程序的菜单)

这就是我所说的──专业级开发工具。现在大家可以理解我为何要砸锅卖铁买 LispWorks 了吧？

(本文相关资料，以及 Windows 版的独立可执行文件，如有需要者请发邮件给我)

后记：函数 n! 的定义中去掉了对参数和返回值的类型声明。

阅读(14297) |  评论(1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今天，我种下了一朵小蓝花 生活变得规律，思想有些混乱  

2014-12-25 03:19scott

回复 |  删除

java 不也能做跨平台的GUI程序吗？

songcwzjut



20/08/18, 23:35 LispWorks  GUI  -  - 

Pagina 7 di 8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810510564994/

2014-11-04 13:26

回复 |  删除

lispworks 如何自建函数库？

2013-12-27 07:06甜海

回复 |  删除

Thanks for sharing!

2013-04-13 18:38ekd123

回复 |  删除

真心不錯，但可惜LW太貴了，想買買不起，只能望洋興嘆，拿着免費版糾結在有限的使用時間和堆大小中

⋯⋯

2011-05-16 14:08cfy

回复 |  删除

此n!不能在sbcl和clisp使用(debian squeeze).如运行(n! 3)报The value 3 is not of type BIGNUM.是

不是需要转换下类型?如何转呢?谢谢

2011-05-16 16:32cfy 回复 cfy

回复 |  删除

(coerce 3 'bignum)转换失败

2011-05-16 16:54 冰河 回复 cfy

回复 |  删除

把函数 n! 中的类型声明都去掉吧，我修改了原文中的代码。参数 n 不可能大到成为 bignum，

而返回值的类型对于较小的 n 值来说也不可能是 bignum，因此现有的类型声明肯定是错的，把 

bignum 改成 integer 应该会没事，但这就意义不大了。

2009-10-19 05:27goodchance

回复 |  删除

google搜LispWorks，第一个是官网，第二个即是这篇文章

2008-11-10 17:31 氷河

回复 |  删除

Guru

最复杂的ui能是什么样子

http://www.inspiration.com/InspireData

InspireData 是目前所有用 Lisp 写出的商业软件里卖出去的份数最多的，支持 Mac OS X 和 Windows 

平台，完全用 LispWorks/CAPI 写出来的。有兴趣的话可以下载一个试用版看看 UI 效果:)

2008-11-10 16:36Guru

回复 |  删除

最复杂的ui能是什么样子



20/08/18, 23:35 LispWorks  GUI  -  - 

Pagina 8 di 8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810510564994/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2008-11-07 03:20 氷河

回复 |  删除

深蓝

出来的GUI貌似比java还要搓

拜托，Windows 标准控件你也不认识吗？

2008-11-07 02:40深蓝

回复 |  删除

出来的GUI貌似比java还要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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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LispWorks 开发 GUI 应用程序 [ann] cl-net-snmp 5.19  

2008-11-09 21:45:06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生活变得规律，思想有些混乱生活变得规律，思想有些混乱    

公司实行严格考勤制度已经有一周了，早上 10:00 之前要到公司，8.5 小时后可以走人。我已经学

会逆来顺受了，过去一周来几乎都是 10:00 准时进公司的，其中包括有一天 9:45 才爬起来的⋯⋯

生活因此变得规律了许多，精神状态也有所提高，算是件好事吧。

我对自己的蹩脚英语很失望，有话写不出的感觉太难受了。现在觉得不管看多少英文的计算机书我的

英语水平也不能有什么明显提高了──注意力都在理解句子的含义上，同样的意思如果让我自己来说

却是说不出来的。算了，只能尽力先把初稿完成，然后再想办法或者请高人帮忙润色了，等过了这一

关我要把《新编大学英语》买回来再好好看一遍。

曾经有过一本叫做《GUI 设计禁忌》的书，本科毕业时为了凑报销的书费匆忙买的，没有看过，去年

刚认识 かわい MM 的时候送给她了。现在开始有需要了，书却不在身边，于是上 China-pub 上

找，竟然发现了该书的 2.0 版，于是订购了一本，这次我要好好看一遍再也不送人了。

心血来潮整理了一下手头的《科学》/《环球科学》杂志，46 本，时间从 2003 年 6 月到今年 11

月，中间有一些缺失。每次阅读这些杂志的时候，我都在思考一个问题：那些致力于研究宇宙学或者

理论物理的科学家们，他们真的可以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科学事业上而不必考虑个人的生计问题吗？我

完全相信，兴趣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在某个领域内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我怀疑这种理想状态是否能

够存在于我实际所处的社会环境里。我大学的班主任是研究压力容器设计和寿命评估的，他真的是因

为发自内心地喜欢那些化工厂里的金属庞然大物才有今天的成就吗？或者其实这只是一种聪明人的谋

生手段吧。

我好像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有 MM 垂青了。我最重要的事情基本上是自身素质的提高，最珍贵的

东西无非是头脑里多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假如我真的有一个女朋友或者妻子，扪心自问，我会把她

视作自己生命里最宝贵的东西乃至人生的全部吗？答案是不会，但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我会尽量把该

做的事情做好。这样一个无情无义之人当然不会有 MM 垂青的。但问题是没听说哪个伟大的科学家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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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转载

是打了一辈子光棍的，所以我还是没搞清楚他们是怎么做到事业和生活两不误的。

开始觉得我为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会很难走，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走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正轨上⋯⋯

不过即便如此，也不会改变现有的道路了。

阅读(1910)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用 LispWorks 开发 GUI 应用程序 [ann] cl-net-snmp 5.19  

2011-07-16 14:02藤孔雀

回复 |  删除

有趣的人

2008-11-17 13:53小小马

回复 |  删除

压力容器,sign

2008-11-10 17:32 氷河

回复 |  删除

Guru

你要是女人，早爱上你了

呵呵，但是你已经有 MM 了⋯⋯

G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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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0 16:27

回复 |  删除

你要是女人，早爱上你了

2008-11-10 06:03Restart

回复 |  删除

牛顿同学就是打了一辈子光棍的。 

科学与MM一直是这里的主题。 

没有MM垂青那是魅力不够。您不属此类。 

如果没有追到MM那是酒喝太少，理性太多了。 

2008-11-10 04:59sishen

回复 |  删除

呃...  我可以把我的大学新编英语处理给你吗... 哈

2008-11-10 03:04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好把，stallman也没有MM的

2008-11-09 16:46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CBS出了一部美剧叫《The Big Bang Theory》

推荐给你看看

我推荐的理由如下：

1.观看此片有助于英语的提高。该片并不像普通的美剧肥皂剧，仅仅只教你日常俚语罢了。该片中有不少

阐述观点与原理的句子，值得学习借鉴。

2.该片的主人公是科学工作者，他们的生活也许会给予你激励，让你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

3.该片之中也涉及到追mm的问题，也许你可以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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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变得规律，思想有些混乱 追求  

2008-11-16 21:41:22 |  分类：  Lisp |  标签： snm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ann] cl-net-snmp 5.19[ann] cl-net-snmp 5.19    

LISP-MIB

Common Lisp SNMP (cl-net-snmp) 5.19

New packages in this release:

  * snmp 5.19 (snmp-server 3.11)

  * asn.1 4.14

  * usocket-udp 2.4

[Download]

  *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howfiles.php?group_id=209101

  * (ASDF-INSTALL:INSTALL :SNMP)

[SVN Repository]

    https://cl-net-snmp.svn.sourceforge.net/svnroot/cl-net-snmp

[ChangeLog]

* SNMP 5.17 ~ 5.19:

5.17: SNMP-GET on single OBJECT-ID instance works now, missing method

      added.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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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New SMI design, SNMP special variables such as NoSuchObject and

      EndOfMibView changed from keyword symbol to instances of SMI

      class.

5.19: [SNMPv3] GENERATE-KU use the non-stream version to support more

      CL include SCL which doesn't support Gray Streams.

* SNMP-SERVER 3.6 ~ 3.11:

3.6:  bugfix: Cancel use of read-macros on some MIB variables such as

      "lispMachineInstance" and "lispMachineVersion", which should be

      calculated at runtime but compile-time.

3.7:  (server-side fix after SNMP 5.18)

3.8:  Fix for SCL, SNMP thread will exit automatically when (QUIT)

      called, or SCL process will hang forever. This need USOCKET-UDP

      newer than 2.4

3.9:  [MIB] new SCL-MIB added, it's been defined at:

      iso.org.dod.internet.private. enterprises.lisp.common-lisp.scl

      (.1.3.6.1.4.1.31609.1.10)

3.10: REGISTER-VARIABLE enhancements and export this symbol to user.

3.11: (PROCESS-OBJECT-ID (OBJECT-ID (EQL :GET))) Fix, formerly

      variables such as "laLoad.1" cannot be processed correctly to

      reply a (SMI :NO-SUCH-OBJECT)

* ASN.1 4.13 ~ 4.14:

4.13: Fix BER decode on SEQUENCE contains unknown ASN.1 data (RAW),

      export ASN.1-TYPE and GENERAL-TYPE which used by SNMP 5.18

4.14: Add a fallback BER-EQUAL to fix SNMP-WALK bug after SNMP 5.18,

      export VALUE-OF which used to access slot of GENERAL-TYPE.

* USOCKET-UDP 2.4:

2.4:  Fix for SCL, SOCKET-SERVER thread will exit automatically after

      (QUIT) be called in SCL. We start to look at

      THREAD:*QUITTING-LISP* in server loop.

阅读(1300)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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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夜 2009-11-15 17:09:59

伤离别 2007-11-15 21:44:20

引用 为了生计 2006-11-16 15:15:3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生活变得规律，思想有些混乱 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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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cl-net-snmp 5.19 最后一个月  

2008-11-22 17:29:47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追求追求    

两周来一直在写论文和程序，经过我不懈的努力和大力宣传，cl-net-snmp终于跃入

SourceForge.net 500 强，今天排名 390 位，在 SF 所有 Lisp 项目里排名第三 (前 5 名分别是

CLISP, Maxima, Common Lisp SNMP, Steel Bank Common Lisp 和 Clojure)，现在我非常肯

定这个 SNMP 包在世界上有至少 18 个用户⋯⋯ 我的 LispWorks-UDP 在时隔两月发布了 4.0 以

后，最近终于增加了对 UDP 多播的支持，开始逐渐走上正轨，成为 LispWorks 社区的知名网络组

件了。论文方面目前也进展顺利，可以确定能赶上 12 月上旬的第一轮投稿截止时间。

最近在办公区实验网里部署了一个 LispWorks 环境，上面跑了一个 CL-HTTP 服务，目前在线时间

已经超过 70 小时了。如果不遭遇停电的话，我将继续保持这个 Lisp 进程然后在里面增量开发一个

服务器监控系统，就是说在整个开发过程中所有代码始终在线上，通过不断加载新的代码片段来实现

出一个可用的 Web 系统。在所有计算机语言里，恐怕只有 Lisp 和 Erlang 才能实现这种增量开发

模式。Java VM 虽然也有一定的更新能力，但 JVM 的代码更新似乎是以 jar 包为单位的，一个 jar

包更新之前要先 unload 整个包，这样可能会导致线上功能被迫暂停。

公司开始完善员工的业绩考评流程了，这件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我努力推动的。每一个管理者，

不论级别大小，多少都会觉得自己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一旦凭借学历优势进入公司，手下的组员们

便永远只是下属，不论其中是否有在技术和领导力上超过自己的都永远没有机会翻身了。期待已久的

业绩考评制度则有可能使人才和庸才逐渐得到应有的对待，应该说这是一件可以间接促进公司发展的

好事。网易已经流失了很多人才，甚至变成了为其他公司培养人才的学校：本科生毕业以后来网易工

作两年，学有所成之时却得不到上级应有的重视，与其呆下去继续拿着起薪，还不如带着知识和工作

经历去其他公司⋯⋯

P.S. 我很幸运，不需要通过骗取国家科研经费来维持学术活动；踏踏实实做事，各项经费自筹，不给

国家糟蹋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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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有限，岁月无情 2010-11-21 17:16:4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1746)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ann] cl-net-snmp 5.19 最后一个月  

2008-12-18 05:31ricepig

回复 |  删除

氷河

ricepig

binghe你忘记了javascript，哇哈哈哈哈

你信不信，我的 JavaScript 代码将会是用 Lisp 代码自动生成的？

我的意思是，javascript也具有你说的这种能力。嘿嘿

2008-12-05 04:31阿珂

回复 |  删除

鬼图。

2008-11-30 19:19 氷河

回复 |  删除

ricepig

binghe你忘记了javascript，哇哈哈哈哈

你信不信，我的 JavaScript 代码将会是用 Lisp 代码自动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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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9 19:43ricepig

回复 |  删除

binghe你忘记了javascript，哇哈哈哈哈

2008-11-26 12:06 氷河

回复 |  删除

wangyi000@yeah

python能不能实现不断加载新的代码片段来实现出一个可用的?Web?系统？它也有一个解释器，可以线上

不好意思，对 Python 了解不多，没见过这么用的。

2008-11-24 01:46wangyi000@yeah

回复 |  删除

python能不能实现不断加载新的代码片段来实现出一个可用的 Web 系统？它也有一个解释器，可以线上

运行程序。

2008-11-23 05:46五百万

回复 |  删除

忒牛了

2008-11-22 13:34Radiumce

回复 |  删除

赞~前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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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的系统监控终于有了初步成效 2006-12-02 15:44:5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追求 冰河年鉴 2008  

2008-12-02 23:24:25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最后一个月最后一个月    

今天终于把 ILC 论文写完了，A4 纸双栏排版共 12 页，累死我了；明天开始又得继续做全职 SA

了，系统管理领域博大精深，不进则退啊⋯⋯

后记：按时投稿了，一个月之内等消息。

阅读(1132)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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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9-01-13 10:47 氷河

回复 |  删除

再后记：此论文 Accepted 了。

2008-12-05 04:30阿珂

回复 |  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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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月 LispWorks 5.1.2 Patch Release  

2008-12-07 21:22:42 |  分类：  年鉴 |  标签： 年鉴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冰河年鉴 2008冰河年鉴 2008    

（参见：冰河年鉴 2007）

2008 年对我来说是整个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各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虽然还有三周才结束整年，

实际上今年的计划都已经提前完成了。12 月份的剩余三周将主要用来处理 SA 的本职工作，看闲

书，以及规划 2009 年的各项任务。所以在此提前隆重推出 2008 年度《冰河年鉴》，重大进展一

览无遗：

2008 年 1 月：

期待数年之久的苹果笔记本 (MacBook Pro) 入手，各项工作开始步入正轨

开始参与 LispWorks 5.1 测试，因此接触了几乎所有平台上的 LispWorks

在 Mac OS X 上运行 Symbolics Virtual Lisp Machine

发表 “公众人物” 理论，为今后的自省式写作 (blog)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08 年 2 月：

得到了 ResearchCyc license，配合《知识表示》一书，正式开始学习本体论

成功实现了 SNMPv3 协议，cl-net-snmp 项目腾飞

发表 "Lisp 与 SA 关系” 理论，为今后在工作时间从事 Lisp 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LispWorks-UDP 项目起步

2008 年 3 月：

高级网络管理平台的架构设计完成

父母离婚，我持无所谓态度，“对生活影响不大”

LispWorks 5.1 结束测试，正式发布

2008 年 4 月：

成功地导出所有 Symbolics Lisp Machine 文档

接受杭州《都市周报》的采访，首次对外阐述明确的事业观

北京出差归来，爱情观彻底定型，从此开始专心事业

2008 年 5 月：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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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四川大地震带来的认识

预感到经济危机，开始紧缩开支

2008 年 6 月：

生活日益充实

LispWorks 5.1.1 发布，2008 年的唯一更新

2008 年 7 月：

生日，发表关于 “人生观” 的重要谈话，至此三大观念全部成型

cl-net-snmp 取得阶段性进展

2008 年 8 月：

发展出对某些诱惑的免疫能力

接触系统管理理论

2008 年 9 月：

清理门户

cl-net-snmp 重大突破

2008 年 10 月：

Canon 数码相机入手

发表关于经济危机和当前社会形势的评论，进一步强化思想

丽江旅游

2008 年 11 月：

LispWorks win32 版入手 ($950)

关于科学思想和科研工作者生活意义的谈话

cl-net-snmp 代码冻结，开始撰写 ILC 2009 论文

2008 年 12 月：

ILC 2009 论文完成并按时投稿

2008 年之前开始规划但目前尚未完成的一些长期项目：

《On Lisp》中文版，2007 年 8 月立项，目前只缺一章 (prolog)，预计 2009 年夏天全部完

成。

cl-net-snmp，2007 年 3 月立项，ILC '09 结束后发布下一个大版本；IPMI 协议有待实现。

系统管理专家系统，2007 年早期立项，目前仍处于前期规划阶段，需要对 Cyc 有进一步的认

识。

阅读(3877)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最后一个月 LispWorks 5.1.2 Patch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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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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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19 14:26五百万

回复 |  删除

石头

冰河，你是個爺們！

re

2008-12-18 05:29ricepig

回复 |  删除

果然很专注，非常佩服

头像似乎是你的毽球mm？

2008-12-17 14:01 氷河

回复 |  删除

浮华如影，且走且看

很好的生活。其实，有自己的信仰和信念就已经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了。生活能如此充实而自豪，祝福你哦  

如果我也能像?你这般心清如镜，坦然面对，也许，生活也会好很多。 

有时候，坚持了太久，就容易坚持不了。 

如果没有人看到自己的坚持，就更加了。 

祝你幸福：）

谢谢，鑫煜保重:)

2008-12-17 12:44浮华如影，且走且看

很好的生活。其实，有自己的信仰和信念就已经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了。生活能如此充实而自豪，祝福你

哦。 

如果我也能像 你这般心清如镜，坦然面对，也许，生活也会好很多。 

有时候，坚持了太久，就容易坚持不了。 

如果没有人看到自己的坚持，就更加了。 

祝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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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8-12-13 02:50石头

回复 |  删除

冰河，你是個爺們！

2008-12-10 03:38阿珂

回复 |  删除

关注斜体字部分内容。

2008-12-08 09:48深蓝

回复 |  删除

orz

2008-12-07 15:45萝卜

回复 |  删除

非常好，看样子你每天过得都很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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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年鉴 2008 千头万绪  

2008-12-17 17:56:58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LispWorks 5.1.2 Patch ReleaseLispWorks 5.1.2 Patch Release    

LispWorks 5.1.2 Patch ReleaseLispWorks 5.1.2 Patch Release

Cambridge, England, 16 December 2008Cambridge, England, 16 December 2008
LispWorks Ltd is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LispWorks 5.1.2 patch release.

This is a bug fix release for LispWorks 5.1 on all supported platforms.

AvailabilityAvailability
This patch release is available for download free of charge to customers with LispWorks

5.1.x Professional and Enterprise Editions.

Bug FixesBug Fixes
Details of the bug fixes in this release can be found in the Release Notes.

To see which private patches have been included in 5.1.2, check the list in the Release

Notes.

How to obtain LispWorks 5.1.2How to obtain LispWorks 5.1.2
Visit the LispWorks Patches page.

(5.1.2 里面有个不起眼的 bugfix 是我上报的)

阅读(908)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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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转载

冰河年鉴 2008 千头万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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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学习！ 2007-12-19 18:30:08

64-bit LispWorks now available for Intel-based Macintosh 2006-12-19 19:29:4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LispWorks 5.1.2 Patch Release Tools shape thought  

2008-12-20 18:11:11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千头万绪千头万绪    

新买了一个 320G 硬盘，然后自己动手安装到笔记本里，把原装的 120G 硬盘换下来，重装系统、

迁移数据、重新备份⋯⋯ 增强版 MacBook Pro 就此诞生了。

某人第二次把我拒了，我感到一丝遗憾。这年月，想多承担一份社会责任都不行⋯⋯

明年的工作和学习计划基本上都想好了，真可谓是千头万绪。既要在本职工作上有所作为又要在个人

学业上有所突破，实在是令我再没有时间想其他的了。

阅读(1030)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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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9-01-04 04:58阿珂

回复 |  删除

原来这套东西是送给她的，我就说女生不好这个的丫...

2008-12-29 08:48kemin

回复 |  删除

挺你～～

2008-12-23 11:57土人

回复 |  删除

期待第三次！~~

2008-12-22 04:01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pat pat..

2008-12-21 06:38深蓝

回复 |  删除

事不过三，第三次应该准备工作做得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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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头万绪 献身计算机科学  

2008-12-26 21:32:19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Tools shape thoughtTools shape thought    

最近花 $40 买了一个很好用的文档和科技文献管理软件 Papers。过去的三天里一直在用这个强大的软件整理我多年积攒下

来的各种论文和电子书籍等。我是无意中在水木社区的 Apple 讨论板上看到有人谈论这个软件的，到其主页上简单看了下就

认定这个软件值得一买，正是我多年来寻找的文档管理解决方案，所以在还没下载试用的情况下就已经付款了。事实证明这

个软件没令我失望。

算起来我学习和使用 Common Lisp 语言已经超过 4 年了，但我至今也不敢说自己对这个语言的所有方面都足够了解，因

为这里面的水实在太深了。不过，随着我知识的不断增长，以前难以理解的一些内容现在应该可以了。所以，接下来的第一

项学习计划就是 Common Lisp 语言特性的最高峰：MOP (Meta-Object Protocol)。我已经为此准备好了充足的资料，其

中之一就是我去年从 Amazon 上买的纸版《The Art of Metaobject Procotol》：

MOP (Meta-Object Protocol) 是许多重要 Lisp 项目的基础，包括 AspectL，Elephant，CLSQL, Lisa 以

及 GBBopen 等。整个 Common Lisp 对象系统 (CLOS) 就是用 MOP 提供的接口写成的，它是 Common Lisp 语言本身

的接口，“给予用户增量修改语言行为和实现的能力”。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对于这一陈述的细节知之甚少，这极大地阻碍了

我接触更高阶的 Lisp 项目。所以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定为 2009 年──基本上也就从现在开始了──第一项学习任务。

接下来的计划将是对 ASN.1 规范的进一步深造和 ASN.1 编译器的强化工作。我很幸运地从前年就开始学习 ASN.1 并且收

集到了从标准规范文本到相关书籍等几乎全部资料。今天我再次上网查询 ASN.1 文献时却发现，X.680-X.695 相关标准文

档的免费下载站点已经停止服务了，所有相关标准文档今年重新修订过一次然后打包起来在国际电信联盟的网站上销售，定

价折合人民币 1600 多元。价格不算太贵，但对于我这种以薪水作为科研经费唯一来源的社会底层人士来说已经足够奢侈

了。

一旦上述工作完成，我的 SNMP 软件包就立刻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且彻底超越现有的所有 SNMP 平台了：我想出了一个

绝妙的新设计，这个设计只有用 Lisp 语言才有可能实现，其他所有语言的 SNMP 软件包只能望尘莫及了。简要地说，我将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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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转载

把 SNMP 的那些 ASN.1 格式 MIB 文件中的表定义，直接编译成 CLOS 类定义，然后设计一套类似 CommonSQL 的面

向对象的 API，使得 SNMP 表查询可以直接返回 CLOS 实例而不再是扁平的列表，例如下列 SNMP 查询将返回远程服务

器网口 “eth1" 的状态信息：

< (snmp:select [ifTable] :from "bend-10.space.163.org" :where [= [ifDescr] "eth1"])

(#<ifTableEntry instance<)

接下来的工作是实现 IPMI 协议。IPMI 协议通常用来远程控制服务器硬件，它完全工作在服务器硬件层面，是由服务器主板

上的专用芯片实现的。通过支持 IPMI，一个服务器监控系统将可以获取到硬件本身的故障日志，可以在远程服务器上操作系

统死机时硬重启整个系统，配合 SNMP 也可以即时获得服务器主动发出的报警信息。实现 IPMI 协议的工作量比 SNMP 小

得多，但需要对各种标准加密算法都有了解。

昨天在水木社区 BBS 上发了一个帖子，简要地介绍了一下我明年的 Lisp 相关学习计划。平心而论，我对自己的雇

主，网易公司，比较满意。到明年三月份我就满三年工龄了。我是从苦力干起的，当初一台台搬服务器组建办公区

实验网络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个时候整个系统管理组还只有我一个人。如今，我曾经的手下兄弟们都已经长

大成才了，我如今能有充裕的时间从事 Lisp 和系统管理相关的学习研究一半取决于过去打下的良好基础，另一半就

是这些 SA 同事们的辛勤工作和不断进取。我很感谢他们。

(我对某人发誓，再也不追她了，以此换得友情的继续。所以，没有第三次表白了⋯⋯)

阅读(1106)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千头万绪 献身计算机科学  

2009-01-13 06:57 氷河

flyman911

这类软件自己都可以写，为什么要花几百的RMB去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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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时间不是用来写这种软件的，既然有人已经写好了我就没必要重新发明轮子了。

2009-01-11 04:58flyman911

回复 |  删除

这类软件自己都可以写，为什么要花几百的RMB去买呢？

2009-01-04 04:57阿珂

回复 |  删除

我现在看到斜体字了，支持！

2009-01-04 04:56阿珂

回复 |  删除

... 

求楼上的开发出来win下的papers，thx 

2009-01-01 09:45风轻扬

回复 |  删除

Mac版无所谓,我就是准备买个macbook,我仔细看了介绍,感觉这个软件都是挺不错了.有时候感觉Win上的

软件都跟Win一样,功能复杂而不好用,Mac上的软件经常跟mac一样,功能简洁但用起来比较流畅

2008-12-27 08:19 氷河

回复 |  删除

风轻扬

一直在找一个好用的科技文献管理软件，以前用过EndNote，不怎么样，用KeyNote记笔记了很久，觉得

不好意思，本软件只有 Mac 版⋯⋯

2008-12-27 06:05风轻扬

回复 |  删除

一直在找一个好用的科技文献管理软件，以前用过EndNote，不怎么样，用KeyNote记笔记了很久，觉得

也不爽，去用用这个Papers不知道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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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s shape thought 元旦假期，和朋友相聚  

2008-12-31 14:18:46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献身计算机科学献身计算机科学    

2008 年的最后一天，让我们来缅怀一下两位已不在人世的计算机科学家。

1990 年，Wengyik Yeong 发表了一篇题为《SNMP Query Language》的论文，介绍了他关于

将 SNMP 查询封装在 high-level SQL-like 查询语法中的想法。我是通过 Papers 软件搜索 SNMP

研究领域前人论文的时候无意中在 CiteSeer 系统上找到的。这篇论文与我在上一篇 blog 里提到的

想法不谋而合，不过人家比我早了 18 年提出来。我感到一丝遗憾，一个伟大的思路被别人抢了先，

但所幸的是此后没有一个 SNMP 软件真正实现了这一想法，所以 18 年后的今天，轮到我来继续这

个工作了。

可惜当我试图联系此人询问该领域进展的时候，却惊闻他去年已经挂了。Wikipedia 上是这样介绍

的：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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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年鉴 2016 2016-12-31 15:18:32

冰河年鉴 2014 2014-12-30 22:18:55

冰河年鉴 2012 2012-12-31 08:18:26

    转载

 X.500  LDAP 1966 2007

 41  “ ”  Wikipedia 

Lisp  John McCarthy  1959  Lisp Lisp 50 

50 

 Thiemo Seufer  Debian  Debian 

Debian mourns the loss of Thiemo Seufer
December 29th, 2008

The Debian Project has lost an active member of its community. Thiemo Seufer died on December
26th in a tragic car accident.

Thiemo was involved in Debian in many ways. He has maintained several packages and was the
main supporter of the Debian port to the MIPS architectures. He was also a member of our kernel
team, as well as a member of the Debian Installer team. His contributions reached far beyond the
Debian project. He also worked on the MIPS port of the Linux kernel, the MIPS emulation of qemu,
and far too many smaller projects to be named here.

Thiemo's work, dedication, broad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ability to share this with others will be
missed.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emo will not be forgotten. The high standards of Thiemos work
make it hard to pick up.

To honour his contributions to Debian, the project decided to dedicate the upcoming release of
Debian GNU/Linux 5.0 “Lenny” to Thiemo.

The funeral service will be held on Monday January 5th 2009, 13:30 at the Dominikanerkirche in
Bad Wimpfen. If you want to express your condolences please send mail to ths-
condolence@linutronix.de . It will be passed on to Thiemo's family.

 Debian  Debian 

 Lisp  Debian GNU/Linux 

阅读(1614)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Tools shape thought 元旦假期，和朋友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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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冰河年鉴 2007 2007-12-30 18:01:1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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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计算机科学 永恒的荣耀  

2009-01-04 02:29:58 |  分类：  朋友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元旦假期，和朋友相聚元旦假期，和朋友相聚    

我的朋友不多，但个个都是人才。这个元旦过得挺有意思，第一天去学校里帮助 MSTC 给办公室网

络重新布线，然后顺便到校网 bt 站点里下载了几部好电影；第二天白天和 Mazha 以及在上海工作

的 andyfires 一起吃饭叙旧，晚上去参加浙大毽球协会活动，然后吃了顿华丽的新年大餐：

其实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不太一样，但大学里的偶然相识和同样的兴趣爱好却促成了一个朋友圈。我

并不孤独。

阅读(1414)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献身计算机科学 永恒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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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9-02-09 10:00soulyxy

回复 |  删除

第二张pic，喷饭！@#￥%⋯⋯&*（） 

果然是生活幸福啊，肚肚都大了哦~~

2009-01-15 15:50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我认识冰河gg和耶稣gg

2009-01-09 09:10芥

回复 |  删除

小天，居然又跑回杭州了啊



20/08/18, 23:29 -  - 

Pagina 1 di 4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90131249309/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元旦假期，和朋友相聚 学无止境  

2009-01-13 13:24:09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永恒的荣耀永恒的荣耀    

一周多以来没写博客是有原因的，尽管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件：我看完了著名的 Lisp

教材《The Art of the Metaobject Protocol》，苹果发布了新版 17 吋 MacBook Pro 笔记本电

脑，Mazha 买了 YAMAHA 电钢琴，《环球科学》杂志 2009 年涨价 25% ⋯⋯ 但我在等待一个更

大的事件，那就是我去年 12 月初投给 ILC '09 的论文终于经过评审可以发表了！今早收到了来

自 Guy L. Steele, Jr. 的电子邮件：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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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心无旁骛 2014-01-13 14:15:17

2013年01月13日 2013-01-13 16:41:13

“伞哥” 冰河：我唯一的敌人只有时光流逝 (转载) 2011-01-13 09:37:3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转载

过去两年来的努力总算没有白忙，我终于可以去 MIT，Lisp 语言的发源地一游了⋯⋯

接下来还有很多事要做，在这兴奋的日子里，我要继续保持低调。

阅读(3144) |  评论(1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元旦假期，和朋友相聚 学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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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2009-02-10 11:34网易博友213

回复 |  删除

(congratulate you)

2009-02-05 12:12圈圈套圈圈

回复 |  删除

仰慕

2009-02-04 02:49五百万

回复 |  删除

忒牛了！！！

2009-01-19 07:40yinwei.163.org

回复 |  删除

ym

2009-01-17 14:44姗猫

回复 |  删除

真厉害！恭喜恭喜。

2009-01-15 16:00shmily花儿

回复 |  删除

恭喜！

2009-01-14 10:37小唐

回复 |  删除

付出总有回报，除了祝贺还是祝贺。

2009-01-14 09:57丁丁

回复 |  删除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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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13 15:47土人

回复 |  删除

You deserve it.

2009-01-13 09:01KrzyCube

回复 |  删除

Congratulations!

2009-01-13 07:19Fish.NET

回复 |  删除

除了佩服，还能说什么呢！仰慕~~

2009-01-13 07:10wangyicom000

回复 |  删除

恭喜了！！！

2009-01-13 07:06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Congrat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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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2009-01-19 04:30:48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学无止境学无止境    

每次浏览 MIT OpenCourseWare 的计算机课程列表时我都觉得自己其实什么也不会。真想重读一

次大学，这次一定要读计算机系⋯⋯

阅读(1006)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0/08/18, 23:28 -  - 

Pagina 2 di 2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901942150621/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2009-03-19 11:53网易博友109

回复 |  删除

以前在学校见过你，一直以为你是计算机系的，在88上看到你的帖子

当时在紫金港的时候就知道那个debian的源是你搞得。毕业了，好怀

念以前大学的兄弟姐妹们。

2009-03-19 11:39网易博友109

回复 |  删除

呵呵

2009-02-05 12:09圈圈套圈圈

回复 |  删除

这才是牛人的境界啊

2009-01-19 07:34阿珂

回复 |  删除

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的时候，你就大成了。 

bg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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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无止境 春节假期归来  

2009-01-21 22:49:16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ILC ‘09: Preliminary ProgramILC ‘09: Preliminary Program    

                  2009 International Lisp Conference

         Sunday, March 22, through Wednesday, March 25, 2009

                         Preliminary Program

TUTORIALS  (Sunday)

   CLOS: Generic Functions and the Metaobject Protocol

         Pascal Costanza

   Context-oriented Programming with ContextL

         Pascal Costanza

   Clojure in Depth

         Rich Hickey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s with LTk

         Peter Herth

   Monads for the Working Lisp Programmer

         Ravi Nanavati and Jeff Newb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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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TED TALKS  (to be announced)

TECHNICAL PAPERS  (Monday through Wednesday)

   The (Abridged) Art of the Propagator

         Alexey Radul and Gerald Jay Sussman

   Unification of Geospatial Reasoning, Temporal Logic,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Event-Based Systems

         Jans Aasman and Gary King

   The Future of S-expression Languages for Scientific Computing

         John Amuedo

   SNMP for Common Lisp

         Chun Tian

   Jnil: From Java to Common Lisp

         Tiago Maduro Dias and Antonio Menezes Leitao

   A Parallel, Lisp-Based Genetic Programming System for Discovering

Satisfiability Solvers

         Alex S Fukunaga

   Model-based Intrusion Assessment in Common Lisp

         Robert P. Goldman and Steven A. Harp

   CARMA: Platform Freedom for a Graphical Lisp Application through

Armed Bear Common Lisp

         John D. Hastings and Alexandre V. Latchininsky

   An Unexceptional Implementation of Continuations

         Joe Marshall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Type-safe GTK+ Binding for Dylan

         Hannes Mehnert

   Rhapsody: How CLOS simplifies System-in-a-Package Design

         Jim Newton and Janez Jaklic

   Implementing a Parallelism Library for a Functional Subset of LISP

         David Rager and Warren A. Hunt Jr.

   Towards a Secure Programming Language

         Howard Sh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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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nciling Generic Functions with Actors

         Jorge Vallejos, Pascal Costanza, Tom Van Cutsem, and Wolfgang

de Meuter

   CLOS Efficiency: Instantiation (On the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of

LISP, Part 2.1)

         Didier Verna

PANEL SESSION  (Monday)

   The Future of Lisp

DEMONSTRATIONS  (Monday through Wednesday)

   AutoPrice: Automatic Unit Price Forecasting Utilizing Multiple

Regression in LISP

         Erin Fleming, Glenn House, and Kyle McGivney

   Operational Assessment Support Information System (OASIS)

         Glenn D. House Sr. and Charles A. Cox

   SHOPPER: Interpreter for a High-level Web Services Language

         Robert Goldman and John Maraist

   XCVB, the eXtensible Component Verifier and Builder

         Francois-Rene Rideau and Spencer Brody

   A Common Lisp Application for Large-scale Bioinformatics

         Alberto Riva

   Common Lisp for a Common Cultural Recommendation System

         Emre Sevinc, Remzi Emre Basar, and Boran Puhaloglu

   Syntactic Extension of Regular Expression Production Sets Using Lisp

         Jon L White

LIGHTNING TALKS  (Tuesday)

   Intertwining in the Core of CLforJava

         Jerry Boetje

   Threads in Clozure CL

         R. Matthew Em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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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被迫实施的移民计划 2015-01-21 13:03:05

沉着冷静地迎接春节 2012-01-21 16:58:16

考研结束 2007-01-21 13:03:2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转载

   Is Lisp an Acceptable Ruby?

         Brian Ericson

(Others may sign up at the conference to give additional lightning

talks.)

---

Conference Chair: Daniel Weinreb (ITA Software)

  General correspondence: ilc09-organizing-committee at alu.org

Program Chair: Guy L. Steele Jr. (Sun Microsystems Laboratories)

  Contact: ilc09-program-committee at alu.org

Local chair: Howard Shrobe (MIT)

阅读(1875)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学无止境 春节假期归来  

2017-05-10 17:40chuyingbbd

回复 |  删除

真是太牛了，虽然过去了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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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15 02:31阿珂

回复 |  删除

深蓝

做研究出大成果有2个要点，一是能耐得住寂寞，一是选对方向，看来binghe同学两要素皆具备啊

你果然落入俗套了... 

找个能养你的呗。

2009-02-03 09:54 氷河

回复 |  删除

阿珂

深蓝

做研究出大成果有2个要点，一是能耐得住寂寞，一是选对方向，看来binghe同学两要素皆具备啊

第二个要点不清楚， 

第一个要点不相信。 

冰河就他能耐得住？

耐不住，主要是 MM 我养不起⋯⋯

2009-02-02 08:03阿珂

回复 |  删除

深蓝

做研究出大成果有2个要点，一是能耐得住寂寞，一是选对方向，看来binghe同学两要素皆具备啊

第二个要点不清楚， 

第一个要点不相信。 

冰河就他能耐得住？

2009-01-22 18:27 氷河

回复 |  删除

Rhythm

好好练口语哇～盘缠丁磊不给报销的话兄弟们资助你！

哇~~热泪盈眶中⋯⋯不过弟兄们赚俩钱也不容易，好意只能心领了

2009-01-22 17:31Rhythm

回复 |  删除

好好练口语哇～盘缠丁磊不给报销的话兄弟们资助你！

2009-01-22 02:28深蓝

回复 |  删除

做研究出大成果有2个要点，一是能耐得住寂寞，一是选对方向，看来binghe同学两要素皆具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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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01 23:57:45 |  分类：  学习 |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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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归来春节假期归来    

ILC '09

我这个春节过得还可以。虽然感冒了一直在家养病，但因为手头比往年宽裕，父母之间的纠纷也告一

段落，所以整个春节期间心情非常舒畅。在充分休息并且补充了营养之后，敝人今天回到杭州，继续

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奋斗:)

摆在我面前的第一件事是按照 ILC 评审委员会的意见修改论文，然后赶在情人节之前把最终的版本发

出去。事实上我正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在我撰写论文的时候，论文中所给出的 cl-net-snmp 源

代码正处于冻结状态，而现在整个项目已经又向前走了一大步，一些本质性的新特性已经出现了，但

论文却马上就要定稿了。也许最好的选择是先维持现有的论文基本内容不变，然后把最新的成果作为

补充内容放在 MIT 现场的演示文稿里。

最近在系统管理专家系统的道路上又向前走了好几步。我 (binghe) 跟 Gensym G2 之间有着神秘的

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而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最终会让我产生足够的灵感并且完成这个伟大的项

目。Gensym G2 是一个核心部分由 100 万行 Common Lisp 程序所写成的商业专家系统平台 (相

比之下我的整个 SNMP 项目只有 1 万行代码)。最近在我、Trilogy 以及 TopCoder 之间发生了一

些事，这些事件之间相互关联、遥相呼应，结果将导致我逐渐成为一个 G2 专家，为我今后的生计埋

下另一个伏笔。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两个影响深远的商业 Lisp 软件产品了，一个是 ITA

Software 的航空订票系统，另一个就是 Gensym 的 G2 专家系统平台。到处都是线索。

出国留学的想法被严重打击了。经过我仔细地研究，我发现如果想去 MIT 读研，所需的英语测试并

不是 GRE，而是 TOFEL 或者雅思，新的 Internet-based TOFEL (iBT) 满分是 120 分，MIT 的

录取条件是至少 100 分。这对于我来说似乎有点儿太难了⋯⋯

Cfengine 3 已经发布了，我在 SA 本职工作方面又有新项目了。多年来 Cfengine 2 已经为 SA 组

节省了不计其数的系统维护时间，并且把我们所有的成果都集中保存在 SVN 里，希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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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迎战春节 2010-02-01 16:12:27

项目太多，忙不过来了 2008-01-31 20:02:19

Mac OS X System Architecture 2007-01-31 17:34:1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转载

Cfengine 3 以后能做得更好。

千头万绪，只能各个击破了。丁磊不要烦我，让我低调地度过本年度吧。

阅读(5037)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ILC ‘09: Preliminary Program 科学  

2009-02-09 10:07soulyxy

回复 |  删除

恭喜恭喜！ 

真是大喜事儿！ 

英语考试应该不成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考了几分iBT，而在于你对科研的热爱和目前的科研能力。一直相

信你并且继续看好你：）

2009-02-08 03:58Restart

回复 |  删除

考100分对你绝对不是问题。 

1、多用模拟软件做电子版考题熟悉一下（跟用纸答题区别很大，太傻、寄托论坛上有下载）。 

2、请浙大一个外语系师妹做家教练好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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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07 04:47网易博友227

回复 |  删除

我个人经验觉得TOEFL和GRE在录取的时候并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对中国人来说。为了将来更好的做研

究，好好准备一下，考个像样的分数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2009-02-02 02:47iveney

回复 |  删除

我覺得出國留學嘛，有能力就好。

iBT其實很簡單的啦⋯⋯

考90分是高中畢業水平

考100分是複習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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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归来 无奈  

2009-02-10 00:04:18 |  分类：  学习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科学科学    

这些不是书，而是科学，科学的道路指引我前进。

今天家里终于寄来了我早年最重要的几本藏书，1979 年的三期《科学》杂志 (科学美国人中文版)，

以及 1974 年的《科学年鉴》，时隔多年再次看到它们，不禁感慨万千。这些珍贵的书籍杂志是早在

我读初中时无意中得到的，如今距离初中毕业已经超过 10 年了⋯⋯ 下面是一些重要的文章存照：

(数码相机真是太重要了)

《旋错》──《科学》1979 年 2 月号：

《算法的有效性》──《科学》1979 年 3 月号：

《超引力与物理学定律的统一》──《科学》1979 年 4 月号：

《中微子失踪案》──《科学年鉴》197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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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家乡归来 2011-02-09 17:48:14

Apple Aperture 3 2010-02-10 11:07:5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转载

1999 年我读高中时正式开始订阅《科学》杂志，这是我通过邮局订阅得到的第一本科学杂志：

《黑客如何侵入⋯⋯又如何被逮住》──《科学》1999 年 1 月号：

我在高中期间总共订阅了 1999 和 2000 两年的《科学》杂志，现在它们都在我公司的办公桌上

了。考上浙江大学以后一开始对杭州不熟，没有条件继续买科学杂志，后来我在浙大之江校区图书馆

里重新找到了它们，然后大三开始我发现玉泉校区附近的书报亭竟然直接有售，于是一直购买至今。

2005 年 11 月开始《科学》杂志中文版停刊，2006 年初由另一家出版社接手翻译工作继续出版并

改名为今天的《环球科学》。几个月前我在科学美国人网站上花 $40 订阅了英文电子版，因此获得

了 1993 年至今每期英文版的下载权限，现在终于有机会把过去几年里缺失的部分补上了⋯⋯

这就是我跟 Scientific American 之间的故事。

阅读(2502)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春节假期归来 无奈  

网易博友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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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15 15:40

回复 |  删除

两年磨一剑 Debian GNU/Linux 5.0 lenny正式发布! 

自去年9月跳票以来，Debian 5.0终于如期在西方国家的情人节发布。离上一个stable 

4.0 Etch(2007-04-08)过了快两年，一小时前Debian.org终于放出5.0 Lenny的安装is

o,这标志着Lenny正式从testing变成stable.同时下一个版本squeeze正式进入testing.

两年磨一剑，经过两个Beta,两个RC的开发.5.0 Lenny总算stable了！原定去年9月发布

的 Debian GNU/Linux 5.0（代号为“Lenny”）今天正式发布。Debian 5.0的主要软

件包包括:Gcc 4.3.2 Glibc 2.7 Perl 5.10.0 kernel 2.6.26 Apache 2.2.3 PHP 5.2.6 

Python 2.5.2 Vim 7.1等。可以从Etch 4.0完美升级到Lenny. 官方声明还没出来。让

我们期待下一个stable Squeeze吧！ 

2009-02-13 04:16Fish.NET

回复 |  删除

那时候就看这种天书？仰慕啊！

2009-02-11 19:17网易博友3

回复 |  删除

确实能学习到很多东西。

2009-02-10 09:08阿珂

回复 |  删除

哎，你果然发了，汗

2009-02-10 03:37qiusf163

回复 |  删除

高中就看这么复杂的书哦~~~~~~~~~~

2009-02-09 19:27cftc

回复 |  删除

orz，俺是从水木上链接过来的。。一看原来是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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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Debian GNU/Linux 5.0 发布 (zz)  

2009-02-13 23:40:22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无奈无奈    

自从 2 月 1 日回杭州以后我就没过上好日子。不过到昨晚为止，终于把 ILC 09 论文给定稿了，过

去 10 来天里我把论文整个重写了一遍，改正了几乎所有语法错误，加入最近的进展，再把无聊的部

分删掉，最后补全背景知识和所有参考文献。这篇论文竟然花掉我这么多时间。

去 MIT 的事情不太妙，确切地说我有点儿打退堂鼓了。都这个时候了我的护照还没办好，会议邀请

函不明，签证更是无从谈起了。而且，我对昂贵的旅行费用有些舍不得，机票和食宿至少要花掉两

万，这笔费用加上今年的 LispWorks 维护费又要耗去我大半的积蓄了。四天花掉三个月薪水这种事

情我还是干不出来，只能怪自己不幸生在中国了。能发论文我已经很知足了，我也不能把 09 年的四

分之一都耗在这件事上，后面的计划还有很多呢。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零乱了。几个跟 Lisp 有关的开源项目需要把先前承诺的事情做完，中国人在开源

社区里虎头蛇尾的案例还是比较多的，我绝对不能落入俗套。本职工作方面主要是继续研究 Solaris,

Cfengine 和 Heartbeat，鉴于网易公司对我的定位，今天我打算只把已经展开的几件事做完，暂不

考虑其他贡献。

最近买了一本跟 TOEFL 有关的书，ETS 的官方指南，我比较笨，得从 “什么是 TOEFL” 开始学

起。考 TOEFL 这件事对我来说有百益而无一害，但对我们公司来说可就不一定了。迟早有一天我会

从杭研院顺利毕业，Mazha 和 sishen 都走了我也没太多可留恋的，只是已经开始的项目必须做完罢

了。

一年一度的情人节又到了，准备再一次混过去。公司里有几个 MM，每当我看到她们的时候都有一种

强烈地想踏踏实实做房奴的欲望⋯⋯ 不过我要克制自己的感情，并且反复提醒自己：为了学术理想，

现在我谁也养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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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Debian GNU/Linux 5.0 发布 (zz)  

2009-03-07 17:16Fish.NET

回复 |  删除

IBT那本官方指南确实蛮重要的，感觉很真题差不多（难度上稍低），主要是题型上标准啊！不过你完全可

以不买啊（顺应国际形势，节俭！），gter或者taisha上都有很多pdf资料下的，包括这本。

2009-02-28 10:33soul

回复 |  删除

至高无上的学术害苦了多少善良的mm。。。。

2009-02-15 09:20Rhythm

回复 |  删除

不妨直接发邮件过去说，俺囊中羞涩，实在是过不来⋯⋯这样一则说明情况，也不算太失礼；二则，说不

定⋯⋯就给你报销了 :D

2009-02-15 02:28阿珂

回复 |  删除

英文名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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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14 11:12lenciel

回复 |  删除

帅哥，presentation是浮云。继续加油，一定要干到他们来请你去讲。食宿全包，还送美女一百，黄金万

两....

2009-02-14 07:12 氷河

回复 |  删除

网易博友233

ILC能去还是去一下吧，到MIT多住几天就当是旅游一趟了。一般会议如果paper录了不去present是很失礼

嗯⋯⋯ 我想我可以找到一个肯定会去的人帮我做 present，如果必要的话。

2009-02-14 00:47网易博友233

回复 |  删除

ILC能去还是去一下吧，到MIT多住几天就当是旅游一趟了。一般会议如果paper录了不去present是很失

礼的事情，你找到人帮你present了吗？

2009-02-13 16:46monochrome

回复 |  删除

情人节一年只有1次，还是把握住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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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ian GNU/Linux 5.0 发布 (zz)Debian GNU/Linux 5.0 发布 (zz)    

Debian GNU/Linux 5.0 
2009 02 14

Debian  22 Debian GNU/Linux 5.0 (
“Lenny”) Debian GNU/Linux   12 

KDE Gnome Xfce  LXDE   FHS v2.3  LSB 3.2 

Debian GNU/Linux  
Sun SPARC (sparc) HP Alpha (alpha) Motorola/IBM

PowerPC (powerpc) Intel IA-32 (i386) IA-64 (ia64) HP PA-RISC (hppa) MIPS (mips, mipsel)
ARM (arm, armel) IBM S/390 (s390)  AMD64  INTEL EM64T (amd64)

Debian GNU/Linux 5.0 “Lenny”  Marvell  Orion  
 QNAP Turbo Station HP mv2120  Buffalo Kurobox Pro “Lenny” 
 (Netbook)  Eee PC “Lenny” 

Emdebian  Debian   ARM

Debian GNU/Linux 5.0 “Lenny”  ARM EABI  “armel”
 ARM   ARM  (arm) 

 K  3.5.10 (KDE)   GNOME 
2.22.2 Xfce 4.4.2 LXDE 0.3.2.1 GNUstep   7.3 X.Org 7.3 OpenOffice.org
2.4.1 GIMP 2.4.7 Iceweasel 3.0.6 (  Mozilla Firefox) Icedove 2.0.0.19 (

 Mozilla Thunderbird) PostgreSQL 8.3.6 MySQL 5.0.51a GNU   (GCC)
4.3.2 Linux  2.6.26 Apache 2.2.9 Samba 3.2.5  Python 2.5.2  2.4.6 Perl 5.10.0
PHP 5.2.6 Asterisk 1.4.21.2  Emacs 22 Inkscape 0.46 Nagios 3.06 Xen Hypervisor 3.2.1
(dom0  domU ) OpenJDK 6b11  23,000 (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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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Org 7.3 X server  
NTFS   swfdec  Gnash 
Adobe? Flash?   CPU 

  
 “goplay”  

Debian 

 Debian GNU/Linux 5.0  OpenJDK GNU Java GNU Java 
Classpath  Sun  Java   Debian  “main” 
 Java 

  setuid root 
 GCC  

 PHP   Suhosin 

 

Debian GNU/Linux  DVD CD USB  
GNOME  CD  — KDE XFce  LXDE — 

 CD   Debian GNU/Linux 5.0  CD 
DVD  

 

Debian GNU/Linux   live 
 CD USB   amd64  i386  Live 

Debian GNU/Linux 5.0  
 CD  DVD  

 
 Debian GNU/Linux  63

Debian GNU/Linux  bittorrent ( ) jigdo  HTTP 
  Debian GNU/Linux   DVD CD-ROM 

 Debian GNU/Linux 4.0 (  “Etch”)  Debian
GNU/Linux 5.0  aptitude   apt-get 

Debian GNU/Linux 
  

 

 Debian GNU/Linux 5.0 “Lenny”  Thiemo Seufer   Debian 2008
12 26 Thiemo   Debian

 MIPS  Debian   Debian 
 Debian  Linux  MIPS  qemu  M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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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emo  Thiemo 
Thiemo 

 Debian

Debian GNU/Linux  
Debian   GNU/Linux

Debian  Debian  
Debian 5.0  

 http://www.debian.org/  Debian  <press@debi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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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 G2, On Lisp, and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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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G2, On Lisp, and othersG2, On Lisp, and others    

连续几天迷失在 G2 和 Chestnut 的 100 多万行 Common Lisp 代码里，难以自拔⋯⋯ 不过之前

花 $950 买的打折 LispWorks 在这件事里却帮了我的大忙，甚感欣慰。从下周起，我要严格控制对

时间的使用，每天在本职工作和个人兴趣上都有所付出，总是单线程做事最终只会害死我。

带有 Guy Steele 签名的 ILC '09 邀请函⋯⋯ 对我来说恐怕只有纪念意义了。话说回来，公安局的

办证效率够低，我服了。尽管如此，我有十足的把握在后年之前拿到护照。

《On Lisp》的翻译已经完成了，最后的收尾工作不是我做的。遗憾的是，这位当初的合作者现在似

乎有意把整个成果据为己有，无意把最新成果提交回 SVN 代码库。对此我略有不满，并且继续持观

望态度。

上周买了一个酝酿已久的 MIDI 键盘，很便宜，配合苹果下的音乐相关软件可以用来练习钢琴。这件

事给我的生活带来了额外的乐趣，我发现双手同时演奏时大脑会进入一个奇妙的多线程状态。我选了

一首很难的曲子作为起始练习曲，巴赫《赋格的艺术》第一首，4 声部赋格。我在这种音乐里看到了

数学般的严谨。

我妈试图给我的生活来个雪上加霜，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反映出了我冷酷无情的一面：我不接她的电话

了，并且短信告诉她我再也不回营口了⋯⋯ 我不知道其他家庭是怎么过日子的，反正我是个很不幸的

孩子。成长的路虽然艰辛，但这样的家庭却造就了今天的我。

阅读(1856)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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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ian GNU/Linux 5.0 发布 (zz) 3 月  

2013-06-27 20:01Ilovelisp

回复 |  删除

偶像！

2009-03-07 16:56Fish.NET

回复 |  删除

杭州市公安局办护照很快的啊⋯⋯我记得十天就搞定了。

2009-03-05 05:24cax2001

回复 |  删除

如果话费时间不长, 不如去趟.. 我要是老板,全程免费 包衣食住行.

2009-02-26 13:02阿珂

回复 |  删除

哎。 

我要是老板我就答应你。

2009-02-24 04:29Lenciel

回复 |  删除

帅哥，啥时候踢场毽球舒坦舒坦....

2009-02-23 11:29土人

回复 |  删除

好像也是比较适应单线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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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应该15个工作日之内可以拿到吧，难的应该是签证，特别是到美国的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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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3 月    

为了确保 3 月份有个好的开始，我做出了两个重大举措：

发信给 Guy Steele 和 ILC 09 委员会，告诉他们很遗憾我不能去 MIT 了。所以这件事到此为

止。

将《On Lisp》的翻译工作正式移交，LaTeX 源代码从 cl-net-snmp SVN 上删除，以后爱咋

咋地吧。

最近身体不大好：典型的维生素缺乏症，以 B 系列为主。我打算调查一下自己的日常食谱，看看到

底问题出在哪里⋯⋯

今天早上醒来以后在网上闲逛，突然发现国际电信联盟 (ITU-T) 的官方站点上又可以免费下载

ASN.1 相关标准文档了，兴奋之余终于有力气从床上爬起来，然后迅速回公司把所有相关的标准文

档都下载下来了。这件事在未来直接可以省下我一千多块钱。P.S. 现在用 Papers 管理所有 PDF 文

件，真的很方便。

上周五公司里的一个跟日志分析有关的技术讲座令我对彭博刮目相看。Rule-Based System 也正是

我系统管理项目的基础设施，2007 年我那 $2500 主要就是为了买那个随 LispWorks 企业版附带

的规则推理引擎。不过在这条路上其实逻辑不是关键，知识表示才是最重要的问题。Rete 模式匹配

算法的精髓在于每条规则必须只触发极少量的事实才能使整个推理系统达到最大的效率。用来表达一

阶逻辑语句的类，其成员变量越少越好，优化这些类的最佳方法是借助本体论。

前天老家那边一个同学来杭州出差，第一晚没有地方住，于是我给他在公司旁边的五鑫宾馆开了个房

间。晚上借光享受了一下  300 元的商务房，比我现在住的地方舒服多了，在这阴冷的天气里竟然还

能睡到干爽的被褥⋯⋯ 我妈大概还以为我拿着高薪在杭州独自享受生活呢，恨死！

最近有 MM 问我 “冰河” 昵称的由来，实在不忍心把残酷的事实告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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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 On Lisp, and others Raining Days, I Love  

2009-03-20 10:21soulyxy

回复 |  删除

最近老是听到内心冰凉，心如磐石之类的话，好受打击。anyway，我还是要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等待下

一次转角。 

口腔溃疡是我的家常病啦。高中的时候老长，大学里不长了。现在回了绍兴季节更替的时候又老长，郁闷

。告诉你几个小诀窍： 

1、溃疡长出来了再补充V12肯定不行的，已经来不及了。预防的话呢，就是在季节更替的时候，尤其是秋

冬的时候每天吃一点维生素。 

2、如果已经长出来了，而且已经破了。可以在嘴巴里含一片大蒜。先把大蒜切成片，让其在空气中暴露几

分钟，然后含在嘴巴里，或者直接放在伤口上。但此法不可多用，因为对口腔的皮肤有损。 

3、有一种药，医院的同事告诉我很灵的，叫“锡类散”吧。不过，我一直懒得出去买，因为医院里没有：

） 

4、口腔溃疡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溃疡的那几天不能熬夜，锻炼身体。其实也是和身体的体质相关的。

2009-03-19 14:58丁丁

冰河

Anna(浙江 杭州)：

网易博友128(陕西 西安)：

冰河

cax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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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提问的好残忍...

主要是网易两大单身美女追问之下，我震惊了，这几天一直没回过神来⋯⋯

说了半天还不知道咋来的

难道是那个木马软件???

太无聊了⋯⋯ 不得不澄清一下了，就是来源于《圣斗士星矢》嘛⋯⋯

不过我是因为欣赏这个动画人物的性格 (外冷内热) 才从小沿用此昵称至今的。不过我现在已经是外冷内冷，  

原来真是这样啊 ...

2009-03-13 20:55 冰河

回复 |  删除

Anna(浙江 杭州)：

网易博友128(陕西 西安)：

冰河

cax2001

楼上提问的好残忍...

主要是网易两大单身美女追问之下，我震惊了，这几天一直没回过神来⋯⋯

说了半天还不知道咋来的

难道是那个木马软件???

太无聊了⋯⋯ 不得不澄清一下了，就是来源于《圣斗士星矢》嘛⋯⋯

不过我是因为欣赏这个动画人物的性格 (外冷内热) 才从小沿用此昵称至今的。不过我现在已经是外冷内冷

，很多事情不太在乎了。MM 们万一认清了我的面目会伤心的⋯⋯

2009-03-13 15:51Anna

回复 |  删除

网易博友128(陕西 西安)：

冰河

cax2001

楼上提问的好残忍...

主要是网易两大单身美女追问之下，我震惊了，这几天一直没回过神来⋯⋯

说了半天还不知道咋来的

难道是那个木马软件???

2009-03-12 17:45网易博友128

回复 |  删除

冰河

cax2001

楼上提问的好残忍...

主要是网易两大单身美女追问之下，我震惊了，这几天一直没回过神来⋯⋯

说了半天还不知道咋来的

 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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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05 13:38

回复 |  删除

cax2001

楼上提问的好残忍...

主要是网易两大单身美女追问之下，我震惊了，这几天一直没回过神来⋯⋯

2009-03-05 05:26cax2001

回复 |  删除

楼上提问的好残忍...

2009-03-02 13:40丁丁

回复 |  删除

小猪蚁巴

网易博友129(浙江 杭州)：

冰河到底咋来的？

同问

同问

2009-03-02 04:14小猪蚁巴

回复 |  删除

网易博友129(浙江 杭州)：

冰河到底咋来的？

同问

2009-03-01 13:53网易博友129

回复 |  删除

冰河到底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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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3 月 LispWorks 续费⋯⋯  

2009-03-05 21:12:07 |  分类：  学习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Raining Days, I LoveRaining Days, I Love    

由于我全年随身携带长柄大伞，雨天对我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事实上我多多少少有些喜欢下雨

天，我以为这就是杭州的常规天气呢⋯⋯ 这样偶尔放晴甚至出太阳的时候心情就更好了。

过去的一个星期被口腔溃疡所困扰，吃东西时很难受。我早就知道口腔溃疡是维生素 B2 缺乏所带来

的副作用，但往往一旦出事再紧急补充维生素就来不及了。另外我发现市面上有三种不同原理的治疗

口腔溃疡的药物：

安慰剂：纯中药成分，唯一的效果是给人以清凉的感觉；

甲硝唑：抗厌氧菌药物，作用机制为阻碍细菌代谢；

分子碘：作用机制为卤化菌体蛋白质，从而杀灭各种微生物。

药店的推销员们往往倾向于推荐纯中药成分的，因为利润更高。比如说维生素 B2，100 片的小瓶装

只要两块钱，但如果你买所谓 “纯天然的” 就麻烦了，比如说把一吨黄瓜剁碎以后提取出来的维生

素，那就不是这个价了⋯⋯ 所以我一般都是根据说明书自行选购，凡是店员推荐的一概不卖。

说来有趣，这次我嘴里有两处 (溃疡)，一处只对甲硝唑有反应，另一处只对分子碘有反应。所以折腾

了一个星期，到明天这个时候，终于可以彻底恢复健康了。由于这件事，我已经开始改善饮食结构，

努力摄取各种营养。

最近在 Solaris 上学有所成，终于学会配置 Solaris Zone 了。这样一台 Solaris 服务器就变成了 n

台，每个虚拟系统里可以分别做不同的测试而不必担心系统被错误的配置扰乱。我在其中一个虚拟系

统里装了一个 Oracle 10g，然后今天通过公司的 Oracle DBA 拿到了最新的补丁并顺利完成了升

级，接下来要大干一场了。我把 Oracle 直接安装在 ZFS 上了。想我从 2007 年 10 月份开始阅读

Solaris 手册，到如今早已读文档破万页，终于勉勉强强可以像操作 Linux 那样随意地操作 Solaris

了。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0/08/18, 23:25Raining Days, I Love -  - 

Pagina 2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9259127526/

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启用新手机 2007-03-05 16:02:3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转载

说起来我今年的发情期就快到了，我该干点儿啥呢？

阅读(1114)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3 月 LispWorks 续费⋯⋯  

2009-03-18 09:14Lizee

回复 |  删除

感叹杭州的天气很奇妙！！忽而绵绵雨天，忽而一个大太阳，忽然又说要降温！！！

2009-03-10 13:25网易博友129

回复 |  删除

不是黄瓜，是西瓜。。。

2009-03-07 17:17Fish.NET

小鸟！！

我一天到晚溃疡的，只要累一点基本都会。。 

治溃疡有一种贴的薄膜很有效，至少在止痛方面，可以试试。。 

但是千万别贴那种一片一片的药片状贴片。。那个贴了痛死你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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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我感觉这种才是见效最快的，哈哈

2009-03-06 17:01小鸟！！

回复 |  删除

我一天到晚溃疡的，只要累一点基本都会。。 

治溃疡有一种贴的薄膜很有效，至少在止痛方面，可以试试。。 

但是千万别贴那种一片一片的药片状贴片。。那个贴了痛死你为止。。

2009-03-06 09:59Guru

回复 |  删除

干Oracle啊

2009-03-05 19:02 冰河

回复 |  删除

丁丁

可以分成4篇日志呢 ~~

买一赠三，捆绑销售:)

2009-03-05 15:09丁丁

回复 |  删除

可以分成4篇日志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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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Raining Days, I Love Lisp 宣言  

2009-03-11 01:23:50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LispWorks 续费⋯⋯LispWorks 续费⋯⋯    

爱一个软件是要付出代价的，正如爱一个人一样，只不过前者是明码标价的。今天收到了

LispWorks 公司的续费通知，于是我的 $650 (￥4450) 又漂洋过海流进英国 Lisp 程序员的口袋

了。不过庆幸的是我买得早，他们是按照 08 年涨价以前的价格折算的。可怜我迄今为止总共在

LispWorks 上花掉了 $4750，目前还一点儿回头钱没看到呢，只有一篇 ILC 论文。

上面这个是 Linux 版的，我另外还有一个去年底买的 Windows 版，这两个 license 今后每年续费

合计 $1000+。沉重的负担呢⋯⋯

字号

 评论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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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Poser Pro 2010 2010-03-11 13:53:3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4257) |  评论(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Raining Days, I Love Lisp 宣言  

2015-08-10 15:30terax

回复 |  删除

emacs 不是挺好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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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13 16:16Anna

回复 |  删除

冰河

阿珂

问题是，爱一个人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人” 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但爱一个人就得为其创造幸福生活的条件 (包括买房)，从而要花很多钱⋯⋯ 

你缺的貌似不是"闲钱",而是"闲情"!! 

当然 除非你是想买个老婆...... 

你太理性了 理性的吓人 建议不要天天对着电脑优化什么代码了 有些时候 算出来的 未必是对的 算不出来

的 也未必没有结果.... 

我想 如果你肯试着用手里的伞为某mm遮风避雨 用包里的刀为她削个苹果,刻个小像啥的 那你的爱情冰河

期估计也就快过了...... 

最后 建议有空读读有关钱钟书和杨绛的文章 相信你会有所收获的..... 

2011-10-28 10:35霜之哀伤 回复 Anna

回复 |  删除

to 1L：爱和钱没关系，但是要和某人在一起就和钱有关系了。

就算是一个女人，在接受爱意前，也得掂量掂量点对方有没这个物质基础不是？

to 3L: 理性没错,人存在本来就是可以计算的，只是不可控因素太多而已。问题不是做了事情才有

爱情什么的，要先有感觉，自然会去做，不需要任何人提醒不是？

2009-03-17 17:41fish

回复 |  删除

自己喜欢，花就花了，工作太辛苦，用点时间来享受花钱也不错

2009-03-12 20:27 冰河

回复 |  删除

Guru

赴欧采购？

远程刷卡⋯⋯

2009-03-12 17:56Guru

回复 |  删除

赴欧采购？

2009-03-11 07:26 冰河

回复 |  删除

阿珂

问题是，爱一个人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人” 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但爱一个人就得为其创造幸福生活的条件 (包括买房)，从而要花很多钱⋯⋯ 

我没这份闲钱，所以我不敢爱。

2009-03-11 06:01阿珂

回复 |  删除

问题是，爱一个人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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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11 01:54jjmmma

回复 |  删除

老大，您太富有了！



20/08/18, 23:24Lisp  -  - 

Pagina 1 di 6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9222374381/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LispWorks 续费⋯⋯   某人生日快乐  

2009-03-22 03:07:04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Lisp 宣言Lisp 宣言    

今天，2009 年 3 月 22 日，也就是国际 Lisp 会议开幕的日子，可惜作为一篇重要会议论文作者的

敝人不能参加，原因有二，再次简述如下：

护照没办出来，老家那边公安系统里出了一些罕见的技术问题导致户口查询失败了；

我很穷，没有钱用来飞到 MIT 去住上四五天再飞回来。

上述两个原因从本质上来讲都跟我不幸生在了中国有关。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人生里，我一直在忙着改变自己的命运，尽管是最近几年才意识到自己究竟在干什

么。应该说，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并且几乎没走什么明显的弯路，只不过是这条路太长罢了。我

做事一直试图同时满足三个原则：1. 具备法律依据和理论支持；2. 遵循社会公序良俗；3. 追求长远

利益。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其实唯一的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就是不停地学习──用知识和思想武装

自己以免受社会阴暗面的腐蚀。对敝人博客有持续阅读习惯的读者会发现，我的思想和各种选择经常

前后呼应，左右逢源。我经常会提前几个月甚至更久来计划一件事，然后逐渐接近目标最后一举成

功，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积累的各种知识。不谦虚地说，我的成功将是必然的，这

里面没有任何悬念。

Lisp 社区在 50 年蓬勃发展之后的今天已经和以往大不相同了。Lisp 先驱们正在排着队依次离开人

世，或者在经历了创业的失败之后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新一代的 Lisp 程序员和爱好者们大都缺乏

足够的知识面和对整个 Lisp 社区发展史的了解，他们更看中 Common Lisp 语言本身的优雅和由此

引申出的各种实用性，将自己的 Lisp 应用建立在几款流行的 Lisp 平台上并且只依赖于那些充分维

护过的基于 ASDF 的 Common Lisp 软件包 (大都列在 Cliki 或者 common-lisp.net 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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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3月12日 2014-03-22 06:06:29

进取心 2010-03-22 05:45:0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转载

我一直坚信，要想充分了解一个事物的本质，必须首先去了解它的整个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古老

的 Lisp 论文和程序如此的痴迷，而我的电脑就是一个巨大的 Lisp 历史资源宝库。很多人都不相

信，30 年前的规模达几十万行甚至上百万行代码的商业 Lisp 软件至今仍然无与伦比。这是事实，我

有一些明确的证据。在整个 Lisp 社区里，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保护那些即将

失传的重要 Lisp 代码，然后期待着有一天它们能够重见天日。

所有这些工作并非没有回报，最近我很自豪地以业余 Lisp 程序员的身份被一家软件公司雇佣，主要

工作就是维护并改进一个三十多年来应用至今的规模达 100 万行核心 Lisp 代码的古老软件

(Gensym G2)，他们视我为珍宝。这些工作并非体力活，过去的一周里我只写了 10 来行 Lisp 程序

就收回了今年 LispWorks 续费的成本。我仔细研究了某些法律文件感觉问题不大。所以从理论上讲

我再也不缺钱了，只要我能继续走好这条路。

现在我有三种不同的社会角色：

Linux/Unix 系统管理员。维护产品服务器，研究系统管理相关技术并付诸实践，定期撰写技术

文档以维持在业界的声望；

开源社区 Lisp 程序员。维护几个重要的开源 Lisp 项目，其中包括我自己从头写的；偶尔写论

文总结成果。

商业 Lisp 程序员。维护历史悠久的 Lisp 商业软件。

从下周开始，我要重新安排作息时间并且严格遵守公司的时间表了，否则将很难正确区分工作时间和

业余时间。

我是一个严肃的科研工作者，理性和科学的道路指引我前进。

阅读(14518) |  评论(2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LispWorks 续费⋯⋯   某人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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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17-05-10 17:45chuyingbbd

回复 |  删除

真真值得鼓励，鼓掌，喝彩。

2012-01-29 16:51快乐GG

回复 |  删除

冰河你好，我想我又要问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我正在看你翻译的书，但是我总是觉得不知道如何下手

，如果看到后面，我担心前面的一些命令都忘记了。并且我是自学，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弄，虽然后面有一

些练习的项目。

2011-06-13 05:14lelelewfxy

回复 |  删除

冰河老师：

我很欣赏你的才学，也很欣赏lisp语言，不过我是新手。请问lisp的开发环境是什么？linux？unix？windo

ws？XP？源程序哪里有下载？如何安装和使用？XP下可以吗？请不吝赐教！

2011-03-04 15:01momo5269

回复 |  删除

请问如果我想学lisp，我该从何做起？因为我英文不行、计算机基础也不行...曾经学过一点点c。

对了，我不仅对lisp的历史感兴趣，我对整个计算机语言的历史都很感兴趣，但我限于基础不足，很难实现

这些，请问除了需要英语还需要哪些知识才好？

非常感谢你的博客~

2009-10-24 20:17xor

回复 |  删除

离开中国吧，外面的天地很广阔。

2009-06-30 17:17 冰河

世界最快

我不懂一点英语，但也很敬佩你。 

我只是一个建筑工地上的技术员，爱好AutoCAD，并用其自带的 Auto LISP 写出了程序《钢构CAD》 

我对 LISP 的语法，感觉太太伟大了，让我这么普通的国人，也能用 LISP 写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程序，    

看了你的这些高深的论语，对你在 LISP 方面的贡献，很是敬佩。 

不知你知道由 LISP 转成 VLX 格式文件后，听说外国高手还能反译回源代码来，这点我想向你证实一下，  

如你能对我用 LISP 写出来的程序，用 LISP 高人的眼光，给予点评，我想我会更加热爱 LISP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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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你好，十分惭愧，我不懂 VLX 格式，从你的描述来看这一定是 AutoLisp 程序编译后的目标文件格式了。

就 Common Lisp 各种实现的编译过程来说，想要从目标文件还原出最初的 Lisp 源代码是不可能的。

2009-06-30 13:43世界最快

回复 |  删除

我不懂一点英语，但也很敬佩你。 

我只是一个建筑工地上的技术员，爱好AutoCAD，并用其自带的 Auto LISP 写出了程序《钢构CAD》 

我对 LISP 的语法，感觉太太伟大了，让我这么普通的国人，也能用 LISP 写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程序，

我发自内心觉得 LISP 的伟大。 

看了你的这些高深的论语，对你在 LISP 方面的贡献，很是敬佩。 

不知你知道由 LISP 转成 VLX 格式文件后，听说外国高手还能反译回源代码来，这点我想向你证实一下，

有无这么回事，占用你宝贵时间，对你表示敬佩致极。 

如你能对我用 LISP 写出来的程序，用 LISP 高人的眼光，给予点评，我想我会更加热爱 LISP 的。 

2009-04-17 18:59网易博友221

回复 |  删除

你好，我也在做G2的维护开发工作，希望有机会能多多交流哦~ 

www.awisher.com/

2009-04-16 06:54 冰河

回复 |  删除

燕山月(辽宁 大连)：

冰河大哥，您好，很佩服你在lisp上的执着和成就。

我也是一个lisp爱好者，一直在学，可惜没有啥进展。

都说实践是最好的学习方法，我想用common lisp做游戏。

不知道能成不。另外也希望您能多关注一下ccl这个lisp实现，

我觉得不错的哈

CL-SDL

2009-04-11 14:11燕山月

回复 |  删除

冰河大哥，您好，很佩服你在lisp上的执着和成就。

我也是一个lisp爱好者，一直在学，可惜没有啥进展。

都说实践是最好的学习方法，我想用common lisp做游戏。

不知道能成不。另外也希望您能多关注一下ccl这个lisp实现，

我觉得不错的哈

2009-03-25 15:30restart

回复 |  删除

继续欣赏冰河

2009-03-24 11:50dyson

冰河

最近这里?ppmm?特别多，怪了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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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MM多是好事。

2009-03-23 12:28 冰河

回复 |  删除

最近这里 ppmm 特别多，怪了事儿了⋯⋯

2009-03-23 11:24丁丁

回复 |  删除

小猪蚁巴

排版灰常简洁有条理，要重点有重点（标红），要 链接有链接，文章层次分明，建议推广滴mm们来学

习下

你中毒了 小猪姐。。。还真的推荐过来

2009-03-23 11:20小猪蚁巴

回复 |  删除

排版灰常简洁有条理，要重点有重点（标红），要 链接有链接，文章层次分明，建议推广滴mm们来学习

下

2009-03-23 11:16小猪蚁巴

回复 |  删除

虽然看不懂，但领悟到了精神

2009-03-23 03:08Lizee

回复 |  删除

我的思想和各种选择经常前后呼应，左右逢源？ 

有语病！！！~~

2009-03-23 02:09阿珂

回复 |  删除

冰河

阿珂

别yy了，帮我先吧

咳咳⋯⋯ 严肃点儿！

笑一笑么，你就是太严肃了所以找不到mm...

2009-03-22 16:58 冰河

回复 |  删除

阿珂

别yy了，帮我先吧

咳咳⋯⋯ 严肃点儿！

仰望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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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22 10:32

回复 |  删除

有意思

2009-03-22 01:45阿珂

回复 |  删除

别yy了，帮我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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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Lisp 宣言 多线程  

2009-03-27 10:55:11 |  分类：  朋友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某人生日快乐某人生日快乐    

今天是 かわい MM 的生日，希望她能收到我寄出的小礼物。有些人是无法接近的，但一份心理上的

寄托却可以令我放开思想，专心追求另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抽象世界。

P.S. 本博客计划在未来 7 天里换个主题表示一下。

阅读(3804) |  评论(1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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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Maintenance for LispWorks Enterprise (64-bit) for Linux 2008-03-26 20:36:4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Lisp 宣言 多线程  

2009-03-30 06:58Fish.NET

回复 |  删除

Anna(浙江 杭州)：

乍一进来吓一跳, 关公突然咧嘴笑; 

定睛一看才明了, 原是伊人寿辰到. 

自古郎才配女貌, 难道月老不知道? 

可怜海啸人手少, 红线无奈自来绕. 

转念劝君横刀笑, 自有馅饼天上掉; 

道是春光无限好,一花障目百花闹. 

好诗。。。诗人。。。

2009-03-29 17:53Rhythm

回复 |  删除

还以为我进错blog了⋯⋯

2009-03-29 04:41Anna

乍一进来吓一跳, 关公突然咧嘴笑; 

定睛一看才明了, 原是伊人寿辰到. 

自古郎才配女貌, 难道月老不知道? 

可怜海啸人手少, 红线无奈自来绕. 

转念劝君横刀笑, 自有馅饼天上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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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道是春光无限好,一花障目百花闹. 

2009-03-28 08:11moqi

回复 |  删除

追mm实况呀，勇气可嘉，做法不赞。

2009-03-28 03:57网易博友129

回复 |  删除

忘了她吧，世界上还有很多更有意义的事情等着你做。

有些人没有老婆但生活充实，有些人有了老婆但仍是孤独。

人与人之间的感觉只是一时心理上的相互作用，因情感而生的东西必然会因情感的变化而变化。

2009-03-28 03:02阿珂

回复 |  删除

哎...

2009-03-27 12:52Guru

回复 |  删除

文风偏软

2009-03-27 08:53monochrome

回复 |  删除

期待新主题

2009-03-27 07:31joyous

回复 |  删除

有蛋糕吃么？

2009-03-27 06:03萝卜

回复 |  删除

阅

2009-03-27 06:03cyq

回复 |  删除

关注未来7天

2009-03-27 05:40丁丁

回复 |  删除

关注未来7天

2009-03-27 04:32行者无疆

关注未来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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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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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线性文字A 2013-03-31 17:04:3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某人生日快乐 怀旧  

2009-03-31 22:49:46 |  分类：  学习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多线程多线程    

某人收到了我的生日礼物。繁华落尽之后，生活还得继续⋯⋯

最近开始重学 POSIX Threads 编程。大四的时候曾经学会过，后来长期不用忘记了。多线程编程对

我很重要，无论是 SNMP 查询还是商业规则引擎都会用到。其实我的整个学术生活又何尝不是多线

程的，要确保每个线程里的工作都能够有所建树，实在是件很有挑战的事情。Any way, that's my

life.

在网易工作三年都没有经历过如此具有挑战性的事情⋯⋯ 总之在未来的一个月里，我要挑战一下自己

智力的极限，Dead or Alive, I have to choose one.

阅读(1401)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某人生日快乐 怀旧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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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2009-04-03 21:52StarVirgo

回复 |  删除

阿达(上海)：

居然沙发？

人的主动思考过程似乎还是单核的——同一时间一般只能专注于一件事，切换也往往很慢。挑战自己是不错

看了最近的百家讲坛，觉得冰河其实跟武松属同一类型，而并不像 Hyoga (Hyoga 这个形象本来就不具备

典型性)。

2009-04-01 04:32阿达

回复 |  删除

居然沙发？

人的主动思考过程似乎还是单核的——同一时间一般只能专注于一件事，切换也往往很慢。挑战自己是不

错的，不过千万别把自己越弄越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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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多线程 New 17-inch Macbook Pro in Two Weeks  

2009-04-03 11:03:16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怀旧怀旧    

德生 PL757 收音机，2000 年购于辽宁营口

今天醒的特别早，大概是因为心里还想着昨晚未完成的工作吧。临出门的时候，突然看到书桌上的收

音机，一时兴起想看看还能响不，结果电池已经耗尽了。于是把它带到公司，把蓝牙键盘里快要用完

的电池装到收音机里，于是它又可以正常工作了。我在公司里的位置靠窗，附近电脑不多，所以广播

干扰少，信号特别好。

这是一台德生 PL757 收音机，2000 年我读高三的时候攒钱买的。当时 PL757 是德生最好的收音

机，液晶显示，数字键盘直接输入频率，全波段支持。当时我用每天中午 5 元钱的伙食费攒出 200

多元来买了这台收音机。在我没有电脑的年代里这台收音机给我带来了很多乐趣。特此怀念一下。

阅读(1037)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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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Symbolics Genera Documents 2008-04-02 23:49:0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转载

多线程 New 17-inch Macbook Pro in Two Weeks  

2009-05-04 15:55Fish.NET

回复 |  删除

丁丁

Fish.NET

学校发的那个破收音机我还一直在用。杭州的广播台很多，信号都很不错。

学校有发么  我分明记得我为了考试 专门去跟老师买一个考试专用收音机  ...

那大概你们这级已经没了。。。

2009-04-07 15:29丁丁

回复 |  删除

Fish.NET

学校发的那个破收音机我还一直在用。杭州的广播台很多，信号都很不错。

学校有发么  我分明记得我为了考试 专门去跟老师买一个考试专用收音机  ...

2009-04-07 05:55小勤

回复 |  删除

怀旧。。。大学的时候有FM96.8 amy的鬼故事，哈哈~

后来蓓蓓翻出了她的旧广播，有段时间我们每天晚上抛弃电脑听着广播看看书，也非常享受~

阿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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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06 03:39

回复 |  删除

怀旧。。。

2009-04-03 13:46Lizee

回复 |  删除

我有个好朋友每晚必须用收音机收听音乐直到睡着，然后早上很早起床听收音机新闻，好像从小学就一直

有这个习惯，直到大学～目前不知道

2009-04-03 06:12Fish.NET

回复 |  删除

学校发的那个破收音机我还一直在用。杭州的广播台很多，信号都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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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怀旧 年假  

2009-04-07 02:03:44 |  分类：  Appl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New 17-inch Macbook Pro in Two WeeksNew 17-inch Macbook Pro in Two Weeks    

还记得 2008 年初买第一部苹果笔记本的时候 [1]，我花光了手头全部积蓄并且把当时的信用卡额度

也刷光了。那时我说过一句话，“生产资料全部搞定，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用好手上的优良工具，让

它们有效地为我的工作和学习服务了”。事实证明，我没有食言，整个 2008 年的所有成果都是拜这

部电脑所赐。

今天，我的 15-inch MacBook Pro 笔记本电脑仍然完好如初，几乎跟新的一样。而且内存和硬盘

还做了不小的升级，并且额外购买了苹果的延长保修。出于种种理由，我要宣布一个筹备已久的计划

────两周以后，用公司发的消费券 (另外再添点儿钱) 入手一台新的 17-inch MacBook Pro 笔

记本电脑；现有的本本在本月底之前完成数据迁移再将其送到苹果维修点清理掉一点儿积压的瑕疵，

最后，转赠给我最要好的一个朋友，以部分报答其知遇之恩。

然后我要开始系统学习 Blender 了。

阅读(2148)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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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清明假期的一些感悟 2013-04-07 17:48:34

一切正常 2012-04-07 17:58:29

清明 2008-04-07 06:41:4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怀旧 年假  

2009-04-08 08:21 冰河

回复 |  删除

风轻扬

"用公司发的消费券 (另外再添点儿钱) "

不公平啊，公司给你发了多少消费券？竟然加点钱就能买大熊猫了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 1k 消费券对于拉动内需的作用，以及 “点儿钱” 的实际数额

2009-04-08 07:16风轻扬

回复 |  删除

"用公司发的消费券 (另外再添点儿钱) "

不公平啊，公司给你发了多少消费券？竟然加点钱就能买大熊猫了

2009-04-07 08:11B.E.

回复 |  删除

我也等

2009-04-07 05:52阿珂

回复 |  删除

我等着收礼了。。。



20/08/18, 23:23New 17-inch Macbook Pro in Two Weeks -  - 

Pagina 3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9372344125/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20/08/18, 23:22 -  - 

Pagina 1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93831454759/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Debian GNU/Linux 4.0 released 2007-04-08 16:49:0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New 17-inch Macbook Pro in Two Weeks 垃圾桶艺术  

2009-04-08 03:14:54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年假年假    

我还从来没请过这么多年假，包括本周剩余的三天和完整的下周在内总共八天。(另外留了一天以备不

时之需)

其实我既不会去旅行也没有特别的私事，只是接手了一个时间紧迫并且难度极大的 Lisp 项目。为了

最大限度地利用宝贵的时间同时还不损害到本公司利益，只好先牺牲掉我的年假了。

总之，4 月 20 日之前，敝人将全天候致力于本公司无关的事务，不受考勤控制，可能在家，也可能

在图书馆，可能在网上也可能不在，即使出现在公司里也跟系统管理完全无关。

预祝各位同事工作愉快。

阅读(831)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New 17-inch Macbook Pro in Two Weeks 垃圾桶艺术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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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2009-04-08 10:09 冰河

回复 |  删除

丁丁

我总觉得是我带动了年假飓风。。。

对，这招就是跟丁姑娘学的

2009-04-08 06:27 冰河

回复 |  删除

深蓝

阿珂(CK)

我就知道你会发炫耀贴。。。 

低调点行不？

低调了就不是binghe了，如果大家都是闷声发大财，这个世界就会失去很多乐趣的

我觉得那些闷声发大财的人只有两种可能：1) 财路不正，2) 机会有限。

在一个完全没有竞争者的环境里，我根本没必要掖着藏着。

2009-04-08 05:36阿珂(CK)

回复 |  删除

深蓝

阿珂(CK)

我就知道你会发炫耀贴。。。 

低调点行不？

低调了就不是binghe了，如果大家都是闷声发大财，这个世界就会失去很多乐趣的

哎...

2009-04-08 05:16深蓝

阿珂(CK)

我就知道你会发炫耀贴。。。 

低调点行不？

低调了就不是binghe了，如果大家都是闷声发大财，这个世界就会失去很多乐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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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9-04-08 03:56丁丁

回复 |  删除

我总觉得是我带动了年假飓风。。。

2009-04-08 00:54阿珂(CK)

回复 |  删除

我就知道你会发炫耀贴。。。 

低调点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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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年假 Lisp -> C  

2009-04-09 18:42:01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垃圾桶艺术垃圾桶艺术    

年假期间来点儿轻松的话题。

众所周知，很多垃圾桶都带有两个桶，分别标有 “可回收垃圾” 和 “不可回收垃圾” 字样，一个是

黄色的，另一个是绿色的，但垃圾桶和颜色之间对应关系是怎样的呢？正确答案是不一定。让我们具

体揣摩一下垃圾桶设计者们的观点吧：

1 号垃圾桶没有用文字来说明具体什么是 “可回收/不可回收垃圾”，但给出了明显的图示。其中每

张图里的三个拐弯的箭头表明此垃圾桶的设计者认为绿色代表 “可再生” 或者 “可循环利用” (参

考 “绿色食品” 或者 “绿色能源”)，至于黄色嘛，只好留给旁边的不可回收垃圾了。我猜测此垃圾

桶的设计者是一位环保主义者。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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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号垃圾桶采用了明确的文字表达：“可回收物” 包括 “纸类，玻璃，金属，塑料等”，“其他垃

圾” 包括 “剩饭菜，瓜果壳，灰土等”。此垃圾桶上的插图也暗示了 “绿色” 代表 “可再生”，

但同时也指出 "黄色" 代表某些捡破烂者非常不喜欢的生活垃圾的颜色 (灰土，粪便之类的⋯⋯) 因

此，我猜测这位设计者同样具备环保意识，同时还是个对 “同行” 很体贴的人。

至此，如果大家以为绿色就是代表 “可回收垃圾”，那么就错了，因为也有很多垃圾桶是下面这个样

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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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清明假期归来，新的征程 2014-04-08 18:14:0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转载

最后这两个垃圾桶是一样的，但跟前两个垃圾桶的颜色完全相反。其中绿色垃圾桶上的文字说，不可

回收垃圾仅指厨房垃圾，例如瓜壳，果皮等。说白了不就是那碧绿的西瓜皮嘛⋯⋯ 至于黄色垃圾桶，

上面给出了一大堆值钱的东西：纸类，塑料，橡胶，玻璃，金属，纺织品，竹木类⋯⋯ 就差把人民币

和那黄澄澄的金子也一并列上了。由此可见这批垃圾桶的设计者是一个非常俗的人，简直俗不可耐，

而且还是个财迷。当然也不排除其本人就是业余捡破烂的。

综上所述，为了不把垃圾扔错，最好先把垃圾桶上的标识看清楚了再说，切不能轻易根据颜色来判断

啊⋯⋯

阅读(2672) |  评论(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年假 Lisp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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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9-08-20 18:35 冰河

回复 |  删除

moqi(浙江 杭州)：

这批照片是最近拍的不？根据西湖城管办的回复，这批垃圾桶现存已经不多，而且逐步被替换中。在马路上

感谢提供这一信息；照片就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拍的。

2009-08-20 03:15moqi

回复 |  删除

这批照片是最近拍的不？根据西湖城管办的回复，这批垃圾桶现存已经不多，而且逐步被替换中。在马路

上实行垃圾分类被证明不可行。

2009-04-10 18:00 冰河

回复 |  删除

StarVirgo(辽宁 大连)：

新加坡的垃圾箱经常是并排三个，

一、铝制品

二、塑料制品

三、其他

简单明确。不会发生一个怀着不想弄错的心去扔垃圾的人最终扔错的悲剧。

回收时也方便，回收者无需二次筛选。

值得借鉴。

据传日本的垃圾分类更强呢

2009-04-10 15:58StarVirgo

回复 |  删除

新加坡的垃圾箱经常是并排三个，

一、铝制品

二、塑料制品

三、其他

简单明确。不会发生一个怀着不想弄错的心去扔垃圾的人最终扔错的悲剧。

回收时也方便，回收者无需二次筛选。

值得借鉴。

2009-04-10 07:30Lizee

回复 |  删除

其实忽略了还有色盲或者色弱者存在~

2009-04-09 15:50丁丁

有意义的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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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9-04-09 15:16仰望天空

回复 |  删除

同样的设计放在国外可能就保证垃圾正确到位，只要是国民意识问题吧

2009-04-09 15:04Rhythm

回复 |  删除

难道你年假的项目是环保主题？

2009-04-09 14:21Guru

回复 |  删除

还差研究出杭州城里这两种情况的出现比例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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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垃圾桶艺术 Apple Time, Revised  

2009-04-19 14:30:31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Lisp -> CLisp -> C    

充实而有意义的年假终于结束了。实践表明，对于某些雇主来说我是个罕见人才。从一份不小心

泄露出来的聊天记录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他们对我礼敬有加：

... we have very few resources now that can perform non-trivial unfamiliar technical

work (i.e., work of a novel technical nature). I'd list only Chun and ... in this category

as of now ...

尽管他们也把我称为 resource。(我讨厌所有 HR 的主要原因)

其实很多时候我并不是真的在写 Lisp 程序，我在写 C 程序────任何一个现代操作系统上的

Lisp 实现 (编译器 + 运行时环境) 里总要有一部分底层代码不是用 Lisp 本身写的：汇编，C 甚至有

时是 Java。而这些非 Lisp 代码，为了在其上层实现 Lisp，往往在编程技巧上能够达到该语言表达

能力的极限。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以及未来的几个月里，我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堆 C 代码。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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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滨江的第一个周末 2010-04-18 18:42:59

终于见识商业软件的技术支持了 2007-04-19 17:31:2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转载

再次成为舒适堡会员已经快一个月了。舒适堡有三个优势让我感觉这笔开支非常值得：1) 洗浴设施先

进，2) 瑜伽课程对我改善身体柔韧性更好地踢毽球有所帮助，3) 健身 MM 们十分养眼。

实测表明，我的腿部肌肉和力量相当不错，这是拜毽球运动所赐。至于我那可怜的胸肌，就没法提

了⋯⋯

继 kghost 之后 SA 组又有一员干将学成毕业，即将调到广州办公区工作去了。将杭研院 SA 组的技

术传播到公司的其他部门，是件好事。估计在整个网易公司里，只有我这里才可以让一个系统管理员

足够清闲、广泛接触各种有用的资料，并且专心地学习和提高自己。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和经济危

机背景下的 IT 环境里，保持技术优势对于一个技术人员来说至关重要。

带着三分无奈七分不情愿，我对网易越来越满意了。

阅读(5341)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垃圾桶艺术 Apple Time, Revised  

2012-04-26 16:10dyfduck

就是混合编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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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9-04-23 16:03Anna

回复 |  删除

冰河

Anna(浙江 杭州)：

自从看了<<杜拉拉升职记>>之后就对HR这个玩儿人的职位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嘿嘿~~ 

嗯....?顺便土问下?照片里是什么东东???? 

还是.....?只想说你是...."银材"?^_-?

照片里是个装纸巾的礼盒

-.-||| 哦 了了~ 谢谢....

2009-04-22 14:21 冰河

回复 |  删除

Anna(浙江 杭州)：

自从看了<<杜拉拉升职记>>之后就对HR这个玩儿人的职位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嘿嘿~~ 

嗯....?顺便土问下?照片里是什么东东???? 

还是.....?只想说你是...."银材"?^_-?

照片里是个装纸巾的礼盒

2009-04-22 11:54Anna

回复 |  删除

自从看了<<杜拉拉升职记>>之后就对HR这个玩儿人的职位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嘿嘿~~ 

嗯.... 顺便土问下 照片里是什么东东???  

还是..... 只想说你是...."银材" ^_- 

2009-04-22 09:41sishen

回复 |  删除

狂bs你，都说了没感情色彩的...

2009-04-20 07:47阿珂(CK)

回复 |  删除

哦

2009-04-20 05:25Lizee

回复 |  删除

冰河

Lizee

哪个gg要走的？还真有些舍不得~

赞⋯⋯ 那你负责把 azuwis 留下来好了

！！！！

 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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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20 05:14

回复 |  删除

Lizee

哪个gg要走的？还真有些舍不得~

赞⋯⋯ 那你负责把 azuwis 留下来好了

2009-04-20 03:52Lizee

回复 |  删除

哪个gg要走的？还真有些舍不得~

2009-04-19 10:25Fish.NET

回复 |  删除

甚为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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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从 Lisp 程序员的视角看 Java 语言的缺点 2011-04-24 19:47:06

Lisp -> C 奋斗⋯⋯ 奋斗⋯⋯  

2009-04-25 21:38:26 |  分类：  Appl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Apple Time, RevisedApple Time, Revised    

时间过得真快。说实话，新的苹果本本并没有带给我什么明显的快感，相反却有一种到达顶点后的空

虚⋯⋯

生活还得继续。

阅读(2218)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评论这张

Lisp -> C 奋斗⋯⋯ 奋斗⋯⋯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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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2012-05-19 19:41hwsqy

回复 |  删除

我也想入手一台苹果笔记本了。

用于工作和学习，请博主给点建议：）

mbp 14的还是15的呢？

17的我觉得太贵啦。

2009-04-29 14:14网易博友216

回复 |  删除

你悟到了。

2009-04-26 17:00 冰河

回复 |  删除

阿珂(CK)

太炫耀了，看不下去了。。。

拜托⋯⋯ 有房、有车、已婚、甚至连小孩儿都生完的都到一边儿呆着去⋯⋯

2009-04-26 15:24B.E.

回复 |  删除

是炫耀啊！！！  话说你上一台本本比我还晚买呢。

2009-04-26 14:26阿珂(CK)

回复 |  删除

太炫耀了，看不下去了。。。

网易博友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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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25 19:38

回复 |  删除

工作就是好啊。。

学长真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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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五一总结 2010-05-04 05:43:23

Apple Time, Revised 自然规律  

2009-05-04 00:23:27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奋斗⋯⋯ 奋斗⋯⋯奋斗⋯⋯ 奋斗⋯⋯    

“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只要一想起这几个字我就想哭⋯⋯

阅读(1169)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评论这张

Apple Time, Revised 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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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2009-05-04 19:10 冰河

回复 |  删除

Anna

momo~~?ls两位?那你们换着想吧..... 

还有?右上角那姐姐的一字胡贼个性啊....?==|

不好意思，那是上嘴唇！

2014-11-19 20:24yanxu_online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笑惨我了...不过伞哥真的是多才多艺呀！

2010-03-26 06:27mint.amore

回复 |  删除

那些画是谁画的?

2010-03-26 07:03 冰河 回复 mint.amore

回复 |  删除

me

2009-05-14 09:10阿珂(CK)

回复 |  删除

冰河

Anna

momo~~?ls两位?那你们换着想吧..... 

还有?右上角那姐姐的一字胡贼个性啊....?==|

不好意思，那是上嘴唇！

油菜

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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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04 18:41

回复 |  删除

momo~~ ls两位 那你们换着想吧..... 

还有 右上角那姐姐的一字胡贼个性啊.... ==|

2009-05-04 15:37Guru

回复 |  删除

“没过上一天穷日子”────只要一想起这几个字我就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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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 奋斗⋯⋯ 安全第一  

2009-05-05 01:08:03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自然规律自然规律    

即便冬天再冷，夏天还是一样热；今天吃得再饱，明天也会饿；无论多么疲倦，只需睡一觉，醒来以

后就又可以继续我未竟的事业了⋯⋯ 自然规律无法抵挡，却总能给我希望。

其实最近发生了很多事。钱不再是问题以后，我每月多花￥150 换了间卧室，面积比原来大一倍，以

后终于可以不用跟连城那只比我还高的玩具兔子挤一张单人床了；在新本本的基础上买了两个我一直

以来希望拥有的工具软件：Adobe Acrobat 9.0 Pro 和 Poser Pro。说到这里，我得表扬一下

Adobe 公司了：Adobe 软件在中国国内的销售价格远低于其美国价格，即便加上 17% 的增值税，

理由就是 “充分考虑到了中国地区用户的消费水平”。微软和苹果真该好好向 Adobe 学习一下。不

过除此以外，我就没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得瑟行为了，生活一切照旧。迟早有一天我要出国留学的，今

天多攒几个钱明天也许可以少刷几个盘子吧⋯⋯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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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需要昨天去书店买了本《Windows 核心编程》，然后一夜之间我就变成 Windows 程序员

了。想当年读高中的时候我就在 Visual C++ 6.0 上写 GUI 程序 (1998-2001)，没想到十年后的今

天我还在用同样的 VC 6.0 维护商业软件，只不过这里边大部分 C 代码是从简洁的 Common Lisp

代码翻译而成的。初中时自学的 C 语言，现在终于看到点儿回头钱了⋯⋯

经过我仔细的对比，我发现 Windows 系统编程比 Linux/Unix 下的编程复杂多了，而且不得不钦佩

微软在没有 Unix 标准束缚的情况下设计出了非常优美而实用的一整套 API，不过由此带来的跨

Windows 版本兼容性问题似乎也很棘手。另外新特性来得太晚了────我亲眼目睹了几个几乎可

以解决我所有需求的 Win32 API 只支持 Vista 及其以后的系统而我的代码必须能够支持 Windows

XP。

我有点儿明白 Windows 系统 bug 多多的一个原因了，微软的程序员在技术上应该和其他公司的程

序员没有本质区别的，但 Windows 系统本身相比其他 Unix 系 OS 来说过于复杂了，因此更多的漏

洞在所难免。其实随便关注一下商业 Unix 系统，例如 Sun Solaris 就会发现，Solaris 几乎是每天

都有新补丁的，而且自从传出被收购的消息以后补丁发布更频繁了────大概 Sun 员工们觉得再

不好好干活以后没机会了吧；Linux 系统里的各种问题，假如把所有软件包的所有问题都考虑进去的

话，问题肯定是最多的。所以，在为开源软件和 Linux 系统鼓吹了多年之后的今天，我有些同情微软

了，能把 Windows 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也很不容易呢⋯⋯

在 azuwis 走后，我要回到 SA 组日常工作中来，并且要开始把过去在系统监控上所有积累的成果付

诸实施。一直以来，SA 的工作方式是：一部分人努力维持现状，而另一部分人则在此基础上用新技

术来逐渐提高生产力。自从 kghost 走后，我花了一年多研究 SNMP，结果 SA 组的发展速率变慢

了。现在的要点在于，必须在系统完全 out of control 之前取得一点本质上的突破，然后把更多的

人从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

最近旁观了一场历时三年有余的轰轰烈烈的爱情，从发生、发展，再到冷却、结束的全过程。这里边

我本来想插一脚的，但被她那坚贞不渝的爱情所感动，于是放弃了。没想到情节急转直下，然后转身

就被他人捷足先登了⋯⋯ 这个世界上究竟还有没有爱情，我有些糊涂了。不过好在我今年的发情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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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迫在眉睫 2013-05-05 15:10:17

苦尽甘来 2012-05-05 17:28:0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转载

经结束了，作为一个背负着 Lisp 社区希望的男人，所有的 MM 迟早都要离我而去的，我没什么可遗

憾的。

阅读(2374) |  评论(1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奋斗⋯⋯ 奋斗⋯⋯ 安全第一  

2009-12-06 12:35...

回复 |  删除

2009-05-20 05:43cyq

回复 |  删除

不过好在我今年的发情期已经结束了，作为一个背负着 Lisp 社区希望的男人，所有的 MM 迟早都要离我

而去的，我没什么可遗憾的。 

——看到这句，笑喷了，我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2009-05-07 04:41Anna

回复 |  删除

そうですか~  

Ok Sir~~:) 

PS:偶是小风扇么??? 其实偶觉得偶顶多算不识字又爱乱翻书的清风吧.....(*^__^*)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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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06 19:32 冰河

回复 |  删除

Anna

冰河

Anna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夺其MM,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  

pS:报告社长?,?发现一个bug?-----?空格引用后都变成问号了?哦也~:> 

谢谢。你是?Anna?Zhou?吗？

嘿嘿?不是啦?你不认识我滴?:> 

我也只是在zjg见过你几次?好像有一阵你常在图书馆三楼出没?戴着白手套一脸严肃的凝视你前任本本?给人  

嗯⋯.?还有一次是在教超门口?黑风衣?黑雨伞很拉风的闪过去了?当时和我同学一起?我同学说:?嘿?!?杀手哦  

再后来就是我半年前无意闯入?然后tk至今?嘿嘿嘿⋯⋯ 

PS:?一不小心还扯了不少?那个...?阅过就kill了吧?哈-.-* 

好吧，原来是 fans ^_^，顺便回答你两个问题：

1) 戴手套是因为苹果那个鼠标在手出汗以后握着很不舒服，手套可以吸汗，保持鼠标和手掌接触面的干爽

；

2) 伞是真伞，只是用法不同，主要防身罢了，另外你要注意到我握伞的手法是刀法而非剑法 (我有一把真

的日本刀)。

2009-05-06 17:12Anna

回复 |  删除

冰河

Anna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夺其MM,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  

pS:报告社长?,?发现一个bug?-----?空格引用后都变成问号了?哦也~:> 

谢谢。你是 Anna Zhou 吗？

嘿嘿 不是啦 你不认识我滴 :> 

我也只是在zjg见过你几次 好像有一阵你常在图书馆三楼出没 戴着白手套一脸严肃的凝视你前任本本 给人

感觉像是在入侵FBI⋯⋯其实一直很好奇你为什么带手套诶 可我怕冲过去还没开口问就被你直接用手枪干

掉了 呼~~~ 

嗯⋯. 还有一次是在教超门口 黑风衣 黑雨伞很拉风的闪过去了 当时和我同学一起 我同学说: 嘿 ! 杀手哦~ 

然后 我们就猜那把伞会有什么机关 枪毙了种种不靠谱的可能性后 我们一致认定那是把伪装很好的剑⋯⋯ 

再后来就是我半年前无意闯入 然后tk至今 嘿嘿嘿⋯⋯ 

PS: 一不小心还扯了不少 那个... 阅过就kill了吧 哈-.-* 

2009-05-06 12:28丁丁

回复 |  删除

文章好长啊  我只看了第一部分 总结是有钱人啊

2009-05-06 04:38网易博友241

回复 |  删除

“作为一个背负着 Lisp 社区希望的男人，所有的 MM 迟早都要离我而去的”

老大⋯⋯微斯人，吾誰與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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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05 20:01 冰河

回复 |  删除

Anna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夺其MM,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  

pS:报告社长?,?发现一个bug?-----?空格引用后都变成问号了?哦也~:> 

谢谢。你是 Anna Zhou 吗？

2009-05-05 19:58 冰河

回复 |  删除

YXY(江苏)：

windows下有全世界最好的IDE。

那个⋯⋯ 我们 LispWorks IDE 也不是吃素的！

2009-05-05 18:56Anna

回复 |  删除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夺其MM,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 

pS:报告社长 , 发现一个bug ----- 空格引用后都变成问号了 哦也~:> 

2009-05-05 18:45YXY

回复 |  删除

windows下有全世界最好的IDE。

2009-05-05 17:02网易博友14

回复 |  删除

“作为一个背负着 Lisp 社区希望的男人，所有的 MM 迟早都要离我而去的”

老兄，我订了你的RSS，不是来看你这样自恋自怜的。我更想看到你的技术成果，以及一场轰轰烈烈的恋

爱。

2009-05-05 09:45Lizee

回复 |  删除

你比我还会天花乱坠胡思乱想~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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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规律 婚礼  

2009-05-16 00:12:54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在未来，如果有一天某件不幸的事发生在了我的身上，那么我一定要问问自己 (如果还有机会问的

话)：

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

过去发生的哪些事导致了这个结果？

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的话，通过不同的选择，这件事可以最终避免吗？

可惜我无法改变任何历史。但我可以预测未来，如果在假想的未来我发生了什么不幸，那么现在做出

一些努力去消除它就一定还来得及。(如果现在无论做什么都来不及了，那么就应该在更早的过去就开

始考虑这件事。)

开得再快的汽车毕竟也只是汽车而已，跟子弹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像我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身

手敏捷并且还难能可贵地非常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显然是不可能被车撞到的。当然，交通规则和公众

舆论是按照行人资质的平均水平来设计的，保护弱者总是件高尚的事情。

字号

 评论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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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转载

我很奇怪人们往往不像考虑人身安全那样考虑其他几类安全问题。今天不努力学习，明天就可能被社

会淘汰。相比不幸被汽车撞死而言，常年沦落街头讨饭难道不是更痛苦更丧失尊严 (从而也更不幸)

的一件事吗？我拥有这个层面的认识在时间上还是比较晚的，至少是上了大学以后，不过幸运的是即

便这样我也从最初的那几轮社会淘汰里挺过来了。当然，还有另外一种理论认为如此浅显的道理其实

每个人都懂，但在实施的时候每个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侥幸心理，具体程度取决于家庭、社会和教育

背景。好吃懒做的人未必个个都没好下场，勤奋努力的人也不是人人都过上了好日子，反例的存在影

响了很多人，社会也因此形成了不同的阶层。

不久前抽时间读了一本恐怖的政治小说，之所以知道这本书的存在是因为过去在学校里曾经无意中下

载并看了同名的电影。简单地说，作者早在 1948 年就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乌托邦的必然走向，几乎精

确地预测了前苏联后期的特权阶层和当代朝鲜的社会结构，并且从理论上证明了某些熟知的社会理论

必然失败的结果。书中的理论部分写在了一本书中书《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里，总结起

来将是三句话：无知即力量，自由即奴役，战争即和平。这本书使我多年来模模糊糊的社会认识完全

体系化了，遗憾的是在这里不便深谈。

大街上到处都是美女，健身房里甚至 KFC 里也有很多，公司里偶尔也能看到一两个。总之我受不了

了⋯⋯

阅读(1309)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自然规律 婚礼  

2013-09-10 10:05jh7086

不掌握资源,光勤奋能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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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靠双手劳动的人不如掌握机器的人,掌握机器的人又不如掌握市场的人.

2009-05-18 23:53bernar

回复 |  删除

1984?

2009-05-16 06:34wangyicom000

回复 |  删除

以见到美女为荣；以见到帅车为耻！

2009-05-15 18:51dyson

回复 |  删除

大街上到处都是美女，健身房里甚至 KFC 里也有很多，公司里偶尔也能看到一两个。总之我受不了了⋯⋯

---

看来我要多上街提升一下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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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安全第一 非诚勿扰  

2009-05-19 01:48:56 |  分类：  朋友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婚礼婚礼    

上周末第一次去参加大学本科同学的婚礼。带着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以及一个 ￥29 的红包，兴致

勃勃地去跟本科同学们聚会。

多么幸福的一对新人啊⋯⋯ 初中同学，都是杭州本地人，双方父母健在，更难能可贵的是两个人都是

从事设计类技术工作的。男的是我本科同学丁传琪。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0/08/18, 23:19 -  - 

Pagina 2 di 4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941914856412/

那是我刚上大学时的第一任 MM，没想到时隔多年还能再见到。不过见到前 MM 并没有见到下面这

个东西那样令我高兴────我终于见到传说中的龙虾了，兴奋地跟虾头合了个影：

这次婚礼太 TMD 有意义了⋯⋯

阅读(1388)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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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得与失 2012-05-19 17:47:5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转载

安全第一 非诚勿扰  

2009-05-23 09:55K2

回复 |  删除

小鸟！！

你比虾头帅多了。。

同感～

2009-05-19 19:12 冰河

回复 |  删除

Lizee

汗，还有“任”排序的~_~

I've been single for 7 years.

2009-05-19 09:51Lizee

回复 |  删除

汗，还有“任”排序的~_~

2009-05-19 04:14农民

回复 |  删除

@@口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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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9 03:59monochrome

回复 |  删除

确实是龙虾更吸引人

2009-05-19 03:56丁丁

回复 |  删除

两张图一起没看清 还以为前mm就是新娘 我错了。。。

2009-05-19 03:30小鸟！！

回复 |  删除

你比虾头帅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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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夹缝中求生存 2008-05-23 09:30:5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婚礼 MSTC 四大才子  

2009-05-23 17:51:35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非诚勿扰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给了我一点希望：好好做人，将来会有机会的。

阅读(713)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婚礼 MSTC 四大才子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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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9-05-23 12:17Anna

回复 |  删除

竟然是第一个看的..... 嘿嘿 那就顺便抢个sf好了...... 

&b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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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非诚勿扰 博闻强记  

2009-05-29 01:59:57 |  分类：  朋友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MSTC 四大才子MSTC 四大才子    

以及女人和狗。

后记：最初浙大让我们有彼此认识的机会，微软技术俱乐部 (MSTC) 给了我们共同的学习方向和互

相学习的机会，从浙大本科毕业以后我们相继来到网易读研，然后有的学成毕业了，有的继续去百度

读博，只有我延期毕业还留在网易里⋯⋯

为方便网友仰慕，特提供标注。上图左起分别是 Mazha，飞飞 [狗]，萝卜，连城，粽子 [女]，冰

河。

阅读(2115) |  评论(1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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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SBCL 1.0.6 Released 2007-05-29 15:40:08

人生向何处去？ 2007-05-28 20:44:4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非诚勿扰 博闻强记  

2009-10-25 04:51圆圆

回复 |  删除

瞻仰~

那狗太可爱了，我还以为是毛绒玩具⋯⋯

2009-10-19 08:42goodchance

回复 |  删除

mazha还是mazha，冰河还是binghe

2009-06-27 05:10Restart

回复 |  删除

mazha同学刚才韩国回来啊？

2009-06-07 17:15 冰河

回复 |  删除

Ricepig(北京 海淀区)：

少了小andy嘛

唉，被你看出来了⋯⋯

2009-06-07 13:33Ricepig

少了小andy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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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9-06-04 16:45Rhythm

回复 |  删除

粽子对正文第一句很有意见⋯⋯话说还打算延期多久？

2009-05-31 02:53丁丁

回复 |  删除

哇 原来四大才子都认识哎 话说蚂蚱哥的发型变得可真是。。。

2009-05-30 19:54 冰河

回复 |  删除

moqi

求SA书架书单~

ps，上一个留言请删。

自己 OCR 去吧⋯⋯

2009-05-30 15:03joyous

回复 |  删除

binghe,我喜欢那狗，借来玩一下！

2009-05-30 07:14moqi

回复 |  删除

求SA书架书单~

ps，上一个留言请删。

2009-05-30 04:35胡晓文（男，已婚）

回复 |  删除

都好眼熟

2009-05-29 09:46pluskid

回复 |  删除

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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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MSTC 四大才子 八八加一，六六去二  

2009-05-31 23:01:17 |  分类：  学习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博闻强记博闻强记    

繁华落尽之后，再次回到我自己的世界里。最近整理了一下 SA 办公室里的书柜，由于书越来越多

了，不得不把书柜下半截也清理出来放书。然后为了拍出高清晰的照片，我特意暂时把玻璃卸下来，

然后买了个三脚架稳定相机，最后的成果就是上图。

这些书并不全是我的 (> 90%)，但实际上我还有更多的书，要么遗失，要么留在 MSTC 办公室里

了，放在公司里的这些基本上是 SA 日常所需的那部分了。按照平均 ￥50 一本来计算的话，合计资

产大概有好几千了。广博的知识面和强大的工具，是我赖以生存的两大要素。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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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医龙 2008-05-31 05:00:33

KnowledgeWorks: Hanoi Problem 2007-05-31 02:48:0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转载

Tools shape thought,

Knowledge is power.

阅读(1872)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MSTC 四大才子 八八加一，六六去二  

2013-05-12 23:35xemacs

回复 |  删除

其中很多 我也有啊

2012-05-19 19:53hwsqy

回复 |  删除

本以为自己够多了，你这个有我的两倍啊。

我的 是放在了衣柜里了。

2009-07-02 04:59阿珂(CK)

回复 |  删除

还有一本放在我身边的书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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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01 07:35moqi

回复 |  删除

仰慕的～

2009-06-01 03:30深蓝

回复 |  删除

仰慕有这么多书的人

2009-05-31 17:33胡晓文（男，已婚）

回复 |  删除

我书架上也有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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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博闻强记 孤枕难眠  

2009-06-04 12:24:11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八八加一，六六去二八八加一，六六去二    

那些不懂语义的弱智关键词过滤系统，都去死吧。

阅读(183)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博闻强记 孤枕难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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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02 04:58阿珂(CK)

回复 |  删除

哎，照你这么说，我死了好几回了

2009-06-04 12:51yinwei.163.org

回复 |  删除

别说程序 就算是懂语义的人也识别不全

2009-06-04 06:38小鸟！！

回复 |  删除

期待你开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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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八八加一，六六去二 Poser  

2009-06-10 21:45:38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孤枕难眠孤枕难眠    

最近网上流传一张美女春睡图，十分养眼，比较适合像我这种单身没人陪睡的严肃科研工作者。

话说回来，过去的几天我就睡不好觉，一闭上眼睛就想起成都那个着火的公交车。在那种情况下，就

算是我也逃不出去⋯⋯

阅读(1399) |  评论(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评论这张

八八加一，六六去二 Poser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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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2009-07-04 14:25伊人诚类

回复 |  删除

还是五百万想得开,人嘛!大不了一死,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呢!心态要调整好!

2009-06-27 00:28jerry

回复 |  删除

梦神梦仙图，咱老人也喜欢吖。特别是那穿黑衣的。羡慕你们年轻人。梦神梦仙图，咱老人也喜欢吖。特别是那穿黑衣的。羡慕你们年轻人。

2009-06-24 04:51Anna

回复 |  删除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睡个觉咋都这么折腾尼~~~ 

momo~ 

话又说回来 要是啥事儿都事先料到了 生活中哪儿还有surprise一说啊 估计那比活活烧死还让我难受...... 

2009-06-12 18:23Rhythm

回复 |  删除

你不妨到紫金港后门的那个店去再抱只兔子回来 ;-)

2009-06-11 17:04woshilang

回复 |  删除

第二个mm像是有了

2009-06-11 16:29五百万

回复 |  删除

“话说回来，过去的几天我就睡不好觉，一闭上眼睛就想起成都那个着火的公交车。在那种情况下，就算

是我也逃不出去⋯⋯”

人无法胜天，所以有时候纯理性也没啥用。。。。想那么多干啥

2009-06-11 07:48胡晓文（男，已婚）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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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9-06-11 03:59Liuliu

回复 |  删除

美女纯水图不错

2009-06-10 17:54网易博友20

回复 |  删除

孤枕难眠，难道是怀念玩具兔了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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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枕难眠 RIP, Erik Naggum (from Planet L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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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erPoser    

计算机三维人体造型软件早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便像我这样的新手也可以随意地制作带有

逼真人形的精美图片甚至动画了。不过这种高层次的消遣是需要花钱的，无论软件还是模型都不是完

全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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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转载

其实这就和拍电影是一个道理，有的导演排出来的是正经美国大片，有的导演则专攻三级片：同样的

演员，不同的剧情⋯⋯ 我多年来的愿望之一就是给我们浙大毽球协会做一套毽球演示动画，如今终于

工具齐备，大作可以开始动工了！

不过首先，我要给自己建一个模型，用最精细的参数化模型和真实皮肤贴图把自己输入到计算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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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P, Erik Naggum (from Planet Lisp)RIP, Erik Naggum (from Planet Lisp)    

(Original Post: http://xach.livejournal.com/221433.html by Zach Beane)

Erik Naggum was the first person I killfiled in GNUS. His style was sometimes shockingly blunt and aggressive. After a while,

though, I realized I was missing out, and I came to treasure the information and insight in his messages.

I learned yesterday that Erik died. I'm sorry to hear it; I occasionally contacted him to clarify or expand on some technical matter

he wrote about in the past, and he was always helpful. I thought I would just be able to do that whenever I wanted, but now it's too

late.

His death has, not surprisingly, led some people to go through the same initial experience I had, seeing some blunt and shocking

language and wondering why anyone would care about its author. Here are some links that I hope show a small part of Erik's

contributions to knowledge.

I think a newcomer would benefit from reading two in particular:

Erik Naggum's ideas and principles - each one is worth read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teractions gone wrong and interactions gone right with Erik Naggum.

Here are the rest, taken from my bookmarks:

Lisp

Unix solutions vs. Lisp solutions for the same problems

A lengthy explanation of types as they relate to CL

How much use of CLOS?

Programming in Lisp, delivering in some other language

A cute read macro dispatch scheme

Lazy-loading with SLOT-UNBOUND

Using CHANGE-CLASS for object "deletion"

"Unix quality" vs "Lisp quality", with sockets as an example

"if you can't outperform C in CL, you're too good at C. " (see the whole thread for details)

Alist vs. p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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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What Lisp could take from C

Destructors, finalizers, weak pointers

Kitchen hygiene compared to Lisp hygiene

Design patterns for Lisp

Misc

The oil industry in Norway is really big

The "Norwegian Dream" (vs the American Dream) is to win the lottery

"most everything worth doing is associated with effort and some pain"

"Western culture is favorable to mediocre people and hostile to smart ones"

Core ideas behind SGML and XML

Feedback loops of lisp, reward, punishment, psychotic environments

"the market does not in fact lead anything or anywhere"

"Just let other people have their desires and needs. Do not let them affect yours."

The purpose of a newsgroup

"Which is the best car? How do you choose?"

"One general concept of the fre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 the Net is that people are equals in principle and that their

differences are the nothing more than accidents of time."

Learning new things

"How come people with the most misguided political ideas believe revolution is the answer and people with reasonable political

ideas manage to succeed in slowly transforming their society to their liking? Please think about it."

"If you have to subordinate your defense of truth or what you believe in to who else believes it, I seriously suggest you rethink your

value system."

A tribute to Yuri Rabinsky

Adapting emacs for rapid prose editing

"It is a really bad idea to believe that one can learn to get it right from doing it wrong many times."

The purpose of higher education

Erik's computer-oriented biography

Books in Erik's library

Tokenizing/parsing

A bibop-style memory management scheme

"people seem unable to get over the fact that they no longer want to use a language and just move on to something better"

阅读(1772)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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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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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25 23:55:42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变形金刚 2变形金刚 2    

最近我这里发生了一系列很有幽默感的事情。我原本是不知道《变形金刚2》会在昨天首映的，但是

前天晚上心血来潮点了一下浏览器收藏夹里的 ”UME 明日电影“ 链接，于是就突然发现了。既然天

意如此，那必须要去看一下了。

时间过得真快，第一部《变形金刚》电影是在将近两年前放映的，2007 年 7 月左右的事情。我的博

客已经历史悠久到可以回顾我三年之内的所有经历了，我找到了当时的记录。两年后的今天，かわ

い MM 毕业、工作、平均每 6 个月见面一次，然后如今再也不理我了⋯⋯ 借第二部《变形金刚》到

来之际，我决定给这段漫长而没有结果的追求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敝人已经仁至义尽，这个

offer 就此收回以后再也不给了。

接下来要处理的是找人陪我看电影的问题。既然我在精神上彻底恢复自由了，那么索性脸皮厚一些好

了。我首先草拟了一张本公司 ”疑似单身 PPMM" 清单，然后按相关度排序从头开始逐个询问：1)

是否已名花有主，2) 可否陪我去看电影。幸运的是，当我厚颜无耻地问到第二位 PPMM 的时候，成

功了！

话说首映日真是场面火爆啊，为防万一我下午提前打车去 UME 买票，结果竟然最早的两张连座票是

晚上九点以后的。于是我们先吃饭 ⋯⋯ (作者在此处省略了 200 字)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今天晚饭后一回到公司就听到噩耗传来────公司给每人发了一张 UME 电影券。可怜我老人家电

影已经看完了，双份儿钱花掉，一点儿优惠也没享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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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转载

故事到这里还是没有结束。

当我把前述经历讲给隔壁某人时，丫的竟然有理有据地向我要那张电影券。以下是对话摘要：

A (me): 公司今天给每人发了一张 UME 电影券，mlgb 的⋯⋯ 我这电影看得太积极了，什么

好事都没赶上

B: 送给我吧

A: 为啥⋯⋯

B: 你看过了嘛

A: 那我不是雪上加霜了⋯⋯

B: 浪费也是浪费啊，追mm的时候用劵显得多没诚意

A: 但是下次我俩再去看其他电影时她手里有券我没有，我怎么解释呢？跟其他小姑娘偷偷看过

电影了？

B: 很简单阿，你再把她的要过来给我。刚好两张

A: 那完了，我昨天刚请人家看了电影，明天去把人家手里的电影券要过来。人家以为我要转手

卖掉弥补一下损失呢⋯⋯

B: 送给我，不丢人！

A: 我看你就不要惦记我的电影券了，我宁可另外花钱请你看电影，这样最后的损失是最小的。

t>

A: 至少 MM 还在

故事到这里终于全部结束了。唉⋯⋯

后记：关于电影券的消息有误，那是前台和 SA 组用活动经费买的，并非全公司范围派发。我传播了

假消息，愧对广大观众⋯⋯

阅读(1348) |  评论(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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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02 11:01刘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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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发了。。。一张不够和老婆一起看。。。 

关注单身MM

2009-07-01 18:51Ricepig

回复 |  删除

话说网易的战网真是yts啊，binghe gg，提速就靠你了！

2009-06-26 20:55 冰河

回复 |  删除

Guru

mm是谁

这⋯⋯

2009-06-26 20:01Guru

回复 |  删除

mm是谁

2009-06-26 07:05深蓝

回复 |  删除

关注是哪个mm

2009-06-26 04:28cyq

回复 |  删除

等着人肉单身mm。。。。。。

2009-06-26 04:23Mesure

回复 |  删除

等发券..

2009-06-26 04:17丁丁

回复 |  删除

等着今天发券。。。

2009-06-25 18:21monochrome

有发券？ 我怎么那么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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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开始 & 纠结 ⋯⋯下半年开始 & 纠结 ⋯⋯    

在我刚开始学 Lisp 的时候，我曾经希望有一天能够做全职 Lisp 程序员，每天上班时打开

LispWorks 窗口，然后整天都工作在里面。基本上来说，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了────现在我无论

是在网易的本职工作还是另一份工作都需要用 Lisp 来做。事实上我现在反而觉得实现得太彻底了，

这就好比是一日三餐顿顿都吃龙虾，即便再好吃也得吃到吐。

(有个重要的事情一直没有机会发布：我终于拿到护照了，考虑用一下)

出国留学既是梦想也是切实准备中的计划。表面上来看，作为一个 “学者” 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够接

受一次最高水平的计算机专业训练，其实这里面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担心未来的中国社会

可能变得令有识之士难以生存。爱因斯坦本是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却可以凭借在物理学上的伟大成

就躲避纳粹的杀戮，最终成为美国科学家，在普林斯顿度过余生。但是，我不能就这样离开，我要带

一个人走。

一个人的责任心是怎样被逐渐消磨殆尽的，这是个十分复杂并且循序渐进的过程。导致责任心损伤的

第一种可能因素是工作的重要性被忽视；第二种可能因素是工作环境中资源匮乏；第三种可能因素是

对报酬的不满；第四种可能因素则是偶然遇到了其他实现自我的途径。另一方面，很多人其实是没有

责任心的，对于这点我倒是非常肯定。

就事论事地讲，我不愿为今天办公区发生的数据损失负责。第一，公司从来没有对系统管理员的工作

细则做出过任何明确的规定。我主持 SA 工作的时候，所有的规矩是我参照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标准

自行制定的；等到我不主持 SA 工作的时候，规矩就不再是规矩了。任何非线上产品数据的备份，做

了是面子，不做是本份。第二，导致数据损失的设备是服役了至少 9 年一身毛病本该报废的东西了，

我多次提出更新设备都没得到实际的执行，时间长了我也就不想再提了，保护好最最重要的那部分数

据，其他的随它去吧，究竟有什么东西是我绝对不能丢的？第三，整个公司目前的管理流程就是基于

灾难事件的────每一项工作的改进都必须在明确发生了不幸的事情以后才有足够的依据开始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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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半年过完了 2008-07-01 19:34:3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资金实施，任何高瞻远瞩都是相当不切实际并且难以得到支持的。第四，我也不是好惹的。在其位谋

其政，一旦不在其位 (老板亲自安排的)⋯⋯ 我绝对不可能在 $18/hour 的业余时间费率背景下上杆

子给自己加班继续干 SA。

我的笔记本屏幕分辨率特别高，疲倦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发现眼睛根本无法在屏幕上对焦，然后看屏

幕上的字都是双影的⋯⋯ 想想自己那些尚未完成的计划，尴尬的事业和生活处境，再想想整个中国黯

淡无光的未来，心情将是十分复杂的。每到疲倦到无法工作时不得不在心里对自己反复地喊：

“我不能向命运低头！我不能向命运低头！”

阅读(1610)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变形金刚 2 27 岁生日  

2009-12-20 16:30 冰河

回复 |  删除

后记：后来公司购买了 UPS 电源以应对停电事故给办公区服务器带来的损伤。实践表明，找UPS 系统本

身的出故障的次数比办公区停电的次数还多。

2009-07-15 13:42restart

在这里总能看到一个很真实的人，又充满理想色彩。这是美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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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02 08:01Lizee

回复 |  删除

还要带一个人走？？？好奇ing

2009-07-02 05:13 冰河

回复 |  删除

深蓝

事业已经达到“lisp社区的未来”，如此让人羡慕，怎会尴尬；公司各位恐怕都不敢说自己是网易的未来

我指在网易的事业。

2009-07-02 05:00胡晓文（男，已婚）

回复 |  删除

为说我总觉得中国的未来无比的光明，美国的未来好黯淡啊～

2009-07-02 04:56阿珂(CK)

回复 |  删除

话说有个备用电源就好了...

2009-07-02 03:59Rhythm

回复 |  删除

好吧，我的确知道网易有很多本该报废的机器仍然用于生产，但着实没有想到它们已经九岁了⋯⋯那时候

我才刚初中毕业呢！

2009-07-02 03:57深蓝

回复 |  删除

事业已经达到“lisp社区的未来”，如此让人羡慕，怎会尴尬；公司各位恐怕都不敢说自己是网易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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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开始 & 纠结 ⋯⋯ 跆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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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27 岁生日27 岁生日    

周六是我 27 岁生日。不过其实和 26 岁生日，25 岁生日 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从去年开始，我决

定彻底放弃传统历法，以后只过公历生日了。

7 岁开始上小学，如今学习生涯已经过去整整二十年了。人类文明早已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即便用

一生的时间去领悟前人的成果也远远不够，而学习方式自古以来就没有变过────通过感官以有限

的速率认知世界，然后再以有限的速率形成自己的理解。从实用的角度来看，现代专业人才的培养必

然会变得愈发艰难────学习效率的进步无法超越知识增长的速度。其实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

在这里想说的是我的一个修正理论：如果把对知识的追求作为一生中唯一重要的事，那么结局可能注

定是悲惨的；我可能会在花几年的时间达到我所关注知识领域的前沿，然后有所创新，但我不会满

足，继续努力，直到开始超越时代，然后再也无法前进一步，最后痛苦地结束人生。当然，后人可能

会记住我，就像我还记得很多前人那样，或者继续发展我的思想，但我本人却无法得知这些事情，只

能在生前去做一些猜测以换得短暂的心理满足⋯⋯

我喜欢举爱因斯坦的例子。在建立了广义相对论以后，爱因斯坦并不满足已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权威的

学术地位，又开始积极探索理论物理学的下一个目标：统一场论────能够将所有四种基本力 (强

力、弱力、电磁力和万有引力) 在同一个理论框架里表示的完美物理学模型。但是，由于配套的实验

技术和宇宙学观测尚未达到相应的研究水平，爱因斯坦的后半生始终没能完成这一课题，并且在学术

界相当孤立。科学家也是人，是人就有生命和智力的极限。

最后的结论是，在我 27 岁生日之后，我打算做出一点儿改变，这些改变和我之前的所有理论仍然是

兼容的，但结果可能会更精彩一些。

某晚和某人逛街时，我曾想买个小礼物送给她。她说是否应该由她来送我生日礼物，其实她不知道她

已经送了我一份生日大礼────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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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开始 & 纠结 ⋯⋯ 跆拳道  

2017-08-09 06:22lucy

回复 |  删除

等脑机结合

2009-07-16 05:36 冰河

回复 |  删除

小唐

哇　，春春，这么好的消息，咱不第一个告诉我了。

计划没有变化快啊⋯⋯

2009-07-16 04:24小唐

回复 |  删除

哇　，春春，这么好的消息，咱不第一个告诉我了。

2009-07-08 13:28wonder GJ

回复 |  删除

那个她已经追到了，恭喜你呀，呵呵 

你的人生应该会更精彩吧

2009-07-07 12:33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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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 today==happy birthday+++== happy everyday ~~（*∩_∩*）~~  

* 还知道这种痛苦与我无关 看来我也不是特别傻哦 ╮(╯▽╰)╭~   

* 等以后有宝宝了就叫殷斯坦,然后我就是爱因斯坦了......~~~(￣▽￣)~*  

*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擎天柱@_@a  

------------------------------------------------ 

转体三周半 朦胧派读起来噶不习惯的 不过还是bless啦~ ∠※  

搬板凳期待后续报道ing →_→ ... ///^_^* 

2009-07-06 17:56Rhythm

回复 |  删除

进展神速⋯⋯  不妨用Google Analytics分析下你的blog的流量，对订阅量和访问量有多少有些好奇 

2009-07-06 03:44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哟！一转眼您都长这么大了

ps：最后一句话太八卦了，好像应该说gxgx了

2009-07-05 14:30fredsb

回复 |  删除

solidot页脚某次生成 

活了一百年却只能记住30M字节是荒谬的。你知道,这比一张压缩盘还要少。人类境况正在变得日趋退化。

 ——Marvin Minsky 

但是Chris McKinstry和Pushpinder Singh这样的人都自杀了 

science.solidot.org/article.pl?sid=08/01/20/0850253

2009-07-05 11:29Lizee

回复 |  删除

gxgx，呵呵，强烈要求上传pp

2009-07-05 04:31zhousen

回复 |  删除

牛的

2009-07-05 04:18cyq

回复 |  删除

太劲爆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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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岁生日 睡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2009-07-06 13:46:42 |  分类：  爱好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跆拳道跆拳道    

昨天跆拳道第一课我就栽了，衣服买错了⋯⋯ 搞了半天跆拳道分为两个不兼容的流派：国际跆拳道联

盟 (International Taekwondo Federation，简称 ITF) 和世界跆拳道联

盟 (World Taskwondo Federation，简称 WTF)。我之前在迪卡侬里买的是 ITF 道服，而我报名的

地方是教 WTF 的，人家说我的衣服以后别穿了。这两种衣服最大的区别是 ITF 道服的领子是白色

的，而 WTF 道服的领子一般是黑色的，其中儿童道服的领子上可能还有红色的一条。很郁闷，都怪

我自作聪明非要自己去买衣服，结果最后买回两件睡衣和两条运动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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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跆拳道联盟-International Taekwondo Federation(简称ITF)于1966年由跆拳道创始人崔

鸿熙将军在韩国汉城创立。ITF跆拳道则保留了许多传统的武道内容，是朝鲜传统武艺的延续和发

展，是崔泓熙将军毕生经历无数实战，呕心沥血的杰作。一个精通ITF的人，可以被认为是个出色的

武术家。ITF的技术强调实战格斗应用，讲究每一击对人造成的伤害。在ITF的比赛中，双方均只有一

对拳套一对脚套而已，KO率相对较高。特尔（套路）也是ITF中最令人值得学习的内容之一，由崔将

军所创的24个特尔包涵了朝鲜传统文化的底蕴，内容更丰富，难度更高，极具锻炼和表演价值。ITF

表演中也是特技和功力并重，在特技的展示中，也没有特别华丽的，都是可以在实战中运用的难度动

作。功力表演便是开砖碎瓦，展示传统跆拳道的强大破坏力。技巧方面，拳脚摔全面发展，虽然在对

打比赛里不允许摔法，但是在某些护身术的比赛中却专门比试摔法及擒拿。ITF比较重视脚跟及前脚

掌的运用，注重身体关节在实战中的作用。随着崔鸿熙将军受韩国政府的压迫而流亡海外，他领导的

ITF被新创立的WTF所取代，ITF也由原来的官方形式变成了海外的民间组织。虽然如此，ITF的跆拳

道在欧洲一些崇尚亚洲传统文化特色的国家备受欢迎。在日本，ITF的传统武道色彩比起体育竞技式

的WTF更受人欢迎，水平之高无出其右。著名的格斗游戏《铁拳》中的跆拳道角色“花郎”就是以日

本ITF的第一高手黄秀一为动作原型设计的。而近年来，由于崔将军的不懈努力，以朝鲜为主的第三

世界国家的ITF跆拳道水平也日益提高，成为ITF赛场上的中坚力量。

 ITF的创始人是崔鸿熙（Choi Hong Hi），他出生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朝鲜，曾学习朝鲜古典武

道，青年时期在日本留学，并练习空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崔鸿熙被强征入伍，后来秘密组织

了平壤学员兵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日本当局逮捕，在二战结束后获释。此后，他成为韩国军队的创建

人之一，并结合朝鲜武术和空手道，创建了一种新的武术，在军队中开始传播。 

1955年，韩国各界人士组成的名称制定委员会通过了崔鸿熙提出的"跆拳道"一词，从此跆拳道成为韩

国现代武术的统一名称。 

1959年，随着跆拳道在韩国的不断普及，大韩跆拳道协会在汉城成立，崔鸿熙将军就任会长，他在

政治和军队工作之外，致力于在韩国和世界各地传播跆拳道。 

1966年，九个国家的跆拳道协会在汉城成立国际跆拳道联盟，崔鸿熙担任总裁。 

1972年，由于与朴正熙政权关系的紧张，崔鸿熙流亡加拿大，ITF总部也随之迁至多伦多。 

1985年，ITF总部转移至维也纳。

 2002年崔鸿熙逝世，此后，国际奥委会（IOC）副主席、朝鲜跆拳道协会创始人和终身指导张雄

（Chang Ung）在特别大会上被选举为总裁。

 世界跆拳道联盟-World Taekwondo Federation(简称WTF)是韩国政府于1973年为了取代国际跆

拳道联盟（下称ITF）而创立的跆拳道官方组织，并且经过了许多的努力和妥协进入了奥运殿堂。由

于韩国官方的大力资助和支持，WTF在全世界的普及和流行比较迅速，虽然ITF要早于WTF。或许很

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WTF和ITF，但是他们都知道有一种运动叫跆拳道。为了加强全民的推广和普

及，WTF在自身的发展中选择了体育运动竞技的方向，虽然这种方式可以更好的被普及和推广，但已

经慢慢失去了自身武道的性质。一个擅长WTF的人，更多的是一个运动员，而不是一个武术家。

WTF为了加入奥运会，增加了多项护具保护运动员，并制定了相应的比赛规则来减少运动伤害，如不

许正拳击打面部，禁止肘膝和抱摔等。这使得WTF的技巧重视了快速得点，以致于很少出现KO的比

赛场面。在技巧上，WTF有"大力发展腿法，严格控制拳法，绝对禁止摔法"的发展路线，强调对脚背

的运用，因为脚背是一个很大的作用面,击打在护具得分点上能产生响亮的声音，从而能引导裁判给予

分数。可以说这一切改革都是为了比赛竞技服务的。在表演方面,WTF功力表演教少，而特技表演之

多。。近年来，WTF的品势(套路)表演更融入了流行舞蹈的概念，正因如此，WTF表演才能吸引更多

的观众群体，才更具有影响力，也能被国际奥运委员会接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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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世界跆拳道联合会的创始人是金云龙(Kim Un Yong)，他曾在韩国和美国数所大学学习，担任过驻外

参赞。

1968年任总统警卫局副局长。

1971年，金云龙担任韩国跆拳道协会会长。 

1972年，研究和发展跆拳道的中心--国技院在汉城建立。由于崔鸿熙的流亡，韩国政府需要建立一个

新的以韩国为中心的跆拳道国际组织。 

1973年，世界跆拳道联合会年在汉城成立，金云龙担任主席。在他的领导下，WTF的跆拳道迅速在

世界上普及。

1975年WTF成为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成员，并于1980年获得国际奥委会承认。 

1988年汉城奥运会，WTF跆拳道成为表演项目，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始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2003年，金云龙因为经济犯罪受到起诉，并因此在2004年辞去WTF主席职务，韩国人赵正源

（Choue Chung Won）担任新一届主席。WTF总部一直在汉城。

ITF与WTF，尽管都是跆拳道的国际性组织，也都成立于韩国，但是两者自从成立之后，就存在着差

异和对立，在竞技技术和组织运作方式上有所不同。本质上，ITF更多地带有传统武术的色彩，而

WTF则具备典型的现代体育特征，这同两个组织各自的发展目标相关。在套路上，双方也有很大区

别。两者对于跆拳道产生和发展的观点则截然不同，崔鸿熙将军是ITF跆拳道之父,WTF认为跆拳道经

历了古代、中世纪、近代和当代四个发展阶段，将跆拳道的历史追溯到朝鲜三国时期，不承认崔鸿熙

对跆拳道发展作出的贡献，并且在韩国政府支持下对ITF进行过排挤。崔鸿熙本人是韩国高官，由于

政治原因流亡国外，在他的晚年，同朝鲜交往甚多，他始终热切愿望着跆拳道及朝鲜半岛的统一。因

此，在他制定的24个特尔中，最后也就是最高级的一个，名字就是"统一"，"为统一1945年以来分裂

的朝鲜表达的意志"。而韩国官方和WTF自1980年崔鸿熙访问朝鲜之后，就一直将ITF看作是朝鲜的

组织，拒绝与其进行接触。这种隔绝关系是受到当时朝鲜半岛对立局势直接影响的。随着南北关系的

缓和，两个组织之间发生交往并进而实现跆拳道的统一产生了可能。2002年，张雄和金云龙在美国

见面，双方就跆拳道的统一目标进行了积极的交谈，确认和同意了为ITF跆拳道正式进入奥运会的比

赛项目而努力。2003年，两个跆拳道组织成立了共同事务委员会。2004年，张雄和赵正源会面，进

一步商讨了双方合作和发展的方向。不仅如此，跆拳道本身也成为了推动朝韩关系的重要手段。

2000年南北第4次部长级会谈首次商讨了双方跆拳道交流的问题，最终根据南北第7次部长级会谈达

成的协议，在 2002年，朝鲜跆拳道代表团同韩国跆拳道代表团分别在汉城和平壤进行了公演，这成

为朝韩关系中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事件。

(转自：http://taiquandao.abang.com/od/tkdzhishi/a/itftkd-wtftk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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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岁生日 睡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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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7年初以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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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2010-01-08 13:04水乙.少

回复 |  删除

你这个衣服是WTF根本就不需要重新买！真的~

因为ITF的道服不是这个样子的！你可以直接去百度上搜就知道了！

只要不是开衫的道服就都是W的，开衫的才是I~

因为我这两个都在学！

2010-01-08 13:58 冰河 回复 水乙.少

回复 |  删除

领子的颜色一黑一白，这么大的区别，我们 WTF 的教练说得很清楚，衣服错了不能穿。

2010-01-09 06:51水乙.少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呵呵~这儿我可以保证哦！因为我自己就在学，所以很清楚这个服装问题！那个白边的，就是白带

应该穿的，按某个说法，叫做没有到黑带的都只能穿白色的，所以那个是可以的，⋯⋯哎，上百

度搜一下，这类东西多得去了

2010-03-17 07:46 冰河 回复 水乙.少

回复 |  删除

你好，我今天在水木社区跆拳道上求证了一下这个事情，看来你说的是对的。ITF 的道服是开衣襟

的，WTF 黑带之前应该穿白领的道服，就是我照片里的那种，但是该规定并未严格遵守。

对于先前的误解，谨表示诚挚的歉意！

2010-03-17 15:37水乙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没有关系，呵呵~我发现你真的是很认真啊~呵呵~还去求证，呵呵~

2009-10-24 11:13ITFNZ

回复 |  删除

ITF的衣服可以留着,以后万一不想练WTF了还能改I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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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13 22:53joyous

回复 |  删除

冰河

joyous

当睡衣会不会太热了现在？而且你不是本来就有一套的么？

那件穿着有点儿小了，你要不⋯⋯

要的，呵呵

2009-07-10 23:00 冰河

回复 |  删除

joyous

当睡衣会不会太热了现在？而且你不是本来就有一套的么？

那件穿着有点儿小了，你要不⋯⋯

2009-07-07 19:56joyous

回复 |  删除

当睡衣会不会太热了现在？而且你不是本来就有一套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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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 一个人生阶段的结束  

2009-07-16 00:18:57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睡是人类进步的动力睡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最近在睡眠领域有所突破，因为太累了⋯⋯ 昨晚跆拳道训练结束后回家洗完澡准备先小躺一会儿然后

回公司继续干活，结果一不小心直接睡到今天中午 12 点多；带着深深的愧疚我多少有些神清气爽，

这导致我今天的跆拳道训练结束后可以不用睡觉就回公司继续干活了。

顺便插一句，一周多以来几乎每天的高强度锻炼花去了我非常多的精力──尽管锻炼成效显著──以

至于我没有足够的业余时间从事我那份很有前途的 Lisp 程序员工作了。当然，在收入略有减少的同

时，花钱的时间也变少了。另一方面，从体重的变化来看，我至少长了一公斤瘦肉，很不错的成绩。

关于睡觉我有个从未发表过的理论，仅对很少几个人讲过。人在睡觉时是无意识的，脆弱的，并且生

活中最隐私的部分往往暴露无遗；其二，睡眠可以有效地恢复精力，使人从疲倦和烦恼中得以暂时解

脱，给人以希望和动力。我的理论是：人们应该跟关系比较亲密的人一起吃饭以加深感情或者增进了

解，但是必须只跟关系最亲密的人一起睡觉，因为睡觉意味着最高级别的信任关系。“吃饭” 和

“睡觉”，最重要的两项生活必需品，必须严格控制其适用范围。不过遗憾的是，自从我长大以后就

再也没能跟任何一个 MM 建立最高级别的信任关系了⋯⋯

说实话睡觉对我来说纯粹是不得已。我 “活着” 的一项重要证据在于我可以感知并影响这个世界，

这些都要求人处于清醒的状态。能够亲身 “感觉” 自己还活着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而最不幸的

事实是对于每个人来说，这种机会是有限的：迟早有一天我将无法再亲身感知这个世界，不论我是否

在物理上还活着。这就是多年来我经常深夜不眠的最根本原因。这里再插一个无关的评论：那些喝酒

喝到酩酊大醉以至于完全不知道自己都干了些什么的人，简直不配为人，他们应该为自己主动放弃清

醒状态从而无法感知世界的行为而感到羞耻。但是，如果人确实是清醒的，但是却在做一些毫无意义

却要由更多的睡眠来补偿的事情，我又该如何评价呢⋯⋯ 真是个麻烦的理论。

昨天以水木社区 Unix 板主的名义给公开募捐中的 Unix-Center 网站捐了 $1024，以表达我对这个

网站的创立者 蒋清野 (qyjohn) 的敬意。说实话我还从来没这么大方过，几乎相当于我一个月的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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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浙大真小⋯⋯ 2007-07-16 07:39:0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转载

工资就这么打水漂了，不过我要说明我捐出的是 Lisp Money 而非 Unix Money，用后者我是绝对

不可能这么大方的。另外我用 “打水漂” 这个词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并不看好这个非盈利网站的

前途，尽管它相当有用，比如说只需简单注册一个帐号就可以远程登录到包括 AIX 在内的多种 Unix

系统里。作为一个工作在网易廉价 IT 环境中的 Linux 系统管理员，如果没有 Unix-Center 的存在

我恐怕永远也没有机会接触仅运行在 IBM 小型机里的 AIX 操作系统。

另一方面，按照 qyjohn 的说法，价值 70 万的设备每年在机房里网费电费就要烧掉 30 万──我捐

的那点儿钱也就够它烧一个星期的。国家的教育部科技部之类的动辄拨款上千万来自纳税人的血汗钱

发给高校去办教育搞科研，到头来诸如 Unix-Center 这样的学习平台却要由私人自筹资金来维持，

并且大部分的资金实际上是用来支付电费和网费的⋯⋯ 只是想想都觉得心疼。

阅读(1758)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跆拳道 一个人生阶段的结束  

2009-07-17 04:00Lizee

回复 |  删除

你要减肥！！！！呵呵

2009-07-16 11:15网易博友131

您值得尊重！ 

您是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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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9-07-15 19:37karpar

回复 |  删除

出手阔绰耶,深夜了也要回复一个！

unix-money是指你做系统管理员赚回来的钱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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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一个人生阶段的结束一个人生阶段的结束    

我有一种到达顶点后的空虚。

阅读(1240)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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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net-snmp 3.0 released 2008-07-21 17:23:3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2009-07-23 13:22joyous

回复 |  删除

我后悔了。。。。

2009-07-22 20:58网易博友66

回复 |  删除

lobster.....

2009-07-22 06:01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顶点了？空虚了？

关注

2009-07-21 07:56Lizee

回复 |  删除

 

2009-07-21 05:28cyq

回复 |  删除

口水。。。

2009-07-21 04:20行者无疆

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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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生阶段的结束 浙江国际传统武术比赛  

2009-07-25 21:12:27 |  分类：  学习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龙虾的理论与实践龙虾的理论与实践    

哥吃的不是龙虾，是寂寞。

话说我把龙虾作为大学毕业四年纪念暨脱离贫困生活告别仪式的主菜是有原因的：龙虾 (lobster) 是

一种令人尊敬的海洋生物，龙虾每年必须脱壳一次才能长大，而其生长过程可以持续 100 年。相比

之下，人的成长则更多体现在精神方面。我被龙虾的精神感动了，我也要保持一生不断学习的状态。

我很高兴 Mazha 等几位好友不久前参与并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朋友和

舆论的支持下成长。舆论监督对于任何社会、集体甚至个体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做出的每个

字号

 评论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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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段美好的回忆 2010-07-25 17:00:09

最近真的很惨 2007-07-25 16:56:4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转载

约定都可以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轻易地反悔并且其本人也不感到羞愧的话，那么任何稍有艰难的决

定都可能无法继续下去以至最终完成。我当初决定不再考研时群众没有唾弃我是因为我并没有放弃学

习这一本质目的，但如果我哪天宣布就此沦落成一个普通人，那么我也就再也混不下去了。为了所有

崇高的目的和自私的目的，我能够走到今天并且继续走下去。

我的体力越来越好了，现在跆拳道训练占用掉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每天两个小时的训练结束

后可以直接回公司继续干活而不必直接回家睡觉了。暑期训练结束后我考虑转为长期训练，至少练到

入段为止。作为一个天才武术家，半途而废的话就有些太可惜了，趁我还有时间，趁网易还没搬到滨

江去，多练一天是一天。

为了保持理论的一致性，我宣布不久前的那门亲事吹了。我每次动凡心都没有好下场⋯⋯

阅读(2078)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一个人生阶段的结束 浙江国际传统武术比赛  

2013-02-01 09:54小贝Ann

回复 |  删除

“我每次动凡心都没有好下场。。。。。。”，难为你了啊



20/08/18, 23:12 -  - 

Pagina 3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962131725558/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2009-10-19 05:38goodch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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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还有mazha！

2009-08-14 16:41renzj

回复 |  删除

哈哈，你是神人啊，让我拜一下

2009-07-27 06:34Guru

回复 |  删除

真乃纯爷们儿也

2009-07-25 15:59cyq

回复 |  删除

哥，你吹的不是亲事，是寂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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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虾的理论与实践 无题  

2009-08-03 01:40:52 |  分类：  学习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浙江国际传统武术比赛浙江国际传统武术比赛    

看来平时多出门转转是有好处的，经常会有意外收获。周六去图书馆还书的时候正赶上黄龙某体育馆

里举办第 6 届浙江国际传统武术比赛。我进去转了一圈以后立即决定先回公司取相机和三脚架然后再

来，最后录下了好几段精彩的武术套路表演视频。武林高手混迹其中，令人眼界大开。看完这场比赛

以后，我好像学会翻所有种类跟斗了，只是有几个高难度的空翻还不敢试。

话说周六是跆拳道黄带晋级考试，凭借我刻苦的努力和极高的资质，轻松通过，下周日开始就可以系

黄带了。25 天升第一级还是可以对外小吹一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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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生涯基本开始 2010-08-03 17:03:5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结识了一批跆拳道小姑娘，她们亲切地叫我 “大侠”。我是整个班里年龄最大的，我下面就是高中生

了，然后最底下是学前班的 ⋯⋯ 跟年轻人混在一起的时候我好像也变得年轻了，打打闹闹中暂时忘

记了肩负的使命与责任。

阅读(1112)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龙虾的理论与实践 无题  

2009-08-09 16:59网易博友2

回复 |  删除

呵呵，我在第三场地拿的一块金牌

2009-08-09 03:27高山长风

回复 |  删除

朋友好!

2009-08-08 08:34阿贝

回复 |  删除

哇，仰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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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国际传统武术比赛 暑假结束  

2009-08-10 23:46:10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无题无题    

今天在 KFC 的经历很有趣。我排队买东西的时候，负责我那一排的服务员 MM 拿东西的时候手不小

心划伤了。那个时候还没轮到我，我在后面看到的，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我钱包里有创可贴。后来我

点完餐付钱的时候就顺便送了服务员 MM 一个创可贴，她既意外又高兴地收下了，然后转身给我的

托盘里放了两张 KFC 优惠券 ⋯⋯

我都不好意思了。

昨天晚上下大雨，我凌晨四点多才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因为练跆拳道的关系时间不足所以不

得不在周末深夜加班。我先到附近的 C-store 买了个盒饭然后打着伞往家走。路上还在想：其实生活

是否安逸跟一个人有多少钱无关，最富裕的那批人和最贫穷的那批人其实就日常繁忙程度来讲也差不

了多少，而我自己似乎正处于 “能者多劳” 的阶段，这个世界离不开我，我得干活。走到胡同口的

时候刚好看见路边卖早点的两口子正在那里忙着蒸包子，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又刚巧赶上送奶的师傅顶

着雨往各家各户的楼下送奶。心中不禁感慨，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啊 ⋯⋯

最近 80 后们在天涯和水木上讨论一个话题《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写给所有在大城市打工的80后

们》。楼主的大意基本上是说作为一个身在首都的打工者，薪水肯定不足以买房，回老家则找不到工

作，因此十分纠结。我浏览了大部分回帖，发现跟贴一起抱怨现实残酷的居多，有建议转战二线城市

的，也有少数头脑清醒者指出这个问题整体无解，少数精英凭借个人努力问题不大。个别超凡脱俗之

士认为压根儿就不该想这么多，抱着一个事业心干好自己的事业就行了，其他的不重要。我倒是无所

谓，以后的路已经大致计划好了。

阅读(1055)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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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心态 2015-08-09 19:34:48

穷得丁当烂响，富得一塌糊涂 2006-08-10 17:33:49

测试站跑起来了 2006-08-10 16:07:02

终于被过量日志打击了⋯⋯ 2006-08-10 11:08:3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转载

浙江国际传统武术比赛 暑假结束  

2009-09-10 14:20mingyongzhang

回复 |  删除

我要是mm估计要选你了。

可惜我不是。

并且也没人选我。

共勉吧

2009-09-06 06:18乱世小熊

回复 |  删除

这世界太多抱怨的人注定他们一生只能有抱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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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早上的机房维护太顺利了 2006-08-23 01:40:4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无题 Mac OS X Snow Leopard  

2009-08-23 23:42:04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暑假结束暑假结束    

科学家会武术，流氓也挡不住。

话说敝人的跆拳道暑期特训到今天为止终于结束，日程表也恢复正常了。一个半月以来得失都有，总

的收益实在是很难讲，尽管中国跆拳道界一颗璀璨的新星已经冉冉升起了⋯⋯

接下来要好好工作以弥补前段时间上的损失了。

阅读(822)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无题 Mac OS X Snow Leop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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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09-09-07 16:38阿朱

回复 |  删除

我大学时候练到红带，可是由于靠费越来越高，就不考了～～，现在还在练哈哈

2009-08-24 08:51kricel

回复 |  删除

侬很有格斗士的气质!~~

2009-08-24 07:06 冰河

回复 |  删除

风轻扬

现在对普通人，你一个能干掉几个？

这 ⋯⋯ 不好说，我的学习道路还很漫长呢，基本腿法尚未学全:)

2009-08-24 03:47风轻扬

回复 |  删除

现在对普通人，你一个能干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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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The X-Files 2008-08-31 17:50:56

暑假结束 职业规划  

2009-08-31 00:17:53 |  分类：  Appl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Mac OS X Snow LeopardMac OS X Snow Leopard    

作为一个花 ￥248 从北京三里屯苹果直销店购买正版光盘升级到 Snow Leopard 的用户，敝人略

感自豪 ⋯⋯

阅读(1425)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评论这张

暑假结束 职业规划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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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2009-09-08 16:23Ricepig

回复 |  删除

我也想搞个Mac Book Pro啊，我也想搞一个！

2009-09-06 20:21liancheng

回复 |  删除

乱世小熊

长得像你！

果然⋯⋯眼神很像 -_-b

2009-09-06 06:16乱世小熊

回复 |  删除

长得像你！

2009-09-01 14:22 冰河

回复 |  删除

风轻扬

已经升级了？原来不是说新系统刚出来，问题肯定很多先不升级嘛？

我先买个1T的Time Capsule作好备份再说

主要是已经升过的人都说没事，实践表明也确实如此。

2009-09-01 03:25风轻扬

已经升级了？原来不是说新系统刚出来，问题肯定很多先不升级嘛？

我先买个1T的Time Capsule作好备份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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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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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Mac OS X Snow Leopard 那幸福的一对对新人⋯⋯  

2009-09-05 16:07:51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职业规划职业规划    

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李开复到底算科研工作者还是职业经理人。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他已经把自己

早年的研究工作荒废掉了；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他过于自私自利，精力完全没放在经营谷歌上。随

着昨天传出李开复从 Google 离职的消息，我很欣慰地看到这厮完美地维持了其在我心中的无耻形

象。

不久前在水木社区 Programming 板有一次关于程序员们对计算机语言喜好的大讨论，由于我的积

极引导，最后话题顺利转变成了对其他程序员对 Lisp 程序员的人身攻击 ⋯⋯ 这里面对我影响最大的

一个评论是来自 adoal 的，他说我的成功不可复制 (我真的成功了吗?) ，理由大意是靠写 Lisp 程序

吃饭需要极大的勇气并且高风险，不适合绝大多数人。其实我觉得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兴趣，脑子不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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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转载

笨，三到五年之后在 Common Lisp 领域达到我目前的水平都是可以的，时间看似漫长其实不过是

读一个大学本科的时间罢了。相比之下，李开复的 “成功” 才是完全不可复制的──适逢 Google

想进入中国，同时 Google 创始人们又因为不熟悉中国国情而找错了人。我搞不懂为什么有那么多无

知的大学生把他作为精神导师般看待，从李开复身上究竟能学到什么？与其跟他学还不如跟我学比较

靠谱 ⋯⋯

最近我在考虑是否应该在公司明年搬到滨江之前离开。我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计划太多而时间太少；

SA 组越来越不需要我了，而我又很想做个自由职业者，以后不再做系统管理员，只做 Lisp 程序员

了。从个人收入的角度来看，失去这份 local job 完全无关痛痒，甚至多出来的时间我可以赚更多

──在中国今年 300 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背景下我能活得这么洒脱也算是个奇迹了 ⋯⋯

不过把自己跟李开复的无耻行为比较了一下以后，我又犹豫了，我是不是正在变得跟李开复一样无耻

了？我之前在 SNMP 领域的研究工作既未完成也尚未给公司带来任何效益，在这个背景下离开岂不

等于半途而废，而我短期之内又实在太忙而抽不出时间继续这些工作。无限纠结中。也许最好的解决

方案就是某天丁磊心血来潮把我开了，这样我心里可以好受些。

跆拳道秋季班就从今天晚上开始，每周两次课，我觉得对时间的占用很少，不会再像暑期班一周六次

课那么影响我的其他工作了。得益于跆拳道锻炼，我现在每天都能早起顺便复习一下学过的技术，平

时走路两只脚各绑 2kg 沙袋，体力也基本恢复到大学时代的水平了。我希望一年后的今天我可以升

级到跆拳道黑带，一旦开始了某种学习，我就必须把它坚持下去甚至还要努力地把它发扬光大。

另外我很高兴因此认识了好几个跆拳道小姑娘 ^_^

我这一生恐怕要注定孤独了，在我人生低谷最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候没人愿意陪我，那么等我咸鱼翻身

独自活下来以后也就谁也不需要了。

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在我 28 岁的今天，我希望自己所做的每一项工作的成果都能长久地保存下来，

让后人可以受益哪怕至少还能看到。任何一件事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我就不怎么想做了──年纪大

了。一个程序员写的程序如果仅是为了糊口，而完全不关心自己所写出的代码存在的意义，任其随着

公司产品的生命周期结束而结束，那就太可悲了。我不愿继续做系统管理员也主要是因为这一考虑，

多年的 SA 做下来除了自身的提高以外几乎什么也没留下；但是当我被指派去维护一个百万行代码级

别的大型 Lisp 软件项目时，我看到了大量 20 年前写成的无比精妙的 Common Lisp 代码今天还在

使用，其所编译出来的软件还能卖钱，这不得不让我联想到我今天写的每一行代码也很有可能被 20

年后的 Lisp 程序员继续维护，这种工作成果的持久性给了我额外的动力，而这是网易给不了的。

阅读(6545) |  评论(2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Mac OS X Snow Leopard 那幸福的一对对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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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交友不慎 2008-09-05 13:27:49

今天是个好日子 2006-09-05 16:06:09

Debian 对 DELL PowerEdge 1950/2950 的支持 2006-09-05 09:37:2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2009-09-06 15:35风轻扬

回复 |  删除

在网易就不能搞出会被应用多年的代码了？

我相信我开发的DDB，可能将来还有NTSE，后台做的DFS、NEMR等，也可以用个5年甚至10年。

2011-11-07 13:10 冰河 回复 风轻扬

回复 |  删除

两年过去了，现在同行都改玩 NoSQL 了，貌似就网易还死守着 MySQL 呢⋯⋯

2011-11-09 10:30风轻扬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呵呵，网易也在玩Redis、MongoDB、Cassandra这些东西，网易还做过类似BigTable的OMA

P，但感觉NoSQL也不好用啊

2011-07-13 08:14maruiqi18@126

回复 |  删除

我是从事oracle工作的一名IT女生，嘻嘻，今年刚刚毕业，希望能和你名人成为朋友，共勉~~~

2009-09-19 09:06adoal

不能复制的意思不是指从学习时间、学习强度这些技术指标上不能复制你这样的一个成功的LISP程序员，

而是指不能大范围复制。做小众要有做小众的觉悟。经过历史考验而成为小众的中西，不管在技术上多么

优秀，不管你怎么以信息不对称为借口，是这样了就是是这样了。

大多数人还是肤浅和庸碌的。包括大部分有志向、有进取心、一直在努力奋斗的人。但是他们的肤浅和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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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碌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能力深邃，没有能力做一个“有思想深度”的人。有所得必有所失，他们中的很多人

只是和你取向不一样，不在意一些事情而更在意另一些事情而已。而在意什么不在意什么，一个具体的社

会里必然会有一个主流的取向。社会越成熟，对主流之外取向的宽容度越大；但大多数人还是有主流的倾

向。这是人性对社会的调节。

2010-01-16 14:51尹巍 回复 adoal

回复 |  删除

嗯 很有道理

2009-09-21 12:07阿珂(CK)

回复 |  删除

我这一生恐怕要注定孤独了，在我人生低谷最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候没人愿意陪我，那么等我咸鱼翻身独自

活下来以后也就谁也不需要了。 

---还挺能吹。。。

2009-09-12 17:52紫云

回复 |  删除

今天写的每一行代码也很有可能被 20 年后的 Lisp 程序员继续维护  支持~~  中国就缺这样的

2009-09-08 16:22Ricepig

回复 |  删除

Binghe老大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专注和执着！

2009-09-06 20:25liancheng

回复 |  删除

风轻扬

在网易就不能搞出会被应用多年的代码了？

我相信我开发的DDB，可能将来还有NTSE，后台做的DFS、NEMR等，也可以用个5年甚至10年。

关系型数据库由于其固有的、不必要的复杂性，在大规模分布式存储（或者时髦点——云存储）面前已经

逐渐丧失行动能力了。目前看到的在云存储上仍然走SQL路线的，只有MS的Azure和Drizzle。而Azure也

只是将SQL server作为底层基础设施，上层的接口仍然是键值对存储。网易的DDB要想走得远，恐怕也得

不断舍弃关系型数据库的各种复杂性才行。

2009-09-06 16:04liancheng

回复 |  删除

zhousen

在中国的李开复并不是科研人员，他就是职业经理人。（在他成为领导之前，他是个科研人员）

google中国的不成功，也并不全是李开复的错，因为我觉的无论换为谁，99%都会以失败告终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google来中国的时势是不对的，因为基本上所有来中国的国外互联网公司都逃脱不了这

既然你已经意识到“在我人生低谷最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候没人愿意陪我”，请问你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吗？

冷兵器时代的刀剑经历了几千年，最终还是被大炮所代替；Common Lisp也迟早会被替代，被遗忘；跟公

我倒是觉得在大规模分布式互联网应用日益发展的今天，Common Lisp之类的函数式语言将迎来无以伦

比的春天。

风轻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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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6 15:45

回复 |  删除

风轻扬

在网易就不能搞出会被应用多年的代码了？

我相信我开发的DDB，可能将来还有NTSE，后台做的DFS、NEMR等，也可以用个5年

写错了，是我们开发的，至今为此还没有一个系统是我一个人开发的呵呵

2009-09-06 06:15乱世小熊

回复 |  删除

牛人！！到我这来做科研把。。。

2009-09-06 04:47 冰河

回复 |  删除

青椒不辣(四川 成都)：

老大，我想跟您学Lisp，可不可以拜您为师呢？

网上有一手的资料，为什么要学我的二手货呢?!

2009-09-06 00:23青椒不辣

回复 |  删除

老大，我想跟您学Lisp，可不可以拜您为师呢？

2009-09-05 17:19 冰河

回复 |  删除

zhousen

在中国的李开复并不是科研人员，他就是职业经理人。（在他成为领导之前，他是个科研人员）

google中国的不成功，也并不全是李开复的错，因为我觉的无论换为谁，99%都会以失败告终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google来中国的时势是不对的，因为基本上所有来中国的国外互联网公司都逃脱不了这

既然你已经意识到“在我人生低谷最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候没人愿意陪我”，请问你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吗？

冷兵器时代的刀剑经历了几千年，最终还是被大炮所代替；Common Lisp也迟早会被替代，被遗忘；跟公

企业经营的成败有很多因素，确实不能只怪一个人，但李开复的问题是他太 “得瑟” 了；

那些在无限遥远未来发生的事情我看就没必要细想了，以几年为尺度来考虑就能看出些门道了，过去三年

里网易有多少个产品结束生命周期或者保留数据但被全新的代码所替换，就不用我细说了吧 ⋯⋯

2009-09-05 16:49zhousen

回复 |  删除

在中国的李开复并不是科研人员，他就是职业经理人。（在他成为领导之前，他是个科研人员）

google中国的不成功，也并不全是李开复的错，因为我觉的无论换为谁，99%都会以失败告终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google来中国的时势是不对的，因为基本上所有来中国的国外互联网公司都逃脱不了

这个宿命

既然你已经意识到“在我人生低谷最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候没人愿意陪我”，请问你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吗？

冷兵器时代的刀剑经历了几千年，最终还是被大炮所代替；Common Lisp也迟早会被替代，被遗忘；跟

公司的产品相比，它无非是时间稍稍长了一点而已，最终宿命还是一样的

2009-09-05 14:45eshock

回复 |  删除

强烈re

我可以转载此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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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5 11:45yl

回复 |  删除

SA的职业成就感太低z

2009-09-05 10:20胡晓文（男，一子一女）

回复 |  删除

相比李开复，我觉得你更值得我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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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职业规划 20 级  

2009-09-23 12:47:13 |  分类：  朋友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那幸福的一对对新人⋯⋯那幸福的一对对新人⋯⋯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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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转载

结婚的季节到了。最近两个周末参加了 4 个婚礼，另有 4 个婚礼排在下个月的日程表里⋯⋯ 红包是

小事，主要是看到各行各业都搞活了，心情十分复杂。

我经常劝别人想开点儿，其实最想不开的就是我自己。也罢⋯⋯

阅读(1482)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职业规划 20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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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26 13:03wonder GJ

回复 |  删除

你要加油呀！你那个かわい MM呢？

2009-09-27 07:47 冰河 回复 wonder GJ

回复 |  删除

她还活着

2009-09-27 09:01wonder GJ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那真是太好了，你还有机会

2009-09-23 07:35monochrome

回复 |  删除

各行各业都搞活了是什么意思呢

2009-09-23 09:01 冰河 回复 monochrome

回复 |  删除

哦，敝人的俗语，“周围的朋友差不多都结婚了”⋯⋯

2009-09-23 09:26monochrome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原来结婚就是活了

2009-09-26 12:59wonder GJ 回复 monochrome

回复 |  删除

新生活的开始，新生，也就是活了

2009-09-24 11:52阿珂(CK)

回复 |  删除

为啥你不同博文的观点相差那么大？

你太不冷静了

2009-09-24 11:56 冰河 回复 阿珂(CK)

回复 |  删除

此话从何说起呢？幸福的人有各自的幸福，我并不羡慕他们啊⋯⋯

2009-09-24 12:05阿珂(CK)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恩，看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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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国庆假期 2008-09-28 15:30:33

不容易啊⋯⋯ 2007-09-28 04:38:1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那幸福的一对对新人⋯⋯ 平常心  

2009-09-28 23:23:42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20 级20 级    

众望所归呀，哈哈哈哈⋯⋯

阅读(804)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那幸福的一对对新人⋯⋯ 平常心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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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29 08:11Rhythm

回复 |  删除

啥玩意儿？

2009-09-29 09:12 冰河 回复 Rhythm

回复 |  删除

博客最近研究出来的等级制度，见博客 “关于我” 那栏里的 “博客等级” 属性。

2009-09-29 03:48风轻扬

回复 |  删除

wa sai，比我整整高100分

2009-09-29 03:11阿珂(CK)

回复 |  删除

默哀一分钟

2009-09-29 02:51wuzhez

回复 |  删除

...

2009-09-28 18:02monochrome

回复 |  删除

那么重大的事迹，也不多写点



20/08/18, 23:09 -  - 

Pagina 1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99824617741/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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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20 级 道貌岸然  

2009-10-08 02:46:17 |  分类：  学习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平常心平常心    

八天的长假已过去了整整七天，而我却还在照常吃饭睡觉看书干活，只有一个白天跟几个朋友出去看

了个潮。

越来越觉得公司目前所在的位置条件得天独厚。且不说靠着黄龙体育中心，附近的浙江图书馆也是可

圈可点。最近我们有个毽友在浙图里发现了一本叫作《怎样踢毽球》的书，大喜之下我把它全篇扫描

下来做成了 PDF 格式，从此我们毽球协会终于有了第一部理论资料。我以为自创的几种踢法原来书

中早有记载了。

伟大的 LispWorks 6.0 开始进行公开 beta 测试了；我那个 x86-win32 下的 license 维护期将至

昨天又花了 $325 续费一年。LispWorks 6 开始支持在对称多处理器上并行执行 Lisp 代码，在

Intel Solaris 和 Linux 上支持新的基于 GTK 的图形界面，另有大量卓越的新特性，终于达到完美的

境界了。LispWorks 上的高性能计算和重负载 Web 服务器不再是梦。

今年是 Common Lisp 的 SMP 支持年，除了 LispWorks 6.0 以外，Franz 公司即将发布的

Allegro CL 9.0 也要开始支持 SMP 了。而我为 Gensym 公司维护的 Chestnut Lisp -> C

Translator 多线程版经过半年的研发亦投入内部使用了，可惜这项工作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被 Lisp 社

区的广大同行所知晓。

本体论平台 OpenCyc 前不久发布了 2.0 版本，我竟然过了将近两个月才知道。新的 OpenCyc 改

用了基于 JVM 的运行环境，从而支持更广泛的运行平台。看来 Cyc 公司的程序员研发了一个新的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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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国庆假期结束 2007-10-08 04:31:2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Common Lisp -> Java 的转译器然后把以前的那个 Common Lisp -> C 的转译器给替换掉了。只

可惜我今年在知识表示领域停步不前，等 G2 的事情告一段落以后我要继续深入这一块的学习和研究

了。

我现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事情太多而时间太少，上下文切换也很麻烦。我已经很努力地珍惜时间了，

也放弃了许多本想学习的知识，但时间仍然很紧。而我最想不明白的是，在我为学习而忙得不可开交

之时，我的一些同龄人们在忙着结婚买房以及生小孩儿 ⋯⋯

阅读(1720)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20 级 道貌岸然  

2009-10-08 09:22Rhythm

回复 |  删除

关于最后一句：没啥想不明白的，没小孩儿的话，等你百年之后，你的知识就无人继承了嘛。

2009-10-08 15:35 冰河 回复 Rhythm

回复 |  删除

知识⋯⋯ 只传给一两个后人，未免太狭隘了。

小贝Ann 回复  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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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01 09:59

回复 |  删除

看到你这句话我知道你曾经结识的那些小姑娘是怎么吹的了，人家还想着做妈

妈呢

2009-11-01 14:31likeclouds

回复 |  删除

估计您这么忙也不会有时间帮我了，可是我还是想问问，Opencyc怎么用啊likeclouds@163.com,如果有

幸可能得到你的回答，将不胜感激。

2009-11-01 18:33 冰河 回复 likeclouds

回复 |  删除

OpenCyc 本质上是一个带有可扩展知识库的推理服务器。典型的流程是这样的：1) 用户将领域

相关的知识和规则输入到 OpenCyc 系统里，2) 用户需要使用 OpenCyc 的程序通过 Java 接口

和网络连接到 OpenCyc 服务器里，3) 使用 CycL 语言操作 (主要是查询) 服务器里的知识。

当然了，为了达到上述目标，你需要自学大部分 OpenCyc 文档并且自己有一个实际需要使用 O

penCyc 的案例才行。Cyc 公司每年都有培训活动，但费用颇高还需要出国，近年来他们开始制

作一个 online 培训系统，等这个工作完成以后培训费用可能会大幅降低。说来不好意思，我就知

道这些，今年忙于其他事，没有在 Cyc 领域继续深入学习下去，目前尚未达到可以使用它的程度

。

2009-10-19 05:32goodchance

回复 |  删除

人各有志，走自己的路

2009-10-12 18:07Ricepig

回复 |  删除

最后一句话，解释很简单，大家的人生观不同，试图用自己的人生观衡量别人的人生，不是很靠铺

2009-10-10 11:47Bladewang

回复 |  删除

康德和牛顿都没有小孩儿，他们滴知识都被发扬光大了。



20/08/18, 23:08 -  - 

Pagina 1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9914103720315/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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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长笛，周年纪念 2007-10-14 14:45:55

平常心 求婚大典  

2009-10-14 22:37:20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道貌岸然道貌岸然    

秋天到了，穿上我妈去年寄过来的白色西装，手握我的标志性长伞，绿叶的衬托下一副道貌岸然、衣

着光鲜的形象跃然于显示器之上。可是，谁又能理解这看似潇洒的形象背后所隐藏的作为一个身在中

国的 Lisp 程序员的孤独与无奈呢 ⋯⋯

五年前我还在浙大读书的时候，受朱淼华老师一次《西方艺术史》课的影响很深。记得那次讲的是罗

丹的雕塑作品，课后老师允许学生提各种问题。我问，很多艺术家用一生的时间来进行创作，一些人

花 10 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件伟大的雕塑作品，还有人终其一生穷困潦倒无人问津，这种人生算是有意

义的么? 朱老师当时反问我，那究竟什么才算是有意义的? 我答不出来。最后他老人家告诉我，只要

我本人认为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就可以了。现在想来，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按照上述思路走自己的路。

只不过，这条路还很长，还远算不上有意义，我还得更加努力才行。

阅读(1356) |  评论(1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平常心 求婚大典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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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2011-01-13 15:23芙蓉

回复 |  删除

朱老师真是一位好老师啊。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人生，只要自己认为有意义就可以了。要为自己活着。不

是为其它人的眼光，更不是只为物质。

2009-10-26 02:40阿珂(CK)

回复 |  删除

这白西装的确穿早了

2009-10-23 10:09小唐

回复 |  删除

酷呆了

2009-10-19 05:21goodchance

回复 |  删除

在学校的时候接触过一段时间，很酷，有个性，用你的伞，支撑你的天空，加油！哥们！

2009-10-18 15:57Ricepig

回复 |  删除

万物皆变化，不变的只有冰河的雨伞

寻求“人生的意义”的过程，就是变成哲学家的过程

2009-10-14 18:16Guru

回复 |  删除

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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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4 18:34cyq 回复 Guru

回复 |  删除

从这声呼唤中我感觉到王老板的垂涎欲滴了。。。春哥哥，你小心呀~~~

2009-10-15 18:23Guru 回复 cyq

回复 |  删除

信春哥，得永生！

2009-10-15 15:34若缘

回复 |  删除

我还以为所有老人里面，那个词是专门用来形容鼠mm的⋯⋯

2009-10-15 10:44Lizee

回复 |  删除

里面不要用白色衬衣。。。

2009-10-15 04:22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帅~

2009-10-15 03:34阿珂(CK)

回复 |  删除

您需要购入一双体面的皮鞋才行啦

2009-10-15 02:16kricel

回复 |  删除

这套衣服对吸引眼球绝对有意义，so sh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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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道貌岸然 软件工程  

2009-10-25 02:52:04 |  分类：  朋友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求婚大典求婚大典    

现在回想起来，上个星期我那件白色的西装完全穿错了，用途搞错了。看看人家连城同学今天是怎么

用的：

2009 年 10 月 24 日，杭州，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食堂一楼，至少 20 人的特约嘉宾团 (敝人也在

其中) 列队等候，《求是潮》记者，外加旁观群众。人们共同见证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连城当众

向唐雅莉小姐求婚 ⋯⋯ 成功！但是我想，手捧玫瑰的粽子 MM 那略带惊喜的笑容，

和那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钻石婚戒，更能证明这一时刻的珍贵，以及这段美好爱情的全部历史。

每一个男人都应该努力去承担一些严肃的社会责任。如果做不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科学家，不如索

性结个婚，然后用接下来的人生时光去维系这段婚姻并且保护至少一个人。我要把这对新人的笑容留

在这个博客里，让每一位读者都知道，其实我很羡慕他们，

但是我既然已经这样了，也就不用着急了⋯⋯

后记：再补一张嘉宾照：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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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重要 IT 形势汇总 2010-10-24 19:36:51

丽江 2008-10-25 12:34:2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2365) |  评论(1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道貌岸然 软件工程  

2010-04-05 17:02iPark

回复 |  删除

鸭梨..结婚了?都忘记我们这些老家伙了..哎..不看不知道,还是老帖了,幸福啊..哈哈..

2009-11-12 15:41CXX

回复 |  删除

残念，那天我去医院做检查了。。。不过终于看到照片了。

晚上他们来的时候还是一脸幸福啊，好羡慕。。。

2009-11-03 17:22天天

回复 |  删除

赞美！狠pp的戒指~~~

2009-10-29 15:32Ricepig

回复 |  删除

围观一下，虽然我在杭州，但是没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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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31 16:25Rhythm 回复 Ricepig

回复 |  删除

Rice去掉，剩下的还给你⋯⋯

2009-10-30 10:19小唐

回复 |  删除

祝福连城，冰河加油！！！

2009-10-31 16:25Rhythm 回复 小唐

回复 |  删除

哈哈，谢谢小唐～

2009-10-27 04:53Lulu

回复 |  删除

连城结婚啦！我也很羡慕他们，祝福他们！

2009-10-27 02:58Olivia

回复 |  删除

响应号召前来围观。看着两个人一直走到现在很不容易啊~~~祝连城gg和雅莉mm白头偕老~~~羡慕死我了

，我也想结婚了~~

2009-10-27 01:58水M

回复 |  删除

幸福，祝福！

2009-10-27 01:54扯淡的

回复 |  删除

感谢分享一对新人的幸福时光,我代表女方公司同仁祝新人白头偕老，百年恩爱（好象有点老套的说）

2009-10-26 03:37阿贝

回复 |  删除

幸福的ppmm

2009-10-26 02:40阿珂(CK)

回复 |  删除

恭喜恭喜。

mm好幸福！

2009-10-25 15:16Rhythm

回复 |  删除

郁闷了，我有冲动跟你证明下结了婚的男人也能成科学家！

 冰河 回复 Rhy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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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5 15:19

回复 |  删除

哈哈哈，那么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

2009-10-25 07:29Fish.NET

回复 |  删除

羡慕，祝福！

2009-10-25 04:53圆圆

回复 |  删除

pp的新人和戒指

ps.那张戒指的照片的确拍得很赞！

2009-10-25 02:09胡晓文（男，一子一女）

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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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求婚大典 冷  

2009-10-29 05:10:49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软件工程软件工程    

在谈正题之前先 show 几张来自 flypig 同学的专业 Nikon 单反相机加 50mm 定焦镜头的照片。

No.1 幸福的一对新人，这张照片可以考虑上镜框了

No.2 感动中的粽子 MM

No.3 摄像师 Mazha 同学

No.4 列队中的贵宾围观团 (局部)，有没有发现敝人的皮肤最白？

No.5 敝人艺术照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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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 还是敝人艺术照

我现在有种强烈的想把我那个佳能 G9 相机摔了的冲动──档次太低了。可怜我还给它配了个价值

￥550 的真皮相机套，结果还是拍不出背景虚化的效果来。不过 08 年公司组织丽江旅游的前夕我不

买单反相机是有原因的，除了价格和携带方便等考虑以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数码摄影领域的设备上

不封顶，因此很难符合我的采购风格。相比之下，笔记本电脑我可以轻易买到最好的。这也是我迟迟

不想买房买车的主要原因。俗话说 “穷玩车，富玩表，SB 玩电脑”，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

百万行代码级别的大型商业软件的维护是件困难的事情，而如果这里面还涉及到由于历史悠久而带来

的开发人员流失 (有时甚至是全部流失)，99% 依赖外包的开发模式，以及语言壁垒，那么难度就会

进一步增大。这个时候，一切向钱看的外包公司是无法依靠的，只有非凡的独立软件精英才能帮助企

业维持高标准的对外技术支持，以及通过充分理解前人的工作来指导整个软件的架构发展方向。对于

目前的 Versata/Gensym 公司来说，说来很不好意思，敝人就是这样的罕见人才。

不论是为网易工作还是其他，我办事的风格还是那样的，靠本事吃饭，技术争论时从来不给对方留面

子，最后总要有一方承认自己的错误──当然有时也会是我。不久前出了一个软件工程方面的事情，

来自中国的一个德才均无的外包公司在做几个 bugfix 项目时出了大笑话，它们直接把 test case 改

掉以便使所有的 test case 一律通过，然后自己把自己做的项目给 close 掉了。负责评估项目的另

一家乌克兰外包公司的程序员一眼就看出问题了，然后双方的代表在邮件列表开始做拉锯辩论。这个

时候我狠狠地插了一脚，下面是我当时的邮件节选：

As a general rule, a "test case" fails ONLY when underlying program/libraries has bugs. A "correct" fix:

1) should not touch the test case code itself,

2) should cover general situations of use-cases which related to the test case,

3) should have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on what's wrong in the underlying program/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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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Call For Submissions, ILC 2009 2008-10-29 13:53:11

又一个周末荒废了⋯⋯ 2006-10-29 11:16:4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4) make the "unmodified" test case code passed.

In your "logic", I think there's another easy way to "fix" all test case projects: simply delete the test case

code, and we just won't see them fails any more!

说实话我不相信有人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而事实上却是真的有人不知道。那家中国外包公司里

参与辩论代表竟然回信感谢我的 “教导” 并表示以后一定按我说的办，最后连上游不懂具体技术的

经理都开始怀疑它们的专业水平了。中国程序员的脸就这样被它们丢尽了 ⋯⋯

事情发展到现在，钱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些事情如果我不去做的话就没有其他人能做

了，很多技术问题如果我闭口不言的话就没有人会发现，更别提去解决了。相比一开始时没日没夜的

疯狂工作，如今我在疲倦时更希望先好好休息一下然后来日以最佳状态去思考那些复杂的技术问题，

最终用最少的有效时间来完成任务──尽管报酬是计时的。由于我写的代码间接会被 NASA 用来控

制天上的卫星，那么为了确保卫星不从天上掉下来，我应该保持清醒并且全力以赴。至于卫星是中国

人的还是美国人的，卫星万一掉下来的话是砸中国人的脑袋还是美国人的脑袋，管它呢！

这么说起来的话，整个 2009 年我的业余时间恐怕都要花在商业 Lisp 编程上了。其中在 Chestnut

Lisp->C 转译器上的多线程移植工作可以用来在 2010 年的某个 Lisp 会议上发论文了，SNMP 项目

如果继续深入研究下去的话也会有新的可发表和可应用的成果。现在的问题反而是，我 TMD 到底坐

在网易的办公室里干什么呢？怎么没有人把我赶出去呢？

阅读(2396)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求婚大典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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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09-11-20 05:29joyous

回复 |  删除

头发长的那个一定是蚂蚱

2009-11-12 15:38CXX

回复 |  删除

这样啊，ZSN背着我的最低档的单反说，穷玩车，富玩表，SB背着相机满街跑。。。

2009-10-30 13:24wonder GJ

回复 |  删除

众多人里，确实是你最白，嘴还最小呢

------------------------------------------------------

你确实是个罕见人才

---------------------------------------

“我 TMD 到底坐在网易的办公室里干什么呢？怎么没有人把我赶出去呢？”

呵呵

2009-10-29 17:34Rhythm

回复 |  删除

最后那句，我去年就想问你了 -_-b

2009-10-29 10:11阿珂(CK)

回复 |  删除

相机送我吧

2009-10-29 12:31 冰河 回复 阿珂(CK)

回复 |  删除

然后转身就丢了 ⋯⋯

2009-10-29 04:58五百万

回复 |  删除

又学了一招！

2009-10-29 02:40yebie

回复 |  删除

顶binghe，bs 改case求通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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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软件工程 雨  

2009-11-03 02:01:00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冷冷    

天气变得真快──昨天还穿着夏装，今天就不得不套上冬装了 (其实脱了风衣和绿格衬衫，我里面穿

的还是夏天的那件白色砍袖 T 恤)。其实杭州的天气真不怎么样，夏天有蚊子，冬天太冷，春秋短得

几乎感觉不到。虽然我是在冬季零下 20 度的北方长大的，又叫 “冰河”，但挨冻的滋味还是少些得

好──过冬的棉衣在过去的几次搬家活动里都扔得差不多了⋯⋯

为了挽救我那不争气的相机，上个周末少许追加投资买了一个专用的长焦附加镜，于是终于可以拍出

类似单反的人物背景虚化效果了，不过并不是上面的这张──上面是某人用高档 Nikon D200 相机

拍出来的与其相机档次略有不符的相片。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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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UDP on LispWorks 2007-11-02 21:53:3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转载

最近开始每天想念跆拳道小姑娘 ⋯⋯

阅读(1038)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软件工程 雨  

2009-11-20 05:27joyous

回复 |  删除

风景不错

2009-11-08 21:38Fish.NET

回复 |  删除

关键是人帅，相机好不好是其次的~

2009-11-03 07:24wahaha

回复 |  删除

裤腿裤裆有些脏

2009-11-03 07:41 冰河 回复 wahaha

拜托，那是夕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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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09-11-03 05:45阿贝

回复 |  删除

据我的观察，冰河同学过冬，一衬衣+一风衣足矣。。。。

2009-11-03 04:41monochrome

回复 |  删除

构图很考究

2009-11-03 02:25风轻扬

回复 |  删除

我觉得背景不虚化挺好啊，我喜欢那种近至10毫米，远到10公里都清晰的一塌糊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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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冷 夜  

2009-11-12 12:02:51 |  分类：  学习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雨雨    

首先，我要好好表扬一个网站：Safari Books Online，O'Reilly 旗下的一个计算机图书在线阅读服

务。我最初得知这个站点的存在是因为买 Acrobat 时 Adobe 附送这个站点的 60 天免费访问权

限。从上个月开始我每月花 $22 订阅了这个网站的服务，然后好多不太容易买到或者下载到的计算

机图书都可以尽收眼底了。花钱的一大好处就是，如果浪费了会觉得很惭愧。所以我坚持每天都抽出

一些时间上这个站点看书。

最近两周花了很多时间用来考驾照。上了 5 次理论课，然后模拟考，正式考，所幸最后以 96 分的成

绩合格了。我发现几乎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在抱怨杭州的道路比较拥挤，高峰期经常塞车；另一方

面，每天都有上百人在报名考驾照，由此估计杭州每天上路的新车也不会少。最后的结论是，我还是

省省吧 ⋯⋯ 不过钱都交了，学点驾驶技术也好。

上周末去浙江图书馆还书的时候刚巧赶上门口有书展，新旧书都有。转来转去看到了许多熟悉的旧书

──上大学之前看过的。而当我看到一本印装得十分精美又很便宜的英文版《圣经》(Life

Application Study Bible, NIV) 时，我把它买下来了。后来上网一查，我买到的是目前评价最高的

一个英文版本，带有详细的注释和交叉参考，非常适合学生使用。我决定趁机用这本书提高一下英语

阅读能力。

跆拳道技术突飞猛进，而跆拳道小姑娘却开始对我不冷不热了 ⋯⋯

阅读(1439)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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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转载

冷 夜  

2009-11-12 06:01阿贝

回复 |  删除

每天网上看书很累的，呵呵，我喜欢自己买了或者借了来看。。。

2009-11-12 10:43 冰河 回复 阿贝

回复 |  删除

SA 办公室的书架已经差不多都被我的书给占了，不能再买纸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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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雨 爽  

2009-11-16 00:09:59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夜夜    

苹果产品最适合那些致力于在工具上追求完美的人，譬如说敝人。但工具毕竟是工具，是用来提高生

产力的，我觉得不能算是奢侈品。即便是前天新买的那个售价 $399 的 iPod Touch，我也配套申请

了 $99 的 iPhone Developer Progam，以后也要在这个新兴的编程领域里有所建树，并且终于又

可以跟 sishen 在技术上产生新的交集了。自从 LispWorks 开始，我对自己在工具上的投资回报率

还是很有信心的。与其他俗务相比，这是我最有信心的领域了。

自从上个月心血来潮跟毽友一起报了驾校以来，每天想着那两本想看又没时间看的驾校教材总担心理

论考会通不过。现在看来当然是多虑了，我随便打听了一下，原来考满分的也是大有人在的。我没出

息，上星期四顺利过了这一关以后，我就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心情十分地轻松，跆拳道训练也更有

劲儿了。只是还有另外一件心事，虽然不那么着急，也没有绝对的截止时间，但还是希望早些完成，

然后腾出时间来做更多的事情。我并不擅长同时处理许多事情，责任心所产生的无形压力往往令我效

率低下，事倍功半。

寒冷的夜晚，还下着雨──冷雨夜，这个缺德时节是我一年之中最感到孤独无助的时候，唯一可以支

撑我的只有希望。但我的 “希望” 究竟是什么呢？现在我自己也有点儿搞不明白了：人们通常所希

望的 “将来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用在我身上就不太合适，我希望自己永远忙碌下去，这样方显

人生价值；今天的拼命工作是为了赚足够的钱以便将来从某天起可以不再工作吗？也不是；出国留

学？这显然只是一个环节而不是最终目标，因为留学的生活只会比现在更加辛苦；找更好的工作？我

已经有自己兴趣所在的工作了，我的所有工作从足够大的角度来看都是自己的兴趣所在⋯⋯ 说到这

里，我还是想不出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多年来的生活主线似乎就是在不断涌现的各种机遇和挑战中

奋战罢了。

我的博客很重要。对我自己来说，通过将自己日常的主要经历和内心的真实写照近乎完整地暴露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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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一方面可以维护我道貌岸然的人物形象同时利用舆论反过来监督自己的言行，另一方面可以让所

有潜在的竞争对手充分看清我的每一手牌以便满足我求败的心态。对某些人尤其是各级领导而言，阅

读我的博客是了解我日常工作的重要一环，在我在公司里日渐沉默寡言的今天，这恐怕也是不得已而

为之吧⋯⋯ 对于其他人和所有并不认识我的人，我只能希望他们从我的经历和内心感受中可以多少提

取到一些对他们自己也有益的东西，但是要说到这方面的成效，谁知道呢⋯⋯

反思一下，总体来讲我在所有已发表过的博客文章里确实维持了一套相对稳定的世界观。只有一个真

实的人生所影射出的各种理论才会天然地形成一个自恰的系统，谎言总会在某个点上产生难以消除的

矛盾。对此我有些沾沾自喜。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更主要是因为不断的学习，任何一个人都处于不

断的变化之中，几年下来即便大方向没变，细节可能也早已面目全非了。最明显的例子，我的爱情观

多年来就反反复复，实在不成体统。还有些话题，以前我深入地谈过，后来就不再谈了：我的收入是

三年前的 10 倍──我仍然在关心群众疾苦吗？关心的程度究竟变了多少呢？我对中国社会的悲观态

度是否有所缓和呢？关于这类问题，无论我个人是怎么想的，都不便明确地说。

人无完人，我也一样。

阅读(2106)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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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7 03:32

回复 |  删除

我是看了你翻译的“ON LISP”这本书找到这里的，高人啊。呵呵

现在工作的平台在linux上+emacs，但是对这些开源软件的质量我已经没有信心了，bu

g不断。

看来要试试别的平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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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蜗居 & 最后一个月  

2009-11-18 22:59:43 |  分类：  爱好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爽爽    

今天是我的首次跆拳道实战训练，不但输得很惨，而且用的基本不是本门武功⋯⋯ 实在是枉费了教练

他老人家的苦心教导。以前看别人打实战总觉得他们出脚太慢而且容易累，今天亲身体会了一下才知

道自己以前的想法错了，尤其是想踢到对手的 头部是极不容易的。不过总的来说，打实战确实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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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9 20:16hwsqy

活的真潇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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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3 15:46一口一

回复 |  删除

我看到了一个SG

2009-12-23 03:33lalalala

回复 |  删除

如果你用的不是本门武功，很好奇你用的是什么...营口无影脚？

2009-11-22 07:53soulyxy

回复 |  删除

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能够如此坚定自己的人生：）

2009-11-20 05:23joyous

回复 |  删除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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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前的最后冲刺 2010-11-30 19:18:38

短暂的周末，宝贵的时间 2007-11-30 18: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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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蜗居 & 最后一个月蜗居 & 最后一个月    

断子绝孙的年代需要孤独终老的勇气，

只有不落俗套者才能活出真正的自己。

《蜗居》这部电视剧的恐怖之处在于，它的剧情从一些生活中常见的案例开始，每一步的发展都顺其

自然，最后却滑向了一个无底的深渊。如果按照我的 “回溯” 理论来分析的话，唯一的解释只能

是：从一开始就错了。别买房，别结婚，别生小孩儿，这样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同时为了表明我不

是懦夫，我可以去勇敢地攀登科学高峰。另外，种种迹象表明，性欲是一个男人最大的敌人 ⋯⋯

我个人觉得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处在一个断子绝孙的年代──买房则血本无归，生个小孩儿他将来也活

不下去──只是感谢那些不信邪且不屈不挠的房奴们帮忙维系着表面上的太平盛世，要是人人都像我

这样的话社会早就完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我却是一个潜在的投机者，在多数同龄人忙着养家糊口

的时候，躲在最先进的笔记本电脑后面参与并享受着现代科技的伟大成就。

距离年鉴还有最后一个月，我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工作了。

阅读(1684) |  评论(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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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02 06:35胡晓文（男，一子一女）

回复 |  删除

我老婆最近不在，求教一下怎么战胜自己最大的敌人～

2010-03-26 04:41mint.amore 回复 胡晓文（男，一子一女）

回复 |  删除

切换到手动模式

2009-12-02 04:13Guru

回复 |  删除

我觉得司马迁才是拍拖这些危机，攀登上科学高峰的“汉子”前驱。蔡伦也算是。

2009-12-02 06:20深蓝 回复 Guru

回复 |  删除

还是你狠啊......

2009-12-21 06:25Lizee 回复 Guru

回复 |  删除

呵呵，你用  拍拖  。。。

2009-12-02 15:10Bladewang

回复 |  删除

看来Lisp真的是佛门武功⋯⋯

不知冰河对Haskell这门道家功夫怎么看？

b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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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02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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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我正在向这条路进发：买房，即将结婚、生子。。。。

2009-12-02 04:23Fish.NET

回复 |  删除

《蜗居》的恐怖之处是社会失声默许了剧情所描写的现实，并且还有部分人带着爱情和人性的帽子表示同

情和理解，让本来还想说些什么的人已经没话说了。

2009-12-01 16:53Rhythm

回复 |  删除

“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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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居 & 最后一个月 冰河年鉴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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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报告中期报告    

今天是我第二次实战训练，首次踢中了绿带对手的头部。经过不懈的锻炼，我的腿可以悬停在更高的

位置了。

总体来讲，最近半个月还是小有成绩的——尽管花了些时间在看片上，诸如《2012》和《Fringe》

之类的，后者是我目前的最爱。那些不懂技术细节的项目经理们跳槽的速度太快了，为了赚更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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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一下 2010-12-14 08: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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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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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简直是不择手段，到头来整个团队中最有责任心的反而是那些对产品代码视如己出的底层程序员们。

虽然我已经很努力地在干活了，还是没法在今年结束以前完成最重要的那部分工作。另一方面，我欠

Lisp 社区的很多事情都不能再拖了，于是又开始分身干活。

不过接下来两周我打算向上述所有方面请假，收集资料准备一次网易的培训课程，我最钟爱的一个话

题。为了使这次课程更加贴近群众并且不负上级所托，我打算以 $1k 为代价好好花些心思来准备。

阅读(1063)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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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06 05:29老白

回复 |  删除

小伙子不错，有才

2010-01-05 02:05joyous

回复 |  删除

好帅

2009-12-14 05:01Guru

回复 |  删除

白带比你强，还是比你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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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4 09:25 冰河 回复 Guru

回复 |  删除

跆拳道的级别从低到高依次是：白 (10 级)、黄白 (9 级)、黄 (8 级)、黄绿 (7 级，我现在就是)、

绿 (6 级)、绿蓝 (5 级)、蓝 (4 级)、蓝红 (3 级)、红 (2 级)、红黑 (1 级)、黑 (初段)。初段到九

段都是黑带，但带子上有附加的段位标记。

2009-12-14 09:22dyson

回复 |  删除

很黄很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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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报告 2010 新年寄语  

2009-12-21 00:25:53 |  分类：  年鉴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冰河年鉴 2009冰河年鉴 2009    

（参见：冰河年鉴 2008）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2009 年是我彻底咸鱼翻身的一年，开始从事商业 Lisp 开发，开始学跆

拳道，开始拥有最好的工具。同时也再次感受到了各种小姑娘们拒绝我好意时的心狠手辣⋯⋯

2009 年 1 月：

收到 ILC 2009 的邮件通知，第一次国际会议投稿被接受

2009 年 2 月：

开始接触 Gensym G2，同时为参加 ILC 2009 做准备

收到从家里寄来的《科学》杂志

Debian GNU/Linux 5.0，不过 SA 组至今尚未正式启用

2009 年 3 月：

放弃去 MIT 参加 ILC 2009 的计划，论文本身仍然得以发表

成为 Versata/Gensym 公司的顾问，商业 Lisp 程序员人生开始

送某人生日礼物，然后再次被拒

2009 年 4 月：

Lisp 事业首战告捷

工具投资：开始启用最新的 17 吋苹果笔记本

2009 年 5 月：

工具投资：Acrobat 9 Pro 和 Poser Pro

关于侥幸心理的理论；首次阅读小说《1984》

2009 年 6 月：

发情期开始

200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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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冬 2010-12-20 18: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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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转载

关于责任心的理论

27 岁生日，确立知识人生

开始学习跆拳道

关于睡觉的理论；为 Unix-Center 捐款 $1024

发情期结束

2009 年 8 月

跆拳道 8 级；结识跆拳道小姑娘

苹果系统升级

2009 年 9 月

关于职业规划的理论

参加朋友婚礼

2009 年 10 月

继续埋头苦干

关于软件工程的看法

2009 年 11 月

深入学习数码摄影技术并扩充装备

开始考驾照；跆拳道小姑娘离去

工具投资：苹果 24 吋显示器和 iPod Touch

第一次跆拳道实战告败

2009 年 12 月

《蜗居》带来的启示；进一步明确对于买房的消极态度

第二次跆拳道实战告捷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2010 年将是我开始赢得国际声誉的一年，究竟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阅读(2479) |  评论(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中期报告 2010 新年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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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10-01-16 13:17尹巍

回复 |  删除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2010 年将是我开始赢得国际声誉的一年，究竟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强re

2009-12-23 15:44一口一

回复 |  删除

手套和雨伞好配~

2009-12-21 10:24小唐

回复 |  删除

喜欢这张照片，里面的内容我忽略

2009-12-21 07:38lenciel

回复 |  删除

happy new year....

2009-12-21 07:35tttttt

回复 |  删除

你太牛了！

这么牛还没女朋友？我欣慰了

2009-12-21 06:24Lizee

回复 |  删除

这是你的新衣衣么？

2009-12-21 05:12阿珂(CK)

回复 |  删除

在哪里拍的？

2009-12-21 05:43 冰河 回复 阿珂(CK)

回复 |  删除

上周末踢毽球的时候在十五中体育馆里背对墙壁拍的。墙上还有脚印呢 ⋯⋯

YXY



20/08/18, 23:04 2009 -  - 

Pagina 4 di 4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091120105531414/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2009-12-21 03:48

回复 |  删除

我每次看到楼主照片,总是情不自禁的想起shel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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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年鉴 2009 LispWorks 6.0  

2010-01-01 01:54:39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2010 新年寄语2010 新年寄语    

 cl-net-snmp  usocket  On
Lisp  ABCL  MOP  CLOS  MOP  PCL 

 Versata  G2  ILC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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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冰河年鉴 2013 2014-01-01 13:01:36

お新年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2008-01-01 03:26:4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1148)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冰河年鉴 2009 LispWorks 6.0  

2010-03-12 09:47Lizee

回复 |  删除

mm好多哦！！！

2010-01-03 06:04小勤

回复 |  删除

新年快乐，为梦想加油！

2010-01-01 03:00shiyong

回复 |  删除

新年快乐，一起加油。

2010-01-01 02:16zjb

回复 |  删除

祝新年达成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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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新年寄语 繁忙的新年第一周  

2010-01-06 21:43:17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LispWorks 6.0LispWorks 6.0    

Release of LispWorks 6.0 with SMP

Cambridge, England, 06 January 2010
LispWorks Ltd is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release of LispWorks 6.0 on Windows?, Macintosh?, Linux?,

FreeBSD?, x86/x64 Solaris?, SPARC/Solaris? and HP-UX platforms.

LispWorks 6.0 brings these new features:

Symmetric Multiprocessing (SMP)
GTK+ support
Support for x86/x64 Solaris
ASDF integration in the IDE
Profiling multiple threads
Other extensions to multiprocessing
Customizable native toolbars
IDE session saving
Dynamic content-sensitive function information
Improved documentation and more example code
Various other new features, enhancements in CAPI and improvements in the IDE
Many bug fixes

Not all features are supported for every LispWorks product and platform. Please see the feature table for
details.

LispWorks 6.0 Professional and Enterprise Editions continue to offer excellent value with no runtime license
fees. An annual maintenance package is available.

More details of the improvements in this release can be found in the Release Notes.

Prices
Pricing information for LispWorks 6.0 is here.

Owners of current LispWorks maintenance contracts are entitled to free upgrades to LispWorks 6.0. We will
contact you by email with your upgrade information. If you are entitled to the upgrade and do not receive
our email today, please tell us at lisp-sales@lispworks.com .

Or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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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cl-sanskrit 2014-01-06 16:10:32

新年新气象，again 2013-01-06 15:28:16

一片狼藉⋯⋯ 2007-01-05 19:26:1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转载

To order LispWorks 6.0 go here.

Evaluation Licenses
If you would like to evaluate LispWorks 6.0 prior to a possible purchase, just ask us at lisp-
sales@lispworks.com . We will need to know:

your LispWorks development platforms.
which platforms you are targeting for application delivery.
whether you need 32-bit LispWorks or 64-bit LispWorks.

We would also be interested to learn what you are planning to use LispWorks for.

阅读(2748)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2010 新年寄语 繁忙的新年第一周  

2010-05-08 14:52elwinluo

回复 |  删除

不能叫公司给你买吗?

2010-05-09 06:23 冰河 回复 elwinluo

回复 |  删除

公司没把我开了就不错了⋯⋯

kar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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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1-06 16:11

回复 |  删除

在price页竟然看到有China的专门Price Information，估计全国就你一个人卖了Price Information，估计全国就你一个人卖了

这个软件吧？这个软件吧？

2010-01-06 17:13 冰河 回复 karpar

回复 |  删除

中国地区的价格要稍微便宜一些，大概相当于美国价格的 7-8 折。呵呵，肯定不只我一个，我还

知道另一个用户。

我对 LispWorks 的评价就是四个字：值得拥有。

2010-03-21 14:33wislin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价格是多少？

2010-03-21 17:38 冰河 回复 wislin

回复 |  删除

专业版带一年维护合同的价格是 $1200，每个操作系统要分别买。

2010-03-23 02:07wislin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下了个人版是试用一下，感觉确实不错。好东西确实太贵了。

最近刚接触到lisp，发觉这个语言很诱人。可惜以前读书的时候没有发现。现在想起来真后悔。

冰河已研究多年，传授一下经验，该怎么学习这个语言。

2010-01-07 09:34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冰河推荐几本lisp入门的书籍吧，对知识规则及推理和函数式编程挺感兴趣的。



20/08/18, 23:03 -  - 

Pagina 1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0094146848/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LispWorks 6.0 多事之秋  

2010-01-09 04:01:46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繁忙的新年第一周繁忙的新年第一周    

最近太忙了，再不回顾一下就来不及了。

由于去年发生的一系列摄影事故，我决心采购佳能数码单反一枚彻底改善一下形势。元旦期间去熟悉

的商家那里要了几份资料，然后又把水木都市丽人板加到收藏夹里，从而开始了我的单反前奏曲。研

究来研究去，最后决定还是按照不差钱的配法来买最符合我的风格。现在市面上无敌兔泛滥，我要是

也买无敌兔的话难免落入俗套。所以目标直接定在 1Ds 上了，只是我要先把这个年过了，然后再看

看佳能的发布形势再议。总体来讲，目前的心理状态就跟我当年计划买 LispWorks 以及后来计划买

MacBook Pro 时的情况一样了。我心理清楚，这个东西迟早是我的了，绝对跑不掉了⋯⋯ 今年我们

毽球协会要参加全国比赛了，姑且是为了拍几张好照片而买的吧。

元旦前就开始准备的那个内部培训的演示文稿 (updated)，后来我终于把它全部写好并顺利讲完了。

种种迹象表明，好评是如潮的，但后劲儿不足——所谓曲高和寡，这个年代还有多少人热衷于 AI 的

经典部分呢⋯⋯ 其实我是很想多给公司里的同事介绍一些他们不太熟悉的工作相关知识的，另一方面

也算是为网易多做点儿贡献。因为机会实在不多，于是在这一次讲座里我把自己近几年学到的几乎所

有知识取其精华以 “规则” 为主线串在一起了，而真正的重点其实并不在知识本身，而是想表明，

一个 SA 可以将自己的职业技能循序渐进地扩展到何种程度。不管怎么说，我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从元旦假期开始又投入的紧张的 Lisp 编程工作中。我帮忙维护的 USOCKET 项目近来十分活跃，新

增了对 MCL 的支持，UDP 代码也被我合并到主干了。现在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 Windows 下几

个 CL 平台的网络部分修补好，然后发一个新版本。这样也算对得起项目主开发者 Erik Huelsmann

对我的信任和知遇之恩了。另一方面，G2 开始决定改进 Lisp 开发工具了，我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进

其正式采用 LispWorks 这一计划的进程。就在我开始写 IDE 相关报告的前一天，LispWorks 6.0

竟然及时发布了，这下竞争对手 Allegro CL 算是彻底没戏了。在商业 Lisp 平台上我绝不是墙头

草，多年来坚守在 LispWorks 阵营上，跟日本的广大 Allegro CL fans 完全站在对立面上。事实证

明，守着 Allegro CL 是死路一条，LispWorks 才是真正的强者。

但是拥有商业 Lisp 平台并不代表我不再爱那些开源的 Common Lisp 实现了，我还在熟悉 Cloz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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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出差中 2008-01-09 14:29:2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转载

CL 和 MCL 的源代码，并且准备在扩展 MCL 方面大干一场。开源的 Lisp 让我领略 Lisp 源代码的

奥秘，商业的 Lisp 让我拥有最强大便利的开发工具，两者缺一不可。

为了表明我对 LispWorks 公司的支持，我开始采购第三个 license，Mac OS X 上的 32 位版本，

也就是我目前日常工作所在的平台。一平米的房子就这样飘走了⋯⋯

另外一平米花在 Adobe 身上了。我把我的 Acrobat 9 Pro 升级到 Design Standard CS4 了，因

为我开始需要 InDesign, Illustrator 和 PhotoShop。只不过到目前为止尚未拿到手，因为北方的大

雪导致快递延误。怪不得新闻上说北方大雪天气导致副食品价格上涨，连我的小小盒装正版软件都运

不过来，何况是整棵的大白菜了⋯⋯ 前面的那个讲座 PDF 实际上是用 Apple iWorks 中

的 Keynote 程序做出来的，虽然精美，但从排版角度来看却完全是拙劣之作，这点我自己心里清

楚。只有 Adobe 自己的工具才能做出真正高雅，小巧并且符合标准的 PDF 格式的文档，这是我经

过深入研究得到的结论。Adobe 的几款核心软件现在和 LispWorks 一样，它们在我心中的地位就

是四个字：值得拥有。

综上所述，最近真是花钱如流水。年货算是彻底办齐了。

另一方面，PH 的新年博客令我颇感失落，原来这些年我什么忙也没帮上。很快就要随公司搬到滨江

去了，以后跟 PH 如何相处，实在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

明天等着我的是一场朋友婚礼，后天则是毽球活动和跆拳道训练，然后下周跆拳道考级。忙碌的人生

其实不需要解释。

阅读(2022)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LispWorks 6.0 多事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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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0-01-11 17:31adah

回复 |  删除

你尝试过1Ds的分量吗？这玩意适合亮骚，以及供真正的专业摄影师使用。个人意见，7D适合你（除非你

晚上拍照的需求很大，或者对画质真的有超高的需求）。

2010-01-11 18:28 冰河 回复 adah

回复 |  删除

我是专攻运动摄影的，1Ds 的对焦点多 ⋯⋯

2010-01-12 05:04adah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那你绝对应该看7D和1D Mark IV。连拍速度都高于5D2和1Ds Mark III。

要对焦性能好，5D2确实是不用看了。有人说还不及40D呢。

2010-03-07 20:40 冰河 回复 adah

回复 |  删除

最终我接受了你的建议，选择了 1D Mark IV。

2010-01-11 03:56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新年好啊，忙碌的人生其实不需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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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评论

    转载

作为我所在公司办公区的首位系统管理员和曾经的一组之长，我经常不得不以两种立场来处事：一方

面，作为一个渴求知识的技术人员，我把自身的进步作为首要考虑，不惜一切代价获取和占有各类资

源，无视他人死活，心狠手辣；另一方面，作为 Linux 系统管理和运维领域的佼佼者和领军人物，我

要努力体现出自己所在部门的重要地位，关注同行的进步，制定规划，安排后事，不惜一切代价为他

们谋福利。

许多系统管理员从不为自己的利益与上级抗争，因为他们害怕因此失去自己仅有的那点儿利益。但我

则不同，我强势，我有资本和后路，所以不但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去抗争，甚至还有闲心为别人的利益

去抗争。我什么也不缺，没有人可以伤害到我，这就叫成功人士。

两年多以前，老板做出了一个事实证明完全错误的决定。直到今天，我仍然耿耿于怀，并且一直在用

我自己的方式进行报复。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每一个错误最终都会得到解决。只不过，亡羊补

牢是要付出额外代价的。

阅读(3997) |  评论(1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繁忙的新年第一周 打好基础  

2011-01-24 07:54change

回复 |  删除

2010-12-29 10:48an

孔子欣赏谦谦君子，但是现实中哪里有那么多君子？所以，他也欣赏狂和狷这两种人，所以，说实话，我

也很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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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0-12-29 13:19 冰河 回复 an

回复 |  删除

我看到你也在翻译 PCL，建议不要重复劳动了，我快翻译完了，再过俩月估计书都印出来了。

我当初翻译 On Lisp 以后也是直接把内容公开在网上，现在看来这个做法是错的，因为再没有出

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版了。所以我现在绝对不推荐在没有跟任何出版社协调的情况下擅自

翻译英文计算机书了。

2011-01-20 12:46an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实际上我翻译是为了学习Lisp而已，不会关心是否有回报。

2010-12-01 09:25xidian_308

回复 |  删除

表情无比严肃的说。。。

2010-01-28 02:20阿珂(CK)

回复 |  删除

拜见成功人士。。。

2010-01-23 06:40天堂夜叉

回复 |  删除

你长得确实很帅啊

2010-01-19 19:18Ricepig

回复 |  删除

我也不得不说，这是真nb

2010-01-16 09:42莉子

回复 |  删除

忒牛了，佩服哇

2010-01-15 06:50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支持冰河

2010-01-15 05:14萝卜乙

回复 |  删除

把牛逼走了继续虎逼~

2010-01-14 07:42萝卜甲

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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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0-01-14 03:27深蓝

回复 |  删除

o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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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搬家进行中 2013-01-20 16:51:25

第三周，over 2008-01-20 16:56:16

多事之秋 装备升级  

2010-01-20 23:52:00 |  分类：  学习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打好基础打好基础    

1994 年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刚开始学习计算机，那时我面对的只有 ASCII 和 GB2312 字符集

——传说中的 6763 个常用汉字，以及当时 UC-DOS 汉字系统下的 16 和 24 点阵中文字库。十五

年来，计算机世界已经变得太复杂了。而最麻烦的问题在于，真正的复杂性往往隐藏在华丽界面的背

后。

我对计算机排版其实很有兴趣，这体现在我曾经花大力气学习和使用 TeX 排版系统上。如今我有了

正版的 Acrobat 和 InDesign，是时候好好补充一下基础知识，至少要先把什么是 “字符” 搞清楚

了。整个计算机领域最能体现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两个伟大发明：Unicode 字符标准和 OpenType

字形技术，再加上建立在 PDF 和 PostScript 标准之上的现代排版学，是我心中无限向往的知识源

泉。

几年前在浙大期间有幸聆听了 Adoal Xu 同学关于 Unicode 的一次精彩讲座，至今记忆犹新；今

天，我偶然在书店里发现了上面那本《Unicode 5.0 标准》，惊喜之下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我将把

对这本书的学习视为我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开始 ⋯⋯ (我脸皮真厚)

阅读(2077) |  评论(1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多事之秋 装备升级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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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2010-01-21 03:17萝卜

回复 |  删除

2010-01-24 06:43Fish.NET 回复 萝卜

回复 |  删除

你的新书太贵了⋯⋯不过写的真好！

2010-02-23 14:15萝卜 回复 Fish.NET

回复 |  删除

2010-01-28 02:18阿珂(CK)

回复 |  删除

2010-01-25 07:29booming

回复 |  删除

CMUCL老大,在最新的Firefox3.6下看不了网易博客里面的日志,会是什么原因呢

2010-01-25 09:37 冰河 回复 booming

回复 |  删除

我刚刚试了一下，没问题

ad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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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1-23 06:00

回复 |  删除

浪费钱啊。:)

Unicode 5.2.0已经出来了。大部分资料在unicode.org上直接提供的。

2010-01-23 12:22 冰河 回复 adah

回复 |  删除

是的，包括这本书的完整英文版。考虑到中文版阅读速度更快，只要能从中学到些新知识，就不

算浪费。摆在书架里还可以被其他人偶尔翻翻。

2010-01-23 06:00天堂夜叉

回复 |  删除

建议去掉最后的括弧及内容。风格不能丢啊。

2010-01-21 08:00lispython

回复 |  删除

崇拜ing

2010-01-20 23:28Fish.NET

回复 |  删除

Adoal就是88上那位名人？

2010-01-20 23:31 冰河 回复 Fish.NET

回复 |  删除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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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Symbolics and others 2013-01-27 16:42:32

相册索引恢复 2007-01-27 15:07:48

商业 Lisp 2007-01-27 09:57:39

打好基础 かづらき (Kazuraki)  

2010-01-27 23:18:55 |  分类：  爱好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装备升级装备升级    

电脑就好比女人：今天给她配个耳环，明天给她戴个项链，这才是正经过日子的态度。

到今天为止，我在苹果系统上所有用得上的，会用的，用得起的软件，都买齐了。整个西湖数源软件

园的上空正因为这盒 Adobe Creative Suite 4 Design Standard 光盘的存在而闪耀着光芒，相比

之下隔壁丁磊办公室门口的红色宝马自行车也显得暗淡无光 ⋯⋯

今晚 2:00 就是苹果的产品发布会了，看看这家神奇的公司还能给我什么惊喜。

后记：对 iPad 比较失望。

阅读(1745)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打好基础 かづらき (Kazuraki)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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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2010-02-05 06:40gba6680836

回复 |  删除

宝马自行车，有这种东西？

2010-02-05 08:51 冰河 回复 gba6680836

回复 |  删除

你去 Google 搜一下 “宝马 自行车” 就有了。

2010-02-05 12:26gba6680836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晕啊，真的有宝马自行车，以前还没听过呢。~~不过丁总的交通工具是它？？？

2010-01-28 08:02bg5hfc

回复 |  删除

玩排版买个inDesign就得了, 你搞个全套做啥..  打折么..

准备搞个iPad玩玩. 其实大家的失望也就是因为新创意不多而已,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取代上网本足够了. 而

且估计手持游戏机和Kindle的日子要难过了

2010-01-28 08:46 冰河 回复 bg5hfc

回复 |  删除

InDesign 的 SING 补字系统需要使用 Illustrator 来编辑字形，另外总要有个工具画矢量插图吧

。PhotoShop 是真没用，不过一起买确实可以打折，相当于 PS 上没花钱。

2010-01-29 22:22Fish.NET 回复 bg5hfc

回复 |  删除

iPad太贵了，上网本貌似便宜多了。。。

2010-01-28 13:55cyq

仰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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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0-01-27 17:19听

回复 |  删除

ah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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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家乡归来 2012-01-28 20:50:19

SBCL 1.0.2 Release 2007-01-29 02:43:35

装备升级 迎战春节  

2010-01-29 07:28:11 |  分类：  爱好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かづらき (Kazuraki)かづらき (Kazuraki)    

"Adobe 资深字体设计师西塚凉子，在大学时代就被镰仓时代的诗人，藤原定家 (1162-1241) 的书

法风格所打动。她一直倾心于将定家书风制作成打印字体，并将其作为她毕业设计课题。 即使大学毕

业之后，她对定家书风的迷恋也从未消失过，一直坚持制作该字体，在 2002 年日本森泽国际字体大

赛中该字体设计获得了银奖。 现在基于该设计，Adobe 的字体开发团队正致力于 かづらき

(Kazuraki) 字体的开发。"

"藤原定家是十二世纪镰仓时代的诗人，他的诗歌，日志及文集至今还被广为流传，不仅他亲书的日本

国宝级日志《明月记》为世人所知，其独特的书法风格也非常著名。⋯⋯ 而该款字体的名称 かづら

き (kazuraki) 也来源于藤原定家的《拾遺愚草》中的“ 歎くとも 恋ふとも逢はん 道やなき 君葛城

の 峰の白雲”。葛城位于奈良，而 かづらき是 “葛城” 的谐音。藤原定家通过这首诗歌悲哀地表达

了对一贵族女子因地位悬殊而无结果的爱情,他形容那女子就象葛城里山峰上的白云, 遥不可及。"

2010 年 1 月 6 日，かづらき 正式发布了。

阅读(2410) |  评论(1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装备升级 迎战春节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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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2010-10-14 16:39willam

回复 |  删除

请教，你这一款葛城体的字体也是自己买的吗？

 

官网卖价$35，穷人，买不起呀，有没有替代的字体可否介绍？

2010-10-15 04:46 冰河 回复 willam

回复 |  删除

是我自己买的；没有替代品。

2010-10-17 16:03willam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还有没有葛城体的替代品，专程上日文网站看过字体，非常好，

 

可惜有收费，太狠了。

2010-10-17 16:06 冰河 回复 willam

回复 |  删除

人家 Adobe 做字体难道不用钱么

2012-07-01 02:52喵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請教在美國站 買的葛城體有漢字與日文嗎?

 

在日本站要五千日圓.......美國站比較便宜

 冰河 回复 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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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01 13:17

回复 |  删除

都是一样的字体文件，我就是在美国区 store 上买的。

2012-07-02 02:39喵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謝謝版主解惑

看來我也是得請美國朋友幫我購買了^^

2011-01-15 07:07 冰河

回复 |  删除

后记：今天在一个叫做极限主题 (bbs.themex.net) 的论坛上的字体讨论区里看到有人谈论 Kazuraki SP

N。原来该字体已经偷偷升级到带有更多汉字的新版本 Kazuraki SP2N 了，我要联系美国的朋友帮我看看

能否直接下载到升级版了，否则就再花 $35 买一次。

2011-04-06 07:13浮舟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35不贵，作为一个大字库，勉强可以接受。换做西文就有点小贵了，对于中国人的消费水平来

说⋯⋯

我曾经以为买下之后，若字体有升级版，可以不用重新买，直接升级，看到这条更新，似乎不行

？看来想买的计划得延后了。摊手。要是过几年又升级了呢？岂不郁闷。我可没那么多钱反复买

。

另外，似乎Adobe官网不允许中国地区消费者买它的字体产品？选择store的时候没看到列表里有

符合的地区，最近的只有香港。偶没买过国外的东西，闹了半天也没明白。要是不允许中国人买

的话，还要找别人帮忙。

2011-04-06 09:19 冰河 回复 浮舟

回复 |  删除

再下一次更新应该就是含有绝大多数汉字的 Kazuraki STD 了，到时候要是还卖 $35 的话那我

肯定还要继续升级。

P. S. 我是麻烦在美国的朋友帮我买的。

2011-04-06 09:21 冰河 回复 浮舟

回复 |  删除

哦，忘了说了，我后来又花钱买了升级版的 Karuraki SP2N

2010-01-29 03:45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感觉很像王羲之的行书，比较飘逸，不知道日本书法是否也受到二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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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かづらき (Kazuraki) 一则恐怖的国际新闻  

2010-02-01 23:12:27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迎战春节迎战春节    

时光飞逝，我那雄心勃勃的 2010 年转眼就过去了十二分之一。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虽然确实发生了

很多事，也很忙，但并没有真的 close 掉任何一个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仍感到遗憾和无奈。

经过认真的研究，仔细的评估，严密的论证，我认为我的整个人生就是一场悲剧。当然这个结论跟我

以前的大多数理论仍然是兼容的：面对一个悲剧的人生并不等于就此放弃，而是说我可以就此破罐破

摔，大胆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从而抛开尘世中束缚自己成长的一切因素，放手一搏。

在历史上，春节期间是我一年中最难熬的日子。读大学的时候，春节的恐怖之处在于拥挤的火车和难

买的车票，回到家以后等待我的一般是关于花销太大的批评和学业无成的讽刺，等到我忍无可忍宁愿

买张站票也要准时返校的时候，换来的往往又是另外一顿责骂；工作以后，春节的恐怖之处在于我辛

苦一年积攒下来的零钱，去掉旅途开销，孝敬父母长辈一圈以后也就所剩无几了，每次回到杭州以后

都有一种万念俱灰，随时可以慷慨就义的伟大心态。两年前开始则是父母闹离婚，回家以后等待我的

也只有痛苦。在所有这些痛苦的日子里，唯一能够慰藉我受伤心灵的事件，仅是可以每年跟初高中时

期的红颜知己们分别见上一面，互叙衷肠，然后重新各奔东西。

中国社会日趋沦落的表现在于，中华民族传统中意识形态层面好的东西逐渐消失殆尽，然后所有形式

上的礼节和习俗却被充分地发扬光大了。父母教导子女如何才算孝敬父母，却不督促子女去做善良诚

实的人；年长者缺乏追求，整日想方设法骗取各种社会资源；年轻人则先靠结婚和收红包来完成资产

重组，然后再通过买房把自己下降一到两个消费阶层。在这里，传统思想彻底沦为被国家和少数坏人

利用的工具；社会环境如此恶劣，即便是独善其身也要面临巨大的艰难和牺牲。

总之，我的原则就是，努力去做最高水平的学习和事业，在其他方面达到社会平均水平甚至稍微偏下

即可，尤其是不能做一个高水平的孝子，因为这和我的其他大部分追求是矛盾的。今年我要带着这样

的心态回老家，但愿可以过一个好年。反正过不上也无所谓，习惯了。

阅读(2774) |  评论(1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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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归来 2009-02-01 16:57:45

项目太多，忙不过来了 2008-01-31 20:02:19

Mac OS X System Architecture 2007-01-31 17:34:1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转载

かづらき (Kazuraki) 一则恐怖的国际新闻  

2011-01-13 09:50faith

回复 |  删除

加油加油。。。。

2010-02-11 07:41jadeview

回复 |  删除

直白、明了。欣赏

2010-02-03 18:55Ziven

回复 |  删除

我也是杯具人生，玩一下梦幻人生呢。。

2010-02-02 23:40bernar

回复 |  删除

I agree with the irony and best of luck.  May I suggest just don't be too sensitive, people talk s

o they can hear themselves... : )

2010-02-02 18:32Fish.NET

倒数第二段很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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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0-02-02 06:40Rhythm

回复 |  删除

红颜知己“们”耶，知足吧 

2010-02-02 05:43freeb

回复 |  删除

熊十力

其实家庭为万恶之源，衰微之本，此事稍有头脑者皆能知之，能言之，而且无量言说也说不尽。无国家观

念，无民族观念，无公共观念，皆由此，甚至无一切学术思想亦由此。一个人生下来，父母兄弟姊妹族戚

，大家紧相缠缚。能力弱者，悉责望其中之稍有能力者；或能力较大者，必以众口累之，其人遂以身殉家

庭，耳无可解脱。说甚思想，说甚学问。有私而无公，见近而不知远，一切恶德说不尽。百忍以为家，养

成大家麻木，养成掩饰，无量罪恶由此起。有家庭则偏私儿女，为儿女积累财富，所以优养娇惯。儿大则

爱妻子而弃父母，女大则爱丈夫与其所生子女。人类之卑贱与残忍以至于此。余痛此习不革，中国无可自

强。吃苦、自立、不图安逸、不存私心，如此，则剥削之邪心消灭，达于德与廉耻矣。

      与梁漱溟，1951年5月22

2010-02-02 04:38阿贝

回复 |  删除

加油加油，有追求就是幸福的。。。

2010-02-02 03:29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天将降大任啊。

2010-02-02 02:32阿珂(CK)

回复 |  删除

在所有这些痛苦的日子里，唯一能够慰藉我受伤心灵的事件，仅是可以每年跟初高中时期的红颜知己们分

别见上一面，互叙衷肠，然后重新各奔东西。

这已经够不错了

2010-02-02 02:31阿珂(CK)

回复 |  删除

悲剧和喜剧仅仅一线之间。

别jw了

2010-02-01 16:16胡晓文（男，一子一女）

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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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恐怖的国际新闻一则恐怖的国际新闻    

今天醒来以后读到一则恐怖的国际新闻，我决定破例转载到博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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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合理的爱情观 2013-02-03 14:24:05

广州火车站？ 2008-02-03 15:41:35

SBCL 进程的内存结构 2007-02-03 08: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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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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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战春节 Apple Aperture 3  

2010-03-20 22:35 冰河

回复 |  删除

江湖传言，朝鲜劳动党前计划财政部长朴南基，因货币改革失败在平壤被枪决。

2010-02-04 13:17世界最快

回复 |  删除

 看来朝鲜是朝而不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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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03 08:09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这绝对是自然灾害，简直是一定的了。

2010-02-03 03:57胡晓文（男，一子一女）

回复 |  删除

你现在不是在博客上胡说八道吗？哈哈哈～

2010-02-03 05:05 冰河 回复 胡晓文（男，一子一女）

回复 |  删除

我觉得你真的很欠揍耶

2010-02-03 05:55胡晓文（男，一子一女）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哈哈哈，我也在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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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恐怖的国际新闻 步步为营  

2010-02-10 18:07:56 |  分类：  Apple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Apple Aperture 3Apple Aperture 3    

Apple's 64-bit Aperture 3 packs 200 new features, including Faces, Places

By AppleInsider Staff
Published: 08:35 AM EST

Apple on Tuesday released the next major update to its photo editing and management software,
with Aperture 3 sporting over 200 new features, including Faces, Places and Brushes for $199 new,
or $99 to upgrade.

Expanding on the Faces and Places features first introduced in iPhoto '09, Aperture 3 is said to
make it easier and faster for users to organize large photo libraries. An exhaustive list of the many
new features is available on Apple's Web site.

"Millions of people love using iPhoto to organize, edit and share their digital photos," said Philip
Schiller, Apple's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Worldwide Product Marketing. "Aperture 3 is designed for
both professionals who edit and manage massive libraries of photos and iPhoto users who want to
take their photos further with easy-to-use tools such as Brushes and Adjustment Presets."

Aperture 3 introduces new tools to refine photos, including Brushes for painting image adjustments
onto parts of a photo, and Adjustment Presets for applying professional photo effects with just one
click. New slideshows let users share their work by weaving together photos, audio, text and HD
video.

"Aperture 3 gets it right," said National Geographic photographer, Jim Richardson. "The image
editing tools are exactly what I have been asking for, they're so easy to use and give me a leve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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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归来 2011-02-09 17:48:14

科学 2009-02-09 17:04:18

    转载

control that I never even thought possible."

The new software carries a suggested retail price of $199, while the upgrade price runs $99. A 30-
day trial is also available. Aperture 3 runs as a 64-bit application on Mac OS X Snow Leopard on
Macs with Intel Core 2 Duo processors.

"I chose Aperture because it was the most powerful archiving application around, but it's now an
unbelievable imaging tool as well," said Bill Frakes, Sports Illustrated staff photographer. "I am
beyond impressed with the massive changes made in Aperture 3."

The latest version allows users to organize large photo libraries with even more flexibility using
Projects and the new Faces and Places. Faces uses face detection and recognition to find and
organize photos by the people in them. Faces can be viewed across an entire photo library or view
just the faces that appear in selected projects. In a new view that speeds up the organization
process, Aperture 3 displays faces that have been detected but haven't yet been named.

Places allows users to explore photos based on where they were taken, and like in iPhoto, Places
automatically reverse geocodes GPS data into user-friendly locations. In Aperture 3, locations can
be assigned by dragging-and-dropping photos onto a map or by using location information from
GPS enabled cameras, tracking devices or iPhone photos.

The new Brushes feature allows users to add professional touches to photos by simply painting
effects onto the image. Aperture 3 includes 15 Quick Brushes that perform the most popular tasks
like Dodge, Burn, Polarize and Blur, without the complexity of layers or masks. Brushes can
automatically detect edges in images to allow users to apply or remove effects exactly where they
want them. Aperture 3 includes dozens of Adjustment Presets that apply a specific style or look to
the entire image with just a click. Custom presets can be created, or explore the techniques of other
photographers by importing theirs.

Aperture 3's slideshows allow users to select one of six Apple designed themes or choose your own
transitions, background, borders and titles, and even add a custom soundtrack. Slideshows can be
exported directly to iTunes to take on the go with an iPhone or iPod touch. Photographs can also be
shared as prints, or create custom-designed hardcover books and publish to online photo sharing
sites like Facebook and Flickr, right from the application.

阅读(1790)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一则恐怖的国际新闻 步步为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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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2011-06-19 12:18五道菜

回复 |  删除

这里有aperture3的中文教材。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791279902

2010-03-08 19:50 冰河

回复 |  删除

其实这个软件过年期间就已经到手了，刚好配合我的新相机。Apple 针对 Canon 和 Nikon 的几款高端机

型改进了 RAW 解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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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日本：泡沫崩溃后的银行危机与华尔街行动》 2008-03-02 15:52:16

3 月开始了 2008-03-02 06:19:51

PostgreSQL 8.2 文档新增章节 - 高可用和负载均衡技术 2007-03-02 13:50:08

Apple Aperture 3 Next Level Fun!  

2010-03-02 16:54:10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步步为营步步为营    

总体来讲，今年春节我过得还算不错，不开心的事情极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良好地执行了之

前定下的策略。

家乡人民终于迎来了水深火热的时代。两年来营口的房价整体翻了一番，并且到处都在动迁；市场里

各种农副产品应有尽有，只是买得起的人变少了；失业人口进一步增加。这就是典型的投资环境恶化

导致原本用于生产和解决就业问题的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保值，而大龄男女们结了婚以后却又不得不

买房以促进楼市的兴旺和政府的动迁热情。整个中国都在发生的一场瘟疫，终于从各大城市扩散到我

们营口了。

我已决定两个月后租房到期以后搬到滨江居住，地点将在钱江一桥附近一个叫做 “临江花园” 的小

区。至少有四个重要原因决定了我必须住在那里：1) 在公司当前和未来的位置之间，过渡期上下班便

利。2) 以后还要继续在黄龙一带学跆拳道和踢毽球，527 可直达。3) 附近的 UT 斯达康大楼里日后

有事可做。4) 最重要的是，我日夜思念的姑娘也住在临江花园。这是一个极其完美的计划，天时地利

人和，三者齐备，如此华丽的局面令我震惊。

近年来地球似乎不太稳定，气候巨变，地震频发。不过跟天灾相比，人祸的破坏性更大，更持久。

阅读(1750)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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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中有序 2007-03-01 19:31:2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2010-03-12 09:40Lizee

回复 |  删除

呃。。劲爆。。。。

2010-03-08 02:06monochrome

回复 |  删除

地球不太平，还是会火星吧~

2010-03-07 15:54Ziven

回复 |  删除

你每篇文章都有劲爆的看点

2010-03-04 05:10hehe

回复 |  删除

拜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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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sym；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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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实在没时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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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为营 Poser Pro 2010  

2010-03-08 03:39:20 |  分类：  爱好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Next Level Fun!Next Level Fun!    

又一个梦想成真了。实践表明，完美的背景虚化是用钱砸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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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步步为营 Poser Pro 2010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0/08/18, 22:57Next Level Fun! -  - 

Pagina 2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02833920188/

冰河

2012-11-25 16:38zarzen

回复 |  删除

嗯、

我发现胶片机，可以缓解一下经济上的缺憾

2010-03-13 11:27adah

回复 |  删除

现在就配这一个头（当然是好头，口水流淌中）吗？至少得上个17-40或24-105吧？

2010-03-13 11:24adah

回复 |  删除

恭喜入手好机器。呵呵。

2010-03-08 15:27hiddengarden

回复 |  删除

实在太口水了，一上来就在机身上砸几万米，实在是太霸气

了

2010-03-08 04:17纯银

回复 |  删除

3万出头吧，镜头往往会投入更多

除了不是全画幅外，几乎没缺点了，不过APS-H的1.3倍焦距系数，对拍风景不利

2010-03-08 08:14 冰河 回复 纯银

回复 |  删除

是的，还缺俩变焦头，24-70L 和 70-200L。

2010-03-08 08:50纯银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我家里有个16-35II 2.8，一个70-200F4 IS，都很好用

不过，你的体力应该可以用上70-200F2.8 IS，一个头足足有3斤重

24-70L最好等一下，不要急着买，今年应该会出二代头，现在的这款太老了

2010-03-08 09:00 冰河 回复 纯银

回复 |  删除

您说的太对了，我也是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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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08 07:11Ricepig

回复 |  删除

我靠太nb了

2010-03-08 05:30：）

回复 |  删除

哇，牛啊，牛人配牛相机啊，外加把雨伞才叫完美，哈哈

2010-03-08 04:03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有钱人，m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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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LispWorks 续费⋯⋯ 2009-03-10 18:23:5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Next Level Fun! 毽球，新时代  

2010-03-11 20:53:39 |  分类：  爱好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Poser Pro 2010Poser Pro 2010    

昨晚临睡前最后收一次邮件，结果喜讯传来：我期待已久的 3D 人体造型系统 Poser 系列昨晚终于

发布了最新的专业版 Poser Pro 2010。对于已有 Poser 8 和旧版 Poser Pro 的用户，在三月份之

内只需 50 美元即可升级。于是我在第一时间用 PayPal 付款拿到了序列号，然后就开始下载了。今

天中午醒来以后，4.44GB 的三个安装文件早已下载完了，然后顺利安装，最后把本本里的三个旧版

Poser 软件 (Poser 7, Poser 8 和 Poser Pro) 直接删掉了。

50 美元算不了什么，只不过继续学习和使用这个软件预计消耗的时间，如果折算成钱的话就十分可

观了。同样道理，相机其实不算贵，但使用高档相机给我带来的时间消耗，迟早要超过相机的成本。

时间宝贵，在工作和娱乐之间总是难以权衡，这令我十分头疼 ⋯⋯

阅读(1962)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Next Level Fun! 毽球，新时代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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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10-05-15 11:2641°视角者

回复 |  删除

你说得很对啊！

不过乐趣也正是在这里面么

最新版的我还没有用过呢

2010-03-11 15:37Ziven

回复 |  删除

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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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Poser Pro 2010 进取心  

2010-03-14 00:21:16 |  分类：  爱好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毽球，新时代毽球，新时代    

1D Mark IV  G9 

 ……

  

  

 

阅读(1511)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Poser Pro 2010 进取心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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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2015-07-03 03:42ecu

回复 |  删除

真不错，有趣有度的理工男

2010-03-15 08:55YxY

回复 |  删除

做成gif会比较酷.hoho

2010-03-14 03:12纯银

回复 |  删除

确实猛，在这么弱的光线下还能保持千分之一左右的快门速度，ISO应该也设置到了3200以上吧。

2010-03-14 06:59 冰河 回复 纯银

回复 |  删除

没那个离谱⋯⋯ 用了闪光灯，快门 1/250，ISO 400。

2010-03-14 08:05纯银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啊⋯⋯原来是闪光灯，没想到1/250的快门就能抓下来动作

2010-03-14 06:03adah

回复 |  删除

还买了闪光灯？是430还是580？

2010-03-14 07:02 冰河 回复 adah

回复 |  删除

以前给 G9 用的 270EX，回电能力不足，高速连拍时只能连续打闪光三次左右。正在考虑入 58

0EX II 一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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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2014年03月12日 2014-03-22 06:06:29

Lisp 宣言 2009-03-21 20:07:0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毽球，新时代 情为何物  

2010-03-22 12:45:09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进取心进取心    

实践表明，想要每天都有实质性的工作成果是极其困难，但如果把统计粒度放大到每周的话就是一个

很正常的目标了。上周六终于完成了 G2 在 LispWorks 上的移植，从此所有相关开发人员终于可以

用上真正的 Lisp 调试器了。这项工作奠定了我在整个 Gensym 开发网络中的中心地位。不幸的是，

一个新的过渡时期已经悄然开始了。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下冷静应对，不断学习，并确保实质性成果的

持续产出，是我保持个人竞争力的根本。

阅读(1454)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毽球，新时代 情为何物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0/08/18, 22:56 -  - 

Pagina 2 di 2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022245635912/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冰河

评论评论

2010-05-05 10:29on earth

回复 |  删除

曾经学习过 common lisp, 觉得水挺深的,又不搞了.

不过你太有毅力啦,继续,特别是引导一下初学者,推广common lisp.

2010-04-12 15:49Mars

回复 |  删除

看来Lisper还是有饭吃的阿

2010-04-04 04:54andy

回复 |  删除

G2不是一个国外的商业系统么？你咋不直接上国外去工作得了？

2010-04-04 09:37 冰河 回复 andy

回复 |  删除

专家级别还不够。

2010-03-22 14:58zituan

回复 |  删除

哥们，我太佩服你，呵呵

2010-03-22 06:10yebie

回复 |  删除

z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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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取心 自然心  

2010-03-25 02:49:47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情为何物情为何物    

樱花盛开的季节，预示着新一轮发情期的开始。只不过 ⋯⋯

经过多年的屡战屡败，我感到，女人在 “追求自身幸福” 领域，其心狠手辣心狠手辣程度是男人在任何状态

下也达不到的。工作四年以来我被六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女人拒绝过，从儿时玩伴到高中、大学同学，

再到公司同事。拒绝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其中对我打击最大、最彻底的，就是说我无法提供 “平静

的生活” 的那位。当然，我认为我知道这里面暗含着几种意思，我也知道其中的某些内容对我来说确

实比较困难，所以对于这类小姑娘我礼貌性地挽留一下以后也就不再动什么心思了。

我对正常生活的抵触情绪，本质上来源于对社会形势的极度不信任。普通人可能只看到了物价和房价

的 “贵”，但我看到的是个人的财产甚至生命，随时都可能化为乌有，因此只有保持智力投资并且静

观其变才是真正明智的。但在事实上，我的抗风险能力比身边大多数人都强；别人敢做的事情，我不

但可以做，而且在出现意外时也不至于把命搭进去。所以我直到今天依然相信，我只是还没有遇到合

适的。

另一方面，今年真的很忙，所以我看就不必再沾花惹草了，本次发情期仅限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最近跆拳道馆里正在进行教练员培训，学员均是浙江省跆协下属的各地道馆的教练。承蒙教练他老人

家器重，我也跟着上了两节课，还把相机贡献出来拍了许多以后用来宣传的照片。

体育事业，跟日常工作中涉及到的各种专业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竞争激烈。究其根源，日常工作的

根本需要在于对生产力的需求，无限细分的工种不但削弱了工作者彼此之间的竞争力，生产规模的逐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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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回到正轨，again 2011-03-24 17:05:1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渐扩大也会提供更多的职位。但是体育事业，尤其是在我国，本质上是为竞技服务的。冠军永远只有

一个，所有从事同一项体育运动的人理论上是在一条起跑线上的。所以敢于从事体育事业的人应该得

到一定的尊敬。

话说回来，这次短暂的培训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了自身技术的不足。在身体柔韧性，力度和技巧

上，可以说是全线溃败，仅是对套路的领悟能力还可以。(临时) 系上黑带的感觉真好 ⋯⋯

阅读(1956)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进取心 自然心  

2015-01-28 05:58gundamexia.00

回复 |  删除

1年内被4个拒了的算赢吗？

2010-03-26 09:15小唐

回复 |  删除

看那文章有点晕晕的，还是看那照片吧－－－帅帅的

2010-03-25 01:15纯银

忍不住再说一句。

我一直认为，女人啊，有手有脚自食其力，不要靠着男人要吃要喝要房子。她想要“平静的生活”，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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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这句话是指钱，自己去挣呗。自己没本事给自己安静的生活，指望着好吃懒做嫁个有钱人，不劳而获，这

种小姑娘不要也罢。

2010-03-26 04:06mint.amore 回复 纯银

回复 |  删除

我靠,你说的简直是真理啊妈的,赞

2010-03-25 06:23阿贝

回复 |  删除

我感到，女人在 “追求自身幸福” 领域，其心狠手辣程度是男人在任何状态下也达不到的。

   

---这个没错啊，活着就是为了追求幸福嘛。。

2010-03-25 10:20 冰河 回复 阿贝

回复 |  删除

问题就在这里啊：1) 活着不“完全”是为了追求幸福，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2) 追求“自身”

幸福的同时，顺便也得造福一下社会嘛。如何掌握“利己”与“利他”的比例才是最能体现人与

人区别的地方。

2010-03-25 06:10moqi

回复 |  删除

四年内向六个mm表白，赞的！

2010-03-25 00:32纯银

回复 |  删除

对你的智力投资观点，我一直很赞同。如果不出现重大的健康危机，个人的才能、资历才是最宝贵的资产

，也是能让人有冲动去积攒的资产。

若是为了现金，不动产去奋斗，实在让我提不起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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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Apple Time, again and again ... 2011-03-28 21:12:25

Sendmail 下禁止发无标题或者过短标题邮件的方法 2007-03-29 16:20:48

情为何物 十字路口  

2010-03-29 07:04:25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自然心自然心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冯小姐，董姑娘和冯剑的骨肉，浙大毽球协会第二代会员，“10" 后新人。冯

小姐以后是我的主要培养对象，我的一身武功 ⋯⋯

上周六本是 かわい MM 的 26 岁生日，可惜我不争气，结果那天什么也没有发生，again。不过我

并没有因此放弃搬到临江花园的计划，三天后开始去那边找房子。

我周末的工作效率比平时高。过去的两天里彻底解决了从去年 10 月困扰我至今的一个麻烦的 Lisp-

to-C 转译难题，自从 2007 年 Gensym 公司被 Versata 收购以后没有一个 Lisp 程序员能搞清楚

的事，被我搞清楚了。编写可移植并且可选择性转译的 Common Lisp 代码，真的很有讲究。这一

成果再次挽救了我。不过就在这时，上游经理把手摔断了，休假 6 周。我考虑趁机回到 Common

Lisp 社区把欠同志们的开源代码补上先，然后把 SNMP 项目捡起来。

日本国际广播电台从昨天起进入了新的广播年度，由于国际形势过于复杂，以后的国际新闻广播长度

和频率将有所提高。我谨表示满意。

阅读(1585)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情为何物 十字路口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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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2010-04-09 08:12woism

回复 |  删除

宝贝真可爱。

我也是初学lisp，因为要完成一个网络上的功能，也找了一些网上的包，但是不会用，可能还是没学懂。能

否给些代码参考和学习，我将非常感谢。我需要实现的是从网上下载web页面文件，就是已知url，怎样连

接网络并将该页面保存在本地硬盘上，存储成txt或xml或其他可读格式。

2010-04-09 08:52 冰河 回复 woism

回复 |  删除

http://weitz.de/drakma/

其他问题发邮件给我，不要回复在无关的博客文章里，谢谢。

2010-04-09 11:48woism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非常感谢，胜过我这么长时间看书和网络浏览。

2010-04-02 04:10thinkingbit

回复 |  删除

最为一个Lisp初学者以及您的仰慕者，冒昧的向您请教个问题：

我今年报考浙江大学计算机，无奈英语差了几分，调剂到了软件工程，但自己有从事科研的打算，不知道

去上还是放弃再考。另，浙大人工智能方向，如果是您会选哪个导师？非常感谢！

2010-04-02 04:54 冰河 回复 thinkingbit

回复 |  删除

一个考研三次未遂然后留在网易做民科的人没资格回答这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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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自然心 滨江生活的开始  

2010-04-04 04:04:26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十字路口十字路口    

4 月到了，今天首次去滨江考察租房形势。临江花园旁边的臭水沟让我很闹心，而且小区里面都是大

房子，对我很不利。现在倾向于住在彩虹城附近的单身公寓，距离临江花园 700 米。目前来看，这

件事过三周再议都来得及。

人民邮电出版社找我翻译 Lisp 书，Practical Common Lisp。难得他们有这份孝心，终于想到

Lisp 上了。这件事难度不大，但颇耗时间，且稿酬很低。我不太情愿，但盛情难却，最后还是答应

了。

上周每天都很忙，几乎是盯着日程表度过的，因为不停地有待办事项即将过期。苹果系统自带的 iCal

软件太好用了，现在日常生活全靠它来安排，先干什么后干什么一清二楚。当各种事情一股脑地涌来

时，在疲惫之余，也顺便觉得自己还是有一定社会价值的；如果我不幸挂掉那就太可惜了。

“多线程将是 G2 自从版本 4.0 (1994 年发布，增加 OOP 支持) 以来最重要的新特性”，这是来自

产品销售人员的评语。这么重要的新特性，现在进度完全掌握在我一个人手里；我感到自己的责任极

其重大，这个项目非成功不可。话说回来，我觉得某老板也应该反思一下，用 “安居乐业” 的理念

真的能留住公司里的核心员工么？

后记：房子已经租好了，单身公寓。

阅读(1538) |  评论(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自然心 滨江生活的开始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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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对近期各种事件的看法 2014-04-03 18:22:4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2011-01-04 16:57chixiang52

回复 |  删除

时常听厚水他们讲起冰河，原来冰河住得离我挺近的，彩虹城旁边的单身公寓，莫非是天寓？

2010-05-04 05:27wszlq

回复 |  删除

2006试着翻译过三章，不过没能坚持下去，强烈支持博主翻译!

2010-04-14 04:50jerry

回复 |  删除

-------人民邮电出版社找我翻译 Lisp 书，Practical Common Lisp。难得他们有这份孝心，终于想到 Lis

p 上了。这件事难度不大，但颇耗时间，且稿酬很低。我不太情愿，但盛情难却，最后还是答应了。

-------

什么时候出版啊？告知一声喔！

2010-04-14 04:56 冰河 回复 jerry

回复 |  删除

最迟年底

2010-04-14 14:33jerry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我晕，又要浪费一年光阴了！！！！！

2010-04-15 18:53 冰河 回复 jerry

我鼓励你现在就去看英文版，有不懂的可以来找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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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0-04-07 07:48dyson

回复 |  删除

赞一下 第二点 和 第四点。

2010-04-06 04:14wind

回复 |  删除

 赞一个

2010-04-04 10:22thinkdancer

回复 |  删除

iCal有那么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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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LispWorks 采购一周年纪念 2008-04-09 19:02:59

十字路口 时代的脚步  

2010-04-10 22:01:29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滨江生活的开始滨江生活的开始    

后来真的在彩虹城对面的银色港湾租下了一个单身公寓，有厨房，楼下就是 527 车站和好又多的滨

江分店，一个叫 “金田中” 日式餐馆也不比神田川和味千差，街对面还有提供空手道课程的健身

房。总之我很满意，今天已经开始搬家了，三天后彻底住进去。

最近出现了一个叫做 “几分钟” 的新兴网站，专门做生活相关的各类简短介绍性视频，挺好玩儿

的。维护这个网站的公司就在数源里，我一个以前 MSTC 的好友在那边工作，于是给她们做演员拍

了两段视频 [1, 2]，我的演艺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

后记：初步研究表明，未来从我家门口坐 B支6，经行 5.4 公里，到 “滨安路东一路口” 站下车，

可直达公司新大楼。而 B支6 与强弩之末的 527 路线重合的部分其实相当有限，由此可见我所选择

的其实是最佳地点。这一切都太完美了 ⋯⋯

阅读(1824) |  评论(1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十字路口 时代的脚步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0/08/18, 22:54 -  - 

Pagina 2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031010129432/

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2010-05-09 08:00Lizee

回复 |  删除

房租怎样呢？

2010-05-09 16:59 冰河 回复 Lizee

回复 |  删除

嗯⋯⋯ 将近 1/4 的薪水吧，贵，不过比买房便宜多了。

2010-05-13 07:20Lizee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贵

2010-04-11 16:27karmico

回复 |  删除

B支6到羊前圩会离公司更近点吧

2010-04-15 18:54 冰河 回复 karmico

回复 |  删除

嗯，看来本周末应该去新大楼实际调查一下

2010-04-14 11:28飞飞

回复 |  删除

小日子过得不错啊，呵呵

2010-04-14 16:50 冰河 回复 飞飞

回复 |  删除

嗯，就等着跟你重逢了。

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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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网易手机博客

2010-04-12 10:58

回复 |  删除

一桥那还是很近的

2010-04-12 04:57空白

回复 |  删除

多少米一个月？我也在考虑彩虹城

2010-04-12 04:53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赞你的超能力。

2010-04-10 16:33纯银

回复 |  删除

交通便利，又有好又多，看起来不错哦，只是不知道距离公司有多远。是否有公交到达公司。

几分钟那个网站挺有意思的，做男模也很有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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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滨江生活的开始 滨江的第一个周末  

2010-04-14 01:27:51 |  分类：  一般技术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时代的脚步时代的脚步    

最近计算机领域的新闻特别多。微软正式发布了 Visual Studio 2010；Adobe 发布了 Creative

Suite 5；苹果开始销售 iPad，发布 iPhoneOS 4.0 操作系统，今天又发布了基于 Intel Core i5 和

i7 处理器的新款 MacBook Pro 笔记本电脑。抛开日益复杂的微软平台不提，IT 界最能折腾的两家

创新公司 Apple 和 Adobe 搞得人家眼花缭乱，就算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它们的平台技术上都不

够 (全部收入也得搭进去)，何况我还有 Lisp 的一大摊子事，并且还不能只是一味地学，我得有产出

才能体现出对社会的价值 (也得活下去)。

所以我觉得，在错综复杂的技术环境里，搞清楚自己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尤为重要。看当今的主流

平台技术，以 Java/.Net/Flash 三大平台的水为最深，且变化过快，知识容易过期，这些东西我绝对

没时间去碰，而且现在去学也晚了；基于 Cocoa 和 Objective-C 的 Mac/iPhone 平台技术，虽然

我对 Apple 提供的封闭但却日臻完美的开发环境很欣赏，可惜一直没什么建树，估计以后也就是随

便玩玩了。在有限的青春里，我想我能做好的也就是在我最熟悉的 Lisp 相关领域里了——以

Common Lisp 为中心，运用各种跨平台技术，探索基于逻辑和知识表示的软件系统。当然了，上述

结论是在一个程序员的背景下得出的，作为系统管理员我还有另一片广阔的天地。

我并不惧怕改变，我所惧怕的是年老色衰以后仍然一事无成。最重要的是，我的根本目的应该放在

“做事” 而不是 “赚钱“ 上——这将是我接下来所有决定的依据准则。

阅读(1870)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滨江生活的开始 滨江的第一个周末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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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比赛前夕 2013-04-14 17:37:15

LispWorks 企业版: 功能强大的AI研究平台 2007-04-14 03:19:4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2010-04-15 02:58woism

回复 |  删除

领教了，其实我也经常贪心的想什么都会，但事实又是东撞一头西撞一头，终究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也没获

得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更是有心无力了。

2010-04-14 04:33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hand，少说话，多干活，人活着的一大意义就是要为世界留下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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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时代的脚步 伞的理论与实践 (updated)  

2010-04-19 00:42:59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滨江的第一个周末滨江的第一个周末    

临睡前，我决定先把博客写完，然后明天开始要努力做事了，因为这个周末没干活。我感到很惭愧

⋯⋯

周六一大早我就坐 B支6 去寻找公司新大楼了。实践表明，坐到 羊前圩(wei2) 站就可以下车了，然

后还要往回走。一直以来我对公司新大楼位置的经纬度标记都是错的，实际上 Google Earth 上公司

新大楼的位置上还是一片荒地，尽管整个滨江的卫星地图数据号称是 2010 年更新过的。最后的测量

结果是，公司到我家的公路距离从原来错误的 5.3 公里缩减到 3.9 公里了，公交车 7-10 分钟可

达。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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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看施工进展不容乐观。尽管工地上一个人说大楼内部已装修得差不多了，并表示 6 月份要搬进去

一批 (员工)，但我感觉很不靠谱，就算按时搬进去了，估计接下来两个月还要在嘈杂的建筑施工环境

下度过——毕竟还有一部分楼体没盖完呢，广场 (or 停车场?) 也是一片废墟。公司迟迟不说明搬迁计

划看来也是有苦衷的，早搬晚搬都要应对很多难题。

周六其余的时间主要用来采购日用品和食物，最终重现了两碗米饭——使用三年前在望月租房期间买

的电饭锅。研究表明，无论多老的电饭锅，只要还能工作，那么给它加点儿米再添点儿水插上电就可

以制造出米饭了。周日则是回学校踢毽球，回家的路上心血来潮下车拍了几张照片。

自从我 2007 年夏天离开望月搬到公司附近以后就再也没在家里做过饭了，主要的理由是 “没人欣

赏”。近年来我的思想多少有些转变：有条件自己做饭并且在有空时自己做饭吃是正常生活的象征。

我应该正视自己的现状，努力地寻求一种正常的，乐观的，脱离低级趣味的⋯⋯ 单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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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Lisp -> C 2009-04-19 08:30:31

终于见识商业软件的技术支持了 2007-04-19 17:31:2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1195)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时代的脚步 伞的理论与实践 (updated)  

2011-01-13 10:47菲比人

回复 |  删除

圩，这个字我一直不认识，哈哈，看你的博客还能学多一个字，赚到啦~~~

2010-05-09 07:58Lizee

回复 |  删除

re，偶尔做做饭挺好的，别具一番风情！

2010-05-01 18:39妙音

回复 |  删除

某日早上在527上看到您了。膜拜之

2010-04-22 03:35dyson

回复 |  删除

最后几个字是亮点。

2010-04-20 04:25甜水绿洲

前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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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0-04-19 04:37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呵呵，我现在每天晚上自己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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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滨江的第一个周末 货币战争  

2010-04-22 22:25:16 |  分类：  爱好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伞的理论与实践 (updated)伞的理论与实践 (updated)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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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2012-04-21 19:39:01

热烈庆祝2007年国际Lisp大会圆满成功 2007-04-21 22:34:5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转载

是时候让世界了解我的独门武功了，我的新片终于发布了。感谢几分钟网站的精心制作，该网站的创

立者就是前网易同事 yecha 同学。

其实还有更精彩的下部正在制作中，不日即将发布。

后记：伞视频下部终于也发布了。

阅读(2357) |  评论(1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滨江的第一个周末 货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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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0-05-13 18:58joyous

回复 |  删除

上面那张比较帅

2010-05-08 05:37Anna

回复 |  删除

无限ym ing... 怎一个帅字了得 啊 ~~~

2010-04-26 09:09飞飞

回复 |  删除

春春，一如既往的帅啊！

2010-04-25 08:08Ricepig

回复 |  删除

真是偶像呢！

2010-04-24 17:08hiddengarden

回复 |  删除

您长得比较像最近那个Visual Studio 2010广告片的男主角啊

2010-04-23 04:48阿贝

回复 |  删除

好帅的伞。。

2010-04-23 10:43天堂夜叉 回复 阿贝

回复 |  删除

我带着一把相同的伞在网易晃悠了一年半，没能听你赞一声。看来还是人的区别啊，哈哈。

2010-04-23 12:47 冰河 回复 天堂夜叉

回复 |  删除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光有神器在手，没有配套的招式和内力也是不行滴~

2010-04-23 14:50天堂夜叉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好，我先去把第一集里面的手法练起来。

monoch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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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22 17:39

回复 |  删除

相信几分钟网会因你而红

2010-04-23 10:40天堂夜叉 回复 monochrome

回复 |  删除

就是就是，靠binghe了！

2010-04-23 04:29纯银

回复 |  删除

华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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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伞的理论与实践 (updated) 五一总结  

2010-04-29 01:00:28 |  分类：  读书心得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货币战争货币战争    

过去的两周里，忙里偷闲把《货币战争》看完了。我是无意中在超市里看到然后买下来的。知道这本
书很久了，但一直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没有深究，直到最近真的看完了以后才令我大吃一惊。网上对
此书的评价似乎集中在编著者的抄袭行为上了，但我觉得问题不大，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出版，我估计
永远不会知道书中讲述的很多故事了。

看完这本书我的感觉是社会形势进一步乌云密布。结合最近的希腊财政危机以及希腊政府跟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IMF) 之间的谈判，IMF 大概是没安什么好心，贷款必然有苛刻的条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

率升值问题也可以理解了——要走日本的老路了；而房地产的泡沫问题就更容易理解了——中国缺乏

美国那样庞大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来吸收国债产生的大量货币增发，于是多余的资金只好流入股市和房

地产市场；通货膨胀的问题也变得清晰了，每一个贷款买房的人都在无形中促进了货币的增发，然后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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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转载

多余的货币涌入流通领域导致了资产和物价的通货膨胀，房子也涨价了——贷款买房的人越多房价涨

得越快。

最后的结论是，在确保可以应付紧急事件和潜在失业风险的前提下，应把剩余的钱花掉用来购买保值

或有用的实物，不贷款买房，不投资，过一天是一天 ⋯⋯

(注：本文插图来自佳能 100mm 微距镜头，子弹壳是在大街上偶然捡到的)

阅读(1606) |  评论(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伞的理论与实践 (updated) 五一总结  

2011-05-02 09:31新疆小鱼儿

回复 |  删除

读完之后，很担心中国的未来啊！！！

2011-01-26 04:01雪女孩

回复 |  删除

嗯，，有机会去看看。。貌似已经忘记书长的是啥样子了。

2010-06-04 09:59汤凌

回复 |  删除

货币战争确实不错，我一口气看完的

话说微距相机能借我不？我想拍高达

 冰河 回复 汤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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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04 10:05

回复 |  删除

你去随便找个佳能机身，我借你微距镜头好了。

2010-05-09 05:26Fish.NET

回复 |  删除

可以继续看《货币战争2》~~

2010-05-08 05:22Anna

回复 |  删除

书是跟风看的 木感觉 木看完... 

PS画外音: 五毛 , ya 的 ,一块儿,玩儿 dan (最后一个字自己加吧) 嘿嘿.... 

2010-04-30 14:18萝卜

回复 |  删除

甚妙

2010-04-29 05:03尹巍

回复 |  删除

 呵呵，插图是想说明五毛该吃子弹吗

2010-04-29 05:40 冰河 回复 尹巍

回复 |  删除

 赞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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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货币战争 陶冶情操  

2010-05-04 11:43:23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五一总结五一总结    

字号

 评论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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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奋斗⋯⋯ 奋斗⋯⋯ 2009-05-03 18:23:2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转载

三天假期过得极其无聊。尽管努力了，但什么成果也没有。

阅读(991)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货币战争 陶冶情操  

2011-07-21 16:59GlacJAY

回复 |  删除

都积灰了。

2010-05-08 05:14Anna

回复 |  删除

觉得假期理应木有成果的飘~~~~

2010-05-05 03:06GlacJAY

回复 |  删除

枪心剑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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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总结 自然衰老  

2010-05-06 04:08:15 |  分类：  爱好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陶冶情操陶冶情操    

2002 年春天，我在之江校区主楼草坪上画了一张钟楼的风景素描，从绘画技法上来讲自然是拿不上

台面的，不过我也算是自娱自乐的高手了。8 年后的今天，之江钟楼还健在，只是楼顶多了个摄像

头：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0/08/18, 22:52 -  - 

Pagina 2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0464815422/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背水一战 2014-05-05 18:38:58

这次“五一”玩大了 2007-05-06 06:42:4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转载

八年前如果我有照相机在手的话恐怕就不会花掉几个小时的时间留下一幅今天可以回头欣赏的画作

了。如今我手里端着五万元的单反相机可以咔嚓一声将任何场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快速准确地记录

下来，但那昂贵的设备所带来的只能是相对廉价的输出——无论摄影理论实际上有多么复杂，事实上

任何人只要会按快门就可以拍个八九不离十。科技的发展对于陶冶情操来说有时未必是好事，电子合

成音乐取代了传统乐器和苦练而成的演奏技法，数码摄影取代了需要天赋和极大耐心的绘画技术，快

捷的现代娱乐方式恐怕也只会带来转瞬即逝的快感。

生活还得继续，该花点儿时间把我的美术天赋捡起来了。

阅读(1264)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评论这张

五一总结 自然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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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10-05-11 14:51wlj

回复 |  删除

binghe真是多才多艺，ＹＭ啊。。。。。。

什么时候更新博客啊，偶等到花儿都谢了

2010-05-08 05:11Anna

回复 |  删除

据说旅行的最高境界是只身上路,还有路上记得打开"礼物"哦O(∩_∩)O~

2010-05-06 14:24sevear7

回复 |  删除

坚决支持把单反放家里，带画笔出去。

2010-05-06 14:16Ricepig

回复 |  删除

有时候，少即是多

2010-05-06 04:45我不叫夏冰

回复 |  删除

关注5w元单反

2010-05-06 04:30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赞同，经过刻苦训练得来的喜悦与随时可以获得的喜悦是不能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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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冶情操 乐极生悲  

2010-05-12 11:47:43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自然衰老自然衰老    

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穿那件绿格衬衫，一直穿到现在。尽管肘部的布料已经破了，袖口严重磨损，我

还是很喜欢它，因为穿在身上很舒服。2002 年春天在之江校区里，我当时的女朋友用她的胶片相机

给我拍了上面这张照片。之前一直收藏在我的素描本里，最近心血来潮觉得还是翻拍出来保存比较

好。

今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我的发情期也来得特别晚。多年来我就像个一年生草本植物，每年 3 月从春

节的痛苦中苏醒过来，在万念俱灰中重新开始，4 月起逐渐进入发情期，随即 6 月结束，然后化悲痛

为力量开始埋头苦干，一直干到年底时颈椎开始痛为止，元旦以后开始整理一年的成果，最后穿上羊

毛衫过冬等死。这一良好的传统我觉得应该保持下去，以确保我既浪费了不少时间，又对社会有所贡

献。

为了维持良好的信用和我那道貌岸然的形象，不得不请个年假集中处理一下手头的紧急事务。在这阳

光明媚的春天里，强迫自己呆在房间里潜心翻译英文 Lisp 书，实在是一件比较无奈的事情。类似出

版社突然找上门这种事情，我相信以后还会发生，但我又不可能采用 “预算” 的思想，预留一些时

间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钱可以存在银行里以后再花，但时间却不等人，自然衰老的速度我已经领教

了。

总之，在以不变应万变的过程中，各种偶然事件极大地影响了我的生活。

阅读(1511)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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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不走寻常路 2012-05-12 17:52:28

准备后事 2008-05-11 18:54:4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陶冶情操 乐极生悲  

2010-05-18 16:02arke

回复 |  删除

这件衣服很眼熟

2010-05-18 15:56arke

回复 |  删除

这张不得不咱

2010-05-15 19:07Ricepig

回复 |  删除

照片很有感觉

2010-05-13 02:36萝卜

回复 |  删除

很帅气



20/08/18, 22:51 -  - 

Pagina 1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041741343559/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自然衰老 一念之间  

2010-05-17 16:13:43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乐极生悲乐极生悲    

我 “曾经” 日夜思念的临江花园 かわい MM 昨天下午突然打电话邀我一起吃晚饭。接到这个电话

的时候，我哭了。自从 2007 年初次相识以来，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我从未接到她主动打来的电话，昨

天是第一次。接下来的一小时里，我眼含着热泪，一直在反复思考：我田某人一生行善积德、助人为

乐，如今终于拨云见日、善有善报 ⋯⋯

不管怎么说，当时我还在公司里，晚上有跆拳道课，时间紧张所以有些犹豫。问题是等我想通以后对

方的手机就没电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从市区里紧急打车回到临江花园以后却再也联系不上她，最终

不得不再打车回来，晚饭也没顾上吃就去上跆拳道课；临结束时还把脚给扭伤了。晚上怀着极其郁闷

的心情又回到滨江的家里，今天开始在家养伤。

P.S. 后来的电话确认证明，整件事是我想得太多了。

阅读(3348) |  评论(1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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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衰老 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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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14-12-11 01:23yanxu_online

回复 |  删除

伞哥真是太可爱了...为什么那些人不懂得珍惜！

2010-05-22 05:30wonder GJ

回复 |  删除

我思考文章插图和此文有什么联系？

2011-07-18 16:20 冰河 回复 wonder GJ

回复 |  删除

当天拍的照片:)

2011-07-25 13:49wonder GJ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真有你的，间隔两个月的回复，谢谢啦~

2010-05-18 19:23wlj

回复 |  删除

春哥，淡定淡定！

2010-05-18 02:43扭伤脚网诊

回复 |  删除

你好，贸然在你的空间留言。脚伤好些了吗？我是医学院的学生，真心希望可以帮助你，需要的话我们QQ

聊。我的QQ：794131986

2010-05-18 03:32dyson 回复 扭伤脚网诊

回复 |  删除

名字好牛啊

2010-05-18 04:36 冰河 回复 扭伤脚网诊

太专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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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0-05-18 10:38andre.ease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中国式悲剧......

2010-05-18 12:23天堂夜叉 回复 扭伤脚网诊

回复 |  删除

网络推广员真是敬业啊！！

2010-05-17 17:47cyq

回复 |  删除

唉，我不得不冒泡对你表示无语了。。。

2010-05-17 17:22天堂夜叉

回复 |  删除

好严谨的ref！

2010-05-17 15:22飞飞

回复 |  删除

纠结啥呀⋯⋯

2010-05-17 13:06Guru

回复 |  删除

すごいですね

2010-05-17 11:37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潜水很多年了，今天冒泡回个贴

施主想开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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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极生悲 时间管理  

2010-05-28 00:29:38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一念之间一念之间    

 

每当我站在家中位于 11 层的窗前俯瞰街景时，都有那么一丝跃窗而出的冲动。可以想象，一旦我真

的跳下去，人们会首先推测我是具体从哪个窗户里出来的，然后会有人报警，在保安的帮助下他们会

进入我房间，并从我腰包里的身份证上得知我的姓名，几经周折查到我所在的公司，最后顺着网络我

在杭州所有的朋友就逐渐都知道了。一到两个月以后，我父亲会给我打一个例行电话，但是打不通，

几天以后再试，还是不行，于是他会转而拨打我早先留给他的 Mazha 的电话，然后才知道我的 “死

讯”，再过几周才会传到我妈的耳朵里，然后她老人家可能万念俱灰。所有我喜欢过的小姑娘都会为

我流泪，但不会有人因为当初拒绝了我而后悔；Lisp 界的同行们在很久以后才会得知这一消息，他们

将会惋惜这一损失，但是，人一走茶也就凉了，重要的是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所以他们会找人接手我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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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我“MM”被人抢走了⋯⋯ 2007-05-27 22:36:2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的工作，然后继续向前发展——G2 迟早会发布多线程版本，《Practical Common Lisp》和《On

Lisp》的中文版最终也会得以出版，我的名字 Chun Tian (binghe) 也将永远留在互联网的搜索结果

和几个软件项目的源代码库里。

但上述内容也正是我不会去跳楼的原因，我的人生里充满了责任、义务、憎恨、惋惜⋯⋯ 所以我首先

要谨慎小心地自保，携带防身武器，同时尤其要避免被马路上和天空中的各种快速移动物体撞到；赚

足够的钱养活自己，有条件的话顺便养活别人；其次要有生活的动力，就是我的各种工作，以及对不

同时期各种小姑娘孜孜不倦的追求。到目前为止，真正有趣的始终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倘若要我评

估对这个社会的预期，恐怕跟那些选择跳楼的农民工们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最近由于埋头翻译 Lisp 书，延误了很多不太紧急的工作，进而导致收入急剧减少。不过我也有我的

应对方法——少买数码产品 (包括软件)，不买镜头也就是了：我大刀阔斧地砍掉了 Adobe CS5 升

级和 Canon 24mm 镜头的预算。⋯⋯ 时隔一年再次感受到，网易的薪水其实只够吃饭。

阅读(1705)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乐极生悲 时间管理  

2010-07-08 07:09vivi

回复 |  删除

两个月以后，我父亲会给我打一个例行电话，但是打不通，几天以后再试，还是不行.

这个推理貌似不太对。他们应该会在第三时间被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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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04 17:43天堂夜叉

回复 |  删除

站得越高越有向下跳的冲动

2010-05-28 18:49Ziven

回复 |  删除

羡慕你吃的饭啊。。。

2010-05-28 12:19cyq

回复 |  删除

春哥，你的文字太犀利了！

2010-05-28 06:02萝卜

回复 |  删除

⋯⋯

2010-05-28 05:04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你太奢侈了，我还用工资来养家呢。

2010-05-28 05:20 冰河 回复 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我要是有家的话我也好好养，不是没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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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之间 八八加一，六六去二  

2010-05-29 23:30:10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时间管理时间管理    

翻译进度太慢了，我不能坐以待毙。

昨晚下班时终于忍不住开始实施我的计划了——雇人帮我打字。这件事其实并非突发奇想，酝酿有些

日子了。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名字忘记了，里面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资本论》的故事。

电影里的一个场面是，马克思同学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口述《资本论》的梗概，然后由恩格斯同学负

责落实到纸上。我考虑这种协作方式似乎可以保持思路的连贯性，有助于一气呵成，从而提高效率。

遗憾的是，我找不到的这样的同行。不过我大胆创新，直接花钱雇打字员 MM，八小时 500 元报

酬。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很快找到三个。两个 MM 是公司里的，周六到我家干活；一个 MM 是公司

之外的，周日在公司里为我干活。这样设计的好处是有助于保密，同时我周日在市区里的其他活动也

不耽误。

出版社的联系人听说我的这一计划以后似乎被严重地雷到了。不过实践却表明，今天八小时的工作量

相当于我过去整整一周的翻译进度。打字员 MM 根据我的口述总共打了 8000 字，英文版 14 页，

按照出版社给我的每千字 70 元左右的稿酬标准，今天一天的翻译收入刚好够我给打字员 MM 发工

资的。这笔帐从表面上算我可能是亏了，毕竟八小时的 Lisp 专家时间没有得到任何直接收益，但事

实上我认为我赚了——未来一周的所有工作日和每一个晚上我都可以用来做其他事了，由此产生的潜

在生产力足以弥补我的一切损失！

不管怎么说，这个大胆的计划彻底挽救了我宝贵的时间，从而也挽救了我的未来。

后记：周日的八小时里另一个打字员 MM 又给我打了 9000 字，英文版 14 页；两天下来彻底把进

度追回来了。

阅读(4929) |  评论(1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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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MSTC 四大才子 2009-05-28 19:59:57

SBCL 1.0.6 Released 2007-05-29 15:40:08

人生向何处去？ 2007-05-28 20:44:4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转载

一念之间 八八加一，六六去二  

2010-07-02 17:21kvxr

回复 |  删除

Gooooood~

2010-06-11 12:32zorro

回复 |  删除

牛x的人生就是这么滴让人敬仰啊

2010-06-07 10:38manze

回复 |  删除

恩，书不错。onlisp那本上面有个源代码错误，上次email的时候忘了告诉你了。

2010-06-04 17:35天堂夜叉

回复 |  删除

mms是重点。

2010-06-03 06:11尹巍

回复 |  删除

冰神，为何不买个录音笔。先录下来，周末一个下午全打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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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03 09:35 冰河 回复 尹巍

回复 |  删除

其实重点在于男女搭配和资金压力。

2010-06-02 12:08Ricepig

回复 |  删除

眼神真销魂

2010-05-31 17:30dyson

回复 |  删除

恩， 这种方式看起来是个进步～。～

2010-05-30 16:46lispython

回复 |  删除

冰河同学在翻译哪本书呀:)

2010-05-30 16:48 冰河 回复 lispython

回复 |  删除

Practical Common Lisp

2010-05-30 13:32Adah

回复 |  删除

已经在图灵的邮件列表上看到你的新方法了。呵呵，看来你可能并不需要对译文斟酌太多？:-)

2010-05-30 16:36 冰河 回复 Adah

回复 |  删除

没什么可斟酌的，全会。

2010-05-30 04:02萝卜

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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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04 10:07:36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八八加一，六六去二八八加一，六六去二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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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去年一样，那些不懂语义的弱智关键词过滤系统，都去死吧。哥精通那年的历史，但哥不予置评。

P.S. 过去的一年里哥终于学会翻墙了，顺便感谢 Google 开始支持 https 上的搜索。

阅读(769)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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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2010-06-04 09:56tangling

回复 |  删除

不要无视我们喔～～

2010-06-04 08:24mint.amore

回复 |  删除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2010-06-04 04:35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哈哈，每一个互联网用户都是天生的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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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八八加一，六六去二 International Lisp Conference 2010  

2010-06-06 22:52:52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有条不紊有条不紊    

又是一个忙碌的周末，我在两位打字员 MM 的有偿陪同下又翻译了两章 Practical Common Lisp

(17,000 字)，并且参加了毽球和跆拳道训练。回望过去的一周，我的事业和生活正在有条不紊地向

前推进，各方面均有起色。我深感欣慰。

我的人生很简单，很专业。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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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New Umbrella, New Life 2008-06-05 19:49:3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2002)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八八加一，六六去二 International Lisp Conference 2010  

2010-06-23 14:43baozii

回复 |  删除

期待呀~~~~ 不知道已经翻译多少了，什么时候能发布呢？

2010-06-23 16:33 冰河 回复 baozii

回复 |  删除

翻译到第 11 章了，今年之内应该可以出版。

2010-06-24 07:45baozii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嗯⋯⋯呵呵：）

2010-06-15 06:37o.nic

回复 |  删除

翻译的事情，接不接受一个GG的加入？onixie@gmail.com :)

2010-06-15 12:43 冰河 回复 o.nic

我学 Common Lisp 快八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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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0-06-17 09:49o.nic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我的C/C++已经八年多了。现在才开始接触LISP, 后悔有点晚了(> 25岁)。许多思想一时逆转不

过来。学习LISP的过程有点像洗脑。:) 

2010-06-17 09:52 冰河 回复 o.nic

回复 |  删除

不接受你加入。

2010-06-18 09:32o.nic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好吧。那我就围观先吧。期待快快出版。到时候我肯定收藏。

2010-06-07 06:48lolanda

回复 |  删除

有MM陪同翻译进度果然快啊！

2010-06-07 05:07汤凌

回复 |  删除

赞简单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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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有条不紊 保持低调  

2010-06-08 11:20:39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International Lisp Conference 2010International Lisp Conference 2010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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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考试归来，最后冲刺 2014-06-08 17:28:0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2190)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有条不紊 保持低调  

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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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15 06:34

回复 |  删除

...我才学习LISP三个月，不知道要等何年了。希望你的三步实施的计划能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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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International Lisp Conference 2010 买车代步  

2010-07-07 01:23:54 |  分类：  生日寄语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保持低调保持低调    

最近一直在低调地做人——虽然在我身上发生了许多事，但我努力忍住不在博客上冒然说出来。多数

人其实并不希望看到我过上好日子，并且努力地通过各种八卦手段借助我自己发布的信息来试图摧毁

我的感情生活。在我上周末刚刚过完 28 岁生日以后，作为进一步成长的标识，认识到这一点很重

要：只有不受舆论左右的信息，才适于公开发表。

网易终于搬到滨江了，我也结束了两个多月的往来于市区和滨江的长途跋涉。现在从我住的地方到公

司，坐公交车 10 分钟可达，这个距离我很满意。公司现在竟然免费提供一日三餐；难得他们有这份

儿孝心，不好好干活的话反而觉得很不好意思了。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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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各种纪念日中度过的平静一周 2012-07-07 17:59:25

在 SBCL 等开源 Lisp 平台上运行 CL-HTTP (part 2) 2011-07-07 09:03:5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3036)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International Lisp Conference 2010 买车代步  

2010-07-24 05:34Anna

回复 |  删除

我相信来这儿的大多数人还是希望看到你幸福的，但问题的关键是： 我们对幸福的定义是否相同。。。。

。。

2010-07-17 03:32Ricepig

回复 |  删除

其实你知道，我是很希望你有美好的感情生活的。。。

2010-07-07 16:57sunny

回复 |  删除

本来还想夸你来着，看近来低调了些

这篇日志一发，我实在是无语了

2010-07-07 12:42Ziven

回复 |  删除

这个姿势，奥特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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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07 11:54尹巍

回复 |  删除

大神都开始好好干活了，我们也要加油了

2010-07-07 06:45胡晓文

回复 |  删除

mm不错

2010-07-06 20:32moqi

回复 |  删除

果真很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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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保持低调 又一段美好的回忆  

2010-07-11 23:46:12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买车代步买车代步    

最近时常感到有钱没处花：数码产品基本上买齐了，距离下次大规模升级换代还早；软件没时间用；

新镜头用不上；房子反正买不起；汽车则不环保，我又不想继续考驾照；而我那日夜思念的小姑娘也

还没有达到可以为之花钱的阶段 (虽然我很想到达这一阶段)；最后，更难能可贵的是现在连吃饭钱也

省下了⋯⋯ 于是我决定接下来几个月把宝贵的时间多用在公司事务和公益事业 (比如说开源项目)

上，集中恢复一下我在学术界的声望。

上周就是个好的开始，我重新投入到 USOCKET 和 CL-NET-SNMP 项目中，把邮件列表里过去一

年来没有处理的用户需求和 bug report 基本上都处理完了。开源领域有句俗话叫做 “better late

than never”，就是说没人会因为你拖延自己份内的事情而责备你 (至少不会明确说出来)，但如果你

最终还是把活儿给干了，所有人都会很感激你。过去一年来我被商业 Lisp 事务耗去了所有业余时

间，没能持续地维护开源项目，我感到深深的歉意，现在是时候恢复一下了。

从公司直达我家的 B支6 公交车有个致命的问题：每天晚上 20:30 以后就没有了，这对于我来说极

为不便。上周五做公交车回家的路上，碰巧看到我家附近有家自行车专卖店，于是心血来潮在周六的

中午去买了一辆。周日骑车在滨江和市区之间走了一个来回，感觉还是很方便的，途中堵车的路段基

本上堵不住我。我这辆自行车虽然比不上老板的宝马自行车，不过还是有些特色的，而且物美价廉

(RMB 2250)。这辆车只要能挺住大半年，就可以收回我每天往返公交车以及偶尔打车的成本了。我

很满意。

阅读(2051) |  评论(1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保持低调 又一段美好的回忆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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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2010-09-16 06:44兜兜有糖

回复 |  删除

为什么你买的车如此袖珍？

2010-09-17 03:30 冰河 回复 兜兜有糖

回复 |  删除

够我一个人开的就行了

2010-07-11 18:00nil

回复 |  删除

前一阵在 K346 上见到你

2010-07-11 18:19 冰河 回复 nil

回复 |  删除

我就坐过一次 K346，德国对阿根廷的那天晚上去闲林一带的朋友家做客。

2010-07-11 18:50胡晓文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原来你还有朋友在闲林啊？

2010-07-25 18:35 冰河 回复 胡晓文

回复 |  删除

你是不是想说：“原来你还有朋友⋯⋯啊”

胡晓文 回复  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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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5 19:29

回复 |  删除

关键词在“闲林”，不在“朋友”，因为，我住在闲林。

2010-07-26 05:34 冰河 回复 胡晓文

回复 |  删除

哦，原来是这样⋯⋯ 我有三个踢毽球的朋友住在闲林和留下之间的位置，省精神病研究中心那一

带。其实还没到闲林那么远，

2010-07-26 06:31胡晓文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那比我稍微远一点，我在地质大队附近～

2010-07-24 07:57pem

回复 |  删除

看著像是女式的車阿

2010-07-17 03:34Ricepig

回复 |  删除

恩，我也支持sp8，不过千金难买心头好啊！

2010-07-12 05:24君儿

回复 |  删除

背后的墙纸我很喜欢～

2010-07-12 05:43 冰河 回复 君儿

回复 |  删除

那改日来寒舍学习一下吧

2010-07-12 05:19翘嘴巴鱼

回复 |  删除

没有挡泥板，下雨天也只有坐车了。。。在杭州，我觉得你需要1年多才能收回成本

2010-07-12 02:42GlacJAY

回复 |  删除

这车要两千多？

2010-07-11 19:06supertcy

回复 |  删除

这个价干嘛不买大行SP8，呵呵

2010-07-11 18:27aaa

回复 |  删除

买个好点的锁...别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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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龙虾的理论与实践 2009-07-25 15:12:27

最近真的很惨 2007-07-25 16:56:4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买车代步 天灾人祸  

2010-07-25 23:00:09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又一段美好的回忆又一段美好的回忆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 2010 年度发情期，顺利结束，并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往年不曾有过的回忆。人

各有志，不可强求，我建议还是把全部精力放在事业上，做那些只要努力就 100% 能做好的事情。

三十而立，廿九的我谨表示压力很大。

阅读(2406)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评论这张

买车代步 天灾人祸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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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1-01-13 09:55菲比人

回复 |  删除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打字员MM么？短发，露肩？

2010-07-28 21:23moqi

回复 |  删除

是画真人模特不？

2010-07-26 04:25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哎，哪个女生看了，把binghe收了吧。

2010-07-26 04:20Guru

回复 |  删除

没穿衣服？画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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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面向未来的当下生活 2013-07-28 17:48:0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又一段美好的回忆 没时间休息，没时间娱乐  

2010-07-28 23:09:38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天灾人祸天灾人祸    

最近国内的一系列人祸，与其说是深表遗憾，不如说是简直令人发指！大连的输油管爆炸和海水污

染，吉林的松花江化工污染，南京的化工厂爆炸，无一不令人触目惊心。最他妈可气的是官方媒体却

在避重就轻地大力宣传什么 “灭火奇迹”，脸皮之厚世间少有。

在中国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里，能混个自然死亡已属不易，不给社会添乱就已经算是间接做贡献了，

要是还能做点儿有益社会的事情那简直可以算是国人的楷模了。我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可以亲眼目睹

中国社会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亲眼目睹那些把毕生积蓄还给政府以换取名义上安身之所的人们是怎

样失去家园的，亲眼目睹那些向往幸福生活的人们是怎样彻底失望的。如果到我死的时候，所有这些

事都没有发生，那我也不后悔，而且还会真诚地祝贺大家——这真是万幸！

阅读(1392)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又一段美好的回忆 没时间休息，没时间娱乐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0/08/18, 22:46 -  - 

Pagina 2 di 2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062811938793/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冰河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2010-08-01 14:19冰化了

回复 |  删除

我们国家的政府部门的主要作用是阻碍社会进步

2010-07-29 04:45Guru

回复 |  删除

建设和谐的lisp社区吧，求你了。。。

2010-07-29 04:01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有句话说得好，现在的主要矛盾就是人们日益增长的智商和落后的治理方式。我押注20年内就有变化，呵

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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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自动化管理⋯⋯ 2006-07-28 20:46:2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天灾人祸 一个充实的周末  

2010-07-29 11:35:39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没时间休息，没时间娱乐没时间休息，没时间娱乐    

自从公司搬迁以来，我保持了良好的公司出勤记录，一改数源时期的懒散状态，没睡过一个懒觉 (当

然也就顺便没落下一顿早饭)。每天准时上班，天黑回家，其中周三提前半小时下班去上跆拳道课，周

六给出版社翻译 Lisp 书，周日下午回市区参加毽球训练 (11 月将代表杭州参加全国比赛) 同时晚上

继续上跆拳道课；工作时间完全花在 SA 本职工作和相关的开源 Lisp 项目上，其余时间继续写商业

Lisp 程序，继续以专家身份维护 G2。就在如此紧密的日程下，我还忙里偷闲应邀给《程序员》杂志

写了一篇 6000 字的封面文章 (8 月刊)，为我们 Common Lisp 语言的宣传工作造势，因为今年底

或者明年初我正在翻译的《Practical Common Lisp》就要出版了。假如完成了所有手头的任务，

还有更多其他的事情排队在那里等着我去做。

这样的生活就算不是快乐的，至少也是令人尊敬的。问题是，总这样搞也不是个办法，人是会衰老

的，我感到生命正在流逝 ⋯⋯

阅读(3546)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天灾人祸 一个充实的周末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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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2010-07-29 14:57

来自网易手机博客

胡晓文

回复 |  删除

不这么搞，人也是会衰老。

2010-07-29 23:56Fish.NET 回复 胡晓文

回复 |  删除

同感。

2010-08-02 04:23o.nic 回复 Fish.NET

回复 |  删除

同同感

2010-07-31 12:27jerry

回复 |  删除

Practical Common Lisp

建议到时出版时不要弄得太花俏,太贵少人买,平装出版吧有便推广.

2010-07-31 12:57 冰河 回复 jerry

回复 |  删除

同意，我会转达给出版社的。

2010-07-30 05:50尹巍

回复 |  删除

8 月刊必看了

2010-07-29 06:11Ziven

回复 |  删除

还好每年只发情一次，这样可以衰老的慢点

2010-07-29 07:45dyson 回复 Ziven

一次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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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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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没时间休息，没时间娱乐 眼镜生涯基本开始  

2010-08-02 14:36:39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一个充实的周末一个充实的周末    

上周五下班时已经疲惫不堪，不过还是带着礼物很高兴地去参加跆拳道小姑娘的生日。我一直很喜欢

她那个同练跆拳道的留学生姐姐 (她们都是华裔法国人，姐姐在浙大留学，妹妹过来度暑假)。 

浙大留学生宿舍里似乎有一种国际传统，只要 party 的发起者带少许零食和几瓶饮料和酒开个头，后

面陆续过来参加 party 的人就会带着零食和饮料陆续到场，然后食物和饮料的种类也逐渐丰盛起来，

尤其是各种酒类琳琅满目。最后大家吃掉一个生日蛋糕，party 结束后又一起去校外的酒吧。可惜酒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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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新的开始 2011-08-01 18:03:34

Allegro CL 8.1 Released 2007-08-02 03:41:2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吧的那个环节我没参加，因为周六还要继续翻译书，不能玩得太晚了。

 

 

 

 

我的 1D mark IV 相机和高水准的 85mm 大光圈定焦镜头终于派上了用场，那一晚拍出了很多高质

量的照片，足以告慰手中价值将近 60000 元的器材。只是，文化的差异注定让我必须克制自己不要

重蹈覆辙，而且今年的发情期已经结束了。

周六继续翻译 PCL，又翻译了一万字。周日上午去配眼镜，下午踢毽球，晚上继续练跆拳道，然后这

个周末就又结束了。繁华落尽，还得继续干活儿。

阅读(1921)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没时间休息，没时间娱乐 眼镜生涯基本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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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02 14:04wuzhezhen

回复 |  删除

好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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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充实的周末 超凡脱俗的极限  

2010-08-03 23:03:57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眼镜生涯基本开始眼镜生涯基本开始    

对于戴眼镜的事情，我并不觉得有多惭愧。首先，我的度数并不高 (L:50, R:75)；其次，我用电脑差

不多 18 年了，且都是在干正经事，长时间面对显示器导致视力有所下降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三，眼

镜很便宜，半个自行车而已，少量的付出却使得我可以在晚上视觉疲劳以后可以继续看清电脑屏幕

了。

大学时代我是班里 28 个人中唯一不戴眼镜的，当时还是觉得比较光彩的；后来离开学校进入公司才

发现，除了少量高学历人士以外，其余大部分同事都是不戴眼镜的。看来，浙大的眼睛普及率是明显

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

昨天心血来潮，用我新买的 FileMaker Pro 11 仔细统计了一下我自从 2007 年以来在软件上的资

金投入。结果发现总额竟然高达 $12,000，其中超过 $10,000 是通过网络直接付费的。有 1/3 的

钱花在了各种版本的 LispWorks 上，接下来的大头是 Adobe Design Standard CS4 和 Poser 系

列，剩下的就不值一提了。如果再加上各种苹果硬件和摄影器材，总计将超过人民币 20 万。假如不

买房也没有其他大笔开销的话，本公司中等以上技术人员的收入应该还是可以承受这些开销的，可惜

兜里有这些闲钱的人都去买房买车以及结婚生小孩儿了。我的结论基本上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

得，我只不过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罢了。

我的翅膀已经硬了，谁也管不了我了。

阅读(1814)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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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浙江国际传统武术比赛 2009-08-02 19:40:5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2010-08-25 21:12wang_renda

回复 |  删除

今天才看到这篇，看来你已经戴了20多天眼镜了。很巧，我刚开始戴眼镜时也是50度和75度，当然现在

已经好几百了——就因为当时不明白真假性近视，直接戴上了眼镜，导致假变真，并在随后的青春期内快

速发展。没戴过眼镜的时候不会明白，戴眼镜是一件非常遭罪的事情，哪怕度数低也是一样。依我看近视

跟跛脚只在程度上有区别，性质则一致——离了眼镜就活得很难受。按照你的年龄，我敢肯定现在一定只

是假性近视。只要你愿意，就可以通过在两三个月内坚持合理用眼、每日做两遍眼保健操并远眺足够长的

时间来恢复视力。当然，这段时间内眼镜是绝对不能戴的。眼镜店的人希望你戴眼镜好向他们交钱，他们

的说法不能全信。参考意见，望三思。

2010-08-04 10:48

来自网易手机博客

欧阳

回复 |  删除

总额竟然高达 $12,000 仰慕啊~

2010-08-04 04:13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换个大一点的眼眶，可能看起来更帅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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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搬家结束 2008-08-06 19:07:00

热情的用户群啊⋯⋯ 2006-08-07 14:56:57

眼镜生涯基本开始 跆拳道 5 级升级留念  

2010-08-07 22:18:49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超凡脱俗的极限超凡脱俗的极限    

今天终于买到了《程序员》8月刊，因为里面有我的一篇文章《超凡脱俗的极限——Common

Lisp》。虽然写这篇文章的过程很痛苦——因为工作太忙足足拖了一个月到最后时刻憋了两天才得以

交稿，但更痛苦的则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我的 6000 多字硬是给砍到了 4000 多字，一些重要的内

容因此被无情地砍掉了。当今介绍 Common Lisp 的短文其实不少，不过我自认为算是另辟蹊径，

对这门语言在公众心目中的常见误解做了简要的澄清，同时还详细说明了一些鲜为人知的重要语言特

性。

有趣的是，本期程序员杂志里还有另一个网易同事云风的一篇文章《C 语言的前世今生》。本公司在

《程序员》上的阵容如此华丽，且一正一邪，搭配合理，不得不说这是一件很给公司长脸的事情。

阅读(4911)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眼镜生涯基本开始 跆拳道 5 级升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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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2010-08-09 06:58Radiumce

回复 |  删除

hoho，已经看到了~很酷~

2010-08-08 04:03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这期要买啊。

2010-08-07 16:51wuzhezhen

回复 |  删除

瞻仰ing

2010-08-07 16:24jenkinv

回复 |  删除

赞，给wy长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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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超凡脱俗的极限 Bonjour  

2010-08-08 22:35:56 |  分类：  爱好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跆拳道 5 级升级留念跆拳道 5 级升级留念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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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当你加班到凌晨4点⋯⋯ 2006-08-07 22:17:4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转载

我可是凭实力考上来的 ⋯⋯

附注：跆拳道段级位制度从最低的 10 级 (白带) 开始，第一次考试后升到 8 级 (黄带)，以后每次考

试升一级，直到 1 级 (红黑带)；再升到初段时就开始系黑带，以后升级段位将越来越困难，理论上最

高可达九段。敝人连续学习了 13 个月，共参加考试 4 次，目前系绿蓝带，5 级。中国传统武术的主

要问题就是缺乏类似段级位这样的阶段性认证机制，不但失去了考级认证过程中的潜在收入，也在激

励学习者努力进步方面稍显不足。

阅读(1311)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超凡脱俗的极限 Bonjour  

2010-08-27 11:20wokaounix

回复 |  删除

应该脱出来晒下肌肉情况 才知道是不是货真价实

2010-08-27 10:56石榴

回复 |  删除

此照一贴，对象难找

2010-08-27 09:37小猪蚁巴

图片太大了，半天打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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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0-08-10 07:35kuikuiyuan

回复 |  删除

世界上不是只有考试才是激励自身进步的唯一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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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跆拳道 5 级升级留念 秋天到来前的阶段性总结，暨 2010 年第三阶段的开始  

2010-09-03 15:23:43 |  分类：  学习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BonjourBonjour    

最近受法国小姑娘的影响，开始学习法语。感谢 verycd.com 让我顺利下载到了手头教材的电子版

和配套磁带 (mp3)，另外感谢苹果系统自带的 GarageBand 音频合成软件为我提供了优秀的可视化

复读机环境。工具太先进，真是想学不好都难啊。

初看起来，法语采用了跟英语完全相同的字母表，只是另外还有几个带有读音标记的字母。法语使用

的国际音标范围与英语稍有不同，但非常接近，尤其是不带有像德语那样难以发出的颤音。另外，法

语的很多单词与英语的对应单词在写法和读法上都非常相似，似乎这两种语言有着共同的词根来源

——也许就是拉丁语吧。上述三种相似性意味着，一个具有英语基础的人学习法语将是非常容易的。

另一方面，法语由于额外多了一些带有音标的字母，带来的好处时每个单词和句子都可以按照明确的

发音规则从字面上直接决定其发音，这就意味着掌握了这些规则以后任何法语句子都可以准确地读出

来，哪怕是其中的某些词并不认识。而且，法语在句子成分的排列顺序上似乎与英语稍有区别，我目

字号

 评论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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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McCLIM 0.9.5 Released 2007-09-03 04:29:18

又一个充实的周末诞生了⋯⋯ 2006-09-03 09:17:1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转载

前还不太肯定这一点，但总感觉它是 “主-宾-谓” 结构的。考虑到拉丁语是可以任意调整句子成分

顺序的，欧洲的一些语言具有类似的特性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对于像我这种学过日语的人来说也就没

什么奇怪的了，因为日语从来都是动词最后说的，完美地符合了 “把高潮放最后” 的日式风格。

总之，我已经入门了，剩下的问题就是要坚持下去。

阅读(2849)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跆拳道 5 级升级留念 秋天到来前的阶段性总结，暨 2010 年第三阶段的开始  

2010-09-06 18:19...

回复 |  删除

请教 如何用GarageBand学语言？

2010-09-06 18:31 冰河 回复 ...

回复 |  删除

主要的目标就是选择特定的语音片段然后可以自动循环播放，至于这个软件能否慢速播放我到现

在还不太确定。具体方法是：你先开一个空项目，然后把 mp3 拖进去变成一个音轨，然后新建

另一个空音轨，把主音轨里你想重点听的片段复制粘贴到新的音轨里，然后标记一个有意义的名

字。以后直接点副音轨里每个片段左上角的播放按钮就可以自动循环播放了，跟以前的复读机用

法差不多，但是现在可以记忆无限多的片段了，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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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06 19:51...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哦 之前看到波形图 还以为是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 跟原声作对比。。。

2010-09-06 19:51 冰河 回复 ...

回复 |  删除

你这个想法很有创意！

2010-09-07 05:56...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呵呵 我是语言控 有机会多交流 :-)

2010-09-04 17:53Bonbon

回复 |  删除

单纯从单词和发音上来说，法语确实和英语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这对理解句子意思有很大的帮助，不过

法语的语法要比英语复杂很多，光是名词的阴阳性和与之相匹配的动词变化就是一个大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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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jour 毽球队集训  

2010-09-04 22:48:05 |  分类：  随想 |  标签： sex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秋天到来前的阶段性总结，暨 2010 年第三阶段的开始秋天到来前的阶段性总结，暨 2010 年第三阶段的开始    

从有博客记录以来的过去几年的事件分布来看，我的生活是以年为周期的，且一年的生活分为三个阶

段：前四个月在扯淡，中间四个月在发情，最后四个月在干活。

这种划分方式的依据在于：前四个月正值元旦和春节前后，前者是我刚刚结束前一年的总结，年鉴发

表之后每年最有理由安排自己休息的时段，而后者是我每年不得不面对家庭矛盾，并且远离杭州俗务

缠身无法安心做事的时段；中间四个月天气转暖，心情转好，钱包充裕，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并且有机

会认识各种小姑娘，偶尔心血来潮就开始考虑终身大事了；最后四个月则由于年底将至，各种未完成

的事情都希望在年内有个良好的收场，于是抛开俗事拼命工作学习直到年底，这样年鉴才不至于太难

看。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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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国富论》 2007-09-04 17:58:40

又见Linux发行版之争⋯⋯ 2006-09-04 17:14:44

    转载

今年到目前为止无疑是比较精彩的，尤其是在国内乃至全球高密度的各种事故和天灾人祸背景下，我

在各方面都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在生产资料和工具方面更是前所未有地丰富。值得一提的是，历时已

超过一年的跆拳道学习不但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身体素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让我结识了许多有前途

的小姑娘。随着公司的搬迁，老板开始逐渐给我增加工作量，但手头已有的事情又不能放下，因此日

益繁忙。但即便如此，我还是保持了高度的学习和工作热情，而且还另辟蹊径出于潜在的需要开始涉

足崭新的学习领域。总体来讲，我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什么值得做，什么不值得做。

不过，回首往事，我现在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充分地不信任这个国家和社会，才能做出完全可靠的决

策，从而在日渐艰难的社会形势下保持一如既往的洒脱。

下面谈谈性和终身大事。(感谢晓文兄开启了本公司员工博客中此类题材之先河！)

我越来越感觉到，相比男人需要女人来说，女人似乎更需要男人。中国社会里相对文明的那部分似乎

流传着两条不成文的规定：1. 老女人不能要，2. 女人不能主动向男人表白。这两条规定给男人带来

的好处是：1. 只要生理条件允许就可以无限推迟终身大事，2. 只要挺得住就有机会挑三拣四而没有

任何负担。(当然，我是从朴素的伦理观出发来探讨这一问题的，嫖妓和未婚性行为完全不在我的理论

范围内。)

当代的多数小姑娘们都成长于相对幸福的家庭中，她们带着从父母那里学到的建立美好家庭的梦想离

开学校走向社会。经过了学生时代感情生活的洗礼，她们需要稳定的工作、不错的收入、以及可靠的

男人来实现家庭和后续的一系列梦想。男人们则表示无所谓，其实只要满足偶尔的生理需求就可以

了。好男人和其他男人的区别仅在于前者只追求合理合法的生理需求。

遗憾的是，世道变了。如今建立一个新家庭的成本过高，男人们有点儿顶不住了，但又不好意思跟女

人明说。随着生活标准逐渐从 “性 or 生活性 or 生活” 向 “性 or 吃饭性 or 吃饭” 再向 “性 or 活着性 or 活着” 逼近，越

来越多的男人会选择放弃短暂的低级趣味，转而追求相对持久的高级趣味，或是干脆沦落到本理论之

外。带来的结果是，当代正常婚配年龄段里最好的那批男人已经想通了，留给女人用来成家的只剩下

⋯⋯

所谓 “性欲是一个男人最大的敌人”，其核心在于：一方面，只有拥有正常的生理需求和心理欲望才

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男人；另一方面，对性欲克制不当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和风险，足以毁掉一个男人的

前程。

这是当代男人的悲哀，更是当代女人的悲哀。

阅读(2260)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Bonjour 毽球队集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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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2010-10-15 06:52尹巍

回复 |  删除

评点 相当犀利呀

2010-09-16 06:37兜兜有糖

回复 |  删除

你应该写一篇意中人的描述

2010-09-05 13:23Ziven

回复 |  删除

想知道文中的照片跟此文的内容相关性有多大

2010-09-05 16:32 冰河 回复 Ziven

回复 |  删除

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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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到来前的阶段性总结，暨 2010 年第三阶段的开始 中秋节来临前的各项事务进展  

2010-09-18 12:02:40 |  分类：  爱好 |  标签： shuttlecock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毽球队集训毽球队集训    

最近杭州市体育局给我们从江西请来一个专业毽球教练，从周四开始进行为期三天的集训，为 11 月

的比赛做准备。终于到了向毽球界同行展示我们浙大毽球协会实力的机会了，我感到既兴奋又紧张。

不过我要郑重向各位读者道歉，牛皮被我吹破了，事实上我们参加的比赛并非全国比赛，而是今年

11 月在丽水举办的浙江省首届体育大会，参赛单位仅为浙江省各市的代表队。不过这次体育大会最

诡异之处在于项目五花八门，作为一个严肃的毽球运动员，跟钓鱼的、扭秧歌的、踩高跷的以及打

CS 的参加同一个运动会，我感到很尴尬 ⋯⋯ 话又说回来，我们浙大毽球协会也不是吃素的，此次

代表杭州市参赛，又难得杭州市体育局很舍得花钱，因此绝对不能出去丢人！

阅读(1386)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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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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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毽意思千 2007-09-17 18:35:14

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3) 2006-09-17 18:37:2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转载

秋天到来前的阶段性总结，暨 2010 年第三阶段的开始 中秋节来临前的各项事务进展  

2011-02-06 02:39帮主

回复 |  删除

感动了，居然除了你之外，还有我认识的人

2010-09-24 16:32小南瓜的娘

回复 |  删除

突然发现,冰河GG的脖子好修长啊@,@

2010-09-24 16:59 冰河 回复 小南瓜的娘

回复 |  删除

嗯，我的颈椎曲度比较小，所以 ⋯⋯

2010-09-21 04:39兜兜有糖

回复 |  删除

冰河老师，我相信你的实力！！！

2010-09-19 09:38Guru

回复 |  删除

这些项目你都行，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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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18 18:37Ziven

回复 |  删除

有没有吃辣椒，喝啤酒比赛

2010-09-18 06:07

来自网易手机博客

萧克

回复 |  删除

个人觉得公园里扭秧歌的大爷大妈之中，键球高手不乏其人，不可轻敌啊

2010-09-18 06:16 冰河 回复 萧克

回复 |  删除

不，我的意思是，扭秧歌也是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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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毽球队集训 三年过去了 ⋯⋯  

2010-09-20 00:45:55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中秋节来临前的各项事务进展中秋节来临前的各项事务进展    

(传说中的珠穆朗玛峰，来自毽友的旅行照)

自从老板委任我全权监管本公司 IT 部以来，时间已过去了 18 天，不足三周。在这段时间里，我得

以充分运用我在管理产品服务器时积累的经验，收拾办公内网、设法满足来自群众的各种需求、开始

尝试系统化管理各种 IT 设施并搭建中央配置管理平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件事为我在本公司的

存在提供了进一步的合理性，略感欣慰。

作为一个纯粹的技术人员，我对部门级管理没有丝毫的兴趣，而本公司目前和未来可能给我的待遇也

字号

 评论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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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转载

绝无可能满足我的日常需要，因此这件事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一种负担。不过，从技术上来看，这确实

给了我一次实践批量网络设备管理并亲手编写一些相关软件的机会，我过去没写完的那些程序，现在

有充分的理由继续写下去并且要尽快跑起来。从网络设备的多样性和网络混乱程度来看，办公区的网

络作为一个网络实验平台的价值甚至大于产品服务器网络。从非技术角度来看，找我干这些事情非常

明智：第一，我不怕得罪人；第二，我不向往权力；第三，我对待遇持无所谓态度；第四，我没有家

庭负担，从而可以去各地办公区小驻；第五，我很冷静地面对老板，不骄不躁。

开源项目 USOCKET 上也有进展。上周末到本周初花了 4 天时间把拖欠社区几个月之久的完

整 ABCL 移植代码写完了，随便也把 Java 网络编程学会了。跟 USOCKET 项目主维护者沟通了一

下，目前准备下周一开始进入 0.5.0 发布流程了。我很欣慰，因为这个项目一年来所有的几十次提交

都是我做的，而我的 SNMP 项目依赖这个项目，它不发布新版本的话我也不能发布新版本。

《Practical Common Lisp》目前翻译到第 19 章 (总计 32 章)，落后预定进度大约两章的样子。

我要郑重感谢本公司的某个已婚 MM 在过去的十几个周末里稳定地帮我打字，否则我一个人很难坚

持到今天。不管怎么说，这件事一定要在 12 月开始之前完成。接下来的法定假期里我准备花几天时

间自己翻译一些，不然就来不及了。

最后，Leica M9 在向我招手。为了减轻日常生活中携带大尺寸和重量级单反相机的负担，我咨询了

很多数码摄影领域的同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不考虑资金问题的情况下，唯一的备机选择将是

Leica M9。我的现有重量级设备可以完美地用于体育和人像摄影，但在旅游和日常生活中由于重量

太大，携带起来始终觉得不方便，尤其是需要同时携带笔记本电脑和相机的场合。为了我的健康，目

前准备斥巨资解决这个问题，在牺牲高速连拍但保持成像质量的前提下，将摄影器材的重量从

2.5kg~4kg 削减到 700g。

和以往一样，凡是被我盯上的东西 (Thing)，除了女人之外没有一个能逃出我的手掌心。

阅读(2191) |  评论(1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毽球队集训 三年过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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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10-10-09 11:34小唐

回复 |  删除

 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你。

2010-10-09 13:29 冰河 回复 小唐

回复 |  删除

小唐姐，生了没有？

2010-11-27 11:27小唐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哈哈，生了。10月10号，生了个十全十美的男宝宝

2010-11-28 07:05 冰河 回复 小唐

回复 |  删除

太赞了，小唐姐真会生

2010-09-25 04:42elwinluo

回复 |  删除

"除了女人之外没有一个能逃出我的手掌心", 所以在女孩变成女人之前快点下手.. 

 

顺便问一下，能否推荐CLisp下实现 HttpGet 和 HttpPost 的API..

2010-09-21 04:37兜兜有糖

回复 |  删除

冰河老师，我的小本数日没有连上过公司无线网了，求连接秘笈

2010-09-21 04:50 冰河 回复 兜兜有糖

回复 |  删除

无线网处于瘫痪状态；IT 在等新设备，但是厂商磨磨蹭蹭的，我们也没什么办法。

2010-09-20 05:08Guru

回复 |  删除

为什么要强调已婚二字

2010-09-20 07:25 冰河 回复 G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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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已婚 MM 比较安全

2010-09-20 07:00optical-dlz

回复 |  删除

Leica M9 也太贵了，考虑 Sigma DPx 或者 M4/3 的机器吧。

2010-09-20 07:25 冰河 回复 optical-dlz

回复 |  删除

后者不符合我的身份⋯⋯

2010-09-20 07:23深蓝

回复 |  删除

期待能翻墙的办公网

2010-09-20 06:52Radiumce

回复 |  删除

网易的IT技术这下精进了~~ Leica M9？7千刀的那玩意？

2010-09-20 06:00萝卜

回复 |  删除

2010-09-20 04:41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膜拜

2010-09-20 03:49晓晓

回复 |  删除

沙发？这么安静没人评论？

最后一句很霸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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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Andrew 文件系统体验 (4) 2006-09-24 21:13:5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中秋节来临前的各项事务进展 即将出访几个北方城市  

2010-09-25 16:35:12 |  分类：  生活 |  标签： ph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三年过去了 ⋯⋯三年过去了 ⋯⋯    

我和 かわい 同学之间 [1, 2, 3, 4, 5, 6] 毫无进展，换做别人的话估计小孩儿都生出来了 ⋯⋯ 但是

以后，谁知道呢 ⋯⋯ 这些年来我从未真正放弃过。

不管怎么说，中秋假期的第三天过得很精彩。

阅读(4095) |  评论(1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中秋节来临前的各项事务进展 即将出访几个北方城市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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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0-11-21 07:25叶秋

回复 |  删除

做为在这个世界上认识你最久的朋友，看了照片和评论，我对此表示深深的遗憾！

2010-11-22 14:17 冰河 回复 叶秋

回复 |  删除

我也感到很惭愧。不能再执迷不悟了。

2010-09-30 06:26recky007

回复 |  删除

我晕倒。。。拜托你把这照片删了行吗？

别把我的照片贴的到处都是，谢谢了！

2010-09-30 07:18 冰河 回复 recky007

回复 |  删除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日夜思念的当事人！

2010-09-26 09:47兜兜有糖

回复 |  删除

你好痴情啊

2010-09-26 19:22 冰河 回复 兜兜有糖

回复 |  删除

另一种说法也许是 “色心不死”

2010-09-25 17:56五百万

回复 |  删除

要是6个MM就牛B了

2010-09-25 15:35月满西楼

回复 |  删除

还是艺术照漂亮http://img.bimg.126.net/photo/9_cIkvzulCKhfMh1qTWL2A==/4903294094300

61559.jpg

2010-09-25 13:18萝卜

回复 |  删除

o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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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5 10:50胡晓文

回复 |  删除

8g第三天发生了什么？

2010-09-25 10:52 冰河 回复 胡晓文

回复 |  删除

不告诉你 ⋯⋯

2010-09-25 10:53胡晓文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你可以告诉大家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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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三年过去了 ⋯⋯ 婚礼致辞  

2010-09-29 01:37:40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即将出访几个北方城市即将出访几个北方城市    

出于多种目的，敝人将在 10 月 8~16 日期间出访沈阳、营口和北京三个北方城市。具体行程如下：

10 月 8 日下午抵达沈阳，目的：参加 10 日上午的某毽友婚礼，顺便去北方图书城采购一些

书籍；

10 月 10 日晚回到家乡营口，目的：回去看望家父和少量亲朋；

10 月 13 日前往北京，目的：访问网易北京办公区，会见在京的朋友以及编程和摄影界同行，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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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连续通宵加班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2006-09-29 08:24:25

网易死活与我无关 2006-09-28 18:02:3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转载

并采购新设备；

10 月 16 日晚返回杭州。

请各界相关人士做好接待工作。

阅读(1269)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三年过去了 ⋯⋯ 婚礼致辞  

2010-09-29 17:30ricepig

回复 |  删除

欢迎binghe同学来到北京哇

有我的电话吧？

2010-09-29 07:48K2

回复 |  删除

已经把该日志转给负责安排接待的相关部门处理

2010-09-29 07:43Guru

回复 |  删除

预祝出访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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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03:42

回复 |  删除

o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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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即将出访几个北方城市 招商银行营口分行  

2010-10-11 11:40:49 |  分类：  朋友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婚礼致辞婚礼致辞    

(2010 年 10 月 10 日，沈阳凯宾斯基饭店)

尊敬的各位来宾，

敝人名叫田春,是浙江大学毽球协会的代表,此次我不远千里从浙江杭州专程赶来沈阳参加汤轶蕊先生

和周万欢女士的婚礼。我很高兴有机会见证两位新人的婚礼并代表来宾发言。敝人是新娘在浙大读书

期间的同学,不过比新娘低了三个年级,是浙大2001级本科生，曾任浙大毽球协会会长,2005年毕业,随

后就职于网易公司至今。

周万欢于1998年考入浙江大学,在2001~2005年间积极参与浙大毽球协会 的日常活动和多次校内比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0/08/18, 22:38 -  - 

Pagina 2 di 4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0911114049771/

    转载

赛,毽球技术超群,为推广毽球运动作出了卓 越的贡献。 汤轶蕊先生也经常从外地赶来看望周万欢时顺

便参加我们的 活动。作为中国素质教育的典范,我今天很负责任地说,两位新人品德高尚、智力超群、

体育优秀,是不折不扣的社会精英!他们的结合,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一件众望所归的大事! 

其实当今中国社会也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大学生就业困难,城市房价飙升,年青一代正面临着越来越

大的生活压力。婚姻,在我看来,就是 两个年龄相仿且性别不太一样的人,结成互帮互助二人小组,共同面

对 生活挑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彼此宽容、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还要保持乐观向上的生

活态度和对未来的美好希望,总体来说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相信,今天的两位新人一定可以成就美

满的婚 姻、产生一个新的幸福家庭,将他们从学生时代就建立起来的纯真感情 发扬光大,并把所有这些

先进经验再顺利地传给后人。

一个和谐而美好的社会是由千千万万个和谐而美好的家庭构成,但如果 每个人只是把自己的小家过好,

社会并不能因此进步。因此,我衷心地 希望两位新人在实现自身美好生活的同时还可以兼顾社会的发

展: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成就一番事业,同时关心和帮助所有朋友和亲人。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整个人

生。

最后,我谨代表在座的广大来宾向汤轶蕊和周万欢两位新人表示祝贺, 并预祝此次婚礼圆满成功!

谢谢。

 

阅读(5560) |  评论(1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即将出访几个北方城市 招商银行营口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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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2012-06-03 13:10还未成魔

回复 |  删除

实在忍不住了，你的讲稿太幽默搞笑了，读了你这多的文字——请原谅我这个资深潜水员，这篇立刻让你

的形象生动起来。不过言谈中透露出来你一贯的气质。

2011-02-06 02:33帮主

回复 |  删除

只知道他们结婚了，还没见过照片，没想到在你的blog上看到了。好羡慕你哦，我也想参加他们的婚礼。

2011-01-27 01:51txts_27

回复 |  删除

婚姻,在我看来,就是 两个年龄相仿且性别不太一样的人,结成互帮互助二人小组,共同面对 生活挑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彼此宽容、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还要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对未来的美好希望,

-----------------------------------------------------------

虽然你还没结婚，但是对婚姻的诠释很贴切

2010-11-24 12:14 冰河

回复 |  删除

汗，没想到我的讲话稿被收录成 “范文” 了：

http://www.156t.com/hunqingzhici/15529.html

2010-10-15 06:45尹巍

回复 |  删除

致辞很赞

bo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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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12 18:09

回复 |  删除

你一直都是这么严肃啊。，你得调整调整啊。

2010-10-12 07:03蓝ka

回复 |  删除

眼神依旧犀利

2010-10-11 14:30五百万

回复 |  删除

冰河您是典型的复合型人才！

2010-10-11 13:06wokaounix

回复 |  删除

非常帅

2010-10-11 08:06Guru

回复 |  删除

凯宾斯基， 郭德纲的相声里听过。高档，隔壁有拉面。

2010-10-11 07:04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很赞。

2010-10-11 06:46萧克

回复 |  删除

"婚姻,在我看来,就是 两个年龄相仿且性别不太一样的人,结成互帮互助二人小组,共同面对 生活挑战的过程

。" 这话极具杀伤力，哈哈

2010-10-11 06:42小勤

回复 |  删除

果然是冰河式婚礼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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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Canon PowerShot G9 2008-10-12 12:42:07

zz JVM GC的一些基本概念 2006-10-12 10:13:0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婚礼致辞 Leica M9  

2010-10-12 12:47:04 |  分类：  社会 |  标签： bank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招商银行营口分行招商银行营口分行    

(招商银行营口分行)

作为招商银行多年的优质客户，我此次回家乡期间惊奇地发现：招商银行今年在营口市开了一家新的

分行！于是我立即动手，带我父亲将原本放在中国银行的储蓄悉数取出、销户，然后转身去招商银行

开户，办了张一卡通金卡。招商银行的金卡客户可以享受异地汇款 0.25% 的半价手续费，多少可以

弥补一下我每年在银行手续费上的产生的损失。

招商银行是一家非常争气的银行，实力雄厚，技术先进，同时又富有进取心。相比之下其他某些银

行，尤其是工商银行，除了营业网点多以外真的一无是处，只配用来缴水电费。

此次营口之行圆满成功。下午就要出发去北京了，Leica M9 正在首都等着我呢。

阅读(2114)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婚礼致辞 Leica M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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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2010-11-03 09:44唯酒尊贵

回复 |  删除

学习了，不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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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招商银行营口分行 部门搬迁 (修订版)  

2010-10-13 21:53:50 |  分类：  朋友 |  标签： m9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Leica M9Leica M9    

(Leica M9 + SUMMILUX-M 50mm f/1.4 ASPH.)

在计划了两个月以后，最终还是在中关村买到了钢灰色 Leica M9 和 5014A 银色镜头。这件事再次

印证了我先前的理论：除了女人以外凡是被我看上的东西没有能逃得掉的。一方面，我再次有种到达

顶点的空虚；另一方面，我应该更加努力地工作以证明我有资格拥有这样的高端器材。

在北京期间住在连城家。今晚顺便参观了一下北京百度，与碰巧遇到的浙大校友还合了个影。百度真

是家大业大，各项设施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一切都很正规。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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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开学两周；软件升级 2014-10-13 11:37:07

锦标赛归来，重启 2013-10-13 15:45:19

Macintosh Common Lisp 即将开源 2007-10-13 06:43:1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3605)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招商银行营口分行 部门搬迁 (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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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15 03:29islet8

回复 |  删除

另一个意思是不是在说，凡是自己有脚会跑的东西你就只能看着眼馋。。。

2010-10-14 09:54jaqliu

回复 |  删除

女人是东西？

2010-10-14 09:33天天

回复 |  删除

不错不错，连城夫妇可好

2010-10-14 09:44 冰河 回复 天天

回复 |  删除

嗯，他们很好

2010-10-14 06:273班袁春阳

回复 |  删除

这个冰河的眼神怪怪的

2010-10-14 04:37Ziven

回复 |  删除

口水的佳能镜头，啥时候不用，折价卖给我吧。。

2010-10-14 03:44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恭喜恭喜，希望女人也一样手到擒来。

2010-10-13 15:56胡晓文

回复 |  删除

连城还是老样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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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ca M9 载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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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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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苹果发布新版笔记本电脑 2008-10-15 12:51:3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转载

听说 SA 组要搬迁到一楼了。她们⋯⋯ 终于把我和张姑娘给拆散了。恨死！

后记：感谢有关部门充分考虑到了我的感受，提出了很好的修订版搬迁计划。

阅读(31)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Leica M9 载誉归来  

2010-10-15 10:17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这个表情看起来很有敌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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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搬迁 (修订版) 重要 IT 形势汇总  

2010-10-17 01:47:29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载誉归来载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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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 Gensym；开始专心学习 2016-10-16 18:34:15

All Common Lisp Implementations 2008-10-17 11:03:16

Mazha 的笔记本很赞 2006-10-17 16:10:26

    转载

(水木社区·函数型编程语言/FuncProgram 板聚)

北京之行的最后一天是水木社区函数型编程语言 (FuncProgram) 板聚。我是板主以及本次活动的组

织者，人民邮电出版社下属的北京图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并提供活动场地，会后还送每人一本畅

销计算机书。本次活动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下历时三个半小时，最后取得了圆满成功，对此我感到非常

欣慰。问题是繁华落尽之后，还得继续干活。《Practical Common Lisp》的翻译进度有些落后

了，必须花时间追回来，而各种其他未完成的事务很快又将接踵而至，无形的工作压力大概就是我一

到沈阳就开始上火导致嘴角过敏的根本原因了。

长达九天的三地旅行是我经历过的最复杂、最惊险的一次长途旅行。出发去沈阳的那天我身上的所有

现金和活期存款还不够装婚礼红包的，但等我回到杭州的时候却已办妥了计划中的每一件事，重要的

是把 Leica M9 顺利地买回来了；网易北京办公区的同事也应该感谢我，我简要参观了一圈 IT 机房

就看出了北京办公区 IT 网络的重大性能瓶颈并给出了基本解决方案。

最后谨感谢此次旅行中各地好友的热情接待；日子还得过，都该干啥干啥去吧 ⋯⋯

阅读(2939)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部门搬迁 (修订版) 重要 IT 形势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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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2011-07-13 15:27laijingli2006@126

回复 |  删除

网易北京办公区的同事也应该感谢我，我简要参观了一圈 IT 机房就看出了北京办公区 IT 网络的重大性能

瓶颈并给出了基本解决方案。

2010-10-22 06:09schecs

回复 |  删除

你好，你是怎么克服阻碍（比如工作中不用lisp）把母语变成lisp的？

2010-10-22 07:03 冰河 回复 schecs

回复 |  删除

没什么可克服的，因为我在网易的职业根本就不是程序员。一个不需要靠写程序本身来谋生的人

可以自由地使用任何编程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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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誉归来 跆拳道 4 级升级留念  

2010-10-25 01:36:51 |  分类：  互联网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重要 IT 形势汇总重要 IT 形势汇总    

(X-Rite ColorChecker Passport under Leica M9)

当今社会中最令人感到无奈的事情莫过于社会的发展总是超出个人的理解能力。作为一个严肃的技术

家，我唯一的遗憾是 IT 界新软硬件产品出现的速度总是超出我学习能力和精力的限度。虽然我有足

够的财力将一切我认为有用的软件和数码产品收于囊中，但要想让这些东西充分发挥最大效能，却是

极其困难的。就拿上面这个价值 1000 元左右的爱色丽便携式色卡来说，我确切知道它的用法，但却

从未真正用它校准过我的任何一张数码照片。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我只是个玩票的——我的任何一

张照片都没有严格反映真实环境色彩的需求，只要对较准确、白平衡过得去也就差不多了。这只是我

手头各种先进工具的冰山一角，我所要确保的只是在我可能需要的时候可以立即用上它们。

从北京回来以后的第一周，刚过了两天工作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我那个很有前途的商业 Lisp 事

业，一个不算复杂的研究任务被我拖延了两个月之久，每星期投入的时间不足 10 小时，迟迟没有新

成果提交；《Practical Common Lisp》的翻译工作已经到了第三阶段回稿的最后时刻，但我至少

还有两章没有翻译完；网易正在采购企业级无线设备，我一边要学习可能最终根本用不上的 Cisco

的无线设备文档，为 Cisco 无线设备测试准备必要的基础设施 (RADIUS, LDAP, ...) ，另一边还要被

迫研究其他无线厂商的设备特性，想方设法地找出其缺陷和不足之处；每周四和周日的晚上要用来练

跆拳道；周日的其他时间去掉毽球训练也就没啥了，然后 11 月中旬就要比赛了。唉，扯远了 ⋯⋯

Adobe 发布了 Acrobat 9 的下一个版本，Acrobat X。预计升级费用：1500 元。Acrobat X 的

新特性和整个 CS5 系列一样华而不实，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PDF 相关技术已经基本成熟，

从文件格式的相关标准到软件都已经成形了。Acrobat 9 Pro 在我日常电脑使用中占据了重要的位

置，因为我有收集各种重要资料到 PDF 文档库的良好习惯，Acrobat 可以方便地从任何其他格式向

PDF 转换并作各种需要的修改。当然，Acrobat 9 Pro 除了 SDK 和 JavaScript 以外的所有其他面

向最终用户的特性我都用上了，包括 PDF 签名过程中的时间戳服务。另一方面，由于 Mac OS X 系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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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婚大典 2009-10-24 20:52:04

丽江 2008-10-25 12:34:2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转载

统下已经开始支持 64 位图形程序，而 Adobe 包括 Photoshop CS5 在内的几个软件已经开始移植

到 64 位 Cocoa 图形库了，如果有证据表明 Acrobat X 在 Mac 下也是 32/64 位 universal 的，

我将毫不犹豫地从 Acrobat 9 Pro 升级。

Autodesk 在 18 年后重新发布了 AutoCAD 的 Mac 版。初步报价：7500 元。自从 AutoCAD

增加了 3D 功能以后我就没正经用过它了，大学期间画工程图的时候也只学了 2D 部分。网易大楼的

设计图是用 AutoCAD 绘制的，日常偶尔需要从底图中绘制一些衍生楼层地图。虽然免费

的 AutoCAD WS 在线服务可以让我正确浏览任何 DWG 文件，但能够在 Mac 系统里直接处理这些

复杂的矢量图将会带来极大的方便。问题是这笔开销是否值得，我一直在犹豫。

Microsoft 发布了 Office 2011 for Mac，初步报价：3000 元。作为 Office 2008 for Mac 的

“盗版受害者”，我一直觉得心中有愧，多年来一直在期待 Office 2011 的发布，然后买一个正版

的，从而将我整个笔记本电脑彻底正版化。等我买到这个软件以后，也许我可以另外再写一篇文章，

仔细说明一下如果想要彻底合理和合法的使用一台电脑，如果全部采用同类产品中最好的，究竟需要

花掉多少钱。

Apple 最近发布了新的 iLife 2011 套件，他们把 iWeb 和 iDVD 砍掉了。我个人觉得 iWeb 还是不

错的，虽然不够专业，但在制作个人用的小型网站方面还是相当方便的。苹果这次软件发布的特点跟

Adobe 有一拼了，华而不实。iPhoto 和 iMovie 就是两个悲剧，我宁可花更多的钱去

用 Aperture 和 Final Cut Express。

Apple 的新款 MacBook Air 再次成为了 Mac 电脑家族的亮点。11 吋 MacBook Air 作为全功能

的 Mac 电脑比 iPad 更有优势，而尺寸和重量只是略有增加。13 吋 MacBook Air 可以成为商务人

士的首选笔记本电脑，轻便小巧的同时借助 256GB 固态硬盘成为了可依赖的日常工作平台。但我不

可能再买另一个笔记本电脑了，只能老老实实地等我的 17 吋 MacBook Pro 两年后退役了，因为硬

件便宜，软件贵！我的所有重要且昂贵的应用软件都只有一个 license。

最近听说有个什么软件协会要到网易来抽查正版软件使用情况。我是本公司正版软件用户代表，肯定

是无所谓啦，但是 ⋯⋯

阅读(3432)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载誉归来 跆拳道 4 级升级留念  



20/08/18, 22:36 IT  -  - 

Pagina 3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092503310707/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冰河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2016-11-21 08:11句子吧juzi8.ren

回复 |  删除

不错！

个人博客

http://www.zyblog.cc/

2010-10-29 12:26hiddengarden

回复 |  删除

看到提到Autocad，我第一感觉是网易大楼设计图也是LZ画的，真的orz了

2010-10-29 12:51 冰河 回复 hiddengarden

回复 |  删除

跟我没关系，不是我画的

2010-10-25 17:17manofphysics

回复 |  删除

此文有点像"生活大爆炸"中Sheldon的风格，我很好奇你在网易的岗位，专职装系统？

2010-10-27 15:20Rhythm 回复 manofphysics

回复 |  删除

哪个公司装系统给这么高工资待遇还能跟CEO吵架玩儿啊？我也要去⋯⋯

2010-10-25 17:19manofphysics

回复 |  删除

期待“如果全部采用同类产品中最好的，究竟需要花掉多少钱”这个主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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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IT 形势汇总 新版滨江民情  

2010-11-05 04:24:09 |  分类：  爱好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跆拳道 4 级升级留念跆拳道 4 级升级留念    

(终于系上蓝带了)

阅读(1188)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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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这张

重要 IT 形势汇总 新版滨江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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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2010-11-05 03:38willam

回复 |  删除

你的脸是不是被踢到了，肿了，

 

看来受了不少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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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译者序 2011-11-07 06:47:36

LispWorks supports Mac OS X 10.5 (Leopard) 2007-11-06 19:03:01

今晚睡个好觉 2006-11-07 16:50:4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跆拳道 4 级升级留念 即将代表杭州参加毽球比赛  

2010-11-07 14:03:26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新版滨江民情新版滨江民情    

南岸晶都（更正：实为江滨花园）人民真不是吃素的，在保安眼皮底下挂这么显眼的横幅。据说是因

为前些日子滨江下大雨发水时把地下车库给淹了，车主怪物业事前不通知，事后处理不当。

钱老板保重！

阅读(942)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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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 4 级升级留念 即将代表杭州参加毽球比赛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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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10-11-07 13:46peterylh

回复 |  删除

像是江滨花园，不太像南岸晶都。

2010-11-07 16:30 冰河 回复 peterylh

回复 |  删除

这张照片是我今天亲手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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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译者序 2011-11-07 06:47:36

LispWorks supports Mac OS X 10.5 (Leopard) 2007-11-06 19:03:01

今晚睡个好觉 2006-11-07 16:50:4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新版滨江民情 毽球比赛结束  

2010-11-07 23:51:41 |  分类：  爱好 |  标签： shuttlecock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即将代表杭州参加毽球比赛即将代表杭州参加毽球比赛    

明晚出发去丽水参加毽球比赛。太光荣了 ⋯⋯

阅读(1489)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新版滨江民情 毽球比赛结束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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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0-11-10 02:56Jimmy

回复 |  删除

2010-11-08 07:02小勤

回复 |  删除

加油，加油

2010-11-08 04:33Lori

回复 |  删除

给力

2010-11-08 04:32delicious1238

回复 |  删除

=。=威武

2010-11-08 02:37小神仙

回复 |  删除

加油，冰神

2010-11-08 02:21laogu229

回复 |  删除

加油~~~~~~~冰河哥v5！

2010-11-08 02:19yebie

回复 |  删除

冰河哥v5！

2010-11-07 16:54wayway

回复 |  删除

冰河哥要为杭州人民争光了！预祝取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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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代表杭州参加毽球比赛 生命有限，岁月无情  

2010-11-14 14:49:06 |  分类：  爱好 |  标签： shuttlecock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毽球比赛结束毽球比赛结束    

历时 4 天的毽球比赛终于在周五结束了。杭州代表队出赛 5 人，参加男子团体和男子双人两个项

目，获得了男子团体的银牌，男双两支队分别夺得第 4 和第 5 名，我个人还由于华丽的技术而获得

了体育道德风尚奖。作为一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队伍，基本上除了台州的排名全国第二的专业毽球

队以外，其他队伍都不是我们的对手。唯一的遗憾是在双打上不小心输给了温州，没能拿到第 3 名。

这是我们浙大毽球协会首次参加毽球比赛，跟我们这个小圈子之外的毽球运动员进行比赛。专业毽球

队的技术确实令我眼界大开，但要想学会这些技术，却势必非常困难。专业毽球手的倒钩和踏球不但

速度惊人，而且还有多种临场变化，令人防不胜防。我们平时主要靠推球，网前扣杀极少，事实证明

这样的打法在专业队伍面前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我长期踢毽球的过程中自创的各种华丽技术此次倒是引起了一定的轰动，毽球界的同行及裁判们表示

从未见过。也许正是因为我的存在，此次毽球比赛才不那么沉闷吧。整个比赛过程中，所有的观众都

在为杭州队喝彩，哪怕是最后的决赛上我们惨烈地输给台州队时，也依然赢得了尊重。我并不感到欣

慰，只是觉得技不如人，十分惭愧。很多人都开始觉得，毽球这项运动中正在失去我们从小踢毽子时

的那种乐趣，专业队的正规打法技术要求太高，且打法单一、过于沉闷，对毽球运动的发展普及十分

有害。我的理解是，这项运动完全有可能在同时具备观赏性和实用性的前提下得到发展。如果我真的

把我从跆拳道里学到的腿法熟练运用在毽球上，把跆拳道特技中的固定脚靶变成运动中的毽球来踢的

话，那我不但可以达到专业毽球队的高度，还可以在保持攻击力的前提下让动作更优美，更具观赏

性。这个思路将是我接下来两年毽球训练的方向，等到下一次比赛时我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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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Linux-HA(Heartbeat), DRBD and Cfengine 2007-11-14 03:49:4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2542)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即将代表杭州参加毽球比赛 生命有限，岁月无情  

2011-02-06 02:28帮主

回复 |  删除

太强大了，蓝带毽球哈

2010-11-20 12:38飞飞

回复 |  删除

亲爱的AC米兰队的队服是亮点，哈哈

2010-11-20 08:40untruefish

回复 |  删除

没看出华丽，就看到了华丽的死鱼眼。

2010-11-18 09:26beiyibei

回复 |  删除

Hello,田春学长，我是小赵：D。很久不见哦。

毽球比赛风头很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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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6 12:32michealtwisse

回复 |  删除

很帅啊

2010-11-16 08:09管平潮

回复 |  删除

赞。冷幽默一如既往

2010-11-16 06:20丛林

回复 |  删除

华丽丽！！！

2010-11-15 05:15Radiumce

回复 |  删除

太华丽了~！

2010-11-15 06:20五百万 回复 Radiumce

回复 |  删除

re

2010-11-14 12:36小神仙

回复 |  删除

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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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追求 2008-11-22 10:29:47

毽球比赛结束 年终前的最后冲刺  

2010-11-22 00:16:47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生命有限，岁月无情生命有限，岁月无情    

自从 2009 年《Lisp 宣言》以来，时间已过去了一年半有余。我用牺牲掉全部休息时间所换来的额

外收入更新了全部装备，并实现了所有软件的正版化。问题在于，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我的知识只

能得到缓慢的更新，很多原本想学的东西没有时间去学，对开源项目的维护基本停滞，再也没有新的

学术成果。当然，我并不后悔这段经历，因为我确实因此得到了很多原本无法想象的先进工具，只是

没有时间去好好利用它们罢了。

套用近期流行的说法，我也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从 2011 年元旦开始，放弃公司之外的所有事

务，重新投入到系统管理领域的学习和研究之中，把多年前定下的目标真正实现。未来几个月甚至几

年的生活注定会比现在艰难许多，但我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可以得到真正的进步，并且精神上将

是满足的。事实上，年底之前唯一剩下的带外事务就是把《Practical Common Lisp》翻译完，对

于这件事我是很有信心的，只是恐怕再也雇不起打字员了。总之我希望从明年开始，我可以生活得更

快乐。

阅读(3703)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毽球比赛结束 年终前的最后冲刺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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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2010-12-12 10:24小唐

回复 |  删除

春春，多拍些公司的照片呢，小唐姐很想看看新公司的环境 

2010-11-30 16:20antinucleon

回复 |  删除

版大，我们的台灯一样，呵呵

2010-11-29 07:49yet

回复 |  删除

佛曰： 执着是苦。

工作环境很不错哦：）

顺便问一下， 你是那个最早在浙大给大家提供debian mirror的binghe么？

2010-11-29 08:00 冰河 回复 yet

回复 |  删除

Debian?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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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生命有限，岁月无情 回到正轨  

2010-12-01 02:18:38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年终前的最后冲刺年终前的最后冲刺    

今天趁考察无线的机会参观了一下公司的宿舍区。好么，整整三层的酒店式公寓，太 TMD 奢侈

了⋯⋯ 真想知道哪些高人可以长住在这种地方。狼多肉少，以我在本公司的地位就不用想了。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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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蜗居 & 最后一个月 2009-12-01 16:24:19

短暂的周末，宝贵的时间 2007-11-30 18:03:3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转载

最近一直忙于公司 IT 事务，主要是无线，负责测试和评估未来的无线方案。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Cisco 交换机我终于学会基本的 IOS 命令了，Cisco 和 Netgear 两家的无线产品线和主要设备的配

置使用方法基本上也研究透了，RADIUS 认证协议、WPA 企业级认证、802.1X 以及 EAP (可扩展

认证协议) 的各种子协议，我从入门书籍、RFC 文档一直看到厂家技术手册，最后也基本全部搞明白

了。尤其是 802.1X 认证，多年来我一直想花时间学习却一直没有时间去学习的领域，在此次活动中

竟然一举搞定，这使我感到非常欣慰。只要可以继续保持这种速度的进步，那么少赚多少钱都是值得

的。

已经开始节省开支了，本来想再买一些苹果设备，诸如新款蓝牙键盘、Apple 充电电池、iPad 基座

等，全部被我忍住了；软件方面，原本也打算升级到 Acrobat X Pro，买个 Mac 版的 AutoCAD，

计划也已经取消。卖软件的小姑娘，我只能跟她说 “对不住” 了 ⋯⋯

自从 2008 年初买了第一台苹果电脑以后，我就在使用 Mac OS 自带的 iCal 软件安排日程和所有待

办事项 (TODO)。我的这个按时间和重要度排序的 TODO 清单总是无法全部收拾干净，这曾经令我

很苦恼，后来也就习惯了。不过，近来我很高兴地看到，自从我不再接新的事务以后，日程表中待办

事项的数量正在稳步地减少，同时我的心情也开始变得越发轻松了。过完这个月，我相信情况会变得

更好。

我在 Mac 上使用一个叫做 Adium 的软件来登录各种 IM，诸如 MSN、GTalk 和 QQ 之类的，理论

上以后也可以用来上 POPO。这个软件最大的好处在于我可以把所有 IM 协议里的好友统一放在一个

窗口里管理。我有一个习惯：如果正在追求一个 MM，就把它放到 “特殊好友” 组；如果追求没成

功放弃了，我就把她拖回原本所在的组然后在好友别名上加个后缀 “(已放弃)”；如果这些已放弃的

好友们后来结婚了，我就再把好友别名后缀改成 “(已结婚)”。我现在的女性好友列表里除了 “(已

放弃)” 就是 “(已结婚)” ，除此之外还剩几个初中生，不合适 ⋯⋯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2011 年就不要再安排新的发情期了，没意义。我对目前国际形势的理解是：

只要肯舍命买房，保证一个星期之内就可以过上性生活；打死我也不买，买不起。

阅读(3512) |  评论(1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生命有限，岁月无情 回到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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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2010-12-09 08:11莉子

回复 |  删除

呵呵，这位哥太犀利了呢

2010-12-09 08:31

来自网易微博

hrcfmoto 回复 莉子

回复 |  删除

@张阿琴 哈哈，你也开微博了，呵呵⋯⋯

2010-12-06 14:40Kevin2.0

回复 |  删除

最近无线接入越来越快～不过希望验证时能记住密码

2010-12-06 14:50 冰河 回复 Kevin2.0

回复 |  删除

情况基本是这样的：802.1X 认证时记住密码是绝对没有问题的；Web 认证在正常电脑上可以依

靠浏览器的自动填写能力来记住，手持设备可控性不太好，只能通过延长认证的有效期来实现，

不过目前似乎有些用户的设备还有兼容性问题，Web 认证的有效期并没有我设置的那么长，正在

调整无线参数以确认究竟是哪方的责任。总的来说，最终我们推荐用户使用 802.1X 认证 (WPA/

WPA2 Enterprise)，但也要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在服务接口上照顾到各层次的无线客户。

2010-12-03 09:17兜兜有糖

回复 |  删除

国际形势不明朗

2010-12-01 07:06zdzfocus@126

回复 |  删除

chun tian,仅凭我名字的前三个字母，能猜到我是谁么？

2010-12-01 14:28 冰河 回复 zdzfocus@126

回复 |  删除

Zou De Zhi



20/08/18, 22:33 -  - 

Pagina 4 di 4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011112540543/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2010-12-01 04:34小肆

回复 |  删除

冰河哥哥，如果女人买房，就不一定一个月能过上性生活了。社会形势是复杂的。

2010-12-01 04:32zdzfocus@126

回复 |  删除

发情也可以安排 ？

2010-12-01 03:44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我喜欢酒店的这个设计风格

2010-12-01 03:06Ziven

回复 |  删除

有房就有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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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前的最后冲刺 澄清一下  

2010-12-06 02:24:53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回到正轨回到正轨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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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配置和管理 Cisco 的企业级无线设备，我从 cisco.com 等站点上下载并阅读了超过 150 篇相

关的技术文档 (PDF)，另有一堆关于 RADIUS 和 EAP 的 RFC；更难能可贵的是，我找到了 Cisco

的无线支持论坛，在那里可以查到广泛的用户反馈和前沿技术讨论。从过去几周处理各种无线兼容性

问题的过程来看，我现在就是无线专家，可以通过抓包来解决问题的那种；如果丁磊最终仍然决定买

那些奇烂无比但是便宜至少 20% 的 Netgear 无线设备，那我一个多月算是白忙了，愤怒之下可能

会辞职去做 Cisco 无线产品的技术支持或售前工程师。机会俯地皆是。

另一方面，正在废寝忘食的学习 Cisco 路由器和交换机的基本配置。最近从无线供应商那里得到一

个 cisco.com 的下载帐号，权限很大，事实上我就没发现有下载不了的东西。有个叫做 GNS3 的开

源项目负责开发 Cisco/Juniper 等几个厂商的典型网络设备的模拟器。这个软件可以运行在三大主

流操作系统上，Debian 下甚至自带了这个包；它可以运行未经修改的原始 Cisco IOS 软件，前提是

你必须先从 Cisco 那里得到这些 IOS 软件。自从我有了 Cisco 下载帐号以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现在理论上我可以图形化模拟整个办公区的网络架构，而初步的测试表明这个软件工作得很好，很高

效。

软件行业有几大架构优美、文档齐全且自洽的软件体系：Windows 开发环境、Apple 开发环境、

Oracle 数据库、Solaris 操作系统，以及 Cisco 网络环境。相比之下，Linux 环境多变且架构过于

松散，学起来并不容易，其中很大的难点就是资料太过分散且有时自相矛盾。想要成为一个 Cisco

网络专家或者 Oracle DBA 并不困难，因为所有的知识都保存在一个明确的位置，只要去循序阅读

就好了，唯一的问题只是资料过于海量，绝大多数从业人员只能选择一个方向，不然精力不够。作为

一个面向未来的 IT 工程师，所有这些知识都要懂一些，至少当需要深入某个主题时可以快速地切换

自身角色并强化相应的知识领域。在所有这些之外，我还有 Lisp。

自从淡出 Gensym G2 开发以后时间充裕了，工作专心了，从事娱乐性体育活动时也更加开心了。

自从毽球比赛结束以来我感觉工作压力颇大，身体也过于疲惫，于是暂时中止了每周的跆拳道课，不

过现在一切恢复正常，甚至正赶上道馆改革，以后我要每周去上三节跆拳道课了。

另一方面，我偶尔关注一下 G2 的进展。一年多以前我在多线程移植方面打下了一个极其优美而重要

的基础，核心代码里处处留下了带有 Chun Tian (binghe) 字样的注释。今天我突然发现，这些工作

终于被合并到当前的开发主干上了。当我以 diff 的形式浏览那些我自己写的代码时，我才注意到原

来我竟然独立书写了那么多 C 和 Lisp 的代码。当初拿着 $18/hour 的报酬，心里不断想着 “这周

拿不出像样的成果下周就会被开掉” 时，真的写出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代码。后来，压力没那么大

以后，生产力急剧下降，而各种日常事务也再不能让我得以专心思考那些精巧的设计了。看来

sishen 当初的说法是对的，一个人每时每刻只能专注于一件事。后来他们想用 $15/hour 留住我，

其实也不少了，但我却假装嫌少选择了放弃，因为我想先把其他事情都处理完。

总之这件事还不算完，等我收拾干净手头上所有其他事情或者 “走投无路” 以后，还会回到这个项

目里，毕竟这是我曾经为之奋斗过并留下宝贵足迹的一份相当有趣的事业。机会俯地皆是。

本公司里有些单身小姑娘，每当我在办公区或者食堂里看见她们中任何一个，都有种强烈的想买房的

冲动 ⋯⋯ 问题是，这只是冲动罢了；我的理智告诉我，终身大事上一切美好的愿望都会成为泡影，

我终将看着她们一个个和别的男人成家并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如果每个心爱的小姑娘都过上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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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Steel Bank Common Lisp 1.0.12 2007-12-06 08:10:2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转载

生活了，那我应该也是幸福的。

机会俯地皆是，but I have other more important stuff to do ...

阅读(2547) |  评论(1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年终前的最后冲刺 澄清一下  

2010-12-14 14:05小猪蚁巴

回复 |  删除

其实，可以裸婚的，无房无车无贷

2010-12-11 03:34makao007@126

回复 |  删除

问一下，你翻译的common lisp 什么时候完成啊？

2010-12-11 07:41 冰河 回复 makao007@126

回复 |  删除

今年底

2010-12-10 13:59hdhuiwh@126

看了不少你的博客，作为一个很感兴趣的外行，想请教你几个问题。1.我知道Lisp很先进，但为什么比起

其他语言处境堪忧呢？因为实在太难学了吗？2.Lispwork、SBCL这些软件都是编译器对吧，那么这些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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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件本身又是靠什么编写的？

2010-12-10 14:05 冰河 回复 hdhuiwh@126

回复 |  删除

没听说 Lisp 处境堪忧；Lisp 平台大部分是用 Lisp 本身写的。

2010-12-10 15:14hdhuiwh@126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那Lisp相比其他语言是不是难学很多呢？

2010-12-10 17:00 冰河 回复 hdhuiwh@126

回复 |  删除

呵呵，我要说难学岂不自抬身价了；你还是自己试试吧

2010-12-09 15:55兜兜有糖

回复 |  删除

向你学习

2010-12-08 02:31Jimmy

回复 |  删除

2010-12-06 13:35karl6833

回复 |  删除

有个问题很好奇，你读完这些manual之后，如果一段时间不用能记得住么？或者你有什么管理知识的手段

？

2010-12-06 14:08 冰河 回复 karl6833

回复 |  删除

我有一个 PDF 文档库，所有看过的文档全部转换成 PDF 分类保存，以后随时可以检索出来。专

业知识我一般忘得比其他事情慢一些。

2010-12-06 03:31dinckham

回复 |  删除

专注的真·男人

2010-12-06 01:58jenkinv

回复 |  删除

佩服冰河的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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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正轨 过冬  

2010-12-14 15:06:49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澄清一下澄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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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0/08/18, 22:33 -  - 

Pagina 2 di 6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011141264232/

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中期报告 2009-12-13 18:01:0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转载

杭州《都市快报》2010-12-14 A19

 

继 2008 年的《都市周报》的采访之后，最近我又上了《都市快报》。如果说上一次记者 MM 成功

地塑造出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满怀激情的科研工作者形象的话，这一次记者 MM 终于成功地把我塑

造成了一个没有女人和朋友的愤世嫉俗的缩影。

细心的读者应当会发现，都市快报报道里的许多内容并不是记者 MM 当场采访得到的，而是直接从

我博客里摘抄的。这些倒是问题不大，不过我严正声明一点：我当然是有许多朋友的，我在杭州的朋

友主要是浙大校友，集中分布在计算机和毽球两个领域上。前者有相当数量目前也在网易公司里。当

时记者 MM 询问我在公司里是否结交了一些朋友，我的本意是想说明，平时工作很忙，因此除了那

些过去在浙大期间就已经认识的朋友以外，近年来在公司里并未结交新朋友。我忘了向记者说明网易

杭州早期跟浙大千丝万缕的关系，结果不幸被记者误以为我在公司里没有朋友。其他细节上也有问

题：既然社会形势不好，不能乱娶，但又为何四处寻觅呢⋯⋯ 究竟是我不想娶还是娶不到？

总之，对于这篇报道我感到很遗憾，一次为 “伞” 而来的采访最后竟然搞成这样。如果结合两年多

以前的《都市周报》文章对比一下，恐怕只能做出下列结论了：

一个满怀激情的大学毕业生，在杭州辛勤工作了三年，随着社会形势的日趋恶化，过上幸福生一个满怀激情的大学毕业生，在杭州辛勤工作了三年，随着社会形势的日趋恶化，过上幸福生

活的希望渺茫。活的希望渺茫。

后记：配套视频做得还可以。

阅读(5487) |  评论(3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回到正轨 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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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28 12:56wonder GJ

回复 |  删除

呵呵，那视频也太搞了吧。哪有他们说的那样呀。

2011-02-10 19:43waninlezu

回复 |  删除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2010-12-14 09:28国境之南

回复 |  删除

伞哥诸多特征还包括如下之列——

  钻研世界上很少有人学习的古老编程语言LISP；

  买苹果公司所有的数码产品；

  电脑软件非正版不用；

  在毽球比赛中坦然表演武术动作；

  并非摄影发烧友，却用15万买了两台相机⋯⋯

服了

2011-01-27 19:06弍玖 回复 国境之南

回复 |  删除

本人强势围观~【额中国人的不良特性啊】

不过~《并非摄影发烧友，却用15万买了两台相机⋯⋯》作为摄影工作者 我怨念~  既然买啦 至

少也要是个摄影爱好者吧~天~

2011-01-27 19:39弍玖 回复 弍玖

回复 |  删除

说错啦     既然买啦 就当个摄影发烧友吧~

2011-01-14 06:25超懒人---海宁

回复 |  删除

变态是好事啊  继续我挺你哈

2011-01-13 15:18芙蓉

回复 |  删除

呵呵⋯⋯博主啊！被人误会一下也不会是坏事呢。不要太较真了。

2011-01-09 15:22thinkdancer

回复 |  删除

围观你博客很久了，特上来支持一下，很特立独行的一个人~~

视频里面你的女同事就不错哦，呵呵

untrue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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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5 02:10

回复 |  删除

拜托你不要出来丢人了，人家以为我们浙大全是性格扭曲，行为奇怪的人。

2010-12-16 12:33Rhythm 回复 untruefish

回复 |  删除

同学只能说你不识货⋯⋯浙大要全是冰河这样的人，浙大早就是世界第一高等学府了

2010-12-18 15:05untruefish 回复 Rhythm

回复 |  删除

他是很厉害，很有能力，我只是说他行为怪异，性格扭曲，两者不矛盾。浙大要都是这样的人，

能不能成为第一高等学府我不敢说，但是成为七院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2010-12-18 15:40 冰河 回复 untruefish

回复 |  删除

同学，我顶多算是个偏执狂，还不至于被你说成精神有问题吧，你也太狠了。

2011-01-07 03:50夏小安 回复 untruefish

回复 |  删除

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其实冰河哥哥内心是个非常友善的人。呵呵

2011-01-09 15:21thinkdancer 回复 untruefish

回复 |  删除

你这也太偏执了吧

2010-12-15 12:02ragnoros

回复 |  删除

我是从水木看到，过来围观的

2010-12-19 03:21Leojane(阿猪) 回复 ragnoros

回复 |  删除

求水木版面名称及帖子标题。

要去水木上再度围观一下XD

2011-01-09 15:21thinkdancer 回复 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貌似binghe在水木的帖子也不少，好像有个正版软件列表的帖子，你可以去newsoftware版面翻

翻

2011-01-06 16:09叶秋

突然发现你也成名人了，还被报道成了一个没有朋友的性格扭曲，而且生活无望的堕落青年，这也太悲剧

了吧！

故此，作为你朋友时间最长，认识最早的一个人，我一定要来给你正名一下，你是一个虽外表冷漠，但是

内心如火的好青年啊，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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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1-01-06 16:45 冰河 回复 叶秋

回复 |  删除

谢谢李大仙！

2010-12-15 08:38BD5HLI

回复 |  删除

闻风来围观binghe哥～～～

2010-12-14 15:05xidian_308

回复 |  删除

观众喜欢的是八卦，越离谱越有点击率，大仙牺牲一下吧，嘻嘻

2010-12-14 14:01小猪蚁巴

回复 |  删除

回想当年为你们毽球协会拍的纪念DV，怀念啊。。。还想继续看你的毽球表演

2010-12-14 13:41晓晓

回复 |  删除

记着MM应该是想尽量吸引读者眼球吧。作为一个不熟的同事，最初觉得你很难接近，后来通过Blog，觉

得你在自己专业领域以及体育方面的一股劲，让人心生敬佩；至于其他嘛，个人特色而已，每个人有选择

自己生活的权利。

2010-12-14 13:22鱼落

回复 |  删除

感觉你自嘲的结论里还是寓意深刻的。

2010-12-14 11:34小神仙

回复 |  删除

结论很不错...

2010-12-14 10:16萧克

回复 |  删除

记者MM不是理解错了，是努力想往错的方向理解~！

2010-12-14 10:03君儿

回复 |  删除

你啊，悲剧党～

2010-12-14 10:02足球清洁工

回复 |  删除

哈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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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4 09:46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强势围观杯具 XD

话说你博客文章基本上每篇的结尾都会收敛到“找mm”这个问题上，难怪会被记者mm塑造成“没有女人

”的形象；

另外，为避免以后继续被人误会是“没有朋友”的，你应当多多bg各位朋友，然后在博客里做记录啊 XD

路过吐槽而已，不要介意哈～

2010-12-14 09:28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我觉得挺像生活大爆炸里面的Sheldon，基本上属于绝对的科学理性主义者。

2010-12-14 08:31尹巍

回复 |  删除

一个满怀激情的大学毕业生，在杭州辛勤工作了三年，随着社会形势的日趋恶化，过上幸福生活的希望渺

茫。

这个结论还是成立的

2010-12-14 08:15happy_ydh

回复 |  删除

一个满怀激情的大学毕业生，在广州辛勤工作了一年，当工资原地踏步，CPI一路高涨的年代，发现自己成

为了供不起房，买不起车，结不起婚的迷茫青年

路过，祝楼主好运！路过，祝楼主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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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冰河年鉴 2009 2009-12-20 17:25:53

澄清一下 冰河年鉴 2010  

2010-12-21 01:56:27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过冬过冬    

(杭州·六和塔)

杭州的冬天到了，下了很大的雪，气温一度降至摄氏零下5度，以耐寒著称的我也不得不在上周的几

天里穿上了羊毛衫，算起来换装时间比去年提前了半个月。虽然本周又变得很暖和，但周末就又要再

下一场雪了。这个冬天的杭州很美，可我却没心思去欣赏，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其实整个社会又何尝不在过冬。我可以感受到周围的很多同事一边在努力地工作，另一边则对生活表

示出无奈。我认为社会问题不是公司和个人能够解决的，既然无法追究政府的责任，就只能互相将就

一下；显然不能要求公司在任何情况下都优先考虑员工的利益，没有公司有能力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中

始终保证雇员收入的稳定购买力。另一方面，等到明年四月份的时候，我在滨江的一年期房屋租约到

期，届时为了维持同样的单身居住环境，按照目前房租的上涨幅度，我每月可支配收入的 40% 将用

来租房；同时，到明年四月份的时候，我在网易的薪水将整整四年没有变动过。出于众所周知的各种

原因，我顺利地活下来了，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好抱怨的。问题是这里边还有许多活不下来的，谁来

管他们呢 ⋯⋯

阅读(2112)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澄清一下 冰河年鉴 2010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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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2011-01-14 06:23超懒人---海宁

回复 |  删除

哥们是搞it的吗？

2011-01-13 11:16姑苏

回复 |  删除

朋友有上进心！适应能力强，一定会更好！

2011-01-13 11:09丫丫晴空

回复 |  删除

有进取心，适应生活才能更重。

2011-01-13 10:29柳叶青一时光

回复 |  删除

没想到杭州已经下雪啦！银装素裹很美！北京的天气今年很反常，往年都是铺天盖地的大雪，今年好像还

没有下雪的意思。

2010-12-27 14:53makao009

回复 |  删除

山中的塔看上去有点像悬空，有意思。

2010-12-24 11:02欧阳

回复 |  删除

照片不错

2010-12-24 06:17呵呵

回复 |  删除

您好，binghe童鞋，我留意你很久了，是你让我看到了一个有情有意有血有肉的挨踢男。加油哦~~~

sun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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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21 11:17

回复 |  删除

照片很有日本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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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冬 晚安，2010 - 冰河的 2010 纪念册  

2010-12-27 22:12:27 |  分类：  年鉴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冰河年鉴 2010冰河年鉴 2010    

(参见：冰河年鉴 2009)

又是一年总结时。2010 年我没能按照预想的计划顺利赢得任何国际声誉，没有像样的研究成果，在

非个人核心领域里勉强在国内混出了点儿小名声，实在是做得很不够；利用上一年的勤奋工作所得开

始大量采购生产资料，实现了软件正版化、硬件苹果化，摄影器材专业化；整年不间断地练习跆拳

道，体质和级别有所提高并顺利上升两级；参加了浙江省体育大会的毽球比赛并取得了银牌的好成

绩；接出版社的 Lisp 书翻译任务，但不幸的是没能赶在年底前全部完成；结识了一些新的小姑娘，

但终身大事依然无望。

2010 年 1 月：

LispWorks 6.0 发布，商业 Lisp 平台从此进入多核时代；购买了其 Mac 版；

在公司内部做了规则系统演讲；

采购了 Adobe Creative Suite 4 Design Standard，从此开始 InDesign 排版之路；

配合排版需要买了 Adobe 的日文手写字体 かづらき；

2010 年 2 月：

万念俱灰的春节宣言——家庭关系进一步恶化

数码图片管理软件 Aperture 升级到 3.0；

2010 年 3 月：

迎接公司搬迁，决定提前搬到滨江（PH 家附近）；

开始使用专业单反相机：佳能 1D Mark IV；

第一次用相机把毽球拍清楚了；

发情期开始；对体育事业的看法；

2010 年 4 月：

开始为人民邮电出版社翻译《Practical Common Lisp》

正式搬到滨江；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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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几分钟网站拍摄 “如果玩转长柄伞” 系列视频；

对《货币战争》的粗浅理解；

2010 年 5 月：

再次与 PH 接触未遂；

翻译工作进展不力，开始雇佣打字员 MM；

2010 年 6 月：

翻译书，勾引打字员，踢毽球，练跆拳道；

2010 年 7 月：

公司也搬到了滨江；打字员 MM 快要到手了；

功亏一篑，打字员 MM 走了；

化悲痛为力量，拼命做事；

2010 年 8 月：

参加法国跆拳道小姑娘们的生日 Party；

视力下降，不得不带上了眼镜；

在《程序员》杂志上发表 Common Lisp 的介绍性文章，为新书造势；

跆拳道升至 5 级；

2010 年 9 月：

开始追求法国跆拳道小姑娘（未遂）；

阶段总结；顺应社会发展的性观念；

备战毽球比赛；

接受老板的委任，开始参与公司 IT 部的各项事务；

跟 PH 的最后接触；

2010 年 10 月：

访问沈阳，在毽友婚礼上隆重致辞；

访问家乡营口，表扬招商银行；

访问北京；终于得到了 Leica M9；

会见在京技术同行，并载誉归来；

2010 年 11 月：

跆拳道升至 4 级；

参加浙江省体育大会的毽球比赛，获得好成绩；

决定放弃各种副业，来年专心搞研究；

2010 年 12 月：

学习 Cisco 无线网络管理；

重新回到以学习为乐的生活正轨；

杭州媒体终于发现了 “伞哥”；

在日趋恶劣的社会形势下专心过冬；

展望 2011 年，绝对不能再把时间浪费在公益事业和各种小姑娘身上了。我要首先结束《PCL》的翻

译工作，然后开始专心搞研究，把之前所有中断的 Lisp 项目全部恢复并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性成果

上，年内争取再发表一篇 Lisp 论文；另外收拾系统管理领域多年来留下的残局，恢复我在学术界的

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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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冰河年鉴 2006 2006-12-27 16:13:2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5032) |  评论(1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过冬 晚安，2010 - 冰河的 2010 纪念册  

2011-02-06 07:20日月明

回复 |  删除

脸上的茬子野草拔干净，嘴角向上弯30度，上眼皮上扯一点或者眼珠子儿下溜。收起落魄无奈相。要求少

提些，做人真诚些。红颜就多了些

2011-01-26 14:02快乐由我决定

回复 |  删除

新年了，我也来捧下场

2011-01-23 10:50wangrqa

回复 |  删除

伞哥系统管理的，日子比做开发丰富的多啊

2011-01-21 15:23chenchuanbingw

回复 |  删除

hao

2011-01-19 17:06墨鱼小怪兽

为什么你照相从来不笑.....生活里也这么严肃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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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1-01-16 13:22流淌的人生

回复 |  删除

很酷的造型，颇有明星势

2011-01-13 14:03风揉影碎

回复 |  删除

好喜欢这照片！足足看了一小时⋯⋯

2011-01-13 11:22姑苏

回复 |  删除

你好棒

2011-01-05 16:04车大德

回复 |  删除

比以前更帅了

2010-12-29 14:01浮华如影，且走且看

回复 |  删除

我的留言写了好多的⋯⋯不见了~

 

总结一句话：冰河好样的，我男朋友也知道你是伞哥：）保重自己，吃饱喂好，有点瘦了哦。。。

2010-12-28 06:13Ziven

回复 |  删除

伞哥的经历可以拍电影了，推荐拍一部“梦幻人生”同名电影吧

2010-12-29 09:15 冰河 回复 Ziven

回复 |  删除

我的人生不是梦 ⋯⋯

2010-12-28 05:20我不叫夏冰

回复 |  删除

照片很像越狱里面的某人

2010-12-28 01:38bona

回复 |  删除

PH是亮点吗？

2010-12-28 05:11 冰河 回复 bona

回复 |  删除

nop, 观众恐怕早已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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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27 15:58wayway

回复 |  删除

这篇日志就着《非2》主题歌看，有贺岁大片的效果！

伞哥2011年加油，也该改善下伙食了，瘦得能做DIOR男装的麻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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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年鉴 2010 名花有主 (updated)  

2011-01-03 13:33:14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晚安，2010 - 冰河的 2010 纪念册晚安，2010 - 冰河的 2010 纪念册    

阅读(1867)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冰河年鉴 2010 名花有主 (updated)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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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2011-01-22 10:13大状

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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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安，2010 - 冰河的 2010 纪念册 “伞哥” 冰河：我唯一的敌人只有时光流逝 (转载)  

2011-01-11 23:52:20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名花有主 (updated)名花有主 (updated)    

by Leica X1

“名花有主” 的意思是我终于有人要了；

“正经过日子” 的意思是，除了不再沾花惹草以外，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我暂时不想说出她的名字，因为我不希望久违的爱情再次被舆论扼杀在摇篮里（尽管还不至于这么脆

弱）。但我可以说的是，这是一个美丽、善良、开朗、大方、真诚、勇敢、超越传统的姑娘。最重要

的是，她认可我的理念，赞赏我的风格，愿意跟我共同生活。我所能做的，就是绝不辜负她的垂青，

关心她，爱护她，并且永远不伤害她。

只有超越传统的她才配拥有我；同样，也只有超越传统的我才配拥有她。

对于不幸错过这门亲事的其他姑娘们，我谨表示遗憾。

后记：这门亲事已经黄了；不幸错过这门亲事的其他姑娘们仍然没机会，敝人准备长期单身了。

阅读(7365) |  评论(3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晚安，2010 - 冰河的 2010 纪念册 “伞哥” 冰河：我唯一的敌人只有时光流逝 (转载)  

  

显示设置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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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2012-12-23 04:55凝子

回复 |  删除

挺可爱的一个人,语不惊人死不休

2011-07-13 07:59莫愁

回复 |  删除

您老就是太得瑟了~要是不得瑟点估计不会黄

2011-02-06 02:25帮主

回复 |  删除

好好珍惜，祝幸福！

2011-02-04 15:05sea166

回复 |  删除

祝福你：好运！

2011-02-03 07:42Daisy

回复 |  删除

是不是做IT行业的都是你这样的思想啊？你的这些话太像我的一个上海做IT行业的朋友了，我

2011-01-31 18:47亦然

回复 |  删除

超越传统的 。。。祝福两位幸福。。。

Ki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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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30 04:45

回复 |  删除

祝你们一生幸福！

2011-01-26 17:12午夜精灵

回复 |  删除

祝福你们

2011-01-25 06:52chaizi88

回复 |  删除

相爱容易相守难，祝福你们

2011-01-24 03:12hero385

回复 |  删除

“我所能做的，就是绝不辜负她的垂青，关心她，爱护她，并且永远不伤害她。”

就这一句，支持你！祝你们幸福！

2011-01-21 18:14Ziven

回复 |  删除

超越传统，含义深刻

2011-01-21 05:05Flora

回复 |  删除

2011-01-20 11:46antinucleon

回复 |  删除

bless

2011-01-20 11:00简单的幸福

回复 |  删除

衷心地祝福你们！

2011-01-20 09:50曼曼

回复 |  删除

衷心地祝福你们！

2011-01-20 09:30小唐

回复 |  删除

绝配

2011-01-20 06:42mint.amore

回复 |  删除

原来是这个意思，我表示非常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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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19 06:52问非南

回复 |  删除

好好相爱

2011-01-19 06:51mo

回复 |  删除

祝福

2011-01-19 06:35英子

回复 |  删除

恭喜恭喜

2011-01-18 07:55xidian_308

回复 |  删除

持续关注

2011-01-17 04:02m13041069096

回复 |  删除

              做人应该这样，做男人更该如此。好样的。别让你心爱的受伤！

2011-01-16 13:49流水石网艺坊

回复 |  删除

我们会继续关注的，直到你能在公开场合里承认互相之间的男友朋友关系。

 

恭喜你了。

2011-01-16 13:13风光在险峰

回复 |  删除

真令人佩服和羡慕！祝幸福永远！

2011-01-16 06:55小龙红

回复 |  删除

2011-01-15 11:12风歌

回复 |  删除

2011-01-15 11:01呵呵

回复 |  删除

恭喜bi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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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15 09:55thinkdancer

回复 |  删除

恭喜

2011-01-15 05:04Azalea

回复 |  删除

对于不幸错过其他姑娘们的你，幸运错过这门亲事的其他姑娘们谨表示遗憾

2011-01-15 03:08maxint

回复 |  删除

最后一句太霸气了，呵呵

2011-01-14 03:00红茶女人

回复 |  删除

“正经”的界限是什么？

2011-01-13 09:28antinucleon

回复 |  删除

what happened?

2011-01-12 06:19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哈哈，良家妇女可不是经常在网上趴着的。

2011-01-12 04:20leonkiros2004

回复 |  删除

什么情况？主的图呢？

2011-01-12 02:39萧克

回复 |  删除

要停博了？

2011-01-12 02:05段玉

回复 |  删除

 持续关注。。

2011-01-12 01:43mint.amore

回复 |  删除

你去松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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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名花有主 (updated) 《Practical Common Lisp》翻译完成  

2011-01-13 16:37:38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伞哥” 冰河：我唯一的敌人只有时光流逝 (转载)“伞哥” 冰河：我唯一的敌人只有时光流逝 (转载)    

本文转载自小油菜《“伞哥”冰河：我唯一的敌人只有时光流逝》

感谢网易博客油菜地的采访，看来社区组记者同事的采访水平比杭州日报社的强多了。感谢网易博客油菜地的采访，看来社区组记者同事的采访水平比杭州日报社的强多了。

原文地址：“伞哥”冰河：我唯一的敌人只有时光流逝    原文作者：小油菜

                十年如一日手执长柄伞，身穿母亲亲手缝制的十年如一日手执长柄伞，身穿母亲亲手缝制的风衣和白西装，他是冰河，人称“伞哥”，他说“我唯一的敌风衣和白西装，他是冰河，人称“伞哥”，他说“我唯一的敌

人只有时光流逝”。人只有时光流逝”。

                                                                                                                                                                                                                                                                        

                     ——题记                     ——题记

  

       记得曾有人说，有些人活着，就像一尊雕塑，容易被膜拜，也容易被摧毁。但是他的内心确是火热的，他有着超越普

通人的隐忍与渴求，但从未表现在脸上或肢体语言之中。那么我想他就是这样的，冰河人如其名。与之接触过的人，都知道

他一贯的造型，长柄伞、风衣、白西装。用他的自己的话来说，长柄伞即可遮雨也可防身，而风衣和白西装则是他母亲亲手

缝制的。淡淡的言语中，带着一个在外游子内心细腻的情感，虽不言细却真实动人。想想如今在外奔波的人，谁又会一直穿

着同一件衣服，即使是母亲亲手做的呢。很多道理，我们都懂。但成功往往只会眷顾那些执着而又懂得保护自己的人。踏踏

实实的，始终坚持自己独树一帜的生活理念，做你想做的，别浪费时间。

 

Chun Tian (binghe)

博客地址：博客地址：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

油菜简介：油菜简介：Linux 系统管理员, Common Lisp 程序员, 毽球运动员, 跆拳道 4 级

本期挖菜人：本期挖菜人：咖啡小黑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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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油菜：小油菜：请问你现在的职业是? 如今在工作中，最让你觉得开心的是什么呢？

冰河：冰河：目前在某IT公司做系统管理员，参与管理部分产品服务器和办公网络。工作中最开心的事情是不必做重复性劳动，可

以不断学习和应用各种新知识，从而令整个工作始终充满了新奇与挑战，并得以保持自身的竞争力。

小油菜：小油菜：你觉得对一个IT科研工作者而言，各种高端的应用软件和器材是不是非常重要呢？你是否满意于现在自己手里已经

拥有的？

冰河：冰河：是的。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希望使用最好的电脑和软件来满足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需要，从而将

有限的精力和宝贵的时间用于实质性的创新。至于高端摄影器材，则完全是准确记录日常生活并未日后留下宝贵回忆的需

要，这也是高品质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满意自己目前的装备，但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根据自身财力对手头的设备加以缓

慢有序的更新和升级。

小油菜：小油菜：这些先进工具的存在，对于你个人的使用和维护能力提出了挑战吗，还是都其实是小菜一碟，你早已熟门熟路了？

说说工作中你最棘手的是什么吧！

冰河：冰河：最大的痛苦和失败莫过于受到精力和各种条件的限制，无法将一些先进工具的能力完全释放出来，从而令一些工具投

资的收益大打折扣。我数年前斥资近万元购买的3D人体造型系统本打算用来研究和表现毽球和跆拳道运动中的动作，但受精

力所限，一直没有真正地把它用起来，至今仍感到非常惭愧。我的理解是，“拥有”本身已经不算什么了，重要的是做出了

什么成果。至于工作中最棘手的问题嘛，很难讲，纯属无关的细节。

NO.1 为何大家都称你为“伞哥”呢？NO.1 为何大家都称你为“伞哥”呢？

小油菜：小油菜：为何大家都称你为“伞哥”呢？是不是主要是因为你曾独创了一套《如何玩转长柄伞》。你个人觉得这样的称呼，

是出于尊重，还是出于调侃多些呢？

冰河：冰河：是的，因为我近十年来保持日常随身携带长伞的习惯；作为一个严肃的科研工作者，我乐于看到自己以另一种相对轻

松和诙谐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个人认为还是尊重的成分多一些吧，但其实我并不太关心这些事情，因为这与我的核心竞

争力完全无关。

小油菜：小油菜：看了你的一贯造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穿着的呢?你对长柄伞、风衣、白西装，应该不仅仅理解为，是为了

避雨或保暖吧？能和我们说说这几个情节的源起吗？

冰河：冰河：每件事都是有原因的。在日常着装上我是个实用主义者；长伞具有包括防身在内的多种用途，风衣和白西装则是家母

亲手缝制的。我自己很少买衣服，并且出于运动的考虑，日常着装类型上也有一定限制。总之目前的状态是多年来沉淀而成

最佳状态。至于防身的考虑，我是这样理解的：一个理智的人要致力于从两方面保护自己：通过武术和器械等在物理上保护

自身的安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强化工作相关的技能，在精神上保护自己免于被社会所淘汰。伞的作用属

于前者。

小油菜：小油菜：你觉得你有别于普通人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或者说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冰河：冰河：我认为自己最大的优势是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始终保持自己独树一帜的生活理念——在保护好自身的同时，努力为社

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的工作和日常所做的一切事情，都离不开上述主题。

小油菜：小油菜：谈一谈，你对于“身份”两个字的理解吧！

冰河：冰河：我经常说做某某事不符合我的“身份”。当然，这是一种半诙谐的玩笑说法。正确的理解是，我希望超出自身的生活

环境所限，用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思想来引导自己的日常生活，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整个社会（例如我所关心的技术领域）做出

自己的贡献，而不受国界和地域的限制。事实上单纯是保护好自身免于受到伤害对我来说已经越来越容易了，那么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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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我还要对自己有更严格的要求才行，典型的方法就是把一些对别人来说可以接受的事情界定为“不可接受”或“不被允

许”，从而让一种自我的道德规范得以约束我的生活。具体举例的话，使用盗版软件是首先不符合我身份的事情；单纯为了

金钱而工作也不符合我的身份。诸如此类，但很难充分地完全列举出来。

NO.2 从事毽球运动13年 学习跆拳道可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NO.2 从事毽球运动13年 学习跆拳道可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小油菜：小油菜：在大学期间就身为毽球协会会长的你，这一次代表了杭州市参加比赛并获得了佳绩，你觉得对你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呢？又或者说，毽球在你的生活中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比如调整你的心态，给你健康的身体，随便谈谈，当然还有让你认识

新朋友。

冰河：冰河：毽球是我最重要的体育爱好和特长，我从事毽球运动已有 13 年。此次代表杭州市参加省级比赛并取得佳绩只是对我

多年来专注于此技的业界合理认可，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也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另一方面，毽球在我的日常生

活中占据重要位置，我一半以上的朋友均来自毽球圈，甚至我学习跆拳道的初衷也是为了在毽球技术上有所创新（两种运动

有很多相似之处）。

小油菜：小油菜：简单说说你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了身怀绝技的业余毽球高手呢？对你的这些技术，是否已有了很好的接班人?

冰河：冰河：还谈不上“身怀绝技”。此次毽球比赛让我大开眼界，专业毽球队的技术果然不同凡响，是我目前还难以超越的。我

的成长主要依靠长期持续不断的练习和对这项运动各种可能性的积极探索。在武侠小说里，大部分人专注于练好各自门派已

有的武功，而另有少数人可以自创新的武学。类比的话，我在毽球领域也属于后者。不断地创新使我在毽球领域可以获得持

续的乐趣。目前尚无接班人计划。

小油菜：小油菜：除了毽球，我知道你现在还有练习跆拳道，你觉得跆拳道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又能给予你什么呢？是不是可以让你

挥洒汗水同时，让你忘记一些欲念，从而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呢？

冰河：冰河：相比完全靠自己捉摸的毽球领域，跆拳道是一门已经系统化了的体育和武术项目。做出切实有效的防身手段，跆拳道

并不是最实用的，但跆拳道的系统化、规范化和良好的商业运作着实吸引了我，让我可以稳定地保持训练和有条不紊地升

级，并且未来还有足够多的机会去参加各种赛事。目前我还处在跆拳道学习的初级阶段，正在努力地向前辈教练们学习，现

阶段并不急于创新。跆拳道带给我的更多是身体素质的巩固和提高。保持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反应能力，随时应对各种突发事

件，是一个男人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NO.3 NO.3 我唯一的敌人只有时光流逝我唯一的敌人只有时光流逝

小油菜：小油菜：你觉得如今社会对于像你一样的男人而言，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呢？

冰河：冰河：我唯一的敌人只有时光流逝。我不断地学习新知识，但人类文明的无穷无尽导致一个人即便终其一生也无法学会所有

的知识，也难以见识所有有趣的事物。对未知领域的无能为力和由此带来的遗憾将始终伴随着我。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也

在缓慢衰老，年轻时无论花费多少时间锻炼出来的身体最终也会虚弱得不堪一击。人生短暂，我唯一的希望只能是留下尽可

能多的成果传于后世了。

小油菜：小油菜：面对日益高涨的房价，你又是如何来看待目前白领阶层的购房与租房的矛盾的呢？

冰河：冰河：高房价只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我相信如果把这件事放在整个人生的尺度上去考虑的话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因此，我尽量不在当前高房价的背景下去做那种有可能影响我整个未来人生的决定。在居住问题上，我的原则是过一天算一

天，国家不可能衰败到让社会精英也流落街头的程度。重要的是，我的高品质个人生活一定要不受或少受房价的影响，这种

可能性并非不存在，我在探索之中。

小油菜：小油菜：说到了房子，当然也要聊聊与之紧密相连的，也很严峻的婚姻，不知你又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的呢？

冰河：冰河：处理终身大事的要点在于如何遇到一个理念相同的人，并邀请其跟我共同生活。情感相关的事情，既严肃而又在时间

上尺度较大，再谈房子之类的恐怕就俗了。我认为在婚姻中重要的是如何过好实际的婚姻生活，其中包括有彼此认可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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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所。我虽然历来反对在高房价环境中顶风而上去买房，但将来万一等到了好年景，我也不排除买房的可能性。

NO.4 NO.4 为了赚更多钱而跳槽又不符合我的身份为了赚更多钱而跳槽又不符合我的身份

小油菜：小油菜：就你个人而言，若在你有这个购买能力的基础上，你的选择是什么，购房还是继续租房子？你的理由又是什么？

冰河：冰河：我的一般理论是可以用三分之一的资产干任何事。所以“有购买能力”的定义将是我可以只用三分之一的资产付首

付，这在眼下还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网易的薪资水平还处于业界中等偏下的程度，而为了赚更多钱而跳槽又不符合我的身

份。另外，在目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银行通过大量放贷事实上正在加速通货膨胀，这就意味着每一个贷款买房的人，最后

多还给银行的那些利息将参与货币购买力的下降。换句话说，一个贷款买房的人将导致其他尚未贷款买房的人以更高的价格

买房和其他生活用品。再考虑到社会处在不稳定时期，内忧外患，我不到走头无路绝不会去欠别人的钱，包括通过贷款来欠

银行的钱。那么根据以上的分析，答案将是：目前没有购买能力，于是只能租房。

小油菜：小油菜：记得你在博文里提到这样一个你的理论，“除了女人以外凡是被我看上的东西没有能逃得掉的”。这样说来，女人

确实是你的一块心病了吧？能和我们分享一些你的爱情经历吗？或者你的爱情观也可。

冰河：冰河：说实话，我没有什么明显的爱情观。因为大部分时候我都处在爱情的起步阶段，总是难以进入后续的其他阶段。我曾

经被各式各样的姑娘拒绝过，如果说我能够因此总结出自身的什么问题的话，恐怕只能说理念不同了。不过可喜的是，近来

我承蒙公司里某姑娘的垂青，终于有望从此告别单身生活了。我相信，如果我从此不再把每年春暖花开以后的黄金时段用于

追求新的小姑娘，而是从此将宝贵的精力用于一点，那么一定会大幅提高生活质量和生产力，从而使我的未来不再乌云密

布，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NO.5 NO.5 我在计算机领域的成就将归功于我在计算机领域的成就将归功于我的启蒙老师我的启蒙老师

小油菜：小油菜：到目前为止，说一个对你影响最大的人吧！

冰河：冰河：没有单一的一个人对我有最大的影响力。我在从小到大的过程中观察周围的人，努力学习每个人的优点，努力不去学

习每个人的缺点，同时努力完善自己对于优点和缺点的判定标准。但如果非要说出这样一个人的话，那将是我的计算机启蒙

老师，营口市气象台已故的谭桢工程师。他老人家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受聘于我所在的学校，将我带入了计算机领域，多年来

教育我并为我提供学习的便利条件直到我高中毕业，最后因为工作劳累在我读大二时因病逝世了。我在计算机领域的成就将

归功于此人，无法让他老人家看到我今天的诸多成就，是一件无法弥补的憾事。

小油菜：小油菜：接下来你将如何看待自己的国际声誉问题？或者说2011年你会更多注意哪些方面的发展？

冰河：冰河：所谓国际声誉主要指的是我对Common Lisp开源社区和相关学术圈的贡献。由于诸多原因，过去我做的努力还很不

够，很多工作没有持续地做下去。所幸现在我放弃了一些原本比较看重的事务，从而开始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从事上述

活动了。将过去的学术成果发扬光大，是我2011年的主要任务，其余都是次要的。

NO.6 NO.6 中国的IT行业没有未来，至少我是看不到中国的IT行业没有未来，至少我是看不到

小油菜：小油菜：对于中国IT行业的未来，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与大胆预测呢？你觉得你会在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冰河：冰河：中国的IT行业没有未来，至少我是看不到的。没有人可以成为 IT 界的牛顿或者爱因斯坦，因为 IT 行业是资金和人力

密集型行业，尽管发展方向是由一些所谓的“高管”决策出来的，但所有实际的工作都是底层的每一个跟我差不多的程序员

逐行代码写出来的。因此，我也把自己看作是一颗螺丝钉，只要在我能力所及的少数领域有所贡献就可以了。具体来讲，我

宁愿参与一些有发展前途的开源项目，甚至不到万不得已都不会自己新建一个项目。中国人总是有一种封建帝王时代残留的

领袖心理，认为但凡不是自己创立的就不值得为之努力。这可能也解释了一些完全没有核心技术的IT从业者自行创业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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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心无旁骛 2014-01-13 14:15:17

2013年01月13日 2013-01-13 16:41:13

永恒的荣耀 2009-01-13 06:24:0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转载

象。我要跟这种不健康的思想做斗争，永远为别人服务，在参与的过程中寻求自己的地位和同行的尊重。

小油菜：小油菜：平时除了这些，你也一般还会看一些什么类型的书目呢?推荐一本你自认为最值得大家去阅读的书吧，也可不止一

本书。

冰河：冰河：计算机以外的书籍我读的不多，少量的无关书籍主要是分布在经济、法律、体育（武术）和艺术范畴里。我不认为其

中有什么书是值得推荐的，对此谨表示惭愧。

小油菜：小油菜：最后，新的一年又要开始了。作为素质教育的典范的你，还是来给一直关注着你的博友说两句吧，当然也可以是你

的朋友们，或者你一直想对她说两句的那个人。

冰河：冰河：建议都想开点儿；该干什么就干点儿什么，别浪费时间。

小油菜：小油菜：谢谢你的建议。

冰河：冰河：恩，不客气。

阅读(27162) |  评论(1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名花有主 (updated) 《Practical Common Lisp》翻译完成  

2011-09-12 16:05天使的爱

回复 |  删除

你也是营口人吧，我也是谭老师的学生，出来很多年了，不知道他已去世；跟你一样，他也是我的启蒙老

师，很难过。有你这样一个出色的学生还记得他，他一样会很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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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12 08:25ruankefeng

回复 |  删除

天哪~~~~~~~~~~~牛人我见过你！！！在彩虹城上B支6的对不？

哈哈哈。。太崇拜了~~~

2011-04-28 07:06zhwei_001

回复 |  删除

很率真，在现在的社会中这样的人少之又少，不得不令人钦佩！

2011-04-27 16:47sasiky@126

回复 |  删除

欣赏有个性的人

2011-04-27 16:24某某鸟人

回复 |  删除

帅

2011-02-06 02:22帮主

回复 |  删除

照片太帅了，都想收藏了。你一点都没变，和我记忆中的完全一样，还是那么酷

2011-02-04 15:10sea166

回复 |  删除

有个性、多才艺---帅小伙。继续加油。

2011-01-20 04:07小鸟！！

回复 |  删除

哥也是来恭祝你好事将近的~~~

2011-01-14 05:56风轻扬

回复 |  删除

恭喜冰河好事将近啊！冰河老弟在公司卓而不群，观点品味常与常人不同，但细细想来并非标新立意，只

是遵从本心做该做之事见事务本质而已，值得我一辈子参照啊

2011-01-14 06:56 冰河 回复 风轻扬

回复 |  删除

谢谢，我做得还很不够 ⋯⋯

2011-01-14 03:29zdzfocus@126

回复 |  删除

谭桢老师去世了啊。。哎，生命太脆弱了，也就50左右吧

yeb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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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13 10:16

回复 |  删除

同关注

2011-01-13 09:39肖萧萧

回复 |  删除

仰慕伞哥，关注是公司哪位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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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Symbolics and others 2013-01-27 16:42:32

装备升级 2010-01-27 16:18:55

“伞哥” 冰河：我唯一的敌人只有时光流逝 (转载) sishen 结婚了 ⋯⋯  

2011-01-27 22:19:09 |  分类：  Lisp |  标签： lisp  翻译  practical  common  译稿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Practical Common Lisp》翻译完成《Practical Common Lisp》翻译完成    

我很高兴地宣布，《Practical Common Lisp》一书的中文翻译工作基本完成了。全书共计 31 万

字，翻译工作历时 9 个月，虽然我自认为完全理解这本 Common Lisp 入门教材的所有内容，但在

此次翻译过程中还是学到了一些以前阅读本书时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另外，我自认为不是一个好的译

者，尤其是我的汉语表达能力有限，语言表现力不足，辞藻匮乏，读者们只好将就一下了。接下来再

花一些时间把整本书的译稿从头过一遍，统一个别术语的译法，然后就可以交给出版社做后续处理

了。另外，我要争取让这本书最后采用 Adobe InDesign 来排版，而不是从翻译用的 Word 文档里

直接打印出来。

另外这次我要明确感谢本书的主要打字员，本公司的 QA 马建勤小姐，在她的帮助下我曾经创造了单

日 8 小时里超过 10,000 字的翻译速度，并且她还无偿地额外花时间帮我在译文里填入书中的源代

码并给出了许多翻译方面的建议；同时也感谢其夫李弈远先生的大力支持。小勤将获得本人亲笔签名

的本书中文版一枚！

终于把我几个月来生活中最麻烦的一件事处理掉了，我感到非常欣慰。春节后许多更有趣的事情都在

等着我呢，一想起这些计划我就感到很激动。更难能可贵的是，我现在一点儿负担都没了；我家姑娘

太好了，我很满意。

阅读(9806) |  评论(3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伞哥” 冰河：我唯一的敌人只有时光流逝 (转载) sishen 结婚了 ⋯⋯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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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册索引恢复 2007-01-27 15:07:48

商业 Lisp 2007-01-27 09:57:3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2014-09-01 16:00shark

回复 |  删除

哎，看了一点你翻译的书，英文太差还是翻译水平太差？还是看原版好！

2013-02-14 10:23manuscola

回复 |  删除

在看这本书，饮水思源，膜拜下冰河

2011-06-18 17:43wtknwhy@126

回复 |  删除

是啊，什么时候出，博主可预告一下吗？

2011-06-18 17:54 冰河 回复 wtknwhy@126

回复 |  删除

我也不知道。

2011-10-13 10:11maojialaoshu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我已经在淘宝上定了 貌似现在只有北京的店有,3天后到杭州吧.

2011-05-31 16:20shoulea

回复 |  删除

博主，一学期都过去了，你的书怎么还没出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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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11 08:06元

回复 |  删除

二月份的时候看过这篇，今天在当当、卓越还是没有找到译本。到底啥时、哪儿会有卖？或者可否在出版

时在博客上提下？关注ing

--

ps，国内的Lisper不多啊

2011-04-06 14:32lxd19840807

回复 |  删除

期待中文版的发布，虽然英文版也看完了。

2011-04-03 18:00shoulea

回复 |  删除

博主，书出版没有，都等不及了！

2011-03-05 07:58momo5269

回复 |  删除

请问您翻译的书何时发售？是适用于新手的书籍吗？

2011-03-05 10:09shoulea 回复 momo5269

回复 |  删除

看过英文版，适合新手。

2011-03-05 13:05momo5269 回复 shoulea

回复 |  删除

纯变成新手可以吗？因为我没多少基础。

2011-03-05 16:11shoulea 回复 momo5269

回复 |  删除

作者讲得很基础，肯定没问题。

 

而且Lisp并不难学，待你学习之后你会惊讶地发现，世界上竟有如此简单而强大的语言。

 

“学生可以在之内学会它。这也是类Lisp语言的重要优点：它们只有不多几种构造复合表达式的

方式，几乎没有语法结构。所有形式化性质都可以在一个小时里讲完，就像下象棋的规则似的。

在很短时间之后，我们就可以不再去管语言的语法细节（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

 

以上引自SICP（计算机程序的构造与解释，有中文版，裘宗燕译）。我也是Lisp新手，但可以负

责地告诉你Lisp真的是简单、易学、有意思的语言，非常值得学习。

2011-03-05 17:06 冰河 回复 shoulea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不过我稍微更正一下：SICP 里的这段描述是针对 Scheme，而非 Common

Lisp 的。后者是一个大型语言，绝对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学完的，但通过阅读《PCL》一书循序渐

进地学习绝对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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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1-03-05 19:32momo5269 回复 shoulea

回复 |  删除

谢谢你！这下可以放心了，我直接等出版就行~ ~

说句实话，我在独立游戏的开发群里问他们关于lisp的时候，他们都表示小众和离现实有点遥远。

但我认为，只要我发现了lisp的美，并作出小有成就之后，他们就会改观的，不是吗？

2011-03-05 19:34momo5269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也很感谢博主的回答~ 谢谢你翻译了这本书，让我不懂英语也可以学习lisp~

2011-03-05 10:09shoulea

回复 |  删除

希望赶快出版！

2011-02-21 04:27bq.baoqing

回复 |  删除

可喜可贺～～

   终于等到这本书出来了！！～～～

不知道定价和 什么时候出版啊！！～～

2011-02-10 19:38waninlezu

回复 |  删除

我怎样获得这本书？

如果有时间请回复下或是给我发一份邮件

noav@qq.com 谢谢！

2011-02-11 13:00 冰河 回复 waninlezu

回复 |  删除

等人邮出版吧

2011-02-06 02:24帮主

回复 |  删除

太有才了！

2011-01-31 03:23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啥时候结婚啊？

2011-01-28 06:11兜兜有糖

回复 |  删除

我感到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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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28 15:20Guru 回复 兜兜有糖

回复 |  删除

妇复何求

2011-01-28 15:20Guru

回复 |  删除

定价多少？

2011-01-28 09:22阿珂(CK)

回复 |  删除

好的

2011-01-28 06:32manofphysics

回复 |  删除

双喜临门，恭喜。

2011-01-28 06:25英子

回复 |  删除

2011-01-28 03:26五百万

回复 |  删除

niu x

2011-01-28 03:11wayway

回复 |  删除

可喜可贺！

2011-01-28 01:20

来自网易手机博客

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恭喜，我一定买一本看看。最后一句很关键。

2011-01-27 15:51antinucleon

回复 |  删除

cong!!版大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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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Common Lisp》翻译完成 春节寄语  

2011-01-30 16:23:24 |  分类：  朋友 |  标签： sishen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sishen 结婚了 ⋯⋯sishen 结婚了 ⋯⋯    

(2011年1月29日, 台州·温岭）

春节前的最后一则简讯是叶玎玎 (Dingding Ye, sishen) 结婚了。女方不是我几年来认识的那位姑

娘，而是他的同乡，姓李的小姐。

1 月 29 日下午，他们在温岭的男方家里和附近的新世纪国际大酒店举办了隆重的婚礼。我对两位新

人谨表示祝福，顺便对台州一带的奢侈民风表示十分无奈 ⋯⋯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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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取个啥标题呢？) 2008-01-29 18:54:1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3436) |  评论(1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Practical Common Lisp》翻译完成 春节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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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1-02-01 05:16流水石网艺坊

回复 |  删除

福建沿海的也是一样，40道菜，我们吃了8道就撑住了，后面每一道都只能夹一筷子，就只能放下，后面

再来新菜，上一道菜就直接退出去。

2011-07-16 11:17bobbibrown 回复 流水石网艺坊

回复 |  删除

现在谁办婚礼会简洁，而且大家的胃口都是越来越小

2011-01-31 02:46syhaan

回复 |  删除

"女方不是我几年来认识的那位姑娘，而是他的同乡，姓李的小姐。"这句话有深意！

2011-07-16 11:16bobbibrown 回复 syhaan

回复 |  删除

这就是人生啊，(*^__^*) 嘻嘻⋯⋯多美好的人生

2011-03-24 07:35B.E.

回复 |  删除

啊？？？ 死神不是和他MM结婚的？？？？

2011-02-21 08:48caiyugao_@126

回复 |  删除

盆酒宴，奢侈

2011-02-15 08:18阿珂(CK)

回复 |  删除

变化很大

2011-01-31 03:23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看图片感觉风俗可能和温州那边差不多。反正温州台州那片都是很奢侈的，叹⋯⋯啊，话说文中某句话很

不厚道啊。我就不点名是哪句了。

2011-01-30 14:38chixiang52

回复 |  删除

omg, 这最后的一张图片。。要喝酒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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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30 14:54 冰河 回复 chixiang52

回复 |  删除

是的，据说 12 瓶啤酒一盆，他们喝掉了 4 盆 (我惭愧，滴酒未沾) ⋯⋯

2011-01-30 13:42zealot0630

回复 |  删除

怎么感觉每天打面膜的sishen憔悴了不少

2011-01-30 12:58optical-dlz

回复 |  删除

这个风俗还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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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hen 结婚了 ⋯⋯ 家乡归来  

2011-02-02 15:59:05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春节寄语春节寄语    

今天是春节假期的第一天，而我明早就要启程飞回营口了。现在想来，除夕夜呆在杭州并不是很必

要，因为机票上省下来的几百块钱全都给了明天一大早把我送到机场去的一个不太熟的司机了（原本

预订了机场附近的宾馆，费用也是一样的）。对于没能在除夕前回家这件事，我现在感到有些惭愧

了，而且明天还要麻烦营口的朋友开车去沈阳接我。综合考虑，此次归途在给社会添乱方面相比往年

其实有增无减。

另外，我感谢许多朋友在春节期间给我发各种祝福短信。这份心意我领了，但我对这些毫无信息价值

可言的短信本身深恶痛绝，尤其是作为一名系统管理员，立刻就能联想到移动短信系统的管理员们可

能正在加班以随时应付春节期间短信量暴涨给系统带来的负担（同时希望这篇文章本身以及随后带来

的用户访问别把博客系统也搞挂）。另一方面，我发现节日期间群发短信的习惯似乎与一个人的身份

地位完全无关——丁磊就尤其擅长发这种没用的短信。不管怎么说，我准备等春节过完以后把所有给

我发过短信的人列个单子出来集中表扬一下，算是一次性集体还礼吧。原谅我就不主动向各位朋友表

示祝贺了。

2 月份有两个重要的软件将发布新版本。一个是来自 Nik Software 的彩色照片转黑白插件 Silver

Efex Pro 2。该插件可运行在 32 和 64 位的 Photoshop/Bridge/Aperture/Lightroom 上，首

次在整个 Nik Software 插件产品中开始支持 GPU 加速特性，并新增了一个有用的 Selective

Color 特性，允许在黑白照片中保留部分彩色部分。我过去曾经在 Photoshop 中做出过这种特效，

不过整个操作还是比较花时间，效果也不完美，这个插件正好解决了我的需求，拭目以待。预计该插

件从 Silver Efex Pro 的升级报价为 99 欧元。

另一个软件——或者说是主要由软件构成的解决方案——是 X-Rite（爱色丽）的新一代色彩校正工具

箱 i1 Publish 系列产品。该产品将爱色丽品牌旗下过去数年间收购的所有校色产品软硬件做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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皑皑白雪 2008-02-01 17:51:03

健康问题 2007-02-02 16:06:59

混乱的 Common Lisp “流” 市场 2007-02-01 18: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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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转载

伟大的整合并针对目前主流操作系统的最新版本做了兼容性调整，功能涵盖各种输入输出设备的校色

过程和颜色特性文件的后期处理等，是严肃的商业出版和互联网内容平台发布商必备的工具之一。遗

憾的是，貌似没什么在乎这点。整个公司除了我自己的显示器以外就没有一台是定期校对颜色的，包

括美工用的显示器在内也是要么偏红要么偏蓝，色彩的准确性完全依赖于公司采购的显示设备本身的

档次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出厂时颜色校对的准确性。整个 i1 Publish 工具箱的售价我估计会在 1 万元

人民币左右，为了挽救我那个不争气的价值 1500 元的惠普彩喷，以我一贯的本末倒置风格，没准儿

就会把它买了。

我的理解是，趁我还年轻，以及眼球尚未老化到严重发黄的程度以前，应该尽可能地让它看到最准确

的色彩。

我家姑娘昨晚就已经顺利回到西安的家里了，对此我表示欣慰。

其实这里面仔细说起来也是相当尴尬的：我刚刚在上年的年鉴里表示今年不再把时间浪费在发情上，

结果 20 天不到就酿成了这门亲事，该怎么向观众交代呢？也许唯一有力的辩解就是在给出的结果下

我其实并没有浪费什么时间，该干的事情一件也没少干，仍旧珍惜自己的每一天。

阅读(2776)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sishen 结婚了 ⋯⋯ 家乡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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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13 14:19laijingli2006@126

回复 |  删除

看着看不经意间就笑了，你的文字很有感染力

2011-05-28 05:05鼎革

回复 |  删除

好吧，每个表情都是一样的。

2011-03-26 05:03syhaan

回复 |  删除

很怀疑你的发型、表情是不是生活“原装”的？

2011-02-21 13:44沙与沫

回复 |  删除

同时希望这篇文章本身以及随后带来的用户访问别把博客系统也搞挂~~~~~~哈哈，你放心了没。果然有趣

的人

2011-02-06 02:20帮主

回复 |  删除

新年快乐！为了添加评论，专门为了你申请了个账号

2011-02-05 04:48ricepig

回复 |  删除

冰河新年快乐

哈哈哈哈

2011-02-03 16:07流水石网艺坊

回复 |  删除

优秀靠谱的未婚男青年，就是留给靠谱未婚女青年的。

只要你一天未娶，所有未婚的女青年都有选择你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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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寄语 《长银新生：泡沫中的金融战争》  

2011-02-10 00:48:14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家乡归来家乡归来    

谭昕 (已故谭老师的女儿) 和她刚出生三个月的女儿糖糖

这次春节之行可以说是两头不顺，中间还可以。初一回去那天辽宁中部大雾，最差的地方能见度仅10

米左右，我朋友好不容易才把我从沈阳弄回营口；返程的那天则是下大雪，差点没能坐汽车去大连，

不过最后雪停了，高速公路正常通行。

营口到处都在建筑施工，无数的住宅小区拔地而起；房价正在缓慢攀升，城市边缘也已达到 4-5k 每

平米的程度了；营口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基本没变，但各大超市里高档商品琳琅满目，买者众多——

据说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为主。另一方面，营口的机场听说明年就要建好了，这将是辽宁省继沈

阳和大连之后的第三个机场。我对营口的蓬勃发展，心情是比较复杂的：以后要是连家乡的房子都买

不起了，那就连退路都没有了。

春节期间拍了不少珍贵的照片。Leica M9 帮了大忙，随身携带很方便，即便没有闪光灯也几乎可以

在所有光线环境下拍摄出清晰明亮的照片来。唯一的问题就是太贵了；家乡的亲朋好友们还生活在每

月 2000 元左右的水平上，能开上小汽车的极少，而且汽车大多还没我的相机贵。对此我也感到很惭

愧。今天在印象派上冲印了 40 多张春节期间拍的照片，然后寄给营口的部分亲友；实践表明，在线

冲印服务确实比较划算，我自己的彩色喷墨打印机只能偶尔打几张照片玩玩，成本太高了。

今天用了一天的时间收拾电脑，把春节期间错过的软件升级等事务全都补上了。接下来有很多工作等

着我去做，都是我自找的。不过这一次我有办法顶住任何工作压力了——有我家姑娘陪伴，没什么可

担心和畏惧的了。可以想象又是充实的一年。

阅读(2084)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0/08/18, 22:28 -  - 

Pagina 2 di 2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11911533939/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Apple Aperture 3 2010-02-10 11:07:56

科学 2009-02-09 17:04:1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春节寄语 《长银新生：泡沫中的金融战争》  

2011-03-26 05:01syhaan

回复 |  删除

你是不是一刻也不能容忍你的电脑系统以及软件不是最新版本的？

2011-02-21 13:41沙与沫

回复 |  删除

系统管理员的头脑，果然⋯⋯

2011-02-15 08:20阿珂(CK)

回复 |  删除

初看这张照片吓了我一跳，这不才刚刚宣布有主了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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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归来 即将乔迁新居  

2011-02-21 20:40:46 |  分类：  读书心得 |  标签： 日本  银行  金融  泡沫  新生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长银新生：泡沫中的金融战争》《长银新生：泡沫中的金融战争》    

三年前，我在浙大图书馆里无意中找到了一本书：《拯救日本：泡沫崩溃后的银行危机与华尔街行

动》。后来有很多人发信给我索要这本书，因为绝版的关系书店里再也买不到了。一个月前，我家姑

娘带我去万象城附近的杭州图书馆一游，在那里我无意中找到了该书的另一个版本《长银新生：泡沫

中的金融战争》。相同的出版社，相同的译者，并且均翻译自同一本英文书《Saving the Sun: A

Wall Street Gamble to Rescue Japan from Its Trillion-Dollar Meltdown》(by Gillian Tett)，

多少也是一件怪事。不过我总算又找到它了，于是仔细地重读了一遍，然后用我桌上的 HP 多功能喷

墨一体机 Photosmart B210a 逐页扫描下来用 Acrobat 9 Pro 做成了 PDF，留待以后有需要时查

阅。

我没资格给这本金融领域的著作写书评，所幸在新浪网查到了一篇被广泛转载的评论文章，节选如

下：

“ ”

2002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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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作为一本历史读物，这本书非常有趣。首先，书中提到的所有重要人物都还健在，其中几乎所有的日

本政界人物都还活跃在日本政坛上，而我保持每天通过 iTunes Podcast 收听 NHK 日本国际广播电

台的中文广播已有两年之久，对几乎所有这些人物耳熟能详。其次，历史并不久远，很多重要的事件

都是在我读初高中时期发生的，而我那时竟然毫无察觉，深感惭愧。最后，该书第三部分的中心人

物，现年 82 岁高龄的八城政基 (Masamoto Yashiro)，从 2004 年起竟然还成为了中国建设银行

的独立董事，真是个神奇的人物。可惜建行本身似乎仍旧没什么起色 ⋯⋯

 

《长银新生》的封底有张插图，似乎暗示了中国正在步日本的后尘，不过我觉得相比之下右侧的时间

跨度还是太小，数据并不充分。日本的泡沫破裂过程是以房地产大幅升值、银行大量低息放贷为基

础，然后以政府为抑制经济过热、突然加息为导火索，大量借贷的企业，尤其是房地产企业，无力迅

速提高利润以偿还增加的贷款利息，从而造成了大量银行坏账和市场恐慌。相比之下，当今中国的房

价已经涨得足够高了，而央行分别于2010年10月20日、2010年12月26日、2011年2月9日短短

数月间连续三次加息。历史如此相似，不知道会不会导致日本那样的泡沫破裂。

不过可以想象的是，问题一定是悄悄发生的，一开始公众可能完全不知情。日本从 1990 年泡沫破裂

开始，直到 1997 年第一批银行破产，经过了 7 年时间，其间政府大量动用公共资金向银行注资用

以核销坏账。而在中国，这个过程一定可以持续得更长，因为税收、社保、国有银行的资产，所有的

钱本质上都是一家的，完全可以混起来用。今天我们可以投资数千亿元修毫无用处的高速铁路，明天

我们自然可以把同样规模的资金用来挽救拥有大量坏账的银行；中国的 GDP 刚刚超越日本跃居世界

第二，政府有足够多的钱去填补任何窟窿，只要随便在某个方面少浪费一些就好了。也许这就是几年

来，按照教科书和各种前车之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早该崩盘但却迟迟未动的可能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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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转载

不过有一点我是非常确认的：中国绝对出不了像八城政基这样的人，因为中国的老一代已经彻底腐败

了，新一代的聪明人要么出国，要么留在本土搞 IT 了；留下最不争气的那批当初学习最差的才去考

公务员，其中家里有钱的才有资格进入政府机关和各大银行从事管理岗位。这样看来，也许早些崩盘

还是件好事：时间拖得越久，等老一辈都死光了留下那些 “富二代” 来收拾残局的时候就彻底玩完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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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归来 即将乔迁新居  

2011-02-21 14:53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哈哈，不才留在了国内，还搞起了IT。

2011-03-03 07:06尹巍 回复 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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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乔迁新居即将乔迁新居    

今天算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做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由于前一天忙着给笔记本里的 Windows 7 升级 SP1，弄到凌晨三点左右才回家，于是索性再睡一

个懒觉，直到中午才出门上班。我在家门口的公交站上看到有人贴了一张简短的银色港湾某单身公寓

的租房广告。当时 B支6 已经来了，斟酌了 1 秒以后我决定快速把这个手机号记下来，然后上车以后

发短信询问报价，得到了 2000 的回复。我现在住的房子是 1900 的，还有一个月到期，考虑到房

价的涨势，原本的考虑是接下来能以 2200 续租就已经不错了，要是还不行的话只好降低生活标准不

再考虑单身公寓了，后来在我家姑娘的建议下修正为超过 2000 就不再续租了。于是我立即发短信给

我现在的房东，询问续租的价格，结果立即得到了电话回复，刚好是 2200。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

切就很明显了。我下了公交车以后没有继续往公司走，而是直接给贴广告的人打了个电话，然后立即

打车回去看房，两个小时以后全部手续办妥，俩月的押金和半年的房租也交了。我很满意。

 

这个房间就在我目前住的这栋楼的上面两层，面积差不多但却是面朝南的，并且带有宽敞的阳台和有

门的厨房。虽然没有书架，但好歹有个真正的壁橱可以装衣服了。更难能可贵的是，所有的家电和设

备都更好一些。按照今天这个新房东的说法，我现在住的地方 “不适合人类居住”，尽管我对此不以

为然。

 

 

回想起来，能顺利租下这个房子，确定了未来一年的居住问题，存在下列几点要素：1) 当机立断，不

拖延时间。2) 不受工作时间的约束。事实上有三个在我前面联系房东的人都因为上班的关系要求晚上

再看房，等他们下班以后黄瓜菜都凉了。3) 身上有足够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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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转载

顺便鄙视一下房屋中介。房东告诉我，所有的房屋中介都主动要求房东至少以 2300 的 “市场价”

来出租这个房子，他们认为这个价格才比较 “合理”。站在房屋中介的立场上，似乎加价有两点好

处：1) 他们收的中介费也水涨船高，2) 维持房租上涨的大环境，给未来的其他中介费做铺垫。而房

东本人似乎有急事要出差，急于把租房的事情处理完。于是，我来了，而且动作很快。

我不认为我占到了什么大便宜，相反我觉得很后怕。运气不是年年都有的——今年算是混过去了，明

年怎么办？运气更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我算是挺过去了，别人又怎么办？照这样发展下去，两年以

后我一半的收入全用来租房了，四年以后全部的收入可能都不够。这些陈词滥调不知道被多少人说过

了。但这就是排名世界第二的 “富裕” 国家的勤劳的人民所应有的生活吗？

我努力适应和理解当前社会所得到的成果就是一句简短的话：“过一天，是一天”；但我不能苟活，

我要不断地学习，从知识中找到人生的乐趣，于是就产生了另一句简短的话：“学一点，得一点”；

现在我终于有女朋友了，我越来越爱她了，但是关于结婚和生小孩儿之类的事情我还是心里没底，所

以现在只好又加了第三句：“走一步，算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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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贵 ，在我们这里能在地段好的地方租三室两厅两卫的了，差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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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26 04:55syh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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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哥这么有前途的人，还不买房？赶紧入手吧！

2011-03-07 16:42chixiang52

回复 |  删除

1室1厅2000？

2011-03-08 16:24 冰河 回复 chixiang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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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室1厨1卫，住不起有厅的。

2011-03-01 03:24Leojane(阿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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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不受工作时间约束。当机立断和身带很多现金的人都不少，可是不受工作时间约束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啊

。

2011-02-25 03:59120斤的大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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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我的房子租给你，2000。。。

2011-02-25 05:44 冰河 回复 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你那个位置太差，不值钱。

2011-02-25 04:29性感小白菜

回复 |  删除

RP真好

2011-02-25 01:29沙与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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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姑娘不叫你赶紧买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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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乔迁新居 [ANNOUNCE] usocket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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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 Cisco 无线网络部署纪要网易 Cisco 无线网络部署纪要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自从上周一开始正式部署公司的 Cisco 无线解决方案以来，我每天都很忙。

一方面要关注硬件层面，协助各地的 IT 工程师安装和配置所有接入点，另一方面还要设计软件层面

的无线认证和日常管理接口。不过，能够用上 Cisco 的高端设备总归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Cisco 5508 无线控制器提供了充分的开放接口以支持包括 RADIUS、LDAP、HTTP、

FTP/TFTP、Syslog、NTP 和 SNMP 等协议在内的各种标准服务器，这就让我可以轻松地将无线网

络跟公司已有的帐号系统关联在一起。Cisco 提供了一种称为 Access Control Server（ACS）的

软件系统用于管理一个大型无线网络里的多台无线控制器，并同时提供认证和无线帐号管理服务，但

这个软件价格昂贵不说，而且必须运行在 Windows 系统上，跟企业自己的私有认证系统难以集成，

所以尽管无线供应商强烈推荐，但我们坚持没有购买。于是，为了实现我在本公司的价值，我要自己

研究替代的解决方案把这笔软件开销省下来。

我早可以做到在 Cisco 无线的 Web 认证接口里使用公司的 corp 邮件系统来做认证了，方法是首先

将无线控制器的 Web 认证协议设置在安全性相对较低的 PAP 方式上，然后配置一个基于 PAM 认

证的 FreeRADIUS 服务器挂在无线控制器的后面，最后再使用一个 PAM 的 POP3 模块将认证请求

导向我们自己的企业内部邮件服务器上。尽管如此，我在试图支持更安全的 WPA 企业级认证方式

（802.1X）的时候遇到了麻烦的问题：IEEE 802.1X 以可扩展认证协议（EAP）为基础，而最广泛

使用、同时也是 Windows 系统默认唯一支持的 EAP 子协议 PEAP，在无线客户发起认证请求的时

候只能发送 MSCHAPv2 方式的单向加密密码，而这样处理过的密码是不能用于后端的邮件帐号验

证的。

一开始，我的想法是尽量避免涉及到编程，而是在我所使用的认证服务器 FreeRADIUS 的配置文件

里定义一套规则——当用户首次通过了 Web 认证以后，将得到的明文密码转化成 MSCHAPv2 可以

支持的 NT-Password 形式保存在后端的 PostgreSQL 数据库里，一旦完成了一次成功的 Web 认

证以后，无线客户就可以接下来总是使用 802.1X 认证了。后来发现这个方案不可行，首先没有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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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方法避免重复的检查一个用户是否是第一次使用 Web 认证（就算能够检查也不行，因为用户可

能随时更改自己的密码），其次是为了生成另一种形式的密码并保存在数据库里，我不得不使用

FreeRADIUS 的 rlm_perl 模块在认证服务器进程内运行大量涉及网络操作的 Perl 代码，这将给认

证服务器带来巨大的负担和不稳定性。如果我作为一个系统管理员不得不写一点儿代码的话，考虑到

所有方面，我决定用我唯一熟悉的 Common Lisp 来写。因此，最后关头想出的解决方案是单独做

一个用来 “激活” 802.1X 无线帐号的 Web 服务，它必须以极其简洁有效的方式确认一个人的邮

件帐号，然后将 NT-Password 形式（本质上是密码字符串的 UTF-16 Little Endian 编码形式

的 MD4 散列）的密码直接保存在认证数据库里。

实践表明，这是一个正确的思路，两天的时间里公司上百人顺利通过了这个激活过程并正确用上了带

有 WPA 企业级认证的无线网络。

我从上个周日的晚上开始编写这个基于 Common Lisp 的 Web 应用，最终的目标是得到一个可执

行程序——一旦启动，就会连接到后台数据库并同时监听在 https 端口上，接受一个带有 E-mail 地

址和相关密码的表单，进行 POP3 帐号验证，然后对密码进行加密，最后作为一条特殊格式的记录

保存到数据库里。

整个系统应该运行在一台稳定的 64 位 Linux 服务器里，于是我 2007 年 $2500 购买、接下来每

年维护费 $650 的 LispWorks 企业版再次派上用场了。LispWorks 企业版自带了对 SQL 数据库

的支持，配合使用产品级的 CL-HTTP Web 服务器，就可以满足我对 https 和 SQL 的需要了。而

POP3 的支持，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小项目 cl-pop，它实现了最基本的 POP3 客户端协议，在网络

层面上基于我一直在维护的 usocket 网络包。至于 MD4 散列的部分，我使用了著名的 ironclad 加

密包。我使用了 CL-HTTP 的最新版本 70.218，它目前除了传统的 LispWorks 和 Macintosh

Common Lisp 以外还支持目前流行的开源 CL 平台 Clozure CL、SBCL 等，不过这些移植都不是

很稳定。我通过内部渠道从 CL-HTTP 开发者 R. Joswig 那里得到了尚未发布的版本。

这是一个相当小的项目，我采取了自底向上的正统 Lisp 开发流程。首先我按照通行的做法，用

LispWorks 的 save-image 函数将 CL-HTTP 和所有需要用到的第三方软件包全部加载到 Lisp 映

像中，然后 dump 成一个单独的 LispWorks 环境可执行文件，作为我日后其他工作的基础；然后编

写 CL-HTTP 的启动脚本并定义整个无线应用的 Lisp 包，确保可以一个命令让这个 LispWorks 环

境顺利地成为 Web 服务器。在没有涉及到数据库部分以前，所有这些开发工作是在我笔记本上的

Mac OS X 环境下进行的，因为我还有 Mac 下的 LispWorks 专业版。到星期一下午的时候，我已

经可以产生几个动态生成的带有 HTML 表单并接受 POST 请求的简单 Web 页，并且可以顺利地通

过 POP3 接口来验证用户和密码了。而跟 IT 部承诺的解决方案交付时间是星期二。

接下来全部开发工作转移到最终的 Linux 服务器上进行，我通过 GNU screen 程序在这台服务器上

启动了一个 LispWorks 进程，然后以在 Emacs 里编写并调试其余的代码。从星期一的晚上顺利地

写完了数据库部分，其实无非是要么 INSERT 要么 UPDATE，完全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星期二的

上午开始将 Web 服务的接口 从 http 切换到了 https，从那时起，我的 LispWorks 进程就再也没

有停下来了，直到现在。我的整个程序如果去掉相当于 Makefile 的部分，最后只有不到 200 行

Common Lisp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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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转运 2012-03-10 16:53:00

    转载

星期二的下午在公司的 POPO 群上公布了这个服务，然后开始接受同事的测试。我的 Web 开发经

验几乎为 0，很快就遇到了 3 个 bug。首先是有人没有往文本框里写东西就直接点了登录按钮，这

导致那些原本接受字符串数据的函数得到了 NIL 空值；然后是有人在输入 E-mail 地址的时候使用了

大写字母，而我完全没有做大小写转换，结果导致同一个人在数据库里留下了带有不同大小写的同样

记录；最后，我没有正确地清理服务器端用来保存用户 session 的哈希表，这导致该表的尺寸只会永

远增加。

幸运的是，无论遭遇何种问题，LispWorks 平台及其 CL-HTTP Web 服务本身总是坚如磐石的，我

所损失的只是几个派生出来的线程罢了。很快我就修复了所有这些问题，但却没有必要关闭并重启

Web 服务。相反，我直接把我修改后的代码通过命令行的 Lisp 交互环境（Listener）编译加载，从

而就地更新了我的程序。最后，我还请教了同事里的一个做 Web 前端的 MM，她帮我解决了

HTML 表单里的文本框对齐问题——我之前甚至不会使用表格。在我最近翻译完的《Practical

Common Lisp》一书里，有句话我很认同，它说专业的 Lisp 程序员往往会启动一个 Lisp 进程，然

后努力去维护它，并增量地开发他们的程序。现在看来，我应该已经算是专业的 Lisp 程序员了，至

少已经领会了专业精神。

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工作是设计针对无线访客的一次性密码（OTP）系统。我考虑再写

一个更大的 Web 应用，让各地的行政人员日后通过我的这个系统随时为外来人员提供无线网络的临

时访客权限。最后，我早先在 SNMP 领域的工作可以成为一个通过 SNMP 接口监控整个无线网络

的监控系统。不管怎么说，通过这个小程序的实践，我认识到了自己在 Web 前端开发上的不足，因

此接下来正式开始学习《Ajax in Action》一书。不过，我要用 Common Lisp 而非 PHP 来实现这

本书里的所有示例，并在这个过程中改进 CL-HTTP，让它变得更强大。

再补充一些内容。

在我们的同行里，百度和阿里巴巴也都在使用 Cisco 的无线网络。从我去年 10 月份在连城的陪同

下亲临百度时看到的情况来看，他们的无线网络也是跟企业内部认证系统挂钩的，但似乎由于无法解

决前面提到的 802.1X 认证问题，最后只采用了能够传递 PAP 明文密码给后台的 Web 认证。另一

方面，根据我们 Cisco 供应商透露的信息，我们对门的阿里巴巴购买了 Cisco 的 ACS 软件，在一

台 Windows 服务器上使用 SQL Server 管理所有无线帐号，从而没有试图跟他们的企业内部认证

系统集成。相比之下，应该还是我们目前的设计更专业一些，而采购成本也几乎做到了最小化，能不

买的东西都不买了。

阅读(10237) |  评论(1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即将乔迁新居 [ANNOUNCE] usocket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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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评论

2013-09-14 16:51wanws

回复 |  删除

做成开源的吧？

2011-07-13 11:36bq.baoqing

回复 |  删除

cool~~ 用lisp解决 是非常棒的！！！

2011-03-12 08:30Rhythm

回复 |  删除

我好奇的是，今后你不在网易了，这段CommonLISP谁能维护得了？尤其是还必须借助每年$650维护费

的企业版LispWorks才能维护？

2011-03-12 09:18 冰河 回复 Rhythm

回复 |  删除

所谓维护费是为了升级 LispWorks 本身从而获得新功能、更高的性能或者某些语言实现上的 bu

gfix，Common Lisp 程序一旦编译成独立可执行程序以后就可以脱离 Lisp 环境独立运行了，跟

C 编译出来的可执行程序没有本质的区别。

何况程序本身很简单，用任何语言都可以轻松重写。语言根本不是壁垒，程序的复杂度才是，如

果公司产品用到了一个很复杂的开源项目然后该项目不再继续开发了，那就算是用 C 写的也将难

以维护。

要是我不在公司了，这个程序就以二进制的形式继续跑在那里，直到有懂 Lisp 的人接手维护或者

后人用别的语言重写为止。或者还可以去找 Cisco，用我给公司省下来的钱去买 Cisco 解决方案

的其余部分。

2011-07-13 04:17空 空 回复 Rhythm

回复 |  删除

被你言中了。

2011-07-13 04:18空 空 回复  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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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出钱吧 三石

2011-04-14 07:13Swordfeeling

回复 |  删除

系统工程师和网络工程师的思路果然不一样。。。

802.1x + radius + 用户验证数据库的无线，mac os/win os/linux os/android/iphone4 等各种终端的

802.1x+wpa2+aes毫无压力，没任何费用。 

2011-03-28 10:49大蚂蚁

回复 |  删除

我也很好奇，我是老板的话就不要你了，你叫别人怎么维护你的代码？？

2011-03-12 10:59jiankangshiye@yeah

回复 |  删除

很牛，学习。

2011-03-12 07:19Fish.NET

回复 |  删除

仰慕！

2011-03-10 09:59Radiumce

回复 |  删除

赞，祝贺伞哥进入Web前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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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 Cisco 无线网络部署纪要 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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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UNCE] usocket 0.5.0[ANNOUNCE] usocket 0.5.0    

usocket (Common Lisp )  0.5.0 

 Erik Huelsmann  ABCL 

10  Common Lisp ABCL, ACL, ECL, CLISP, CMUCL, LispWorks, MCL, CCL, SBCL,

and SCL.

From: Erik Huelsmann <ehuels@...>

Subject: [ANNOUNCE] usocket 0.5.0

Newsgroups: gmane.lisp.usocket.devel

Date: 2011-03-12 21:34:06 GMT

I'm happy to be able to release usocket 0.5.0.

The major point in this release is the availability of UDP protocol

support, next to lots of fixes since the 0.4.1 release.

The API documentation page on the website still needs to be updated

for the additional external symbols. (Any takers?)

If you want to download this release, please check out

http://common-lisp.net/project/usocket/releases/

Special thanks go to:

Chun Tian:

* UDP socket support

Kamil Shakir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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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评论

    转载

* Enable concurrent recv/send on mutiple UDP sockets in LispWorks 6.0

Nikodemus Siivola:

* Better SOCKET-CONNECT for SBCL

Terje Norderhaug and James Anderson:

* Macintosh Common Lisp support

As always, any feedback - bugs or hugs - is greatly appreciated. If

you use usocket, please let us know what for!

Bye,

Erik.

终于有了一个新的参考点。我的 SNMP 项目 cl-net-snmp 也该在其基础上发布新版本了。

阅读(2344)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网易 Cisco 无线网络部署纪要 人生的意义  

2011-03-14 18:33天堂地狱鬼

请教冰河: 

 Practical Common Lisp中文版是哪个出版社什么时候出啊?

我是一个web程序员, lisp初学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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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1-03-14 18:48 冰河 回复 天堂地狱鬼

回复 |  删除

人民邮电出版社，7 月份

2011-03-14 18:17天堂地狱鬼

回复 |  删除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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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    

最近一周以来国际形势一团糟。日本东北部的大地震-海啸-核泄漏事件每天都在升级，将近 1 万 5 千

人就这样被突如其来的海啸吞噬了；更麻烦的是，由于 NHK 的报道优先级所限，世界上其他地方的

同样麻烦的事件暂时收听不到了。利比亚人民前途未卜，朝鲜和伊朗也不知搞得怎样了。

我一周以来每天心情沉重地等候收听 NHK 每天至少三次的中文广播。我从 2009 年 4 月 5 日开始

通过 iTunes 收听 NHK 的中文广播，最初是每天中午和晚上各播放 10 分钟国际新闻，2010 年 3

月 9 日起调整为每晚 21:00 播放 10~15 分钟。近两年来，不论日本和国际社会发生多大的事情，

NHK 每天的新闻时长几乎是雷打不动，国际上有事就报国际上的大事，国际上没事的时候就报日本

政府官员或党派之间互相拆台的小事。不过自从这次地震以来 NHK 就彻底疯了，每天最多播报 4 次

的事故处理进展，日均新闻时长超过 1 小时。事态的严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种艰难时期，远在中国南方过着幸福生活的我，就应该更加努力地、至少是一如既往地勤奋工

作，帮忙把那些不幸挂掉的日本人民所损失的生产力和聪明才智尽量弥补一些。于是我这几天开始连

续发力，每天都有很多新成果。我用 InDesign 写出了长达 20 页的图文并茂的无线用户文档，得到

了 IT 部和相关同事的肯定；我自从几天前促成发布了 USOCKET 0.5 以后开始整理我的 SNMP 项

目，重构过去的一些设计不合理的地方，并成功实现了用户期待多年的一些新特性，很快就可以发布

新的 6.0 版本了；我还努力说服 kghost 不要离职去腾讯，而是留在公司里像我这样继续做些有前途

的事；我的那个基于 CL-HTTP 无线管理站点继续平稳地运行，进程始终存活得很好，然后今天发布

一个 PDF 文件的时候发现服务器抛出了很多 HTTP 500 错误，但我竟然灵感迸发，成功地在 CL-

HTTP 源代码里找出问题并修复了，还把补丁提交给了上游的开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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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转载

当我用 LispWorks 编写和运行 Common Lisp 程序时，或者用 InDesign 编写各种文档时，或者哪

怕是在玩弄 Mac 系统时，这些先进工具的使用过程中给我带来的幸福感和成就感是如此的强烈和持

久，以至于我可以忘记疲劳，完全沉浸在专注的状态之中。当我由此产生了一些劳动成果以后，我很

快又能体会到别人对我的赞誉、肯定和鼓励，同时我也能感觉到或者亲眼看到有人因为我的劳动而在

某种程序上得到了快乐或者哪怕是些许便利，这些反馈令我感到满意，虽然并非缺我不可但至少有我

的存在总比没有强。我的人生价值就这样体现出来了，我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如果有人认为，这种想法只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消失的，那么我只能说明，过去的近

10 年来我都是这样度过的，我有理由相信再过 10 年这种生活状态也不会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我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一个我原本认为超凡脱俗的人还是不能理解并认同我的人生观，那么我很遗憾，

他(她)没可能成为我的朋友或者跟我长期相处。更进一步，如果一个人年近 30 还找不到自己人生的

意义所在，还在沉迷于短暂的各种快感之中，那么他(她)恐怕甚至没有办法独立生存，只能躲在一个

看似光鲜的面具后面每夜偷偷地哭泣⋯⋯

繁华落尽之后，事情该有个结局了。

阅读(4596) |  评论(1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ANNOUNCE] usocket 0.5.0 [ANNOUNCE] cl-net-snmp 6.0  

2012-01-05 05:55Leslie Chu

回复 |  删除

你好，你文章中那个图片中那本书是哪里买的？我最近在亚马逊看到一本，标价565元，不知你是通过哪

个渠道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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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05 07:49 冰河 回复 Leslie Chu

回复 |  删除

我就是在 Amazon 买的，折合人民币差不多就这个价吧。

2012-01-05 08:07Leslie Chu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谢谢，我最终决定买了，应该值得这个价。

2012-01-05 08:14 冰河 回复 Leslie Chu

回复 |  删除

祝你早日学成，这书不错的，我前两版都有。

2012-01-05 08:21Leslie Chu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恩，谢谢，也祝你在新年有更高的成就。

2011-04-03 03:47Fish.NET

回复 |  删除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你照片上这本书已经第四版了。

2011-03-26 04:48syhaan

回复 |  删除

广度~

2011-03-26 04:47syhaan

回复 |  删除

深度~

2011-03-18 16:23middy

回复 |  删除

请问下军刀是什么型号的？

2011-03-18 17:14 冰河 回复 middy

回复 |  删除

http://victorinox.com/product/1/100/1001/0.6221.26

2011-03-18 19:49middy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3x

2011-03-26 02:45manofphysics 回复  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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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冰哥的装备总是那么拉轰

2011-03-18 14:01thinkdancer

回复 |  删除

很敬佩你这种对内心的忠诚的生活方式，不过很多人都被现实压的喘不过气来，被生活推着走了。

貌似亮点应该是最后一句吧

2011-03-18 07:41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最后几段越看越觉得有盐之未尽却又盐尽于此的味道⋯⋯ま大概是我想多了

2011-03-18 00:55

来自网易手机博客

桃迦

回复 |  删除

真好! 我想起建筑师赖特的一句话:当你意识到一件事物的美丽时，你就发现了这件事物的本质。建筑设计

是这样，编程也是这样，读一些这样的文字亦如此⋯你的文字让我感受到追寻了许久的东西，生命的价值

，很大程度都在于发现事物的美丽并为之努力的过程吧⋯

2011-03-17 22:28momo5269

回复 |  删除

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吗？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和教育有关系，但是归根到底还是自己的问题。很多人无法倾听

自己的心声，甚至很多时候都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点偏题了，有自己的信念并坚持下去是最棒的！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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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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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义 回到正轨，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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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正轨，again回到正轨，again    

今天收到了一张充满了热情洋溢文字的明信片，是一周前从云南丽江寄出的。我很少收到明信片，所

以非常高兴。唯一的问题是这位朋友的落款怎么看都不像汉字，我实在是认不出来。出于礼貌考虑我

一定把这件事要查清楚，然后亲自致电给这位远在云南旅游之中还不忘我终身大事的朋友道声谢。因

此，如果有读者能够识别出来的话，麻烦告诉我一声，哪怕是其中的一个字都行！在此先谢谢大家

了！

前些日子的一篇博文似乎引起了很大的误会，结果导致各兄弟单位纷纷派人来约我谈话，准备要挖墙

角了。对此我感到非常惭愧。当时我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我跟我家姑娘理念不同，我们就要分手

了。真的没有别的意思了。请各兄弟单位稍安毋躁，如果对我有兴趣的话建议等到年底年底再议也不迟。

我是一个很有责任心并且注重公众形象和社会舆论的人，没有一个 “极其说得过去" 的理由是不能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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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转载

职的，况且这边还有一些项目没做完呢。

我想起一件类似的事情。Google 的 AI & Common Lisp 专家 Peter Norvig 在他个人站点的简历

页面上也放了一句类似的话：

Note to recruiters: Please don't offer me a job. I already have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at the best

company in the world. Note to engineers and researchers: see why you should apply to help.

看来 Google 是有两把刷子，国内应该没有哪家公司的员工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也许我也该做个像样

的简历了，把自己干过什么以及能干什么都写进去，就拿我的正版 InDesign 来排版。不管怎么说，

我所剩下的时间已不多了，总不能把所有的雇主和潜在雇主都得罪了。3 月还没结束，到年底前我还

有 9 个多月的时间继续加倍努力地工作和学习，到时候是去是留必然要选择一个了。

阅读(4707) |  评论(1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ANNOUNCE] cl-net-snmp 6.0 [转载] 给李彦宏先生的一封信  

2011-03-28 13:52wing

回复 |  删除

我也觉得是余立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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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27 19:51National Photography

回复 |  删除

金三世，鉴定完毕。万世一系光荣正确的正恩大人。

2011-03-27 22:17 冰河 回复 National Photography

回复 |  删除

我晕倒 ⋯⋯

2011-03-25 03:44Rhythm

回复 |  删除

博客正文下方的“历史上的今天”里对应的那篇博客，真是应景啊⋯⋯

2011-03-26 02:42manofphysics 回复 Rhythm

回复 |  删除

这句是评论中的亮点

2011-03-26 01:12kasicass

回复 |  删除

慕binghe大名，来拜拜山头~~ 谢谢~~ :-)

2011-03-25 18:49Ziven

回复 |  删除

最后一个是“盈”吧

2011-03-25 18:15ricepig

回复 |  删除

现在这年头坚持自己追求的人真是少之又少了，冰河你要加油啊

2011-03-25 03:58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原来上篇文章的意思我没理解错。。pat pat 

肯定会有合适的，加油吧

这明信片落款第一个应该是余字，最后一个是寄字。相机好真是好啊，照片拍得跟扫描似的。不对，这个

应该就是扫描的吧？？？

2011-03-25 04:13 冰河 回复 Leojane(阿猪)

回复 |  删除

嗯，就是扫描的。余⋯⋯ 莫非是她？

小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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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25 03:28

回复 |  删除

第一个字肯定是余，第二个字有点像维啊~~签名体写的有点夸张

2011-03-25 03:13Mesure

回复 |  删除

最后四个字貌似是余立煜寄

2011-03-25 01:57jenkinv

回复 |  删除

第一个字是余？最后一个字是寄？中间不知道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不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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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正轨，again Apple Time, again and again ...  

2011-03-26 08:23:43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给李彦宏先生的一封信[转载] 给李彦宏先生的一封信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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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3311) |  评论(1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回到正轨，again Apple Time, again and again ...  

JUST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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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19 20:14

回复 |  删除

很遗憾，正直的你也会被韩骗子欺骗。

2011-03-29 05:34天堂地狱鬼

回复 |  删除

网上流传了你翻译的OnLisp , 是怎么回事? OnLisp还出版吗?

2011-03-29 06:10 冰河 回复 天堂地狱鬼

回复 |  删除

On Lisp 的中文版 LaTeX 源代码一直是开放的，我认为已经没有出版社愿意给我正式出版了；

我今年制定了计划把这本书重新审校一遍，以后干脆公开下载算了。

2011-03-29 06:42天堂地狱鬼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谢谢无私的翻译者!

2011-03-26 15:10lolanda

回复 |  删除

能出版就好，为什么才1w的稿费？

2011-03-26 16:24 冰河 回复 lolanda

回复 |  删除

国内的出版社对于译著只按字数给稿费，除非在香港出版否则没有其他分成。我总共翻译出 30 

万字，每千字 60~70 元的样子，去掉拖延交稿可能产生的罚款，再交一些个人所得税，估计最后

就剩一万出头了。

2011-03-26 11:43thinkdancer

回复 |  删除

支持，baidu这么做，却是扼杀了许多作家生存的希望

2011-03-26 02:38遠方

回复 |  删除

不知为什么韩寒的网易博客看不了.

2011-03-26 11:42thinkdancer 回复 遠方

回复 |  删除

韩寒有网易的博客么，不是一直都是sina的么

2011-03-26 08:21helleryu

回复 |  删除

呵呵，那我就支持一下你跟韩寒，其实你也完全可以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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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26 04:41syhaan

回复 |  删除

伞哥犀利啊！ ，我顶正版，但是作为我们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工薪族，大学生，我还是希望多些“草根”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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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自然心 2010-03-29 01:04:25

Sendmail 下禁止发无标题或者过短标题邮件的方法 2007-03-29 16:20:48

[转载] 给李彦宏先生的一封信 近况 & 反省  

2011-03-29 03:12:25 |  分类：  朋友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Apple Time, again and again ...Apple Time, again and again ...    

 

2008 年初，我花光所有的积蓄买了第一台 15 吋 MacBook Pro，从此我的生活达到了一个崭新的

高度；

2009 年 4 月，我终于有钱了，于是又买了一台新的 17 吋 MacBook Pro 以便更好地从事接下来

的开发工作；老本本送给了 Mazha，听说他至今仍在使用它。

2011 年 3 月，虽然我已不算富裕，不过还是又买了一台最新的 17 吋 MacBook Pro 以满足未来

的计算和图形需要；老本本送给了 azuwis，因为他太可怜了，2006 年入职以来公司竟然一次也没

给他加过薪水。

上周五开始迁移数据，将包括 Adobe 套件在内的诸多正版软件从老本本上解除激活，然后重新安装

在新本本上，只给 azuwis 留下了一个 Office 2011，一个 Papers 1.x，以及无法迁移的

Windows 7 分区。最后重新做了一次完整的 Time Capsule 备份，200GB。如今我的笔记本里能

检测到 8 个 CPU (4 核 + 超线程)，内存 8GB，硬盘 750GB SATA，运行诸如 X-Plane 这样的大

型 3D 程序都完全不觉得卡了，我感到很满意。如此华丽的配置对于我今年的诸多计划将非常有帮

助，不过，今年剩下的日子里都要省省了，再不能大手大脚的花钱了。

阅读(4017) |  评论(2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转载] 给李彦宏先生的一封信 近况 & 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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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2011-04-06 03:12Rhythm

回复 |  删除

对azuwis深表同情⋯⋯想来当年从网易杭研离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既没有考核机制，也没有正当的晋升

渠道。

2011-07-16 11:39 冰河 回复 Rhythm

回复 |  删除

现在好了，我走以后再没什么可以约束兄弟们的了。

2011-07-16 11:08bobbibrown

回复 |  删除

笑死我了，，，哈哈哈

2011-05-02 14:58dreamcast2

回复 |  删除

你处理器是选2.2还是2.3的?

2011-05-02 13:15dreamcast2

回复 |  删除

是定制雾面屏吗?

便携机使用地方比较杂,雾面适应性确实好一点

用了段时间镜面的,有点后悔

2011-04-12 19:05lnzju

回复 |  删除

17寸的,　字体很小,　你怎么解决看网页的问题? 默认设置放大还是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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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12 19:06 冰河 回复 lnzju

回复 |  删除

我没感觉，早已习惯了

2011-03-29 04:47rmrf

回复 |  删除

建议你尝试一下SSD硬盘，抹除IO瓶颈，性能体验提升很高！同事刚刚买了15" ssd的 macbook pro。

把hard disk的一下子就比下去了。硬盘空间并不是最需要的。

2011-03-29 06:12 冰河 回复 rmrf

回复 |  删除

SSD 不急，等价格降下来了再换，我至少要 512GB 的才够用；而且我发现即便 5400rpm 的 S

ATA 硬盘现在也可以达到超过 80MB/s 的 I/O 速率了，基本上满足我现阶段的需求了。

2011-04-02 07:00rmrf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随机IO没SSD好。ssd启动大app几乎是瞬时。

2011-04-03 23:25momo5269 回复 rmrf

回复 |  删除

好归好，可是没实力买啊。一些混合的不知道怎么样

2011-04-02 08:50乱世小熊

回复 |  删除

微博的年代依然有人这么认真地写部落格，而且是这么牛逼的人，敬仰。

2011-03-29 09:20未知

回复 |  删除

问下冰哥，你的Mac是买水货还是买行货？

2011-03-29 10:20 冰河 回复 未知

回复 |  删除

http://store.apple.com/cn

2011-03-29 17:57helleryu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是按官方价买的？发现在香港官网，教育优惠17寸基本配置才15k左右

 冰河 回复 helleryu



20/08/18, 22:21Apple Time, again and again ... -  - 

Pagina 4 di 4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122925418288/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2011-03-29 18:28

回复 |  删除

首先，我已不是学生了；其次，我不差这点儿钱；再次，我需要定制配置并且

快速到货，所以国内的官方购买渠道很适合我。

2011-03-30 07:13helleryu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本人今年还能买最后一次学生机，已经买过一个MBP13了，如果早知道可以代购的，省点是点儿

啊，虽然我也知道你差钱：）

2011-03-30 05:51bio3_jill

回复 |  删除

弱问下，春哥所谓图形的需要，是要看高清毛片吗

2011-03-29 05:47helleryu

回复 |  删除

我经常买完东西也又类似最后一句那样得忏悔

2011-03-29 02:06joyous

回复 |  删除

水果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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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Time, again and again ... 2011 毅行 - 50mm 定焦的力量  

2011-04-02 00:18:35 |  分类：  随想 |  标签： lisp  common  近况  抢劫  杭州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近况 & 反省近况 & 反省    

首先公布又一张没有署名的明信片，从邮戳上来看这次应该是某个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家住滨江的公司

同事。不过感谢之余我要提醒一下，你把咱们公司的邮政编码写错了，应该是 310052 才对。说起

来，邮政部门也挺不容易的，花八毛钱买张邮票就可以折腾它们一大圈。

最近我在持续地改进 USOCKET，准备下周一再发布新版本了。我写 Common Lisp 代码的速度实

在太快了，最近三天里至少写了 600 行程序，而且全部是公开的。GNU CLISP 的 FFI 接口一点儿

也不好用，我手工导出各种 BSD sockets 函数和结构体然后按照其 FFI 语法来编写 USOCKET

API 兼容层，最后让我的 SNMP 库成功地在 Windows/Mac/Linux 三个主要平台上的预编译

CLISP 版本上顺利地跑起来了。我想我还没有从日本灾难的阴影里走出来，目前正抱着必死的决心加

紧干活呢。

今天有个网易广州那边的不熟悉的同事在 POPO 上跟我聊 Lisp 的事情。他说他只在 Emacs 上写过

elisp 的插件，问我 Lisp 在商业上有哪些应用的范例，于是我举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ITA

Software 著名的航空票务系统就是用 Common Lisp 写的。他显然从未听说过这个东西，于是自行

判断出 Lisp 其实根本没啥像样的应用，于是再问：“那既然 Lisp 应用的范围比较少，那么学习

Lisp 语言它的意义在哪里，或者说对读者的思维啥的有啥可以改进帮助的地方呢？”

这时我气不打一处来，你爱学不学。这种连 Common Lisp 都不知道的人就是我的主要讽刺和打击

对象。信息的不对称已经变得如此可怕了，同样是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计算机人才（我还是自学的，

无缘计算机专业），老子每天忙着在 10 种不同的 Common Lisp 平台上用它们各自的扩展接口写

代码，用写 Common Lisp 赚来的钱买了 Leica M9，有些人却连 Common Lisp 是什么都还不知

道，更别提如何使用 Quicklisp 平台来下载安装 Common Lisp 的各种第三方库了。根本就不在一

个层次上。《Practical Common Lisp》在国内的出版实在是太有必要了，以后所有 Lisp 菜鸟来访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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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一律支到这本书上去，不想花钱买中文版就去看英文网页版，英文看不懂又不愿意买中文版的话就别

来烦我了。

不可思议，最近我们组里竟然有人晚上 9 点多走在杭州的大街上被三个人给抢劫了，而且根本不是什

么偏僻的地方，就古荡那里。幸好被劫走的只是钱包，当时苹果笔记本没带在身上。我觉得这件事太

窝囊了，国家打劫人民的财产我觉得勉强可以忍，花点钱陪国家玩嘛，其他地方省省也就有了；拦路

抢劫?! 我真希望我能有幸遇到一次，来杭州快满 10 周年了一次抢劫的都没遇到，太遗憾了。也许我

应该穿得 “谦虚” 点儿，比如说把风衣先脱了，雨伞也忍痛割爱一下，这样才有助于提高劫匪下手

的胆量。

可能有人会说，体质不行，打不过人家。那你随身带个高强度手电筒走夜路总可以吧，有人打劫的话

直接照他眼睛然后对着裆踢几脚不就得了。上次我有了女朋友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花 600 多去给她买

了个小巧的高档强光手电筒，结果丫根本不随身携带，过年回家转身送给长辈了。这种边儿都不贴的

毫无安全意识的女生娶回家以后迟早要出事，我没有精力在百忙之中还要每天去做无谓的担惊受怕，

所以我选择了退出（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回想年前那篇语气颇为肯定的名花有主断言，我感到非

常惭愧，这件事无疑是我博客历史中的一个重大污点。但生活是我自己的，不是做做样子给别人看

的。我愧对广大读者，所以我决定加倍努力地为社会做贡献，以间接弥补我给读者们带来的精神损

失。

我小时候经常被我父母打，我爸用拳脚，我妈用器械，理由要么是考试成绩不好，要么是太贪玩了；

最后我忍辱负重总算 “逃” 到了杭州上大学；所以我从小酷爱武术，长大以后也始终保持锻炼身

体，同时用知识武装头脑，对于那些敢于直接或间接侵犯我物理安全的人绝对痛下杀手，六亲不认。

跟我有差不多童年经历的人很多都走上了仇恨社会的歧途；我还好，因为我大多数时候在忙着搞计算

机，无暇他顾。等我走出学校踏入社会以后发现已经没什么人能侵犯到我了，没有损失哪来的仇恨

呢。

后记：当天晚上 usocket 0.5.1 就发布了，这应该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开源 Common Lisp 社区里主

持发布重要底层软件包的新版本，也是我第一次接管别人的项目然后发布新版本；广州的那个同事后

来向我表达了歉意，我表示理解，其次恐怕还是我的责任多些，火气未免太大了。

阅读(4534) |  评论(2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Apple Time, again and again ... 2011 毅行 - 50mm 定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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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2011-04-28 08:18jqian

回复 |  删除

k，这是俺最感兴趣的事情——居然写cl能赚钱买个m9，咋赚滴？俺也只在elisp里调过几个cl函数 ，其

他只听过某些金融分析领域用途颇广？

2011-04-12 18:55ricepig

回复 |  删除

冰河你还是应该坚持你的传统，爱学不学，解释个屁。

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已

2011-04-11 12:58叶秋

回复 |  删除

由于忙着婚事，实在太久没光顾您老人家的博客，所以不知道我已经无缘见到这个春节想见4月份准备去见

的这个杭州妹妹了，不过您老人家重新单身也是一件平常的事了，所以表示遗憾的同时，祝您有一个新的

开始！

2011-04-11 18:40 冰河 回复 叶秋

回复 |  删除

谢谢！您老人家过上好日子就行了，就不用管我了

2011-04-03 23:22momo5269

回复 |  删除

前者见多了，后者很同情。

我这平邮到家的邮件（书4本）都得去邮局自己取...本可以送信的时捎带的...

网上的信息量几乎把一些好的事物和正确的东西都淹没了.....唉。我想学习的时候，找资料就是个大难题，

感觉除了一些电子书，最可靠的就是维基百科了.....而百科有很多纯英文词条我的水平有又不懂...唉！     语

言和一些其他的学习应用到处都是帮派和功利心重的...或者因为信息量而无主见的，真的无可奈何...

武装真好，可是心理上的伤害没办法用武力去解决反抗的...唉。现在的贼确实很猖獗....

yO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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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03 13:21

回复 |  删除

哥太酷了，我准备买书的，还有《real world haskell》，可惜两本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

时候。

另外打听下lisp赚钱的方式？前提在无产阶级的情况下，哈哈！

2011-04-03 05:23lolanda

回复 |  删除

恭喜usocket发布，持续关注binghe

2011-04-02 07:42小尾巴

回复 |  删除

恩，求教，除了强光手电筒之外，还有没有类似电击器之类的防身物品可以在taobao上买到的呀~~

2011-04-02 19:37 冰河 回复 小尾巴

回复 |  删除

你这个有些过了，手电筒好歹还能在照个亮，你每天带个电击器给手机充电么

2011-04-02 08:49乱世小熊

回复 |  删除

你依然非常牛币！！！！

2011-04-02 08:35沙与沫

回复 |  删除

同事好有爱啊

2011-04-02 08:26WangGuoyun

回复 |  删除

仰慕啊

2011-04-02 07:32baozii

回复 |  删除

感觉国内 lisp 普及得还很不够，另外一方面部分程序员目光还不是很开阔，同时独立学习的动力不足，影

响了他们自己的技术判断力

2011-04-02 07:01rmrf

回复 |  删除

强光手电筒推荐？url给一下看看，谢谢！

2011-04-02 07:18 冰河 回复 rmrf

回复 |  删除

http://www.jetbeamusa.com/

2011-04-02 05:01helleryu

冰哥，以你的了解，国内有没有与你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你的程序员？如果有机会，有兴趣出国发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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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1-04-02 05:11 冰河 回复 helleryu

回复 |  删除

你不可能给所有 “程序员” 排一个全序，然后简单地用 “超过” 来比较两个程序员，因为不同

的编程语言和编程领域已经把这个职业完全细化了。

2011-04-02 01:23joyous

回复 |  删除

可爱的的冰河,居然被打过....你送我的两样防身武器可都在的

2011-04-02 05:06 冰河 回复 joyous

回复 |  删除

很好，我很欣慰

2011-04-02 02:05manofphysics

回复 |  删除

原来你的Leica M9 是用Common Lisp赚来的，榜样。

2011-04-02 02:03manofphysics

回复 |  删除

冰哥太威武了

2011-04-01 18:33肖萧萧

回复 |  删除

同样希望能保持个人风格，祝福早日找到soul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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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近况 & 反省 摄影器材爱好者  

2011-04-11 22:28:24 |  分类：  旅游 |  标签： leica  m9  50mm  毅行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2011 毅行 - 50mm 定焦的力量2011 毅行 - 50mm 定焦的力量    

昨天是毽球板集体毅行的日子，我们没有例行去下城区文体中心踢毽球，而是沿着前一天浙大毅行的

路线自己组队进行了一次爬山活动。天气非常好，而且由于前一天预报有雨的缘故，一路上都看不到

几个同行的人。我带着少许水和干粮，iPad 以及 Leica M9，高高兴兴地踏上征程。(唯一的遗憾

是，我早上起来晚了，没有赶上活动的第一阶段，而是直接打车去北高峰下，然后坐着载人索道赶上

了大部队，上图就是在北高峰顶的财神庙里跟毽友们的第一张合影，6 个男人，4 个已婚)

自从有了 Leica M9 以后我就不怎么用佳能 1D Mark IV 了，因为太重了，实在背不动。这次我用

唯一的 5014A 定焦头拍了许多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充分感受了 50mm 焦距下风景和人像通吃的

巨大优势。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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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上图之前，我只想再多说一句话：同样是游山玩水，有时候在被界定位 “热爱生活” 或是

“逃避生活” 之间其实只有一线之隔⋯⋯

小光圈，自动快门下的风景照：

  

大光圈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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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米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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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我们在五云山真迹寺门前的合影，没有三脚架，只好把相机摆在两个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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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Lisp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2007-04-11 17:24:4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相关小组： 50mm定焦的力量

    转载

 

Leica M9 是个伟大的小型相机，50/1.4 ASPH 标准镜头也不是吃素的。虽然价格不菲，但这笔钱

花得太值了。相比日本的照相机厂商连年致力于为照相机扩充各种无关痛痒的附加功能，德国的老牌

厂商似乎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最核心的成像质量上。35mm 全画幅机身可以有效地抗拒弱光环境下

的噪点，而优秀的定焦镜头则体现了精准的解像能力，并且几乎完全没有畸变。等我进一步习惯了手

动对焦以后，将来有可能把全套佳能设备二手卖掉。最初专攻运动摄影的思路已经有所变化了——因

为我自己就是运动员，我更希望自己在毽球场上被拍，而不是去拍别人。如果摄影的目的只是捕捉个

人的生活瞬间的话，现在看来只要有一台 Leica 就足够了。

阅读(3452)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近况 & 反省 摄影器材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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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11-07-16 14:04藤孔雀

回复 |  删除

没有发挥到M9的特性，浪费了。。。

2011-04-29 15:19silencerainbow9548

回复 |  删除

为什么表情都这么严肃=。=

2011-04-28 08:43jqian

回复 |  删除

从twitter链过来的，这看到M9又看到LISP，才醒悟博主原来就是CMUCL啊⋯⋯

2011-04-12 18:50ricepig

回复 |  删除

徕卡还是牛逼的，不过胶片可能更牛逼一点。

能通过啥渠道告诉我一下，镜头啥价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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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毅行 - 50mm 定焦的力量 更换岗位  

2011-04-16 22:11:53 |  分类：  社会 |  标签： 爱好者  器材  事故  摄影  佳能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摄影器材爱好者摄影器材爱好者    

这是我用佳能著名的 100mm 微距镜头拍出的唯一拿得出手但却毫无意义的作品 ⋯⋯

也许有一天我会怀念甚至需要这个镜头，不过绝对不是现在——两天前我把它二手便宜卖掉了 (RMB

4600)。然后转身买个了 Leica 三脚架，又订购了一个 Acrobat X Pro 升级包，总算维持了收支平

衡。

另一方面，我要简要声明一下：我其余的佳能器材都还有用，短期内没有变卖的打算，尤其是一些打

算到我这里来捡便宜的同学，就不必来骚扰我了。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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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风平浪静 2008-04-16 09:55:5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转载

日本核危机过去一个多月了，我每天都在收听 NHK 的广播，试图了解事件的发展趋势和潜在的影

响。我总觉得是日本政府把事情给进一步搞砸了，一次原本5级的核事故因为前期的疯狂注水，结果

导致周边环境被核污水严重污染，最后事故不得不上调至7级。相比之下，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事故

也是从冷却系统失灵开始，但最终并没有对周边环境尤其是海水产生明显影响，核泄漏仅限于核电站

内部。不过我并不是专业人士，看法未必正确，所以也就不必细说了。但我的总体感觉是，日本的领

导人们一边做事，一边想着怎样保住自己的位子，处境艰难有可能导致发挥失常。

阅读(2388)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2011 毅行 - 50mm 定焦的力量 更换岗位  

2011-04-22 06:23lgr_36

回复 |  删除

中午吃饭的时候，无意中翻阅到博主的照片，这苍蝇，这滋味，不能说了。最后我告诉我自己，它只是照

片中的限制级，非黄非暴力。

2011-04-17 14:34bio3_jill

回复 |  删除

天哪，你拍点啥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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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知识表示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2008-04-20 18:56:27

摄影器材爱好者 从 Lisp 程序员的视角看 Java 语言的缺点  

2011-04-21 00:04:37 |  分类：  工作 |  标签： 转调  程序员  岗位  esxi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更换岗位更换岗位    

这是一条爆炸性消息——从下周一开始，我将不再做系统管理员，而是转调到公司的某产品部门去做

程序员了。

这个决定来自老板的当面建议，并且我们最后一致同意对外把这件事定性为 “将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

派往最重要的技术岗位”；虽然内情十分复杂，但我决定坦然接受这个工作安排，并以最快的速度进

入新的角色并在半个月内做出可观测的成绩；我认为这一次在背后支撑我的是一种自尊，Lisp 程序员

的自尊——我要向老板证明我不是吃素的，不然以后就没法混了。

命令是昨夜下达的，今早开始实施。结果今天的工作成果显示，这是我过去三年多以来最有价值的一

天，无论对哪一方都是如此。我跟所有相关领导仔细说明情况，办转调手续，然后开始料理各种后

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安抚过去手下的兄弟们——受过气的帮他们出气，钱不够的找老板要钱。最后

我还花了几个小时看 VMware ESXi 的文档，成功地实施了用命令行控制 ESXi 节点进行各种基本操

作的试验，这样定于周五的虚拟化技术报告就有眉目了，明天开始做 PPT。

昨天丁磊花了至少三个小时以说服我接受如下观点：1) 我做得还很不够，2) 我没理由要求公司给我

更多，3) 我也不好意思离职。我决定不辜负老板的一番苦心，同时也给老板一个面子，完全按他的意

思做，并且把所有无关的事务冻结至少三个月，专心为本公司服务。

阅读(19000) |  评论(2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摄影器材爱好者 从 Lisp 程序员的视角看 Java 语言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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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2017-08-09 06:17lucy

回复 |  删除

话说你如果是BOSS会怎么安排用你这样的人

2014-01-15 03:34wkingfly

回复 |  删除

好吧，这么老的帖子我来回复了⋯⋯，是因为看到了相同的话，技术上来说当时的冰河应该比我好很多，

但你的老板还是跟你说出了这三句话，我之前的老板也这么跟我说过类似的三句话，所以至少可得出如此

结论，我觉得这三个句话说的不够真实诚恳，不是实事求是说出来的，真的跟工作，能力没关系了⋯⋯

2014-01-15 14:40 冰河 回复 wkingfly

回复 |  删除

是的，所以三个月以后我就走人了。

2011-07-13 10:10laijingli2006@126

回复 |  删除

真牛

2011-05-01 16:55tempreiv

回复 |  删除

丁老大对开源的事情素来不怎么关心的

2011-04-27 20:10andyfires

回复 |  删除

我特意注册个帐号就为了喊一句卧操，这是闹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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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27 11:29timmey

回复 |  删除

大哥开始搞hadoop了，持续关注中，我在学commonlisp的人工智能和数据采集，哈哈

2011-04-27 15:27 冰河 回复 timmey

回复 |  删除

hadoop 不会，我打算用 CORBA 另外做一个跨语言的。

2011-04-27 14:08Joyer

回复 |  删除

终于不同纯的lisp程序员啦？

2011-04-22 08:11小唐

回复 |  删除

田田太牛了，老板花如此多的时间来让你接受这些观点，不容易啊。

2011-04-22 14:58 冰河 回复 小唐

回复 |  删除

真龙天子的脾气我算是摸透了，有时候真是哭笑不得

2011-04-22 07:02llllyyyy

回复 |  删除

你被收买了, ...

2011-04-22 06:51jiankangshiye@yeah

回复 |  删除

支持，Lisp 程序员的自尊！

2011-04-22 06:50thinkdancer

回复 |  删除

新岗位，新气象，加油

2011-04-21 13:21小猪蚁巴

回复 |  删除

求内情~到哪个产品去啊

2011-04-21 04:23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我在想丁磊3个小时等于多少钱，估计怎么也得我们一个月的工资了吧。。。

streamcave 回复 120斤的大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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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21 12:56

回复 |  删除

只一个月吗？

2011-04-21 11:48国境之南

回复 |  删除

三小时是亮点啊~~~而且还是至少，哈哈

2011-04-21 10:59萝卜

回复 |  删除

丁老板三个小时的时间估计也值很多钱了，哈哈

2011-04-21 07:33风轻扬

回复 |  删除

老板煞费苦心啊

2011-04-21 06:43helleryu

回复 |  删除

祝贺！当管理员还是有点屈才了。呵呵

2011-04-21 05:37幻想家SQ

回复 |  删除

赞老板说服力

2011-04-21 05:11萧克

回复 |  删除

你是吃肉的

2011-04-21 00:39yOlio

回复 |  删除

哈哈，威武如斯

2011-04-20 22:11iveney

回复 |  删除

唏嘘⋯⋯ 似乎没有时间看自己喜欢的东西了呢。 接下来也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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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Lisp 程序员的视角看 Java 语言的缺点从 Lisp 程序员的视角看 Java 语言的缺点    

引子引子

带着三分无奈和七分不情愿，终于把 Java 复习了一遍。教材用的是我大学时买的《Java 2 编程指

南: SDK 1.4》，虽说老了一些，但书绝对是好书，讲得很透彻。我终于想起来了，Java 语言如果是

1995 年左右诞生的话， 我当时在杂志上读到了，《大众软件》或者《计算机应用文摘》，主标题好

像是《Java 来了》。可惜当时我还在学 Turbo C 呢，忙不过来，于是把 Java 忽略了。

那么 Java 跟 Lisp 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首先，Sun 公司 Java 语言规范的制定者之一 Guy

Steele 同时也是 Common Lisp 标准化委员会的成员之一，Common Lisp 标准草案文档

《CLTL2》的作者，以及 Lisp 史论文《The Evolution of Lisp》的作者之一，这就意味着 Java 语

言在定义的时候深受 Common Lisp 的影响，至少在定义 Java 的时候知道 Lisp 究竟是什么样子

的；其次，Java 语言发明时引入的一些新特性（虚拟机，GC，流）根本就是来自 Common Lisp

的。

我对 Java 语言的总体理解是，设计者试图实现一个 OO 语言，它要在语法上尽可能接近 C，运行时

环境上接近 Lisp，OO 部分则需要解决 C++ 中的一些难题。最后得到的是一个丑陋的设计，而且经

常拆东墙补西墙。Java 的唯一创新应该是强制的软件包（库）管理系统，这对实现软件工程却极其

有利。铺天盖地的 jar 包极大地扩展了 Java 语言的应用范围，组件重用也变得轻而易举了。最后，

各种 Java IDE 弥补了程序中废话太多的不足。

非 OO 部分非 OO 部分

Java 虽然有 GC 系统帮忙清理内存，但整个语言似乎在鼓励程序员肆意浪费内存整个语言似乎在鼓励程序员肆意浪费内存，我从 hello

world 上就看到这点了。为了生成格式化的输出，Java 提供了 System.out.println()，其地位相当

于 C 的 printf() 和 Common Lisp 的 format。Java 版本是最浪费内存的，因为它在运行期是通过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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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串拼接的方式来产生需要输出的最终字符串的，而字符串拼接操作的所有中间结果以及最终结果

在输出完成以后都要被丢弃，然后等待 GC。相比之下，printf 或 format 的格式化字符串更像是一

段执行输出操作的微程序，不但表达能力上来了，格式字符串本身也不存在运行期的自我复制。

Java 数据的创建过程Java 数据的创建过程和 C 差不多，允许对数据进行静态初始化。问题是数组初始化语法 { ... }
不但局限性很大（无法简单地将所有数组元素初始化成同一个值），而且该语法本身并不是一个合法

的表达式，但却可以写在等号的后面，从而给编译器带来了额外的负担。相比之下，Common Lisp

的数组是由一个普通的函数 make-array 生成的，不但接受用来初始化数组元素的列表，还接受用来

初始化整个数组的单个值；更重要的是，通过使用特殊的关键字参数，Common Lisp 的数组是可变

大小的，必要时还存在类似指针的配套游标对象 (fill-pointer) 以支持灵活地向数组中输入数据。

Java 把所有从 C 那里过继来的基本数据类型又给重新封装了一次基本数据类型又给重新封装了一次，例如 int 封装成了

java.lang.Integer。这样做真的有必要吗？我看也未必。究其根源，Java 语言虽然让类 (class) 成

为程序的最基本元素了，却没有配套地把所有的函数 (function) 都变成方法 (method)。诸如

sin/cos 和 max/min 这样的操作符仍然沿用了 C 语法，但 Java 设计者却不能接受更多的这类全局

函数了，于是创造了基本数据类型的封装类，然后把更多的高级运算符以类方法的形式只供封装类的

对象使用。Common Lisp 也有对象系统，称为 CLOS。知道 CLOS 是怎么做的吗？所有的方法调

用 (method call) 都跟普通函数调用在形式上是一样的，而所有基本数据类型直接被并入 CLOS 的

类层次体系了，在 Common Lisp 中，如果单纯观察一段用户代码的话，甚至无法鉴别究竟一个操

作符是函数还是方法。我们把具有相同名称的所有方法称为广义函数 (generic function)。

P. S. 近年来某些更恶心的语言——我不确定是 Python 还是 Ruby——试图避免 Java 的这种尴尬，

直接允许基本数据类型作为对象使用，例如 sin(1) 可以写成 1.sin()。这在一方面说明 Java 在

这个地方确实设计得不怎么样，另一方面即便这么做也是误入歧途了。一门语言中所有不同类型的子

程序调用都应该具有统一的形式，无论是普通函数还是具有多态性的方法 (method)，这才是最美的

设计。你们写 1+1 时，我们写 (+ 1 1)；你们写 sin(x) 时，我们写 (sin x)；你们说

you.fuck() 时，我们可以说 (fuck you) !!!

Java 的字符串系列操作符字符串系列操作符（String, StringBuffer, StringTokenizer, interning, ...）大概是整个

基础语言中花费心思最多的部分了。这部分的主要问题是 "正交性“ 不足"正交性“ 不足。就是说，字符串这种数

据类型事实上包含了两个属性，首先它是一个串，也就是向量或者一维数组，其次它是由字符所组成

的。一个充分正交的语言应当把串操作符和字符操作符分开定义，并让前者可在向量或一维数组上使

用。比如说 Java 定义了一些在字符串中做查找和替换之类的方法，但这些事情其实在一维数组里也

是有用的；而另一个方法，比如说检测整个字符串是否全部由数字或字母所构成，或者在不考虑大小

写的前提下比较两个字符串的内容，这些才是 String 类的份内工作！Common Lisp 的基本数据类

型是具有层次关系的，一维数组 (也称为向量) 和列表通称为序列 (sequence)，并且诸如查找、替换

和著名的 map 与 reduce 函数都是用于一般性序列的操作符。C++ 的 STL 也有类似的特征，不知

道是不是跟 Lisp 学的。

P. S. Java 的字符数组和字符串是不同的类型？一切都是字符串整体作为一个对象所惹的祸。

OO 部分OO 部分

Java 语言的 OO 部分整体感觉比 C++ 略强一些，但很多 C++ 的 OO 问题并不是真的解决了，而是被语言直接禁

止了。（比较遗憾的是我 Objective-C 不熟，没法比较，这么多年苹果电脑算是白用了）

Java 类名和程序中的变量名似乎是在同一个名字空间的。Java 类名和程序中的变量名似乎是在同一个名字空间的。这是因为 Java 在调用类的静态方法或静态成员时时

是将类的名字方法对象的位置上，例如 System.out 以及 Class.forName()。这恐怕就是为什么 Java 教材中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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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所有变量的名字都采用小写开头，而所有类的名字都用大写开头的缘故，怕程序员一不小心就名字冲突了。我相信

Java 编译器才不管这一套，所有出现在 . 之前的符号在编译期都要仔细地检查它究竟是附近定义的一个变量，还是

来自遥远 jar 包的一个类名。Common Lisp 怎么处理静态成员的问题？我们可以用 MOP 的 class-prototype 函

数从任何类中提取出一个原型对象来，然后就像使用正规对象一样来使用它。而且由于类的实例化过程是通过普通

函数实现的，类的名字有自己的命名空间，跟函数、变量同名也没有关系。

嵌套类的存在就是一个悲剧嵌套类的存在就是一个悲剧，还嫌不够乱吗？我们接受局部函数是因为这可以消除重复的模式，让局部代码可重

用；我们接受局部变量是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缓存中间结果；嵌套类有什么意义？类是对象结构的描述，这

点儿破事儿难道还要掖着藏着不让整个程序知道吗？Java 书的这个地方我没仔细看，但如果一个嵌套类的实例被传

给了完全无关的其他类的话，嵌套类的私有方法还能随便地被调用吗？

P. S. 我可以接受匿名类及其存在的理由，但 Java 编译器不应该针对每个匿名类 (还有嵌套类) 都分别编译出单独

的 .class 文件啊！ABCL 源代码中的一个 .java 文件经常可以被编译出超过 100 个 .class 文件，这不是精神病

嘛。

Java 对多继承问题的妥协。Java 对多继承问题的妥协。我听说 C++ 里麻烦的钻石继承问题，推荐的解决方案是改用虚继承；Java 用一种

不允许带有成员变量的特殊类——接口 (interface)，把这个事情给避开了。为什么类不能多继承而接口就可以呢？

哦，因为 Java 类的继承过程是跟 C++ 学的，子类的数据结构直接挂接在基类数据结构的后面，子类所定义的成员

变量都被认为是全新的，而无论其名字是否与某个基类的成员同名。多继承是必需的，因为整个世界在本体论的意

义上确实是单根多继承的。于是接口作为一种半残废的类出现了——它只允许有象征性的成员函数，而决不允许拥

有成员变量。这样接口多继承中的钻石继承问题总算是混过去了，但这样搞出来的一切都是虚的，为了让这些接口

类能真正的用来做事，你不得不用一个类来配合它，给它注入成员变量和实际的方法代码。

Common Lisp 对象系统 (CLOS) 是如何处理钻石继承问题的？简单地说，我们没有必要处理。因为所有类层次关

系中同名的成员变量都被认为是同一个！但是子类为什么要重复地定义基类已有的成员变量呢？因为它需要特化基

类的成员类型和其他属性，例如基类的某个成员是数值类型的，那么子类可以进一步说它是整型的，这是有意义

的。Common Lisp 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 Lisp 系统有权限访问所有那些基类的成员清单，但 Java 和 C++

似乎都不可以。当然，如果允许同名的成员变量被视为等价的话，名字空间的问题就再次浮出水面了。Java 似乎把

C++ 的 namespace 特性直接干掉了，这样一来，如果采用了 Common Lisp 的解决方案，那么名字冲突就太可

怕了，随便给私有成员变量起个名字就可能跟某个上层基类的同名成员相冲突，这显然是不好的。

后记后记

敝人的 Java 纯属初学，以上关于 Java 特性的描述如有失当之处，希望有关读者予以指出，深表谢意。同时欢迎

广大 Java 程序员们在本文的评论中发表自己的有关观点。

阅读(17347) |  评论(2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更换岗位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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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2011-04-27 19:35Rhythm

回复 |  删除

you.fuck()的例子是原创的么？笑翻了⋯⋯

2011-04-28 02:47 冰河 回复 Rhythm

回复 |  删除

哈哈，原创

2011-10-06 13:45子清行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这个例子不太合理：you.fuck()中you是主语。更合理的应该是 I.fuck(you)和(fuck you)做比较

，后者会缺少主语，而前者的参数可以做宾语。

2013-01-06 07:32javaer 回复 Rhythm

回复 |  删除

you.fuck() 这个面向对象理解的不对 ，应该是i.fuck(you) 

2012-04-26 16:17dyfduck

回复 |  删除

呵呵，Java这就是一门工业语言，适合大规模标准化！在工业时代很重要！从手工作坊到工业化，这对人

类发展进步很重要。

2011-12-23 20:33l_j_f

回复 |  删除

再说说OO，我觉得OO也是弊大于利

以C++为例，C++中最有用的就是名字空间和模板，其它都是花架子；

继承真的这么有用吗？即使真的需要继承，又能有几层？如果只有几层继承，重用不是更清晰明了？同一

时间人脑能处理的事情很少，代码逻辑越清晰、简单越好，你在看一个函数的时候，最佳方式是所见即所

见，当继承、重载满天飞时，bug更加会满天飞

举一个真实例子，有一个公司，做力学分析软件，用的C语言；后来C++流行，公司内包括老板都是技术

狂人，决定用C++重写；结果就是产生了一堆包装了C语言库的C++类，继承、重载满天飞，当然bug也

是满天飞，最后还是把老系统捡回来才挽回市场。你可以说是他们设计不好，可以说他们没有真正理解C+

+，没有真正理解OO；但这么多资深C程序员都没有搞定，难道没有任何系统经验、编程经验的新手从头

开始学OO的就一定能规避这些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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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23 20:15l_j_f

回复 |  删除

java我看来只有两个优点

1.  虚拟机、支持跨平台

     这一点最关键：java诞生的环境恰逢互联网兴起，java乘了这个东风才流行起来，否则现在还不知道在

哪个犄角旮旯呢。

2.  类C/C++语法

     说白了就是让当时商业软件领域最流行的C/C++程序员能够快速学会java，如果搞成类basic、fortra

n、lisp语言，现在java也不知道在哪个犄角旮旯呢。

总体上看，java基本就是垃圾（就像现在的洋快餐，本质上就是垃圾，但很多人喜欢），比如楼主所述，

一个string类搞那么多方法，一个文件类还要按照字节、字、双字读取，语言太臃肿。语言从核心上要简

单，简单才是美，简单才是强大，比如围棋的规则最简单，但围棋的演化最复杂，深蓝能战胜国际象棋冠

军、能战胜围棋冠军吗？目前即简单又强大的语言，我看就是C和lisp了

2011-11-01 13:48anyexingchen999

回复 |  删除

java中的面向接口编程还是有用处的，设计模式和框架里都用的到，c++中不是也有纯抽象类，跟接口一

样。

虽然很多人拿同时继承船和飞机来实现水上飞机的例子来说多继承的好处，不过我个人认为就现实世界来

说，这种例子到处都是。但是在计算机领域，大家接触到的对象概念都比较抽象，举现实世界的例子就是

误导人。而且水上飞机也并不是船和飞机的简单组装，主要功能还是飞，只不过添加了在水面上行动的功

能，所以水上飞机类继承飞机类的实现，然后实现船的接口，来接受船这个概念的定义，来完成让飞机在

水面行驶起飞的功能，应该说也是合理的，单继承体系和接口结合起来，也可以处理这种看似要多继承来

处理的问题。

2011-11-01 13:52anyexingchen999 回复 anyexingchen999

回复 |  删除

其实说是接受船这个概念的定义，其实是通过实现船这个接口中定义的方法，来让水上飞机来具

有船的功能，既继承标准。接口基本上也就是作为一个体系中类的行为约束和标准来使用的，在

面向抽象编程中用处很大。

2011-08-03 03:51自由之蓝

回复 |  删除

老兄能不能写一篇具体的介绍。。我一直搞不懂lisp的设计优秀在何处。。。我一直觉得语言最重要的区别

就是静态和动态的区别

2011-07-13 05:27mhoudg

回复 |  删除

个人认为，java 表示 (fuck you) 时的写法，应该是 fuck(you) 。因为我觉得 fuck 作为及物动词，不应

该由 宾语.动词() 的形式调用，而是 动词(宾语) 的方式，表示 you 是被执行了 fuck 的动作

纯技术讨论⋯⋯真的

2011-07-18 16:42周周与薛之谦 回复 mhoudg

回复 |  删除

你技术真强~

2011-07-13 06:10mhoudg

作为 java 程序员，我不能理解文中提到的单根多继承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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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对于多继承，我也觉得并不是必要的

比如说，在对一个事物进行抽象时，单根继承的语言可以采用定语+中心语的描述方式来分析：定语可以有

很多，中心语只能有一个，所有定语都作为 interface 用来实现，中心语作为 super class 用来扩展

至于具体的实现方法重代码重用的问题，可以通过 adapter 等结构型的设计模式解决

2011-07-13 06:11mhoudg 回复 mhoudg

回复 |  删除

没想到字体变成这样了

2011-06-04 17:28wuxb45

回复 |  删除

如果从C++过来的角度看Java, 确实解决了几乎所有C++最恶心的问题, 可惜毕竟是一个工业产物, 他更多

的是仅仅解决了C++的问题而已...

2011-06-04 17:18wuxb45

回复 |  删除

我和楼主想法挺相似啊, 尤其是ruby, 典型的日本人语法, 把动词全放后面, 完全的不能读. lisp我没有用过太

多,  比较熟haskell, haskell里说话就都是 fuck you  和  I `fuck` you 这种, 尤其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人的

风格.

2011-05-01 04:12qiuzhengqing

回复 |  删除

整个一个偏执的博客。

    http://binsphere.org/?p=50    

2011-04-27 14:14Joyer

回复 |  删除

Java平台使用最强悍的运行环境JVM，支撑着一个蓝领级语言。

2011-04-28 02:26mikeandmore 回复 Joyer

回复 |  删除

JVM太臃肿了，你strace一下就知道它的开销比你一般的需求要大很多了。

2011-04-28 02:24mikeandmore

回复 |  删除

1.sin什马的，那种语言(ruby)没有基础类型吧。。。。都是对象。

2011-04-27 11:33timmey

回复 |  删除

大哥，我也学java得，看了你的论述我懂了不少

2011-04-26 03:36&lt;h1&gt;22&lt;/h1&gt;

存在即合理吧，每个语言对不同的人来说都不可能完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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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Java 的字符串系列操作符的不完全正交性是否和穿牛仔裤编程的习惯有关，不严格区分功能，还是相互包

涵。

int 封装成了 java.lang.Integer 应该是否是NULL和默认值的区别，还有可能是想吸引学过C的人过来用。

类的私有方法都不能随便调用的吧。

2011-04-25 17:25thinkdancer

回复 |  删除

看着文章俨然不是初学者啊，赞大牛。

JAVA和lisp的思想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并且增加了很多实用的特性，才造成今天JAVA流行的现实。

2011-04-25 15:01ricepig

回复 |  删除

从大象的角度看，河马为啥长得这么难看呢？

河马也是这么认为的:)

关于string的问题，把它认为是某种Array确实从语言层面上来看一致性比较好。string本身之所以和字符

数组不同可能是因为性能考虑，string基本认为是偏向constant。而stringbuffer则是为串连接做准备的

。

关于System.out.printf()的连接字符串的问题，我理解是为了正交，不用依赖于IO的某种特性（也就是无

需依赖IO的分段输出），而当你需要性能的时候，可以依靠StringBuffer吧。

最后是Interface的多继承问题，首先interface的出现并不是为了多继承，其次，严格来说，Java应该是

不允许多继承的。对Interface的所谓“继承”是“实现”，它规定了这个类的行为。这个也是现代软件开

发过程中的一种趋势：避免实现集成而用组合代替它。

关于System.out.println()的问题，我劣迹

2011-04-25 09:17elwinluo

回复 |  删除

 sin(1) 可以写成 1.sin() 确实毫无意思，个人觉得OO中的对函数正确的调用是:  somebody.dosomethi

ng();

在扩展性方面，java 跟lisp 确实没有可比性，

我觉java语言本身还不是最悲剧的，得最悲剧的是java上的应用一切都要配置，连放个屁都要配置一下。 

美其名曰扩展性好，不需要写代码，只要配置配置就行， 就典型的代表: Ant, 写了一坨xml,再用java去解

析，不就是个表达式么， 如果用lisp写就简单多了。

2011-04-25 07:40colin

回复 |  删除

偶正在学习common lisp,申请个号来关注一下。

2011-04-25 05:23llllyyyy

回复 |  删除

例如 sin(1) 可以写成 1.sin()。

这个东西是 ruby的, ruby是100%面向对象的.

2011-04-25 05:20llllyyyy

玩玩 Objective-C 吧, 

我感觉的出来,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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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它远远没有 java C++  ruby那么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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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评论

从 Lisp 程序员的视角看 Java 语言的缺点 Acrobat X Pro  

2011-05-02 22:12:53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简讯简讯    

最近忙着看书、干活，实在没有心思长篇大论，下面播报几条简讯：

本拉登同学终于挂了，我略感欣慰；

我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岗位，并做出了实际贡献；

感谢某人在 Twitter 上大力宣传我的博客，但对于由此产生的羡慕嫉妒恨，谨表示无所谓；

我还在忙里偷闲地做跟 Lisp 有关的各种事情。

阅读(2390)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字号

从 Lisp 程序员的视角看 Java 语言的缺点 Acrobat X Pro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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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1-05-21 14:25沙与沫

回复 |  删除

怎么没提小菇凉啊

2011-05-21 05:54yOlio

回复 |  删除

“做出了实际贡献”让我很膜拜，书早点儿来吧，我愿意饿肚子攒钱来买

2011-05-04 16:07wslewj

回复 |  删除

急切盼望大作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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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common-lisp.net  

2011-05-13 18:01:16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Acrobat X ProAcrobat X Pro    

终于还是升级到了 Acrobat X Pro，升级费 RMB 1600。相比 Acrobat 9 Pro，Adobe 改进了整

个软件的操作流程，把过去繁复的菜单项做了简化，最后得到了相当清晰的软件界面。新增的 PDF

转 Word/Excel 等格式的功能非常实用，效果也很精准，可以想象 Adobe 开发人员确实是花了大力

气才研究明白如何使用表达能力极差的 MS Word 格式来描述任何复杂的 PDF layout。另外，PDF

包的界面更加美观和流畅了，可惜我不懂 Flash，没有办法自定义主题。总体来讲，虽然整个程序还

没有迁移到 64 位，但考虑到这些实用的新功能和更好的用户体验，升级是值得的。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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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为何而战 2013-05-12 23:03:1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转载

我对公司 A 区的新座位很满意，周围被美丽的 QA 姑娘和其他姑娘们所包围，相比之下 C 区实在是

不适合男性生存 ⋯⋯

进入开发部门已经第三周了，写了三次周报，在部门领导的呵护下开始茁壮成长。今天终于把领导安

排的第一个任务圆满完成并就此告一段落了；上周末顺便还给 usocket 修了两个 bug 然后发布了一

个新版本。接下来我要去搞图像识别了，这下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玩 Poser、看美女照片了，我很满

意 ⋯⋯

阅读(2904)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简讯 common-lisp.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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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1-05-21 05:56yOlio

回复 |  删除

我也要能coding又能玩poser...这个是什么东西我还不知道呢

2011-05-13 18:10thinkdancer

回复 |  删除

mm很漂亮啊

2011-05-14 21:57fengjie3211 回复 thinkdancer

回复 |  删除

那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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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bat X Pro 《道德情操论》  

2011-05-15 23:22:07 |  分类：  Lisp |  标签： lisp  common  net  人工智能  领域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common-lisp.netcommon-lisp.net    

 

我应邀成为了 common-lisp.net 的系统管理员。它们的服务器一直用的是 Debian，而管理 Debian

系统正是我的专长，所以欣然接受了。这是我继发布 cl-net-snmp、在 ILC 2009 上发表论文、参

与维护 usocket 项目之后的又一次融入 Common Lisp 核心社区的机会，我很欣慰。我最擅长的两

项技能 SA + Lisp 竟然完美地结合了，跟其他几位 Lisper SA 共事的感觉很爽。

最近几周陆续收到几封国内 Lisp 爱好者们的邮件，有询问《Practical Common Lisp》一书出版进

度的，有探讨 Lisp 学习方法的，有询问具体编程问题的，也有索要我先前发表的有关文章的配套源

代码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还有一个 CL-HTTP 的学习者，我给了他来自上游开发者最新源代码和网上

最新出现的学习资料；我最欣赏这位 Lisp 初学者的一句话：“自从接触到 Lisp，感觉它的灵活性和

自由度是其他语言没法比拟的，这深深吸引了我”。这才是识货的，带着这样的心态来学习

Common Lisp，想学不成都难啊。

我发现，进入一个全新的计算机领域的最快捷方法不是上网乱搜一气，而是花点儿钱先去本地书店里

买一本国外专家写的带有大量参考文献的教材，然后通读一遍，这样就可以大致了解整个领域的研究

思路和解决问题的常用方法了，接下来顺着书中的参考文献就可以在网上找到全部的背景知识和更多

的参考读物。相比之下，对于完全熟悉的那些领域，比如说 Linux 系统管理或者 Lisp 编程，再去看

书的话就完全没有意义了，这时候唯一的提高途径只能是上网去寻找最新的第一手资料，因为这时候

已经完全掌握了信息的来源。

我昨天出门参加公司的小组活动时顺道去玉泉校区门口的科海书店里买了一本图像分析的书和一本模

式分类的书。后一本暂时看不懂；但我在前一本书的 “物体识别” 那章里不但找到了过去在《人工

智能：一种现代方法》里看过且倒背如流的 “知识表示” 相关内容，还遇到了先前周森让我阅读的

《数据挖掘》一书出现的 “聚类分析”。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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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MacBook Pro*2 2014-05-14 18:25:2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转载

由此可见，计算机领域的各种知识根本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解决看似完全不同的问题所采用的底层

思想和技术可能是相同的。另一方面，“人工智能” 作为一个令人反感的词汇极大地降低了相关研究

者的声誉 (另一个同样令人反感的 AI 词汇是 "专家系统"，后来被 “商业智能” 和 “基于规则的系

统” 两个词所取代了)，结果现在所有的 AI 子方向被迫全部改头换面以另一种名称重新活跃起来了。

我浸淫 Lisp 世界 8 年来几乎把整个 AI 领域游历了一遍，难怪现在不论进入哪个新领域都有一堆东

西看着眼熟 ⋯⋯

阅读(7558)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Acrobat X Pro 《道德情操论》  

2011-11-15 08:41smousecat

回复 |  删除

你好，请问现在我无法访问common-lisp.net是怎么回事？使用网页代理也过不去。

《Practical Common Lisp》上面介绍的lispbox作者好像不开发了，我打算自己搭建一个开发环境。但

是无法下载slime。

2013-04-14 16:15bingheyulong 回复 smousecat

回复 |  删除

跟你一样的问题据说还需要一个quicklisp,http://www.quicklisp.org/beta/但是我下载了，还是

没法安装slime，你可以进这个网站看看http://pchristensen.com/blog/articles/installing-sb

cl-emacs-and-slime-on-windows-xp/里面有连接，可以直接下载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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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10 16:02

回复 |  删除

因为你的感染，我对LISP慢慢入迷了

2011-05-24 08:04无很

回复 |  删除

恭喜楼主了!

2011-05-21 05:58yOlio

回复 |  删除

自从听说 Lisp，感觉它的灵活性和自由度是其他语言没法比拟的，这深深吸引了我

2011-05-17 12:28正思考中

回复 |  删除

有问题讨教：现状：了解基本的html、css、初级的php知识，目标：随心所欲地编程，求学习的方向（如

脚本语言）+推荐书籍、社区。另：本科学法律、本职行政、female

2011-05-20 20:11zengqiu2002 回复 正思考中

回复 |  删除

学好英语和数学才是王道啊⋯⋯

2011-05-16 13:43thinkdancer

回复 |  删除

恩，寻找信息确实也是一种能力

2011-05-16 11:53momo5269

回复 |  删除

我就是乱搜一气，然后从中挑选质量较好的~ 但结果是不知道看哪本...于是还得花时间去分辨和询问.......

回lolanda 第一个据说7月出版

2011-05-16 06:42lolanda

回复 |  删除

同样关注第一个询问，问人邮没什么回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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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lisp.net Mac OS X Lion, PowerPC & Macintosh Commo⋯  

2011-05-21 15:04:18 |  分类：  读书心得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道德情操论》《道德情操论》    

最近我的 Papers 文档库 (9089 PDFs by today) 迎来了一批新资料：偶然从网上下载到的《汉译

世界学术名著丛书》PDF 版。多达 477 本 (8 GB) 经典学术著作的高清晰 PDF，内容涵盖哲学、自

然科学、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社会、经济以及语言学，令我眼界大开。我已决定用整个下半生

的闲暇时光读完所有这些经典著作，借此对人类文明产生一个整体性的认识，从而不虚此生。

最近的研究工作（自动色情图片识别）严重影响了我在公司里道貌岸然道貌岸然的形象。为了补偿这一点，同

时也作为上述读书计划的开始，我重拾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道德情操论》，同时考虑到

这本书的重要性，我还特地在当当网上买了一本纸版的。一年多以前，当我首次在《国富论》的译者

序里听说这本书时并没有一次性读完，但这次我结合自身实际和迫切需求，看得比以往更加深入了。

我发现我多年来自行摸索出的朴素道德观几乎完全落入了该书的理论框架之中。另一方面，多年来我

感到困惑甚至有时因此痛苦的许多心理现象在该书中得到了圆满的解释，令我疑云顿开。这本书让我

认识到自己距离 “教科书式的人物” 尚有距离，但伦理学的完美境界就在眼前，所需改进的方向已

知。

多年来我关于安全感的理论已在不同场合提过多次，而 Adam Smith 在第六卷第一篇 “论个人品质

对自己的幸福的影响；或论谨慎” 中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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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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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只相信不断地学习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唯一手段，也部分解释了我宁可接受巨大的

岗位调整以趁机学习更多技能而不是接受对门的挖角从而立即获得大量好处。该书的这一篇还提到了

下列内容：

����������������������������������������������������
���������������������������������������������������
���������������������������������������������������
�������������������������������������������������

这在事实上解释了我多年来洁身自好，从不搞各种小动作的根本原因，另外也详细解释了我的朋友为

何如此之少但却可以长久地维持友谊，以及我是多么坚定而果断地放弃了之前的 “错误选择”。总之

读完这段两百多年前智者写下的文字，我再没什么可感到内疚的了。

关于日本地震的问题，以及以往的多次类似事件，例如汶川地震，我一贯的处理方法是所谓的 “化悲

痛为力量”：站在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利益角度通过自身的加倍努力以弥补损失。问题是，我对那

些遭遇不幸的人们的哀悼，表现得很不够。NHK 直到今天还在持续播报令日本人忧虑不已的层出不

穷的核泄漏问题，但我已经感到有些麻木了，我所处的社会环境里除了最初的抢盐事件以外现在也已

经没什么人提了。我对自己的冷漠感到内疚，直到我在《道德情操论》的第三卷第三章 “论良心的影

响和权威” 里找到了下面这段话：

 ������������������������������������� ������������

����������������������������������������� ���������

���������������������������������������������������

���������������������������������������������������

���������������������������������������������������
���������������������������������������������������

���������������������������������������������������

���������������������������������������������������

���������������������������������������������������
���������������������������������������������������

���������������������������� �������������������� �

����������������������

不管怎么说，从前人的分析来看，实在是没什么可感到羞愧的，而且我貌似多少还超出了正常人应有

的同情，否则也就不会写下这些文字了。至于我长期以来广受批评的对家庭和亲情的淡漠，似乎也找

到了合理的解释：(第六卷，第二篇，第1章，"论天性要求我们去关照的那些人的先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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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一件很奇怪的事 2007-05-21 06:02:3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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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不予置评。

后记：最近有出版社的朋友私下提醒我注意这些图书的版权问题，对此我的公开答复如下：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xls(83.46K)   
下载 HTML方式查看

阅读(4125)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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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13 09:51laijingli2006@126

回复 |  删除

佩服学习的精神！

2011-06-18 03:41heliu022

回复 |  删除

支持！！！！！１１１１

2011-05-21 13:30柯某人

回复 |  删除

我发现我看的书非常杂，可以说我看过的书非常多，好吧不能说“看过”，只是稍微翻了一下，而且是多

本书一起读，不知道你的读书方法是怎样，可否借鉴一下。还有就是我发现我的注意力非常不集中，有没

有什么能纠正的方法？

2011-05-24 15:05MindMirror 回复 柯某人

回复 |  删除

同问。如果有机会希望冰河可以写写关于读书的心得。从你的博客中得知你经常通读大量的技术

文档和书籍，例如CLtL，Unix Sys. Admin Handbook, Solaris系统文档等等，更不用说你未提

及的书籍。我个人的体会是如果逐字逐句的读，会读的非常慢，大多数时候坚持不到最后一页；

如果囫囵吞枣的读又觉得什么都没看懂。我猜这里没什么捷径，但还是希望你能谈谈体会和诀窍

。谢谢！

2011-05-23 06:30llllyyyy

回复 |  删除

《道德情操论》的第三卷第三章 “论良心的影响和权威” -- 就这个讨论下中国领导人会不会对三峡问题一

直悔过或自责,如果那里变成沙漠,他们又会不会 ... ?

2011-05-21 09:58thinkdancer

回复 |  删除

原来你的研究课题是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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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操论》 《奋斗》  

2011-05-25 23:50:46 |  分类：  Lisp |  标签： lisp  mcl  mac  common  powerpc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Mac OS X Lion, PowerPC & Macintosh Common LisMac OS X Lion, PowerPC & Macintosh Common Lis
pp    

 

苹果操作系统 Mac OS 是一个软件兼容性的奇迹，它的一生到目前为止已经更换了三次体系结构：

(不考虑移植到 ARM 体系上的变种 iOS)

1984~1994 年，Motorola 68000 (Mac OS 1.0~7.0) [1]

1994~2006 年，PowerPC (Mac OS 7.1~10.5) [2]

2006年至今，Intel x86 and x86_64 [Apple-Intel transition]

苹果系统的编程接口 (图形库) 也更换了至少三次：Classic，Carbon 和 Cocoa。对 Classic 应用

程序的支持一直保持到了 Mac OS X 10.4 Tiger，随后在 10.5 Leopard 中正式取消；而对

Carbon 和 PowerPC 模拟器 Rosetta 的支持，很有可能只保留到目前的 10.6 Snow Leopard，

并将在不久以后即将发布的 Mac OS X 10.7 Lion 中正式结束。20 多年来，苹果公司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的软件奇迹，确保其核心财富始终跟进硬件的最近发展。

花开两朵，各表一支。

苹果系统曾经是 Lisp 程序员的天堂，因为最好的 Common Lisp IDE——Macintosh Common

Lisp (MCL)，只能运行在苹果系统上。尽管后来这个宝座被 LispWorks 所取代了，但 MCL 对苹果

API 的原生支持和快速开发图形应用程序的能力至今仍无对手。MCL 3.x 是一个 Classic 应用程

序，可以运行在 Motorola 68000 的苹果系统上，4.0 开始成为了基于 Carbon 的 PowerPC 应用

程序，理论上可以运行在最新的苹果系统上。版本 5.1 以前是商业软件，价格昂贵，但从 5.2 开始

就变成开源软件了，但一度只能运行在 PowerPC 硬件上，无法支持 Intel 硬件上的 Rosetta PPC

模拟器。

2009 年，原 MCL 开发者之一，同时也是 Clozure CL (a.k.a. OpenMCL) 的底层开发者的 Gray

Byers 对 MCL 进行了必要的修改从而使其可以运行在 Intel-based Mac 上，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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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LispWorks Media Kit 2007-05-25 16:56:2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Common Lisp 实现 RMCL，维护者是资深用户 Terje Norderhaug，此人随后将多年来对 MCL

的各种改进以可加载补丁的形式全部集成在 MCL 中，并在去年底发布了 MCL 6.0 preview，用户

可从 RMCL 项目的 SVN 上使用 5.2 版自行编译得到版本 6.0。

这里面也有我的一点儿贡献。2008~2009 年间，我在 Mazha 送给我的一台运行着 Mac OS X

10.4 系统的 PowerMac G4 台式机上运行并体验了开源的 MCL 5.2，并在 MCL 上成功启动

了 CL-HTTP。为了让 MCL 更加贴近其他的现代 CL 平台，尤其是可以正常使用广泛的第三方软件

包，对 ASDF 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最初的移植工作是由 Closer MOP 项目的作者 Pascal

Costanze 完成的，但我作为 MCL 和 ASDF 的主要使用者，至少提交了两个补丁 [1, 2] 让 ASDF

2 可以正确地在 MCL/RMCL 上使用。此外，我作为 Common Lisp 社区网络组件的主要维护者还

持续推进了 usocket 项目对 MCL 的支持。

遗憾的是，Mac OS X 10.6 Snow Leopard 将是最后一个可以运行 Macintosh Common Lisp 的

苹果系统。随着 10.7 Lion 的正式发布，MCL 将成为历史了。不过，我相信很多人，尤其是

Common Lisp 程序员们还会保留 10.6 系统一段时间；同时 MCL 中还有大量的优秀特性尚未全部

移植到 Clozure CL 上。这些工作还需要包括我在内的 CL 程序员们的努力，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

阅读(7502) |  评论(1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道德情操论》 《奋斗》  

2014-09-17 15:29CWL

回复 |  删除

我的铁三角，macbook  obj-c  l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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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17 15:26CWL

回复 |  删除

 macbook党飘过

2013-06-23 15:08ekd123

回复 |  删除

請問MCL相比CCL有哪些優秀特性呢？截至目前是否已經實現？

2013-06-23 15:42 冰河 回复 ekd123

回复 |  删除

例如单步调试功能，目前MCL有但是CCL没有。

2013-06-14 18:56蔚蓝海岸

回复 |  删除

请教一下，雪豹以后的系统有哪些比较流行的Common Lisp环境可选？

2013-06-16 13:33 冰河 回复 蔚蓝海岸

回复 |  删除

Clozure CL，可从 Mac app store 里安装。

2011-05-26 08:07ragnoros

回复 |  删除

来拜贴～

2011-05-26 04:06helleryu

回复 |  删除

我想问一下，Mac OS以后不再可以运行MCL，是不是意味着lisp语言被进一步边缘化

2011-05-26 04:18 冰河 回复 helleryu

回复 |  删除

即便损失了 MCL，Mac OS X 上能够运行的 Common Lisp 平台种类仍然是最多的！

2011-05-26 03:27timmey

回复 |  删除

紧跟大哥步伐，大哥可以多穿杂一些lisp技术在日记里，我可以每天都能学到东西

2011-05-26 03:26timmey

回复 |  删除

嘿嘿，我能看得懂lisp代码的大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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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26 03:26timmey

回复 |  删除

冰河好啊，我是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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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OS X Lion, PowerPC & Macintosh Commo⋯ 在 Mac OS X 10.6 下编译安装高性能 OpenCV 库  

2011-06-09 09:08:48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奋斗》《奋斗》    

有些日子没写博客了，深感惭愧。过去每年的那个日子我都不忘讽刺一下博客的文本过滤，但是现在

我跟他们是同一个大组的，因此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过去几周来我的生活方式彻底回到了去年底 “名花有主” 之前的状态：积极从事各种业余活动，广

结善缘，还恢复了每周三次的跆拳道训练；毽球方面经过了几周的特训最近也突然开窍掌握了踏球的

要领，总体技术水平相比去年参加比赛时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作为一名削球手，我的乒乓球最近也捡

起来了，有两天里甚至打上了瘾。另一方面，公司的 QA 姑娘们都对我很好，在平时的吃饭、聊天

中，心情获得了极大的放松；张姑娘买了个 iPad 2，为了她我开始重学苹果编程，还恢复了之前到

期后尚未续费的 iOS 开发者权限；跟跆拳道小姑娘也保持了良好的友谊，我们已经认识两年了，现在

几乎每隔一两周都会见个面。也许我总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提高自己的同时顺便做各种有益

的事情，总不算是坏事。

假期忙里偷闲看了一遍《奋斗》。之前从没看过这部著名的电视剧，我是顺着一则王珞丹的消息找到

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电视剧似乎在告诉人们 “奋斗” 其实并不能改变人生，而感情则只是

短暂的快乐外加严重的绊脚石，这样一来岂不是无解了。不过，很多有哲理的话通过徐志森对陆涛的

教诲中表达出来了，对我有所启发。我也算是一个痴迷于底层技术并且追求完美的人，只不过是没有

机会去犯陆涛的错误罢了。这部电视剧里每个年轻人的生活理念都有问题，没有一个是好榜样，问题

是如果不去犯他们所有人的每个错误，人生好像也就剩不下什么了，至少将是无趣的。

长久以来我以为自己的一些想法是独特的，或者说是对他人有借鉴意义的，所以我主动地把生活的一

部分暴露给公众，以期改变一些同龄人的生活理念。现在看来我必须承认自己的普通，然后低调地做

事，过一天是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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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充实的生活 2008-06-09 17:59:20

目前最重要的几个开源 Lisp 相关项目 2007-06-09 10:37:0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3970) |  评论(2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Mac OS X Lion, PowerPC & Macintosh Commo⋯ 在 Mac OS X 10.6 下编译安装高性能 OpenCV 库  

2011-07-18 16:13周周与薛之谦

回复 |  删除

伞哥威武~~

2011-06-13 06:54qbbqbbqbbqbb

回复 |  删除

态度决定一切

2011-06-09 15:21wain

回复 |  删除

奋斗的日子是快乐的

俺们没法关心跆拳道美女和QA美女们，俺们关心的是，Practical Common Lisp的中文版，究竟还出不

出啊 

2011-06-09 16:24 冰河 回复 wain

回复 |  删除

人民邮电出版社办事拖拖拉拉的，我也没办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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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12 13:56lin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建议以后书给机械工业出版社吧，感觉大部分计算机书籍都是他们比较好

2011-06-12 17:14 冰河 回复 lin

回复 |  删除

我也觉得机械工业出版社比较专业，印刷和排版质量都是一流的。要是他们能把《On Lisp》的翻

译权买过来就好了。

2011-06-12 14:48Lizee

回复 |  删除

恩，徐志森是生活上的“智者”

2011-06-10 17:47vzex

回复 |  删除

我很敬佩伞哥有技术，有见解，有魄力！

2011-06-10 06:06wain

回复 |  删除

第一次使用163博客，无他，为了可以在冰河的博客里面留言。总体感觉，163的博客体验不太好。页面

布局、图标和字体大小、间距等等，更像是开发工程师设计出来的。自己用着也会别扭吧，其实Faceboo

k的用户体验，完全可以作为参考，至少也要和QQ去比一比吧^_^

2011-06-09 15:42forevermailbox

回复 |  删除

请教楼主, 作为用java工作吃饭的程序员, 学习 clojure 是否是个不错的选择呢?

既学习了lisp, 又能用上java的库以及部署平台.

2011-06-09 16:25 冰河 回复 forevermailbox

回复 |  删除

那你应该也去看看 Armedbear Common Lisp (ABCL)。

2011-06-10 04:49forevermailbox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2011-06-10 04:38timmey

回复 |  删除

老大等着看你的书呢，希望你的书能解决掉我剩下的lisp所有问题，

forevermail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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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09 15:39

回复 |  删除

等着买你 <<common lisp>> 中文版呢, 啥时候出啊?

2011-06-09 15:32makao009

回复 |  删除

哈哈，你终于更新博客了。

今天在图书馆看到了《道德情操论》真是一本好书。 不知为什么，这书让我想起初中时看过的高尔基的《

我的大学》。

2011-06-09 07:48流水石网艺坊

回复 |  删除

最近在看阮一峰翻译的《黑客与画家》，Paul Graham把LISP吹得上天了，果真如此吗？求证中⋯⋯

2011-06-09 10:04 冰河 回复 流水石网艺坊

回复 |  删除

果真如此。问题是你信么⋯⋯

2011-06-09 07:07lolanda

回复 |  删除

看来博主在转型期，坚持自己没什么不好。

同样期待你的大作问世！

2011-06-09 06:55saarixx

回复 |  删除

跆拳道小姑娘长的还不错

2011-06-09 04:00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技术上追去完美，平时有点爱好，偶尔犯错，生活也就这样了。

2011-06-09 03:59幻想家SQ

回复 |  删除

'乒乓球最近也捡起来了，有两天里甚至打上了瘾。' 猜测是对面的QAMM陪练产生了瘾，

2011-06-09 03:55linjunhalida

回复 |  删除

刷了半天, 终于可以留言了... 大半年终于成功留言了...

先是没有163帐号, 然后今天搞了半天就是不能发, 唉...

网易博客用户体验真不好呀, 

还是国内就这样? 国外有disqus直接用就好了..

2011-06-09 03:53linjunhalida

最后一段话是什么意思? 原因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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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回复 |  删除

对了, common lisp书出来了吗? 看英文看了一半没有进行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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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奋斗》 近期事件汇总  

2011-06-15 23:11:41 |  分类：  一般技术 |  标签： opencv  fink  tbb  编译  安装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在 Mac OS X 10.6 下编译安装高性能 OpenCV 库在 Mac OS X 10.6 下编译安装高性能 OpenCV 库    

最初由 Intel 开发的 OpenCV 库已经逐渐成为目前计算机视觉和图像识别领域的事实标准了，教科

书里几乎所有的主流图形算法都在 OpenCV 里可以找到高效的实现。为了完成公司安排给我的工

作，这个库是我的必经之路，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花费一个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的在校时间去把

所有底层算法从头学习并实现一遍，我的时间顶多只有一两个月，因此重要的是如何用尽可能少的时

间把整个工作中我最不擅长的部分用现成的开源软件来完成。

作为一个前 Linux 系统管理员，安装各种软件是我最拿手的事情。OpenCV 的安装并不难，但是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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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按照官方的安装向导来操作并不能得到一个真正高效的库。这个库的性能直接决定了我的工作效

率：一次典型的机器学习过程在一台普通的电脑上单 CPU 执行通常需要花费几个小时到几天的时

间，但如果我可以多核一起计算，就可以几倍地节省时间，把一次机器学习的时间减少到从几十分钟

到几个小时的尺度上，从而可以轻松地调节机器学习过程中的各种参数并快速尝试多种分类器。目前

我使用的 MacBook Pro 带有 4 核超线程的 2.2GHz Intel i7 处理器，最近的实践表明它如果满负

荷地跑起来至少比我另一台双核 2.66GHz Intel Cuo 2 Duo 处理器的 Mac mini 快 6 倍。因此，

为了实现高性能的计算，我在编译安装 OpenCV 时必须达到以下两个目标：

1. 将 OpenCV 库编译成 64 位的 (x86_64)；

2. OpenCV 支持 Intel Threading Building Block (TBB) 以进行多线程计算，这个特性必须打

开。

本文描述的是在 Mac OS X 10.6 系统上为了得到一个支持 TBB 的 64 位 OpenCV 库所进行的所

有操作步骤，以供同行参考。

1. 安装 64 位 Fink，以及 cmake 等各种依赖1. 安装 64 位 Fink，以及 cmake 等各种依赖

工具和库工具和库

Fink 是 Mac OS X 下各种开源工具的管理系统，底层基于 Debian 的 dpkg 和 apt-get。虽然

Mac OS X 下还有另一种称为 Macports 的类似平台，但我强烈推荐使用 Fink，因为 Fink 可以在

Mac 系统里同时安装两个版本，32 位的装在 /sw 目录下，64 位的装在 /sw64 目录下，从而分别

满足 Mac 系统里不同类型应用程序的需求。(比如说我就需要 LispWorks 能够使用 32 位的

Berkeley DB 4.7，但同时我还需要 OpenCV 能够使用几种 64 位的开源图形库)。

适用于 Mac OS X 10.6 系统的 Fink 必须从源代码安装。首先到 Fink 的源代码发布站点下载 Fink

的源代码包，比如说目前的最新版 0.29.21。下载以后解压到 ~/src 目录里，然后进入 fink 源代码

目录，运行

./bootstrap /sw64

Fink 随后会询问各种问题，第一个问题询问根权限的获取方法，选择使用默认值 Use sudo：

Fink must be installed and run with superuser (root) privileges. Fink

can

automatically try to become root when it's run from a user account.

Since

you're currently running this script as a normal user, the method you

choose

will also be used immediately for this script. Avaliable methods:

(1) Use sudo
(2) Use su

(3) None, fink must be run as root

Choose a method: [1] 

第二个问题是最重要的，一定要选择把所有软件包编译 64bit-only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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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hardware is a 64bit-compatible intel processor, so you have the

option of

running Fink in 64bit-only mode.  This is not recommended for most

users, since

many more packages are available for the default mode (which is

mostly 32bit

but includes some 64bit packages).  Which mode would you like to use?

(1) Default (mostly 32bit)

(2) 64bit-only

Choose a mode: [1] 2

剩下的几乎所有问题都跟后续各种软件包的源代码下载地址有关，全部采用默认值从主站点下载即

可。Fink 接下来会自动下载所需的基础软件并编译安装到系统的 /sw64 目录下，完成后它会提示用

户执行初始化脚本 /sw64/bin/init.sh 以设置必要的环境变量，尤其是 PATH（该脚本可以写入到

~/.bash_profile 中以便日后打开终端窗口可以直接使用 64 位的 Fink，但如果还要安装 32 位 Fink

的话需要注意系统里不能同时设置两种 Fink 的环境变量）。然后先执行 fink selfupdatefink selfupdate 更新一

次 Fink 自身，再执行 fink update-allfink update-all 更新所有基础软件包。接下来用 fink installfink install 命令安装

OpenCV 所需要的下列第三方程序和库：

cmake，一个用来生成 Makefile 和其他 IDE (包括苹果的 Xcode) 的工程文件的程序；

libpng14，PNG 图片支持库

libjpeg，JPEG 图片支持库

libtiff，TIFF 图片支持库

libjasper.1，JPEG-2000 图片支持库

pkgconfig，一个帮助寻找各种依赖库的辅助程序

我不需要视频相关的功能，因此以 ffmpeg 为首的各种视频相关的程序库我都没有安装，直接输入一

次 fink 命令就可以安装所有上述依赖库了：(各种文件格式的支持库如果不安装的话也可以，

OpenCV 源代码自带了，但我觉得还是用 Fink 系统的比较好，至少以后升级方便)

$ fink install cmake libpng14 libjpeg libtiff libjasper.1 pkgconfig

2. 安装 Intel Threading Building Blocks2. 安装 Intel Threading Building Blocks

Intel Threading Building Blocks (TBB) 类似于以前的 OpenMP 和苹果系统自带的 GCD，用于帮

助用户创建隐式的并行计算程序，底层依赖于操作系统的多线程库。TBB 最初是 Intel 的商业软件，

但自从 3.0 以后就开源了，同时 Intel 仍然销售带有技术支持的商业版本。我在其下载站点上下载了

最新的 Commercial Aligned Release，目前的版本是 3.0 update 7。下载后我把它移动到了

/opt/intel 目录下并创建了一个软链接以便日后版本升级时可以随意切换到新版本：

binghe@binghe-i7:/opt/intel$ ls -l

total 8

lrwxr-xr-x   1 root    wheel   12  6 14 13:55 tbb -> tbb30_196oss

drwxr-xr-x  10 binghe  lisp   340  5 10 18:28 tbb30_196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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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需要做两件事，首先修改 /opt/intel/tbb/bin/tbbvars.sh 脚本文件的第一个有效行，将正确的

安装位置设置到 TBB30_INSTALL_DIR 环境变量上：

TBB30_INSTALL_DIR="/opt/intel/tbb"

然后在 ~/.bash_profile 里添加一行以确保 TBB 库可被以后编译出来的 OpenCV 库成功加载：

source /opt/intel/tbb/bin/tbbvars.sh

操作完成以后重新打开一个终端窗口，显示 DYLD_LIBRARY_PATH 环境变量的值，里面应该包含

TBB 的路径才对：

$ echo $DYLD_LIBRARY_PATH 

/opt/intel/tbb/lib

3. 下载并编译 OpenCV 源代码3. 下载并编译 OpenCV 源代码

强烈推荐使用 SVN trunk 上的最新版本（目前是 2.2.9），而不要使用官方最新发布的 2.2.0 版

本，因为老版本里的 bug 比较多，有时竟然毫无错误提示地 crash 掉。

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专门放源代码的地方（推荐使用 ~/src 或者 ~/Source），用 SVN 客户端把最新

的 OpenCV 源代码 check out 下来：

$ svn co https://code.ros.org/svn/opencv/trunk/opencv

然后进入 opencv 目录，执行下列 cmake 命令，创建用于编译的 Unix Makefile：

$ cmake -G "Unix Makefiles" -D BUILD_NEW_PYTHON_SUPPORT=OFF -D

CMAKE_OSX_ARCHITECTURES="x86_64" -D WITH_TBB=ON -D

TBB_INCLUDE_DIR=/opt/intel/tbb/include .

这是整个编译过程的关键所在。我不编译 Python 支持，强制编译成 64 位，并且要求其打开 TBB

支持。cmake 最后会输出一个汇总报告：

-- 

-- General configuration for opencv 2.2.9 =====================================

-- 

--     Built as dynamic libs?:     ON

--     Compiler:                   

--     C++ flags (Release):          -Wall -pthread  -O3 -DNDEBUG  -fomit-frame-pointer -O3 -ffast-math -msse -msse2 -

DNDEBUG 

--     C++ flags (Debug):            -Wall -pthread  -g  -O0 -ggdb3 -DDEBUG -D_DEBUG 

--     Linker flags (Release):      

--     Linker flags (Debug):        

-- 

--   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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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a:                      YES

-- 

--   Media I/O: 

--     ZLib:                       TRUE

--     JPEG:                       TRUE

--     PNG:                        TRUE

--     TIFF:                       TRUE

--     JPEG 2000:                  TRUE

--     OpenEXR:                    NO

--     OpenNI:                     FALSE

-- 

--   Video I/O:                    QTKit

-- 

--   Interfaces: 

--     Python:                     OFF

--     Python interpreter:         

--     Python numpy:               NO (Python interface will not cover OpenCV 2.x API)

--     Use IPP:                    NO

--     Use TBB:                    YES

--     Use Cuda:                   NO

--     Use Eigen:                  NO

-- 

--   Documentation: 

--     Build Documentation:        NO

-- 

--     Install path:               /usr/local

-- 

--     cvconfig.h is in:           /users/binghe/src/o/opencv

-- -----------------------------------------------------------------

-- 

-- Configuring done

-- Generating done

-- Build files have been written to: /users/binghe/src/o/opencv

其中最关键的部分是，Use TBB 一项必须正确地显示为 YES，否则说明 TBB 库没有安装好，那么

最后编译出来的 OpenCV 也就是废材一个了。如果已经成功走到这一步了，接下来就可以用 make

命令编译了。并行编译是允许了，我的系统有 8 个逻辑 CPU，所以可以全部用来加速编译过程，编

译成功后再用 sudo make install 把它安装到 /usr/local 下：

$ make -j 8

$ sudo make install

编译和安装成功的标志是查看 /usr/local/lib 下的一个 OpenCV 库文件的依赖库时应该可以看到

libtbb.dylib，然后用 file 命令可以确认这是一个纯 64 位的库：

$ otool -L /usr/local/lib/libopencv_core.dylib 

/usr/local/lib/libopencv_core.dy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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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lib/libopencv_core.2.2.dylib (compatibility version 2.2.0, current version 2.2.9)

 libtbb.dylib (compatibility version 0.0.0, current version 0.0.0)

 /usr/lib/libz.1.dylib (compatibility version 1.0.0, current version 1.2.3)

 /usr/lib/libstdc++.6.dylib (compatibility version 7.0.0, current version 7.9.0)

 /usr/lib/libSystem.B.dylib (compatibility version 1.0.0, current version 125.2.0)

$ file /usr/local/lib/libopencv_core.dylib

/usr/local/lib/libopencv_core.dylib: Mach-O 64-bit dynamically linked

shared library x86_64

4. 测试4. 测试

这样就顺利编译完成了。最后我们用一个简单的程序测试一下其可用性：

#include "opencv/highgui.h"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IplImage* img = cvLoadImage(argv[1], -1);

  cvNamedWindow("Example1", CV_WINDOW_AUTOSIZE);

  cvShowImage("Example1", img);

  cvWaitKey(0);

  cvReleaseImage(&img);

  cvDestroyWindow("Example1");

  return 0;

}

上述代码保存成 hello.c 以后用下列命令行应当能够成功编译成一个可执行文件 hello：

$ gcc -lopencv_highgui -lopencv_core -o hello hello.c

然后以一个图片文件名为参数调用该程序应该可以在一个图形窗口里显示该图片的内容。如果程序正

常运行，那么就说明 OpenCV 的安装成功了。

阅读(9271)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奋斗》 近期事件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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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11-06-15 20:35yxccumt

回复 |  删除

在snow leopard上编译默认就是64位的。

追求效率的话，你可以开IPP，这个得花钱买，有免费暂时evaluation版。Cuda不确定mac的显卡支持不

支持，和Eigen，这个是开源库，macports和homebrew上都有。起码Use IPP/TBB/Cuda/Eigen都说

yes了，才能说高性能编译吧，还有很大折腾空间。。。

如果搞machine learning的话，我知道有hadoop下的mahout可以支持集群运算，比opencv在笔记本上

单机运算性能高多了。

-老杨

2011-06-15 20:42 冰河 回复 yxccumt

回复 |  删除

谢谢。IPP 不是免费的，就不用了；Cuda 只支持 nVIDIA 显卡，我的是 ATI 显卡；Eigen 写完

这篇文章以后才用起来，通过 Fink 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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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跆拳道训练快一个月了，体力和韧带都恢复得很好，今天尤其感觉精力充沛；下午的毽球也踢得

可以。晚上在道馆里自己用三脚架拍了上面这张很符合我严肃形象的照片。

前面几周由于迟迟搞不定 OpenCV 的对象识别和机器学习流程，多少有些上火，加之平时一起吃饭

的 QA 姑娘少了一个，心情更显低落。不过满天乌云尽皆散去，自从上周末把 OpenCV 用明白以

后，工作上的事情总算有眉目了。作为图像领域的新手，我感到很欣慰；我并不喜欢这些工作，但工

作就是工作，唯一的目标就是尽快完成它然后再去干别的。顺便重学一下 C++ 并了解 Intel 的高性

能程序库，也不错。

近期的 Common Lisp 相关消息如下：

我借助自己的 cl-net-snmp 项目为 common-lisp.net 网站写了一个简单监控系统。我使用了

正统的 Lisp 开发流程：起一个 Lisp 进程，通过 SLIME 远程连上去，然后写代码/改代码，进

程永不退出，任何 bug 都可以在线修复。

ECL 终于可以运行在苹果的 iOS 设备上了 [1]，我顺利地在自己的 iPhone 和 iPad 上把它的

示例 app 跑起来了。

成功地在 LispWorks、MCL、CMUCL、Clozure CL 和 SBCL 五种平台上运行了 CL-

HTTP 的最新源代码，自己打了补丁。

2012 年国际 Lisp 会议 (ILC 2012) 将在日本京都举行，路途比较近，我打算届时前去参加；

是时候开始选题写论文了。

[1] ECL on iOS, https://github.com/kriyative/ecl-iphone-builder

昨天是日本大地震 100 天，从 NHK 每天的新闻来看，日本的核危机目前仍处于失控状态，前景不

容乐观；十分担忧。

闲暇时间不停地看杂书。《联邦党人文集》和《道德情操论》都快看完了，复旦孙立坚的《金融经济

学》也开了个好头——到今天我才明白 NASDAQ 是一个缩写，全称是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Automated Quotation System (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属于二

级股票市场中的场外交易部分。

今天第一次跟认识了两年整的跆拳道小姑娘拍合影。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但我很满足我们目前所

保持的良好友谊，并且希望保持得尽可能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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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养伤 2008-06-19 07:57:4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对于现阶段的我来说，事业仍处于不稳定之中，囊中仍很羞涩，追求任何姑娘都是自取其辱。所以我

决心继续保持目前的生活状态，多做事少享受，多付出少索取，静候国际形势的自然发展。

阅读(4893) |  评论(1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在 Mac OS X 10.6 下编译安装高性能 OpenCV 库 读《联邦党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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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13 09:29laijingli2006@126

回复 |  删除

今天看了你的博客，你是怪才、奇才，对不，春哥？

2011-06-29 14:53叶秋

回复 |  删除

别说，您老人家难得找了个长得像正常人的合影......

2011-06-29 14:59 冰河 回复 叶秋

回复 |  删除

哇靠，高度评价啊，我代小姑娘谢谢你！

2011-07-13 07:55莫愁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看你的博客太让我乐呵了~啊哈哈哈~

2011-06-29 18:41moqi

回复 |  删除

这个mm不错呀~

2011-06-28 07:30无很

回复 |  删除

春哥加油!

2011-06-21 10:52timmey

回复 |  删除

这武士，天下无敌了

2011-06-21 07:10刘刘

回复 |  删除

伞哥的眼神，鹰一般地犀利啊！

2011-06-21 06:15zdzfocus@126

回复 |  删除

兄台，努努力，把她收编了啊

2011-06-20 12:59helleryu

回复 |  删除

这个mm要能拿下就好了，呵呵，这次希望你能去日本，公司给报销不

zmq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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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20 10:35

回复 |  删除

Hi 您好，能分享下SBCL 上运行CL-HTTP的方法吗？

非常感谢！

2011-06-20 10:46 冰河 回复 zmq9999

回复 |  删除

可以，邮件交流吧。

2011-06-20 09:46rmrf

回复 |  删除

mm很pp，努力把！

2011-06-20 07:17Jimmy

回复 |  删除

姑娘好漂亮

2011-06-20 05:32wain

回复 |  删除

光看合影，还以为拿着iPhone的美女，欠了冰河多少钱呢

冰河太严肃了，以后拍结婚照，会是什么模样呢，好奇^_^

2011-06-20 05:06symield

回复 |  删除

自取其辱+1

2011-06-20 03:46xianghuabq

回复 |  删除

姑娘长得好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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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评价：

书名：联邦党人文集

豆瓣评分：9.0分(2129人评价)

来自豆瓣读书资源

读《联邦党人文集》读《联邦党人文集》    

闲暇时间继续阅读我的名著典藏。政治学著作通常不要求读者的知识背

景，相比比经济、法律和哲学读物更加通俗易懂，因此是我首要的阅读

对象。出于对美国制度的好奇，在过去几周里，利用一切空隙时间，例

如上下班的公交车上，用 iPad 读完了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这本

书令我茅塞顿开，不敢妄加置评，以下随便摘抄几段：

关于本书的起源，《联邦党人文集》的出版说明部分是这样说的：

1787 年 5 月，根据美国邦联国会的邀请，在乔治·华盛顿的主

持下，在费城举行了全国代表会议。会议的原定目的是：修改执

行已有八年之久的《邦联条例》。但是，经过了近三个月的秘密

讨论以后，会议不仅否定了这个条例，而且重新制定了一部取而

代之的新宪法。因此，这次会议就成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制宪会议。

新宪法在费城会议通过后，要由十三个州的代表会议分别批准，而且规定，有九个州的同意，

即可生效。但是，在各州的批准过程中，对新宪法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拥护，一种反

对。因此，就发生了美国历史上一场最激烈的论战。本书就是这次论战的产物。它是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三人为争取批准新宪法在纽约报刊上共同以 "普布利

乌斯" (Publius) 为笔名而发表的一系列的论文文集。

后来 1787 年制宪会议所制订的美国宪法一直沿用到今天，尽管后来还产生了一系列的宪法修正案，

但宪法的结构保持不变。影响深远的美国南北战争虽然从此消除了奴隶制，但对美国宪法的影响却甚

微。200 多年来，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虽然其总体国家形象对国人来说时好时坏，虽

然美国社会也有种种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既没有腐化，

也没有蜕变成专制政府。这跟美国立国先贤们的高瞻远瞩是分不开的。

本书三位作者之一的 Alexander Hamilton 在开篇中写道：

字号

力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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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

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

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如果这句话不无道理，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我们所

面临的紧要关头当做是应该做出这项决定的时刻；由此来看，假使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

色，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

关于众议院的选举和任期问题，第五十七篇写道：

每部政治宪法的目的就是，或者说应该是，首先为统治者获得具有最高智慧来辨别和最高道德

来追求社会公益的人；其次，当他们继接受到公众委托肘，采取最有效的预防办法来使他们廉

洁奉公。用选举方式获得统治者，是共和政体独有的政策。依靠这种政体，用以预防他们腐化

堕落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最有效的一种是任期上的限制，以便保持对人民的适当责任。

⋯⋯ 所有立法会议，组成的人数越多，实际上指导会议进行的人就越少。”

关于参议院的必要性，第六十二篇：

一切一院制而人数众多的议会，都容易为突发的强到感情冲动所左右，或者受帮派头子所操

纵，雨通过过分的和有害的决

议；这也足以说明设置参议院的必要性。⋯⋯ 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做到两点：一、信守政权的宗

旨，亦即人民的幸福；二，了解实现其宗旨之最佳途径。有些政府在两方面均付缺如；多数政

府则在前一点有所欠缺。笔者可以并无顾忌地指出，美国各届政府的问题在于太不重视后一

点。

关于政府的稳定性，同一篇：

从另一观点考察，不稳定的政府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害。对公众机关缺乏信任，使人不敢贸然从

事有益的事业，因为事业的成败利害，往往取决于现行安排是否持久。如果个人的筹划还未及

执行就有可能被判为非法，有何老于此道的商人肯把财富投入新的行业呢？如果由于政府反复

无常，个人颈先付出劳动或资本，璀兔反受其害，有何农场主或制造商肯把本钱下在号召生产

的农工产品上呢？一言以蔽之，如无一套稳定的国家政策予以鼓励，任何改造或能新都是不能

实现的。

最精彩的部分是关于司法部门的评述，第七十八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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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3058)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冰河推荐阅读：冰河推荐阅读：

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  2006-07-31 17:42:50

近期事件汇总 在 SBCL 等开源 Lisp 平台上运行 CL-HTTP (part 1)  

2012-01-10 08:0056906950

回复 |  删除

老大

你文中的红色和黑色背景能把人的氪金狗眼闪瞎啊，看一会儿我都眼花了。

2011-06-29 03:30阅夜思月

回复 |  删除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输入法,这次有别字,   宪怯,即可生敖,蓝色段落的前两段.还是直接^c ^v的

2011-06-29 04:27 冰河 回复 阅夜思月

回复 |  删除

谢谢告知，改过来了。我是先用 Acrobat 对扫描版的 PDF 进行 OCR 然后再把结果拷贝出来的

，偶有错字。

2011-06-28 07:30lispW

呵呵～ 呵呵～

想赞，发现无异于蒙着被子偷笑。呵呵～ 呵呵～



20/08/18, 22:10 -  - 

Pagina 4 di 4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152592817149/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回复 |  删除

2011-06-27 16:23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可笑的是，深圳想搞行政的三权分立，也被老家伙们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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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联邦党人文集》 2011 生日寄语  

2011-06-30 23:45:14 |  分类：  Lisp |  标签： lisp  htt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在 SBCL 等开源 Lisp 平台上运行 CL-HTTP (part 1)在 SBCL 等开源 Lisp 平台上运行 CL-HTTP (part 1)    

现在我来说明在 4 种开源 Common Lisp 平台上运行 CL-HTTP 的方法，四种平台分别

是 SBCL、Clozure CL、CMUCL 和 Macintosh Common Lisp (MCL)。我相信我所提供的这些

信息对某些 Common Lisp 爱好者来说将是梦寐以求的。

背景背景

字号

 评论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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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也曾在博客里多次提到 CL-HTTP，多年来也一直在实际地学习和使用这个软件。概括地说，

CL-HTTP 是一个纯 Common Lisp 实现的高级 Web 应用服务器。和 Common Lisp 社区的其他

流行 HTTP 服务器，例如 Hunchentoot 和 AllegroServe 相比，CL-HTTP 不仅提供了 HTTP 1.1

协议的完整实现，还提供了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包括基于 Lisp 宏的动态 HTML/XHTML 代码生

成，面向对象的 Web 交互设计，权限控制，HTTPS 和 HTTP Proxy 支持（带有缓存）等，另外它

还提供 HTTP 客户端，SMTP/POP3/FTP 支持以及其他数不清的高级特性。CL-HTTP 是目前开源

Common Lisp 项目中规模最大、最复杂的，其核心 server 模块源代码 5 万多行，所有模块连同各

种平台的移植在内共计 35 万行 Common Lisp 代码（bz2 压缩一下其实只有不到 7M），可谓是

浩如烟海，Lisp 新手往往迷失在其庞大的目录树里。

CL-HTTP 最初是在 Symbolics Lisp Machine 上开发的，1994 年开始公开了源代码。作者是

MIT AI 实验室 (CSAIL) 的教授 John C. Malley，目前主要维护者还包括 Rainer Joswig 和来自几

个商业 CL 平台的专家，尤其是 LispWorks 公司的 Martin Simmons。CL-HTTP 的开发工作非常

缓慢，但也极度稳定可靠，不过主要是在上一代的很多商业平台上。CL-HTTP 的源代码 SVN 是不

公开的，仅少量核心开发者具有访问权限，但是一般可以通过发信给邮件列表向开发者索取最新的源

代码。这给追踪其源代码变化带来了一定困难，因此我自己维护了一个私有的 SVN 库将历史上获得

的所有代码快照全部提交在里面，再注入我自己的一些补丁。

获得最新的 CL-HTTP 源码获得最新的 CL-HTTP 源码

CL-HTTP 网站上目前公开下载的最后版本 70.190a 已经是很老的版本了，目前的最新版本是

70.218，SVN revision 至少为 436。Rainer Joswig 定期将 SVN 上的最新版本打包放在它的个

人主页上，下载地址是：

http://lispm.dyndns.org/distributions/

其中目前的最新版本的下载文件名是 cl-http-70-218-s436.tar.gz。不过由于上游合并补丁的速度

非常慢，即便是这个最新版本仍然有一些问题导致 SBCL 下无法顺利加载。推荐使用的是本文附件

中的版本，它来自我自行维护的 CL-HTTP 私有 SVN 库，修复了很多 bug，补丁已提交到上游但尚

未被合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同时下载两个文件然后自行比对其中的差异。 

源代码结构源代码结构

CL-HTTP 的源代码可以大致分为下列 7 个部分：

1. 平台无关的核心代码，包括 HTTP/HTTPS 协议本身的实现和 HTML、URL 等标准的实现代

码；

2. 平台无关的周边代码，包括 HTML 解析器、客户端、SMTP/FTP 等协议的实现等；

3. 平台无关的用户贡献代码，包括 POP3 客户端、XML 工具箱以及最重要的可移植模板 (port-

template) 代码等；

4. 平台相关的核心代码，包括适用于 CMUCL、LispWorks、MCL、SCL 等主要平台的网络和

工具性代码等；

5. 平台相关的周边代码，例如 LispWorks 和 MCL 下的图形界面控制台等；

6. 平台相关的用户贡献代码，例如 LispWorks 下的 UTF-8 支持、远程 Listener 和数据库认证

接口等；

7. 示例站点的源代码和静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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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要介绍 CL-HTTP 的源代码目录结构，最顶层各目录的说明如下表所示：

目录名目录名 类别类别 用途说明用途说明

 acl  平台相关代码  Allegro CL 移植

 client  平台无关的周边代码  HTTP 客户端

 clim  平台无关的周边代码  基于 CLIM 的图形控制台

 cmucl  平台相关代码  CMU Common Lisp 移植

 contrib
 平台无关的用户贡献代

码

 各种有用的扩展，尤其包括可移植模板 (port-

template)

 examples  示例站点  示例站点的源代码

 ftp  平台无关的周边代码  FTP 客户端（代理）

 html-

parser
 平台无关的周边代码  HTML 解析器

 lambda-ir  平台无关的周边代码  全文索引

 lcl  平台相关代码  Lucid/Liquid Common Lisp 移植

 lispm  平台相关代码  最初在 Symbolics Lisp Machine 上开发的全部代码

 lw  平台相关代码  LispWorks 移植

 mcl  平台相关代码  Macintosh Common Lisp 移植

 proxy  平台无关的核心代码  HTTP Proxy（正反向都有）

 scl  平台相关代码  Scieneer Common Lisp 移植

 server  平台无关的核心代码  核心 HTTP 协议实现和 HTML 生成代码等

 smtp  平台无关的周边代码  SMTP 协议实现

 standards  静态文件  相关 RFC 标准的文本，通过示例站点可访问到

 w3p  平台无关的周边代码  W3P (Presentation-based Interface)

 w4  平台无关的周边代码  W4 Constraint-Guided Web Walker

 www  示例站点  示例站点的静态页面和其他数据文件

在 SBCL 上启动 CL-HTTP 的方法在 SBCL 上启动 CL-HTTP 的方法

正确在 SBCL 上启动 CL-HTTP 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拥有一个支持多线程 (sb-thread) 的 SBCL，其

次一定要使用比较新的版本（目前最后发布的 1.0.49 经测试是可用的）。遗憾的是，目前 SBCL 官

方站点提供的二进制版本只在 Linux/x86 和 Linux/AMD64 上默认打开了多线程支持，其他平台要

么不支持多线程，要么就是默认关闭的。SBCL 目前官方的 Windows 版本多线程支持不好，推荐改

用 Anton Kovalenko 维护的 sbcl-win32-threads 分支，遗憾的是，我一时找不到预编译版本的下

载地址了。Mac OS X 用户需要先安装官方的二进制版本，然后使用 SBCL 源代码重新编译支持多

线程的版本。这需要在源代码顶层目录里放置一个名为 customize-target-features.lisp 的文件，

内容如下所示：

(lambda (features)

  (flet ((enable (x)

           (pushnew x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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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able (x)

           (setf features (remove x features))))

    (enable :sb-thread)))

具体的编译和安装方法可参见 SBCL 源代码目录里的 INSTALL 文件。以下假设一个支持多线程的

SBCL 已顺利安装。

在 SBCL 下编译 CL-HTTP 最重要的一环是加载启动文件，它的相对路径是 contrib/kpoeck/port-

template/load.lisp。

首先进入 CL-HTTP 源代码根目录，然后启动一个 SBCL 环境并加载上述文件：

binghe@binghe-mac:~/Lisp/self/cl-http$ sbcl

This is SBCL 1.0.49, an implementation of ANSI Common Lisp.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BCL is available at <http://www.sbcl.org/>.

SBCL is free software, provided as is, with absolutely no warranty.

It is mostly in the public domain; some portions are provided under

BSD-style licenses.  See the CREDITS and COPYING files in the

distribu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 (load "contrib/kpoeck/port-template/load.lisp")

; loading #P"/Users/binghe/Lisp/self/cl-http/contrib/kpoeck/port-template/load.lisp"

;; loading #P"/Users/binghe/lib/sbcl/sb-introspect/sb-introspect.asd"

;; loading #P"/Users/binghe/lib/sbcl/sb-introspect/introspect.fasl"

;; loading #P"/Users/binghe/Lisp/self/cl-http/contrib/kpoeck/port-template/translations.lisp"

; file: /Users/binghe/Lisp/self/cl-http/contrib/kpoeck/port-template/load.lisp

; in: DEFUN LOAD-THE-THING

;     (POTENTIALLY-COMPILE-FILE VALUE)

; 

; caught STYLE-WARNING:

;   undefined function: POTENTIALLY-COMPILE-FILE

; 

; compilation unit finished

;   Undefined function:

;     POTENTIALLY-COMPILE-FILE

;   caught 1 STYLE-WARNING condition

; in: DEFUN LOAD-CL-HTTP-FILES

;     (LOAD-CL-HTTP-FILES-INTERNAL *FILES-CL-HTTP*)

; 

; caught STYLE-WARNING:

;   undefined function: LOAD-CL-HTTP-FILES-INTERNAL

; 

; compilation unit finished

;   Undefined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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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青春永驻 2013-06-30 16:46:49

    转载

;     LOAD-CL-HTTP-FILES-INTERNAL

;   caught 1 STYLE-WARNING condition

Excecute (COMPILE-ALL) to compile the system. 

Excecute (LOAD-CL-HTTP-TESTER) to test the system without sockets. 

To start the simple-server do (http::start-examples) .

T

忽略那些警告，注意结尾处的三句话：执行 (COMPILE-ALL) 可以编译整个系统，执行 (LOAD-CL-

HTTP-TESTER) 可以在不使用网络的情况下测试整个系统；使用 (HTTP::START-EXAMPLES) 启

动示例站点。

正确的启动方法是，首先执行 (COMPILE-ALL) 然后跳过测试，直接使用 (HTTP::START-

EXAMPLES) 来启动示例站点。一次完全编译可能需要花几分钟时间，并且每次只能做完全编译（以

后会说明怎样节省时间）。启动成功后有类似下面的提示：

[2011-06-30 23:42:32]  HTTP Proxy Service Enabled on port 8000 for NIL.

[2011-06-30 23:42:32]  HTTP service enabled for: http://localhost:8000/

如果顺利走到这一步了，那么恭喜你，可以打开浏览器访问 http://localhost:8000/，然后就

可以看到本文插图中的示例站点 Web 页面了。

(后记：附件的源代码有所更新，修复了一个 port-template 下的小问题，请看到的读者下载新版本

(r75))

新的下载地址：

cl-http-70-218-s436-binghe-r75-fixed-v.part1.rar

cl-http-70-218-s436-binghe-r75-fixed-v.part2.rar

or files.me.com/binghe.lisp/aw4rfb

(未完待续)

阅读(7832) |  评论(1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读《联邦党人文集》 2011 生日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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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2014-05-28 10:08LeslieZhu

回复 |  删除

你好，我下载后根据步骤操作，在(compile-all)的时候遇到这个报错： process 51: No such file or dir

ectory : #P"http:w3p;package.lisp.newest"，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2011-07-04 02:58timmey

回复 |  删除

太好了，《黑客与画家》里保罗格雷厄姆创业用的服务器是unix的，他们的web服务器是也是用lisp写的吗

！

2011-07-04 03:57 冰河 回复 timmey

回复 |  删除

是的，Paul Graham 的 Viaweb 完全是用 Common Lisp 写的。

2013-09-14 11:12wanws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Viaweb 有 源码吗？

2012-10-22 14:32krfantasy

回复 |  删除

之前就是看了binghe大哥你的文章，然后在ccl上顺利跑起了cl-http，太高兴了。

今天过来留个名。

2011-07-12 04:16敬涛

回复 |  删除

支持！

kkizz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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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08 14:06

回复 |  删除

不错。

按照楼主说的方法，顺利在ccl上启动了

2011-07-01 07:15lmjhome

回复 |  删除

 Anton Kovalenko 维护的 sbcl-win32-threads 分支的网址是http://www.siftsoft.com/inprogress/s

bcl-notes.html 吧。

 

2011-07-01 07:22 冰河 回复 lmjhome

回复 |  删除

啊，谢谢告知！

2011-07-06 16:04whitelilis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期待下文.

在 gentoo x86-64 sbcl 下 (compile-all) 后,返回 nil, (start-examples) 方法找不到.相关日志如

下:

STYLE-WARNING:

   Implicitly creating new generic function RESPOND-TO-LAMBDAVISTA-SEARCH.

STYLE-WARNING:

   Implicitly creating new generic function COMPUTE-LAMBDAVISTA-SEARCH-FORM.

; 

; compilation unit finished

;   caught 11 WARNING conditions

;   caught 169 STYLE-WARNING conditions

Evaluation took:

  48.571 seconds of real time

  47.642758 seconds of total run time (45.676057 user, 1.966701 system)

  [ Run times consist of 11.327 seconds GC time, and 36.316 seconds non-GC time. ]

  98.09% CPU

  30,877 forms interpreted

  52,699 lambdas converted

  122,736,416,458 processor cycles

  4,931,616,560 bytes consed

  

NIL

2011-07-06 16:35 冰河 回复 whitelilis

回复 |  删除

应该是 (HTTP::START-EXAMPLES)，内部符号，不好意思我写错了一点点。

2011-07-07 14:51whitelilis 回复  冰河

谢谢冰河的快速回复.

看来是我疏忽了, 提示中说明了是 (http::start-examples), 我用的是 (http:start-examples) 少

了一个 :, 汗.

说来也是奇怪, 这里居然是两个冒号, 记得一般的 package 里都是一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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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回复 |  删除

已经可以看到欢迎页了.

期待这个好东东什么时候可以直接用 asdf 来安装就爽了.

2011-07-07 16:03 冰河 回复 whitelilis

回复 |  删除

两个冒号表示内部符号，只有那些明确 export 出来的符号才能使用一个冒号的形式。

2011-07-02 07:28wain

回复 |  删除

冰河的苹果电脑开启了64位吗，本地重新编译sbcl，总是提示 sb-posix失败，google了一下，说leopar

d 64 位有此Bug

2011-07-02 10:55 冰河 回复 wain

回复 |  删除

我是 Snow Leopard，安装和编译的就是 x86-64 的 SB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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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在 SBCL 等开源 Lisp 平台上运行 CL-HTTP (part 1) 在 SBCL 等开源 Lisp 平台上运行 CL-HTTP (part 2)  

2011-07-04 00:30:58 |  分类：  生日寄语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2011 生日寄语2011 生日寄语    

今天是敝人 29 岁生日。

我感到自己的生命在流逝；我努力地让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努力让自己的存在更有价值，不过也只

是尽我所能，但求问心无愧罢了。如果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宝贵的，那么我做得似乎还很不够。

今年我收到了一些来自朋友的生日礼物，都是很有用的东西，符合我一贯的实用主义观点；这让我感

到十分欣慰。每到这个时候，许多朋友和认识我的人往往都希望我可以尽快找到人生伴侣，甚至有朋

友告诉我今后最重要的一件事乃是抚育下一代。作为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我，对此仍然持强烈怀疑态

度。我曾经把自己的现状归因于当今社会过高的生活成本，有时把过去的多次感情失败归因于自身的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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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26 周岁生日 2008-07-04 06:51:4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转载

某种不足；不过随着阅历增长，我终于认识到这些想法其实相当肤浅。所以我打算今后彻底否定这些

不成熟的结论，将自己从此带入一个新的阶段。我要宣布一些事情：

1. 对于过去所有明确拒绝过我的姑娘和被我拒绝或者跟我分手的姑娘，我认定是她们配不上我；

2. 出于各种考虑，我将忍痛并且永远放弃追求我所在公司里的任何姑娘；

3. 我仍然关心和爱护所有那些一直以来关心或追随我的人，他（她）们的幸福是我不可推卸的社

会责任；

4. 我自己的幸福与否并不重要，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重要的是我要不停地学习以满足求知欲及

填补偶尔的短暂空虚；

5. 工作只是一种谋生手段，重要的是如何用最少的时间完成既定的工作以达到谋生的目的，其他

都是浮云；

6. 我通过各种形式的公开学术成果、知识和生活理念的传播来完成我对这个社会所尽的义务；

7. 我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但没什么是我不能放弃的；重要的是 “放弃什么不放弃什么” 的掌握

权在我手里。

最后，我将怀着感激之心接受一切生日祝福，并真心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阅读(10341) |  评论(3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在 SBCL 等开源 Lisp 平台上运行 CL-HTTP (part 1) 在 SBCL 等开源 Lisp 平台上运行 CL-HTTP (part 2)  

2011-10-21 11:39Andy

回复 |  删除

不好意思刚看了当当上得价格是89，然后是7.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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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20 05:15breathingg 回复 Andy

回复 |  删除

名与利，是与生俱来的欲求。共产主义思维冲昏太多人的头脑，以至于善良的人民在小资社会却

有共产的要求。

2011-12-17 09:59大补狼[无为]

回复 |  删除

看了你的博客，发现你真有意思，天然的程序员。

2011-10-21 11:29Andy

回复 |  删除

“6. 我通过各种形式的公开学术成果、知识和生活理念的传播来完成我对这个社会所尽的义务；”，不同

意这句话，因为你真的这样想并这样做的话，应该把你的译作公开，而不是一个贵的离谱的价格，差1元就

是100了。其实你还是想要出名得利。没有冒犯的意思，我只是一个普通的Java程序员，感觉你有些话有

点道理，也说到我的心里。但你有些做法也有些言行不一。

2011-10-21 11:42 冰河 回复 Andy

回复 |  删除

首先这本书的定价 (是 89，不是 99) 是出版社定的，我也觉得有些贵，但这跟我无关；其次国内

出版界规定译作只能按字数拿稿酬，此书的定价和销量都跟我的个人收入无关。

2011-10-21 11:44 冰河 回复 Andy

回复 |  删除

我有两部译作：On Lisp 和 Practical Common Lisp，已经公开了一部，这样还不够么？

2011-10-17 08:30hongyemosuo

回复 |  删除

霸气外漏啊

2011-08-13 06:02yangcili2068

回复 |  删除

楼主写的很好！！

2011-08-06 09:36catherinealice18

回复 |  删除

虽然很欣赏你，不过感觉你还有有点过于自恋和变态！

2011-07-21 16:11苗苗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送上迟到的祝福~！ 希望在新的环境里工作愉快，早点遇到两情相悦的姑娘~~



20/08/18, 22:092011  -  - 

Pagina 4 di 7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16395452130/

2011-07-13 08:37wangj_889

回复 |  删除

什么

2011-07-13 05:39sunddy

回复 |  删除

 祝福

2011-07-13 03:33sevear7

回复 |  删除

结婚确实不是你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甚至都不能算大事一桩

2011-07-07 02:55gjcft@126

回复 |  删除

潜水已久。生日快乐。

2011-07-06 16:59Abby

回复 |  删除

呀，冰河，生日快乐，迟到的祝福哦

2011-07-05 19:15面包树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

2011-07-05 07:21lispW

回复 |  删除

没想到，冰河跟我同一天生日。 - -！ 呵呵，祝生日快快乐。虽然。。。过期了。。。

2011-07-05 05:32君儿

回复 |  删除

你自己的幸福自然也重要的～

2011-07-04 14:07Katrina

回复 |  删除

冰河，生日快乐，祝你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2011-07-04 10:48小尾巴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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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04 09:01傻囡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

2011-07-04 08:36etarip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

2011-07-04 07:49Jimmy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 

2011-07-04 07:05lolanda

回复 |  删除

身日快乐~~~

同时再问一句：翻译由人邮的书什么时候能出版？

2011-07-04 07:06lolanda 回复 lolanda

回复 |  删除

呃...

重庆待久了，应该是“生日快乐”

2011-07-04 05:30laogu229

回复 |  删除

伞哥生日快乐！很欣赏你对待生活的态度，会有懂你、配得上你的姑娘出现的，哈哈。

2011-07-04 04:33dinckham

回复 |  删除

伞哥真男人！

2011-07-04 04:30Mesure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

2011-07-04 04:06xianghuabq

回复 |  删除

人都是有缺点的, 哪有完美的婚姻? 不要将你的事业和婚姻(生活)融为一体.

2011-07-04 03:56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单身吧，也不错的，有了孩子家庭以后，必然有很多东西要妥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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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04 03:52dotnil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冰河大大

2011-07-04 03:16xidian_308

回复 |  删除

happy birthday!

2011-07-04 03:00timmey

回复 |  删除

大哥，生日快乐

2011-07-04 02:20linjunhalida

回复 |  删除

配不上...说得太对了.

2011-07-04 02:02

来自网易手机博客

桃迦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_^

2011-07-04 01:59永福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哦..

2011-07-04 00:28newton

回复 |  删除

呵呵，生日快乐！

2011-07-04 00:00ricepig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哇

2011-07-03 18:35kyo_ralf_key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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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在 SBCL 等开源 Lisp 平台上运行 CL-HTTP (part 2)在 SBCL 等开源 Lisp 平台上运行 CL-HTTP (part 2)    

书接上文。

在 Clozure CL 上启动 CL-HTTP在 Clozure CL 上启动 CL-HTTP

CL-HTTP 在 Clozure CL (CCL) 上跑得比 SBCL 更好一些，因为 CCL 的多线程 API 特性更加丰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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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与 CL-HTTP 的可移植兼容层的吻合度也比较高。CCL 是我最喜爱的开源 Common Lisp 实

现。它由商业公司维护，性能稳定可靠，并且在所有支持的 OS/CPU 组合上都有多线程支持以及

32/64 位版本 (ARM 除外，只有 32 位)，在 Mac OS X 上甚至还有一个 IDE。目前最后发布的

CCL 版本 1.6 支持下列五种操作系统：

Mac OS X (PowerPC and x86)

Linux (ARM, PowerPC and x86)

FreeBSD (x86)

Solaris (x86)

Microsoft Windows (x86)

安装 Clozure CL 的过程非常简单，首先按照用户所在的平台将对应的源代码和二进制文件一次性地

从 SVN 上 checkout 下来。例如，对于 Mac OS X 上的版本 1.6，相应的 SVN URL 是：

http://svn.clozure.com/publicsvn/openmcl/release/1.6/darwinx86/ccl

只需调整 URL 中的版本号部分即可获得 CCL 的其他版本 (目前的可用范围是 1.2 - 1.7)。对于版本

1.6 来说，平台目录除 darwinx86 以外还包括下列平台组合：

darwinppc

freebsdx86

linuxarm

linuxppc

linuxx86

solarisx86

windows

Clozure CL 项目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将所有文件放在 SVN 里管理，所有二进制目录里使用

svn:external 属性链接到相应的源代码目录和预处理头文件 (cdb) 目录上。由于 CCL 是完全自举架

构的，即新版本的 CCL 二进制文件是从老版本的 CCL 加载新的源代码以后生成的，因此二进制文

件是作为构建 CCL 新版本的原材料来管理的。另外每当一些产生一些重要的源代码修改时，自举过

程可能短暂地需要人工干预，这些工作通常是由 CCL 核心开发者来处理并提交修复后的二进制文

件。

将 CCL 随便安装在任何目录里（所谓安装也就是找个地方就地 svn checkout 上述 URL），然后

要做的事情包括以下两点：

1. 定义一个环境变量 CCL_DEFAULT_DIRECTORY，使其内容等于 CCL 的安装路径。

2. Windows 上需要设置环境变量，将 %CCL_DEFAULT_DIRECTORY% 写入 PATH 环境变量

中；其他平台上推荐将 $CCL_DEFAULT_DIRECTORY/scripts 目录下的 ccl 和 ccl64 两个

脚本软链接到 PATH 环境变量所包含的某个目录里，例如 /usr/local/bin。

CCL 的启动方法是，Windows 下打开一个命令提示符窗口，然后根据自己系统的实际情况执行

wx86cl 或者 wx86cl64；其他平台下根据实际情况执行 ccl 或 ccl64。如果顺利启动的话应该可以

看到类似下面的提示：

binghe@binghe-mac:~$ ccl64

Welcome to Clozure Common Lisp Version 1.6-r14820  (DarwinX8664)!

? 

关于 Clozure CL 使用方法的其他问题，尤其是当源代码出现更新以后的重编译方法，请参阅官方文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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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lozure CL 上启动 CL-HTTP 的方法跟在 SBCL 上是完全一样的。即首先加

载 contrib/kpoeck/port-template/load.lisp，然后再用 (compile-all) 编译所有源代

码，(http::start-examples) 启动示例站点（浏览器中的效果如本文插图所示）。CCL 的编译

速度非常快。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CL-HTTP 的 SBCL 和 CCL 移植是通过 kpoeck 的 port-template 框架进行

的，这个框架的缺点在于 HTTP 请求的多线程处理相关代码还很不成熟。当 HTTP 服务器启动以

后，Lisp 环境中只有一个 HTTP 监听器线程：

* (sb-thread:list-all-threads)

(#<SB-THREAD:THREAD "Stupid cl-http-accept-thread" RUNNING {1004BABBD1}>

 #<SB-THREAD:THREAD "initial thread" RUNNING {10048393C1}>)

对于每个新的 HTTP 请求，CL-HTTP 都会临时派生一个新线程处理，一旦处理完毕线程就会退出；

对于多并发的请求来说性能成问题。因此 CL-HTTP 的 SBCL 和 CCL 移植目前还无法胜任产品级的

应用需求。不过一旦学会了 CL-HTTP 的使用方法，以后可以进而使用 LispWorks、MCL、SCL 甚

至 CMUCL 等平台运行产品级的 CL-HTTP 应用。

注意到示例站点的 URL 为 http://localhost:8000。如果想要在其他 IP 地址或者端口上运行示例站

点，可以带参数调用 HTTP::START-EXAMPLES 函数，语法是：

http::start-examples &key host port (type :stupid-multi)

其中 host 是字符串格式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port 是数值格式的端口，type 是一个关键字参数，除

了 :stupid-multi 以外另一个可用的值是 :single，这导致 CL-HTTP 可以运行在单线程模式下，

每次处理一个请求，并且上述函数将不会返回。单线程模式易于调试，甚至有可能把 CL-HTTP 跑在

不支持多线程的 SBCL 版本上。

(有资料表明，很多 Lisp 程序员将 CL-HTTP 与 Hunchentoot 一起混用，Hunchentoot 用来提供

多线程处理和 HTTP 协议的实现，CL-HTTP 负责生成动态 HTML/XHTML 代码。本系列文章的后

续部分会简要介绍 CL-HTTP 的 HTML 生成宏。)

保存 SBCL 和 CCL 下的编译成果保存 SBCL 和 CCL 下的编译成果

在前述的 CL-HTTP 加载过程中，每次执行 (COMPILE-ALL) 时都要重新编译 CL-HTTP 的所有源

代码。通常，使用 ASDF 或者 MK:DEFSYSTEM 的 Lisp 程序是可以做到按需编译的，但 CL-

HTTP 的 port-template 似乎有意关闭了按需编译以确保 CL-HTTP 代码的加载过程具有某种确定

性。对于 CL-HTTP 这种规模比较大并且代码相对稳定的项目来说，每次加载不同的用户站点代码时

都要重新编译整个 CL-HTTP 是不值得的（我最近在基于 MIPSel 的嵌入式系统上使用 SBCL

1.0.28 完整编译 CL-HTTP 花掉了 1 小时 36 分，而在我最好的电脑上这个过程只需 40 秒），因

此推荐的做法是在着手开发用户站点之前，先将 CL-HTTP 中除了示例站点以外的代码以二进制形式

导出到一个 core (或 image，不同的 Lisp 平台有各自推荐的扩展名，导出的文件不能跨平台使用)

文件中，从而实现快速加载。

SBCL 下的做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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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进入 port-template 的根目录（也就是 CL-HTTP 源代码的 contrib/kpoeck/port-template

目录)，然后不加载用户初始化文件启动 SBCL，然后依次输入红色标识的三个命令：

binghe@binghe-mac:~/Lisp/cl-http/contrib/kpoeck/port-template$ sbcl --no-userinit

This is SBCL 1.0.49.78-0bce932, an implementation of ANSI Common Lisp.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BCL is available at <http://www.sbcl.org/>.

SBCL is free software, provided as is, with absolutely no warranty.

It is mostly in the public domain; some portions are provided under

BSD-style licenses.  See the CREDITS and COPYING files in the

distribu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 (load "load.lisp")

* (compile-all)

* (save-lisp-and-die "cl-http.core")

这样就在当前目录下得到了一个 cl-http.core 文件，以后可以使用命令行 sbcl --core cl-

http.core 从该文件启动 SBCL (如果从其他目录启动 SBCL 则需要提供该文件的全路径)。事实上

SBCL 在不使用 --core 命令行参数启动时也会加载一个默认的 sbcl.core 文件，其中含有

Common Lisp 语言的实现和一些 SBCL 自己的语言扩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 Lisp 程序本质

上就是对 Lisp 语言的扩展，用户代码和语言本身的实现代码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在 core 文件中的

地位也是均等的。当然，诸如 car 和 cdr 这些底层 Lisp 函数最终上会被映射到 C 语言编写的底层

runtime 函数上。对 SBCL 的内部结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SBCL Internals wiki 站点。关于

sb-ext:save-lisp-and-die 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SBCL 官方手册。

Clozure CL 下的过程是类似的，不过 CCL 将 core 文件称为 image 文件。导出方法是类似的，首

先不加载用户初始化文件启动 CCL，然后执行同样的前两个命令编译 CL-HTTP，最后用一个不同的

命令导出 image 文件：

binghe@binghe-mac:~/Lisp/cl-http/contrib/kpoeck/port-template$ ccl64 -n

Welcome to Clozure Common Lisp Version 1.6-r14820  (DarwinX8664)!

? (load "load.lisp")

? (compile-all)

? (save-application "cl-http.image")

最后得到的 cl-http.image 文件可以使用 CCL 命令行 -I cl-http.core 来加载，注意 32 位和

64 位的 image 不能通用。关于 CCL:SAVE-APPLICATION 命令的其他细节请参见 CCL 官方手

册。

一旦以带有 CL-HTTP 的 core 或 image 文件启动了 SBCL 或 CCL，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HTTP::START-EXAMPLES) 来启动示例站点。这样可以大幅节省启动时间，并且为后面开发用户

站点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未完待续)

阅读(9216)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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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各种纪念日中度过的平静一周 2012-07-07 17:59:25

保持低调 2010-07-06 19:23:5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转载

2011 生日寄语 告别网易  

2013-09-16 16:55wanws

回复 |  删除

有资料表明，很多 Lisp 程序员将 CL-HTTP 与 Hunchentoot 一起混用，Hunchentoot 用来提供多线程

处理和 HTTP 协议的实现，CL-HTTP 负责生成动态 HTML/XHTML 代码。

能不能介绍下 怎么部署 CL-HTTP 与 Hunchentoot 一起混用

2011-07-08 09:37xianghuabq

回复 |  删除

sbcl生成的core (48M) 跟 ccl生成的(35M)相差真大!

看来要生成接近C语言级别的可执行二进制文件, 还要走很长的路.

2011-07-08 17:47 冰河 回复 xianghuabq

回复 |  删除

开源 CL 平台普遍缺少清理 core 文件中无关内容的能力，LispWorks 做得还可以，清理到 5～

10MB 还是有可能的。不过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多占用的磁盘空间所换来的好处是值得的

，尤其是服务类程序。

2011-07-08 08:12timmey

还有cl的进程和线程是不是和linux的进程和线程一样的，父进程创建一个子进程，子进程和父进程干各自

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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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1-07-08 08:07timmey

回复 |  删除

闭包里的自由变量，能不能被这个函数外的函数调用，假如一定要调用会怎么样？怎么操作？

2011-07-07 15:30zmq9999

回复 |  删除

Windows 下用lispbox里面的Clozure CL，果然很快就编译成功了。

谢谢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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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貌似喜欢上一个 MM ... 2007-07-12 06:24:29

    转载

(注：原插图文章来自网易内刊 2011.7，应作者要求已删除，读者可通过 email 联系本人索取)

最终，我是这样离开网易的：CEO 丁磊先生跟我性格不合，难以共事，但因为我工作成绩突出，无

法直接开除，而我又深深留恋这家公司，不肯主动辞职，于是不得已将我劝退，给予 N+1 补偿，并

言辞恳切地请我走人。所谓 “好聚好散”，我不得不接受。因此我将于近期离开网易，目前已开始移

交各项工作，争取本月内办完所有手续。

我是一个很注重公共形象的人，因此我要首先说明一下这件事跟我迄今为此的所有言论和行为是高度

吻合的。例如，我在今年一月份那篇著名的访谈里曾经指出：为了赚更多钱而跳槽不符合我的身份。

我想说，直到今天，我也没有食言。另外，自从上次更换岗位以来，我为了回报丁总在我身上浪费的

时间，主动设定了三个月的冻结期，其间婉拒了一切猎头和兄弟公司的诚挚邀请，潜心研究从前不熟

悉的工作领域并在短期内完成了上级交代的多项任务，绩效考评成绩良好。现在三个月还差 7 个工作

日即将期满，我原本打算继续保持目前的工作状态直到年底，但却突然发生了重大变故被迫离开，实

在是感到惋惜，但却是问心无愧。

正式的劝退决定是在周一下午做出的。到周二中午的时候，我在杭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Common Lisp 程序员。作为一家不愿透露名字的小公司，他们求贤若渴，主动提出给我高于目前在

网易的待遇，而且这份工作本身就让我每天做我最想做的事——写 Common Lisp 程序，这实在是

难能可贵；我很欣慰，不过我还是有必要公开地解释一下做出了这个职业选择的动机：

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我将暂时退出互联网行业，改为从事企业级软件研发，从而避免给网易

带来利益冲突。因此我很抱歉地宣布，在至少两年之内我不能接受淘宝和阿里云等兄弟单位的

工作邀请，无论待遇何等丰厚。

丁磊始终无法理解我多年来对 Lisp 事业的执着和我在该领域的成就，甚至因为我的关系对这门

语言深恶痛绝；为了纠正这种不正确的主张，我有必要彻底投身该领域，并将之在国内发扬光

大。

最后，感谢公司各级领导多年来对我的关怀和广大同事对我的帮助、鼓励和尊敬；很抱歉不能再跟许

多朋友一起共事了；也希望本公司越办越好，让我的同事们可以安居乐业。

阅读(100785) |  评论(14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2011 生日寄语 更换岗位 “伞哥” 冰河：
我唯一的敌人只有

时光流逝

冰河推荐阅读：冰河推荐阅读：

2011 生日寄2011 生日寄

语语

2011.07.04

更换岗位更换岗位

2011.04.21

“伞哥” 冰“伞哥” 冰

河：我唯一的河：我唯一的

敌人只有时敌人只有时

2011.01.13

在 SBCL 等开源 Lisp 平台上运行 CL-HTTP (part 2) 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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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2011-07-18 08:44tfzyxy

回复 |  删除

不管怎么样，在一个公司，你和老总不和，总要找一下自己的原因。我相信你和丁三石两个没有世仇的。

2011-07-18 08:59 冰河 回复 tfzyxy

回复 |  删除

呵呵，幸好我没有跟国家主席性格不合，不然中国还没法呆了。

2011-08-02 06:33zhuzhu101011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你真幸运 跟国家主席不不合的人很少吧

2016-06-22 04:31ermu114 回复 zhuzhu101011

回复 |  删除

很多，但没办法。

2014-09-03 12:53757617012

回复 |  删除

伞哥，groovy语言介绍上说也是函数式编程语言，你怎么看? 求指点 。

2014-04-24 17:31吴大妞

回复 |  删除

酷酷的  我相信你有不管在哪都可以混得很好的能力 

mowei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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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13 03:41

回复 |  删除

兄弟，我也是从网易哪里出来的，这个我懂的，网易很限制人的自由的，我记得08年的

时候我来到了网易，虽然只有短短的1个半月的工作时间，可是我却因为学历挂靠的原因

一直拖着我的入职，最后在快入职的时候我走了，拿了560元钱的所谓工资走了，当时

我非常失落，我认为我的价值就只值怎么一点钱，可是在我吃了4399第一碗免费午餐的

时候我热泪盈眶了，因为我发誓我一定要成功，每天早上都喊半个小时要发财要成功要

努力，希望小哥你也能这样，和你分享下我的经历，不是让你学，是让你明白发奋，一

定要比在网易过的好才对得起那口气！

2011-07-13 04:11dummy87 回复 moweiqi

回复 |  删除

哥们 啥学历挂靠？

2011-07-13 04:22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moweiqi

回复 |  删除

兄弟，这么点境界就不要拿出来说了，学习是自我的追求，不是为了某口气而做的。

2011-07-13 04:37希格玛 回复 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呵呵，哥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动辄就是人家的境界如何。您老境界无敌。

2013-11-07 10:34testte 回复 moweiqi

回复 |  删除

你不懂伞哥

2013-12-30 10:05vlhh 回复 moweiqi

回复 |  删除

伞哥这么屌大概不需要学你什么... 

2013-10-30 16:18zxxruestc

回复 |  删除

冰河没考虑过去高校吗？

2011-08-06 13:14lisa

回复 |  删除

你凭什么说丁磊和你的性格不合啊，老板为什么要去迎合员工。因为是你与丁磊的性格不合才是，还有你

要是与国家主席不合的话，你可以出国，或者你自己当主席

2011-08-06 18:21 冰河 回复 lisa

回复 |  删除

我告诉你凭什么，什么也不凭，因为这话是丁磊本人亲口说的。在所有导致我离职的理由里，我

们一致商定用 “性格不合” 作为对外宣传的统一口径。

你要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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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09 09:12lisa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你怎么知道我要倒霉呢，好笑的你，你让丁磊也劝退我啊？

2012-07-16 11:15路人甲 回复 lisa

回复 |  删除

人家是说你提到了国家主席⋯⋯你瞎激动

2012-07-14 06:57关苍生

回复 |  删除

有理想，有行动，有胸怀，与平台有缘就去努力

 

尊重！

2011-12-21 18:53冰河洗剑

回复 |  删除

可爱的程序员。我怎么感觉你性格和谢耳朵有点像呢？

2011-07-13 05:38jinhui.yao

回复 |  删除

2011-07-29 04:17

来自网易微博

lmhit2005 回复 jinhui.yao

回复 |  删除

开始以为你要走了那

2011-08-17 18:21

来自网易微博

jinhui.yao 回复 jinhui.yao

回复 |  删除

回复@敲代码的书生 :怎么僦上伪伯了?

2011-08-18 01:45

来自网易微博

lmhit2005 回复 jinhui.yao

回复 |  删除

回复@jinhuiyao : 网易的博客评论，八方信息可以直接分享到微博

2011-07-29 05:51ANUBIS

回复 |  删除

可惜是从事企业应用开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项目,应该是闭源的吧.

期望你能对中国的lisp普及做出更大的影响.造福"大家"的技术才是好技术,造福一个公司的技术太屈才了.你

应该想做一些"符合自己身份"的事.

2011-07-29 03:51无很

做专职lisp 程序员可以多写一点lisp初级教程,让国内程序员见识下,你可是国内lisp专家啊!期待你翻译的P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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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ctical.Common.Lisp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发行了呢?

2011-07-13 18:29wain

回复 |  删除

唉，可惜不能邀请冰河来我们这个更小的公司了，真心希望有机会和冰河聊聊Lisp，虽然和冰河相比，俺

是初级、初级、又初级的Lisper

抛开技术，单从冰河的博文看，冰河很有个性。这种个性，国内大企业还要过些时间才能接受吧。小企业

领潮流之先，更适合冰河尽情尽性地施展

或许，过几年再看今日的文章，会有不同的想法？

对于程序员这个小圈子来说，冰河被劝退这个消息的震撼性，不亚于丁总养猪啊

2011-07-26 02:42哈哈的快 回复 wain

回复 |  删除

2011-07-14 06:27liigo

回复 |  删除

员工工作期间要从公司的角度思考问题，以公司利益为重。最好不要掺杂进私人利益和私人爱好。你是牛

人又怎么样，始终是一个打工者身份（我也是打工者，排除职业歧视），不是决策者，决策者是你的老板

。你可以苦谏甚至死谏，但你必须有说服决策者的理由；没有充足的理由，是不是可以算捣乱。决策出台

后，员工应全力执行，不能扯后腿。（至今我还想不通，一个员工跟老板性格不合，因公事还是私事产生

矛盾？）

2011-07-26 02:40哈哈的快 回复 liigo

回复 |  删除

所以你一直打工。

2011-07-25 14:35wonder GJ

回复 |  删除

这很好，真正去做Common Lisp 程序员

2011-07-13 06:21wrq_zj

回复 |  删除

一直很佩服伞哥. 从进入网易就听说冰河是网易的神人.

后来见了面...听说了伞哥很多传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一路走好....

2011-07-19 16:21

来自网易微博

shanhoo.net.ease 回复 wrq_zj

回复 |  删除

rq, 你们现在在做什么产品？

wrq_zj 回复 wrq_z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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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网易微博

2011-07-25 08:21

回复 |  删除

回复@shanhoo ： 老大. 好久没联系了。最近在积累一些后台业务。听说大家

去漂流玩的很开心哈.呵呵

2011-07-16 03:16lolanda

回复 |  删除

终于霸气外露，这下可以光明正大的搞lisp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整一个common lisp的综合开发工具，让lisp更平易近人

祝新的岗位风生水起，一鸣惊人！

最后问《Practical Common Lisp中文版》什么时候能出版？这可马上到7月底了

2011-07-16 03:19lolanda 回复 lolanda

回复 |  删除

刚看到心情随笔，知道时间了

2011-07-18 08:37lin 回复 lolanda

回复 |  删除

请问是什么时候，告知下吧

2011-07-23 11:55lolanda 回复 lin

回复 |  删除

8月份

2011-07-14 06:34liigo

回复 |  删除

你这么热爱LISP，跟我有点缘分呢，我是热爱易语言。不可否认，LISP和易语言都是很小众的编程语言，

这是现实。但就算我是另一个公司的CEO，也不可能在公司内强推易语言。因为这里面涉及很多问题。

2011-07-16 06:33firstfish 回复 liigo

回复 |  删除

易语言。。。呵呵，和lisp相比简直是天与地的差别。。。

2011-07-20 14:23liigo 回复 firstfish

回复 |  删除

贬低别人并不能证明自己多厉害。JAVA、C/C++、C#、Python很多伟大的编程语言在那里摆

着呢。

2011-07-20 14:23liigo 回复 firstfish

回复 |  删除

贬低别人并不能证明自己多厉害。JAVA、C/C++、C#、Python很多伟大的编程语言在那里摆

着呢。

2011-07-21 06:21xianghuabq 回复 liigo

怎么拿 lisp 跟易语言来比呢! 你那么喜爱易语言, 干脆封装一个 "易lisp" 语言吧!

易-用户> (阴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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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 "阴阳怪气"

=> 易

2011-07-20 08:01堂堂

回复 |  删除

请原谅我当初一直把您当做借苹果的GG用，偶内心是崇拜你的。有些事情你做得出，我们想做却不能，哎

。

2011-07-12 19:22williamwhe

回复 |  删除

杭州还有写LISP的职位，同求

2011-07-19 09:23timmey 回复 williamwhe

回复 |  删除

你们那还要lisp吗

2011-07-19 09:19timmey

回复 |  删除

杭州哪还要lisp程序员啊，我也豁出去了，秒杀c，我也在杭州1年学习经验，大哥借你帖子找个lisp工作不

介意吧

2011-07-18 19:09cdkey

回复 |  删除

以后就不是网易冰河了

good luck

2011-07-18 16:57国境之南

回复 |  删除

膜拜牛人。。“我是一个很注重公共形象的人，因此我要首先说明一下这件事跟我迄今为此的所有言论和

行为是高度吻合的“

2011-07-18 07:13a20080313

回复 |  删除

终于脱离苦海，呵呵；

2011-07-16 18:16thinkdancer

回复 |  删除

很可惜啊，不过从你的角度看，这也不失为一个最优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应该是人的根本渴求。

2011-07-16 06:37firstfish

回复 |  删除

十分十分想知道，你是怎么和丁磊“性格不和”的？



20/08/18, 22:09 -  - 

Pagina 9 di 10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1612103841288/

2011-07-15 19:35ricepig

回复 |  删除

霸气外露啊

binghe哥加油哈

2011-07-13 03:53dexiji37

回复 |  删除

话说，这张照片很帅=，=  我是西米，

2011-07-15 19:34ricepig 回复 dexiji37

回复 |  删除

Seemy你好

2011-07-15 12:39五百万

回复 |  删除

天下大势，逢酒必喝，喝久必疯。。。。

2011-07-15 08:34阿珂(CK)

回复 |  删除

我们来了，我们走了。。。

这就是人生。

 

2011-07-14 17:23whitelilis

回复 |  删除

冰河，期待看到你更多关于 lisp 的文章

无论在哪里，网络都是这样小

2011-07-13 05:10

来自iPhone客户端

zhousen

回复 |  删除

哥们，送你一句话，你看问题不够全面，很多情况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看，以后无论在你的工作还是生活

上，都会出问题的

2011-07-13 18:09 冰河 回复 zhousen

回复 |  删除

呵呵，这家公司里有少数人没有一天不盼着我赶紧出问题的。

2011-07-14 04:36kevin2.0 回复 zhousen

回复 |  删除

关键是我们认为的问题，冰河并不觉得是什么问题，不能用我们认为有问题而觉得发生在冰河身

上也是问题的。

suliang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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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14 11:43

回复 |  删除

顶binghe

2011-07-14 10:53小斌

回复 |  删除

崇拜伞哥啊

2011-07-14 09:06瀚墨书香

回复 |  删除

真是遗憾啊！

2011-07-14 07:55manofphysics

回复 |  删除

本想接下次在网易搞opensource活动时拜会一下冰河大哥。这下我因该去哪里找您呢？

2011-07-14 06:28KATERO

回复 |  删除

太张扬了，容易损。但是，能够坚持自己，也不失为一条汉子

2011-07-14 05:29snowlee

回复 |  删除

真性情，技术好，是条汉子！纯爷们，希望到杭州的时候能约你吃饭！我也是搞技术的！

2011-07-14 03:23mefish

回复 |  删除

不懂Lisp。不过追求技术的精神值得敬佩，现在潜下心做学问的太少了。

2011-07-13 17:30liuhaojn

回复 |  删除

当我去杭州的时候，冰河已不在网易。祝福你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将Lisp在国内发扬光大

2011-07-13 17:25尘泥

回复 |  删除

伞哥，顶起！



20/08/18, 22:08 -  - 

Pagina 1 di 5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17110711935/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告别网易 《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样章  

2011-08-02 00:03:34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新的开始新的开始    

感谢网易给我放了一个短暂的带薪暑假。我的身心得到了充分的放松，各项指标正常，按时去上跆拳

道课，而且还趁机读完了几本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学术名著。虽然后来的离职过程中出了一些令人哭笑

不得的小插曲，但我不想节外生枝，所以也没多加议论，微博上写些只言片语而已。后来暑假结束，

8 月终于到来了。今天就是我在新公司的第一天上班。我的入职流程极其顺利，户口和档案均无需调

动，就连工资卡都在一年前自己办好了；最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网易从西湖数源搬到滨江，还是现

在的新公司，我家门口永远都有直达的公交车。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在办公室里对我的新同事们

说的第一句话是：“Finally, I'm here.”

我现在觉得自己真的是井底之蛙；我所在的这家公司里没有一个人是吃素的，从普通开发人员到各级

字号

 评论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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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一个充实的周末 2010-08-02 08:36:39

Allegro CL 8.1 Released 2007-08-02 03:41:2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转载

领导，甚至行政、HR，全部可以做到无可挑剔——尽管我才跟他们接触仅仅一天。我不想透露任何

细节，但是当我看到他们的一台自己定制的服务器里可以同时跑几十个开发用的虚拟机，并且每个虚

拟机里每个程序的用量都被自动统计用来分析日常开发工作的各种瓶颈时，我觉得这家公司有太多值

得我学习的东西，我来得太晚了。我第一次看到处在管理岗位的人在不断地思考和改进工作流程以提

升整个公司的效率；我第一次在入职的时候听到 HR 耐心地向我解释每个员工只要努力必可实现的各

种职业发展路线。

他们的 CTO 是这样说的：“我始终认为人才是公司的最核心的竞争力，一切伟大的产品和服务都是

人才努力一分一秒做出来的。就你而言，第一咱直接有很强的信任关系人品完全靠得住，第二我对你

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想把你搞到我们这边来，相信我们聚在一起，总归能做出比

别人更好的成绩来”。我感到有些惭愧，但我将努力工作以不辜负他对我的期望。相比之下，我为

William Ding 感到羞愧——根本鼠目寸光，完全在浪费我的时间。

这是我最后一次谈论这件事。

阅读(8338) |  评论(1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告别网易 《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样章  

2011-08-16 04:33zxinzhi

回复 |  删除

言多必失,还是安心搞研究吧.成绩说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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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06 13:11lisa

回复 |  删除

你很得瑟啊，很自以为是啊，你的技术能力出众是不错，但是你离开网易，完全是因为你的强势个性，你

说丁磊无法理解你多年来对 Lisp 事业的执着和我在该领域的成就，好像你有多大面子似的，你才和丁磊聊

过几次啊，丁磊管理那么多的事，会因为你纠结吗？在网易看到你走路高傲的样子就不爽，恐怕这么认为

的不只是我。还有你的同事。

2011-08-06 18:25 冰河 回复 lisa

回复 |  删除

不幸地告诉你，还真的就是这么大面子。社会竞争是残酷的，你不爽随便你，问题是你有没有本

事让别人不爽还拿你没办法。

另外，我走路那是自信的样子。

2011-08-07 21:37momo5269 回复 lisa

回复 |  删除

我觉得之前zhousen和kevin2.0 的话很中肯，毕竟你和他不是一个人，你也没有完全了解情况，

你怎么能轻易地认为人家的事情就是那样.....那只是你自己的角度的看法.................不得不说 就算是

得瑟 他也有得瑟的本事.................

不过伞哥也确实该从别人的角度考虑考虑 这不是说要迎合别人 而是尊重别人.....但如果是像这种

“不爽”想法 不考虑也罢

lisa也不是针对你 只是别人走路高傲是自己的事情......你也可以这样做啊

2011-08-09 09:09lisa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你可以跟别人讲，就有那么大面子，同是网易员工，你跟我讲这话未免太可笑了。我们签的合同

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丁磊给你N+1的补偿，你应该明白人家宁愿花钱也让你走人，说好听点

劝退，不好听点，就是让你走人

、你是网易有史以来，被丁磊第一个劝退的人，你没有想过自己哪里不对吗？

  你在部门开会，领导在上面演讲的时候，你直接说，垃圾！即使领导讲的是垃圾，你狠牛啊。把

领导弄的下不了台。即使你的技术确实不错，但是你要知道，像你这性格，可能只有适合在谷歌

呆了，

2011-08-09 16:30 冰河 回复 lisa

回复 |  删除

哼，宁愿花钱也要让我走人，这就说明 CEO 把个人利益放在了公司利益的前面，牺牲公司利益

以满足个人的私欲。因为如果我工作能力不佳，根本不用赔钱给我，直接开除就是了。

我在过去五年里风格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却安全地呆了这么多年，直到不久前；这只能说明

网易已经变了。

2011-08-09 07:07jiguang00

回复 |  删除

不管怎么样，找到一个舒心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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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08 07:18langxianzhe

回复 |  删除

看到你的照片，感觉有点压抑。 从你的文字里面，感觉你是有自己理念，其他人几乎动摇不了。社会就是

这么残忍，不得不让我们去选择。选择自己喜欢的。加油!

2011-08-06 12:59momo5269

回复 |  删除

祝成功

2011-08-06 05:20bio3_jill

回复 |  删除

现在下结论有点为时过早了吧，冰河哥哥

2011-08-04 19:20joyous

回复 |  删除

你现在在市区上班还是滨江啊？

2011-08-04 05:43无很

回复 |  删除

春哥,你的书出版了吗?我们都等了好长时间了.呵呵,记得出版时候通知我们,第一时间去买!

2011-08-03 14:32yanxin-mimi

回复 |  删除

我想William Ding在他那个位置上考虑的事情，关注的事物与冰河您的不同罢了。

2011-08-02 17:02周周与薛之谦

回复 |  删除

公司很好嘛~

2011-08-02 01:50cnhzlt

回复 |  删除

看起来是理想的公司

2011-08-01 18:39wslewj

回复 |  删除

等你的书了

2011-08-01 18:39wslewj

回复 |  删除

现在说这个是不是早了点，每家公司都有其特殊的东西，过两个月再评论才更稳妥，毕竟看法这个东西，

是随着时间不断的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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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新的开始 一切正常  

2011-08-09 01:33:11 |  分类：  Lisp |  标签： practical  common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样章《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样章    

（注：我的译作《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将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图灵公司出版，不过由于种种原

因目前该书还在紧张的编辑之中，最后确定的出版时间为 10 月底之前。由于拖得比较久，个人感到

愧对读者，因此经过和出版社的协商，现公开其中的一章供读者预览。内容直接来自未经编辑的原始

译稿，因此本文和最后出版的内容将在细节上有所出入，还请读者见谅）

第五章 函数 第五章 函数 ((英文原版英文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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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语法和语义规则以后，所有 Lisp 程序的三个最基本组成部分是函数、变量和宏。在第 3 章

里构建数据库时，你已经用到了所有这三个组件，但是我跳过了大量关于它们如何工作以及如何更好

使用它们的细节。我将把接下来几章献给这三个主题，从函数 开始——就像在其他语言里那样，函数

提供了用于抽象和功能化的基本方法。

Lisp 本身是由大量函数组成的。语言标准中超过四分之三的名字用于定义函数。所有内置的数据

类型纯粹是用操作它们的函数来定义的。甚至连 Lisp 强大的对象系统也是构建在函数的概念性扩展

——广义函数（generic function）——之上的。我将在第 16 章里介绍它们。

尽管宏对于 Lisp 风格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最终所有实际的功能还是由函数来提供的。宏运行在

编译期，因此它们生成的代码——当所有宏被展开后将实际构成程序的那些代码——将 完全由对函数

和特殊操作符的调用所构成。更不用说，宏本身也是函数。尽管这种函数是用来生成代码，而不是用

来完成实际的程序操作的。

定义新函数定义新函数

函数一般使用 DEFUN 宏来定义。DEFUN 的基本结构看起来像这样：

任何符号都可以被用作函数名。

通常函数名仅包含字典字符和连字符，但是在特定的命名约定里，其他字符也被允许使用。 例

如，一个将字符串转换成物件（widget）的函数可能被叫做 string->widget。最重要的一个命名约

定是在第2章里提到的那个，就是说你要用连字符而不是下划线或内部大写来构造复合名称。因 此，

frob-widget 是比 frob_widget 或 frobWidget 更符合 Lisp 风格的名字。一个函数的形参列表定

义了一些变量，它们用来保存函数调用时所传递的参数。

如果函数不带有参数，则该列表就是空的，写成 ()。不同类型的形参分别处理必要的、可选

的、多重的，以及关键字参数。我将在下一节里讨 论相关细节。

如果一个字符串紧跟在形参列表之后，它应该是一个用来描述函数用途的文档字符串。当函 数被

定义时，该文档字符串将被关联到函数的名字上，并且以后可以通过 DOCUMENTATION 函数来获

取。

最后，一个 DEFUN 的主体由任意数量的 Lisp 表达式所构成。它们将在函数被调用时依次求

值，而最后一个表达式的值将被作为整个函数的值返回。另外 RETURN-FROM 特殊操作符可被用

于在函数的任何位置上立即返回，我将很快开始讨论它。

在第 2 章里我们写了一个 hello-world 函数，它看起来像这样：

现在你可以分析该程序的各部分了。它的名字是 hello-world；它的形参列表为空，因此不接受

任何参数；它没有文档字符串；并且它的函数体由一个表达式所构成：

(format t "hello, world")

下面是一个稍微更复杂一些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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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函数称为 verbose-sum，其接受两个参数并绑定到形参 x 和 y 上，带有一个 文档字符

串，以及一个由两个表达式所组成的主体。由“+”调用所返回的值将成 verbose-sum 的返回值。

函数形参列表函数形参列表

关于函数名称或文档字符串就没有更多的可说了，而本书的其余部分将用来描述所有你可以 在一

个函数体里做的事情，因此就只剩下形参列表需要讨论了。

很明显，一个形参列表的基本用途是为了声明那些即将用来接收传递给函数的参数的变量。 当一

个形参列表是个由变量名所组成的简单列表时——如同在 verbose-sum 里那样——这些形参被称为

必要形参。当一个函数被调用时，它的每一个必要形参都必须被提供一个参数。每一个形参被绑定到

对应的参数上。如果一个函数以过少或过多的参数来调用的话，Lisp 将报错。

尽管如此，Common Lisp 的形参列表也给了你更灵活的将函数调用参数映射到函数形参的方

式。除了必要形参以外，一个函数还可以有可选形参。或是可以用单一形参绑定到含有任意多个额外

参数的列表上。最后，参数还可以通过关键字而不是位置来映射到形参上。这样，Common Lisp 的

形参列表对于几种常见的编码问题提供了一种便利的解决方案。

可选形参可选形参

虽然许多像 verbose-sum 这样的函数只有必要形参，但并非所有函数都如此简单。有时，一个

函数将带有一个只有特定调用者才会关心的形参，这可能是因为它有一个合理的缺省值。例如一个可

以创建按需增长的数据结构的函数。 由于数据结构可以增长，它的初始尺寸就无关紧要了——如果从

一个正确的观点来看的话。但那些清楚知道自己打算在数据结构中放置多少个元素的调 用者们，可能

会通过设置特定的初始尺寸来改进其程序的性能。尽管如此，多数调用者只需让实现数据结构的代码

自行选择一个好的通用值就可以了。 在 Common Lisp 中，你可以使用可选形参，从而使两类调用

者都满意；不关心它的调用者们将得到一个合理的缺省值，而其他调用者们有机会提供一个指定的

值。

为了定义一个带有可选形参的函数，在必要参数的名字之后放置符号 &optional，后接可选形参

的名字。一个简单的例子看起来像这样：

当该函数被调用时，参数被首先绑定到必要形参上。在所有必要形参都被赋值以后，如果还 有任

何参数剩余，它们的值将被赋值给可选形参。如果参数在所有可选形参被赋值之前用完了，那么其余

的可选形参将自动绑定到值 NIL 上。这样， 前面定义的函数会给出下面的结果：

(foo 1 2)     -> (1 2 NIL NIL)

(foo 1 2 3)   -> (1 2 3 NIL)

(foo 1 2 3 4) -> (1 2 3 4)

Lisp 仍然可以确保适当数量的参数被传递给函数——在本例中介于 2 到 4 之间——而如果函数

用太少或太多的参数来调用的话，将会报错。

当然，你会经常想要一个不同于NIL的缺省值。你可以通过将形参名替换成一个含有名字 跟一个

表达式的列表来指定该缺省值。这个表达式将只有在调用者没有传递足够的参数来为可选形参提供值

的时候才会被求值。通常情况是简单的提供 一个值作为表达式：

(defun foo (a &optional (b 10)) (list a b))

上述函数要求一个参数来绑定到形参a上。第二个形参b将在有第二个参数时使用其值，否 则使

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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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 1 2) -> (1 2)

(foo 1)   -> (1 10)

尽管如此，有时你可能需要更灵活地选择缺省值。你可能想要基于其他形参来计算缺省值。 而你

真的可以——缺省值表达式可以引用早先出现在形参列表中的形参。如果你正在编写一个返回矩形的

某种表示的函数并且你想要使它可以特别方便 地产生正方形，你可以使用一个像这样的参数列表：

(defun make-rectangle (width &optional (height width)) ...)

这将导致 height 形参除非明确指定否则将带有和 width 形参相同的值。

有时知道一个可选参数的值究竟被调用者明确指定还是使用了缺省值将是有用的。除了通过 代码

来检查形参的值是否为缺省值（这样做有时无效，假如调用者碰巧显式传递了缺省值）以外，你还可

以通过在形参标识符的缺省值表达式之后添加 另一个变量名来做到这点。该变量将在调用者实际为该

形参提供了一个参数时被绑定到真值，否则为NIL。通常约定，这种变量的名字与对应的真实 形参相

同，但是带有一个 “-supplied-p” 后缀。例如：

这将给出类似下面的结果：

(foo 1 2)    -> (1 2 3 NIL)

(foo 1 2 3) -> (1 2 3 T)

(foo 1 2 4) -> (1 2 4 T)

剩余形参剩余形参

 可选形参仅用于当你有一些离散的调用者可能想也可能不想提供值的形参的场 合。但是某些函

数需要接收可变数量的参数，一些你已经见过的内置函数就是以这种方式工作的。FORMAT有两个

必要参数，流和控制串。但在这 两个之后，它还需要一组可变数量的参数，取决于控制串需要插入多

少个值。“+”函数也接受可变数量的参数——没有特别的理由限制它只能在两个 数之间相加；它将

做任意个数的值的加法（它甚至可在零个参数上工作，返回0——加法的底数）。下面这些都是这两

个函数的合法调用：

(format t "hello, world")

(format t "hello, ~a" name)

(format t "x: ~d y: ~d" x y)

(+)

(+ 1)

(+ 1 2)

(+ 1 2 3)

很明显，你可以通过简单的给它一些可选形参来写出一个接受可变数量参数的函数。但这样 将会

非常麻烦——光是写形参列表就已经足够麻烦了，何况还要在函数体中处理所有这些形参。为了做好

这件事，你将不得不使用相当于一个合法的函 数调用可以传递的参数数量那么多的可选形参。这一数

量是具体实现相关的但可以保证至少有50个。在当前的所有实现中，它的范围从 4096 到

 536870911。

汗，这种歪曲头脑的乏味事情绝对不是Lisp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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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Lisp 允许你在符号 &rest 之后包括一个一揽子形参。如果一个函数 带有一个 &rest 形

参，任何满足了必要和可选形参之后的其余所有参数将被收集到一个列表里成为该 &rest 形参的

值。这 样，FORMAT 和 “+” 的形参列表可能看起来会是这样：

 

关键字形参关键字形参

尽管可选和剩余形参给了你很多灵活性，但两者都不能帮助你应对下面的情形：假设你有一 个接

受四个可选参数的函数。现在假设在函数被调用的多数场合里，调用者只想为四个参数中的一个提供

值，并且，更进一步，不同的调用者将分别选择使用其中一个参数。

想为第一个形参提供值的调用者将会很方便——它们只需传递一个可选参数，然后忽略其他 就好

了。但是所有其他的调用者将不得不为它们所不关心的一到三个参数传递一些值。难道这真的是可选

形参被设计用于解决的问题吗？

当然是。问题在于可选形参仍然是位置相关的——如果调用者想要给第四个可选形参传递一 个显

式的值，这将导致前三个可选形参对于该调用者来说变成了必要形参。幸运的是，另一种形参类型，

关键字形参，可以允许调用者指定具体哪个形 参使用哪个值。

为了使函数带有关键字形参，在任何必要的、&optional 和&rest形参之后可以加上符号&key以

及任意数量的关键字形参标识符，后者的格式类似于可选形参标识符。这里是一个只 有关键字形参的

函数：

(defun foo (&key a b c) (list a b c))

当这个函数被调用时，每一个关键字形参将被绑定到紧跟在同名的关键字后面的那个值上。 回顾

第4章里提到的，关键字是以冒号开始的名字，并且它们被自动定义为自求值常量。

如果一个给定的关键字没有出现在参数列表中，那么对应的形参将被赋予其默认值，如同 可 选

形参那样。因为关键字参数是标签化的，所以它们在必要参数之后可按任意顺序进行传递。例如 foo

可以用下列形式调用：

(foo) -> (NIL NIL NIL)

(foo :a 1) -> (1 NIL NIL)

(foo :b 1) -> (NIL 1 NIL)

(foo :c 1) -> (NIL NIL 1)

(foo :a 1 :c 3) -> (1 NIL 3)

(foo :a 1 :b 2 :c 3) -> (1 2 3)

(foo :a 1 :c 3 :b 2) -> (1 2 3)

如同可选形参那样，关键字形参也可以提供一个缺省的值形式以及一个supplied- p变量名。在

关键字和可选形参中，这个缺省的值形式都可以引用那些更早出现在形参列表中的形参。

同样，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你想要关键字的调用者指定一个与实际形参名不同的形参，你可以 将形

参名替换成一个列表，其含有当调用函数时所使用的关键字以及用作形参的名字。下面这个 foo 的定

义：

可以让调用者这样调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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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 :apple 10 :box 20 :charlie 30) -> (10 20 30 T)

这种风格在你想要完全将函数的公共API与其内部细节相隔离时特别有用，通常是因为你 想要在

内部使用短变量名，而不是API中的描述性关键字。不过该特性不常被用到。

混合不同的形参类型混合不同的形参类型

虽然罕见，但在单一函数里使用所有四种类型的形参也是可能的。无论何时，当超过一种类 型的

形参被用到时，它们必须以这样的顺序被声明：首先是必要形参，其次是可选形参，再次是剩余形

参，最后是关键字形参。尽管如此，在使用多种类型形参的函数中，典型情况是你将必要形参和另外

一种类型的形参组合使用，或者可能是组合 &optional 和 &rest 形参。其他两种组合方式，无论

&optional 还是 &rest 形参，当与 &key 形参组合使用时都可能导致某种奇怪的行为。

将 &optional 和 &key 形参组合使用时将产生非常奇怪的结 果，因此你也许应该避免将其一起

使用。问题出在如果一个调用者没有为所有可选形参提供值时，那么没有得到值的形参将吃掉原本用

于关键字形参的 关键字和值。例如，下面这个函数很不明智地混合了 &optional 和 &key 形参：

(defun foo (x &optional y &key z) (list x y z))

如果像这样被调用的话，它将工作得很好：

(foo 1 2 :z 3) -> (1 2 3)

这样也可以：

(foo 1) -> (1 nil nil)

但是这样的话将报错：

(foo 1 :z 3) -> ERROR

这是因为关键字 :z 被作为一个值填入到可选的 y 形参中了，只留下了参数 3 被处理。在那 一

点上，Lisp 将期待要么一个成对的关键字/值，要么什么也没有，否则就会报错。也许更坏的是，如

果该函数带有两个 &optional 形参，上面最后一个调用将导致值 :z 和3分别被绑定到两个

&optional 形参上。 而 &key 形参 z 将在毫无指示的情况下得到缺省值 NIL。

一般而言，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在编写一个同时使用 &optional 和 &key 形参的函数，你可能应

该将它变成全部使用 &key 形参的形式——它们更灵活，并且你总是可以在不破坏该函数的已有 调

用的情况下添加新的关键字形参。你也可以移除关键字形参，只要没人正在使用它们。

一般而言，使用关键字形参将会使代码相对易于维护和发展——如果你需要为函数添加一些 需要

用到新参数的新行为，你可以直接添加关键字形参而无需修改或甚至重新编译任何调用该函数的已有

代码。

你可以安全地组合使用 &rest 和 &key 形参，但其行为初看起来可 能会有一点奇怪。正常来

讲，无论 &rest 还是 &key 出现在形参列表中都将导致所有出现在必要和 &optional 形参之后的那

些值被特别处理——要么被作为 &rest 形参收集到一个形参列表中，要么基于关键字被分配到适当

的 &key 形参中。如果 &rest 和 &key 同时出现在形参列表中，那么两件事都会发生——所有剩余

的值，包 括关键字本身，都将被收集到一个列表里，然后被绑定到 &rest 形参上；而适当的值也会

同时被绑定到 &key 形参上。因此，给定下列函数：

(defun foo (&rest rest &key a b c) (list rest a b c))

你将得到如下结果：

(foo :a 1 :b 2 :c 3) -> ((:A 1 :B 2 :C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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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返回值函数返回值

目前你写出的所有函数都使用了默认的返回值行为，即最后一个被求值的表达式作为整个函 数的

返回值。这是从函数中返回值的最常见方式。

尽管如此，有办法从函数中间返回，尤其是当你想要从嵌套的控制结构中脱身时，某些时候将是

非常便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使用 RETURN-FROM 特殊操作符立即以任何值从函数的中间

位置返回。

你将在第 20 章里看到 RETURN-FROM 事实上不只用于函数；它被用来从一个由 BLOCK 特

别操作符所定义的代码块中返回。不过 DEFUN 会自动将其整个函数体包装在一个与其函数同名的代

码块中。因此，求值一个带有当前函数名和你想要返回的值的RETUN-FROM 将导致函数立即以该值

退出。RETURN-FROM 是一个特殊操作符，其第一个 “参数” 是其想要返回的代码块名。该名字

不被求值，因此无需引用。

下面这个函数使用了嵌套的循环来发现第一个数对——每个都小于10，并且其成绩大于函 数的

参数，它使用 RETURN-FROM 在发现之后立即返回该数对：

必须承认的是，不得不指定你正在返回的函数名多少有些不便——其中之一就是如果你改变 了函

数的名字，你将需要同时改变RETURN-FROM 中所使用的名字。

但在事实上，显式的 RETURN-FROM 调用在 Lisp 中出现的频率远小于 return 语句在源自 C

的语言里所出现的频率，因为所有的 Lisp 表达式，包括诸如循环和条件语句这样的控制结构，都会

求值到一个值。因此在实践中这不是什么问题。

作为数据的函数——高阶函数作为数据的函数——高阶函数

尽管你使用函数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名字来调用它们，但有时将函数作为数据看待是很有用 的。例

如，如果你可以将一个函数作为参数传给另一个函数的话，你将可以写出一个通用的排序函数，其允

许调用者提供一个用来比较任意两元素的函 数。这样同样的底层算法就可以跟许多不同的比较函数配

合使用了。类似地，回调函数（callback）和钩子（hook）也需要依赖保存代码 引用从而以后运行

的能力。由于函数已经是一种对代码比特进行抽象的标准方式，因此允许函数被视为数据也是合理

的。

在 Lisp 中，函数只是另一种类型的对象。当你用 DEFUN 定义一个函数时，你实际上 做了两件

事：创建一个新的函数对象以及赋予其一个名字。如同你在第3章里看到的，也可以使用 LAMBDA

表达式来创建一个函数而无需为其指定一个名字。一个函数对象的实际表示，无论是有名的还是匿名

的，都只是一些二进制数据——以原生编译的Lisp形式存在，可能大部分由机器码所 构成的。你唯一

需要知道的就是如何保持它们以及当你需要时如何调用它们。

特殊操作符 FUNCTION 提供了用来获取一个函数对象的方法。它接受单一参数并返回 带有该名

字的函数。这个名字是不被引用的。因此如果你像这样来定义一个函数 foo：

CL-USER> (defun foo (x) (* 2 x))

FOO

你可以像这样得到对应的函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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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ER> (function foo)

#<Interpreted Function FOO>

事实上，你已经用过 FUNCTION 了，但它是以伪装的形式出现的。第 3 章里用到的 #' 语法就

是 FUNCTION 的语法糖，正如 “'”（单引号）是 QUOTE 的语法糖一样。

因此你也可以像这样得到 foo 的函数对象：

CL-USER> #'foo

#<Interpreted Function FOO>

一旦你得到了函数对象，你就只剩下一件事可做了——调用它。Common Lisp 提供了两个函数

用来通过函数对象调用函数：FUNCALL 和 APPLY。

它们的区别仅在于如何获取传递给函数的参数。

FUNCALL 用于在你编写代码时确切知道你打算传递给函数的参数数量的场合。 FUNCALL 的

第一个参数是被调用的函数对象，其余的参数被传递到该函数中。因此，下面两个表达式是等价的：

(foo 1 2 3) === (funcall #'foo 1 2 3)

不过，用 FUNCALL 来调用一个当你写代码时名字已知的函数毫无意义。事实上，前面的两个

表达式将很可能被编译成相同的机器指令。

下面这个函数演示了 FUNCALL 的一个更有建设性的用法。它接受一个函数对象作为参数，并

使用参数函数在 min 和 max 之间以 step 为步长的返回值来绘制一个简单的 ASCII 艺术条形图：

FUNCALL 表达式在每个 i 值上计算函数的值。内层 LOOP 循环使用计算得到的值来 决定向标

准输出打印多少个星号。

注意到你不需要使用 FUNCTION 或 #' 来获得 fn 的函数值；你需要它被解释成一个 变量，因

为它是作为函数对象的变量的值。你可以用任何接受单一数值参数的函数来调用plot，例如内置的函

数EXP，其返回以e为底的其参数 的指数值。

然而，当参数列表只在运行期已知时 FUNCALL 的表现不佳。例如，为了再次调用 plot 函数，

假设你已有一个列表，其含包括一个函数对象，一个最小和最大值以及一个步长。换句话说，这个列

表包含了你想要作为参数传给 plot 的所有的值。假设这个列表保存在变量 plot-data 中。你可以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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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用列表中的值来调用 plot：

(plot (first plot-data) (second plot-data) (third plot-data) (fourth
plot-data))

这样可以用，但仅仅为了将参数传给plot而显式将其解开，看起来相当讨厌。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 APPLY。和 FUNCALL 一样，APPLY 的第一个参数是一个函 数对象。但在

这个函数对象之后，它期待一个列表而非单独的参数。它将函数作用在列表中的值上。这就使你可以

写出下面的替代版本：

(apply #'plot plot-data)

更方便的是，APPLY 还接受 “孤立” 的参数跟作为列表的最后一个参数一起使用。因此，假如

plot-data 只含有最小、最大和步长值，那么你仍然可以像这样来使用 APPLY 在该范围上绘制 EXP

函数：

(apply #'plot #'exp plot-data)

APPLY 并不关心其所应用的函数是否接受 &optional、&rest 或是 &key 参数——由任何孤立

参数和最后的列表所组合而成的参数列表必须是一个合法的参数列表，其对于该函数来说必须带有足

够的参数用于所有必要的形参和适当的关键字形参。

匿名函数匿名函数

一旦你开始编写或是简单地使用那些可以接受其他函数作为参数的函数，你将必然发现有时不得

不去定义和命名一个仅使用一次的函数是相当恼人的，尤其是当你从不用名字来调用它时。

当用 DEFUN 来定义一个新函数看起来不必要时，你可以使用一个 LAMBDA 表达式来创建

“匿名” 的函数。如同第 3 章里讨论的那样，一个 LAMBDA 表达式看起来像这样：

(lambda (parameters) body)

一种考虑 LAMBDA 表达式的方式，是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函数名，其名字本身直接 描述

函数的用途。这解释了为什么你可以在一个函数名的位置上使用一个带有 #' 的 LAMBDA 表达式。

(funcall #'(lambda (x y) (+ x y)) 2 3) --> 5

你甚至可以在一个函数调用中使用 LAMBDA 表达式作为函数的名字。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可

以更简洁地书写前面的 FUNCALL 表达式：

((lambda (x y) (+ x y)) 2 3) --> 5

但几乎没人这样做；它唯一的用途是来强调将 LAMBDA 表达式用在任何一个正常函数名 可以

出现的场合是合法的。

匿名函数在你需要传递一个作为参数的函数给另一个函数并且你需要传递的这个函数简单到 可以

内联表达时特别有用。例如，假设你想要绘制函数 2x，你可以定义下面的函数：

(defun double (x) (* 2 x))

并随后将其传给 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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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血泪控诉⋯⋯ 2006-08-09 16:59:42

我的配置文件终于跟程序一样复杂了 2006-08-09 13:13:4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转载

但如果写成这样将会更简单和清晰：

LAMBDA 表达式的另一项重要用途是制作闭包（closure），即捕捉了其创建时 环境信息的函

数。你在第 3 章里使用了一点儿闭包，但要深入了解闭包的工作原理及其用途，更多的还是要从变量

而非函数的角度去考察，因此我将在下一章里讨论它们。

阅读(8254) |  评论(2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新的开始 一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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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2-07-24 11:53大佑

回复 |  删除

原著电子版是免费的，如果中文版也免费放开就好了。

2011-09-27 07:44lolanda

回复 |  删除

听说开始打印了，恭喜一下！

2011-09-15 15:28月上鸟

回复 |  删除

期待啊，英文版才看了前4章，电子版的看得难受，英文又不大好，期待先生大作，希望是个经典

2011-08-09 15:03wslewj

回复 |  删除

继续等，准备第一时间入手

2011-09-05 06:58xianghuabq 回复 wslewj

回复 |  删除

如果是学生就不必要等呀. 大学图书馆里有一些书的.

我记得我当时借过一本叫 Golden common lisp , 可惜当时没时间看. 我记得当时图书馆里好几

本commonlisp的著作,都是国人写的 8/9十年代的. 可惜毕业之后再也没有找到这些书.

2011-08-21 16:32wapma

回复 |  删除

不客气的说,译得不怎么样,

建议看原版.

2011-08-18 17:51timmey

回复 |  删除

大哥我走了，你开始招commonlisp程序员了，瑞琪那个

2011-08-16 15:52stlxv

回复 |  删除

lisp-cn中文QQ群欢迎您的光临：14635147

2011-08-14 11:12MR.judas

必须第一时间入手

支持伞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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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1-08-09 17:47Jasper

回复 |  删除

太好了，最近刚开始学习Common Lisp 。发现没有系统的中文方面的入门的书籍，感觉很吃力，这下好

了，期待出版，到时候一定购买！

2011-08-10 22:46momo5269 回复 Jasper

回复 |  删除

我来推广下

http://www.lispchina.com/bbs/thread-104-1-1.html

2011-08-10 10:54wupingteng@126

回复 |  删除

很想知道，common lisp能用来写一些实用的工具吗？能和其他语言配合完成一些任务吗？

2011-08-09 15:22YY

回复 |  删除

没有任何语言基础的人可以直接上手这么个么？

2011-08-09 16:25 冰河 回复 YY

回复 |  删除

可以的，有计算机基础就行，这样反而没有来自其他语言的成见。不过某些不太重要的章节依赖

一些数学基础。

2011-08-09 09:19kyo_ralf_key

回复 |  删除

实在是太期待了。。。

2011-08-09 08:46lolanda

回复 |  删除

总算看到了一角 人邮（还是图灵？）这种速度无敌了 还不如给你3w帮他们排版 希望是慢工出细活。

真的是等了一年多了，不在乎多两个月

2011-08-09 08:53lolanda 回复 lolanda

回复 |  删除

没说完，期待到时候与裘宗燕的SICP一较高下

2011-08-09 02:20欧阳

回复 |  删除

re

yO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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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09 01:02

回复 |  删除

 10月啊 亲，不改了哦

2011-08-09 01:00哈哈的快

回复 |  删除

内容不错，到时候一定买一本。

2011-08-08 20:04momo5269

回复 |  删除

可否取得转载权  于http://www.lispchina.com/bbs/forum.php

2011-08-08 21:34 冰河 回复 momo5269

回复 |  删除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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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样章 黄道吉日  

2011-08-20 11:59:15 |  分类：  工作 |  标签： lisp  招聘  实习生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最近工作很忙，除了偶尔在微博上说几句话以外，根本没兴致写博客，今天来公司加班，顺便更新一

下状态吧。

现在已经基本适应外包公司的工作流程了，每周都要同时做三四个 G2 项目。这些小项目通常都有严

格的截止时间，完工后要写详尽的文档，再由第三方 QA 进行严格的验证，最后才会被上游接受；通

常一批项目过了提交时间以后，另一批项目就要来了，因此必须动作麻利，而且要处处小心，因为

QA 也是竞争对手，通常是毫不留情的。  不过我到目前为止都做得很好，已经高水准地按时完成的

首批 4 个项目；我在这个项目的整个系统里算是资历最老的，上游听说我正式加入 partner 并且重

回这个项目以后似乎也非常高兴，而且同行公司里的几个中国人似乎都认识我，大家还偶尔交流一下

字号

 评论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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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技术心得。可以说因为我的到来，整个 G2 平台从一潭死水一下子活起来了。不过我自己清楚自己有

多少斤两，表面上的风光和良好的声誉其实是需要暗地里用不懈的努力来换的。

但即便如此，保持一种潜在的威慑力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一个圈子里只要有一个公认懂行的

人在，其他人做起事来就会比较踏实，也不再敢胡作非为了。

在过去的三周里，我做的项目几乎用遍了我计算机知识的每一个角落。除了 Common Lisp 以外，

大学早年时学的 C++ 和 Windows 平台技术 (Visual Studio、MFC 和 Win32 API)，以及 Linux

下的脚本和 C 编程，甚至 Oracle，这些都用上了。未来我至少还要用到 COM、CORBA、

ODBC、Lisp 编译理论、以及 AI 中跟规则和推理有关的大部分内容，这些都是 G2 源代码里用到的

技术。最后还有 过去没怎么看过的 G2 本身的上万页面向最终用户和开发者的文档。这份工作几乎

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或者说我过去的一切计算机知识都是为了完成这份工作而学的。

网易杭州研究院给 IT 界培养了不少人才，遗憾的是这些人才只有在 “毕业” 以后才能真正有所成

就，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我算是从彻底学成毕业了，虽然比我的几位同学毕业的时间晚了一些，

但延期毕业还是相当值得的。

工作繁忙起来以后，时间的分配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对于有限的休息时间来说，如何把它花在靠谱的

姑娘身上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当然我所谓 “靠谱” 并不一定指的是终身大事，有些小姑娘非常友

善，跟她们在一起，无论是聊天还是吃饭、看电影都可以切实地放松心情，哪怕转身就不再相见我也

不觉得是浪费时间——因为我想从她们身上得到的东西已经当场得到了。相比之下，过去我所留恋的

一些姑娘让我感觉很累，且不说八字没成一撇就暗示我赶紧买房子，就算偶尔送些礼物也感觉像白扔

一样。也许这就是我的冷酷无情之处吧，绝不在那些跟我理念不同的人身上浪费时间；我只把时间花

在那些值得为之付出的可爱的姑娘身上，哪怕只是做她们的人生过客。

最后宣布一件事：因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 Glority Software Ltd 正在面向杭州地区在校学生招聘

Lisp 实习生，所有具备 Lisp 语言——尤其是 Common Lisp 学习和使用经验的学生都可以前来应

聘，如果仔细读过《SICP》、《Practical Common Lisp》和《On Lisp》的话就更好了，非 Lisp

领域的计算机知识则是越多越好，几乎没有用不上的。我们的目的是在学生阶段发掘和培养高质量的

计算机人才和潜在 Lisp 程序员，然后在他们毕业以后招募进来成为公司的正式员工。之所以不公开

招募正式员工或其他并非学生的 IT 从业人员是因为不靠谱的人太多了，很多仅仅号称对 Lisp 感兴趣

但已没有能力从头对其深入学习的人在前段时间都已联系过我了。如果连我自己都是在大学时期花费

无数日日夜夜才把 Common Lisp 学会的，那我也不会相信一个依赖其他技能已经在从事日常工作

的人，如果他是足够优秀的，怎么可能会放弃他一直以来从事的工作去从头学另一门语言。

总之，有意者可以发简历到 E-mail 地址 recruit at glority dot com，为确保公正性请不要发到我

的私人邮箱。如果觉得自己有些斤两就放马过来吧，跟我共事将是你们人生中的一段绝对不平凡的经

历。

阅读(7372) |  评论(2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样章 黄道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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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2013年08月19日 2013-08-20 17:30:0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2011-12-18 02:56fuguowei0916

回复 |  删除

试着解析一下几位的性格。左一女孩活泼，爱闹。左二女孩认真开朗。左三女孩内心强大，好胜。左四男

孩有点萎靡啊。冰哥很酷，脑门真大。右边女孩感觉表面平静，内心很缜密。哈哈，我是一个大兵哥，却

当起了算命先生。

2011-10-16 15:14萌地领猪

回复 |  删除

男生严肃，女生可爱

2011-08-30 05:26a358003542

回复 |  删除

什么鸟公司，做什么的。我也在研究lisp和符号运算，不过我觉得你并无大才，却是傲气冲天，难怪网易不

要你了。

2011-08-30 05:58lolanda 回复 a358003542

第一、不要在这里叫鸟不鸟的，不文明；

第二、你可以说出自己的“lisp和符号运算”的课题或者成果；

第三、能在学校里以非科班学生的身份坚持学习计算机尤其是lisp知识的人寥寥可数，在毕业后投

入网易并与参与维护世界级的lisp相关项目的人更是凤毛麟角。这还不算在《程序员》上发表的文

章以及有他翻译的《On Lisp》和《Practical Common Lisp》，本才不才，以上不包括我不知

道的有他参与的活动。这样的人对广大lisp世界乃至广大人类世界都有积极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那

些一天到晚本着研究学术的名义在赶英抄美的砖家叫兽；

第四、网易不乏很多想进的不舍得出的，但对lisp的痴迷使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挡他的脚步，无论是

浙大这样的名校还是网易这样的大公司。

也许，在以后的工作中迫于各种原因他也会跟广大的程序工作人员走上一样的道路，但是现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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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让他坚持走自己的路吧。

2011-10-07 14:29qinlu20 回复 lolanda

回复 |  删除

支持你，有些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不用太在意他们的看法。

2011-09-29 03:25Lizee

回复 |  删除

相同的价值观、理念很重要

2011-08-24 10:29黄夕瑶

回复 |  删除

哇，程序员里竟然有这么多的美丽女孩？

2011-08-24 14:40 冰河 回复 黄夕瑶

回复 |  删除

你误会了，这些是练跆拳道的。

2011-09-21 09:11品全连锁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一看到照片的时候，我也疑惑了下，程序员这么多美女，

2011-09-29 03:24Lizee 回复 黄夕瑶

回复 |  删除

现在程序员mm其实都长得很pp的。。。。。

2011-09-29 03:24Lizee 回复 黄夕瑶

回复 |  删除

只是量少而已，但质好

2011-09-20 15:20大蚂蚁

回复 |  删除

不错哦，从G2解放出来的人飘过，不过说实话，以前Glority做G2真的不咋的，你去了Glority就牛了，呵

呵

2011-09-08 17:31牛皮糖

回复 |  删除

不该开直闪的，脸上显得很油。我认为学生时代学习所能投入的精力必然比工作以后多的多，像我现在一

天可以支配十多个小时的时间来看书，不知道工作以后一天还能看一个小时不。

jiguang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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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08 10:22

回复 |  删除

恭喜伞哥.....新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了

2011-09-05 08:37wslewj

回复 |  删除

怎么说呢，不做学生的时候学习起来会比较浮躁，这就是不靠谱的地方了，但是话也不能说的那么绝对，

靠一门语言吃饭，但是另一门语言钻研的更精深的人也是大有人在，这是兴趣与时间积累的结果。但是想

让他们做实习生，这就不能够了。

2011-08-23 18:38胡晓文

回复 |  删除

哎呦，不错哦。

2011-08-22 17:40枯木

回复 |  删除

不多说，支持伞哥，您身上学习的东西太多！

2011-08-22 09:15伟岸的titi

回复 |  删除

伞哥的招聘启示绝对的鼓舞人心啊！！

2011-08-20 16:30berry_ok

回复 |  删除

问题是有些技能虽然可以让人衣食有着落，

但要博得姑娘的欣赏，还要具备其他优点。

2011-08-20 10:48lolanda

回复 |  删除

最后一句话很鼓舞人心，希望靠谱的朋友们能去跟你切磋！

2011-08-20 08:06tinnic

回复 |  删除

顶冰河，图片里的姑娘就挺可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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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一切正常 来杭十周年  

2011-09-01 23:21:33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黄道吉日黄道吉日    

今天是 9 月 1 日，在 Glority Software Ltd 入职整整一个月，2011 年最后三分之一就这样开始

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的收获非常多。列举其中部分如下：

通过扩大微博关注人数，缓解了长期以来无法关注更多姑娘的困扰；

工作相当顺利，又交付了两个的项目，同时获悉还有更多的 Lisp 项目正在蜂拥而来；

我们招募到了第一个比较靠谱的实习生，下周一就过来跟我一起干活了；

晚上的跆拳道课，挺喜欢的一个黑带姑娘终于放完假回来了；

我的跆拳道级位升到了 2 级 (红带)，距离黑带就只剩一步之遥了；

字号

 评论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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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生活 2014-09-01 02:17:45

远走高飞前的最后一年 2013-09-01 16:26:51

最近发生了很多无奈的事情 2007-09-01 17:51:3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顺利拿到了在网易期间行使的最后一笔期权收益，一笔巨款；

明天就是胡玥放完暑假回杭的日子，她今天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很高兴；

时隔一年以后，中秋前夕，获悉 PH 已经搬到了市区，并且就要结婚了。

近期的其他喜讯还包括：《Practical Common Lisp》中文版的编辑工作已近完成，经过出版社编

辑们的不懈努力，终于把每个句子都理得比较通顺了，我看了修改后的稿子，非常满意。

总而言之，可以说在我的辛勤工作和其他诸多努力之下，不但一切事务进展顺利，而且还往往超出了

我的预期；而且我有理由相信，只要我继续保持目前的工作状态和心态，2011 年的最后三分之一时

间里还会取得更好的成果；在不懈的努力和持续的社会贡献中，我有足够的 rp 去做任何事，那些整

天盼着我在自我膨胀中走向灭亡的潜在不良分子恐怕永远也等不到他们期待的那一天了；时间已经多

次证明了与我为敌是最不明智的行为。

新浪微博很好地保存了我的一些日常琐碎的想法，我很满意。微博的互动性很强，发文门槛和成本都

很低，但也容易因为一些关注目标的大量转发带来阅读上的困扰——消息太多毕竟看不过来。我试图

推广并且亲身实践的解决方案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自我限制关注人数（最初为 7 人，现在扩大到 50

人），另一方面自我限制每日发文次数（不多于 3 次，评论不限），我认为虽然这种做法从短期来看

不利于微博平台的发展壮大，但从长期来看却有可能达到一个均衡的格局：每个人有相对稳定的关注

人群，每条消息都在某种程度上值得一看。

微博的强烈互动性似乎暗示着类似即时通讯领域一样的排他性，新浪一家独大的同时，其他微博系统

就不可避免地萎缩了；传统博客作为个人站点的发布平台，在非注册用户也可以正常浏览的前提下，

就不存在如此强烈的排他性，因此各家的博客都可以活得很好，公平竞争。

阅读(4861)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一切正常 来杭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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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1-11-25 03:05Ａ㊣→♂℡

回复 |  删除

哈哈，和我入职时间一样，幸会幸会～～

2011-09-11 12:53宋金龙

回复 |  删除

黄道吉日，竞争更显魅力。

2011-09-07 05:40yOlio

回复 |  删除

已近完成

2011-09-04 16:41xiandao7997@126

回复 |  删除

照片渐渐地有笑容了 

2011-09-04 11:52哈哈的快

回复 |  删除

春哥也开始扯淡了

2011-09-04 06:20lycan785

回复 |  删除

相对于微博，推荐使用“知乎”，发文质量和回复质量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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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黄道吉日 语言壁垒  

2011-09-12 23:30:47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来杭十周年来杭十周年    

    2001年9月12日，我高中毕业考入浙江大学，开始了杭州的生活；今天算是来杭十周年纪念日。

中午我在杭州四眼井国际青年旅舍准备了一只烤全羊，邀请浙大毽球协会成员和包括 Mazha、

andyfires 和萝卜等当年在校期间一起搞计算机的朋友们一起吃个饭简要庆祝了一下；下午和毽友们

去之江校区一游，晚上又去西湖边小坐，度过了愉快而有意义的一天。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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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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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IPMI 2008-09-11 21:36:1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转载

    

——

——

    2021 

 40 

阅读(4585)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黄道吉日 语言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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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2013-09-10 02:53寒江独钓

回复 |  删除

回首这些年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发现原来还有像你这么坚持的人。惶恐之余发现自己也许还有救，过自己

想要的生活，好好活下去

2011-11-18 07:13逸勤才子

回复 |  删除

文武双全的网易技术哥啊，今番拜读了你的这篇总结文字后，在下受益匪浅！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我感受了到你积极入世的强大信念与执着热情。现在的你正处于年轻有为风华正茂的年龄段，

的确很有拼劲儿。但再有旺盛精力的人也不能持续地发光发热，也得注重补己养生哈~顺念冬安，远握问好

！

2011-09-19 16:12ricepig

回复 |  删除

哇，当年MSTC四大才子到了仨！

2011-09-18 16:01ferraribenli

回复 |  删除

您好，

在这一句"具有如此强大的信念其实不难：只要我有本事并且还能继续创造社会价值，没有什么事情是我解

决不了的。" 其中的"信念"是指有能力为任何事件做好准备的信念吗？为什么说真正的难点在于可以"可以帮

助多少人"呢？

2011-09-18 16:23 冰河 回复 ferraribenli

回复 |  删除

第一个问题，是的；第二个问题：很多人羡慕我，也希望走类似的路，但转身就发现自己已经陷

得太深无法自拔了，因为一个人的成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经历漫长的沉淀才有今天的成果；

如果我只能给人们留下一些惊叹和赞赏而无法实际效仿的话，那我就只是在炫耀了，这是我不愿

看到的；但我也不知道究竟怎样做才让自己的存在更有参考意义，所以才说这是难点。

2011-09-13 03:28berry_ok

回复 |  删除

在相对困难的冷门方向上寻求突破以最大幅度减少竞争；通过积极宣传个人理念以最大限度放大已取得的

成果；

很佩服你的直白。但我觉得上面这两句很阿Q。。。

幸福确实常常是对比出来的，但有时候坐标系没法改的时候怎么办？

2011-09-13 02:47初秋

回复 |  删除

优秀的人有着明确而专注的人生目标！好样的！像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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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来杭十周年 告别 Steve Jobs  

2011-09-30 16:25:38 |  分类：  学习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语言壁垒语言壁垒    

(注：本书已可在当当网预订)

虽然经常更新微博，但确实又有些日子没写常规博客了。10 月开始前有必要再写一篇，整理一下近

期的各种思路，以良好的精神面貌迎接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首先发布一个已经不太新的消息：Practical Common Lisp 的中文版《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

几经周折终于付印了，下月即可正式出版；读者们甚至已经可以在当当网上预订了。我听说这本书印

了 3500 本，我觉得不少了，因为如果可以间接培养出 350 个 Common Lisp 程序员来那真的就

是奇迹了。

我对这本书的最终排版还是不太满意，封面上中英文的间距不一致而且普遍过窄，怎么看都像是从低

版本 MS Word 里直接打印出来的。不过我已经基本放弃跟出版方争论排版问题了，首先这些事应该

是美术人员负责的，跟编辑无关，其次我认为我们之间存在根本上的审美差异：我第一眼看这个封

面，目光就停留在 “Lisp” 和 “编程” 之间那个过窄的间距，以及 “Peter Seibel” 和 “田春”

令人郁闷的右对齐上，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久久无法消逝！但为了广大读者可以尽早买到这本书，

只好先忍了。

我对一次又一次地谈论一本尚未面世的译作感到些许尴尬，因为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是翻译

前人的优秀作品而已，又不是自己写的，而且说实在的翻译水平也很一般。不过我相信很多人长久以

来都抱着一种疑问：为何这样一门语言的学习者可以如此自信地生活，甚至以此为借口跟丁磊这样的

人闹矛盾并高调离开网易公司？一个 Java 程序员应该不会做这种蠢事，C++ 程序员也不会，但

Common Lisp 程序员却可以?! 即便为了揭开这些答案，人们也应该把这本书买回去看看，尽管这

本书仅涵盖了我 8 年 Lisp 生涯里所有知识积累的第一年——漫漫 Lisp 路永远无尽头。

最后，我希望所有本书的潜在读者明白，如果你们真的可以把这本书彻底看懂，然后再看看另一本进

阶教材 On Lisp（由于没有出版社肯出版此书的中文版，任何读者都可以来信向我索要最新的中文版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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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那么就可以来 Glority Software 投简历了。我准备近期设计一个 Common Lisp 能力测试

的试题库，就从上述两本书所涵盖的内容里选题，以后用来考察所有新入职的 Lisp 程序员。

偶尔会收到一些 Lisp 爱好者的来信（不过并不是每封信都能及时回复，见谅），他们感谢我翻译了

PCL 这本书，同时也抱怨国内 Lisp 相关的资料太少，国外的英文资料一方面不知道如何寻找，另一

方面看不懂（英文不过关）。

我逐渐发现，计算机领域中似乎同时存在两个层面的语言壁垒：分别位于自然语言层面和编程语言层

面。

如果时间可以回到初中重来，我一定要好好学英语。无论初中、高中和大学时期，我的英语都太差

了。读书的时候无论英语单词还是语法我都很差，大学英语四级勉强通过，英语六级的课程根本就没

学。现在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总算是可以正常阅读计算机相关的英文资料了；偶尔用英语跟人

交流一下也没什么障碍，但我的方法是尽可能用自己熟悉的简单词汇来叙述各种事情，语法能省则

省，总之以能够被对方理解为准。至少对于工作来说，我的英语水平已足够了，没有什么英文计算机

书是我不敢看的；英语再学下去也无非是小修小补，除非还有心思去考什么 TOFEL，GRE 之类的。

英语之外的其他外语偶尔也会将我一军。上次高价从日本买回来的 Debug Hacks 一书，至今都还没

正式开始看。这本书的风评很好，日本人原创，中文版的翻译号称奇差无比。可是我的日语水平还停

留在熟读字母（假名）和基本句型阶段，连动词的各种变化都不会，实在是深感惭愧。更别提日本还

有许多潜在的工作机会——各种使用 Lisp 开发软件的公司，比如说黄涧石所在 MSI。

最近工作上除了维护 Lisp 相关软件之外，还在参与另一个 CAD 相关的大型软件的性能改进工作

——这方面我不是专家，但我正在努力地跟公司里优秀的架构师和 C++ 程序员们学习。我的长处是

可以静下心来分析底层算法，然后做出相应的代码改进，至于 C++ 层面的各种优化我是完全不懂

的，这方面自有相关专家去处理。这个软件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最初是意大利程序员写的，源代码的

很多地方不但用意大利语来写各种注释，而且有时连变量名也用意大利语的单词来命名。我在

review 它的源代码的时候必须经常地用 Google Translate 来翻译意大利语的长句子。很多欧洲语

言跟英语有着极大的区别，如果不熟悉基本的语法甚至连单词都无法从句子里分离出来，更别提这些

单词的原型了。

于是我心血来潮准备学一点儿意大利语。感谢 VeryCD，也就是所谓的电驴，各种语言的学习资料，

无论是电子书还是各种教学录音、视频都一应俱全。虽然可能有各种版权问题，但各种资料真的是铺

天盖地的涌来，几天里我就利用家里的 Mac mini 服务器下载了几个 G 的各种语言的学习资料。

PDF 文档导入 Papers 管理，mp3 文件导入 iTunes，各种格式的视频文件则留在服务器的硬盘

里，由 AirVideo Server 提供即时的流媒体服务，随时通过 iPad 上的 AirVideo 客户端软件访问动

态域名进行实时转码的视频点播。iPad 作为一个终端设备实在是太完美了，我的用法和配套设施也

很值得骄傲。

不管怎么说，仅仅过了三天，听了总计不到 6 个小时的意大利语教学节目，现在我知道了意大利语的

基本概念，最基本的功能性单词（各种代词和相当于英语 be 和 have 的基本动词），可以从带有定

冠词的阴性或阳性名词里分离出可以拿来查字典的对应原型。甚至记住了一大批样子跟英语很不相同

的常见词汇——有些虽然跟英语里的对应单词区别很大，但是跟对应的法语单词基本一致。这时再去

看那些源代码里的意大利文注释，唯一困扰我的就只剩下那些尚不熟悉的单词了。我认为意大利语无

论发音还是语法、词汇都比法语简单一些，法语单词里有很多不发音的字母，单词通常都不以元音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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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开学前的各项准备 2014-09-29 23:26:56

启动留学手续 2013-09-30 16:33:31

毽球比赛 2012-09-30 17:04:07

不想考研了 2007-09-29 21:03:4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转载

尾，无论读还是听都很困难。

最后的结果是，我开始同步学习 4 种欧洲语言：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因为我发现它们

的单词都很相似，语法虽然互有差异但总体上保持了高度的内在一致性。最重要的是：这些语言的教

学套路都是完全一样的，每个新的句型都可以对应教材的相同阶段找到同样的东西。我把这些语言看

作是略有差异的编程语言，英语可以看成是基本的 C 语言，其他欧洲语言可以看作是 C++、C#、

Objective-C 和 Java 这些的与 C 语言共享相同基本概念和表达式语法的编程语言。这些欧洲语言的

单词可以视为不同编程语言中的各种基本库函数——如果一个程序员可以同时掌握多种编程语言，我

相信以相同的思路掌握多种自然语言并且保持它们在使用时互不混淆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时间宝贵，

但凡有 “事半功倍” 的可能就绝对不能错过，而且上次追求法国小姑娘时所留下的法语摊子也终于

可以合理地捡起来了。

这些计划总体上是很好玩的，对于一个尚未成家、工作繁忙程度有限，且可遇见未来有更多业余时间

的人来说也是可行的。也许有读者觉得这些想法挺不靠谱的，不过我既然公开地在这里讲出来了，就

有信心坚持执行下去，不然就会很没面子了。

我已经两个多月没见过跆拳道小姑娘了，距离她暑期结束回到杭州也已超过 5 个星期了。貌似新工

作/新学期里大家都很忙，忙到有时连微博都没空写了。我也很好地保持了连续一个月不勾搭任何其

他小姑娘的良好记录，面对我最后的希望，我保持了破釜沉舟的心态。

最近我听说杭州的房价终于开始大幅下跌了，正常的 100 来平米的房子已经跌下去好几个 Leica

M9 照相机的价钱了。为了照顾广大已经买房的同行的感情，我不敢表示任何欣慰。我更想说的是，

社会的危险系数已经偷偷地大幅提高了，尤其是公共设施的安全性日益难以保证。在这种背景下，我

们应当加倍地珍惜生命，珍惜我们一息尚存的有限时光，无论有何心愿，都应该毫不犹豫地尽快加以

实现。我有很多未完成的心愿，由于日益不确定的明天，我也要配套做出一点儿改变了。

阅读(9504) |  评论(3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来杭十周年 告别 Steve 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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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2011-10-07 05:28poplarx

回复 |  删除

我在想，89元的售价，田春拿了多少？

2011-10-07 05:33 冰河 回复 poplarx

回复 |  删除

看来你完全不清楚行情，只有原创的书籍出版后才有销售分成，翻译的书从来都是只给固定的稿

费。

2013-10-18 08:23wangyanwen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难怪看到出版社的人听说你花那么多钱请人帮打字很诧异呢，理想第一，敬佩！正准备学习中

2011-11-16 06:26zbs28910815

回复 |  删除

不知CLISP帮助文档是否能中文化？我认为这个问题太应该为想掌握CLISP的中国人解决了！期待版主的

关注！

2011-11-03 15:43rickin.lee

回复 |  删除

买了一本放在背包里,看了前三章,不过初学者似乎不太容易弄懂,翻译的是有点晦涩了,不过作为同样的技术

人员,理解和支持下冰河.哈哈.

偶只能说兄弟你少了个女孩哈.对女孩温柔一点千万别整天跟她谈技术,谈她感兴趣的话题,然后就ok啦,技术

很重要,同样女孩也很重要哈.

死啃lisp语法到现在,不过看的是David Lamkins的successful lisp    

2011-10-29 15:01sendtofaraway

回复 |  删除

能不能给我一份On Lisp的中文版。

laozhangy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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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28 07:49

回复 |  删除

计算机领域中似乎同时存在两个层面的语言壁垒：分别位于自然语言层面和编程语言层

面。

深有同感，现在每天都在懊恼当初为啥没好好学习（幸亏我还年轻，小生22周～）。

同时非常感谢你能翻译出这本书，前段时间看黑客画家中毒，正在研读您的译作。

2011-10-25 16:56gzgygsy

回复 |  删除

我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立刻从电脑屏幕前立起身来,默然的握起这本书,静静的肃立三分钟.

2011-10-25 16:37gzgygsy

回复 |  删除

书昨日收到手了,但今日在网上突然看见"人工智能之父与Lisp编程语言发明人麦卡锡去世"的报道,感到这书

也到手得太巧太沉重了些.冥冥之中,冰河注定要为这老头子传承一些什么的吧?

2011-10-21 17:18jizhonghua123@126

回复 |  删除

书已经到手了，感觉不错目前正在看。因为原来又看过点英文版的，但是英语太差。这次看中文的感觉很

有收获了。有一点就是开头的关于lisp in box的使用一直没有弄懂。要是有个视频的教程指南就好了。

2011-10-18 15:00ttkk1024

回复 |  删除

当当终于出货了，等的花都谢了

2011-10-15 11:13无很

回复 |  删除

已经买了.估计下周就可以收到了.66.5,不算贵!

2011-10-15 10:16shoulea

回复 |  删除

现在才看到。太好了，马上去订一本。多谢博主翻译了这本好书！

2011-10-02 21:28momo5269

回复 |  删除

我有很多资料但是..http://www.lispchina.com/bbs/thread-104-1-1.html

请各位注意版权问题...你可以先看看再去买实体....不过有几本买不到

2011-10-08 05:09xianghuabq 回复 momo5269

回复 |  删除

你好, 有没有 let over lambda 这本?

2011-10-15 05:08momo5269 回复 xianghuabq

就这本难找 貌似找不到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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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1-10-13 09:09hoodoo

回复 |  删除

MAC上使用什么Lisp比较好呢，对于初学者？

2011-10-14 15:54 冰河 回复 hoodoo

回复 |  删除

Clozure CL，它自带了 IDE

2011-10-13 05:02alphaho

回复 |  删除

请问最终上市时间要到什么时候？？半个月都过去了⋯⋯

2011-10-13 07:13skot52510 回复 alphaho

回复 |  删除

china-pub上已经可以买啦

2011-10-14 05:28alphaho 回复 skot52510

回复 |  删除

⋯⋯好，谢谢。我之前在当当下的单，然后一直都没到货⋯⋯

2011-10-13 17:40drunkard.msg

回复 |  删除

求on lisp中文版，邮箱 drunkard.msg [at] gmail.com

2011-10-13 10:22maojialaoshu

回复 |  删除

先感谢下你翻译了这本书.最近由于使用开始使用emacs,顺便准备学下 lisp ,最后在lisp的几个方言中选择

了 common lisp ,正埋头看 这本书的英文版本的chm. 不过因为这门语言和其他语言有些差别,英文看起来

速度比较慢. 

刚看到你翻译了这本书,我就从淘宝上买了,两天后到杭州.应该可以加快我lisp的入门速度了. 

至于你说的排版问题,我可以提供一点建议,可以使用lex  现在的xelatex中的xeCJK已经不错了,如果嫌手动

写lex代码不爽,可以考虑使用下 sphinx--不是那个搜索引擎,是python代码编写的 ,采用reStrucetedText

语法的写作平台,可以把reStructedText的原文件转换为 html latex 等众多格式,这比你手动排版好多了.

我也在杭州,你有空可以组织下杭州的lisp 组织

2011-10-12 17:04albert

回复 |  删除

第一时间订了你译的书，然后china-pub就挂了

adoal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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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06 18:04

回复 |  删除

好吧，看到这个封面，我明白你为啥要跟出版社纠结了

2011-10-05 06:10poplarx

回复 |  删除

有paul的极力推崇和阮一峰的翻译，现在又多了冰河的中文教程，lisp有小火的趋势。。

2011-10-02 18:57gzgygsy

回复 |  删除

已预定了，等的时间太长了点，这是国庆节的一份意外之喜，我不知道是祝贺你还是祝贺我自己。

2011-10-02 14:42wslewj

回复 |  删除

在当当上预订了，为什么卓越没有呢？

2011-10-02 14:52 冰河 回复 wslewj

回复 |  删除

估计要等等吧。我写这篇文章时连 china-pub 上都没有，现在已经有了。

2011-10-01 19:36lolanda

回复 |  删除

幸好是9月30号发布的这篇博客，不然又要多等

2011-10-01 10:06YY

回复 |  删除

坐等京东...

2011-10-01 01:54jiguang00

回复 |  删除

china-pub预定

2011-10-01 01:50jiguang00

回复 |  删除

haskell没等到，等来了lisp.......

2011-09-30 18:30zyg99zyg

回复 |  删除

千呼万唤始出来，下月才有正式版。。。已经预订了，谢谢伞哥，为像我这样的英语小白，降低了编程语

言学习的门槛。

阿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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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30 11:32

回复 |  删除

读完了~最后一段话跟你微博上面回复我的差不多哈。克服懒惰的方法 - 不安的环境，万

一哪天不小心挂了，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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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 Steve Jobs告别 Steve Jobs    

(Steve Jobs, 1955-2011)

 

最近苹果公司大起大落，前一天新上任的 CEO 还在愉快地发布新款智能手机 iPhone 4S，悲摧的手

机广告在主页停留了不到 24 小时就被 Steve Jobs 的 。病魔缠身的 Steve Jobs 的过世

并不奇怪，但我没想到竟然发生在新产品发布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心愿了却以后，

终于再没有其他信念可以支撑下去了，至少短期之内没有了。如果 Steve Jobs 在演绎一个企业领导

者是如何热爱自己的产品和毕生为之努力的事业的话，那么我认为他给出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作为苹果全线产品（服务器产品和专业软件除外）的用户之一，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对所有这些苹果产

品做更多的称赞了，该说的过去大都已说过了。还没有说过的是：我鄙视那些只在苹果电脑上使用我鄙视那些只在苹果电脑上使用

Windows 的人，以及在 iPhone/iPad 上通过破解来免费使用各种 app 的人（越狱但不破解Windows 的人，以及在 iPhone/iPad 上通过破解来免费使用各种 app 的人（越狱但不破解

的情况还勉强说得过去），前者至少是肤浅的，后者则是可耻的的情况还勉强说得过去），前者至少是肤浅的，后者则是可耻的。我听说 Steve Jobs 从未来过

中国，我认为他鄙视这个巨大的不正常苹果市场以及廉价组装工厂。我为自己按照苹果公司原本的理

念多年来正确使用了这些产品感到自豪，为多数同胞感到羞愧。你们知道吗？网易公司里买苹果笔记

本最多的那个人（平均每两个月买一台送人）从不使用 Mac OS X，无论自己用的还是送人的，所有

买回来的电脑一律格掉装 Windows，这种人每天号称要学习苹果的经营和设计理念并以此来打造自

己的公司，学习成果可想而知。（扯远了⋯⋯）

今天我无意中从朋友转发的一条微博上看到了 Steve Jobs 2005 年在 Stanford 毕业典礼上的演

讲。我以前从未看过，今天仔细看了两遍。说实在的，我受益有限，因为我一直是按照类似的思路办

事的。不过我注意到有个原本似乎可以省略的细节被 Steve Jobs 着重说明了一下，那就是他对于书

法（排版学）的热爱。我认为我也有相同的嗜好，错误的排版令人心碎（参见前一篇博文的有关内

容）。如果说计算机程序设计或者说更广泛的计算机相关活动（系统管理、文字排版、图像处理、动

画设计⋯⋯）真正可以视为一门一说的话，那么我觉得从业者必须具备必要的美感美感——一种能力，在

广泛阅历的支撑下可以自然识别出哪些是美好的东西，哪些是丑陋的东西。不知好歹，这是最大的不知好歹，这是最大的

悲哀。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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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国庆假期第五天 2007-10-05 18:45:0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转载

顺便说一下，我钟爱 Common Lisp 语言就是因为我认为 Lisp 程序在所有语言写出的程序里是最优

美而典雅的，不但毫无歧义，而且具备内在的和谐与统一。在借助宏充分消除了重复的模式以后，

Lisp 程序也是最简洁的（代码必须超过一定规模才能看到这点）。

我认为苹果公司不会走向没落，无论苹果电脑，iPhone 手机和 iPad 平板电脑，还是 Mac OS X 操

作系统本身，一切都在随着硬件的自然发展而稳步向前推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Steve Jobs 更像

是一个精神寄托，今后每一任苹果领导者只要想想 “如果 Jobs 还活着会做出怎样的决策“ 就行

了，技术人员已经充分理解了所有可能的方向，领导者只需做出一个符合 Jobs 思路的选择罢了。我

个人希望苹果继续保持产品线的简洁性，这样才能集中精力做出最好的产品来。相比 IBM、HP 和

Oracle 那浩如烟海的产品线，苹果的管理者们应该感到幸运。

“有些时候生活会给你当头棒喝 (sometimes life hits you in the head with a brick)，不要失去

信仰 (don't loose faith)。我很清楚唯一使我一直走下去的就是做我无比钟爱的事情 (I'm

convinced that the only thing that kept me going was that I loved what I did)。你需要去找

到你所爱的东西 (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这是一条适合于工作和爱情的信条 (And

that is as true for your work as it is for your lovers)。你的工作将占据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

(Your work is going to fill a large part of your life)，你只有相信自己所做的是伟大的工作你才

能怡然自得 (And the only way to be truly satisfied is to do what you believe is great

work)。而成就伟大事业的唯一方式就是热爱你所做的 (And the only way to do great work is to

love what you do)。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找到 (If you haven't found it yet)，那么继续找，不要停

下来 (Keep looking, and don't settle)。只要全心全意去找 (As with all matters of the heart)，

在你找到的时候，你的心会告诉你的 (You'll know when you find it)。就像任何真诚的关系 (And

like any great relationship)，只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紧密 (It just gets better and

better as the years roll on)。所以继续找，不要停下来 (So keep looking, don't settle)。”  --

Steve Jobs, 2005

我觉得我早已找到了，所以我一直生活得怡然自得。

阅读(6310) |  评论(2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语言壁垒 两周来的事件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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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2011-11-26 14:20smusicfan

回复 |  删除

不要失去信仰 (don't loose faith) loose拼写错了，应该是 lose。

2011-10-24 22:43teddymingming

回复 |  删除

"如果 Jobs 还活着会做出怎样的决策" 这句话，与：看到$5的纸币的林肯头像“如果林肯先生遇到这样的

情况会怎样做”不谋而合。

2011-10-23 15:37ferraribenli

回复 |  删除

您好，我现在在看<<Practical common lisp>>。有个问题是这本书没有附带练习，但是不做练习看过的

内容总是容易忘记。自己想到两个办法：

1. 做<<ANSI common lisp>> 上的题目。虽然和PCL 在内容编排上不同，但有题做总比一点都不做要强

。

2. 看PCL 的同时看<<Paradigms of Artifical Intelligence Programming>>。

所以想问问您是否有能配合着PCL的习题可以推荐呢？

谢谢。

2011-10-23 17:37 冰河 回复 ferraribenli

回复 |  删除

习题？我要不要给你组织一次考试啊？

2011-10-20 07:59洛美中国

回复 |  删除

我鄙视那些只在苹果电脑上使用 Windows 的人，以及在 iPhone/iPad 上通过破解来免费使用各我鄙视那些只在苹果电脑上使用 Windows 的人，以及在 iPhone/iPad 上通过破解来免费使用各

种 app 的人（越狱但不破解的情况还勉强说得过去），前者至少是肤浅的，后者则是可耻的。种 app 的人（越狱但不破解的情况还勉强说得过去），前者至少是肤浅的，后者则是可耻的。

2011-10-12 17:02albert

网易那个买苹果最多的那个人难道是??????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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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1-10-10 17:00小尾巴

回复 |  删除

接触过OS系统（我的mac air没装windows的虚拟机，就是原装lion）后，从一开始茫然、各种不会用，

到开始一点点熟悉起来，真心觉得很好用啊，而且速度为什么能比windows快那么多呀~~

2011-10-09 22:33Fish.NET

回复 |  删除

虽然我从未使用过且在近期没有打算使用任何苹果的产品，我也非常同意你关于破解的那一段。特别是软

件开发人员，如果使用盗版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太说不过去了。至于中国市场，其实以一种另一

种的方式保证了苹果的利润，如果不是Made in China，苹果找不到其他国家能生产如此廉价和高质量的

硬件，Jobs也不可能没想到这点。

2011-10-09 11:05bsd_clooo

回复 |  删除

伞哥，俺喜欢Alienware M11, MBP, Thinkpad T高分屏，试着给俺个理由说服俺买MBP吧   

btw: 俺主要做linux c/c++服务端，现笔记本用了几年的slackware，从未用过apple的产品。

2011-10-09 10:55bsd_clooo

回复 |  删除

关于RMS的评价伞哥有何见解？我尊敬Jobs，更尊敬RMS，从思想理念上来说RMS更高一层，我佩服他

对自己理念的坚定不移。

2011-10-07 14:41柯某人

回复 |  删除

可是热爱排版的你，连白底黑字最伤眼睛都意识不到。。。

2011-10-07 14:41柯某人 回复 柯某人

回复 |  删除

呃，黑底白字~看得我眼花啊。。。

2011-10-09 07:03xianghuabq 回复 柯某人

回复 |  删除

"黑底白字" 怎样伤眼睛? 真的不懂, 请教?

2011-10-06 18:22lonependulm

回复 |  删除

可是热爱排版的你，连中文不适合斜体这么简单的一点都意识不到。

2011-10-09 04:00冰化了 回复 lonependulm

回复 |  删除

那段话是引用，用斜体无可厚非啊

linjunhal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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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08 10:30

回复 |  删除

我看了你的这篇博客, 想入手mbp+iPhone4了, 这样会把我的积蓄花掉一大部分, 怎么办

?

2011-10-08 12:18 冰河 回复 linjunhalida

回复 |  删除

MBP 买低配的，iPhone 别买 4，买个 3gs 就好了。我认为第一台苹果电脑花掉大部分积蓄是合

理的，第二台以后就好多了。

2011-10-07 16:54berry_ok

回复 |  删除

>>在 iPhone/iPad 上通过破解来免费使用各种 app 的人（越狱但不破解的情况还勉强说得过去），前者

至少是肤浅的

不懂越狱的意义就敢说，你才是真正肤浅的那个人啊。

ps。越狱是合法的。

2011-10-07 17:47 冰河 回复 berry_ok

回复 |  删除

我知道越狱是合法的，所以仔细地措辞以免伤及无辜。

2011-10-08 02:27berry_ok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合法是果，越狱的价值是因。给出ps只是怕你不理解我第一句，可见你确实不了解。

2011-10-08 04:34 冰河 回复 berry_ok

回复 |  删除

但我根本没有说 “越狱” 是肤浅的，你确定你对句子的理解没有问题？

2011-10-08 07:00berry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囧 抱歉 完全无看到window那句。。。

ps。你今天态度真好

2011-10-07 12:08ivy1107@126

回复 |  删除

最可恨的黑底白字看的我眼疼，唉，罪过

2011-10-07 14:57 冰河 回复 ivy1107@126

回复 |  删除

好吧，我换个白色底的主题试用一下，06 年开博至今从未换过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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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06 18:47阿奴

回复 |  删除

伞哥 你玩游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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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国庆假期结束以后我就没再更新博客，深感惭愧。造成这个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国庆放假前的项目

进度很紧，多少有些压力；然后国庆期间因为家里的 Mac mini 服务器硬盘故障损失了不少电影和电

视剧存档，花不少时间收拾残局以后完全没心思做其他事；接着假期结束后连续 5 天高强度写代码写

文档，给公司创造了一笔不小的项目收入，然后各种其他事情接踵而至，只有时间更新微博，没有时

间写长篇大论的博客。

但我仍然觉得传统博客是不可替代的。写博客就意味着有一两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可以静下心来思考和

整理过去一段时间的经历，趁记忆还新鲜的时候把它们记录下来，加以分析，得出一点儿结论，然后

再用略加修正的思路去迎接新的生活。

浙大毽球协会成员，同时也是 88 首届站衫 MM，端端在美国学习工作了整整六年以后，最终回到北

京成为了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 (associate)。北京是她的家乡。端端在美国期间在采购各

种软件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2010 年初我买的 Adobe Kazuraki 字体和苹果 Aperture 3 升级

license，就是委托端端在美国购买的。多年来我们偶尔通一下电子邮件，一直保持用英语交流。能

够认识端端，我很荣幸。

我认为美国律师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职业，对于非英语母语的人来说尤为困难。从事这项活动的人，在

校期间不但要阅读浩如烟海的相关法条、历史文献，而且必须时刻保持思路敏捷，否则难以胜任庭审

中瞬息万变的辩论形势，还要高效利用时间，严格安排日程；英语的要求更是超出一般需要，口语要

能在法庭上与那些英语母语的各届人士交谈辩论，转身还要书写各种具有法律效力的严肃的文本。总

而言之，自从看过几集美剧《Boston Legal》以后，我对这项职业佩服得五体投地。而端端就是我

唯一认识的美国律师。很多浙大人只把站衫 MM 视为一个花瓶般的美女，然后加以 YY，这是非常不

合适的。

端端的经历让我认识到，其实出国并不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学好英
语，准备一些资金，然后基本就 OK 了。出国并不难，难的是要在国外严谨的教育制度下学有所成。
最近美国人民饱受高失业率困扰，年轻人从大学毕业以后很多都找不到工作。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
今后那些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们也应该更难在当地找到工作了，不过我相信其中的佼佼者在任何时代
都不必担心，无非是竞争变得更激烈一些罢了。当然，我短期之内不再有出国的想法了。以前想过是
因为工作并不如意，现在工作非常满意，本该由美国人来干的事情现在我在中国就可以干，在各届急
需我做出不可替代的实际贡献之际，我是一定要坚守岗位的。将来功成名就之际，再出去看看也不迟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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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一书在两周前顺利发布了，而且似乎还取得了出乎各方意料的良好销

售成果。最近该书在中国互动出版网的计算机图书一周销量排行榜上排名第一并出现在首页上，在当

当网的同类排行榜上排名第二，甚至在京东商城上也排到了第七名。我认为，这本 Common Lisp

入门教材的热销，一方面反映了 IT 同行们强烈的求知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敝人的市场营销策略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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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出版社的编辑们也功不可没。为了能够尽早出版该书，图灵出版社出动了华丽的编辑阵容。昨

天我还特意抽出时间跟来杭州参加学术活动的两位出版社高层——副总编杨海玲和副总经理谢工女士

会面，当面表达了对她们辛勤工作的谢意（顺便也指出了排版环节的某些不足）。我很荣幸还和两位

女士合了个影：

 

在这次难得的会面里，我了解到一些情况，我认为在此有必要向广大读者说明一下。虽然《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一书定价颇高，但其实出版方获利甚微。据说去除了各种出版开销，以及付给

我的 20670 元稿费（税前）以后，这 3500 本书只能给图灵出版社带来两万多的盈利——这是副总

编杨海玲亲口说的，我认为水份不大。

基于上述情况，后来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假如图灵出版社愿意将我 2008-2009 年间翻译的《On

Lisp》一书引进并正式编辑出版的话，我愿意放弃全部稿费我愿意放弃全部稿费（估计也在两万元左右），从而帮助出

版方提高利润，提升该书被出版的可能性，并弥补目前译稿广为流传的缺陷。

另一方面，我已承诺从今年最后一天开始动笔写一本新的 Common Lisp 教材从今年最后一天开始动笔写一本新的 Common Lisp 教材，侧重于

Common Lisp 具体实现和重要的第三方工具包的用法，作为现存几本经典教材的补充，希望可以有

助于国内的 Common Lisp 学习者。但这本书我一定要亲自排版，出版社只要负责把它印出来就好

了。

最后想说的是，我现在过得很好。我拥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心里有想着的姑娘，生活有明确的目标，

每天都在努力学习，工作得心应手，除了偶尔忙不过来以外完全没有其他负担；钱也多得花不完。在

这种情况下，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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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6323) |  评论(4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告别 Steve Jobs 《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译者序  

2011-11-24 11:10小猪蚁巴

回复 |  删除

端端，我记得

2011-10-25 08:05untruefish

回复 |  删除

我特意关注了一下三大图书网站（当当，卓越，京东）的评论，70%的评论指出翻译的不是很好。然后去

豆瓣看了一下，评论廖廖，并且也是负面的。当然，肯定的也有，但主要是表达“总算有中文版”这个主

题了，这也是销售还可以的主要原因吧，我认为。但这些你咋不说呢？就见你大吹特吹了。难道你和某par

ty一样喜欢只报喜不报忧？这点倒是和你的留影不符，基本上拍照就没怎么见你有笑容，想炒作也摆个好P

OSE嘛。我和普通喷你的人不同，我认为你还算厉害，但在低调这方面，离真正的牛人差太远。须知满招

损，谦受益，小学就该学到了才对。这方面多和云风老大哥学学吧。人家可没说“跟我工作将是你这辈子

绝不平凡的经历”，可是有一帮子有热情有追求有能力的人想追随他，这就是差距。

2011-10-25 10:47asdf4 回复 untruefish

回复 |  删除

书已经入了，翻译质量。。。有待提高。。。

可是这是伞哥的地盘，我相信他是不会在这儿写报喜报忧的思想汇报的。

但是不报忧，并不是等于大吹特吹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当然，伞哥在炒作吗？哪里在炒啊？烦劳指明。

2011-10-25 12:00胡晓文 回复 untruefish

友情去豆瓣考证了一下，冰河童鞋不是专业译者，作为开发者来翻译，也实属不易啊。又要会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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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译，又要懂技术，业界好像也没几个。

2011-10-25 13:38 冰河 回复 untruefish

回复 |  删除

我高调了这么多年，毫发无伤，有理由继续高调下去；说实话我自己觉得翻译得还行，很符合我

的语言风格。

2011-10-25 18:30untruefish 回复 asdf4

回复 |  删除

我为毛什么都要给你指出？你自己是看不见还是选择性过滤？“跟我工作将是你这辈子绝不平凡

的经历”不是吹是啥？你自己都说翻译质量不行了，你看他哪点提到了，不是报喜不报忧是啥？

回复你这样的人的评论真是浪费我时间。。。

2011-10-25 18:31untruefish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嗯，那当然了，谁伤的得了随身带伞的您啊。话说凤姐也是这么想的。

2011-10-25 19:47 冰河 回复 untruefish

回复 |  删除

首先那不是吹，那是一个事实；其次我在帮助公司招揽人才，你听说过一家公司在自己的宣讲会

上刻意保持低调以免有人问津么？

关于翻译的事情，事实上我写在该书译者序的结尾部分了：“可能我还不是一个好的译者，但由

我翻译这本书是合适的。”

2011-10-26 03:09asdf4 回复 untruefish

回复 |  删除

呵呵，也许我对你的话理解的不对。不过“跟我工作将是你这辈子绝不平凡的经历”这句话有有N

解的：

1、我很牛（确实很牛），跟我工作感觉会很独特。

2、我觉得我很牛（其实并不牛），跟我工作感觉会很独特。

其它、我带伞，我不笑，跟我工作感觉会很独特。

事实上很牛很高调的人有，比如Feynman；很牛很低调的人也有，比如schwinger。当然了，就

我而言，我觉得schwinger更有才，但若有幸跟Feynman共事，相信也会是不平凡的经历。

若诛心的话，我认为你说炒作是“有罪推定”。他高调所以他炒作。可高调真的是炒作的充分条

件吗？

2011-10-26 04:28untruefish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首先我该怎么理解你一边说自己翻译的不错，一边又说自己还不是好的译者呢。其次，帮助公司

招揽人才这个说法未免太过牵强，并且有假公济私之嫌。退一步说，要是真是这个目的，至少应

该多介绍一下公司的情况吧。再说，我想您呆的那家公司还不至于沦落到要靠个人力量来力挽狂

澜吧，我希望您这么做不会弄巧成拙，导致本来想来的人结果不想来了。。。

2011-10-26 04:33untruefish 回复 asdf4

嗯，您有您的理解。这个社会是以成败论英雄，若如牛顿或爱因斯坦般牛逼，就算干下多龌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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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事，后人看到的还是他光辉伟大的一面，当然，如果他没留下污点就更妙了。至于还没有牛逼到

那份上的人，首先迫不及待的开始装逼，岂不是笑柄一枚？至少我还可以笑一笑对不。伞哥有点

牛，但很装很嚣张，这是我对他的评价，我自认为很客观。

2011-10-26 04:46 冰河 回复 untruefish

回复 |  删除

首先，这是自己满意的工作和别人也满意的工作的区别，品味不同罢了；其次，你真的是多虑了

。

2011-10-26 08:36 冰河 回复 untruefish

回复 |  删除

非常客观。

2011-10-31 02:52dust1029 回复 untruefish

回复 |  删除

炒作不至于

2011-11-03 06:20hangzhou hdu nhk 回复 untruefish

回复 |  删除

年轻人就是要狂，你懂p，所以你不是伞哥，你还差得远

2011-11-05 15:16lxd19840807 回复 untruefish

回复 |  删除

首先,common lisp是一门比较老的语言，这仅仅是从它的历史说起。而且这门语言完全脱离硬件

架构，每句话都是s表达式，都是数理逻辑的体现。并且现在越往后面的语言，越接近lisp。因此

自己感觉这是门好语言。虽然现实中cl的应用并不是很广泛，但是它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中文的

lisp教程本来就不是很多，有《on lisp》，好像也是伞哥翻译的。

另外，语言本身接近于数学，翻译起来是有难度的。

中文版的目的是便于国人阅读，在中文cl教材本来就少的情况下，适当宣传，让人了解common l

isp的优点，是很难的的。

仅仅对于一本书的评价，不能攻击到个人头上，对书本身的评论，不应转移到个人主观意识形态

上。

其实如果觉得翻译的不好，看英文原版就是了。如果说英文版也写的不好，那还有个毛的必要翻

译。

2011-10-28 07:41lolanda

回复 |  删除

首先这本书适合有基本common lisp知识的人，原作也是聊聊几句就直奔主题。

其次，很多人说翻译生硬了点，这个生硬应该是博主一贯思维严密的语言风格，毕竟这不是科普读物，一

句话能说清楚的，就不分成几句来说，相信看过英文原版的同志们深有体会。

再次，也许binghe翻译的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好，但是他也说了，由他翻译是合适的，毕竟作为国内为数

不多的lisp使用者，敢于勇敢的站出来推动这一门语言的发展并做出实际的行动的人找不到第二个。

最后，也许很多人像我一样，期待看完这本书真的就能够学会common lisp语言，并能够自己去开发软件

或者做实际的应用，天真了，但这本书一定能带你进入common lisp的大门并给你指明继续学习的道路。

PS：裘宗燕翻译的SICP又有多少人能看完前3章？

momo5269 回复 lol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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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28 23:36

回复 |  删除

没基础我连前几页看着都困难................

2011-10-28 12:00阿奴

回复 |  删除

老大我想问你个问题，代码到了一定数量级，如何有效地管理，我是菜鸟，码了一个项目，头疼。

2011-10-28 10:38霜之哀伤

回复 |  删除

不错，看来我还算是买的早的。

前几天刚去书城就看到了，之前几天每天都去，都没发现这本书。

作为几年第一次看到的中文lisp书 ，入手还是必须的

2011-10-28 10:29zhangliwei2233

回复 |  删除

我没学过语言。lisp是我第一次接触语言。在看land of lisp。《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不是很看得懂

，land of lisp 也看得挺吃力，英文也不好。没学过计算机的来学这个，估计挺难得把?不过我希望能看完

on lisp。冰河给点建议？

2011-10-28 04:25wupingteng

回复 |  删除

还是期待下伞哥自己写的lisp书吧。实用common lisp翻译的生硬了点。

2011-10-28 04:22wupingteng

回复 |  删除

common lisp的书已经到手。可惜书中的代码经常少括号。有关于宏中@ 等等符号的解释感觉有点生硬，

看了好几遍愣是没看懂。

2011-10-27 07:55洛美中国

回复 |  删除

冰哥,威武~~

2011-10-26 08:24洛美中国

回复 |  删除

支持，支持~！

2011-10-25 17:33magnet_hywhy

回复 |  删除

一不小心闯入common lisp的译者博客：）我这周刚买了一本，还没寄到，网上反映翻译不太好，本来我

以为译者是外行人，原来是专业的，那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很期待这本书啊，完全不懂lisp，打算学习一

下

lic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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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25 13:08

回复 |  删除

这女生好漂亮哦！

2011-10-25 06:52fb8py

回复 |  删除

R.I.P. John McCarthy

2011-10-25 05:30zyg99zyg

回复 |  删除

伞哥还要多翻译啊，邮电版的明显没有原著读的流畅。。。我英文不好，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翻译方法，

只能说伞哥的句子读上去像原版的葡萄串，不像是汉语的竹节。

2011-10-25 04:28bsd_clooo

回复 |  删除

伞哥，是这样子的，你的这书是 人民邮电 出版的，贵点我都愿意买，要是让 机械工业 出就完全废了！建

议伞哥以后的出的书排版好不说，印刷上一定也要有 人民邮电 图灵系列的书的印刷质量。

2011-10-25 04:29bsd_clooo 回复 bsd_clooo

回复 |  删除

我喜欢的BS的TCPL，看看被机械工业印成什么了？真是不得不说F***！！！

2011-10-25 04:10zjf_sdnu

回复 |  删除

昨天网上偶然看到您的著作介绍，萌发了学习lisp的兴趣。晚上还学了下基本概念，没想到今天早上就看到

john mccarthy 去世的消息。

2011-10-25 03:22berry

回复 |  删除

越来越觉得你很喜欢说大话。。。

看到你让我觉得，生活还是普通的生活，必须阿Q才是幸福之路？

2011-10-25 03:54 冰河 回复 berry

回复 |  删除

哪句是大话，指出来

2011-10-25 03:16月之影

回复 |  删除

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已入手 翻译的不错

2011-10-25 03:07hoodoo

回复 |  删除

john mccarthy 据说今天去世了。。。看来今年是多事之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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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25 03:04一千年以后

回复 |  删除

伞哥最后的点评，太NX了。祝大卖。。

2011-10-25 00:14fengni666

回复 |  删除

伞哥总是那么拉轰...

2011-10-24 20:40ricepig

回复 |  删除

伞哥有一点一直很佩服：明确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并且努力去达成！

学习了！

2011-10-24 17:51imlyj

回复 |  删除

现在的版面清爽了，原来黑底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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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来的事件汇总 学海无涯  

2011-11-07 13:47:36 |  分类：  Lisp |  标签： practical  common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译者序《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译者序    

最近忙得脚打后脑勺，但博客还要持续更新，所以无奈之下只好把我给《实用 Common Lisp 编

程》一书撰写的译者序重新发表在这里，以方便那些尚未读过该书的潜在读者们。说实话，今天重读

了一遍以后，我被我自己写的文字给深深打动了，因为我的写作能力很不稳定，一篇好文不是随时都

可以写得出来的。也许这就是会写字的人和职业写手的区别所在吧。下面是译者序全文：（每段的重

点句子以红色标注出来）

译者序译者序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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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荣幸被授权翻译《Practical Common Lisp》一书，本书是自1994年Common Lisp语言

标准化以来国内出版的第一本Common Lisp的中文教材。

Lisp语言家族最早诞生于1959年，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二个高级程序设计语言（第一个是

Fortran）。那一年人工智能（AI）专家John McCarthy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一篇LISP论

文：《Recursive Functions of Symbolic Expressions and their Computation by Machine,

Part I》，其中介绍了一种运行在古老的IBM 704计算机上的列表处理语言LISP（LISt

Processing，列表处理），借助它可以轻松描述当时人工智能领域用到的各种算法。从此，Lisp语

言在包括AI领域在内的所有主流计算机分支上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Lisp平台不但在IBM PC出现之

前的几乎所有计算机硬件体系上均有移植，甚至在80年代还出现过专门用来运行Lisp程序的硬件——

Lisp机。1994年ANSI标准化的Common Lisp语言将之前历史上的所有现存Lisp厂商的各种语言和

平台特性做了一次伟大的总结，从此语言核心不再变化，不但标准化以前的历史遗留代码只通过少量

修改就可以兼容现代Lisp平台，而且标准化以后写出的所有新代码也都几乎不经任何调整就可能运行

在任何一种Common Lisp平台上，无论是带有原生或是字节码编译器的，还是间接转译成C语言

的，或是运行在JVM上的。目前至少有13种不同的Common Lisp语言平台可以运行在现代计算机

上，其中10种还在广泛使用中，远超过它们所在的操作系统上C和其他语言编译器的数量。可以说

Lisp语言家族长达50年的发展史就是整个计算机发展史的缩影。

我从2003年大学三年级时开始学习Common Lisp语言，至今已有八个年头。当时学习它的动

机基本上是出于对人工智能（传统的逻辑和推理、知识表示等方向）的个人兴趣。不过随后很快就发

现，Common Lisp是一门通用的编程语言，如果不考虑其历史渊源而只从语言本身的特性来观察的

话，它跟人工智能可以说是毫无关系。在《Practical Common Lisp》一书中，作者Peter Seibel

也将谈到这个问题。当今有太多的人对Lisp语言存在类似的误解，包括相当多的学过早期Lisp语言的

人头脑中还停留在列表（List）是Lisp语言的唯一复合数据类型的认识上。如果读者从头到尾学完了

这本书，就会发现Common Lisp是一门特性丰富的大型编程语言，不但提供了现代编程语言普遍支

持的各种数据类型（包括各种数值类型、字符串、数组、结构体和哈希表在内），还支持几乎所有的

编程范式（面向过程的、函数式的，以及面向对象的），尤其带有一套特性丰富且思想独到的面向对

象编程接口CLOS (Common Lisp Object System)和OO扩展接口MOP (Meta-Object

Protocol)。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Common Lisp中的OO与C++/Java/SmallTalk等语言的OO有

何不同，那就是Common Lisp对象系统完全不是基于消息传递的，而是基于广义函数的。有兴趣的

读者应当仔细阅读本书的第16和17两章，其中介绍了CLOS的一些入门内容。

不过Lisp语言最吸引人的地方还在于其与众不同的程序运行方式。从C语言一路学过来的人往往

把一门语言的语法及其标准函数库视为语言的全部，因为一旦程序写好，编译器就会将整个代码编译

成一个可执行程序或者被其他可执行程序使用的库。接下来语言本身是什么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程

序员写出了什么功能。甚至连编译器本身是什么都不重要，因为它只是一个黑箱，除了简单的优化开

关之外几乎无法调整其行为。各种Lisp语言则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运行Lisp程序：Lisp平台本身是

一个交互式的环境，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用其本身写成的。用户的Lisp代码以编译或解释的形式加载

到Lisp环境中，然后跟Lisp语言或平台本身的代码直接融合在一起。换句话说，每一个Lisp程序都是

对Lisp语言本身的某种形式的扩展。然后通过一个启动函数，整个程序得以运行。听到这里，读者似

乎看到了Python或者Ruby的影子，但Lisp环境还有更绝的地方：几乎所有Lisp平台都允许用户将加

载了用户代码的整个环境从内存中导出（dump）为一个磁盘文件。通过直接加载这个文件而不是默

认的那个只含有Lisp本身的文件，可以迅速地重建导出前的Lisp环境，从而达到增量开发或者哪怕是

快速加载已有Lisp程序的目的。最后，和其他语言很不同的一点是，Lisp语言规范（至少Common

Lisp是这样的）不但包括了如何定义某个程序组成部分（指的是变量、函数和类这些东西）的能力，

还定义了从Lisp环境中清除任何程序组成部分以及就地修改它们的能力，并在语义和功能上确保了这

些操作不会破坏运行中的Lisp代码。这导致了Lisp语言的另一个重要应用：通过加载补丁，Lisp系统

可以在运行中被任意修改，这对24×7的服务端程序的平滑升级尤为有利。顺便说一句，Lisp也是最

早引入垃圾收集（GC）机制的编程语言，Lisp环境中的任何对象，一旦失去了来自其他对象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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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就会在某个时刻被GC系统从内存中清除掉。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在不停地混用Lisp和Common Lisp两个概念。这有两层含义：首先，

存在Common Lisp之外的Lisp语言，更准确地说是Lisp方言（dialect），这至少包括了Emacs

Lisp、AutoLISP、Scheme、Racket（前身是PLT Scheme）和Clojure，其中最后一个是高速发

展中的新兴Lisp方言；其次，所有Lisp家族的语言都有很多共性，除了上面描述中带有Lisp而非

Common Lisp字样的部分以外，还有最大的也是初学者最容易看到的一点，那就是所有Lisp方言都

使用前缀表达式和用小括号表示的列表，例如 1+1 在Lisp中将写成(+ 1 1)。很多初学者一开始都不

适应前缀表达式，但我认为前缀表达式是有很多优点的：首先它彻底消除了运算符结合性问题，令表

达式毫无歧义可言；其次它让语言处理器更加简单高效，避免了语法分析的困难。当然，一旦习惯了

也就感觉没什么了。

学习本书对更好地使用其他Lisp方言无疑是大有帮助的。在翻阅书店里关于

AutoLISP（AutoCAD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的扩展语言）的各种书籍时，我经常痛心疾首地发现这些

图书的作者虽然精通AutoCAD所提供的Lisp编程接口，但写出的AutoLISP代码要么极为难看，要么

缺乏效率、滥用内存。AutoLISP在语法上跟Common Lisp非常接近，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适用于

AutoLISP。因此我强烈推荐所有AutoLISP程序员阅读本书以加强自身的Lisp素养。同样的问题对于

Emacs Lisp（GNU Emacs文本编辑器的扩展语言）来说也是一样的。Scheme系的Lisp方言区别

相对大一些，如果连基本的变量和函数定义都在形式上完全不同的话（当然，思想上是没什么本质区

别的），我恐怕初学者从本书中学得Scheme编程思想的机会不大，这种情况下还是推荐《计算机程

序的构造和解释》、《Lisp in Small Pieces》和《The Little Schemer》等书籍比较好。

本书可以作为其他Common Lisp语言教材的学习基础。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里，作者给出了很多

后续的教材，在此就不一一重复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另一本著名的Common Lisp教材《On

Lisp》（作者Paul Graham，也就是《黑客与画家》一书的作者）多年前已经被我和我的几位朋友共

同翻译成中文版，细心的读者将可以从网上轻易地找到它。《On Lisp》主要介绍Common Lisp的

宏编程，这是Common Lisp区别于其他语言甚至其他Lisp方言的最重要特性。我相信一旦读者掌握

了本书中关于宏的章节以后就可以阅读《On Lisp》中的进阶内容，从而将自身对编程语言的认识上

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过更加符合实用原则的思路还是先把本书读完。

Common Lisp绝不是一门过时的编程语言，整个Common Lisp社区一直都在高速的发展之

中，近几年的发展尤为迅速。在我学习Common Lisp的这些年里，我亲眼目睹了几个Common

Lisp平台从无到有（ECL、ABCL）或者发展壮大（SBCL、Clozure CL）的过程。经典平台

（CMUCL、MCL）也得到了良好的维护并始终跟进操作系统的自然发展。随着计算机硬件的高速发

展，即便相对保守的Common Lisp商业平台也开始或即将开始支持对称多处理器（SMP），其中

LispWorks和Scieneer CL都以SMP支持作为主要卖点。第三方软件包长足发展，虽然尚未达到Perl

社区CPAN的水平，但常用的工具包一应俱全，其中不乏高质量的大型项目。近年来最新的成果

Quicklisp包管理平台，更是将Common Lisp第三方软件包的安装过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便捷程

度。免费平台越来越好，商业平台依然昂贵，开源工具蓬勃发展，所有这些都暗示着Common Lisp

语言还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唯一的问题是如何让更多的国内计算机领域爱好者了解它。这就是我翻

译本书的目的所在。

过去8年里，我一直活跃在国内和国际Common Lisp社区的前沿。我在大学本科的最后两年学

完了Common Lisp语言语法的主要部分，读完了包括本书在内的几本最经典的Lisp书籍，并已经能

够在当时最常见的CMUCL平台（CMU Common Lisp）上编写一些简单的程序；后来在网易工作

的五年里，我在工作之余从头研究了一遍Lisp语言的发展史，亲身体会了包括Lisp机在内的十几种不

同的Common Lisp平台或实现，并自费购买了价值数千美元的商业开发环境LispWorks，拥用三种

主流操作系统上的License。在网易从事Linux系统管理工作期间，我用Common Lisp从头实现了一

万行源代码规模的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工具包，它可以为任何服务器端Common Lisp程序添加

通过SNMP协议进行远程监控的能力，也可以作为基于Common Lisp的网络监控系统的基础。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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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即将代表杭州参加毽球比赛 2010-11-07 16:51:41

新版滨江民情 2010-11-07 07:03:26

LispWorks supports Mac OS X 10.5 (Leopard) 2007-11-06 19:03:01

今晚睡个好觉 2006-11-07 16:50:4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转载

在过去3年里参与维护了Common Lisp社区两个最重要的可移植网络库之一：usocket，并由于

SNMP库的需要将其从原本只支持TCP扩展到了同时支持UDP，其中对于LispWorks的UDP支持代

码是完全从头写的，因为官方并不支持。2009年，我向国际Lisp会议的投稿被接受，并作为会议论

文集的一部分出版；我是长期担任水木社区函数型编程版的版主之一，专门负责Lisp方向的讨论和技

术分享。2011年7月，我离开网易以后开始全职从事商业Lisp软件相关的开发工作。可能我还不是一

个很好的译者，但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Common Lisp程序员，我相信自己翻译这本书是合适的。

计算机领域每天都在高速发展，新语言和新技术的产生速度早已超过了一般人的学习速度。对于

一个计算机领域的从业人员或爱好者来说，学习通常是为了更好地应用，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而无

暇具体应用也是本末倒置。在这种情况下，有选择地学习最有用、最不易变质的知识，以及甄别各种

计算机知识的重要程度和相互关系的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从计算机语言的发展历史来说，如果一

门语言可以存活50年，那么它的内在生命力很可能保证其继续长期存活下去，一个人用这门语言写下

的代码也将比其他语言的代码更有可能长久地造福后人。

总之，希望这本书能将读者顺利带入Lisp领域。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总是要花些成本的，但我想

说，和其他任何语言相比，花在理解Lisp上的时间和精力将绝对是物超所值的，即便相当多的读者可

能没有机会在短期内将Lisp用于他们的日常工作。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原因的：C和Lisp是编程语言的

两个极端，大多数人已经熟悉了C的那一端，但如果他们还熟悉另一端的话，那么迅速理解几乎所有

其他的编程语言将不再是问题。

阅读(12264) |  评论(4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两周来的事件汇总 学海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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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4-06-12 05:15天机阁主

回复 |  删除

博主，on lisp也是你翻译的吗？不知道在哪里有中文版可以买到？谢谢。

2014-06-12 07:40 冰河 回复 天机阁主

回复 |  删除

是我翻译的，但是没出版。

2014-06-12 13:38天机阁主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原来没有出版啊，当初还在京东、亚马逊上到处找都没有找到。好像要本纸质的，可惜没有出版

。

2014-06-12 13:44天机阁主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有出版的意向吗？到时候买一本，不然还要自己去打印。

2011-11-07 09:21Eric.Liu

回复 |  删除

有一句话老早想说了，“伞哥的照片总是很欠扁，哈哈”

2011-11-07 10:09 冰河 回复 Eric.Liu

回复 |  删除

那么请给出修改意见，怎样的照片才不欠扁呢？

2013-10-17 04:16项楠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嘴下垂

眼直视

其实主要是给人一种对抗的感觉,"我要开始进攻了",或者"不要过来惹我,不然有你好看的"..

微笑一下就会亲切很多

2013-09-06 06:41lucelu

问一个特别傻的问题：

我安装了lispbox 。。启动的时候出现了

CL-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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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我开始写程序。。

写好以后，保存成 aa.lisp 文件。。

 

这时出现了两个问题：

1. 我输入回车，不在出现CL-USER>提示符了。。。

    因为我已经在操作一个文本文件了。。

 

2.  保存的 aa.lisp 文件 也不是一个lisp文件。。包含了CL-USER>提示符。。。 无法load 进来。。。

 

我相信我不会是第一个遇到这种问题的人。。。

2013-09-06 07:12lucelu 回复 lucelu

回复 |  删除

天啊。。。我明白了。。。这个 写程序 的时候是需要新开一个窗口的！！！

2013-09-06 15:34 冰河 回复 lucelu

回复 |  删除

近十年来我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

2013-08-14 07:10singer

回复 |  删除

已购，目前正在业余中攻读，感谢前辈的付出

2013-04-14 15:48bingheyulong

回复 |  删除

我问过本书的作者他说，lisp in a box 已经过时了，他推荐我安装emacs,sbcl,slime,我照做了，但是slim

e却一直安装不了，在emacs命令行里输入M-x slime 的时候显示permission denied,lisp 不知道什么原

因，求指教

安装方法是按照http://pchristensen.com/blog/articles/installing-sbcl-emacs-and-slime-on-windo

ws-xp/这个来的，我的xp系统

2013-05-01 08:51ekd123 回复 bingheyulong

回复 |  删除

Win可以使用MEFCL(my emacs for common lisp)，這是個更新的項目，打包了好幾種CL實

現，默認的Emacs配置也很不錯

2012-11-03 04:35ftf24905

回复 |  删除

说实在的common lisp这本书我没读懂。我脑子里始终无法建立一个完整的程序结构图，我不知道我所学

的每一行代码到底在软件中有什么效果。如何才能快速的生成一个程序的原始结构模型，书中的例子确实

比较多，但是没有一个能够让我清晰的知道写完了将生成一个什么样的程序的界面。所以我希望冰河前辈

能够给我举一中等规模的桌面程序（或带界面的游戏）及其完整的源代码。这样就能够一边对照程序边对

照代码学习。非常感谢冰河前辈为我等后辈提供前行的指导。

2012-11-03 12:35 冰河 回复 ftf24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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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我建议你自己去网上找找，稍大一些的完整例子不是没有！随便都可以搜索到。

2012-08-20 05:14newzxl@126

回复 |  删除

拥用三种主流操作系统上的License，博主笔误了吧

2012-08-20 05:28 冰河 回复 newzxl@126

回复 |  删除

拥有。

2012-08-05 07:16新手

回复 |  删除

博主您好，我最近购买了您翻译的《实用common lisp编程》一书，有个问题请教，在第二章2.6节中在li

stbox环境中保存了已写过的代码如example.lisp后，再打开就不能接着在REPL环境中运行编译，要怎样

接着上次的工作进行呢？

2011-12-12 15:56快乐GG

回复 |  删除

这书是以什么作为平台的？Mac还是Linux？

2011-12-12 15:57 冰河 回复 快乐GG

回复 |  删除

平台无关的，书中所用的 Lisp in a box 环境在 Windows/Mac/Linux 上均有版本。

2012-07-13 05:54hero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应该下载 lispbox，具体的地址是 http://common-lisp.net/project/lispbox/

2012-06-20 09:28wapma

回复 |  删除

已购,感谢付出.

2012-05-16 18:09w363045174@126

回复 |  删除

孤独和成就是成正比的

2012-03-27 12:52xuxuace

回复 |  删除

冰河哥，我是一名lisp爱好者，也是初学者，我也想成为一名lisp程序员，可自己的能力还是不够，祝你工

作顺利，也希望你能把lisp带向流行，让lisp扬眉吐气，让编程变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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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12 06:50sein_tao

回复 |  删除

国内做Lisp的人很少啊，关注一下。

2011-11-23 01:21logos

回复 |  删除

您有没有听说洪峰？曾经在国内的一位lisp大牛，现在移民苏黎世了。

http://www.hongfeng.ch/

http://www.itjj.net/IT/shenghuo/20060731/31500.html

2011-11-11 09:27lxd19840807

回复 |  删除

今天看你翻译的书。第一次听说“语法糖”这个概念。才疏学浅。

2011-11-16 07:53月之影 回复 lxd19840807

回复 |  删除

Syntactic sugar

2011-11-15 07:28momo5269

回复 |  删除

可以迅速地重建导出前的Lisp环境  是当前吗?

2011-11-12 12:07光阴箴藏者

回复 |  删除

为甚这照片这么像我们跆拳道教练..

2011-11-10 10:27Fengtz

回复 |  删除

原来发过的文章也能重发一遍~伞哥果然非常人——书买了还没有时间看~也就随意路过一下——另外这个

博客外观有点不好看呐~之前在阅读器里看不出来

2011-11-10 16:59 冰河 回复 Fengtz

回复 |  删除

既没有在博客也没有在其他网站上发表过呀，之前只有纸版书里才有，我转载到网上以便更多人

看到，有问题么？

2011-11-08 08:48逍遥客

回复 |  删除

此书已购，快看一半了，欣赏你的决心和毅力

 冰河 回复 逍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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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08 18:29

回复 |  删除

谢谢你的鼓励，祝你早日学成，欢迎来信讨论相关技术问题。

2011-11-07 11:35淘宝SK

回复 |  删除

伞哥，最后第三行：“之以这样说是有原因的：” 是不是漏了一个“所”字。“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原因的

：”

2011-11-07 13:03 冰河 回复 淘宝SK

回复 |  删除

是的⋯⋯ 我明天查一下纸版书里有没有漏掉，谢谢了。

2011-11-08 04:53 冰河 回复 淘宝SK

回复 |  删除

幸好纸版书这里没有漏字。

2011-11-08 12:51淘宝SK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正打算买几本《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自己学&送朋友。 

2011-11-07 07:48十八哥

回复 |  删除

已购买，正在学习中~~

2011-11-07 07:44suchasplus

回复 |  删除

传统是左抱财右抱丧吧..建议图片左右翻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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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女人以外，我不记得我有真正放弃过其他任何目标。大约两年半以前，我开始学跆拳道，如今我

已是红带，下月初先考 1 级 (红黑带) 然后月中再考国际段位黑带一段，以后就算彻底登堂入室了；

大约三年前开始从事商业 Lisp 软件开发，去年这个时候本想放弃，结果它最后阴差阳错成为了我目

前赖以谋生的职业，并且在一个月前我还成为了这个软件系统里最有权势的工作人员，负责监督该系

统内所有 Lisp 项目的质量。

几乎没人可以有效地插进我紧锣密鼓的日常生活。我的工作效率其实并不高，白天工作时会经常分

神，大量的工作都是夜深人静时完成的。我每周三个晚上都要坐公交车去市区上跆拳道课，来回的路

上用 iPad 看书或者学外语；周日起床以后不久即是中午，要立即出门去宇宙中心吃午饭，然后再赶

去参加下午的毽球训练，如果早到了就去附近的图书馆或书店；家里的计算机书已然堆成山，但还是

经常买新书，根据项目需要而快速地看，然后马上拿来解决问题。

上周终于采购了苹果网站上销售的 12TB 桌面磁盘阵列，做完 RAID5 以后净剩 10TB，最高 I/O 速

率达到 300MB/s，在个人数据安全和存储体验方面算是又前进了一步。事实上多年来我买的各种苹

果设备和周边设备一个都没有坏过，所有用过的数码产品都还健在，不过很多都送人了。我觉得这样

也挺好的，一边享受最新的产品一边还不算糟蹋东西。今年的收入其实不少，换工作的过程中拿到一

大笔钱，接下来又有 Lisp 书的稿费，年底多少还有些奖金，只要忍住不再买摄影器材，其他数码产

品怎么买也不会导致流动资金减少。今年底或者明年初还想换 iPhone 4 或者 4s，现在的手机留给

跆拳道小姑娘的备用号码，然后再等高分屏的 iPad 3 问世。

我对语言学的兴趣愈发浓厚。一方面我认为最终我有可能成为计算机语言和自然语言的跨学科语言学

家，另一方面我觉得总这样呆在杭州也不是个办法：工作其实在哪里都能干，只要有电脑和网络，但

真的很想在有生之年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觉得多学一些语言不但陶冶情操，而且将来肯定也用

得着。还有一点，我学习非计算机领域的知识非常之快，估计大概是从小就憋坏了，自从语言世界的

大门被我打开以后，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乃至古希腊语、梵语、希伯来语、阿拉伯

语⋯⋯ 这个冬天我再也没感觉到寂寞，相反，我处在一种长期的兴奋状态里，仿佛整个人类文明都掌

握在自己的手中。自从看了索绪尔的印欧比较语言学巨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和 W. 洪堡特的《论人

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以后，我发现在语言学家的眼中——如果用编程语言

来做类比的话——语言是如此众多以致于其实他们已从语言被降级到了库的级别，语言的关键字被降

级到了一个普通库函数，语法也被降级到库的特定用法。很多人用几乎全部学生生涯去学习和掌握英

语，然后再用几乎同样的时间来慢慢地掌握第二外语，这种思路是无法成为语言学家的，在同时学习

更多语言时就会陷入困境。我的思路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观察它们的区别，体会它们的词源，然后像

其他所有不值一提的工具那样来对待它们。

前些日子出于某种考虑，不得不去跟一个认识有些年头的单身且略想不开的姑娘表白。结果不太好，

并不是被拒绝了，而是我越发觉得不再有人可以进入我的精神世界，我也不再能够向年轻时（至少五

年前）那样充满激情地去追求一个姑娘了。大学时我摆脱第一个姑娘的方法是借口社团工作太忙，然

后是给自己定下一些难以追求的困难目标，接着是拿买不起房做借口，后来干脆就不再试图取悦任何

女人了，尽管还时常做些表面上献殷勤。现在则是开始珍惜时间，专注于做各种陶冶情操的事，然后

顺便又给自己设下一个更大的人生目标。虽然我现在微博里关注了几十个姑娘，过去十年里错过了至

少另外十个，但我真的仔细想想，竟然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追求目标——要么太小要么有各种其他问

题。看来问题肯定出在我身上，不能每次都把责任推给姑娘。

现在每天脑子里几乎只有工作和学习两件事了，而这两件事都没有什么负担——偶尔项目紧张一下，

然后也就挺过去了，事实上就算挺不过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是做软件外包的，没有什么项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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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转载

一定要做出来的，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是在为荣誉（Glority）而战罢了。我认为那些有幸娶到漂亮姑娘

过上稳定婚姻生活的同行未必全都幸福，至少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早上醒来就背着一屁股债，社会形势

日趋恶劣的背景下也只能唉声叹气却无法做出任何有效的对抗了——有佳人相伴你还想怎样呢？

什么是幸福？我不确定，但我觉得似乎生活简单的时候比生活复杂的时候更幸福，而学习和工作复杂

的时候比简单的时候更幸福。反过来说可能更容易理解：每天做简单的体力劳动会令人找不到存在

感，而生活颠沛流离失去稳定也令人心灰意冷。稳定的婚姻生活自然是好的，但未必真的稳定，也未

必会简单，所以坦然地保持单身肯定更简单，从而也更幸福。

阅读(4693) |  评论(3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译者序 年底前的各项收尾工作  

2012-01-04 09:02gordon112

回复 |  删除

关于学习，我发现你的目标过大。

从比较语言学到分析哲学，从逻辑到数学，再到理论计算机，这一链条过长，需要知识量太大。当时创造

的路径是如此，并不代表学习的路径也是如此，学习的路径可以按需学习，而不是从比较语言学开始走如

此的漫漫长路。

曾经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人，希望个人的一点看法，能节省你一点时间和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而不是

为了一个虚幻的摸不着的目标耗费大量精力。

当然，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别人的一点建议仅仅是参考。

2012-01-04 11:43 冰河 回复 gordon112

假如学习本身就是享受生活的一部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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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2-01-04 07:54gordon112

回复 |  删除

顺便问一下，什么样的线索让你想到语言学上去的。

本来是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人工构造了计算机语言，你是反过来学的，所以我很好奇。

还有几个兄弟学习路径我是知道的，他们是数学系的。

我的学习路径是从哲学入门的，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的思路是什么，呵呵。

2012-01-04 11:42 冰河 回复 gordon112

回复 |  删除

我只是觉得多学几门外语以后游历欧洲时会很有用，但刚一开始就发现它们之间太多相似点，所

以需要借助语言学的成果归纳一下，以免重走学英语时的老路，最终目的还是节省时间。

2012-01-04 07:47gordon112

回复 |  删除

打错一个字，不是“分写哲学”而是“分析哲学”。

2012-01-04 07:46gordon112

回复 |  删除

其实这玩意民国时代的大学就是这么讲课的，后来，算了没有后来了，就悲剧了。

这是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差别，以前我们国家学的就是分析哲学的路子和英美相同，后来变成了欧陆哲

学的破玩意了。

对于哲学系没有什么差别，反正都要研究，但是对于理工科的，肯定学习分写哲学事半功倍。

2012-01-04 07:39gordon112

回复 |  删除

你终于明白语言学和逻辑学和数学的关系了，呵呵。

学了LISP 就是强悍，呵呵。

2011-11-23 16:35SilverBullet

回复 |  删除

LZ你好，你个性可以说极强，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不过这不是今天的重点。

  不知你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知识有多少了解。我思考过自身存在的意义，虽然有一个很好的女朋友，但我看

不起那些成天为妹子魂牵梦绕的男人。（就算我没有女朋友的时候也这么想）

  可有观点“生物个体可以看成是基因制造出来复制基因的工具，被基因利用之后可以抛弃“，自然选择也

纯粹选择成功的生殖，那我所谓”看不起“的那些人是不是其实正常不过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ff87120100vpzl.html

这是我的疑惑，如果你有空有兴趣可以给我一些建议。

谢谢

 冰河 回复 SilverBul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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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23 16:50

回复 |  删除

我认为进化论的核心思路在于，无论你犯了什么错误或者天生有何缺陷，都该

就此一棒子打死，然后把希望（或者说机会）留给其他人。我的观点是任何不

幸的个体都不应轻易向命运低头，努力实现自身的价值，而把自己无力实现的

理想留给下一代是最不负责任的行为。生命的实际进化或者说社会的实际进步

，应该是 “适者生存” 和 “不适者挣扎” 两方面的共同结果，缺一不可。拿

我个人举例，丁磊认为人才俯地皆是，少我一个无关痛痒，所以我要活给他看

，让他明白身边随便哪个人都不是吃素的。

2011-11-23 17:02哈哈的快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不适者挣扎，不错，人不应该向命运屈服。

2011-12-18 02:48fuguowei0916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冰哥，我觉得，“适者生存”的过程就是“不适者在挣扎”，适着是挣扎中的最终胜利者，而真

正的世界或者说我们都在挣扎，有人说是奋斗，有人说是实践。人人皆为尧舜，不到最后一刻，

说自己就是绝对的比如丁磊之流，必然被历史所遗弃，而我们在恐惧未来慨叹人类的卑微时，除

了进取又能何为？

2011-12-18 02:39fuguowei0916

回复 |  删除

黑格尔看到拿破仑通过柏林大街，说“他是马背上的皇帝”。精神之帝与世界之帝各有千秋。上帝造了我

们每一个独特的人，爱人先要爱自己。按照神的旨意践行上帝赋予我们的思想。我觉得，爱自己就是让自

己的思维没有阻滞，打通阻滞的过程中保持愉悦的情绪。

2011-12-12 09:41月之影

回复 |  删除

河哥 比较有精神境界 不浮躁 

2011-12-04 17:31zhouzeminyh

回复 |  删除

真让人羡慕

2011-12-03 09:18zxinzhi

回复 |  删除

退隐到沉思冥想的精神世界享受快乐.

2011-11-30 18:04汇视同创

回复 |  删除

你跟谢耳朵有得一拼，话说自得其乐也不错，精彩就好

2011-11-30 02:56Eric.Liu

回复 |  删除

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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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28 14:13面包树

回复 |  删除

我想说，你一直都在耍流氓！

2011-11-28 10:40snowlee

回复 |  删除

你的生活坚韧而且有劲道!生活着,思索着,前进着,不错!

2011-11-27 16:36天姿

回复 |  删除

伞哥大人在语言上的进展好快！

2011-11-27 07:17hoodoo

回复 |  删除

曾经有人说，幸福的体现在于三个地方：有事做，能爱人，有希望。。。

2011-11-25 09:58逍遥客

回复 |  删除

个人觉得，姑娘和学术兴趣并不冲突，你跟人类贡献价值，同时也包括某个姑娘。

2011-11-25 06:17newltf

回复 |  删除

这种黑底灰色看了眼睛好花。。

2011-11-25 05:57洛美中国

回复 |  删除

写姑娘那段，我觉得写的很真实啊~~

2011-11-24 19:16max

回复 |  删除

最后一段写得很好。能够坚定的坚持自己的目标我也很欣赏。

2011-11-24 11:09小猪蚁巴

回复 |  删除

生活简单的时候比生活复杂的时候更幸福

2011-11-24 10:35电子.跃迁

回复 |  删除

看到文首的配图，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有一种电影里面英雄主角的感觉。世界上很多先贤，都是终身独

身的。在一个大家都生活在别人眼光中的国度，我祝伞哥能日益精进，推广一个理想的最佳方式，就是让

有这样理想的人，活的更好

im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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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24 04:17

回复 |  删除

GoogleReader上看到后特来膜拜。虽然我不学Lisp，但你的精神让我折服。处于毕业

初始的迷茫极端，看到一个如此意志坚定的人，就像夜航时看到一座灯塔。反观自己我

真是觉得差远了，有点一事无成呢。

2011-11-24 03:10Neo

回复 |  删除

你拼命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导致曲高和寡，普通女生的精神世界无法和你产生交集，这是你在追求完美

人生不满意的地方，像你说的一样，出去走走，也许你的soul mate就在路上等着你。

2011-11-24 00:34xudi1990

回复 |  删除

伞哥，我觉得找到一个心灵上有共通的姑娘一起生活是十分重要的。。。虽然这样的姑娘难得遇到，可是

也不要放弃啊～

2011-11-23 17:12Turnarounder

回复 |  删除

楼主你很厉害，打通了自然语言和编程语言理解的范畴。但是感情方面我认为你的心没有打开，没有担当

起一个男人的价值。这其实也是和语言一样的非常多彩的世界，你那么聪明相信很快也能明白许多。我推

荐一个网址http://mrpua.cc/ 上面其实没有什么信息，但是我相信是会一个打开新一个世界的钥匙。btw

不是广告。。

2011-11-23 17:10chenyulong1

回复 |  删除

编程玩多了，对女人的兴趣就会少。觉得自己这辈子单身也不是不可能。现在根本不想别的东西，有自己

喜欢的事做，有自己想学的东西学就很快乐了。

2011-11-23 17:07哈哈的快

回复 |  删除

祝贺升到红带！

2011-11-23 16:10xianghuabq

回复 |  删除

凡事都如此好计划，佩服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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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学海无涯 跆拳道 1 级升级留念  

2011-11-30 23:30:07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年底前的各项收尾工作年底前的各项收尾工作    

一转眼在新公司已经干了整整四个月了，从盛夏干到了寒冬。几乎每天都在工作，每天都工作到很

晚，但成果是显著的，虽然确实遇到过解决不了的项目，但我一直在进步，所以没有任何遗憾。不过

在这个过程中，我得罪了一些人，可能包括少量公司里的同事，但主要是竞争对手和上游平台上的技

术人员。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试图与周围所有人保持和谐的努力都会导致一个人不再正直、

不再专业、不再公正。

在讽刺、激怒和打击那些不争气的竞争对手方面，我从来都是心狠手辣的，这方面我有点儿像方舟

子；但我转身又给予他们知识和鼓励，等他们误以为我其实只是在公正地处理每一件事时，他们会再

次和我言归于好——不管是不是真心的。我也确实在公正地处理每一件事，但我顺便打击别人以树立

自己的权威。我早就认识到，在没有实际权力控制所有事情的时候，对于那些自己无法通过正常渠道

来直接控制的事情，唯一的办法就是凭借某种权威去说服或威胁对方放弃。这种手法被广泛用于从外

交到上访等各种场合，我相信我也学到了它的精髓。

有些事情一旦做错了，它所造成的损害就是永久的，再也无法弥补，而且这段历史也永远无法消除。

比如说保存在 SVN 里的源代码提交记录，一旦提交错了就会留下永久的错误记录，即便通过后续的

提交修复了问题，但当初的错误过程还是会记录在那里，再也改不回来了。所以我每次做这类操作时

总是慎之又慎，唯恐一不小心做错了给后人留下永久的笑柄。另一方面，一些失败的同行在源代码库

里的所作所为真是令我痛心疾首，做事草率得就好像只要能赚到钱就好了。我每每恨得咬牙切齿，但

又毫无办法，对待历史，唯一的办法就是宽容些，因为历史是不能被改变的，能改变的只是未来。

我在工作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让我所维护的那个软件变得更好，从而守住前辈留给我的 Lisp

成果。我相信在 99% 的场合，我的这一目标与公司以盈利为基础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但如果将来

出于某种原因变得不一致了，我有相应的处理方法。只要我保持一如既往的专业风格，把个人利益放

在其他远大目标之后，没有什么人可以阻挡我在该领域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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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Sun Solaris 10 2007-11-29 19:47:1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转载

除了工作以外，年底前还有一些事务需要收尾。首先是上次提到的跆拳道考试，顺利考完黑带一段以

后就算是圆满结束了这门技术的初级阶段，明年开始就不再有任何升级考试，必须苦练基本功整整一

年才会再有机会考黑带二段，接下来又要苦练两年才有机会考黑带三段⋯⋯ 我认为这是我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可以有效地缓解各种压力，完全没理由中断。

感情方面，我决定守住目前的姑娘。

语言学习方面，目前的意大利语教程已经学完了一半，估计春节前可以学完全部课程并且有机会复

习。然后过完春节就转向法语。其他的以后再说，书最近该买的都买了。

写作方面，下月底开始收集资料写 Common Lisp 书和明年 10 月 ILC 2012 的论文。

设备采购方面，尚缺一部 iPhone4(s)、一台带有 Thunderbolt 接口的 Mac 台式机、一枚徕卡

的 35mm 镜头，我认为这些东西今年之内几乎都办不成，只好明年再说。

总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一切事务都在如我所愿地发展着。

阅读(3533)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学海无涯 跆拳道 1 级升级留念  

2012-10-16 11:39morningrose_z

wowwowowowowo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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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2-09-07 11:02googlg

回复 |  删除

，在没有实际权力控制所有事情的时候，对于那些自己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来直接控制的事情，唯一的办法

就是凭借某种权威去说服或威胁对方放弃。

学习

2011-12-12 16:58风歌

回复 |  删除

成绩很卓著啊

2011-12-06 02:50Jimmy

回复 |  删除

期待一带着笑容的照片~

2011-12-05 06:28无很

回复 |  删除

期待你的lisp书! 

2011-12-05 06:23无很

回复 |  删除

"历史是不能被改变的，能改变的只是未来"很好.很给力!

2011-12-05 04:17kuutys

回复 |  删除

田哥，ufasoft lisp studio是什么？好像很少有人提到。

2011-12-03 04:37洛美中国

回复 |  删除

冰哥，总是很严肃啊~就没看到过你笑的照片~

2011-12-03 02:07liujianhan123@126

回复 |  删除

HI,田兄，我想学习一下LISP的思想，能推荐下社区与书吗？谢谢

2011-12-01 01:50初秋

回复 |  删除

无意中看到你的博文，写的很真实，很愿意看你的文章，关注了你的博文，你我不是同一行业，同一城市

，但看着你成功，看着你进步，很为你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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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年底前的各项收尾工作 延迟的圣诞感悟  

2011-12-19 14:13:55 |  分类：  爱好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转载

跆拳道 1 级升级留念跆拳道 1 级升级留念    

 

前些日子终于攒齐了所有 8 张跆拳道级位证书，用两年半时间总算是结束了新手之旅。事实上我上个

周日紧接着参加了每年一度的国际段位升级考试，据考官之一说我考得不错，考试通过是不成问题

了。不过由于段位证要在半年以后才能拿到手，所以我考虑短期内还不宜系上黑带，以免过于招摇。

不过昨晚还是在网上订购了一条绣字的中档黑带，挂在家里鞭策自己继续进步也好。

总体来讲，我觉得自己学得还不够好，基本功还行，但缺乏实战经验，结果学到的东西无法灵活运

用。有很多学习领域，资质再高，但没有实战经验，也是无法取得好成绩的。但这些事情急不来，只

能坚持训练，逐渐地提高了。好在道馆里的日常训练并不枯燥，常有美貌的黑带姑娘陪伴，大家互相

帮助、彼此配合、共同发展，倒也愉快。

说起姑娘们，最近大概是我心态放得比较正，凡事以姑娘开心为先，自己享乐在后，结果反而一切顺

利，大家都开心。当然，广结善缘的同时，我很清楚自己的第一选择在哪里，只是⋯⋯ 什么时候我才

能成为人家的第一选择呢？我不急。

月初时终于买了 iPhone 4s，然后把之前的 iPhone 3Gs 留给我家小姑娘的备用号码了。这件事办

得很好，因为一想到它现在可以每天陪伴在小姑娘身边我就很开心。（当然顺便也给了我合理的换代

理由）新手机继承了 iPhone 4 的所有优点，并解决了其大部分缺陷，现在我终于可以在手机上看扫

描的电子书了（其实不常看，这方面更多时候还是用 iPad）。

今年里再没有其他大型计划了，只希望工作一如既往地顺利，能多解决一个 bug 也好。

阅读(1807)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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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对于今天相册讨论会议的看法 2006-12-19 16:04:3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年底前的各项收尾工作 延迟的圣诞感悟  

2011-12-20 11:41尘泥

回复 |  删除

伞哥生活甚是充实丰富，YM一下

2011-12-19 07:40洛美中国

回复 |  删除

冰哥 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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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跆拳道 1 级升级留念 冰河年鉴 2011  

2011-12-28 12:41:12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延迟的圣诞感悟延迟的圣诞感悟    

 

我一直坚信，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不必太过努力就可以一生幸福，要么是因为她们出生在和谐并相对富

裕的家庭，要么是因为她们天生丽质并懂得珍惜，或是她们离开父母怀抱以后转身又遇到了靠谱的

人。不管怎么说，这样幸运的人很少，但确实存在，如果谁能有幸遇到她们的话，一定不要因此抱怨

社会不公，而是努力亲近她们，看着她们继续幸福成长并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一切可能的贡献，这样没

准哪天自己也会慢慢变得和她们一样幸福了。

近来罕见地跟所有常见姑娘的关系都搞得很好。有些姑娘开始对等地跟我聊天——当我谈论自己的想

法时可以得到回应了。我不知道读者是否能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但是当我从一个姑娘的口中首次听

到这类回应时，我立刻感觉眼眶湿润了，因为这表明她开始把我视为朋友而非好色之徒了。我觉得自

己一定是做对了什么事情，或是经过了长年累月的坚持终于开始被正确地认识了，总之是十分欣慰。

 

工作依然很忙，这也是近来迟迟不能更新博客的主要原因。上个周末，仅仅是因为周六没有照例在家

工作，而是去跆拳道馆参加了圣诞活动，就导致我无法按时完成工作，不得不从周日晚上开始一直工

作了 48 小时（当然，有断断续续地睡觉）。但是总这么搞也不是办法，下个月就过年了，我希望过

年期间至少有两周可以安静地在家看看杂书，以及恢复中断了近一个月的外语学习。

最近读了韩寒的新作《谈革命》和《说民主》，很有感触并且十分认同。都是 80 后青年，韩寒似乎

已经把目前的社会形势完全看透了，有些想法在我头脑里尚处于朦胧阶段时，人家已经可以明确地表

达出来并诉诸文字了。我认为这两篇文章被和谐的可能性较小，相反也许所有各方都希望这样的文字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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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KnowledgeWorks: Hello World! 2007-12-28 12:58:4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被其他各方看到。韩寒巧妙地避开了目前所有各种愤青言论中广泛出现的各种棘手问题，我认为这不

但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同时也给出了当前各种社会问题的唯一合理解决方案——逐渐改良。

问题在于即便韩寒的合理计划也是几乎不可行的。提高国民素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底层劳

动人民从来是只认钱的，事实上我连自己的亲属和家人都影响不了，更何况是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了。

这也是我每年不愿意回家的主要原因，花大笔机票钱飞回去然后被迫去见很多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的家

乡父老。我同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包括我自己在内。问题是自私也是分级别的，高级的自私顺便造

福社会，中级的自私不会损害他人利益，只有低级的自私是最不可取的——一生只为赚钱而活，不去

创造财富而是从别处转移财富到自己手中。

所以我反复阅读了韩寒的文章以后得出的结论只是，死路一条。只能先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除了每

天上网易新闻看那些丧尽天良的东西又做了什么人神共愤的事情以外，毫无办法。唯一感到欣慰的只

是，政府多少还是知道些廉耻的，并没有把事情做得太过份。

阅读(9852) |  评论(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跆拳道 1 级升级留念 冰河年鉴 2011  

2013-02-05 16:22jh7086

回复 |  删除

看到这么多人骂，只能叹口气。

不过相信时间能证明一切，支持逐渐改良

dyfd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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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26 15:44

回复 |  删除

一个hacker级的Lisp程序员竟然被韩寒的文字蒙骗，不可思议！

2012-03-22 03:39小李

回复 |  删除

"自私也是分级别的，高级的自私顺便造福社会，中级的自私不会损害他人利益，只有低级的自私是最不可

取的——一生只为赚钱而活，不去创造财富而是从别处转移财富到自己手中。"这个精辟，呵呵呵

2011-12-29 02:26sophie_hao@126

回复 |  删除

感同身受，不过你的话很容易被愤青们扣上忘本的帽子。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村民们只要看到一点钱，哪

怕是五十元也可以把选票投给自己都看不上眼的人。

2011-12-29 05:44古拉 回复 sophie_hao@126

回复 |  删除

一个字穷，穷怕了，知道为什么改革就是有钱人的游戏吗，有些人闲着没事做，而农民却为了一

点点的生活改善而努力，不要占那么高看农村

2012-03-21 10:07sophie_hao@126 回复 古拉

回复 |  删除

我没有站多高。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貌似不还是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的人。

2012-01-03 14:38zhangyou1010@126

回复 |  删除

第一章相片，右边那位姑娘看起来不错。

2012-01-03 14:38zhangyou1010@126 回复 zhangyou1010@126

回复 |  删除

章-->张

2011-12-29 03:42realdong

回复 |  删除

      我只能说，你的社会经历太有限，你太不了解底层劳动群众，你和他们没有接触过，你不不知道底层

民众对社会变更的渴求。等等等等。

2011-12-29 05:20 冰河 回复 realdong

回复 |  删除

这个事情韩寒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底层民众对社会变更的渴求无非是希望过上比现在更好的日子

罢了，说白了就是可以有更多钱。你以为他们渴望的是民主、法制或者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么？问

题在于社会就算变更了他们也未必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何况现在是根本没有变更的条件。

2011-12-29 05:40古拉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你不觉得社会越来越发展，人民越来越苦了吗？你知道有多少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后无家

可归吗，户口不能转回老家，城市买不起房子，即使有了小孩子，也没地方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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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29 07:30假装摸石头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比现在更好的日子，你个傻逼知道底层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么，贫困线2300元/年，5块钱一天，

这是什么概念你个2B80后知道么。啥叫底层人民，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温饱都成问题，跟你

扯时尚你有心情么。

2011-12-29 10:29顽主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精辟

2012-01-03 01:10lin 回复 顽主

回复 |  删除

上次回家，我们老家的一个朋友跟我说，现在中国再怎么变都一样，变的不是党，而是人，GCD

再怎么写还是GCD....当时我就深有感触，我对于网上一直高喊YLZY然后又对于异议者扣以五毛

的帽子很反感，正如韩寒所说，非黑即白，非带路党即五毛党...和我以前说的顺我者人才逆我者奴

才差不多...不过我在经过几次被骂五毛后我就乖乖闭上嘴了

2011-12-30 03:15victorylsl

回复 |  删除

不认钱的都是傻子，或者不好意思，或者在心里想

2011-12-29 17:181411866503

回复 |  删除

唯一感到欣慰的只是，政府多少还是知道些廉耻的，并没有把事情做得太过份。--------------------------------

-你很快就会感到失望的

2011-12-29 13:42smw0104

回复 |  删除

你们都是城里人！！除了上班就是吃喝！！你们有丰富文化生活！！你们谁知道老农民的苦！！他们劳苦

奔波去赚钱记过一天几十块，就是这几十块却耗费他们所有的心血！！他们哪有时间去谈什么政治，革命

，科学！对他们来说是云烟！！

2011-12-29 13:37smw0104

回复 |  删除

你个五毛！！你有多高尚何不学学老郭！！捐出你的所有东西！！否则闭上你那臭嘴！！！

2011-12-29 13:36smw0104

回复 |  删除

你是个5毛！！当你看见别人有房子！！看见自己孩子冒着寒风上学！别人孩子坐着车去!!你看见别人有房

子住！！自己没房子！！别人大吃大喝！！你却节衣缩食！！你自己每天只能赚几十块钱的时候！！不知

道你怎么想？？老百姓只想让自己过的好点！！丰衣足食！！但是他们压根就不缺乏善心！！众人抬车救

人就是最好例证！！

2011-12-29 08:50huye919@126

当今人分1、2、5等，这不是数钱。⋯⋯。5等为底层劳动群众（是不是5毛？），又分1、2、5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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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1等是高智无运，并不看重钱。2等渴望钱，但钱又不能收买他。最后5等是只认钱不认人，有奶便是娘的

人，做牛做马做狗的人。

2011-12-29 11:11huye919@126 回复 huye919@126

回复 |  删除

补充一点：韩寒和作者一样自作清高，一维思考。其实上层人物，嗜钱如命，如“红楼梦”中述

：终朝只恨聚无多。要钱不要命的不胜枚举。可能还没有劳动群众的傲骨。是一群靠投机生存的

家伙，狗一样的秉性。

2011-12-29 09:52逍遥客

回复 |  删除

韩寒都说了，是个死结，最后得出个改良的结论，解的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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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冰河年鉴 2010）

2011 年是我人生里的重要一年，比以往任何年份都重要。在这一年里我短暂地交了女朋友但随即分

手；一直在努力地高质量工作，但却先被调换了工作岗位，然后再被老板劝退，进了一家新公司，从

此走上了全职 Lisp 程序员的道路。我前一年里翻译的 Lisp 书最终得以出版并取得了 大幅超出预期

的销售业绩；整整一年都坚持不断地进行毽球和跆拳道训练，年底顺利通过了跆拳道黑带考试；最

后，虽然终身大事继续无望，但由于自身的努力，跟许多姑娘一直保持着良好友谊，所以生活并不孤

单，时常丰富多彩。

2011 年 1 月：

偶然机会交了人生中第二个女朋友（3 月底分手）

访谈：“伞哥” 冰河：我唯一的敌人只有时光流逝

《Practical Common Lisp》翻译完成（10 月底出版）

2011 年 2 月：

春节怨语

重读《长银新生：泡沫中的金融战争》

2011 年 3 月：

努力工作，在网易部署新的无线网络

东日本大地震所带来的人生感悟

跟不靠谱的女朋友分手

2011 年 4 月：

继续活跃在开源 Lisp 社区；重申保护人身安全的重要性

Leica M9 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

被老板调换岗位，从系统管理员改做开发（7 月底被劝退）

努力做好新工作 - Part I

2011 年 5 月：

幸福地生活在 QA 姑娘们身边

努力做好新工作 - Part II

重读《道德情操论》

苹果新版操作系统对 Lisp 的影响

2011 年 6 月：

努力做好新工作 - Part III

继续跟跆拳道小姑娘保持良好友谊

读《联邦党人文集》

CL-HTTP 系列文章 - Part I

2011 年 7 月：

29 岁生日寄语，宣布人生进入新阶段

CL-HTTP 系列文章 - Part II

被老板劝退，从此离开网易成为全职 Lisp 程序员

2011 年 8 月：

在新公司努力工作 - Part I

在新公司努力工作 - Part II；正确处理跟各种姑娘的关系

2011 年 9 月：

对新浪微博（weibo.com）的个性化使用

来杭十周年庆，总结社会生存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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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对语言壁垒的认识；开始学习语言学和多种欧洲语言

2011 年 10 月：

告别 Steve Jobs，重申事业观

《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Practical Common Lisp》中文版）顺利出版

2011 年 11 月：

为新书的销售造势

继续学习语言学；愈发珍惜时间，试图简化日常生活

在新公司努力工作 - Part III

2011 年 12 月：

跆拳道事业取得阶段性成果；年底前的收尾工作

成功处理跟各种姑娘的关系；对韩寒观点的悲观看法

总体来讲，过去的一年算是活得比较累的，不停地在跟各方博弈，同时抓紧时间工作和学习。很多人

想害我，但是都没有成功，最后算是毫发无伤，名利双收。

2012 年还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只想把目前很有前途的 Lisp 工作做得更好，让我所维护的软件产

品从此上一个新台阶；但如果到下半年的时候工作不太忙，我会考虑写篇论文去日本参加 ILC

2012 会议。其他学习方面，首先是争取把四门主要的欧洲语言学完初级课程，然后是阅读更多的西

方学术名著，尤其是历史和哲学领域的，继续充实自己的知识体系。感情方面，努力守住目前的所有

姑娘，奉献在先索取在后，无论结果如何只要问心无愧就是了。最后，继续关注社会形势的变化，及

时调整战略以保护自己免受大环境的伤害。

今年的博客文章总数比往年少一些，这主要是因为新浪微博承担了保存日常琐碎想法的任务。微博很

好用，但有一个重大缺陷：缺乏对历史数据的索引，导致我难以分阶段汇总日常的事件和想法。因

此，从 2012 年开始，我将每周日把整个星期 7 天里的所有微博文章整理汇总转发到博客上，并做

简要总结，这样在 2012 年底的年鉴里就可以方便地引用来自微博的文字了。

阅读(7593) |  评论(1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延迟的圣诞感悟 新年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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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12-01-13 03:14初秋

回复 |  删除

看到你的年终总结，你是多有收获啊！祝福你在新的一年里快乐的生活！工作！

2011-12-30 14:42逸勤才子

回复 |  删除

用博文年鉴的方式做年终总结真是个不错的选择。“应知学问难，在乎点滴勤”，伞哥自强不息的务实态

度与杂学旁收的学习态度都值得我好好借鉴！

2011-12-29 08:54任逍遥

回复 |  删除

另外， 不要打伞了，要应对安全问题，得考虑下 小球藻培养，净化水，电磁武器，无线通讯这四大技术

2011-12-29 08:53任逍遥

回复 |  删除

作为和你一样也因为局势安全问题而选择不交女朋友的人来说，你比我好多拉，你说不交，现在都交第2个

了，我还一个都没交。

你虽说被网易劝退，但毕竟一个是大公司出来，另外马上有人接手了，我还在帝都做python工程师，当初

我也在杭州四年，就没你这么好的机会了。

好在我还年轻，这是唯一优势了。你玩common lisp毕竟还有PG在吹捧，我虽然也受了其蛊惑，为了web

上的灵活开发而学这个，但说到最欣赏，还是forth 这个就更少人理解了。

2011-12-28 17:21尘泥

回复 |  删除

伞哥，有大志

2011-12-28 15:43斯卡乐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俺的初恋也是学跆拳道认识的。。

2011-12-28 14:10thinkdancer

很执着，很有毅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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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1-12-28 13:55xudi1990

回复 |  删除

希望下次Lisp Party可以有机会跟伞哥交流啊～

2011-12-28 12:00

来自网易手机博客

欧阳

回复 |  删除

顶

2011-12-28 09:16人工码字机

回复 |  删除

伞哥气色依然不错。

2011-12-28 09:05好

回复 |  删除

博客好产品，还会焕发第二春的

2011-12-28 09:02乖乖

回复 |  删除

没有新浪微博账户的人飘过～

2011-12-28 08:53邪恶兔子

回复 |  删除

拜读，继续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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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气象新年新气象    

今后我将固定在每周六晚上更新博客，整理过去一周在新浪微博上发表的所有简短文字，回顾一周来

发生在个人和社会的主要事件，并加以评论。最后，所有这些博客文章最后都将为每年 12 月底的

《冰河年鉴》提供素材。这样一来，我在个人信息管理方面就又前进了一步，微博和博客完美地整合

在一起了。

之所以选择周六的晚上，是因为这个时间是我完成一周的工作，可以稍加喘息的时间；而如果等到周

日晚上就来不及了，因为结束了一天的体育活动以后，不但身心疲惫，而且经常需要继续工作以满足

周一上班后的各种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某些国家的人们把周日视为一周的开始也是很有道理

的）

元旦假期原本打算多花些时间在工作上，结果事与愿违，第一天赶上周日，出去踢了个毽球再和毽友

吃了个晚饭，回家以后又累又撑得难受，结果什么活儿也没干；第二天在家边干活边玩，时间过得很

快；第三天中午起来出门去毽友牛健家参加毽友聚会，下午大家开始包饺子，直到晚上 9 点左右才基

本吃完，晚上顺便把之前存放在牛家的本科教材和其他书籍带回家，基本上什么活儿也没干。

三天的工作日里非常紧张，因为现在每个月都要做很多 QA 方面的工作，而每月初 release 收尾的

阶段总是最忙的，但技术含量不大。另外我发现自己每个月的工作任务都有增加，比如最近又义务分

担了商业联络人的工作——跟上游 Gensym 公司的技术人员交流，为他们提供各种技术支持。目前

我是系统里唯一还熟悉某些历史背景的人，诸如重新编译老版本软件之类的事情竟然在上游那家公司

里已经失传了，现在他们反而要从我这里学习那些知识。

每天跟几个老外在 Skype 上用英语交流时感觉自己的英语口语在长期不使用中已经退步了：多数单

词发音生硬，无法快速构造复杂句子，而且一些过去熟悉的单词竟然无法连贯发音。我想我应该把这

些义务工作延续下去，一方面继续积累个人声望，另一方面锻炼下英语口语。（P. S. 我的意大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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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缓慢，最近已经开始跟不上了，需要加油了）

星期三那天，我的 Promise Pagasus 12TB 磁盘阵列突然发生故障，一个之前有坏块的硬盘强制下

线了。我大约一个月前就已经申请更换部件并且申请通过了，但这家缺德厂商迟迟不给我寄送部件，

然后还在超过 30 天归还期限后从我信用卡里刷走了 $499。最后我不得不紧急去市区花两千多买了

一块同规格的硬盘以应急。目前这笔信用卡扣款还在争议之中，已经委托银行去查了；而我的部件已

经在路上了，从加拿大出发，目前在美国。一个台湾厂商从加拿大给我寄硬盘，这件事本身就挺奇怪

的，而如果这块盘和我盘阵里的其他硬盘一样的话，将是一块深圳组装并贴有台湾出货标签的日立硬

盘。全球化的大生产算是又一次体现出来了，中国大陆悲摧地成为了高科技产品的组装地和最终用户

所在地。

 

星期四那天中午，据来自网易同事的消息，公司在滨江的园区里新增了上述雕像，基本上所有人立刻

联想到我了（据考证说原型是许仙，但出现在园区里何故？）确认这尊雕像意图的最好方法就是看它

到底能在那里放多久。

丁磊当然知道我有随身带伞的习惯，事实上他还专门就这个事情讽刺过我对 Lisp 的钻研。去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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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我调换部门前夕，在跟丁磊的三小时谈话中，丁问：“为什么你每天带伞”，我答：“这只是我多

年来养成的习惯”，丁说：“那么你对 Lisp 研究，我希望不是你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丁还说过，

害死一个技术人员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去研究 AI。后来我坚持自己对 Lisp 和 AI 的兴趣，然后就被

调到安全组从事反垃圾工作了，丁说那个部门搞的就是 AI，让我去实践一下。问题在于我学的是经典

人工智能，去年 10 月人工智能之父 John MaCarthy 逝世时，我还不忘发文讽刺一下。弄几个聚类

算法就可以忽悠老板说自己是 AI 吗？抑或老板明知道这不是 AI 但是想害我。

基本上，我走的时候对公司是带有一定恨意的，我一度认为网易已经是一艘沉船了。不过事情已经过

去几个月了，而且我的前同事和朋友们似乎还在为公司和自己的前途努力奋斗着；何况公司都给我立

碑了，所以我决定放宽心态，不再计较了。我没有资格评价网游本身对社会的综合影响，但显然每个

人都有不玩的权力，所以谁都没有错，而且公司在事实上确实养活了很多人，这其中很多是我的朋

友。

附：一周微博汇总

 

女人对男人的需求就是男人对雨伞的需求

在书店里意外发现了两本跟微博有关的书

阅读(3649)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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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2-01-26 06:24逸勤才子

回复 |  删除

欣赏伞哥！能把这么多的任务和计划都周全得这般有条不紊！这样的生活固然充实，但身心也一定很疲累

吧！我一直想知道你心中那份对学习对工作对生活的火热情怀是否是源自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呢？期待能与

你交流！

2012-03-12 07:10

来自网易微博

逸勤才子 回复 逸勤才子

回复 |  删除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过渡岁月里，我的身心正逐渐恢复着自在与活力，思想与求知欲也得到了莫大

的亢奋。还一个月，自己许下一个约定，向“伞哥”膜拜学习吧！

2012-01-14 22:34gordon112

回复 |  删除

你以后可以称呼自己为"许仙"了,呵呵.

2012-01-10 04:46piglei2005@126

回复 |  删除

第一张照片太有意思了，哈哈

除了你意外全是笑脸

2012-01-07 17:47bio3_jill

回复 |  删除

脸盆。。你们太有才了

2012-01-07 16:59xudi1990

回复 |  删除

“弄几个聚类算法就可以忽悠老板说自己是 AI 吗？”

完全同意！AI的背后是博大精深的数学思想。Lisp是表达这种思想的最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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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气象 沉着冷静地迎接春节  

2012-01-15 00:29:16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第二周精彩回顾第二周精彩回顾    

首先我要恭喜台湾人民，马英九连任意味着未来四年两岸可以继续保持和平，可以继续该干嘛干嘛去

了，同时我那几位当兵的男女朋友们也可以趁机踏实过过日子了。我对台湾政治本身兴趣不大，但我

个人比较欣赏马英九这个人。作为一个政治领袖，首先长相就不错，其次又有学术背景，有自己热爱

的事业，有明确的奋斗目标，而且还很善于表现自己⋯⋯ 自从前些日子微博上传出总统府给索要签名

照片的台湾学生回信的事情，搞笑之余也完美体现出了人家的领袖气度。我的理解是：有身份地位的

人，偶尔 “二” 一把那是与民同乐，对自身形象不构成影响。

春节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一种负担，而且日常工作基本上没有空隙，release 一个接一个，不停有大事

等着我去做，各种任务足以把任何休闲活动都搞得索然乏味。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我自己还不

够强，否则完全可以在每天 8 小时框架内把所有事情搞定，然后剩下大把休息时间尽情地看杂书学外

语。我不久前曾经讽刺因工作过劳而累死的 IT 人士，说他们是在追求超出自己能力的成果中累死

的，现在想来，追求超过自己现有能力的成果又何尝有错，不这样的话怎么会有提高呢。但我想我还

是有一点优势：在物质充分富裕的前提下纯粹追求工作成果，我心里所想的只是把我的软件维护好，

而不是如何赚钱供房养家。还有一点优势就是周围少有竞争者，无数人眼红我没有竞争者，但就是没

法跟我竞争。

 

家里一直想买个书架，因为当初从网易搬回来的书没地方放，之前一直堆在桌子上，日常查阅极为不

便。周二的时候从淘宝上买的组合式书架终于到货了，两大包零件极为沉重，好在有 Matt 开车帮我

运回家。当晚花了大概 4 小时一个人终于组装成功，然后把散落在家中各处的书刊杂志全部上架，只

是还没有分类整理。大学四年里丢了好多计算机书，很多书被人借走就再也不还了，剩下一些没用的

放在 MSTC 办公室里也懒得要回来，只是所幸重要的本科教材都还保存完好，当初从营口带到杭州

来的那些小学和初高中时期的重要书籍如今也完好地保存在这里了。剩下的问题就是，把没看完的抓

紧时间看完，看完的抓紧时间重温，如果只是摆在那里，然后每天继续忙于公司项目以及跟小姑娘见

面，那么这些书对我来说也就彻底没用了。（其实我的一个美好愿望是，周六呆在家里看书，姑娘陪

在身边，只是不是何年何月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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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完下周就要准备启程回营口了，然后再过一周整个年也就过完了。事业还得继续，生活也得继续。

我自己的时间表本来平淡无奇，但如果我把小姑娘的时间表合并考虑的话，未来两年里要做的事情就

变得很多很棘手了。不管怎么说，必须有一组奋斗目标生活才能继续，我决定继续跟随小姑娘的脚

步，无论其最终走到哪里，奉陪到底。

 

 .

 .

阅读(2318)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新年新气象 沉着冷静地迎接春节  

2012-01-26 07:00逸勤才子

“当晚花了大概4小时一个人终于组装成功⋯⋯”仅此一句就把我逗乐了，这个真的是超有耐心啊⋯⋯



20/08/18, 21:59 -  - 

Pagina 3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201411459624/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回复 |  删除

2012-01-17 04:46酷~行天下

回复 |  删除

那一柜子书老霸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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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精彩回顾 家乡归来  

2012-01-21 23:58:16 |  分类：  生活 |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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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着冷静地迎接春节沉着冷静地迎接春节    

今天本是公司春节前的最后一天调休上班，不过因为早上没能成功起床，于是索性在家呆了一天，收

拾一下屋子，做点儿饭，然后继续干活。临近春节假期，工作仍然紧张，不过这也怪不得别人，只是

我学艺不精、效率不够罢了。

前些日子收拾了一下书架，分类整理了一下，现在终于很像样子了。晚上在床头开着台灯随便抽出一

本看看再睡，倒也十分惬意。微博上有些人嫌我的书还不够多，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书跟书能一样

么，我这些计算机和其他各领域的名著，如果真的都看完学会了，足够我未来十年之用的。（最上面

中间那格的杂志虽然看起来不多，但却是 1999 年至今的《科学美国人》中文版）

其实如果真的给我充足的看书时间，我最想看的还是数学和物理。微积分和代数学领域最经典的教材

和科普教材都在我身后，爱因斯坦的论文集和一本《广义相对论与现代宇宙学》也摆在我的书架上；

我当初报考浙江大学的时候甚至在专业志愿栏里也填了数学和物理学——不过是在计算机之后。但我

恐怕必须面对现实，这辈子在数学和物理领域已难有建树。一个人不可能玩遍世间所有自己感兴趣的

东西，必须有所取舍。过去的一年里我已经成功地把事业和主要爱好融为一体，现在重要的只是好好

保持下去，并在未来的生活中把更多的兴趣慢慢地重新捡起来。

前些日子见了小姑娘年前最后一面，当晚加班工作到凌晨 4 点，然后 8 点钟醒来准备收拾下去上班

时突然想通了一些事。原文是这样的：

日益增长的求知欲和停滞不前的学习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增长的性欲和毫无进展的终身大事

之间的矛盾，日益增长的孤独感和对家庭生活所带来负担的恐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我目前人

生中的主要矛盾。

其实我主要想表达的只有前后两条，中间那个是为了增加微博转发率而精心设计的结果（当然也是真

的）。我相信很多同龄人会跟我有类似的想法，即便已经结婚生子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当前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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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实施的移民计划 2015-01-21 13:03:05

ILC ‘09: Preliminary Program 2009-01-21 15:49:16

考研结束 2007-01-21 13: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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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转载

临 “困境” 的最真实写照，我仍然从关心和帮助很多人尤其是许多小姑娘中找寻生活的满足感，但

矛盾始终是无法解决的。我能做的只是更加清楚地认识这些现实，然后尽量做好我能做的事。

附：一周微博汇总（这周貌似发文较少，工作太忙了）

  [1/3]  [2/3]  [3/3]

 Jan 15  经人介绍买到了一把好伞.  -  -

 Jan 16  《大富翁4》登陆 iPhone.  -  -

 Jan 17  -  -  -

 Jan 18  用 FedEx 寄送硬盘到美国，被迫承担巨额费用.  -  -

 Jan 19  去杭州大厦见小姑娘.  一个麻烦的 Linux 项目.  年前的工作冲刺.

 Jan 20  总结当前人生的三大主要矛盾.  韩寒和方舟子事件的感悟.  临睡前的自我安慰.

 Jan 21  2012 年底的新笔记本采购计划.  美剧《Fringe》又出一集.  转发微博.

   

阅读(3295)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第二周精彩回顾 家乡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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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书！每次搬家都很恼火吧

2012-01-26 11:01逸勤才子

回复 |  删除

把事业和主要爱好融为一体，并好好地保持下去——这也正是我新的一年里所需要借鉴和学习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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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着冷静地迎接春节 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好  

2012-01-29 03:50:19 |  分类：  读书心得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家乡归来家乡归来    

(跟家父的合影)

总体来讲今年春节算是过得比较成功的，旅途顺利、日程紧凑、心境平和，并且家乡人民十分友好

——不友好的那些也都没来烦我。

在家乡辽宁营口，我看到了城市了巨大发展。遍地都是新住宅楼，新开了几家大型超市，首次出现了

必胜客和麦当劳，沃尔玛也正在入驻，目前还在建设之中。海边的机场即将完工，附近的大片新兴工

业基地正在崛起。辽河边修建了号称东北第一大桥，营口港也正在超越大连港成为渤海的枢纽之一。

虽然基本物价跟大城市相差无几，所幸房价尚低、供应充足，且尚未发现有炒房痕迹。我的亲戚朋友

们也大都过得不错，该结婚的结婚，该生娃的生娃，人人安居乐业。我自己家虽然基本保持现状，但

也稳中有升，父母身体健康、工作稳定且小有积蓄，完全不必担心。总而言之，家乡形势一片大好。

尽管我不受家庭羁绊，声称四海为家，但好歹根基稳固，聊胜于无，甚感欣慰！

回想除夕夜在杭州的一对朋友家度过，三个人包了饺子，然后我一边继续写代码一边零散地看春晚。

偶尔收到一些祝福短信，但并无新意，唯独当日收到来自住处隔壁美女的手工慰问短信，令我颇感意

外，意外之余略感温暖。年初一时跟留守杭州的保安姑娘见了个面，然后带着她去跟毽友们吃饭唱

歌，晚上彼此挥手告别。家乡父老都希望我早日带个姑娘回去，我也赞成，毕竟已过了而立之年，再

这么单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但我也有自己的难处：姑娘太多，事业太忙，而且各有各的时间表，很难

协调。

春节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姑姑家做客。姑姑家的侄儿今年 7 岁，聪明伶俐。不但会弹钢琴，而且有

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甚至精通《植物大战僵尸》。小孩子对我的印象很深，我每年都给他拍很多照片

以记录他的成长，他每年也似乎盼着我去看他。我考虑以后教他 LISP 编程⋯⋯ 总之，种种羁绊让我

实在不忍春节缺席，恐怕今后每年务必要回去一次。为了避开春运人流可以不在家过除夕，但总归还

是要回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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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春节家乡之行感受颇多，但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点：对当今社会现状的评估，以及对幸福人生的把

握。

正如我在微博上所写的：“此次家乡之行给我的最大感受是，大多数底层劳动人民的小日子过得都还

不错，有房住、有饭吃、有娃生，尽管都没啥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但也完全不觉得有啥不爽的；这

里凡是没事跑到市政府门口闹事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自身不争气的；再谈什么民主、自由那就是吃饱

了撑的。” 这是我在营口看到的。我返程路过大连时又听到出租车司机批评政府，但也无非是抱怨有

权有势者过于贪腐、过度压榨人民劳动果实，顺便遗憾自己家没个有权的亲戚。

但这些事情韩寒都已经说过了。请允许我再次引用《谈革命》和《说民主》两篇中的文字：

“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 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

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

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韩寒《谈革命》(2011.12.23)

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

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

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

什么矛盾。——韩寒《说民主》(2011.12.24)

总体来讲，我认为韩三篇的精髓都在其前两篇里。韩寒自己说重点在第三篇，但我认为他可能是故意

这样说以迷惑一些人的。我从不盲目地认同一个人的观点，尤其是任何人的全部观点；我只认同那些

得到我亲眼或亲身确认过的部分，并且我把这些观点本身与观点提出者的个人分离开来看待。我听说

最近方舟子和韩寒闹得正凶，我没有实际关注他们又闹了些什么，但我感觉到一些人正在尽全力转移

人们的视线，把原本对一个人的某些观点的关注，潜移默化地转变成了对这个人本身的某种关注，继

而试图通过抹杀一个人的品格和才学，来否定那些一度难以撼动的精彩言论。这实在是太愚蠢了。

关于对幸福人生的（重新）把握，我在返程的飞机上继续阅读《希罗多德 历史》时，偶然读到下列篇

章：

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自认为是人间最幸福的人，但当他向来自雅典的智者梭伦炫耀自己的财富后询问怎样的人最幸

福时，梭伦却正直无私、毫不献媚地地回答他说：“国王啊，我看是雅典的泰洛斯”。听到这话时感到惊讶的克洛伊

索斯紧接着插上去问：“到底为什么您认为泰洛斯是最幸幅的人呢？” 梭伦回答说：“第一，因为泰洛斯的城邦是繁

荣的而且他又有出色的孩子，他在世时又看到他的孩子们也都有了孩子，并且这些孩子也都长大成人了；其次，因为

他一生一世享尽了人间的安乐，却又死得极其光荣。当雅典人在埃列乌西斯和邻国人作战的时候，他前来援助本国

人，击溃了敌人并极其英勇地死在疆场之上了。雅典人在他阵亡的地点给他举行了国葬并给了他很大的荣誉。”

在进一步列举了一些普通人的幸福以后，梭伦进一步解释说：“这样看来，克洛伊索斯，人间的万事真是完全无法逆

料啊。说到你本人，我认为你极为富有并且是统治着许多人的国王；然后就你所提的问题来说，只有在我听到你幸福

地结束了你的一生的时候，才能够给你回答。毫无疑问，纵然是豪富的人物，除非是他很幸福地把他的全部巨大财富

一直享受到他临终的时候，他是不能说比仅能维持当日生活的普通人更幸福的。因为许多最有钱的人并不幸福，而许

多只有中等财产的人却是幸福的。拥有巨大财富的不幸的人只在两方面优于幸福的人；但幸福的人却在许多方面都超

过了前者。有钱的人更有能力来满足他的欲望，也更有能力承受大宅难的打击。后者当然不能像前者那样地满足自己

的欲望并且也经不住这样的灾难，然后他的幸运却使这些灾难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此外，他还会享受到这样的一些

幸福：他的身体不会残废，他不会生病，他不会遇祸，有好孩子，又总是心情愉快的。如果在这一切之外，他又得到

善终的话，这便是你所要寻求的人，也就是够得上称为幸福的人了。然而这样的人，在他死之前，毋宁应当称他为幸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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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转载

运的人运的人，而不是幸福的人。⋯⋯ 不管在什么事情上面，我们都必须好好地注意一下它的结尾，因为神往往不过是叫

许多人看到幸福的一个影子，随后便把他们推上了毁灭的道路”。

1. 2. 

——

附：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Jan 22  对节日祝福短信的看法.  除夕收到隔壁美女的手工短信.  除夕夜继续写代码.

 Jan 23  大年初一的早上返回住处.  临行前备份数据.  -

 Jan 24  离开杭州飞往大连.  离开大连前往家乡营口.  顺利到家，可以上网.

 Jan 25  -  -  -

 Jan 26  家族聚餐，跟家人合影.  在 Mac OS X 下安装 Oracle 成功.  陶醉于胡玥和卢怡的艺术照.

 Jan 27  堂妹的新浪微博.  跟家乡的好友们见面.  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

 Jan 28  离开营口前往大连.  顺利抵达大连.  终于顺利回到杭州.

阅读(3686)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沉着冷静地迎接春节 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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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8 11:03hk_mars

回复 |  删除

放心，全世界的很多hacker都还在用lisp。很快，你也将看到hackable的lisp。

2013-10-28 11:00ss

回复 |  删除

fsdfsd

2012-02-13 06:43初秋

回复 |  删除

写的很好！加油

2012-02-08 03:31gordon112

回复 |  删除

你现在的认识深刻了很多。

2012-01-29 03:36桃迦

回复 |  删除

对幸福的论述说得真是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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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家乡归来 需求和满足  

2012-02-04 23:47:00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好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好    

(公司里的姑娘，Leica M9，Silver Efex Pro 2 黑白出片)

在方韩继续扯皮，以及很多人假期归来极不情愿地重新上班的社会背景下，我紧凑地持续工作了一

周，不但把一月份竞标的所有项目搞定，而且还确保了二月份的项目和收入，总算是少许挽回了前面

两个月成功率没能达到 100% 所损失的颜面。

我在珍惜时间方面应该还算是有一些资历的，但我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一些年纪比我还大的人竟然会

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跟人扯皮上，而不是去关心一下自己的事情，趁着还没死继续多为社会做点儿实

际的贡献。

最近有人私信询问我，当项目很紧压力很大时，我是如何进行调节的。我没什么好办法，无非是牺牲

掉更多的个人时间，静下心来研究以争取个个击破。我有稳定的时间表和独居的便利条件，必要时我

可以把吃饭睡觉最小化，交通时间省去，然后在电脑前连续十几个小时调试程序而无人打扰。每当工

作压力大到一定程度时我就干脆请假在家，暂时关掉用来沟通项目进度的 Skype，在无人打扰的环境

下安心做事，直到有所突破再重新回到正常的工作环境里——这时不但要自己做事还要花时间培育手

下的组员。

但我在工作压力下之所以能够始终挺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身负维护 Gensym G2 的重任，

必须在目前的重要岗位上稳定地坐下去，无论工作再苦再累也不能放弃。因为一旦我失去了控制代码

树的权力，那些经验尚浅的 Lisp 程序员就会只顾着赚钱把它们改得一塌糊涂，最后软件无法满足用

户的需求可能也就不再投入了。在我所有可能参与的计算机领域里，目前这份工作最能体现我的能

力，如果这份工作不复存在了，那我就会被迫降级成普通人，除了自娱自乐以外再没有使命感可言

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试图给我所维护的代码添乱的人，无论什么人，都是试图毁了我的最

可憎的敌人。我要么教会他们如何正确地工作，从而把敌人变成战友；要么彻底干掉他们，让他们觉

得在这里无利可图，从而被迫改去糟蹋其他那些我不关心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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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本周 Lisp 界最大的消息莫过于 LispWorks 6.1 的发布。我现在在 Windows/Mac/Linux 下都拥有

license，并且自从 2007 年以来都在稳定地续费，至今所有相关开销已超过一万美元了。最大的遗

憾莫过于至今也没把这些软件充分地用起来，尤其是几乎没有发布过一个使用 LispWorks 编译出来

的面向最终用户的软件产品。我早就说过，“拥有” 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重要的是要把自己拥

有的东西真正地用起来才行。同样的道理对于书也是成立的，书架再壮观也没用，关键是书中记载的

知识是否已真正学会了。我很遗憾自己工作太忙，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日益减少，不过总这么搞绝对不

是办法，我要把更多的工作分担给手下的组员，然后集中精力只做大事，省下更多的个人时间好干其

他的事情。

最近开始有相对稳定的小姑娘陪伴（注：并非此文配图中的姑娘），下班后一起吃个饭或者看个电影

都不再是问题，最主要的是我可以周末带着一起去踢毽球了。在这个良好的开端下，我决心不再重蹈

覆辙，以最大的努力避免那些过去我在该领域犯下的各种错误，把目前的状态维持下去，然后让时间

来决定剩下的事情。

回想不久前，我曾经对水木社区上我的指定苹果经销商 iBook 同学说过一段话：

我认为每个人只要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好，自己日子过得去的同时顺便兼顾社会责任就是我认为每个人只要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好，自己日子过得去的同时顺便兼顾社会责任就是

了，无所谓 loser/winner 的。了，无所谓 loser/winner 的。我的任务就是把我那有前途且他人无可取代的工作干好，我的任务就是把我那有前途且他人无可取代的工作干好，

同时照顾好所有我认识的姑娘们——在她们特定的人生阶段里，直到她们被别的男人娶同时照顾好所有我认识的姑娘们——在她们特定的人生阶段里，直到她们被别的男人娶

走。走。您的任务就是过好您自己的日子，顺便为像我这样的人提供优质、可靠、快捷的苹果您的任务就是过好您自己的日子，顺便为像我这样的人提供优质、可靠、快捷的苹果

产品销售。我们都把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做好，这样国家才有希望构建和谐社会:)产品销售。我们都把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做好，这样国家才有希望构建和谐社会:)

看似略感悲凉的文字，但却是我的心里话和目前个人生活的真实写照。看来在事业与家庭兼顾的道路

上，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附：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Jan 29  LispWorks 6.1 发布.  转发博客.  新的 LispWorks 采购计划.

 Jan 30  搞定了重要项目.  -  -

 Jan 31  电脑和女人之间的共同点.  海蜇食用专家.  -

 Feb 1  -  -  -

 Feb 2  -  -  -

 Feb 3  所有项目搞定，然后找小姑娘看电影.  继续处理磁盘阵列故障.  观《谍中谍4》有感.

 Feb 4  继续维护开源项目以应对 LispWorks 的升级.  订购 MacBook Air 以应对情人节.  转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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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10 05:55无很

回复 |  删除

"但我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一些年纪比我还大的人竟然会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跟人扯皮上，而不是去关心一

下自己的事情，趁着还没死继续多为社会做点儿实际的贡献。"  

很好，很强大，值得我们反省。同时提醒下伞哥，有好姑娘就要好好珍惜。

2012-02-08 03:26gordon112

回复 |  删除

加油，若干年后，你就是另一个韩寒。

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只要你走在正确的路上一切都随之而来。

至少从这篇日志看，你正在正确的路上，加油。

2012-02-06 05:55

来自网易手机博客

m13512909526

回复 |  删除

伞哥的新浪微博叫什么啊？

2012-02-05 15:55盛夏。

回复 |  删除

伞哥无时无刻不带着冷的气场

2012-02-04 16:56xudi1990

回复 |  删除

伞哥，G2好像很牛逼啊，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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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好 论教育  

2012-02-11 23:52:36 |  分类：  一般性周记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需求和满足需求和满足    

如果把所有表面现象、官方解释和私人矛盾全部剔除掉的话，我是在拿完四年期权收益，然后预测到

自己的接下来的年收入将大幅缩水的背景下，设 “计” 离开前雇主的。我有贡献、有声誉、有本

事，而且比我的前老板聪明，所以毫发无伤。虽然并不是一开始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好了，但在事实

上只要每一步都走出最佳选择，最后得到的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感到羞愧的，因

为一切都是我应得的；但更重要的是，钱在我手里比在别人手里更有价值：我大量购置有助于工作的

生产资料，把因为升级而过剩的部分送人，最大限度地跟那些我在乎的人们分享我的成果；另外在跟

各种姑娘的日常交往中，但凡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我从不走其他途径浪费时间。

最近工作一直很忙，不过捎带着也发生了一点儿其他的事情。我认识一个姑娘，她漂亮，性格开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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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转载

方，在平凡的岗位上不安于现状，渴望学习，想过更有意义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她在我离职失去联

系后主动打电话给我。对于这样的好姑娘，如果即刻便有非份之想的话将最大的罪恶，因为这样不但

是极端自私的，而且可能会摧毁她的上进心并打乱其生活节奏，最后留给姑娘的将是遗憾和痛苦。所

以我忍住了，我做了另外的选择：送她必要的工具以满足迫切的学习和生活需求，同时鼓励她沿着自

己设想的道路大胆走下去，然后观望并时刻准备着帮忙解决所有沿途遇到的问题。最后她几乎必然不

是我的（尽管我很喜欢），但我不缺这一个姑娘，却有可能成就她的未来。这就是最近我工作之外所

做的事情。

明天开始恢复跆拳道训练，同时每周的有效工作时间相应地就会减少两个晚上，这对我日益繁忙的工

作来说无疑具有较大的影响。不过下周一有位优秀的 Lisp 程序员将从北京来我公司面试，如果顺利

的话以后就有个好帮手了。两年来工作上的宏伟计划已到了攻坚阶段，按照微博上一位网友在评论我

感情生活时的说法，我的 “球技已精妙绝伦，盘带过人，加速奔袭，但就差那临门一脚了！” 我觉

得形容得太贴切了，几乎适用于我的所有方面。总之我还要继续努力，当我在这份新工作上干满一年

时，我要把我所维护的这个软件的一切细节搞清楚，并且把前面三年留下的所有未竟的工作都完成，

让老一辈 Lisp 程序员们为之惊叹。

附：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Feb 5  博库书城门口的潜在危险.  家用宽带出国速度太慢.  昂贵的有机蔬菜.

 Feb 6  -  -  -

 Feb 7  -  -  -

 Feb 8  Air 已收到，确认了盘阵故障的来源.  SSD 带来的电脑性能体验.  -

 Feb 9  迎来新一批 12 个项目.  磁盘阵列的可怕 I/O 性能.  苹果那令人难以习惯的鼠标手势.

 Feb 10  拒绝了各种邀请，深居简出.  回忆跟小姑娘有关的一个梦.  满意地迎接新的周末.

 Feb 11  Air 顺利送出，心里非常踏实.  转发微博.  -

阅读(4310)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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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12-02-15 06:13葫小芦

回复 |  删除

为啥你觉得钱在你手里，比在别人手里更有价值，而碰见了一位积极向上的好姑娘却要退避三舍，放手让

他去别人那了。矛盾额....难道不应该积极去面对新的生活。不管结局怎么样，真心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难道不是人生意义吗？

2012-02-13 02:59merlyle11

回复 |  删除

"最后她几乎必然不是我的（尽管我很喜欢），但我不缺这一个姑娘，却有可能成就她的未来。这就是最近

我工作之外所做的事情。"

极端狭隘而又愚蠢的想法，也懒得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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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和满足 困难模式  

2012-02-18 20:48:17 |  分类：  朋友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论教育论教育    

 

“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出处不明，但我是从郭德纲相声里听来的。

最近一周的工作不是很忙，因为正处于两个 release 的衔接期，各家公司的项目都在进行中，因此我

忙里偷闲，周三去医院补了个牙，然后整整一周都在跟各种姑娘接触——几乎哪天都没闲着，除了情

人节那个晚上。不过我正在积极反省过去在博客上广泛公开各种姑娘照片给各方带来的潜在损失，因

此我现在采取了一种可能有助于保护姑娘们隐私的方法：把许多相关姑娘的照片混在一起发布，既不

失真实性，又尽力避免读者将她们对号入座。

有时候我自己都感到惊讶，自从新年开始采用新的博客发文规则以来，竟然每周都有些重要事情发

生，每周都有事情可写！我还依稀记得我曾经也有无趣的人生，诸如连续几周无所事事，生活毫无波

澜起伏；但眼下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了，甚至我甚至还有更多的事情完全没有办法写出来。总之我感

觉自己像是一个越发高速运转的思维机器，每天都在迎接一些新挑战，然后再立刻解决掉它们，然后

等待着新的任务到来，周而复始，永无停歇——至少在我的生命周期里有长期延续下去的倾向。

不得不说网易的保安们最近很争气——无论男女。男保安最近被我发现成了传说中高薪的顺丰快递

员；女保安则勇读夜校，学习一技之长的同时拿个学历以便有机会跳槽成为公司的正式员工。那些大

都仅有高中学历的保安们尚有如此上进心，实在是令我深感欣慰。诚然，当今社会很多高学历者尚且

找不到工作，但如果连基本的大学或专科学历都没有是万万不成的，因为这意味着一个人的头脑还完

全没有经受过充分的思维训练，无法胜任带有一定复杂性的工作和要求一定领域知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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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评论

    转载

我对男保安没有兴趣，但在女保安的故事里有幸充当了重要角色。过去一周里我亲身接触了杭州成人

教育系统里的头面人物，亲眼看到了他们正规的办学流程和认真从事教育事业的工作态度，并亲自陪

同保安姑娘去报了名，并且还准备在未来两年半里一起学习那些对我来说还很陌生的大学课程。

(此处删去一个无关段落)

有点儿扯远了。现在保安姑娘有个潜在的公司某部门 offer，我帮她做了个还算像样的简历。我希望

有关人士在面试时放下自己硕士博士的架子，设身处地为那些希望过更有意义生活的姑娘们考虑一

下，给她们一个在正常工作环境中学习提高的机会。同时真诚希望相关职能部门那些迟迟嫁不出去的

老姑娘们摆正心态，以大局为重，放年轻姑娘一马。我会想办法报答你们的。我会想办法报答你们的。

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Feb 12  前来旅游的廿年前 MM 兼好友.  跆拳道馆情况有变，教练远走高飞.  我家隔壁姑娘归来.

 Feb 13  情人节前夕在忙碌工作.  继续 YY 楼下的奶茶姑姑们.  家里停水，百事可乐冲厕所.

 Feb 14  每月一次代码 merge 到 trunk.  情人节当天悲摧地去上跆拳道课.  家里停水，去附近姑娘家洗澡.

 Feb 15  补牙的过程很麻烦.  “我动过心的姑娘比你⋯⋯”.  泛微协同 OA 可以去死了.

 Feb 16  网易 HR 爆料有员工肺炎挂掉了.  微博上终于攒齐纯 50 个姑娘.  积极对抗感冒前兆.

 Feb 17  一夜过后感冒已经好了.  Mac OS X 10.8 带来的潜在困扰.  正在想办法把小姑娘们送回学校.

 Feb 18  跟隔壁姑娘约会，对方是圣斗士迷.  网易保安们最近出息大了.  转发微博.

阅读(4515)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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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2-02-20 02:38dinckham

回复 |  删除

第二个不是网易的pp女保安么？

2012-02-19 12:29肖萧萧

回复 |  删除

不知道成人教育系统里面有些什么课程？偶尔也想学学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厨师，调酒，插花神马的

2012-02-19 17:00 冰河 回复 肖萧萧

回复 |  删除

这个建议还是中国山东找蓝翔吧⋯⋯

2012-02-18 15:53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哈哈，毫无疑问，保安MM是最PP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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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 精神损失  

2012-02-26 01:11:28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困难模式困难模式    

本周基本上是在各种技术事件中度过的。不过周日那天很有收获，在旧书摊上意外买到了著名的《纽

摄》上下册和一本 3000 多页的《默克诊疗手册》。家里一直缺少些必要的医书，曾经想斥巨资把两

卷本《西塞尔内科学》买回来仔细学习一下，但终因舍不得花太多钱买杂书而作罢，如今花 30 元就

把事情给办了个差不离，很是高兴。

周三时收到了一封苹果 MobileMe 服务催促用户尽快升级系统并迁移数据到 iCloud 云服务的邮件，

随后一度想买新的笔记本电脑，但后来经过反复论证外加小姑娘的劝说决定直接升级系统到 Mac OS

X 10.7 Lion。升级过程还算基本顺利，但由于网络下载较慢，后续折腾了好多天在升级周边软件

上，最后直到今天才开始重新备份 Time Machine，并且直到发稿时升级后的首次备份尚未完成。

笔记本电脑的空间日渐紧张，不过我发现电脑里存储的无用数据也是非常多的，每次试图精简文件系

统都能清理出几个 G 的空间来。因此我考虑凭借目前这 750G 的笔记本硬盘我还是极有可能再挺一

年的。我的 12TB 磁盘阵列最近也工作得极为稳定，也不知是否因为最近杭州天气寒冷导致设备散热

终于正常了的缘故，反正一切正常了。

今天（周六）上午陪保安姑娘去参加成教的开学典礼，顺便帮另一个姑娘代领教材。这样一来今后的

课程表就完全搞清楚了，所幸课时不多，时间安排得也比较合理，基本上有可能全程陪读，我自己也

顺便重温一下微积分和大学英语，我觉得这个计划真的挺好的。

其实生活就跟打游戏一样，从一开始你就有权在简单和困难模式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无论选择哪种

模式，很少有人会在游戏通关以后换种模式再重来一次的，于是从事实上来讲选择的机会就只有一

次。我在打游戏时决定是选择简单模式的，因为我不太擅长打游戏，而且我觉得这样更容易体会游戏

剧情。但在实际生活中，我往往选择困难模式，从不随波逐流，走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毫无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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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经验可循。

每次我看着家里的书架眼前就浮现出无数未完成的学习计划，这些计划似乎要耗尽我一生才能完成而

其中很多又看似毫无应用前景——只是觉得人生在世必须了解一下否则很难瞑目。这包括相当数量的

各种自然语言、数学的少数分支，以及理论物理。另一方面，我总是在终身大事上摇摆不定，每个姑

娘都各有优缺点，极难评估究竟应该专注于跟其中哪一个过日子。有时我甚至觉得，永远像现在这样

过下去才是真正的 “简单” 模式，因为这样实在可以避免相当多的烦恼，而且更有机会在我死后

100 年的时候人们还能记住我。只有一点我是 100% 确定的：我的人生没有虚度，而且无论我做什

么都是有意义的。

时常有网友先跟我套近乎然后拐弯抹角地试图赢得我的好感进而来我这里占便宜——美其名曰要跟我

学习。有件事我必须声明一下，我现在不给任何人尤其是陌生人提供工作和学习机会，理由很简单，

我自己也在忙于学习，无暇他顾，并且我不认为有人能在我所从事的日常工作上给我提供有效的协

助。当然，任何人都可以来我所在的公司应聘，但能不能进来就不是我所关心的了。我已经放弃主动

给公司招募 Lisp 程序员了。不过一旦真的有能人进来了，我当然也会尽我所能去帮助他。

所以请有关人士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没有结果的事情上，如果你们想学习那些我已经学会或尚未学

习的知识，那就尽情去学习吧。我在网络上的存在更多是向人们描述一种自洽的个人生活方式，既不

保证可以复制，也不保证能够成功。

附：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Feb 19  一个标准周日的日程表.  买到了三本便宜的有用旧书.  跆拳道教练的告别聚餐.

 Feb 20  以 “姑娘” 为首的微博关键词.  -  -

 Feb 21  -  -  -

 Feb 22  MobileMe 的数据迁移通知.  终于决定升级到 10.7 了.  -

 Feb 23  开始升级到 Mac OS X 10.7.  升级基本结束，还算顺利.  -

 Feb 24  神奇的 War3 补丁升级.  辛苦一周后喜迎周末.  《Fringe》带来的持久困扰.

 Feb 25  一大早出门去赶开学典礼.  奇丑无比的联华超市收银员.  《冥王神话》剧情精彩.

阅读(2702)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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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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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评论

2012-02-25 19:58ricepig

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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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模式 开始转运  

2012-03-04 00:53:10 |  分类：  一般性周记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精神损失精神损失    

 

最近不幸成为了多起电话诈骗的受害者，我想大概是工作过于劳累，精神疲惫疏防范的缘故。我无意

透露那些丢人的细节，不过我确实生平第一次去公安局报案做笔录按手印，倒是积累了少许经验。物

质损失倒在其次，精神损失尤为严重。简要回想了一下，我一生极少因为贪婪之心吃过亏，但因为同

情之心吃亏的案例比比皆是——从至亲到朋友到各种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坑过我。不过好在此次损失

有限，对今后生活并无影响。

过去的一周是我 Lisp 事业高潮的开始，一些长期保存在代码分支里的重要成果最终以正式项目的形

式重新验证，加以补充，然后下周就合并到代码主干上了；顺利的话再过两个月就功成名就了，从此

再无竞争对手。唯一的问题就是手下的同事们暂时帮不上忙，每个项目都需要我插手，分身乏术。虽

然赢得了上游平台产品经理的高度信任和任意拖延交付的权力，但时间还是不够用，所以从下月开始

要适当减少项目吞吐量，只做最重要的项目。毕竟生活是自己的，业余时间不能都搭进去。

在跟各种姑娘交往的过程中，拥有一些共同语言是十分重要的。过去我所经历的各种失败的感情经

历，大都是因为双方缺少共同语言导致交往模式僵化造成的。尽管世间少有人可以深入到我的生活，

尤其是女人，但我却可以主动出击，构造出一些自己原本不必要的需求，通过某种转换使之成为我生

活的必要环节，或者说是完成人生目标的必要组成部分。

如果当初没有买便于随身携带的徕卡相机，那么不但今天电脑里不但会缺少很多高质量美女照片，甚

至一些珍贵的合影也将不复存在；如果当初没有心血来潮去学跆拳道，自然也无法结识众多跆拳道姑

娘，包括目前心目中地位极高的小姑娘；如果当初没有好心地给隔壁把自己锁在门外的姑娘送一件衣

服，也无法换来今后稳定的邻居和所有的相关交往；如果当初没有在上下班时多看几眼电梯口的保安

姑娘，那么在我离开前公司以后她也不会联系我；如果没有选择去鼓励和帮助保安姑娘进一步学习，

也无法换来今后两年里每周跟两个姑娘见面并一起上课学习的机会。天知道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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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转载

还有多少艳遇等着我呢，把握各种机遇的过程本身就是人生一大快事。时间会决定哪个姑娘应该跟我

长久地生活下去，我不急。

附：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Feb 26  前一篇博客转发微博.  AppleCare for MBP.  成本核算问题.

 Feb 27  Fringe S04E14 谜团揭开.  mini Displayport 延长线.  -

 Feb 28  -  -  -

 Feb 29  女性表白日.  当天收获颇丰.  缓解工作压力的方法.

 Mar 1  工作繁忙但信心十足.  可恶的 Sybase.  -

 Mar 2  损失惨重.  -  -

 Mar 3  -  -  -

   

阅读(2430)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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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凶的一张

感情就不要这么太规则化了吧，有些话还是留在心里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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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2-03-06 07:31风 回复 风

回复 |  删除

感觉手里拿的是用雨伞外形伪装的宝剑

2012-03-05 06:39大力

回复 |  删除

话说哥们还真在派出所给罪报案人录过笔录，按手印要骑缝，哈哈。

2012-03-05 02:46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patpat，冰河这么理性的人也会被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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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损失 悲喜交错的学习生活  

2012-03-10 23:53:00 |  分类：  一般性周记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开始转运开始转运    

经历了上周的不幸以后，我冷静应对、各方面主动出击，最近一周总算有所改善，重新步入正轨了。

工作上，攒人品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时候调整战略，只做那些能够体现我个人价值的事情了。

我放弃了 3 月份的大部分无关项目，把他们留给其他 partner 来处理，然后我趁此机会缓解一下前

面 8 个月的压力，并且集中精力把当前最重要的项目推进下去。现在看来，公司给我安排的人手完全

在帮倒忙。公司希望把我的知识尽可能传播开从而创造更多价值，遗憾的是我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不

是任何人可以轻易学得的。无论对于公司还是我所为之奉献的软件产品，我的存在都是上天的某种恩

赐，可遇而不可求。我比较喜欢掌握主动权，这样处理各种事务往往灵活高效。

生活上，也许是长期行善积德的结果，在断断续续联系了几个月后，最近终于和我家隔壁姑娘有所进

展了。我现在觉得，最适合我的姑娘，是那种可以兼容我目前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不至于令我生活

方式产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姑娘。周五的晚上在家里随便做几个菜，邀隔壁姑娘过来一起吃个饭，饭后

在安静祥和的气氛中一起在电脑上看个电影，然后分手各自睡觉，这令我感到极大的幸福。如果这样

的状态可以成功地保持几个月，那就再没有其他姑娘可以吸引我了。遗憾的是，尚无权限可以拍一张

照片，只能等候杭州早日春暖花开了。不管怎么说，把 “些许好感” 转变成切实有效的倾慕之心，

需要时间、机遇和谨慎操作，但最重要的是，我不能再抱着 “广结善缘” 的心态处事了，如果我在

生活上能像工作上那些集中精力于一件事就好了。我可以放弃学习 Lisp 之外的几乎全部有趣的计算

机语言——其中不乏诸多令我动心的，为什么不能放弃追求同样令我动心但机会渺茫或者说根本不合

适的姑娘呢？

 

自从家里空调修好以后，家居环境总算上了一个新台阶。现在很喜欢呆在家里一个人静静地工作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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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刃有余 2013-03-10 15:33:42

网易 Cisco 无线网络部署纪要 2011-03-10 09:52:1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转载

习。家中各种设备齐全而且典藏丰富，静下心来工作时可以产生可怕的生产力。我主要生活在使命感

里，为了完成我所肩负的重任，无论再辛苦都是值得的。但假如我真的把最重要的事情完成了，接下

来我就要开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了。

 

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Mar 4  首次陪读就迟到.  跟哈妹在家里合影.  给王致和臭豆腐做广告.

 Mar 5  SmartGit 3 正式发布.  生活在粉丝的视线里.  我跟哈妹是清白的.

 Mar 6  赞美亚马逊 (Z.cn).  终于修好了家中空调.  -

 Mar 7  -  -  -

 Mar 8  iPad 3 发布.  iPhoto app.  跟隔壁姑娘见面.

 Mar 9  跟隔壁姑娘微博互粉.  跟隔壁姑娘继续见面.  -

 Mar 10  -  -  -

阅读(2662)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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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13 12:40

回复 |  删除

从头看过来，你的第一张带笑容的照片啊。

2012-03-13 04:06Jimmy

回复 |  删除

莫非第一张带笑容的照片

2012-03-28 14:23sein_tao 回复 Jimmy

回复 |  删除

我也觉得是

2012-03-15 13:04快乐GG

回复 |  删除

冰河，我看了你翻译的Practical Common Lisp,不过我觉得有点看不懂。我想知道你最初学习lisp的时候

是看什么书的？

2012-03-15 14:35 冰河 回复 快乐GG

回复 |  删除

Common Lisp the Language, 2nd Edition

2012-03-10 18:21lolanda

回复 |  删除

最重要的事情莫非是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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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转运 国际形势的长期停滞及个人对策  

2012-03-17 23:15:56 |  分类：  一般性周记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悲喜交错的学习生活悲喜交错的学习生活    

工作终于不那么忙了，而且至少可以再轻松三个星期。本周结束了上个 release 的收尾工作，代码

merge 到 trunk，然后入职八个月来第一次手头不再有要命的各种项目了。当然，这个月的小憩是

为了下个月更好地投入新的项目，同时也是为了把之前没空处理的基础性工作收拾干净，所以即便公

司方面不太满意，这次我也坚持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办事了。这样一来，每天终于有一些时间可以继续

学习意大利语了。

之前提到我打算同时学习四种欧洲语言（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后来发现这个计划行

不通。首先德语不是罗曼语系的，跟其他三种语言差异太大。其次目前只有意大利语可以找到极好的

语音教程和配套教材。因此在事实上我只学了意大利语，进展不算快，但学得还算扎实。我发现一旦

充分将英语掌握甚至几乎达到将其视为母语的程度以后，再学其他欧洲语言是不会引起思维混乱的，

意大利语的单词和英语的单词虽然相似，但我不会把它们记混，因为后者早已深深刻在脑海里了。但

是话说回来，如果同时学意大利语和法语、西班牙语，就难保不会出现发生混淆的事故，所以我决定

其他的先放放，贪多嚼不烂。不过家里有各种语言的书，带来的好处是随时可以就某个语法点去查询

各种语言之间的区别。这类查询让我感到自己仿佛回到了过去的大学生活，略感兴奋。

从语言学的角度上来看，我选择意大利语作为正式的第二外语是非常有意义的。首先它是最接近拉丁

语的语言，保留了原始印欧语言的更多特征，未来有助于理解其他同类语言；其次，意大利语比其他

广泛使用的罗曼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要更复杂一些，很多小词在阴、阳、单、复上都有

更多变化，学好了最复杂的以后再学简单的就易如反掌了；第三，意大利语的所谓正字法规则却相对

简单，单词大都按照字面写法直接读出，词典里都不用像英语和法语那样特意标上音标，有利于系统

化学习；第四，有极好的语音教学课程在网上可以找到。

周一那天是胡玥的生日，我第一次去杭州东部郊外的下沙高教园区。带着礼单和一个蛋糕坐了将近一

个半小时的公交车才到，然后天就黑了，结果下沙那边长什么样子机会没看清，吃了点儿东西就又坐

公交车回来了。此行有两大收获：拍了几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以及见到了同在下沙读书的她的男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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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转载

友⋯⋯ 这样一来我心里也就踏实了。不过这份维系了近三年的友谊是我无论如何都想保持下去的——

现在我只想亲眼看到她在幸福地生活。

随后的几天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事件，让我在现代贾宝玉的道路上越陷越深。细节不重要，重要的是

我究竟抱着怎样的心态在应对所有这类事情。我相信目前为止我在微博上给读者们留下了一个励志的

基本面，同时生活中充满了各种追求姑娘未遂的诙谐经历。在这样的背景下，证明自己仍在不受舆论

影响地努力生活就显得很重要了——因为不想最终成为一个笑柄，而是一个不断接近胜利目标的感情

生活的成功者。我在如实地记录自己的生活经历，但最终我会找到一个稳定的伴侣，从而彻底结束自

己微博上的这类讨论。这一切只是个时间问题，但在那之前，我乐于继续扮演一个悲喜交错的角色，

顺便激励那些可被激励的人们更好地生活。

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Mar 11  阳光明媚的星期天  炖牛肉一定要心狠手辣  下厨乃生活乐趣之一 

 Mar 12  胡玥的生日  去下沙参加生日活动  回到家略感失落 

 Mar 13  语言学：古英语中 what  隔壁姑娘家有男人  语言学：意大利语的定冠词 

 Mar 14  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  程序员的语言天赋  

 Mar 15  解恨的瓢泼大雨   

 Mar 16  攒钱给我家姑娘买小红伞  失散多年的跆拳道姑娘  周末又是一颗躁动的心 

 Mar 17  安逸的宅男生活  重要的一天  转发微博 

阅读(3638) |  评论(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开始转运 国际形势的长期停滞及个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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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2-03-20 12:38yxwhyxwh

回复 |  删除

我会拿英语和德语对比⋯⋯那本

>保留了原始印欧语言的更多特征，

其实德语有3个性别什么的也可以叫“保留了原始印欧语言的更多特征”（汗）其实不管是拉丁还是日耳曼

语言，似乎离原始印欧语都远得很了，貌似。

2012-03-20 13:11 冰河 回复 yxwhyxwh

回复 |  删除

你说得很对。我想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意大利语最接近拉丁语。

2012-03-20 12:25yxwhyxwh

回复 |  删除

语音教程和配套教材

其实《新编大学德语》的教材附送课文录音mp3的，有那个入门就够了。

2012-03-20 11:31yue_sunshao

回复 |  删除

田春大哥： 加油！ 一直在关注你的Blog， 我认为你很棒！ 自己活的自己满意就好。  

我会继续关注的。   你一定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姑娘的。

2012-03-18 04:17Rushguo

回复 |  删除

原来也是一个星期一次。。话说冰河，你认为你翻译的书适合入门吗？

2012-03-18 14:19 冰河 回复 Rushguo

回复 |  删除

那就是一本入门书啊

2012-03-18 14:52Rushguo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那为什么我觉得看着有点累，比如前面有一个指令（cur）到后面可能才会说道。我看ANSI Com

mon Lisp感觉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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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18 15:05 冰河 回复 Rushguo

回复 |  删除

那你就看 ANSI Common Lisp 好了。不是每本书都适合每个人入门的。比如说我就是用最枯燥

的 Common Lisp the Language, 2nd 入门的，上千页的语言规范一样的东西我看到一半的时

候连 hello world 都写不出来，因为打印语句是在很后面才讲的。

2012-03-18 04:01Jasper

回复 |  删除

很准时，每个星期六过后总能看到新的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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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悲喜交错的学习生活 生活：对稳定的追求  

2012-03-24 22:13:37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国际形势的长期停滞及个人对策国际形势的长期停滞及个人对策    

我对当今国际形势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但我采用了一种比较高效的获取信息的方法：通过

iTunes 持续订阅 NHK 每天的国际新闻（中文广播），然后把当天的要闻以简短文字形式记录在相

应 mp3 文件的注释里以便快速查阅。至今我电脑里保存了过去近三年来几乎每天的国际新闻，其中

最早的记录是2009年4月5日北朝鲜号称发射人造卫星（实为弹道导弹，后来坠入西太平洋），所以

最近再次听到北朝鲜发射人造卫星的新闻时就感到相当熟悉了。直到2010年3月27日韩国巡逻舰沉

没事件，NHK每天中国时间13:00和20:30各发布10分钟的国际新闻，两次发布的内容有所重叠的，

但通常以后发布的为准；随后从2010年3月29日俄罗斯连续两起地铁站恐怖爆炸事件开始，NHK只

在每天中国时间21:00发布一次10或15分钟的新闻，具体长度取决于当天的信息量，但如遇重大事

件尤其是日本国内相关——例如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并引发海啸和核事故，则当天还会有

数次额外的更新发布，但最终的存档应以最后一次发布为准。总而言之，过去三年来的国际大事我全

部有记录并且每天及时跟进。

但令我感到沮丧的是，几乎没有哪件重要的国际事务真正是取得了重大进展的。三年来几乎唯一的好

消息只有2010年11月14日的昂山素季获释（以及随后的缅甸民主化进程）。除此之外，各种自然灾

难、人为恐怖事件、各国领土纷争和民族矛盾的拉锯战、走马灯似的日本政坛、以及各种经济危机，

几乎没有一天是闲着的。没有人会认为这个星球已经达到了所谓的终极文明，但形如《希罗多德 历

史》中描述的古代国家之间迅速的彼此吞并，或者罗马帝国时期那样规模的领土扩张似乎已经永远不

会再发生了，甚至50多年前二战后期大量新兴国家的崛起也似乎早已远去了。看看最近的十年，无论

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现在终于明白它们的语言——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其实同属闪米特语系，从

右向左书写的辅音文字）的领土和民族纷争、俄罗斯和日本的北方四岛问题、中日的钓鱼岛问题、以

及大陆和台湾的 ”一个中国“ 各说各话，全部都是拉锯战，没有哪个是取得了一丁点儿进展的。当

然也没有人真的在着急——除了那些为了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客们偶尔会急一下。

社会事务尚且进展得一团糟，底层的区区小民们还能指望在个人生活中有多大程度的突破呢？现在看

来只要日子过得去，问心无愧也就是了。我觉得自己就已经尽力了，好歹一边努力工作，一边还在孜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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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上海考试归来 2013-03-24 16:37:46

拼命珍惜现有的一切⋯⋯ 2007-03-23 17:52:36

    转载

孜以求，不断上进。年过三十，纵有牛顿爱因斯坦之志也恐怕只能停留于想象了。现在的心愿只是继

续把手头工作做好，余生通过博览群书竭尽所能地一窥人类文明全貌。

现在回到个人生活上。本周继续照料身边的姑娘们，辛勤地工作（但出于种种原因不被理解），以及

继续看古代西方名著，学外语，温习其他以前学过的知识。跆拳道姑娘及其朋友们基本上离开了我的

现实生活，现在身边就只剩下两个结伴读夜校的姑娘，外加隔壁美女。保安姑娘最近学会了使用微

博，我很欣慰。隔壁美女则特意向我表明了单身身份，我很有压力。

现在每周要花时间给小姑娘补数学课，周日雷打不动地去踢毽球，生活还算稳定。唯一的麻烦事就是

日常开销太大，资金有些吃紧。前不久的电话诈骗损失，加上最近维修各种设备故障的开销，以及年

度软件维护费，房租，在小姑娘身上的开销，足以把我上半年的所有节余全部消耗了。不过好在生活

总有希望，下半年谨慎从事的话到年底结算时积蓄总量还是有望增加的。短期内尚无失业风险，所以

我并不担心个人生计。

我从未公布过自己的长期计划，但我想现在是时候了。我将在目前的公司里干满三年，以回报朋友当

初在我离开网易时第一时间为我提供的工作岗位。三年之内（从去年8月1日入职开始算起）我要把目

前维护的商业软件中所有未完成的开发计划全部完成，所有历史遗留问题和客户需求全部收拾干净，

并给公司培养一个团队用于未来长期的小修小补。我是肯定要在功成名就之后离开的。首选的目标应

该是去游历下欧洲和其他一些感兴趣的地方，然后或者回来找个稳定居所专心读书，或者在外长期留

学并最终留校任教，得偿夙愿。好男儿志在四方，无论如何，杭州不是我的终点。我相信最终人们会

记住我的贡献，并原谅我的自私，毕竟人的一生是如此短暂，不能留下任何遗憾。

附：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Mar 18  iPhone 4s 的背壳摔坏了   

 Mar 19  Mac OS X 10.7 的底层新特性   

 Mar 20  王致和臭豆腐的官方微博  刚刚学会使用微博的保安姑娘  

 Mar 21  着手修理损坏的 Mac mini  中午去市区修理苹果设备  工作上很不顺心 

 Mar 22  继续给公司捅娄子  吃不下饭兼论保持身材的重要性  

 Mar 23  盘阵突发故障（后来自己好了）  Photoshop CS6 beta  抱怨下杭州的交通 

 Mar 24  替姑娘落后的课程着急   转发微博  

阅读(3383)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悲喜交错的学习生活 生活：对稳定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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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2012-03-26 16:35暗号

回复 |  删除

电话诈骗？

伞哥  以你的智慧，居然中招？

2012-03-25 16:58120斤的大青蛙

回复 |  删除

去年，我看了罗素自传，他是我看到唯一一个可以称作世界知识分子的人，反核，反战，真正超越了政治

的国界，他一生结了四次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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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国际形势的长期停滞及个人对策 一切正常  

2012-04-01 00:05:26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生活：对稳定的追求生活：对稳定的追求    

生活：对稳定的追求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2012 浴鹄湾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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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终于实现夙愿，在浴鹄湾的长廊里几乎呆了一天，看书、学外语、顺便拍照。难得的好天气，彻

底换上了夏装，然后尽情享受湖边的微风和温暖的阳光。我的 Leica M9 已经很久没有享受到充足光

照下的低 ISO 加光圈优先的拍摄环境了，拍了不少风景照，但最后发现拍得最好的一张照片却是来

自 iPhone 4S 的——因为视角更广，而且现在 iPhone 的摄影能力真不是盖的，在等效 35mm 的

焦距上不弱于同类产品。这就是住在杭州的好处——出门坐四站公交车即可来到山清水秀的幽僻场

所，我准备以后有空就去那里坐坐。

我所从事的软件开发工作属创造性劳动，不是只要机械地按点儿上班敲键盘就可以赚到钱的。广博的

背景知识、聪明的头脑、充足的资源、勤奋、毅力，各种因素缺一不可，此外还要良好的心情和后顾

无忧的生活状态。我扪心自问，上述诸多条件我都有了，所以没有理由做不出来，最终的胜利是属于

我的——这就是信心的来源，与之相配套的则是无形的压力。之前我承受了一些来自公司内外的压

力，但我咬紧牙关挺过来了，然后我对自己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了：我就是所谓的 “人力资源”，我必

须努力证明自己有用才能生存下去，否则立刻会被排除在圈外——因为我太锋芒毕露了，这导致所有

潜在竞争者都恨我。可惜我不是靠这些虚荣活着的，我的目的不是尽可能长久地把我的生计维持下

去，而是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我的事业目标完成，然后再去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

（或者说享用）我那有限和短暂的人生。

生活：对稳定的追求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底层劳动人民追求并期盼各种层面的稳定：社会稳定，以便实施各种长期生活计划（买房，成家）；

生活稳定，以便踏踏实实搞事业；事业稳定，以便专心致志地持续贡献社会和赚钱。由此可见，社会

稳定是一切其他稳定的基础。脱离了社会稳定的其他稳定都是虚假的稳定——只有侥幸心理才能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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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事业与生活。遗憾的是，稳定的生活来之不易。这个社会上总有些人就是不肯满足于现有生活

——哪怕是与自己的能力和机遇相匹配的生活。对于我所生活的社会，我不能理解的一点就是，他们

一边尽全力维持社会稳定以满足人民对事业和生活稳定的幻想，另一边则想方设法去破坏社会稳定的

基石。如果连我身边最单纯和天真的姑娘都抱着 “必然灭亡” 之类的观念，我实在是难以找出个自

洽的理论来教导其继续热爱生活了。

今早刚看到微博上通知说关闭评论三天时我还以为是新浪的网站系统故障需要紧急修复呢，现在看来

作为前不怎么成功的系统管理员我实在是小看新浪的技术实力了。倒要看看究竟能出什么事情。

生活：对稳定的追求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上周刚付了 2007 年 $2500 买了那个 LispWorks 企业版以后第五年的 $650 维护费。虽然公司

承诺给我报销，但最终这笔钱要靠我自己加倍做项目赚回来的，所以压力还是有的。然后由于另一项

文档工作相关的需要，开始自费从我的指定软件经销商那里订购 Adobe FrameMaker 10，加上配

套的正版 Windows 7（虚拟机），总价人民币 1 万元，4 月下旬到货时付款。这样一来就相当于

2012 上半年没有攒下一分钱了，但我不会后悔这笔投资——我不记得自己曾后悔买过任何一个软

件，哪怕是买回来后几乎没怎么用过的那种。事实上盗版 FrameMaker 在网上可谓铺天盖地，但还

是那句话，我自己就是写软件的，如果我都不尊重软件版权的话，那我也不用指望别人肯付钱买我写

的软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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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Abstract Syntax Notation One (ASN.1) 2008-04-01 17:44:26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2007-04-01 15:31:4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转载

不过虽说我的 “正经过日子” 的态度是好的，但开销确实大了点儿。以后也很难保证不再送其他贵

重东西给各种姑娘，除非真的可以稳定下来并从此集中精力于一点。事实上过去两周里有好几次我差

点儿就要跟某个姑娘表白了，但种种原因导致事情耽搁下来了。我羡慕很多人包括我的朋友，敢爱、

敢婚、敢生，但我在这些方面胆子实在太小了，总是顾虑重重。当然另一方面选择也不只一个，而且

经常停留在虚假的想象层面上。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感情方面已经破罐破摔的人，其实也没什么事

情是我不敢做的了。总是抱着 “不想失去” 的想法谨慎从事，最后的结果只有彻底失去。曾经日夜

思念的跆拳道小姑娘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附：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Mar 25  哭笑不得的星期天  姑娘们别理我，烦着呢  来自上游的感谢信 

 Mar 26  下班回家做饭  名贵食材相伴的晚餐   

 Mar 27  忙于工作  忙于工作  小公司目光短浅 

 Mar 28  系统又被我搞挂了  又一次成功的系统恢复  终于看完了《希罗多德 历史》 

 Mar 29  充满姑娘的系统登录界面  对清明假期的期待  

 Mar 30  周末前夕有望完成工作  我家房东正在卖房  Adobe FrameMaker 10 

 Mar 31  英语 9-12 月的词源  微博不能评论了  风景优美的浴鹄湾 

阅读(3135)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国际形势的长期停滞及个人对策 一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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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2-04-04 10:21jiankangshiye@yeah

回复 |  删除

Pretty pictures and words.

2012-04-02 04:46simmone

回复 |  删除

喜欢你的博客，有味道，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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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对稳定的追求 存在感  

2012-04-07 23:58:29 |  分类：  一般性周记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一切正常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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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我每周六固定写博已足足写了三个月，一年的四分之一就这样过去了，我相信到了年

底写 2012 年鉴的时候我攒下很多素材。我真诚希望少数比较争气的读者们可以从我的身上至少学到

一点儿坚持不懈地完成既定计划的精神。如果我可以把一个每周末固定写点儿东西的计划维持下去，

我至少有理由让人们相信我的其他计划也都是一直在执行的。

本周适逢清明假期，再加上这几天杭州的天气非常好，春意盎然，因此我不但得到了良好的休息，还

数次前往离家不远的相对安静的旅游景点，一边欣赏风景一边继续学习。工作方面则略有起色——从

公司的角度来看是这样，但我自己是一直在努力从未真正放松过的。我领导所有 partner 完成了一个

完美的 release，极低的失败率让各方都很满意——然后这件事直接导致我 4 月份拿到了更多项目

——这将是历尽艰险的一个月。

由于最近跟各种小姑娘的交往都不怎么顺利，并且愈发强烈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在缓慢流逝，因此在整

个星期里一直以个人学习为主。每天睡眠 8 小时，工作和学习 12 小时，剩下 4 小时吃饭以及被各

种上下文切换浪费掉。我的意大利语在不懈的坚持和大量的时间投入下终于有了不错的进展，现在看

意大利语的电影可以听懂很多日常用语了。我准备尽快把《新视线意大利语 1 》学完，然后继续听网

上下载的教学 mp3 学习法语，争取年内完成《走遍法国 1》。作为调剂手段，我开始尝试

背 Hebrew 和 Sanskrit 那精彩纷呈的字母表。现在回想起来，在离开网易以后真的变化很大，不但

过去的知识没有扔，而且还学了更多其他的知识，每天都在学，但难能可贵的是尚无记忆力减退学完

就忘的迹象，我认为可以放弃一些不太重要的长期记忆，如果真的存储量不够的话 ⋯⋯

自从看完了《希罗多德 历史》以后，《罗马帝国衰亡史》成为了我各种间隙和等候时间里的新读物。

我从这本书里收益良多。罗马帝国的繁荣和衰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个人品质，精巧的分权制

度、一直存在的元老院，在事实上都没有起到任何约束效果。中国历史上的各封建朝代就更不用提

了，甚至从来没有存在过任何分权制度，从来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不过我注意到了一点重要区

别，我国的历朝历代几乎无一例外的均以世袭制为基础——一旦旧政权被外姓人推翻那么就意味着新

的朝代到来了。但罗马帝国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几乎不受世袭制的约束，无论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新皇

帝，还是通过前任推荐，或是通过政变篡夺皇位的，都可以在罗马帝国的原有框架内继续维持整个国

家的形象。

我认为西方人似乎从一开始就比较开明，血缘关系可能成为家族的传承标志但在事关国家存亡的大事

上还是能够抛开亲缘因素的。相比之下，东方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周边的国家，例如日本）太注重

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甚至收养儿童也很不积极，生怕孩子长大以后不承认父母。我说这些是因为

我开始担心照这样搞下去日后可能没有子嗣，应该抱着奉献社会的态度尽可能地培养周围的下一代

们，而并非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

附：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Apr 1  转发微博  继续去浴鹄湾看书  又是宁静安详的一天 

 Apr 2  作为交通枢纽的彩虹城  热切盼望微博恢复评论  紧张的每日各项时间分配 

 Apr 3  微博评论功能如期恢复  基于高汤的煮汤理论  

 Apr 4  新小姑娘开始上微博  理性的好色之徒  观电影《美丽人生》 

 Apr 5  办公桌上的姑娘照片  FrameMaker 10 的 UI  强大的 Google Trans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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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清明假期的一些感悟 2013-04-07 17:48:34

清明 2008-04-07 06:41:4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转载

 Apr 6  Casa Miel 可以刷信用卡积分了  各种语言版本的谢谢  丰盛的晚饭 

 Apr 7  继续宁静安详的周六  开始研究希伯来文  转发微博 

阅读(2627)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生活：对稳定的追求 存在感  

2012-04-10 09:39sunzhongliaaaa

回复 |  删除

我草，怎么搜罗丹的雕塑作品搜出一位现代白领啊⋯⋯略读你的博文大作，自恋气十足啊⋯⋯也许这种情

绪影响着你的人生⋯⋯哈哈⋯⋯陌生人到来，说话无遮无拦，请勿见怪啊⋯⋯

2012-04-09 08:21simmone

回复 |  删除

你的每篇博客我都要读的，你只要坚持写，我就坚持读，哈哈。

从你近期的文里面看出你对感情生活的向往，有时我真想像你那样自由地按自己的想法来生活，你要知道

你的自由和无拘无束是非常宝贵的。

2012-04-09 11:45 冰河 回复 simmone

回复 |  删除

谢谢你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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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08 07:14calbon

回复 |  删除

哥们儿你真有意思。我最近也在研究LISP，现在在看paul graham的root of lisp，确实有点脑力激荡的

味道。我的博客是http://shengchao.name

2012-04-08 06:44choovin

回复 |  删除

！！！！！！加油QQQ

2012-04-08 05:47逸勤才子

回复 |  删除

“我真诚希望少数比较争气的读者们可以从我的身上至少学到一点儿坚持不懈地完成既定计划的精神。”

伞哥专业的技艺才学和执着的工作热情正是我所要学习的！  元気を出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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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一切正常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2012-04-15 00:19:54 |  分类：  一般性周记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存在感存在感    

 

首先祝贺我的一位朋友兼昔日同事刚刚不到一小时前分娩成功，看起来比预产期整整提前了 10 天。

我被我的许多同龄人的这种敢爱、敢婚、敢生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但一想到人类还在照常生存繁

衍，根本不差我这一个，于是更加觉得不能落入俗套了。

本周的国内和国际形势非常复杂。对于国家领导人同学的的不幸，由于尚无明确的结论，因此只能根

据表面现象暂定为 “红颜祸水” 了。我为这位理论上比我聪明百倍从而得以参与管理国家的人及其

夫人感到羞愧：人生短暂，为何要瞎折腾呢⋯⋯ 如果是我一定急流勇退，然后静下心来看书到死，好

好享受年轻时努力拼搏后所剩下的宝贵时光。我再次想到《希罗多德 历史》的第 16 页上的那句至理

名言：不管在什么事情上面，我们都必须好好地注意一下它的结尾，因为神往往不过是叫许多人看到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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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幸福的一个影子，随后便把他们推上了毁灭的道路。对我个人来说，只要继续 “经得起诱惑，耐得住

寂寞”，理论上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而且我已不求幸福，但求对社会有所贡献且不要太痛苦就是

了。

人必须不断学习才会有存在感，但仅是学习并不能增加社会财富和人类知识总量，纯粹个人精神享受

而已。因此，在我的日常所有各种学习中，并非每一项都是严格意义上的 “有用” 的，学什么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 “有用” 学习和 “无用” 学习之间的比例。正是由于很少就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在

别人赞扬我勤奋好学的时候我一般都不显式接受表扬，当然也不怎么沾沾自喜，大部分时候只以沉默

应对。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工作情况和心理状态，我会悄悄地调整学习比例。现在我家里有 11 种外

语的教材（英、法、德、意、日、西班牙、拉丁、希腊、梵语、希伯来、阿拉伯）并且日后很快将补

充俄语和马来语的相关书籍，但我极有可能终此一生除了汉语和英语以外再无他说。不过这没有关

系，掌握一些身边人不曾熟识的知识总是会显得比较有趣一些，只要在工作上仍然保持稳定的输出和

一定的领先地位就好了。

本周开始进入了为期四周的困难项目阶段，不但语言学习暂停一个月，而且甚至不再勾引小姑娘了。

我开始仔细研究《POSIX 多线程程序设计》和《多处理器编程的艺术》这两本书，因为确保我本月

项目得以成功的关键就在这些书里。那些精心设计的多线程代码是我一直以来最感兴趣的编程领域，

也是我目前所有工作的核心。真希望顺利完成这些项目，这样不但客户满意，而且也许可以赶上在

ILC2012 的截稿前投一篇论文过去，借此重回 Lisp 社区。目前无论是我的公司还是我的上游公司都

在充分地利用我获取各种商业利益，我对此没有异议，但我要在完成工作后得到我应得的荣誉。

本周上映了 3D 版《泰坦尼克号》，没有心情找姑娘去看，找谁去都不太合适。

明早不得不去参加大学同学的婚礼，应邀去做伴郎，一整天时间都要搭进去。盛情难却，但我希望这

是唯一的一次。

本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Apr 8  85/1.2 夸张的背景虚化  NHK 的日文假名表  梵语入门 

 Apr 9  勤奋地背单词  高标准的 QA 工作  疲倦地工作着 

 Apr 10  讽刺 exe 格式的电子请柬  补充睡眠  一句憋在心里很久的话 

 Apr 11  "红颜祸水"  讨论英语单词拼写  

 Apr 12  继续讨论英语单词拼写  法语的虚伪之处  项目紧急 

 Apr 13  继续为项目所逼  订购新毽球  

 Apr 14  Papers 的 Windows 版  Adobe Reader for iOS  

阅读(2302)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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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一切正常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2012-04-15 11:48koreaseal

回复 |  删除

做完伴郎记得上图

2012-04-15 16:28 冰河 回复 koreaseal

回复 |  删除

我今天没带照相机。

2012-04-15 10:49xiaoehaier

回复 |  删除

lispworks listener 括号补全怎么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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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感 FrameMaker 10  

2012-04-22 01:39:01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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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里一直在专注地工作，连微博都没怎么写。每天都在看算法书、看书中引用的论文、以及写

Lisp 和 C 代码。这个月自己给自己创造了几个棘手的项目，算是着实自虐了一把。只有周日那天去

赶了场婚礼，给我一个本科同学做伴郎；从早陪到晚，最后总算是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任务。今天

（周六）天气实在太好，下午实在憋不住骑车过江转了一圈，顺便拍了一张照片用来写博客。

最近我在公司内外的竞争对手兼合作伙伴们似乎都萎靡不振，还有一个主动退出的，结果就又把我老

人家给显出来了。我很有压力，因为深知自己的知识还远没有覆盖到我所维护的软件的所有方面，但

我的权力却比我的知识先行一步达到全方位覆盖了。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一些我还看不太懂的代码也不

得不被放进来，留待日后再仔细研究，所幸这样的案例不多。现在的逻辑是：在一个

Lisp/C/C++/Java/C# 混合编程的大型软件里，因为 Lisp 代码占据最大的代码量和最核心的组

件，所以由 Lisp 程序员负责管理和控制整个代码树。我觉得这个安排倒是挺合理的。

我发现在经典多线程领域有三本旷世奇书：《现代体系结构上的 UNIX 系统——内核程序员的 SMP

和 Caching 技术》，以及我上次提到的《POSIX 多线程程序设计》和《多处理器编程的艺术》，除

此以外该领域再没有好书了。第一本以罕见的细节讲述了所有硬件和内核层面的工作原理，第二本详

细说明了各种多线程的模型和同步对象的正确用法，第三本则提供了依赖于硬件特性的所有主要数据

结构上的无锁算法以最大限度提升程序性能。说实话第三本书中的数学部分我几乎没怎么看懂，但无

锁算法的工作原理算是搞清楚了，接下来就是用在我的软件里。我很惭愧这些基本知识竟然到今天才

开始领会，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20 年前我刚学计算机时这些东西大都还不存在呢。另一方面，诸

如《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和《算法导论》里的内容已经变得多么 “无用”——无论是算法还是数据

结构都完全封装在多数语言及其标准库里直接提供给程序员，只要看懂 API 就可以拿来用了。从某从某

种意义上讲，Lisp 编程中各种库的匮乏和可用软件资源的捉襟见肘间接导致我学会了更多知种意义上讲，Lisp 编程中各种库的匮乏和可用软件资源的捉襟见肘间接导致我学会了更多知

识。识。接下来两周估计还要被迫修改 Chestnut——内部使用的一个 Common Lisp->C 转译器，为其

添加对 compare-and-swap 的支持，否则无法在 Lisp 层面实现各种无锁数据结构。

感谢我在杭州的指定 Adobe 分销商，沃联软件 (valink)，我订购的 Adobe FrameMaker 10，钱

都还没付，但是安装文件和序列号都已经可以从 Adobe 授权网站上拿到了。为了在苹果系统上使用

这个软件，不得不同时订购一个新的正版 Windows 7。我以前买的 Windows 7 OEM 版被迫随着

上一台 MacBook Pro 一起留给 azuwis 了，所以不得不再买一个。不过这次我准备只在 VMware

虚拟机里运行这个正版 Windows 7，然后期待将来再次换电脑时虚拟机可以安全迁移，不影响到

Windows 的激活。下周发工资以后把总费用 1 万元汇过去，可以拿到一张纸质的 Adobe 软件许可

证，以后就算是正式跻身 Adobe 企业客户行列了。但是不能再在软件上这么大笔花钱了，每天辛辛

苦苦写代码从美国人那里赚来的钱又都还给美国人了。

顺便说明一下，我买 FrameMaker 是因为某种工作需要：G2 的官方文档全部是用老版本

FrameMaker 撰写然后输出成 PDF 和 HTML 的，后来很长时间里不得不直接编辑 PDF 来补充对

新特性的说明。现在的计划是用最新的 FrameMaker 把这些最近重新挖掘出来的古老文档转换成基

于 XML 的 DITA 格式，然后提交到 SVN 上和源代码一起维护。我甘愿自己付这笔钱，因为软件只

能安装一份，且必须安装在我的电脑里以方便日常使用，以后我自己的技术文档也打算改用

FrameMaker 来写，InDesign 继续用来做些短文章和其他相关的排版工作。

本周没有联络任何小姑娘。我认为在我的紧要项目完成、事业重新稳定下来之前，还是继续安心工

作、少沾花惹草为好。是我的迟早是我的，不是我的怎么也留不住，随她们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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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的理论与实践 (updated) 2010-04-22 16:25:16

热烈庆祝2007年国际Lisp大会圆满成功 2007-04-21 22: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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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转载

自从参加了本科同学的婚礼后我简要回顾下自己的大学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的大学生活失败

了：一没有读自己喜欢的专业，二没能跟任何姑娘建立起持久的革命友谊，三没能实现我尽可能长时

间生活在校园里的愿望。我的大学时光里似乎只干了两件正确的事：踢毽球和自学计算机。前者给我

提供了稳定的朋友圈和身体锻炼，后者提供了其他几个朋友并成就了我今天的事业。随着社会形势的

日趋严峻，我对自己的未来大体上持悲观态度。但即便如此，我也要继续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把自己

的能力发挥到最大限度，为这个社会中那些 “假想” 仍然生活在幸福之中的人们来个锦上添花。当

未来的人们回顾历史时，他们将会看到在那个曾经乌云密布的时代里，还有人在试图留下一些对后人

有用的东西。

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Apr 15  当了一天伴郎  酒后吐槽国际形势  

 Apr 16  思念伴娘和化妆师   

 Apr 17    

 Apr 18  对 “女友投入房东怀抱” 事件的看法  真正可以掌控的只有内心  FrameMaker 10 

 Apr 19  各种层面的 compare-and-swap   

 Apr 20  羊肉泡馍  64 位软件的编程优势  

 Apr 21  周六在家专心工作   

阅读(3623)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存在感 FrameMake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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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2-05-02 07:23牛皮糖

回复 |  删除

每次看的博文都能有所收获，这回又晓得三本好书了~

2012-04-23 11:26bio3_jill

回复 |  删除

http://kernel.org/pub/linux/kernel/people/paulmck/perfbook/perfbook.2011.08.28a.pdf

2012-04-23 13:18 冰河 回复 bio3_jill

回复 |  删除

感谢分享！又有好书可以看了:)

2012-04-22 03:33xzpeter

回复 |  删除

April 21的微博链接有问题：）

2012-04-22 04:52 冰河 回复 xzpeter

回复 |  删除

Thanks,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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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苦尽甘来  

2012-04-28 23:33:05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FrameMaker 10FrameMaker 10    

本周的主要收获是 1400 重新买了个正版 Windows 7，然后 8600 买了个 Adobe FrameMaker

10，总费用一万元。现在终于可以打开手头那些古老的软件文档，然后开始着手将其转换成 XML 格

式，从而以后和软件源代码一起维护了。我还没有把整个流程搞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文档转

换成功，FrameMaker 就不再需要了，另有 DITA 的开源工具可以自动生成面向用户的 PDF 和

HTML 格式。商业软件的文档维护对我来说是个崭新的领域，但我对排版学一直以来的热爱一定可以

让我在这个领域里取得成功。

这份维护 Gensym G2 的工作把我迄今为止在计算机领域的所有知识都用上了，就好像我前面所有

的学习和钻研都是为了今天的这份工作而准备的一样。就在今天，我甚至还修复了一个跟 SNMP 有

关的 bugfix 项目，如果考虑到我曾经用 Common Lisp 完整地实现了 SNMP 协议就可以想象这份

字号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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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工作做得我有多开心了，这种项目就是给我送钱的。

最近我们在国外的竞争对手不但萎靡不振，而且还有一家被彻底干掉了（原因不明），这多少让我有

点儿措手不及。因为我并不喜欢一家独大的局面——缺少竞争和彼此学习提高的机会。但事已至此，

我只好开始调集人力以应对下个月的大量项目。世界上的 Lisp 程序员并不少，但是肯把自己全身心

投入在一个 Lisp 商业软件上的，除我以外就没有了。作为这个系统里最有资历的开发者，只要我好

好活着，继续保持良好的状态，即便短期内完不成多线程项目也可以得到谅解，何况我已经取得很大

进展了。

本周 Adobe 发布了 Creative Suite 6 (CS6) 系列，比我预计的发布时间要早了很多，本来以为要

拖到年底的。但是评估了一下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升级，因为我的 CS4 还用得好好的，先前以为 CS4

无法在 Mac OS X 10.7 上重新安装的误会也解除了。所以绝对不会升级，而且升级费用也很高，保

守估计也要 3000，何必呢。总之今年之内不再采购或升级手头的软件了，下半年努力提高停滞不前

的手头积蓄。

五一假期对我来说只是三个可以静下心来继续干活的日子，自己祝愿自己可以取得显著的进展。顺利

挺过五月份就好好休息几天。

我所有的小姑娘，损失殆尽。

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Apr 22  转发微博  山寨苹果维修点的高效率  Mac OS X 10.6 虚拟机 

 Apr 23  Adobe CS6 发布了  在虚拟机的世界里迷失方向  FrameMaker 自带的 SDL 插件 

 Apr 24    

 Apr 25  清醒的时间在变少  无用的无锁队列  

 Apr 26  LispWorks 的先进代码  招商银行信用卡额度提升  FrameMaker 与 XML 

 Apr 27  卖软件的小姑娘   

 Apr 28  公司与员工的依存关系  帮小姑娘求动漫节开幕式门票  

阅读(5650)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苦尽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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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12-11-06 08:28Anne

回复 |  删除

非结构化的FM文档可以转成DITA吗？

怎么转呢？

2012-11-06 16:53 冰河 回复 Anne

回复 |  删除

非结构化的文档要先转成结构化的，然后再逐渐映射成 DITA。不过我自己也在探索。

2012-10-29 06:42omkyangps

回复 |  删除

master page

body page

reference page

他们的差别是什么 ？

2012-10-29 07:42 冰河 回复 omkyangps

回复 |  删除

Master page 是相当于页面模板；body page 就是正文页面，保存最后用于输出的文档；refer

ence page 是一个自由的存储池，可以用来保存一些页面上经常使用的插入元素。

2012-05-02 17:06poplarx

回复 |  删除

一旦真有了小姑娘，就不会在博客上多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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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Maker 10 不走寻常路  

2012-05-05 23:28:03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苦尽甘来苦尽甘来    

五一假期完全没休息。经过整整一周的奋斗，终于首次得到了一个 demo 版本的多核 Gensym

G2 (code name: SymScale)。销售团队下周二将用我的成果向客户展示软件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而

给客户以信心和购买新版本的动力。

这项看似简单的工作，从我最初开始设计，到今天初现曙光，整整过去了三年，但据上游公司的人

说，他们等待这个成果足足等了五年。对他们来说，我是一个在合适的时间出现的合适的人，凭借着

我对 Lisp 软件的由衷热爱，抛开一切，然后逐渐带领他们走向一个新时代。一个伟大的曾经运行在

包括 Lisp 机和其他 14 种操作系统上的 AI 商业软件，在首次发布 25 年后，终于被我一个 Lisp 界

的无名小辈改写成了多线程程序。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至少现在，我让所有的人看到了希望。

况且没有什么 bug 是我解决不了的。

我把今天的成功归因于我对这份工作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持续不断地为之努力。回顾三年前的 Lisp 宣

言，当时我是这样宣布的：

最近我很自豪地以业余 Lisp 程序员的身份被一家软件公司雇佣，主要工作就是维护并改进一个三十多年来应用至今

的规模达 100 万行核心 Lisp 代码的古老软件 (Gensym G2)，他们视我为珍宝。这些工作并非体力活，过去的一周

里我只写了 10 来行 Lisp 程序就收回了今年 LispWorks 续费的成本。

当时我还是网易的 Linux 系统管理员，凭借这份收入相当于我当时月薪 2.5 倍的业余工作，我过了

一年多极其富裕的生活。上游经理曾经建议我辞掉本职工作专注于此项目，但被我婉言谢绝了（中国

国情不适合自由职业者）。后来因为本职工作繁忙，加上每周跆拳道训练耗费精力，以及上游工作模

式的变化（不再招募独立程序员了），我的 Lisp 工作从 2010 年底开始暂停了半年左右。但最终我

没能在网易成就一番事业，而是被劝退，转身来到朋友开的外包公司 Glority Software Ltd 成为了

职业 Lisp 程序员。在新的公司里，我只花了三个月时间就重新主导了整个软件的发展方向并击败公

司内外的竞争者开始手握控制所有源代码修改的大权。现在我得到的这个初步成果足够我维持未来一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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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迫在眉睫 2013-05-05 15:10:17

自然规律 2009-05-04 19:08:0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转载

年的优势地位，短期内再没有人威胁到我的生存和权威了。

不过下周三完成月度 release 的收尾工作以后，我真的要好好休息几天了。然后回过头来继续研究各

种其他问题，继续学外语，看杂书，勾引小姑娘——这次应该以上床为目的，我可没有那么多美国时

间和美元可以浪费了。

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Apr 29  假期第一天照常踢球  下城区图书馆里的汉译名著  一天三次艳遇 

 Apr 30    代码交付前还剩两天  买了一批语言学新书 

 May 1  "有多少锁需要等待"  跟毽友们在茅家埠小坐  突击写项目文档 

 May 2  盘阵又出紧急故障  首个多线程 demo 完工  

 May 3  用 i1 Display 2 给屏幕校色  2001 年在 CSDN 上的旧帖  继续改进工作成果 

 May 4  公司断网，我继续干活  修复线程安全问题  强效灭蚊设备 

 May 5  盘阵备件从美国寄来  忙里偷闲看点儿杂书  转发微博 

阅读(4854) |  评论(1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FrameMaker 10 不走寻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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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4 04:15竹林贤人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

2012-05-13 14:48max

回复 |  删除

加油。

2012-05-10 04:41change

回复 |  删除

看伞哥的博客，能深深的感觉到伞哥的使命感，你的存在，让诸多浮躁的IT从业人员无地自容，加油

2012-05-06 15:59itsgrid@126

回复 |  删除

果然是睿琪软件，中恒世纪科技园环境很不错，很有soho的感觉。祝福你用美元换回在美国时间享受美女

。

2012-05-06 15:22simmone

回复 |  删除

哈哈，加油。

2012-05-06 06:56月之影

回复 |  删除

最后一句话 可能影响勾妹妹效果 想要而不说出来 最好

2012-05-06 08:27

来自iPhone客户端

 冰河 回复 月之影

回复 |  删除

不说出来就给人装傻、予己以装逼的机会！

2012-05-06 04:21koreaseal

回复 |  删除

加油伞哥，继续关注你

2012-05-06 03:59丹江念青

回复 |  删除

有一份自己胜任，且愉悦的工作很幸福，祝你生活如意！

2012-05-06 02:55springliyn

回复 |  删除

我每个周日早上开机联网第一件事就是看你的博客。不得不说你真是个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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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05 17:52laogu229

回复 |  删除

亮点在最后一句啊~~~伞哥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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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尽甘来 得与失  

2012-05-12 23:52:28 |  分类：  社会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不走寻常路不走寻常路    

2012年05月12日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Leica M MONOCHROM 样片

字号

 评论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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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介绍新闻。本周 IT/数码界颇有重要消息。Leica 发布了新一代便携式数码相机 X2，以及 M9

黑白版 (Leica M MONOCHROM)；Adobe 官网开始提供 Creative Suite 6 的评估版下载；

Apple 发布了 iOS 5.1.1 和 Mac OS X 10.7.4 更新。而我，则协助 Gensym 公司顺利完成了 Q2

虚拟用户会议 (VUC) 上的多线程演示，各方反映良好。社会其他领域依旧一塌糊涂，令人痛心疾

首，详情参见各种网易新闻。

我认为新出的 Leica 黑白机身挺好的，明年考虑买一个玩玩，这下再也不用担心白平衡了，图片锐度

也上来。从我捕捉生活瞬间的角度来看，其实有没有彩色并不重要，而且其实人体本质上就是单色

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买这台 $8000 的机器还送价值 $500 的配套软件 Lightroom 4 和 Silver

Efex Pro，真是大手笔啊！不过我唯一想不通的是，Silve Efex Pro 是世界领先的彩色转黑白软

件，如果输入本身就是黑白照片的话，这软件还能发挥多大功能呢⋯⋯

工作方面，度过了上个月的难关以后，从本周起各项工作开始逐渐恢复正常，终于有时间做些自己的

事情了。接下来的难点就是用 Code Coverage 工具和 Intel Vtune Amplifier 仔细研究软件源代码

中的各种线程安全问题，然后逐个加以修复。希望到下月初的时候，我的软件可以首次看到并发所带

来的性能提升，然后整个工作才算进入正规，落到最初的设计目标——提升用户代码性能上。事情发

展到这个地步，我觉得最终成功是必然的，只是还不能高兴得太少。但如果能顺利出成果的话，今年

10 月 16-18 日的 Versata AppDev 2012 和 21-24 日的 ILC 2012 将是我的两个目标。先飞美

国再飞日本。

学习方面，继续学意大利语。这次终于感到有进展了，几个月前还很吃力的样子，现在完全没难度

了。我买了极好的纸质笔记本和中性笔用来抄单词以加强记忆。不得不说，我的语言选择眼光独到：

意大利语是公认的比较复杂，学完了这个再学其他罗曼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就完全不是问题了。而

且在杭州发现了可以报名考试的途径，明年学成了去考个资格证玩玩。其余例如上厕所时间之类的继

续看杂书，最近的重点仍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外加福柯的《词与物》。

生活方面，没什么进展。不过更麻烦的是我现在不敢披露什么消息了，因为先前冲动地放话说要以

“上床为目的”，这样如果再谈论具体的姑娘一定会被人往那个方面想。所以我打算暂时中止讨论小

姑娘一段时间以平息事态，顺便我也把工作上和技术上的事务多料理一下。不过令我惊奇的是我爸在

离婚多年后生活上不甘寂寞，最近貌似正在研究自己的终身大事（如果还可以用这个词的话），我只

能表示欣慰了，我未能完成的事业都我爸包圆了。

其实我在感情生活上主要采取了两种思路：一是多点出击以对冲风险，二是止损概念比较清晰。结果

这两种思路似乎都是错误的，真正能把姑娘搞到手的大都是专注于一个且穷追猛打型的。我认为今后

转型是必要的，但过程必然是艰辛而漫长的。

我注意到一个社会现象：既得利益者们正在想法设法地坑害普通人民。但是这些办法并不是轻易就能

想出来的，其中很多都是根据大多数人的习惯而精心设计的。换句话说，不走寻常路的生活方式反而

更安全，因为没有既得利益者会得不偿失地费尽心思去对付那些不走寻常路的极少数人，而且即便这

些人也各有各的走法少有雷同。有时候，不按牌理出牌反而是最高明的方法。

今天是汶川大地震四周年汶川大地震四周年，我还能找到当时发的一篇博文，我很惭愧当时手头很紧一分钱没捐，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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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衰老 2010-05-12 05:47:43

准备后事 2008-05-11 18: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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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转载

怕是捐款箱就摆在办公室里。那时国内各大 IT 企业争先恐后地捐款唯恐落于人后。如果我没记错的

话，网易的第一笔数额只有几十万的捐款非常早，仅在姚明的 50 万之后，当时尚未开始出现攀比。

等后来其他各家公司百万千万级别一路捐上去以后，丁磊面子开始挂不住，又组织邮件部单独捐了一

大笔，最后累计到 1200 万才算所谓平息 “众怒”。但今天看看所有这些钱都变成了什么？当地的

豪华办公楼而已，还有声誉全无的红十字会，一条纪念微博引来上万人要求还钱。你捐钱，他们贪污

掉，你捐东西，他们放仓库里不拿出来用。请问下次再有地震你还捐么？

杭州这个城市的主要好处是没有各种自然灾害，空气质量也还过得去；缺点是天气不太好，但随身带

把伞也就挺过去了；交通有些拥挤，但如果不住在市区繁华地带并且上下班很近的话也就完全感觉不

到。现在真正觉得杭州不好的应该是那些买了房贷了款结果还没住上就发现房价已经开始跌了的人。

要求开发商不许降价？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诉求啊⋯⋯

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May 6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  杭州公交 527 改名 197  Release 结束前的通宵测试 

 May 7  Clozure CL 的底层汇编代码  Leica 即将发布新品  

 May 8  April Release 关闭日  我爸的二婚前兆  April Release 顺利关闭 

 May 9  休息日；CS6 开始提供下载   

 May 10  定期软件升级的乐趣  设计师的任务  四叶草水晶吊坠 

 May 11  又一笔盘阵维修费用   Q2 VUC 上的多线程演示  Leica M 单色机的魅力 

 May 12  只缺少一个拥抱  一切享乐都是一种罪恶  转发微博 

阅读(2747)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苦尽甘来 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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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12-10-15 14:44Huang@Galleric

回复 |  删除

Vuc里关于多线程的那部分是你讲解的么？

2012-10-16 10:55 冰河 回复 Huang@Galleric

回复 |  删除

不是，但代码是我写的

2012-05-14 15:53bearman

回复 |  删除

订阅您的博客差不多快两年了 第一次留言 :)

您为了自己的良知和优秀承受痛苦和压抑

您不放弃您高贵的品质 即便他们给您带来诸多不便 

关于感情 我觉得您的伴侣不会是您费劲"追"来的

您迟早会发现她爱上她 祝您工作和感情一切顺利 

2012-05-12 18:09koreaseal

回复 |  删除

远远跟不上你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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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帮我的朋友、百度的连城做个广告，他的译作 Erlang and OTP in Action 中文版即将出版。如

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本书翻译的时间比我的《实用 Common Lisp 编程》可能还要长些，而且译者

说服了出版社采用比 Word 文档更先进的方式交稿，这点比我强。我家里有一本中文的《Erlang 编

程指南》，但是很惭愧并没有读过，因为过去的几年里仅是 Common Lisp 语言相关的事务（甚至

排除包括 Scheme 在内的其他 Lisp 方言）就够我忙的了，连 Haskell 这么有趣而颠覆性的语言都

没空去学。

人不可能经历这世上所有的热闹，也没可能学会所有有趣的知识，这是我绝对要承认的；但语言毕竟

只是一种表达工具，就像自然语言一样，真正有用的是表达行为本身，而不是工具，尽管掌握工具可

能会花费极大精力。所以我想，作为面向未来的程序员，一方面要广泛了解各大计算机 “语系” 的

特点并能够读懂几乎所有语言的代码，另一方面在编程技术本身上更要下功夫。纠结于具体的平台技

术只会让路越走越窄，多学些语言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在学习意大利语之前从未真正认识到

英语的好处和各种表达上的局限性，同样 Common Lisp 的学习对于理解普通编程语言的特点其实

也大有帮助）

工作上相比我的同行们似乎进展有些缓慢，主要是一度卡在某个 Linux 下跟编译优化有关的棘手项目

上。第一次处理这类项目难免有些紧张，不过后来发现其实并不难处理，只是还不够细心。但在整个

项目的解决过程中，从方法学意义上我给自己上了精彩的一课，以后处理类似项目就很有信心了。

May release 总共有整整 4 周时间，目前已过去了 1.5 周，只要从下周一开始恢复以往的高效率，

然后专心把新的多线程项目搞定，其他工作就都好说话了。总体来讲我还是没有真的苦尽甘来，总是

在成功挑战一个困难后，再次遭遇新的困难，然后努力解决它，再给自己找新的突破点。

保安姑娘认为我对自己不好，因为我不是在学习就是在工作，从不休息或者找一些轻松的事情做做或

者跟朋友们出去大把浪费一些时间。我基本上承认这点，但我对什么是对自己 “好” 或 “不好” 还

存有一定异议。通常我都需要做一些可以给自己带来成就感的事情，无论是掌握一门新知识，还是完

成一个困难的工作任务。对感情生活的追求曾经也是一件具有成就感的事情，但过去几周里终于认识

到这样的理念实际上相当于物化了被追求的对象，因此决定这样做是不合适的。随后出现的问题在

于，难以找到一个势均力敌的感情生活对手。所以最终还是又回到了原点。现在我比较接受这样的思

路：有得必有失，上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最近由于运动量不足，身材略有发胖，但维持良好的身材始终是一个男人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幸运

的是，杭州滨江区即将出现一个新的跆拳道馆，是我过去的两位教练创办的。过些日子正式开馆后我

准备恢复每周的常规训练，同时也希望可以重新见到失散有些时日的跆拳道黑带姑娘们（或许还会遇

到运动型新姑娘，谁知道呢⋯⋯）

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May 13  Fringe 第四季大结局  -  -

 May 14  不断进步的炒饭技术  决定重启维护开源项目  令人死不瞑目的软件们 

 May 15  注重对方感受的求爱理念  新浪微博的 “公开分组” 功能  Linux 下的棘手 bug (1/3) 

 May 16  Apache OpenOffice  Mac OS X 10.7 中的 PostgreSQL  拔了一颗没用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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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 2009-05-18 19: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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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转载

 May 17  -  -  -

 May 18  Linux 下棘手的 bug (2/3)  转发 “坐在路边鼓掌的人”  Linux 下的棘手 bug (3/3) 

 May 19  连城的 Erlang 译作即将出版  来自小姑娘的新项目  -

阅读(2727)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不走寻常路 恢复训练  

2012-05-21 11:00二小子

回复 |  删除

不得不说，楼主使我想起来sheldon，不过楼主比sheldon更好的地方在于，还对女人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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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本周的主要变化是恢复了中断数月的跆拳道训练，因为以前的教练在我家附近开了新道馆，这下就不

需要工作日还大老远跑到杭州市区里了，非常方便，而且从道馆到我家门口有直达的公交车。

没有迹象表明有哪个跆拳道姑娘愿意嫁给我，但奇怪的是她们见到我都很高兴，这次也主动邀请我去

新道馆参观，所以我也很高兴，顺便感到受宠若惊。可惜熟悉的跆拳道姑娘们离我这里太远，并不能

常来。我每周一三五晚上都要上课，道馆里更多的是附近大学里的跆拳道姑娘。

几个月不练，我的技术退步了，韧带也不如从前了，很多品势也记不清了，所以自从第一次去新道馆

上课时系了黑带以后，我就暂时把黑带解下改系低级别彩带上场了，这样多少挽回些颜面，至少不会

太丢人。我准备坚持训练，等各项技术恢复以后再把黑带重新系起来。

本周一直在忙碌地工作，但主要是做 QA。我在公司里的合作伙伴是个不错的 Lisp 程序员，只是可

能还不太熟悉现代软件工程的办事方式，做事丢三落四，浪费了我不少时间。我每个月的 QA 工作给

公司带来的收益是固定的，项目的质量越差，由于不断地重新交付和重新验证所耗费我的时间也就越

多，最后留给我自己做项目的时间也就越少。而业绩则是看每个人做了多少项目的，所以我很恼火，

但也没什么好办法，毕竟大量工作需要有人来做，做得差总比没有人做强，至少还有通过 QA 机制加

以改进的机会。

我相信很多人认为我的事业成功主要是因为选择了一门冷僻的计算机语言并幸运地找到了一份相关的

工作，如果能除掉语言壁垒的话，其实我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了。我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来反驳这一

说法，其实也没有反驳的必要，但我亲眼见过许多 Lisp 程序员在试图参与我目前所处的 Lisp 工作

时是如何惨败的，我不去做其他工作并不是因为我做不了，只是其他工作要么太简单，要么参与者太

多从而没有什么参与价值罢了。还有一点，我在工作上极少犯错误，写代码时一个字节的错误都不会

犯。

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May 20  转发微博  连续两个周末没有工作  

 May 21    恢复跆拳道训练 

 May 22    

 May 23  剩余工作千头万绪  可怕的法语数词构词法  人生就是一场戏 

 May 24  来自隔壁的声音  虚拟机一样的人生  

 May 25  最后 120 小时的奋战  商业绘图引擎  挽救 Gensym 公司 

 May 26  可靠的硬件虚拟化厂商   

阅读(2326)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得与失 拨云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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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5月结束前的各项进展 2014-05-26 17:33:48

语言考试 2013-05-26 16:41:4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2012-06-08 04:47Waninlezu

回复 |  删除

右边的小姑娘长得不错呦.

2012-06-02 18:38sunrix

回复 |  删除

 今天我等到现在都没写。。。

2012-06-02 18:43 冰河 回复 sunrix

回复 |  删除

谢谢你的关注，谨建议星期天早上起来再看，肯定有。

2012-05-28 07:14大力

回复 |  删除

多么期望遇到不犯错的程序员啊

2012-05-28 03:39无很

回复 |  删除

“ 我在工作上极少犯错误，写代码时一个字节的错误都不会犯。 ”

伞哥对自己要求真高，佩服。向你学习！

bea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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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27 03:08

回复 |  删除

关于语言选择 Paul Graham的The Python Paradox解释得最好了 :)

2012-05-27 01:42jarod_chan

回复 |  删除

我相信真正有实力的人可以像你一样理直气壮的说出上面这些话

2012-05-26 18:03mieshenyue@126

回复 |  删除

不要心急，姑娘们就算有想嫁给你的想法也是羞于表现的，要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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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恢复训练 简单粗暴  

2012-06-03 00:39:51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拨云见日拨云见日    

拨云见日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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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很少追求变化，尽力保持稳定，但人生还是大起大落得太快，实在是太刺激了。

本周的前半部分被黑暗笼罩。自己有个项目因为时间不足几乎没有进展，然后大把时间浪费在各种带

外事务上。到周五的晚上 release 里还有三个必须解决的 bugfix 项目，相关 partner 毫无头绪。如

果始终无法解决，就被迫要花大把时间遍寻过去几年来的所有代码修改，直到发现导致问题出现的那

个点为止。我作为整个 release 的负责人压力很大，尤其当相关项目并非我熟悉的领域时。结果到周

六的晚上 partner 取得了重大进展，经过我的少许协助（提供了历史上相关的代码修改记录），最后

彻底修复了所有问题，还确认了三年前某个项目的问题代码导致了所有 bug。这样一来我就轻松多

了。

这个月我不止一次感觉到团队中那些优秀的伙伴们在互相激励和提高生产力上有多么的有益。尽管几

乎所有人都是因为最上游给的钱才团结在一起的，而且大家分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最终却真的把

事情做到近乎完美了。这个过程中作为源代码级别的协调人，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并随着接触越来

越多的项目，整个代码树的轮廓开始变得清晰了，而只有掌握了整个代码树的细节，才有可能完成最

本质上的架构调整。下周三完成了 5 月的 release 之后，6 月份的项目仍然很多，但我要尽早解决

它们，然后彻底阅读整个代码树。

拨云见日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业余时间继续学意大利语，本周顺便还用英文字帖练了练书法。我已经快要把《新视线意大利语》第

一册学完了，还差最后 3 个单元，相当于课程总量的 1/4。而时间已经差不多过去八九个月了，最

后算起来我应该是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把整个初级课程学完的，太可怕了。我迫不及待地想把它赶



20/08/18, 21:49 -  - 

Pagina 3 di 5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252113028819/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2013年06月02日 2013-06-02 18:03:11

明天 2008-06-03 13:22:19

    转载

快学完然后改学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初级部分——关于后者，最近找到了很好的视频教程和配套教科

书，来自西语专业的小姑娘的推荐。

学以致用是本份，学而不用价更高。回顾当初无论是 Linux 还是 Lisp，都是在完全不考虑应用前景

的背景下加以学习的，最终却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良好结果。当然如果我现在设想所有这些语言学习

最终能有所用途就又输了，但我现在的确是发自内心喜欢它们，觉得掌握这些技能是件很有趣的事

情，而且这是我紧张工作中的一种精神调节，也是确保我不在现有工作中彻底陷进去的好方法——单

一的精神寄托总是危险的。

周六公司集体去杭州萧山附近的湘湖一日游。我发现那里的风景很好，而且景区地域广阔。一直很想

划船，但西湖里已经没有手划船了；结果今天得尝夙愿，带着公司里的一个姑娘在湘湖里起劲地划了

一个多小时——我发现自己在划船方面还是有一手的。当天还跟其他好多姑娘有所交流，极大地提高

了友好度。现在看来似乎只要稍微勇敢一些就能取得意想不到的进展。

苹果的 MacBook Pro 笔记本新品貌似即将发布了，如果这次大幅提高了 15 吋显示屏的分辨率并且

将 SSD 硬盘作为标配的话，对我来说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但现在年收入不比从前，在保证储备不减

小的情况下手头资金并不宽裕，实在是很困扰。那个价值两万的徕卡的 35 毫米镜头也一直舍不得

买。现在我的资金状况是进不敢买房，退不敢补充装备。万一终身大事有所着落反而是件头疼的事

情，很难用实际行动向小姑娘们证明自己有踏踏实实好好过日子的决心。

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May 27  求推荐西班牙语教学视频 (found)   

 May 28  市一医院的 “皮肤性病科”  欧路小语种词典微博  

 May 29  忙完本月 release 后休息一下  买了两本帖子练英文字  艺术家手写体 

 May 30  励志名言的局限性  可怕的虚拟机快照树  西班牙语的特点归纳 

 May 31  英语口语有所提高   

 Jun 1  公司里的美国实习生  项目得以顺延；湘湖游  被迫听了一天哀乐 

 Jun 2  《我的太阳》歌词不是意大利语  钱塘江里的钓鱼人  

阅读(2420)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恢复训练 简单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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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2012-06-06 17:45yxwhyxwh

回复 |  删除

>最后算起来我应该是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把整个初级课程学完的，太可怕了。

和我的2外第一册耗时差不多啊⋯⋯

>我迫不及待地想把它赶快学完然后改学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初级部分

或许先把意大利语的后三册学完？到那个时候母语迁移（用第二语言习得的话说）可能就比较稳定了。

2012-06-07 12:06 冰河 回复 yxwhyxwh

回复 |  删除

嗯，最近意外发现了意大利语教程的第二册也有语音教程，同一个老师讲的，所以我打算一口气

把意大利语学完再切换到其他罗曼语上，以免思维混乱。毕竟学完第一册以后连各种时态都还没

学全呢。

2012-06-03 09:48itsgrid@126

回复 |  删除

什么叫杭州萧山附近啊？相互本来就在萧山啊。

2012-06-03 14:17 冰河 回复 itsgrid@126

回复 |  删除

杭州市萧山区，有问题么？而且看我博客的人未必知道萧山在哪里。

2012-06-06 05:26尘泥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杭州是杭州，萧山是萧山，谢谢。

2012-06-06 15:36 冰河 回复 尘泥

回复 |  删除

萧山何德何能脱离杭州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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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07 03:40尘泥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杭州何德何能可以合并萧山。

2012-06-03 11:39NiHdHddd

回复 |  删除

伞哥,你好。你用AlphaServer DS10 运行的 Open Genera2 怎么样，好用么？

2012-06-03 14:18 冰河 回复 NiHdHddd

回复 |  删除

说实话没怎么玩，太忙了。软件能安装上去，但没有启动。

2012-06-02 18:48sunrix

回复 |  删除

再次好奇你的薪水，为什么不如从前？再怎么说也应该比网易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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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09 22:53:16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简单粗暴简单粗暴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就又是一周。工作上经历了上个 release 惨痛的结尾，然后整整一周都在收拾残

局，清理上个月项目留下的各种问题，直到今天才算收拾干净。然后再过 9 天，首批几个最重要的项

目就又要发布预览版了——作为一款商业软件，每个月都要发布更新，已经是频繁得不能再频繁了，

但即便如此客户也等不及，总是希望每一个 bug 都能在两个星期里被我们搞定然后拿到更新的软

件。要知道，自从我上任以后，我们已经把从客户上报问题到最终解决的时间从超过 6 个月缩减到

1~2 个月了——软件公司本身只要不停地卖 license 就可以了，但外包公司要有 bug 可修才能赚

钱，于是现在反而是项目供应不太充足，上一年存货都被吃掉了。

另外，从我自己作为 Adobe 正版用户的经验来看，我每次报一个 bug，他们都要派最垃圾的技术支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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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人员反复要求我重装软件达两个月之久，然后再过两个月告诉我问题已经在最新版本里修复了但是

我的版本太老，建议我买新的！而 Adobe 的正常更新周期是每个季度一次的，Acrobat 就是这样

——这是 bug 和各种安全性问题最多的 Adobe 产品之一。不过我承认，真要是每三个月 release

一次，可能工作就比现在更加难做，因为每一轮的 QA 就可能要协调来自上百个项目的修改，到时候

我可能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都在调查所有项目的解决方案和潜在问题，还不如现在这样，自己写两周

代码，然后看两周别人写的代码，至少也算是一种调剂。

其实现在的软件里有些 bug 和安全隐患已经不是什么大事了，微软几乎每天都在发布 Windows 系

统更新，号称解决了什么什么问题。但我认为其实是他们把大量开发工作都外包出去了，太多的二流

程序员写出了很二的代码，所以就不停地出问题，然后不停地需要修复。说是打补丁，但我认为大多

数时候也就是 Windows 下那几个核心的 DLL 文件不停地被整个换来换去罢了。

上周出了一点小事故，为了反对自动测试人员直接把测试用例在未经质量保证的情况下直接提交到

trunk 上，从而导致 90% 以上的垃圾 commit log 影响以后对历史代码修改的调查工作，我跟上游

平台的几个相关人士闹了不小的冲突，最后闹到高层出面干预的地步。一度担心被 fire 掉，但几个月

来行善积德，所有工作上直接相关的其他人士都完全支持我，再加上我个人对整个产品的举足轻重地

位，因此似乎没什么可担心的——只要用词稍微收敛一些就好了。但我要达到的目标是无论用什么方

法也要达到的，绝无妥协的可能，因此可以想象下周还有一场腥风血雨。但从这件事里，我也应该反

省一下。我太希望一切事务都完全按照我的意愿变得尽善尽美了，而且我努力去保护一些我原本没有

权限去保护的东西，他们感谢我的工作，但更上面的人会认为失去任何一个人其实天也塌不下来，头

脑一热可能就把我干掉了，最后我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去做，但是因为失去了相关权限很多原本想做的

事情就再也做不完了。我不可能永远保持目前的统治地位，总有一天另一个继任者会接手，然后事态

如何发展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上面最后一句话也许就是 Steve Jobs 临终前的想法。苹果公司是其一手打造，苹果系统里最核心的

部分代码很可能就是其本人写的，几十年来主导整个产品线的发展，但到了临终的时候还是不得不放

手吧。现在苹果在传统操作系统和手机操作系统上每年一个大版本，相当于我这里 12 个 release 的

时间里竟然能做出那么多的事情来，由此可以想象至少有几百人的软件开发团队在背后支撑了，而相

关的测试人员可能数以千计。以当今软件业的程序员平均质量，估计代码质量不会好到哪里去，但只

要测试跟上，人力充足，最终用户几乎也没什么感觉了。下周就是苹果开发者大会的日子，看看究竟

能发布些什么东西出来。

本周的某个日子是重要历史事件的 23 周年纪念日。仍然没有翻案的可能，但我注意到二十多年后的

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正在对其平民干着更加惨无人道的事情，甚至是肆无忌惮的屠杀。我的理论

是，中华民族虽然把各种传统美德都丢得差不多了，但有一样品德始终根深蒂固地保留在所有阶层身

上，那就是要面子要面子。国家领导人其实最要面子，所以有些 “小” 事几乎没可能翻案，否则脸都丢尽

了，接下来还怎么出现在新闻联播上呢。

开始进入《新视线意大利语》第一册的最后两个单元（总共 12 个单元），算起来走到这里花了 9 个

月时间——不过这期间我曾经从第 7 单元停止下来从头又复习了一遍。语法上终于开始学习直陈式之

外的其他语式了（命令式），我很兴奋。但要学完这本语言里所有基本语式（还剩条件式和虚拟式）

从而达到可以像使用英语那样表达所有常用的句子，我要一直学到第二册的中间位置才行，实在是对

进度有些无奈。但最大的问题还是背下来的单词太少，而且目前只能做到听和读，难以做到即兴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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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奋斗》 2011-06-09 03:08:48

充实的生活 2008-06-09 17:59:20

目前最重要的几个开源 Lisp 相关项目 2007-06-09 10:37:0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转载

和写，因为语法太复杂了，尤其要保持各种词汇间的性数配合就要了我的命。不过事在人为，慢慢来

不着急，反正即便学成了也没什么用。不过本周有重大进展：我在台湾教育广播电台的网站上找到了

来自同一个老师的第二册的教学语音资料，这样一来学习计划就可以有所调整，一口气把意大利语学

完再转向其他语种好了。

开始发展新的姑娘——并不是新认识的，但都住在我家附近。通过采用吸取了过去十年间所有教训的

全新方式，我认为这次将会有所进展。

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June 3  转发微博 (上周的)  毽球归来想吃拉面  

 June 4  Release 结束前的挣扎  对出版社的批评 1  对出版社的批评 2 

 June 5  谨慎地往 trunk 上提交代码  其他不谨慎的提交把我激怒了  反思了一小下 

 June 6  台湾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有声资料  再次恢复跆拳道课  项目太紧没空休息 

 June 7  蓝牙键盘的用处  高考感悟  

 June 8  意外找到红颜知己的照片  终于挺到周末  回顾意大利语的学习经历 

 June 9  20 年敲键盘练出了手指  携姑娘出门要用阴德  转发微博 

后记：多位读者指出了我在本文中犯下的一个严重的错误——乔布斯是不写代码的，我一直误以为归

功于其本人的 NeXTSTEP 系统架构设计，其实是 Mach 之父 Avie Tevanian Mac

OS X 

IT

阅读(2874)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拨云见日 想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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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12-06-12 08:12poplarx

回复 |  删除

生的太晚，未知8的平方事件真相

2012-06-13 18:50 冰河 回复 poplarx

回复 |  删除

那你可以去找一本书，叫做《中国8的平方真相》

2012-06-13 10:261

回复 |  删除

1

2012-06-11 14:30yxwhyxwh

回复 |  删除

>但最大的问题还是背下来的单词太少，而且目前只能做到听和读，难以做到即兴的说和写，因为语法太复

杂了，尤其要保持各种词汇间的性数配合就要了我的命。

语言学上有一个概念叫“静默期”,就是说在接收足够多的输入之前不要强迫自己输出（小朋友学说话也是

），有个网帖

外语学习的真实方法及误区分析（漏屋）

2012-06-10 08:22fallingwine

回复 |  删除

这次伞哥不看书，闹笑话了。Jobs不会编程，苹果的系统中估计没有一行代码是他写的。

2012-06-10 15:54 冰河 回复 fallingwine

回复 |  删除

好吧，我错了。

2012-06-09 17:531fangjp

回复 |  删除

乔布斯好像不会编程的......

2012-06-09 17:02koreaseal

回复 |  删除

果然很准时，每周6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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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简单粗暴 而立之年来临前的些许感悟  

2012-06-16 23:56:29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    

想要的生活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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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转载

前面两周的博客显得很暴躁，我很惭愧。不过很多问题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被我解决掉了，于是一

切又恢复了常态。我的杀手锏是极其稳定的输出，另外我懂得商业信用的潜在价值，所以一直在努力

维持较高的项目成功率，必要时牺牲个人时间。软件外包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引入竞争来降低成本，

但由此带来的风险是限定时间内的成功率很难保证，所以只要能长期保持较高甚至某些情况下 100%

的成功率，就不存在任何竞争压力了，最要紧的那些项目总是会以较高的价格自动跑过来找我，唯一

的问题只是吞吐量不足而已。（为了减轻读者的负担，以后我不打算再陷入工作的细节了以后我不打算再陷入工作的细节了，也要尽

量避免再使用各种内部术语，以确保读者体验）

目前我的生活非常稳定：每周基本上要工作六天，前五天在公司里，周六在家；每周一三五的晚上练

跆拳道以维持体能，周日下午踢毽球；其余时间休息、看杂书、学语言。虽然偶尔试图勾引小姑娘，

但从未真正打算交个女朋友甚至结婚。发情期到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在现有的生活模式上象征性地挣

扎一下，然后再放弃回到正轨，周而复始，每年一次。在朋友圈日益缩小的背景下，真正在意的姑

娘，我是不敢表白的。我希望目前的生活状态可以再顺利地保持两年，期间社会形势不要有太大的恶

化，从而让我再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本周微博上疯传网易新闻的专题报道《延迟退休不如取消社保》，我只有两点感受：首先，强制社保

在我看来就是一种额外税收，反正我不交也不行，那么索性把它当作税收的一部分，就当是陪国家玩

了——我有本事就多挣些钱，指望退保以增加实际收入就不用想了；其次，我爸在每年交社保以等待

差不多十年后的退休，而我妈当前正在领社保，这两笔钱加起来在数额上跟我每月收入里被扣除的部

分差不多，只不过分别以不同的形式支付罢了。可是我爸领我的情，我妈却认为我不孝，很无奈。

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Jun 10  梦见被打劫，很不吉利  意语命令式五大动词的启示  公交车上被姑娘搭讪 (无下文) 

 Jun 11  帮《数学之美》做了广告  再做一个广告  

 Jun 12  苹果发布新款 MacBook Pro  电脑软件升级升挂了  花了一整天时间恢复系统 

 Jun 13  苹果撤销了有问题的更新  澄清几分钟网转发的视频  怀念一下当年的模特姑娘 

 Jun 14    

 Jun 15  更新微博关键词  可怜的周末  

 Jun 16    

阅读(2827)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简单粗暴 而立之年来临前的些许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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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2012-07-14 08:03choovin

回复 |  删除

2012-06-21 07:55句号

回复 |  删除

这些照片咋拍出来的？

2012-06-16 19:04yan

回复 |  删除

很好奇 你的照片是哪个妹子帮你拍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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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想要的生活 新的计划  

2012-06-24 00:25:46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而立之年来临前的些许感悟而立之年来临前的些许感悟    

而立之年来临前的些许感悟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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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成立的浙江大学毽球协会，其留守杭州的姑娘们如今已全线要么怀孕要么小孩已生出来了

——她们为提高我国人口素质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做出了自己份内的贡献，我很欣慰。多年来我眼

睁睁地看着我的这些朋友们恋爱、买房、结婚、怀孕、生小孩儿、再一点点儿把孩子养大，在人生的

重大节拍上把我甩得越来越远。我谨表示无所谓，我认为自己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既不落俗套，也省

了不少心。也许我内心希望有人陪伴，但结婚、买房和生小孩儿绝对不是我现阶段可以承受的事情，

就算钱不是问题在时间上也搭不起。

我注意到很多成功人士也是有相当幸福的家庭的，即便在我的同龄人里也是如此，其中更加成功的那

些甚至不太忙，有很多可以用来休闲娱乐的时间。所以我考虑其实我是做出了很多牺牲才有今天的些

许成就的，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不够自然的成功，如果像大部分人那样正常过日子的话估计也就什么也

不是了。正是因为时常想到这一点，我就不敢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了。也许我是太过谨慎以至于

顾虑重重了，但我清楚的一点是，万一我豁出去然后真的遇到什么困难了，没有人可以成为我的后

盾。相反我比较适合稳定地成为别人的后盾。

读过韩寒的《我所理解的生活》以后，我支持他的想法，但我并不羡慕他。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在日益

浮躁的社会里可以适当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但作为一个当代青年的榜样式人物如果还只是满足于个

人生活就太不足了——最后既没留下财富也没创造任何新知识，始终会被彻底遗忘。我是希望一生生

活在某种层面的痛苦里，然后作为回报在我死后可以永远成为历史中值得一提的部分；但如果条件实

在不允许做到这点的话，我就一边完成足够的工作，一边学遍世间知识以自娱，其他一切都是低级趣

味。即便培育下一代是应尽的义务，我也打算再积累些经验，几年后再说。

自从上次工作上取得一些突破以后，一个多月以来再无重大建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杂事太多了

无法集中精力。从下周开始我要针对这种情况做些调整了，放弃一些不太重要的小项目和原本完全出

于好意或义务而花时间去做的事情，然后专注于最能体现我个人价值的重要项目上。之前我太客气，

太好说话了，看在客户的份上他们让我干什么我都不拒绝，结果反而可能在长期上损失更多客户。同

时也不能让公司再继续坑我了，我每月即便不接项目只做 QA 和发布赚来的钱已经足以支付我的开销

了，少接几个项目、专注于最重要的大项目上并且尽早彻底地完成它。

今天我爸趁着端午节给我打了个电话，父子俩至少有三个月没通过电话了，我们互相交流了一下近

况，我顺便跟我爸约定了一下今后的社保策略：1) 如果目前临近 60 周岁退休的人员的退休时间被延

后哪怕是一年的话，立即退保；2) 如果目前每年一次缴纳的养老和医疗保险总额上涨到 1 万元大关

（目前是 7000 多），也立即退保。我每年出钱给我爸交这笔钱就是让他图个安心而已，以免将来我

英年早逝或者撒手不管他了以后可以有个基本保障，问题是国家和儿子哪个更靠谱一些，以前也许是

国家靠谱一些，但现在绝对不是了。而如果等到人们都想通这点以后再行动就什么也拿不回来了。

再过 10 天就是我三十岁生日了，几乎同时还有结识跆拳道小姑娘三周年。我人生的黄金阶段应该说

算是悄然过去了，剩下的事情只是继续沿着已有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然后努力把它走得尽可能远一

些，多走一日都是赚来的。

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June 17  彩虹城一带房价已低于两万  宇宙中心 shopp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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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2013年06月23日 2013-06-23 18:16:12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转载

 June 18  大雨导致杭州部分地区交通中断  Mac App Store 上的背单词神器  -

 June 19  Retina MacBook Pro 的问题  Retina MacBook Pro 的问题 (2)  -

 June 20  准备给现有 MBP 升级到 SSD  工作中遇到的连环 Bug  -

 June 21  端午节放假三天  手头数码产品即将全面过时  -

 June 22  危险的苹果 Thunderbolt 更新  雨中出门去见 bala  毽友大团员 

 June 23  -  -  -

阅读(2599) |  评论(1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想要的生活 新的计划  

2013-02-01 07:02小贝Ann

回复 |  删除

除了工作，我们境况真像啊。。。我也结识了不少男生，结果证明都成了哥们。。。

2012-07-14 08:07choovin

回复 |  删除

还是照旧过来看看你

2012-07-09 03:56小熊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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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看完这篇不知道为啥很感动。如果按阶层来看的话，伞哥你属于我们这个社会中罕见的贵族。

2012-06-28 16:43XZY_YY_1314

回复 |  删除

happy birthday!

2012-06-27 04:43二小子

回复 |  删除

提前祝生日快乐。

2012-06-26 16:10无名

回复 |  删除

来看看你，每次看完，总是有点沉重，希望你可以成功得轻松点

2012-06-27 03:54 冰河 回复 无名

回复 |  删除

呵呵，能成功就不错了，还轻松点儿⋯⋯ 好事全成我的了

2012-06-26 14:35koreaseal

回复 |  删除

希望你能早点过上夫妻生活

2012-06-26 14:46 冰河 回复 koreaseal

回复 |  删除

夫妻生活解决不了我的根本问题。

2012-06-25 06:09月之影

回复 |  删除

我也挺纠结父母的养老问题

2012-06-25 00:24Fish.NET

回复 |  删除

不好意思上来冒个泡，只因最后一段，颇有感触。

2012-06-24 15:41佚名

回复 |  删除

为什么每次都能从你的文字中读出悲观？

葫小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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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24 06:47

回复 |  删除

伞哥，来了。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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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之年来临前的些许感悟 各种纪念日中度过的平静一周  

2012-06-30 21:15:37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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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青春永驻 2013-06-30 16:46:49

在 SBCL 等开源 Lisp 平台上运行 CL-HTTP (part 1) 2011-06-30 17:45:14

    转载

时间过得真快，2012 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了，转眼间我每周六晚的写博计划已经执行了半年。遗憾

的是此时我正在公司里加班，倒不是因为今天比以往的周六更繁忙，只是今天家里的网络比较差，无

法访问重要的网站。今天提早写博是为了等下可以集中精力地做事。

本周的概况非常复杂，喜忧参半。喜的是我买到了物美价廉的佳能 40mm/2.8 超薄饼干头，以后小

马四也可以带出去拍风景了；忧的是我把全套佳能设备都借给公司里一姑娘拿到上海去拍演唱会了，

万一出点儿什么意外真是追悔莫及；喜的是周四特意花时间跟跆拳道小姑娘见面吃饭，忧的是小姑娘

不许我再发她的照片，再发就真生气了，所以观众以后从我这里看不到美女照片了，但愿访问量不会

大减；喜的是隔壁姑娘连续四天都跟我联系以处理各种电脑相关的问题，忧的是姑娘虽然单身但近期

并不打算再找新男朋友，而我家房东迟早要把我住的房子卖掉，让我再无机会住在姑娘隔壁；喜的是

我几个月来工作成绩斐然得到了客户和上游 Gensym 公司的充分肯定，忧的是外包平台等不及而要

把我最重要的多线程项目关停了，如果一个月之内不能解决目前遇到的困难。

所以我一不小心又走到了十字路口上，如果拐错了弯今后的生活和事业就完了。我已经有了新的计

划，可以让我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上专注于最重要目标的计划，如果非要简要描述一下的话：工作上

我下月起将只关注于最重要的项目，豁出至少 200 个干净小时以挽回我的名誉；生活上我也只专注

于一个最靠谱的姑娘，直到客观条件彻底不允许为止；学习上和之前的决定一样，把意大利语彻底学

完再干其他事。

所以从现在起我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砍掉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不重要的部分。没有牺牲就没有胜

利。

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June 24  端午节休息了三天   

 June 25  然后早晨做梦导致上班迟到  RealVNC 5.0 发布了  做了一件不靠铺的小事 

 June 26  购置了一些新装备   

 June 27  隔壁姑娘深夜来访  些许进展令人欣慰  花钱买了微博 VIP 服务 

 June 28  请假去市区见朋友顺便办其他事  -  在浙大幼儿园里观赏毕业演出 

 June 29    

 June 30  周末被迫处理积压的工作  跟手机下象棋略有进展  转发微博 

阅读(2540)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而立之年来临前的些许感悟 各种纪念日中度过的平静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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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2012-07-14 08:15choovin

回复 |  删除

好习惯---------------

2012-07-01 16:02名扬

回复 |  删除

关注你一年多了，呵呵，你一直过着我曾期望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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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新的计划 写在离开网易一周年之际  

2012-07-07 23:59:25 |  分类：  生日寄语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各种纪念日中度过的平静一周各种纪念日中度过的平静一周    

过去的七天还算顺风顺水，迅速把所有未了结的工作清理干净然后平稳步入新的周期，然后集中精力

继续研究最困难的多线程项目。工作方面没什么可以多说的，务必低调钻研，否则不能成功。上周日

见了 Mazha 一面，彼此交换了很多信息。星期三那天过生日，当天除了朋友们的短信和微博祝福以

外什么也没发生，符合我的预期。星期四那天是学习跆拳道以及结识跆拳道小姑娘三周年，并且巧合

的是我的黑带一段段位证竟然在那天寄到了，三个重要的纪念日合并在一起了。周五那天体力和精神

都很好，跆拳道训练十分成功。

周六则在安定祥和的气氛下度过。表面上是我的生日 party，但其实就是趁机跟长久未见的网易姑娘

们碰个面，再给自己找个跟隔壁姑娘增进了解的机会，最后给毽友们找个地方常规小聚一下。因为目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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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明确的缘故我没有请很多人，但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四眼井的烤全羊技术退步了，没有去年好吃，看

来以后也不用再去光顾了。后来我还去了其他地方，走了很多路，拍了许多照片，整天都过得精彩。

看起来大家日子过得都还不错，尤其网易的张姑娘事业有成，我为她感到高兴。保安姑娘先是说要带

家属 (!!!) 来，后来临时有事又不过来了，我很失望。

平静的一周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不管怎么说，一切都很顺利，甚至出乎我的意料。而跟朋友们长期维系的稳定友谊似乎令我人生道路

上少了几分孤单，为了这份慰藉付出再多都值得。不过繁华落尽之后，真正能够挽救我的还只能是我

自己，一天不出成果就一天无法踏实地生活下去；继续努力。

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July 1  传说中的大米汁⋯⋯  去见 Mazha  欧洲杯对工作的影响 

 July 2  -  -  -

 July 3  高强度工作后把一切收拾干净了  编程是发明还是发现?  -

 July 4  30 岁的生日感言  20 年来电脑的进步  Skype 上同行的生日祝福 

 July 5  学习跆拳道三周年  终于拿到了段位证  -

 July 6  周末，工作和训练圆满成功  回忆道馆里的大批姑娘  多知多懂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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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在 SBCL 等开源 Lisp 平台上运行 CL-HTTP (part 2) 2011-07-07 09:03:58

保持低调 2010-07-06 19:23:5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转载

 July 7  -  -  -

阅读(2220)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新的计划 写在离开网易一周年之际  

2012-07-14 08:16choovin

回复 |  删除

一天不出成果就一天无法踏实地生活下去；继续努力。这话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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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各种纪念日中度过的平静一周 如释重负  

2012-07-15 02:07:19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写在离开网易一周年之际写在离开网易一周年之际    

2012年07月14日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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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差不多是我被网易劝退一周年的日子，一年前的本周发表了那篇似乎略有影响的《告别网

易》声明（最后一次跟老板谈话时还很荣幸地看到它被打印出来了）。我并不打算今后每年都纪念这

个事件，但现在整整一年过去了，回过头来再看看我当初做出的选择、我做出的承诺和我今天的状

况，相信任何理智的人都应该开始赞同我了。至少我的 Lisp 事业进展顺利，我继续维持着稳定的价

值输出，并且不断向前发展。

网易本身当然算是家好公司，因为公司有稳定的基础，里面也有很多优秀的员工和即便还不那么优秀

但也很热爱工作的员工，这就给那些有事业心的人提供了相当不错的平台。虽然我并不认同网络游戏

和以网游收入为基础的互联网企业，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领域的钱很好赚，赚来的钱可以养活很多部

门，然后这些部门做出了很多不错的产品，包括我现在用的网易博客、每天用手机看的网易新闻、用

平板电脑看的网易公开课等等。公司的缺点基本只在管理层上，越往上越差。

我目前所在公司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一切流程化，只要工作不出问题就不会有人来找我。尤其是

大老板在这一年里没有单独找过我一次，尽管私底下对我评价良好。想来想去，这是我对公司最满意

的地方。我虽然很会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但平时其实是不常说话的，一年中的大部分日子我都可以

整天沉浸在技术工作中，高效率地处理各种问题而几乎不需要和领导或者其他同事讨论。这正是我期

待的工作环境。但真正让我得以在职业道路上顺风顺水的原因，还是我明确的定位：我要在有限的三

年时间里把我为之奉献多年的软件彻底维护好，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后来逐渐地，所有人都看出了

这一点，包括竞争对手在内，这样一来各种事情反而好办了；没有私心的人通常很难对付，而与我为

敌经常会站在产品的对立面上。

本周在各项事务上略有小成，先是终于成功给笔记本安装了固态硬盘，不但极大提升了性能，而且也

省下了今后一年内再换电脑的大额开销。然后在重现 Lisp Machine 的事业上又有所推进，顺利的话

下周就可以在我去年采购的 Alpha 工作站上启动 Symbolics Lisp Machine 了。我已经决定把未来

的 Lisp 新书定位在这个领域，通过探索 Lisp Machine 中的 Lisp 古代语言和配套软件工具来更好

地理解目前广泛使用的 Common Lisp 语言，我要把从自然语言里学到的比较语言学知识用在计算

机语言里，将计算机语言的发展史视为数千年里人类语言发展史的缩影。目前来看，Lisp Machine

时代的 Lisp 语言，尤其是 ZetaLisp，在概念和结构上比 Common Lisp 还复杂 10 倍，所以我有

足够研究深度。

最近两则国内新闻极大地讽刺了现行的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先是听说有老人为养老而故意犯罪入

狱，转天又看到下岗男子私刻医院公章让妻子免费治病，这些新闻看得真是令人百感交集。这就是当

今中国社会的现状：老无所依，病无所依。我虽然做事一向高瞻远瞩，但是将来自己年老之时将如何

应对，问题仍然无解，也许届时最好的办法是自行了断，以免给社会添乱。

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July 8  -  -  -

 July 9  Acrobat 季度更新（没发布）  正在专心地工作  游戏业的成功人士们 

 July 10  幻想事业和爱情的双丰收   

 July 11  终于用上了固态硬盘  Alpha 工作站上跑 G2  

 July 12  Alpha 工作站 Tru64 降级  重申对姑娘的渴望  MacTeX 2012 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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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信息时代 2007-07-15 07:03:4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转载

 July 13  对固态硬盘的性能很满意  项目进展顺利  

 July 14  为使用 Lisp Machine 做准备  回顾离开网易一周年 (1)  回顾离开网易一周年 (2) 

阅读(3820)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各种纪念日中度过的平静一周 如释重负  

2013-04-07 09:23sunshine

回复 |  删除

要是我，我会尽最大努力出国发展

2012-07-21 10:49simmone

回复 |  删除

"一年中的大部分日子我都可以整天沉浸在技术工作中，高效率地处理各种问题而几乎不需要和领导或者其

他同事讨论。这正是我期待的工作环境。"

这也是我想要的啊！

想整天沉浸在技术工作中，但纠结的是，为了生活却在银行工作。光鲜稳定的工作表象下我看到的是各种

无知和无耻，我选择沉默,  越来越沉默。也许有一天会终于爆发, 像你一样离开。

你的博客又给了我激励，所以，请加油。



20/08/18, 21:46 -  - 

Pagina 4 di 4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2614115741163/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2012-07-16 03:05zhang_411

回复 |  删除

为了评论，我专门注册了一个网易账号。谢谢你提供的关于Lisp的各种信息。我一直也想学Common Lis

p，但一直觉得这个是不是太复杂，有没有可能用common lisp搞定所有编程任务？我的意思是，不用再

学别的更多的语言了，只要在有common lisp的环境下。

2012-07-16 03:06zhang_411 回复 zhang_411

回复 |  删除

补充，目前我只会C、Java、Python以及基本的scheme。觉得这些语言要么都和C差不多，要

么就像scheme那样，还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2012-07-16 07:40 冰河 回复 zhang_411

回复 |  删除

没有什么语言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永远不要试图去解决所有问题，能解决一些问题就已经很了不

起了。

2012-07-16 08:58G2 Developer 回复 zhang_411

回复 |  删除

很多问题，前辈都已经帮我们解决，而且经过了岁月的考验。如果所有问题都自己解决，就不会

出现中间件技术了。

2012-07-17 03:06zhang_411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谢谢。

2012-07-17 03:09zhang_411 回复 G2 Developer

回复 |  删除

谢谢。也许一个人太喜欢计算机编程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想去探寻本质。而现实中的工程则需

要尽可能重用。所以尝试所有问题都自己解决，也许只是一种学习和探寻的方法吧。

2012-07-16 17:27XZY_YY_1314

回复 |  删除

最后的是亮点

2012-07-15 16:13大力

回复 |  删除

我也觉得自己老了之后很可能会自行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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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写在离开网易一周年之际 峰回路转  

2012-07-22 00:57:24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如释重负如释重负    

如释重负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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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3 月，当我在博客上发表《Lisp 宣言》时，我刚从无缘参加 2009 年国际 Lisp 会议 (ILC

'09) 的阴影里走出来没几天（前雇主不肯为我出访问 MIT 的路费），转身以业余顾问的形式受雇

于 Versata 公司，通过网络参与该公司两年前收购的 Lisp 软件 Gensym G2 的后续开发工作——

其中最重要的任务的就是探索其支持多核处理器的可能性。

这项工作可以说极端困难，首先整个软件由 94 万行 Common Lisp 代码写成——这仅仅是核心部

分，然后通过一个 10 万行代码规模的私有 Lisp->C 转译器 (Chestnut Lisp->C Translator) 转译

成 300 多万行 ANSI C 代码，然后再与另外 20 万行手写的 C 代码联合编译出最终的软件——一个

30MB 的独立可执行程序，单线程，不依赖任何第三方动态库。其软件史上支持几乎所有的 CPU 类

型和操作系统。

由于最初的开发环境极其恶劣，加上对代码缺乏理解，我在前面三年里虽然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始

终无法在程序里看到真正的并发，预计的完成时间一拖再拖，拖死了好几任产品经理。当然，我一直

身兼数职无法专注这个项目也是重要原因，2010 年底因为上游人事变动曾一度完全中断了相关工

作，直到 2011 年 8 月在新公司重新开始把之前没完成的多线程项目捡起来。皇天不负有心人，到

前天的时候终于取得了本质上的进展，在软件里首次得到了并发执行的 2 个工作线程，而且代码本身

并不依赖于线程的数量。于是在三年零四个月过后，我可以高兴地说这个项目终于基本完成了。接下

来就是在已完成的框架下继续优化代码和修补问题，最终的发布指日可待。从此没人可以撼动我在该

领域的地位了。

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就是完成这个项目以后写论文总结过去的所有相关工作然后投给国际 Lisp 会议：

一方面提高个人声望，另一方面向 Lisp 界和 Gensym 公司过去的雇员们宣布 G2 和 Chestnut 都

仍然活着并且得到了良好的维护。如今这个计划终于可以付诸实施了，准备下月就开始动笔写然后赶

在 ILC 2012 截止日期前投稿。三年过去，我的英语写作水平已经有所提高了，虽然时间已经很紧，

但应该还是可以顺利写完并发表的，这次我很有信心。为了应对 10 月份极有可能去日本参加 ILC

2012，我要加强语言学习，近期开始把日语捡起来。本次会议的主席 KURODA Hisao 来自日本

的 Mathematical Systems Inc. 公司——他们在 2009 年的时候某个项目里用了我的 SNMP 实现

代码，多少欠我一个情。

去年刚进入新公司后不久从淘宝上采购的 Alpha 工作站，最近终于搞清楚如何使用并且确

认 Symbolics Open Genera 2.0 可以运行了。我从淘宝商家那里不但购买了 AlphaStation DS10

工作站，最近还得到了 Tru64 Unix 4.0F 操作系统安装光盘，几个可以激活操作系统基本功能的

license，以及修复了包括显卡支持在内多种问题的补丁包。以后这台机器将成为我重要的学习和研

究环境，并且将来我可能再买一台更好的双核 Alpha 工作站备用。

事实上整件事让我理解了旧版本软件的存在意义。最初买这台 Alpha 机器时我还不懂这个道理，明

确要求商家给我预装最新的 Tru64 Unix 5.1B-6，结果直到前不久才意识到这个版本太新了，无法

运行我的 Lisp Machine 软件，必须降到 4.0F 才行。另一方面，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何近年来我再也

不能使用 Linux 模拟运行它了，因为 Linux 的版本也更新了，在重新安装了一个 Debian 4.0 的虚

拟机以后，终于再次确认 Open Genera 2.0 可以运行并 Save World。想玩古董软件就不能盲目追

新，配套的运行环境也必须是老版本的才行。这样一来我在业余 Lisp 领域的研究方向就明确了——

把 Lisp Machine 里所有尚未移植出来的那些有用的东西重新挖出来然后移植到现在平台上，让世界

理解当初 MIT 那帮 Lisp 黑客们究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我在软件考古学领域注定要有一番大成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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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复研究 FrameMaker 的手册并不断加以实践探索以后，终于开始走向成功了。我开始理解

Structured FrameMaker 究竟做到了什么，以及我先前使用的其他排版工具做不到什么。

在传统的排版软件里，无论是 Word、LaTeX 还是 InDesign，格式化的文本在本质上是一些带有样

式的文本段落串接在一起的。很多人在使用这些文字处理软件时，无论需要怎样的格式，都是随手选

中一个段落——无论是标题还是正文——然后立即通过工具栏对其字体和尺寸等属性加以设置，而在

下次用到同样类型的段落时要么复制已有的段落，要么照原样重新选中并设置一次，完全不考虑样式

的重用重用。这是最低级，最差劲的使用方法。

稍微高级一些的思想是重用已有的样式。把使用过的样式保存成有意义的名字，然后在用到的时候直

接将某个段落指定为命名样式。这样带来的好处不仅是快捷和全文范围内更好的样式一致性，还具有

对整个文档风格整体调整的能力——只需修改样式即可让所有用到该样式的段落产生变化。这是高级

用户普遍掌握了的使用方式，同时也是大部分排版软件的极限。

问题在于所有的段落样式之间都是扁平关系的。标题和正文之间显然具有某种从属关系，但软件并不

知情，也无法表达这种关系。FrameMaker 在最后几个大版本里引入的 Structure Authoring 特性

（结构化创作）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 FrameMaker 可以将整个文档视为一个树状的结构，用户通

过定义样式和各种样式之间的从属关系能够将整个文档按照其本身的逻辑结构分层管理。然后定义一

些规则，要求文档树必须满足特定的形状才算是有效。例如我可以要求每个标题的后面必有正文，或

者每个数字列表都至少有 3 项，后者任何一个插图都必须带有标题，诸如此类的规则。对于多人协作

的企业级文档来说，这样的规则保证了文档的质量和外观上的一致性。但据我的观察，无论 Word、

LaTeX 还是 InDesign 都做不到这一点，排版软件所关注的焦点完全不在这里。

一旦可以把文档表达成一棵树，接下来就是两个自然的发展方向：1) 为其寻求更易于维护的文档格式

——XML，2) 规范具体样式的定义和使用——DocBook 或 DITA。FrameMaker 把两件事都做到

了。最初的 .fm 格式是二进制的，难以进行版本管理，现在 FM 文档可以保存成 XML 格式，这样

就能直接通过文本比较来看出修改的部分，也可以直接进行文本编辑。然

后 DITA/DocBook/S1000D 这些基于 XML 的标准可以规范用户对 XML 标签的使用，让来自不

同供应商的文档使用统一规定的标签，这样一来文档的自动化处理和内容提取就成为可能了。但是结

构化的老文档已经使用了各自命名的私有样式，怎样处理呢？解决方案就是定义一张转换表，让

FrameMaker 知道文档中用户自己定义的私有样式和标准样式之间的映射关系，这样就解决了转换

问题，最后再把所有排版相关的信息保存在以 CSS 为基础的格式文件里，这样就完成了文档的规范

化，得到的 XML 文档既可以在 FrameMaker 里编辑维护，也可以脱离 FM 环境采用第三方工具输

出成 PDF 等格式。完美的技术文档解决方案。

附：一周微博汇总：

  [1/3]  [2/3]  [3/3]

 Jul

15
 开始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代码 

 三年来终于走在了正确的方向

上 
 -

 Jul

16
 网易公开课《临床解剖学》  -  -

 Jul

17

 运行在 Tru64 上的 Symbolics Lisp

Machine 
 继续学习 FrameMaker 10 

 无法下载 HP 网站上的 Tru64 补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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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下一站：科学家 2018-07-21 23:45:0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转载

 Jul

18

 反复研究 FrameMaker 手册  重新在 Linux 下跑 Lisp

Machine 

 面向专心工作的宣言 

 Jul

19
 微博上的公司姑娘  -  -

 Jul

20
 多线程项目终于完成了  Gensym G2 的中文介绍  -

 Jul

2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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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离开网易一周年之际 峰回路转  

2012-08-01 08:03test

回复 |  删除

伞哥，咋了，怎么没更新！！！！

2012-07-31 13:10Rains

不能在主页留言了，所以在这里不太合适的请教一个问题：

冰河个人对clojure个cl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初学lisp，用哪种方言合适？

是cl，还是scheme，还是cloj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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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万分感谢你的回答

ps:

我初步计划用cl入手学习，唯一的原因是国内翻译过的lisp书籍只有你的2本。其他方言要啃英文，我不是

很有信心

2012-07-31 10:26愤青

回复 |  删除

伞哥，说好的更新呢？

2012-07-30 03:16koreaseal

回复 |  删除

冰河，你这周没写日志哦，是不是忘了？

2012-07-30 16:24哥哥 回复 koreaseal

回复 |  删除

我也刚想因为这个来留个言⋯⋯

2012-07-22 04:1512312

回复 |  删除

这种黑底灰色看的眼睛好不舒服

2012-07-22 09:43level 回复 12312

回复 |  删除

是啊 可以考虑更换一下#next_pages_container { width: 5px; hight: 5px; position: absolute

; top: -100px; left: -100px; z-index: 2147483647 !important; }

2012-07-22 04:21XZY_YY_1314

回复 |  删除

congratulations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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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如释重负 顺其自然  

2012-08-04 23:49:55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峰回路转峰回路转    

首先向读者道个歉，上周六随毽友们旅游去了，跑到临安附近一个叫银龙坞的山村里住了一天，当晚

正值奥运会开赛，晚上看了几场比赛以后就睡了，错过了写博时间以后就索性不写了，反正也没什么

特别的事情可以写。

结果周一上班以后就出事了，上游决定不再继续推进我的 G2 多线程计划——因为有关负责所有性能

提升计划的领导觉得我抢了他的风头，于是以无法理解我的代码为理由，要求我停止一切相关工作。

好在我一年来行善积德，没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在其他几个上游经理的支持下，最终所有代码得以

采用，但我必须提供最终的计划，一份带有具体时间表直达最终产品的计划，经过再次审核后项目才

能继续进行。这个要求多少也是合理的，但我暂时还拿不出这样的计划来，于是这个项目就暂时搁置

字号

 评论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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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和娱乐的一周 2013-08-04 16:20:4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转载

了，我只能抽时间继续研究，先把所有工作做完再根据所做的工作把代码包装成项目。不过所幸这件

事暂不影响我的地位，其他常规工作丝毫不受影响，但我从此在所有上游领导者那里挂了号了。我也

很纳闷，无论我工作在哪个环境里，总是在一年之内被系统内的最高领导者注意到，然后一不小心就

开始得罪人了。也许这就是命吧，是金子总要发光，一发光就指不定把谁给照瞎了。

周四忙完 July release 的所有工作以后突然感到身心疲惫，于是自作主张周五放了一天假，几乎什

么工作也没做，在家休息到现在。然后一直在思考自己的未来，思来想去终于有了一些眉目。如果假

设我可以有无限的学习能力，且资金不是问题的话，那么我仍然希望可以出国留学（继而下半生留在

高校里专供学术），而不是买个房子再娶个姑娘在杭州安定下来搞事业。当然，已经开始了的事业还

是要先做完了再说，所以我还是要实践自己当初的诺言，未来两年里安心工作，然后再功成身退。虽

然我并没有无限的学习能力，但仍然可以假设自己足够接近这一状态：凭借充分的兴趣和破釜沉舟的

信念，没有什么学习目标是我完不成的。反正按照我目前的作风，不管有多大本事，迟早都要在事业

上山穷水尽——总有人会嫉妒我的能力，然后成为我的绊脚石，而我又一向选择不妥协。

我要准备一下去考欧洲语言的能力测试，A2 级别是个合理的开始。先去考我最喜欢且进展最好的意

大利语，然后考本地有小姑娘可交流的西班牙语，再考有法国小姑娘可联络的法语，最后考有在外留

学的大学女同学可联络的德语。必须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考试，然后再根据届时的成果选择性地加以深

造。另一方面，准备在半年后房租到期时，离开隔壁姑娘搬回市区居住，这样既方便明年参加的毽球

比赛训练，又可以离朋友们、母校和公共图书馆更近一些，有助于我的各项准备工作，反正只要确保

住在通往滨江的公交沿线上方便上下班就好了。我才 30 岁，过去 10 年里都在努力学习，身体健康

且精力旺盛，又不拖家带口，想做任何事都为时不晚。

阅读(2701) |  评论(1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如释重负 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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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22 05:31fengtao

回复 |  删除

挺佩服冰河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想学古希腊语一直没下手。

2012-08-07 09:07Emagica

回复 |  删除

哈哈，代码难以理解，这个理由还真是幽默。

2012-08-06 08:38浮躁

回复 |  删除

一个意志坚定又健康向上的男人。听说男生认定做一个事业，就会用自己12分的精力去做好，但是女生就

不一定了。我 不知道是不是意志力和信心的关系。

2012-08-06 07:25boisde

回复 |  删除

“这真是人类的坏习惯。马上以自己浅薄的知识来判断事物。只要稍稍超出知识范围，就绝对否认其存在

。 把超越自己能理解的事物，当成威胁自己立场的敌人来对待，非得排斥、驱除、抹杀不可。 可是对同种

类的生物，又以肤色、出身来分阶级贵贱，互相憎恨、互相残杀。 ”

2012-08-06 03:48Jerry

回复 |  删除

我觉得同时学几门外语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容易搞混。

2012-08-06 04:37 冰河 回复 Jerry

回复 |  删除

那是因为记忆方法不对，记忆的单词表里缺少语种相关的字段，背了新语种的单词就把老语种的

位置给顶掉了。

2012-08-06 03:29逍遥客

回复 |  删除

希望看到你的事业和学业双丰收，但终极追求又是什么？

2012-08-06 03:48 冰河 回复 逍遥客

回复 |  删除

没什么终极追求，我就算现在去死也给后人留下许多东西了，死而无憾，剩下的无非是享受生活

的同时再多留下一些。

2012-08-05 07:50桃迦

回复 |  删除

“一发光就指不定把谁给照瞎了”，可见冰河哥的冷幽默又上了一个级别了。

不管怎么样，送上一句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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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05 05:37isshk

回复 |  删除

binghe 学外语是因为姑娘么

2012-08-04 19:41Neil Chen

回复 |  删除

很欣赏你！彪悍的人生。

2012-08-04 18:02竹子

回复 |  删除

很理性，像锋利的刀雕塑出来的一样，有棱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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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回路转 论圆满的人生  

2012-08-11 23:51:52 |  分类：  学习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顺其自然顺其自然    

一切都很自然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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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两年前刚开始打算学法语的时候，动机并不单纯，而且那时还没看过索绪尔的语言学著作，既缺乏必

要的知识基础，又没能找到正确的学习资料，所以刚开始不久就事实上荒废了。现在我有了正确的教

材（Reflets），配套的教学音频，以及意大利语的学习经历，于是一切障碍都扫除了，过去的一周

里很轻松地学完了 Reflects 前两课，我甚至可以把那些法语课文直接译成意大利语。比起那些只会

英语的学习者来说，优势尽显。

同样的道理，在学习西班牙语的时候，我现在有来自台湾的最好的教学音频，来自淘宝的配套教材

（En directo），以及法语和意大利语的学习经历，于是再次感到学起来很轻松。因为西语的进度慢

于法语，所以西语课本里所有遇到的单词和句型我都用法语和意大利语进行了标注，以强化记忆，防

止混淆。唯一麻烦的是德语毫无头绪，日耳曼语跟罗曼语的差异太大了，按照我最近研究出来的语言

学习路线，日耳曼语必须排在罗曼语之后，所以我必须放弃一年内学会基础德语的计划，专攻上述三

门罗曼语，然后去参加考试。

虽然尚未学成，但我想通过我的语言学习经历再次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一旦掌握了一些知识，就一旦掌握了一些知识，就

很容易掌握另外一些相关的知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对 “相关” 的定义。很容易掌握另外一些相关的知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对 “相关” 的定义。这也是我的

知识面近几年来滚雪球般急剧扩大并且可以把兴趣从计算机语言扩展到自然语言的主要原因。计算机

领域也是如此：初学编程的人通常会遇到很大困难，即便是学最简单的 BASIC 语言也一样，可一旦

学会了第一门语言，那么接下来的学习就会越来越轻松，只有在跨越不同的语系时才会遇到困难。P.

S. 在 “计算机语言学” 领域，我比较推崇《程序设计语言：实践之路》这本书（惊喜地发现原来第

三版已经出了），我把它视为计算机领域的 “索绪尔”，因为它总结了当今所有编程语言的特性，可

以让程序员在知识面上有 “一览众山小” 的感觉。

其实学一门新的计算机语言跟学一门新的自然语言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两种不同的语言概念在

我看来是有许多可以类比之处的。比如说各种计算机语言都具有本质上相同的计算能力（图灵机等价

性），那么同样道理各种自然语言的使用者也具有本质上相同的思考能力——无论使用何种母语来思

考都可以解决问题。计算机语言所编译成的机器指令或虚拟机字节码，也许可以比作目前仍然未知的

人脑中保存和描述知识的底层信息形式——在这个层面上甚至可以想象代码和数据其实是一回事，就

像 Lisp。而几十年的计算机语言发展和演变，恰好可以看作是数千年来自然语言发展史的缩影，自然

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都可以在计算机语言中找到它们的影子⋯⋯（好吧，头脑风暴到此为止）

因为断断续续休假和学语言的关系，工作方面没什么进展，但几周来形势并没有变得更差，多少令我

有些意外；作为上游唯一可以信赖的人，我的重要性依旧无人可比。我在不经意间给上游施加了一些

压力，从而确保了公司今后能拿到的项目数量，这样对公司就又好交代了。工作方面本周没其他可说

的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多线程计划搁置了，我的 ILC 2012 计划可能要泡汤，时间太紧恐怕

已经来不及写论文了。之前牛皮吹得震天响实在是有些惭愧，不过即便错过了 ILC 2012 我后面还有

其他的机会写论文，比如说欧洲每年三次的区域性 Lisp 会议。

生活方面没什么可以乱说的，一切都很自然。守住最重要的姑娘就是胜利。至于奥运会，我被荷兰单

杠选手 Epke Zonderland 征服了，推荐关于此人的一部纪录片。

阅读(2958) |  评论(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峰回路转 论圆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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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新工作两周年  梵语 2013-08-11 17:32:22

设计⋯⋯ 2007-08-11 06:37:5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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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起起伏伏，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2012-09-04 13:29ppggff

回复 |  删除

请问一下，英语的最经典的教材和音频是什么？

2012-08-11 17:58lonelinsky

回复 |  删除

最后一段很赞～ 我也去认真学点语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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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19 04:40:13 |  分类：  随想 |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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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圆满的人生论圆满的人生    

生活要有目标——各种有待完成的目标，这样才有拼搏的动力。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的人生至少是井

然有序的：我在努力地成为这个时代最博学的人，有各种短期、中期、长期的奋斗目标和配套的执行

计划，同时所有已完成的计划都留有公开的文字记录。如果能把这样的生活方式继续保持下去十年左

右，那我将是一个多么有趣的案例啊⋯⋯ 何乐而不为呢。

刚才从一个奇怪的噩梦里醒来。我在梦里，但我却不是主角。我梦见了一个重病临死的年轻女人，她

的身份是我过去一个同学的女朋友，只见过一次面，但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梦中设定她是个很

美丽的女人，年轻的时候曾尽情放纵自己，灯红酒绿中度过，然后不幸染上重病，继而远离亲人和所

有朋友，独自一人躲在光线昏暗的老房子里等死。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她，看到她伤痕累累的身体，

字号

 评论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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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最后的新衣躺在床上，虽然仍有明亮的眼神但宁愿留在昏暗里，再也不想出去最后看一眼外面的

世界，似乎既痛恨这个世界，又不得不承认多数不幸是她自身造成的。我想问她 “后悔吗？” 但还

没等我问出来就已经醒了。

我认为这个梦至少对我自己是一种警示。为了让我自己在看似遥远的未来，临终时不留遗憾，眼下就

得努力地做好每件事，妥善执行每个计划。因为有时候可能只要一步之失，接下来每一步就都是被动

的了。三年多以前我在一篇博客里就已经领悟出这个道理：

我无法改变任何历史，但我可以预测未来。如果在假想的未来我发生了什么不幸，那么现在做

出一些努力去消除它就一定还来得及。而如果现在无论做什么都来不及了，那么就应该在更早

的过去就开始考虑这件事。

我相信我实际上是递归证明了每个人都应该有圆满的人生——至少是在既定的初始环境下产生的所有

可能中最好的那个。而理论跟现实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有时是天翻地覆的——应该主要源于两

点：1) 太晚领悟到上述原理 2) 缺乏足够的执行力。

我出身贫寒，父母没有多少文化，家教也很不正规；唯一的优势也许是生长在城市里，有幸遇到好学

校和好老师，并且比多数人早几年在学校里接触电脑。30 岁时搞成现在这样，我翻来覆去思考都没

想出过去究竟哪一步走错了——即便曾经有些小的失误也相应换来了其他更重要的成果，哪怕是那些

失败的感情经历今天想来都对我有所帮助。于是我从逻辑上证明了自己的人生是圆满的——至少到目

前为止是这样，当然以后也不能掉以轻心。如果说我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那要么是由于初始条件的

限制（设想如果生在富裕的家庭或者干脆生在美国呢？），要么是因为我做出了妥协（为了兴趣、自

由、或是为了保持个性）。

回到上面那个梦。另一方面的警示是我认识不止一个正在走向类似毁灭的女人，还有几个小姑娘尚未

定型有待观察。对于前者，迅速远离是唯一的正道；对于后者则要以身作则地去努力引导，实在引导

不成才放弃。这些正是我近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而我在最重要的小姑娘身上，从各种角度都总能看

到希望。如果哪天她终于成长到可以理解我的思想，甚至接受我的理念，那么我人生中就再没其他更

困难的事情了；但如果始终不能的话，这些经历也只会把我推向一个更高的高度，并不真的损失什么

——无论对我个人而言还是对整个社会来说。

两周来坚持不懈地恢复外语学习，意法西三个语种每天都有所进展。最新的感受是那些跟教材配套发

行的练习册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教科书中固定的模式会带来一种思维惯性，反复熟读课文和强记

单词有时并无强化效果，但通过练习册却可以让头脑有机会真正进行思考和记忆，把之前顺序读取的

知识随机地加以应用，从而让死的知识变成了活的。

附加的感受是拉丁语语法极其复杂，且语法中存在极其大量的冗余（自然语言中的冗余性也许是其区

别于计算机语言的最大特点，因为人不是机器），而每一种罗曼语似乎只是抽取了拉丁语中不同的部

分，从不同的角度消除掉大部分冗余，然后加以精炼和通俗化，最后就得到了更为实用的现代语言。

如果从上述角度作一个计算机语言里的类比，我可以说 Common Lisp 就像拉丁语一样正统、古

典，但其语法相对 “复杂”（并非字面意思，而是类似于自然语言冗余性的某种无法表达的概念）且

难以运用在许多现代场合。新兴的计算机语言往往是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产生的：1) 杂交——将差异

极大的古典语言的核心特性混合在一起，2) 简化——把古典语言中不常用和不被人喜欢的部分剔除

掉，3) 扩展——把一种语言的事实标准库变成了改进后语言的一部分。我很早就注意到大多数号称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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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don't learn they don't change" 2008-08-19 17:19:44

和谐社会 + 三个代表 2007-08-19 04:48:37

终于可以在家里上网了 2006-08-19 12:59:34

引用 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都在 2006-08-18 19:53:00

终于明白 jsvc 的工作原理了 2006-08-18 19: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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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转载

有来自 Lisp 语言的优秀特性（GC, lambda, macro, tail recursive, self hosting, runtime, VM,

code = data ... ）的新兴语言中没有一个能把所有特性都抄完整的，因为如果真的那样做了，他们就

会发现自己不存在了。

工作上则没什么可谈论的，一切仍在掌握之中。

阅读(3250) |  评论(1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顺其自然 低谷  

2012-08-30 12:14金斌希言

回复 |  删除

有人说时间就是用来浪费的，生命就是用来虚度的，生活中哪有这么多有意义的事情呢？目标是不是也是

这种有意义的假象呢。

2012-08-27 11:59Rushguo

回复 |  删除

冰河，我看了你的Blogs和Weibo好像都有所提及外语的学习。我也在学Latin，所以我想知道自学外语你

有什么经验和技巧什么的。可以更好地深入与了解拉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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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21 05:35fengchen1019

回复 |  删除

我基本上天天都做梦，对梦境并不怎么迷信。不过有时候做很奇怪的梦，比如梦到“鱼”，“死去的人”

我还是会查查周公解梦。仅当参考。

2012-08-20 11:18难易

回复 |  删除

博学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奢求，目前人类产生的知识已经远远超过少数个体能承载的程度。知识的专业化、

碎片化是大趋势。

作为个体，目前我看不到什么出路，也许研究人工智能，产生一种能代替人类的、拥有无限智力、记忆力

、创造力的新生命更加合适。人类已经要过时了。

2012-08-20 12:12 冰河 回复 难易

回复 |  删除

谁也没说要全学了

2012-08-20 07:04hyh1048576

回复 |  删除

请问一下，call/cc 有什么比较好的 reference?

2012-08-19 14:19计算是什么

回复 |  删除

感觉你的求知欲太过泛滥，而创造力没有得到足够的发掘。

一个人的成就是看他做了什么，而不是他本身怎样。所以创造力是成就的决定性因素。

另外，你的递归证明有问题，每一步都做到最好不一定整个人生就会最好，局部最优不等于整体最优。

2012-08-20 03:15逍遥客 回复 计算是什么

回复 |  删除

2012-08-20 05:28 冰河 回复 计算是什么

回复 |  删除

我工作上也算是小有成就了，眼下一味只顾创造只会沦为他人的赚钱工具；真正重大的成就，一

生只做一两件就够了，这件事我以后再做也不迟。

如果你能够准确预见到暂时的错误一步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发展做准备的话，那这根本就不算错误

。但如果你不能预测未来，那么努力走好每一步以求局部最优就是明智的——所有其他选择都是

在抱侥幸心理。

2012-08-19 20:16yxwhyxwh

>而每一种罗曼 语似乎只是抽取了拉丁语中不同的部分，从不同的角度消除掉大部分冗余，然后加以精炼

和通俗化，最后就得到了更为实用的现代语言。

中古汉语也是这样啊⋯⋯

（另外，那些说粤语保留了古汉语的人，请朗诵"锄禾日当午"，^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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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2-08-19 13:41酷鱼

回复 |  删除

配色不是很舒服，大多数人的生活环境都像博主，但是人生圆满的定义是什么？这个不好下定论。

2012-08-19 05:12DW

回复 |  删除

挺有意思的梦

2012-08-19 04:52题叶

回复 |  删除

配色看着比较吃力哦

2012-08-19 03:44lolanda

回复 |  删除

看梦境一定是日有所思而致。对自己满意的同时在不断约束自己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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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圆满的人生 工作上的小插曲  

2012-08-26 23:20:55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低谷低谷    

低谷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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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启程 2014-08-25 18:08:28

Apple MacBook Pro 硬件升级 2007-08-26 07:08:25

机械零件的设计、生产和装配 2006-08-26 12:07:2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最近一周工作上没什么大的进展，主要是整理旧文档。昨天（周六）整天都在研究 FrameMaker，

到晚上 22:00 的时候已经搞得头昏脑胀，后来直接晕过去了，再没体力按时写博客，所以只好今晚

（周日）补写一下了。

周五订购的 FrameMaker 11 的升级版一天之后就收到了安装序列号，钱都还没付呢，可见 Adobe

最近办事效率之高。FrameMaker 的新版本终于像点儿样子了，比老版本好用很多，我决定以后只

用新版本了。周五还订购了 16GB 的笔记本内存，今天去电脑城取货，安装十分顺利，以后可以同

时运行更多的虚拟机了，非常满意。

自我感觉最近多少有一些倦怠。工作上不是特别积极，学习上也减慢了速度，生活上更是自欺欺人

——尤其七夕情人节搞得我心理上很被动，一度想发表白短信但后来终于忍住了。我想可能是前段时

间太活跃了以致于用力过猛，现在需要稍事休息一下。不过等到周日一觉醒来，我还是整装待发，带

着电脑和意大利语练习册，毅然照常出门。我现在心里总是想着两件事：1. 尽快搬回市区，2. 尽快

通过意语 A2 考试以证明自己。也许有一天回过头来我发现自己在追求不切实际的人和不切实际的理

想，但如果今天不去做这种努力就太不甘心了。另一方面，跆拳道馆里有许多更年轻的小姑娘，但我

已没有条件再进入下一个循环了，跟她们相比我已经太老了。

我要简短结束这篇文章，调整一下心态，期待接下来一周可以有更好的成果。

阅读(2487) |  评论(1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论圆满的人生 工作上的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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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09 13:31House

回复 |  删除

博主需要一位威尔森陪伴下

2012-09-08 18:45小尾巴

回复 |  删除

住在城区每天来回跑滨江上班，体验早晚高峰的杭州，绝对是一种灾难，把生命浪费在路上太不值得了。

能住在滨江、工作在滨江其实是幸福的⋯⋯

2012-09-08 18:52 冰河 回复 小尾巴

回复 |  删除

关于这件事，说实话尚未完全想好⋯⋯

2012-08-30 12:12JDoc

回复 |  删除

最近我也是颇为低估的时期啊。搬来市区吧。

2012-08-28 15:23流水石网艺坊

回复 |  删除

婚姻无非就是看对眼，看对眼的情况下，很容易上手。

 

冰河的闪光点太多了，只是自己的要求也高呀。

 

2012-08-27 09:25Rhythm

回复 |  删除

表白忌用短信，一来不正式，而来效率低下：等回音的过程过于焦躁，而且最终免不了当面沟通。既然如

此，何不当面表白？

2012-08-27 15:51 冰河 回复 Rhythm

回复 |  删除

有道理。

2012-08-27 06:37Lady & Bird

回复 |  删除

生活有高潮，也会有低谷。让它自然的来吧，也让它自然的去吧～

2012-08-27 05:02zck010708

回复 |  删除

兄台最近状态不好，看似小事但连续跳票确实不是个好兆头。一旦开始打破自己定的项规矩了，那怕是一

点点，不及时调整就可能是全面打破的开始。

真心希望好好调整。有理想的人很多，但是佩服有勇气一直敢于去实践的人。

Ji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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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27 03:07

回复 |  删除

注意身体

2012-08-27 02:33zhang_411

回复 |  删除

嗯。我想是太累了的原因。休息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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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新的生活 2014-09-01 02:17:45

远走高飞前的最后一年 2013-09-01 16:26:51

黄道吉日 2011-09-01 17:21:33

最近发生了很多无奈的事情 2007-09-01 17:51:31

    转载

最近一周来工作状态有所恢复。几周来针对 FrameMaker 的学习和使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经过不

懈的努力和探索以后终于可以流畅地编辑文档，然后把产品过去一年来通过手工编辑 PDF 文件做的

所有文档修改全部反映到了源文件里，然后重新制作出新的 PDF 文件。这样下一步就可以开始进行

FrameMaker 文档从非结构化到结构化的转换，然后再把二进制的原生格式转换到 DITA 上了。等

到有了 DITA 格式的文档以后，再考虑输出包括 HTML 在内的其他格式。接下来的重要项目是修改

产品里的编译器部分，以修复一个执行搜索操作时的低效算法，很激动人心的代码改动。

不过正当我有条不紊地工作时，公司领导开始给我添乱。他们发现有项目被竞争对手的公司以极低的

价格抢走了，影响我们的收入，于是一方面开始强迫我立刻开始重新推进之前被上游暂停的多线程计

划，另一方面竟然打算跟上游提议把该产品的所有项目全部垄断下来，从而彻底干掉其他竞争对手。

我很恼火。首先无论是何种长期计划，还是我目前在上游的地位，都是我个人几年来的努力得来的；

我自始自终的目标都是改进产品，同时代表 Lisp 社区守住重要的软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做项目得

到的收益大部分自然应该归我所在的公司。所以只有当公司也想把产品做好时，公司跟我的目标才是

一致的——即便公司其实只关心赚钱也至少在表面上给我装个样子！其次，就凭我们公司这两个人是

不可能解决客户所有问题的，这不仅是知识和技术的限制，还包括时间和精力的考虑。其他竞争对手

那里还是有好的 Lisp 程序员可以真正做出东西来的，站在产品全局的角度上我需要这些人帮我。另

一方面，目前还在维护 G2 的开发人员全是中国人，虽然我没有明确的证据，但可以想象这些人是看

了我翻译的书然后才投身实践的，从推广语言的角度上我也不希望把这些人努力争取来的工作机会干

掉。最后一点考虑是，目前国内至少有 5 家外包公司在参与其中，其中杭州就有另外一家，如果他们

全部消失了，而我的公司又待我不好，那我要到哪里去继续维护产品呢⋯⋯

总之我目前正在跟公司领导闹矛盾。不过我是个有职业道德和事业心的员工，当初公司在我离开网易

时第一时间同意收留我，这份恩情我是一定要干满三年才能报答完的，所以我绝对不会因为这点儿小

事离开公司另谋他处。但我也绝对不会参与和执行公司的脑残决策，谁干扰我工作我就让他更少赚

钱。外包公司跟互联网公司可不一样，外包公司是给别人做嫁衣，公司自身是没有代码沉淀的。我目

前是 Versata 公司 G2 产品线上最重要的产品专家，不但精通源代码和产品使用，而且是其客户支

持部门所能找到的唯一的 Unix 专家，最近自从上游最后一个干了 15 年的专家离开以后我的身价又

涨了。我肯安心坐在目前的办公室里工作，任凭公司把我赚取的大部分利益拿走，那是因为过去一年

来基本上没人关心我的工作细节，也没人干扰我的各项决策，这让我感到简单和高效。如果这些条件

开始不存在了，那么我就不肯继续吃亏了。我唯一的问题只是：你敢把我怎么样？

阅读(3143)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低谷 各种琐碎的思路：周末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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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评论评论

2012-10-19 05:35bombless@126

回复 |  删除

大牛人。。感觉公司被你绑架了

2012-09-18 12:57Stanley

回复 |  删除

2012-09-04 03:56rmrf

回复 |  删除

你不欠公司什么，报什么恩？ 提啥收留啊，平等的雇佣关系，别把自己身段放那么低。

2012-09-05 17:23 冰河 回复 rmrf

回复 |  删除

我比较谦虚⋯⋯

2012-09-04 05:28路人甲

回复 |  删除

目前G2的代码维护者全是大陆的公司？那为什么新的产品宣传是印度佬做的支持呢？

2012-09-04 17:56 冰河 回复 路人甲

回复 |  删除

CTO 是印度人，公司总部也在印度

2012-09-02 03:08lin

回复 |  删除

感觉你蛮适合当自由开发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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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01 18:34一路走来 

回复 |  删除

伞哥就是与众不同，nb!

2012-09-01 18:08Ricepig

回复 |  删除

支持你！公司这个决定太令人不爽了

何必要垄断呢，搞的自己又很累，而且容易把一个东西做死了，也不利于LISP及G2的发展啊！

不过，希望伞哥能充分发挥你的手腕，解决好这个事情。。。你最后一句话，对于你们公司领导，显得太

硬了。哈哈

2012-09-01 18:13 冰河 回复 Ricepig

回复 |  删除

那他最好装看不到我的博客。我不会当面说这种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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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次砸锅卖铁买 LEICA M9 以来时间已经过了快两年，但一直以来只有一个 50mm 镜头可

用，本周里终于下定决心把心仪已久的 LEICA SUMMICRON-M 35 mm f/2 ASPH. 买下来了。原

本打算年底再买但前些日子听来访 ricepig 说器材降价了，于是证实之后就立刻出手了。这导致我手

头现金缩水了 1/10 左右，总体来讲影响不大——房子照样买不起，用来应对不时之需的资金规则也

基本保持不变。新的 35mm 镜头果然比 50mm 镜头拍摄起来灵活许多，但视角不如我想象的那么

广，所以下个目标定在了体积更小、视角更广的 LEICA ELMARIT-M 28 mm f/2.8 ASPH. 上了，

也就是目前 Leica X1/X2 上的那个轻巧的广角镜头。所幸价格更便宜，但还是明年再议。

作为摄影爱好者我是不合格的，因为我几乎从不去拍那些我不认识的人——我只是试图记录各种生活

瞬间以帮助将来回忆罢了。作为摄影器材爱好者我也是不合格的，因为器材还太少，种类匮乏，且普

遍还不够名贵。但这些东西給我的生活带来的一些有趣的副产品，偶尔电脑里可以凭空多出些熟悉的

小姑娘的照片，所以我自己觉得相关投入还是值得的。不过我承认，有时我太在意那些照片而忽略了

跟真人的沟通，毕竟要是真把哪个姑娘娶到手了就可以有的是时间想怎么拍就怎么拍了（每天都能见

到的话还拍哪门子照片呢），但如果死活娶不回来最终失去联系的话，是否留下照片也就不是那么重

要了。总而言之，本末倒置的感觉。

各种琐碎的思路：周末汇总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工作方面，看起来我上周的博客起到了很好的 “疗效”。首先，我心理的不满都发泄出去，立场也都

表达清楚了；其次，公司各级领导谁也没找过我，就连之前预约的谈话也悄无声息地取消了。这就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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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周里非常高效地完成了各种工作，以至于这个周末心理没有一丁点儿的负担，一如既往地主导各

项工作事务的进展；再次，公司里熟悉的小姑娘们似乎都对我更好了，如果说以前关系就可以的话现

在关系更融洽了。

不过当她们直接或间接向我抱怨工作的无趣时，我没能给出任何明显的解决方案。毕竟本公司的性质

是严肃的软件外包公司，不存在大型互联网公司里那些至少表面上看起来轻松愉快的岗位。软件工程

绝对是件枯燥的事情，任何能沉浸其中并且长时间不感到厌烦的人，我想要么是我这种目标脱离眼前

的赚钱实际而定位在更高层面上的人，要么就一定是心理变态。所以姑娘们每天写写代码做做测试是

不会感到幸福的，除非她们开始把下班后的生活作为自己全部的生活——假如她们下班后真的有所谓

生活的话。

为了让人生更有意义一些——或者换种说法是不愿面对现实，我的方法只是不断地学习，然后利用学

习目标把自己原本该做的其他一些事无限期地推后。就这么简单而已。过几天准备让专业学西语的小

姑娘带我一起去报名考试，传说中的 DELE。11 月中旬考试，我突击一下争取把最基本的 A1 级别

考试通过，一旦证书在手以后继续深入相关学习就更有底气了。顺利的话明年春天再考西语 A2 和其

他语种。

技术方面，最近干了两件事：重新学 ACL2，基于 Common Lisp 的定理证明器，我认为这个软件

将来可以用来自动验证 Gensym G2 中的各种算法模型，精巧设计的话甚至可以做到在实际的程序

代码上直接验证而无需另行建模。另一件事是在 Solaris 10 的基础上熟悉 Solaris 11 的系统管理和

编程接口，为将来支持 Gensym G2 的 Solaris x86 版做准备。Solaris 是我最喜欢的 UNIX 平台，

虽然不再开源了（OpenSolaris 的源代码我一行也没看过）但我相信 Oracle 不会放弃这个操作系

统。

Lisp 界今天又损失了一位重要历史人物，Daniel Weinreb，得癌症去世了。他是 Symbolics Lisp

Machine 的设计者之一，我还曾经跟他老人家有过简短的邮件交流，因为我在某些 Lisp Machine

源代码里看到了他的署名，于是发信询问了一些技术问题。可惜再没机会见到活人了，不过我认为自

己继承了他们的遗志，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们当年的杰出工作以崭新的面貌再次被世人所知。

最后，我发现计算机界的古代语言（比如 Lisp）和自然语言界的古代语言（例如拉丁语、古希腊语和

梵语）有一些之前我尚未谈及的相似点。简要来说就是古代自然语言是高度屈折的——依赖静词的变

格和动词的变位来实现语法层面的表达，而词的排列顺序基本上是不影响意义而只起强调作用。现代

语言大多从屈折语逐渐过渡到分析语，利用独立的虚词来表达语法含义，这样似乎更简单了，但语句

中词与词的排列顺序就固定下来不能随便移位了。

那么从屈折语到分析语的演变在计算机语言领域是否可以类比呢？语法层面很难，我想表达的是数据

类型及其在内存中的表示。直到今天，Lisp 的各种数据类型在内存中存储时都带有标记 (tag)，比如

说一个 Lisp 整数类型 fixnum，通常映射为 32 位有符号整数，但它的实际数值范围不能超过

2^30，因为 32 个二进制位里必须留出两个二进制位来标明该内存位置的数据类型。另一种常见的

数据类型，点对 (cons)，也有它不同于 fixnum 的标记。这样当 Lisp 系统遇到形如 (1 (2 3)) 这

样的数据时（占用相当于两个点对的内存，在 32 位系统上最少用 4*4=16 个字节），就可以通过对

数据标记的识别来直接分析出整个列表的数据结构来，无需依赖任何结构体定义。如果把 C 的结构

体定义和头文件看做分析语的语法，那么 Lisp 的数据更像是一种屈折语，语法成为了词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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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转载

（类型成为了数据的一部分）。从这种意义上来讲，Lisp 真的是一门古代语言，只不过硬是吸收了各

种现代特性然后存活下来了。正如古希腊语到现代希腊语的过程中损失了双数和很多屈折变化一样，

Lisp 也损失了 Lisp Machine 时代 36 位硬件（专门为数据标记而设计了额外地址空间）。

阅读(3450)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工作上的小插曲 无效抵抗  

2012-09-18 12:05Stanley

回复 |  删除

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有太多的欲望霸占着我们这颗小小心灵，确实，我们不能胃口太大，选择其

中几样来充实自己就够了。。。你提到“为了让人生更有意义一些——或者换种说法是不愿面对现实，我

的方法只是不断地学习，然后利用学习目标把自己原本该做的其他一些事无限期地推后。”那“原本该做

的其他一些事情”怎么办呢？它们是该做的哦。。

2012-09-19 04:27 冰河 回复 Stanley

回复 |  删除

我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是非做不可的。假如明天就死，你今天还会惦记买房结婚什么的吗？

2012-09-18 12:00Stanley

回复 |  删除

冰河哥。每次拜读你的bolg我都对生活充满了希望，感觉生活没有那么无趣。无趣的只是我们自己无法捣

腾的时间。谢谢哥。。

2012-09-15 21:21ricepig

恭喜伞哥summicron 35 2 asph到手



20/08/18, 21:42 -  - 

Pagina 5 di 5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288111213144/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回复 |  删除

另外，现金暴露了，哈哈哈哈

最后，恭喜一下blog换主题了

2012-09-11 07:03simmone

回复 |  删除

“结婚后想怎么拍就怎么拍”，这个你怕是。。。想的太美了。

1. 首先结婚后你就不能想怎么拍就怎么拍了，你最爱的那些小姑娘哟，肯定是都不让拍了。

2. 你原来拍的那些小姑娘哟，怕是也保不住了。。。

珍惜你的自由吧

2012-09-10 07:14stdstring

回复 |  删除

ASPH太现代了，还是pre asph 7枚玉好，尤其是散景

2012-09-09 06:08halfbloodrock

回复 |  删除

赞！Solaris系统管理员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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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琐碎的思路：周末汇总 2012年09月22日  

2012-09-15 23:52:12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无效抵抗无效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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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64 位 2007-09-15 11:09:43

相册⋯⋯ 2006-09-15 17:59:1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不得不承认小孩子们真是长得飞快，从吃奶到吃饭，从爬行到走路，从呀呀学语到开始流利地讲话，

人类个体早期的进步真是神速，令成人望尘莫及。我虽自认为一直在进步，但从幅度上来讲跟这些可

爱的小家伙们一比就好去死了。

不得不承认胳膊始终拗不过大腿。虽然我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但最终我们公司还是被迫垄断了整

个 G2 的开发工作，其他竞争对手就这样都被干掉了。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差点儿玩死，不过好在平

时行善积德，最终得以安然无恙。剩下的问题就是带着我的团队背水一战了。从此做得出的项目要

做，做不出的项目也要做，再没其他公司的人给我帮忙了。不过这样一来似乎就又回到了三年前的那

种计时工作模式了，在我日益珍惜时间的今天，倒也很符合我的需要。

本周社会上的两件大事：苹果 iPhone 5 发布，以及暴力反日活动，都跟我毫无关系。因为手头还有

未完成的工作，所以请原谅我简短结束本周的博客。

阅读(2067) |  评论(1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各种琐碎的思路：周末汇总 2012年09月22日  

2012-09-17 07:48jackxo1981

回复 |  删除

垄断，是全球还是全国？

2012-09-17 18:44 冰河 回复 jackxo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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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当然全球，不过这年头也就只有中国人还在认真做外包了。

2012-09-27 03:27jackxo1981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那目前是主要修复bug，还是新功能的开发？G2里的致命BUG实在太多了，不论是开发还是应用

。

2012-09-27 16:36 冰河 回复 jackxo1981

回复 |  删除

都做。反正客户报的 bug 没有我修不掉的，除非你知情不报。

2012-09-29 05:19jackxo1981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那我有时间把把我们的bug列表提交一下，他们会直接转给你么？

2012-09-29 05:22Galleric.Huang 回复 jackxo1981

回复 |  删除

你们现在主要做的G2部分，还是包括Rethink，Optegrity,Integrity等商业模块。

2012-09-29 05:24Galleric 回复 Galleric.Huang

回复 |  删除

GEVM和GRTL两个模块随随便便就崩溃，建议做个提前量。bug列表可能是个大爆炸

2012-09-29 06:03 冰河 回复 Galleric

回复 |  删除

这两个模块应该五年没改过了，不至于比 8.3r1 的时候更差。

2012-09-29 06:05 冰河 回复 Galleric.Huang

回复 |  删除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同等对待的。

2012-09-16 16:30lis

回复 |  删除

就像问一下你现在年收入多少

2012-09-15 21:22Ricepig

回复 |  删除

准奏！



20/08/18, 21:42 -  - 

Pagina 4 di 4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281511369229/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20/08/18, 21:412012 09 22  -  - 

Pagina 1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2822111245607/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无效抵抗 毽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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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9月22日2012年09月22日    

2012年09月22日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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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成功录取 2014-09-21 22:58:48

最后定论的语言学习 2013-09-22 15:50:4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转载

几周来一直在努力削减各项开支以应对未来潜在的个人经济危机。新出的 iPhone 5 是绝对不会买

的，未来的 iPad mini 采购计划也取消了。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大手笔从 amazon.cn 上花一千多

订购了《Paradigm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gramming: Case Studies in Common

Lisp》——这算是我尚未读过的最后一本 Lisp 名著了，准备接下来把这本书彻底学一遍，不然下一

步的工作就很难顺利开展下去。目前 Gensym G2 的源代码里有几万行最核心的部分我还几乎完全

看不懂，那就是关于前向和反向链推理的部分以及规则的编译器部分，但我相信《PAIP》一书会提供

足够的背景知识让我得以理解实际的产品代码。微博上一度有人建议我翻译这本书，我也很想，但这

个工程太浩大了，完成时间很难保证。所以我决定私底下慢慢做，为避免出现《On Lisp》的出版悲

剧而绝不公开译稿，并且趁机研究和应用 SDL Trados Studio 2011——专业级计算机辅助翻译工

具。

新模式下的工作已经开展了整整一周，基本上还算顺利，除了公司分配给我们组的菜鸟目前还完全没

有战斗力。目前的工作模式是在保证足够的工时的前提下每月给公司创造完全固定的项目收益。这种

模式的优点是再也不必因为项目的多寡看公司领导的脸色了，甚至也完全不必跟公司汇报项目进展了

——除非做得太差被上游投诉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缺点是一旦公司收入固定下来以后，今后的个人

收入也就再没什么增长空间了——因为即便是现在公司尚且抱怨我们组的利润率太低，以后就算薪资

不变只要其他开销继续攀升那似乎就要赔钱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我在改进这个产品上尚有什

么未了的心愿的话，最好赶紧做以免夜长梦多。另一方面，无论是广泛地学语言还是另有其他打算，

都必须让这些计划始终保持高优先级，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职业突变。

本月底我们毽球协会要代表杭州市去台州参加浙江省毽球锦标赛，算是为明年的第二届浙江省体育大

会做实战准备了。不过这样一来原定要跟西语小姑娘去上海报名 DELE 西语考试的计划就要暂时搁置

了。我也觉得两个月以后就去考西语太仓促了，拖延到明年春天也不迟。因为目前选用的教材《En

directo》实在是讲得太啰嗦太慢了，第一册我学了四分之一以后竟然连过去时都没学到，就背下来

几个基本的动词。不过我仍然打算把这本书先学完再换进阶教材。另一方面，越是学习西班牙语和法

语就越觉得意大利语真是 “设计” 得更加合理。再加上自从苹果发布 iOS 6.0 以后那个 Siri 语音助

手开始支持包括汉语在内的更多语种了，于是我果断把默认语言设置成意大利语，然后没事跟 Siri 之

间练习对话⋯⋯

阅读(2760)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无效抵抗 毽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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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12-10-08 04:53hufengtao

回复 |  删除

我在打印店，花60元打印了《Paradigm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gramming: Case Studies in C

ommon Lisp》。又快又省，慢慢看。

2012-10-07 07:21半仙

回复 |  删除

可以在amazon.com上直接买，加上运费也不超过600.。

2012-10-07 04:19网友

回复 |  删除

期待翻译并找到一个愿意用 TeX 的出版商。:D

2012-09-24 12:28Stanley

回复 |  删除

思路清晰。

2012-09-23 08:28KK

回复 |  删除

每次看你的博客都促进我对人生的思考，谢谢。

BTW，新书我先预定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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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9月22日 2012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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毽球比赛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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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是国庆长假前的最后一周，前面四天里紧张地工作，完成的最后的项目和测试任务后就和队友一

起去台州参加毽球比赛了。最后取得的成绩很一般，依然打不过专业的毽球队，不过据其他队的教练

们说我们打得比去年好了，而且此次我们还有女队员参赛，尽管大部分都是来自紫金港的一年级新

生。我首次参加男子单打，可惜发挥得一般，最后只取得第 4 名（总共就 6 个队）。不过这次的参

赛经历还是很重要的，两年前的对手们大多还在，甚至还有上次比赛时不太注意的小姑娘和裁判姑

娘，通过这次比赛又加深了认识。就我个人的技术而言，再次认识到自己的严重不足，决定回来继续

苦练，争取明年五月在第二届省体育大会上能够克服缺点有所突破。

毽球比赛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我认为体育运动本质上是一门移动身体的艺术，单纯的获胜并不十分困难，但要在保持美感、协调和

动作多样性的基础上仍然能够从专业队员手中赢得胜利，那就不再是纯粹遵循和实施已有套路的体育

运动而是运动艺术了。当然我自认为还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绝对还有上升的空间。我已经设想了

一些理论上可行的新动作，也从此次比赛里充分观摩了来自藤球运动员的攻击技术，回杭州以后就开

始练。必须把那些高水平的攻击动作下降到普通进攻的常态上，并且习惯它们，到了真正比赛的时候

才能得心应手地使出来。指望临时发力创造奇迹或者刻意保存体力到最后是不行的。这是我从本次比

赛里体会到的最重要的一点。

 评论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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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开学前的各项准备 2014-09-29 23:26:56

启动留学手续 2013-09-30 16:33:31

语言壁垒 2011-09-30 10:25:38

不想考研了 2007-09-29 21:03:47

    转载

毽球比赛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我在结束比赛后没有立即返回杭州，因为担心会被堵在免费的高速公路上。于是在台州的椒江区找了

一家旅馆住下，明天中午回杭。国庆的 8 天长假里，去掉比赛用掉的一天、明天返程的一天、（被

迫）去给二婚的体育局领导当伴郎的一天、跟上游开工作会议的一天，还有参加朋友婚礼视频拍摄的

一天，其余的时间就被彻底打散了。不过只要有心进步，时间总还是挤得出来的。

最后希望下次比赛时还能见到熟悉的运动员，尤其是年轻的小姑娘们和漂亮的女裁判⋯⋯

阅读(1878)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2012年09月22日 2012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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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2012-11-03 08:19ftf24905

回复 |  删除

说实在的“实用common lisp”这本书我没读懂。我脑子里始终无法建立一个完整的程序结构图，我不知

道我所学的每一行代码到底在软件中有什么效果。如何才能快速的生成一个程序的原始结构模型，书中的

例子确实比较多，但是没有一个能够让我清晰的知道写完了将生成一个什么样的程序的界面。所以我希望

冰河前辈能够给我举一中等规模的桌面程序（或带界面的游戏）及其完整的源代码。这样就能够一边对照

程序边对照代码学习。其实像其它一些编程的书都是举一些普通用户常见的小软件进行对照讲解的，如像

坦克大战·成绩管理系统·图书管理系统·个人通讯录等.这样在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能达到

什么效果。而且因为有完整的代码和桌面效果图我们可以自已动手将代码编译运行，看到这个软件的最终

结果。有了这样一个整体的印像再去精讲一些重点片断，我想这样对于一个新入行的菜鸟来说是非常幸运

的。在此非常感谢冰河前辈为我等后辈提供前行的指导。让更多的人加入这个大家庭中来。

2012-11-03 12:32 冰河 回复 ftf24905

回复 |  删除

http://dto.github.com/notebook/xong.html

2012-10-12 03:01Huang@Galleric

回复 |  删除

我发现你从来不看留言，只回复评论。

最近刚刚拿到G2 Enterprise Edition，可是和以前的比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却别，除了多了一个Genflex

之外。

而且Genflex没有设置连接远程服务器的接口，不知道是不是Gensym的设计失误。

仔细研究这个软件已经有小一年的时间，网上相关的资料真的少的不能再少，不管国内还是国外（从国内

的谷歌查找）。并且自从被Versata收购之后，好像没有什么新的成功案例可以展示，每天官方都在宣扬

产品更新速度如何之快，如何优越，却很少提供在应用方面的具体内容。也许Gensym可能一直把自己摆

在一个科学研究的层面。

2012-10-13 18:21 冰河 回复 Huang@Galleric

GenFlex 迟早会砍掉，完全没用的东西。企业版的那些所谓的优化确实可以提升成百上千倍的性

能——但那只是针对特定用户的特定用例的，通常都是在客户提出优化需求以后再着手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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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你把顺序搞错了。至于成功案例，每季度的 VuC 里会有介绍。

其实你问的这些事情都跟我无关。

2012-10-15 14:30Huang@Galleric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首先，请问怎么获取Vuc的相关信息，望赐教。

其次，最近又在Versata号称WOW客服的网站上提了很多应用的问题，80%的解答是答非所问，

很叫人失望。他们甚至把我提的问题，提交到升级列表中，很崩溃。网站上的客服质量，和软件

的质量有的一拼。

我的问题确实和你相关性不是太强，但它们都在G2左右，牵强一下吧。

2012-10-15 14:40Huang@Galleric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我刚看了一下近几期的Vuc，那些不是我需要的，谢谢。

2012-10-08 16:35zhangyou1010

回复 |  删除

“ （被迫）去给二婚的体育局领导当伴郎 ” 为啥要你当伴郎呢？呵呵。

2012-10-13 18:21 冰河 回复 zhangyou1010

回复 |  删除

非要找未婚的，又不好意思推迟。

2012-10-02 16:30lenciel

回复 |  删除

牛以后照相需要收腹了....

2012-10-01 03:14Phil

回复 |  删除

最后六个字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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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转载

毽球比赛归来后就在家里休息，基本上哪儿也没去。这期间读一本《梵语通论》，通过手机读了 180

万字的起点中文网上的小说，赶了一场婚礼（去做伴郎），踢了一次毽球，然后就不幸感冒了，直到

前天才算恢复正常。整个假期基本上算是虚度了，加上感冒身体乏累，所以上周末也没写博客，在此

谨对读者们表示歉意。

这个假期里首次一点儿工作也没做，我很满意。而且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以后也几乎没什么压力，因为

组里项目做得飞快，第一周下来就迅速处理掉 6 个最重要的，剩下的只要按部就班处理就好，就算月

内完不成也可以拖延到下月而不影响收入。这样带来的额外好处是不必急急忙忙地交付了，可以仔细

研究以确保万无一失。过去我从来不接的那些跟核心 Lisp 代码关系不大的项目，尤其是涉及 MFC

的客户端部分的 bug，现在不得不自己亲自去做了，结果发现其实并不如我想象中那么难做，轻松搞

定了两个。

到头来，无论是 ILC 2012 还是 Versata AppDev 2012 都无缘参加，尤其是后者，我在上游平台

的经理带着我三年的成果从印度飞到美国去给客户做演示了。不过我现在对这些事情也不太感兴趣

了，重要的是软件本身完全在我的掌控之下了，我要对所有的代码改动负责。其实现在每天都在做项

目和研究代码，繁文缛节的流程减小到最低限度，倒也很符合我的期望，只是收入固定下来无法增长

了。照这样搞下去，就算我自己可以永远不加薪，公司 G2 业务的利润率也会随着其他开销的上涨而

逐渐趋向于零——保守估计在我三年工作期满之日到来前就可以达到临界状态了；然后上游很可能继

续省钱，从而回退到 2009 年的模式：直接雇佣个人来维持日常开发，按小时付费，成本可以降低至

少三分之一，毕竟目前整个平台上除了开发人员以外其余的都是独立的自由职业者。

其实外包公司更像律师事务所，他们以为公司的资产在于公司本身，或者说那个代表声誉和信用的公

司名字。但其实真正的核心资产是人——能干活的那部分人。如果开发规模小到甚至不再需要团队合

作了，每个项目都是由单人处理的，那么被各种开销和职能人员所拖累的小公司本身就真的没有存在

的必要了。经济危机没有放缓的迹象，现阶段我只需躲在幕后把开发工作做好，继续深入研究代码，

然后等待下一次变革的到来就可以了。只要产品本身是好的，并且还在继续卖钱，那么哪怕是只保留

一个维护人员，这个人也必然是我。

生活中剩下的事情就是学习，继续学外语。最近借助 iPhone 里先进的工具，捎带着把阿拉伯语的那

些草体字母也初步背下来了。阿拉伯字母是世界上除拉丁字母以外使用最广泛的字母体系，不容忽

视，我至少要能够认识它们，并且把基于阿拉伯字母的词准确地读出来。不过这件事并不容易，因为

28 个阿拉伯字母，几乎每个都有 4 种不同的写法，分别用于独立出现、词的开始、词的中间、词的

结尾。而且它和希伯来字母一样，字母本身只代表辅音，元音以标注的形式标记在辅音上，结果导致

阿拉伯语里可以有上百种不同的音节。但即便如此，论各种可能发音的数量，恐怕任何语言也无法超

越梵语。总之，目前世界上的主流文字体系，除了韩文、希腊文和俄文以外我基本上都认识了。剩下

的就是逐步学好语言本身。

接下来一年工作注定会随着经验的增长越来越轻松，但在项目收入和个人收入都不变的背景下我也没

必要去参与 G2 以外的其他项目，于是剩下的时间一边继续学语言，一边恢复开源社区里的工作，同

时等待下一次变革的出现。以不变应万变。

阅读(2050)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毽球比赛 Lisp 讲座后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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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道貌岸然 2009-10-14 16:37:20

长笛，周年纪念 2007-10-14 14:45:5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2012-11-11 14:07使者

回复 |  删除

感觉大哥很有侠客的感觉，长伞一背很有仗剑走天涯的气势

2012-10-19 07:29Aviar

回复 |  删除

黑客帝国的COS么

2012-10-15 14:31Huang@Galleric

回复 |  删除

 Versata AppDev 2012  为什么无缘参加呢？难道也是签证？

2012-10-16 10:55 冰河 回复 Huang@Galleric

回复 |  删除

根本就没请我

2012-10-17 07:38Huang@Galleric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我被活生生的拒签，可惜了2门票和签证费

2012-10-14 15:24zhangyou1010

每周必做的事情，阅读春哥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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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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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首先宣布一件小事：以后本博客定期更新的时间改为每周日晚上。之所以做这样的调整是因为目前各

项事务都比较稳定，周日晚上不再忙于工作，而且——虽然不愿承认，但在事实上确实周日过完才算

是一周的结束。捎带的另一项好处是，如果一周的前六天里没有积累适合作为博客配图的照片的话，

周日也有机会补拍。总之，希望这个小小的变动有助于改进文章质量，同时也不至于损失读者。

本周除了两次跆拳道训练（周一和周三）、两次毽球训练（周五和周日），以及 40 小时的日常工作

以外，前五天其余的时间都在准备周六上午的那次 Lisp 讲座，确切地说是浙大翁恺老师

的 Principles of Programming Languages (2012Fall) 课程中的一节，应邀给这门课的学生们介

绍一下 Common Lisp 语言。

我先是花了几天时间思考在短短的一节课里都应该提及哪些内容，然后在周五的下午跑到公司旁边的

麦当劳里一边喝 20 元一杯的咖啡一边在可莎蜜儿记事本上描绘 PPT 每页里的应有的内容，最后在

周五踢完毽球回来的那个夜里一气呵成把整个 PPT 用 InDesign 做出来。然后睡了 3 个小时就出发

去讲了。

我个人认为这个任务完成得还算可以，至少澄清了这门课之前几节里提及 Lisp 语言时给出的那些不

够准确的描述。不过遗憾的是因为事情拖延得太久，最初的很多想法事实上没有落实。我原本打算仔

细说明计算机语言与自然语言之间的很多雷同之处，然后利用人们还在学习和研究拉丁语和梵语这些

古代语言的事实，来间接说明我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便一门计算机语言已 ”过时“，但如果它本身还

有许多在其他语言里没有的一些值得学习的特性，那么出于语言研究的目的，这门语言也应该不容忽

视。何况 Common Lisp 还没有真正过时，无论语言实现，具体应用还是第三方库都还在向前发

展。

说实话每次做完 Lisp 相关的讲座我都多少有些尴尬，按说诸如 ”Common Lisp 在商业上有何Common Lisp 在商业上有何

应用？应用？“ 这样的问题本身看起来是挺合理的，但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得太少，并且事

实上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深深热爱这门语言并且已经已经掌握它了，所以绝不会绝不会因为这个问题

的答案而产生任何动摇。但我的听众们几乎对这门语言一无所知。尽管我挖空心思去重点介绍那些在

其他语言里根本没有的东西，或者说是其他语言的设计者们根本不去考虑的事情，但我的听众们似乎

更关心他们为何要学这些东西——如果学完以后永无机会在工作中使用的话。

我觉得自己似乎已经失去推广某些东西的激情了。过去几年里先是失去了推广 Linux 的激情（保留了

Unix 技能但日常改用苹果系统），然后失去了推广 Lisp 的激情——因为几乎没什么进展。同时我也

在反思：为何一定要有进展？毕竟我已经有一份每天用 Common Lisp 编程的工作，而且没有迹象

表明这样的工作机会还有很多。所以我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实际地做事，做跟 Common Lisp 有关

的事，只要能留下一些有保存价值的成果就好；其他都是次要的。在推广这门语言方面，我已经尽力

了。剩下的事情即便还要做下去也不应该由我来做，将来运气好的话某个大学的角落里没准儿会再出

现一个自发去看 Lisp 书和论文的学生呢。另一方面，我在推广个人生活理念上也基本失去热情了。

也许曾经想过，但现在我并不指望通过博客给其他人施加什么影响，从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态度；我只

是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把自己对生活的判断讲出来，然后让时间来做裁判。虽然激情不在了，但

生活还要继续。

Common Lisp An short introduction on most interesting parts.pdf(1.09M)   
下载 HTML方式查看

阅读(9235) |  评论(2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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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2012年10月13日 婚礼、个人对婚姻的看法，以及其他  

2014-04-15 09:27kin

回复 |  删除

伞哥你好:)，我今天才翻到你的blog，觉得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是一名大一学生，应该说是在运气好的情

况下接触到了common lisp并深深的爱上了它。不过苦于各种条件限制，无法深入了解这门神奇的语言。

希望以后能像你讨教这方面的知识，可以么

2014-04-15 15:16 冰河 回复 kin

回复 |  删除

可以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发email给我

2013-12-09 16:26shicanrongcls

回复 |  删除

今年学长怎么不来浙大开下讲座呢  我也在上PPL  周四准备上去做个展示 介绍下Common Lisp

2013-12-10 02:37 冰河 回复 shicanrongcls

回复 |  删除

祝你成功

2012-10-24 10:53kuutys

回复 |  删除

讲座要是有录音就好了。

2012-10-25 18:20 冰河 回复 kuutys

有的，还有视频。主办方正在制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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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2-11-02 18:36higujunfeng

回复 |  删除

深受伞哥影响，在学lisp 和法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还要加油，伞哥！

2012-11-03 12:36 冰河 回复 higujunfeng

回复 |  删除

祝你早日学成！法语我感觉很难学，比西语和意语都难。

2012-10-24 10:21Stanley

回复 |  删除

"也许曾经想过，但现在我并不指望通过博客给其他人施加什么影响，从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态度；"这方面你

已经做到了。并且做得很好，改变别人生活是一件潜移默化的事情，并且这样的事情一般不会给你有任何

的反馈。所以你觉得做这件事情的效果不好。但是效果其实很好！

2012-10-28 12:48david 回复 Stanley

回复 |  删除

确实是这样的~

2012-10-28 12:37owensss

回复 |  删除

呜呜呜竟然不知道, 没听成...

2012-10-24 08:19GhostComputing

回复 |  删除

你的生活态度和方式我非常的欣赏和羡慕。

2012-10-23 14:12永福

回复 |  删除

第一次看到在博文里没有提姑娘了~

这也许就是“失去推广个人生活理念的热情”之表现吧

2012-10-23 10:19直立猿人

回复 |  删除

事实上大学里面真有你所期望运气好才会出现的大学生，我算一个，我一个学弟也算一个。而且我们的专

业不是CS。

2012-10-22 05:37prog012

回复 |  删除

网易阅读里边看不到2012年7月7日之后的文章，难道ding把伞哥屏蔽了？

 冰河 回复 prog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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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2 11:59

回复 |  删除

bug 吧

2012-10-22 06:36orz

回复 |  删除

下载pdf还要登录。。

2012-10-21 17:26poplarx

回复 |  删除

冰河，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错了：

是 an short introduction还是 a short introduction呢？

2012-10-21 17:31 冰河 回复 poplarx

回复 |  删除

是我错了，通宵赶工的结果。但事已至此我也懒得改 PDF 文件了。

2012-10-21 17:36 冰河 回复 poplarx

回复 |  删除

另外，如果从法语的观点来看的话，当前一个词的结尾和后一个词的开头都是辅音时，前一个辅

音是不发音的。所以即使我这样写了，读的时候那个 n 在语流中还是不能发音的。

2012-10-21 18:19Rhythm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这句未免强词夺理了⋯⋯

2012-10-21 18:39poplarx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呃。。我的耳朵接受了，眼睛没有。

2012-10-21 19:05 冰河 回复 Rhythm

回复 |  删除

呵呵，你知道吗？字母 a 在意大利语里是介词，相当于 to/in/on 之类的，我打字的时候实在下

不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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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p 讲座后的反思 2012年11月04日  

2012-10-28 23:34:22 |  分类：  学习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婚礼、个人对婚姻的看法，以及其他婚礼、个人对婚姻的看法，以及其他    

 

首先我要隆重祝贺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我在网易的重要联络人张丹君姑娘，于本周六 (10.27) 结婚

了。张姑娘是个好姑娘，温柔贤淑、持家有道⋯⋯ 看到她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从此有望过上

幸福的生活，我心里也就踏实了。和很多我有幸结识的好姑娘一样，张姑娘也曾是我（公开）表达倾

慕之情的对象之一；但张姑娘的不凡之处在于她既能婉拒我的好意，又能让我从多方面切实感受到她

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然后再通过其美貌、智慧、高雅的气质、开朗的性格、对事业的追求、以及对

生活的无限热爱让我无法承受失去这样的朋友，从而最终在我和她之间实现了双赢。另外，我少有见

到有新娘在婚礼中含泪完成仪式的，张姑娘是其中一个。这份对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的珍惜令我有所感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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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几乎每一个已婚的女性朋友都希望我早日找到姑娘然后结婚，但我在参加了这么多次婚礼以后，

愈发觉得婚姻实在不适合我，甚至两个人的生活本身跟我的日常生活模式也是完全不兼容的。别的不

说，仅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穿着古装嬉皮笑脸地揭新娘盖头这件事，就跟我道貌岸然的形象极不相符。

而且发自内心地希望一个人幸福（并偶尔为她做点儿事），和日复一日地牺牲个人时间（原本可以做

更多有用的事）来陪伴家人，完全是两码事。所以我越是不再年轻，越是珍惜人生中剩下的时光，就

越是不想走眼下多数同龄人正在走的路。所谓房子、金钱什么的越来越像借口，如果再考虑到我对目

前社会形势的悲观理解，现在就算天上掉下来一个房子给我，我也不敢用它来结婚。

一周来的工作还算顺风顺水，有条不紊地继续做项目、并协调各种资源为每月的新版本发布做准备。

由于项目交付时间变得非常灵活了，收入也不受项目交付的影响，所以我现在鼓励对所有项目进行最

彻底的研究，然后再用最可靠的方式来完成。换句话说，除了那些客户急需的重要修复以外，其余的

项目完全用最高雅的方式来完成而不受时间的约束，这样我就可以把产品稳步向前推进而几乎绝对不

会引入新的问题。另外我很多精力用在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例如那些可以明显改进开发效率的工具

级项目，这样一方面让我的组员高兴，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方便了许多——例如我直到最近才终于可以

在我宿主机的 Mac OS X 版 LispWorks 上直接运行和调试 G2 代码，也可以轻松地用 Xcode 编

译最核心的产品，当然这些成果是几乎永远不会发布给客户的。

如果说我的核心生活理念是 “不给社会添乱不给社会添乱” 的话，那么我的核心工作理念可以理解成 “只做好只做好

事事”。不管这份工作能坚持多久，只要确保在我的任内可以让产品永远前进而不做丝毫倒退就够了。

至于前进的速度则通常不是我所能掌控的。

周六下午去上了第一次正式的意大利语课。我所选择的这家外语学校每周六下午有 4 个多小时的课，

而我报了至少三个月的初级班。由于进度飞快，如果考虑到上课前的预习和课后作业的话，估计我今

后每周里整个周六再加工作日至少一个晚上都要花在这项学习上了。此外还要继续自学其他语言，时

间上可以说是相当紧张。但这一切却仅仅只是 个人兴趣罢了，说起来可能在许多人看来挺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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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修身养性 2007-10-28 11:51:00

    转载

不过从目前仅上的第一次课来看，我过去一年多来的自学是极其成功的。虽然因为报名晚了错过了整

个班的第一次课，但我丝毫没有感到吃力。再就是过去听教育广播时在教科书里留下的笔记是极其有

用的，现在再学一次只要小修小补就可以了。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课堂上的口语实践。我过去的学

习成果几乎相当于这里 7 个月的教学进度，所以基本上可以全程吃老本。我很欣慰。学费也很便宜。

前几天心血来潮统计了一下我家目前的语言类书籍规模，结果令我咂舌——原来过去不到一年里断断

续续地攒了好多语言类新书。具体的统计结果如下：（注意语言教材配套的练习册是独立计数的；这

里面还有纸质辞典和各种小的手册）

 按书籍数量排名 按书籍数量排名  类别 类别  数量 数量

 1  法语  11

 2  意大利语  10

 3  语言学  9

 3  西班牙语  9

 5  梵语  4

 6  德语  3

 6  日语  3

 8  拉丁语  2

 8  （古）希腊语  2

 8  （古）希伯来语  2

 11  葡萄牙语  1

 11  俄语  1

 11  阿拉伯语  1

相比我家总计 25 本的 Lisp 书（不含 AI 类书籍，但其中有半数是自己打印的），和整个计算机相关

书籍的规模来说，语言类书籍仍是少数。这个表格反映了我目前的语言偏好，以及对语言学本身和印

欧语系古代语言的重视。其中的 4 本梵语教材几乎就是目前市面上所能找到的全部了。虽然看起来有

些目标过大，但我并不打算全部学会，只要能精通其中两到三门，其他语言有所了解就可以了。另外

作为语言学爱好者，梵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具有启发其他语言学习、举一反三的神奇效果，所以一

定要学。

阅读(4104)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Lisp 讲座后的反思 2012年1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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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2012-11-03 06:57westlife

回复 |  删除

我目前正在学习Lisp，打算学习希伯来语！哪天有幸能见到大哥哥就好了！！

PS.我也在杭州，读大学！

2012-11-03 12:34 冰河 回复 westlife

回复 |  删除

祝你早日学成，Lisp 和 Hebrew 都是！其实我 Hebrew 字母表也已背得滚瓜烂熟了，就是还没

腾出手去学语言本身。

2012-11-05 03:21westlife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谢谢冰河哥哥！！！！！

2012-10-28 17:03poplarx

回复 |  删除

读完想说点什么，又不说了。 祝幸福

2012-10-31 16:59米勒云 回复 poplarx

回复 |  删除

也许他是对的，而绝大多数人是错的。

2012-10-29 16:06西晓

回复 |  删除

哈哈，学语言学去了~

2012-10-28 23:33

来自网易手机博客

桃迦

回复 |  删除

不知道为什么想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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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8 18:41nchen

回复 |  删除

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彪悍，入世一点。真心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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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个人对婚姻的看法，以及其他 2012年11月11日  

2012-11-05 00:01:09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2012年11月04日2012年11月04日    

本周是我 G2 职业生涯里的第 13 次月度产品发布，随着一个重要的 Linux 相关 bug（6 个月前无

意中引入）的修复，产品质量算是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不过 11 月到目前为止累积了将近 30 个各种

各样的小 bug，所以工作仍需努力，不敢有丝毫松懈。另一方面，我现在俨然成了上游客户支持团队

的救星，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都直接转到我这里来了，而我几乎总是能给出合理的答复。可惜这

些额外工作无法给我带来任何直接的收益，但我相信等到下个职业危机到来的时候会有人拉我一把

的。

周六上了第二节意大利语课，除去上个周六的试听课以外这算是正式交费后的第一节课了，我似乎给

老师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我第一次发现自己似乎已经在潜意识中掌握这门语言的生成规则了。通过课

字号

 评论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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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跆拳道 4 级升级留念 2010-11-04 21:24:0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转载

堂上的汉译意训练、即兴口语、课后的写作作业，以及跟老师在 QQ 上直接用意语对话等形式，我感

到自己逐渐可以像运用英语那样来运用意语了。虽然词汇量还很不丰富，经常要借助辞典和 Google

Translate 等工具，但从我这里发出的每一个句子都是充分理解了语法和词汇的结果。总而言之这个

星期里语言方面进步很快。然后我也在继续听先前下载的西语和法语教学 mp3，缓慢地积累自学经

验为日后报班强化学习做准备。

前些日子买了著名的辅助翻译软件 SDL Trados Studio 2011，为下一步翻译更多 Lisp 书和 G2

手册做技术上的准备。翻译工作有助于提高语言水平，无论是外语还是母语，只要不占用太多时间还

是值得作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来看待的。不过我的志向可不仅仅是英译中，我的志向是在世界上所有

主要语言间做任意成对的互译——机器翻译加人工校对。这方面最明确的目标就是将来为所有 G2 客

户提供用他们各自母语写成的软件手册和帮助文档。同时，作为客户支持的一部分，如果我可以直接

听懂那些英语不太好的客户的母语，那么很可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阅读(1803)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婚礼、个人对婚姻的看法，以及其他 2012年11月11日  

2012-11-05 01:52Galleric.Huang

回复 |  删除

向Versata提交了不下4个BUG和一个技术问题，到现在过去一个多月了，仍然没有得到答案。

不知道你是给他们解决的哪方面的疑难？

在下表示怀疑。

2012-11-05 03:24 冰河 回复 Galleric.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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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我知道你是香港那家公司的，我也看到你提交的 bug 了。但我们办事是有严格时间表的：前一个

月最后一周确定下个月所有项目的列表，然后用三周时间做项目，最后一周 QA 然后发布。你在 

10 月内提交的所有 bug 我们都还没有开始做，现在就开始，然后 11 月底提交含有 bug fix 的

新的月度发布，接下来技术支持部门还要对开发部门的成果进行验证和各种自动测试，除非紧急

否则大概要花一个月左右，然后才能发放给用户。这是软件工程的要求，所有大公司都是这样的

。

2012-11-05 03:29 冰河 回复 Galleric.Huang

回复 |  删除

另外，我不是 Versata 公司的雇员，没有义务直接跟客户打交道。我在本博客里透露的所有关于 

G2 的情况和计划都并不一定代表 Versata 的观点。如果你胆敢把从我这里获得的任何信息透露

给 Versata 方面的话，我保证你会后悔的。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最好只是看，不要再留言了。

2012-11-06 01:58G.Huang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不是敢不敢，我是懒得跟那帮阿三闲扯，客服速度慢的跟蜗牛似的。也没兴趣把我知道的事情告

诉他们。

你我之间的交流只是内部交流，也很感谢你能能耐心解答。

2012-11-06 16:52 冰河 回复 G.Huang

回复 |  删除

好吧。

告诉你个事情，你的那个 “A Terrible BUG with module GRTL and GDD” 我已经解决掉了

，我做了一个新的安装包让技术支持发给你了，请静候佳音。

2012-11-07 06:01G.Huang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还是你办事给力！十一分感谢。

那个阿三已经让我的项目延期了。

2012-11-06 14:45使者

回复 |  删除

每篇博客必看，最近的博客感觉写的不太认真

2012-11-06 16:53 冰河 回复 使者

回复 |  删除

最近很忙，并且也没发生太多特别的事。

2012-11-05 05:25sharprebol

回复 |  删除

冰河老师你好，我周一中午准时看你博客。我是一个电脑爱好者，想学习linux。冰河老师能推荐一些资料

和学习方法吗？希望你在百忙之中给一个回复。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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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05 06:30 冰河 回复 sharprebol

回复 |  删除

学 Linux 的话，强烈推荐《Linux 系统管理技术手册》，无论哪一版都很好。另外 Linux 发行版

众多，你在学习的时候应该注意你所学到的每一项 Linux 知识究竟是特定于一种或一部分发行版

的，还是通用于所有 Linux 平台甚至所有 Unix 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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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04日 政治、出版、人生、学习、姑娘⋯⋯  

2012-11-11 23:53:58 |  分类：  随想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2012年11月11日2012年11月11日    

2012年11月11日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话说前段时间公司例行体检时在 B 超那一项上出了点儿小状况：医生在我右侧甲状腺上发现几个不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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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事务处理 2013-11-10 17:01:52

Linux 用多了⋯⋯ 2006-11-11 04:49:30

理想⋯⋯ 2006-11-10 17:59:5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转载

大不小的结节。查了医书以后担心万一是恶性的，于是就去正规医院复查，验了几次血、再做穿刺和

病理检查。两个多星期里跑了好几次医院，稍带着把鼻炎和其他小毛病都治好了，最后结论是甲状腺

一切正常，什么事情也没有。

不过其实有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内心希望它最后能查出问题来，最好是绝症，但却还能给我最后

十年的时光，且不耽误做事。因为这样一来很多事情就好办了，甚至变得非常明显了：首先，我就再

不用考虑结婚，也不用再去招惹小姑娘们了，但可以继续守护其中一两个，看着她们成长并做些力所

能及的事；其次，我也彻底不需要买房子了，经济上也只需留下足够给父母养老送终的钱即可，最好

把他们送走了我再走；最后，我会把我所有剩下的时间都继续用在学习和工作上，其中学习是享受，

工作是为了创造。最终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还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东西——其中包括一个完整的人生

故事。虽然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无足轻重但没准儿身边的一些人会长久地记得我⋯⋯ 可惜现实是残酷

的，暂时没有这种好事。既要担心将来老无所依，又要提防随时意外结束生命。但日子还得过，所以

只能想开点儿，走一步算一步了。

我认为一个人可能达到的成就跟他设定的目标范围是大有关系的。假如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 10，

那我最后很有可能只做到 8；但如果设成 100，哪怕只做到 50 也远远超过了前面那个；如果设成

10 的 10 次方，那我就算只做到 10 的 3 次方可能已是前无古人了。当然，达成目标的进度也是很

有讲究的，大的目标就要有配套的完成方法，还像最初那样小步前进就太慢了。通常有知识的人再去

学新知识时就会比别人从头学同样的知识更快，我想这是因为博学的人更懂得整理知识，让自己头脑

里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框架，从而让许多新知识直接 “装填” 到预留好的槽位里。

有些事情我从没有像今天看得那么清楚，但遗憾的是短时间里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思路。但有一点我是

100% 确定的，那就是我永远不会为近年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决定感到后悔。这包

括我决定去喜欢和不喜欢什么人，决定去学习和不学习什么知识，以及决定从事和不从事什么工作。

但更重要的是，无论我正在走怎样一条路，今后都会继续走下去，从此再无岔路可言。

阅读(2450) |  评论(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2012年11月04日 政治、出版、人生、学习、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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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18 12:07chlisme

回复 |  删除

像你这样年龄增长心不老，总能反思自己的人很难得。好多人长大了以后就变成行尸走肉了。

2012-11-16 05:31yalun.org

回复 |  删除

共勉。

2012-11-13 06:06python

回复 |  删除

加油，冰河。。。

2012-11-12 14:40OhCoder

回复 |  删除

我喜欢这种人生态度，特意跑上来留个言！

2012-11-12 06:26Rhythm

回复 |  删除

看到中间绝症那段，不由得想起这个：http://www.jiankexing.com/post/988.html

2012-11-12 03:27tao

回复 |  删除

但是如果活得更久就可以做出更大的成就。如果你某一天你会希望自己活得更久。所以还是祝你身体健康

，做你喜欢的事情。

2012-11-12 01:04test

回复 |  删除

目标设成100，为什么就能“哪怕只做到 50 ”，为什么不能是7？

2012-11-12 03:08 冰河 回复 test

回复 |  删除

所以只有潜力无限的人才能这么干。

2012-11-11 17:00天天吃好

回复 |  删除

赞 ，目标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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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年底了，忙碌中感觉时间过得飞快。现在我恢复了所有体育训练，每周毽球和跆拳道各两次，再加

上周六要去上外语课，因此在事实上已经没有一天能完整地呆在家里休息了。放眼望去，还有许多未

完成的任务，为了今年能写出一个满意的年鉴，我实在是不能有半点儿松懈。不过其实也不是特别

忙，因为至少我还有时间思考和反省，最重要的是我有大把的时间一个人静悄悄地度过，这时内心的

声音听得格外清楚，生活中的几乎所有细节都预先在头脑中形成模型，经过模拟确认无误后再加以实

施，然后再用得到的真实数据改进模型⋯⋯

作为不求上进的守法公民，我对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没什么寄托，爱咋咋地吧。我现在觉得我们已经是

真正的民选政府，事实上的民主社会了——党的缺点就是人民的缺点，而贪污腐败正是人民的本质。

我这样说是基于一个明显的事实：如果便宜就在眼前，几乎没有人会拒绝。中国社会绝对是一个弱肉

强食的社会，有钱的欺负没钱的、有权的欺负没权的、甚至有智慧的也可以欺负没智慧的。受欺负的

人唯一反抗的方法是避其锋芒——跟有钱人比智慧，后者再用金钱去摆平当权者，以及诱惑那些有知

识的人。

IT 图书出版界正在瞎折腾，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现在觉得盲目追逐新技术是目前 IT 从业人员最大
的危险，无数宝贵时间都浪费在那些转瞬即逝的无用知识上了。出版社的同志们每天挖空心思去找寻
国外的新兴技术，在微博上声嘶力竭地鼓动人们投身到各种新兴技术相关的翻译和写作中来，这样做
在我看来无非是为了出版社本身的生存。然后一群没有正经事可干又想趁机赚点儿外快的二货跟在后
面一起折腾。结果是我现在走进新华书店再也找不到什么有购买价值的 IT 图书了——除了那些再版
的经典著作。我决定（至少是暂时）离这些人远一些，包括其中有些私底下关系还不错的，以免耽误
了其他更重要的事。如果我将来真要开始写书了，我要确保前言是这个样子：“在我学习 XXX 的第
10 个年头，终于决定写一本填补空白的书”。

上周的博客里多少有些悲观，但经过一周的继续思考以后其实也没有多大的改观。碰巧本周微博里传

出关于 “抗癌漫画家熊顿去世“ 的故事，我简单看了一下，似乎主人公在偶然查出绝症后只过了不

到一年就去世了，而且似乎病因也是完全随机的，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虽然故事很不幸，对于有

才华的人不幸去世感到惋惜，但我能感觉到主人公的恐惧和绝望，以及重生的希望。尽管完全是站着

说话不腰疼，但我希望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可以更加冷静地面对，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保持平和的心情，有尊严地面对。我个人比较欣赏电影《非诚勿扰2》里那个李香山的做法。我至今

仍然怀念我那因癌症去世的计算机启蒙老师，其他处于人生的各个阶段的人几乎都有认识的，再加上

我那些刚刚生小孩儿的朋友们。如果把所有这些人的生活串在一起并且假想成我自己的，那么可以说

其实我已经活过一次了。于是何不把眼下的这次当成是第二次呢？如果是第二次的话似乎应该做些不

同的事情了。

工作方面仍在继续研究我的 G2 和 Chestnut。顺便开始为 usocket 开源项目写代码准备年内的大

版本发布了，后者确确实实是不能再拖了。最近 SBCL 的新版本合并了 Win32 threads 分支以后引

入了新的底层特性，相关的跟时间处理有关的 usocket 网络代码有可能可以用更加简洁高效的方式

重写了，这些事情如果我不去做就没人去做，或者会继续拖延下去。P. S. 关于工作的细节以后不再

详加介绍了，因为不希望再引来产品的客户围观。

语言学习方面本周有两大进展。首先是在梵语方面，差不多有一半的天城体字母我看着它们可以想到

读音了。我认为时间积累而成的了不起的进步，通过文字形成自然的语音观念，是学习非拉丁字母类

语言的基础。我从小就在外祖母的教导下熟读日语假名表，至少平假名部分只要一看那些字母就立即

像看到汉字那样想到发音，这件事对我后来自学日文（没学成）起到了极大的帮助——至少从一开始

就是入门状态。当今世界上的几大主要文字体系：拉丁字母、希腊字母、俄语斯拉夫字母、梵文天城

体字母、希伯来字母、阿拉伯字母、汉字、日文假名，以及韩文。除了韩文和俄文我完全没有涉猎以

外，其余的都认识得差不多了，其中一半竟然都是过去一年里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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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没天理了 2007-11-18 19:33:1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转载

语言学习的另一个重要进展就是朋友推荐的 duolingo 网站，一个新兴的创业项目。我最近所有蹲厕

所和坐出租车、公交车的时间里都在手机上玩这个应用，同时在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和葡萄牙语上

都有所进步。只要有英语基础就可以通过对照翻译逐渐领悟其他几种语言的句法和词汇，形式新颖，

学习效果很好。在此强烈推荐给相关语言的学习者。我希望它以后还可以支持意大利语（目前已经可

以让意语母语者学英语，但我更需要的是英语母语者学意语的版本）。

我心爱的姑娘上周告诉我准备明年毕业后出去留学，我表示理解并且事实上早已预料到这种可能性

了。我还没有找到机会告诉她我的想法，那就是无论她走到哪里我都打算奉陪到底，即便最终不能在

一起也要把护花使者的工作干好。（当然顺便我也趁机出去转转，实践一下各种累积的知识和才能）

阅读(3081) |  评论(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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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23 05:08凝子

回复 |  删除

党的缺点就是人民的缺点，而贪污腐败正是人民的本质。我这样说是基于一个明显的事实：如果便宜就在

眼前，几乎没有人会拒绝。中国社会绝对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有钱的欺负没钱的、有权的欺负没权的

、甚至有智慧的也可以欺负没智慧的。

能说出这话的,好有智慧:

2012-11-24 12:22天天吃好

回复 |  删除

商务出版社的 《逻辑论》(虽然这批印刷很烂。。)和 朱德熙的 《语言分析讲稿》，《语法讲义》这3本也

不错。。推荐收藏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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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22 14:25zarzen

回复 |  删除

好欢乐啊～哈哈

2012-11-21 17:03poplarx

回复 |  删除

上边的环球科学真不少。。。。

2012-11-22 03:53 冰河 回复 poplarx

回复 |  删除

1999-2012

2012-11-19 06:06Stanley

回复 |  删除

谢谢你推荐的  duolingo 网站 ，对了，曾几何时，你又找到小姑娘了。。知识的力量果然不可小觑。。

2012-11-19 02:57igoogleyou

回复 |  删除

lz 加油 哈哈！

2012-11-19 02:47彪悍排骨男

回复 |  删除

关于IT图书实在不能同意更多了，时下一堆翻译的洋文书，翻译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太浮躁了。不过国

内真正沉下心来写的原创书大多都是精品

2012-11-18 19:20Ricepig

回复 |  删除

不错的，尤其是姑娘这件事情上，祝你早日成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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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气渐冷，逐渐开始过渡到冬装了。我的着装理念是给自己不断地打补丁——四季的衣服其实都

在身上，以夏装（短衫）为基础，外面逐渐加套春秋装（衬衫）和冬装（风衣），过了元旦以后再把

衬衫升级成毛衫，春节期间小风衣外面再套大风衣。这样到了任何环境下都迅速调整到最佳着装状

态，充分体现了我一贯的 “以不变应万变” 原则。另外因为不运动时心率较缓，等血液流到手指时

已经基本没热量了，所以天气稍冷就要戴手套；但又不能影响使用 iPhone 的触摸屏以及其他精密操

作，于是手指部分都要露出来，最后的整体保暖效果非常有限。昨天自拍了冬季前半部分的定装照以

后，很多网友讽刺我的手套，于是今天出门路过户外用品店时顺便升级到了新版本，可惜没空补拍新

照片了。

我认为一个具有严谨工作作风和事业心的人，其生活和日常言行中也应该有所体现，因为所有这些都

只是同一个更底层的属性所反映出来的现象罢了。不存在工作表现优异，但个人生活乱七八糟的情

况，即便存在也必有某一方面是装出来的。同样道理，网上新闻里介绍那些道貌岸然的贪官污吏时总

是不忘指出他们出事前是如何的工作认真、成绩斐然，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精神分裂了。不过类似的

精神分裂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风气，层次地位越高的人问题越严重。譬如国家领导人的各种严肃

的会议讲话就是一种最典型的分裂，我难以想象他们能发自内心地说出那些延续多年的以共产主义为

基础的套话，或者晚上回到家面对自己的家人，看着满屋子的私人财产，然后还把公有制挂在嘴边；

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们一面以振兴国家为己任，一面肆无忌惮地敛财。甚至连很多年轻的姑娘们也一边

向往着纯真的爱情，一边想方设法地嫁给有钱人。 放眼整个社会，正直、纯粹、脱离低级趣味的人真

是越来越少了。我想这也是我朋友不多且至今无人相伴的真正原因。

这个星期里一直在紧张地工作，因为又一个月度发布就要结束了。我不想谈论任何细节了，只能说在

外包平台日益萎缩的背景下我所维护的产品的发展速度仍然像一年前那样快，很多长久以来存在的重

要问题正在有条不紊地逐个解决掉。如果仍然有客户在关注这里，我希望他们了解：只要还有我一个

人在，没有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也许有一天我会离开杭州，离开目前的岗位，但在那之前我一定会给

自己找到另一个更高的位置来继续管理整个产品。我想没有几个人有我这样的幸运，无意中开始学习

一种编程语言，学成以后又找到了维护用这种语言编写的大型商业软件的工作，然后以多种形式为之

工作了四年（2009-2012，我的博客记录了几乎全部这些历史），并且还将继续下去，直到找到足

够好的接班人代替我为止。

如前所述，外包平台正在日益萎缩。我判断其萎缩的依据很简单：现在所有产品已经不再通过竞标的

方式来做项目了，而是每个产品固定交给一家公司来处理，每月拿定额收益。同时很多之前工作流里

的职能人员和做得不太好的公司就这样消失了。G2 很幸运地拥有我，从而在风云变幻的形势中保持

住了产品质量，相比之下 Versata 的其他产品就悲惨多了。那些几十年沉淀下来的大型软件被改得

bug 越来越多，我感到很可惜，但也无能为力。那些既不写代码也不关心代码的管理者们可能错误地

认为一个产品如果发展良好是因为他们对整个相关工作流设计得好，但其实只是简单地因为产品里的

新增代码写得好——产品 bug 总量减少，性能也提高了。越来越好的产品可以最有效地维系住客

户，CEO/CTO 定期和不定期的客户回访永远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本周在自然语言学习方面没有明显的进步，脚步依旧稳健但稍微放慢下来了。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工作

太忙，另一方面是因为意大利语课程进度飞快、临近期中考试不得不开始复习巩固的缘故。自然语言

的运用方式和计算机语言很不一样：编程序的时候如果我一时忘记了什么函数和算法可以马上去查文

档，然后仍然可以写出好的代码，只是稍微多花一点儿时间罢了；但自然语言的知识大多需要直接记

在脑子里，尤其是各种常用和领域相关的词汇，这就需要极大的毅力和很多时间。（某种意义上讲，

我给自己选择了最困难的学习方向，十几种语言的知识并存在头脑里想不引起混乱是有些困难的）另

外说起来这 1800 元的学费还真是不经花，每周六下午 4 个多小时课，上到第 7 次课时（我报名时

错过了第一课）就已经是期中考试了，再有 8 次课我就要结束整个初级课程了。这样算起来每个月的

语言学习费用要在 500 元左右，大约相当于我每月房租的四分之一，在我各门类的开销里算是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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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浪费时间 & 受害者 2007-11-25 04:33:58

Linux World ZJU 2007 2007-11-24 17:56:4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转载

的了。

我在考虑现在杭州地铁自从本周六起顺利开通以后我还有没有必要继续纠结明年的居住位置问题了。

因为想来想去都觉得其实无论住在哪里都是有利有弊，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阅读(2804)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政治、出版、人生、学习、姑娘⋯⋯ 关于人生的意义  

2012-11-28 15:11poplarx

回复 |  删除

感觉领导的人格是不分裂的。私产是个人利益，假大空发言是为了政权利益，永远都是利益。

2012-11-27 10:36周曙光

回复 |  删除

骚年，笑一个

2012-11-26 14:32Pyrolater

回复 |  删除

智者随身所负，即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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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26 11:12westlife1987113

回复 |  删除

每周一晚上看冰河哥哥周日晚写好的博客是我每周最美好的时刻！

对了，哥哥手里拿的大伞是不是长棍式5.11伞啊？？

这种伞有折叠式的，方便些，我的那把就是长棍式的，不方便，整个伞快2斤重！！又这么长，杠杆效应明

显，长时间一只手拿着把手比较费劲！我过些日子买把折叠式的。

2012-11-26 06:17逸勤才子

回复 |  删除

“一个具有严谨工作作风和事业心的人，其生活和日常言行中也应该有所体现，因为所有这些都只是同一

个更底层的属性所反映出来的现象罢了。” 赞同伞哥观点！只要有心并用心地秉持一种像经纪人或程序员

一般严谨的生活（工作）态度，类比到生活中，那些大小事宜也都是能够完成得像教科书一般井井有条，

像程序一般有章可循。什么丢三落四不整洁的，统统删除！

2012-11-26 05:41Stanley

回复 |  删除

永远不变的是那个眼神。。。

2012-11-26 03:36zhang_411

回复 |  删除

手套还可以啊。半截手套，以前经常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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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冬过程中的些许感悟 2012 年底冲刺  

2012-12-03 00:27:41 |  分类：  生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关于人生的意义关于人生的意义    

 （最近烧坏了一个不错的壶，纪念一下）

今晚拜一个传说中自杀的浙大学弟所赐，难得在微博上讨论了一下人生的意义，我决定在这里继续简

要补充一下自己的观点。（顺便感谢一下新浪微博在百忙之中提供了便利的讨论平台）我的原话是：

如果考虑所有的方面，那么人生确实是没有意义的。但即便如此仍然有必要活下去：既是为了个人享

受，也是为了让那些傻乎乎的从不思考人生意义的人们能因我的贡献而活得更好一些。

这里的 “个人享受” 有几方面的意思，其中有一种我称其为求知欲。我迄今为止所做的广泛学习，

并非每样都对工作有帮助，其中没有直接帮助的那部分，本质上只是一种个人享受而已。所以我很惭

愧地希望读者们今后别再因为我掌握了更多知识和技能而称赞我和鼓励我了，其实我基本上只是在自

娱自乐而已。即便如果我在分享我学习心得过程中无意地帮到了什么人，我谨表示欣慰但也绝不敢把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0/08/18, 21:36 -  - 

Pagina 2 di 4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211211463258/

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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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sbcl, asdf 和 cl-launch 编写可分发的 lisp 程序 (2) 2006-12-03 15:42:1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转载

丝毫的功劳揽在自己头上。

另一种是成就感。这是导致我努力工作的主要原因。所以工作对我来说本质上也是一种个人享受，但

这种享受有良好的副作用——我内心之外的世界也受到了好的影响，例如我的直接工作成果可以帮助

很多客户更好地完成他们的业务。读者也许会说工作最重要的作用应该是维持生计以及为我其他生活

享受提供物质基础。虽然不可否认却是如此，但我有两点事实也许可以用来反驳：首先，我曾放弃过

很多可以赚比现在更多钱的工作机会，很多过去极为擅长的工作技能如今已几乎不再运用了；其次，

我在目前的工作中也更加注重工作成果本身也不是公司对我整个工作的理解和评定——从而也影响了

收入。

最后说说那些 “因我的贡献而活得更好一些” 的 “傻乎乎的从不思考人生意义的人们”。其实通过

微博讨论马上可以看到，大家基本都不傻，我所考虑的问题很多人也有考虑过，甚至得出的结论都是

相似的，平时只是假装不思考罢了（我认为那些主张回避人生意义问题的思想是不可取的，因为任何

意义上的回避都不是积极的人生态度）。但不论别人怎样，我希望自己对别人有所影响（但又不愿刻

意去做到这点），这是一个早已充分表明的观点。所谓 “影响” 当然不仅仅包括言论和通过言论所

反映出的生活态度，也必然包括我给世人留下的些许成果。但这些还不是我最想说的。我真正想说的

是，我不能只因为我自己想要得到什么就去追求一个人，而是要看自己是否被别人所需要。所以等到

了跟我心爱的姑娘做最后表白的时候，我将只问她根据多年的评估是否需要需要我和她今后一起生活，如

果结论是不需要的话我转身就走绝不纠缠，然后继续努力完成我其他的那些人生目标。

阅读(3611) |  评论(1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过冬过程中的些许感悟 2012 年底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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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15 01:39Stanley

回复 |  删除

"我将只问她根据多年的评估是否需要我和她今后一起生活，如果结论是不需要的话我转身就走绝不纠缠，"

这样的追求方式太简单直接了吧？

2012-12-07 16:20poplarx

回复 |  删除

我回忆起了这个，呵呵：

http://video.sina.com.cn/v/b/83579087-1672292283.html

人生确实没有意义，不过是化学物理数学罢了。不过我饮茶的时候，感觉真的很爽！:) 那个结束自己的学

生，想必是“聪明”过头了。站在月球俯视，吾等皆蝼蚁。

想做一个hacker,更想做一个马马虎虎的life hacker.

2012-12-04 17:26Rhythm

回复 |  删除

不断满足求知欲，本质上跟吸毒差不多，都是一种“上瘾”。只不过前者产生积极的副作用因而被推崇，

后者产生消极的副作用因而被排斥。

2012-12-05 07:50chlisme 回复 Rhythm

回复 |  删除

那请问：吃饭、喝水、睡觉、说话等等是不是本质上也和吸毒差不多呢？

2012-12-05 10:39 冰河 回复 chlisme

回复 |  删除

前三项不是 “成瘾” 行为，因为不做会死。最后一个 “说话” 纯粹是社交需要，别人问你话难

道你不回答么？

2012-12-04 11:04zarzen

回复 |  删除

有信仰会好一点。

我觉得人是带着使命降生的。那些有天赋的，既然受到恩泽，就总是多点责任。就像冰河你说的“为了让

那些傻乎乎的从不思考人生意义的人们能因我的贡献而活得更好一些”然而这种使命，对于个人而言是没

什么意义的，但是对于整个人类进程总是有意义的。

而人类进程的意义，在熵增加这样的自然规律下，像是一种反抗。这种反抗是非理性的，所以我觉得感性

的价值是人的意义。

（我的一些想法。最后，冰河我觉得的你“表现”的太理性了）

2012-12-03 15:15Lady & Bird

回复 |  删除

冰河你这句“只问她根据多年的评估是否需要我和她今后一起生活”太理性了，显得冷冰冰的，除非那个

姑娘真的很知性也很懂你，她才会明白这句话背后的含义。个人小小建议，在这句话之后加上一句，“我

很想我们在一起照顾你一辈子”。

2012-12-03 15:19Lady & Bird 回复 Lady & Bird

说最后一句的原因是，既然需要是相互的，那么在询问“要看自己是否被别人所需要”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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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我们也应该表达出来，自己也需要别人。其实让对方感受到自己被需要，也很重要。

2012-12-03 15:24Lady & Bird 回复 Lady & Bird

回复 |  删除

我不知道冰河对“自己也需要别人”这个观点怎么看，比如我自己吧，一个人住了六年，虽然大

部分时间和自己相处还算不错，但有几次心情低落的时候望着空荡荡的房间，不禁也感到形单影

只的凄苦。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人生伴侣”这个词里有个“伴”字的原因吧。

2012-12-03 17:35 冰河 回复 Lady & Bird

回复 |  删除

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2012-12-03 06:33kangkang4063@126

回复 |  删除

需求是可以被创造的

2012-12-03 05:21zhangyou1010@126

回复 |  删除

受伞哥影响，我决定以后每周也写一篇博客。

2012-12-03 02:42westlife1987113

回复 |  删除

最后才是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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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生的意义 月度中期报告  

2012-12-09 23:31:11 |  分类：  Lisp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2012 年底冲刺2012 年底冲刺    

上周意大利语的期中考试最后只考了 70 分，深感惭愧，主要还是很多单词尤其是那些没用的名词

（猫狗之类的）记不牢。其实班里最高分也就比我多考了 3 分而已，还有俩 30 多分和几个逃掉考试

的。我认为我们漂亮的意语老师的教学能力基本上是 50 分左右，凡是考试超过 50 分的都是以前多

少自学过的。不过我还是痛定思痛决定好好背单词，回来以后就开始了庞大的计划，把整本教材的单

词表手工录入到 FileMaker 数据库里然后用 SQL 查询来彻底分析里面的同义词和近义词以澄清记

忆。这项工作目前进展顺利。

自从上周谈完人生意义以后我以后就不想再谈了，主要是这下已经把事情彻底说清楚了。于是接下来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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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Linux World ZJU 2007 (2) 2007-12-08 18:17:4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转载

全面转入年终的各项实务，然后准备撰写今年的年鉴了。除了继续工作以外，年底之前还有几个重要

任务需要完成。

其中最要紧的是 usocket 项目的新版本发布。上次发布还是 2 月底，近一年来各 Common Lisp

实现的进展还是有的，其中进展最快的应该是 ECL 和 SBCL，以及支持 SMP 的 Allegro CL 9.0。

累积的 bugfix 需要 release 出去，新特性也要攒一些才能发布大版本。目前最重要的是对 ECL

DFFI 模式的支持，以及 MCL 的 UDP 支持。不管怎么说，过去几天里我已经写了很多新代码，接下

来两周里应该可以顺利完工发布了。语言学习方面，如有可能的话我希望把西班牙语的入门课程学完

（目前学了正好一半，但已经花了四个月），这样可以给年鉴增色不少。

上周四晚上应邀去跟昔日的 MSTC 旧友们吃饭 [1]，因为在 Google 总部工作的学长 SeSe 回杭访

问。多日不见的好友难得相聚一次，席间我们简要谈了一些 Lisp 语言特性方面的独特之处，以及

Google 最近收购的 ITA Software 公司——世界上最大的 Lisp 程序员雇主。SeSe 跟我说如果我

想去这家公司的话他可以帮忙，不过我暂时婉拒他的好意。因为相比 ITA Software 的 Lisp 软

件 QPX 来说，目前 Gensym G2 更需要我——因为除了我和我同事俩人以外再没有其他开发者了。

所以我决定继续在目前的状态下干下去，等将来走投无路再考虑其他 Lisp 工作。

总之，我很忙。在这个节骨眼上要尽一切可能地避免节外生枝，在最后三周里顺利完成各项工作就好

了。

阅读(2654)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关于人生的意义 月度中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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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09 08:39LispABC

回复 |  删除

冰河大哥，有个问题想请教，我用lisp编写矩阵操作函数，500*200的矩阵赋值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循

环会那么慢呢？先谢过~~

2012-12-10 02:58westlife1987113

回复 |  删除

Google总部？是美国的吗？还是Google中国？

2012-12-29 06:14 冰河 回复 westlife1987113

回复 |  删除

当然是美国总部。

2012-12-10 14:37westlife1987113

回复 |  删除

冰河大哥，我又忍不住要问了，目前有哪些职位能做lisp啊？我很想以后做这个啊！！！不甘心做个业余爱

好者啊

2012-12-10 02:58westlife1987113

回复 |  删除

Google怎么也用Lisp了！？

2012-12-10 11:10 冰河 回复 westlife1987113

回复 |  删除

Google 不用 Lisp，它只是收购了最大的 Lisp 软件公司。

2012-12-10 14:32westlife1987113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哦，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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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一直在紧张地执行既定的年终工作计划。同时工作上还有所创新，在 Linux 和 Solaris x8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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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成功地用 SunStudio 集成开发环境编译并启动了 G2 Server。产品底层代码稍加修改就顺利移植到

Sun 编译器上了。这样 Linux 下的开发工作也受益匪浅，因为今后可以像在 Visual Studio 里一样

方便地调试产品代码了。Solaris 始终是重要的商业 OS 平台，迟早有一天上游会询问我是否有可能

提供 Solaris 版本的产品，所以我要一如既往地提前有做准备。等明年春节回来再买台 SPARC 台式

机放办公室里，运行 Liquid Common Lisp 5.0.2 并重新维护 G2 的 SPARC/Solaris 平台移植。

其余时间则被 Windows 下的 MFC UI 项目所困扰，痛苦地研究 Codejock Xtreme Toolkit Pro

(XTP) 的 MFC 控件库源代码，并试图给产品里添加一个客户要求的匪夷所思的新特性。XTP 库应

用广泛，就连 FileMaker 的 Windows 版也用它，如果我能逐渐领会 UI 编程的思路，以后就可以填

补整个团队的空白了，这个努力很值得。

开源项目方面从上周末开始研究为 Macintosh Common Lisp 添加 UDP 协议支持 API 的可能性，

方法是扩展其原有的 TCP 协议支持，而后者竟然用的不是通常的 BSD Sockets 而是一种古老的源

自 Mac OS 8 时代的 OpenTransport 接口。所幸文档还是能找到的，在读完了 800 页的编程手

册以后始有所悟，只是后来一时忙于工作没能开始实际写代码。但我已经跟 ECL 开发者承诺在圣诞

节之前发布 usocket 0.6.0 了（因为新版本增强了对 ECL 的支持），绝对不能食言。所以这件事是

我接下来一周的主要任务，工作上的事情反而优先级一般，因为所有的高优先级都已经处理完或者不

由我负责了。我特意准备了一个 Mac OS X 10.5 虚拟机专门给 MCL 写代码。维护一个已经差不多

死去的 Common Lisp 实现并从头学习一个已经死去的网络协议栈，这对很多人来说意义不大，但

我学东西很快，而且把这项工作视为对 Lisp 史（Macintosh 分支）研究的一部分，所以别人不想做

的事情就由我来做吧。

其他方面，意大利语课程进展顺利。这次真的是彻底理解了上一次自学时没学扎实的部分，另外由于

一部分同学放弃了，课堂里人数变少平均每个人的参与度大幅提高了，结果学习质量和教学质量竟都

有所提升。我那个班里的同学几乎全是学美术的，绝大多数是在校学生，逐渐地开始结识她们了，同

时我过去的某些事迹也开始逐渐为她们所知了。不管怎么说，这次学习经历是有用的，学费是完全值

得的。不过就算能够跟某一两个意大利语姑娘成为朋友的话，我也不怎么觉得这是缘分了，因为哪怕

我去学法语班或者西语班，总有另一些潜在的姑娘们在等着我。另一方面，我很清楚自己的第一选

择，这在最近的两三年里从未改变过，该领域唯一的问题就是还没想好究竟谁才是第二选择。为了迎

接明年4月份的新一轮发情期，这次我要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其他语言方面暂时没有进展，目前来看

恐怕只能留给明年了。我要坚持自学西语，然后报个班学法语，其他的再议。今年一年里的学习成果

其实已经很丰硕了，年底如果各方面都搞得太紧张反而本末倒置，毕竟我其实是在自娱自乐，毫无外

界压力。

再剩下的问题就是一月份房子到期以后的该怎么办了，如果发现杭州的房租还在大幅上涨的话我就不

要搬到市区了，理由是去市区的打车费总比每月固定增加的房租便宜。新闻里听说北京的房租已经涨

得不像话了，希望我身在北京且没有买房的朋友们保重。（实在不行就回来吧，尽管杭州也好不了多

少）每当想到这些，我倒觉得真该学好那些外语然后去欧洲抄底了⋯⋯ “姑娘” 只是借口罢了。

Networking With Open Transport.pdf(2.98M)   
下载 HTML方式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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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LispWorks 5.1.2 Patch Release 2008-12-17 10:56:5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2012-12-20 04:34G.Huang

回复 |  删除

感谢你修复了Icon-rotate的BUG，一个下划线解决了好多问题。

但新版本Oracle的桥down掉了

2012-12-20 08:03 冰河 回复 G.Huang

回复 |  删除

oracle 的问题正在修

2012-12-16 18:08wuw8

回复 |  删除

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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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2，Prolog ... 2013-12-22 19:52:32

为 SBCL 添加 GBK 编码支持: bugfix 2006-12-22 19:59:44

    转载

年底前的最后一周终于开始了。上周没什么明显的成绩，倒是工作上临时出了点儿小状况，然后又平

息了。其实本来是一场误会，但我一年到头眼看着发年终奖了，对来自上面的工作评价特别敏感，稍

有不妥就强烈反击。所幸后来误会基本澄清，一度破裂的人际关系又恢复正常了。我有个不太好的方

面：工作态度过于认真，凡是潜在妨碍我工作的人，无论之前建立了多好的人际关系都会翻脸无情。

而且我目前的处境是比较尴尬的：把维护 Lisp 宝贵遗产看得太重，以至于把这个产品当作了我自己

的，而各级产品经理和管理者从历史上看反而是经常流动的；钱没赚到多少但人却得罪了很多，尽管

我很有技巧地尽量避免自己被孤立——总是团结一部分人来反对另一人。我也借此机会跟上游的工作

伙伴们表明了我对整个平台的态度：如果一个产品碰巧被维护得很好的话，那并不是因为领导者们对

工作流程设计得好，而只是因为参与该产品的那些人碰巧都是好的，依据就是同样的游戏规则下已经

没落了无数的其他产品了。当然游戏规则也是非常重要的，它规定了每个人可以从中得到多少利益。

同样道理，我国近年来高速的经济发展，现在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并不是因为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得好，而只是因为广大劳动者们被剥削得越来越多了，大家为了维持原有的

生活质量不得不更加玩命的干来弥补被抢走的那部分。像我这种死活不上套的人应该是国家最痛恨的

一类人吧：既然知道自己是不受欢迎的那类人就应该少惹事生非，尽量避免被国家注意到，闷头去干

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过一天是一天。

意大利语进展神速。现在上课时不但可以流利地即兴构造出很长的句子，而且词汇量在各种软件的帮

助下也有很大提高。不仅课程进度完全跟得上，而且自学进度已经逼近教材第二册的中间位置，所有

语法的临近结尾处了。这跟我去年秋天以来持续的努力和兴趣保持是分不开的。现在我感觉意大利语

已经深深扎根在头脑里，不会被其他新学的同类语言尤其是西班牙语所干扰了。另一方面，试图在年

底前把西班牙语基础课程自学完的计划失败了，我还盼着早日学成西语然后驾着七色彩云去找西语小

姑娘呢⋯⋯ 不管怎么说，西语太简单，只要自学就够了，我永远不会去上西语培训班。明年将是语言

方面收获的季节，至少有三门语言（意、法、西）应该可以领到证了。

接下来的一周是产品月度 release 的测试周，连续工作六天，代码 merge 到 trunk 再把安装包做出

来也就差不多了，压力不大。我的开源项目代码还没写完，抽时间继续写，下周内发布。圣诞节期间

估计是见不到什么重要姑娘的，但礼物却已准备好了——任何事情一旦成为习惯以后其重要性就逐渐

不那么明显了。但我应该努力超越个人的欲望和得失，甚至个人的喜怒哀乐，把我护花使者这份没什

么前途的工作继续做下去。

最后希望元旦假期来临前可以有个好心情。下周日的例行博客，继上次元旦以来的整整第 50 篇，将

发表我整个 2012 年的年鉴（可参考去年的版本）。

阅读(2670)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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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2012-12-27 05:500810030219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目前自学lisp，希望能把lisp发扬光大，只是迷惑怎么能找到一份更利于学习lisp的工作，希望

能指点

2012-12-30 16:44zgh42 回复 0810030219

回复 |  删除

已经读完并且读懂冰河建议的那几本书了吗？

2012-12-27 08:25Stanley

回复 |  删除

你桌上放的是什么相机啊？那么大？

2012-12-27 16:08 冰河 回复 Stanley

回复 |  删除

佳能 EOS-1D Mark IV

2012-12-27 08:24Stanley

回复 |  删除

期待精彩有创意的年鉴。

2012-12-24 01:25萬軍

回复 |  删除

护花使者很有前途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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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而又难忘的 2012 年，在那部同名科幻电影所暗示的 “世界末日” 阴影里终于悄然过去了。当

我逐篇翻阅过去一年里每周积累下来的总计 50 篇博文时，真心觉得自己实在是不容易，365 天、

52 个星期里竟然可以有那么多的事情发生。不过有件事我是相当确定的：我的每一年都比上一年过

得更精彩。人生虽然短暂，但如果未来的每年里都能至少达到我在 2012 年时的水准并且还有逐年提

高的话，那么我在 50 岁的时候就可以说是不虚此生了；60 岁的时候我将感谢上苍能够让我活得这

么久，70 岁的时候建议自行了断以免开始走下坡路。

接下来我要从 9 个具体方面简要说明过去一年里的所处理的主要事务及其进展，分别是：工作和公工作和公

司司、工作本身工作本身、语言学和具体语言语言学和具体语言、资产情况资产情况、感情生活和姑娘们感情生活和姑娘们、毽球事业毽球事业、跆拳道事业跆拳道事业、朋朋

友们友们，以及其他贡献其他贡献。（建议不同的读者跳过那些不感兴趣的部分）

1. 工作和公司1. 工作和公司。

我在 Glority 经历了第一个完整的年头，累计工龄还不到一年半。这一年里我彻底进入了状态，专

攻 Gensym G2 外包开发事务。2 月份以前曾被手下缺乏开发经验组员们拖累导致工作压力剧增，3

月份开始自从 Jingtao Xu 加入公司以后工作状况开始逐步得到改善。六个月以后由于上游外包平台

的变动，我们公司进一步成为整个 G2 产品唯一的开发团队 (LBP) 并且开始赚取每月固定的项目收

益。起先我担心自己团队的技术实力不足以覆盖整个产品的所有方面，一度强烈抵制 LBP 计划并跟

公司管理层激烈冲突，后来不得不面对现实但随即发现工作并非预想得那样困难，2012 年的最后三

个月里我们成功解决了所有的经手项目，整个 G2 产品的质量也有明显提高。

另一方面，公司似乎在走下坡路，并且逐步失去了上游 DevFactory 外包平台除 G2 以外所有其他

大型商业软件的开发权，目前公司的相关业务里仅剩下我的开发团队和一个基于 TestComplete 做

自动化测试用例的小组。由于外包行业的持续萎缩和各种其他原因，过去一年里公司失去了不少人

才，目前总人数应该持平或略低于我 2011 年 8 月入职时的水平；希望当我到达三年预期工龄的时

候公司还健在。

2. 工作本身2. 工作本身。

过去一年里持续不断地参与改进 G2 产品。随着代码经验的日益提高，我终于在 7 月份的时候初步

完成了 Versata 公司 2009 年初制订的 G2 多线程计划（代码名：SymScale），遗憾的是当初的

计划制订者们都已经被这个项目拖死了。我在 5 月的时候曾经提供了多线程 G2 的预览版作为产品

展示的一部分由上游销售人员演示给客户看并取得很好的反响，但是在 7 月份解决了几乎所有最棘手

的问题走向成功之际，上游决定暂定多线程项目的所有开发工作，先集中精力提高现有产品的质量。

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重启这部分开发。但我作为产品的源代码级掌控者不能忽视 2014 年 3 月下

一个产品大版本发布的事实，必须在 2013 年里从其他项目里抽时间来继续相关开发工作，再用进一

步的成果来说话。

其他 G2 项目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 9 月中旬以后我们公司在事实上干掉了其他所有竞争对手

（partners），独揽了整个项目的开发权。这样给我带来的好处是不需要在验证其他 partner 写的

代码时浪费口舌了，大量的邮件通信和走繁琐流程的时间被节省下来用于实际的开发和测试工作了。

坏处正如我前面说的，那些不熟悉的产品方面，例如基于 MFC 的客户端 Windows/C++ 代码也要

交给两个 Lisp 程序员来维护。这个过程中我们面临着极大的艰难但所幸目前为之尚未遇到真正困难

的相关项目。公司没有给我们任何实际的技术帮助，实际上也没办法给。

3. 语言学和具体语言3. 语言学和具体语言。

2012 年起我最大的变化恐怕应该就是对语言学和各种自然语言的广泛兴趣了。 最初是因为 2011

年 9 月参与维护 Think3（一个曾经很不错现已被彻底糟蹋了的商业 CAD 软件）时的代码阅读需要

——程序最初是意大利程序员写的，因此代码中的变量名和注释都是意大利语。不过后来我很快就退

出了这项业务（不久后整个公司也退出了），但对意大利语的兴趣却一直保持了下来，后来则是发自

内心地被意大利语优美的语法吸引了。另一个导致我开始广泛学习各种欧洲语言的辅助因素是我心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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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姑娘在 3 月里跟我提到将来毕业后很可能去欧洲留学，而我一方面很想常伴其左右，另一方面在国

内已有山穷水尽之感，所以就开始全面学习以应对未来之需。（11 月份时发现人家要去的是英国，

只要学好英语就够了，哈哈哈哈⋯⋯）

不管怎么说，我迅速找到了网络上和本地书店里所能找到的各种语言学习相关资料，然后展开了广泛

的学习。2010 年 9 月时短暂的法语学习经历也重新捡起来了。目前意大利语的进展最好，整年里几

乎自学完了所有的语法部分，著名的《新视线意大利语》教材共 3 册我学到了第二册的中间部分，并

且自从 10 月 27 日在杭州本地一家叫做语泉的外语学校正式报班做巩固学习以来，意语水平突飞猛

进，我相信明年里通过相当于欧洲语言参考框架 A2 和 B1 的等级考试问题不大，并且因此结识了一

些姑娘。西班牙语进展居次，但完全是通过自学和配套小姑娘的激励。法语的学习比西语更早但进展

却很缓慢，我想这是因为法语比较难以听懂的缘故，因此不得不在 2013 年里报班学习。其他涉猎的

语言包括葡萄牙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梵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我曾在微博上给出了一个

严格的顺序学习计划，如果保持热情的话五年内应该就可以完成。

另一方面，过去一年里阅读了大量的语言学书籍，从理论上提高了对人类语言的认识并掌握了一些行

之有效的语言学习技巧。阅读材料最初来源于 2011 年 5 月从 verycd.com 上获得的商务印书馆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早期版本，其中语言学的部分我几乎一本没漏地读完了。随后开始从其

他途径收集资料、购买书籍，最后甚至开始探索用将自然语言和计算机语言的各自理论融合在一起。

过去一年里我在博客和微博上发表了许多语言学和具体语言方面的简短见解，我相信其中必然有对有

错，希望时间可以梳理它们，最后得到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但有一点我很确定，作为一个 Lisp 程

序员和人工智能（AI）领域矢志不渝的爱好者和实践者，掌握自然语言相关的知识对日后的工作和研

究至关重要。当初我从网易离开时，我和丁磊之间一个主要的技术矛盾就是对 AI 的认识：丁磊认为

害死一个技术人员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去研究 AI。我部分同意这个观点，但我认为 AI 更像是一个激

励技术人员不断前进的虚假目标——你可以无限接近，但永远不会真正到达那里。假如日后我身背10

种语言的资格证回到互联网公司去应聘自然语言相关业务的开发组的任何工作的话，我相信我会有无

与伦比的竞争力。（不知不觉地扯远了⋯⋯）

4. 资产情况4. 资产情况。

2012 年里整体处于资产缩水的情况。虽然相比在网易时每月拿到手的薪水变多了，但我每年的各项

开销加起来其实略微超过了工资，前面几年里因为有其他收入（期权、外块、离职补偿）的缘故尚且

买得起高档相机，今年以来则没有添置一件大型的新装备，除了一部 iPhone 4s 手机，哦⋯⋯ 还有

一个新的 Leica 镜头。不过按照目前的资产年损耗速度，混到成为月光族的地步还要五到八年左右；

如果到了 2014 年 8 月在 Glority 工作满三年之际或者之前又有新的重大职业事件发生的话，就有

机会重新脱贫致富了。下一个重大事件来临前我正处于资产过冬状态，而这种情况应该也间接影响了

我在面对姑娘们时的心情。

软件资产方面主要的进展则是两个重量级新软件的采购：Adobe FrameMaker 以及 SDL Trados

Studio。前者是用来维护 G2 产品文档的，后者则用来把产品文档翻译成其他语言。这两个软件，包

括一次 FrameMaker 升级以及运行软件所需的 Windows 环境，总计花掉了我两万元，但既没有办

法报销也尚未开始取得收益。基本上，2013 年里资产情况也不会有大的改观，除非有新的重大事件

发生。我的能力所能确保的，就是在被迫发生改变时变得更好一些，或者至少不会吃亏，但我很难预

测改变何时到来。

5. 感情生活和姑娘们5. 感情生活和姑娘们。

感情生活仍然不容乐观，整整一年里完全没有稳定的小姑娘陪伴。年初的时候跟网易的保安姑娘有过

一些来往，不但陪伴她开始了新的学业，而且还根据她当时的迫切需要送了 MacBook Air 笔记本电

脑给她。临近夏天发情期结束以后我的工作忙起来就不太跟保安姑娘见面了，直到后来精力开始转向

其他事情和其他姑娘。我在跟保安姑娘的几个月交往里主要处于一个单纯服务性的角色，我教了她很

多东西，给了她很多东西，但是几乎得不到什么，除了因为积德行善所带来的一般性自我安慰。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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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份开始心思短暂地放在了我家隔壁姑娘身上，但 6 月以后就不再联系了，因为隔壁总有其他男人

出没，我难以分辨他们究竟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男人，究竟是亲人还是非亲人。

不同姑娘们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有些姑娘我认识她三年都没怎么花过钱——确切地说是付出总有几

乎等量的回报，极少拖欠；另一些姑娘则总能让我在短期内倾其所有但经常血本无归。对于前者，我

得不到她们；对于后者，我不想得到她们。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双重增长，我现在越来越看不到（终

身大事的）解决方案，似乎根本不存在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我现在终于觉得爱情必须是盲目

的，至少要带有很多盲目的成分。看得越清楚，拖得越久，就越难取得成果，甚至逐渐地就不想再有

成果了。目前我的心中仍然有所谓的第一选择，以及尚不明确的第二选择，并且正在积极准备并等待

新的事件发生。我认为自己并不是个花心的人，相反我认为自己可以像专注于某一项技术（例如

Lisp）那样来专注于照顾一个人，但前提是这个人必须事先确定下来。目前的状态像是四处播种但没

空施肥，结果地里其实什么也没有长出来。

也许最后我会发现，我的整个人其实是在一代又一代的姑娘们的变相激励中的成长起来的，虽然最后

可能一个姑娘也得不到，但人生本身却是成功的，至少是积极向上，开拓进取，且附加了一定社会贡

献的。我今后还将继续尝试，但只要我心中没有对这个社会的安全感，不肯屈就于社会现实，结果就

不会有太大变化。

6. 毽球事业6. 毽球事业。

毽球事业始终是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主要体现几乎每周日下午的固定训练s，以及今年已完成

的和明年即将举办的省级比赛；当然，毽球事业也导致了我目前主要的朋友圈。我在 9 月底的毽球比

赛里发挥得不是很好，但比赛结束后就一直在努力改进技术，所以对于明年的比赛仍然很有信心。不

过其实我并不是专业的毽球运动员，完全不是靠这项运动吃饭的，所以没必要执迷于跟专业选手们争

先。但这不妨碍我努力追求我的体育精神：更高、更快、更强，只要我自己的水平还在提高就好了。

7. 跆拳道事业7. 跆拳道事业。

2009 年夏天以来的跆拳道事业，其最初的目标是为了用跆拳道的精神来改进我的毽球技术。跆拳道

训练不但让我认识了目前最重要的小姑娘，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身体素质的发展，最近两年里我的体

能和速度随着年龄增长不但没有下降反而略有提高。通过跆拳道认识的其他朋友们并不稳定，因为除

了共同的运行爱好以外其他生活方面的差距较大，并且跆拳道界的从业人员似乎普遍喜欢四处漂泊，

道馆里的人员流动性很大。2012 年上半年我曾经一度中止了跆拳道训练，自从 5 月中旬以来过去道

馆里的教练重新在滨江开馆，我又恢复了训练。遗憾的是这段时间里收获不大，基础仍然扎实，但技

术没有本质上的提高，基本上处于维持现状的状态。究其根源，道馆里跟我同级别的人太少了，每节

课都是为低级别的新学员设计的，所以既没有机会学习高段位品势，也没有机会打实战。我已经打算

重新搬到杭州市区居住，届时要去寻找一家新的道馆了。

8. 朋友们8. 朋友们。

我的毽球圈朋友们在过去一年里大多在忙着怀孕、生小孩、养小孩，所幸到年底的时候都生的差不多

了。他们敢爱、敢婚、敢生的精神令人鼓舞，相比之下我已经完全落后于自己的同龄人了。我注意到

了一个现象，那就是房子严格来讲并非结婚和生小孩的先决条件，但志在买房的态度却是必需的。换

句话说，假如我拍着胸脯保证不久以后就会买房，那么随时都有可能过上传说中的 “幸福生活”。

我和其他圈子的朋友来往不多，尤其是过去一起从事计算机事业的朋友们基本上仅保持通过网络的联

系。不过我认为这样就足够了，因为大家都很忙，没有特殊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本应该各忙各的，一旦

有了需要还是可以立即集结起来的。另一些朋友则连通过网络的联系也没有了，但这也不是坏事，因

为可以节省大量时间。我在人际交往中比较喜欢充当一个被动的服务性的角色，我愿意尽我所能地提

供各种服务和帮助，但我更在意由此付出的时间而非金钱，并且很不喜欢反过来麻烦别人。最终我所

能实际提供给别人的只有我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可惜受众并不多。

9. 其他贡献9. 其他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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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里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工作之外的社会贡献屈指可数。我在 Lisp 圈里今年只做了一

次在浙大的 Lisp 讲座，另外自己所维护的开源项目 (usocket) 发布了一个新版本，都不是什么大

事。其他方面的似乎就没有了。我拒绝了几次国内 IT 圈技术活动的邀请，跟出版界的关系也逐渐冷

却下来，但我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我目前身在一个非主流的技术领域里，浮躁的、追求短期利益最

大化的年轻人们对这个领域并不真正感兴趣，所以我应该有自知之明，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即可。

另一方面，我自认为是一个披着非主流外衣的全能技术家，如果除去外表的 Lisp 伪装，就可以随时

摇身一变成为主流技术圈的全能人才。但我可以选择继续保持目前的非主流状态，因为这样我觉得更

合适，更有助于保护自己——人们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具有先天的敬畏感。

正所谓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

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出自《礼记·大学》），目前我正以中间的 “修身” 为基础，然后同时向

两个方向努力。网上有篇来自某法学教授的文章在这方面阐述得很好，引述其中两段：

治国，本意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当官”，而是要以自己的行动参与国家管理事务，要以主人

翁的态度关心社会民众生活，关心的方法，一方面提高自身涵养，不因自身的素质而负效

于“综合国力”。另一方面要以其言行影响教化民众，达到或实现以其身正影响社会公正的效

果。再一方面要以社会主人的态度关注国计民生，要做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

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

“正心” 表现出来的东西即是一个人的品格（人品）问题，“修身” 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人的才

能（水平）问题，二者共同构成一个人自身的社会客观存在，是一个人的内功问题；“治国”

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人的人品和才能发挥与社会表现问题，小而言之，规划、统领、管理自己的

事业，或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公司，大而言之，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表现问题；“平天

下” 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更高境界意义上的服务社会、效忠国家的问题，二者表现出来的是外功

问题。如果引用一些法理学的术语，“正心” 与“ 修身” 是一个个人问题，强调的是 “意思

自治” 的个人主体意识；“齐家” 相当于一个行政问题，强调的是服务与发展（自己、自己的

家庭）的意念；“治国” 相当于一个司法问题，强调公平与正义；“平天下” 则相当于一个立

法问题，强调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的民主观或民本观。

展望 2013 年，我的奋斗目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很明确而简单：

1. 工作上，在 12 个月的时间里把 G2 多线程计划推进到产品水平以确保 2014 年的发布预期，

尤其重要的是今后每个月里都要有进展。不管外包行业和我所属的公司发生何种变化，只要源

代码还掌握在我手里，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把产品向前推进的。

2. 技术上，继续维护 Lisp 社区的开源项目。另外还要读完《PAIP》，学会 ACL2，熟练使

用 Symbolics VLM，以及彻底学会 FrameMaker。

3. 语言方面，拿到意、法、西三语的 B1 资格证，其他计划内语种进一步入门。

其他的，没有了，尤其没有主动勾引新小姑娘的计划。剩下的再有什么事情等 2014 年再说。

附：2012 全年文章索引：

2012 年 1 月：

新年新气象，和网易冰释前嫌

春节前夕，整理家中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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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阐述当前人生中的三大主要矛盾

家乡的巨大变化；对韩寒三论的看法；幸福生活的本质

2012 年 2 月：

努力做好自己最擅长的事情

重新结识保安姑娘

把姑娘们送进学校二次深造

困难模式的人生；陪姑娘们去夜校上课

2012 年 3 月：

精神损失——因同情之心被骗

转运——重新结识隔壁姑娘

意大利语开始取得进展

国际形势的悲观看法；首次公开新的职业规划

2012 年 4 月：

重新明确事业观；对稳定生活的追求

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

关于有用学习和无用学习的理论

多线程编程的学习；采购新软件：FrameMaker

继续研究 FrameMaker；所有小姑娘损失殆尽

2012 年 5 月：

苦尽甘来——完成了 G2 的多线程演示版

社会阴谋论：“不走寻常路的生活方式反而更安全”

生活中的得与失

恢复跆拳道训练；躲在语言壁垒里保护自己

2012 年 6 月：

纯粹的学习：“学以致用是本份，学而不用价更高”

简单粗暴的工作流程

恢复稳定生活；对国家社保体系的看法

而立之年来临前的些许感悟；明确了社保策略

不小心走在了事业的十字路口。

2012 年 7 月：

生日聚会；与朋友们相聚

离开网易一周年；论理想的工作环境

终于完成了真正的多线程 G2；学习 FrameMaker 也有小成

2012 年 8 月：

多线程项目暂时搁置；开始计划参加欧洲语言能力测试

法语和西语学习取得进展；决定守住最重要的姑娘

论圆满的人生——自己已经尽力了

工作和生活上的低谷

2012 年 9 月：

试图阻止公司高层的垄断倾向

无颜（言）应对公司里的小姑娘们

无效抵抗——最终垄断了所有 G2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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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冰河年鉴 2016 2016-12-31 15:18:32

冰河年鉴 2014 2014-12-30 22:18:55

献身计算机科学 2008-12-31 07:18:46

冰河年鉴 2007 2007-12-30 18:01:1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转载

努力适应崭新的工作模式；采购《PAIP》

赴台州参加省毽球比赛

2012 年 10 月：

继续学习更多的语言；关于外包公司的核心资产

Lisp 讲座后的反思

张姑娘的婚礼；开始正式参加意大利语培训班；统计语言类书籍典藏

2012 年 11 月：

努力工作攒人品；采购新软件：SDL Trados Studio 2011

身体健康方面的小插曲；关于生命和人生目标的理论

政治、出版、人生、学习、小姑娘

日益萎缩的软件外包产业；体现在所有方面的严谨作风

2012 年 12 月：

关于人生意义的重要讨论

年底冲刺，努力维护开源项目；正确的职业选择观

月度中期报告：各项事务遍地开花

阐述制度和人的关系；意大利语进展神速

阅读(6110) |  评论(1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2012 最后一周 新年新气象，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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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16 15:15hegel_logos@163

回复 |  删除

七十岁了断啊~~~吹牛么。人间五十年啊。

2013-01-12 12:24thinkdancer

回复 |  删除

写的不错，加油！

2013-01-08 03:55zzhxlyc

回复 |  删除

冰河学长新的一年加油！

2013-01-02 14:24poplarx

回复 |  删除

我觉得嘛 好感跟爱情不是一回事 我不太相信一见钟情 但交往深了 交集多了 感情也会越来深  直至 所谓相

濡以沫  

2013-01-02 12:35眺望

回复 |  删除

大三下的时候才开始看《黑客与画家》这本书，虽然大二的时候就想看来着，无奈那时候学校图书馆还没

有，要不然应该会早一点接触Lisp吧，仅在大三的那个寒假里看过一点点关于Lisp的书，之后忙着考研的

事就没怎么练习了，考研就是这两天的事了，考得上考不上其实自己心里也有数了，希望考完了之后，认

真地把自己想做的事做好，把Python和Lisp等其他想学的东西学学好，也祝冰河大哥心想事成。

2012-12-31 17:49Lady & Bird

回复 |  删除

1. "我现在终于觉得爱情必须是盲目的，至少要带有很多盲目的成分。看得越清楚，拖得越久，就越难取得

成果，甚至逐渐地就不想再有成果了。"

对于爱情，个人认为，感性是多于理性的，也是必须多于的。如果爱情也是可以用投入和产出来衡量的话

，那我已经破产两次了。

2. 保安姑娘这一段“给了她很多东西，但是几乎得不到什么”

容易让人误解为你对感情的得失心太重，其实你和我一样，得失倒是其次，最怕是没有结果，还浪费了时

间和精力。

大言不惭的又说了这么多，请冰河见谅。最后趁着凌晨时分想对冰河说，新年快乐！

2012-12-31 15:29zarzen

回复 |  删除

”丁磊认为害死一个技术人员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去研究 AI“

这是为什么？（因为耗成本？而且不一定有结果?貌似我有答案了，就是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觉得学习AI

应该能让我们增产或者提升代码品质的才对。

诶，你的自律，有点像你说的AI，给了我前进的动力，不过估计到不了。Lisp学习的进度让我略感无奈，

这个寒假得做点什么弥补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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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31 09:40untruefish

回复 |  删除

客观的说，现实中的你应该很容易和人起冲突，肯定也包括我。然而我坚持追你的一周一更，虽然文笔并

不怎么样。。。不知不觉中，对我而言，你俨然成为了一个有积极意义的符号，这对日渐浮躁的我很重要

。想必大多数人不会承认你比他们高明，但我相信绝少人能做到如你这般自律。成大功者不谋与众，论至

德者不和与俗。忽略你的偏激面，感谢你带来的正面意义。

2012-12-31 14:28wangyicom000 回复 untruefish

回复 |  删除

同赞！

2012-12-31 14:34 冰河 回复 untruefish

回复 |  删除

中肯的评价。

2012-12-31 12:16koreaseal

回复 |  删除

一眨眼关注你也小一年了。。

2012-12-31 09:03welcome_lizhen

回复 |  删除

好严肃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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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我们浙大毽球协会有每年初聚餐+合影留念的传统，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今年出席的人数没有去年多，

但好歹算是把传统仪式维持下去了。同时我也打算继续上一年的良好习惯，2013 年里继续每周日更

新博客，向外界简要说明我的工作和生活中的一部分一部分情况，以达到各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当我针对各种事物或人物进行描述和评论的时候，完全是从个人的视角出发，以自己的主观感受为依

据的。我相信广大读者都具备基本的信息分辨能力，可以很好地将从我这里获得的信息与其他公开披

露的相关信息进行比对，然后再做出自己的判断。我得承认自己经常在说话时不太注意谈论对象的感

受，但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这样做是可以容忍的：自从微博普及以来，群众对政府的舆论监

督也逐渐变得有效起来了，过去政府可以明目张胆地做很多事，现在则经常要考虑一下微博上的舆论

效应，甚至必要时还会进行所谓的”辟谣“；但一个人在批评政府的时候会去注意相关政府工作人员

的感受吗？他不会，他唯一需要注意的只是分寸，不要触及对方的底线——这里我认为是政权本身的

合理性。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到任何评论都会大致分为正面和负面两种：正面的评论能起到鼓励作

用，负面的评论也能起到监督和警醒的作用。我有自己的有限的言论自由，如果我有说得不对的地方

建议公开辟谣。我深知自己有诸多缺点，并且一直在努力避免让这些缺点影响到我的根本利益。我想

我由此所付出的代价就是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才能得到相同的回报，对我来说这是合理并且可接受

的。

出于多种原因，最终决定搬回杭州市区。元旦那天上午我出发去找新房子，然后迅速就找到了（只要

舍得砸钱，房屋中介实在是个好帮手）。这是继我2010年4月10日首次因公司搬迁被迫移居郊区

（杭州网易在同年的6月30日搬到了滨江），以及2011年2月25日换了一次房子（同一幢楼），在

滨江住了近三年后终于决定回到杭州市区。我很幸运地在上下班公交线路上迅速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

房子，每月增加的房租也可以承受，尤其带有一个很小的客房以备不时之需。这样以后周末就有更多

时间用来学习和从事其他事务了，工作日下班完全不是问题，上班则需要尽量避开高峰时间并且尽可

能从上游站点上车。我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虽然可能是短暂的。今天（周日）自己带了首

批衣物到新房子，然后又从附近的大超市置办了崭新的床上用品，因为短期内恐怕还要轮流生活在两

个住处里。

周六的意大利语课竟然只剩下两个人在上课了，逼得元旦刚刚结婚领证的美女老师开始心疼大家的学

费郑重考虑暂时停课几周的可能性了。我终于明白我是班里唯一的大闲人：唯一一个完全没有缺过课

的，短期内也没有出国需要，结果却是整个班里意语学得最好的⋯⋯ 我的存在完全就是在给同学们添

堵^_^。不过老师似乎很喜欢我，而且很愿意跟我讨论各种语言问题，尤其是其他语言跟意语的对

比。另一方面，我已经决定春节回来以后从2月24日起参加法语班法语班（同一个学校的对门教室），具体

时间是每周日的9:30-15:00，中间有午休。过去的这个时间段我基本上都是一觉睡到临近中午，然

后坐公交车去市区先吃饭然后等候15:00的毽球活动，基本上可以说是浪费掉的。现在缺口补上了，

从我的新家到上课的地方也很近。我将在半年的时间里把法语推进到A2水平然后把等级证考出来

——整体进度晚于意大利语。在我看来法语的最大难点是口语和听力：如何听懂别人说的，以及确保

自己说的别人能听懂，而这些是通过自学无法完成和验证的。相比之下西班牙语和其他很多欧洲语言

就简单多了，完全靠自学即可。

工作方面，继续一步一个脚印儿地处理各种问题。

阅读(2455)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冰河年鉴 2012 2013年0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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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sanskrit 2014-01-06 16:10:32

LispWorks 6.0 2010-01-06 14:43:17

一片狼藉⋯⋯ 2007-01-05 19:26:1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2013-01-24 08:26valerie

回复 |  删除

想请假下，你是以什么方式找到靠谱的法语培训班的

2013-01-24 11:28 冰河 回复 valerie

回复 |  删除

靠不靠谱目前还不好说，但关键不在老师而在学生。

2013-01-15 07:42jojo

回复 |  删除

你每天普通的生活在我看来很励志，每周末两天都可以计划下来并坚持实施。毕业后来上海快三年了，网

易是我的第二份工作。以前喜欢热闹，爱和人聊天，爱出去玩，有自己的小圈子；现在喜欢一个人，周末

深宅。打开电脑登上QQ，打开网易新闻看看当日发生的事，打开PPTV缓冲后看看泡沫剧，打开淘宝随意

的翻着...日子只是在重复而已。8月份曾有了信仰-基督教，每周日上午被亲戚叫去教堂。在张江工作独住之

后，圣经几乎没看过，更谈不上祈祷。冰河大哥你是怎么做到的计划和坚持呢？

2013-01-08 06:35tom

回复 |  删除

新年新气象,祝贺冰河大哥搬新居~~~~

你翻译的实用Common Lisp编程我年前看完了,里面的实践章节对我这样的不愿一味只看语法与标准函数

的新人来说实在太实用了,谢谢你的翻译

一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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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06 15:37

回复 |  删除

伞哥照片里像是厨师的着装

2013-01-08 06:25poplarx 回复 一般二

回复 |  删除

笑。。差了个帽子

2013-01-08 02:27koreaseal

回复 |  删除

http://www.adobe.com/downloads/cs2_downloads/index.html

2013-01-08 03:35 冰河 回复 koreaseal

回复 |  删除

谢谢，良心啊。我终于有 Acrobat 8 Pro 了，测试 PDF 兼容性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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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无旁骛 2014-01-13 14:15:17

“伞哥” 冰河：我唯一的敌人只有时光流逝 (转载) 2011-01-13 09:37:38

永恒的荣耀 2009-01-13 06:24:0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转载

新年伊始工作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整整一周都在做各种努力以维持稳定的输出。周二晚上曾经应领

导要求撰写了简要的工作报告，结果发现面向上游不关心细节的领导们汇报工作时，唯一能说的似乎

只有项目的数量了。现在产品里的小 bug 已经修得差不多了，就剩下陈年大 bug 和未完成的新特性

了，于是项目越来越难做了。周三的时候面试了一个应届的 Lisp 程序员，大概不久以后就会过来实

习了，希望他能帮上忙。我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一个人实在精力有限，而且我做事其实手脚并不麻

利，总是喜欢思考和研究很久才下手，所以很希望多些有用的人手替我把那些不重要的项目收拾掉，

然后我只要专心做大事就好了。上游每月支付的报酬是用来养活一个四人团队的，但我们其实只有两

个人在干活，剩下两个名额只要能填补一个有用之才就可以极大缓解工作压力。

另一方面，继续缓慢地搬家。上周末搬了 80% 的书以及少量大件物品到新家，并且首次在新家睡了

一晚。我觉得还是滨江家里的床比较舒服，所以打算一直住到二月末房子到期，只在周末才回新家度

假。这个时候就体现出小汽车的便利和朋友的重要了，虽然我朋友不多，有车的也不多，但找每人帮

我一次忙的面子应该还是有的，所以这次我不用自己一点点儿费力地通过公交车和行李箱来土法搬家

了。

上周末接到大学班主任，金志江老师召见我的电话，于是周二下午特意回了一趟母校。一开始以为自

己又闯祸了，后来发现老师只是向我咨询一些网络方面的事情，这才放下心来。我很尊敬和感激自己

的大学班主任老师，但我有快两年没去主动看望他老人家了，深感惭愧。想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无处

可去，在老师的实验室里跟他的研究生师兄们在一起混了半年，名为考研复习实为继续钻研计算机。

所幸后来在网易找到了工作，否则当初还真是走投无路连电信机房都不要我呢。我跟班主任说，自己

近年来实在没什么大的成绩，尽管在自己兴趣和工作相关的小圈子里做得还行，可一旦出了小圈子放

眼全国就什么也不是了。老师安慰我说，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要是能在自己感兴趣的一个

很小的领域里做到最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实在不必追求过多。我听了这话当时眼圈就红了，简直说

到我心里去了⋯⋯ 于是更加坚定了我走好 Lisp 这条路的信念。

准备报名三月份的意大利语等级考试了，然后五月中旬毽球比赛的日子也定下来了，没有什么可多想

的，每次只问自己接下来 24 小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集中精力去做就是了。

阅读(1970)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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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2013-01-14 08:04zhangyou1010@126

回复 |  删除

“每次只问自己接下来 24 小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集中精力去做就是了。”  这句话，看了后，感

觉热血沸腾，哈哈。

2013-01-14 02:40zhang_411

回复 |  删除

看到老师那段，挺感慨的。

2013-01-13 23:41cfy

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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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周一直在有计划地慢慢搬家，目前为止终于把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重的部分）——各种书刊

杂志——全都搬到新家去了，其中多亏了朋友们的帮忙。不过由于书架还没搬走，所以目前这些书还

处于打包堆放状态：

搬家进行中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网上有很多朋友建议我 “考虑” 电子版书籍。但何为 “考虑” 呢？目前绝大多数书籍都是没有电子

版，计算机类书籍则是大部分没有合法的电子版。就算我拥有多年积累的数量高达上万 PDF 的海量

电子文档库，至少出于尊重图书版权的考虑我也不会忽视各种纸质书籍和杂志的存在。总而言之，在

盗版问题上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得足够好了，即便还有一些瑕疵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如果将来凡是发现

拥有盗版数字内容就要枪毙的话，前一万人里肯定没有我。

另一方面，周五终于订购了一台 3G 版 iPad mini，用于以后每天公交车往返途中看电子书和收发邮

件之类的。这个计划自从去年 9 月 iPad mini 发布不久就在酝酿了，然后一直等待苹果中国区

online store 官方销售的开始，直到上周五才终于可以订货了。苹果发货速度之快令人发指——当天

下午就发货了，要不是因为我周六不在办公区没法收货的话现在就已经用上了。联通 3G 网络的费用

现在也比较合理了，我想这一定是前面无数消费者努力争取，以及来自电信的竞争的结果。我希望这

次有了 iPad mini 以后终于可以把先前积压的一些阅读计划逐步完成了。

整个周末都在市区的家中度假，周六继续上意语课，周日踢毽球。说到意语课，下周还有最后一次课

整个课程就结束了，1800 元学费终于花完了。我受益良多，不但是意语本身，而且还结识一些意语

姑娘。现在就看春节后的新课程里还能否跟她们中的一部分再续前缘了。然后就是 CILS A2 考级报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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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基础 2010-01-20 16:52:00

第三周，over 2008-01-20 16:56:1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转载

名和 3 月份赶赴上海参加考试的问题了，这将是我的首次非英语类外语考试，凭借一年的自学和三个

月的强化巩固，这次一定要考出好成绩。总之我在意语上已经花了太多时间了，必须尽快搞定它然后

转向其他语种了。而且，我的外语学校竟然搬迁了，下周起要在远离我常用公交线路的新校区上课

了，这跟我自己的搬家事件幸运地高度吻合，不然以后从滨江去上课就更麻烦了。

本周里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不宜公开的事件，但所有这些事件正在按照它们应有的顺序发生着并积极配

合了我的各项计划，这让我感到自信。如果用 “巧合” 来描述我最近的经历的话，基本上我被连续

的大量巧合所覆盖了。这就说明我的每一次选择都处在事物发展的正确轨迹上，就好比是给软件修

bug，只要保持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写代码，其他某名奇妙的看似不相关的 bug 也会自然地越来越

少。

阅读(2838)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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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眼就是GEB。。。

2013-02-05 08:06拥抱小煜

回复 |  删除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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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01 01:54莉子

回复 |  删除

书真多

2013-01-23 17:26westlife

回复 |  删除

为什么不用Kindle看书，以及推送新闻跟邮件！？我就使用Kindle看书的，平板看书不是很合适。

2013-01-22 17:12Ghost

回复 |  删除

居然没人说你那一层厚厚厚的灰?

2013-01-22 03:43mashiguang

回复 |  删除

看电子书为什么不考虑kindle

2013-01-21 10:02Lady & Bird

回复 |  删除

书架上看到一本《圣经的故事》，我也有一本，虽然本人不是基督徒。

2013-01-21 18:22 冰河 回复 Lady & Bird

回复 |  删除

我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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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在生活上没什么进展，主要忙于工作和其他 Lisp 相关的研究。我们顶住了上游的压力，过

去一周里没再接新的项目，然后把时间花在了改进日常开发效率和多线程长期项目的后续开发上。新

来的 Lisp 程序员也开始帮上忙了，我很欣慰。

周二到周四主要在折腾我一年多以前买的那台 Alpha 工作站。自从几个月前终于搞清楚 Symbolics

Open Genera 环境无法运行在最新版本的 HP Tru64 UNIX 5.1B-6 上以后，重新购买 4.0F 安装

盘并重装系统后整个环境才终于能够启动了；然后系统无法正确支持自带的 3DLabs Oxygen 显

卡，于是再去下载安装相关的补丁，然后桌面环境才脱离单色状态；接下来是编译安装一个 VNC 服

务器以确保 Open Genera 图形程序可以脱离客户端连接地长时间运行，于是用系统自带的

Compaq C 编译器先编译安装了 GCC，再用得到的 C++ 编译器来联编 RealVNC 的开源版和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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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升级 2010-01-27 16:18:55

相册索引恢复 2007-01-27 15:07:48

商业 Lisp 2007-01-27 09: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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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起起伏伏，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转载

XFree86 4.3，折腾了整整一天才总算成功把 Xvnc 进程跑起来。然后转天机器就彻底报废，再也启

动不起来了⋯⋯  最后我又回到了原点，被迫以后继续在 Linux 上使用那个满是 bug 的 Alpha 虚拟

机了。不过稍带着在 Tru64 UNIX 的系统管理方面倒是有所提高。以后打算砸一万元买台更好的

Alpha 服务器，带有两个处理器和更大内存的。

Symbolics Open Genera 2.0 安装包里含有大量极具价值的大型 Lisp 工具包。其中跟我的工作关

系非常密切的是一个叫做 Joshua 的规则引擎，全部的源代码都有，内含一个完整的 Rete 模式匹配

算法实现。遗憾的是，目前所有这些源代码仍然是专利保护的，直到 2018 年专利到期之前还不能随

便公开。我一边私底下继续研究它们，一边尽我所能地保存好这些文件，静观其变。

周六上完了语泉意大利语业余班 A1 的全部课程，历时三个来月，收获还是颇多的。我是班里唯一没

有缺过课的，老师讲的我不但全都听懂了，而且在我原有的语言学知识帮助下还有少许突破。更难能

可贵的是，通过这门课程至少结识了两个新小姑娘——这次是美术界的，外加漂亮的意语老师日后可

以保持邮件交流。然后我交了春节后新学期的意语学费，并且还报了新的法语班——每周日上课。这

样一来我在 8 月份以前的周末时间就几乎全部用来学外语了。考虑到 2013 年里我在事业和生活等

各方面的潜在不确定性，我认为这些语言相关的投资和努力将是值得的。

周末又搬了一些东西到新家，这次终于把书架运过去然后重新组装起来了。我看着满书架上暂时混放

在一起的语言书和计算机书，突然发现我无意中走向了一条通向国际化软件开发的路。那本曾经相当

枯燥的《Unicode 5.0 标准》手册，现在屹然成为了一本古今各国文字和书写体系的百科全书，曾经

完全不知所云的部分如今也似乎豁然开朗了。数学——计算机——语言/文字，我认为这三个领域的

知识是对我最重要的，只有将它们三者融会贯通才能保持在工作领域内我持久的竞争力。

至于生活的其他方面，实在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阅读(2672)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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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13-02-01 01:47莉子

回复 |  删除

好强大啊，日子过得充实而又丰富多彩

2013-01-30 09:59逸勤才子

回复 |  删除

“这次终于把书架运过去然后重新组装起来了”--伞哥这次组装了多长时间？又是4个小时吗？

2013-01-30 15:06 冰河 回复 逸勤才子

回复 |  删除

大概一个小时吧

2013-01-28 14:23westlife

回复 |  删除

真羡慕冰河哥，说的我心里痒痒的，也想去报班学外语了！！

2013-01-28 12:49echaozh

回复 |  删除

不科学啊，专利本来就是公开的啊，专利保护的代码应当可以公开才对啊。

2013-01-28 13:27 冰河 回复 echaozh

回复 |  删除

那样的话可能是我理解错了，如果不是有限期的专利的话就是无限期的版权了，那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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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ity 年会上的公司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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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恐怖的国际新闻 2010-02-03 03:50:36

广州火车站？ 2008-02-03 15:41:35

SBCL 进程的内存结构 2007-02-03 08:17:21

    转载

我田某人一生中通过各种渠道结识的漂亮姑娘不计其数，其中动过心的也不计其数。如果有读者曾简

要阅读过我过去几年来的博客文章，就会明白我以上所言非虚。但我至今仍然处于单身状态，论其原

因无非下列两点：首先，作为一个略有学识的人，我把自己对整个社会的责任置于我个人的家庭观念

之上，决定先立业后成家；其次，由于我自私地选择了把自己的兴趣变成每天的工作，因此出于某种

平衡我必须接受因此而减少的那部分收入，再考虑到为了以最佳状态完成工作所产生的额外开支，剩

余的部分在目前我所处的社会背景下我认为不足以满足我所假想的我的女人的全部需求，因此冒然从

事只会自取其辱。

于是我在日常的感情生活里经常处于一个被动和僵化的位置上：我知道如何对一个人好，并且也经常

去这样做，但我在事实上极少有勇气发自内心地想把一个女人变成自己的妻子。甚至如果我在一段潜

在的感情即将开始时就已经预见到她的结尾，那么最佳的选择就应该是干脆不要开始——这可以解释

我为何会持续不断地对一些姑娘好但从不试图让彼此的关系更进一步。另一方面，社会可以适度地允

许一个男人无限期拖延自己的终身大事，但女人们出于生理和心理上等各种考虑却不能等。于是我逐

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不计其数的曾经动过心的姑娘们最终投入他人怀抱，进而结婚生子⋯⋯ 但这是可

以接受的，如果考虑到下列两点原因：

1. 地球不是围着我一个人转的。几乎每个男人都（应该）认为自己是好男人，值得同时拥有事业

和家庭的人。虽然接下来的话听起来可能有些 “阿Q精神”，但我只是一个人，无福消受所有

这些好姑娘，出于人道等各种考虑必须将她们几乎全部留给其他男人。

2. 在一个合理的爱情观里，男人应该把女人的幸福置于自己的个人幸福之上。如果我心爱的女人

坚持认为只有不选择我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那么我就应该尊重她的选择，然后祝福她，可能

的话以朋友的身份继续关心和照顾她，提供尽我所能的帮助，进而对她的子女也爱屋及乌，甚

至视如己出⋯⋯ 接下来的情景我从未经历过，完全是高度假想的：如果我已经跟一个女人结婚

了，但她从某天开始突然觉得不幸福了，只有离开我才能更幸福，那么我唯一合理的行为就是

尊重她的选择，就此放手，并且还需要检讨一下自己究竟在哪方面做得不好或者有待改进。

进而假设上述所有的陈述——无论在读者看来是多么的荒谬但对我来说却是不但合理而且高度正确的

——那么我对于那些曾经心仪多年，但早已名花有主并且甚至成为了我的朋友或者朋友的妻子的姑娘

们应该持何种态度呢？我想我首先必须能够尽到朋友这个层面上的全部义务，然后更进一步地，如果

她们日后不幸失去了配偶，并且如果那时我仍然处于单身状态，再并且她们自己也愿意的话，我会选

择娶她们中的一个为妻，尽我下半生来照顾她，并且对其子女也多加培育，视如己出⋯⋯

假如我上面的这段话完全是出自真心的，那么在事实上没有任何意外或不幸发生的时段里，如果我只

是言语称赞姑娘们长得漂亮就不希望被她们的配偶误以为我要夺走他们的妻子；如果我不只说说并且

还在事实上疼爱她们的子女时，就不希望被误以为我想把这些孩子迟早变成我自己的孩子。但如果这

些我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不幸地发生了，我认为责任并不在我责任并不在我。

阅读(5416) |  评论(1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Symbolics and others 春节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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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2013-02-19 09:39zxinzhi

回复 |  删除

哈哈，同感。

2013-02-16 14:34无名

回复 |  删除

内心的自卑 和 对感情生活的无知 幼年的成长经历 决定了成年的择偶观 

2013-02-03 15:05周周与薛之谦

回复 |  删除

首先这2个就算不上漂亮，现在是不是觉得母猪也挺清秀了？

2013-02-03 15:08 冰河 回复 周周与薛之谦

回复 |  删除

请注意你的措辞。

2013-02-03 15:13XZY_YY_1314 回复 周周与薛之谦

回复 |  删除

我去,这是什么读者?

2013-02-16 07:47xtf 回复 周周与薛之谦

回复 |  删除

我擦，冰河又不是当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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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09 05:12erlanp

回复 |  删除

http://group.cnblogs.com/n/171228/

个人观点，男人结婚的话应该可以提高生产力的。

2013-02-08 03:02westlife

回复 |  删除

支持冰河大哥，不过建议冰河哥哥不要背这么大的包袱，想爱就爱，考虑太多了反而身心疲惫，不知所措

！就像历史上好的开源项目都是灵感突发和自然积累产生的，而非事先严密的计划而生！就像事先的严密

计划反而造不出好东西一样，感情这东西，感性远比理性重要！！！

2013-02-07 05:46truant

回复 |  删除

感觉最后一段是亮点，暗示误会你的人呢？哈哈～～

2013-02-06 07:28Linus

回复 |  删除

不愧是Lisp程序员，连写文章都断句这么少，这么lisp。。。

开个玩笑，希望博主别生气，俺一直都非常敬佩Lisp程序员。

2013-02-04 11:26zarzen

回复 |  删除

2.

那段的后半部分好接近、莫非程序员都这么想的。。？不过我的理由更多建筑在“自由”上。

另外，反复思考都觉得，没有爱。有的还是自私。在意别人，是因为他人影响了自己的状态，让自己高兴

或失落。失落时，希望对方好，其实是为了让自己好起来。

2013-02-04 05:44杨博

回复 |  删除

伞哥，你这种文章会让人觉得，程序员都是好备胎

2013-02-04 05:24鲁尼来踢球

回复 |  删除

伞哥择友向来慎重，相信你的朋友们都是有人格魅力且看的到你的光明磊落

2013-02-03 15:37manuscola

回复 |  删除

没有那么复杂，你遇到了一个值得爱的姑娘，勇敢的表达自己的喜欢，勇敢的追求，就可以了，像我这等

远不及伞哥优秀的人，都能收获爱情和婚姻，伞哥不要太沉重。

2013-02-03 14:39拥抱小煜

碉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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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假期过得十分顺利。不但得到了良好的休息，充足的睡眠，而且全无工作打扰——这在我大

学毕业后开始职业生涯以来恐怕尚属首次。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做出少许努力后，家庭关系也有所改

善。见了几个朋友，打了几轮麻将，家族聚餐，看书，然后就飞回来了。

过去一年来时常在网易新闻里看到家乡的房地产相关负面新闻。此次经过简要实地考察和听取来自多

个亲戚朋友的介绍，营口的房地产形势果然不容乐观。市区房价普遍涨到 5k 以上，而且海边甚至还

出现了每平米超过万元的豪华别墅，但销售非常不理想。原本计划从附近的城市迁移数几十万人到营

口，结果没人愿意来。据说有些住宅小区里因为住户太少无法供暖（热水管道如果流动太慢就会结冰

爆裂）结果在房主大闹以后政府出面给退房了。前几年传言海边要修建机场，后来发现原来不是民用

机场。唯一感到欣慰的可能只有高铁：现在从大连到营口的动车只需一个小时即可到达。铁道部多少

做了点儿好事，尽管成本一定很高。

回杭以后第一件事是处理年前留下的毽友间无聊纠纷。总体来说这是一次精彩的言论攻防战，可惜对

方把很多自己说过的话给删掉了。我的上一篇博客文章已经充分解释了自己的主张，凡是我说过的话

不但要负责而且还要尽可能保留下来以供日后参考。其实在一个体育社团里，大家一开始只是因为共

同的体育爱好集结在一起，即便生活有所交集也不能由此默认这里面任意两人之间都是朋友关系——

甚至有时候根本就是情敌关系。另一方面，如果说我过去犯了任何错误的话，我只是对这项运动本身

太过于认真了，误以为所有参与者都是以提高自身运动技能为目标的。如果原本出于好心的技术指导

只是因为直言不讳就被认为是刻意中伤的话，并且有些人在事实上就是永远没有办法进步，那我也就

不用再废口舌了。这件事让我很开心的部分是一个朋友私底下告诉我说：我对某姑娘的爱慕之情人尽

皆知。这多少令我感到一些欣慰，但其实很多事情原本就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尤其对我来说，单身

小姑娘遍地都是，我吃饱了撑的跑去破坏别人婚姻。

然后就开始处理工作和其他事务了。工作上没什么可说的，一切都在掌握中。但是意语 CILS 考级报

名截止日期快到了，我完成了报名费的汇款，就差传真报名表了。3月中旬在上海考试，虽然有一半

的内容是尚未正式学习的，但要争取一次通过。意大利的米兰理工大学似乎是个不错的大学，我把它

作为英国之外的第一选择。另外，彻底完成了搬家。

春节期间没少看书，回来以后继续看，内容是地中海史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我从后一本书里获

益良多。我对欧洲历史的兴趣越发浓厚，并且惊喜地发现地中海周边国家的语言正好覆盖了我除梵语

外的全部语言学习范围。苹果 iTunes U 里有很多语言类的课程，丰富程度超过了网易公开课，如果

对英语授课没有障碍的话。我轻松找到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入门课程，成功弥补了我目前搜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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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论教育 2012-02-18 13:48:1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转载

各种视频教学资源的空白。我已经彻底记住所有阿拉伯字母和希伯来字母了，希腊字母在数学课上捎

带着都学过了，所以一旦能够从文字上感受到发音观念，剩下的就是语法和词汇这些大同小异的部分

了。

总体来说今年的任务相当艰巨：工作上必须在 2013 年里抽常规项目的空隙逐步完成停滞的 G2 多线

程项目；学习上要拿到意法西三语的A2资格证并且通过雅思考试；生活上要相对节约以确保资产继

续增长；感情上守住最后一个小姑娘，鼓励她顺利出国并紧随其后；学术方面要给 Lisp 社区做更多

的贡献顺便积累技术资本。我对自己的前途已经不再有任何迷茫了，现在只是按部就班地逐件事做下

去罢了。没有人可以干扰到我。

阅读(2885) |  评论(1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论合理的爱情观 2013年02月24日  

2014-11-04 11:59justdoit

回复 |  删除

伞哥真是鹤立鸡群，气质出众，旁边那3位看着一个比一个猥琐...

2013-03-17 14:41me.xinxin

回复 |  删除

看到你深谙LISP又对自然语言有兴趣，是否又兴趣将逻辑语发展成一种编程语言呢？http://www.lojban.

org

ttkk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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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22 06:11

回复 |  删除

一如既往的关注你的博客，从中汲取学习之道

2013-02-20 04:46aforget

回复 |  删除

你终于笑了:)

2013-02-18 08:37westlife

回复 |  删除

冰河大哥，在国内有了硕士学位，去国外可否重新读啊？还有就是有没有年龄限制啊？

2013-02-18 09:54 冰河 回复 westlife

回复 |  删除

年龄限制没听说过。重读硕士应该没问题，甚至很正常吧，比如说我换个专业重读一次的话，跟

之前已获得的硕士学位完全没有关系啊。

2013-02-18 18:56westlife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哦，那样比较好哇，国内一个学位貌似只能读一次啊，还有年龄限制呢

2013-02-19 06:12westlife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说实话，我也想出国读书，甚至想重读一遍，唉

2013-02-19 06:54 冰河 回复 westlife

回复 |  删除

那就去读嘛

2013-02-18 08:22westlife

回复 |  删除

冰河大哥新年快乐！！！事业风顺！！！

2013-02-18 05:50逍遥客

回复 |  删除

滥情很危险！！

2013-02-18 04:30Stanley

回复 |  删除

祝：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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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杭州一个多星期，各项事务不但全面展开并且相继进入了白热化状态。虽然刚刚过完春节，甚至才

过完元宵节，但如果从公历的角度看的话，其实二月份转瞬即逝，然后 2013 年的六分之一也就这样

过去了。但我的各项计划才都刚刚开始，一想到日月穿梭时光飞逝我实在是没什么时间可浪费了。

上周里顺利完成了之前提到的意语 CILS 考试报名，考试时间 3 月 21 日，在上海。等我把二月份的

重要项目收拾干净以后就要开始努力复习了。我把意语课本里的整个单词表输入到了 FileMaker 数

据库里并导出成包括 Bento 在内的多种格式，这对背单词很有帮助。另外终于彻底完成了搬家，并

且把到期的旧房子顺利退租掉了。为了拿全额房租押金，我花钱请钟点工清洁打扫整个房间，还请专

人清理了排油烟机，然后发现整个屋子在我居住的整整两年里从来就没这么干净过。另外原来钟点工

这么便宜，一个小时才 20 块钱，而且号称还要被公司扣掉 6 块，我出 30 块一小时于是她就开始玩

命地给我擦⋯⋯

 

终于买了 Adobe InDesign CS6，?5300。距离上次买 Design Standard CS4 已经过去三年多

了。因为实在太贵，过去两年里 Adobe 发布 CS5 和 CS5.5 的时候我都忍住了，并且由于事实上我

几乎从不使用 Design Standard 套件中的 Photoshop 和 Illustrator，并且 Acrobat X Pro 我已

经单独升级过了，于是这次决定只买 InDesign CS6，专注于排版。因为日常工作中的所有项目文档

都是用 InDesign 来撰写和排版的，这样一来我终于可以在几乎所有时间里使用笔记本固态硬盘上的

Mac OS X 10.8 系统了（InDesign CS4 安装在 10.7 系统下）。另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Adobe

在它的企业授权系统里同时为了提供了 Mac 版和 Windows 版的安装授权，我也不敢问我的经销

商，所以就把多余出来的 Windows 版安装到了同一台笔记本电脑的 Windows 7 虚拟机里，这样偶

尔切换到 Mac OS 10.6 和 10.7 的时候还可以通过虚拟机使用 Windows 版的 InDesign CS6，更

加方便。当然，剩下的就是好好研究一下 CS6 的新增功能了。（我对优秀软件的占用欲要是能用在

小姑娘身上的话，估计早就生米煮成熟饭不知多少次了）

相关领域的其他小额开销是买了互联网上的 FileMaker Pro 数据库服务，用来承载我两年来记录 G2

项目进展的数据库。不是很有必要的开支，但确实非常方便，尤其是可以随时随地通过 iPad 上的

FileMaker Go 客户端访问数据库。FileMaker 的整个产品线我都很喜欢，可惜除了个人用用以外，

没有办法推广。Excel 和 Google Doc 能基本搞定的事情，没人会愿意花两千块钱买个更专业的解决

方案。

过去两周里一直在利用各种空隙时间看杂书，尤其是每天上下班坐公交车的时候。3G 版 iPad mini

 评论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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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即将乔迁新居 2011-02-24 19:38:0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转载

极大地促进了我的生活质量。上周提到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这本将近 600 页的书竟

然全部看完了，而且受益颇多，所有有趣的部分全部在 PDF 文件里标记下来然后传回电脑里持久保

存了。另外这本书让我对拉丁语的兴趣更加浓厚了，而意大利语是最接近拉丁语的现代语言，可以说

我已经有极好的拉丁语学习基础了。

我在阅读历史类著作时经常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目前所处的时代绝不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

——当然也不是最差的，尽管这也有可能是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假象。我注意到两件事：一是无论在任

何时代都能产生伟人，二是一切不幸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另外史书上在谈论一个人的时候是以他的

终身成就为基础的，一个人必须有突出的成就并且足以影响历史事件才会留在历史里被人们永远铭

记；如果只是幸福地在有房有车有钱的生活里过完了自己的一生，然后从事与千百万人雷同的工作，

是不会被自己家人以外的人长久记住的。我的成绩还很不够，但没人能阻止我把自己的眼光放得长远

一些——超越这个时代，只追求那些可以真正给自己带来持久声誉的东西。

阅读(2983) |  评论(1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春节归来 2013年03月03日  

2013-02-26 13:46westlife

回复 |  删除

冰河大哥，你看历史书啊，我最喜欢看历史书了。你说的历史人物都是大人物，是有原因的，早期的历史

，并不是我们现在的历史科学，历史与文学分家只是19世纪的事情，文学自然是愉悦大众为前提的，不是

真正的历史。新史学倡导的是：人类生活的每一件事都是历史研究的材料，好的历史学家，能给人类带来

极大的思想财富，帮助人们认清事实的真正来龙去脉。建议关注二战结束后的新史学机器相关著作。首推

法国的年鉴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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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27 13:30 冰河 回复 westlife

回复 |  删除

嗯，我前些日子刚读完的那本文艺复兴的书好像就是年鉴学派的人写的。

2013-02-28 04:13westlife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你看的是实体书还是电子版？

2013-02-28 05:01 冰河 回复 westlife

回复 |  删除

电子版，来自几年前下载的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CD

2013-02-28 09:24westlife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该不会是那个不清晰的扫描版吧？？

2013-02-28 11:46 冰河 回复 westlife

回复 |  删除

是的。

2013-03-01 14:08westlife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那看的好蛋疼啊

2013-03-01 16:42 冰河 回复 westlife

回复 |  删除

从获取信息的角度来看我一个字也没落下，这就够了。

2013-02-27 16:56fortune

The only thing we learn from history is that we do not learn.

                -- Earl Warren

That men do not learn very much from history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lessons that history has to teach.

                -- Aldous Huxley

We learn from history that we do not learn from history.

                -- Georg Hegel

HISTORY:  Papa Hegel he say that all we learn from history is that we learn

nothing from history.  I know people who can't even learn from what happened

this morning.  Hegel must have been taking the long view.

                -- Chad C. Mulligan, "The Hipcrime Voc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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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3-02-26 13:50westlife

回复 |  删除

伟大人物出现在古老的历史文学中，但是这样文学性质的历史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有用的启示与教训，不然

人类在几千里不会战乱连连，不断重复犯下错误！反观当今西方世界，各项事务都会被仔细客观的研究，

更别说历史研究，实用性占据了主要地位，同往日不可同日而语。

2013-02-26 02:54koreaseal

回复 |  删除

2013-02-25 02:20BRUCE

回复 |  删除

周六在去颐高的路上偶见伞哥，没来得及打招呼，遗憾！

2013-02-24 18:17小贝Ann

回复 |  删除

今天，确切的说是昨天是我阳历生日，就当伞哥给我过了哈，ps，今天是我阴历生日。^_^

2013-02-24 19:25 冰河 回复 小贝Ann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

2013-02-24 18:22小贝Ann

回复 |  删除

一不小心，沙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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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2013年02月24日 游刃有余  

2013-03-04 00:01:44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2013年03月03日2013年03月03日    

时光飞逝，我和我组里的同事们最终顺利地完成了二月 release 的所有开发和测试工作，产品如期发

布了在我掌控下的第 16 个月度更新，然后新的三月 release 又开始了。意大利语还在紧张的复习

中，进度良好，假如带着教材去考的话我肯定高分通过，所以其实基本上就只剩下努力背单词了。下

周开始语泉全面恢复上课，周六学意语，周日学法语然后再赶去踢毽球，短期内再没有完整的休息日

了。P. S. 苹果 iBooks store 里可以轻松下载到雨果《悲惨世界》法文原著，可惜现在还看不懂，但

我有信心到今年年底时就可以看懂了——当然要在法语助手的少许帮助下。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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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我在《悲惨世界》这部电影里获益良多。我已经快一年没有去过电影院了，这次纯属心血来潮，并且

是受了微博影响打算去看美女演员的。原本想约个小姑娘一起看，结果大概是因为电影本身的缘故没

人和我去，最后我决定一个人仔细欣赏（现在觉得幸好如此）。

说实话我对音乐剧很不适应，因为以前从来没看过这种类型的，但我发现用唱歌来代替说话的电影有

个明显的好处，那就是人物的独白铺天盖地，所有剧中人各自的内心想法一律要直接唱出来，这样一

来每个剧中人的价值观就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了。然后我就在边看电影边思考如果我是剧中的

每一个人，在此情此景下我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和他们的是否一致。（注：以下段落有剧透嫌疑）

在这部电影里没有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坏人：最像坏人的那个警察只是在努力捍卫法律而已；男主人公

最初导致他坐牢的过错（偷面包）也不是什么大事，完全是形势所迫并且也是为了挽救自己的亲人；

甚至下令屠杀革命青年的军队指挥官也只是出于职责所迫不得不遵守上级的命令，而且还不时表现出

对革命者的同情心；女主人公就更不用提了，从头到尾完全是受害者；其余的小人物只是在努力生存

的过程中被迫干点儿缺德事罢了。我想真正有问题的就只是当时法国的社会制度。不过让我真正找到

共鸣的只有男主人公 Jean Valjean。他做的每件事在我看来都是合理的，并且一切选择的根本原则

恐怕只有两点：传播正能量；以及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前者可以解释他受了主教恩惠得以重新做人

以后努力地帮助他人，后者可以解释当他得知有人即将错误地代替自己坐牢时会不顾一切地澄清自己

的身份。至于早年的小偷小摸、试图越狱、违反假释条例、不断逃避警察的追逐，所有这些无非是考

虑到这些选择既不会危害社会也不妨碍任何第三方的利益。我完全认同这样的办事原则。

另一方面，当下社会里那些为了生存而努力挣扎着的人们，如果因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做出一些无法

按照最高水平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的事情的话，这里面有一部分人至少还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得已而为

之，但凡境况有所好转就能立刻恢复到先前更高的水准；但总是有另一部分人甚至连什么是正确的行

为都忘了——这种情况通常至少要经过两代人的努力：第一代人是不得已而为之，然后他们的下一代

只模仿了错误的行为而没有领悟行为背后的原理。我想这就是国民素质持续下降的根本原因。

总而言之，看完这部含沙射影的电影以后，我最大的感悟是：相比电影里的世界，现实世界恐怕还要

更悲惨一些。

阅读(2136)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2013年02月24日 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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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3-03-04 03:33wushuai1346@126

回复 |  删除

下三白眼,不知伞哥对面相可有研究? 无意冒犯.

2013-04-06 12:45zjf_sdnu 回复 wushuai1346@126

回复 |  删除

冰河兄 咱俩眼睛挺像的 你就是我的偶像啊!

2013-03-09 16:05xyq008212

回复 |  删除

前几天去看 除了被这部电影感动以外 就是不断离场的观众 不过散场时候留下的观众也挺让人感慨的 一直

在看您的博客 正在学习lisp 希望将来能帮上忙

2013-03-08 12:28coolwater

回复 |  删除

关注您的博客有一段时间了，几乎每次看到您的自拍照，都是很严肃的脸，哎，平时您也这样对小姑娘么

。

2013-03-08 16:16 冰河 回复 coolwater

回复 |  删除

是的⋯⋯

2013-03-03 17:18杨博

回复 |  删除

眼神略显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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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2013年03月03日 辞旧迎新  

2013-03-10 22:33:42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游刃有余游刃有余    

 

我是 “游刃有余” 的代名词。因为有充足的知识作为后盾，所以我的人生道路总是一帆风顺——偶

尔的小波澜只是为了调剂生活并且总是完全可控的。我认为我的存在就是为了向我的80后同龄人以及

更年轻的青年一代们证明：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完全可以只凭借他的知识就得到他想要的生活，然后

也可以得到来自朋友和领导的至少表面上的尊重，从不需要拍马屁或者走后门，眼里也从来容不得沙

子，对他人的好恶总是直接表达出来，但却能在每次遇到重大危机时毫发无伤。另外在我所有那些

“随便挑一样即可满足一个职业的全部需要” 的知识和技能里，我成功地选择了其中最感兴趣，最有

效果地贡献社会，并且最能体现竞争优势的一项，也就是我目前每天的工作。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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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的人生可以有无数种可能，即便最优的选择也不止一个，所以我通常将各种中长期计划刻意捆

绑在重要的人身上，在一些表面上看相当充分的理由支撑下制订我的计划，以便于他人理解（例如爱

情就是一个最好的借口）。不过重要的是几乎我的所有计划（尤其是那些学习计划）都不是只具有单

一目标的，因此往往出现的情形是计划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了，但最初的目标却已过时了。这不是坏

事，因为当我重新调整到新的目标时经常发现针对新目标的准备工作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另一

方面，不断调整最大的这些目标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在浪费生命，因为真正重要的只是为各种目标的努

力奋斗的过程过程而已，结果并不重要反正迟早是死。不断地追逐一些事实上无关紧要的目标但同时踏踏

实实地贡献社会并用心感受每一天的实际生活，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奥秘——如果有读者羡慕我或者认

为我生活在幸福之中（或至少不算是可悲的）。

游刃有余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上周里总共发生了三件值得一提的事，让我抛开时间顺序按照细微的重要程度差别从小往大说吧：

第一件事是三八节前夕公司里离职了一个跟我关系不错的姑娘（注：“不错” 的定义是我们平时偶尔

说两句话，仅此而已），主要原因是公司里做了一年多的某个大项目被取消了，作为本项目的参与

者，姑娘对它很有感情，在自己的努力工作中 “看着它慢慢变好，慢慢变漂亮”，然后辛勤劳动的成

果就这样一下子失去价值了。姑娘很伤心，所以赶在刚巧合同期满之际决定离开了。请注意我在这请注意我在这

里绝对没有评价公司本身的任何意思，因为这只是完全正常的日常商业决策，在大大小小的IT里绝对没有评价公司本身的任何意思，因为这只是完全正常的日常商业决策，在大大小小的IT

企业里尤其常见，对一个项目的投资因为产品企业里尤其常见，对一个项目的投资因为产品做得不好而得不到应有的收益自然要被停掉以免做得不好而得不到应有的收益自然要被停掉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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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转载

继续浪费资源继续浪费资源。。我唯一非常不满的就只是被指派负责这个项目的某公司元老虽然为人和蔼但实在是

能力有限，办事极其不力，在他的治下竟发生了漂亮姑娘因为非个人原因从公司愤然离职的事件，真

是难辞其咎，我以后也不会给他好脸色看的。

第二件事是我日常工作所在的 DevFactory 外包平台上最近某些找不到体现自己价值的事情做的一个

叫做 Code Read Team 的诡异+无聊团队连同他们的负责人一起疯了，竟然打算给平台旗下三十多

个拥有数十年历史的大型商业软件产品做自动化的代码缩进，然后最终目标只是为了避免开发人员提

交代码时的 Diff 里出现缩进错误。我强烈反对这个脑残计划，但如果我只是为了保护我自己的一个

产品的话大可以采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处理他们的这个 “请求”，但我选择了公开地第一个站出来

明确反对这个计划，以保护平台上的所有产品。我认为这件事有可能会最终闹得很大，因为这群本应

该失去工作的人会为了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将会动用一切资源进行强烈的反扑。所幸我多年来 “行善

积德” 在 DevFactory 高层略有人脉，很多人为了实际的商业利益会尽最大努力来保护我。所以我

不怎么担心，目前正在冷静地观望其进展。

第三件事是我终于不得不被迫跟近四年来持续交往（注：“交往” 的定义是偶尔见个面并一起吃个

饭）的跆拳道小姑娘摊牌了，然后我们最终确认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木有未来”，但 “保持现状就

好”。在这段莫须有的感情里我当然是在不断地欺骗自己，为了一点点儿希望就一度决定要在一年后

追随其到英国去，还认真地研究了其母喜好的剑桥大学的申请流程和院系设置，奖学金目标，甚至连

未来的所在实验室（包括经纬度）、研究方向、备选导师名单、在校期间的实习情况，甚至毕业后的

初步打算都完全设计好了。确认了没有未来以后，虽然多少有些失落但毕竟日子还得过，记忆中过去

的美好时光也还尚未褪色，所以其实我在既定计划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突然一不小心就连保持现状

都不可能了：也许是出于好奇心（想看看我是否还能像以前一样对待？）或者其他说不清道不明的理

由，小姑娘向我提了一个我很不想答应但又不好意思直接拒绝的要求——借我的 iPad mini 玩几天

（为了体验一下？）。我考虑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个星期不用也不会死，大不了趁机把书

架上的纸版书带到公交车上看也就是了，而且趁机还能见个面——在我看来只要能见上一面多大牺牲

都是值得的。于是我登出了iPad上所有应用的帐号、清空浏览器记录，然后带着几分不情愿在1分钟

里完成了此次见面和设备交接。我还特意没有去改屏幕锁定画面——小姑娘本人的照片，希望她无意

中可以看到。结果我回到家以后微信收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我能否把设备的所有数据完全清空掉重

新配置。我真的很伤心，于是说了几句抱怨的话（很温和的措辞）。结果转天设备归还给我，微博密

友取消，从此很可能再也不联系了。建立并维持这段关系花了近四年，摧毁它的时候其实只需要几分

钟。我认为这样也好，内心算是解脱了，从此可以随便去追求任何其他姑娘而没有负罪

感。

调整后的中期计划是这样的：2014年8月起如果手头工作进展顺利的话仍然打算出国留学，目标暂定

意大利，因为那边的大学号称不要钱——只要我可以在国内就把意大利语学到惊天地泣鬼神的程度；

英国太贵就算了。专业方面，考虑到计算机我已经学成了，届时可能会去研究语言——例如拉丁语或

者干脆普通语言学。我相信我的计算机和Lisp/AI背景可以让我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轻松适应未来

的一切角色并且达到比同行更高的高度，反正只要我继续努力，无论走哪条路都是光明的前景。

阅读(4468) |  评论(3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2013年03月03日 辞旧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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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开始转运 2012-03-10 16:53:00

网易 Cisco 无线网络部署纪要 2011-03-10 09:52:1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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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2014-01-03 07:24wkingfly

回复 |  删除

“我认为我的存在就是为了向我的80后同龄人以及更年轻的青年一代们证明：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完全可

以只凭借他的知识就得到他想要的生活，然后也可以得到来自朋友和领导的至少表面上的尊重，从不需要

拍马屁或者走后门，眼里也从来容不得沙子，对他人的好恶总是直接表达出来，但却能在每次遇到重大危

机时毫发无伤。" 一直向往的自由⋯⋯⋯⋯

2013-03-19 10:08Stanley

回复 |  删除

本不该评论，但是我还是想说：真有这样的女孩啊？好幼稚啊，像小孩子过家家，会不会过几天就和好了

？

感情的事情和你的技术性工作不一样，你能把工作和生活像做数学题一样安排的有条不紊，但是感情却不

是数学题。

2013-03-19 11:08 冰河 回复 Stanley

回复 |  删除

感情生活不适合我。

2013-03-30 13:42gen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伞哥，你好！我断续关注你的博客也好久了。第三件事，我是这么认为的 ，或许是女孩借你mini 

用想通过了解你，通过你平时上那些网站，收藏夹有那些图片，或者是有什么视频在里面。如果

你清除了你的所有数据，她得到的只是一台冰冷的机器！或者她觉得你对她信不过，不把自己的

一些数据资料给她看！所以，我觉得这是件很小的事，你需要去挽留。。。



20/08/18, 21:23 -  - 

Pagina 5 di 8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32109950980/

2013-03-31 07:52 冰河 回复 gen

回复 |  删除

你的阅读理解水平不及格。她对我的数据根本不感兴趣，是她主动要完全清除我的所有数据然后

按照她自己的用法来重新配置。她试图先帮我做备份以便最后能恢复到最初的状态但是因为没有

我的Apple ID密码并且我的备份加密了结果无法备份。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我把这件事发表出

来以后一些2B评论员导致她以为我只是在乎iPad本身的那点儿价值，然后导致了更严重的冲突，

然后再也无可挽回了。你也好好反省一下。

2013-04-17 08:34Stanley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你就不该告诉当事人你的博客地址。。。

2014-01-03 07:15wkingfly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导致她以为我只是在乎iPad本身的那点儿价值，然后导致了更严重的冲突" 这个了解程度还差很

远吧，否则怎么会有如此想法⋯⋯

2014-01-03 06:56wkingfly

回复 |  删除

唉，用情专一的人就是容易动情呀，往往自己都设想好和人家以后的未来了，这时候往往会被抛弃，不明

真相为什么女生会这样做，总是很困惑这个事情⋯⋯

2013-03-12 00:05qlxk_2004

回复 |  删除

伞哥不要哭 我觉得你可以去一个新领域学习试试，泡妞心理学什么的

2013-03-12 14:21 冰河 回复 qlxk_2004

回复 |  删除

今天有人通过email给我发了一本泡妞的书，该不会是你吧⋯⋯

2013-10-14 11:43binhu12332100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冰哥你好，从Ruby-china上知道了你，一口气读了你三个page的博客，喜欢你的坚持和自我，

你真是太厉害了，虚度光阴的我惭愧的快掉眼泪了，在不太会和女孩交往方面和你有点像，那本

泡妞的书，能发给我吗？binhu12332100@163.com，先谢谢了~

2014-01-03 06:48wkingfly 回复 binhu12332100

回复 |  删除

这个哥们太搞了，哈哈

2013-05-12 13:44saydeho

这姑娘，看着像是骄养的，不懂得某些交往礼仪。应该不是觉得跟你关系亲密，而不会见外的哪种。so，

伞哥妥妥的放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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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3-03-10 15:53wangtao

回复 |  删除

第3件事，买个 iPad min 送给小姑娘就可以了。。。

2013-03-14 08:25 冰河 回复 wangtao

回复 |  删除

幼稚的观点。人家家里比我有钱多了。

2013-03-14 02:56rebol

回复 |  删除

伞侠你好，我最近想了解一下人工智能，请伞侠明示学习方法和书籍，谢谢！

2013-03-13 21:29apple601601601@126

回复 |  删除

你未必是个好的伴侣。

2013-03-13 09:48yy一下。

回复 |  删除

试试看问自己一个问题：那个女生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开心吗？

2013-03-12 15:31一名PHP程序员

回复 |  删除

冰河，我一直在订阅着你的博客，并从中获得能量。但是我个人认为你在情感方面有诸多的交往障碍，这

不是一句“木讷的程序员必然如此”能够解释的了的，希望你能放下条条框框，将自己的技术外衣撕下、

回归一个平常人心态，如此去尝试交往，应该能够获得少女芳心。

2013-03-13 09:28 冰河 回复 一名PHP程序员

回复 |  删除

我不觉得我有什么障碍。

2013-03-12 14:19wslewj

回复 |  删除

高山仰止啊，追看博客有年头了，人要像你这样活着才带劲儿。

2013-03-12 11:18westlife

回复 |  删除

冰河哥，我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的人生本不该如此的，我们本该活的更好的，而在这个国家却成了现实，

你有后悔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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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12 14:16 冰河 回复 westlife

回复 |  删除

我不后悔，我的每一步都是合理的。

2013-03-11 02:21westlife

回复 |  删除

冰河哥，意大利的大学不收学费吗？真滴假滴啊？

2013-03-11 04:33 冰河 回复 westlife

回复 |  删除

自己去搜。关键词：马可波罗计划。

2013-03-12 11:02westlife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好的

2013-03-11 15:02Lady & Bird

回复 |  删除

第三件事的结局和我一样，只不过我是一年前。

2013-03-11 14:31zhang_411

回复 |  删除

最近三期照片一张比一张特写。最后会不会上一张细胞核的？:D

2013-03-11 14:30zhang_411

回复 |  删除

没事,小姑娘多的是.

2013-03-11 13:27prog012

回复 |  删除

我想姑娘是为了让你得到彻底的解脱才故意这么干的，也是为了你好。

2013-03-11 03:57soulmachine

回复 |  删除

这小姑凉不识货，伞哥都拒绝，这是她的损失！

2013-03-11 02:06逍遥客

回复 |  删除

看样子，是被小姑娘搞的有点憔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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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10 23:31杨博

回复 |  删除

游兄，你脸上的皮肤不大好，注意保养啊。

2013-03-10 16:46darlingtangli@126

回复 |  删除

佩服做事这么有计划的人啊

2013-03-10 16:06chen_cwf

回复 |  删除

强烈支持伞哥啊

2013-03-10 15:57鲁尼来踢球

回复 |  删除

小姑娘完全不给面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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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国家的步调是高度一致的：过去一周里国家全面更换了领导人，我也全面更换了一批新姑娘，从

此各方都翻开了新的一页。就像我们不能对自己的国家彻底放弃希望一样，无论过去有多少付出白白

损失了，面对新的开始仍然要全力以赴，只不过是要吸取下从以往经历中得到的教训，然后争取在下

一个轮回里可以做得更好。

最近工作上进展一般，但多亏了我的工作伙伴和少许运气，本月仍然完成了大量的项目，其中不乏一

些极其可恶的历史悠久的 bugfix，所以各方都很满意。捎带着需要指出的是，上周博客里提到的代

码缩进事件后来圆满地解决了。我得到了上游几个实力派经理的支持，最后大 Boss 不得不表明态度

支持我们了。我并不是一个只顾埋头干活的人，我一直在尽最大努力地影响我所在的工作环境，但我

的技巧是每时每刻只得罪一个人，然后依靠其余所有人的支持来达到我的目标，下次转回头来再换一

个目标。总之工作上没有绝对的朋友和绝对的敌人，只有绝对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和产品的利益。

辞旧迎新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其余的时间都在紧张地复习意大利语，因为下周就要去上海参加考试了。自从2011年9月首次“心血

来潮”开始学习意大利语，时间已过去了一年半，从最初的一年多自学再到去年秋天开始参加杭州本

地的培训班，我觉得我已经学得相当扎实，可以去考一下试试了。我的方法是通过做教材配套的练习

册来巩固语法和词汇，最后再做一套模拟题就可以上阵了。不过我要指出的是，我在杭州本地的培训

班目前的教学进度远远落后于此次考试的要求，如果我这次考试失败的话，6月份还有机会跟班里的

同学们一起再考一次，所以我完全没压力。同时此次去上海还要顺便报名西班牙语DELE A2考试，

时间是5月25日，毽球比赛（浙江省体育大会，5月16-19日）结束后紧接着的周末，所以我考完意

语回来以后就要紧接着转入西班牙语的自学，将两个月前中断的学习捡起来继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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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年前报名的业余法语班上周已经开始上课，今天已经是第二节语音课了。正如我所预料

的那样，法语的唯一难点只在语音上，既难说也难听懂。不过好在我已经读了足够多的语言学和音位

学教材，能够立足整个人类语言的全局，在充分理解人类口腔发音能力（参见上图的IPA国际音标

表，红色部分为法语音位）的基础上理解法语的语音体系，从而避免将母语以及其他外语的音位跟法

语相混淆。

这样的话，整个欧洲的西南部——罗曼语区就差不多搞定了（葡萄牙语可以忽略），今年年底的时候

意法西三语应该都可以顺利拿到资格证，然后2014年专攻日耳曼语族（德语），2015年斯拉夫语族

（俄语）或闪语系（阿拉伯语），再往后是古代语言。最后等我留学归来以后还要回到网易去，从哪

儿 “跌倒” 再从哪儿 “爬” 起来，目标是把丁磊劝退。（又扯远了⋯⋯）

辞旧迎新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最后，周六的那天下午见了一个跆拳道朋友方青，圈内小有名气的教练级高手+前国家队队员，西湖

边安静愉快地吃了个饭。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专注自己钟爱的事业，强烈的奉献精神，坚强的意

志（有时超越了自己的年龄），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并且目前都是单身（但她的人生比我完整多了）

⋯⋯ 说实话通过此番聊天以后我在某种程度上被她的经历震撼到了，一个人在25岁时对社会的贡献

和对事业的追求能有如此程度的极为罕见。所以现在看来一个人的成长跟她的出身和家庭背景真的是

毫无关系。我决定4月份有空时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坐地铁去临平看望她，然后等毽球比赛结束后就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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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悲喜交错的学习生活 2012-03-17 16:15:5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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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转载

原来的跆拳道馆报到，以后还要把跆拳道继续练下去。

阅读(2969) |  评论(1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游刃有余 上海考试归来  

2013-04-02 09:56 Shallow - grave

回复 |  删除

伞哥的人生还是很彪悍很精彩的!

有机会的话希望伞个在Lisp上多多指点.

2013-03-27 02:23jojo

回复 |  删除

伞哥，一直关注你的博客呢。如果你的计划实行顺利的话，未来你的名字会响亮的载入历史

2013-03-19 12:01Lady & Bird

回复 |  删除

共勉！

2013-03-17 17:05westlife1987113

回复 |  删除

冰河大哥周六那天下午原来西湖边吃饭去了，难怪这么巧在去浙图的路上遇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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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18 04:49 冰河 回复 westlife1987113

回复 |  删除

原来是你啊

2013-03-18 09:32westlife1987113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是啊！！我一直关注你的博客呢，呵呵

2013-03-18 04:01zarzen

回复 |  删除

帅，把丁磊劝退！

2013-03-18 03:45rebol

回复 |  删除

祝福新的开始

2013-03-18 02:41RUOK

回复 |  删除

越来越佩服你了

2013-03-18 02:05yOlio

回复 |  删除

大侠目标有点亮。。。

2013-03-17 15:57luguanrj

回复 |  删除

这个姑娘应该挺适合伞哥的　　赶紧拿下吧

2013-03-17 15:58 冰河 回复 luguanrj

回复 |  删除

图片里的目前只是朋友。我是个不靠谱的人，暂无成家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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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没什么特别可说的。过去的一周里努力工作，顺利搞定了大量项目，最终把因为复习和参加意语

考试而耽误的时间全找回来了。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思路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了。每天醒来以后第一

眼看到的就是家里的书架，然后开始反思其中很多书已经很久没看过快要成为摆设了。

不过语言学习上也没耽误，而且本周里还接连取得了重大进展，不但把几乎全部的梵语字母借助先进

的桌面软件背熟了，而且在希伯来语上也终于走出了背字母的阶段，开始学习语法相关知识了。不过

4月份的学习重点将是西班牙语，因为5月下旬就要参加考试，我可不希望白白浪费几百块的考试费以

及让我的西语小姑娘失望——还惦记着学好西语以后去找她呢。另一方面，外语学校的意大利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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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得我心，目前正在积极培养感情中。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由于已经接触了不下10种外语了，我好像已经把学习任何一种新语言的流程学习任何一种新语言的流程总结出来了：

1. 字母字母。对于非拉丁字母书写的语言是必要环节，目标是在头脑中建立字母和声音感的对应，最

好能达到条件反射的程度。对于梵语和阿拉伯语来说，这个过程可能要花很久。

2. 发音发音。掌握语言中的所有可能的发音（元音和辅音），在IPA国际音标表中标记出该语言用到的

音标，然后区分其他语言中相似的音位。

3. 语法语法。循序渐进地掌握整个语言的语法，同族的语言间要仔细对比区分以免记忆混淆。

4. 词汇词汇。必须记忆数千个常用的单词，在头脑中更新 “概念－语种－单词” 的三维表格中对应语

种的部分。

5. 阅读阅读。通过实际阅读来自母语者的语言应用范例来掌握语法和词汇间的合理组合方式。

6. 交流交流。跟母语者建立日常联系以确保书面和口头对话的机会——母语者的即兴表达往往反映了

语言的最新发展。（只有仍在使用的现代语言才有可能产生对话；古代语言只要能读能写，甚

至只会读就够了）

最近重读了百度百科上关于线性文字B的条目，以下转引其中的后半部分：

B

B

19

41

1936  “

” 14

· Michael Ventris

1952

· John Chadwick B

B (Mycènes)

“

”

1956 34

B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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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线程 2009-03-31 16:49:4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转载

B

“ B

700 3300

”

B

5000

“ B”

以上是语言学史上的一段广为人知的佳话，对此我有许多心得体会。除了对希腊语本身产生了更加浓

厚的兴趣之外，我看到了一项伟大的学术成就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全过程，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这个 “14岁小男孩” Michael Ventris 为什么能够完成其他更专业的语言学和考古学家们都没

能完成的伟大成就。其中每一个环节似乎都很重要：那场提出未解之谜的学术会议、与会者当中的小

男孩、多年的奋斗、“能够从表面的混乱中发现秩序” 的天赋。最后，虽然他不幸英年早逝了，但人

们却会因为他的成就而永远记住他。

我早已不是小男孩了，但如果我的留学计划最终得以成行的话，以我的办事风格，我想我极有可能去

研究另一个相关的未解之谜：线性文字A。我会把这个心愿写到我的大学申请信里。

阅读(3106) |  评论(1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上海考试归来 清明假期的一些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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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3-05-18 12:28佚名

回复 |  删除

很想请教一下，是否可以设计出自动学习语言的程序。

2013-04-01 13:17桃迦

回复 |  删除

这图真漂亮！怎么拍的？

2013-04-01 17:00 冰河 回复 桃迦

回复 |  删除

不是我拍的，请找 Kevin2.0，摄影专家。

2013-04-06 07:03Rhythm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难得想称赞拍了张不错的照片，原来还不是你拍的⋯

古文字破译这个事业今后是打算作为主线事业还是打算作为副业？

2013-04-06 15:18 冰河 回复 Rhythm

回复 |  删除

可能会是名义上的主业，副业继续 Lisp 开发。（我以往拍的照片被你贬得一文不值了⋯⋯）

2013-04-05 09:23小丑

回复 |  删除

2013-04-03 16:57poplarx

回复 |  删除

最后一段好浪漫。空闲时可以研究一下甲骨文啊，老祖宗的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不过和西方语系不是一

回事。

2013-04-01 14:30westlife1987113

冰河哥，现在去意大利留学，仍然免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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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3-04-01 17:03 冰河 回复 westlife1987113

回复 |  删除

⋯⋯你好像对免费特别感兴趣么。我以前说过了，只是免名义上的学费，其他所有费用都仍然有

的。详情自己去网上查，别再烦我了。

2013-04-01 03:48Eouda

回复 |  删除

"不但把几乎全部的梵语字母借助先进的桌面软件背熟了", 求问这个软件是什么？谢谢。

2013-04-01 03:51Eouda 回复 Eouda

回复 |  删除

微博上有，看到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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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国际形势的长期停滞及个人对策 2012-03-24 15:13:37

拼命珍惜现有的一切⋯⋯ 2007-03-23 17:52:3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转载

本周没什么特别可说的，只是简要介绍一下上周的主要活动：

最近的工作突然变得非常忙，因为又出现了计划外的紧急项目，但我同事严格执行既定计划不准备帮

忙，所以我只好一个人应付——最后实在搞不定的话上游也没办法。然后我组里的实习生走掉了，大

概是因为死活做不出项目来然后被我逼得有些紧，这算是雪上加霜。而我周三和周四则去了上海参加

意大利语 CILS（锡耶纳外国人大学意大利语认证）A2 级别的考试，考得感觉还不错，号称这次的题

比较简单，所以预计应该可以顺利通过（5月初才可以查到成绩）。然后顺便到上海西班牙总领馆文

化处报名了西班牙语DELE考试，报考级别也是 A2。去年秋天就本想报名但因为跟毽球比赛的时间

冲突所以就没报，现在终于要正式面对西班牙语了，考试时间是5月下旬。从上海回来以后随即投入

到工作和新的学习中，周六和周日分别上了意大利语和法语课。

本次上海之行还算颇有收获，尽管钱也没少花。买了一件新衬衫，精致的皮面笔记本，两条围巾（其

中一条送给公司里的中姑娘了），华尔街英语还送了我一些赠品。回来的火车上整理了经典的《现代

西班牙语》教材的 PDF 文件，然后去淘宝采购了一本新的《En Directo》（台湾教育电台西语教学

节目 “西班牙文酷” 的配套教材）准备稍后把书拆开扫描成 PDF 放在 iPad 里方便日常使用。这个

课程我曾经学到一半的位置，现在重学一遍然后再看一遍《现代西班牙语》第一册就足以达到 A2 的

要求了。

接下来的重要收获包括我在上海森淼学校参加的中意两国留学交流会。通过此次活动我把所有相关的

流程和历史背景彻底搞清楚了。我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艺术生占据了意大利留学的绝对多数比

例，而相比之下非艺术类学生不但极其稀少，而且号称毕业率非常低——医学和建筑甚至从未有中国

学生成功拿到学位（似乎听起来有些夸张了）。例如本次考试的所有考生应该除我之外全部是艺术

生。这样一来我倒是明晰了去博洛尼亚大学攻读一个语言学类硕士学位的意向，这个大学是世界上第

一所大学，900多年历史，符合我的身份。并且最关键的是，语言学这个领域里应该少有人和我竞

争。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要在未来一年多里继续学习和研究各种外语，以弥补专业匹配上的不

足，只是精通意大利语是绝对不够的。

最后，接下来的一周就需要拼命工作了，2014年8月之前还有很多事要做。

阅读(2775) |  评论(1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辞旧迎新 线性文字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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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2013-03-28 09:07小新的内裤

回复 |  删除

(let ((b 1))

  (defparameter *x* b)

  (defparameter *y* (1+ b)))

(let ((*x* 10)

      (*y* 20))

  (defun get-xy ()

    (list *x* *y*)))

(print (get-xy))

伞哥，我初学common lisp，这段代码执行结果是什么？为什么是这种结果？能不能大致跟我讲讲。

2013-03-28 09:16 冰河 回复 小新的内裤

回复 |  删除

这些找抽的代码一辈子都用不上，学点儿正经的吧。

2013-03-28 10:37小新的内裤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我还是不是很懂你说的“找抽”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就简单的帮我分析一下，就这一次也行，我

想对您这样的高手来说可能就花上一两分钟的时间而已。真的很感谢你的帮忙。一时间被卡在这

里了。

我发现没地方问。就找到你的博客来问了，还请您谅解。

2013-03-28 11:42 冰河 回复 小新的内裤

回复 |  删除

defparameter 和 defun 通常都是作为 top-level form 定义的，很少需要放在 let 绑定里。

2013-03-28 11:49 冰河 回复 小新的内裤

你的defparameter会导致相关变量被声明为special的，这样defun定义里的*x*和*y*将在函数执

行时寻找它们最近的绑定，而你在(print (get-xy))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绑定的，所以只好取全局的

值1和2。你仔细需要读一下CLTL2的第三章Scope and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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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3-03-28 13:42小新的内裤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虽然还不是看的很懂。但还是谢谢冰河兄的耐心指导。我再看看你说的。

2013-03-31 19:12pw4ever 回复 小新的内裤

回复 |  删除

defparameter的副作用是proclaim special。而special的proclamation会让那个符号全局spe

cial。剩下的就是冰河解释的了：(print (get-xy))的时候的*x*和*y*的dynamic value是全局的。

参考CLHS

* special (http://www.lispworks.com/documentation/HyperSpec/Body/d_specia.htm#s

pecial)

* defparameter (http://www.lispworks.com/documentation/HyperSpec/Body/m_defpa

r.htm#defparameter)

* proclaim (http://www.lispworks.com/documentation/HyperSpec/Body/f_procla.htm#

proclaim)

2013-03-28 07:35邪刃

回复 |  删除

一直在关注伞哥～～

2013-03-27 09:46xiaoxiao

回复 |  删除

请问 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好的进度管理软件MAC下的 比如指定了计划或者项目后 跟踪并反馈执行进度的 请

推荐一下

2013-03-27 11:18 冰河 回复 xiaoxiao

回复 |  删除

Merlin，可以打开 Microsoft Project 的文件。

2013-03-27 10:13koreaseal

回复 |  删除

up

2013-03-25 07:39Eouda

回复 |  删除

持续的执行自己的计划态度，还是很令人尊敬的。

2013-03-25 06:01zhangyou1010@126

回复 |  删除

准备业余学学工作以外的编程语言，向伞哥学习。

g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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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25 02:53

回复 |  删除

还有招实习生么？

2013-03-24 16:46jason

回复 |  删除

请教一下，您使用ipad看pdf，是用mini ipad 还是普通的10寸pad？

2013-03-24 16:47 冰河 回复 jason

回复 |  删除

iPad mini，10吋的拿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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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我真的很喜欢杭州浴鹄湾里的那个长廊，去年的许多假日和周末都是在那里看书度过的，今

年又开始了。

回顾去年今天写的那篇博客，多少还是有些欣慰的。那时我的意大利语刚刚入门，法语学习重启伊始

但尚未展开，西班牙语则完全不会，然后还 “妄图” 记住希伯来文和梵文那些稀奇古怪的字母（阿

拉伯文更是尚未涉猎）。但是一年后的今天，从那时起的12个月之后，我的意大利语已经参加过 A2

级别的考试并且自我感觉良好，西班牙语自学已有小成下月底也要去考试了，法语也在跟着培训班有

计划地学习，三种主要的非拉丁字母的书写体系（希伯来文、梵文、阿拉伯文）已经完全记住所有字

母并且甚至可以读出用这些文字书写的词句了——尽管还不认识其中的词汇和语法。甚至每周写博客

的习惯也足足保持了15个月。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所有这些业余成就之外，我的工作也完全没有耽

误，连续17个月不间断地发布 Gensym G2 的月度产品更新；唯一的遗憾只是对 Lisp 社区开源项

目的贡献很不够，欠了不少 “开发” 债，但我还有补救的余地（better late than never）。而更

加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我日常密切交往的中小姑娘们整个换了一茬儿，在从花时间培养感情到感情结

束的不断循环中我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既从未气馁也从未被任何程度的打击导致意志消沉进而干出不

符合我身份的事情来（注：此处建议深呼吸），总而言之很好地把感情生活放在了生活中各项主业副

业之外的附属地位，本着 “人走茶凉” 的原则从未让这些无法充分掌控的事务影响我的人生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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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一切正常 2012-04-07 17:58:29

清明 2008-04-07 06:41:4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转载

上个月初我公司里的 Lisp 实习生告辞以后，我曾经试图再招新人以弥补人员上的空缺，但最后应聘

者 聊聊，能拿出来示例代码的仅有一人。我一直忙于工作和各项事务，迟迟没有做出定论，在此只能

对那些给我发申请邮件的同学们表示歉意了。我对之前曾经打算在我走后给公司里留下一个 Lisp 开

发团队的计划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因为这是极其复杂和责任重大的工作，将来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

应该是我和我的同事两人直接去上游任职，然后产品要么退出外包平台，要么在我的质量监督下重新

面向所有partner竞标。公司过去曾经给我指派了4个组员但最后只剩下一人每月兼职帮我做2天

QA，其余3人几乎没有帮上忙反而拖累了我整个组的营收。我现在的看法是，有些事是可遇不可求

的：我只能坐等有多年开发经验和工作热情的人才主动来联系我了，而不是通过主动招聘从实习生中

慢慢培养。而且这个过程中我一定要放眼全球而不是全国。

其实这样说起来我在事实上一直在为国外的软件公司工作，从 2009 年初至今已整整四年过去了，而

且以我如今说一不二令行禁止的地位，想早些离开中国这片土地其实不难。我不急着走而是慢条斯理

地执行一些中长期计划，其实只是因为：1) 日子过得其实还算舒服 2) 国家尚未直接欺负到我的头上

3) 身边多少还有一些留恋的人。另外我上网也几乎从不翻墙——这很可能是得益于我只关注那些国家

不关心或者干脆不知道的冷门方向吧。从我朋友连城的经历来看，目前国内 IT 人士出国工作的竞争

压力似乎非常大（想出去的人似乎占比极高）。这不难理解，因为美国的 IT 人士失业率仍然不低，

这时招募来自外国的那些迫不及待想加盟的程序员们自然要层层把关、条件苛刻、非资质极高者不

要，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敢随便放进来一个。我想非英语国家的竞争压力相对会小很多，因为语言壁垒

的缘故——少有人会愿意先花两年时间学一门第二外语然后再去面对一个同样不太确定的出国机会。

不管怎么说，我个人觉得，只是因为一些可能不健康的食物、不够洁净的空气和水，诸如此类的人身

安全理由，还有一些非生活必需领域的不便利性（例如网络封锁），就抛下自己的亲人和多年结识的

朋友而远居他乡，多少显得有些不太合适。（但我绝对认为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让政府意识到如果不

解决这些最基本的生命安全保障就不能换来他们号称想要的持久社会稳定。）当然，如果迟迟不走的

话，等到哪天悲剧突然发生的时候可能就要后悔了，但这些事情其实也会等概率地发生在自己的亲人

和最要好的那些朋友身上。所以我想一个正确的态度可能是：自愿跟身边所有那些尚有牵挂的人们同

甘共苦，但是应该洁身自好以尽可能提高自身的安全系数以免落入俗套；如果出于种种理由不得不远

赴他乡的话，那么事情办完了还是应该回来——除非再也无牵无挂了。至少在走的时候要这样想。

阅读(2752)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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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2013-04-28 07:49nishisb

回复 |  删除

为什么我感觉你很 2B，Sorry

2013-04-14 07:19大力（金风）

回复 |  删除

有点沧桑的感觉

2013-04-14 05:29月月神

回复 |  删除

总感觉，在大哥的文章里，有很多的人文情怀以及人生感悟，还有一些淡淡的忧伤。。。

2013-04-11 12:13Lady & Bird

回复 |  删除

食物、空气和水这些都是最最基本的啊，大人们抵抗力强，可以说无所谓，但想到将来和现在的孩子们，

走出去是相当合理的选择。

2013-04-11 10:46zhang_411

回复 |  删除

看了开头，有卫斯理的感觉。

通晓多国语言，自幼接收过“严格的中国武术训练”，相对于“严格的Common Lisp训练”⋯⋯

 

还有不少类似的地方，光从文字看的话。

2013-04-10 09:54kiss

回复 |  删除

楼主没遇到Google搜索连接被重置或Gmail邮件服务器错误发送不出去的情况吗

2013-04-10 10:09 冰河 回复 kiss

回复 |  删除

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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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07 19:28poplarx

回复 |  删除

和一年前相比，变得苍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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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19日的浙江省体育大会是我业余体育生涯中的重要赛事，为了对付台州的专业毽球队，我最

近冥思苦想构思了以侧空翻为基础的必杀技，然后去超市里买了价值一百块钱的护具（我在考虑要不

要再来个头盔），准备先做电脑上的3D模拟，然后再努力克服心理障碍大胆尝试，总之务必要在比

赛开始前练成。三年前的首届浙江省体育大会我发挥得还可以；去年的省锦标赛就很一般，给人以黔

驴技穷之感；所以今年我必须得拿出些新东西了，否则不但对不起观众，而且也无法勾引女裁判

了⋯⋯

另一方面，5月25-26日的西班牙语DELE考试正在紧张复习中，过去一周以来每天都在努力增加词汇

量，并自学尽可能多的语法知识。目前我的语言类总体进展如下：意大利语——努力维持现状；法语

——跟着老师循序渐进地学习；西班牙语——自我突击学习中；其他语种——极其缓慢地退步中。而

上次意语考试的成绩两周之内就会出来，如果顺利的话6月份就继续考下一个级别（B1），个别环节

万一没通过的话就要去做相应的补考了（不过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不管怎么说，一切都在掌握

中。

工作方面，本月正在面对数量庞大的麻烦项目，算是一次比较大的挑战。而我偏偏又各项事务缠身，

在这种情况下努力保持稳定的工作接口，不让私人事务影响到工作进度是非常关键的。但同时不能不

在意的是，如果没有这些私人事务为我的未来打下基础，盲目地全身心投入工作的结果只能是在不久

的将来公司或工作本身发生变故时事业和生活无以为继。因此，一切都是成本核算问题——最优化地

分配精力，从事当前生产的同时也要为以后的事业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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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比赛前夕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晚上突然想起，我家那三本镇宅之宝——1979年2/3/4月的《科学美国人中文版》杂志里有一篇关

于流感的科普文章（《流感的流行病学》），于是紧急把它扫描下来发到微博 [1, 2] 上了，结果似乎

很快就广泛传播开了。自从偶然机会得到这三本杂志的十多年来我已经无数次从中获益了，而且在曾

经信息闭塞的年代里我把这三本杂志里的每个字都读过了，有些感兴趣的文章读了不止一遍。比如三

年前在几分钟网上拍的一个教学视频《双人穿大衣法》也是来自同一本杂志。计算机方面，首次接触

算法有效性和NP问题也是从这三本杂志上。遗憾的是，多年来始终没能找到其他月份的早期《科学

美国人》杂志，哪怕是电子版（扯远了⋯⋯）

总之我认为面对这类公共危机不用太紧张，只要洁身自好，同时不头脑发热去干蠢事就好，其他的就

只能听天由命了，万一真的不幸中了彩也没办法，只能当这些年的知识全都白学了。该上班还是要上

班，公交车也还是得继续坐，而且现在每迟到三次就要扣一天年假或薪水，我正在面临减薪20-30%

的危险。等我的利润低到生活无以为继的时候我就不干了，直接去上游平台计时收费，顺便接替那个

什么也不会的CTO。

阅读(2295)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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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时代的脚步 2010-04-13 19:27:51

LispWorks 企业版: 功能强大的AI研究平台 2007-04-14 03:19:4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评论评论

2013-04-15 03:08zhangyou1010@126

回复 |  删除

冒昧的问下，田春兄是否有打算把您那3本镇宅之宝在网上共享下呢？

2013-04-15 03:57 冰河 回复 zhangyou1010@126

回复 |  删除

那肯定不能轻易拿出来。

2013-04-17 11:55javierpastore 回复 zhangyou1010@126

回复 |  删除

3本镇宅之宝是啥啊？求告知

2013-04-15 07:07zhangyou1010@126

回复 |  删除

一直以田春兄为榜样，业余时间学习工作中没有用到的技能，在恒心这块还需要多想您学习。我在公司是

搞java开发，业余补充linux、shell方面的知识，另外还在学习python，学习python主要也是为了了解除j

ava以外的编程语言。

2013-04-15 05:20jonr

回复 |  删除

像超级塞亚人  呵呵

popl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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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14 18:31

回复 |  删除

我喜欢挑错......

对了对付台州的专业毽球队

另外, 双人穿大衣法 果然是双人穿衣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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毽球在浙江算是冷门体育项目，参与者甚少，几乎没什么竞争者，因此只要稍加努力就能混出点儿名

堂。同样的思路，当年学习 Linux 时国内也还少有这方面的同行，大学期间出于兴趣掌握了相关技

能，结果毕业后发现 IT 企业急需精通 Linux 的人才，于是轻松就进到网易了。再同样的思路，Lisp

语言在计算机领域更是冷门中的冷门，无论是 2003 年我刚学的时候还是现在都差不多，但我努力

了，所以在没有竞争者的环境下少许付出就得到了极大的回报，并逐渐将一份 2009 年起的副业在

2011 年离开网易时变成了我的主业——商业 Lisp 程序员。我想表达的是：付出并不一定总有回

报，因为竞争者的存在削弱了成功的可能性；但假如可以避免竞争，那么付出仍然总是有回报的。我

认为追小姑娘可能也是同样的道理，可惜该领域没有冷门可循，除非将来转战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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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转载

工作上经过不懈的努力，4月份最终完成了跟 3 月同样多的项目，而且其中不乏困扰产品多年的困难

项目和必须由特殊软件（FrameMaker）才能完成的文档更新项目。最终总算是保持了跟上游说话时

的底气，继续维持我说一不二的严肃形象。不过现在上游开始纠结我们整个 Gensym LBP 团队的人

数是否达标的问题了，上面的规定是四个人但我们其实只有两个人，公司也只付了两个人的钱把其余

部分都吞掉变成利润了。我让他们有什么事去找我在 Glority 的领导谈，我只负责把开发工作本身做

好。作为一个正在从事别人无法取代的重要工作的罕见专业人才，如果我竟然都没有赚到什么钱的

话，那么我至少要在所有其他方面占据优势地位，不然就太亏了。

语言学习方面，法语进展顺利，意语基本维持现状但是经常通过 duolingo 强化，西班牙语则因为工

作繁忙的关系没有按照应有的进度进行下去，现在已经有些担心到5月下旬去上海考试时能否准备充

分了，除非 5 月里能够牺牲一些项目时间来做更集中的西语学习。我很荣幸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法语老

师，注重系统化的语法教学和阶段性的考察，所以我的法语从一开始就学得非常扎实，两次小测试的

分数都不错，只是两次都是 95 分，从字面上看不到什么提高罢了。一度很想把法语老师娶回家每天

学习，可惜老师已有男朋友了，于是只好暂且作罢。不管怎么说，总体语言技能仍在不断提高中，必

要时不惜牺牲上班时间去学校上课。

欠了开源社区一屁股债。usocket 项目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发布新版本了，用户提交的补丁迟迟不能发

布，承诺的新特性也还没有完成。完全找不到时间去做，因为总是有更紧迫的事情。我现在觉得那些

长期保持活跃开发的开源项目，要么开发者人数众多，要么一定背后有公司支持着，其余那些单个或

少量开发者维护的项目总会在某些时间里因为个人的原因几乎完全停滞下来。这次我决定在上班的时

候干，把开源项目按照我其他项目的方法包装成独立项目，然后跟我其他那些项目混在一起处理，争

取在五月上旬发一个新版本出来。

阅读(2109)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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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01 05:24Mars

回复 |  删除

台头是同志，正文里怎么就变成同学了？汗。。。

2013-05-05 14:18 冰河 回复 Mars

回复 |  删除

我也觉得他们写得很不专业。

2013-04-30 18:26小鸦片

回复 |  删除

追求小姑娘方面，同样有冷门可循，前提是：对相貌无要求；对能力无要求；对性格无要求⋯⋯

2013-05-01 05:18 冰河 回复 小鸦片

回复 |  删除

那还不如单身呢

2013-05-01 05:37jiankangshiye@yeah 回复 小鸦片

回复 |  删除

有热门, 自然有冷门. 姑娘那个领域也不出此规律吧.

2013-05-01 05:17jiankangshiye@yeah

回复 |  删除

物以稀为贵, 实际上人们都是往拥挤的地方钻. 田春大哥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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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苦尽甘来 2012-05-05 17:28:03

自然规律 2009-05-04 19:08:0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转载

法定假日就是为了干扰人们的正常作息而设计的。我几乎在整个假日里都在努力干活赶进度，最后顺

利解决了所有突发事件，最终圆满完成了4月份的产品定期发布。两年来持续不断的产出和整个

Gensym 产品线的良好业绩似乎给我在 DevFactory 平台上带来了极好的声誉，剩下的问题就是好

好保持下去。现在看来拥有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我是个幸运儿。

个人资产的日益减少已经逐渐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尽管我的薪资连续两年保持了10%的名义增

长。我削减了不必要的生活开销，暂停了因帮助他人而产生每月开销，但短期之内还是无法使总资产

恢复到小幅上涨的状态。一方面每日努力工作，一方面兜里的钱越来越少，实在是很麻烦的事情，再

这样搞下去明年出国前就没有足够的生活费了。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连创新高，包括

我们公司在内的外包和出口型企业的利润肯定要受到一定打击，而公司一旦变得困难了，对员工也就

不像以前那么慷慨了。例如去年我的 LispWorks 年度升级费用 $975 是公司报销的，但今年就没有

这种好事了，公司以利润不足为由取消了之前的承诺，这就相当于我今年涨薪的相当大比例又被公司

回收了。软件升级是不能中断的，首先这是实实在在的工作需要，其次是一旦中断软件维护合同就很

难挽回了，日后如果想得到新版本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我的处境比较艰难，但我是专业人士，

无论境遇多么不好都会努力维持稳定的输出，绝不会把任何情绪带到工作中。

毽球比赛和西班牙语考试都迫在眉睫，两者都是为了荣誉而战，所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幸本月的

工作将不会十分繁忙，项目不多并且相对简单，因此我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准备和复习。我应该暂时忘

掉生活中那些不幸和无奈的部分，集中精力先把手头的事情做好。

阅读(2865)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繁忙的五月 为何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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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5 07:27silas

回复 |  删除

有点像《我是特种兵2》里面的一个人

2013-05-10 14:44jonr

回复 |  删除

岁月不饶人！

2013-05-06 16:13xdmark@163.com

回复 |  删除

你日渐苍老，岁月不饶人！

2013-05-05 15:49maoyusu@126

回复 |  删除

法定假日就是为了干扰人们的正常作息而设计的. 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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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下周三晚上就要奔赴金华参加比赛了，说实话准备得并不是特别充分。技术上还有很多缺点和无法逾

越的技术障碍，但我认为只要始终保持自信，内心不惧怕那些专业队员，沉着冷静应战，还是可以不

至于令队友和观众失望的。所以最后我的奋斗目标其实只是不令队友和观众失望而已，只要达到了这

个目标，比赛成绩本身对我来说是不重要的。

另一方面，工作上虽然没有硬性的要求，但我本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一个项目来——因为很多时

间花在了西语复习上，注意力不够集中，同时在高优先级的困难项目上卡住了：我所维护的这个软件

目前是一个单线程程序，因此一切网络相关的代码都是异步的，唯有在发起网络连接的时候有一个域

名解析的操作需要调用 gethostbyname()，这个过程中会把整个程序塞住一小段时间。过去二三十

年里无论产品开发者还是客户都没太在意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最大的客户创建了一个精心设计的用

例，用一个无效的域名反复调用域名解析的相关代码，同时再跑一个无限循环试图把 CPU 利用率提

升到 100%，结果就把产品的瓶颈给彻底暴露出来了。我现在被迫要把产品里的域名解析操作改为异

步的，有现成的异步函数可用，但如何用最小的修改来完成这件事就需要仔细评估了，过度的代码修

改只会导致引入新的 bug。

面对那些最专业的客户往往没有空子可钻，必须直面最核心的问题，否则只会让客户笑话，然后他下

次会用更加精心设计的用例来上报同一个 bug 来羞辱我。作为最底层的产品开发者，我和来自客户

的开发人员之间有着最远的距离，但有时我认为整个工作已经变成了我和他两个人之间的战争：他负

责找出产品的所有弱点，然后我负责解决问题以回敬他。所以最后我的奋斗目标其实只是不令客户失

望而已，过去谈论过的一切的产品发展和发布计划都可以归咎于这个看似简单的目标。

周末的意大利语和法语课还在继续，并且学习进度良好，知识掌握得愈发扎实。我尤其很感谢我在意

大利语课上目前唯一的同学，自从上个学期起就已经在一起上课的来自美院的小姑娘——要不是我曾

经做出了相当的努力来守住她的话如今恐怕班里就只剩下我孤伶伶一个人了。这种语言上的学习伙伴

不但可以互相鼓励以确保坚持下去，而且还提供了未来在另一个国度里会面然后继续加深交往的可

能，极其难得。所以我要尽最大努力确保事态顺利发展下去，包括不惜一切代价帮助这个小姑娘把意

语学好然后顺利通过未来的语言考试。于是我又燃起了久违的生活斗志，即将开始一轮新的循环了。

阅读(2229)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迫在眉睫 比赛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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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2013-06-08 15:41蔚蓝海岸

回复 |  删除

2013-05-20 08:27小旺仔。。

回复 |  删除

久仰久仰。宁波队10号特来拜访。

2013-05-20 15:15 冰河 回复 小旺仔。。

回复 |  删除

幸会。你去告诉1号姑娘，就说我给她拍了不少照片。

2013-05-15 11:00Stanley

回复 |  删除

祝你明天比赛顺利，赛出好成绩！！！四月很忙啊？最后两周都没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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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L1000026

评论评论

    转载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过去一周，尤其是参加浙江省第二届体育大会毽球比赛期间的经历。

总体来讲，杭州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一枚金牌（混双）、两枚银牌（男团和女团）、一枚铜牌

（女双），以及男单第四名和男双第五名。我的项目是男团和男双，后者由于抽签不力，淘汰赛第二

轮就不幸遇到最强的台州队，否则至少可以拿到银牌（但如果真这样的话就轮不到我上了）。不管怎

么说，我们杭州队的总体实力在浙江省排到第二是没有问题的，仅落后于台州的专业队，比其他城市

那些通过选拔和集训培养出来的队伍要强一些。

我自己则始终保持了良好的体力和沉着冷静的态度，没有让队友失望，观众也还算满意。唯一感到遗

憾的只是戏份不多，因为主办方严重压缩了赛制，而且淘汰赛里抽签不利过早遇到强队。再有就是招

式过于平凡了，相比上届体育大会时而言，提高攻击力的同时却降低了观赏性。我曾经构思了几种高

难度动作，但由于平时缺少或没有练习过，所以比赛时也不敢贸然使用。现在看来，指望临场发挥创

造奇迹是不行的，所有技术必须经过反复练习才能在赛场上实际运用。

除了比赛本身，还跟湖州队的体育老师们一起唱了卡拉OK，然后跟嘉兴队的小姑娘们一起游览了武

义的大红岩景区（果然壮观）。虽然我在赛场上总是一脸严肃、沉默寡言，但似乎其他队的人们开始

逐渐认识到我并不是那么难以沟通，所以我也在努力配合，让那些一直希望了解我的人们早些实现自

己的愿望，同时也跟省内的这些队伍联络下感情，日后有机会可以互相交流。如今我在浙江省的毽球

界已经小有名气了，这就给我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以符合我的身份。

回杭以后，手头积压的工作已经到了危急关头：这个月还几乎没有做出几个项目，因为本月的项目难

度普遍较大。再有就是西班牙语考试已经迫在眉睫，语法知识勉强够用，但重要的考试资料还没开始

研究，词汇也严重不足。所以本月剩下的两周里压力极大，我必须冷静对待，全身心投入，避免浪费

任何时间。尽管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没有交待，尤其是各种小姑娘相关的，但我想还是暂且不提为

好。

阅读(1511)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为何而战 语言考试  



20/08/18, 21:18 -  - 

Pagina 3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34201020869/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冰河

2013-05-21 03:23甲木

回复 |  删除

hi，关注你的博客很久了，我是个刚毕业的研究生，做的后台开发工作，看了黑客与画家后对Lisp产生很

大的兴趣，业余时间一直在勤奋学习，希望有一天能和你一样，成为Lisp程序员^.^ 

2013-05-25 14:41fuck 回复 甲木

回复 |  删除

你还是先把自己养活再说，Lisp不是随便能玩的

2013-05-25 14:43fuck 回复 甲木

回复 |  删除

而且你现在只是一时头脑发热，等你平和下来，仔细想想，究竟该干嘛

2013-05-28 13:31koreaseal 回复 fuck

回复 |  删除

你这一碗凉水泼的。。。

2013-05-21 06:54丹江念青

回复 |  删除

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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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结束前的各项进展 2014-05-26 17:33:48

恢复训练 2012-05-26 17:56:2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转载

毽球比赛回来以后，5月份剩下的事情是去上海参加西班牙语考试（5月25日），结果如我所料考得

并不好，因为学习的还很不够。不过这次考试也有很多收获：首先我熟悉了考试流程和考题类型，其

次是确认了我一直以来主要使用的西语教材（en directo）和网络教程是有效的，但某些辅助性教材

如《现代西班牙语》则可以不用再看了。再有我第一次亲耳听到西语母语者讲话，速度极快，除非仔

细地加以训练否则难以通过听力和口语考试。所以我打算即刻开始重新学习，然后11月份去上海再

考。

另一方面，法语越学越好——因为遇到了好老师，意语也在缓慢积累、稳步提高。3月份时去上海考

意大利语 CILS A2 的成绩已经出来了，顺利通过顺利通过，这就确保了我接下来的所有计划得以按部就班地

执行，语言之路也首战告捷。从现在起到11月之前我就不再参加任何其他语言考试了，也暂时不再涉

足其他外语，专心学习三语确保年底前通过西语和法语的A2以及意语B1考试（集中在11和12月

份）。

目前很犹豫不决的事情则是对各方小姑娘的态度。出去留学基本上是一种走投无路之举，因为在杭州

买不起房（当然也不想买，更不想被国家进一步盘剥）从而不可能一直呆下去，相比之下对知识的追

求和事业心只能位居基本生存需要之后。但如果我顺利出去了，将来读完书或者事业有成以后回国的

首选居住城市仍然是杭州，这就表明离开只是暂时的。究竟是应该找一个可以跟我一起出去再一起回

来的伙伴，还是先找一个本地暂时不着急的姑娘等我去去就会，目前仍然是未知数。

剩下的就只有工作了。没有理由再把时间浪费在走形式上了，我要迅速地把积压多年的项目在未来半

年里全部解决掉，否则就来不及了。

阅读(2205) |  评论(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比赛归来 2013年06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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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3-11-23 12:34breaking bad

回复 |  删除

很难想象伞哥竟然也说自己在杭州买不起房子。。。。

2013-05-28 10:12dama

回复 |  删除

伞哥，记得你在某篇博文里说过要写一本新的 common lisp 教材，侧重于 Common Lisp 具体实现和重

要的第三方工具包的用法。很是期待呀，却不知如今进展如何了。可否透露那么一丁点消息让我们兴奋一

下呀？

2013-05-28 16:35 冰河 回复 dama

回复 |  删除

没有进展。

2013-05-29 07:15dama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不过也可以理解，毕竟你也有别的事要忙嘛。我只能说伞哥加油了。

2013-05-28 09:48jojo

回复 |  删除

郁闷了，消极了，都会看看伞哥的博文，给我力量和勇气在这浮世继续奋斗～

2013-05-27 06:39prog012

回复 |  删除

"究竟是应该

(a)找一个可以跟我一起出去再一起回来的伙伴，

(b)还是先找一个本地暂时不着急的姑娘等我去去就会，"

个人感觉(a)比较难，(b)比较不靠谱。

建议你出去在国外找一个妹子，然后带回来，如果将来还想回来的话.

2013-05-27 05:41逸勤才子

回复 |  删除

恭喜伞哥意语考试通过！也欢迎伞哥再来上海考西语~ 

2013-05-26 20:50Ricepig

回复 |  删除

小andy真成大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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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26 16:47熟柯南

回复 |  删除

支持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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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明天 2008-06-03 13:22:1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转载

西语考试归来以后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了，结果上周里几乎以每天一个项目的速度把五月份积压的

工作顺利地全部解决掉了，我的同事也干得相当不错。这样一来工作进度就重新稳定下来，由于用户

上报的 bug 开始变少了，所以六月开始就正式进入针对明年产品大版本发布（G2 2014）的冲刺阶

段了。

我开始实施在8月份开始工作满两周年之际要求公司给我加薪升职的计划，如果公司不同意的话我就

提前开始从固定工作者到自由职业者的身份转换——因为最终我不但要出国留学，而且同时还要能够

继续维护 G2。当我人已经不在杭州之际，要么现在的公司给我远程发薪水，要么上游平台直接发美

元给我——后者还可以让上游节省开支达 50% 以上。没有人可以阻止我的计划，因为没有人可以取

代我目前的地位。跟商人打交道也很简单，在商言商：我会把自己的所有计划都明确地摆出来，然后

让对方随便选择，反正无论怎么选对我都有利。

意语进度很好，最近开始重学教材的第二册，争取年底前把整本书学完，从而掌握所有的基础语法知

识。法语也在重学《Reflets》第一册的教程，配合之前网上下载到的法文原版教材，这次终于可以

把所有听力都听清楚了。虽然法语听力很困难，但经过不懈的努力似乎开始掌握一些诀窍了。目前的

计划是年底最后两个月里再次参加三语的考试（意语 CILS B1，西语 DELE A2，法语 DELF

A2），考试地点都在上海。到年底还有许多时间，但其实也是一晃而过，每天都要珍惜才行。明年

初再突击学习一下基础德语我就可以开始申请大学的语言学专业了。

至于小姑娘们，最近多少又有些春心萌动，但我依照我一贯的办事风格，恐怕还是得不到什么好结果

的。我认为青年男女的结合最初是从 “上床” 的强烈愿望开始的，可是一旦继续发展下去事情就会

变得复杂，等到经历了双方家长、婚姻、房子、生小孩、抚养他们，最后也许会发现生活中一下子凭

空多了太多的麻烦事，“上床” 这个最初的目的如今反而变得所有日常事务中最不重要甚至可有可无

的部分了。网易的张姑娘曾经评价我，说我并不惧怕 “上床” 本身，而是惧怕在那之后的所有事

情，因为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我现在仔细想想觉得确实是这样。也许这就是年龄变大以后的带来的

问题吧，理性压制了欲望。但这倒是不妨碍我继续广结善缘⋯⋯

阅读(2452)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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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13-06-10 04:45sw2wolf

回复 |  删除

I envy you can do what you like. 

Congratulation !

2013-06-06 07:37Stanley

回复 |  删除

第二段好霸气啊！ 

皮肤好白啊！

大腿好性感啊！

你的求知欲和理性的思维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2013-06-03 06:58杨博

回复 |  删除

为什么我刷的一下脸红了⋯⋯

可能是我性取向不正常，回去面壁。

2013-06-04 15:38firstfish 回复 杨博

回复 |  删除

如果是脸白了才是不正常的吧。。。

2013-06-03 07:41gaolool

回复 |  删除

其实主要是价值观不同所以选择不一样吧，对于现在的你来说 “婚姻、房子、生小孩、抚养他们” 都是 

“麻烦事”，可对另一部分人来说这样的生活却是至高的幸福，愿倾其一生所求。

我读过很多你的博文，我觉得你是正确的，在认知到了各种行动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后作出对应自己的反应

，比什么都不想的盲从然后再来后悔好得多了。

最后，我觉得其实并非“理性压制了欲望”。如果说“想要繁衍”是被刻在人类基因上的欲望，那么你应

该也被刻上了更强烈的求知欲望了吧。我一直认为能够压制欲望的只有欲望本身而已（虽然没有实际科学

根据）。

你现在的知识、理解认知能力、想象力、创造能力、追求未知的自由及时间，再多的所谓“幸福而美满”

的生活我猜你也不愿意换分毫的吧。对你而言人生绝不止是“结婚生子，养老病死”。普通人眼中重要的

东西在你心里永远比不上你真正渴求的东西，这也是正是阻碍你婚姻成果的原因吧。

虽然有时候在生理上会有需求，在心理上会感觉寂寞，但这也是另一个选择的代价。而对我来说，真正的

幸福乃是 “造船，写交响乐，在沙漠戈壁里看恐龙孵蛋”。

最后照片露腿什么的，真是满满的诱惑～

2013-06-03 12:08 冰河 回复 gaolool

谢谢你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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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6月10日2013年06月10日    

周一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下公交车以后等交通灯过马路的时候，天上突然下雨了。我当然不怕，我

有伞，但我身边的漂亮姑娘没有伞，于是我主动帮她撑伞挡雨。过了马路以后姑娘说：“我去前面买

点儿东西”，然后我说：“我往前走”，然后她去买东西，我继续往前走，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事后

我仔细分析了一下，结果发现这里面全是误会：姑娘的潜台词很可能是让我等先她一会儿，而我却误

以为姑娘只是说明了她过马路以后的行进方向及其下一步的计划；我的回应只是想表明我恰好跟她的

行进方向相同，于是可以多陪她一会儿罢了；结果姑娘误以为我是不想浪费时间等她，于是就只好跟

我告别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看我注定是要孤独一生了。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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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不过所幸我的生活中还有事业和许多其他有意义的东西。上周提到的计划已经顺利实施并取得成功

了，结果再次印证了我的自信，这样一来明年出国时的资金就不是问题了——只要短期内暂停一些技

术和设备上的不必要投资。剩下的就是努力把工作做好，把我多年来为之奋斗的 Lisp 事业彻底完

成，明年让产品顺利得以发布下一个大版本。要是捎带着再为开源事业做点儿新的贡献就更完美了。

最近从 Amazon 上买了一本罗曼语研究的经典著作，简略读了一下以后终于明白，原来这个领域的

基础研究还是比较枯燥的。学习各种语言是件有趣的事情——其实真正有趣的部分也是在学到一定程

度开始能够读懂真实的材料以后，背单词的过程绝不是有趣的——但语言学的研究过程本身就不总是

那么有趣了，我担心自己短暂的时间里难以取得有意义的成果。作为一个终身计划，我希望自己掌握

很多种语言，从而将来可以看懂许多西方经典著作的外文原著，但如果真的要出国读书的话，两年的

硕士生涯里更加理性的选择恐怕还是老本行计算机比较合适，尤其是 AI 相关。不过意大利的博洛尼

亚大学仍然是我的第一选择，因为在那里我不但可以轻松拿到一个计算机的学位，而且还有机会学习

拉丁语和希腊语，同时接触许多有价值的古籍。我相信我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下可以做得更好。

所谓求知欲，在我的理解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当我意识到自己没能掌握某项技能或者尚未知晓某样知

识的时候，就会感到特别惭愧，或者对自己很失望。如果换个角度的话，同样的思路也可以用来鉴别

自己对各类知识的认可程度。比如说，我迫切希望自己能够掌握（古）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这些古

代语言，以及对自己花了一年多时间还没能精通意大利语感到羞愧，但在计算机领域里我就很少有这

样的感觉。当然，多多少少我为自己不懂 Haskell，对 Prolog 的使用一知半解、以及至今还不会使

用 Git 感到难过，但另一方面我也绝没有因为不了解很多正在流行的编程语言（什么 D、Go、

Clojure 之类的）或者诸如云计算这类边缘模糊的技术范畴感到不安过。尤其是在编程语言方面我发

自内心地认为掌握 Common Lisp 就已经足够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不认为这是我的兴趣在近

年里悄然转移了，而只是我认为计算机领域里再没有其他更有趣的东西了。

我把接下来的一年视为我人生中的最重要的一个过渡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我一方面要收获之前辛勤播

种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要为将来的新生活做好准备。既然目标是成为全球化的重要人才，就应该努力

超越自己当前所处的环境，把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忽略掉，始终着眼于大局。等我站在古罗马竞技场

上欣赏周围的风景时，今天所有的努力就都值得了。

阅读(2929)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2013年06月02日 博洛尼亚，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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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13-06-15 20:09Michael J.

回复 |  删除

git用的上的话，学学吧。不是很难。

2013-06-16 13:34 冰河 回复 Michael J.

回复 |  删除

一直在用图形工具将就，从未学过命令行和高级操作。

2014-04-10 04:56a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一用就会，不会就google，一周全会

2013-06-17 16:26小贝Ann

回复 |  删除

也许是你想多了

2013-06-14 15:54yishanju

回复 |  删除

= =。。应该跟过去。。

2013-06-11 11:03Lady & Bird

回复 |  删除

26个字母很古典很优雅

2013-06-11 05:55erlanp

回复 |  删除

一手好钢笔字。

不会用git的路过——应该抽空学下，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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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洛尼亚大学，AI 研究组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0/08/18, 21:15AI -  - 

Pagina 2 di 4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351673936957/

平静的生活还在继续，只是逐渐变得繁忙起来了。语言学习是个缓慢积累的过程，虽然我急于求成，

但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现在每周的意语和法语课都有很多作业，因此周末的

时间除了照常踢毽球以外就是去上课和在家写作业。自学意语的进度一直保持着，两个月之内学完

《新视线意大利语》第二册还是大有希望的；而西班牙语自从上海考试回来以后就再没有看过了，实

在没有时间，只能先挺过这个月再说了。

另一方面，开源项目也不等人。最近刚刚通过国际合作完成了 ASDF 3 对 MCL 的支持，然后为了

配合一个全新的面向移动设备的 Common Lisp 实现 mocl 一周内的正式发布，usocket 也必须相

应地发布新版本。我得到了来自 mocl 开发者的补丁，但我认为只是合并一些来自他人的补丁是无法

满足一个新版本的发布需求的，我还必须自己写一些代码才行。所以正在紧张地为之努力，笔记本电

脑一个星期来也一直切换到 Mac OS X 10.6 系统下使用，因为这是同时运行最多种类的 Common

Lisp 平台（尤其是包括了 MCL）的操作系统。

相比之下工作压力比前面几个月要小一些，因为我把产品维护得很好，那些主要的 bug 都修复得差

不多了，从本月开始高优先级项目已经变得很少了，主要的目标是给产品添加一些小的新特性。我的

唯一计划就是趁着项目压力比较小的月份里抽空继续研究 G2 的多线程扩展，为明年的大版本发布做

准备，但是这些计划又不能明确地去要求得到上游的支持，因为我还在探索之中，无法拿出完整的计

划。所幸现在已经不是通过项目竞标来帮公司赚钱了，在每月固定收益的背景下，我只需要在稍微延

长每个现有项目的所需时间，再把剩下来的部分用于研究上游计划外的项目就可以了。日复一日、毫

无章法地做那些无关痛痒的 bugfix 和 new feature 只会把大版本发布前的宝贵时间浪费掉。一个既

不写代码也不懂技术细节、整天负责讨好客户的 CTO 是干不成大事的，迟早有一天我会取代它。

博洛尼亚大学（unibo.it），AI 研究组（ai.unibo.it），Computational Logic 和 Prolog，这是最

近新发现的最大惊喜。我之前已经谈论过意大利留学的计划和作为首选目标的博洛尼亚大学，但我最

初的目标是语言学而非计算机相关。最近研读了一些真正的前人语言学著作逐渐感觉自己的兴趣并不

是研究语言本身，而只是希望能够学会并运用那些语言罢了。考虑到只有两年的硕士研究生生涯，我

希望学习压力不要太大，因此深思熟虑以后决定还是去干老本行计算机，而且要跟我的学习和工作经

历有关，这样比较容易申请。如果留学的本质不是为了将来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因为我已经有满意的

工作了），那么我当然要回归纯粹，真正研究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那就是经典 AI 以及其中那些可以

用上 Lisp 的部分。极其幸运的是，博洛尼亚大学竟然有一个专门的 AI 研究组，看起来主要的工作语

言是 Prolog，也许还包括 ACL2。这就是我先前没有料到的好事了。因为这就意味着我进入这所欧

洲最古老的大学以后，不但可以凭借多年的相关领域学习和工作经验轻松拿到学位，而且还有机会作

为副业继续学习和研究古代语言——大学图书馆里藏有欧洲早期的大量图书，包括大量拉丁文著作。

甚至学校里还有跆拳道协会，我连每周上跆拳道课的时间都查到了。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包括我的

AI 背景、对古代语言尤其是拉丁语的兴趣、对意大利本身的好感（包括对其国家域名后缀 .IT 的好

感）、对大学本身的声誉和资质的重视、以及目前的意大利语良好的学习进度和考试成绩，所有这一

切都暗示着我的这一选择不但是正确的，而且在整个欧洲大陆上这所大学都是我的最佳选择。

所以就这么定下来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学好意大利语的同时重学 Prolog 和 ACL2，到了适当的时机

给未来的导师用意大利语写封邮件问候一下并表明自己的意愿。美国毫无疑问是计算机的发源地，因

此不但人才济济而且总是走在过于前沿的位置，相比之下欧洲传统大学里的相关研究工作一定缺乏人

才，同时也意味着竞争压力不大——这正是我应该前去大显身手的地方。非英语国家的语言壁垒也确

保了国内无人能和我竞争——国内30岁以上的IT人才大都已经成家立业了，谁会闲没事去学意大利语

然后辞职出去读书呢？（相比之下我甚至都无需辞职，读书期间也可以继续目前的事业）

很多人的成功是靠牺牲别人来实现的，而我只要牺牲自己的一部分生活就可以了，甚至都谈不上是牺

牲——与其在小姑娘身上浪费时间还不如多干点儿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我现在只对那些有知识的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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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转载

娘有兴趣，比如说外语学校里的老师们）

阅读(3404) |  评论(1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2013年06月10日 2013年06月23日  

2013-06-17 04:01zhousen

回复 |  删除

语言学和AI结合的一个计算机热门领域：自然语言处理。如果你有兴趣，建议去试试。

2013-06-17 06:07 冰河 回复 zhousen

回复 |  删除

嗯，这是迟早的事，不过我不会轻易掉入到统计学习的陷阱里。

2013-06-27 14:12haha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统计学习为什么是陷阱？

2013-06-28 12:24 冰河 回复 haha

回复 |  删除

可行性值得怀疑，尽管比现有的其他方法效果更好；而且时间都用来不断地调整参数碰运气了。

2013-06-28 13:39haha 回复  冰河

唉，我也觉得统计的方法不能从根本上解释AI，只是近似逼近而已。不过你觉得AI应该走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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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的路呢？

2013-06-29 04:20 冰河 回复 haha

回复 |  删除

还没开始研究呢，目前只有些不成熟的想法而已。

2013-06-29 08:14haha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嗯，等你研究的成果！！

2013-06-17 14:37mupanpan

回复 |  删除

要不学长上98征一下

2013-06-17 15:33 冰河 回复 mupanpan

回复 |  删除

行了，别折腾了。

2013-06-16 21:16Louis

回复 |  删除

看过你的很多博客了，我不清楚你语言学了解多少，最好多了解一些再学习语言，尤其你准备学习大量语

言的情况下。因为这些语言的语法是相通的，差异都是小差异，先学好universal grammar，一定事半功

倍，虽然我也没试过。语言学有些小众，经典书籍也少，入门书从amazon.com上看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最好了，我记得你看过撒索尔那本，那本书我觉得语言特别模糊，我没坚持下来。

--------------------------------

以上，作为和你交流啦，和你同样的兴趣，AI，语言，编程语言，但还要加个Computation Theory。

2013-06-17 04:56 冰河 回复 Louis

回复 |  删除

如果你真把索绪尔的书看完了就会认识到 universal grammar 是不存在的。

2013-06-17 03:43NEO

回复 |  删除

有知识的姑娘最有魅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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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夜以继日地工作和学习，从没有一丝松懈。

本周里终于完成了 usocket 0.6.1 的发布，赶在了 mocl 正式发布之前。MCL 的用户们会为我的工

作惊叹的，因为 MCL 历史上从未提供过 TCP 之外的网络接口，现在我花大力气重学

了 OpenTransport 编程，然后成功实现了基本的 UDP 数据包收发。可惜我的这些工作要是早干十

年就好了，现在除了我自己的 SNMP 库以外恐怕没有其他代码需要用到这些东西了。另一方面，这

点儿小小的贡献对 Lisp 世界以外的开源社区毫无影响，而且我也不是 usocket 项目的创立者，所以

我是没有资格跑到北京去混吃混喝的。不过这不妨碍我继续努力，把我这个开源 Lisp 社区 “一颗坚

固螺丝钉” 的角色稳稳地做下去，继续为各种 Lisp 网络项目提供坚实的基础。

为了完成长久以来所计划的 MCL/UDP 特性，过去两周里我的笔记本电脑一直工作在 Mac OS X

10.6 系统下，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很多软件都无法使用了，相当不便。虽然家里的 Mac mini 服务器

也有 10.6 环境，但远程登录总归不爽。MCL 的单步调试功能非常强大，不比 LispWorks 差，可

惜这么优秀的开发平台已经无法在 10.7 以上的苹果系统下运行了。苹果电脑买得越早越好，但可惜

我没能赶上 PowerPC 时代。PowerBook G4 笔记本曾是我大学时的梦想，但已经永远也无法实现

了。过些日子 Mac OS X 10.9 发布以后，我决定不升级，除非明年买新电脑时预装了最新的系统。

iOS 7 也是同样不升级，太难看了。

这个月的工作非常顺利，因为要赶在第三周结束前完成所有的开发，所以最后完成的项目总数并不

多。但其中有个非常困难的兼容性项目被我绞尽脑汁最后终于完成了，很有成就感。作为一个软件考

古学者，我一向很注重产品的历史版本兼容性——如果最新版本的网络客户端无法正确连接老版本的

服务器，那么问题已经可以通过修复客户端代码来解决。不过这项原则实际操作起来就没那么容易

了，因为破坏兼容性的是那些过去我不在时合并进来的劣质代码，虽然简单地把它们 revert 掉就可

以立即解决问题，但这个 revert 操作本身相当于又一次破坏了兼容性。给前人擦屁股的工作不是那

么好做的，但我确实喜欢这类工作，因为我写得最好的那些代码差不多都藏在这些项目里了。作为一

名软件开发者，我也许不适合创立一个全新的产品，但维护一个已有的产品，让其继续按照最初设计

者的思路走下去，似乎是我最擅长的。总之接下来到月底的一周里只要做些测试然后进行月度发布就

好了，如果可以得到几天的空闲时间，我就可以开始继续偷偷地开发多线程项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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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6月23日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我的法语水平突飞猛进，但之所以自我感觉如此良好，其实完全得益于法语老师的悉心教导。为了让

老师的辛勤付出有所收获，我勤加复习，用心写作业、背课文，还试图请老师看电影（未果）。因为

老师已经有男朋友了，所以我也就不再多想，安心地每周去上课，珍惜跟漂亮姑娘学语言的美好时

光。遗憾的是最近老师因为某种（个人）原因离职了，虽然听说下周还能再来给我们班上一次课但终

究还是要走的。我感到很遗憾，也很伤心。我猜老师她老人家另有雄心壮志，不想继续教书了，所以

也实在不好勉强。下周我和另一个同学请老师吃饭，到时候再详细询问一下，看看是否学校也出了什

么问题——因为总体来讲今年学习各种小语种的学生数量变少了，然后就引发了各种问题⋯⋯

相比之下我的意语老师就比较稳定，最近我也终于开始认识到她老人家的美貌了。下一步究竟是继续

花钱在学校里学，还是干脆把老师娶回家里慢慢学，目前还是未知数。

最近关于国内银行间市场违约和同业拆解利率大涨的系列新闻不容忽视。不过说实话真正让我学到些

东西的是这些网易新闻背后的跟帖，毕竟群众里真有懂行的。如果银行间相互借钱都要支付相当于年

利率 30% 的利息的话，那么就不难理解这些银行为何突然推出大量前所未有的高收益率理财产品了

——再高的收益率也比跟同业借钱便宜。另一方面，我也逐渐看懂那些动辄上千亿的银行贷款新闻背

后的含义了，因为大量企业必须借新债来换旧债，如果银行不贷给他们的话那么已经贷出的钱就立刻

变成了不良资产。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所有的理财产品都是在坑人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把老百姓辛辛

苦苦攒下的闲钱尽可能多地收回去。那些所谓 “国家不可能让银行倒闭” 的说法虽然是对的，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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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转载

不保证每个投资者都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拿回本钱。这个意义上讲，老老实实把钱存银行实为最顾全

大局的选择，而且也不必存太多，在足以应对不时之需的前提下缺啥买啥，尽可能地把钱转移到那些

做实业的企业手里才是正道——无论是中国的企业还是外国的。

有个叫王垠的学长，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也是看着他在清华的个人主页长大的，从中学到了不少

LaTeX、Emacs 和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我对他最近再次离职的感觉是，作为一个同样自认为很了

不起的人，很不幸地既无法凭借自己个人的能力创立一项新事业，也找不到自己心甘情愿为之奉献的

旧事业，这样一来就等同于虚度光阴了。一个人无论他再怎么强，如果他不能做出一些别人可以看得

到（并且至少有部分人可以看得懂）的成绩出来，那么就跟这个人不存在也没什么区别了。这就好比

是一台超级计算机，即便它的计算速度排名世界第一，可如果只是摆在那里跑跑性能测试，不拿去解

决实际的计算问题的话，那么跟没有这台计算机的存在其实也没什么区别了。我就不会犯这样的错

误，因为我早就已经找到自己愿意奉献一生的事业了。在确保稳定的价值输出的前提下，我的日常生

活和各种计划似乎还能捎带着鼓励一下别人。这就显得非常好，即便高调也很有节制——只要还有人

可以从我这里学到一点儿东西，就不会引起太多的反感。

阅读(4837) |  评论(2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博洛尼亚，AI 青春永驻  

2014-01-01 20:46lbaby

回复 |  删除

王垠最近在合伙办sourcegraph呢

2013-12-05 19:04mukhtar

这老师真心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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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3-07-31 04:01Cupenoruler

回复 |  删除

会有美女迷恋人格缺失的高智商男的。

2013-07-31 04:36 冰河 回复 Cupenoruler

回复 |  删除

我冒昧地问下，你觉得我哪方面人格缺失了？

2013-10-28 09:38winson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顶大神啊，不要理会这种瞎起劲的俗人，他们见谁喷谁，看到你的lisp博文，真心强啊，加油

2013-07-03 15:24hero100era

回复 |  删除

mocl不是开源的么？

2013-07-03 15:59 冰河 回复 hero100era

回复 |  删除

那你给个源代码的链接吧

2013-07-11 04:09hero00era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我的意思是怎么mocl不是开源的？既然不是开源的，为什么usocket需要支持它呢？

2013-07-11 16:27 冰河 回复 hero00era

回复 |  删除

开源项目支持商业平台不是很正常么？LispWorks 也不是开源的呀

2013-07-02 11:43bluegene

回复 |  删除

最后一段讲得很好!

2013-07-01 13:29牧野流星

回复 |  删除

学计算机可惜了，你应该学数学然后搞金融的，说不定国内多个对冲基金的高手

#next_pages_container { width: 5px; hight: 5px; position: absolute; top: -100px; left: -100px; z-i

ndex: 2147483647 !important; }

Rainv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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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29 07:50

回复 |  删除

哈哈，当然是娶回去学啊

2013-06-27 06:08stdstring

回复 |  删除

你的桌子配不上你的笔记本，更配不上你的LEICA M

2013-06-27 06:42 冰河 回复 stdstring

回复 |  删除

唉，能用就好。

2013-06-24 13:08kiss

回复 |  删除

既然已从他身上学到东西，那他又怎么会是不存在的呢

2013-06-26 14:42momo5269 回复 kiss

回复 |  删除

因为能做到相同事情的人很多

2013-06-26 03:25chisj

回复 |  删除

伞哥，在我眼里你和wangyin一样牛。

2013-06-25 05:57whlikeok@126

回复 |  删除

法语老师不错，伞哥大胆的追吧。

2013-06-25 05:47jh7086

回复 |  删除

默默支持

2013-06-25 04:24coolwater

回复 |  删除

法语老师真漂亮！有男朋友没关系，追吧！

2013-06-24 07:40rebol

回复 |  删除

没有对象是伞哥目前人生中最大的bug，希望伞哥继续努力，早日把bug清除

2013-06-24 10:34 冰河 回复 rebol

That's just a missing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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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3-06-24 07:27yin.zhb

回复 |  删除

莫非这就是人和神的区别

2013-06-24 04:42邪刃

回复 |  删除

，超级计算机的比喻太对了~

2013-06-24 03:48慢半拍de刀刀

回复 |  删除

祝伞哥和意语老师终成眷属，出国陪读

2013-06-24 02:114300003357

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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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6月23日 集训归来  

2013-06-30 22:46:49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青春永驻青春永驻    

过去的一周里因为下列种种原因我的心情非常好：

也不知是我的真诚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感动了我的法语老师，她终于决定在离开外语学校（甚至都不再

教书了）以后还继续在学校兼职把我所在的班级（就只有2个人）的后续课程继续上完。这样我似乎

可以一直每周上法语课直到年底，每周跟漂亮姑娘学语言绝对是件快乐的事情；并且我还没死心，虽

然老师已经有男朋友了但如果这一状态未来有所变化我还是有义务趁机上位的。但不管怎么说，我很

高兴认识了这个很好的老师，并且有必要继续用我的实际行动来鼓励老师不要彻底放弃教学事业。

我的意大利语课再有最多两次课就全部上完了（0-A2），然后因为两个原因我要暂停学习等到9月份

字号

 评论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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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BCL 等开源 Lisp 平台上运行 CL-HTTP (part 1) 2011-06-30 17:45:14

    转载

我的意语小姑娘返校以后再跟她一起重新报名下一级别的课程：1) 目前中级班就我一个人报名，学校

嫌成本太高暂时不打算开班了；2) 法语老师说我上周看中的意语老师已有男朋友了。所以我要趁这个

空隙好好巩固一下已取得的学习成果，平时继续自学然后把周末省下来的时间用在其他语种上。有证

据表明今年各地的外语学校因为学生不足的原因十分的不景气，很多都已经穷得倒闭了。

整个 6 月里开发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最后准时收尾从而结束了一个新的 release。接下来每个月的

项目数量似乎都不多了，因为毕竟产品里的 bug 越修越少了，所以我终于可以开始从用户的角度彻

底观察整个产品，研读和整理所有的用户手册，以及最重要的，为明年的大版本发布设计和开发新特

性。现在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究竟应该无私地帮助现有的 CTO 然后把所有功劳都记在他头上，还是

应该私底下把所有必要的工作先做好然后静等他职位变动然后把 CTO 的位置留给我。我并不很想从

这个选择里赚更多的钱，更重要的是我很想把产品里的几个从来没有客户使用的前任产品经理出于个

人私利主导开发的无用组件从下个大版本里彻底干掉但可惜没人听我的。总之我需要更多的权力来重

塑整个产品。对于我在上游的工作伙伴们，我只想把联络客户的特权永远留给他们，其他方面应该听

我的。

最后要简要谈论的是我在两个软件方面的学习成果。长期以来我被 FrameMaker 和 FileMaker

Pro 这两个重要的商业软件所深深吸引，不但斥巨资采购其正版，而且一直在努力学习和应用它们于

工作和生活并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完全掌握它们的全部细节。至于它们的名字都以 *Maker 结尾应该纯

属巧合吧。最近因为找到了有用的学习材料的缘故，两个软件的学习终于开始取得突破了。借

助 SafariBooksOnline 的海量技术文档库，我找到了一本来自 IBM 的《DITA 最佳实践教程》，在

阅读到第二次的时候终于幡然醒悟，然后就可以轻松地使用 FrameMaker 撰写基于 DITA/XML 的

技术文档了。接下来我所有的项目文档都打算改用新的格式来撰写，之前一直使用的 InDesign

CS4/CS6 应该从这些事务里退役了——InDesign 仍然是最强的精确排版工具，但对于技术文档来

说并不需要那么精确的像素级排版，反而更加关注的是文档之间的关系和内容的可重用性。

而对于 FileMaker Pro，我终于发现原来注册成为 FMdev 网络的会员除了可以获得一个受限的服务

器版 license 以外还有 700多兆的培训资料可用。整个周末都在研究这些资料，因为我打算接下来把

FileMaker 和 LispWorks 相结合作为我的桌面类应用程序主力解决方案——FileMaker Pro 生成带

有 GUI 和内置数据库支持的程序主体，然后用 LispWorks 来生成基于 Common Lisp 的 FM 插件

以随意扩展程序的功能。这样如果有人委托我帮忙编写小型的桌面应用程序，我就可以采用这套快速

解决方案了。考虑到国内从未出版过关于这些软件的任何中文书籍，我猜我又一次走在了所谓的冷门

方向上——相比之下 FileMaker 在台湾发展得就比大陆好多了。

再过几天就是我 31 岁生日了，希望自己青春永驻——至少是在心理层面上。

阅读(3602) |  评论(2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2013年06月23日 集训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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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2013-10-03 06:12Linus

回复 |  删除

刚看到这张照片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之后猛然想起：伞哥是COS的《黑客帝国》中的Seraph么？太像了！

2013-07-03 05:06haha

回复 |  删除

我刚下了个FileMaker 12，安装了下，不过还是没能上手，请问一下，这个软件是用来干什么的？

2013-07-03 05:52 冰河 回复 haha

回复 |  删除

桌面数据库，有点儿像微软的 Access 但要强大得多，也可以代替 Excel 来做电子表格。高级版

本还能用来开发基于数据库的桌面和 Web 应用程序。

2013-07-03 08:58haha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哦，Access没用过，不了解呀，那FileMaker与MySQL、Oracle、DB2之类的数据库是什么关

系呢？

2013-07-03 11:04 冰河 回复 haha

回复 |  删除

都可以作为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来使用，但 FileMaker 还提供了图形界面和快速创建 GUI 程序的

能力。

2013-07-05 09:14haha 回复  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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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嗯，我下去研究研究

2013-07-03 18:11百度杀手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看了很多你的文章获益很多。

2013-07-03 03:5011

回复 |  删除

身体和脸的肤色差别太大，晒晒太阳吧

2013-07-02 06:19kiss

回复 |  删除

请问博主，为什么没有人把lisp machine移植到x86机器上面呢

2013-07-02 06:30 冰河 回复 kiss

回复 |  删除

有两个原因：一是现在的软件运行模式已经成熟化，硬件也日趋复杂，就算能成功移植也不可能

支持所有的 x86 机器上的所有外设，除了操作系统和虚拟化厂商以外没人再去写这么底层的代码

了；二是所有权问题，最好的 Lisp machine (Symbolis) 其源代码并不是公开的，目前仍然属私

人公司所有，因此 Lisp machine 上的一些本可移植到现代CL平台上的组件至今也没有以开源项

目的形式被移植出来。

2013-07-01 13:36鳄鱼先生

回复 |  删除

青春永驻不变老，吃得再多也苗条

2013-07-01 10:49Stanley

回复 |  删除

青春永驻！照片非常帅！

2013-07-01 06:02jiankangshiye@yeah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 青春永驻.

2013-07-01 05:29Chinainvet

回复 |  删除

提前祝冰河大哥，生快!

2013-07-01 04:29二胡

回复 |  删除

每周看你的日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我非常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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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01 04:30二胡 回复 二胡

回复 |  删除

所以我也开始写博客，希望也可以有帮助更多的人

2013-07-01 04:45 冰河 回复 二胡

回复 |  删除

很好，希望能坚持。

2013-07-01 02:414300003357

回复 |  删除

生日快乐，呵呵，冰河哥这么优秀的男人为什么总是缺女人呢，应该是别人等着借机上位呀

2013-07-01 04:44 冰河 回复 4300003357

回复 |  删除

大概是我要求太高了，而且其实很享受单身生活。

2013-07-01 02:09rebol

回复 |  删除

掌握多语言的小姑娘才是伞哥的最终归宿

2013-06-30 18:55小树

回复 |  删除

冰河学长，7月4日我也要迎来21岁生日了。祝相距10年的我们青春永驻。

2013-06-30 17:09熟柯南

回复 |  删除

好的。。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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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永驻 面向未来的当下生活  

2013-07-15 23:46:00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集训归来集训归来    

现在简要说明一下过去两周里发生的事情。刚刚过去的周末我跟其他3个毽友跑到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去参加了他们毽球队的暑期集训，顺便踢了几场内部比赛。成绩不太好，踢不过他们，不过也没输得

特别惨。而且训练本身很有收获，又流了不少汗。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张伟教练正在为发展毽球事业做出不懈的努力，我考虑尽我所能地从电脑技术方

面给他帮帮忙，例如用 Poser Pro 帮他制作一些毽球动作的演示动画，以及把他撰写的毽球教程

（尚未正式出版）转化成付费电子书格式。何况这些事情本身就很有趣。

字号

用易信  “扫一扫”

将文章分享到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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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上海之行的另一个收获是把3月份意大利语考试的证书取回来了。这算是自从我开始广泛学习外语以

来拿到的第一个语言级别证书，严格来讲直到到现在我才终于对外证明自己会讲意大利语了。我在上

海森淼学校（考点）取证书的时候偶遇当时的监考老师和口语考官（外教），他说我打算年底报考的

B2级别将会非常困难：不但要求很高的听力水平，而且必须能够针对任意话题作即兴的口语表达。所

以我接下来还需要继续努力，每天都要取得一点儿进展以确保年底可以顺利达到下一个级别。外语学

校的意语A2课程最近刚刚上完，然后9月份继续上B1课程，我的目标是B1学完以后把B2考出来，就

像我当初A1学完以后就能把A2考出来一样。

为了挽救我的法语和离职的美丽法语老师，我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最后我跟外语学校达成了一个协

议：预付至少1万元的学费，换取学校继续以兼职方式雇佣法语老师给我上完A1阶段的法语课程。结

果我在上周四总共支付了：1) 西班牙语0-A2的学费（8月份开始上课），2) 意大利语B1的学费（9

月份开始上课），以及 3) 德语0-A1的学费（明年3月份开始上课）。这个学校（语泉）总计提供10

门外语的课程，我一个人前前后后竟然报了4门（意、法、西、德），也算是在这个学校的办学史上

前无古人了吧⋯⋯ 不过话说回来，我认为我没有什么损失，反正这些东西都是我迟早要学的。

工作方面也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现在我基本上只做面向未来的重大项目，一边顶住上游的压力，一

边快速地向前推进。公司首次给我配了个专职 QA，这样我以后每月可以节省两天时间用于开发工

作，还算满意。

阅读(2394) |  评论(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青春永驻 面向未来的当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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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信息时代 2007-07-15 07:03:4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2013-07-19 03:34waninlezu

回复 |  删除

花一万元给学校不如请 "美丽的法语老师" 做家教...

2013-07-19 03:53 冰河 回复 waninlezu

回复 |  删除

说话前动动脑子。首先，一万元只是预付了我自己未来的学费，实际的开销只是“预付”本身带

来的贴现成本；其次，我已经交了学费的法语课程尚未完成，难道要我放弃剩余的学费另外花钱

请家教么？

2013-07-17 02:01coolwater

回复 |  删除

对“美丽的法语老师”表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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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训归来 运动和娱乐的一周  

2013-07-28 23:48:08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面向未来的当下生活面向未来的当下生活    

2013年07月28日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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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人祸 2010-07-28 17:09:38

    转载

最近国内形势非常复杂，各种乱七八糟的新闻层出不穷。在这种时候说话就要谨慎一些了，以免像那

个倒霉的女歌手一样惹祸上身。反正13个月以后就要出国留学了，现在应该尽量避免节外生枝。在这

个民怨沸腾的年代里，除了继续努力地工作和学习，实在也找不到其他可以慰藉心灵的事情了。

自从被意语老师婉拒了以后我就再没有其他类似打算了。上床是小事，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出国之

前把家里书架上的书全部读完——因为这些书大部分都没办法带走，届时只能分门别类地送到相关领

域的朋友家保管了。对于其中的各种语言教材来说，这就意味着我需要把它们全部学完，否则就要沦

为收藏品了。另一方面，出国留学所需的手续经过我的仔细调查终于理出头绪来了，接下来的各项步

骤基本明确，现在就等秋天母校开学以后回去打印成绩单了。我不太喜欢生活中的各种意外和小插

曲，相比之下更喜欢看着事务在我细致周密的安排下毫无悬念地发展，这有一种预测未来的成就感。

现在各种 “留学中介” 可谓满大街都是。我一直很奇怪他们既然这么有本事，能把很多完全没有出

国资格的人弄到国外去，为什么不把他们自己也弄出去，从而早日脱离苦海呢？我引述微博上一个人

的解释：“所以帮没有资格出国的人出国和帮没有语言学习天赋、甚至是没有语言学习能力的人通过

语言考试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产业。有需求就有市场。” 我猜这些商人要么过的就是刀口舔血的日

子，要么就是还没有充分感觉到 IT 人员在 Google 搜索时突然网页连接被断开时的那种无助和想要

立刻肉身翻墙的渴望。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水很深也很暴利的行业，如何从他们那里取得必要的信

息但又严格控制其利润，就变成了一件很有技巧的事情。

日常工作很顺利，而且自从组里有了专门的 QA 人员以后很多枯燥的月度测试工作有人代劳了，轻松

不少。不过暂时还没看到效率的提升，因为指导和培育新来的 QA 花去了更多的时间。我的开发组里

一度有新的第三方程序员（过去的竞争对手）进来，然后他们转身或者嫌薪酬低或者干不出活儿来又

走掉了，结果最后还是只有我和我同事 Jingtao Xu 两个开发人员挑大梁。照这么搞下去，他们一辈

子也别想摆脱我了。我希望有更多的程序员参与进来，因为明年的产品大版本发布临近，必须有专人

负责吃掉所有的常规 bugfix 项目，好让我有时间和精力一边继续控制产品质量另一边开发面向未来

的新特性。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因为如果不能在今年之内把最重要的开发计划完成，明年秋天到了

意大利就只有靠洗盘子来维持生计了，所以我是整个产品团队里目前唯一在为明年的大版本发布着急

并且事实上正在为之努力的人。相比之下上游的产品 CTO 不思进取、能拖则拖，每天忙着应酬客

户，我很认真地建议他不如升任 CEO 一职然后把现在的职位留给我——当然前提是我得把我想做的

东西真的做出来了，只是修修 bug 的话永远也成不了大事。

最近杭州天气非常热，前所未有的一周连续 40 度的高温，然后接下来一周还是。我倒是没什么特别

的感觉，只是有一次家里停电时被迫住了一次家旁边的快捷酒店。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寝室里没有空

调，到了这种温度时真的是全身起痱子，十分痛苦。现在则每天呆在空调环境里安静地用着电脑，这

说明生活条件毕竟还是变好了。有时候偷偷羡慕年轻人的同时也在庆幸自己好在毕业得早，多年来有

所积累，不然要怎么去应对眼下竞争惨烈的社会环境。等我带着浑身装备重新回到校园里的时候一定

会变得更强，我会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兴奋地驰骋在久违的学术环境里然后重新做出一番业绩来。带

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当下的生活也变得更有趣了。

阅读(3213)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集训归来 运动和娱乐的一周  



20/08/18, 21:13 -  - 

Pagina 3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3628103413634/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评论评论

2013-07-31 15:42omanc

回复 |  删除

冰河大哥，我还担心你的博客不再更新了呢，也许我就是你文中苦逼的年轻人，正在激烈的竞争中挣扎着

，不过你给了我一个榜样，谢谢你，谢谢你继续更新的博客。

2013-07-30 10:184300003357

回复 |  删除

呵呵，没上床啊，太可惜了，一身好本领无处发挥啊

2013-07-29 07:16homeside

回复 |  删除

支持

2013-07-28 18:27nnxiaod

回复 |  删除

最后一句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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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回路转 2012-08-04 17:49:55

    转载

最近一周正赶上月底工作上阶段性收尾，工作上没什么压力，然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毽球队来杭回

访，外加两个身在外地的毽友也正巧回杭访问，所以从周四开始一连串的吃饭、K歌、踢球、游泳，

几乎全部业余时间都用来运动和娱乐了，唯一的安慰也就是我周日还上了半天的法语课。西湖体育馆

和下城区体育馆里从没一次性来这么多踢毽球的，估计对毽球这项运动在我市的发展多少能起一点儿

推动作用。

总体来讲一切仍在掌控之中，生活节奏并没有失控。国家忙着调查地方债的时候，我正在缓慢有序地

积攒明年出国的费用——其实只要暂时不买新电脑和摄影器材少买昂贵软件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不

过我确实处于近五年来流动资产最少的阶段，眼下真的是既不能出钱也没时间出力，完全在为自己的

生存和前途而努力着，多少有些惭愧。毕业工作七年，各项流水加起来过百万，最后手里只剩下区区

几万块钱，确实稍微有点儿败家⋯⋯ 但是想想过去的生活和现在攒下的装备，也实在没什么可遗憾

的。

8月份中下旬就要开始正式学习西班牙语了，我感到既兴奋又紧张。算起来我已经自学满一年了，语

法知识已然过半，就像当初首次去杭州语泉咨询意大利语课程时的状态一样。我相信年底通过 DELE

A2 不成问题，给五月份的那次上海的考试雪耻。法语仍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跟着老师学习，而且最近

买了一本英法汉三语的《小王子》之后开始锻炼法语文学作品的阅读了，相信不久以后我就能看懂苹

果 iBook Store 里免费的雨果《悲惨世界》法文版了。意大利语本周进展缓慢，但9月份开始就要恢

复上课，开始学习昂贵的B1课程了。

我最早接触日语是在1991年上小学的时候，现在家里的两本发黄的《标准日本语》教材就是那时买

的。本周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思考了一下过去十几年来日语学习失败的原因，除了每次都没能坚持

下来以外，似乎日语的语法体系本身也有些不对劲儿。进一步参阅了手头的日语语法书以后我脑海里

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那就是日语很可能并非通常认为的黏着语，而是一种屈折语。进而我认为有

可能重建整个日语的语法体系，使用通行于印欧语系的语法概念和相关术语重新描述日语，从而更好

地适应外语学习者尤其是欧美的学习者们。我打算把这个 “研究” 成果总结成一篇论文找个相关的

刊物发表，为明年出国时的个人简历添砖加瓦。类似地，德语的语法体系里也有一些很明显的问题，

以后再处理也不迟。总之语言学界似乎缺少来自理工科尤其是程序员出身的研究者，我的出现很可能

填补了一项空白并且没准儿还能幸运地发现一些前人从没想过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对我来

说只是副业，无论成功与否都不耽误正经事。

时间不太够用，更确切地说其实我不太习惯一心多用。家乡的朋友一个月前拜托我帮忙写个小软件，

很简单的基于数据库的桌面小程序，用 LispWorks 企业版写的话任何第三方软件包都不需要。但我

整整拖了一个月还没给人家写好，总是没办法集中精力几个小时一口气把这个任务完成，一来二去反

而成为了唯一的心病。很明显的一点是，我本可以更有效率，只是有没有必要太拼命的问题。不过即

便如此，没人有资格指责我，我已经做得很好了，重要的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容别人指挥。

阅读(2582)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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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2013-08-28 11:45静夜思

回复 |  删除

拜访好友，拜读佳作 谢谢老友大力支持

2013-08-07 07:13Yoghurt

回复 |  删除

qiong diao

2013-08-05 07:55mindful

回复 |  删除

伞哥，偶像

2013-08-05 02:19rebol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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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的博客忘记提及一件事：最近是我 2011 年离开网易后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满两周年的日子，时间

过得真快。虽然我一直在记述我生活中所有重要的事情，但很多时候被记述下来的是行为，而不是行

为背后的原理；记述的是成形的思想，但思维的过程被有意无意地隐瞒了。这是不可避免的，毕竟还

是要有些个人隐私。不过无论我的日常所作所为在别人看来多么荒谬，我自己始终有一套自洽的理论

能够解释，而这样就足够了。只要不陷入自我矛盾和否定，永远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一个人就可以

永远开开心心地生活下去，并且还有勇气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

有时候我也会惊叹自己在短短两年里的进步，尤其是在语言学和具体语言领域的知识，几乎全部是在

最近两年里汲取的。2011 年 8 月以前我除了英语以外只懂极少的一点儿日语和法语，而现在我不但

深入学习了意、法、西三语，而且还阅读了普通语言学领域的所有重要著作，并且还充分地训练自己

看懂了梵文、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三大非拉丁文字体系的字母。这些语言知识不但极大地拓展了我的

视野，而且还跟我原有的以计算机领域为主知识体系紧密集成在一起，让我得以站在上帝的高度上观

察编程语言的发展。那些新兴语言的推动者们在微博上折腾得越欢，我就越是珍惜 Common Lisp

及其稳定、尚未被玷污的生态圈的来之不易。Common Lisp 之于其他编程语言，在我看来就像梵语

之于其他自然语言一样，是那么的出众、超凡脱俗，让每一个掌握这项技能的人从此再不愿在其他语

言上浪费时间。

我在博客个人信息的 “近期心愿” 栏目里写下 “梵语入门” 已经快一年了，直到最近我才可以说自

己真正开始梵语入门了。跟学习其他语言时的感觉完全不同，梵语让我回想起自己 2003 年首次接触

Common Lisp 时的那种无知、无助和痛苦的学习经历：当时我艰难地啃《Common Lisp: the

Language》(2nd edition)，一开始甚至不敢相信自己是在学一门编程语言，而且在看完 500 页以

后连一个 hello world 都写不出来（因为输入/输出在几乎最后才讲到），但就是这样坚持地看完了

1300 页的全书，结果一下子突然理解了整个语言。当今那些投机取巧的 Lisp 学习者们无法忍受这

种痛苦，所以只能从相对友好的入门教程开始学起，但这样就看不清整个语言的结构，长远来讲有

害。

我的梵语学习注定也要走跟 Common Lisp 学习经历相同的道路：从最权威的古代教材，帕尼尼的

《语言结构规则》（又名《八章书》）入手，逐个语法规则进行学习（通过阅读英文翻译部分），然

后直到接近完成才有可能突然掌握整个语言。接着再回过头来，用已掌握的梵语重新解读该书的梵语

原文。我收集了许多后人撰写的梵语语法书，既有面向语言学家的，也有面向学生的，但这些书里都

有一个通病：篇幅太小，结果省略了很多重要的内容（编著者们自己大概尚未认识到这点），以致于

让人无法彻底看清语言的结构。举个例子，大部分梵语教材中的音变规则是用来描述如何生成语言

的，而对应的逆规则，即如何把听到的音节（或者读到的句子，这在梵语里是同一种东西）正确还原

成最初的意思，却从不明确提及，而留给语言的学习者自己总结。古代教材似乎同时考虑了正反两种

规则，而且更加侧重于从听话者（或阅读者）的角度来描写该语言的形态和用法，这就更加符合这类

“文献语言” 学习者的需求——因为主要目标是为了读懂前人留下的语句，次要目标才是学会自己创

造新的语句。当然，对我来说两个目标都不是，我的目标只是掌握梵语知识本身，然后为我整个语言

学知识体系继续添砖加瓦。不懂梵语的语言学家不是合格的语言学家。“没有梵语知识的比较语言学

家就如同没有数学知识的天文学家”（马克思 米勒《语言科学讲座》，1861年）

我应该是个永不满足的人，必须不断进步才能维持生命力。靠着一两项熟练技能，在固定的工作岗位

上干一辈子，那不符合我的身份。出国留学前的最后一整年，相当于我过去两年极其充实的工作和学

习生涯的一半时间，我相信用来干什么都够了。所以现在开始进入到某种收尾阶段：所有未完成的中

短期计划应该抓紧完成，并且不再制定目前为止尚未提及过的任何新的计划，把手头的所有历史遗留

问题尽快收拾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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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其自然 2012-08-11 17:51:52

设计⋯⋯ 2007-08-11 06: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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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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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和娱乐的一周 2013年08月19日  

02-26 09:23Solo flower

回复 |  删除

从阮一峰翻译的《黑客与画家》博客文章中了解到你的大名，花了一个下午时间大致翻阅了你的一些博文

，果然是个很有个性、很有思想的天才，想不到你竟然03年就接触common lisp编程语言了，佩服伞哥！

2013-08-11 17:37koreaseal

回复 |  删除

每次看你的文字都有一种深深的惭愧

2014-12-06 15:13天意 回复 koreaseal

回复 |  删除

人各有命，我也很羡慕他们，被命运允许扼住命运的咽喉。听天由命吧。

2013-10-02 14:26Linus

回复 |  删除

不知道伞哥对我们的母语怎么看？汉语的历史也很悠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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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03 11:42 冰河 回复 Linus

回复 |  删除

一般而言母语者因为先入为主的关系并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语言，所以我不研究汉语。

2013-09-28 08:01St_行云

回复 |  删除

加油

2013-09-22 04:58assaya

回复 |  删除

感觉是在炫耀 

2013-08-16 08:21Stanley

回复 |  删除

come on!

2013-08-13 16:24stefzero

回复 |  删除

很不错，看了近半年的博客。

虽然很热，也请继续努力！

2013-08-12 02:15可爱的Smalltalk

回复 |  删除

原来两年了，恰好是在你离职的时候，知道你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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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2013年08月19日2013年08月19日    

没什么其他乐趣，继续看书。几经周折，浪费了不少钱，这才终于买到了原版的两卷本《The

Ashtadhyayi of Panini》，至高无上的梵语经典。这本书在语言学界的地位很可能跟《计算机程序

设计艺术》在计算机领域的地位相似，但作为算法书来讲后者略有过时且内容远不够丰富，所以我个

人觉得这本梵语经典更像是 Peter Norvig 不朽的《PAIP》，而梵语在整个人类语言史上的地位应该

跟 Lisp 在计算机语言史上的地位差不多——同样的古老而内涵丰富，影响深远⋯⋯

也许从我两年前首次开始学习第二外语以后，冥冥中我就已注定会走上今天这条道路了，因为我的眼

界日益开阔，而且不断寻求自己所感兴趣的领域中的那些最崇高的事物，所以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奋不

顾身地走上一条追求卓越的不归路。虽然我以后很可能会灵活掌握很多门语言，但梵语（还有 L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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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一切正常 2011-08-20 05:59:15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转载

是我的根本，就像我虽然广泛学习计算机领域的各种知识，但自称为 Lisp 程序员一样。（曾经也自

称过系统管理员，但遗憾的是技术发展太快，这些知识已经差不多都过时了）不过梵语实在是太复杂

了，对其灵活的掌握必须建立在超常的记忆力和数年持续不断的研习基础上，而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

多，因此一定不能操之过急，慢慢地从中吸取营养就好。

我的法语课程从今天春节后开始，到目前为止课程进度已经快到一半（A1）了。在美丽且优秀的法

语老师的指导下我的进步很快，不久以后会有一次期中考试，我要努力复习争取考出个好成绩。然后

法语老师就不再继续教我了，下半部分课程终究还是要换老师，而我已经没有什么资本可以去跟学校

进行新一轮谈判了。不过因为9月份开始我要继续学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目前觉得也许应该给法语

后半部分（A2）请个假，不然三语齐上我怕周末没那么多时间。法语只要学会就好，倒是不急着去

考级。今年年底主攻意大利语 B2 和西班牙语 A2。

工作上到达了一个重要的分界点：产品的老版本已经修补得差不多了，然后上游终于开始着手为明年
的新版本分配资源了。上游的 CTO 完全依赖我的技术和迄今为止的不懈努力，现在他的计划增加开
发上的预算，然后把有开发经验的人从技术支持岗位上调派给我，从而让我得以从日常 bugfix 中解
脱出来。这是我一直想要的，但很长时间力就是不主动说出来，如今这一天终于自然地到来了。我想
我应该把精力从学语言上分回一部分到工作上来了，毕竟这是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的重大事业，虽
然并不担心竞争力下降，但距离既定计划的完成期限越来越近了，迟早都要写的代码晚写不如早写。

我的生活似乎太平淡了，但这样难道不正是我努力追求的效果么？或许应该重操旧业，调剂一下生
活⋯⋯

阅读(2682)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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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3-08-26 05:44你好

回复 |  删除

你用什么语言学的外语

2013-08-26 05:45你好 回复 你好

回复 |  删除

建议你用外语学外语

2013-08-25 16:54未登录

回复 |  删除

就算希望成佛，也不用学梵语。慧能大师不识字，也能顿悟。

你纠缠于那么多语言干嘛呢？

2013-08-21 11:57kiss

回复 |  删除

lisp cookbook?

2013-08-21 09:59天若有情

回复 |  删除

都学梵语了啊，那博主不妨也学学巴利语

2013-08-21 10:21 冰河 回复 天若有情

回复 |  删除

对佛学没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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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九月是大学新学期开学的日子，也是我按计划离开这片土地前的最后一年的开始。无论最后能否顺利

成行，既然有了计划就要去执行。不过在此之前，我应该梳理一下自己当前的生活，进一步确认行动

的必要性。

首先，我是一个软件工程师，实际的工作是领导一个小组负责维护某大型商业软件。这是目前赖以谋

生的根本，同时也是我的长期职业——直到不再被需要（而不是兴趣转移或者另找到其他更赚钱的工

作）为止。严格来讲我的工作不以我所在的公司为基础，理论上无论我身在何何方都可以继续通过网络

为源头服务。所以公司只是一种服务，用来简化作为一个常规工作者所需的各种手续，当然代价是他

们从我创造的价值中抽成。所以在我留学期间我仍旧可以继续从事现在的工作，生计绝对不是问题，

并且任何人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所以我不担心把它说出来。

其次，从两年前开始我学习各种语言以补充我现有的知识体系。其中意大利语是留学目的地的本地语

言，已经通过了基本的资格考试，享有最高的优先级；梵语（Sanskrit）是比较语言学家的必经之

路，同时跟许多我熟悉的计算机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享有次高的优先级，但遗憾的是由于

其本身的巨大复杂性，目前我还处于整个学习阶段的开始；西班牙语和法语是英语以外最重要的两个

语种，因为掌握它们就可以覆盖地球上相当广大的区域，从而十分有用，同时学习成本不高（因为跟

意大利语相似），所以我志在必得。其他语种完全是添砖加瓦，就不必细谈了。另外，这些知识都很

有趣，经常作为调剂生活和因此结识更多小姑娘的手段。

然后，目前我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就算说是无依无靠也不算过分。多年来偶尔有些小姑娘垂青，但

我从来没有真正把握住机会，因为无法承受家庭生活所带来的额外负担，同时我又是一个理智和负责

任的人，不会做出那些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情来。单身对我既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影响。好的部分是

这给我带来了大量的空闲时间用来学习，间接确保了工作质量，另外也让我的未来有更多的可能性

——得以无牵无挂地去任何地方；坏的部分是我不得不通过公开写作来倾诉自己的各种想法，多少有

一点儿来自家庭和社会的舆论压力，以及生活上的种种不便。但如果我在未来的一年里尝试改变现状

的话，就带来了很明显的问题：出去以后怎么办？答案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究竟有没有人信我说

的话。

所以，我有面向未来的稳定事业（从而不受任何区域经济危机的影响），庞大的知识体系（有能力应

对未来不确定的生存需求），同时基本上无牵无挂，享有高度的行动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想

重回校园，完成我当初本科毕业时的夙愿，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任何问题。

最近几周来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尤其是社会各阶层人士都能产生出一些罕见的新闻。如果站在构建和

谐社会的角度上，我认为大部分的事件都可以放在同一个框架里得到解释：统治阶层作为一个集体，

通过公开清除其个别不幸暴露出来的不良元素，以宣传集体本身的纯洁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声称

那些尚未暴露出来的部分其实也不纯的言论，都是需要予以打击的造谣行为。

中国人不团结，即便深受压迫的时候也是一盘散沙、各怀鬼胎。其实只需采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

五年里既不买房也不买任何理财产品就足以彻底切断一切上游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而这对于具体个

人尤其是普通的劳动者来说几乎不会给人生进度带来很多问题，遗憾的是没人会执行这样的计划。

阅读(4773) |  评论(2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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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新的生活 2014-09-01 02:17:45

黄道吉日 2011-09-01 17:21:33

最近发生了很多无奈的事情 2007-09-01 17:51:3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2013-11-29 04:19Jason

回复 |  删除

最后一句。。。。。大亮

2013-09-22 05:41koreaseal

回复 |  删除

求更新

2013-09-11 07:56guest

回复 |  删除

中国人不团结，即便深受压迫的时候也是一盘散沙、各怀鬼胎。

  一针见血！！！

2013-09-09 06:06阿峰

回复 |  删除

梵语（Sanskrit）跟计算机哪个领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自然语言处理？

2013-09-09 06:44 冰河 回复 阿峰

回复 |  删除

http://www.princeton.edu/~achaney/tmve/wiki100k/docs/Backus–Naur_For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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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07 07:38breathe_no_more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你是我偶像~

2013-09-07 04:23凉拌茶叶

回复 |  删除

这样真的有用吗？

2013-09-07 05:13 冰河 回复 凉拌茶叶

回复 |  删除

当年印度人只靠不买特定一些商品就赶走了英国殖民者，只靠甘地 “恳求” 几句话是没有用的。

2013-09-06 14:46xiao

回复 |  删除

有的人没醒   有的人装睡  有的人给高墙添砖加瓦

2013-09-06 12:08桃迦

回复 |  删除

要去意大利留学吗？

说不定能找到你想要的，在这里祝福！

2013-09-04 08:00xiewj9158

回复 |  删除

每周都会来看您的博文，以便获取到力量，特别思绪低落时候看您博文便会觉得所有的抱怨或不快都是多

余，自已原来不够努力做得还不够好。每次来都只是观阅，今天看到您只剩一年时间将远走它国，特留下

脚印，以示感谢！谢谢你给我的精神正能量。

2013-09-03 11:36hangzhou

回复 |  删除

我想问伞哥一个问题呀，关于FrameMaker有哪些教程比较好的啊？

2013-09-03 12:05hangzhou 回复 hangzhou

回复 |  删除

搞了一下午, 终于安装搞定了Adobe Framemaker 10~!!! 古老而强大的软件....

2013-09-03 16:29 冰河 回复 hangzhou

回复 |  删除

FrameMaker 教程极其匮乏，国内完全没有，国外也寥寥无几并且都是针对旧版本的。建议先从

官网上能下载到的各种手册开始吧。

2013-09-03 17:25hangzhou 回复  冰河

我下了个Lynda的FrameMaker 10 Essential Training视频教程，正在学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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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3-09-03 17:26hangzhou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我打算用FrameMaker来写我的毕业论文了

2013-09-02 12:50

来自iPhone客户端

兔子大天使

回复 |  删除

祝福伞哥

2013-09-02 10:06wonder GJ

回复 |  删除

最总还是去留学啦，记得原来你说是选择留学还是建立家庭找一个妹子，两者之间做其选择，这样蛮好，

恩，是的，很好，支持。

2013-09-02 09:01singer

回复 |  删除

吾，升斗小民，买房支持国家建设还是放在30之后再说吧，而且，是否在哪里定居也不是现在就可以看得

清除的事情

2013-09-01 16:45stylew

回复 |  删除

话说长时间坐着看书，感觉腰酸背痛，屁股痛啊，怎么坚持的住啊！

2013-09-02 08:14chaoqi 回复 stylew

回复 |  删除

运动

2013-09-02 03:26zero

回复 |  删除

以前只觉得你是个很勤奋很厉害的人，现在开始非常尊重你了。

2013-09-02 02:58ggho888

回复 |  删除

伞哥关于最近社会现象的总结有独到的见解。

2013-09-02 02:50胡逢涛

回复 |  删除

有志者事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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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李开复的评价一向是负面的，四年前他从谷歌离职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博客来批评他。后来他搞

了一个什么创新工厂，然后这些年过去了，也没听说哪一项重大创新是他孵化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

失败者，仅仅是因为比较有钱所以尚能够自得其乐罢了。最近听说他检查出癌症了，然后又开始后悔

年轻时太拼命、不懂得珍惜身体什么的，博取同情。

我就从没后悔过。（乔布斯有后悔过么？）

每个人迟早都是要死的，能否长命百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然后如果再有主动作死的行为才能

进一步降低存活率，所以就算一生谨小慎微、刻意保养的人也完全有可能不幸因病早逝。所以看到别

人遇到了类似不幸，深表同情之余更重要的是应该思考自身——如何更好地利用自己有限生命的剩余

不确定时间。这里我能想到三种情况，从低到高：第一层第一层是活在当下，尽情享乐，完全不顾及自身的

未来；第二层第二层是对当下的生活保持克制，在适度享受生活的同时放眼未来，为圆满完成一生而努力；

第三层第三层则是要一生保持克制，适度享受生活但更注重社会责任和个人声誉，这样死后还能留在历史

中，活在后人的心里（即便未必成功但这样的心态至少应该是有益无害的）。

这个时代有很多成功人士，在事业上一度达到了令普通人一生无法企及的程度，但他们就是无法克制

自己的贪欲，结果落得前途尽毁。无论是商界还是政界此类失足人士都比比皆是。这里我发现很多我

现在想说的话都是我以前说过的，所以直接回顾我去年在一篇博客上的评论好了：

 “ ” 

…… 

 

 16 

 “ ”

如果再回顾我四年前在一开始提到的那篇博客里写的关于职业规划的观点：

 28 

──

 SA 

 Lisp  20 

Common Lisp 

 20  Lisp 

读者一定可以看到这仍然是我目前的观点，而我证明这一观点的方式就是在四年后的今天，已经离开

了当初的 SA 岗位并全职从事 “  Lisp ” 的工作超过两年了，

并且今后还要长期做下去。如果一个人几年前说过的话到今天都还奏奏效的话，你没有什么理由怀疑他

现在说的话未来不会同样奏效。但如果一个 “成功人士” 经常说很不一样的话，甚至前后矛盾的

话，那么就要小心了，甚至不但说不同的话，还经常干那些无法说明关联的很不一样的事，那就要小

心了：这样的人是不可靠的，他们以忽悠无知粉丝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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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琐碎的思路：周末汇总 2012-09-08 18: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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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评论

    转载

我的意大利语学习已经接近尾声了，几乎所有语法知识都学完了，所以理论上已经可以开始通过阅读

文学作品和科技文献来纯粹积累词汇了。这是两年来持续不断学习的成果，我很欣慰，接下来一年里

继续把语言能力提升到和英语相同的水平绝对不是问题。不过我所在的外语学校自从我入学以后就一

蹶不振，眼下我报名的很多语种的班级里就我一个学生，十分尴尬。我的法语老师最终还是被迫离开

了，意语老师也辞职不干了，西语老师到现在还不知道人在哪里，就德语老师每天坐在办公室里但等

我明年3月份开始上课的时候也不知道学校还在不在了⋯⋯ 总的看起来这里边似乎有个rp守恒定律在

支撑着：学校要是最后倒闭了，我可能也就成为语言学家了——到时候我要仔细讲述一下我把学校给

学跨了的先进事迹。

阅读(5045)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远走高飞前的最后一年 最后定论的语言学习  

2013-10-12 02:29luoxugeng12581

回复 |  删除

对于开复老大哥，我其实也有跟你相同的疑惑，崇尚克制的我其实能体会你的思想，坚持自己的核心不变

是需要魄力的。“我把学校给学跨了的先进事迹。”逗到我了

2013-10-08 03:55geniux

我不了解kaifu.lee，也不了解jobs，也不知道你了解jobs多少，但是我觉得打人家的旗号就是不对吧。

 

看得到你在学术界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应该也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认可，比所谓的王垠强了好几条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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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然确实不应该拿你和王垠比较。

 

你坚持的性格我很欣赏。谢谢。

 

我只是来仰慕一下。

2013-09-17 07:44无很

回复 |  删除

上图的姑娘很漂亮,应该是伞哥的某个女生朋友吧!

2013-09-17 11:56 冰河 回复 无很

回复 |  删除

法国小姑娘，三年前的博客里有出现过多次。

2013-09-09 06:40DM

回复 |  删除

博主的“享受与克制”的三个层次总结的很有深度。

2013-09-09 02:31萬軍

回复 |  删除

我在想李老师是不是故意选择这种方式退隐江湖的。

2013-09-09 02:24可爱的Smalltalk

回复 |  删除

哈哈，太幽默了

2013-09-08 19:10昨日星辰

回复 |  删除

都只有一个学生，还会开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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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最后定论的语言学习最后定论的语言学习    

由于资金上的限制，中秋假期反而过得很充实。事实上过去的两周里我工作以外的时间基本上都用来

进行意大利语学习的阶段性收尾，结果在中秋假期第一天的晚些时候终于听完了来自台湾教育电台的

全部意大利语课程 mp3，相当于把《新视线意大利语》前两册（初级和中级）的内容全都学完了，

这也意味着该语言的几乎全部语法知识也都接触到了，剩下的就是巩固已有的知识，持续不断地用真

实的语料积累词汇和习惯用法了。遗憾的是身边少有人可以用来口头交流，所以口语（即兴表达能

力）的提高仍然是个难题。不过这不影响我勇敢地继续走向该系列教材第三册的神圣殿堂，我认为这

比我从头复习一遍第二册要更好一些。

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基本上都在浙江图书馆里度过，浙图的外文藏书虽然谈不上浩如烟海，但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0/08/18, 21:10 -  - 

Pagina 2 di 4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38228406441/

在语言学各领域、语言史、主要具体语言的经典教材、古典学著作（拉丁文和希腊文）、非英语外文

小说（主要是西班牙语）等领域颇有典藏，至少够我看的了。遗憾的是虽然就住在附近，但真正能在

整个下午的时间里泡在图书馆里的时间每周其实也就只有一天罢了。我喜欢那种被群书环绕的学习氛

围。另一方面，只有当我亲手翻阅那些西方古典著作的带有英文对照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原著时，我才

真正为自己语言知识的匮乏感到深深地惭愧。尤其是明年秋天就要去意大利——拉丁语和古典文化的

重要发源地，到时候还看不懂拉丁文的话怎么对得起人家大学图书馆里的藏书！所以拉丁语这件事是

绝对不能再拖了。

我注意到经常有网友好奇地询问我究竟打算学多少种语言，现在我决定给出一个总计 12 种外语的列

表，作为本人今后具体语言学习上的最终目标，对于此列表以外的语种就只能说遗憾了。之所以确立

这个明确的范围是要确保我在有限的生命里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接触其他知识领域，尤其是数学

和物理学等基础科学领域里还有很多有趣但至今尚未充分理解的东西。下面是所有 12 个语种的列

表：（排列顺序不重要）

意大利语

法语

西班牙语

德语

俄语

日语

拉丁语

古希腊语

梵语

希伯来语

阿拉伯语

英语（含古英语）

说白了就是我家书架上的语言教材，把葡萄牙语的扔掉以后剩下的部分。这是一个涵盖印欧语系所有

主要语族，兼顾日常使用和历史、文化研究，且在语言学意义上可以覆盖几乎所有言语形式的综合列

表。另外希望强调的是，上述列表只是一个目标，不代表本人目前实际的语言知识水平。所以这里面

不存在任何夸大的成分，也没有炫耀的意思，这只是一个目标而已。另外我考虑谈论在博客上语言学

习的事情已经整整两年了，该谈的也都谈完了，以后应该以 “少说多做” 为宜。所以读者们不妨认

为这是类似话题的结尾，以后我就不再细谈了。

工作上一如既往地一切顺利，每月都有一些面向未来的重大进展。尤其是最近在产品源代码里有重大

发现：早期留下了几万行用途不明的代码，几乎完全由复杂的宏代码构成，最近我才终于认识到这是

一个精巧的转译器，理论上可以极大地优化用户开发的应用程序的性能，而且还找到了当初作者留下

的相关代码说明。而且这个新特性本质上跟产品的多线程支持不发生冲突，甚至两者之间还有相辅相

成的神奇效果。这样明年的大版本发布就可以真正拿出值得客户付费升级的东西了。只要工作上一切

为产品着想，其他的都不是问题，因为迟到早退扣点儿钱什么的，小事。现在我的组里有三个开发人

员（其中两个在本地公司之外），从来就没这么富裕过，而每个项目都是一次难得的提升经验和自身

能力的机会，所以很多工作其实是应该大家抢着来做的，不想做的话决不勉强。

生活上一如既往地单调，但不久以后又要去参加毽球比赛了，虽然不可能拿到冠军，但还是应该奋力

一搏保住我们杭州队的省内亚军地位。对此我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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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录取 2014-09-21 22:58:48

2012年09月22日 2012-09-22 17:58:3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评论评论

    转载

阅读(2595)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对人生意义和职业规划的一些补充评论 启动留学手续  

2014-03-25 02:20Mario

回复 |  删除

iphone和安卓上都有一款叫babbel的软件，有免费的分类基础词库，大约2700词，每个词都有图片，拼

写联系，用法练习，发音准确度判断，复习练习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制定。是我学习多年遇到的最好的

基础性词汇软件。对了，解释性语言可以在12国欧洲语言里选，比如学习意大利语，用西班牙语做解释，

学习德语，用意大利语做解释，等。

2014-03-25 03:19 冰河 回复 Mario

回复 |  删除

谢谢，竟然有这么好的app我都不知道。

2013-09-29 17:05Perler

回复 |  删除

偶像~！

偶像的大舌颤音练得如何了？练习了多久啊？我也在学相关的语言，对大舌颤音很是头疼

 冰河 回复 Per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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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29 19:11

回复 |  删除

就能颤一下。

2014-03-25 02:21Mario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您是如何练习大舌颤音的？目前进展如何？

2014-03-25 03:19 冰河 回复 Mario

回复 |  删除

够用了。现在我能发出国际音标表上每个音来。

2013-11-13 12:55markus_zhang

回复 |  删除

法语的话，我在魁省学到B1 Level，不过也感觉口语很差。有兴趣的话一块交流一下，准备搞到工作之后

学好法语。

2013-10-06 07:06nobody

回复 |  删除

要是能有一个关于lisp能干嘛的outline就好了。 

2013-09-23 02:28Lady & Bird

回复 |  删除

不知道冰哥有没有用过podcast，学习语言的利器之一，比起mp3的优点就是内容比较新一些。

2013-09-23 03:14 冰河 回复 Lady & Bird

回复 |  删除

iTunes U 的帮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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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留学手续启动留学手续    

启动留学手续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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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前的各项准备 2014-09-29 23:26:56

毽球比赛 2012-09-30 17:04:07

语言壁垒 2011-09-30 10:25:38

不想考研了 2007-09-29 21:03:4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留学中介费都交了，所以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继续向前进了。

其实我原本很想把这笔钱省下来，但既然我的法语老师现在改行做留学中介了，所以就当是支持一下

了。不过我发现留学中介在办理意大利留学时候倾向于办理计划生（即马可波罗计划和图兰朵计

划），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需把学生送进意大利那边的外国人大学（在那里要先学半年语言）就算是

成功履行了委托协议从而可以收取全额中介费了，而如果学生到了意大利读完半年语言学校以后没能

被任何学校录取结果被迫回国了，那么留学中介并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所以理论上他们可以把任何

一个学生——不论他的语言水平有多差——直接送到意大利去，这比办理去任何其他国家留学的手续

都简便并且成功率高。而如果学生想走所谓的 “国际生” 流程，即先在国内取得所需的语言资格，

然后直接去目标大学就读，这个对于留学中介来说风险就比较高了，因为按照委托协议的规定：如果

最后学生没能被任何其本人有意向的大学录取的话，中介费的大部分是要退还给学生的。因此我猜想

所有的意大利语留学中介都很不情愿处理国际生，因为存在成功率的问题。我不但走的是国际生流

程，而且只想去意大利最好的学校，差的我是不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留学中介的压力也很大，基

本上占不到什么便宜。

专业方面，思来想去仔细调查了各种专业的课程表以后终于决定老老实实地读计算机，不再往语言类

专业上想了。因为纯粹的语言学属于本科专业，到了硕士阶段就开始牵涉到文化层面了，而我还不想

把自己变成文科生。不过重要的是先凭借个人优势顺利进入欧洲的学术系统，一旦跨过门槛接下来就

是我的天下了。虽然两年的学习时间很短，但只要充分利用、埋头苦读，一定可以让知识水平上升到

新的高度，顺便带领意大利计算机界走向富强。而且也不耽误我继续把我目前很有前途的工作继续做

下去。

阅读(2871) |  评论(1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最后定论的语言学习 锦标赛归来，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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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0 09:19Stanley

回复 |  删除

Good Luck！guy

2013-10-13 16:20xiangzhuyuan

回复 |  删除

顺便带领意大利计算机界走向富强

2013-10-13 11:54luck

回复 |  删除

祝愿 希望自己也有这么一天～

2013-10-10 05:41chenquanyi626

回复 |  删除

congratulations!

2013-10-10 02:12wombat

回复 |  删除

good luck

2013-10-09 06:01邪刃

回复 |  删除

顶，送上祝福~

2013-10-08 04:39sunway

回复 |  删除

发现所有愤青的最后结局都是出国～

2013-10-08 04:36无

回复 |  删除

学完了还回来吗，冰河兄？

2013-10-04 07:18可爱的Smalltalk

回复 |  删除

励志，加油冰河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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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04 01:22coolwater

回复 |  删除

冰河兄，我越来越佩服你了，祝你成功！

2013-10-02 07:04hangzhou

回复 |  删除

支持冰河大哥！！

不过，要是冰河大哥成了文科生，甚至是艺术生，说不定个人问题就顺利解决了，嘿嘿。。

2013-10-02 06:04lfqy

回复 |  删除

 祝冰河成功。

2013-10-01 14:01Lady & Bird

回复 |  删除

支持。

2013-10-01 01:03chenyihonglove

回复 |  删除

特地来支持一下。

2013-09-30 18:18Nerluc

回复 |  删除

+1

2013-09-30 18:02杨博

回复 |  删除

加油

2013-09-30 17:15xudifsd

回复 |  删除

祝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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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过得平淡而有收获，我埋头图书馆5天，几乎从头学了一遍西班牙语。不过后来决定放弃参

加西语考试了，因为这个语言证书对我的留学之路已经不重要了。与其费时费力去上海考个证，还不

如专心看完一本的西语小说收获多一些。然后我就随队去台州参加了第二届浙江省毽球锦标赛。这次

比赛里我发挥得很一般，而且因为抽签失败，第一场就遭遇冠军队伍，最后男单仅得到第5名。好在

杭州队的另外两个项目（男子团体和双人）都是铜牌，总体来说成绩并不坏。但我担心这可能是我最

后一次参加毽球比赛了，因为下届体育大会遥遥无期，明年的锦标赛很可能也安排在9月份以后——

那时我已经不在了。

锦标赛归来 ? 重启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这次比赛最大的收获应该算是进一步结识了台州队的教练姑娘（90年的，年轻时曾是全国冠军）。在

放弃了所有漂亮姑娘以后，我现在更喜欢有才能的姑娘，但我都要走了，所以也就不要再节外生枝

了。不过这不妨碍我继续跟有才能的姑娘们交朋友，因为大家各自今后的路都还很长，只要保持共同

的爱好和彼此的欣赏就可以相对长久地保持友谊。按照亚里士多得《尼各马可伦理学》里的说法，三

种友爱的类型里，相比“有用的”朋友和能够带来快乐的朋友，优秀的人之间仅仅因为各自自身的原

因而产生的友谊（也就是所谓的惺惺相惜）反而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

最近开始准备留学的各种申请材料。我的留学中介似乎开始显示出专业水平来了，两位文案老师悉心

地指导我撰写各种材料。我还找了三位跟我的在校和职业经历大有关系的三个人给我写推荐信，并且

尽最大努力确保这些材料的客观和真实性。我仔细思考了所有可能的环节，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可以令

我担心的事情，所以我一点儿也不担心，这件事的成功率是 100%。（将来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评价

今天我做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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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开学两周；软件升级 2014-10-13 11:37:07

Macintosh Common Lisp 即将开源 2007-10-13 06:43:1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L6000102

评论评论

    转载

国庆假期结束以后很多事务也逐渐稳定下来，最明显的就是新一轮语言课程又开始了。一年前就是这

个时候我开始正式上意大利语课的，而如今我就开始了新一轮课程，包括意语 B1 中级班、西语 A1

和德语 A1 初级班。好在这么多门外语课同时上，我每周仍然有一个完整的周六空闲下来，这就为我

接下来稳定地去图书馆阅读各种外文著作（尤其是语言类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最近阅读的一本罗

曼语言学导论性质的著作就让我受益匪浅。

工作上也开始进入产品下一个大版本周期，不久以后就开始创建新的代码分支，进入实际的开发阶段

了。可以想象接下来会进入相当繁忙的工作阶段，但我为了产品的未来和自己的未来必须完成这个看

似不可能的任务，最终在明年 3~5 月间顺利发布带有足够多新特性的下一个大版本，相当于距离上

一次大版本发布过去了整整三年。我很清楚客户想要的是什么，也很清楚究竟还有哪些工作有待去完

成，甚至各种所需的背景知识也已经收集到位了。所以整个发布过程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不明确的地

方，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在适当的时机向上游说明各项计划及其背后的动机。

剩下的还有开源项目，又到了应该发布新版本的阶段了。必须认识到开源项目，尤其是 Github 上的

项目是一个程序员的门面，而我这多么年来真正能拿得出手的东西还很少。所以无论工作和学习再

忙，必须再积累一些可以公开的代码才行。

阅读(2489) |  评论(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启动留学手续 德语  

KK_l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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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0 15:19

回复 |  删除

伞哥在Github上的网址是多少？

2013-10-20 09:17Stanley

回复 |  删除

——那时我已经不在了。       写得好那个啥。。

2013-10-15 10:54可爱的Smalltalk

回复 |  删除

只要伞哥去了意大利，我们就可以看到意大利姑娘了

2013-10-14 06:43kongkong888123@126

回复 |  删除

期待 伞哥的意大利之行！

2013-10-13 16:52koreaseal

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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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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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自我感觉良好 2014-10-20 03:38:23

CL-HTTP 70.190a 2007-10-20 07:29:10

Common Lisp On Debian 2006-10-20 15:16:3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意大利的天空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转载

最近一周来忙着办理各种材料，所幸一切顺利，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只是回母校开成绩单时才发现我

大学时的成绩实在是不怎么拿得出手，也就刚刚满足我所申请学校和专业的最低 GPA 要求。所以在

此我要奉劝各位还在上大学的读者们，无论是否对自己的专业感兴趣，至少要先把学习成绩弄好了，

剩下的精力才做自己想做的事，否则将来一定会后悔的。各处跑来跑去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公司的地点

实在是太不方便了，过去几天里在路上浪费了大量时间。

最近开始学德语，目前已经上完了语音课（德语老师长得像徐若瑄⋯⋯）。德语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我感觉意法西三语加一起也没有德语复杂，因为后者完全是一种组合爆炸（三性两数四格）——虽然

还远没有达到印欧语系的最高境界（三性三数八格）。不过我好在我精通格里姆定律，掌握德语词汇

不是问题。另一方面，借助本地图书馆的典藏，我得以全面总结罗曼语族的现有学习成果，通过对比

意法西三语的语法，极大地加深了对过去两年里所学语言知识的认识。然后新一轮意大利语考试安排

在 12 月初，必须通过这次考试拿到 CILS B1 证书（否则就拿不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而且一周之

内就报名截止了。

工作方面，这个月根本就没写几行代码。除了个人事务占用了不少时间以外，工作上主要在忙着用

FrameMaker 修订产品的用户文档了。我是在 2012 年 4 月采购了 FrameMaker 10 并于 8 月份

升级到 FrameMaker 11 的，虽然过去的一年多里一直在使用它并日益熟练，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

花时间真正静下心来把它最重要的部分搞清楚。但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因为下个月开始产品新版

本的分支就要被创建出来了，到了新版本发布的时候所有文档都要全部修订过并且转换成 XML 格

式。我准备用本月其余的时间专心干这件事，直到成功为止。这些年里我买了太多的软件，但却没有

时间仔细地用，实在是太可惜了。

我注意到最近国内 IT 界人才辈出，各项工作也都搞得有声有色，而我却在埋头自己的语言学习和相

对孤立的工作，可公开的成果日益稀少。我把离开网易后的这段时间视为自己回炉重新深造的阶段，

以补我当年出道时基础之不足。所以我不着急，慢慢来，先把自己弄进学术圈再说。

阅读(2981)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锦标赛归来，重启 三个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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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13-10-21 02:424300003357

回复 |  删除

徐若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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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开始，回到正轨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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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

常，稳定地工作和

学习，所幸一切仍

Nik Software 昂贵...

评论评论

    转载

漫长的10月份终于结束了，留学申请的各项手续接近尾声，公司搬入新办公区，国庆假期给工作进度

带来的种种手忙脚乱随着月底的顺利发布也一下子过去了，更难能可贵的是月底薪水一发我的资金压

力也彻底缓解了，作为留学开销的储蓄重新开始增加，总之所有的问题就这样全都消失了。我现在每

天学习意大利语的中高级部分，以应对12月5日的CILS B1考试，每逢周二和周四的晚上去上德语

课，周日上西语和意语课，偶尔复习一下法语，确保没有遗忘已掌握的知识。然后工作上也开始迎来

新的高潮——代码树终于要分叉了（这样就可以提交用于大版本发布的代码修改了）。

我在明年9月前总共还有三个心愿：1. 顺利发布带有多线程支持的 G2 新版本（这就确保了日后工作

上的绝对优势地位）；2. 学会相当于欧洲语言能力框架至少 A2 级别的梵语；3. 把菲赫金哥尔茨的

《微积分学教程》完整地重学一遍，同时用 Coq 和 ACL2 重新证明书中的所有定理。所以我接下来

要主动迎接人生中从未如此严峻的挑战，因为我认为只有完成了所有这三个心愿我才有足够的自信踏

入欧洲学术界的大门。带着这些心愿和由此引发的未来生活，我感到自己正在不断升华，知识体系也

变得日臻完美。

至于其他的事情，就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了。工作一如既往，生活则已变得极其简单：学习和思考而

已。

阅读(3215) |  评论(1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德语 事务处理  

2013-12-26 05:31oceanwave@yeah

回复 |  删除

博主很踏实啊，而且有自己的节奏，榜样！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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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04 12:45

回复 |  删除

伞哥你好，关注你的博客有可能一年时间了。佩服你的精神，自强不息，但是感觉你能

不能放松一点、生活化一点，是否更好？今天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在这篇博客中提到“3.

把菲赫金哥尔茨的《微积分学教程》完整地重学一遍，同时用 Coq 和 ACL2 重新证明

书中的所有定理。”， 那么Coq 和 ACL2能否下载一个免费版的？能否指出地址？谢谢

。我数学很差，不过为了搞清楚一些问题，不得不学习一下。

2013-12-05 10:35 冰河 回复 in

回复 |  删除

ACL2, Coq, 连关键词都有了难道你就搜索不到下载地址和更多信息么？资源检索的能力很关键

啊。

2013-11-07 03:43wa

回复 |  删除

强人

2013-11-06 04:24mars

回复 |  删除

Interesting, good luck sir~

2013-11-05 01:44shinykers

回复 |  删除

伞哥无敌！

2013-11-04 14:34Leo

回复 |  删除

看来要用89度角仰望伞哥了

2013-11-04 12:20Eou

回复 |  删除

看一次日志，打一次鸡血。

2013-11-04 07:31小葫芦

回复 |  删除

好吧，伞哥！

2013-11-04 06:30WoodRat

回复 |  删除

伞哥已经无法仰视了

2013-11-04 04:51鸿鸿

留言支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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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佩服楼主的语言学习，感觉和  谢里曼 很像。

【谢里曼堪称19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学者和最具天赋的语言学习者，他挖出了荷马笔下的特洛伊，使人们终

于相信荷马描述的是历史而不是神话或是传说，同时他也精通18门外语，基本上只用一个半月就掌握一门

外语。

2013-11-04 04:17kongkong888123@126

回复 |  删除

“主动迎接人生中从未如此严峻的挑战”，强大的正能量啊 继续支持伞哥！ 

2013-11-04 02:58废品

回复 |  删除

我倒是一种人生报废的感觉。

2013-11-04 01:39匿名人

回复 |  删除

每次看到你的文章，我总有一种人生荒废的感觉。

2013-11-03 21:18Ricepig

回复 |  删除

支持一下伞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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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Leica M9 上的低通滤镜算是废了，灰尘和损伤已经导致小光圈拍的照片伤痕累累的，只能寄希

望于学好德语，日后途径德国时花钱更换一下了。但要最终实现留学愿望我还要继续努力，就算只是

为了抢救我当年砸锅卖铁买的这台照相机我也要好好努力一下。

我总共找了三位实力派人物帮我写推荐信，分别来自我的母校、过去的公司和现在的公司（客户）。

事实证明还是外国人比较靠谱，不用催就自己写好把初稿发给我了。虽然我反复叮嘱只要照实写就好

了，但我还是被那篇长长的推荐信深深地感动了，甚至重新认识了一遍我自己。相比之下国内的教授

们处理这类事情就简单多了：学生只需自行代写一篇找教授们署名就好了。我一开始把事情想得太严

肃，太不符合国情了。所幸后来就想通了。

最近深受德语老师的喜爱，主要是我学得确实不错。事实证明我的语言学知识积累非常有用，无论在

语音还是语法上似乎皆有独到之处，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德语老师还懂一些法语，所以我们很有共同语

言，偶尔探讨一些语言学方面的心得。另外我发现微信群的语音留言功能对于语言学习和交流相当有

帮助，我所在的德语班发展势头良好，令人欣慰。另一方面，正以每天一个单元的速度向前推进《新

视线意大利语》第三册（B2-C1），进展顺利，所以12月5日的B1考试我现在认为问题不大了。

工作上的事情变得处境微妙。现在似乎只要协调好我组里几位程序员的任务分配就可以确保产品的日

常维护了，这样一来我的大部分精力无处发挥，终于必须回到最核心的长期项目上了。不过我发现相

比实际写代码，思考过程更为重要——仔细的思考有助于避免一些无意义的编程工作。例如我最近终

于想清楚为什么我的产品里不可能实现 Undo 的功能了，因为整个软件是一个数据库，理论上想支持

事务是有可能的，但想要随意撤销针对系统里某个对象的删除操作却使绝对不可行的。一个例子就

是 FileMaker 桌面数据库。这个软件在大多数时候用起来跟 Excel 差不多，可就是不能 Undo——

一旦误删了一条记录或者字段以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事实上所有数据库软件都是如此，而且理当如

此。于是我开始学习《事务处理：概念与技术》那本书，看看有没可能把事务处理引入到 G2 中——

所有针对知识库的操作在 COMMIT 之前都只在当前事务内可见，而 ROLLBACK 就相当于是一种

Undo 功能。（进一步想想，能否在编程语言级别实现事务处理呢？例如在 Lisp 环境里编程地 new

一个对象，但是除非 commit 当前事务否则这个新对象不会被其他代码觉察到？）

我认为事务处理和多线程都是正确的发展方向，但是潜在的工作量巨大，需要理解产品里几乎每一行

代码才能把这些令人炫目的新功能实际做出来。但是我工作组里的程序员们各怀心事：有拼命做项目

以期加薪的，有不紧不慢敷衍了事的，还有实在忙得没空做项目的，问题是没有人抱着理解产品里尽

可能多的代码的心态在工作，所以真正关心这个产品未来的还是只有我罢了——虽然我也很忙，时间

大多花在学语言上了。

上周从 Amazon 买了今年最新出版的 FrameMaker 11 教材以后终于认识到产品的文档化工作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在新老版本同时维护的时候必须能够用同一份 FrameMaker 文件分别输出用

于新版本和旧版本的不同内容的文档来，这种复杂度要求比以往更高难度地使用这个软件。而对于我

一直念念不忘的 DITA 转换计划，自从更加深入地了解了 DITA/XML 格式以后，我终于认识到这件

事几乎是没可能自动化的：必须把每一个章节的所有子章节全部手工打碎成单独的文件然后重新组合

起来才能，因为 DITA 和 HTML 或 DocBook 这类格式有一个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 DITA 里不存

在分级的标题，例如 H1/H2/H3/H4/H5 这种，DITA 里的章节标题分级是通过 DITA Map 里的树

状结构自动计算出来的，所以我现有文档里类似标记是没办法直接转换的，除非手工全部拆开。这样

一来还是老老实实地继续维护二进制 FrameMaker 文档，不要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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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心愿 三种生活，三种友爱  

2013-12-23 14:20小群子

回复 |  删除

竟然是转塘。。。

2013-11-12 04:10mashiguang

回复 |  删除

11号你没别的啥事要说说吗？哈哈哈

2013-11-12 15:52 冰河 回复 mashiguang

回复 |  删除

那张照片肯定是有人帮我拍的。

2013-11-24 11:17mashiguang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祝福

2013-11-13 06:28sunway

回复 |  删除

SONY A7/A7R都可以转LEICA M镜头，画质高感肯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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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补充记叙受11月11日影响，过去几天里逐渐成形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我的当下生活动力大部分来源于未来生活的无限可能性，少部分来自学习和工作本身的乐趣。未来的

巨大不确定性（同时又是高度确定的长期生活计划）让我得以长期承受这样的生活：孤身一人、呈缩

小趋势的朋友圈、高生活成本（有界的积蓄）、工作上不计代价的投入、以及不间断的学习（那些暂

时无用的知识）。

有很多人，假如需要暂时卧薪尝胆一下的话，目标基本上为了继续往上爬，努力攀升到更高的社会阶

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恐怕只是为了更换环境，最后相当于在同一个社会阶层里平行移动罢了，至

少短期内还是这样的。我开始注意到：学习更多的知识对于一个知识已经相当丰富的人来说顶多只能

算是进一步的精神升华，因为如果我真的想得到更舒适的生活，实在不需要学这么多东西——只需跟

其他同样有知识的人学一下，换一种心态生活就好了。但是那些有可能让我立刻改变生活的思路与我

内心之中的长期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以致于无论我怎么努力去试图接受，总是在临近

执行的时候被内心更强烈的想法所制止。高度理智的代价。

爱情作为一种人类情感，似乎是一种强烈的自我心理暗示，要求跟自身之外的某个人建立长期生活的

关系。因为它通常具有单一的对象，而现实生活中往往不存在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在所有方面都远远

超越其他竞争者的单一对象，所以对于爱情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有一个就知足”的前提下，同时还要

辅以充足的资源（至少包括时间）来持续地培育这种人类情感。而人类作为动物的生理需求，表面上

看是促使爱情发生的主要因素，但迟早会成为次要的，对这部分不必多谈。然后我的问题就在于两方

面的困难：既没有可以达到足够产生强烈自我暗示程度的单一对象，也缺少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将其

培育出来。我现在已经不把我的问题视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了，这是我自身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假如

天上掉下来一个房子外加百万现金我也不想找个人来结婚生子，因为理智告诉我应该做些更有价值的

事情，应该以更有效的方式来贡献社会，以取得成就感，至少眼下还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每到差一点

儿就忍不住跟小姑娘表白的时候最终还是停下来了，这是过去某一天里发生的事情。

最近开始写留学申请信，中介的文案老师告诉我信中需要包括至少四部分：1. 1. 为什么想要申请意大为什么想要申请意大

利，2. 利，2. 为什么想要学这个专业，3. 为什么想要学这个专业，3. 谈谈你国内的工作、困难及收获，4. 谈谈你国内的工作、困难及收获，4. 希望今后能学到什希望今后能学到什

么。么。我对回答这四个问题充满了信心，因为我在“自圆其说”方面的水平自认为绝对是一流的，看看

我的全部知识体系和价值观，甚至多年里的各种言论都能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自洽系统

就知道了。然后我开始设想我甚至将来留学结束毕业后的生活：作为高级软件工程师和技术支持人员

游走于世界各地，工作日里白天亲临现场为客户解决问题——无论对哪国客户都讲对方的母语，晚上

继续写代码和文档，周末还可以四处游览一下，偶尔再去参加个学术会议就更完美了，年老以后就呆

在大学里教书直到死。这样的生活里可以有很多朋友，但却很难能有一个稳定的伴侣，除非我是在这

种生活开始以后才遇到她，然后她原意从此一直陪着我。在极小的可能性下，这个人也许就是我现在

就已经认识的人，但此时此刻无论这个人是谁我都没办法预测到，因为未来尚未发生，我也还没有过

上前述想象中的生活。

最近一两个月里所读的各种西方经典著作里，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

学》。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三种生活”和“三种友爱”理论对我影响颇深，可谓是将我内心中长期

以来就已经想到但却没能力总结出来的一些想法直接字面化了。三种生活，即享乐的生活享乐的生活、公民大公民大

会的或会的或政政治的生活治的生活，以及深思的生活深思的生活，代表着三种典型的生活方式。享乐的生活适用于最广泛的人

群，无论贫穷或是富裕的人都有，这些人的生活本质上就是在单纯地享乐，包括抚育后代的行为在

内；政治的生活主要指的是那些乐于从事各项社会活动的人，绝大部分名人和所谓“公知”都在此

列；而沉思的生活主要适用于哲学家和其他领域的学者，不一定很出名，甚至不一定有很高的成就，

但他们总是活在自身的世界里，以思考（当然也包括学习，否则就多半是空想了）为乐趣。如果让我

选择的话，我想过这第三种生活。这跟我前面提到的理想生活并不矛盾，我仍然希望自己对社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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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用，同时也适当地有所享受。

三种友爱，是对应着三种可爱的事物而言的。“并不是所有事物都为人们所爱，只有可爱的事物，并不是所有事物都为人们所爱，只有可爱的事物，

即善的、令人愉悦的和有用的事物，才为人们所爱。即善的、令人愉悦的和有用的事物，才为人们所爱。”朋友，即所谓的友谊——人与人之间的一

种互爱关系，因此也分为对应的三种：由于对方自身的善（正义、优秀）而产生的友爱、由于给彼此

带来快乐所产生的友爱、以及由于对彼此有用而产生的友爱。我有一些属于第一类的朋友，例如一些

大学时候通过共同的兴趣爱好结识的朋友，虽然现在已经不常联系，但偶尔能听到他们的消息，感受

到他们仍然和我当初认识的时候一样优秀甚至更进一步，对于他们的成功我深感欣慰，而且只要他们

仍然保持这种优秀我就始终认为他们还是朋友，并且绝不是为了有朝一日有求于他们才保持这种关系

的；并且我也相信他们也是用同样的思路来对待我的，尽管他们可能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我也有

一些第二类的朋友，只要跟他们在一起就觉得由衷的快乐，不舍得分开，例如每周在一起从事体育活

动的朋友们，并且他们应该也是这样觉得的。我也有一些第三类的朋友，大家彼此交往是因为对方有

用，这个类别的朋友通常是与前两个类别的某一个重合的，但也有很多不重合的，单纯就是彼此有

用，例如几乎所有工作上的伙伴。一旦不再有用就可能逐渐失去联系了。亚里士多德在书中还详尽说

明了不同类别朋友之间转换的条件和可能性。

但是我过去的那些小姑娘们属于哪个类别呢？这很难讲，因为每个类别的成分都有。一开始认识的时

候通常是纯粹因为某种善（其中长得漂亮也算），然后在交往中彼此似乎都能得到一些快乐，并且我

通常是有用的一方，但有时也能得到一点儿帮助。虽然分类困难，但是所有这些友谊的终止都是教科

书式的：要么是因为一方不再优秀了（通常不是我），要么是因为无法带来快乐了（例如因为更进一

步的交往被拒绝了），要么就是因为一方不再有用了（通常是我）。无论是因为这些原因的哪一种，

变化通常都是不可逆的，所以一旦失去了一个小姑娘就很难挽回了。总之，自从有了理论指导以后，

过去的很多事情也就不再纠结了。不断地学习就是有这样的好处，这是我自从开始看杂书以来最大的

收获之一。

阅读(3673)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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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4-02-14 21:44276058573

回复 |  删除

我会持续关注的，希望你坚持自我，不要被世俗所改变，你是强者，你是优秀人类的代表。

2013-11-14 02:57zorow_2000

回复 |  删除

伞哥还是再开个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的博客吧，这样就可以通过网络吸引到世界各地跟你志趣相投

的小姑娘。

2013-11-30 17:58天若有情 回复 zorow_2000

回复 |  删除

这个可以有

2013-11-21 05:29Can

回复 |  删除

而人类作为动物的生理需求？？什么意思？你是指“性”作为人类的生理需求吧？

无论是政治，还是沉思，你不都为了心中那种愉悦吗？不也是享乐吗？但是人们往往以享乐为目标，通常

这不会达到享乐，达到享乐的最佳途径，是心中（对万物，例如一棵树）充满爱意（不是爱情）。文中说

的三种朋友，明显的也是与自我有关的，是与自己的利益绑定着的（快乐不也是一种珍贵利益吗？），其

实跟客户没有本质区别，我们都是有所需（例如性或者快乐或者文中所说的“有用”）才去跟对方接触。

但是这就是最理想的生活吗？爱心是我们生活中的可选项吗？

另外关于爱情专一，闲得蛋疼的话可看看鄙人以程序员角度的分析

http://user.qzone.qq.com/214585232?ptlang=1033#!app=2&via=QZ.HashRefresh&pos=138

2732511

我们从爱情获取快乐的算法，还有巨大的优化空间！

2013-11-21 10:08 冰河 回复 Can

回复 |  删除

享乐也要区分下低级趣味和高级趣味

2013-11-18 06:42掀起你的头盖骨

回复 |  删除

伞哥好,已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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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7 21:23:25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2013年11月27日2013年11月27日    

天气越来越冷了，日常着装也随之进入了下一阶段。话说我的留学申请已经接近尾声，网申已经结

束，还差一封从印度新德里寄过来的推荐信就可以把所有纸质材料邮寄过去了。我很欣慰地看到我的

所有材料都是真实的，上面没有一个伪造签名。尤其是我忠实的工作伙伴，Versata CTO 同学给我

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推荐信，我看了电子版以后简直感动得热泪盈眶，甚至从那些赞扬之辞里重新认

识了我自己。这就是多年来行善积德的结果，关键时刻真能帮上忙。相比之下浙大的教授们稍微有点

儿懒，但好歹也高高兴兴地在我代为撰写的信上签了名，所以没什么可抱怨的。总之这次大家算是对

我仁至义尽了，我很感激。

不过我申请的并不是之前提到的博洛尼亚大学，而是米兰理工的计算机工程。因为现在处于第一轮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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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作息完全颠倒了 2006-11-26 18:12:2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转载

学申请阶段，只有少数大学开放了申请，而且号称一旦被录取就必须去，不允许改申其他学校。于是

我眼下的心情是复杂的：既希望被直接录取，这样元旦前就可以拿到录取通知书，明年9月前就可以

安心工作和学语言了；同时也希望不被录取，这样我还有机会申请博洛尼亚的计算机科学，然后进去

以后还可以辅修该校的各种语言类课程。不管怎么说，在得知米兰理工允许填写第二志愿专业的时候

我断然拒绝了。爱要不要。

距离12月5号的意大利语 CILS B1 考试已经没几天了，但我过去几周里工作上一直很忙，并没有花

很多时间复习，只是一直在 duolingo 上打关升级，所以语言能力也算是保持得很好。不管怎么说，

这次考试必须通过，否则就无法在3月份截止时间之前提供米兰理工所要求的意语B1证书，手头就算

有录取通知书届时也要作废。压力还是有一点儿的。

而工作上目前正处于最繁忙的时期，并且现在随时都可能有来自重要客户的紧急项目。在这种情况

下，保持沉着冷静的心态尤为重要。所幸我多年来行善积德，抱着靠别人不如靠自己的心态，结果关

键时刻却总有贵人相助，每次都能经受住考验，化险为夷。手头团队里的几个人，谁是来干事业的，

谁是来赚钱的，我看得一清二楚，但只要平均下来每人每月都有稳定的产出，那么无论再自私的目

的，只要能写出有改进空间的代码来，我就可以把它们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价值。所以我现在既不怕交

付的项目质量差，也不怕团队里任何一个人撂挑子。不想干了随时可以走，但如果想把恶心的代码合

并到产品里去，在我的治下那是不可能的。

阅读(2938)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三种生活，三种友爱 卸磨杀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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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09 00:43

回复 |  删除

米兰理工的学生好像水平不怎么样。伞哥要认真调查一下，是不是个好选择。

2013-12-09 03:37 冰河 回复 dixia

回复 |  删除

那不正好么，没有竞争者了。

2014-01-01 15:28夺命无敌男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我了个囧，这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的赶脚～

2013-12-26 09:15d

回复 |  删除

意大利，比萨要适应...

2013-12-04 03:31人称小葫芦

回复 |  删除

又来了，已成习惯。祝好

2013-12-01 14:08koreaseal

回复 |  删除

又来了，已成习惯。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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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磨杀驴卸磨杀驴    

各项事务依然进展顺利。上周四去上海参加新一轮的意大利语 CILS B1 考试，感觉考得相当不错，

肯定能通过。其实我还有很多练习册没有做完，很多单词也没记牢，但所幸无论阅读、写作还是口语

都没遇到几个生词，而且整个考试过程中沉着冷静应对，没有出一点儿意外。一到考试我才发现，原

来我的口语水平相比3月份的时候真的有了明显提高，这说明今年的学习成效显著，其他语言的学习

对意语没有任何干扰。考试前一晚我还小逛了一下考场附近的田子坊，顺便在熟悉的店铺里买了件新

衣服，算是迎接新年了，将来穿这身衣服走在外国的街头上也算是没有忘本。

这样一来目前的留学手续就没有任何材料问题了，3月1日之前提交本次考试的成绩证明，然后明年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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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

从2017年初以来新

的变化和学业上的

 

“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转载

考一次 CILS B2 就算是圆满了。正值杭州首次迎来真正意义上的雾霾天，无论是为了知识还是为了

将来能多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我都应该继续执行现有的计划，努力把自己送出去。我至今也不会开

车，从不吸烟，更没有口臭、脚臭和狐臭，对空气污染的贡献应该仅限于放屁，所从事的也是无毒无

害的编程工作，所以我对自己将来一走了之也没什么可感到惭愧的。

工作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我处理各种摩擦的方式一向是团结他人攻其一点：工作环

境中的几乎每个人我都得罪过，但每时每刻我只得罪一个人，然后靠团结其他人来达到目的，然后接

下来谁不听话就再把他拉进新的黑名单，如此循环往复目的只是让事物在我所判断的正规上发展。靠

这种思路我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数年来得以从弱势者逐渐变成优势者。现在距离我离开公司的时间日

趋邻近，我感觉有人开始精神崩溃了。在我留学走后把我从此排除在系统之外对工作来说固然是个美

好的愿景，但只可惜目前还没有哪个人有足够的实力取代我的位置——重要的是我也没闲着，每天还

在进步。人与人之间的任何较量本质上都是智商的较量，如果一个人过去干得还不错，但是最近连续

几个月都在秀智商下限，说话时也搞不清楚谁是领导谁是下属，那我只能猜测这样的人要么是个不靠

谱的人，难以像我一样多年来始终如一地稳定推进整个产品，要么就是随着工作难度的日益提高他的

工作能力已经逐渐跟不上产品的需要了，然后就开始恼羞成怒了。无论如何这样的人迟早都要被排除

在外，最多在我离开前还有8个月的工作机会。不合作就卸磨杀驴，这关系到我毕生的事业，可不是

说着玩的。

阅读(2845) |  评论(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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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30 08:23yabing1992

回复 |  删除

为什么你拍照从来都不笑呢？。。

小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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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23 14:18

回复 |  删除

很好奇每天的封面照片是谁拍的。。。

2013-12-26 06:18 冰河 回复 小群子

回复 |  删除

在家里的照片均为自拍

2013-12-16 08:07赵盆栽

回复 |  删除

对你的工作一点儿都不懂，但还是看完了最近的文章，主要是我也喜欢各种语言~~~o(∩_∩)o

2013-12-12 10:00wardenlym

回复 |  删除

网易的技术中，云风和您的博客，我基本每篇都看过了，不过有个小希望：等你工作稳定下来了，能多写

一部分技术方面的文章，最近这半年感想类，总结类好多啊～哈哈

2013-12-12 12:13 冰河 回复 wardenlym

回复 |  删除

主要是忙于工作，但工作的细节又没办法详细披露。

2013-12-12 09:53wardenlym

回复 |  删除

对了，我也是辽宁人呢

2013-12-12 09:52wardenlym

回复 |  删除

我好像没有这种情况

祝伞哥未来在国外工作学习顺利，我很喜欢您翻译的lisp书籍～目前工作中主要使用lua和c，感觉lua很多

地方仿佛得到lisp真传。伞哥对lua有什么看法，能谈谈么～

另外请问一句，您出国后还是否会继续一直更新中文博客呢？我很喜欢看你写的博客

2013-12-12 04:44wushuai1346@126

回复 |  删除

Hi,冰河.新换的模版有点问题啊,新浪微博会一直向下滚动,Chrome浏览器,不知道是否有其他仁兄遇到同样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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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最后一周 2012-12-23 16:48:59

为 SBCL 添加 GBK 编码支持: bugfix 2006-12-22 19:59:44

    转载

后来工作上的不愉快逐渐平息了，表面上看这是团队成员间加强沟通努力消除误会的成果，实质上是

以大局为重的进一步妥协，所以迟早还是会再出事的。不过我不担心，因为早已经习惯工作在剑拔弩

张的环境里，在动态平衡中寻求相对稳定的价值输出了。总之一切仍在掌控之中。

过去两周里取得了一些相当不错的进展。首次在产品里实现了基于 CAS 的无锁队列，然后想出了一

种符合产品代码特点的方式来解决 ABA 问题；由于希望从理论上证明无锁算法代码的正确性，这次

终于下狠心去研究 ACL2 定理证明器，然后竟然第一次看懂了家中收藏已久的 ACL2 入门教材，这

距离我最初得到那两本教材已经差不多快十年了；Common Lisp 程序员当然要在 Coq 和 ACL2 之

间果断选择后者。使用定理证明器的关键在于认识到证明器的各种能力限制——必须学会对想要解决

的问题进行正确的建模，然后只有写出适当的引理才能顺利到达证明的终点，而且跟使用编程语言写

代码不同的是，定理证明器的每一个成功案例似乎都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劳动，这个领域的“最佳实

践”类论文不计其数。掌握这类工具的一种对我未来的科研活动至关重要，就像语言技能一样不可或

缺，所以无论花多少精力都是值得的。

甚至关于 Prolog 和逻辑型编程方面也有一点儿进展，因此我打算元旦后开始正式学习手头的一本

Prolog 教材，顺便把书中的所有 Prolog 代码在 LispWorks 的 KnowledgeWorks 和 G2 的 KB

语言里重写一遍。我的感觉是其实所有的逻辑型编程语言都是彼此等价的，区别仅在于性能和其他细

节上，所以只要通过无论哪种具体语言的教材学会了逻辑型编程本身就可以把成果应用在所有同类的

编程环境里了。

留学申请还在继续走流程，学校的反馈至少说明我邮寄的所有材料他们都收到了。现在就是一方面等

待前些日子在上海考的意大利语 CILS B1 成绩，另一方面继续准备考 CILS B2。

眼下三门语言的课程（意、西、德）都在上，虽然业余没什么时间复习但好歹算是把学习成果保持住

了，继续一步一个脚印地积累语言知识。明年结束掉意大利语的学习以后，继续把过去没上完的法语

课上完。我的德语老师很可能会成为我在法语班里的同学，这令人期待。

圣诞节和新年就快到了，没有什么庆贺的心情，因为我的 2013 年太充实了，年终之际没有任何遗

憾。我会在今年的年鉴里做个简要的总结。

阅读(3036)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卸磨杀驴 冰河年鉴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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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2013-12-31 11:07pwk1160974245

回复 |  删除

签名好帅！

可以教教我吗？

2013-12-27 07:54可爱的Smalltalk

回复 |  删除

每次看完，感觉又加满了正能量

2013-12-27 05:09amoblin

回复 |  删除

好字！

2013-12-26 13:54zhangyou1010@126

回复 |  删除

最近周末都很多事，都忘记来看伞哥博客更新了。加油。

2013-12-24 03:04wardenlym

回复 |  删除

伞哥会葡萄牙语么？也是很美的。如果以后有时间可以看一眼～

2013-12-26 06:17 冰河 回复 wardenlym

回复 |  删除

不能再学更多的罗曼语族语言了，不然单词就全乱套了

2013-12-23 11:39黄庆兵

回复 |  删除

期待伞哥的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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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23 10:14ameng

回复 |  删除

帅

2013-12-23 03:55lilin1104@126

回复 |  删除

签名帅气！

2013-12-23 02:51小葫芦

回复 |  删除

伞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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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讲，2013年我过得还可以，学业和事业均有成果。过去一年里我参加了意大利语、法语、西

班牙语和德语的课程——都学得不错，然后勾引了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老师——都没成功。我去上

海参加了两次意大利语考试和一次西班牙语考试，参加了两次省级毽球比赛，暂停了跆拳道训练。我

跟结识了将近四年的小姑娘断绝了来往，也逐渐远离了其他一些姑娘。我的财产因为买外文书、交语

言学费和考试费、留学中介费和升级软件而进一步缩水，到年底时只剩下一点点积蓄。

过去一年里我几乎 IT界和技术出版界没什么影响，既不追逐各种新鲜事物，也不参与那些如火如荼的

翻译工作。我静下心来研读经典书籍和论文，学习基于最底层工具的多线程程序设计理论和各种无锁

算法然后应用在我的项目里。我下决心掌握ACL2定理证明器，最后终于在年底前首次看完并且看懂

了那本10年前就已得到的ACL2入门教材。这一年里我也写出了许多精巧的程序代码，它们沉淀在具

有近30年历史的重要商业软件里，为客户服务。

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我已经申请了米兰理工大学的计算机工程硕士，2014年9月入

学，目前正在等待最近一次意大利语考试的成绩以便在3月1日前完成最后的申请手续，如果不成功我

接下来还有机会继续申请博洛尼亚大学。然后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学习，因为只有知识才是

自己真正所能拥有、谁也夺不走的。我现在可以讲英、法、德、意、西五种语言，并始终把梵语作为

语言学习的最高目标而努力着。

2014年将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9月的时候我会顺利出国留学，而在那之前我将得以把工作上持续

多年的重要项目完成，然后在我留学期间以兼职的方式继续目前的工作。我希望自己可以在今年里真

正学会梵语，同时巩固已有的语种，顺利完成全部在读的语言课程。至于终身大事，我建议在吸收过

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一切随缘，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实在是没什么可抱怨的。

附：2013 年博客索引

2013年1月：

搬回杭州市区居住

新一年的工作压力

买了个 iPad mini 用来看书

继续折腾 Lisp Machine；意大利语 A1 课程结束

2013年2月：

论合理的爱情观

春节归来，开始准备意大利语考试

Adobe InDesign CS6

2013年3月：

电影《悲惨世界》观后感

失去了认识四年的跆拳道小姑娘

意大利语考前复习；正式开始学习法语

意大利语 CILS A2 考试归来（考试通过了）

产生了对语言学的浓厚兴趣

2013年4月：

清明假期的感悟，从此下定决心出国

准备毽球比赛和西班牙语考试

存在竞争者情况下付出与回报的关系；法语学习进展顺利

2013年5月：

陷入财产持续减少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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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2010 新年寄语 2009-12-31 18:54:39

お新年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2008-01-01 03:26:44

    转载

直面客户最核心的问题

毽球比赛归来；工作处在危急关头

西班牙语 DELE A2 考试归来（没有通过）

2013年6月：

困难重重的工作和生活

对求知欲的理解；努力成为全球化人才

意大利的计算机研究

开源项目上的进展；法语老师离职

FrameMaker 和 FileMaker Pro 的学习进展；意大利语 A2 课程结束

2013年7月：

上海毽球集训归来；接下来的语言课程

化悲痛为力量；留学中介的本质

2013年8月：

冷静面对生活和资金压力

梵语的地位

昂贵且不必要的梵语教材

2013年9月：

远走高飞前的最后一年

关于享受与克制的理论

中长期语言学习计划

启动留学手续

2013年10月：

毽球锦标赛归来；准备各种留学材料

提前开始学习德语

2013年11月：

工作和学习上的三个心愿

德语学习顺利；准备参加第二轮意语考试

三种生活，三种友爱

顺利完成了对米兰理工大学的留学申请

2013年12月：

意大利语 CILS B1 考试归来；对工作矛盾的冷处理

ACL2 学习终于取得进展

阅读(5537) |  评论(1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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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L1000026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2014-01-01 15:32Sev

回复 |  删除

冰河大大威武，榜样~~预祝大大顺利通过米兰大学申请。

2014-01-09 08:45ixiaobei 回复 Sev

回复 |  删除

冰河大大。。。尊驾贵庚？

2014-01-05 12:14fuxia_110

回复 |  删除

好运！

2014-01-04 14:21dama

回复 |  删除

感谢伞哥这一年来的辛勤写作，让小白见了一点世面。加油，期待你14年在意大利的年鉴，相信会更加精

彩。

2014-01-04 03:30Stanley

回复 |  删除

年鉴一年比一年简短，但是包含内容更加丰富！

2014-01-04 12:19 冰河 回复 Stanley

回复 |  删除

因为回顾了往年的年鉴发现自我吹嘘的成分还是太多，所以不如少说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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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01 16:47boboyang

回复 |  删除

您好，想咨询几个关于梵语的问题：

1、需要先基本掌握几门语言之后才可能学会梵语么？

2、我看了您关于梵语的几篇博客，除了您提到的帕尼尼的著作外，有哪些国内介绍梵语或者供入门比较好

的书么？

感谢您的时间！

2014-01-04 12:18 冰河 回复 boboyang

回复 |  删除

第一个问题，理论上不需要预先学习任何其他语言，因为每一门外语都是独立的。不过如果学过

德语的话会有一定帮助，因为这两门语言之间有很多相似性。

第二个问题，我家里有国内出版的所有梵语教材，包括斐文的《梵语通论》和《梵语教程》、罗

世方《梵语课本》，国外作者的中译本《学生梵语语法》和《梵文基础读本》，他们各有侧重，

但我觉得这些书都不适合我，一句梵语也没学会。所以我后来花大价钱买了纸版的帕尼尼书，这

下反而能看进去了，但也不着急入门了。学梵语的过程就像儿童学说话的过程，你不断地学，但

是刚开始的时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然后等到突然有一天开窍了，就可以一下子说出许多了。

2014-01-03 16:32241438htzlxz

回复 |  删除

祝您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向终极目标更进一步！

2014-01-02 05:53黄庆兵

回复 |  删除

新年里伞哥要记得定时更新博客啊！保持优良传统！

2014-01-02 15:47 冰河 回复 黄庆兵

回复 |  删除

我尽量。

2014-01-02 12:22wardenlym

回复 |  删除

照片很清晰，仔细研究了一下你的书，你是不是买重复了两本人工智能现代方法啊！

2014-01-02 15:47 冰河 回复 wardenlym

回复 |  删除

不是同一版啊

2014-01-02 12:15wardenlym

回复 |  删除

真是很很充实的一年～，伞哥的态度一直都是我的榜样

pizza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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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01 16:17

回复 |  删除

伞哥威武

2014-01-01 14:25lujie2012

回复 |  删除

少壮不努力，老大留内地。 冰哥，国外的妹子也火辣辣，  五种口味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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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sanskritcl-sanskrit    

自从圣诞节以后我就一直在感冒，一度难受得夜不能寐。后来深居简出，中止了一切聚会和体育活

动，低调度日、埋头学习，直到今天才总算是基本康复了。2013年底的最后一个产品 release 也如

期结束，然后又可以喘口气做几天基础研究了。而且事情好就好在今年的春节比较早，这就意味着2

月份过完第一个星期我的生活就彻底恢复正常，然后开始全力向下一个目标迈进了。

不过即便是春节前的这段日子也不能虚度。业余的时候继续学习梵语，以帕尼尼语法书为主，对照

《最后定论的月光》来学习。上班的时候则继续研究 ACL2，结果双双取得了进展。梵语方面最大的

收获无非是首次搞清楚帕尼尼语法书开始部分的那张字母规则表（The Pratyahara Sutras）了，原

来帕尼尼是用左闭右开区间来描述一组梵语字母的，以闭音节为区间的起点，开音节为终点，这样就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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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新年新气象，again 2013-01-06 15:28:16

LispWorks 6.0 2010-01-06 14:43:17

一片狼藉⋯⋯ 2007-01-05 19:26:1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L1000026

评论评论

    转载

用两个音节表达了中间的所有字母。例如 a(c) 表示所有元音，ha(l) 表示所有辅音，i(k) 就是 i,u,R,L

四个元音。这样一来以前看过的那些语法规则里很多无法解释的现象就都可以解释了。我还用

Common Lisp 写了一些代码来自动计算这些区间，为此我在 SourgeForge 上特意新开了一个 cl-

sanskrit 项目，希望它可以逐渐发展成一个对梵语进行语言分析和生成的软件系统，这样古老的人类

语言和古老的计算机语言就被我联系在一起了。国内学梵语的人貌似不少，但是同时还搞计算机的，

我应该是第一个。

也许只有埋头学习才能让自己忘记生活中的许多无奈，而且这样也更省钱。

阅读(1972) |  评论(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冰河年鉴 2013 心无旁骛  

2014-02-12 10:16Stanley

回复 |  删除

也许只有埋头学习才能让自己忘记生活中的许多无奈，而且这样也更省钱。

2014-01-19 12:48梵语第一人

回复 |  删除

你不是唯一一个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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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06 17:13

回复 |  删除

co下来看看 

之前楼主说过要学git，推荐看这个http://git-scm.com/book/zh

估计看前面几章就学成了。。

2014-01-07 10:44zhangyou1010@126 回复 kiss

回复 |  删除

谢谢分享，回头学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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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无旁骛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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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2013年01月13日 2013-01-13 16:41:13

“伞哥” 冰河：我唯一的敌人只有时光流逝 (转载) 2011-01-13 09:37:38

永恒的荣耀 2009-01-13 06:24:0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Nik Software 昂贵... L1000026

评论评论

    转载

春节将至，我的意语和西语课程都暂时告一段落了，只有德语班还在加紧上课争取年前把课程结束

掉。工作四平八稳，一切仍在掌控之中。去年里我因为工作上大量迟到早退被扣了不少工资，而这还

是为我放宽了出勤时间以后的结果，不过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为了学习而选择住在离公司

较远的地方，同时为了以最佳状态工作而保持多年来养成的睡眠习惯，为了不跟其他悲摧的同行们一

起挤早班公交车而选择错峰出行。所以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事情做错了，如果因为追求事物应有的自

然状态而有所损失，那么我就不把它看作损失了，我把它视为我得以走向成功的一部分。而且这样的

日子也不多了，最后六个月而已。

另一方面，继续夜以继日地研究梵语（Sanskrit）。我的计划是先把帕尼尼的《语言结构规则》

(Ashtadhyayi) 草草看一遍（目前已看到第三章），无论看懂与否都至少可以对整个语言有个总体印

象，然后还是要静下心来从罗世方《梵语课本》学起，一边学语法一边循序渐进地学语音规则，然后

再参照斐文《梵语通论》重读一遍帕尼尼《八章书》，接着再把斯坦茨勒《梵文基础读本》里的所有

规则跟《语言结构规则》联系在一起，找出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最后通过《梵语文学读本》里的真

实语料来巩固前面所学的语法和词汇知识。接下来就可以考虑如何用计算机语言（Lisp 或 Prolog）

来自动生成和翻译梵语句子了；如果存在一个程序可以正确处理梵语，那么印欧语系的其他语言（包

括）就也都不是问题了。这就是整个思路。

最近有那么一刹那，我觉得自己其实生活得很幸福。虽然没房没车没女人，也没多少钱，但我有自己

的事业，每天干着别人无法取代的工作，然后我还从学习中得到了很多乐趣，身边没有人比我学得更

多、更快，而且我在知识不断增长的过程中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并且我还坚定不移地实施各种长期计

划，尤其是如果今年真的顺利出国留学，那么过去的一切付出就都是值得的了。所以我现在心无旁骛

地学习和工作着，谁也无法阻挡我继续前进的步伐了。

阅读(4183) |  评论(1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cl-sanskrit 半年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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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4-01-22 09:49284203781

回复 |  删除

伞哥从事程序员工作怎么保护视力的？

2014-01-19 12:51梵语第一人

回复 |  删除

作为精神上的同道站出来支持一下！

我最近开始看《量子计算和量子信息》（一），发现没有太大障碍，产生同样的充实感。

2014-01-14 13:45mazenvoy

回复 |  删除

但是我还是觉得你这样太累了

当然个人观念不同

2014-01-14 14:53 冰河 回复 mazenvoy

回复 |  删除

我倒是没觉得累，尤其是放弃了一些不必要的东西以后就没什么精神压力了。

2014-01-19 08:17小贝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伞哥要出去多久？

2014-01-19 08:16小贝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

2014-01-16 13:47klaava

回复 |  删除

对于楼主来说，搬家其实就等于搬书。

2014-01-15 20:16鸿鸿

什么是幸福？

烦恼越少越幸福。

从博主文章中可以判断，楼主没什么烦恼。

⋯⋯⋯⋯⋯⋯

对于梵语，从别处看到这么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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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

　　　　　楼主说梵语没有了，有一点点不准确，现在印度一些地方还在用，而且还有梵文的报纸哪★答

——这是我没说明白,没有的是佛陀使用古代纯正梵语,现在可以说是一种假梵语

⋯⋯⋯⋯⋯⋯

再次请教路人老师几个问题：

　　　　1. 果滨居士的古梵语发音能给打多少分？★答——50,很好了.如来说的

”

2014-01-14 11:44pizzamx

回复 |  删除

但性生活还是必须的啊

2014-01-14 14:54 冰河 回复 pizzamx

回复 |  删除

上床不急，出国以后有的是机会。

2014-01-15 12:201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同感。。出国机会很多

2014-01-14 05:45黄庆兵

回复 |  删除

顶伞哥！幸福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同问伞哥的睡觉习惯？

2014-01-14 05:47 冰河 回复 黄庆兵

回复 |  删除

晚上干到困了才睡，早上睡到自然醒。

2014-01-14 02:38dumanxiang

回复 |  删除

偶入贵博客，惊叹楼主研究的东西，佩服佩服。吾辈当学之。

2014-01-13 16:53ng1091

回复 |  删除

很好奇伞哥的睡眠习惯是怎样的？

2014-01-13 14:46Jeff

回复 |  删除

楼主出国后，后面的那些书打算怎么处理？

 冰河 回复 J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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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13 14:52

回复 |  删除

除了少量带走的以外，其余的书分成计算机和外语两类分别寄存在两个朋友家

。

2014-01-13 15:33kiss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求paip一本。。

2014-01-13 15:46 冰河 回复 kiss

回复 |  删除

PAIP 准备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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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心无旁骛 告别单身  

2014-01-26 23:59:53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半年倒计时半年倒计时    

2014年01月26日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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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脱俗 2008-01-26 15:27:16

Symbolics Virtual Lisp Machine on Mac OS X 2008-01-25 17:29:1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L6000102 L1000026

评论评论

    转载

最近两周来非常忙，上了五次共计12小时的德语课，同时继续学梵语，好在都颇有进展。借助一种阿

拉伯语书法笔，我的梵文写得跟印刷体一样好，另外好不容易背下来十多个动词以及相同数量级的其

他词汇，罗世方《梵语课本》里的课后练习我基本都能做对了。这些小成绩就足以弥补这段时间里的

其他一切不快了。

我自认为一直在努力、高效地工作，工作成绩也是显著的。在我的两年半的不懈努力下，现在产品已

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bug 已经被修得没剩几个了，而为了新版本的发布上游开始呼唤 new

feature 了。两个星期前 DevFactory 上所有产品的 Technical Architect (TA，就是我目前的职

位) 都必须向最大的 Boss 提交一份针对所维护产品的新特性列表，结果根据提交的内容我被评为系

统内三个最好的 TA 之一，然后我又被迫花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准备了一份更详细的文档。这是前所

未有的机遇，说明上游又有钱了，可以增加预算主动推进旗下产品的发展了。在这种背景下，我感到

前途一片光明，不但有可能在9月份留学开始前就做出许多重要的工作，而且明后年的工作也有了保

障——新特性需要一点点地做，然后新特性通常又会带来新 bug。

另一方面，我还有刚好半年就可以结束在 Glority 的工作生涯了：到七月底的时候三年的劳动合同期

满之际我将不再续签，从而离开公司——无论留学计划成功与否。然后要么去留学，要么带着我的语

言学成果回到互联网公司，要么变成自由职业者继续专注于目前的工作。我希望彻底摆脱考勤的限

制，每天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完成所有工作，这样最有效率。过去我觉得有必要通过办公室环境维持

一定的社交——例如我在网易期间就交到不少朋友；但是近年来的实践表明，一旦工作充分忙起来且

通常不需要与他人沟通时，就没什么心思勾搭女同事了，于是按时出现在办公室里也就毫无必要，还

浪费了上下班的两个小时。总之在这最后的半年里，我决定继续保持低调，最大限度减少跟公司领导

不必要的沟通，然后把全部精力放在改进产品上，用工作成绩和其他人难以超越的技术优势把我自己

变成 DevFactory 的核心资产。

阅读(2260)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心无旁骛 告别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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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4-04-24 17:25jie

回复 |  删除

弱弱问 Gensym G2  跟 devfactory 哪个是兼职做的？ 

2014-04-25 05:20 冰河 回复 jie

回复 |  删除

这是同一回事啊。前者是软件名，后者是外包平台的名字。

2014-02-15 11:49Lady & Bird

回复 |  删除

冰哥能简单说说为什么各种语言的特点吗？

2014-02-15 03:58CC

回复 |  删除

哈哈，你的照片太凶了，会吓到小姑娘

2014-02-14 07:58284203781

回复 |  删除

伞哥，怎么保护视力的？

2014-02-07 13:05小葫芦

回复 |  删除

伞哥，新年好

  做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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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半年倒计时 2014年02月24日  

2014-02-16 23:22:18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告别单身告别单身    

告别单身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跟家父的合影）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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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没写博客了，但这件事实在是不能再拖了，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春节期间的见闻和告别单身的经

过。

家乡辽宁营口，今年春节的特点是气氛大不如往年。几乎所有的商场、农贸市场和街边小店在春节期

间每天都至少营业半天，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过去的一年里没赚到什么钱，结果大过年的还要被迫继续

开张。另外似乎是受到了公务员系统改革的影响，送礼的少了以后市场里货源充足，尤其是各种海鲜

应有尽有并且尺寸比往年大（包括 250g 一只的大对虾），而且据我爸一点儿也不贵（所以我那几天

里吃得很好）。企事业单位的工作者和公务员门则对于除夕那天照常上班的规定怨声载道，而这件事

对我的影响是1月29日（除夕前一天）坐飞机从杭州飞到大连的时候极其顺利，杭州机场里没几个

人，虽然提前两个月就订了飞机票但是当天半个机舱都是空座位。这就说明原本应该早点儿回家的人

们当天大都必须照常上班了，作为当日旷工的我来说真是略感惭愧⋯⋯

春节的前半部分和往年一样，走一个亲戚、见一个朋友，顺便吃吃喝喝。但是大年初三那天有个杭州

姑娘坐飞机来家里看我，这件事改变了我接下来的生活。她是我在外语学校里的同学，人是不错的，

之前彼此都有好感，但因为我眼下志在留学（或者说是多年感情经历不顺之后已然放弃了），而且说

实话没房没车略感自卑，因此对于这门潜在的亲事一直不抱有什么期待。不过既然人都到家门口了，

那就进来坐坐吧⋯⋯再后来这门亲事就算是半推半就地成了。我没必要公开更多细节，短期内也不打

算公布照片，但我需要声明是：从本月开始我就算是有女朋友的人了，从此也就不再勾引其他小姑娘

了。回杭州以后我也见了未来丈母娘，她老人家似乎对我也满意，因此这门亲事就算是基本定下来

了。

本亲事的主要特点是对我的现有工作和学习计划影响不大——我仍然在学各种语言，我家姑娘虽然不

希望我走并且每天咒我留学计划失败但也不算是强烈反对。工作上的长远规划、对知识的渴求和为社

会做更多贡献从而不枉此生的强烈愿望更是比个人的婚姻生活重要得多。只不过我要是真的如期在九

月份出去留学了，这门亲事的未来各项日程里有很多目前还是未知数。更重要的是我不希望这些思考

打乱了我平静的生活和工作学习的缜密思路，否则就得不偿失了，因此基本上采取顺其自然的发展态

度。而且有些事情就算我现在坚定地表态，广大读者（甚至包括当事人在内）也未必会相信。一个人

对单一技术领域的多年执着以及他过去稳定的职业经历和职业道德能否和他在情感生活中的态度划等

号？如果我说我会像对待 LISP 一样对我生命中好不容易遇到个识货的人从此不离不弃，谁又能相信

呢？我从不完全相信任何人，所以今天我也不指望任何人相信我。

最近得知我在去年12月初参加的意大利语 CILS B1 考试顺利通过了，但是分数很低（62/100）。

这就说明我的语言学习还很不够，尤其是所学的语种甚多导致知识有点儿学杂了。今后还要更加努

力，两个月以后继续考 CILS B2（意大利的某些学校要求必须达到 B2 才能获得最终出国的资格）。

另一方面，前一阶段申请的米兰理工大学已经被拒了，我的估计是因为本科专业背景不足于是在竞争

中失败了。这就暗示着我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拿到计算机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从而在业内混个“科班

出身”了。不过这样也好，下一步是按照最初的计划申请博洛尼亚大学，按照优先级我将申请下列五

个专业：

1. Informatica (Computer Science) 
2. Ingegneria informatica (Computer Engineering) 
3. Lingue e culture dell'asia e dell'africa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4. Lingua, societa' e comunicazione (Language, society and communication) 
5. Semiotica / Semiotics 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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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回到杭州 2008-02-15 20:44:5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转载

线性文字A

阅读(8226) |  评论(3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半年倒计时 2014年02月24日  

2014-04-24 17:40吴大妞

回复 |  删除

哈哈

2014-03-13 17:35yxwhyxwh

回复 |  删除

向伞哥表示祝贺。

2014-03-06 05:47allengaller

回复 |  删除

恭喜，注意身体，勤写博客。

2014-03-01 10:34Lady & Bird

回复 |  删除

恭喜冰河，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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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28 09:10orange

回复 |  删除

恭喜伞哥 贺喜伞哥

2014-02-24 03:05chisj

回复 |  删除

恭喜伞哥

2014-02-24 01:50mashiguang

回复 |  删除

注意身体，勤写博客。

2014-02-19 17:56kiss

回复 |  删除

恭喜啊，哈哈

2014-02-19 09:59海浪

回复 |  删除

祝贺兄弟有了女朋友．　　你的事迹与精神激历着无数ＬＩＳＰＥＲ．　　你对当代的贡献要远远大过陈

景润．

2014-02-19 04:41Stanley

回复 |  删除

恭喜！关于找姑娘这件事我敢打包票你在私底下暗箱操作了很久。

2014-02-18 15:56赵盆栽

回复 |  删除

好神奇！

2014-02-18 09:09lambda

回复 |  删除

恭喜进入“围城”！

2014-02-18 07:48wjf730@126

回复 |  删除

是没打招呼就冲过去了么还是，先主动跟你说了再过去的？

2014-02-18 08:19 冰河 回复 wjf730@126

回复 |  删除

事先跟我说了，但说实话直到看见真人以前我是不信的

wjf73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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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18 07:47

回复 |  删除

这个妹子真果敢勇猛，直接跑到家里，羡慕，肯定长的还行，要是我的话肯定也没任何

抵抗力了⋯⋯

2014-02-18 03:51zorow_2000

回复 |  删除

这个标题和这张照片会误导先入为主的读者⋯⋯

2014-02-18 03:03小葫芦

回复 |  删除

伞哥，不要那么执着嘛，放开自己的心，慢慢体会。有可能那天就感悟到了，原来爱情和你的LISP一样。

都值得你毕生去守护的。

2014-02-18 02:18sunway

回复 |  删除

无图无真相，伞哥上图

2014-02-18 02:19 冰河 回复 sunway

回复 |  删除

没指望你们完全相信。

2014-02-18 02:17sunway

回复 |  删除

恭喜伞哥～～～

2014-02-18 00:49chaoqi

回复 |  删除

恭喜伞哥

2014-02-17 14:00绿色圣光

回复 |  删除

恭喜伞哥！

2014-02-17 11:23joyous

回复 |  删除

po照片，微信传给我

2014-02-17 05:15cjf

回复 |  删除

恭喜！

2014-02-17 03:17zhang

祝贺你，该有空读读情感方面的小说或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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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4-02-17 02:56klaava

回复 |  删除

一块儿去就是了

2014-02-17 01:59mashiguang

回复 |  删除

恭喜了

2014-02-16 17:38jie

回复 |  删除

哈哈，看到伞哥，才62分，我表示很开心。

2014-02-16 17:08

来自Android客户端

易拾熙

回复 |  删除

恭喜朋友，祝福祝福！

2014-02-16 17:00xianghuabq

回复 |  删除

恭喜有 gf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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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告别单身 2014年03月12日  

2014-02-24 14:59:45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2014年02月24日2014年02月24日    

2014年02月24日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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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Lisp 与系统管理 (SA) 的关系 2008-02-24 11:06:0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Nik Software 昂贵... L6000102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L1000026

评论评论

    转载

自从生活中有了一点儿改变以后，多多少少地放慢了学习的速度。这样很不好，所以随着本周起外语

学校春节后恢复正常上课，我也要趁机恢复往日的效率，必须高效地工作和学习才能弥补因为额外生

活成本所损失的时间。我的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德语课程都在继续，法语课程预计从5月起恢复，

梵语进展较慢但好歹已经记住的单词和语法还没忘；计算机方面，ACL2 定理证明器和 Common

Lisp 的进一步学习正在有序地进行着。

目前的留学进度处在博洛尼亚大学的预注册流程中。该校要求所有学生先参加入学考试再决定是否最

终录取，所以直到我9月份实际身处意大利都无法得知此次留学计划的最后结果了。总体来讲，我重

归校园的决心是没有动摇过的，只是家里还有很多书没有看完，很多语言教材也尚未学完，如果我最

终被拒的话就说明我努力得还很不够，那么再多努力一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要每天都在进

步就好。

有一种理论认为，网上喜欢我的人和想看我笑话的人一样多，我同意并且早就知道这点。不过我生活

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既可以回报那些喜欢我的人又不让那些想看我笑话的人得逞。时至今日，我敢肯定

那些抱着看笑话目的来看我博客的人已经不多了。而我仍然非常需要博客这个平台来记录重要的生活

事件和转瞬即逝的思想以便在日后回忆时提供参考，因此保持继续写作是合理的。相比之下微博的使

用应该更谨慎，因为受众更加五花八门。如果只是我自己的话实在没什么可担心的，但现在就不一样

了；所以我今后尽量专注于技术性内容，以知识传播为主，就不再透露那些没营养的生活细节了。

阅读(3419) |  评论(2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告别单身 2014年03月12日  

Ce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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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24 10:29

回复 |  删除

从acfun上知道伞哥，立刻就被伞哥的人格魅力所倾倒了，看到伞哥今天发表的博客对伞

哥更加佩服特地注册了博客，我以后要关注伞哥，我也在学习各种语言，但是没什么毅

力，今后一段时间我要把伞哥的经历作为激励我的力量，对我来说的所谓的正能量就像

伞哥的这种精神一样。伞哥在后面说的有人看你笑话，我觉得所谓看你笑话的人只是在

嫉妒你拥有他一辈子都得不到的能力嘲讽自己而已。

2014-06-09 12:52yxwhyxwh 回复 Cesium

回复 |  删除

A站的朋友你好～其实我注册网易博客也只是为了在这里回贴。

2014-06-16 08:31 冰河 回复 yxwhyxwh

回复 |  删除

不是支持使用微软帐户登录么？

2014-06-16 18:10yxwhyxwh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刚才退出去看了一下，果然有MSN帐号的登录啊！

我这个ID是2012年注册的（回复了你的博文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

c/7001201252113028819），当时似乎还没有MSN登录。

我是新浪微博上的@杨威利_yx_wh

2014-06-18 03:49 冰河 回复 yxwhyxwh

回复 |  删除

幸会！

2014-05-08 04:13nm

回复 |  删除

没有人看你笑话的，都是敬仰你的精神

2014-03-06 04:15大海

回复 |  删除

伞哥，您好，

我试着学过C/C++,PYTHON等语言，均感觉无甚兴趣，想试试看LISP，因为年纪已经不小了（26），想

问下，没任何实际开发经验，要学LISP这种语言并写出有用的程序，现在开始入门的话，要多久才能产生

回头钱啊？总得有门赖以生存的技能。谢谢伞哥。

2014-03-07 15:10 冰河 回复 大海

回复 |  删除

抱着赚钱的想法，建议还是不要学了。LISP 工作岗位很少。

2014-03-08 05:45大海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恩，已经试玩了下，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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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05 10:52二胡

回复 |  删除

伞哥，西语教程：http://open.163.com/special/opencourse/spanish.html

2014-02-27 06:35Kevin

回复 |  删除

您好，可否推荐一本学习排版技术的入门书？

2014-03-01 19:58 冰河 回复 Kevin

回复 |  删除

基于什么软件的排版技术呢？没有见过脱离具体软件的纯排版理论书籍。

2014-03-02 08:58Kevin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想把日益增多的文档整理一下，看到你说的 基于PDF 的想法不错，想试试看，只能选择adobe i

nDesign吗? 好贵啊

2014-03-03 17:43 冰河 回复 Kevin

回复 |  删除

Word 排版用好了也不错，LaTeX 不好学但是输出的 PDF 可以极其华丽。关键不在软件，而是

要知道什么好看什么不好看，然后努力追求好看的。

2014-03-04 12:48kevin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好，谢谢

2014-03-03 04:22wardenlym

回复 |  删除

少见的微笑。

2014-03-03 02:58小葫芦

回复 |  删除

伞哥好，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多笑笑，笑一笑，十年少。

2014-03-01 10:37Lady & Bird

回复 |  删除

这次的照片是妹子拍的吗？

2014-02-27 02:04madjonr

回复 |  删除

伞哥笑起来更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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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25 06:01ok

回复 |  删除

难得一笑

2014-02-25 05:51黄庆兵

回复 |  删除

祝伞哥笑口常开，博客常写！

2014-02-25 04:03zacker

回复 |  删除

好不容易看到一张淫笑的脸。嘿嘿。

加油～

2014-02-25 03:58suku_Y

回复 |  删除

作为喜欢伞哥的粉丝来说 不懂lisp 希望伞哥多分享生活中的东西呀

2014-02-24 13:04chaoqi

回复 |  删除

伞哥要是多写一些 COMMON LISP 方面的文章就好了。

2014-02-25 02:47 冰河 回复 chaoqi

回复 |  删除

会的。

2014-02-24 15:43帝归

回复 |  删除

伞哥超棒！

2014-02-24 12:32哈哈

回复 |  删除

经常来，，，看完你的周记，真觉得自己活著就是一个笑话。

2014-02-24 10:53zer0

回复 |  删除

第一次感觉出伞哥在校，笑起来感觉不错啊。哈哈

挺佩服伞哥你的。



20/08/18, 21:002014 03 12  -  - 

Pagina 1 di 5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421201646108/

网易博客网站关停、迁移的公告： 将从2018年11月30日00:00起正式停止网易博客运营 查看详情

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2014年02月24日 对近期各种事件的看法  

2014-03-22 13:06:29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2014年03月12日2014年03月12日    

2014年03月12日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20/08/18, 21:002014 03 12  -  - 

Pagina 2 di 5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421201646108/

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进取心 2010-03-22 05:45:09

Lisp 宣言 2009-03-21 20:07:0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L3000115

评论评论

    转载

10 天前我打开网易博客准备撰写新一期，准备好插图以后却写不下去了，各种事情，各种没心情，

于是保存在草稿箱里一直拖到了今天。

过去几周里一直很忙，为了工作需要而加速学习 FrameMaker、DITA/XML、Linux 下的 X11 底层

编程，甚至还有 Objective-C 和 iOS 编程。不过忙里偷闲给《程序员》杂志的3月刊写了一篇介绍

Common Lisp 宏编程的文章，然后又帮朋友的技术访谈类 Podcast 网站 teahour.fm 做了一次访

谈，其间得以就诸多领域发表个人观点，我很感激。语言学习方面，不久前结束了德语 A1 课程，然

后又交了新的学费立即开始学习 A2 课程。总体来讲一切正常，并没有因为生活里多了个人而失去了

继续前进的动力。

工作正处于紧要关头，产品的前途全指望我的编程奇迹了，所以我正在全身心投入，除了正常上课以

外没有想其他事。

阅读(8052) |  评论(2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2014年02月24日 对近期各种事件的看法  

2014-07-19 09:06学彬

回复 |  删除

我只是过来找书柜的地址的。

没想到偶然发现了楼主的台灯也贴了一张纸罩住灯光。哈哈，太好玩了，我的也是这样的。

2014-07-20 16:36 冰河 回复 学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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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因为我装的是大功率节能灯泡，结果有点儿露出来了，不得不用纸罩住。

2014-04-25 06:55xxjacob

回复 |  删除

春哥的眼神总是这么犀利

2014-04-24 17:48吴大妞

回复 |  删除

我想加你qq  478891322

2014-04-14 22:13天机阁主

回复 |  删除

冰河，可以这么叫吗？你应该比我大，或许改叫你冰河大哥。冰河大哥，我对lisp的兴趣源于想对emacs

进行定制，我现在知道了emacs lisp和目前的主流lisp有所区别，但是还是想学学lisp，我以practical co

mmon lisp的中文版作为入门砖，按目前进度，差不多一个月后就能够看完，或许那个时候还是不是很清

楚。但是我想问问，在学完了那本书之后，我该怎么继续学习？看代码？还是看书？请指教，谢谢。

2014-04-15 14:05 冰河 回复 天机阁主

回复 |  删除

可以随便找些自己感兴趣的开源项目看代码

2014-04-15 21:38天机阁主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冰河，我在网上没有找到相关的，就算是中文社区，我也找不到，要么就是全部都挂了的，能否

介绍几个网站、社区，以及一些开源lisp网站和项目？谢谢。

2014-04-16 14:33 冰河 回复 天机阁主

回复 |  删除

http://www.cliki.net

2014-04-16 21:14天机阁主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谢谢

2014-04-11 04:45chaoqi

回复 |  删除

听了 tea hour.fm 里的内容，很好奇 G2 为什么是用 lisp 写一个解析器生成可以被 VS 编译的C代码，再

编译生成可使用软件，以前应该是由于历史原因给造成的方式，现在为什么不直接用 lisp 生成可使用软件

。

另外，我处的地方无法买到那本杂志，不知道是否可以把你写的关于宏的那篇文章也收录进博客，如果条

件允许的话。

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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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09 08:24

回复 |  删除

我是从微博上面一个人的推荐知道的，没想到伞哥还有163的博客，我想问下，这些照

片是谁拍的呢

2014-04-08 08:45哈哈的快

回复 |  删除

你的书柜在哪儿买的，求地址。

2014-04-08 16:14 冰河 回复 哈哈的快

回复 |  删除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447161794

2014-04-08 08:41哈哈的快

回复 |  删除

电脑桌可以换一个。

2014-04-08 16:13 冰河 回复 哈哈的快

回复 |  删除

托你吉言，前两天刚换了一个

2014-03-30 10:22可爱的Smalltalk

回复 |  删除

每次看到伞哥的照片，总是放大看看背后是什么书，特别感兴趣！

2014-03-27 15:26凯文

回复 |  删除

持续关注中，希望伞哥能持续的更新博客

2014-03-26 04:37monkeydluffy

回复 |  删除

为什么所有照片都是严肃的表情，希望能看到平时的生活状态

2014-03-26 04:53 冰河 回复 monkeydluffy

回复 |  删除

平时就这样⋯⋯

2014-03-24 13:45dd19941105

回复 |  删除

听了上期的teahour，伞哥你是窝偶像！非常酷！

2014-03-24 13:10helloworld

回复 |  删除

看到了克莱因的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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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24 11:01小猪蚁巴

回复 |  删除

勤劳啊

2014-03-24 09:41我爱鼠钱钱

回复 |  删除

呵呵，听了访谈，声音跟想象中不一样，觉得比想象的有磁性多了，很好听。

2014-03-24 01:38apl

回复 |  删除

同学，好想你发个书单。

2014-03-24 03:59 冰河 回复 apl

回复 |  删除

我也想，但一直没整理出来。

2014-03-23 11:41mashiguang

回复 |  删除

少!@#$，多写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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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 2010-04-03 22:04:2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转载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谨发表些个人看法。

关于马航那个失踪的飞机，既然这么多国家折腾这么多天都死活找不到，那也算是对机上乘客尽心

了，就不必再找了。我的观点是：国家平时仗势欺人，把东南亚各国都得罪遍了，所以国人要是不幸

落在这些国家手里就只能自求多福了。不过这里面竟然跟我扯上了关系：本次事件中提供了关于失事

客机重要线索的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原来是我们 Gensym G2 的老客户，他们多年来一直用我们的产

品来管理卫星，可惜他们使用了三年前的老版本，号称每隔几天就严重内存泄露需要重启一次。我鼓

励他们尽快升级到凝聚了我三年来辛勤劳动的最新版（已经几乎没有什么 bug 了），并表示再遇到

问题第一时间解决。所以我的工作还是很重要的。

关于俄罗斯趁乌克兰内乱之机吞并克里米亚的事件，我支持俄罗斯的行为以及克里米亚人通过公投产

生的多数选择。国家总是喜欢偷换概念，把处理个人财产的思路混淆进来。个人的财产不能轻易给别

人，因为那是自己的劳动果实，来之不易；那么相比之下国家的一部分能转给别的国家或者被别国侵

占吗？我觉得完全可以，只要那部分领土上的多数居民真心愿意就行，这就好比是兄弟几个分家，各

自的财产各自带走。再说老百姓才不管那么多呢，谁对自己好就跟谁过。这件事也跟我有点儿关系：

乌克兰是软件外包大国，尤其乌克兰 SoftServe 公司以前是 DevFactory 上排名第一的 partner，

他们在我出世前就一直把持着 G2，合并了大量有 bug 的代码，我后来花了很多年才把它们逐渐从产

品里清除出去，但是到现在也没完全弄干净。所以我跟乌克兰的软件外包业有不共戴天之仇，这次俄

罗斯算是间接帮我出了一口气。

关于文章同学出轨的事件，我也觉得这个男人不怎么样，趁夫人在家里坐月子出去找小三，看来心思

根本没在事业上。人不能任由自己的欲望胡来，所做的每件事都要权衡利弊，至少做到合情合理，更

别提合法了。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找小三的政府官员、商业名人和演员时而有之，对社会风气的恶

劣影响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文同学主要还是被无良媒体给坑了。最近国内这么多事情，又是暴力拆

迁又是学生抗议的，结果媒体竟然每天忙着学狗仔队偷拍演员私生活，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不得不联

想到他们是不是在欺软怕硬。话说我自从有了另一半以后也不敢再谈论小姑娘了，其实心里多少还是

有些留恋过去无拘无束、想对谁好就对谁好的日子。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带着悲壮的心情看着她们一

个个远去也未尝不是一种生活。

阅读(6972) |  评论(1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2014年03月12日 清明假期归来，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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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L6000102

评论评论

2014-04-28 10:24AE35

回复 |  删除

hello? 博主，您左手的这本书我最近也在读，但是觉得有些困难，我能请教你一些问题吗？主要是前几章

的。不胜感激！

2014-04-06 09:54ufo

回复 |  删除

您这一点都不谨慎⋯⋯我国得罪人家惯了是啥意思⋯⋯

2014-04-06 17:14 冰河 回复 ufo

回复 |  删除

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强海洋活动，有靠实力侵犯邻国利益的嫌疑。就是这个意思。

2014-04-10 05:42ufo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额⋯⋯预感一大波五毛美分接近中⋯⋯

还是谨慎点吧

2014-04-04 11:13bookit

回复 |  删除

文章是半年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得罪了南方的编辑，然后编辑要报复，派了两狗仔专门盯他，结果就真被

盯到了。。

2014-04-04 11:24bombless@126 回复 bookit

回复 |  删除

也不能这么说，说的好像不被发现的犯罪就不是犯罪了似的。

2014-04-04 11:40 冰河 回复 bombless@126

回复 |  删除

有道理。就比如说现在贪官几乎一查一个准儿，但也不能一被举报就说是刻意陷害，搞得自己很

无辜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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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04 11:26bombless@126

回复 |  删除

不太明白这些专家系统给系统开发添加了什么支持⋯⋯是训练的部分么。

如果是提供高级逻辑的话这些高级的逻辑是什么形式的呢⋯⋯

2014-04-04 11:38 冰河 回复 bombless@126

回复 |  删除

各种规则，每当一些条件符合时就触发另外一些操作。

2014-04-04 11:23csking119

回复 |  删除

看您博客的介绍写的可还是单身啊

2014-04-04 11:37 冰河 回复 csking119

回复 |  删除

最近刚告别单身，博客介绍忘了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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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桶艺术 2009-04-09 12:42:01

    转载

清明节我放足了三天假，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我家原来那张破桌子废掉了，然后花300元买了张新

的，现在感觉相当不错，更喜欢在家里工作了。

最近出于工作需要没少看多核编程相关的书籍和论文。4月2日那天下午我心血来潮把自己的文档库里

收藏多年的一本相关的电子书发到了微博上，知识分享的同时也趁机讽刺一下目前出版界的不正之风

（好书绝版，只剩烂书）；没想到这件以往也偶尔为之的小事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影响，不但导致我的

微博粉丝数暴涨了1/5（然后终于过万了），该书原出版社的朋友还私信联系我要求进一步的书评，

据说要再版。这件事令我很意外，原本已经做好了应对侵权诉讼的打算，结果现在反而有可能成为一

本计算机好书的再版或重印的推动者。不过其实我此次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一个更清晰的 djvu 格式

的电子版，有网友在评论里发给我的，据说在另一个公开的文档分享站点里自从2009年就已经存在

了。这就是人和人的区别了：某人多年前上传到网上以后少有人问津，5年后我做了同样的事却导致

该书被大量下载并有机会被原出版社再版或重印。看来好东西还要有人捧才行啊⋯⋯

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较量本质上都是智商的较量，智商的优势可以转化为其他一切优势。我在职

业道路上多年来可谓顺风顺水。虽然没赚到什么钱，但日子过得舒心、潇洒，职场里想欺负谁就欺负

谁，眼里从来容不得沙子。但我觉得自己最重要的法宝不外乎三点：1. 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2.

从不完全相信任何人，3. 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只要牢记并遵守这三点就足以规

避一切职业风险。Gensym G2 落在我的手里只能算是它的幸运，因为已经有许多其他的同级别商业

软件在走上软件外包的道路不久就被糟蹋得无法翻身了，甚至我们公司也是这些破坏活动的参与者之

一。我们公司里确实有很多技术能人，可是除我以外就没有人至始至终都在从事同一个软件项目了，

而公司里拿着最高薪资水平的技术专家恰恰是每天游走于不同的项目只针对特定子问题提供散碎建议

的。换句话说，那些多年来持之以恒，专心从事单一软件的维护、努力把单个软件的数百万行代码全

部搞明白的那些开发人员反而被认为是二流水平的（尽管单个软件也可能用到多种编程语言和计算机

领域的各种技术）。这就是我跟公司管理层根本上的观念差异和理念不同，剩下的就是看谁比谁更强

势的问题了。

我发现语言学习和海量阅读有助于维持记忆、思考、和快速反应能力，如果阅读外文的材料（例如各

种版本的《科学美国人》杂志）搞不好还会事半功倍。最近继德语之后，西班牙语也学完A1基础课

开始步入A2级别了。经过前段时间的复习，现在各语种的水平似乎已经稳定下来了，接下来只需再

接再厉即可重新走上进步的道路了。留学计划还在进行中，无论如何我都要出去，要么今年九月走国

际生要么明年三月走“马可波罗”计划生，而且自从了解到可以因出国合法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以

后资金问题也彻底不愁了。所以只要我几乎保持工作上的优势地位和学习步伐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一

切全在掌控之中。

阅读(5709)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对近期各种事件的看法 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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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L6000110 L3000115

评论评论

2014-06-09 12:53yxwhyxwh

回复 |  删除

海量阅读是非常有利于语言习得的，不论是母语还是外语。

2014-05-27 07:45fang

回复 |  删除

伞哥桌子哪儿买的，看起来不错的样子，求淘宝链接

2014-05-24 18:17Can

回复 |  删除

后面太窄了吧。。。。 都没得动~

2014-05-04 09:52lnwazg

回复 |  删除

每一张照片都有艺术感！

2014-04-22 14:04jack

回复 |  删除

伞哥还是那么潇洒！

2014-04-09 05:31Kevin

回复 |  删除

那三点说的太好了，半年前我开始这么做，成功走出人生低谷。

2014-04-22 04:20你好王一 回复 Kevin

回复 |  删除

哈哈哈  这个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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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2 10:16sw2wolf

回复 |  删除

佩服 ！  能将古老的CL用得如此成功，你是国内第一人。

2014-04-09 08:39shicanrongcls

回复 |  删除

真是厉害

2014-04-09 08:18pwxydyxpf

回复 |  删除

如此真好，尤其是“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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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况汇总 2016-04-12 20:28:27

    转载

很多时候，如果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问题就会得出相当不同的结论。比如说我们公司的考勤制度明

确规定每迟到或早退一次就扣1/3天年假，年假扣光以后开始扣工资；在经历了无数次只迟到了两三

分钟就获得跟迟到几个小时同等待遇的事例以后，我终于想通了，其实公司的制度也有好的一面：只

要每天去公司一趟以确保不旷工即可获得2/3的薪水。而且对于“不旷工”究竟意味着最低多少小时

的在岗时间也完全没有规定，我个人目前认定为4个小时。这个思路也许不适合绝大多数劳动者，因

为可能会被开除，但我的翅膀早已经硬了，有权选择我认为最有助于创造自身价值的工作方式，必要

时不惜提前结束在本公司的工作生涯。但我尊重公司的考勤制度，因为他们所采用的确实是几种常见

的考勤制度之一，而无论哪一种考勤方式（包括完全不考勤在内）都各有利弊。

上述内容的背景是，春天到来以后杭州交通情况日益恶化，目前我每天上下班因为刚好途经风景区，

现在来回至少要花3个小时。过去公司曾特别为我放宽了上班时间的限制以避开早高峰时间，但目前

的杭州跟我有关的路段已经到了整个上午都在拥堵的阶段了，结果就是我在过去的两周里几乎每天都

迟到，因此我决定与其继续这样挣扎还不如大大方方地主动放弃1/3的薪水以换取一种暂时的理想生

活：我从此每天上午干脆就不上班了，周一上午在家工作、其他工作日上午去图书馆看书学习，然后

工作日的每天中午启程去公司，下午工作满4个小时以后就回家；如果公司提前开除我最好不过，否

则的话到了7月底合同期满我也就彻底解放了。另一方面，我的软件开发工作本身只要有网络就可以

了，心里如果其他事情都想通了反而可以更加集中精力地从事实际工作，而且由于浪费在上下班路上

的时间变少了，没准儿工作效率还能更上一层楼。我的原则是：可以跟自己所在的本地公司怄气，但

是绝对不能跟上游的客户怄气，因为本地公司是可有可无的，而客户则拥有我心爱的软件，从而真正

维系着我的事业；从这个角度也不难看出我所在的本地公司是如何阻止我更好地为社会做贡献的。

虽然对工作有诸多抱怨，但奇怪的是过去两周里是我整个职业工作生涯里少有的创造性时期：虽然每

天的实际工作时间只有4-5小时，但每天都在最重要的项目上取得重要进展，潜心钻研前人的算法论

文后写出了以前难以想象的高品质代码。我在工作的时候被迫需要使用一个来自上游外包公司的计时

软件，每10分钟屏幕截图一次并且通过摄像头拍一张照片以监视工作状态，如果每次监视时发现，1)

人不在电脑前，或者 2) 屏幕上有明显不符合工作需要的软件窗口，或者 3) 过去10分钟里没有产生

足够数量的键盘操作，那么该时间段就会被判定为不在工作。最后如果每周达不到 34 小时

（8*5*0.85）的有效工作时间就会影响到公司的收入，然后我另有考勤以外的薪水损失。问题在于工

作并不等于坐在电脑前面敲键盘，对我来说很多时候也需要花大量时间看书和打印出来的论文，同时

在纸上写写画画以理解那些复杂的多线程算法。这些额外的线下学习时间就不是本地公司的问题了，

我也觉得可以排除在薪酬之外，问题是我应该有权利决定自己想赚多少钱以及（更重要的）打算放弃

赚多少钱。我觉得只有超越了个人的得失才能别开天地，开创事业的新局面。

阅读(6122) |  评论(12)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清明假期归来，新的征程 背水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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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2014-05-10 07:34sfdgbg

回复 |  删除

音儿 http://yiner.ilangzi.com/

2014-05-04 09:48lnwazg

回复 |  删除

伞哥你的眼神杀气太重！是在想要（通过自己的实力）去证明什么么？一方面觉得你很酷可是另一方面又

觉得你活的很累哦！不要成为不敢发怒的笨蛋啊！！

2014-05-04 18:33 冰河 回复 lnwazg

回复 |  删除

我倒是不觉着累。

2014-04-25 10:15yangdongchen0000

回复 |  删除

看来你在研究反外挂啊

2014-04-22 04:15你好王一

回复 |  删除

果真 自由和能力是正比的

2014-04-20 05:36鳄鱼先生

回复 |  删除

赞

2014-04-19 09:16学弟

回复 |  删除

冰河学长，一直在研究多线程吗？我现在也在捣鼓这些，有没有你觉得优秀的资料文档、书籍、开源代码

、网站对这块帮助很大的，求推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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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7 08:54Cesium

回复 |  删除

与其继续这样挣扎还不如大大方方地主动放弃1/3的薪水以换取一种暂时的理想生活。 牛逼！

2014-04-17 08:53shinykers

回复 |  删除

人才的个性会导致成功，人才的个性个影响生活

2014-04-14 09:234300003357

回复 |  删除

2个字。牛B

2014-04-14 08:06溜溜

回复 |  删除

你们老板也想不开，给你在附近租个好点到房子，让你住，产生的实际价值远超过你每天路上这三小时＋

上午4小时。

2014-04-13 17:58芥末氓

回复 |  删除

店大欺客、客牛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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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冶情操 2010-05-05 22:08:15

这次“五一”玩大了 2007-05-06 06:42:4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L3000115

评论评论

    转载

最近忙得脚打后脑勺。感情生活曾经一度有些小波澜，但目前终于逐渐稳定下来了，我的方法基本上

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始终按照自己的节奏行事，绝不惯病。工作方面，上个月几乎每天迟到早

退，虽然没扣工资但估计年假已经全部消耗光了；不过工作本身却前所未有地顺利，成功在产品

的 Lisp 环境下实现了无锁双端队列（后来又实现了无锁并发跳表），极大推进了项目进度。工作和

生活上的实践都再次表明：只有放弃少许才会得到更多。

眼下的问题则是很多事情都赶到一块去了，同时每件事都很重要，不能轻言放弃。未来一个月里必须

更加珍惜时间，沉着冷静、逐个击破。首先是6月1日之前必须把项目进度推进到一个新层次，帮助上

游CTO在巴黎召开的用户大会上完成G2新版本的介绍和演示，到了关键时刻谁也帮不上忙，只要没

人给我添乱就好了；其次是6月5日的CILS B2意大利语考试，虽然早已学完了全部所需的语法知识，

但已经很久没复习了。其余的事情包括新一轮的留学申请，以及德语和西班牙语的进度。无论如何，

我决定背水一战。关键在于时间。

由于手头在用的MacBook Pro笔记本电脑已经使用满三年超过保修期了，考虑到潜在的风险和对更

高性能电脑的需求，再加上女朋友的鼓励，上周终于订购了一台最高配的15吋Retina屏MacBook

Pro，耗资近27k（不但预注册了AppleCare而且还买了附加的电源和各种转接口）。目前电脑已经

发货，再过两天就可以收到了。眼下手头资金相对充裕，近期足以应付留学所需，中远期还有望大幅

提高收入水平，所以我现在什么也不担心，一门心思把工作和学习做好。而且我竟然还有女朋友，这

简直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阅读(5603)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不妥协 MacBook Pr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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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10 13:37tizi2008

回复 |  删除

疯狂的程序员。。。。。牛。。。。。。

2014-05-08 17:14鳄鱼先生

回复 |  删除

点32个赞

2014-05-08 03:40wardenlym

回复 |  删除

为什么是裸体？

2014-05-07 18:20

来自iPhone客户端

pipi

回复 |  删除

伞哥杭州租房多少钱

2014-05-07 14:11阿树

回复 |  删除

而且我竟然还有女朋友，这简直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笑了好久。。。

2014-05-05 22:30zhaojun00

回复 |  删除

伞哥这么优秀，怎么就不能有女朋友。不过配图眼神略凶啊。

2014-05-05 19:08Hawke9e

回复 |  删除

伞哥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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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Book Pro*2MacBook Pro*2    

五一假期后不久新的 Retina MacBook Pro 15'' 就到位了。经过仔细评估，新电脑性能提高了

50%（对于相距三年的两台 MBP 来说这个比例其实是太小了），Retina 屏也确实很清晰，但是运

行 Windows 虚拟机完全是个悲剧。同时也没有办法把全部资料都迁移到新电脑上，于是索性就只把

各种 3D 软件、数码照片以及跟外语有关的数据迁过来了，然后两台电脑一起用，分别做不同的项目

——上班时全都背在身上。另外新的电脑也无法运行我的 Mac OS X 10.5 和 10.6 虚拟机了。总而

言之，这次我绝对不能把手头的最后一台 17 吋 MacBook Pro 再送人了，甚至还要小心保养，将来

带到意大利去，万一坏掉了我的许多古老的软件就再也没机会运行了。

另一点有趣的是，我的两台电脑之间无法使用 Thunderbolt 数据线对接，也不知是 Mac OS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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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lisp.net 2011-05-15 17:22:0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转载

10.8 缺少必要的驱动程序还是老电脑从硬件层面上就不支持。但作为解决方案，火线 800 数据线竟

然可以实现完美对接，不必占用以太网口。考虑到我多年来一直在使用火线 800 接口的硬盘盒并拥

有多根数据线，真是完美的结局。然后 Mac OS X 10.8 对于运行我工作上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小软件

也是必需的，这就意味着我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老本本的系统升级到 10.9，事实上我应该把之前的测

试性 10.9 分区完全删除掉以绝后患。这就再次印证了我以往做出的结论：苹果电脑用得越早越苹果电脑用得越早越

好，新用户会受到软硬件两方面的限制，绝无可能享受到老用户所能享受到的各种资源。好，新用户会受到软硬件两方面的限制，绝无可能享受到老用户所能享受到的各种资源。而我

已经算晚的了，PowerBook 笔记本时代结束时我还在上大学，买不起苹果电脑。

工作上卓有成效，但努力得还不够，手头有不只一个紧急项目但就是不能迅速完成。工作干到我这个

份儿上已经不是担心是否失业的问题了，而是客户的要求越来越高，产品里新发现的 bug 越来越难

以处理，个人的知识水平和经验怎样才能保持同步提高的问题了。而且我还在学各种语言，考试临

近，恨不能更高效地利用时间。

阅读(5169)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背水一战 5月结束前的各项进展  

2014-05-21 04:31sw2wolf

回复 |  删除

只能用freebsd的穷人飘过 ， 不过，freebsd+vbox(xp)已经完全满足偶需要了哈 ：）

2014-08-06 04:55shenziye@126 回复 sw2wolf

回复 |  删除

不穷啊,我还用的 debain。。。



20/08/18, 20:58MacBook Pro*2 -  - 

Pagina 3 di 3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4414115933966/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2014-06-25 09:10lnwazg

回复 |  删除

看你拍的照片如同欣赏艺术品，赞

2014-05-16 03:03mashiguang

回复 |  删除

真土，用两台。

2014-05-16 13:10Lady & Bird 回复 mashiguang

回复 |  删除

用两台就土了，什么混蛋逻辑。

2014-05-17 09:22haha 回复 Lady & Bird

回复 |  删除

他的意思是“真土豪”。

2014-05-16 04:03wardenlym

回复 |  删除

新电脑是什么配置的？全部最高配么？

2014-05-16 03:59mingming

回复 |  删除

明明是麻烦却偏偏要强行说成好，也算一种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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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考试 2013-05-26 16:41:48

恢复训练 2012-05-26 17:56:2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转载

经过了两周的努力，各项事务终于开始拨云见日、重现曙光了。工作上顺利地将G2多线程项目又推

进到一个了新的高度，基本上满足了下月初用户会议上产品新特性演示的需求。这一切都是专注的成

果，无数个夜晚奋战到下半夜，做梦都是代码，然后某个瞬间突然灵机一动所有问题就都顺利解决

了。另一方面，继续迟到早退和上班时间不满8.5小时，爱咋咋地。

留学也有进展。上周一去了上海的意大利领事馆参加签证面试，过程十分顺利，因此估计拿到留学签

证的问题不大。剩下的事情就是到了意大利以后再说了，直到参加入学考试都无法确定能否拿到大学

offer。很奇怪的流程。然后留学所需的5000欧元旅行支票也准备好了，可谓万事俱备只等签证和秋

天的到来了。下个月的意大利语B2考试对我的留学手续没有影响，纯粹就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语言水平

而参加的，因此即便复习得不太充分，倒也没有理由太紧张。

在本地外语学校的漫长的意大利语B1课程终于结束了，然后西班牙语A2正在赶进度，6月底之前也

会结束课程。我的西班牙语进展不错，完全可以跟上课程进度，慢慢地听力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了，而

且重要的是它和意大利语的语法相似，学习西班牙语时捎带着把意大利语相关知识点也复习了一遍。

德语A2课程也在缓慢推进，不过可能要一直上到8月份才能结束，我学得也不错，举一反三。

跟我家姑娘进展顺利，虽然偶尔闹点儿小矛盾，但核心思想最后我终于搞清楚了：无论我情愿与否，

这门亲事算是定下来了；就跟最近来我家吃饭睡觉的小猫一样，给多少好处也赶不走了。既然这样那

再怄气就没什么意义了，跟有关人士一起吃了几顿饭，然后好好过日子，顺其自然就是。

总之一切仍在掌控之中。

阅读(3976) |  评论(14)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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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09 05:43ccl

回复 |  删除

尊敬的黑客田春，有个问题困扰我有段时间了，希望你在有空的时候给我点指点：怎样在ccl中使用多线程

。谢谢！

2014-06-09 07:13 冰河 回复 ccl

回复 |  删除

http://ccl.clozure.com/manual/chapter7.html#Programming-with-Threads

2014-06-09 08:41ccl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首先，谢谢！额。。。我知道它的文档，可是我英文水平趋近于零。。。我看过的lisp书都是中文

的,《实用common lisp》《on lisp》《ansi common lisp》。麻烦你翻译一下好么？谢谢！

2014-06-09 09:48starshine 回复 ccl

回复 |  删除

呵呵。

建议还是回家种红薯的好。

2014-06-09 10:28ccl 回复 starshine

回复 |  删除

哦，看来这个你比较有经验，呵呵。

2014-06-10 08:54 冰河 回复 ccl

回复 |  删除

建议还是先学好英语吧⋯⋯

2014-06-09 03:59黄庆兵

回复 |  删除

伞哥，成家立业两不误啊~

2014-06-02 17:12鳄鱼先生

回复 |  删除

点32个赞

2014-06-01 18:15stylew

回复 |  删除

阅过，祝福。



20/08/18, 20:575  -  - 

Pagina 4 di 4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4426101811791/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2014-05-30 10:35文

回复 |  删除

真心祝福你

2014-05-28 09:01hedaors

回复 |  删除

一直比较敬佩伞哥， 希望到欧洲能见一面 :) 我 8 月会去瑞士做 postdoc. 你打算去意大利哪个地方？

2014-05-28 04:28丹江念青

回复 |  删除

很久没有来看博文，得知博主一切尽好，为你高兴。祝愿你一切好。

2014-05-27 11:38beyondkoma

回复 |  删除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哈哈

祝福伞哥！

2014-05-26 18:03zhangyou1010@126

回复 |  删除

准备什么时候公布照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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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6月的第一个星期没有工作。端午节期间得到了良好的休息，然后有三天在上海度过（6月4-6日）。

去年12月的意大利语CILS考试看来难度较大，这次我去考B2的时候看到一大堆人补考上次的B1和

B2，我虽然B1只考了62分但侥幸通过了。这次顺便取考点把B1证书带回来了，然后转身交给了留

学中介。另一方面，本次的考试似乎降低了难度，B2考试中取消了听写，语法方面几乎看不到B2的

知识点，但我词汇量还是不足，这次感觉考得一般。不过好在B2成绩目前对我不重要（3个月以后才

出成绩），不会影响到学生签证的申请过程。本月底就可以得知是否能够拿到签证了。再次强调一

下，无论留学计划成功与否我都有后招，都不会浪费生命。

关于公司考勤的事情说来也很有趣。自从我们公司去年起开始严格考勤以来，我努力地确保不迟到，

有时为了避免被扣1/3天工资甚至还要自费坐出租车，但每个月就是拿不到全额工资，年假也全被扣

光；可是最近两个月我每天迟到、早退，但凡有其他事就毫不犹豫地旷工（例如本次去上海考试），

结果反而连续两月拿到了全额薪水。这就再次说明了任何游戏规则本质上都是强者统治弱者的工具，

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强势的一方可以为所欲为，或者说通过为所欲为而不受损失这一事实就可以看

出究竟哪一方才是强势者。公司每个月从员工的考勤迟到早退里获得的收入几乎相当于一两个员工的

全额工资，这件事迟早会导致更多员工的流失。一个国家的管理者和一家公司的管理者之间有一点本

质的区别：改国籍很困难，但换公司很容易。所以国家的管理者通常可以肆意剥削自己的人民，并且

有能力危机人的生命，相比之下有能力移民的只是少数；但一家公司如果不往正道上走的话自己就很

危险了，员工本来就是打工的，换一家公司也无妨，但老板一旦当惯了老板以后自己的公司黄了就没

有办法屈尊去给别人打工了。

据说在6月1-3日法国巴黎的2014年Gensym用户会议上，CTO Paaras Kumar成功演示了多线程

的Gensym G2，用户非常满意。这就说明我上个月没白忙，每星期跟CTO开一次会报告进度，直到

最后关头才把项目完成。另一方面，回想起上个月的种种压力，既有来自工作上的也有来自我家姑娘

的（又说要领证又说要见家长的，我一度把她休了但最终在事实上损失了一笔分手费），颈椎也不舒

服，能顺利挺过来实属不易。现在满腔怒火无处发泄，准备积蓄到7月底劳动合同期满时全部用来跟

公司谈判。建议好聚好散，否则⋯⋯大家回想一下我当初是怎么离开网易的。到时候我来彻底演示一

下什么叫做在商言商在商言商，凭自己的实力卖个更好的价钱不丢人。

最近我的外语老师们纷纷离去。先是我的德语老师谎称厌倦了教书生涯决定回家研究语言学和荷兰

语，毅然抛弃我们班辞职了，结果转身跳槽去了本地另一家外语学校继续教德语。然后我的西班牙语

老师（兼职）谎称本职工作繁忙无力继续授课，结果转身开始在网上卖本地工厂代工的国外某品牌榨

汁机。再往前想，我的意语老师谎称要回家乡工作，结果转身也跳槽去了本地另一家外语学校；再往

前我的法语老师号称厌倦了不停地教法语初级班（这可能是真的）然后先去了外贸公司再去了留学中

介。总之，我在语泉外语学校这两年半的时间里，我所有语言课程的老师几乎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不

过这里面应该没有我的责任，主要是学校的管理者思路上有问题。现在我还剩下完整的法语A2课程

没学，不到一半的德语A2，最后一点点的西语A2，但愿全部学完以前学校不要倒闭。

意语考试归来以后严重认识到了自己语言学习的不足。不断扩充词汇量是关键；语法都很简单，只有

德语语法相对繁复一些。但总的来说我在学习效率上问题不大，关键是要更有效地利用时间，尤其是

那些独处的时间。

阅读(4409) |  评论(1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5月结束前的各项进展 持续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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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Lisp Conference 2010 2010-06-08 05:20:3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离职
Gensym；开
又好久没写博客

了，实在没时间也

没心情，但接下来

评论评论

2014-06-11 04:05xx

回复 |  删除

你这么有精力，我强烈建议申请北美的学校：难度不大，奖学金多，学校质量比欧洲高一大截（普遍来讲

），地理好（站在计算机技术的前沿）。

2014-06-12 07:41 冰河 回复 xx

回复 |  删除

北美的学费太贵。

2014-06-13 04:47xx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奖学金多啊，随便打点工就来钱啊。何况学校的质量和以后的前途，和那点学费相比算什么呢？

（当然你经济太紧张就算了，如果钱已经够了，那建议北美。）

2014-06-18 03:52 冰河 回复 xx

回复 |  删除

我要是留学的话每天忙着学习都来不及，哪有时间打工？北美是公认留学费用最高的国家之一，

等以后不差钱了再去读个博士也不迟。

2014-06-12 08:16zxdldh007

大神的好学精神令人发指！前段时间逛知乎时，偶然了解到你的部分经历（主要是从网易离职的申明），

令人感叹。而我现在（就职小公司）也面临着类似尴尬的局面，年初的时候，项目和团队被原公司卖到现

在这家公司，原以为可以大展拳脚，不想几次三番新领导进行了刁难，我从一开始的自我检讨到现在发现

，可能是我人丑导致的，工作上我确实问心无愧。所以已经决定离职了。借宝地啰嗦两句，望冰河大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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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谅，祝签证及留学顺利！

2014-06-12 04:50天机阁主

回复 |  删除

博主目前掌握了几门外语啊？很厉害啊。

2014-06-11 04:06xx

回复 |  删除

不管如何，祝愿一切顺利！

2014-06-09 10:38ggho888

回复 |  删除

总结的不错

2014-06-09 10:18Evan

回复 |  删除

在商言商喷了

2014-06-09 07:52丹江念青

回复 |  删除

加油

2014-06-09 01:56lesvio

回复 |  删除

任何游戏规则本质上都是强者统治弱者的工具，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强势的一方可以为所欲为，或者说

通过为所欲为而不受损失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究竟哪一方才是强势者。这不错.

2014-06-08 17:52scr

回复 |  删除

你的博客真好玩

2014-06-08 17:37大哥

回复 |  删除

你的老师都是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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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归来，最后冲刺 一直以来的计划  

2014-06-15 23:38:06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持续输出持续输出    

日子还得过，痛苦地做着一些艰难的项目；顺便上语言课；继续养我的小花猫，我家姑娘也还健在。

颈椎偶尔不太舒服，但稍微吃点儿药再休息一下也就没事了；然后本着趁出国前把历史遗留问题都收

拾干净的态度去医院补了个牙。（此处删去了一句话）

这个月之内我就可以把西班牙语A2课程上完了，现在我终于感觉好些了，再去考DELE A2的话有可

能通过了。我的新西语老师讲得很好，只可惜剩不下几次课了。德语的新老师讲得也不错，只是我最

近没怎么复习和背单词，勉强跟着课程进度。但是德语课程的语法进度很奇怪地停留在各种从句的引

导词和语序细节上，目前我除了不断积累词汇以外还没学到除直陈式现在和过去时以外的时态系统，

虽然已到A2中途但感觉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江湖上最近盛传我“会几十门外语”，压力很大，但为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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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在 Mac OS X 10.6 下编译安装高性能 OpenCV 库 2011-06-15 17:11:4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评论评论

    转载

了不让观众们失望，我还要加把劲儿继续学习，几十门够呛，十几门的话努努力还是有可能的。另一

方面，过去我总是一不小心就喜欢上外语老师们，然后当她们跳槽的时候努力试图挽回局面，现在看

来这些举动有些多余了。重要的是学好外语，其他的就随她们去吧。

DevFactory 无疑正走向衰弱，因为上面骗钱的公司和个人太多了。这个系统最大的问题是无法鉴别

出干活和不干活的人来：交付项目的数量和所记录的工作时间既可以造假也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任何游戏规则都是有漏洞的，而那些有完美的交付记录和时间记录的工作者往往是干得最差的。不过

无论形势如何发展下去，对我来说只是一些人员的定期更迭罢了。我的立足根本是守住 Gensym

G2，这个软件在谁的手里我就给谁干活。因此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能够真正地解决那些最棘手的问题

以满足客户，而那些最困难的项目其实给了我绝佳的提高自身实力的机会，没有坚强的意志是无法解

决这些项目的。我是客户的最后一线希望所在。幸运的是，我仍然在继续创造着各种工作上的小奇

迹，只要不断努力就一定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接下来有一些毽球比赛要参加，虽然我近年来没什么进步，但重在参与。好在我现在已经不需要请假

就可以随便离开杭州去任何地方小驻了。

阅读(4346)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考试归来，最后冲刺 一直以来的计划  

2014-08-18 19:14Zz

回复 |  删除

为啥你这么有趣，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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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23 14:39yxwhyxwh

回复 |  删除

刚才看了

http://en.wikipedia.org/wiki/Uses_of_English_verb_forms

页面，才发现英语也有4种式：直陈式、虚拟式、命令时和条件式（中学英语教学一般称作「语气」）

以前一直以为英语只有三种式，汗

2014-06-23 14:19yxwhyxwh

回复 |  删除

德语的直陈式也就现在/过去/将来三种时态和一般/完成两种体态，

3*2=6

英语的直陈式有现在/过去/将来/过去将来4种时态和一般/完成/进行/完成进行4种体态。

4*4=16

2014-06-19 12:43Bleeeeeeeeed

回复 |  删除

“我家姑娘也还健在”

1.表达不妥

2.photo?

2014-06-20 04:12 冰河 回复 Bleeeeeeeeed

回复 |  删除

呵呵，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在关注她的健康而不是怕她跟我分手？

2014-06-16 18:36鳄鱼先生

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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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的计划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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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在维护一个大型软件的时候，确保每一行代码改动都合理且不会带来潜在问题，是相当困难的。尤其

是当存在来自靠谱程度相当不同的多个程序员的代码改动时，软件工程一般流程里所要求的代码评估

和用例测试都无法阻止那些极其细微的 bug 被写进产品里。一开始这些小问题谁也不会发现，就像

完全不存在一样，然后许许多多的这类小问题会慢慢累积起来。直到某个时间点开始我们就惊奇地发

现，产品每个月都有一大批新 bug，修复以后又出现同样规模的又一批，bug 多得怎么也修不完；

然后就是那些无法重现的 bug 越来越多了，因为牵扯到的因素太多以至于客户和技术支持人员都再

也找不到什么规律了，等到产品积累了几十个这类无法重现的 bug 并且一个也修复不掉的时候，除

了整个产品推倒重来（回滚到极早期的版本）也就没有什么其它办法了。幸运的是我所维护的产品并

没有走到这条路上（但 DevFactory 上的或者我们公司的其它产品就很难讲了），偶尔有几个难以重

现的问题，但最终的解决方案表明这些 bug 都不是近年来的代码改动引起的，完全是随着时代和软

件规模的发展而终于暴露出来的。

我在睿琪软件（Glority）的三年劳动合同将于今年7月底到期，因此我在本公司的职业生涯还有最后

一个来月就结束了。自从离开网易以来竟然已过去快三年了。36 个月的漫长旅途已走到第35个，就

算按照“行百里者半九十”的说法我也差不多走到头了。这三年里我是整个公司里极少数的自始自终

都在干同一件事的员工，事实上我想不出其它还有谁像我一样了——除了那些已离职的。我从工作的

第3个月（Oct 2011）开始就控制了整个 Gensym G2 百万行代码的发展，每月发布一次产品更

新，月初开始做项目，月底验证所有的代码改动，亲手合并到产品代码分支，再生成面向最终用户的

安装包。这些工作哪怕是春节期间也从未间断过，然后竟然就这样干了 30 轮——期间外包平台的游

戏规则至少大改过三次。无论是自身的何种优势让我得以在竞争激烈和充满变数的环境下，长期、成

功地掌控着自己钟爱的软件产品，这些优势都会带给我足够的自信，让我接下来就算离开公司到了国

外也可以继续干下去。我不但有完全的自信可以做到这一点，我还要替公司向上游平台美言几句以保

住因为我的杰出工作而带来的其它衍生项目——除非公司打算破罐破摔了。

工作的未来比留学更重要，因为它关乎我留学期间的各项开支的经费来源。在这样一个生死存亡的关

键问题上我处理起问题来是绝对不会手软的。相比之下，留学计划成与不成关系不大，因为我总是还

有机会，而且我很享受目前稳定的学习环境，还有很多知识有待学习，家里也有一大堆书没有看完，

实在要是拿不到留学签证的话也就先算了。但如果拿到了签证，我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年来积

攒的住房公积金全部提取出来变成现金，这样一来无论我去了意大利以后是否能顺利入学，我都算是

办成了一件大事。本来只够买个厕所的钱，一旦变成现金以后那用处可就大了。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

计划。

阅读(7138)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持续输出 近况·好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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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2014-08-21 05:29有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

2014-07-15 11:01印度洋

回复 |  删除

还没更新，是什么事情导致你“在搞清楚状况之前不再更新博客”啊。

通常，我的休息方式就是看你的博文，你这次两周都没更新，我两周都没休息啦。

2014-07-12 10:09hellen

回复 |  删除

伞哥，看来你还是想创业的嘛(http://teahour.fm/2014/03/17/interview-with-binghe.html)

2014-07-07 07:27hellofusion

回复 |  删除

南传上座部佛教的xx：培育专注力到所谓定力的程度那时心有不可思议的能力，能够看清心理活动和物质

最小单位的无常苦无我---就不会再有再生之欲会见到不死的永恒的境地个体可以“进入”那里---就是解脱

。参看这个网站http://dhamma.sutta.org

2014-06-23 09:54lujie2012

回复 |  删除

伞哥，你要不先在杭州申请个汽车号吧。你的资格可以参加摇号了，不然以后想杭州买车买房，都没有机

会了。

2014-06-22 18:33lesliezhu

回复 |  删除

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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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72fd082bgw1f8qy...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4Eyes

评论评论

    转载

本月的经历颇为复杂，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太好的方面，本文先捡好的说。

7月2日那天，我跟我家姑娘去领了结婚证，从那时起我就是已婚人士了。这件事办得略有匆忙，但也

算是不得已而为之。婚姻生活一度离我非常遥远，但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实现了。虽然对很多其他小

姑娘依依不舍，但事已至此也只好跟姑娘们一一作别，祝她们幸福了。这门亲事至少给我带来了15天

带薪婚假或等价的权益，考虑到我在杭州的职业生涯也就剩下不到一个月了，所以我对这个节骨眼上

结婚是感到满意的。暂时不打算办婚礼。暂时不打算办婚礼。

工作方面一切正常，只是项目难度进一步提高了。7月25日以后我将离开睿琪，以后直接受雇于上游

公司（DevFactory），这在事实上相当于回到了我2009年3月时最初接触这份工作时的工作模式。

我对未来的薪资非常满意，不但每周只需记录20小时工作时间，而且理论上只要有 Internet 即可工

作（再也不会有迟到早退之类的事情了），并且预计的每月收入也比目前的薪水还要多。由于对于上

游公司来说新的雇用方式比之前的开销更少，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无论雇主还是雇员都很满意，完美的

双赢。

这样一来，自从我2011年7月离开网易以后，在本公司三年的劳动合同就算是自然期满了。而之所以

把离职日定在25日是因为从28日起我要花12天时间参加外语学校的全日制暑期法语A2班，把我所有

四门外语课程最后剩下的这部分结束掉。

最后，预计8月25日飞往意大利的博洛尼亚。

阅读(11113) |  评论(3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一直以来的计划 近况·不好的方面  

2014-09-17 04:46mingjuchen_9

伞哥，第一次通过网络发现有你这样的牛人存在，其中，特别是你对计算机语言和人类交流语言的学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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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力令人折服，请问一下，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学习人类交流语言的经验？比如，如何制定适合个人的语言学

习目标？如何选择靠谱的语言培训学校？如何制定怎样的学习计划？拜谢拜谢！！

2014-09-18 21:33 冰河 回复 mingjuchen_9

回复 |  删除

语言学校的用处有限，主要还是靠自己学啊。我的经验是用语言理论的知识来帮助理解和记忆具

体语言的知识。例如对于自然语言，有《普通语言学》和《语言论》等书，计算机语言有《

Programming Language PragmaticsProgramming Language Pragmatics》

2014-08-31 15:58IamSungod

回复 |  删除

NB,时间好充裕，能学这么多语言，他每周只用上20个小时，什么公司这么爽呀

2014-08-26 08:53风歌

回复 |  删除

哦，你很忙，但你的姑娘你能照顾好吗？她与你同出国不？

2014-08-23 05:50xiangzhuyuan

回复 |  删除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新婚に！

2014-08-04 17:54HEHE

回复 |  删除

这种做法，以后导致的问题是国内没有公司敢雇你

2014-08-05 10:47 冰河 回复 HEHE

回复 |  删除

所以我迟早要出国，国内以后肯定混不下去了。

2014-08-03 03:27Lady & Bird

回复 |  删除

冰哥这速度。。。恭喜啦！

2014-08-02 05:09匿名

回复 |  删除

恭喜伞哥啦。。

2014-08-01 13:26腐女小兰

回复 |  删除

不错学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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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01 10:19rapture

回复 |  删除

恭喜伞哥

2014-08-01 04:33movie

回复 |  删除

恭喜伞哥！

2014-07-31 01:34可爱的Smalltalk

回复 |  删除

恭喜恭喜，祝福新婚快乐

2014-07-29 08:58鸿鸿

回复 |  删除

恭喜恭喜！！

2014-07-28 12:33acoolguy

回复 |  删除

已经达到程序员最高境界了。。

2014-07-28 08:02hackeryang

回复 |  删除

nice伞哥

2014-07-25 11:26766

回复 |  删除

恭喜伞哥

2014-07-24 05:12Stanley

回复 |  删除

闪婚啊？

2014-07-23 02:16Jeff

回复 |  删除

恭喜！

2014-07-22 02:52loong0

回复 |  删除

Congratulations! Good luck.

2014-07-22 02:02Thomas Pan

恭喜伞哥，速度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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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4-07-21 13:20jeff

回复 |  删除

恭喜伞哥

2014-07-21 05:40大力

回复 |  删除

已婚人士了

2014-07-21 12:52黄庆兵 回复 大力

回复 |  删除

一直在关注伞哥⋯⋯我的伞哥传奇2一直没出来过，他就已经结婚了~

2014-07-21 11:42nan zhang

回复 |  删除

不错，走上正轨了。

2014-07-21 10:10kasicass

回复 |  删除

恭喜，伞哥~

2014-07-21 09:18lomen

回复 |  删除

恭喜！晒照片啊伞哥。

2014-07-21 07:26madjonr

回复 |  删除

恭喜 恭喜！ 发喜糖是要的！

2014-07-21 06:07沧海无量diy

回复 |  删除

2014-07-21 05:51l

回复 |  删除

仰望

2014-07-21 03:37海阔天空

回复 |  删除

恭喜，恭喜！



20/08/18, 20:55·  -  - 

Pagina 6 di 6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462095853132/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2014-07-21 03:31小葫芦

回复 |  删除

好，好，好。

2014-07-20 17:33pwxydyxpf

回复 |  删除

恭喜恭喜！！！虽然我不喜欢男的，但是半个男神要结婚了，还是有点激动的

2014-07-20 16:40堤桥之上

回复 |  删除

恭喜恭喜！

2014-07-20 16:38ming

回复 |  删除

祝福

2014-07-20 16:34Roney

回复 |  删除

恭喜加祝顺利！

2014-07-20 16:34saharabear

回复 |  删除

恭喜伞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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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两朵，各表一支。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近期经历中不好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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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首先，我已于之前提到的7月25日成功从 Glority 离职。离职前累计的所有误工记录，减去15天婚

假，最后还剩下两天。关于这件事，我认为自己完全适用于“劳务派遣”的用工模式（即劳动力租

赁，由派遣机构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并支付报酬，把劳动者派向其他用工单位，再由其向派遣机构

支付一笔服务费用），由于无论身在办公区与否都可以继续为公司创造价值，且被派往的用工单位的

人员身处世界上其他时区，因此我觉得自己有理由不遵说自己所在派遣机构为本地员工设立的各项考

勤制度。因此我保留追诉所有因上下班迟到早退被扣除薪资的权力，如果公司胆敢以任何理由起诉

我，我可以反诉公司不当得利。

其次，公司在我走后试图取代我在上游 DevFactory 的职位，从而有计划地逐步令我失业。虽然我发

自内心地感激公司领导替我卸下重担，不过遗憾的是该阴谋没有得逞。这是因为 Glority 的

CEO/CTO 哥俩平时不读书，不懂马基雅维里主义，所以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当 DevFactory

的最高负责人已经同意 Glority 公司全面接管 Gensym 的各项工作和 Technical Architect 职位以

后，只要 DevFactory 里有足够多的人站起来反对这个愚蠢的决定，那么即便是最高负责人也不敢违

背众议。马基雅维里认为，权势者只有合理地利用其手中的权力才能持久地维持统治，所以即便最有

权势者也不敢完全不顾下属的意见胡作非为。结果，为了补偿我的愤怒（假装的），这个小插曲竟然

反而导致我的薪资进一步上涨了。

第三，我宣布推迟留学计划到最早明年三月份，然后通过马可波罗计划先去意大利强化外语半年，再

在明年秋天重新入学。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目前的工作很忙工作很忙，正值产品发展的关键时

期；这个节骨眼上一旦出去留学，每周的工作时间将被迫减半，而且因为忙于学业和各种考试，工作

上也难以集中精力。而如果我不能全力以赴地工作就很可能在几个月或一年后失业，到那时我的积蓄

就很可能无法支撑我完成在国外的学业，最后落得事业学业双双失败。其二是我新婚一个月的夫人夫人不不

幸罹患幸罹患癌症癌症，虽然现已手术切除病变部位，理论上可以根治，但接下来毕竟需要花些时间调养身心，

此时我若是一走了之实在有违情理。过去两周里我基本上每夜在医院里陪护，不过好在我现在有一份

可通过网络进行的工作了，即便困在医院病房里也不耽误赚钱。

所以，我不得不暂时留在杭州。

阅读(12613) |  评论(6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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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yes 72fd082bgw1f8qy...

评论评论

2014-11-12 12:19思考的大腿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祝伞嫂早日康复。

2014-09-30 04:11丹江念青

回复 |  删除

好心情会让癌症远离人们，祝愿你夫人健康！

2014-08-18 08:26snowlee

回复 |  删除

祝伞哥伞嫂，乐观面对，幸福久长！

2014-08-18 07:19肖萧萧

回复 |  删除

惊闻伞哥肉身翻墙成功+抱得美人归特地前来祝贺的，祝福伞哥伞嫂

2014-08-13 07:52zhang_411

回复 |  删除

祝你夫人早日康复。

不要背太大心理压力。

癌症只是一个统一称谓，并非绝症。

2014-08-15 04:14 冰河 回复 zhang_411

回复 |  删除

谢谢，我也是这么想的。

2014-08-13 01:28san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

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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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2 10:29

回复 |  删除

建议伞哥阅读一本书，凌志军的《重生手记》，是凌志军根据癌症治疗的亲身经历写的

，个人觉得蛮好的。

2014-08-12 08:02伞哥加油!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

2014-08-11 17:59远古的人类甲

回复 |  删除

祝嫂子早日康复

2014-08-11 17:16spin6lock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祝嫂子早日康复

2014-08-11 06:20drunkedcat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祝夫人早日康复!!

2014-08-11 04:42lemon

回复 |  删除

祝早日康复，伞哥加油！

2014-08-11 03:08wardenlym

回复 |  删除

如果是早期发现的，应该可以根治，请不要太过压力，请保重

2014-08-10 07:44Lady & Bird

回复 |  删除

祝新娘子早日康复!

2014-08-09 14:44邪刃

回复 |  删除

祝早日康复

2014-08-09 11:08ecir luo

回复 |  删除

祝嫂子早日康复

祝哥万事如意

2014-08-08 11:17MZ

回复 |  删除

偶然路过，祝新娘子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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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08 11:12jackcao@yeah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

2014-08-08 08:24cygarm

回复 |  删除

祝早日康复

2014-08-07 18:50dingzx

回复 |  删除

祝新娘子早日康复!

2014-08-07 12:23yx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

2014-08-07 07:08堤桥之上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祝好。

2014-08-06 17:34loong0

回复 |  删除

祝早日康复！

2014-08-06 16:46TSE

回复 |  删除

祝福田嫂早日康复

2014-08-06 12:14pizzamx

回复 |  删除

啊，祝福田嫂⋯⋯

2014-08-06 06:55SKK6

回复 |  删除

加油

2014-08-06 06:51黄庆兵

回复 |  删除

不得不佩服，祝早日康复！

2014-08-06 04:42Walle

虽然表情总是冷酷，实际上有情有义，希望你和爱人一切都好，你也注意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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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4-08-05 18:24鳄鱼先生

回复 |  删除

好人一生平安

2014-08-05 18:24鳄鱼先生

回复 |  删除

祝田嫂早日康复！

2014-08-05 14:59madjonr

回复 |  删除

祝早日康复！

2014-08-05 13:23

来自Android客户端

hnpi1421

回复 |  删除

祝田嫂早日康复！

2014-08-05 11:21yew

回复 |  删除

zao ri kang fu :)

2014-08-05 10:44ggho888

回复 |  删除

祝早日康复！

2014-08-05 10:42斯塔罗多西

回复 |  删除

早日康复

2014-08-05 08:19panda

回复 |  删除

愿早日康复！

2014-08-05 08:09祝好

回复 |  删除

祝田嫂早日康复，愿你在事业上蒸蒸日上。

2014-08-05 07:55凌霄

回复 |  删除

一直关注，祝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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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  下一页

2014-08-05 07:26Jeff

回复 |  删除

愿早日康复！

2014-08-05 06:54阳仔

回复 |  删除

祝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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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论圆满的人生 2012-08-18 22:40:13

"People don't learn they don't change" 2008-08-19 17:19:44

和谐社会 + 三个代表 2007-08-19 04:48:37

终于可以在家里上网了 2006-08-19 12:59:34

引用 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都在 2006-08-18 19:53:0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评论

    转载

首先感谢所有热心网友的祝福，我夫人术后恢复得很好，而且从理论上也已经根治了。能取得如此好

的结果，这里面通常包括医生的高明医术、患者本人的坚强意志、家属的认真护理，以及所有其他虽

然帮不上忙但真心祝福的有关的和无关的人士。只可惜患者并不领情，不但批评参与治疗的医生医术

不足、居心叵测，而且责备家属陪护得不够尽心尽力，尤其是我在医院里陪床期间还在努力工作，没

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关心患者疾苦上。种种小事累积在一起之后，我夫人在她出院后能自己下床走路的

第一天，要求离婚。我认为结婚这么快就离实属儿戏，所以决定按照美国人的思路办事，先冷战、再

分居，等分居满足够长时间再说。

现在看来我夫人所需要的爱情是一种完全排他的付出：其绝对值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比例必须达到百

分之百——哪怕因此放弃一切学业和事业也在所不惜。所以无论我有多辛苦地照料她，只要我还有闲

心继续工作和学习，那么就被认定为不在乎她，然后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理智的人不会允许自己身

陷如此险境，所以伤心失望之余我决定恢复之前的留学计划，一走了之。我过去的思路是：如果我夫

人身患重病，那么我就暂时不走了。但是现在我夫人强烈认为她的病情其实不重，而是医院的诊断和

处置过重了，那么我表示同意，然后我可以因此推翻原本的思路，照常出去留学了。

不过说来也巧，我夫人前脚摔门而去回了娘家，然后我就看到了留学中介发来的消息，告诉我签证终

于下来了。这就是冥冥中自有天意让我不至于学业和爱情双双失败、一无所有。所以我开始紧急处置

家里的所有无法带走的财产，再把手头大部分现金兑换成了欧元，一周以后就将踏上新的征程。

阅读(11228) |  评论(2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近况·不好的方面 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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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4-10-13 16:28vv

回复 |  删除

伞哥的哲学是："我好才是真的好" 。

2014-10-09 06:02wardenlym

回复 |  删除

喜闻乐见

2014-09-25 05:43charlottecanfly

回复 |  删除

明明文章内容透露的信息是“本人更适合保持独身状态”，却在转眼后结婚并自诩为理智的人。还是有些

奇怪的。表达得太过真实，如一把精密的手术刀在剖析自己，貌似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却也是一个被别人

解读的过程。动机是什么呢？每个人都希望被理解，但能被解读就已经很不错了。可惜，很多解读都是自

以为是的。

所以，以上只是不理解的人群中的一位，如果带来不愉快的感觉，完全可以无视。

2014-09-24 16:37叶卢庆

回复 |  删除

伞哥你好.他们都叫你伞哥于是我也叫你伞哥.惊讶于伞哥的理智和自控力.

2014-08-19 14:43signin

回复 |  删除

就算他夫人没出这事，他肯定也是要去的，说得冠冕堂皇，不能说是个自私的人，但是感情这种事情在他

眼里肯定是没自己的事情重要。

2014-08-19 13:24august_cn

回复 |  删除

那个说要陪我到明年的男人，原来只是因为签证没下来，我今天才知道你机票都订好了呀，够神速

2014-08-19 13:10august_cn

回复 |  删除

作为你主动要求“冲喜”的对象，鉴于你一贯自以为是的态度和出院不足一周，被你两次拍桌子吼的人，

在你有可能失业期间，躺在病床上对你赔笑脸，喝口热水都要看你脸色的我，真心很失望。你说的对，我

唯一一次跟你要100块钱，就是上周回娘家，你如果不愿意照顾我，何必对我家里人说得这么好听？

2014-08-19 13:11august_cn 回复 august_cn

回复 |  删除

自始至终，我只是你哗众取宠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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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9 07:21la.onger

回复 |  删除

伞哥不要冲动，先确定嫂子是不是怕连累你才出此下策

2014-08-19 02:48......

回复 |  删除

汗. .这剧情有点.... 

你想过有没有可能是你妻子不想拖累你.故意说要离婚的.. .我想多了么.

2014-08-19 06:42evangelist64 回复 ......

回复 |  删除

往好了想是这样，往坏了想么，得重病找人接手，完了就想办法脱身。

往普通了想，那就是在面对生死的场合，才发现两人三观不合，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感情的事，外人说什么都没意义，怎么回事自己清楚就行了。

2014-08-19 06:41我爱鼠钱钱

回复 |  删除

这情况也变得太快了，感觉跟不上节奏了，不过怎么都祝万事如意，呵呵

2014-08-19 06:40邪刃

回复 |  删除

好事多磨。。。伞哥加油！！！

2014-08-19 05:03ufo

回复 |  删除

我⋯⋯我都找不到什么话说了⋯⋯

说多了怕是影响夫妻关系⋯⋯

说少了说不明白⋯⋯

这妹子按照描述怎么一种“高铁辐射全国”的节奏⋯⋯

2014-08-19 04:45umbrella

回复 |  删除

争吵时的气话吧，如果是，就不能以事后的冷静来对待

2014-08-19 04:44makestring

回复 |  删除

伞哥可能被算计了，也许我想多了

2014-08-19 03:28Ramiel

回复 |  删除

支持伞哥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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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9 03:14erben

回复 |  删除

dude...

2014-08-19 03:07lyxing

回复 |  删除

慎重啊，老弟

2014-08-19 02:34游者

回复 |  删除

结婚非儿戏，忘慎重。

2014-08-18 21:18Lolly

回复 |  删除

这⋯⋯太戏剧了吧。情节跌宕起伏。

祝你一路顺风，学业顺利。

2014-08-18 19:45iyuyun

回复 |  删除

这世上有成千上万种爱，但从来没有一种爱可以重来。望慎重。

2014-08-18 19:16Zz

回复 |  删除

怎么像是说故事一样，而且为什么那么好笑！！！

2014-08-18 18:40zz

回复 |  删除

真是做死...

毕竟你老婆啊..

2014-08-18 18:26嗯

回复 |  删除

这不是事故，这是个故事，加油

2014-08-18 18:18cc

回复 |  删除

治好病就离婚，预谋的咯

2014-08-18 18:17gunpoder

回复 |  删除

剧情跌宕起伏，可惜学业和爱情不可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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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低谷 2012-08-26 17:20:55

Apple MacBook Pro 硬件升级 2007-08-26 07:08:25

机械零件的设计、生产和装配 2006-08-26 12:07:23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转载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安检结束准备登机，身上带着两台笔记本电脑、磁盘阵列、照相机、一本

《PAIP》和国内出版的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梵语教材精华，以及两卷本的帕尼尼《八章

书》。12小时先飞到德国慕尼黑，然后等待5个小时后再转机到意大利的博洛尼亚。

一个直径不过2.5km的意大利小城，几乎只有杭州的西湖那么大，却坐落着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

博洛尼亚大学（1088年建校）。我虽然是按照计算机专业申请出国留学的，但随时准备改学语言学

专业，尤其偏爱古代语言。但我的意大利语并没有学好，专业背景也不够强，对于能否顺利被大学录

取我信心不足；但如果侥幸能被大学录取，我对自己的学习能力有完全的自信，而且自从2005年大

学毕业以来一直努力追求的来之不易的校园时光一旦成真，我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从此努力学习，

刻苦钻研，绝不浪费一点儿时间。（实在不行就两个月后回杭州继续工作）

另一方面，工作也不能放弃。我一直以来的Lisp开发工作不但提供了我留学期间的一切资金需要，而

且其本身作为一项持久的事业给了我极大的精神依托。正是知道自己身怀绝技，对社会有用，所以我

可以问心无愧地大胆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然后迟早有一天我会学有所成，再用学到的知识进一步

巩固我的事业。

无论如何，新的生活从此开始了。

阅读(6498) |  评论(2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改变计划 新的生活  

zheng1987090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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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09 07:47

回复 |  删除

学费得多少？

2014-09-03 13:07757617012

回复 |  删除

伞哥，为什么选择这所学校？“博洛尼亚大学”和语言学有很深的渊源吗？

2014-09-05 21:04 冰河 回复 757617012

回复 |  删除

大学里有开梵语、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的课程，你说呢？

2014-09-21 16:06

来自Android客户端

757617012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嗯，我不了解这所大学。了解你是从《计算机解释和构造》开始的，里面提到lisp语言，就百度了

一下，看到了你的博客，不知何时起看你的博客心里很静，是一种享受，就好像闭上眼睛听海浪

拍打岩石一样（虽然我并没有看到过真的海）。

2014-09-18 18:51cybfly

回复 |  删除

另一方面，工作也不能放弃。我一直以来的Lisp开发工作不但提供了我留学期间的一切资金需要，而且其

本身作为一项持久的事业给了我极大的精神依托。正是知道自己身怀绝技，对社会有用，所以我可以问心

无愧地大胆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然后迟早有一天我会学有所成，再用学到的知识进一步巩固我的事业

。

2014-09-10 13:35鳄鱼先生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

2014-09-01 06:49邪刃

回复 |  删除

伞哥一路顺风

2014-08-31 15:58IamSungod

回复 |  删除

NB,这话好：“ 正是知道自己身怀绝技，对社会有用，所以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大胆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 ”

2014-08-30 16:38feimeng801

回复 |  删除

伞哥，一路顺风

2014-08-28 15:42zhang_411

佩服！也祝福你夫人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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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4-08-28 06:09lu_daohong

回复 |  删除

祝一切安好！加油！

2014-08-28 02:58Ruchee

回复 |  删除

加油，一切顺利

2014-08-27 17:13RockHoward

回复 |  删除

纯粹的人总是让人萌生敬意

2014-08-27 16:19mashiguang

回复 |  删除

伞哥，你正做着很多人想做做不了或者不敢做的事情，加油吧。

2014-08-27 05:21madjonr

回复 |  删除

恭喜！ 憋这么久，终于放大招了。

2014-08-26 14:18poplarx

回复 |  删除

加油！

2014-08-26 10:01yxwhyxwh

回复 |  删除

不错啊～！

2014-08-26 08:49风歌

回复 |  删除

真厉害，祝福你！！加油！

2014-08-26 08:25Tom哥的小屋

回复 |  删除

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而活。加油，伞哥

2014-08-26 08:20lch743@126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啊！

k



20/08/18, 20:53 -  - 

Pagina 5 di 5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47260828892/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2014-08-26 05:25

回复 |  删除

期待更新。

2014-08-26 02:54大力

回复 |  删除

这么小的城市，那他们足球队的主场放在哪啊？

2014-08-25 22:33rabbit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月初刚去过博洛尼亚，是个十分惹人喜爱的小城市。人们都很友善，千层面做的很好吃。祝顺

利！

2014-08-25 18:48tiger

回复 |  删除

一路顺风！

2014-08-25 18:37cderong

回复 |  删除

伞哥我爱死你了

2014-08-25 18:35传闻名字。。。。。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啊。。。

2014-08-25 18:24yishanju

回复 |  删除

2.5km...我每天步行上班的距离是3.2公里。。

2014-08-25 18:16haulyn

回复 |  删除

伞哥一路顺风，牛X哄哄，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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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走高飞前的最后一年 2013-09-01 16:26:51

黄道吉日 2011-09-01 17:21:33

最近发生了很多无奈的事情 2007-09-01 17:51:31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转载

自从26日中午到达意大利博洛尼亚以后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一周了，这段时间里我除了马不停蹄地紧张

工作以外，在留学中介的境外服务人员的带领下办了手机卡和税号，另外还学会了乘坐公交车和买东

西等。幸运的是手机地图和导航应用非常给力，教科书里所有关于问路和指路的内容我都没用上。我

被安排住在一个三室一厅公寓的大房间里，暂时跟另一个本科的国际生（抚顺来的）住在一起，另外

两个房间住着本科的女生，一个博洛尼亚大学的，另一个是博洛尼亚美术学院的。一切还算顺利，除

了最开始办手机卡和交房租以外，日常花销不大；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留学中介自作主张给我安排

住在了二人间里（还预收了我三个月的房租，每月250欧元），这导致我夫人短期内如果前来探望的

话被迫只能住在家旁边67欧一晚的旅馆（完全是烧钱）。

入学的进度如下：目前在等候周二的意大利语口试，通过后15日向科学院的学生秘书处提交简历和其

它各种证明材料，然后接受一个总分100分的综合评估，75分以上可以免试入学，50分以上需要参

加面试，50分以下则被认为不适合所申请的专业。考虑到本科时的专业和成绩，我认为自己在60分

左右，但我的工作经历绝对是加分项。同时幸运的是，报考计算机科学（Informatica）专业的学生

数量极少（多数人倾向于报考计算机工程专业，大概是考虑到其实用性），留学生每年总计招收20来

个，而中国留学生里目前就我一个。我在学校里碰巧遇到该专业目前仅有的一个中国学生，而且很快

就要毕业了。这样就与我最初申请来意大利读计算机专业时所估计的情况基本一致，那就是几乎没有

竞争压力。另一方面，语言学被认为是纯文科（尽管我不这么觉得），我被告知几乎没有这么大跨度

转专业的可能，因此以后在这个方向上如有兴趣还是只能自己去学了。

我对这个城市整体还算满意。民风淳朴，当地人十分热情好客。只是据说有一些黑人会偷和抢东西，

然后有很多偷渡过来的中国富人开餐馆和商店，还有些阿拉伯人开着最贵的意大利跑车满街转。不过

我认为整个城市里最不好的就是那些不好好读书、每天惦记如何从后来的学生那里赚钱的中国留学生

们，他们不但从国内中介那里收取高额的境外服务费，然后还通过加价转租房屋给新来的学生，从中

赚取差价。对抗这些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努力被学校顺利录取，然后强化意大利语，以后自己重新租

房，专心学习、工作和科研，跟那些不务正业的中国学生划清界限。

总而言之，目前我一切安好，对前途略有信心。但每当想到数学界哥德巴赫猜想尚未被完全证明，物

理界的基本粒子标准模型还有缺陷、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尚未完全统一，计算机科学界NP-难问题

的多项式算法尚未被找到（同时也无法证明肯定找不到），语言学界希腊克里特岛上的线性文字A也

还没有被成功破译，诸如此类我是心急如焚，恨不能立即被大学录取，然后立即投身到这些伟大的事

业中⋯⋯⋯⋯然后辛辛苦苦研究几十年最后哪怕做炮灰也认了。

阅读(7808) |  评论(2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启程 成功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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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L6000110

评论评论

2016-10-29 20:31CodeArhat

回复 |  删除

看到最后一段微笑了

2015-08-16 11:09蔚蓝海岸

回复 |  删除

跟那些不务正业的中国学生划清界限

2015-07-18 21:30杨博

回复 |  删除

价值观不同怎么能结婚

2014-09-30 04:25丹江念青

回复 |  删除

一直断断续续的看你的博文有三年了，十分佩服你在工作之余，努力学习，进而现在可以去留学，做更强

大的你，按俗语你挺有能耐的！刚看到你文章说你结婚了，为你祝福，又看到了你夫人得病了，为你夫人

祝愿健康，我有两个亲人是癌症走的，希望你们战胜病魔，到今天看到你出国留学了，为你高兴，虽然我

是一个普通的网友，但我想，人生中不要忽略你的亲人，和你结婚定是爱你之人，拥有一个爱自己的人是

多幸福的事情！希望你在人生之路有美好的事业和美好的家庭，祝福你！时间转瞬即逝，不要在回首之时

，有所遗憾！在世间，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没有人哪来的事情，话说多了，我是真心的话语，

祝福。。。。。。。

2014-09-20 14:31shizairenwei

回复 |  删除

赞最后一段！

2014-09-18 03:16Stanley

回复 |  删除

祝一切顺利！

2014-09-10 13:33鳄鱼先生

回复 |  删除

最后一段话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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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01 12:39snowlee

回复 |  删除

祝福伞哥，心想事成，另外特意叮嘱伞哥，学习重要，太太也跟学习一样重要，如果伞嫂身体允许，希望

她能到意大利陪读！贫贱夫妻在一起才是最大的幸福。

2014-09-10 07:12august_cn 回复 snowlee

回复 |  删除

谢谢：}

2014-09-08 16:51thinkdancer

回复 |  删除

看着不错，加油啊！

2014-09-06 16:28laodou

回复 |  删除

好棒！ 

2014-09-02 05:45heisenberg

回复 |  删除

如果你去读本科就别折腾了。

2014-09-02 15:56 冰河 回复 heisenberg

回复 |  删除

硕士

2014-09-04 05:41heisenberg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这样最好了，计算机也很多应用，data mining, 物理学，生物信息学，计算化学等。

2014-09-03 13:04757617012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啊

2014-09-03 10:26chaosink

回复 |  删除

豪爽！

2014-09-03 07:50logos

田春你好：有没有办法在lispbox07里运行portableaserve。我在网上搜了很久，确实没办法了，只能来

请教你了。特别的(ql:quickloas "aserve")会产生一个错误：Lambda list of method #<STANDARD-M

ETHOD CCL:ACCEPT-CONNECTION (ACL-COMPAT.SOCKET::SERVER-SOCKET)> 

is incompatible with that of the generic function CCL:ACCEPT-CONNECTION.

Method's lambda-list : (ACL-COMPAT.SOCKET::SERVER-SOCKET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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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ACL-COMPAT.SOCKET::WAIT)

2014-09-02 15:26yxwhyxwh

回复 |  删除

好玩，尤其是最后一段。

2014-09-02 01:30Tzu Shuan Weng

回复 |  删除

加油!

2014-09-01 14:54Payne

回复 |  删除

加油，伞哥！

2014-09-01 08:06sans

回复 |  删除

炫酷狂拽叼炸天说的就是伞哥最后一段的描述

2014-09-01 06:50邪刃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

2014-09-01 04:39peimin

回复 |  删除

身怀绝技的伞哥

2014-09-01 03:07堤桥之上

回复 |  删除

? 伞哥加油！！！

2014-09-01 02:57Over the Rainbow

回复 |  删除

hahahaha

2014-09-01 02:37散仙

回复 |  删除

这就是和媳妇和好了的心情，恭喜。

2014-09-01 02:23Aang

回复 |  删除

看到最后看笑了,伞哥霸气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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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最后定论的语言学习 2013-09-22 15:50:40

2012年09月22日 2012-09-22 17:58:39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转载

过去两周多的时间里一直在忙于工作，一方面需要继续赚钱，另一方面客户需求十分紧急。我每周工

作近45小时，最后终于把任务完成了。入学进展良好，9月11日到系里秘书处提交各种入学申请材

料，包括重新准备的意文简历和申请信等；然后16日系里公布申请材料的评估结果，我以58分的成

绩顺利通过了面试线（50分）；接下来18日经历了一个简单的面试，也许是我的简历太令人印象深

刻了（工作经历、语言技能等），或是面试我的教授 Andrea Asperti 刚好跟我是同个研究方向的，

总之他们没有问我一个技术问题，5分钟就让我走了。当回答为何选择前来意大利时，我用英语说自

己是为了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而来的，因此意大利是我的最佳选择。（这是真话，我带到意大利的为

数不多几本书里就有信德麟的《拉丁语和希腊语》）

就这样，我顺利进入了博洛尼亚大学的计算机科学（Informatica）系，今后两年攻读硕士学位。这

是我当初留学计划中的第一选择，没想到这么顺利就实现了。不过这只代表一个新的开始，大学宽进

严出，录取其实不算什么，能否按时毕业才是真格的。不过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只要大学肯放我进

来，没有什么东西是我学不会的。当初考进浙江大学时因为分数不够无缘进入计算机系，如今终于梦

想成真了。我不但要加倍珍惜这两年的大学生活，而且将来很可能还要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绝大多

数其它学生不同的是，我读书并不是为了早日毕业然后拿着文凭去找工作，因为我已经找到最适合我

的工作了，然后带着工作回到学校里读书的。

尽管跟英美的大学相比算很便宜了，但是留学的所有费用加起来也不算少了。每月300多欧元的房

租，每年2000多欧元的注册费（公立大学的变相学费），还有书费、吃饭和其它开销等，看起来每

年最少需要消耗掉人民币7-8万左右。虽然眼下工作还算稳定，但绝不能假设这种状况可以一直持续

下去（如果学业繁忙就要被迫减少工作时间，而我的工作是计时付费的），所以应该省吃俭用，尽可

能增加积蓄以备日后不时之需。好在工作和学习所需的电脑软硬件都还够用，尤其笔记本电脑是新的

（旧的那台不幸坏掉了），两年之内应该不需要大幅更新。

自从来到意大利以后我终于过上了有生以来最高效率的生活，在完全无人打扰的环境里连续工作了20

多天，取得了重大成果，间接向上游证明了只有离开 Glority 才能更好地为 G2 工作。博洛尼亚大学

是全自助式的，各项流程极其明确，以后按时上课，然后伺机参加考试即可，随着意大利语的慢慢提

高以后就可以逐渐跟班里的同学沟通了（我猜自己应该是最年长的一个）。如果说我自从出世以来经

历了传奇般的生活，那么以后一定会更精彩。这是我多年的不懈努力和行善积德所得到的应有回报。

阅读(7569) |  评论(1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新的生活 开学前的各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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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

实自己还很年轻，

无论有什么梦想只

评论评论

2014-10-20 11:54yanxu_online

回复 |  删除

恭喜！

2014-09-29 01:53

来自Android客户端

757617012

回复 |  删除

伞哥，你写的《实用Common lisp编程指南》当当网上脱销了，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2014-09-30 14:58 冰河 回复 757617012

回复 |  删除

实在抱歉，估计是再也买不到了。建议还是学好英语以后看英文版吧。

2014-09-27 07:35

来自Android客户端

757617012

回复 |  删除

恭喜伞哥！

2014-09-25 14:38Henry Cin

回复 |  删除

祝贺你！由衷的为你感到高兴

2014-09-24 07:07loong0

回复 |  删除

恭喜！

2014-09-22 19:12邪刃

回复 |  删除

恭喜

2014-09-22 14:13free pig

回复 |  删除

恭喜你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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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22 07:10hrpenf

回复 |  删除

Congratulations

2014-09-22 06:08天翼

回复 |  删除

2014-09-22 05:46Stanley

回复 |  删除

恭喜春哥，你不是在向胜利前行，你是一直在胜利的路上行走着。

2014-09-22 05:03伟爵爷

回复 |  删除

恭喜春哥

2014-09-22 02:46drunkedcat

回复 |  删除

祝伞哥一切都好,多多发光

2014-09-22 02:12

来自iPhone客户端

蔚蓝深海

回复 |  删除

每每看伞哥的博客总能给人一种前进的动力，愿伞哥一切顺利^_^

2014-09-21 23:51zzkk580

回复 |  删除

太励志了，牛人超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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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启动留学手续 2013-09-30 16:33:31

毽球比赛 2012-09-30 17:04:07

语言壁垒 2011-09-30 10:25:38

不想考研了 2007-09-29 21:03:4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意大利的天空 L6000110

    转载

上周二顺利去科学院（School of Science）秘书处办理了入学手续，当场拿到了学生卡和入学证

明；然后再拿着入学证明去 UniCredit 银行申请开户；接着按照第一学期课程表的内容去网上订购所

有的参考教材——我不知道其它学生是怎么处理的，但我幸运地把所有教材都买齐了，总计花了一千

多欧元。然后从上周三开始直到昨天就一边继续紧张地工作，一边等教材邮寄上门，然后看教材。今

天原本是开学的日子，不过系里几天前通知开学时间延后一天，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上课。银行

帐户在申请一周后的今天终于开通了，然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签了至少150个名字，这才把出国时

带来的五千欧的旅行支票顺利存进去，而且手续费低廉（8.25欧），不像之前留学中介说得那么可

怕。

第一学期从明天（9月30日）开始，到12月12日结束，为期不到三个月。总计五门课，13本教材，

其中大部分是数学性质的，以概率论为主，数值方法为辅。过去在《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第二卷里

看到的关于随机数的各种理论，现在有机会系统学习了。而且好在我资金充裕，脸皮也厚，刚拿到学

生证没几天，课都没上过，就以学生自居，轻松花 $99 买了一个 MATLAB 的学生版。我对各种商

业的和开源的数学软件一直很感兴趣，可是过去完全没有什么机会用这类软件，现在我终于可以名正

言顺地用它们了。意大利语还是没有学好，跟意大利学生几乎没法正常交流，但好在本专业参考书绝

大多数都是英文的，少量意大利语的专业书籍我也能看懂，所以不怎么担心听不懂老师讲课，唯一担

心的只是我短短三个月里能否学会这么多知识。看来必须马不停蹄地看书，然后抽时间工作，今后完

全没有娱乐休闲的时间了。

现在看来，Gensym G2 不但为我提供了赖以谋生、且能够体现出个人竞争力的工作，而且 G2 本身

作为一个软件产品，还是我在此次大学期间可以加以利用的。其中 G2 的企业建模和仿真组

件 ReThink，其功能之强大，完全超过我在本专业的教科书里读到的各种同类产品。另外我决定继续

研究 ACL2，感觉迟早会有大用。

除了工作和学习以外，所有其它的事情我暂时无暇顾及，处理方法是一切从简。

阅读(5431) |  评论(7)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成功录取 开学两周；软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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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评论评论

2014-10-13 16:01vv

回复 |  删除

mathematica 比matlab 好用

2014-10-09 06:34无地自容

回复 |  删除

很显然楼主人品有问题。

2014-10-13 03:43zhang_411 回复 无地自容

回复 |  删除

此话怎讲？

2014-10-12 18:59Yark

回复 |  删除

同樣年齡，有相似非功利追求的同行的我祝福你學業工作都有成。 你的勇氣和執著跟值得我看齊啊

2014-10-06 05:21sw2wolf

回复 |  删除

如果听不懂老师讲课，上课时咋办？

2014-10-06 21:52 冰河 回复 sw2wolf

回复 |  删除

那就专心看幻灯片好了，然后看书

2014-09-30 02:33songyx0

回复 |  删除

看到这些书心里就痒痒，摸着会很有满足感吧⋯⋯

努力工作希望在40岁前也能跟你一样去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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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前的各项准备 自我感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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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两周；软件升级开学两周；软件升级    

开学两周；软件升级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了，紧张但也有条不紊地继续工作和学习，同时终于过上了久违的宁静生活。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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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锦标赛归来，重启 2013-10-13 15:45:19

Macintosh Common Lisp 即将开源 2007-10-13 06:43:1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意大利的天空

评论评论

    转载

仍有语言障碍，但情况正在慢慢好转，重要的是我通过阅读大多为英文的各门课的参考教材弥补了课

堂上听力的不足。其中我认为最困难的概率模型（选修课），经过不懈的努力，最近终于真正理解教

授在讲些什么了，然后回过头再看课堂笔记就真的豁然开朗了。此外我还开始学拉丁语，每周四去蹭

一次文学系的拉丁语基础课。虽然每周工作40小时几乎剥夺了我的全部课余时间，但好在我心无旁

骛，所以仍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我认为只要继续保持现在的良好状态，顺利完成学业不成问题。我

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各种事件不要发生或者缓慢发生，这样我才有足够的时间趁机把学习和工作搞好，

所以我绝不会主动去触发任何事件，否则就是没事给自己添乱了。

上周收到 LispWorks 公司的维护合同更新邮件，然后我一狠心决定把我的32位Mac专业版授权升级

到64位企业版，然后告诉他们我其它的两个版本以后就不再维护了，专心只用好Mac版。这样，一

次性付了升级费以后，今后我每年只要支付900欧元的维护费就好了（之前是每年1300美元维护三

个平台上的版本）。自从身在欧洲以后，买软件不但更贵了，而且还要交额外的税，比如说英国的软

件公司就对其它欧盟地区的用户收取20%的税。我认为这就算是入乡随俗了，纳税光荣。工具上的投

资无论多少都是值得的，尤其是我今后的课程作业和项目都要用到的开发工具。（以后凡是嫌我没钱

的就看看本文的配图好了）

以前我学了很多知识和很多软件的用法但是无处使用，还有很多相对枯燥的知识我想学但是没有动力

去学的，如今这两个问题由于我重回校园，终于一揽子解决了。我的目标绝不是简单通过每门课程的

考试拿到学分就好，而是要真正的学会每一门课所讲授的全部知识（甚至包括那些课程参考书里有写

但是不讲的部分），然后有所发挥，用真正的研究成果来通过每门课。只有这样才能无愧我的学业、

我的人生。

阅读(5227) |  评论(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开学前的各项准备 自我感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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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4-10-17 11:49黄庆兵

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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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感觉良好    

如果奋斗目标只是找个清净、舒适的环境，然后静下心来只干学习和工作这两件事的话，我已经成功

做到了。虽然只是短短两年，但我有足够的信心和动力把它继续延续下去，因为我强烈感觉到只有当

下的生活才是我一直以来寻找的归宿。然后，在学校里，我逐渐开始显露深不可测的实力，开始从过

去广泛学习的知识里获益了。也就是说，即便当下已经是相当理想的生活了，我还不太满意，希望自

己继续努力，在几年里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

如果这也算是我夫人眼里的一种自私的话，那么爱咋咋地吧，我这个婚迟早得离。胸无大志、甘做房

奴的男青年在杭州不计其数，爱找谁找谁去，就别再坑我了。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哪怕是把所有

女人都得罪了，从此孤独一生，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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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德语 2013-10-20 15:32:07

CL-HTTP 70.190a 2007-10-20 07:29:10

Common Lisp On Debian 2006-10-20 15:16:3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L1000025

评论评论

    转载

职场如战场。有时候没有规则可言，只有你死我活。在商业上，如果对竞争对手仁慈就等于自杀。问

题是如何区分竞争对手跟合作伙伴，尤其是在两者之间可能相互转化的时候。我的经验是看这个人是

否过于自负。如果你在职场里遇到一种人，他从不承认任何失败的记录，做错了事以后要么狡辩要么

沉默，经常刻意避开自己可能无法完成的任务（从而保持良好的记录），职业技能不求上进但同时想

方设法谋求职位的提高。这样的人，如果你碰巧还能发现他的简历表明其过去经常短期服务于很多家

公司（换句话说就是经常跳槽），那么必须小心谨慎地使用这种人，不能委以重任，因为他可能缺乏

职业道德，随时可能因为没能达到自己的职业目标而进入消极工作状态或干脆消失。最佳处理方法是

不动声色，不依赖他，把他榨干以后抛弃掉。

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较量本质上都是智商的较量，只要智商不占优势就事事败在下风。只有在一个不健

全的社会环境里，前一句话才可能有时失效，但很多行业（尤其是参与国际事务时）还是遵循最基本

的竞争规律的。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具有高度职业道德的合格的工作者，尽管我的两个前老板未必这

么想，甚至现在还有可能对我恨之入骨。但这是他们的个人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对每个人从来

都是仁至义尽的，所以偶尔被骗，但总是损失有限。

阅读(7049) |  评论(3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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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19 17:59

回复 |  删除

这个世界有两样东西很难得，真情和理想，但愿你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的时候

还会体会到爱的存在，而体会到爱的存在的时候，也能无所遗憾。你不会为所有人站到

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至少要为那么一两个人这么做。但愿你能做出可以让世人看得见

的不凡成就，而不是最终也只是成为众多”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的一员而已，为你的

理想加油！

2014-11-12 07:45klaava

回复 |  删除

婚姻非儿戏，望君慎重。

婚姻和研究不冲突，参考费曼。

到老了，你就会发现家庭亲情更重要。

能否处理好，就看你的智慧了。

2014-10-20 15:37海边的卡夫卡

回复 |  删除

作为一个对伞哥有两三年的旁观者，这里想站出来，对伞嫂说一些话：异地恋注定有很多的苦楚；结婚后

的两地分居，女性更是会有很多的辛酸，这点我能从我老婆身上感受到很多——我跟我老婆恋爱6年，结婚

异地近一年，明年就能在一起生活。但希望你能够理解他，和伞哥在一起你注定将会经历不平凡的一生，

估计这是你生活圈子里认识或者将要认识的男性都无法给予你的。选择一个人，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房子

、车子，所有的这些物质可以说真的什么都不是，“理想”是我们整个一代人最缺乏的东西。

这些话可能有些说教味，或者说旁观人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味。但请伞嫂站在离当前生活远一些的地方多

多思考。也替伞哥向你说句，多多体谅。

推荐你去看一本书《源泉》。

2014-11-04 15:01惊现伟哥！ 回复 海边的卡夫卡

回复 |  删除

伟哥，你老婆明年就能去你那了吗？？？

2014-10-31 03:14木木

回复 |  删除

其实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观。回帖的兄弟千万别把自己的人生观加到别人身上。为

什么一定要做普通人呢？普通人还不够多么？

2014-10-30 05:47m13716423374

回复 |  删除

伞哥好霸气，但婚姻这东西能不离就不离。

2014-10-30 03:10冰河时代

回复 |  删除

从进化的角度看，人脑最复杂的部分在于理解别人的意图，很难想象我们现代的社会没有人类之间的合作

怎么建设。所以从这个意义而言，政治、情感，也有其存在的意义。

2014-10-26 15:44faxian

不要太偏激，否则你的人生是不健全的。你现在认为正确的选择，很有可能有一天让你后悔。不要以为留

学真能学到什么，至少以我8年德国留学经历来看是这样。以你如此要强的性格，终有一天，会因无法溶入

当地文化而迷失。珍惜爱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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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4-10-23 10:45地中海之蓝

回复 |  删除

伞哥别忙着说狠话，还是冷静下好好想想吧。当初选择结婚应该也是经过深入交流和深思熟虑的，所以

有的话还是别轻易说

2014-10-22 20:18moonykily

回复 |  删除

家庭问题只有当事人们才能决定，我也就不多嘴了。只是，万一离婚的话，建议留意下学术圈的女性，尤

其是偏社科、人文的，我觉得这个圈子有不少聪慧不俗的美女！

2014-10-22 15:16乘风

回复 |  删除

你是个很棒的人，适合做科技。但凡事不要执着。有时候女人哄哄就好了，缘分不易，修缘亦是修炼人生

；构建家庭的复杂度远远甚于构建程式算法——假如你止于象理之道，而离于修身之德，那你还是个俗不

可耐、能力有限的人。得学会生活，年轻人。

2014-10-22 13:41CWL

回复 |  删除

像你这种程度的人如果人生中还能有一个东西能指导你纠正你错误的话，就只有佛法了。

2014-10-21 08:28sw2wolf

回复 |  删除

似乎你不能完全听懂意大利语， 那上课一定很累？

2014-10-21 16:56 冰河 回复 sw2wolf

回复 |  删除

能听懂一小半，但我能看懂幻灯片和板书，我们专业的教材也大部分是英语。更重要的是很多知

识我本来就学过，没有什么是完全陌生的。

2014-10-20 07:46睡在屋顶的猫

回复 |  删除

我很赞成你说的。

但冒昧得说一句：这么看来，当初结婚就是你目前人生中最大的bug吧？糊涂啊！

2014-10-20 12:32 冰河 回复 睡在屋顶的猫

回复 |  删除

我并不后悔结婚。

2014-10-21 07:12罗一刀流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男人做事就是要不后悔, 最大的追求就是不断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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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0 17:22Oliver

回复 |  删除

而且，怎么办也三四点都不睡觉？？

2014-10-20 17:21Oliver

回复 |  删除

看来伞哥得要找个意大利老婆。。

2014-10-20 16:42Mr-Later

回复 |  删除

大家都是成年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考量，也应该做对自己的成长最好的选择。

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

2014-10-20 16:00支持伞哥离婚

回复 |  删除

坐等离婚，其实国外的女性可能更适合伞哥

2014-10-20 15:04

来自Android客户端

757617012

回复 |  删除

伞哥，我不支持你，也不鼓励你。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兼精神崇高者，兼完美主义者，你有你的价值观

，您爱人有她的价值观，你们结合在一起时就应当告诉她你的既定目标和所要走的路线（我相信你告诉她

了），但是离婚这话最好别说出口，伤感情，伤她的心同时相信你潜意识里也不好受，男人天生是需要女

人帮助的，祝你们幸福，也会持续关注你，更希望你能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那时候最好还可以和妻儿一

起吃饭，一起做游戏。伞哥，加油！?

2014-10-20 13:50gaolool

回复 |  删除

，每个人总有绝对无法妥协的东西

2014-10-20 11:19yanxu_online

回复 |  删除

"胸无大志、甘做房奴的男青年在杭州不计其数，爱找谁找谁去，就别再坑我了。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哪怕是把所有女人都得罪了，从此孤独一生，也在所不惜。"

我曾经也是类似的想法，这应当是考虑到自己人生价值的理性结论，但是，人的本能却告诉我们，最能直

接给予一个人幸福感的是一个温暖的家庭。学术的成就，对人类的贡献，对知识的追求，固然可以令人获

得很大的成就感，但它不会让人感到幸福。家庭不一定会跟自己的事业产生矛盾。一个人放弃了一件东西

，不见得就一定会得到其他的，有可能什么也得不到。放弃家庭就能得到学术的成功吗？拥有家庭就一定

会拖自己后腿吗？也许只是处理的方式不当。没有想要说服你的意思，其实很欣赏你的坚持，只是觉得如

果两者兼得就更好了。

by yanxu.org

2014-10-20 08:55jinjunhang

回复 |  删除

目的明确，执着追求！但是否可以兼顾下其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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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0 06:48XXXXX

回复 |  删除

啊呀。。。潇洒的冷漠。。。多少年后，到底哪些才是重要的，还不好说额，心智欠成熟。。

2014-10-20 06:33勇闯天涯

回复 |  删除

即便人生有许多无奈，也曾经爱过，不是吗？ 

没必要把话说的那么冷漠。

男人为婚姻付出太多，女人难道付出的就少了？ 

忽然又想到，我们来这世上一遭，是为了追求什么？ 做什么样的人？掌握什么样的技术？我觉得爱和内心

的平静也是要的。

2014-10-20 06:16冰河世纪

回复 |  删除

你过了我的人生的感觉，有自己的追求，而且造诣还颇深，只遵从自己的内心，视社会规则为无物。可惜

，我没能达到你的这个境界，各种追求目标的水平太次，无法忽视社会的压力。赞一个。羡慕一个。

2014-10-20 06:00AI

回复 |  删除

纯粹到计算机化了

2014-10-20 03:44匿名用户

回复 |  删除

如果你这么评论你老婆的话，我觉得这是你至少做过的一件不在你掌控范围内的事。

而且我认为公开诋毁你老婆，不是一件有风度的事情。

别告诉我你早就料到会这样。

2014-10-20 05:17 冰河 回复 匿名用户

回复 |  删除

我的任务就是把我的感受全都说出来，以供后人参考。至于是不是 “诋毁”，迟早再看也不迟。

2014-10-20 03:57aa

回复 |  删除

其实，我觉得你是挺自私的，你只活在你自己生活里，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2014-10-20 05:10 冰河 回复 aa

回复 |  删除

我以前说过，每个人都自私。高级别的自私同时创造社会价值；中级别的自私至少不为害他人；

只有低级别的自私才是需要避免的，通过侵犯他人的利益来获取自身的利益，这个过程中没有价

值被创造出来，只有价值被转移。

至于别人的感受，恐怕只有 中国人的某个部分才把“感受”这种东西当作一种真实的价值来对待

，看到别人比自己强或者过得比自己好就像丢了钱一样痛苦。我即便是在为我的雇主创造巨大价

值的时候也从未考虑过他们的感受，因为没有这种必要，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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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0 04:58Heg

回复 |  删除

支持你继续学习，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也许你一直在前进，而你夫人还停留在原地吧。

2014-10-20 04:10yf611x

回复 |  删除

你错了，你会后悔的。

2014-10-20 03:58闪歌歌

回复 |  删除

很牛逼。

和你夫人没沟通好。

但是很牛逼。

2014-10-20 03:54moncal

回复 |  删除

好像职业道德不行也是智商有问题似的

2014-10-20 03:50叶卢庆

回复 |  删除

不要总是一阵见血,给点面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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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感觉良好 第一学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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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窥门径初窥门径    

过去两周里一切正常，稳定地工作和学习，所幸一切仍在掌控之中。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是我经过

反复阅读，终于开始理解概率模型课的两本教材——Feller《概率论及其应用，第一卷》

和 Ross《概率模型导论》——中的大部分内容了。然后这门数学课变成了一种享受，我还学会了用

意大利语描述数学公式和那些常用的概率论相关词汇。一个月前我对这些知识的了解还仅限于其名

字，现在我已经对上述两本书中的知识了然于胸了，而且还沿着“导论”继续向 Queueing

Systems 的深入部分前进。最终的目标就是为我“系统模拟”课程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总之我感

觉自己已经开窍了。遗憾的是我曾经家藏的两本来自俄罗斯数学家（完成概率论公理化

的 Kolmogorov 的弟子写的）的概率论名著 [1, 2] 既没有带到意大利来也没来得及送交朋友保管，

随着我的婚姻陷入僵局，那些宝贵的数学书也就此遗失了。结果关于 Kolmogorov 概率论公理化的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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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冷 2009-11-02 19:01:00

UDP on LispWorks 2007-11-02 21:53:3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L1000026

评论评论

    转载

知识我只能去查网上的免费论文了，按照 Feller 教材里的德文标题（Grundbegriffe der

Wahrscheinlichkeitsrechnung）查的，然后竟然也看得进去。其实数学知识用什么语言和符号表

达都一样，重要的是数学本身。

由于花了太多时间读书，导致工作时间比前段时间有所减少，因此影响了收入，略感痛心。事实上我

每个周末的两天休息日都在足不出户地紧张工作，以弥补平时缺失的部分。这样的好处是可以连续十

几个小时地专注一个项目然后高效率地完成，坏处是有时觉得太累了，但又舍不得休息。不过好在盼

头还是有的，再挺一个多月，到12月12日学期一结束我就再次时间充裕了。至于工作本身，我的思

路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晰过，不但代码写得更好了，而且其它每件事也都是在深思熟虑和仔细的计划

下完成的。很有成就感。

作为 MacBook Pro 2011 AMD 显卡问题的受害者之一，最近我终于学会通过禁用那块脱焊的

AMD 显卡来勉强挽回整台电脑了。我曾经去本地的苹果直营店里申请付费维修，但就因为电脑里有

非原装的配件被拒绝了。我关注这件事的诉讼进展，虽然希望不大，但是迟早有一天我得把这台电脑

彻底修好。

另一件事，就是终于在学校里找到了梵语课。先前误以为本校的梵语课程已经停止了，结果后来竟然

被我无意中找到了。只可惜发现得太晚，现在已经跟不上了；而且我意大利语还不行，听不懂人家讲

课。而且本校的梵语课程是为三年制本科生开的，每轮课程历时8个月，总共划分为三个不同级别，

规模宏大，我看我必须延期毕业或者读个博才有可能完整的学下来了。总之我决心第二学年正式选修

梵语课。我也懒得跟人解释学梵语的动机了。

阅读(5506) |  评论(1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自我感觉良好 第一学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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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5-01-15 03:10阿峰

回复 |  删除

学梵语的动机别是为了佛学吧！看金刚经大藏经宝华经这些个经书的梵语原版

2014-11-03 00:52yanxu_online

回复 |  删除

闪闪发光的文字，散发着知识的光芒。

2015-01-11 14:29Gipfelsturmer 回复 yanxu_online

回复 |  删除

是啊~知识是最耀眼的光芒~!

2014-11-21 02:18dx

回复 |  删除

我看我必须延期毕业或者读个博才有可能完整的学下来了

真是敢想敢做啊

2014-11-16 13:46wpicl2020@163.聪明

回复 |  删除

婚姻陷入僵局？不会吧？前段时间不是还好好的？

2014-11-10 09:23z.han0903

回复 |  删除

我也想出去。。

2014-11-07 16:24ultragtx

回复 |  删除

显卡脱焊那个 找个修理店reball一下 可以撑几个月

2014-11-07 18:17 冰河 回复 ultragtx

回复 |  删除

谢谢

2014-11-07 09:54嘟嘟

配图看着像级数展开啊⋯⋯



20/08/18, 20:49 -  - 

Pagina 4 di 4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410325653915/

我的照片书 -  博客风格 -  手机博客 -  下载LOFTER APP -  订阅此博客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8

回复 |  删除

2014-11-03 11:12fikgol

回复 |  删除

伞哥，到底为啥学梵语，求赐教

2014-11-03 01:04江上日出

回复 |  删除

还是得注意一下身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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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期结束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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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000049 (1) L1000026

评论评论

    转载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的第一学期明天结束，终于有时间和心情再写博客了。两个半月以来我过着非人的

生活，五门课，几乎一节课没旷过，然后每周还可以工作40个小时。意大利语有所进步，简单的意思

已经可以即时表达，教授的讲课我多多少少也能现场听懂了，有时还能回答几个问题或者发表一点儿

评论。不过那些从国内带来的意大利语教材我是几乎一眼没看，根本没有那个时间。另外，我似乎给

教授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虽然语言不太好，但是似乎没人介意这一点（因为我的英语还不错，比大

部分同学都强），丰富的知识和快速学习的能力让我多少赢得了一些尊重。

工作上一切顺利，只是临近2015年了，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了。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给

我添乱，或者说凡是像给我添乱的人最后都没有成功。甚至我的前老板还因为工作压力过大不幸住院

治疗，这算是害人不成反而把自己给搭进去了。接下来我不用去学校上课，虽然还有一些项目和考

试，但终于又开始每天有大把时间连续地集中精力工作了，这相当于进入了一个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

加理想的状态：身在意大利，无人打扰，入学事宜早已办妥，学业也顺利，手头资金也充裕，就差工

作上更上一层楼了。另一方面，我也时刻准备着失去这份工作，然后用手头剩下的资金完成两年的学

业，因此必须保持足够完成学业的储蓄。

一直没空把带到意大利的莱卡 M9 相机修好，CCD 前面的低通滤镜上有磨损，导致小光圈照片上有

黑点。以前还不觉得当初买这个相机有多奢侈，直到我到了意大利以后发现这边的人一个月才挣一千

多欧元，而我的相机加镜头最少值一万欧。由于手头没有能用的相机，另外也没有时间和兴致，所以

三个月以来我从没拍过一张意大利的风景照片，也没有放松心情去欣赏过当地的风景——不能不说这

是一种浪费。没有像样的照片，也就懒得写博客了（因为我每篇文章都要配图的）。

我逐渐认识到，生活中没有百分百的称心如意，即便所谓稳定的生活其实也是在时刻努力维持一种动

态的平衡，绝不可能自己什么都不做就一切万事如意。另一方面，与别人相处也不能要求太高，否则

身边所有人都进黑名单的话这日子也就没法过了。那些真正对我好的人，即便有很多缺点，只要我注

意保护好自己和核心价值，还是可以继续相处的。我有这些想法，可能是因为经过了四分之一的留学

生涯以后，感觉自己距离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尚有很大的距离，在能够给社会做出重大贡献之前，不如

先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吧⋯⋯

阅读(5508) |  评论(1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初窥门径 “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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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5-01-13 05:39Stanley

回复 |  删除

冰河，变帅了。最后一段话引起共鸣！

2014-12-25 00:59不懂装懂

回复 |  删除

有点酷哦，呵呵

2014-12-20 06:56北边小岩

回复 |  删除

加油啊，伞哥。

2014-12-17 10:33云破月

回复 |  删除

恭喜伞哥更上一层楼

2014-12-16 12:09foxtail

回复 |  删除

感觉你的观念正在潜移默化的发生变化。

2014-12-16 11:39黄庆兵

回复 |  删除

终于更新博客了啊

2014-12-15 03:52昔

回复 |  删除

2014-12-14 08:17DavidChange

回复 |  删除

伞哥牛叉，

眼神好有杀气。

可爱的Small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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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3 05:57

回复 |  删除

不知道意大利有踢毽球的吗？

2014-12-11 16:56yanxu_online

回复 |  删除

身在异国他乡，伞哥注意保重身体哦。财务上还是精打细算一下吧，首先准备足够学业和生活的，其它的

比如软件相机之类可以缓一缓。

2014-12-12 13:48扑来树袋熊 回复 yanxu_online

回复 |  删除

伞哥这么精干的人应该会盘算好的。

2014-12-12 07:11sunhuino1

回复 |  删除

徕卡发出了一则公告，表示如果你手上的M系数码旁轴相机，包括M9、M9-P、MM及M-E 的CCD感光元

件出现腐蚀问题，可以拿回原厂免费更换，如果之前是付钱更换的，则可以收取退款。

2014-12-12 10:37 冰河 回复 sunhuino1

回复 |  删除

是吗？谢谢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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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L1000025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L1000049 (1)

评论评论

    转载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可以说是越来越有趣，甚至越来越简单——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所以只要挺过了第一学期，第二学期的课程（例如人工智能）就更加有趣；挺过了第一年，那么第二

年的课程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堂（例如逻辑编程、辅助定理证明等）了。所以，重要的是如何把学业

顺利延续下去，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要努力工作，其次还不能因为工作而忽略了学习。但即便是

眼下的状态，我也已经赚到了：在意大利的三个月里我的收入就超过今年前八个月的薪水之和；仅仅

两个多月的在校学习竟然加深了对自己多年来所维护的软件的理解，这完全是始料未及的。当初我觉

得自己回到校园里深造一下可能以后会对我的工作有用，但是没想到会这么有用——我从学校里学到

的知识几乎立刻就用上了，然后反过来我的软件还帮助我加深了对课程的理解。另一方面，每一门课

程都跟 Lisp 多少沾点儿边，但我很注意的一点是：只要课程项目对语言有要求我就不去用 Lisp，因

为好戏在第二学年呢。

所以，到今天为止，我对自己当初庞大的留学计划的顺利实施（并且是毫无妥协地按照最优方案实施

的）感到欣慰，对于在这个过程中给那些从中加以阻挠的人所造成的或多或少的损失谨表示遗憾；甚

至我也没什么可后悔的事，包括给我夫人造成的很多不愉快，因为每件事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尤其

不后悔离开 Glority 公司，因为这家公司对利润的追求已经超出了合理经商的范围；但我也不后悔三

年来的工作经历，因为所有的积累最后都沉淀为宝贵的经验和业内声誉被我带走并继续发扬光大了。

现在唯一困扰我的，就是除了工作和学习以外，我还应该干点儿其它什么可能有意义的事。我现在完

全没心情欣赏意大利的风景，也不想去结交更多的朋友（至于未来科研上的伙伴现在可能还言之过

早），在意大利的生活简直平淡如水。这在眼下不是什么坏事，但也不应该成为常态。也许我该早点

儿把相机修好，然后没事去街上拍几张照片，也算是重新开始生活了。

阅读(6374)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第一学期结束 冰河年鉴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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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02 03:31superggn

回复 |  删除

可以尝试下极限健身，身体是灵魂的居所。

（仅供参考）

2014-12-30 06:09zhang_411

回复 |  删除

期待照片。很棒的经历！

2014-12-19 10:55chaoqi

回复 |  删除

也许可以考虑翻译一点 lisp 方面的经典书籍，造福一下像我这样的家伙。

2014-12-16 15:13jie

回复 |  删除

“在意大利的三个月里我的收入就超过今年前八个月的薪水之和”，还是在兼职的情况下，可见层层剥削

的威力... 

2014-12-18 06:28kk 回复 jie

回复 |  删除

是啊

2014-12-18 04:53zheng19870903@126

回复 |  删除

赶紧修好，多拍照片。。

2014-12-17 03:04mayl-linux

回复 |  删除

祝贺功力精进！

2014-12-16 15:56路过的码农

回复 |  删除

一个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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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冰河年鉴 2016 2016-12-31 15:18:32

    转载

和往年不同，今年的年鉴特别难写。因为很多事情难以解释，其中还有相当多的不愉快，但为了准确

记录我的生活，同时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我的心态，又不能避而不谈。过去的一年里我博客写得比往年

少，有时两周一篇，有时甚至一个月才写一篇。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比往年更加繁忙，另一方面是因为

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一旦写出来只会导致更多的不愉快。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在前一年的德语班里遇

到了一个姑娘，然后带些三分被迫七分不情愿地开始了一小段身不由己的生活。我一度试图抗争，然

后失败；一度决定不如索性安于现状、顺其自然，随即发现自己原本平静而有序的生活又被变本加厉

地侵蚀。最后我终于留学计划成功，夙愿得偿、一走了之，这才又重新回到了正轨，随后逐渐消除了

之前的短暂无序对我的日常工作和学习所造成的影响。

回顾我过去的一整年的成绩，说实话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工作上虽然偶有小的成就，产品也被维

护得越来越好，但最重要的多线程项目始终没有彻底完成，同时我的工作团队和工作环境也都不尽如

人意。虽然自从离开公司以后直接为上游服务（从而免去一层剥削）大幅增加了个人收入，但由于我

的个人变动也导致我过去的同事失去了工作机会。商业竞争无处不在，无论是个人与公司之间的，还

是工作团队中成员与成员间的，尽管我始终占据上风，但处理这些事情本身就占用了原本可以用来思

考工作细节的时间，在事实上对产品有害。不过好就好在人们普遍认为商业竞争是残酷的，无论表现

得多么冷酷无情也不涉及道德风险。

学习方面，在出国之前也进展不大。留学所必需的意大利语我学得并不很好，因为各种语言学得太杂

了，结果B1考试的成绩也很一般，B2则干脆没有通过。这一年几乎没学什么新技术，旧知识虽然没

有刻意巩固但也好歹没有忘，至于过去一直想学会但迟迟学不会的那些知识，最后也还是没有学会。

不得不说这跟学习时间的减少有关，过去多年来我一个人生活，工作之余有大把的时间学习，可自从

生活里多了一个人以后就变得松懈了，经常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去学习和复习了。学术和公共知识方

面几乎没有贡献，唯一值得一提的也就是忙里偷闲帮出版社审校了一本10年前出版过的计算机书，从

而使其得以再版。

生活方面，我认为直接说是“婚姻失败”就好了。我一度错误地认为生活中遇到的每个姑娘都是好姑

娘，只是有的相貌好看一些，有的稍差但也能将就着看。在这种错误的观念下，婚姻大事似乎仅取决

于彼此的缘分、视觉印象，以及所处的时间点是否已经到了应该让包括家长和朋友在内的各方满意的

时候了。再加上我的处世原则——不给社会添乱，同时尽我所能地做一些贡献。所有这些因素，加上

我对婚姻意义的不够重视，导致我在临出国前的半年里相对草率地接受了一段全新的感情，并在其后

的几乎每个月都吵架并闹一次分手的背景下，竟然在出国前的一个月出于安慰病人的心态把结婚证给

领了。从此便被套上了无形的枷锁，再无任何舆论优势可言。

如今我在意大利的生活平淡如水，学期还没结束的时候每天忙碌地学习和工作，假期里就把自己关在

一个小屋里继续工作和做课程项目。但这不就正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生活么？不但回到了校园，甚

至来到了欧洲，这里有更好的空气、更安全的食物，但关键还是可以不受打扰地学习和工作。我仍然

希望自己能在未来的一年多里取得一些值得骄傲的学术成就，而我的各种语言也会说得越来越好，等

功成名就了再仔细地浏览欧洲。在国内网络封锁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无论如何我是不想回去了。

阅读(7566) |  评论(1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忏悔” 被迫实施的移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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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冰河年鉴 2012 2012-12-31 08:18:26

献身计算机科学 2008-12-31 07:18:46

冰河年鉴 2007 2007-12-30 18:01:1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L1000026 L1000049 (1)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评论评论

2017-06-06 06:49Elvisking

回复 |  删除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想知道后续如何了？

2015-06-11 11:39风歌

回复 |  删除

你在国外一切都好吧？看你的字应该快回来过假期了。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婚姻过来人来说，无论是恋

爱时的不愉快还是婚姻中的不愉快，都是正常的生活状态。因为人的诉求和心理总有不能让自己满意的时

候，一旦与自己的内心发生摩擦，不满情绪就产生了。我曾经在和老公结婚前也产生过要分手多次吵架的

经历，现在想来都是想分辨出自己的另一半到底爱自己有多深，够不够爱自己。曾经在买结婚礼品时，我

还和老公斗气不理他，婚酒啥的就那么气呼呼地看他在搬呢。如今我和他结婚十五年了，不求其他，只求

我们都能身体健康，生活富裕地过好每天。当然，我和老公的一个通病就是，都很懒，只是他要正常地上

班，所以我打理家务和基本的家庭生活问题都是我一人承担了。如果遇到了恋爱了也结婚了，还是往好的

方向发展吧。毕竟选择的时候也是在原因选择的。对吧：）

2015-06-14 19:16 冰河 回复 风歌

回复 |  删除

不对。你老公能忍，我可不惯病。感情是靠生活中一点一滴培养的，凡是认为只要领了证就可以

随意糟蹋已取得的成果而不会损失什么的人，一定要坚决地跟她离。我现在盼我夫人早点儿死，

她和她妈是这世界上的败类，少一个是一个，尤其不能帮她们产生出下一代来。

2015-06-20 07:46风歌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啊，你夫人这么招你恨吗？这都到了什么地步呢？你既然要回来，那肯定难免一见。能跟知识渊

博的你对话，真的感到好意外！所谓名人没有架子啊！既然相识相爱了，难道不能好好维护吗？

要是真的不想过下去，就早点儿断了这份痛吧。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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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25 06:50David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伞哥说话虽然犀利，不过能让人感同身受，没亲眼见过也不乱说，不过支持你，你一定有你的道

理。 看你的日志真的是在看一个人的人生，虽然这仅仅是个开始，羡慕你的性格

2017-06-06 06:49Elvisking 回复 David

回复 |  删除

后续如何了？

2015-02-15 09:10天姿

回复 |  删除

2015-02-07 05:15睡在屋顶的猫

回复 |  删除

佩服。哈哈，不过，我没有结婚的压力。

2015-01-16 02:08luckycaolixia

回复 |  删除

所以一个月的德语办，我说Guten Tag你还是能GET到意思的哈~~

2015-01-05 05:32nick

回复 |  删除

有点短。。。

2015-01-04 10:39Motto

回复 |  删除

"竟然在出国前的一个月出于安慰病人的心态把结婚证给领了。"

可能很多人不能理解。那种状态下，你夫人和她家长心愿应该是尽快结婚。那种情形下，要么答应结婚要

么不愉快分手。平常时候，分手不意味着什么，那时候分手给人感觉太残忍，视乎“有违道德”。

2015-01-04 08:41sunhuino1

回复 |  删除

坦率~~~

2015-01-03 13:54赵一五

回复 |  删除

无论如何不想回去了。。哈哈哈。

2015-01-03 03:56sw2wolf

花了钱却吃喝都不安全的确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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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5-01-01 16:21jefflee

回复 |  删除

"其后的几乎每个月都吵架并闹一次分手的背景下" 确实不应该领证啊。。。

2015-01-01 08:13fractrals

回复 |  删除

从同事那知道了冰河的存在，知道了common lisp原来国内也有人搞的出色。

希望冰河以后多多关注学业和学术，至于生活就顺其自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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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沉着冷静地迎接春节 2012-01-21 16:58:16

ILC ‘09: Preliminary Program 2009-01-21 15:49:16

考研结束 2007-01-21 13:03:27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转载

我的二代居民身份证将于今年9月份到期，按规定应该提前两个月去签发机关（杭州市公安局某分

局）办理换证手续，也就是今年7月份的时候。而这正是我暑假回国的时间，因此从表面上看一切顺

利，各项时间表吻合得相当完美。

可惜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换新身份证除了必须本人出面、携带旧身份证以外，还需携带户口薄——

对我来说这其实就是一张浅蓝色的户口迁移证，这张纸在过去几年里唯一的用途就是我领结婚证的那

天，没有那张纸和那张纸上的某个章的话就不给登记。可是这张纸在我临出国之前的某天莫名其妙地

消失了。我从未丢失过任何重要文件，但我花了整个下午翻遍了全部文件夹也找不到它。我怀疑是我

夫人未经许可把它拿回娘家帮我上户口去了（多年来我的户口一直滞留在浙江大学），因为她不但有

背着我做事的习惯，而且也一直是这样建议的。但我多次婉拒了，只因为觉得这门亲事还不稳定，而

且也没有急迫的需求。可我苦于缺少证据，不好当面质询，如果直接跟她要的话当然也不能给，所以

我走投无路只好认为已经丢失了。

这样一来我就无法在7月里顺利换证，但是接下来又要回去读书，任何补救措施都难以实行，因此从

2015年10月开始我就是个没有身份证的中国人了。但好在我的护照仍然有效，所以这并不会耽误我

在意大利继续读书。可是我的护照是2009年为了去美国MIT参加国际Lisp会议而办的，办得太早

了，有效期10年，因此它将于2019年3月到期。届时如果想要更换新护照，必须回到护照颁发地

（还是杭州市公安局某分局）办理换证手续。但我已经是个没有身份证的人了，所以无法更换新护

照，因此2019年3月以后我护照和身份证都没有了，这样也就无法在国内外正常生活了。

所以我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在意大利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不但明年（2016）夏天要顺利地硕士毕

业，绝对不能延期，然后还得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一边继续在计算机领域深造，另一边得以上完我为

期三年（2015.9-2018.5）的梵语课程，然后必须在三年之内（也就是2019年护照到期之前）毕业

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去客户——西门子公司位于意大利热那亚的分公司——那里找份工作（这个倒是

很容易），目标是为了获得在意大利的永久居留权。只有这样才能在护照失效以后继续正常生活，以

及往返于中国和欧洲之间。

将来跟人谈起我的移民经历时，我会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我2013年底不幸遇到了一个姑娘，并且跟她

结婚了。

阅读(11329) |  评论(33)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冰河年鉴 2014 春节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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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L1000049 (1) L2000013

评论评论

2015-06-10 17:18xah

回复 |  删除

好久没上微博，没看伞哥的博客。赞一个。--xah lee

2015-04-24 06:46123

回复 |  删除

好像经常看到你在博文里说妻子坏话啊

2015-04-01 08:21goss

回复 |  删除

哈哈，太逗了，这绝对是我见过的程序员典型思路~

2015-01-27 06:08snowlee

回复 |  删除

        技术 上一直支持你，甚至推荐我的员工看你的技术博客，但是生活上，人际关系上感觉你处理的比

较糟糕！

2015-01-28 12:48 冰河 回复 snowlee

回复 |  删除

凡是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我不觉得我处理得比别人差。那些以占我便宜为目的的

人际关系，不要也罢。

2015-02-06 10:07snowlee 回复  冰河

    技术上我们需要穷尽技术根本的态度，追究到细枝末节，而有完整的大视野，这是我们做事业

的根本。

    得失之间，其实界限很模糊，我本人是软件公司的BOSS，那些技术能力强悍一定我所喜欢的

，但是要价过高，我也要衡量。从你的职业经历来看，你一直似乎在抱怨你的BOSS，从丁磊到你

上家的老板，其实技术付出和薪资收获是一个再平衡的过程，是经过市场历练的，我的意思是你

两任老板都不会付给超出你能力之外的薪水，这个应该是资本定律，而且现在完善规范化的公司

都是不会因为某个人的离开会受多大的影响。离开JOBS的苹果还不是大踏步往前走。所以唧唧歪

歪抱怨老板，是不会得到重用的，离开了更没有必要去抱怨，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合作呢。尤其

像丁磊这种大佬，成就的是一番大事业，期间也是历经艰险，创造的社会价值以及制造的就业机

会真不是我们做为一个技术工程师做能评判的，即使对自己有点偏颇又怎样。声明一下，我跟丁

磊不认识，没有必要替他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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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关于家庭，我也有话要跟你捣鼓捣鼓，我也是北方一纯爷们，没结婚之前，你天天小姑娘是没

有问题的，但是结婚之后，真是要拿出一个老爷们的风度和气量，婚姻是要平等互惠这个也是人

之常情，看到你博客里唧唧歪歪感觉你好像受骗上当一样，其实你只是站在你个人的立场上，你

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不会轻易受骗，尤其在婚姻上。结婚后我也看不到你尽的婚姻义务在那

里，LP得病感觉你也是仅仅陪护了2个礼拜而已，其实放弃德国的留学机会留在国内照顾生病的

妻子也只是一个正常的选择，女人健康美丽是老婆，女人失去健康美丽还是老婆，责任都是不可

推卸的，这个是不能用平等互惠来衡量的。即使选择离婚，也要跟一个北方爷们一样感谢对方的

一段婚姻路程的陪伴。那也是三生石上的一段姻缘布施，不管它带给你的是甜蜜和苦涩。   咀嚼

我的这些文字，需要扣紧自己的心门，目光一定会柔和下来。

2015-02-06 20:25 冰河 回复 snowlee

回复 |  删除

遵循市场规律的结果就是我每次离开一家公司以后都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尤其离开上一家公司以

后薪水立刻翻了三倍。我的雇主们都觉得自己挺NB的，我也是这么觉得我自己的，所以这也算是

双赢了。

至于婚姻你没资格说这些话。一个像精神病一样的女人，动不动就提分手或离婚，甚至在她住院

那两个星期里还埋怨我照顾不周要跟我离婚，甚至还提出按照医院护理人员的标准付给我护理费

，为了这种人我要是取消留学计划的话只会后悔一辈子！至于你说的什么就算离婚也要感谢对方

陪伴之类的屁话，那是给离婚找小三的人准备的吧？要是没有仇恨的话那还离婚干什么？所谓“

好聚好散”才是最虚伪的！

2015-02-09 12:51snowlee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关于婚姻的讨论，就此打住！

2015-02-12 09:17evan 回复 snowlee

回复 |  删除

不是有意针对你，不过你讲的话实在没什么建设性，我会归到假大空一类。工作不过是份契约，

对于被雇佣者，就是出卖劳力，换取回报。做的东西越赚钱，能做这事的人越少，就越吃香，市

场经济规律如此。整天能力啊，付出啊什么的煲鸡汤，不过是忽悠小朋友罢了。

有句话，屁股决定脑袋，真不是说说的。

冰河是实在人，能在网络上把自己真实的生活经历、所思所得和陌生人分享，我很佩服，也学到

很多，真心感谢！

2015-03-02 08:09googlevsbing 回复 snowlee

回复 |  删除

说的很有道理，但这有道理的话并不是所有人都领情的，很明显对于人生的理解，你们不是一个

境界的，冰河好像缺乏对爱的感知能力，就像他丝毫没有感受到来自你这个陌生人的关心

2015-03-07 09:58 冰河 回复 googlevsbing

回复 |  删除

你才缺乏对爱的感知能力呢！

2015-03-20 11:00starshine 回复 evan

你的观点非常对，我很同意。 劳资双方只是一份在商言商的契约关系，旅行自己的职责下，没必

要考虑其他。另外，婚姻关系里，到底怎样，外人永最好不提任何意见，在婚姻问题上，对人指

手画脚的人永远都是多余。 上面那个snowlee在我眼里就是傻逼的代名词，我毫不客气的说，社

会的混子和油条，和伞哥这样的人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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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5-03-20 11:03starshine 回复 snowlee

回复 |  删除

恕我直言，我觉得你就是sb，社会的混子＋油条。 

劳资双方只是在商言商的契约关系，履行了职责，你愿意委屈求全那是你的抉择，有人就心直口

快的直说，那是人的自由。并且，那些抱怨只是实事求是的个人意见透漏，并非故意捏造谣言，

有何不可？！

－－－－另外，你对于人家婚姻指手画脚，还不允许人家辩解。婚姻关系里，你了解人家老婆什

么人？ 你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所以，对别人婚姻问题指手画脚的人，都是多此一举。 所以，我

认为你是个sb。

2015-03-20 11:08starshine 回复 snowlee

回复 |  删除

你再看看你的blog，点进去之后，你的博友，都是一大堆各色女人头像的博友，可见，你是个什

么玩意儿。 恕我直言，要说你是个恩怨分明、严于律己的君子，从你blog来看，打死我也不信。

恕我直言，我觉得伞哥并不想让你这类人看他的blog，有时间还是去泡泡你那些美女博友吧，或

者去去你平时去的酒吧会会你的狐朋狗友，省的在这里找不痛快。

2015-03-19 06:04mayukuntian

回复 |  删除

冰河，你好。我也是一名Lisp爱好者。请问你喜欢刘诗诗吗？

2015-03-19 09:25shenziye@126 回复 mayukuntian

回复 |  删除

lisp 和刘诗诗这个人有什么关系？刘诗诗是谁？

2015-02-22 03:38sw2wolf

回复 |  删除

有条件当然移民！ 国内搞技术，过了35岁就比较难了，BOSS多急功近利，很少愿意招“老人”的。 另

外，国内花了钱也很难买到放心的食品、訨后代受公平的教育。。。为了身体及后代移民吧！

2015-02-20 11:29xxoo

回复 |  删除

加油

2015-02-17 02:38zhang_411

回复 |  删除

冰河，明天就要过年了，祝你新年快乐！保重身体！

2015-02-04 07:21猪

回复 |  删除

其实不是被迫的，是你自己安排的

橘子郡の男孩 回复 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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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10 04:23

回复 |  删除

赞成。

2015-02-07 05:09睡在屋顶的猫

回复 |  删除

支持！自己也跑派出所好几趟，麻烦呢。

2015-02-05 16:07cicero6

回复 |  删除

不必如此。建议你了解一下智利的移民政策，知乎有个链接：http://www.zhihu.com/question/19663

468

你所需要的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大半年的空余时间（用来呆在智利）。

另外提醒一下，如果只有意大利居留权，而没有有效护照的话，恐怕会给生活带来不少麻烦。一个主权国

家的护照还是很有价值的。

2015-02-02 07:38NN

回复 |  删除

人生只是选择而已，你一直都很真，智慧的人只是会选择，可以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将来，所以很有趣！

2015-01-25 07:23Mars

回复 |  删除

中国公民在境外可以到当地使领馆换护照，不需要身份证，更不需要户口本。

另外，还是建议你跟你夫人好好沟通一下。

2015-01-24 03:25游客

回复 |  删除

建议了解一下Asperger syndrome。

2015-01-23 14:43没有注册的家伙

回复 |  删除

别管那些流言蜚语！冰河兄我挺你！

2015-01-22 09:12nonono

回复 |  删除

no zuo no die.

2015-01-22 05:26dd

回复 |  删除

没有女人会喜欢这样的人吧。另外随便结婚太不负责了。

2015-01-22 05:25OOO

直接说想移民就行了。其它都是借口。换证没那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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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5-01-22 02:13草你麻痹

回复 |  删除

草你麻痹

2015-01-22 02:03pnt

回复 |  删除

http://it.chineseembassy.org/chn/lsyw/huzhaolvxingzheng/t806325.htm

2015-01-22 01:48pnt

回复 |  删除

海外领馆也能更新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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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实施的移民计划 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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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2月13日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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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L6000102

评论评论

    转载

在意大利的几乎每一天，我都在提醒自己：我是为了最终成为真正的科学家才回到学校的，并且我的

学业跟我当前的事业在各方面都紧密挂钩，两者都容不得半点儿马虎。因此我的立场和世界观跟其它

那些尽情享受当下生活的学生，或者为了早日毕业然后找个好工作的学生，都是有本质区别的。我的

学习心态可以归纳为：首先并不着急毕业，然后每一门课都要深入学习，仔细研读所有教材，但凡需

要做项目过关的课程绝不草草了事，而是把它视为一次在教授指导下的具体科研实践的机会。这种心

态的结果就是，考试月里紧张而忙碌，完全没有心情想象如果在国内的话已经在准备过春节了。

今年算是有生以来第二次没在家里过春节。上一次是大二的时候有一次寒假没回家，因为没买到像样

的车票并且很希望留在学校里看书（就是2003年那个冬天我首次开始学习 Lisp）。结果那个寒假过

得很惨，学校里几乎空无一人，宿舍里冷得像冰窖。后来我就决心每年春节都回去看望一下亲朋好

友，主要是我爸和我姑，姑家的堂姐，还有儿时一起学计算机的朋友们。可惜今年回不去了，明年恐

怕也够呛。不过这对于留学生来说实属家常便饭，我也没什么感到惭愧的。

阅读(5571)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被迫实施的移民计划 稳步前进  

2015-04-04 14:44龙三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

2015-04-03 11:36昔

回复 |  删除

jo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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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11 09:02

回复 |  删除

“主要是我爸和我姑，姑家的堂姐，还有儿时一起学计算机的朋友们。”为嘛没有妈妈

呢

2015-03-12 01:50mashiguang 回复 jojo

回复 |  删除

你不是伞哥粉丝

2015-03-26 07:30jojo 回复 mashiguang

回复 |  删除

当然是粉丝，还是同事，只不过我入职的时候他早离职了。母亲把他生下来，又没有送人，能有

多大仇恨呢

2015-03-22 20:39GUEST

回复 |  删除

“成为计算机科学家”和“早日毕业然后找个好工作”一点儿都不矛盾。事实上留学的很多人都是这两个

目标一前一后达到的。

2015-03-09 06:36zck010708

回复 |  删除

姑家的不应该是表姐吗

2015-03-08 03:43哈哈的快

回复 |  删除

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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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感悟 第二学期结束  

2015-04-24 16:48:45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稳步前进稳步前进    

说起来已经快两个月没写博客了，这是有原因的。主要原因是新学期开始以后工作和学习都特别忙，

根本没有写作的心情；其次是因为 M9 的 CCD 缺陷我一度失去了摄影的欲望，没有像样的图片就不

好意思再发博客；最后是心情比较平稳，也不想太多事，没有什么心里话可说。过去我夫人总是抱怨

我发太多博客，暴露了很多她不想被人知道的隐私（与其说是隐私还不如说是家丑），但我过得不开

心、心里觉得窝火和不爽的时候尤其想多写几篇。所以根本不存在“要是当初少写几篇也不至于闹到

如此田地”的问题，一切都是必然的。最近终于把 Leica 相机的事情处理好了，添钱用 M9 换了最

新的 M-P (Typ 240)，从水货一下子翻身变成了行货 Leica 用户。从此拍摄意大利蔚蓝的天空再无

瑕疵。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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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这个学期的课程更有趣一些的关系，或者是我的意大利语也变好了一点儿，我开始在几乎

所有课程里崭露头角了，往往那些要求更多背景知识尤其是数学知识的课程是我更为擅长的。所

谓“知识面”本质上是旧知识，用旧知识来理解相关领域的新知识总比什么也没有要强。另外即便是

全新的内容我也几乎总是当场可以迅速理解，除非教授的意大利语我没有完全听懂。在英语授课的那

些课程里教授的提问我几乎都可以迅速作答，除非问题太简单我故意让给别人了。在我们专业最牛的

一位教授用英语授课的一门课程里，我在课后被问及是否有兴趣申请本校的博士学位，听起来似乎能

得到推荐。可惜我志向远大，既然已经花了近10年才从本科毕业变成硕士在读，我看我的博士学位也

不能急于求成。

数学方面本学期自学成果显著。我在代数、分析、拓扑、图论，尤其是上个学期（还有我大学本科的

时候）没学明白的概率论上均有收获。现在看来跟计算机科学最最相关的数学分支就是几乎用于各种

场合的概率论（及其相关的测度论），以及网络和分布式计算中必不可少的图论及其相关的代数拓扑

知识。但我并不满足于基于各种模糊不清的数学概念的初等概率论（例如 Feller《概率论及其应用》

第一卷），我必须学习以测度论为基础的公理化的高等概率论（如钟开莱的《概率论教程》和来自俄

罗斯的概率论教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彻底地认识这门学科，尽管这对于解决实际的概率问题并不

是必需的。很多这类数学学习的最初动力是为了理解复杂性系统和博弈论领域背后的数学原理，可惜

直到学期将尽也始终看不太懂很多高深定理的证明，这包括作为博弈论基础的 Nash 均衡背后

的 Brauwer 不动点定理、动态系统背后的 Shadowing Lemma、作为遗传算法可靠性依据

的 Holland's Schema Theorem、以及图论教材中作为顶点成就的图子式定理（Graph Minor

Theorem），更不用提三素数哥德巴赫猜想的长达 300 多页的完整证明了（除了摘要的第一句和正

文的最后一句以外）。因为这么多不懂的数学知识放在那里太窝心了，所以我已经正式决定：在博洛

尼亚大学读完两年的计算机科学硕士以后，我要留在目前的学院内再读一个数学专业的硕士，走研究

而非应用的方向；然后再离开本学院去语言学领域深造也不迟。当然所有这些计划的前提是我还活

着，并且还有资金可以继续我的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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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前进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3月末的时候有小姑娘从西班牙来看我，趁机终于首次离开博洛尼亚，去其它意大利城市简要转了一

下，在罗马的时候总算拍了几张新照片。后来4月初有一个星期的长假，最后一天我跟家里的室友结

伴游览了意大利北部的宗教名城特伦托（Trento），主要参观了当地的一些博物馆，科学和历史的，

收益良多。博物馆里收藏的西方古书的真迹尤其令我在写字方面茅塞顿开。现在看来，亲身出去旅游

一下，亲眼看到的东西跟网上的介绍和相关图片，或者 Google Earth 里的卫星地图还是有很大区别

的。我过去似乎错误地觉得自己可以躲在一个安全的场所只通过书籍、杂志和互联网来了解一切事

物，现在我改变看法了，以后只要有机会并且不耽误学习和工作就应该多出去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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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000115

评论评论

    转载

稳步前进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这一切都是我个人不懈努力的成果。享受个人的劳动成果是应该的，与人分享是美德，不与人分享

是“别人”没有这个资格。

阅读(6861)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春节感悟 第二学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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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2015-10-01 12:55少妇

回复 |  删除

好东西。你懂得http://www.caoliu56.com/u/?id=hhhh21000

2015-07-11 11:54Rock

回复 |  删除

这手绘书简直是惊为天人；期待伞哥博客继续更新。

看着那些自己想走却未敢走的路上的人，只能充满敬意与期待地在一旁注目，加油！

2015-08-31 07:29oceanwave@yeah 回复 Rock

回复 |  删除

"看着那些自己想走却未敢走的路上的人", 

2015-07-01 06:52子湛

回复 |  删除

陷在Algebraic Geometry的深坑中无法自拔。下周借开会之机来意大利，应该会到倾慕已久的博洛尼亚

大学观光。羡慕前辈能够整日沉浸在这样的氛围中探索学习。

2015-05-29 11:31wardnelym

回复 |  删除

愿一切如你所愿

2015-05-08 18:00尘泥（侃）

回复 |  删除

学数学很好，心和世界都可以更纯净

2015-05-05 06:03starshine

回复 |  删除

最后一句貌似针对的是尊夫人。

2015-05-04 16:17zhang_411

回复 |  删除

很棒！

2015-04-25 10:15R.Yang

这多么不懂的数学知识->这么多不懂的数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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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2015-04-24 14:37job-green

回复 |  删除

伞哥，本来我也有一把和你的个头差不多的直柄长伞，下雨是尤其得心应手。痛心的是前两个星期丢了。B

TW,你的风格依旧，祝学业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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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日志 LOFTER 相册 音乐 收藏 博友 关于我  

Chun Tian (binghe)

  

稳步前进 心态  

2015-07-18 15:26:10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第二学期结束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色，我就每天宅在家里或者去学校上课。然后课就上完了，开始准备各种考试。对于

那些我很喜欢并且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的课程，比如说复杂性系统，我仔细地做了课程项目，最后拿

到了最高分 30 L；对于那些不太感兴趣但是由于相关知识丰富，想拿低分都难的课程，比如说中间

件系统，花三天时间把项目的最低要求做了也能拿到满分30分；对于那些教授没好好教，我也没怎么

花时间学的课程，比如说人工智能的两部分，最后的合并成绩也不错，27分。此外我也通过了意大利

语B1和英语B2的考试。总之续居留是足够了。剩下还没考的人机交互和计算数学估计也问题不大，

总之无论是笔试、口试（目前为止都用英语）、还是研讨会和做项目，我都无所畏惧。总之我的在校

成绩是辉煌的，就算说自己是全班第一也不为过。每一个知道我还同时在满负荷工作的学生都很惊讶

于我竟然能保持如此旺盛的精力。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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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bathroom

评论评论

    转载

不过这都不算什么，因为我已经开始为硕士毕业论文做准备了。我打算从图论和图子式定理下手，争

取解决计算机科学第一难题——NP 完全性问题。这也是过去就提到过的几个夙愿之一。我的计划是

证明 NP 完全性问题存在一个非构造性的、不切实际的多项式算法，但重点在于如何“把简单的问题

复杂化”：就像哥德巴赫猜想和费马大定理的证明过程一样，让简单的命题暴露出深刻的内涵和复杂

的内部结构，然后再从中分解出子目标来各个击破。我认为对于一个不知道最终答案的困难问题来

说，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直觉判断，这样才有努力的基本方向；然后还不能狂妄自大，一切研究工作

必须建立在对所有以往成果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所以我有大量的文献需要阅读；最后还要给自己留一

个退路，那就是如果达不到最终目标的话，整个工作中的副产品也要足够拿到硕士学位——相反如果

成功了我可以直接拿博士学位；最后的最后，我们必须相信，每一个未解之谜最终都是要被解开的，

而解开他的人，当初也是从吃奶和上小学开始，一步步走过来的，每个人都有机会。

阅读(6818) |  评论(10)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稳步前进 心态  

2015-08-27 05:33wardenlym

回复 |  删除

从网易时期开始读你的博客，觉得你从一个工程师，成为了一个科学家。祝你天天开心

2015-08-16 11:02蔚蓝海岸

回复 |  删除

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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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15 12:59风歌

回复 |  删除

你真的成绩很优异哦！！是啊，成功对于每个人都在机会，而我，已经到了不迷惑的年纪，目前还只是学

校里的一名清洁工，我总是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努力学习，让我如今有份好工作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成

家有了宝贝，我还应该怎样努力才算我的成功。对我来说，酷爱淘宝，我的目标就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赚

一些钱，然后更加开心地淘宝。此生好像也没有更大的理想了。说得很多，见笑了：D

2015-07-25 19:19怒飞

回复 |  删除

在所有特立独行的人中，特别羡慕你。

2015-07-24 07:04zhang_411

回复 |  删除

赞一个！

2015-07-19 17:00Payne

回复 |  删除

伞哥是不是工作学业太忙，最近明显懒了很多嘛。。

2015-07-20 14:27 冰河 回复 Payne

回复 |  删除

太忙，没心思写长文。微博倒是正常在写。

2015-07-19 03:37timehorse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

2015-07-18 21:27杨博

回复 |  删除

加油

2015-07-18 13:19大海

回复 |  删除

终于更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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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第二学期结束 近况汇总  

2015-08-10 01:34:48 |  分类：  一般性周记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心态心态    

最近我时常感到其实自己还很年轻，无论有什么梦想只要现在哪怕从头开始努力都还来得及。我的思

路是这样的：虽然我上个月刚过完33岁生日，但我没心没肺吃得好睡得香从而很有可能长命百岁，因

此就算从眼下的年龄里抹掉10岁，搞不好国内外很大一部分小我10岁的年轻人还得死在我前面呢。

虽然体力和精力不如以前了（10年前我还在大学里整夜整夜地不睡觉研究电脑呢），但由于身边的杂

事和各种俗务比以前大幅减少了，最后算起来实际用于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可能比10年前还要多，学习

新知识的速度也比那个时候更快了。另外作为男人，等40岁以后功成名就了再考虑二婚也不迟（从生

理上来说）。所以我索性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大学本科以后立即开始读研的学生，过去的工作经历就忘

掉算了，眼下最重要的是学习，其他比如事业和家庭现在考虑还为时尚早。这样一来，我多年积累的

知识面和残留在记忆中的工作经历反而让我远远地超越了周围的同学。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有奖征集画电影网易 博客 LOFTER－【有奖】喜欢剧写下来 LOFTER-发照片赢手机  孔雀  消息(0) 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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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无题 2009-08-10 17:46:10

穷得丁当烂响，富得一塌糊涂 2006-08-10 17:33:49

测试站跑起来了 2006-08-10 16:07:02

终于被过量日志打击了⋯⋯ 2006-08-10 11:08:30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转载

在意大利的学习生活平静如水，暂时没有失业的危险，工作也没有多少压力，而且我也不在乎失业了

——直到毕业前的学费和生活费早已攒够了。当其他学生都顶着各种压力盼着早日毕业时，我悠闲地

按部就班继续我的工作和学习，而且还能举一反三，主动去学习那些我感兴趣的知识。在我同学们的

眼里，像我这样的人简直是遥不可及的竞争对手，似乎他们现在就可以预测我的前途定是一片光明

——要么在不久的将来取得重大学术突破，要么在意大利找到一份令人羡慕高薪工作，要么娶到一个

美丽的意大利姑娘。可惜他们猜不到，像我这样的人，恰恰是人生经历过无数坎坷以致于对追求个人

生活早已心灰意冷，最后才决定抛开一切，用自己的知识和不懈努力去创造社会价值，造福一些不认

识的人。换句话说，表面上看起来最应该得到幸福的人往往是最没有心情去得到幸福的人。这也就是

为何我希望自己能在心态上年轻10岁——十年前我和现在身边的同学想着几乎同样的事：勾搭一下女

同学，努力通过考试，仅此而已。这么年轻心态可能不会再有了，但是对学术的热情和试图完成一场

有意义的人生的信念还在。

最近决定暑假不回国了。回国要办的手续太多太繁又有可能办不成，这样反而不值得回国一趟了。某

人没有求我赶紧回国办手续，就说明还没有感觉到我不可动摇的决心，那么就再等一年也不迟。当然

这件事也不会一直拖下去，我硕士文凭一拿到手就启程回国把所有烂摊子收拾干净，然后再回来继续

读博。总之这个暑假剩下的一个多月里，我在工作之余就是把剩下的三门考试的项目完成，然后以轻

松的心态迎接第二年的课程，尤其是9月28日开始直到明年4月份的梵语初级课程。为了完成毕业论

文所需的知识准备还在进行中，但我觉得恐怕只有开学以后回到自修室里才有心情仔细地看书和论

文，眼下还是以工作和未完成的考试项目为主。对于国内留下的人和事，我的态度是：我不欠任何人

的。所以我在意大利无论干怎么都心安理得。目前的计划是再在这边呆四到五年，其他等拿到博士学

位再说。

假如还有人存心咒我或者打算或者事实上正在害我的话，我很抱歉就眼下的状态而言，完全没有感觉

出来。那些过去“预言”说我看问题不够全面从而“迟早要出问题”的人，我好像也没出什么足以影

响我个人生存和社会地位的问题。如果真的还有这样的人，那你们可要加把劲儿了，再不努力等我翅

膀彻底硬了就晚了:D

阅读(9757) |  评论(25)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第二学期结束 近况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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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第一学期结束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第一学期明天结

束，终于有时间和

bathroom

评论评论

2015-08-10 06:38丹江念青

回复 |  删除

一个事业有成的人，家庭也一点会经营的好！ 对自己妻子不好的人，即使再换N位妻子，也不会幸福！！

！

2015-08-10 06:38丹江念青 回复 丹江念青

回复 |  删除

一个事业有成的人，家庭也一定会经营的好！ 对自己妻子不好的人，即使再换N位妻子，也不会

幸福！！！

2015-08-12 03:15 冰河 回复 丹江念青

回复 |  删除

你要搞清楚顺序：是她先对我不好，做了很多让我反感的事情，而且试图破坏我的事业，所以我

才对她不好的。冤有头债有主，那些真正对我好的人我也从来不会恩将仇报。

2015-08-17 06:41丹江念青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你好，你和妻子之间的具体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但我想，人的心中应该少一些嗔恨心，多一些宽

容心，无论对你或者对他人都是有利的，尤其是你现在生活在国外，面对的是更广袤的天地，你

还要把自己的胸怀缩小吗？

我相信辽河之水养育的人，心胸会比大海更辽阔！

2015-08-20 05:19 冰河 回复 丹江念青

回复 |  删除

我看你不如去跟天津爆炸中房屋受损的那帮人说，让他们 “少一些嗔恨心，多一些宽容心”，就

别要求赔偿了。我就不吃道德绑架这一套。

2015-08-24 04:28matrix 回复  冰河

回复 |  删除

干的漂亮！

2016-04-22 05:37butcher758 回复  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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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身不在其中，不可妄言，也许都是好意。

2016-04-22 05:35butcher758

回复 |  删除

我是韩锐，坚持自己的才是生活，不要怕缺少精神鼓励

2016-04-13 07:47

来自iPhone客户端

符卡卡

回复 |  删除

吼吼哈哈

2016-03-19 07:58ricepig

回复 |  删除

伞哥，有段时间没联系了，你在意大利还好吗？

2016-04-04 22:51 冰河 回复 ricepig

回复 |  删除

还行，谢谢关心啊

2016-04-04 22:51 冰河 回复 ricepig

回复 |  删除

有事加微信聊。我的ID是binghe_lisp

2016-02-23 06:04oicq1699

回复 |  删除

这么年轻心态可能不会再有了，但是对学术的热情和试图完成一场有意义的人生的信念还在。

2016-02-02 03:45757617012

回复 |  删除

伞哥，我过一段时间就会来您的博客看看，三年了，每次看到您写的博客，都能感到很放松，有一种解绑

的感觉。

伞哥，作为网友，您的家务事我无权插嘴，鞋子合适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衷心希望您心生欢喜，身体健

康，生活祥和！

2015-10-28 11:01mardax

回复 |  删除

跟你竟然是同一届的，从之江到紫金港到玉泉，不过跟你差距好大啊，敬佩你的个性与勇气，14年还去国

外读研

2015-09-30 15:36新的一天

"表面上看起来最应该得到幸福的人往往是最没有心情去得到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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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这话说的很赞同，我也是已过三十的程序猿，对博主有一些理解

2015-09-07 11:52aaa

回复 |  删除

，。。

2015-09-05 11:39龙三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

2015-08-15 12:51风歌

回复 |  删除

你真的很年轻，才三十三岁，正是人生崛起的最好时机！！作为关注你的博友，我支持你！！笑脸原来还

可以这样写啊：D

2015-08-14 03:37evan

回复 |  删除

顶伞哥，一个实在的、有行动力的理想主义者！

祝你的事业和生活都越来越好

2015-08-12 04:03zheng19870903@126

回复 |  删除

心安理得。。。

2015-08-11 17:42Dream

回复 |  删除

伞哥在国内应该是混不下去了 都是跟老板对着干。

2015-08-12 03:04 冰河 回复 Dream

回复 |  删除

你怎么不说中国的老板们太贪婪，剥削得太狠

2015-08-12 03:05 冰河 回复 Dream

回复 |  删除

你怎么不说中国的老板们太贪婪，剥削得太狠

2015-08-10 06:11zhangyou1010@126

回复 |  删除

伞哥是广大程序员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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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Tian (binghe)

  

心态 离职 Gensym；开始专心学习  

2016-04-13 02:28:27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近况汇总近况汇总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选修的梵语课程还有最后两节课就结束了。我可能是班里唯一非文科的学生，唯一

的研究生，一开始就认识梵文及其在计算机上的处理，教授对我非常好，私底下给了我很多学习资

料，我也早就表达了将来毕设做梵语方向的决心。只是我太忙了，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做课堂作业、背

单词和语法规则。所幸我从往年选修梵语课的中国学生那里借到了一份带有所有习题详解的笔记，只

要假以时日慢慢钻研，然后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就去问教授，这门12学分的大号选修课我在今年秋天

或者冬天放假前顺利通过并无问题。一旦语言本身熟悉到一定程度了，再回过头来研究帕尼尼语法就

方便多了。

另一方面，然后不久前开始的《人工智能知识表示》课程每周一和周五正在学 Lisp。教授更是十分器

字号

 评论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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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不妥协 2014-04-13 17:46:38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转载

重我，每讲完一个函数都问我有没有什么错误或者在真正的 Common Lisp 实现是怎么定义的，问

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也表示考试项目一定要做个大的、有意义的，能同时用上 Common Lisp,

Prolog 和 Cyc 的。

所以，基本上我这辈子最感兴趣的两件事（梵语和Lisp）都集中在这个学期了，甚至我可以说当初选

择来这个大学留学真是精心设计的结果，算是彻底地选对地方了。同时，我在密码学和高等概率论上

学得也不错，我自己有没有真正学会不敢说，但我的知识面绝对够用了，在其他同学看来我可能有一

种遥不可及的高深莫测。

我的助教工作做得似乎也不错，现在我每周继续给本校计算机系的本科生上初等概率论的习题课。我

在本学期开始之前还从来没有用意大利语连续长时间地跟别人讲过话，但我坚持用意大利语授课（虽

然教授一开始说用英语也可以），竟然也始料未及地成功了。看起来我的学生们学得还不错，从随堂

考试的成绩来看似乎已达到了教授十几年来教学经历中的最高水平。教授也对我十分满意。我当初揽

下这份工作完全是为了回报教授在上学期《随机过程》考试中给我的满分，一开始并未想到会有其他

好处，但后来发现即便一个小小助教也拥有完整的教师身份，竟然可以有和其他教授同等级的电子邮

箱和个人主页。美中不足就是我还没什么像样的学术成果，已发表的论文几乎为零（2009年的那篇

实在是不好意思提）。

真正的问题是我太忙了。既要工作赚钱，又要读书、考试和教学，从没有一天清闲过。现在唯一的希

望就是再过六个星期就学期结束不用再去上课和给别人上课了，然后我有大概十个月的时间一边工

作，一边把所有剩余的考试、课程项目和毕业项目完成。至于接下来是否在本校继续读博（就算要读

也是明年9月份才开始），不妨再议。

总之不管有多大的阻力，我都要顺利完成学业。

阅读(9971) |  评论(1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心态 离职 Gensym；开始专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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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02-27 03:54Solo flower

回复 |  删除

你的确给人感觉有一种遥不可及的高深莫测。

2016-11-21 08:10句子吧juzi8.ren

回复 |  删除

亲你的博客很不错哦！

个人博客

http://www.zyblog.cc/

2016-08-11 07:47Stanley

回复 |  删除

你不锻炼了？毽球和跆拳道不练了？

2016-08-06 07:24

来自iPhone客户端

X小族    梁正航

回复 |  删除

Yolk

2016-08-06 07:23

来自iPhone客户端

tongyan986

回复 |  删除

He

2016-06-09 18:12weifengvyxz

回复 |  删除

春哥，我本科毕业了，暑假真实学习Lisp。

2016-04-19 08:07757617012

回复 |  删除

伞哥，你是如何拥有充沛的体力？超人的耐力，目标如此清晰，关注你两年了，你的目标感非常强。

2016-05-07 23:45爸舰核心 回复 757617012

回复 |  删除

意志力和身体都是可以锻炼的。

2016-05-07 23:43爸舰核心

回复 |  删除

照片眼神显得有点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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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02 07:36兵戈

回复 |  删除

太感动了，伞哥终于更新博客了！

2016-04-25 15:25Payne

回复 |  删除

伞哥最近更新有点慢啊，上一篇都大半年前了。。

2016-04-28 20:28 冰河 回复 Payne

回复 |  删除

太忙，没心情写长文

2016-04-19 16:55kindule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永远支持你！

2016-04-19 04:52lambda

回复 |  删除

AlphaGo竟然能完败李世石，　ＡＩ未来发展不可限量！

2016-04-15 02:11kevin_alpha

回复 |  删除

消失半年终于出现了，人工智能 和 语言识别 很有意义。

2016-04-14 11:24jojo

回复 |  删除

还以为你弃博了呢，难为一个经常刷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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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况汇总 冰河年鉴 2016  

2016-10-17 00:34:15 |  分类：  工作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离职 Gensym；开始专心学习离职 Gensym；开始专心学习    

又好久没写博客了，实在没时间也没心情，但接下来可能会多写一些了。网易博客的使用体验我还是

很满意的，虽然从国外访问多少有些慢。

两年的研究生课程在5月份的时候已经结束了，自从那时起我就没有任何课了。过去的这个夏天是我

留学生涯里的一个小高潮：通过努力工作赚了些钱，游览了几个意大利城市，结识了一些本地的新朋

友。学习方面本想努力通过数学系那门高等概率论的考试，可惜最终并不如愿。但我仍然不愿放弃这

门选修课，为了荣誉我决定继续深入学习然后明年2月份再考。

字号

 评论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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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ensym 公司五年多的工作（实际上最早可以追溯到2009年初）在10月4日时突然结束了。并不

是因为我在技术层面上没把工作干好，而是一直以来没把各级领导的决策当回事，所以在触发了一个

小小的导火索之后，公司领导们决定让我走。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所以心理早就有所准备。一直

以来我都没太刻意攒钱，在学习上和生产工具上的开销一直很大，但即便如此，身上的现金也足够继

续生活四到六个月了。如果把我国内剩下那点儿钱算上，在这边继续生活八个月都不成问题。这些时

间应该足够我完成一切可能的学习计划并拿到硕士学位了。然后进可以继续读博，退可以找份工作。

其实当初带着这份并不稳定的工作去意大利留学，完全依靠这份工作的收入来支撑我预期两三年的学

业，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一种铤而走险，但我万幸地挺过了整整两年。在留学的早期阶段，保住这份工

作比学习更重要，因为一旦失业就绝对不可能挺到毕业了；但是在眼下，相当于留学的末期阶段，学

习比工作更重要，因为如果再继续这样每周40小时连续不断地工作下去，真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

毕业了。我公司领导们并不知道我其实也是有点儿想走的，但我一定要把不顾后果把我开除的责任全

部留给他们。

我觉得自己在项目管理上还是有些天份的。在自制的 FileMaker 数据库和 SmartSVN/SmartGit 软

件的帮助下，Gensym G2 过去整整90次月度产品发布都是我负责的，纷繁复杂的项目代码依赖关系

我从没弄乱过，过去五年来的几乎所有项目的代码修改我都做到心中有数，还有那不计其数的我亲手

修复的重要产品 bug。像我这么重要的人竟然可以不用工作交接就直接让我走人，我只能说公司里那

帮经理真的是根本不在乎毁掉一个两个产品。



20/08/18, 20:43 Gensym  -  - 

Pagina 3 di 5http://tianchunbinghe.blog.163.com/blog/static/7001201691611422863/

    转载

离职 Gensym；开始专心学习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前段时间为了做学校的项目，我买了一台 ThinkPad P70 移动工作站。这台电脑到目前为止还没体

现出它的价值来。两年前我带到意大利的两台 MacBook Pro 里那台 17 寸 2011 年早期的，刚到

意大利不久就出现了 AMD 显卡门问题，我将近两年没有再用它，直到最近经过网友指点把它送到本

地苹果 Genius bar 去更换了主板，然后除了电池不能充电以外其他的就都是可忽略的小问题了。这

样一来，历史上第一次我手头总共有三台能用的笔记本电脑，做无论什么项目都够了。换句话说，我

当初带到意大利的全部电子产品（包括那台CCD腐蚀的徕卡M9相机）到今天已经全部救活了。哪怕

我现在扭头回国，也可以说当初来意大利的大部分目标完成了。

既不缺钱，也不缺少设备，更不缺少书籍等学习资料，剩下的问题就是充分利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

间，好好学习以争取顺利毕业了。虽然我的学习计划里有一些多余的部分（很多毕业要求之外的学

分），但我还是准备按照原计划执行，只有这样才能积累足够多的成果用来申请博士学位。一旦每周

工作上的时间省下来了，我相信自己不但可以飞快地完成接下来的各门考试，而且还有闲心给开源项

目写更多的代码。从对社会做可见的贡献角度来看绝对是件好事。

()

阅读(9363) |  评论(11)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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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载誉归来 2010-10-16 19:47:29

All Common Lisp Implementations 2008-10-17 11:03:16

Mazha 的笔记本很赞 2006-10-17 16:10:26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冰河年鉴
2014
和往年不同，今年

的年鉴特别难写。

因为很多事情难以

Foto del 11-12-...

评论评论

近况汇总 冰河年鉴 2016  

2017-08-09 06:00lucy

回复 |  删除

mindblowing journey and Don Quijote in real life! 

2016-12-02 08:35zhangyou1010@126

回复 |  删除

还久没关注伞哥博客了，伞哥加油。

2016-11-15 04:02wardenlym

回复 |  删除

这张伞哥跟同学or同事的照片在微笑，肯定心情不错XD

2016-11-14 07:59Payne

回复 |  删除

真佩服你有这么多精力，很好奇伞哥从来没有可以休息放松的时间吗？

2016-11-08 02:58nick

回复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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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30 15:16kakajw

回复 |  删除

加油

2016-10-28 10:05可爱的Smalltalk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

2016-10-17 16:22海边的卡夫卡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敬特立独行的人生！

2016-10-17 11:38博及渔人

回复 |  删除

加油伞哥

2016-10-17 08:14大力

回复 |  删除

加油

2016-10-17 05:57Jeff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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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 Gensym；开始专心学习 新的希望  

2016-12-31 22:18:32 |  分类：  年鉴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冰河年鉴 2016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去，回顾一整年的经历，起起伏伏，惊心动魄，十分不同于往年。人生的道路上总是

有很多选择，不同的选择造就不同的人生。我在2016年里所做的一系列选择，真的很难说是对是

错，但如果让我回到 2016 年初重新来过，十有八九最后也还是今天的结果。

首先介绍一下学习方面的情况。我从2014年9月开始留学生涯 ，原本为期两年的计算机科学硕士学

位，是从一门数学课（“概率模型”，又名“随机过程”）开始走上“邪路”的。第一年第一学期我

几乎没听懂任何内容，本来我可以不选修这门课，但我抱着不服输的态度花大量时间认真钻研教材并

且在第二年的时候重听了一遍这门课，最终终于感动了教授，在2016年1月的口试中满分通过了这门

课。由于时间几乎全部用来研究数学，其他课程里我只通过了另一门数学相关的选修课《博弈论》。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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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就此打住，从此专注于120学分之内毕业所需课程，可能到今天我早已顺利毕业了。

但我没有这样选择，我跟教授说我会继续选修2016年春学期他面向数学系研究生的高等概率论课程

——站在计算机科学的角度来看这门课是毫无用处的，但我对概率论的本质十分感兴趣，不满足于只

掌握它的初等部分。于是我在2016年整个上半年里继续钻研那些超出我记忆和理解范围的高等数

学。这位老教授后来请我给他做一门计算机系本科生数学课程的助教，我虽然感到时间上不充裕但也

答应了——因为毕竟也是一个巩固自身数学知识的大好机会。结果整个2016年上半年我几乎每天都

在要么教数学，要么学数学，连梵语课的第二部分都没有充分时间复习和做作业。（不要忘了，我每

周还要工作赚钱，最少20小时，最多40小时）

问题是尽管我努力学习，2016年暑假的时候试了两次还是没能通过高等概率论的口试，还把本专业

的几门课程也给耽误了。暑假的时候忙里偷闲游览了一些意大利城市，买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所以

尽管大量时间用于工作，最后手头并没有攒下什么钱。在第二年第二学期的课程里，我又在毕业所需

的学分之外多选了一门《密码学》并且花了大量时间钻研差分分析的相关书籍和论文。至此，两年课

程期满，包括数学和梵语在内，我总共欠下了10门考试，还不包括毕业论文和实习项目。

其实根据意大利的大学制度，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因为在这里延迟一到两年毕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留学生语言不好，学习上遇到困难是十有八九的事情。意大利学生也有很大比例延迟毕业的，包括天

资愚钝的，懒惰和贪玩的，以及像我这样需要打工来养活自己的。所以到了2016年9月份的时候我还

没什么不好的感觉，因为工作还在顺利开展，我也确实把几乎所有其他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了——只不

过我想学的太多了。

转折点发生在 2016年10月初，我突然失业了。因为之前在工作上非常顺利，我一时放松了确保毕业

所需的存款底线。结果一下子手头紧张起来，存款只能维持6个月生计。后来交了第三年的学费以后

只能维持4个月（也就是说，只能活到2017年1月）。其实这份工作我做得并不顺心，工作团队里的

新人总是觊觎我的位置，我的直接领导也不太喜欢我（要不是我的工作能力造就被开了），或者说整

个公司的管理思路都有问题。再加上我也一直在考虑，每周40小时就这么一直工作下去的话实在是毕

业无望，心中确实也不太想干了，只是出于责任心不愿意主动放弃我维护多年的软件，同时也想攒够

了毕业所需的资金再离开。虽然事情发生得比较突然，但我决定坦然接受现实，所以也没有在复职方

面作出一丝一毫的努力。还是那句老话：我努力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但也没什么是不能真正放弃

的。

于是2016年的最后三个月里我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和考试中，但进度也并不乐观。主要的原因是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多少有点儿高：我不想草草做一个无用的项目了事，而是希望每一个考试项目都是

有用的——要么能带来一篇高质量的论文，要么能得到一个有用的软件（作为开源项目）。我把剩下

的十门考试排了一下序，然后一个个地做下去。10月里我先是把“密码学”的考试论文（一份关于差

分分析的报告，外加一些实验性的代码）完成了，拿到满分。这是我最后一门“容易”的考试——通

常学生们只要看几篇论文然后写一个综述再做个小报告就能拿到学分了，但我通常会花更多时间，看

更多的书和论文。我其他的9门考试要么是口试（需要记忆大量内容），要么是项目（需要写代

码）。另一门课“知识表示”的项目我在10月里做了一半然后卡住了，我想移植一个重要的Lisp软件

包从ACL到SBCL，但距离成功还差重要的一步，结果并没有顺利拿到学分，这个项目搁置了。

11月份我专注于“自然语言处理”课程里的语音识别项目，只花了两周时间就得到一个基本的意大利

语语音识别系统（基于 Kaldi 的），论文写得也可以。月底考试时只需讨论项目不用把课程里的其他

内容背下来，拿到了满分。这个月的其余时间我在学习 Categorial Grammar，一种优雅的用逻辑方

法来分析自然语言句子的技术。我看了几千页的相关书籍和论文以后觉得这正是我一直以来所寻找的

东西。这个月我最大的进展就是终于把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定下来了：先用定理证明器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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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ial Grammar 的自动解析器，然后再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来从语料库里自动生成 Categorial

Grammar 的语法，最后再把整个方法用在意大利语上。这样一来，我就把计算机领域的热门方向

（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和我一直以来向往的偏冷门方向（逻辑和定理证明）结合在一起了，大

方向仍然是人工智能。通过这个计划，不但可以轻松通过两门相关理论课程的考试，顺便还能加深对

意大利语本身的理解，然后我所得到的框架将来也可以用于分析梵语。整个计划十分庞大，但是可以

划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作为另一门考试的项目（定理证明部分），毕业所需的实习项目（机器学习部

分），以及最终的毕业论文（意大利语部分），就由自然语言处理那门课程的教授作为我的导师，我

跟教授介绍了我的计划以后他也同意了。所以看起来我毕业有望了，至少做什么总算是定下来了，最

后能不能成功另说。

所以12月份里我继续攻读上述计划相关的书籍和论文，顺便复习逻辑相关并且终于开始认真学习几个

流行的定理证明器，包括 HOL4、Isabelle 和 Coq 等。我最终用来实现毕业设计的是 HOL4，但为

了完成整个计划的第一部分我必须先学会 Coq，因为前人留下了一些用 Coq 写的参考代码。

一旦毕业设计能顺利完成的话，我的下一步明确计划是在2017年9月份的时候在意大利开始攻读博士

学位。我希望去意大利北部的特伦托大学专心研究自然语言处理，找个清净的地方为提高意大利在整

个欧洲学术圈的地位尽我一份绵薄之力。读博是有工资拿的，虽然不多（每月一千欧元左右）但足够

个人生活所需了，就这样再在欧洲度过三年的博士生涯的话也不错。另外我也希望能在博士入学之

前，找个机会回国把离婚手续办了，我宁可放弃留在国内（杭州）的所有个人财产也要跟我夫人彻底

断绝关系。我从不原谅任何对我做了错事的人，也从不指望在自己犯了错以后被人原谅。

临近年末时有点儿分心，不幸地在 Novalogic 的老游戏《Joint operations》上花费了总计超过两

周的时间。10多年前我是 Novalogic《三角洲》系列的游戏迷，但那个时候玩得都是盗版游戏，从

未体验过 Novaworld 联网的感觉。这个心愿最近算是完成的。我毕业所需的资金终于在手头穷得只

剩下 800 欧元的时候通过家里解决了，基本上这就是我过去几年来工作挣的钱，本打算给我父亲改

善住房用的，但现在情况紧急也只能拿回来了。我父亲他老人家从 11 月份开始已经每月拿退休金

了，理论上从此不用我再担心了，另外老家的亲戚朋友对我父亲也很照顾，我十分感激也很放心。

最后想说的是，人生总是不完美的，要想做到事事顺心、每个环节都满意是绝对不可能的。一旦正确

认识到生活的不完美性，很多事情就可以想开了，尤其是那种想把每件麻烦事都早日解决掉的思路是

不可取的，因为这个过程可能是无止境的。我的思路是，既然人生的本质就是不完美的，那么如果主

动地选择一些对自己来说无关紧要的部分作为不完美的部分，然后其他部分就得以保存，不会再出什

么意外了。对我来说，要想取得一些学术成就，并且平静地生活在对健康无害的环境里，就必须放弃

很多其他东西。另外不能忘记的一点是，生活中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意外，把自己置身于险境的情况，

就像今年刚刚失业时的那样，以后绝对不能再发生了。

令人期待的 2017 年，我来了。

阅读(17647) |  评论(9)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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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伞哥也会挂科玩游戏，一直以为你不食人间烟火，不过这样反倒更真实了，加油伞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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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希望新的希望    

本文简要介绍我自从2017年初以来新的变化和学业上的主要进展。

我目前属于博洛尼亚大学2014年入学，目前已在编外（Fuori corso / out of course）的学生。我

的成绩单其实不算难看，很多课程都是满分30分，其中还有3门课是最高分（30L）可以体现出教授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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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充分肯定。其实我校计算机系的给分标准相对较高，学生通过数次考试以后最终拿到高分并不

难，甚至某些选修课程只要完成了教授要求的全部工作即可轻松拿到满分，就好像只要肯选修就已经

很值得表扬了似的。所以通过成绩单本身并不一定能看出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但我眼下还真的是除

了成绩单以外别的什么更像样的也没有了。

这段时间来最大的成就是基本上学会了 HOL 定理证明器的使用，顺便也能看懂其他定理证明器（主

要是 Coq 和 Isabelle）的代码了，然后一下子证出了上百个小定理。但是到目前为止对应的课程项

目还没完成。自从定理证明入门了以后，我产生了很多新的想法：1. HOL 形式化概率论的改进，外

加大数定律的形式化证明。2. 图论的一般性形式化（目前为止的类似工作都跟标准教科书上的定义相

去甚远，难以扩展和重用）。3. 编程语言的静态分析，可以作为我过去暂时放弃的一门课的课程项

目。4. 并行理论（CCS, LCS）的形式化验证工具。但由于我还不是很熟悉 HOL 现有的定理库，实

际操作过程中发现哪怕向前走一小步都举步维艰。所以我决定还是从长计议，先通过迁移 Coq 代码

和移植古老的 HOL 代码来进一步熟悉工具，然后再开始证明新的定理。

尽管在定理证明方面并没有拿到学分，但我对 Lambda 演算、类型系统等理论计算机基础知识的理

解毫无疑问地加深了，而且这比光是枯燥地看教材和课程笔记理解得更加深入。相关的回报就是我在

1月16日那天顺利通过了 FLI（计算机科学的逻辑基础）的口试，又得到一个宝贵的6学分。回想我

在突然发现考试可以注册了以后仅有5天的复习时间，于是临时决定放手一搏，不通过也没关系，但

竟然顺利通过了，分数也还不错（28）。这门课是系主任亲自教的，把关算是比较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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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我在高等概率论上花的功夫更多，用 LaTeX 整理了 70 页的电子笔记，内容胜过单独任何

一本教科书。但在2月8日的第三次考试尝试中还是失败了。复杂的上层定理是理解了，偏偏卡在了基

础定理上。回想考试那天我西装革履，充满自信，而且还是先去上了一节梵语课，下课后立即赶赴考

场。轻松的心态溢于言表。这一次我有10天的复习时间，也充分准备了，但是不得不承认还是有没能

很好理解的所有知识点。教授比较严格，但也无可厚非，我能看出他是希望我再进一步学习一下的，

绝对没有因为我不是数学系的学生而鄙视我的意思。我事后发邮件表示会再去听一轮他的数学课，这

次彻底理解所有讲授定理的证明，并且是教授自己的证明版本。

下面谈谈梵语的学习进展。今年我时间充裕了，不用工作了，重新开始跟随学校课程学习梵语时感觉

比以往学得好多了。我手里有往年已通过课程的中国同学借我的笔记，所以书本上每个例句的标准答

案我都有。这样一来就方便多了，至少不用走什么弯路了，然后我再用整理出我自己的电子版本，用

InDesign CS6 做多种语言的混合排版。梵语的学习过程中，必须对那些精心挑选出来的例句加以反

复研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记住那些繁复的词法和语法规则。我过去就是因为脱离了例句，结果

既不能记住重要的词汇，也反复都背部下来各种动词和名词的变化规则，反反复复记住了一些然后再

很快忘掉，走了不少弯路。而如今我总算掌握窍门了。只要保持下去，今年5月课程结束的时候我有

充分的信心通过梵语的考试。

我在梵语上的学习目标当然不仅仅满足于通过考试——也就是正确地分析所有学过的例句（包括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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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例句中用到的词汇），我的最终目标是把古印度的梵语语法著作里描述的梵语语法规则形式化，

或者说以某种形式输入计算机，以期直接得到一个能否解析梵语语句的软件系统。这项工作的任务十

分艰巨，因为首先必须基于梵语的现代语法学会这门语言，能够熟练地手工分析句子，然后还必须能

看懂古代语法书——Panini《八章书》和 Diksita《最后定论的月光》，最后才能开始着手代码层面

的工作。利用定理证明器的推理能力来自动推导梵语语法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实际如何操作我目前

全无想法。用 Lisp 从头写一个针对梵语古代语法的规则引擎也只是理论可行，这一切都要先熟悉了

古代语法究竟都说了些什么才行。

 

从 Diksita《最后定论的月光》第一卷的目录结构来看，梵语语法中关于词的各种构造占据相当大的

篇幅（接近2/3），而这些内容在其他语言里往往根本就不写入语法，不同的词汇仅作为词典里不相

关的原子来处理。但梵语则不同，尤其是名目繁多的各类复合词在实际句子中使用之多已经达到了登

峰造极的地步，不能正确理解复合词就几乎无法阅读任何实际的梵语书籍，相比之下我过去背了很多

年都背不下来的简单名词变格法在整个梵语语法体系里也就5%不到的样子。

作为一个已经快到 35 岁的二手学者。我最向往的几门高层次知识（梵语、数学、形式化方法/定理

证明）由于我的资质愚钝和这些知识本身的复杂性，我都没有学好，可以说远没有达到“学会了”的

程度。但是时间和金钱却不等人，我必须在今年里毕业，要么读博士要么找工作，只有先活下来才有

机会继续深入学习那些我为之神往的知识，只有先活下来才有机会继续感受人类文明。我现在每天脑

子里想的就只是这些知识，以及尽快推进我的各项课程进度好早日毕业，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女

人现在对我来说则是最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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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终身学习者

2017-02-24 10:32Payne

回复 |  删除

想知道伞哥这么执着的学习一门基本已经用不到的语言是为什么？

2017-05-07 04:22liao52147 回复 Payne

回复 |  删除

对于科学计算,语言研究lisp再好不过,何来无用,你知道博硕生用的最多的是python,lisp和python

孰强孰弱还不明显

2017-02-20 04:44may2256

回复 |  删除

你很努力

2017-02-18 11:56zclregister

回复 |  删除

开通网易博客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回复。

加油！凯旋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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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希望 冰河年鉴 2017  

2017-12-22 07:21:34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下载LOFTER我的照片书  |

硕士毕业硕士毕业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我终于以满分 (110L) 的成绩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毕业（毕业项目和论文），

拿到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从此再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终于算是科班出身了。

我十多年来最大的心愿是学会定理证明技术，最后如愿以偿，毕业项目就是用定理证明器 (HOL4) 形

式化证明了并发理论的几个重要定理，其中包括我毕业导师 Davide Sangiorgi 两年前发表的最新成

果。学术贡献虽然不大，但绝对不能说是没有。对我来说则是掌握了一门重要的软件技术，这个结果

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遗憾的是，最终也没能通过高等概率论考试，梵语更是没有时间复习，最后也没注册考试。这两门课

字号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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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听了两遍，大量时间花进去了，虽然没有考试成绩但也算学到了一些东西。尤其是数学方面，这

三年来我可没少看书，尤其是概率论的经典著作我几乎看了个遍。今后从事计算机科学研究的过程

中，我最不怕的就是计算机论文中用到的数学知识。

 

其实对我来说，毕业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并不是各门课程的知识本身，而是我总是过于追求完美。凡

是有机会自选项目的时候我都选择了最困难的项目；我几乎旁听了本校计算机系所提供的所有课程，

最后实际拿到分数的课程却仅比毕业所要求的多一门而已。更麻烦的是跟个性五花八门的教授们打交

道，这里面有随随便便就给所有学生高分的，也有要求过于苛刻给几乎所有学生低分的，有很少回复

学生邮件的，有授课内容和考试内容完全不相关的，还有无理由拒绝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的。我曾经一

度难以决定毕业设计的方向，后来总算找到了自己喜欢的课题，但相关授课教授却不肯配合，最后好

不容易才找到了现在的毕设导师，然后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实力在短期内获得了导师的肯定和大力配

合。

我前两年一直在边学习边工作，经常每周工作将近40个小时同时每周还要上7门课。直到2016年10

月突然失业了我才开始专心应对欠下的近10门考试，接下来用了一年时间把它们逐个完成，还做完了

毕业项目。2017年6月的时候我在还没做毕业也没有找到毕设导师的情况下申请本校和特伦多大学的

博士，结果全部失败（意料之中）。走投无路之下眼看就要开始找工作了，没想到特伦多那边

的 FBK（Bruno Kessler 基金会）给了我一个博士预科 (Pre-PhD) 的工作机会。经过多次电话面

试，最终我在11月的时候搬到了特伦多，至今还不到两个月。工作尚未有显著成果，但已经领到两次

薪水了。是这份工作让我在不用借钱的情??????????E????????A利活到了毕业的这天。为了回报

FBK 救我于水火，我决定就留在这里专心工作，尽自己最大努力把手头的研究工作做好，然后明年就

地申请特伦多大学的博士（FBK 资助的，办公室不变）。

读博是一条更为漫长的路。通常一个博士研究生要花四年时间才能毕业拿到博士学位。我还要多花一

年，因为顺利的话我明年11月份才能正式成为博士研究生。这五年里我只能领到微薄的薪水，足够我

在意大利生活但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积蓄了。但我认为这种状态并不坏，没钱也就不会乱花，同时也

就不必对很多人承担不必要的责任了。我只要独善其身就好了。我今年35岁，目测40岁之间可以拿

到博士学位。如果今后志在科研和最终成为大学教授的话，40岁并不算老，但如果再想结婚生子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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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Release 2.1.3 of Linux-HA is now available! 2007-12-22 06:43:55

pvaneynds Debian & Lisp blog 2006-12-21 17:57:38

为 SBCL 添加 GBK 编码支持 2006-12-21 17:18:38

    转载

恐怕就有点儿晚了。

关于我的婚姻，目前我夫人已通过邮件表示同意离婚（是否无条件还不清楚）并要求我尽快回国办手

续。我表示珍惜此次机会，一定尽快把工作稳定下来然后请假回国。最迟4月底我首期工作合同结束

时也该回国一趟了。这个婚必须离，不跟某个人一起生活是我的权力——不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

果这点儿小事都办不成的话，那更困难的事情（成为科学家）我也就不用想了。

 （跟导师 Davide Sangiorgi 的合影）

总之，虽然已经成功毕业，但个人前途还很不明朗。也许接下来工作不顺，继续一事无成；也许很快

就会取得丰硕成果然后顺利开始正式读博。所以此时此刻我真的高兴不起来，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太多

了。我想在工作之余继续保持维护开源项目，继续帮忙改进 HOL 定理证明器，继续深入学习

LispWorks，以及毕业项目的后续改进工作（争取跟导师合写篇论文）。虽然我必须留在 FBK 读

博，但也许我可以以访问学者的方式回到母校博洛尼亚，甚至回到浙大一段时间，一切都取决于我今

后的努力。

阅读(17621) |  评论(8)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新的希望 冰河年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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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L3000540 - °汾 2 bathroom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评论评论

03-24 16:18远征

回复 |  删除

加油

02-27 02:47maxzhangchn

回复 |  删除

每看阅读你的博文，都会被你的毅力鼓舞，伞哥加油！

01-29 08:00阿发

回复 |  删除

永远自由自我，赔付春哥

01-12 16:34oicq1699

回复 |  删除

加油啊，感觉比以前沉稳很多了

2017-12-30 10:23zy478040015

回复 |  删除

值得敬佩

2017-12-22 10:00Jeff

回复 |  删除

恭喜伞哥！

2017-12-22 07:40ppluvu

回复 |  删除

我也是工作过准备出国求学，走研究道路。

我常常觉得自己的处境很困难，但是跟您一比简直可以说太有利了。

您学习的心境和毅力让我很钦佩。也给我很大的鼓励。

以后我会经常来看看。

祝您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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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2 03:10小贝Ann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未来如何，边走边看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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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30 21:45:49 |  分类：  年鉴 |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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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年鉴 2017冰河年鉴 2017    

人生就要丰富多彩，不断的变化中谋求暂时的稳定和内心的安宁。其他诸如事业、金钱、女人什么的

都是次要的，对这些东西的追求从来不是人生目标本身，只是作对了其他事情以后自然获得的奖励罢

了。

2017 年是我在意大利留学（攻读硕士学位 ）的收尾。事实上直到这一年的到来我都还活在过去的工

作状态里，在相对富裕的生活状态中享受着学习的乐趣。自从 2016 年 10 月失业以后，生活一度陷

入危机，然后我不得不收回过去的借款和寄给我父亲的钱以维持我毕业前的生活。所以我开始省吃俭

用，同时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毕业所需的剩下的考试（2017 年里通过了最后五门考试），以及毕业

项目。

字号

 评论这张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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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也是我开始掌握定理证明技术和逐步确定毕业项目的一年，事实上直到 2017 元旦以前我连

一个定理也证明不了，可是元旦刚过我就神奇地开窍了，刚开始每天可以移植100行来自 Coq 的代

码，到最后每天可以新写500行 HOL4 定理证明代码。知识的获取过程是缓慢的、渐进的，但一个

人有此产生的觉悟是阶跃的、突变的，漫长的学习准备就是为了等待突然醒悟的那一刻。

凭借“形式化方法”的背景，虽然年中的博士申请失败了（毕业太晚）但我成功得到了在意大利顶级

科研机构 FBK 工作的机会，并且明年会成为 FBK 资助的特伦托大学博士研究生。这是在意大利从事

计算机科学研究最好的三所大学之一，在这里读博士是相当幸运和明智的选择。至于具体研究方向，

应该是形式化方法中的“模型验证”分支，其中所用的技术之一就是 SAT 求解器，跟 NP 完全问题

的研究直接挂钩。所以实际上我也没有偏离最初的心愿（最高理想），只不过拿着别人的资助就要给

人家干活，今后具体从事的工作取决于我的实际工作能力。

冰河年鉴 2017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毕业过程本身一帆风顺，甚至让我觉得毕业实在是太容易了（当然前提是要通过所有考试，这是毕业

的主要难点）。因为虽然我做了很多工作，也写了很长的毕业论文，但其实论文根本没人仔细看，毕

业委员会也形同虚设，无非走走形式罢了。现在看来，在博洛尼亚大学读计算机科学并不是个很好的

选择，因为这是所综合性大学，具体到计算机专业水平并不是意大利所有大学里排名前列的。而且计

算机图书馆并不在博洛尼亚，所以我整个留学阶段没有跟学校借过一本计算机书，几乎全是自己买

的。当然想比国内的大学（比如浙大）教学质量和每个教授的教学态度已经好很多了，但一个大学的

课程设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大学所拥有的教授们的研究方向。不同的大学，同样的计算机课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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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授课内容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点在研究生教育阶段特别明显。所以我要给未来的留学生一个忠

告：选择学校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看自己未来的课程表，确保核心授课内容跟自己的兴趣吻合。

话说回来，选择博洛尼亚大学的好处也是有的，至少我完整地学了两遍梵语初级课程，以及高等概率

论——尽管最后都没有通过考试（梵语没时间背单词，根本没有去考）。掌握这些知识是值得的，尽

管几乎一整年的时间都花在这些与毕业无关的学习上面了。梵语的学习让我不再惧怕学习任何外语，

因为梵语是最难学的外语之一；高等概率论的学习让我从此不再惧怕学习任何数学分支（计算机科学

的科研工作中可能用到很多数学知识），因为概率论（和测度论）几乎是数学系研究生阶段最难的课

程了。

冰河年鉴 2017 - 冰河 - Chun Tian (binghe)

 

11月份以后我从博洛尼亚搬到了意大利北部的特伦托。我比以前更像是学生了，因为我就住在学生宿

舍里，每天和其他学生（既有意大利本地的也有其他国家的）共用厨房和其他公共区域。大家相处得

很好，作为朋友我还是合格的，很愿意分享食物和时间给别人。但是当我需要独自一人处理紧要事务

时，也可以做到没有任何人打扰。生活很惬意，钱刚好够花，只要不没事出去餐馆吃饭，自己做可以

吃得很好（工作日在 FBK 有免费午餐，十分丰盛）。所以现在我只需专心工作，争取发点儿文章，

以确保明年顺利成为正式的博士生。

所以目前看起来一切正常，人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离成为科学家又切实地近了一步。只要我

好好保持下去，排除各种潜在的干扰，最后一定会实现自己成为科学家的目标。但就算不成功也没什

么大不了的，重要的是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作为一个（准）科研工作者，我的工作也算是为了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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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

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

换新版头像了 2007-12-29 20:23:47

网易日记即将合并到博客 2006-12-30 04:24:39

参与开源，从小事做起 2006-12-29 18:56:04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Foto del 11-12-...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冰河年鉴
2016
2016 年即将过

去，回顾一整年的

经历，起起伏伏，

评论评论

    转载

整个社会的进步，从事这样的工作我没什么可羞愧的。

阅读(5883) |  评论(6) |  | 删除 | 推送 | 置顶

硕士毕业 下一站：科学家  

07-01 08:11Stanley

回复 |  删除

伞哥的新伞好漂亮！

01-29 08:06阿发

回复 |  删除

春哥博客越来越少了，希望通过发当地靓女图弥补

01-12 16:39oicq1699

回复 |  删除

加油加油

01-06 06:39wzh

伞哥加油啊！

你就是我学习的偶像啊伞哥！

我刚刚拿到了硕士优秀毕业论文，和你同一年读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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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  删除

希望在19年可以和你一起参加机器学习方面的学术会议！

01-01 19:14yxwhyxwh

回复 |  删除

新年好~!

2017-12-31 06:26博及渔人

回复 |  删除

伞哥加油。

不研究编程语言和lisp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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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年鉴 2017 

2018-07-22 05:45:00 |  分类：  默认分类 |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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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站：科学家下一站：科学家    

最近双喜临门。首先我已经确认被特伦托大学录取了，11月份开始正式读计算机科学

PhD（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这个学校号称今年在欧洲名校里按综合

教育水平排名第 36，意大利排名第一，实际上我觉得它除了比我的硕士母校博洛尼亚大学更富裕一

些，每年能招更多 PhD 以外，其他方面区别不大。反正牛津、剑桥或者美国那些名校我这辈子应该

是无缘了，在意大利拿个计算机的博士学位，未来三年踏踏实实做出点儿有用的成果来也算是不枉此

生了。

其次是上个月我和毕设导师合写的论文——其中抽取了我毕业论文的精华部分并有小幅改进——已经

被并发理论的年度 workshop EXPRESS/SOS 2018 接受，确认可以发表了。这个会议专注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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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的领域，每年就只有10多篇投稿，最后发表5到6篇，竞争压力并不大。（相比之下，听说机器

学习相关的国际会议动辄 1000 多篇投稿，论文不分好坏都只有 15% 的成功率）这倒是符合了我一

贯选择冷门研究方向的思路（我目前在 FBK 的研究工作（Runtime Verification，也是我未来 PhD

的主要研究方向）也不是什么热门领域——尽管工业应用前景广阔）无论如何，这篇论文最终会列在

我所在 FBK 研究组的研究成果列表上，我老板不可能不开心。而且会议是9月初在北京召开的，届时

我会趁机回国一趟，但应该不会傻到去杭州（自投罗网）。

回想 2009 年投稿给国际 Lisp 会议（ILC 09）的论文被接收的时候（相关博客），因为资金不足最

后放弃了去 MIT 走一趟的大好机会。我还记得当时我在网易的部门领导（陈刚老师）是很高兴的，

还说会奖励我（以及报销相关的旅行费用）。然而这件事被丁总拒绝了，理由是我的成果对公司毫无

用处，并且其本身的重要性（Lisp 相关）也不值一提（这部分的理由是：世界上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编

程语言，所以跟具体语言——比如说 Lisp——相关的任何工作都不重要）。我当时月薪大概5000人

民币，自费去美国一趟最少也得花掉2万，所以我最后放弃了。会议举办方一定不开心，因为他们特

地给我发了封用来申请美国签证的正式邀请函，还在会议日程表上预留了我演讲的时间段（放在最后

一天的最后一场），结果最后我没去。但据去现场的人说，我的论文确实被放在论文集里了，可惜由

于主办方办事不力，所有被收录的论文在任何在线数据库里都搜不到。目前 Lisp 世界唯一还在每年

举办的会议仅在欧洲。美国已经没有几个 Lisp 程序员了。

话题回到丁总上。我“报复”这件事的方法就是在不到一个月以后偶然找到了一个网上的 Lisp 程序

员工作（ 维护 Gensym G2），月薪是我当时网易税后工资的2.5倍。我能成功通过面试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我 Lisp 论文被发表的事实和相关的开源项目代码。两份工作一起干，我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过

上了月薪3万的生活，最后导致我能买得起徕卡 M9 照相机。这份工作还导致我在 2011 年因为在微

博里讽刺丁总的办事作风被他劝退以后不到一天功夫就在杭州找到另一份全职 Lisp 程序员的工作

（Glority 当时通过 gDev 平台承接 G2 的外包项目）。最后 2014 年我合同期满离开 Glority 时带

着这份外包工作来到意大利留学，直到 2016 年 9 月前都还在干着本质上与 2009 年初相同的工

作。在这整个事件链上，可以说没有当初丁总的拒绝和把我排斥在网易日常工作之外，就没有我今天

已经拿到的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也没有三年后我将拿到的博士学位。我怎么想都觉得自己很争气。

如果我 2021 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必须回国发展一段时间（毕竟作为独生子迟早得回去照顾我爹），我

其他哪里也不去就回网易。不是因为这个公司好或者还有什么前景，纯粹就是为了从哪里“跌倒”再

从哪里爬起来。当然，我发自内心对其他几个国内 IT 巨头没好感也是真的。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快速积累科研成果，争取博士毕业的那天就正式成为同行认可的“科学家”。

赚钱不急，读博期间的工资（每月折合人民币大约1万）一个人花足够了。个人生活方面，在没有正

式离婚之前也不可能在意大利再找一个——不是因为我“忠于婚姻”而是绝对不能让我夫人和她娘家

人有机会拿“出轨”来为她们自己开脱。我的前半生经历至少说明了：不论生活有多艰难，只要坚持

自己的理想，并为之不断努力，保持耐心，那么无论身边多大的险阻也总有看到希望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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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

我在博洛尼亚大学

的研究生课程可以

说是越来越有趣，

开学两周；软
件升级
开学已经将近两周

了，紧张但也有条

不紊地继续工作和

Foto del 11-12-...
第二学期结束

意大利大好的景

色，我就每天宅在

家里或者去学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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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研究院难道不是搞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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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胸宽广些，网易没有你当初所在时的模样了。还是需要有一份社会贡献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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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心不宽，而是某些人心眼太小。

07-24 15:23 冰河 回复 com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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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真是出现了重大工作失误或者给公司造成严重损失了被开除我也认了；我讽刺他不舍得花钱

完全是实话（所有网易员工都这么想但只是不敢说罢了）刺激到他的神经了才被劝退，这种人有

什么心胸可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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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 你前期会到北京蹲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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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下目标，努力向前，一定会成功。你就是范例，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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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佩服伞哥！整整10年，纵观这整个事件链，不得不说你对待 IT 这个瞬息万变且充满学习与挑战的领

域，一直保持着那份专精的工作技能、旺盛的求知欲以及严谨负责的态度（每次读完你的博文，都像是被

打了鸡血一般，浑身又重新充满斗志和干劲儿）。这点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为我所膜拜、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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