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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为什么选择这个话题 (一)? 

中国是即将到来的经济和政治超级大国。中国在不久的将来 (大约 2050 年) 将成为世界上第一经济体，以 GDP

衡量：大约六十兆美元 (相当于当今世界的 GDP) 。同年，美国 GDP 将达到约三十八兆美元。中国也是世界上最

古老的文明之一，连续有大约 5000 年的历史。我们的文明，西方文明是从 1500 年开始算的，也就是说，它大约

有 600 年的历史。认为我们的文明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直接继承者是错误的！ 

今天，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中国在一个与西方民主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取得了今天的成果！中国的过去、现在或未来是否要求 UDG 大学的

每一位学生都有义务熟悉中国历史、文化、宗教、科学、哲学……。你们每个学生都知道中国将在本世纪直接或

间接地影响你们的生活吗？ 

II.为什么选择这个话题 （二）？ 

UDG 与中国高校建立了非常创新、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包括来自成都、北京、长沙等大学……跟中国公司的合

作是一样的！这一合作始于 2016 年 11月，现在已有 3名来自 UDG 的学生（1 个学期）和 1 名博士生（12 个月）

在中国学习。2018 年 2 月至 7 月，我校通过公众号召选择了 15 个学生去中国进修和学习，其中有不同学院和不

同年龄的学生都抓住这个机会。去年有 8 名，并今年将有 10 名来自成都的学生来 UDG 学习，我们正在等来自北

京的中国学生人数的确认...去年夏天，3 名中国学生在黑山三家公司实习了一个月...今年，我们还期待有 5 到

7 名中国学生在黑山完成实习，都是由 UDG 组织的...我们与四川和北京的公司以及来自香港的投资基金和银行

为我们的学生准备提供 1-2 个月的实习机会！...感谢 UDG 学生在中国期间的努力，UDG 大学越来越有名。我校

学生 Luka Lakovic 在商业创意竞赛中赢得了第 18 名（来自中国和亚洲的选手一共提交了大约三十七万项目），

以及两位学生 Jovana Milovic 和 Haris Bajramovic 在四川的国际设计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正是通过“想法

与性格”这个项目，每个学生都有机会了解在中国学习或实习的各种可能性。当然，数量总是有限，所以只有那

些最努力和最优秀的学生，也就是那些对自己和对生活有责任的学生才可以实现这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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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为什么选择这个话题 （三）？ 

去年以来，我们为所有的 UDG 学生提供了汉语课。学生人数令人印象深刻，但我还是认为不够。不管英语是 UDG

的官方语言（不仅是在黑山的唯一个大学，而且是在本地区的唯一个大学有这个规律），不管有超 1,200 名 UDG

学生在我们的外语中心或者任何其他语言学校参加外语课，我个人对你们学习外语的态度还是非常不满意。你们

需要更加认真，更加努力去学习外语。除非希望成为酒店的门卫，或者烤玉米卖家，或者街头清洁工等，英语水

平，不管有多么完美，不过很少真的是完美的，通常情况下都是不够的。你实在是到了 UDG 为了在生活的脚下和

角落过日子吗？你不会为自己感到羞耻吗？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培养每位学生学会奋斗（不成为 “书呆

子” ），有这么多的机会，这么好的校友网络... 而且你像一个自豪的孔雀一样一直等待事情发生，你最大的

梦想是在 2-3 个月内成立一个“比尔·盖茨”类似于公司，每天还是求妈妈给你 2 欧元下完课去喝咖啡，你的阿

姨给你买了最新的 iPhone 作为礼物（你真的需要它吗）...当生活把你带到角落，30-35 岁的你只能流眼泪说

“天哪，现在怎么办”！最可能你会责怪 UDG 大学，或者一些老师等等。基本上，你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二这

个错误的根源比今天更深！承认了错误没有 - 你和你的孩子将个人承担所有的后果！如果明天你的孩子问你

“为什么我的朋友和同伴生活得如此舒适文明，我们如此悲惨呢？”，你会怎么回答？你要知道，“他们是小偷，

我们是诚实的”这个答案只会让他们鄙视你，不尊重你......今天应该多想想你未来怎么看待你的孩子，今天在

UDG 不负责任的话，你会直接影响自己孩子的未来。一定要了解，你对父母没有主要的责任和义务。你的主要责

任是对你未来的孩子，如果上帝同意给你孩子（他一定会同意至少给三个吧）和对他们的未来...你的父母愿意

支付你的学费（你们大部分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们这样已经完成了对你的义务。你现在必须把生命交到你自

己的手中！ 

没有至少 4-6 门外语的知识，把生命交到你自己的手中可能会成为个问题！ 不要从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外语！ 想

想你的职业和生意，你的收入！地球上有越来越多的人——你去考虑全球竞争，特别是高质量和高薪酬的工作！ 

不要依赖于“专家”的故事，或者你的父母、邻居、表亲，根据过去的形象转移你的未来。过去的形象是一个封

闭的社会，一个有围墙的社会，一个限制外部竞争的社会。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界限都在下降，或者变

得更加松散...。只有知识的界限依然强大！ 

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摇头！可能也在提出一些“小人”的意见…但是相信我的意图是诚实的，它来自一个伟大的经

验…“生产”成功学生的经验，这些我培养的人才今日非常成功，他们的孩子们都来 UDG 学习。很久以前我就开

始向每一个学生学习了！从每一个学生，哪怕是最好的和最不好的，最负责任的和最不负责任的，我都教懒惰和

勤奋的学生，我研究他们的心理，思维方式，感知野心和人才…我最大的成功是，至少在几十个案例中，我和所

谓“失败的学生”达成了协议，并把他们带回到了成功和骄傲的道路上…你看，他们今天非常感谢我！…这是我

为你们那些不认真对待并发表不成熟意见的人所作的评论！ 

我再说一遍，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你也会改变你的职业，工作和你将工作和生活的国家！为了使全球化所产生的

当代文化受到控制，4-6 种外语是一种义务！ “天哪，听他说 4-6 种外语...这哪里有......” - 我知道你在

这样想！ ...从这些评论就可以看到你是多么的宠坏，没有自信，不负责任...从幼儿园你在学习外语，小学和

高中时 - 13 年一直学习外语，而且你生活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从咖啡馆和餐厅到报纸，电影，歌曲......到处

都是外国话！如果我在 “那个时候” 学会了两种语言，那么对你来说学会 4-6 个语言，就像 “小菜一碟” ！

我再次告诉你，如果不学习外语，UDG 或任何其他大学的文凭就是毫无价值的。你想想 2050 年，看看 50 岁的自

己！或者想象一下，看看 2070 年的你...你 2111 年左右就该退休了！ ...到时候，世界的变化比你身体的变化

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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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为什么选择这个话题（四）？ 

这个话题本身就有挑战性！我认为它为创造、发展想象力、自我教育和学习提供了足够的机会...中国文化实在

是非常丰富的文化，所以我相信你们这些上个学期上中国文化课、成绩挺好的的学生，这次会表现得更好！我希

望你们会用这个平台来交流，学习如何在一个团队中工作！团队合作！团队合作！团队合作！在一项对来自世

界各地的 15000 名管理人员的调查中，关于他们最希望一个毕业生有哪些特点的问题，他们说：“在团队中工作

的能力！”。以色列奇迹的秘密之一就是团队合作！在一个大约有 80 个不同民族，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里，

这是可以实现的... 我觉得 UDG 的社交活动正在改善--但还是不够...只有当你亲自认识大约 500 名 UDG 的学生 

(来自不同的学院)，我们才可以谈论社交和友谊，尤其是从今天到 2444 年的 UDG 学生商务网络！商务网络使用

整合的原则！相信我，在 UDG 学习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我们对这个网络的重视！当然，这个网络还包括你在不同

场合遇到的其他国家学生...你们现在有一部分人，因为开一辆很棒的车（其实是父母的车），认为自己比别人

好。十年后，你们就会看到那些现在认为比你们差的同学们，用自己赚的钱，购买了更棒的车，而你们呢，还在

开别人的旧车。永远不要忘记 Ivan Gundulic 的诗句 (他是谁？) ：“幸福的车轮总是在旋转，从来不会停止的，

谁在上面-就下来了，而谁在下面-就该上去”... 生活就是这样的--它应该引导你，而不是你引导它！要想成为

一名团队成员，你必须非常专业、勤奋、有创业精神、诚实、扎实，你必须积极主动，并有灵感！...如果不是

这样的话，团队会抛弃你...。相信我，“孤独骑手”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V. 为什么选择这个话题（五）？ 

第一所没有教授的大学在法国成立！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奇迹！ 

 “想法与性格”正是这样一个大学的根本......也就是说，尽可能地让学生自由选择，团队合作，自我教育。 

正如卡内基所说（你可能听说过他的基金会）：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 所以，不要逃避团队的义务。 你要更

积极，更好奇，更坚实...否则，你失去了你生命中的黄金时间！ 

VI.为什么选择这个话题（六）？ 

大使率领的中国大使馆人士以及黑山和该地区的中国企业专家将出席决赛！ 我们还将邀请黑山的一些商人以及

其他外国投资者。 所有的教授和同事们必须参加活动！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自己和自己团队能力的机会，虽然需求仍然很高，但是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进一步让更多的

黑山商人找 UDG大学学生并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 

我们所有人单独和在一起必须投资于 UDG 品牌的形象。 这个品牌已经存在 - 但它必须不断地，每一分钟扩大和

丰富，直到至少 2444 ...之后.呢.....？ 难道你不觉得快乐和荣幸可以创造未来的历史吗？ 

VII.  为什么选择这个话题（七）？ 

你可能听说过，中国启动了“一带一路”以及“16 + 1”倡议。 这是来自科尔丘拉岛的马可波罗丝绸之路的现

代版本。 

中国为这个倡议正在投入数千亿美元！ 我们在采蒂涅举行了关于这个倡议的论坛。 UDG 有很多学生参加过！ 

当然，那些对 UDG 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兴趣的学生参加过！ （还有圣诞节的讨论 - 这些活动都是关于你和 UDG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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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可是过来参加的人还是不多。如果你真的认为没有什么想法，也没有什么性格，就可以赢得生活马拉松比

赛， 你就马上离开 UDG！）。 

UDG 也是“16+1”和“一带一路”两个倡议的参与者！ 

这一倡议为你在不久的将来带来新的机会！ 你有想法和性格现在看到并明天使用这些机会吗？ 

VIII. 为什么选择这个话题（八）？ 

我们都学过希腊的哲学家，包括泰勒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古希腊哲学与罗马（法律）和耶

路撒冷（宗教）一起就是西方文明的基础。 

你是否知道孔子、老子和菩萨是希腊哲学家的“同辈”，他们是世界上最强大文明--中国文明的创始人？这是不

是让你的团队进一步做好准备有精彩表演？ 

IX.为什么选择这个话题（九）？ 

一直到 1500 年，中国比欧洲发达的得多！火药、印刷术、各种工具都是中国的发明，欧洲只是后来改善了一下

它们。之后，中国的发展突然停止了！为什么？ 

你爱信不信（在文献中可以看到），都是因为一张用汉字写的文章：“禁止砍伐森林并生产造船的木材！”。 

几个世纪以来，太平洋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链接......在这个禁令之后，中国有越来越少的船只......当时中国

封闭......与此同时，欧洲发现了美国......开始开放......地中海...欧洲殖民化，非洲，亚洲，南美...一直

发展...今天呢？ 欧洲就封闭...川普要封闭美国...现在中国开放...今天中国是自由全球贸易的承载者，而不

是欧洲和美国...其实，这些悖论都可以在你团的介绍中有“艺术性”！ 

如果当时禁止在黑山砍伐森林 - 今天我们就会明白“黑山”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 而现在，这只是一个悠久

历史的记忆，当今那座流入海中的伤痕累累的山体被高大厚厚的黑山（高松林）所覆盖......这就是人们坐船时

如何从亚得里亚海看到了黑山！ 

X. 为什么选择这个话题（十）？ 

因为我认为这个话题会激励你们所有人，我觉得所有的演讲都会处于适合未来历史的学生的想象，好的主意，努

力工作和丰富知识的水平！ 

***** 

参考书目: 

1. UDG图书馆, 专门推荐:  

„中国: 历史, 文化, 宗教“ (Vladimir V. Maljavin) 

2. UDG复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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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2016 G20 and China”, Chongyang Institute for Financi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China’s road and prospect (Record of the 5th World Forum on China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SASS 

• “China’s history”, Cao Dawei; Sun Yanjing 

•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at will China offer the world in its rise”, 

Wang Yiwei 

• “Kineska filozofija”, Fung Ju Lan/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 “Famous Emperors in Chinese History”, Shangguan Ping 

3. 关于孔子，老子，菩萨等的资料 

4. 当然，完全可以使用任何其他的合适的资料! 

警告: 

• 如果你还没有参考与你的演讲相关的书目，那就别敢做介绍！不允许有过于简单或者浅薄的介

绍，因为这样就可以危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伟大文明的尊严和荣誉！ 

主要截止日期: 

• 写上和准备讨论的资料和内容: 2018 年 1 月 

• 组织团队: 最晚 2018 年 2 月 16 日 

• 演讲表演: 2018 年 4 月份的第二个周六和周日 

• 检查团队的准备过程: 

o 第一次检查: 2018 年 3 月 1 日 

o 第二次检查: 2018 年 3 月 25 日 

  

Veselin Vukotić 校长 

“想法与性格”项目的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