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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开”才是生活的最高境界

北宋名臣蔡襄《十三日吉祥院探花》的诗中说：

花未全开月未圆，寻花待月思依然。

明知花月无情物，若是多情更可怜。

花全开，意味着就要开始凋谢；月全圆，就代表着要开始残缺。

人也是一样，到达巅峰之后，接着就是不可避免地要走下坡路。

一生很短，不必追求太多；心房很小，不必装的太满。

“三七开”就是生活的最高境界。

人生三分选择 七分放下

生老病死，爱恨离别，求之不得，人生有许多事情，往往是让人

无能为力的。

选择是智者对放弃的诠释，只有量力而行，善于抉择才会拥有更

辉煌的成功；放下是智者面对生活的明智选择，只有懂得放下，善于

取舍才能事事如鱼得水。

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

火车马上就要开动了，一个人慌张跑过来，却在上车时被门挤掉

了一只鞋。这时火车开动了，这个人立马脱下另一只鞋，用力扔向第

一只鞋子掉落的地方。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已经丢掉的

鞋子，何必再去留念呢？还不如给捡到的人一双鞋呢。”

人生在世，不过两词：拿得起，放得下。很多人往往只做到了“拿

得起”，却忽视了更重要的“放得下”。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人生路上不可避免要有所选择，有所放下。

当你为了做出选择而必须放弃一些东西时，请记住，好好享受自

己选择的，迅速忘掉自己舍弃的。因为选择后的纠结没有任何作用。



- 2 -

学会选择，懂得放下，才能拥有海阔天空的人生境界。

处世三分糊涂 七分清醒

清醒做事，糊涂做人，是立身处世的救命法宝。

有两个患有癌症的人在一间病房，其中有一个耳朵有些背。一次，

医生在病房外谈话，说他们两个人都只有三个月时间了。耳朵正常的

病人听到后，整天忧心忡忡，最终没有活过三个月。而耳朵背的那位

病人，到现在已是两年过去了，他还好好地活着。

很多事，不知道比知道好，不灵通比灵通好，不精明比精明好。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难得糊涂”。

很多时候，糊涂不是傻气，也不是愚昧，而是一种气度，一种修

养，更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和家人糊涂，家庭和睦；和朋友糊涂，友

情稳固；和同事糊涂，工作顺手。

做人做事，不斤斤计较，不患得患失，这是一种胸怀。这种人不

张扬，不高人一等，平易近人，反而更易得众人的欢迎。

成败三分做事 七分做人

俗话说，做人先做事，聚财先聚气。

一个人，穷不算啥，但不能丢掉为人的尊严。一个人，富不算啥，

但不能失去做人的良心。

还记得 2017年，我的朋友圈被董卿“下跪”的照片刷屏了。

当时《开学第一课》开播不久，请来了著名的翻译家许渊冲老先

生。许老先生年事已高，只能坐在轮椅上。为了方便沟通，在 3分钟

的采访中，董卿跪地三次，用仰视或平视的目光专注又耐心地倾听老

爷子的分享，再细细转述给现场观众。

“跪”并不是一个好看的动作，但她这一跪，跪出个人最美的姿势，

跪出了作为主持人的专业素养，也跪出了她做人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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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丹尼尔说：“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能抵达的高

度。”

不管何年何月，朴拙，才能赢得尊重；不管何时何地，真诚，才

能打动人心。

生活三分得意 七分失意

若是论逆商，三国时期的刘备必然榜上有名。

他先后投靠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寄人篱下，

屡战屡败，依然手无寸土，流离四方。

他白手起家，二十多年风雨，受过多少辱，忍过多少耻，或许连

他自己也记不清。可是不管处在什么位置，遭遇多少失败，刘备从不

气馁。

刘备的一生，便是三分得意，七分失意。

人生本就是一道未解的选择题，有得意，有失意，从不圆满，也

不全是遗憾。

有苦，自我释放；有乐，欣然品尝。人生的路，悲喜都要走，不

骄不躁，不气不馁，只有经历了，才是完整的人生。

不去强求完美，做真实的自我，让人性回归到本真的状态；不苛

求自己，不委屈自己，努力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快乐就在身边。

如此，足以。

人生三分选择，七分放下。学会选择，舍得放下，才有空间拥有

更多的美好。

处世三分糊涂，七分清醒。糊涂做人，清醒做事，不为琐事烦扰，

才能活得逍遥自在。

成败三分做事，七分做人。要做事，先做人，你怎样做人，决定

着你做事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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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三分得意，七分失意。人生就是起起落落，只有经历了，才

是完整的人生。

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三七开”。（大姚县妇联 李凤莲推荐）

现实版“余则成”：一生最记挂这件事

在河南郑州爱馨养老公寓里，住着一位叫索良民的老人。老人家

今年 99岁，已经在这里生活多年，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近百岁的老

人被称为现实版的“余则成”。

1920年，索良民出生在河南宜阳的农民家庭，上了 7年学后回

家务农。18岁那年，在叔叔也就是中共地下党员索元理的带领下，

索良民参加了国共两党合办的“赵保抗日民运干训班”。毕业时，索良

民响应“保卫大武汉”的号召，毅然投笔从戎。

索良民：当时我在干训班的时候，老师们都教我们“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人家组织报名参军，我就报名去了。

记者：但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打仗可是危险的。

索良民：那时候开封已经沦陷了，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我们

还能等着吗？

1944年夏，日寇发动豫中会战。在郏县前线，索良民中了日寇

的毒气弹，突围时被俘。历经九死一生，才被营救脱险，避难于新乡。

在新乡，他收到了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张剑石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

张剑石告诉索良民，他们在家乡赵保建立了伊洛特区革命根据地，希

望索良民回到家乡和他们一起抗日。接到信后，索良民马上回到根据

地，第二天就到政府去当会计主任，负责后勤保障工作。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国民党开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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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围剿”解放区，伊洛特区革命根据地也奉命撤销。索良民接到了上

级的任务，再次前往新乡，以铁工厂工人的身份开始“潜伏”。这时候，

做地下军事情报的张兆芳找到索良民，让他做“内线”工作传送重要情

报，为地下同志打掩护。在索良民传送的诸多情报中，1947年羊山

集战役的情报，尤为重要。

1947年 6月 30日晚，刘邓大军在黄河北岸发起鲁西南战役。战

斗开始不久，蒋介石的整编第六十六师被围。7月 19日，蒋介石前

往开封督战，并电话命令王仲廉的第四兵团向羊山集增援。当时，索

良民潜伏的新乡铁工厂，就是王仲廉的产业。作为厂里的会计，索良

民经常去王仲廉家汇报厂子的盈利情况，在其家中听到了“王仲廉要

率部增援羊山集”的消息。

索良民：王仲廉的老婆要卖一百多件棉纱，换点钱给王仲廉带着。

我就跟张兆芳汇报，张兆芳说想办法拖延他，因为他去解围，能拖延

一天两天对咱们前线都有好处。我就跟王仲廉老婆说卖棉纱现在拿到

的钱都是旧的，等一两天我给换成新票子，总司令带着也排场一点，

她说好。

索良民用换新钱的办法，将王仲廉增援的时间往后拖了一天。就

是这一天，为刘邓大军全歼第六十六师创造了良好条件。此战一举突

破国民党军队自以为可以抵挡 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拉开了人民

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隐姓埋名 秘密入党 在麦地里完成入党仪式

1948年，一直与索良民单线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兆芳，介绍

索良民加入中共情报所，索良民化名“石嵘”。作为“中共特别党员”，

索良民的入党仪式在一片麦地进行。

索良民：张兆芳就带我到郑州南门外麦地里，他跟我讲了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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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党章在西郊地下埋着不敢拿，我给你讲讲党章，讲讲党的纪律，你

表表态。我就说自愿加入共产党，遵守共产党的纪律，绝不叛党，叫

干啥干啥。

因为营救豫西军区派来郑州购买无线电器材被捕的人员，索良民

引起了敌特的注意。为了他的安全，上级组织决定让索良民转移到江

南。作为一名“特别党员”，是不允许主动联系组织的，只能等待组织

联系自己。直到 1949年，索良民才返回郑州，继续在河南军区情报

处继续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为解放郑州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的战友们奔赴四面八方，很多人之间都断了

联系。索良民曾经在淮阳军分区获过一等功，转业后也多次被评为先

进工作者，但由于最早档案里组织关系的缺失，他的身份一直没有从

“特别党员”转为“共产党员”。这件事成了他的一个心结，一直放不下。

退休后，索良民住进了爱馨养老公寓。2013年，在进行党员信息采

集工作时，索良民找到了养老公寓的党委书记马建勋，把自己心底的

愿望告诉了他。

索良民：我跟马书记说，我看着很多党员老同志去世的时候都盖

着党旗，我一看都羡慕，我都掉泪。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明确党

员身份，也能盖上党旗走。

作为一个民营企业中的基层党组织的书记，马建勋意识到，想要

完成老人的心愿，解开他半生的心结，并不容易，但他下定决心帮助

老人。马建勋开始搜集证据和材料，他了解到早在上世纪 50年代，

张兆芳和李少棠曾为索良民作过证明。但 60多年过去了，这两位同

志已经相继离世。人证没有了，马建勋跑遍了郑州市的相关单位，寻

找能证明索良民身份的材料。马建勋找到了李少棠写的《戎马生涯》，

这里面记录了他和张兆芳、索良民当年一起做地下工作的经历。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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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 1984年李少棠写的证明，当年调查小组写的报道，党组织的

报告……在这些证据中，有一个最重要的证据，一张 1950年的《河

南日报》，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寻找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石

嵘。

马建勋：这些证据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这个化名，如果有第二个

叫石嵘的，那就有争议了，但是没有发现第二个。

经过一年的努力，马建勋把搜集来的这些证据，递交给了上级党

组织。2014年 4月，马建勋拿到了上级党组织的批复，终于帮助索

良民实现了 66年的愿望。66年了，收到批复的那一天，索良民连夜

写了一首诗，表达谢意。

马建勋：其中有两句话，“老兵今日还能战，再建功勋报党恩”。

索良民：长期以来的压抑一下子释放了，顿时觉得很轻松，永远

要报党恩，中国梦还要做。前年住院时候我想了一句话：人不能饱食

终日，无所用心。有生之年就要为国家、为社会、为家庭、为亲友办

点事情，这样才心安理得，也不枉此生了。（大姚县妇联 白家名推

荐）

一块怀表的革命传承：给王良将军的一封信

作者 杨建楠

尊敬的王良将军：

隔着 80多年的岁月，我们来到您的故居，在这里向您致以深深

的敬意！

我们是新华社的年轻记者。今年夏天，我们有幸参加了“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报道活动，重新踏上八十余年前

革命先烈走过的长征路，再寻革命足迹，重温红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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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故乡重庆綦江永城镇中华村，我们第一次听到您英勇善战

的英雄事迹和救国救民的家国情怀。您离开我们太久了，凭着毛主席

的诗词“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我们知道，您是一位英武善战的

红军指挥官，一位壮志未酬身先亡的勇士。

您的故事中，最触动我们的是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如今它们已

静静地躺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早已静止的指针依然守望着新

中国的变化。1930年，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您率领红十师全歼

国民党军第十八师，活捉敌方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取得了反“围剿”首

战胜利。战后，毛泽东和朱德把缴获的张辉瓒的怀表和钢笔奖励给您。

后来即使在作战中，您也一直把它们带在身上，想来，它们对您的意

义绝非战利品那么简单。1932年 6月，您在头部中弹牺牲前，吃力

地从口袋里掏出怀表和钢笔交给了战友罗瑞卿，并对他说：“你替我

把它带到胜利……”

红军痛失一位优秀的将领，家乡父老痛失一个优秀的儿子。在您

牺牲后的第三天，红四军为您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主席在红四军干

部会议上说：“王良同志是个好干部。”

始于 1934年的长征，是一场肩负了中华民族胜利希望的战略转

移。虽然您此时已长眠异乡，但您的英灵如有知，应会看到中央红军

长征的脚步，走过了您的故乡重庆綦江，您生前一直珍视的怀表，也

伴随着罗瑞卿将军的征程走过了您的故乡，并带着您的革命理想和民

族复兴的愿望走完了长征路，一直走到革命胜利。

在您的故居前驻足，我们一直在思考，通过您的怀表传承下去的，

究竟是怎样一种精神？重庆市綦江区委书记袁勤华给出了他自己的

答案，听党指挥，信仰坚定，不怕牺牲。是啊，长征就是一个听党指

挥，坚定信念，不惜牺牲夺取胜利的过程。您生前的部下、战友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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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关乎民族命运的伟大远征中，自瑞金开始，先后突破敌人四道封

锁线，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翻雪山，过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

千里。漫长的征程中，红军就是凭着服从中央统一号令，坚决维护党

和红军的团结，最终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恶劣的自然条件，

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

不知道您对这个答案是否满意？时光飞逝，距离您托付怀表的那

个壮烈时刻，已经过去八十余年。在表针划过的八十多年间，中国的

革命实现了胜利，中国人民也早已翻身做主人，中华民族正一步一步

走向复兴。

在和平年代，您的乡亲依然在用红军精神建设家乡，中华村已成

为重庆市“乡村振兴”示范点。

您的精神依然激励着后辈，您的侄子王显波告诉我们，他一直以

您为榜样，组织和参加一些志愿活动，并进行以中国梦为主题的讲演，

在中小学讲述革命先烈的故事，并且在推动建立“红军小学”。

在我们所处的新时代，中国人民依旧牢牢地记着您和红军留下的

精神，“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红军长征的精神已融入党建工作

中，融入群众工作中，融入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工作中。

我们今天来到綦江，这片土地上到处传颂着您的英名。您牺牲时

正如我们现在的年龄，您和无数先烈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才有幸

生逢盛世。您短暂的生命灿若星辰，您的事迹和精神必将在新时代继

续激励更多后来人！（大姚县妇联 刘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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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在和气 输在脾气 修炼大气

人生恰如一条河，和气是船，脾气是浪，大气是岸。无船难过河，

浪大水流湍，彼岸是终点。

人活一世，不过是一场修行，把硌人的脾气磨成一团和气，放进

生活的炉子里，炼成一粒大气。

赢在和气

莎士比亚有句名言，对人要和气，可是不要过分狎昵。和气不单

指脾气温和，也指要有团队精神，能够营造和谐氛围。和气不是要你

做老好人，而是以一颗宽容体谅之心处事待人。

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曾国藩治理湘军靠的就是“诚”“和”，对待

部下宽厚仁慈，作为曾国藩门生的李鸿章在描述曾国藩的日常时称：

在营中曾国藩总会等他们一起吃饭。吃完饭后，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

这时曾国藩总喜欢讲个小笑话，大家笑的东倒西歪。

咸丰十一年（1861年）李秀成率兵进逼曾国藩大营，祁门危困，

有人收拾细软准备逃跑，曾国藩知道后，传令下去说：“贼势如此，

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无不介意。”

面对打算弃战而逃的士兵，曾国藩并未痛下狠手，而是宽以待人，

体谅他人的难处。听到这则号令后，士兵们都感到惭愧不已，再也不

肯走了。

有人这样评价曾国藩：左帅（左宗棠）严，人不敢欺；李帅（李

鸿章）明，人不能欺；曾公（曾国藩）仁，人不忍欺。

和气对人才能得到别人和气相对，针尖对麦芒，两头都是伤。

我们常说“春风和气”，和气就像是拂面的春风，遇上柔柔的风，

山会绿，冰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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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相交不是打仗，不用非得分个高下论个输赢，用和气求和谐

才能取得双赢。

和则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

输在脾气

脾气人人都有，但有脾气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时发脾气。如果你是

对的，你没必要发脾气，如果你是错的，你没资格发脾气。

脾气大不仅伤身，而且也会给自己的生活添绊子。

如果说和气是在为人生路拔荆棘，那坏脾气就是往道路上扔砖

头、撒石子，乍一看似乎无所谓，但走在路上难免会被绊个趔趄。

曾国藩早年脾气并不好，其在京任职期间与不少人发生过争执，

也得罪过不少人。曾国藩与他的两位同乡郑小珊、金藻都曾发生过口

角，所为的也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结果是，“肆口谩骂，忿戾不

顾，几于忘身及亲”。

曾国藩也在日记中进行了反思“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

不近人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

记于此，以为切戒”。

在京期间，曾国藩还“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致使“诸公贵

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这都为曾国藩在京城的生活蒙上了阴

影，不仅影响了其心情还影响了其事业的发展。

曾国藩坦言：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棘。后

来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有人觉得自己脾气差点，无伤大雅。其实很多时候你的失败往往

是从脾气差开始的，脾气差的人往往难以与他人合作，且遇事容易冲

动，白白浪费机会。

越成功的人心态越平和，脾气越好，能力差的人反而脾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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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的坏脾气确实无伤大雅，如果你无法掌控自己的情绪，让坏

脾气控制住了你，那么你可能就会陷入不断的麻烦中。

好的脾气是成功的一半，不合时宜的坏脾气只会让你在人生路上

加速出局。

修炼大气

做人要像弹簧，能屈能伸，忍得下苦，享得起福。

不如意的时候伏下身，在黑暗中积蓄力量。遇到机会时，懂得把

握时机一跃而起，无论顺境逆境都能应付。

能忍能让真君子，能屈能伸大丈夫。

曾国藩一生共自杀过三次，但每次自杀活过来后就精神百倍，曾

国藩认为这便是能屈能伸的表现。

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率军进攻江西湖口，因遭遇劲敌，

湘军大乱。在此次战事中湘军死伤无数，船只大多被焚毁。曾国藩所

在船只也遭太平军团团围住，无路可逃。

眼见兵败如山，在劫难逃，曾国藩不愿成为太平军的俘虏，于是

选择投水自杀，所幸被其部下救下。经历过这次失败，曾国藩并未意

志消沉，反而更加斗志昂扬起来。

咸丰六年（1856年），曾国藩被困南昌，太平军势如破竹，曾

国藩“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后

太平军因事撤兵曾国藩才逃过一劫。

此事后又逢曾国藩父亲去世，曾国藩上书请求为父守制，咸丰帝

表示准许并收回了他的兵权。

此时曾国藩也并未消沉，而是趁此机会静下心来，反省自己，总

结经验。曾国藩在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表示“吾平生长进全在受挫受

辱之时”。



- 13 -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人修行的最高境界

不外乎能屈能伸，能伸的人不少，但在受辱受挫时能伏下身子没有抱

怨的却不多。

《道德经》中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

多则惑。”

有些时候，低低头，弯弯腰，是为了更好的抬起头。

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是

利己的根基。

对人对事添一份和气，笑脸迎人，柔声细语，你会发现许多你之

前认为难以做到的事变得简单了，人生的路也变的通畅了。

减一减自己的脾气，遇事不急，待人宽和，你会发现帮把手的朋

友变多了，生活的路变宽了。

做人要大气，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

能屈能伸。处事平易添和气，遇事不急磨脾气，能屈能伸养大气。要

想走稳人生路，和气不可忘，脾气不常有，大气不能丢。（大姚县妇

联 王慧推荐）

也斯寄来邓阿蓝和我的合照

作者 马若

很高兴你从老远的地方寄来，一张邓阿蓝和我坐在你家沙发的合

照。我不知你怎样弄的照片，黑白黑白灰黄灰黄普普通通，不过我得

承认怀念的效果，比起鲜艳的色彩还要好得多。

更喜欢翻看照片的背后，你亲笔书写的字句，随随意意。在寒冷

如此的天气下读着，仿佛有老朋友在一旁不停地呵暖。

我既然清楚又明白，尽管文字可以雕琢得天花龙凤，你不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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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可那份感情及关怀，透过真挚的言语实无法伪装，我体会得到。

谈到你很希望出版一本邓阿蓝和我的散文合集。你知道，我并不

刻求却十分珍惜，你的心意我默默承受，其实我不知道怎样向你解释，

近年来，我忽然好像明白到陶靖节那一句“今是而昨非”的道理。

尤其是自从我的父亲去世后，我又感觉到事物一如飘忽的微尘，

在我身旁轻轻地掠过，此刻窗外的北风又刮起了，呼呼过来呼呼过去。

我准备拉上布帘，就看见了光，远远远远的山中，数盏明明灭灭

的灯火，我想告诉你，虽然微弱但十分耐看，不知会不会伸延到你那

里，我这边的夜幕深深深几许。

谁可以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星星起落的方向是否有着固定的位

置，天晓得以后的日子呢，世事和人情总是两茫茫，最好还是醒一觉，

你已返回，并且带来喜悦的诗句。

什么时候再请我到你的家里叙一叙，醉饮两三瓶红红的红酒，笑

谈一个玲珑的晚上。（大姚县妇联 董莉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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