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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八大家训，才是真正的贵族教育

作者 儒风君

康熙是康乾盛世的开端，他兢兢业业，政绩斐然，而且对子孙后

代的教育也十分成功。

雍正、乾隆，都是中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皇帝。

康熙平素对子孙的教诲，被他的儿子雍正汇编成《庭训格言》。

今天小编摘选其中的八条，不管是对教育子女还是提升自我修

养，都能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教诲。

1

怀善念、行善事，最能安详平和

训曰：凡人处世，惟当常寻欢喜，欢喜处自有一番吉祥景象。盖

喜则动善念，怒则动恶念。是故古语云：“人生一善念，善虽未为而

吉神已随之；人生一恶念，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

译文：人生一世，内心应该充盈着欢喜安详，人的心里美好，自

然产生善念，心中忿怒，自然产生恶念，所以古人说，善良的念头一

发出，人就会有福气；恶的念头一产生，就会有厄运。

感悟：曾子曾说，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求神拜佛，

不如保持善良，善良才是一个人最好的护身符。

存善念，吐善言，行善事，必得善果。

2

慎独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训曰：《大学》《中庸》俱以慎独为训，是为圣第一要节。后人

广其说，曰：“不欺暗室。”所谓暗室有二义焉：一在私居独处之时，

一在心曲隐微之地。夫私居独处，则人不及见；心曲隐微，则人不及

知。惟君子谓此时，指视必严也，战战栗栗，兢兢业业，不动而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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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信，斯诚不愧于屋漏，而为正人也夫！

译文：儒家经典常常提到慎独是成为圣人的第一修养，后人把它

解释成不欺暗室，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和内心的隐秘之处，都注意自

己的言行和思想。懂得时刻保持敬畏，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让人保

持尊敬。

感悟：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持守内心，把外在的道德标准

变成内心的修养，这样的人才是真的强大。他们有着牢不可破的精神

家园，无论外在有多少诱惑，都不能让他放弃原则。

老子言：“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战胜别人不值得夸耀，战胜

自己才是真正的强大。

懂得慎独的人，战胜私欲，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成为什么样

的人，这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境界。

3

聪明人，借别人的眼睛看世界

训曰：朕从不敢轻量人，谓其无知。凡人各有识见。常与诸大臣

言，但有所知、所见，即以奏闻，言合乎理，朕即嘉纳。

译文：我从不轻视人，说谁无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闻，我常

对大臣们说，你们只要知道的，就不妨告诉我，只要是合理的，我一

定嘉奖采纳。

感悟：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视

角，不同的视角合在一起，才能看到世界的全貌。山不辞石方成其高，

水不辞海方成其大。只有兼收并蓄，容纳百家，才不会管中窥豹，夜

郎自大。

一个人的格局、见识，都由此而来。聆听别人的建议、想法，是

完善自我、事业进阶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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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无事如有事，有事如无事

训曰：凡人于无事之时，常如有事而防范其未然，则自然事不生。

若有事之时，却如无事，以定其虑，则其事亦自然消失矣。古人云：

“心欲小而胆欲大。”遇事当如此处也。

译文：没事的时候，要保持警惕，防患于未然。有事的时候，要

泰然自若，不要过度紧张，一切正常处理就好。胆大心细，心中谨慎，

行事风格却要大胆凌厉。这才是做事的方法。

感悟：北宋苏辙说，“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功夫下在平时，

多思考，多想办法，多提高自己，不要临时抱佛脚，那样一定会变得

慌乱不堪。心态一崩，事情自然也就乱了。

时时警惕，细心谨慎，雷厉风行，这才是一个合格的主事人。

5

自律，才有生活品质

训曰：节饮食，慎起居，实却病之良方。

译文：别太贪恋口腹之欲，注意起居，不要贪睡，这才是保持身

体健康的秘诀。

感悟：自律才有自由。平时不注意饮食、休息，熬夜、吃油吃冷

吃辣，身体自然也就容易出问题。平时管不住自己，生病就要遭罪了。

所以，在平时严于律己，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有良好的生活品

质。

6

认错、改错，才是成长契机

训曰：凡人孰能无过？但人有过，多不自任为过。朕则不然。于

闲言中偶有遗忘而误怪他人者，必自任其过，而曰：“此朕之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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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如此，使令人等竟至为所感动而自觉不安者有之。大凡能自任过

者，大人居多也。

译文：人生在世，谁能不犯错呢？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愿承认自己

错了，我就不这样，我总是主动认错。别人总是因为我的认错而感动

到不安。而事实上，能够主动认错，多是品德高尚的人。

感悟：孔子评价颜回，说他不贰过。坦然认错，有错就改，不犯

第二次。人都会犯错，不用苛责别人，不用诘难自己。认错改错，才

能让自己不断成长。

7

谨慎，才能人生安稳

训曰：凡人于事务之来，无论大小，必审之又审，方无遗虑。

译文：无论什么事情，一定要耐心细致，才能不留祸患。

感悟：老子讲，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小心谨慎，才能少犯错，

少翻车。这样的人，做事稳重，让人更信任，人缘自然也就更好。

曾国藩一生谨言慎行、谨始慎终，才能让他在多次的朝堂风浪中

屹立不倒。最终成为中兴朝廷的一代名臣。

8

吃苦是福

训曰：世人皆好逸而恶劳，朕心则谓人恒劳而知逸。若安于逸则

不惟不知逸，而遇劳即不能堪矣。故《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由是观之，圣人以劳为福，以逸为祸矣。

译文：人性本身好逸恶劳，而实际上，只有在劳动之余，一个人

才能真正体会到安逸；如果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那么他感受到

的不是安逸，而是无聊。

一直无所事事，意味着他们将来也没法吃苦耐劳，做出什么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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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易经》上说：“天道运动昼夜不息、周而复始，在运动中存在

和发展，君子应当效法天道，自强不息。”

所以，圣人把辛劳作为福分，安逸当成祸患。

感悟：自古以来，圣贤教导子女，都是锻炼孩子，让孩子亲力亲

为，吃苦耐劳。汉朝的萧何为孩子准备了一块贫瘠的封地，曾国藩总

是让孩子自己打扫卫生，自己洗衣服。

让孩子小时候多吃点苦，不是什么坏事，总是捧着惯着，只能养

出好逸恶劳的败家子。

在逆境中，不但可以激发孩子的潜力，让孩子充满积极进取的精

神，还能磨炼心智，让孩子真正成人。（市妇联 冷文莲推荐）

看开不看破

作者 曾仕强

有些人喜欢说“看破红尘”，其实人是不能“看破”的，因为一旦看

破，人就会很消极，无所作为。看开不看破，但人也不能斤斤计较，

不然就会时时不愉快，常常痛苦。那人要怎么样？我以为，人要“看

开”，但不要“看破”。不过很多人分不清楚二者，他们认为“看开”就

是“看破”，这是不正确的。

“看开”就是说：我不会常常倒霉，这次的情境别人也碰到过，只

是他碰到时，我不知道而已。

这样大家就不会觉得怎么别人运气都那么好，只有自己这么倒霉

了。有时大家看见一个人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面带笑容，觉得这个

人好像从来没有病过。其实他遭遇不幸时，他在家里受疾病折磨时，

大家又何尝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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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应该有一颗平常心，这话听起来很平常，但事实上很不平常。

如果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认为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个人的情

绪就会很稳定。（市妇联 张雨青推荐）

震撼

作者 潘向黎

我曾看过一篇文章，说在“二战”期间，一群流浪汉保护了原本计

划被炸毁的科隆大教堂。我最初以为是夸大其词，结果是真的。

当时，许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每天晚上栖身于科隆大教堂地下

的甬道。“二战”后期，盟军决定轰炸德军在西线的据点科隆。科隆人

纷纷逃离。流浪汉知道无力保护大教堂不被炸毁，于是决定将教堂的

彩色玻璃画都拆卸下来，保存起来留给后人。

他们不分昼夜地奋战，就在快要拆到最高层的时候，盟军的轰炸

机呼啸而至。这些流浪汉放弃逃命的机会，继续拆卸，好几个人仅绑

着一根绳子，整个身体悬在塔外，而轰炸机近在咫尺。

奇迹发生了，轰炸机的炸弹避开了大教堂。整个科隆被夷为平地，

只有大教堂依然耸立。当时做出决定的盟军军官说：“当你看到一群

衣衫褴褛的人，将自己悬在高高的塔尖之上，不顾生死地抢救彩色玻

璃画时，相信你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虽然“震撼”这个词已经被滥用得不成样子，但我还是要以这个词

最初的、纯净的意义说：“我，被震撼了！”

如果人能够豁出性命，许多事情是可以改变的，奇迹也是会发生

的。

如果这些流浪汉认为，靠他们在战火中保护教堂是不可能的，如

果他们在飞机到达之前害怕了，那么教堂是保不住的。但是，他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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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如果愿望没有实现，不要归咎于他人、时代或者命运，不要说原

本就不可能，请扪心自问：豁出性命去争取，我敢不敢？自然，命只

有一条，人只能活一次，要何等强烈的热爱、心愿、念头，才能让人

豁出性命呢。（市妇联 李晓琼推荐）

华为离职副总徐家骏给任正非的辞职信

正非兄：

转眼工作十年了，在华为的十年，正是华为从名不出专业圈子到

现在成为路人皆知的大公司，高速发展的十年，见证了公司多年的奋

斗历程。也投身其中，在大潮中边学边游泳，走到今天。现在我要离

开公司了，准备去开始新的事业，接受全新的挑战，我将要去做的事

情，风险很大，很有可能是九死一生，九死后还能不能有一生，也难

说。在开始新的事业之前，想起了对过去的十年做了一个详细的总结。

在一个像华为这样高速发展的大企业工作，有时是一种炼狱般的锻

炼，如果我能够总结十年的经验和教训，从中学到关键的做事、做人

的道理，我想对将来一定大有益处。这些年来有些人离开公司，写一

些东西或书，对公司指手画脚、评头论足、指点江山，对公司的高层

领导逐个点评一番，我个人感觉除了带来一些娱乐价值，还有什么益

处呢?公司照样在发展，发展的背后，6万人种种梦想、努力、贡献、

牺牲、奋斗、抱怨、不满、沉淀、离去、希望、失落;发展的背后，

种种机会、重大决策、危机、失误等等的内在逻辑又岂是局外人说得

清楚的?我不想多说公司，只是想对自己的工作经历好好反思反思，

想想自己做了什么努力，做了什么贡献，做了什么自己最高兴、做了

什么自己最受益、学到了什么?总的说来，我在华为的十年是懵懵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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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过来的，当初我好像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没有详细的规划，只是

想着把一件一件事情做好。通过自己的总结和反思，将来我希望自己

能够更加有规划、更加清晰一点。大概想了想，我觉得有以下几点，

是这些年深有体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今后再发扬。

从小事做起，学会吃亏，与他人合作。这是研究生毕业前最后一

堂课，电子电路的老师最后送给我们的几句话，虽然我忘了这位老师

的名字，但这几句话却至今铭记。在华为的工作实践，越发感受到这

几条简单的深刻道理。从小事做起不是一直满足于做小事，也不是夸

夸其谈好高骛远。学会吃亏不是忍受吃亏，是不斤斤计较于一时一地

的是非得失，是有勇气关键时候的放弃。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我们很多的成功，来自于敢想，敢做，

就像我第一次接到问题单，根本不懂，但敢去试，敢去解决，还真的

解决了;就像我们做 SPES，即使没人、没技术、没积累，还有 CISCO

等大公司也在做，我们也敢做，敢推行，不盲目崇拜或畏惧权威，也

取得了成功。当然，这不只是盲目的胆大，心大还意味着积极地关注

广大的外部世界，开阔宽容的心胸接受种种新鲜事物。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句话用来形容对 IT人的要求，最贴切

不过了。真正的成功者和专家都是“最不怕学习”的人，啥东西不懂，

拿过来学呗。我们 IT现在有个技术大牛谭博，其实他不是天生大牛，

也是从外行通过学习成为超级专家的，他自己有一次跟我说，当年一

开始做 UNIX系统管理员时，看到#提示符大吃一惊，因为自己用过

多年在 UNIX下搞开发都是%提示符，从未有过管理员权限。看看专

家的当初就这水平 !当年跟我做备份项目时，我让他研究一下

ORALCE数据库时点回退的备份和恢复方法，他望文生义，以为数

据库的回退是象人倒退走路一样的，这很有点幽默的味道了，但他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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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早上起来，上班前先看一小时书，多年积累下来，现在在系统、数

据库、开发等多个领域已成为没人挑战的超级专家了。但是，学习绝

对不是光从书本学习，其实更重要的是从实践工作中学习，向周边学

习。比如说我在华为觉得学到最重要的一个理念是“要善于利用逆

境”，华为在冬天的时候没有天天强调困难，而是提出“利用冬天的机

会扭转全球竞争格局”并真的取得成功，如果没有这个冬天，华为可

能还要落后业界大腕更多年份;华为在被 CISCO起诉时没有慌乱，而

是积极应对，利用了这次起诉达到了花几亿美金可能达不到的提高知

名度的效果。等等这些，把几乎是灭顶之灾的境遇反而转化为成功的

有利条件，对我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也对公司高层十分佩服。

勇于实践，勇于犯错，善于反思。很多事情知易行难，关键是要

有行动，特别是管理类的一些理论、方法、观念。空谈、空规划一点

用处都没有，不如实际把它做出来，做出来后不断反思改进，实实在

在最有说服力。没有实践中的反复演练和反思，即使是人人皆知的东

西要做好都其实不容易。举个小例子，比如做管理者要会倾听，我想

华为 99.9%的管理者都很懂这一点，但实际做的如何呢?华为有多少

管理者做到了不打断别人讲话?不急于下结论给定义?不急于提供解

决方案?有多少管理者能够做到自然地引导对方表达?问问对方感受?

确认自己明白对方?

要有方法、有套路，对问题系统思考、对解决方案有战略性的设

计。在前几年的工作中，由于取得了一点成功，技术上也有了一点研

究，就开始夜郎自大起来了，后来公司化重金请来了大批顾问，一开

始对有些顾问还真不怎么感冒。后来几年公司规模越来越大、IT的

复杂性越来越增加的情况下，逐渐理解了很多。西方公司职业化的专

家，做任何事情都有方法论、有套路，甚至于如何开一个会都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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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后来我对这些套路的研究有了兴趣，自己总结出了不少套路并

给部门的骨干培训和讨论。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下，很多问题已经不能

就事论事来研究和解决，非常需要系统性的方法和战略性的眼光。对

于一个组织的运作来讲，制度和流程的设计尤其需要这一点。爱恩斯

坦说过：We can‘t solve problems by using the same kind of thinking we

used when we created them.

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公司大了，人多了，混日子也容易了。

人很容易陷入随波逐流、不深入业务的境地，而看不到问题和危险。

专家有过一个研究，雪崩发生时，一般受害者都是一批一批的，很少

有单个人的受害者，原因很简单，单个人在雪崩多发地会相当小心和

警觉。但一个群体，群体越大，每个个体就会有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和

人云亦云的判断，但现实是不管群体的力量有多大，雪崩都是不可抵

抗的。因此我觉得在大的机构里，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尤为重要。

少抱怨、少空谈、积极主动，多干实事。我曾经是个抱怨很多的

愤青，经常容易陷入抱怨之中。但多年的工作使得我有所转变，因为

知道了抱怨是最无济于事的。世界上永远有不完美的事情，永远有麻

烦，唯一的解决之道是面对它，解决它。做实实在在的事情，改变我

们不满的现状，改变我们不满的自己。实际上也有很多值得抱怨的事

情都是我们自己一手搞出来的，比如社会上很常见的是高级干部退下

来了，抱怨人心不古、感慨世态炎凉，如果好好去探究一下，原因很

可能是他权位在手春风得意时不可一世、视他人如粪土造成的。

对职业负责、对目标负责，对自己负责，成功者往往自觉自律、

信守承诺、心无旁骛。大企业肯定会有绩效考核、会有论功行赏、会

有 KPI、会有领导指示、甚至会有一点企业政治，但如果我们片面地

追求考核成绩、片面追求 KPI指标、片面追求权钱利益，片面地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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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对别人负责，而不对自己负责、不对自己的目标负责，失去工

作的使命感、责任心、热情和好奇心，必将不能达到自己的最佳境界。

而一个企业如何能够成功营造一个环境，让每个个体尽量发挥到最佳

境界，企业也会战无不胜。

多点人文修养和审美情趣，看起来与工作不怎么相关，其实太相

关了。杰出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对美的境界的追求，最伟大的科学发现，

往往蕴涵着秩序、简洁和美。缺乏一点审美的追求，什么 UGLY的

事情都敢做、不择手段、凡事凑合，一点都不“高雅”，必将不能长久。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关注人，帮助人，真诚待人，厚道做人。

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由于媒体的作用，过分渲染了人与人之间日益

冷漠、诡诈的关系，但实际的社会、社区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回事，起

码我来华为之前，对一个大企业中工作的人事关系开始还有点未知的

恐惧，但实际上在这个集体中的感觉几乎人人都能开放、真诚相待，

关系融洽和谐。所以关键是我们自己要能够真诚对待他人，在与他人

互动中将心比心。当然，工作中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冲突也

是没有必要去避免，甚至很多冲突对组织来讲，是大有益处的。就像

夫妻吵一架后感情往往更好。只要我们掌握两大原则：对事不对人；

与人为善。就肯定能把适度的冲突引导到对自己、对组织都有利的方

向。

开放和分享的态度。在一个高科技公司工作，如果抱着保守和封

闭的心态，成长肯定会受阻。

做好时间管理。在华为工作十年，3650天，工作日 3000天左右，

这些时间是不是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了，有效的、有产出的工作时间

究竟有多少，实在值得怀疑。时间管理是我在华为工作当中最大的教

训之一，可能也是公司整体性的问题，工作缺乏计划，经常是面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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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被打断;或者是不断去打断同事下属;或者是不断的会议、讨论，

占去绝大部分的时间;或者是被自己的兴趣所牵引，花大量时间搞一

些不着边际的事情;或者是花很多时间在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上，把

很难很重要的事情一直拖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然后被迫仓促行事。现

在回想，如果真的能管理好这十年时间，我觉得成就应该大很多。

PS: 徐家骏：离职前曾是华为的副总裁，技术超级大神，年薪

超过千万，名副其实的“打工皇帝”。从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到年薪

千万的华为副总裁，再到离开华为转战百度，徐家骏的十年从业经历

和经验对于任何渴望成功的人来说绝对可资借鉴，我们从中也可以一

窥华为公司的运作过程和徐的职业规划。（市妇联 陈琪推荐）

没想到

作者 朱谷忠

齐白石曾刻一印：“一切画会无缘加入。”孰料，后来他当选为中

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他对人说，这是他没想到的。

夏衍得知齐白石喜欢崭新的钞票，就拿新钞去齐白石家买画，果

然如愿。齐白石对人说，没想到夏衍也知他癖好。

1956年，齐白石在“授予齐白石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金仪

式”上致答词（郁风代读）称：“晚年方知，吾之所求，乃和平也。”

这个奖，是齐白石没想到的。

是的，艾青说过：“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

路。”（市妇联 杞荣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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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粱梦里

作者 席慕蓉

好多人都喜欢告诉我们，人生不过如一场黄粱梦，在繁复的美丽

与曲折的悲欢之后，悠然醒转，新炊却犹未熟。

可是我总是不服气，我总觉得，生命本身应该有一种意义，我们

绝不是白白来一场的。在这世间，有些事物是一直在重复着和绵延着

的。每回抱我的女儿的时候，就会想到，年轻的母亲曾经怎样温柔地

抱过我。每回在给孩子切洗蔬果的时候，就会想到，母亲当年，曾经

怎样一寸一寸地把我们喂养长大。而有一天，我也终于会像今天的母

亲一样老去，那时候，我的女儿也会像今天的我一样，在源源不绝的

水龙头下清洗着鲜美的蔬果，再来一寸一寸地把她的孩子喂养长大。

所以，谁能说这些都仅仅只是一场黄粱梦而已呢？

而每回闻到草叶的清香，看到潮汐的涨落，就会想到那些我曾经

拥有过的幸福时刻。不管时光如何飞驰，景物如何变换，大自然里有

些事物却是永远不变的，而我曾经努力生活过的记忆也永远在那里，

每回翻寻，每回仍在，这样的生命，你说我怎能不热爱？

当然，我的朋友们也可以说，不管我如何努力，我仍然是在黄粱

梦里，一切仍然会逐渐逐渐地过去。

可是，总有一些什么会留下来的吧，我虽然不能很清楚地知道那

会是些什么样的事物，我却相信，一切的努力都绝不会是白费的。

在绵延不绝的黄粱梦里，一定也会有喜欢我并且和我有着相同心

思的女子吧，当她在千年之后翻阅我的札记时，一定也会欣喜地发现，

尽管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尽管世间依然无法避免仇恨和争战，可是

只要草叶间依然有清香，潮汐依然按时升落，所有的痛苦就比较容易

忍受，而生命仍然是值得信任与值得热爱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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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还有什么遗憾的呢？（市妇联 徐芹秀推荐）

站远一点，才有机会感动

作者 郭韶明

哈金有一个短篇小说《两面夹攻》，说的是亲人之间的距离。

在美国的儿子终于把在老家的母亲接到了身边，却发现，母亲一

直没弄清她在这个家的角色。儿子干脆以辞职为代价，让母亲意识到

妻子在家里的地位，并打算趁失业之机让母亲回老家。

计谋得逞，儿子却很难过。16年前参加高考时，母亲撑着一把

伞站在雨中等他，手里提着饭盒、汽水和用手帕包着的橘子。他们俩

各湿了半个肩膀。“要是他能再对他们无话不说该多好。”

可是，和你的家人无话不说真的是一种理想状态吗？未必。起码，

16年前的儿子，大概不会觉得当时的饭盒和汽水有多么真实、多么

值得回味。远离现场，以及与现状的对比，让那个普通的雨天变得不

太一样。

不久前在父母的家里，看到一封大学时写给我爸的信。那是我第

一次在另一个城市，和父母隔着 300公里。我妈告诉我，当年我爸读

完信，泪流满面。

而现在，当我自嘲“煽情能力还挺强”的时候，与父母的关系依然

是个跷跷板。同住的时候，会针尖对麦芒；隔空对话的时候，却一言

一语全是关照。

也有一种距离，让人觉得很远。

尤其是老一辈的知识型父母，他们有些天然地保持着对亲情的克

制，让你感觉不到与他们的“亲”。或许他们自己也没弄清，如何在清

高的身段下展示内心的情感。于是距离成了一道跨不过去的障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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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家人可能一辈子都觉得他们的心里没有爱，而实际上，是对本性

的压抑让一些东西藏得太深。

总之，亲情好像存在一个悖论：当你和家人的物理距离近了，心

理距离却远了；物理距离远了，心理距离又近了。近的时候，更多体

验到的是一种胶着，悠然的状态总是要等到回望的时候，才能真切体

会。

其实站远一点不只是指现实中的距离，它更是一种内心独处的需

要。

站远一点也是一种适度的抽离。你知道家庭的中心在哪里，也知

道活动的半径有多大，关键是，有的时候，你需要离开那个过于活跃

的地带，作为观众，去看看你生活着的现场。这样，重新参与其中的

时候，你才会看到更多从前没看到的瞬间。（市妇联 杨翠芝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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