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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生，静以修心，诚以待人

作者 曹伟

在这个大千世界里，实在有太多的诱惑，追逐名和利的冲动时时

刻刻都在纠缠着我们，即使知道到头来都是一场空，但没有人能从心

底里彻底的屏蔽掉这些诱惑。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努力的追求生活的品质，但君子爱财取之

有道，一定要谨记这古往今来至理的忠告。

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活得精彩。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活得漂亮。

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活得灿烂。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活的干净，

活的真诚，活的坦荡和舒心。

这个世界上，千万不要把别人看成傻子，更不要过分自信满满，

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是亘古不变的名言。

江湖上行走多了，每个人都会慢慢地成熟起来，有些人懂得了在

低调中真诚的面对生活，面对朋友，不因一时的利益得失而互相算计。

懂得了人的一生中总会遇见无可避免的风风雨雨，但更多看见的

是风雨后的彩虹和阳光。

所以，没有必要计较的太多，所有的一切并不会因为你的计较而

来，万事万物，在生命的长河中，我们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事情，

该来的自然会来，不该来的自然不会来，在得与失的过程中，计较的

多了往往失去的也会更多。

人不能让自己活的心累，在前行的路上学会不断告慰自己，做一

个勇敢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也没有走不完的难，态度

决定着人生的方向，向阳而生，勇者无惧。

人生的精彩，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努力出来的。

人生的美丽，不是描出来的，而是勤奋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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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价值，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实干出来的。

生命中的每一天，有欢笑也有失落，有酸楚也有幸福，有失意也

有成功。

没有谁可以一帆风顺的在人生旅途上抵达终点，没有谁可以永远

的在高歌幻境中抵达诗与远方。

勿与小人为恶，勿与恶人为伍，只要坦然面对现实，顺境也好，

逆境也罢，潮起潮落才是丰富多彩的人生。

充满人格魅力的人，懂得在这个薄凉的人情世故中，用诚实丈量

人心，用真情感动人心，用善良感化人心。

人与人之间，努力做好自己，温柔以待，彼此理解，用真诚面对

生活，温暖一生。（牟定县 张海丽）

生命，是一树花开

作者 余秋雨

生命，是一树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

日子，就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那些天真的、跃动的、抑或

沉思的灵魂，就在繁华与喧嚣中，被刻上深深浅浅、或浓或淡的印痕。

很欣赏这样一句话：生命，是一场虚妄。其实，经年过往，每个

人何尝不是在这场虚妄里跋涉？

在真实的笑里哭着，在真实的哭里笑着，一笺烟雨，半帘幽梦，

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生活，不是不寂寞，只是不想说。

于无声处倾听凡尘落素，渐渐明白：人生，总会有许多无奈，希

望、失望、憧憬、彷徨，苦过了，才知甜蜜；痛过了，才懂坚强。

生命中，总有一些令人唏嘘的空白，有些人，让你牵挂，却不能

相守；有些错过，让你留恋，却终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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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喧闹的凡尘，我们都需要有适合自己的地方，用来安放灵魂。

也许是一座安静宅院，也许是一本无字经书，也许是一条迷津小路。

只要是自己心之所往，都是驿站，为了将来起程不再那么迷惘。

深深懂得：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东西都符合想象，有时候，山是

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也有时候，星不是夜的故事，情不是爱的

故事。生命的旅途中，有许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许多事看着看着

就淡了，有许多梦做着做着就断了，有许多泪流着流着就干了。

盈一抹领悟，收藏点点滴滴快乐，经年流转，透过指尖的温度，

期许岁月静好，一路走来，你会发现，生活于我们，温暖，一直是一

种牵引，不是吗？于生活的海洋中踏浪，云帆尽头，轻回眸，处处是

别有洞天，云淡风轻。

有时候，失望，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有所期待，才会失望。有时

候，遗憾，也是一种幸福，因为还有令你遗憾的事情。幸福，其实很

简单。平静的呼吸，仔细的聆听，微笑着生活；有人爱，有事做，有

所期待。

幸福，其实在路上。走一步，有一步的风景；进一步，有一步的

欣喜；退一步，有一步的心境。

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别让心承载太多的负重；给自己一个取

暖的方式，以风的执念求索，以莲的姿态恬淡，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

头最美的风景。（牟定县 李燕）

品味淡淡的感觉 淡淡的生活

我喜欢淡淡的感觉，也许是因为一种忧郁？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快乐

我只是喜欢淡淡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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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看枝头那淡淡的嫩绿

它是生命的象征、它是春天的使者

淡淡的一抹胜过喧嚣的姹紫

我追求淡淡的友谊

是朋友，也不必常相见，偶尔电话中的一句：“你好吗？”

淡淡的问候此时就象发了芽的思念一样蔓延开来

一缕温情溢满你的心头

俗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

殊不知一个“淡”字就包含了多少的真诚与默契

爱也要淡淡的

还有那种淡淡的微笑

喜欢淡淡的水，渴极了，白开水最能解渴

它让女人更温柔娇羞，让男人更成熟大度

它让孩子更天真美丽

淡淡一点的裙衫很俏

淡淡的

而现在

因为在淡淡的想你

所以才有了这些淡淡的文字……

一切都是淡淡的

只是那么淡淡一点的

过去，现在与未来，

人生的画卷轻轻地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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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下的泪和展开的笑

都用那淡淡的笔画

走在人群中，总有那么些女孩让人不断回首

没有红装绿裹的耀眼，风中飘逸的蓝衫紫裙

只有一身的青春和一派的清纯

淡淡一点的微笑很醇

当孩子见到陌生人，总会藏到大人的背后

然后悄悄地露出半边脸

淡淡的笑意，很自然地从眼中从嘴角流露出来

少年将散着淡淡一束芳香的玫瑰送到少女手中时

他已经装满了少女的心

淡淡一点的天空很高

没有朵朵云彩，没有蓝得逼眼的鲜亮，只是淡淡的

灰中有蓝，蓝中含灰

那缭绕着的，淡淡的炊烟

喜欢低吟“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

淡淡乡愁……

一个人，就一个人静静地

将自己融化在袅袅的清香和悠扬的音乐中

翻开旧日的像册，打开尘封的回忆

回忆着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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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淡淡”之中又引出多少的感慨万分，多少的幽怨无奈

淡淡的，总是那么让人难忘……

不知听谁说过“不是你的拽也拽不住，是你的跑也跑不了。”

朋友，记住：淡淡的爱才会有幸福到白头……

（牟定县 王芹）

记住别人的好，温暖自己的心

作者 一禅小和尚

人生匆匆如旅，相逢即是缘。对我们好的人，都值得我们用心去

铭记。珍惜对我们好的人，就是在心底装着阳光。

人生如四季，总会遇寒冬。锦上添花的事好做，雪中送炭却并非

人人都能做到。

下雨了，才知道谁会给我们送伞，谁只有口头的寒暄；遇事了，

才知道谁是真心的贵人，谁只是看热闹的观众。

友不在多，贵在风雨同行。情不论久，重在有求必应。人生就是

这样，在不停的遇见中选择真心的陪伴。

相逢已属不易，相守更是难得。记住那些对我们好的人，是人生

路上最真的情，是心灵深处最暖的伴。

有位作家曾说：真心对你好的人不会很多，一个也别弄丢了。毕

竟如果弄丢了，可能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趁着时光正好，岁月未老，感恩所有善意，珍惜所有给予。

生命本是一场厚赐，一花一草，一人一事，皆是最好的安排。但

大多数人往往记不住别人的好，别人的不好却悉数在心。

看到网上有个问题说，人和人的关系，能有多脆弱？底下有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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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回答：与人相处，最寒心的莫过于帮人百次，从没被念过恩。一次

没帮，就被怀恨在心。因为一次不愉快，就忘记了之前所有的爱。

揪着别人的不好，只会换来无尽的纠结怨怼，对自己造成严重的

内耗。做人，多记人恩，少记人过。记住别人最好的一面，就是对缘

分的不辜负。

《论语》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个世界很大，人与人之间之所以出现误解，多半是因为做不到

感同身受。

凡事只从自己的角度理解，只会让彼此的心灵越来越远。何不多

一些宽容，让一些琐碎和怨恨远离我们，让我们的心胸更加开阔？

相遇不易，记住那些对我们好的人，别让怨气占据了相知的时间。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对我们好的人，对他们而言，不是

义务，而是在乎。

与其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惜取眼前人。懂得回馈，是对良人的

一种珍惜。知恩图报，是对真情的一种尊重。

古语云：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生命是一种回声，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用爱才能交换爱，用信任才能交换信任。

当我们想要收获别人的好感，首先要在别人的心中播下善良的种

子。人情需要有来有往，才能感受到爱的流淌。

朋友之间，多想想对方的帮助，友谊才会坚固。亲人之间，多念

念对方的付出，家庭才会和睦。爱人之间，多记着对方的可爱，感情

才会长久。

生活纵有疾风起，仍愿你常怀感恩之心，福往福来，被岁月温柔

以待。（牟定县 李卫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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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是一种修行

不动声色的努力可以收获一份成功，初心不改的人生可以得到一

份安然。生活中，少一份望洋兴叹，就多一份脚踏实地，以初心，拥

抱精神饱满的自己，推却无以言表的忐忑。

初心不改，才能无怨无悔。一句话说，“生命中最难的阶段不是

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你自己。” 当我们拥有立足点，生活多一份

安然。当我们垒实脚下路，人生少一份坎坷。有自己喜欢的事情，每

一份薄待都对你无可奈何，顺从自己，无怨无悔。

初心不改，才能沉淀自我。一句话说，“积跬步才能至千里，积

小流才能成江海。”当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着手，明天才不会空

白，设想才不会空谈。有自己的舞台，脚踏实地过安稳日子，顺从拥

有，沉淀自我。

初心不改，才能点燃勇气。一句话说，“生命中最好的贵人，永

远是那个努力拼搏的自己。”当我们找到茧子的突破口，历练出美丽

的翅膀，风景变得旖旎可爱。有克服和追求的坚强，学会慢慢优秀，

走上坡路，放下畏惧。

初心不改，才能显示风采。尼采说，“在阴影中向太阳奔跑。” 当

我们迎难而上，拥有基本的生存技能，发掘自身的闪光点，生活变得

馥郁有味。有恒定和喜欢的目标，学会处处乐观，搏击长空，对话苍

凉。

初心不改，才能珍惜时间。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当

我们心无挂碍，分秒必争投入生活，精神面貌喜气洋洋，心境自然阳

光坦荡。唉声叹气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博观约取，积累能量。

初心不改，才能看轻得失。一句话说，“人无所舍必无所得，心

有所属必能抵达。”当我们看轻输赢安于当下，左右心情的东西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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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减少，天气变化人情冷暖辗转在环境中，进不了心底。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初心不改，才能静以致远。古话说，“每逢大事有静气，不信身

旁无高才。”当我们专注品质，寻求最佳经营理念，人生给的一定是

丰饶的回报。给自己一个静谧的境界，给心灵些许经典的回味。清空

浮躁，不动声色。

初心不改，才能活出本真。郑板桥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

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当我们彻悟自己

的所需，无边无际的诱惑在眼中就会失去作用。给心灵一份衷肠安放

信念，放下虚荣，只需苍翠。

初心不改，才能情暖今生。胡适先生说，“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

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当我们放下抱怨懂得吃亏

是福，温和待人处世泰然，即使面对低谷，微笑着走向前方，非凡人

生并不是没有可能。措辞柔和，善良宽厚。

初心不改，才能欣赏人生。一句话说，“心头纷扰都是杂念，心

底莲香才是菩提。”当我们不局限于心底的乾坤，目光长远，释然心

境，参透纷繁背后的空灵，放下患得患失的心态，邂逅美梦成真并不

是没有可能。云卷云舒，悦纳岁月。

修身养性是人生的根本，修养就是养心，养心首先要护好初心，

总而言之，心无旁骛，全力以赴，不忘初心，是一种修行，初心不变，

是一种福气。（牟定县 李兴桥）

能让你变幸福的 20件小事

作者 鲸落

作家毕淑敏说：“你不要总希冀轰轰烈烈的幸福，它多半只是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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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地扑面而来。”每个人都渴望幸福，但其实幸福的生活就掌握在我

们自己手中。今天，我想跟你分享 20件提升幸福感的小妙招。

关于心情状态——心若阳光，一切都灿烂

01.记录开心的小事

从今天开始，每天记下让你开心的两件小事。哪怕只是有人夸你

今天的衣服好看，哪怕某天晚上睡得很好没有失眠。

我们习惯了盯着烦恼和难过的事儿，所以总觉得生活很糟糕。多

记住那些细碎的美好和温暖，你会发现，幸福其实就藏在日常里。

02.多跟朋友打打电话

有空的时候，跟朋友通通视频打打电话，山南海北的聊工作、感

情、八卦，把近期的开心与不开心都分享出来。

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会知道，有一个可以随时打扰的朋友，是件很

珍贵的事情。心里的话，有人听就是温暖；郁闷的事，有人懂就是幸

福。

03.偶尔奖励自己礼物

在特别的节日里，在遇到烦心事的时候，送自己一份礼物。在不

那么美好的日子里，学会给自己找一个开心的理由。

在乏味琐碎的生活中，极力去触摸点滴的欢喜。如果没有人爱你，

你要记得爱自己。取悦自己，才是最幸福的事情。

04.忘记一些事情

张小娴说，“小时候，假如记性不好，是会挨骂的，然而，当你

长大和变老，你才发现，有些人有些事，能够忘记，是幸福的。”

那些让你难过的，让你痛苦的回忆和经历，让你伤心的人，不如

忘记。人情世故不简单，但你可以简单过。把烦心事丢掉，才能腾点

地方放鲜花和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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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少比较，会知足

这个世界上除了朝九晚五，还有很多人要加班到深夜，没有双休，

没有热好的粥，没有灯火通明的家。

也许你没车没房，没钱没权，但你无病无灾，有人爱你，关心你，

这也是一种让人羡慕的平常的幸福。

关于生活方式——经营岁月，美好会奔你而来

01.早睡早起

再昂贵的护肤品和保健品，也比不上早睡早起给身体带来的好

处。

早睡，让你身体健康，增强免疫力；早起，让你有充沛的精力和

更好的状态去迎接新的一天。早睡早起，才是最好的养生。

02.定期旅行

生活很辛苦的时候，就出去走走吧，一次旅行，足以治愈尘封已

久的心情。

去感受不一样的风景，去到陌生的城市和街角，去看日出日落。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去期待，还有很多美好

等着我们去邂逅。

03.学会做饭

有人通过研究发现：做饭能降低焦虑和烦躁的情绪，还可以增强

自信、增加幸福感。

闲暇的时候，试着做几顿饭。在翻炒中体验生活的温度，在糖醋

中感受人生的甜蜜。花一点时间和心思，倾注一些耐心和温柔，用双

手为生活增添一道色彩。

04.整理房间

定期收拾房间，打扫卫生，扔掉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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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家里来个大扫除，把换季的衣服洗干净收纳好，把用不着的物

品清理出去。房子可以不大，但要干净明亮。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

心情也会变得清爽舒适。

05.偶尔独处

人生到了一定的阶段，你的生活会被工作填满，被家庭、孩子和

琐事羁绊......

但偶尔，也要留一处安静的角落，给自己一些个人的时间和空间。

只有内心宁静，我们才有足够的耐心和温柔，去审视自我，去吸收这

个世界的光和热。

关于个人习惯——自律自爱，在喧嚣中寻找从容

01.保持整洁的仪容

出门的时候，换上一身自己喜欢的衣服，化个素雅精致的妆容，

让自己看起来大方得体；在家的时候，也把自己收拾得干净整洁。

每个人都喜欢好看的人和事物，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对美

的追求。决定你年龄的，不是真的多少岁，而是你的心态。

02.每天锻炼半小时

除了进健身房，你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锻炼身体。少乘电梯，

多走楼梯；少打车，多骑车；少躺着，多站站，多走走。

下班后跑跑步，打打羽毛球，周末去爬爬山，游游泳。坚持锻炼，

你的身体和状态会改善很多。

03.每月定量存钱

攒钱这个事，听起来很痛苦、很枯燥，但是有了积蓄，内心的安

全感和底气也会随之增加。

花钱的快乐是瞬间的，而存钱的幸福却是持续的、踏实的。当你

通过一点点的积累，实现了某个目标的时候，获得的快乐也是双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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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定期清理朋友圈

朋友圈是分享生活的地方，别让你的朋友圈变成广告圈、工作圈、

树洞圈。

关系没那么要好的，不用刻意维持点赞之交。不喜欢的人和内容，

定期屏蔽，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拒绝无用的社交之后，你会

发现自己过得轻松很多。

05.适当保持沉默

不是什么事都要争出是非对错，不是什么人都要跟他计较。有时

候，心要简单一点，人要糊涂一点。

有些事情学会保持沉默，笑着看淡，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

谓。

关于自我提升——在时光深处，修炼最好的自己

01.有空多读书

读书是最低成本的自我增值方式，我们能在书中，看没看过的世

界，听没有听过的故事，获得不同的人生体验。

那些好的文字，能拓宽你的视野，增长你的智慧，改善你的格局，

给你带来新的思考、蕴藉和力量，让你变得通透、豁达。

02.培养一个爱好

培养一个工作之外的兴趣爱好，比如画画，比如唱歌，比如学会

一种乐器，或者游泳。

兴趣，是你平淡生活里的调味剂，增色剂。

03.每月设立目标

当生活没有目标和方向的时候，人往往会感到焦虑、迷茫。

比起那些宏大的目标，不如设立一些清晰的、不那么遥远的小目

标，你会为此而努力，把工作、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不求好高骛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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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求脚踏实地。

04.每日睡前复盘

每天入睡之前，放下手机，花 10分钟左右的时间，去想想这一

天是怎么度过的。

有哪些做的不好的地方，有什么事情让你有了新的感悟和思考。

只有不断反思，才能不断成长。

05.少抱怨少吐槽

若是想抱怨吐槽，真的能找到无数件事：家里不够有钱、自己不

够漂亮、婚姻不够幸福......

抱怨和吐槽都是会上瘾的，只有停止抱怨，你才会开始聚集于解

决方法，你才会发现自己的潜能，改变心态。少一点抱怨，多一点行

动和改变。

生命是由微小的事和细小的快乐组成。

做好每一件事，吃好每一顿饭，读好每一本书，其实就是一种幸

福。

常常提醒自己注意幸福，就像在寒冷的日子里经常看看太阳，心

就不知不觉暖洋洋亮光光。（牟定县 王利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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