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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懂得感恩是一个家庭最大的成就
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哀，不是贫穷，不是争吵，而是养出不懂得感

恩的孩子。

贫穷可以靠努力去改变，争吵可以由冷静来缓解，而不懂感恩的

孩子，永远学不会孝顺，也无法过好这一生。

不懂感恩的孩子，就是披着人皮的狼。他们肆无忌惮的索取，终

将“喝光”父母的“血”，让整个家族衰败，再无兴旺之日。

感恩是做人的根本

英国有一句谚语：“感恩是美德中最微小的，忘恩负义是品行中

最不好的。”

感恩是做人的根本，不懂感恩的孩子，再优秀也没用。

有一家庭花几百万让儿子出国留学，结果儿子回国后在家啃老。

老父亲气不过，把买给儿子的车卖了，最后，父子俩大打出手，儿子

还说要砍死父亲。

不懂感恩的孩子，早已把父母的付出诠释成理所应当，只顾着自

己的利益，忽视父母的艰辛，同时，也丧失了良知。

这样的孩子，学历再高，又有何用？

泰国有一则公益短片轰动了朋友圈：一小学老师有一个患有老年

痴呆的母亲，每天他都会带着母亲去上课，让她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

可是，学生们上课开始分神，时不时往后看看他的母亲，这让学生们

的家长意见颇大。

后来，家长们意外地发现老师对母亲尽孝，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

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学会了体谅与感恩。

孩子的成绩固然重要，但这世上还有很多比成绩更重要的东西，

正影响着孩子的一生。

成绩在感恩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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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溺爱的孩子，都不懂得感恩

孩子不懂感恩，与父母的溺爱息息相关。父母过度的爱，对孩子

而言是慢性毒药，于孩子成年后毒性加剧，终将害了他的一生。

孩子在家庭中享受着特殊的待遇，被宠成“小公主、小皇帝”，习

惯了高人一等的姿态，自然不会有换位思考之心，久而久之，就变得

目中无人、自私自利。

他们想要什么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必然不懂得珍惜所拥有的一

切，当肆意挥霍成了他们的习惯，金山银山终会一洗如贫。

正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从小的奢华生活会扼杀了他

们吃苦耐劳的能力，他们会因此变得好吃懒做，难以自立自强。

成年之后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啃老族”，迟早会榨干父母的血汗

钱。

当父母稍微违背他们的意愿时，他们便恼怒无比，视父母如仇人

一般，拳脚相向。

莎士比亚说：“不知感恩的子女，比毒蛇的利齿更能噬痛人心。”

被溺爱的孩子，眼里只有利益，把父母当成了提款机，永远也学

不会感恩。

家庭最大的成就是养出懂得感恩的孩子

不是每滴水都能换来涌泉相报，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报答父母之

恩。

一个家庭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养出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

《少年说》中有一期，看哭无数人：一名高一的学生方裕如在节

目中说，父亲为了让她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所以放弃了在老家的生活，

陪她到大城市一起“打拼”，不管多晚都会陪她练琴练声。

但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导致从未看过自己一场演出，所以借此

机会，唱一首《父亲》，以表感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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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感恩的孩子，即使不站在舞台上，也能格外闪耀。

有人说：“感恩是一种处世哲学，是生活中的大智慧。”

深以为然。

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在面对人生路上的挫折时，心怀感恩便不

会埋怨周围的一切，心中有感恩的光，便能照亮更远的地方。

养出懂得感恩的孩子，就等于赋予了他战胜世间一切险阻的能

力。

让他因感恩而知足，因知足而快乐，轻而易举收获幸福人生。

王符说：“生活需要一颗感恩的心来创造，一颗感恩的心需要生

活来滋养。”

为人父母，别养出不懂得感恩的孩子，让他成为一个家庭最大的

悲哀。

淡看世事去如烟，铭记恩情存如血。

孩子懂感恩，才能拥有有血有肉的人生。（双柏县妇联 刘杰推

荐）

远处是风景，近处才是人生
1

人的欲望是个奇怪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

得到后却又很快失去兴致；

我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却又总在羡慕别人手里的。

我们向往远方，但远方又是另一些人厌倦的地方。

或许，只有历尽世事，才会明白，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

该珍惜的。

因为：远处是风景，近处的才是人生。

生活，不会总如意；万事，不会都圆满；学会看轻、看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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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轻松，来自看得远、想得开、悟得透。

生活，磕磕碰碰，总有些遗憾，留给岁月；人生，起起落落，总

有些理念，需要领悟；人生，一程山，一程水，跋涉着艰辛；生活，

一杯喜，一杯忧，品尝着苦辣。

2

如果你无法忘掉昨天，就不会有一个更好的明天。

很多人不需要再见，因为只是路过而已。遗忘就是我们给彼此最

好的纪念。

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除了交流，还能有什么？除了语言文字，

一个眼神一个拥抱都可以。

但是无论什么形式，都要建立在懂得的基础上。

你不懂他的时候，你的拥抱只是桎梏，你懂得的时候，一个拥抱

胜过了万语千言。

以平常之心，接受已发生的事。以宽阔之心，包容对不起你的人。

脚踏实地走好每一天，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以后的记忆。

生命太短，没有时间留给遗憾，若不是终点，请微笑一直向前。

何必向不值得的人证明什么，生活得更好，是为了自己。

学着主宰自己的生活；即使孑然一身，也不算一个太坏的局面。

不自怜、不自卑、不怨叹，一日一日来，一步一步走，那份柳暗

花明的喜乐和必然的抵达，在于我们自己的修持。

3

如果不想被人评价为太浮躁，那么就要学会和寂寞相处。

人与人之间，不外乎，一个缘字；爱与爱之间，不外乎，一个真

字；情与情之间，不外乎，一个心字；人生，不是总如意；生活，不

是都称心；事业，不是永辉煌；前行，总会遇沟坎；情缘，总有苦辣

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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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求别人，不苛求自己，路，不通时，学会拐弯，结，不开时，

学会忘记；事，难做时，学会放下；缘，渐远时，选择随意。

这个世界，没有一种痛是单为你准备的。世界再大，大不过一颗

心；走得再远，远不过一场梦。如果没有盲目的期待，就不会有失望。

生活不是用来幻想和回忆，生活是用来思考和追求！生活如茶，

不仅要懂得如何泡制，更要懂得如何品尝！（双柏县妇联 尹艳推荐）

梅香牵念
作者 陌上迟归

北风寒凉，黄叶零落，荒草萋萋，世界渐渐变得寂寥无边，唯有

梅花傲立枝头，暗香轻习，给匆匆的人带来了一丝丝温婉。这时，变

化着的时光，又会有何新的筹划?是烟雨朦胧?还是白雪纷飞?或是久

违的阳光?

总以为，幸福应该是简单的，安静的，怡然的。就像家常便饭，

没有约定，却已然俗成，不用刻意，却已然成景。就像在寒冷的冬夜，

一家人围住火炉，几碟小菜，几杯小酒，便可以寒暄不止，推杯换盏，

笑语嫣然。

红尘滚滚，云雾飘摇，缘来缘去，或擦肩而过，或千里相会，或

永不相识，谁都说不准，也猜不透。相望的目光，总会在风雨变幻的

夜里，模糊了视线。相忘的心语，总是在雪花飘飘的日子，胡乱飞舞。

这些，似乎又如凝雪一般晶莹剔透，让人不忍移开。

我们总是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我们却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态

度去欣赏世间美景。我们自以为坚定且执着，望着洁白无瑕的云朵，

却不知如何是好!

在寒凉的冬天，也一样会有牵念，它是安静又渴盼的，如冬天里

光秃秃的枝头，它定会有所向往，纵使四季更迭不断，变化多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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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希望岁月静好，阳光明媚，春暖花开。

经年的风霜雨雪，凝结成一串串思想着的文字，泛着青光，水墨

飘然，流淌身心。静心畅想，尘世间的一些喧嚣，也可听而不闻，一

些碎物，亦可视而不见。取与不取，皆可随心随意，只要心甘情愿，

不俗不坏就好。

伫立于冬的边沿，回首眺望，过往云烟成雨飘然，几多繁华渐落，

然后消失，几多荣辱只是付诸一笑。这一路走来，我们别过了许多，

唯有一份牵念还在心头，浮在眉宇之间，仿若一盆红红的火，久久不

离，温暖着我。

有了牵念，就有了世界，我们还能奢求什么呢?拾起岁月的笔，

描画流年，滴落于字里行间。一纸纸素笺，简简单单的文字跃动着，

流淌着征途中的冷暖忧欢。轻轻滑落，轻轻滑落，绽放着轻柔，呈现

出不一样的温和。

生命短暂，时光清浅，一程风雨一路飘忽，一程眷念一路铭心。

我努力的写下清欢，只为经年之后，依然还散发着温暖而朴素的馨香，

这样多好!在我们回首之时，还会砰然心动，这样的我与你，也很美

丽!

缘分轻飘如风，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纠缠也好，留恋也好，转

身，就永远别过了，不再问了，也不再去想了。

温情的岁月，芳华三千，素影三千，迷蒙了双眼，弥漫着身心。

时光流逝不停，很多年过后，再回眸，你在，我也在，就足矣。

寂渺的岁月，安静的时光。窗里，一片笺，一杯茶，一盏黄灯，

一支旧笔，一本小书。窗外，有青天白月，有淡淡的梅香，在轻轻袅

袅的缭绕。（双柏县妇联 高丽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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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的程度决定你人生的高度
作者 彦辉

自律，像一条无形的准则，它从不偏袒任何人，从不为任何人开

脱。它也像一面镜子，照出形形色色的人心，看到林林总总的人生。

人生，就像是做减法题，每一天经过，都不可以重来，在长长短短的

一生里，没有谁是永远的幸运儿，别人看起来的幸运，其实，不过是

他们看不到的努力罢了。每一个我们看似成功者的身后，其实，都有

他自己的自律准则，都经历过一段孤独而美丽的旅程。

自律，是一段寂寞的路，是没有人陪伴，没有人鼓励，没有人喝

彩，没有人参照的一段自我蜕变的旅程。也许，是漆黑的夜晚、漫天

星辰陪伴时埋头苦学的坚守；也许，是微凉的凌晨，虫声蛙声陪伴的

晨跑锻炼者的毅力；也许，是别人繁弦急管灯红酒绿而你伏案书写的

坚持；也许，是别人大快朵颐口胃熨帖时你健身节食的自律；生活中，

我们似乎总是听见有人感慨自己不够幸运，但是，我们却听不见他在

慨叹自己不够努力，当自律的人，克服了一切懒惰，拒绝了一切诱惑，

抵制了一切舒适，而走在重复了多次别人看起来枯燥、无味、甚至是

沉闷的路时，其实，二者的距离就已经逐渐拉开、渐行渐远。

人们似乎总是可以分为两类：自律进取的和懒散怠惰的。自律的

人总是元气满满，无论在何时，都会看见阳光明媚、都会退缩洁身自

律而不会随波逐流；即使身处暗夜，他也会高唱：黑夜给了我黑色的

眼睛，我要用它来寻找光明；即使伤痕累累，他也会温和地笑着说：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而懒散怠惰的，却总是抵制不住内心

的软弱，走向欲望的泥潭，而当一事无成时，又要找各种理由来掩饰

自己的不自律。于是，我们经常听见他们在自毁之路上的各种悲歌：

生不逢时兮，怨暗夜；时不待我兮，举世浊……自律的人，把自己的

目标当做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像呼吸一样不可或缺，只要自己定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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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就不会轻易改变。像王晓声所说，这样的自律，就是根植于内

心的修养，是以约束为前提的品质。看似苦行僧一般的枯燥、寂寞，

实际上，那是一种人生的标准，一道智者的底线。

能自律的人，就是将每一个孤独的日子，铺成了一个个台阶，天

长日久，拾阶而上，自然，自律总会让他们站在高处。然而生活中，

懂得道理的人总是甚多，但是能躬身前行付诸行动的人似乎总是很

少。天道酬勤的含义是：越努力，越自律，才会越幸运；只有对自己

的要求和约束高一些，目标远一些，才可能成为心中期待的样子。从

前忙碌的时候，抱怨没有自我支配的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今，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全民蜗居在家，每天足不出户，又有多少人做了

自己喜欢做的事呢？信誓旦旦说的读书、写字、健身、变美、学习等

等，回头看，是不是又一次成为了曾经的一个美好的计划？不自律的

人，总是会在对自我的一次次放纵和退步中，渐渐地降低自我的底线，

容忍自己的食言，然后，再为自己找各种理由和借口来安慰自己、让

自己渐渐地心安理得地释然。

自律的人，做计划的时候，从不会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都会在

心里默默地许下誓言，像种下一颗种子一样，每天用固定的时间、固

定的方式小心翼翼的呵护它，陪伴它成长，也促进自己变得更优秀。

这一段路，注定是寂寞的，没有丰富多彩，没有美味斑斓，但是，静

默坚守的自律时光，恰恰是一段涅槃前的黑暗，是浴火重生之前的一

段沉寂。眼中有方向，心中有准则，那么，孤独些又怕什么呢？当他

们涅槃成凤的时候，就会一飞冲天，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醴

泉不饮，成为曾经期待的高贵模样！

自我控制是一个人最强的本能。大千世界，静己守心，走在自律

之路上，总是会收获最终的芳香和美丽！（双柏县妇联 杨秀萍推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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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到来，山楂花悄然开放
作者 彬

躲藏了许久许久的人们，浸泡在疫情的各种新闻还有绯闻里面，

没有了春节的喜庆与欢欣，更多的却是关于这场突如其来疫情的无知

与惶恐，有人也在做着末日式的最后狂欢。我们也许安逸得太久了，

以为繁华会依旧，以为日子总会平凡如水，以为到处都有诗和远方，

以为只要努力就能过的更好，却不知道那些所有的一切很多时候不过

是一场自然轮回里最脆弱的泡沫。这个世界本来就很公平的，不止现

在，过去与未来都如此，我们用我们自以为聪明的大脑，或者自以为

强壮的体魄，最后不过证明不过如此渺小。最后我也不得不正视，努

力地想像鸵鸟掩盖的真相，没有那么强大，也没有那么利害，唯一让

我们还在坚持的，是我们的顽强，是从不放弃为了生存而生存的欲望

罢了。

整个春节我都在想写一点什么，却一直没有动手，甚至连感悟与

感怀都没有，督促着身边所有的人做好一切可能的防护，然后打听身

边环境各种可能出现的因素，做出本能的躲避与回避，因为在未知与

生存，你任何一种选择一种懦弱都不是错误，都不是软弱，那些自以

为是的强大，无所畏惧已经用生命告诉我们他们不堪一击的软弱。

我不想歌颂谁，我不想赞美什么，因为有些东西已经不需要我去

歌颂，它已经做的很好很好，就如我从来不曾怀疑与评击过它一样，

它的好已经不是那些闲言碎语或是恶意评击就能摧垮，从来它都是俯

视着这个世界，那怕最千疮百孔的时候。那些赞美的人已经不需要我

去赞美，他们用完美无瑕的人格与生命证明他们的确有比我高尚的灵

魂与觉悟，不是因为我的卑微，只是因为他们自己那瞬间逆行在你匆

匆远离的背影里面。我也不想膜拜，因为我知道如果需要，包括我，

这片土地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会懦弱，也会卑微，但到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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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头，总有让他们挺直的理由与觉悟，因为这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家，

只要家还在，那怕陨落灵魂都不会迷失方向。

这段时间我们大部分人透过手中方寸之间窥探这个世界，也在熟

悉却陌生的房间里面反思。这个世界没有我们想得那么繁华，这个世

界也没有我们想得那么勇敢，原来生命真的如此平等，当倒下去的瞬

间都是想伸手求人怜悯拉一把。

诗和远方渐渐崩塌，远方的伊甸园只不过是你想象中的幻境，最

终你所做的不过是换个不同的地方活着，依旧如此苟且依旧如此弱

小。我真的想不明白，有些人得有多强大的自我感觉才能说出人种多

么高尚的话，当你在天灾里面，都一样犹如乞丐一样死去，一样的腐

烂。

那些遥远的国度，很多不过是我们想像的乌托邦，也如漂浮半空

的泡沫，看似七彩斑斓，但是如果你用手触碰，瞬间你就能跌落凡尘，

瞬间也就幻化成风。我们就像一个给家长保护太好的孩子，总以为外

面是更加美好的世界，却不知道父母因为帮我们遮挡住风雨，我们才

有风平浪静的港湾，终于在我们静下来的时候，在感受生命脆弱的时

候，通过手中方寸之间，明白在我们之外依旧风起云涌，依旧闪电雷

鸣，唯独此处安好。

如果不是这次的疫情，依旧躁动浮躁的我们可能不会真的停下

来，认真看看家人亲人那张熟悉却陌生的脸。也不能发现原来父母真

的已经老去了，不会发现子女已经在长大，镜子里的自己已经芳华青

春不再。那些所谓的理想所谓的梦想，在此刻如此朴实如此实在，只

是为了活着，只是为了那些或者仅有几个我爱和爱我的人。

一些厌倦了的生活原来如此渴望，我们努力的工作也不过是想活

着想让身边的人活着，原来起早摸黑要做的枯燥乏味的工作，是要维

持如此崇高的生命历程与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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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个春天我们学会了什么，我想更多的是珍惜；如果说这

次疫情让我们懂得什么，我想还是珍惜；如果说这个春天给予了我们

什么，我想还是那些人用生命给我们换回来的珍惜。

春天不会因为一次疫情或者一场战争、一场灾难不来或者延迟，

春天的脚步依旧稳健，春雨依旧沥沥涟涟，依旧润物无声。山上的山

楂花悄然开放，不会因为谁，只是因为这个春天因为它本身固有的生

命轨迹，所以它一如既往的灿烂。（双柏县妇联 施桂芬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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