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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vengever.	  A	  very	  strange	  word,	  but	  in	  Dutch	  
it	  means	  just	  the	  opposite	  of	  a	  traditional	  
entrepreneur.	  The	  word	  does	  not	  even	  exist	  in	  
Holland.	  However,	  the	  stories	  and	  business	  
experiences	  are	  universal.	  After	  the	  success	  of	  
the	  first	  Dutch	  Edition,	  this	  is	  the	  International	  
Edition.	  This	  book	  has	  over	  15+	  short	  stories	  
about	  a	  different	  way	  of	  doing	  business.	  	  
	  
Do	  we	  not	  all	  pr

efer	  to	  be	  'Boven
gevers'	  rather	  

than	  Entreprene
urs?	  Recognition

	  and	  

inspiration	  splas
hes	  off	  the	  beaut

iful	  small	  

pages.	  Bob	  Ross	  
to	  Ice	  Cube,	  from

	  Sartre	  to	  

Pythagoras.	  The
	  latter	  is	  my	  motto,	  expressed	  i

n	  

this	  book	  in	  a	  dif
ferent	  way,	  but	  i

t	  states	  the	  

same;	  'If	  you	  can	  not
	  share,	  you	  can	  n

ot	  

multiply.	  

	  Marja	  Ruigrok	  |	  Entrepreneur	  &	  Party	  
Chairman	  of	  the	  People's	  Party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Amsterdam,	  Spokesperson	  
Economic	  Affairs	  	  
The	  Bovengever

;	  inspirational	  il
lustrations	  with

	  

personal	  anecdo
tes	  and	  business

	  adventures.	  

This	  book	  invites
	  us	  to	  look	  at	  thi

ngs	  differently,	  

it	  makes	  the	  entrepr
eneurial	  journey

	  incredibly	  

engaging	  and	  m
uch	  more	  fun!	  

	  Mesut	  Celebi	  |	  Entrepreneur	  |	  CEO	  GOS	  
International	  |	  Board	  Member	  Round	  Table	  
New	  York	  &	  Founder	  FABstart	  New	  York	  City	  

	  

	  	  	  Columbia	  University	  NYC	  	  
This	  is	  a	  great	  in

itiative,	  you	  can	  
expect	  	  a	  

heartfelt	  welcom
e	  in	  New	  York!	  	  T

his	  is	  a	  very	  

original	  little	  bo
ok!	  	  Rob	  de	  Vos,	  Consul	  General	  of	  the	  Netherlands	  in	  New	  York	  (center)	  	  Mesut	  Celebi	  |	  Boardmember	  Round	  Table	  New	  York,	  Serial	  Entrepreneur	  	  (left)	  	  Eddy	  de	  Heij	  (right)	  	  

90分钟的人生 

在《90分钟的人生》里，45岁的阿成是一位成功的足球运动员。现在，他在更衣室回顾
了他的前半生。现在是中场休息，阿成发现，他在他的足球生涯里学到的经验教训也同
样适用于他在足球以外的生活。那些经验教训会让他的后半生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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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出版的同一作者的著作：
《来自博文格尔》国际版

作者有话说：
《来自博文格尔》 

博文格尔？这是什么？一个非常奇怪
的词语，但这是指与传统意义上的企
业家完全不同的类型。这个词语在荷
兰甚至不存在。不过，案例和商业经
验都是具有普遍性的。在荷兰版第一
版成功出版后，现在又出了国际版。
这个版本包含了15个案例，讲述了不
同的经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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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迭戈与伊丽莎

分钟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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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阿成，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直到35
岁。这是到目前为止，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
期。值得注意的是，我看到了足球和平凡生活
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想与你分享我在
踢足球的过程中所学到的一些生命中宝贵的经
验教训。我将一场90分钟的足球赛比作90年的
人生，至少我希望，我能活到90岁。

45岁的时候，我在我人生中最后一个足球俱乐
部的更衣室里。那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现在
是中场休息。是时候回顾一下前三季度的成绩
了。我学到了什么？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
方需要提高？通过正确分析，我知道我必须做
些什么来为我离开足球的后半生做准备。

简介

《90分钟》这本小册子诞生在巴塞罗那足球俱
乐部主场诺坎普的看台上。	和一位非常好的
朋友在一起时，我们发现了足球比赛和平凡生
活之间的许多相似之处。

当人到了四十五岁，我们就开始踏上了后半生
的旅程。回顾前半生，我们感到心满意足、充
满喜乐。不是说一路走来一切都顺顺当当，而
是当遇到困难时，我们永不放弃。用足球语言
来畅谈和思考我们的人生，让人感同身受，充
满感染力。我朋友的儿子是一个有天分的足球
运动员，因而他迅速就领悟了。用足球语言思
考人生时，他确切的知道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和
他想要走的路。

受到成功的鼓舞后，我自问了以下问题：
	“如果人生就像是一场90分钟的足球赛会如
何呢？”
我精选了可能会大大提高你的生活质量的11
个因素。

前言

我想在《90分钟》这本小册子里向你介绍这些
因素。如果它能成功的让你感受到阅读的快
乐，其中的故事能引起你的思考，我的任务就
算完成了。
 

感谢
对于《90分钟》这一小册子的完成，我想对以
下人士表示感谢：
首先感谢史蒂文·沃登伯格的漂亮插图，还
有，感谢罗兰特·范·伊维克对写作思路所
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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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这场比赛真不好对付。我得喘口气……
刚刚我脆弱的左膝撞了一下，旧患又复发了。
我太慢了，在对决中，我应该更坚决点，注意
力更集中点才对。

开场10分钟一切都还好，一边看着，一边寻找
机会。然后是接连两次的打击。先是兄弟发生
意外，然后是离婚。幸好还有学校、朋友和足
球分散了一些注意力。

20分钟后，我开始越来越努力的塑造我的人
生。我想尽可能的学习，我不怕犯错。我做了
几个大胆的举动，效果很好。我迅速转到媒体
公司，一举成功，两年内升至首席执行官。好
球队就得有好球员。我主宰了比赛，传出了漂
亮的球，不断的得分。太棒了，生活就是一场
派对。这是我的比赛。有一个不错的女朋友，
两个很棒的孩子，尽情享受着家庭生活和友人
之乐。来吧！

中场休息前15分钟，比赛突然失衡。从收购竞
争对手开始，就陷入了麻烦。我们公司遇到了
一些挫折。我们开始互相指责，失控。我不知
道该怎么做，常常犹豫不决。工作更加努力
了，试图强行突破，但球却不受双脚控制。紧
张和烦躁不断，甚至在家里也是这样。我揉着
伤痛的膝盖，老毛病。

这样无济于事。深呼吸，感受自己的力量在
哪。我决定我自己想要什么。我知道我想要什
么。我要成功，做我最擅长的事。要专注，要
有耐心，控制节奏，多些跑动。是的，那就是
我能做的。不多，不少。
这将会是我的半场，我生命的下半场。

教练大吼:“时间到！”

我给自己鼓劲，“加油！”

1. 中场休息
专注 你的天赋。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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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场上。我环顾四周，看到我的队友。
好家伙。听到欢呼声，我感受着肩膀的拍打。
有人拍了下我的头。“让我们拿下它！”队长把
我拉到一边，“简单点说吧，我会在你身边，
你随时可以把球传给我。”这感觉很好，给了
我信心，我无需一人扛着。

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急切的想要证
明自己以及那高昂的情绪，让我昏了头。我的
同事们看到我栽了，乐滋滋的。我那时感到非
常的沮丧和孤单。真的是这样吗？老板把我拉
到一边，跟我说了两分钟，“不是针对你，而
是我们作为一个团队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你
在团队中的角色是什么？自己好好想想。你随
时可以来找我。”这是宝贵的一课。没有人可
以独自完成任务，太过于自我会损害团队的成
绩。自从那以后，我总是会多看看周围，更加
清楚自己在团队中的角色。

盯人、随时就位，控制节奏。这就是我在球队
中的工作。让其他人得分，享受团队合作。这
在这支球队中非常奏效。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
做什么，都愿意为别人做出更多的努力。当球
不在我们当中时，我们一起围猎。没有人放弃
目标。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必不可少的，并且
愿意做任何事情来证明自己对团队的价值。这
就是我们变得如此优秀的原因，这也恰恰是我
如今作为首席执行官所做的。

2. 我的团队

对手也明白这点，并全力以赴。即使这样，他
们还是抱怨更多了，对彼此和裁判都很恼火。
他们打得更加野蛮了，企图吓住我们。不要回
应，要专注，保持警惕。我们变得更强大，赢
得更多的得分机会。
我被击中了！我左膝被一个正面抢截击中
了，“啊哈……不！别再这样了！
队长马上赶到我身边，“你还好吗……？挺
住…….，我们会打败他们的，但我们需要
你，我们现在不能没有你！”
说得好，这非常重要。从我的工作中，我知道
这太重要了。

真正的团队精神才是关键！

没有人 可以 独自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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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离开球场。对手得了一张黄牌。我强忍着
痛，我感到愤怒，但不知怎么，我还是因为
他们没有得手而感到自豪。已经好点了，比
赛最重要。
我会给他们好看！

对胜利的渴望是赢得比赛的根本。对于足球来
说是这样，对工作来说也是这样。我能走多
远？比赛的规则是既定的，但是得由裁判来决
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那就要试探，找
到底线。肩部推搡一般是可以的，但用手肘
就太过了。

面对强大的对手，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才能获
胜。那么你会不可避免的触碰到底线，有时甚
至越界，让他们看到你在那，你不会让他们得
逞。这就是成功的基础。

3. 公平竞争

在工作中，我也必须遵守规则，不管规则是否
有明文规定。通过公平的手段获取信息，信守
承诺。不要找借口，而是要诚实，讲事实。这
就是我们公司的文化。

如果我作弊，最终我要为此承担后果。记住，
要公平竞争！

这同样适用于手肘犯规或不计后果的抢截，
不管那是由于沮丧还是出于报复。那样，我
就不会再专注于赢球，反而伤害到自己和我
的团队。

我会找到底线，但要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

完成。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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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甚至不是在比赛中发生的，而是在家里，我
从楼梯摔了下来，不幸的是左膝着地。左膝刺
痛肿胀。医生建议我好好休息。休息？！我才
刚刚被选上！休息了一周后，我就迫不及待
了，我把伤痛作为必须接受的交易条件。挺
住，在这种精神力量中，我在首发阵容中赢得
了一席之地。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我必须时
刻忍受左膝的疼痛。

这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遭遇的挫折，离婚和
意外事故。这时时提醒着我，特别是因为我
现在的这段关系中得面对的事。不要放弃，
确保取得好结果。要治疗“伤痛”，就要给予关
注并说出来。有时候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并放松。把球踢到看台上，请求队友替换我
或咨询教练。“退一步，海阔天空”，不是经常
这样说吗。

4. 受伤

挺住，但不要勉强。然后突破。我的膝伤就是
处在一个两可的状态。
这与我在杯赛决赛中头部受伤的情形非常不
同。在场上缝好伤口，我坚决希望完成比赛。
忍着头疼，举着奖杯，绕场一圈庆祝胜利，
但事后我没有因此受到困扰。下一次，我还
会这么做。

受伤是运动和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就是摔倒再
爬起来而已。运气或好或坏。小心你的伤，但
不要让它束缚住你。
我被膝伤时时困扰，占据了我太多的注意力。
理疗师直截了当地说：“锻炼周围的肌肉，不
要管那膝盖了！”

自由地比赛和生活，放下负担。

受伤不可避免。 挺住，但 不要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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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起，我就一直在玩足球。足球就是我
的一部分。带球、杂耍、穿裆，一切都那么容
易。我是在和同龄人开始玩足球的时候发现
的。我们几乎每次都赢，得到许多称赞。在最
棒的球队里踢球。当年纪大点的时候，我发现
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行。我并不是总是取
胜的关键人物。我花了些时间才接受这一点。
另外，除了足球以外，我还对其他事情产生了
兴趣。在我的朋友圈里，大家都喜欢音乐和女
孩。我开始越来越认为训练是一种负担，有时
候会逃几节课。不知不觉，外面的花花世界占
据了我太多的精力。过多的注重自己的外表以
及迷恋社交媒体和手机。成为职业球员的梦想
在渐渐消退。

我父亲看了我在一系列比赛中的平庸表现后，
当面向我质问。他只是问：“你想要什么？”“
你真的还想成为职业球员吗？还是你只是想玩
玩而已？如果你还想成为职业球员，你现在必
须端正态度。”这是我职业生涯的重要时刻。
我很清楚他指的是什么。

终于下定了决心。首先是训练，然后是学校和
我的朋友们。有了纪律，我把全副精力投入到
足球上。只是有天赋并不能成事，还必须把天
赋开发出来。通过集中训练，我变得越来越
好了。那些任意球不是自己进去的，那背后
需要长期和高频的训练。每一个进球都让我
激动不已。每一次，那种感觉都是对我辛苦训
练的回报。
把你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那感觉太棒了。不
仅是现在，还有以后也是！

5. 我的天赋
投资  你自己。接受  
额外培训 

和参加额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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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不仅给我带来了乐趣和成就感，更重要的
是：它给了我精神力量。我通过足球认识到了
这点。那就是我自己的心态，我自己的意志。
 

与父亲的谈话改变了我对足球的心态。从只是
想赢得球赛开始，到想成为一个职业球员。长
期目标需要一个特定的心态。那就是成为一个
成功的职业球员的绝对意志。就是这种意志决
定我的成功。全心全意，时刻想着提高自己。
不要让任何不利于你达成目标的障碍分散你的
注意力。要专注。

这对比赛来说也是如此。想要赢，就要尽一切
努力去实现它。找出你的极限。前进，不放
弃，保持乐观。这种心态不仅是我职业生涯的
根基，它使我长期在膝伤的折磨下也永不放
弃。每次在健身房锻炼膝盖周边的肌肉时，我
都能感觉到我的精神力量又增长了。没有人可
以把我打倒！

我在日常工作中也运用了这一重要发现。在关
键时刻，或当升职失败时。诚然，离开去别处
寻找机会的想法很诱人，但我没有走，坚持了
下来。这对我处理个人关系也很重要。我相信
我的精神力量，我希望事情能够解决。我不会
轻易放弃。
 

忍着膝伤的疼痛，我传了一个好球，并且因
此进球了。队长是第一个在我身边向我祝贺
的，“看，我们需要你。你挺过去了，非常
好！”是啊，我是有意锻炼我的精神力量的，
那是我成功的基础。

6. 精神力量
你脑子里的  声音   

是你 最好的朋友 还是你  

最糟糕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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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不信由你，但如果我事事只是按着自己的想
法，我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足球运动
员。在我职业生涯的所有重要时刻，总是有那
么一个人在指引我。一个教练。一个给我信
心，想帮助我发展我的天赋的人。太宝贵了，
那是人人都需要的。如果你想什么都自己做，
你就看不到全局。你的眼光就会变得短浅，只
看到你想看到的。

我很幸运，一路走来都遇到了好的教练。我从
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同的东西。我的视野变得开
阔了，并感觉自己朝着成为更好的足球运动员
的方向前进。当然，中间有过起起落落。老实
说，开始的时候，我常常并不同意他们的意
见。我的看法不同，但我会思考他们的评论、
建议和问题。渐渐地，但确定的是，我敞开了
心扉，发现了教练的价值。现在，除此之外，
别无他途。

7. 我的教练

在我的工作中，我也有意识地寻找那些能启发
我的人，并与之交谈。这会增长我的智慧，而
且我意识到他们也喜欢这样做。有什么比帮助
彼此成长更好的呢？能有一个倾听者，让你对
镜自观，真是太好了。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常常进球，似乎注定就是
打前锋的。是我效劳的新俱乐部的教练看到我
有组织进攻的能力，他让我打后卫。开始，我
一点也不高兴，因为进球才能使我兴奋起来。
与教练那一番鼓舞人心的对话，看到了他对我
的信心。渐渐的，且确定的是，我开始认可了
他的想法并在新角色中成长起来。

现在，我无需改变。这是我能充分发挥我的天
赋的位置。这是我以前从未想到过的。

教练 会 开阔 你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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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取得的最大的一场胜利是我们在主场对阵国
家冠军队的那场比赛。尽管我们缺了三名首发
队员，我们还是以3-2的比分取得了惊人的胜
利。上半场结束后，我们以0-2的比分落后。
在我们走向更衣室时，观众席上到处都是嘘
声。中场休息后，很快，我们就把比分扳成
1-2。比赛开始峰回路转，教练的战术变化创
造了奇迹。赛场上的情形开始对我们有利，观
众又开始对我们有信心了。离比赛结束还有15
分钟，比分变成了2-2！整个体育馆	的观众	都
是我们的拥趸。我们个个斗志昂扬，身上犹如
长了翅膀，像狮子一般藐视一切。胜利在望
了，你可以感觉得到。我在拦截的时候，扭伤
了膝盖。是的，确切的说，是同一个膝盖……
但我不想下场。无论如何，不能在这些伟大的
观众面前退场。在球迷们的热情鼓舞下，我几
乎感受不到任何疼痛。在禁区边上，我左脚控
住了不知从哪来的球并对球门一射，比分变成
3-2，全场立时沸腾起来。

我能踢出这个制胜球，得感谢第12人。没有观
众的支持，我可能	早	就把自己替换下来了。
实际上是他们帮助我突破了（痛苦的）界限。
第12人不仅在足球赛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实
际上我的整个生命都因此受益匪浅。我的核心
圈子，家人和朋友，那些爱我并看重我本人的
人，他们相信我，发自内心的为我好，并尽可
能的帮助我。有时候，我发现那挺烦人的，我
总是固执已见，事事都想自己完成。这样，我
低估了第12人的作用。放松的心态对于良好的
发挥是很重要的，而这只有与那些信任你且想
与您并肩作战的人一起才能做到。

由于我一直忙忙碌碌，我实际上对此并没有
领悟透彻。
我应该更多的想到这第12人，表示我的感激
之情。
没有他们，我孤立无援。

8. 第十二人

感谢你的  家人、朋友 
和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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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时刻，5分钟前，我
被教练光荣替换下场。观众起立为我鼓掌欢
呼，我的眼睛一直都是湿润的。队友们向我鼓
掌，击掌，碰肩。我快速走进更衣室，我不想
太激动，我得保持冷静。我坐在椅子上，目不
转睛地发着呆。我的足球生涯结束了。

在我的足球生涯中，我讨厌在一片欢呼中被替
换下来。因为那让我感到失败，我不喜欢这
样，为什么是我？我可以指出其他不在比赛状
态的人。但是，一旦我坐在自家的沙发上，当
我可以保持中立的时候，就会理解为什么教练
会做那样的决定。但有时候，如果我不能理
解，我会找到教练，要求解释。这让我成为了
更好的足球运动员。我可以使自己站在教练的
角度思考，教练都是从团队的全局思考的。

替换当然不仅仅适用于比赛。你可以换俱乐部
或改变在球队中的角色。改变总能带来能量的
变化，创造新的可能性。虽然那不总是能带来
进步，但是你事先不可能知道。重要的是，替
换会带来变化，而正是当你对现状不满的时候
所需要的。
 

9. 替换！

就这样，我在不开心的时候就换工作。我会按
教练的建议换位置，而当我觉得自己不会是首
发阵容的一员时，我叫我的经理人给我找新
的俱乐部。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应该更多的要求替换，这
样我的膝伤不会这么严重，我还能够再打一个
赛季。但是，嘿，那时，我认为被替换就是失
败，自认是个有前途的人才，我不想屈服。

给下半生的重要一课：不要害怕被替换。
没有替换，就没有改变！

www.90.minutes.life

没有	替换，就没有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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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感谢我的足球运动员生涯。我拥有令人
难以置信的非常美妙的经历，并从中学到了很
多。那些经验教训无疑会给我的下半生带来帮
助。因此，我意识到，首先，我是一个幸运的
人。我幸运自己拥有足球天赋，我幸运自己能
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帮助我一路前行。我
非常感激他们，否则，我自己不可能取得成
功。我很清楚这一点。特别是现在，当我在更
衣室里停下来回顾过去的时候。

你在比赛时根本不会想到这些。你求胜心切，
全力以赴，对一切意外感到恼火。传球失误，
糟糕的裁判，敏感的膝盖。只有当球从门柱内
侧反弹入网的时候，你才意识到球幸运的击中
了门柱的内侧。进球了！我们还要继续前进。
你以1-0赢了比赛，获得了进入下一轮比赛的
资格，并最终在决赛中取得胜利，你可以将奖
杯高举头顶。但是，如果那个球当时击中的是
门柱的另一侧的呢……？

有时候，情形对你有利，有时候不是。这就是
生活，你必须面对它。我唯一能改变的就是，
敞开心扉接受这种运气，努力让运气找上我。
为此，我遵循我的直觉。如果是正确的，我就
按我的直觉行事，等待时机，看看什么等待着
我。在我的膝盖要进行第二次手术之前，我突
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但是，除了我父亲，
所有的人都劝我要尽快回到球场上。这样就
必须做手术。但是命运拐了个弯，我的职业
生涯命悬一线。“纯粹运气不好，”我的理疗师
事后说到。
“如果我跟着我的直觉走就好了，”我想。

那时我的精神力量给了我支持。我没有被打
倒，但作为一名足球运动员，我会对我的行为
负责。我想回归球场，但必须是健康的，精
神状态良好。当我下定决心后，我遇到了对
的理疗师，他对我的帮助无以伦比。我真的
非常幸运。

我不知道运气是否可以强求，但我知道的是，
做决定并将之付诸行动可以“招来”运气。
因为我知道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没有行动，就
谈不上运气！

10. 运气！

我的天赋,用的越多，	我就越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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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的故事快结束了，我想做个坦白。尽
管踢足球给我带来很大的快乐，但我也经常会
渴望裁判看看他的手表，拿起哨子放到嘴边，
吹响那熟悉的三声，结束比赛。当我年纪越来
越大，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当比分对
我们有利的时候。
 

有时候，离比赛结束还有15分钟的时候，我的
思绪就已经飘到更衣室了。当比赛只剩下1/6
的时候，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的队友会
提醒我，让我保持警惕。这种坦诚非常重要，
因为我经常在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精神懈怠。
有时，我认为胜利已经没有希望，或认为我们
已经锁定胜局，而情况往往不是这样。90分钟
后的结果才是具有决定性的。很高兴能意识到
这点，特别是在比赛的最后一个阶段。

11. 终场哨声

我在工作中也看到了，我往往在项目接近尾声
的时候开始失去注意力。一个项目快要完成
了，但在最后阶段出了差错。有时是我自以为
已经拿下的订单，却出人意料地被竞争对手夺
去。“注意，阿成，比赛时间是90分钟！”每当
这种时候，教练的训话言犹在耳。

我会将我前半生中最美好、最珍贵和最有教育
意义的记忆带给我的下半生。我的下半辈子就
要开始了。对此，我已经准备好了，这将会是
非常有趣、充满希望的下半生。我会全力以赴
的，直到90分钟的最后一刻。现在我已为充当
我自己的人生教练做好了准备。
 

	“加油！”

幸运！生活，学习，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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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感谢：
西亚玛、马丁和亨尼、琳达、英奇、邦格、基、
迪亚姆斯、罗布、欧姆塔、梅苏特、罗兰特
和史蒂文。

代表和合作伙伴

P  A  R  T  N  E  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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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迪·德·海吉
是一名有20多年经验的企业家。
他在不同的公司中担任投资人、创立人和
顾问。现在，他专注于加密货币、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大数据和区块链项目。德·
海吉同时也是ZO媒体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他为全球多家初创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如Vibby（纽约市）、Goin（巴塞罗
那，2018/2019年最具创新性金融科技奖得
主）、Fortknoxster（直布罗陀）、Bitbook
（爱尔兰）、Yume	Capital（东京）
、Muster	VC（巴塞罗那）和Dataenzo（阿
姆斯特丹）。  

2015年他写了一本书，叫
《来自博文格尔(De	Bovengever)》。《来自
博文格尔》是根据他的创业经历写成的一系
列故事。
2016年，《来自博文格尔》的国际版得到了热
烈的反响。
（2018年|第4版）

埃迪·德·海吉将会对《90分钟》举行研讨
会。这本小册子的所有励志章节，以及更多的
经验，都会在《90分钟》研讨会中进行特别分
享。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和进行预订，请发送邮
件到：hello@90minutes.life。

更多的信息，请发送邮件到： 

hello@90minutes.life 

埃迪·德·海吉
人物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