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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家风，是内心的善良

百般算计，不如积德行善，厚德载物，厚德养家，一个家庭最好

的风水，是善良。

《周易》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说刘伯温隐居后，有一次夏日赶路，十分

口渴，正好路过一户人家，于是向女主人讨水喝。

结果女主人舀了一瓢水，却在水中撒了一把秕谷皮。本来赶路就

已经十分口渴，还要被女主人如此捉弄，可是怎奈方圆几里只有这一

户人家，刘伯温只好一边吹一边慢慢喝。休息好后，女主人得知他会

看风水，就请他帮忙选块地方，他想着女主人如此对自己，就随手指

了一处地方。

十几年之后，因缘巧合，他再次经过那个地方，却看到当年那户

人家家富儿孝，很是奇怪。这时女主人认出了这就是当年给自己指点

风水的先生，对他千恩万谢还把他请进了家门。在席间，刘伯温问起

当年为何撒秕谷之事，这时女主人笑着解释道：“当年看你赶路着急，

又是满头大汗，若是让你猛灌解渴，不仅解不了渴，还会让你生病，

因此撒秕谷让你缓缓气，慢慢喝。”听了女主人的话，刘伯温才知道

自己是误会了，感叹道：“善良之家不用看风水，哪里都是福兴宝地！”

确实，存善心，做好事，助人为乐，谦和慈悲，必会造福自己，

有这样的家风，何愁子孙不发达，家族不兴旺？孔子曾经说过：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想要被别人善良的对待，就先要善待他人。

佛家常说：福报在后面。善良的人只是眼下吃亏，但是他们将来福泽

深厚，甚至可以惠及子孙。

厚德载物，厚道养家。

厚道，是一种朴拙的智慧，是一种大智若愚后的远见。知人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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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尽，留些口德；责人不必苛尽，留些肚量；才能不必傲尽，留些内

涵；锋芒不必露尽，留些深敛；得理不必争尽，留些宽容。

人这一生啊，只有怀着感恩之心，才能遇贵人。

浮躁的社会，越善良，越幸运，愿我们从善如流，德行天下！成

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

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就是善良。（牟定县妇联 张海丽推荐）

在顿悟中，走向中年

走向中年，我们开始领悟到人生最实质，最内在，最主体的内涵。

岁月可以把美丽的花朵和丰收的果实揉进生命的脉络，滋养人生，丰

富人生，实现人生。

我们开始真正的认识自己，也才真正属于自己。并用一种宽容、

舒适和诚实的方式接受自己。

走向中年，我们方才明白，用之前的光阴换来的心境是坦然，宁

静。曾经东奔西走竭力想去改变世界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

我们开始明白，成熟自有成熟的风景。

青春虽然美丽，也会随着时间流逝和褪色，而青春的心境才是生

命中一成不变的风景线。

走向中年，我们开始冷静的看待婚姻和家庭的问题。我们开始懂

得安慰自己，并且学会在逆境中为自己点燃一盏希望的灯。

我们看人看事不像年轻时那么简单。因此，不必非得按别人的意

志行事。

我们开始明白，世事并非黑白分明，在黑白之间往往有一系列的

中间色。

走向中年，我们开始懂得，人生一世无论成功和失败，欢乐与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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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盛衰与荣辱，都如自然流水，从哪里来还要回到哪里去，于是开

始宁静致远。

我们开始明白，衰老不是从中年开始，而是从对生活厌倦开始......

孤寂，痛苦，失败是人生不可缺少的调味，善待人生才能对得起

自己。

走向中年，我们也能坦然面对自己的平凡，开始明白，并非人人

事事都能成功，都有大作为。只要自己奋斗过，追求过，失败又有何

妨。做人也是一生的事业。

我们知道现实中不再拥有童年的笑脸和青春的美丽，却常常在午

夜梦回。

我们的胸怀开始变得像大海，海纳百川，装得下四海风云，容得

下千古恩怨。

因为我们在走向中年。（牟定县妇联 李燕推荐）

疫情催她出征

作者 谢陈

庚子年春节正月初六

在家休假的青年医生甘如意心急如焚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不行我要上班，她毅然决然地开始了

一场 4天 3夜的征程，300多公里

靠着导航、单车骑行、日夜兼程

一路上啃饼干、方便面，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到达她工作的地方，武汉抗疫一线

江夏区金口中心卫生院范湖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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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23岁的女孩子，这样的逆行

如此大胆，敢于“千里走单骑”

不惧危险，只因她心中有个信念

医院需要我，患者需要我，我必须赶到！

她穿行在空寂无人的荆楚大地上

似脱单的孤雁急切寻找母亲的踪迹

她内心不是没有恐惧，只因信念战胜了恐惧

心里不是没有彷徨，但只因疫情容不得彷徨。

武汉封城，没有私家车，公共交通中断

那她就跨上自行车，拼尽全力赶路

青春的面庞、娇小的身材、简单的人生

何以能作出这般惊世骇俗的壮举

责任和大义，就是前行的动力

她说：“我不能后退，后退不可原谅”

她是英雄、更是钢铁战士

最美的你，2020感动中国

《肖申克的救赎》里说

坚强的人只能救赎自己，伟大的人才能拯救他人

所谓英雄，不就是一个又一个凡人

在危难来临时挺身而出

她们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

她们誓死要把这世界变得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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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民族之所以强大

正是因为总有人在苦难发生时

把别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牟定县妇联 王芹推荐）

我知道你很难，但要学会治愈自己

作者 李思圆

或许，你也常有这样的时刻：工作上受了点委屈，看似不痛不痒，

但长久累积下来，也会让你感到疲惫不堪、心力憔悴；生活中遇到了

点麻烦，看似无关紧要，但总是被琐事缠身，也会让你有说不出的无

奈和倦怠；感情里产生了点矛盾，看似并无大碍，但你比谁都清楚，

一次次的失望已经让彼此遍体鳞伤、渐行渐远。

有时，你会很坚强，面对突然的失业、突然的离开、突发的状况，

像个超人一般披荆斩棘、无所不能。但有时，你又是那么脆弱，被同

事挤兑一下、被陌生人踩了一脚、被恋人挂断一次电话，就悲伤得不

能自已。

偶尔，你也会怀疑自己究竟是怎么了？分明一切照旧，没有发生

什么不愉快的事，也没有所谓的大喜大悲，但你就是莫名地感到心里

难过。不为了具体的某个人，也不为了具体的某件事，更不是顾影自

怜，你就是突然想停下来，抱抱无坚不摧的自己。

也许在旁人眼里，我每天的工作和生活都属于亢奋状态，随时有

用不完的精力，在每日的闲暇之余也还有读书、写作和运动的时间；

仿佛我随时都有一个良好的状态，没有什么烦恼和忧愁。

但其实，我也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刻。通常我不会一味地抱怨，会

让自己先静下来，内心就会渐渐变得澄明和开阔。

会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让自己有个良好的身体状态，不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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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乱想的机会，也不去做无畏的消耗和纠缠。或者去做一些令自己

开心的事，比如去听一首美妙动人的歌曲、看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

买一束鲜艳欲滴的玫瑰花。

当你感受到了人间的美好，也就不会为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人、一

些鸡毛蒜皮的事、一些不堪回首的经历，伤心和哭泣。

也许曾经我们感到不开心，会跟父母撒娇、跟朋友诉苦，或者久

久不能从悲伤、愤懑和糟糕的情绪里跳脱出来。但成年后的我们，在

近乎悄无声息的过程中学会了自我修复、自我调整以及自我疗愈。

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境遇中，都会

面对不一样的挫折、困难和麻烦。也许当你正身处其中时会感到特别

痛苦和煎熬，但当你走过了那段路、经过了那段岁月、有了那段体会

后再回来看会发现，一切烦恼和忧愁，原来都不过是过眼云烟。

或悲或喜，或聚或散，或得到或失去，才是真实的人生。哭过，

笑过，爱过，也才算不负此生。

所以，不必去逃避成长途中所遇到的难和坎，因为那是你前行时

必须要经历的打磨和历练；不必非要去追求所谓圆满的、平坦的、一

帆风顺的生活，因为正是那些不完美让你拥有了丰富且宝贵的人生阅

历。

也不必执着于那些你很想要但得不到、很想拥有但已失去的东

西，因为最终留下的，才更值得你去珍惜和善待。

我们只需用心过好每一天，踏实走好每一步，坦然地去面对未知

的明天。如果感到苦，就给自己吃一颗糖；如果感到累，就给自己捶

捶背；如果感到有难以压抑的悲伤，那就去饱餐一顿或者大睡一觉，

第二天一早起床，阳光依旧普照。

我知道你很难，但请学会治愈自己。（牟定县妇联 李晓娟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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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是一个苏醒的过程

人生，是一个苏醒的过程，生命就是一次历练，从鲜衣怒马，到

银碗里盛雪，从青葱岁月到白发染鬓，人总是会在经历中成长，在经

历中懂得，从而一步一步的走向成熟，修炼一颗波澜不惊的心。人到

了一定年龄，就会变得平和了，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发了脾气九头牛都

拉不回来的自己。

从前有人夸几句，总会兴奋好几天，而现在，微微一笑，只当鼓

励；从前有人批评，总会伤心难过，而现在，懂得面对，为的是做更

好的自己；从前有人讥讽，总会找人理论，而现在，不会再为别人犯

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从前的自己，总是想拥有的更多，想得到的就拼命的去抓住不放，

得不到的也不会轻易放下，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懂得放手。

慢慢的才知道，有些东西你越抓得紧流失的越快，不如顺其自然，

要学会睿智的去生活，人生的四季，怎能永远都是春天，一季有一季

的味道，都是岁月的恩赐与馈赠，学会与时光相互包容，接纳，删繁

就简的奔着自己的喜好而去，说明内心已变得成熟了。

从前的自己，总向往鲜衣怒马，现在才懂得热闹之外才是生活，

无论何时，都要在心中为安静留一个位置。

开始学会放缓脚步，让慢下来的生活不急不缓，一杯暖茶，一本

闲书，也能打发半天时光。

开始学会思考，孤独是生命的常态，静水深流方是人生，从而审

视自己，让内在变得温润，让灵魂变得丰盈，保持着内心的清宁与干

净，不卑不亢，温暖明媚，这世间的美好，来自你对生活的温柔以待。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会选择和让自己开心的人在一起，和阳光的

人在一起，心里就不会有阴暗；和心胸宽阔的人在一起，就不会有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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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和坚定的人在一起，内心就少有迷茫。

逐渐学会远离那些影响心情的人和事，开始学会善待自己，平和

而温暖的生活，人海茫茫，总会有欣赏的目光，鼓励你，总会有人以

雪中送炭的姿势，靠近你，人活着，最大的本钱是有一个好的心态，

只有心底的明媚，才能让自己活的快乐。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真正的读懂幸福的涵义，有时候，幸福

只是一杯茶的香，一顿普通的饭菜，一句问候的抵达，一盏晚归时为

你亮着的灯，开始学会删繁就简，去伪求真，越发懂得陪伴的重要性，

与三两个知己携手同行，与亲人们温暖相依，那些一直在身边的才是

最珍贵的。

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不会觉得生活给予的苦难和痛苦是一种刁

难，而是生活对你的一种雕刻，深深懂得，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不

是你拥有了多少财富，而是你是否快乐，不是要有多少人陪在你身边，

而是是否有人懂你。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越活越明白，开始学会往回收了，尽量

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开始学会照顾到自己的一颗心，不再被

他人的言行所左右，多了一份简单岁月的纯朴，沧桑后的成熟，和荣

辱不惊的坦然。三毛说：我来不及认真地年轻，待明白过来时，只能

选择认真地老去。于是，学会在年长深远的路上，留住最初的那个自

己，在光阴的暮色里，温良慈悲。

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不再感叹时光无情了，毕竟岁月未曾饶过

我，我也未曾饶过岁月，认真的活着，优雅的老去，活到自己好看，

别人才能把你当成风景。（牟定县妇联 王利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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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交，当以“素交”为上

闲暇时，打开手机，逐一理顺，会发现一大堆名字躺在手机通讯

录里，有些名字很眼生，从来没有联系过，也从来没有通过话，那些

名字上仿佛落满时光的尘埃，长满了青苔或者已经有了霉味。

怎么想都想不起来，根本记不得是在哪一次的餐桌上或聚会中遇

到的，然后存下了号码，然后再也没有联系过。也根本记不得是在哪

一次旅行中邂逅的，然后混入到朋友堆里……

有时候，也会看 QQ上的好友，一个一个看名字，有实名有网名，

有真名有假名，轰轰烈烈，热闹非凡，有上千人之多，可常联系的就

那么几个，其他的名字有的知道是谁，大部分根本不知道谁是谁。

那些名字隐居在网络的背后，像一双双偷窥的眼睛，安静地沉默

着，头像永远灰着、暗着。那些所谓的朋友，也许某次加上时说过一

两句话，也许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话，只因某种机缘凑巧加上了，然后

又删除了，或者根本懒得删除，任其一直那么暗着。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路过你人生的朋友，多与少而已。他们也许是

为了某种原因而来，但大多数都是因为机缘巧合，偶然遇到了，偶然

认识了，偶然成了朋友，然后就那么安静地留在你的通讯录里、留在

岁月深处，再无来往、再无交集，成为陌生的朋友、成为一次性的朋

友。

某次，偶然碰到在某处遇到过的一个朋友，大家都叫不上彼此的

名字，却指着彼此哈哈大笑：你不是那个谁谁谁吗？你最近在忙什

么？在哪儿发财啊？怎么老也不见你？把大家都忘了吧？

其实也真的就是那个谁谁谁，因为根本记不住名字，却要装作很

熟络的样子。转过身走出去很远，依旧怎么想都想不起，那人到底是

谁啊？想想不由得笑了，可真能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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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次性朋友，这就是中国式的应酬，不管嘴上的功夫多么

热闹、多么热情似火，内心里其实依然保持着冷静与理性。

钱钟书先生在《论朋友》里说：“假使恋爱是人生的必需，那么，

友谊只能算是一种奢侈。”可见说得不错，千金易求，一友难得，友

情是一种很奢侈的感情，所以人这一辈子，真正的朋友并不在多，有

三五个，足矣。

钱钟书先生百读不厌的是黄庭坚的《品令·茶词》：“恰如灯下，

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那种心里明白、

嘴里说不出来的好，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才是真朋友。

钱钟书先生推崇“素交”，他说：“素交更能体现出友谊的骨髓。

一个‘素’字，把纯洁真朴的交情的本体形容尽致。素是一切颜色的基

础，同时也是一切颜色的调和，像白日包含着七色。真正的交情，看

起来素淡，却自有超越生死的厚谊。假使交往不淡而腻，那就是恋爱

或者柏拉图式的友情了。”

所谓的“素”，在我理解，其实就是远离功利、远离某种刻意、远

离某种用心，这样结交，才能称其为真正的朋友。一个“素”字，清、

淡、雅、韵，却包含着其中的精髓。

不为功利而来，不为目的而来；只为懂得而来，只为相惜而来。

没有肉的香，没有鱼的鲜，没有山珍美味……像素的底色上开出的一

朵小花，像白雪世界，傲雪红梅，雪的冷与梅的香，相互映衬，越发

清凛美好。

君子之交，当以“素交”为上。（牟定县妇联 杨瑞推荐）

人最大的教养，是原谅父母的不完美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爱吃煮得烂烂的菜；如果有一天，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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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父母喜欢吃稀饭；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过马路行动反应都慢了；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老父老母的一些习惯不再是习惯时；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吃饭时间他们老是咳个不停，千万别误以为他们感冒或着凉，

那是吞咽神经老化的现象；如果有一天，你发觉他们不再爱出门……

父母子女这一场人世相逢，是用来相亲相爱，而不是相恨相杀的。

人最大的教养，是原谅父母的不完美。

就算他再弱小，就算他平时再不起眼。为了孩子，他们也会以一

个父亲，或母亲的名义，与生活针锋相对。

孩子就是他们的血，是他们的肉，是融到他们骨头里的牵挂。孩

子是他们的第二次投胎，这是一场盛大且深情的遇见。

生养之恩，总大过一耳光的仇。

宽容父母的小过错，原谅他们的不完美，是人最基本的德行之一。

哪有什么诗歌和远方，我们所有的良辰与吉时，不过都是踩在父

母的肩膀上。

你觉得该对你好的人，千好万好，错一次你就失望透顶。你认为

该对你坏的人，千错万错，好一次你就感恩戴德。

我们总认定，父母不完美。

却不知道，他们一直在向这个世界低声下气。

时间让父母多了很多皱纹，可我更记得，他们的青春都花在了谁

的身上……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岁月静好，就有多少冷暖自知。

每个苦苦坚持的人背后，都有一个咬紧牙关的灵魂。

你过得无忧无虑，不过是父母帮你们扛着。

愿你懂得父母身后苦，愿你懂得父母世道难。

为人子女的终极使命，就是接受父母只是一个普通人，并慢慢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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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们的不容易。

每天能见到父母，吃一口家里的饭，跟他们闲聊几句，你的内心

会格外放松舒畅，你会觉得自己在这世界上，有依靠。

和谐的亲子关系，是人内心安定的重要保障。

父母子女这一场人世相逢，是用来相亲相爱，而不是相恨相杀的。

只知道爱情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却不知当父母老了后陪伴对

他们来说是最贴心的温暖。

当父母老了，请你一定要记着，要像他们爱你一样去爱他们。

请好好对自己的父母，不要做会让自己后悔的事，不要等到他们

不在了，才懂得珍惜。（牟定县妇联 李卫兰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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