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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级的修养是说话让人舒服，办事让人放心

说话让人舒服

不揭人短。良言一句暖三冬，恶语伤人六月寒。言语是锋锐

的武器，一不小心就会伤到人，所以说话不能随便。古人说：当

着矮人，别说短话。说话的时候，不要揭人伤疤，不然只能害人

害己。“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每个人都有尊严，你伤了别

人的面子，别人也不会给你面子。尊重是相互的，你尊重我，我

才能尊重你。

不说废话。子禽问老师墨子：为什么不能多说话。墨子说：

蛤蟆叫个不停只能招人烦，你看公鸡，就黎明的时候叫一两声，

天下振动，人们就起身了。有些人絮絮叨叨说个半天，一句话也

说不到点子上，这样的人只能白白浪费时间，招人厌烦。“夫人

不言，言必有中”，真正的君子一句话就能说到点子上，直击要

害。言多必失，说的越多，犯错的机会就越多。所以说话之前在

脑子里先过一遍，捡着重点的讲，不该说的就别说了，不然只能

给自己惹麻烦。

不说大话。静水流深，真正的高人从不咋咋呼呼地自我标榜。

那些三杯酒下肚，就开始吹嘘自己的人，一般都没啥能耐。别人

不信，那就只当你是吹牛，顶多就是当你是个笑话。别人信了，

敬你三分，一旦有事儿找到你头上，结果发现不是说的那么回事。

欺骗了别人的信任，还耽误了别人的事。做人要踏踏实实，说到

就得做到，一个唾沫一个钉，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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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让人放心

内心善良，有底线。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底线是最低的

标准，是一个人立身的根本。人前人后，都得守住自己的良心。

羽毛球男单冠军曾经这样说：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

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就永远无法挽回。从善如

登，从恶如崩。学好不易，学坏却很容易。一旦突破底线，迎接

人的，就只有无尽的沉沦。肆意妄为，不择手段，最终害人害己。

这样的人，没有人敢和他们交往，更不敢把事情交给他们。

办事儿靠谱，不推脱。余秋雨说：一个男人最大的魅力，就

在于懂得承担责任。真正靠谱的人，只要是答应的事儿，一定尽

心尽力，务必完成。哪怕不能完成，出了纰漏，他们也会负责到

底。这样的人，让人觉得踏实，放心。很多人喜欢把责任推卸给

别人，把自己摘的一干二净。业绩不好怪大环境、怪同事、怪客

户，唯独不怪自己。他们不会内疚，也没有改正的动力，所以不

敢承担责任的人，业务能力也是最差的。有多大的能力，就能担

多大的责任，反过来，敢于承担的人，才能不断进步。

做事认真，有能力。责任、底线是前提，能力是基础。如果一

个人的基本功不扎实，那别人交代的事情，就很难办成。俗话说的

好，术业有专攻，给别人办事儿，你得专业。无论是哪个行业，都

是要下功夫钻研的，经过不懈的努力，才能成为这个行业的佼佼者。

庄子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庖丁解牛。是说一个叫庖丁的人，一把杀

牛刀在牛的全身游走，游刃有余，可以完美的把牛解剖掉而且不损

伤刀锋。别人都喜欢找他杀牛，这就是如今说的工匠精神。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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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要有认真的态度和专业的能力。在自己的行业内，像庖丁一

样游刃有余，对工作不懈怠，不疏忽，精益求精，不断提高自己。

这样才是对自己负责，也让别人放心。（禄丰县妇联 李志红推荐）

我的整个世界都是风景

我们的青春珍贵如金，白天工作，晚上消遣，虎咽快餐，牛

饮咖啡，计算着生命的年轮，又窄又密的同心圆。那细致淡雅下

午茶，留给迟暮老人牙。

黄昏时看夕阳，回味的却是少年时光。人也是反刍动物，我

们如今虎咽牛饮也是为了老年的咀嚼。但是，我并不愿青春吃的

太多而老时无法再去经历，不愿只是在躺椅上摇扇眯着眼回忆，

不愿我的反刍来的那么晚。我要抽出玩味的空挡来品位细致淡

雅，我要把白天留给太阳，晚上留给月亮和星星，而不是灯光和

霓虹。

谁说青春就一定要如夏花之绚烂，暮年便要似秋叶之静美。

人之所以比其他生物幸运，在于他们可以选择。人生路没有轨道，

喜欢什么便去做。可以是为之奋斗一生的梦想；可以是想去看大

海亲吻鲨鱼；也或许只是想停下来，抬头看看天空……

这个世界有很多路，给我们提供方便之余，也限制了我们的

自由。铁路、公路、大街小巷、索桥栈道，这些路都无可厚非。

让人恐惧的是人生路，各种各样的人生好像已被分门别类的列

好，你要走的永远是被安排好的路。你可以随意选择，可你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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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选择都已被安排。我们能做的好像也只有稍稍装饰一下这条

路，以彰显我们的与众不同。可是，又能有什么不同？

鲁迅先生曾说过：“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我喜欢这句话，因为它让我把所有的路看成脚印，如果你为了到

达某个地方或达到某个目标，那你沿着脚印走，会比较好走；如

果你为了周围的风景，那你可以把脚印当成风景的一部分，随心

所欲地走在这世上，不用非要沿着脚印，更无需故意避开脚印。

我想孔子所说的“七十而随心所欲”便是如此吧！年到七十，没有

工作学习的压力，也无需长辈上司来制约。可是人到七十古来稀，

槁木之年还能做些什么呢？固然随心，却未必所欲。我们要做的

便是淡化年龄对我们的制约，夏花可以空谷幽兰之静雅，秋叶也

能落木萧萧之。我不要看什么路上的风景，因为我的整个世界都

是风景。（禄丰县妇联 姚娜推荐）

守望，冬天的路口

一片落霞孤鸿的眷恋中，依依送别秋水长天的一程相逢。一

篱冬阳，隔开季节分明的两端；冬，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来在身

边……

光阴不懂人情，竟自流转，然而我们心底终有些撇不清的东

西，留在了逝去的时光里。下一个轮回久远的重逢之约，又开启

了新一轮的期盼与等待。

秋去冬来的日子，生命愈发深邃厚重；凝眸时令清旷的边缘，

心持一份前尘的留恋，秋意与冬情交接的时刻，我们含笑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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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世态的喧嚣已被季候凉透，草木花树不说话，也仿佛

习惯了冷暖聚散的变故。秋天，从来有许多故事，不经意，我们

都已一一经历。

风尘里来去，到底心无怨尤，光阴中驻足，听岁月深处的低

低细语。有风的日子，人心似一枚秋叶，徘徊在宿命风崖的枝梢；

阳光穿透思绪的薄衫，托起昨夜月光散落的叹息。

如若，一切的凉薄与温暖，都随了季节的必然更迭；所有的

得失与因果，都交予时间来定夺，那么自己将以怎样的步伐，去

追逐冗长的光年！又会不会有一种明媚的笑容，去迎接拨云而出

的阳光！

世相端然，深谙了一季秋风秋雨的使命，终赋予一段人生本

真意义的领悟。

当生命的枝头繁华落尽，请为我唱一支平淡归真的歌谣；当

生命的枝头梅红傲雪，请为我折去不堪修剪的枝桠。透过人间草

木吐纳的清然香气，那些用心的捡拾，那些无意的阴凉，终被季

节默默接纳。

悲欢须臾间，一些肝胆相照的人，终是走散了；而一些平实

的陪伴，依然为自己深情。

走过人世繁芜，只愿记取眼中最凝神的花朵。越过山川大地，

淌过江河溪流，多少人一路风尘仆仆地赶来，又轻盈笑意地拂袖

而去。

我明白，心灵的驿站，所谓缘深缘浅，不在远处，不在近处，

而在一切有常无常的烛光明灭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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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枯荣岁月，自己越来越在乎一些存在，也越来越看淡一

些流落。虽说，对于光鲜的生活也有努力，但从不强求能力之外

的获得。虽说，没有放弃过心中的梦想与向往，但也懂得适时有

度，不会沉溺偏执。

一直懂得，一切都可以是烟云浮花，一切都可以得失坦然，

但没有什么能比自己在乎的人平安、日子过得安稳更重要的了！

轮回仿似匆忙，人生征程万里，无论生命怎样光华艳丽，也

总需一檐陋室，将一颗心妥贴安放。站在冬的路口，一双凝望的

眼神，一瞬明亮的光景，铺陈一条往心的路。阑珊灯火处，隐约

听见晚归的熟悉足音，转过起风的街角，踏入自己等候的烟火柴

门。命运恩泽，不忘厚待善行人，这许多年人生，守望与回程，

都落满温柔情意。

风雨兼程的岁月，心种彩虹的期盼，便会多一米阳光的温度。

每一个季节都有花开，人心亦不忘生长。光阴深深，日渐凉薄，

然而一些风尘经历却愈发动人。是年，轻藏起一朵秋花的记忆，

便有了一个暗香他年的理由。

一怀初情若雪，洁白也暖意，足以抵挡人世的落拓清寒。前

尘风雪中的遇见，相信，会是春风十里的感动。

站在冬天的路口，轻轻抬首，迎见满目清灿的尘光。岁月温

情可掬，且尚有秋的余暖莹然心怀；忽而感恩，与自己一起，走

进这个冬天的人……（禄丰县妇联 杨晓燕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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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自己的五封信

第一封信：写给自爱

亲爱的你：曾经的你经历过这样那样的苦，慢慢地也该明白

了，自己也老了，身体不比当年，该学会好好地爱自己，保养自

己。偶尔给自己放个假，出去走走，别让自己太累了。人生如花，

只有爱自己的人才能酿出甜蜜的生活。

第二封信：写给珍惜

亲爱的你：有没有发现，年龄越大，离开的亲人就越多。生

命无常，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我们唯有珍惜生命，努力

地活着，善待家人、亲戚和朋友，人生本就是一段孤独的旅程，

所有的相遇都不是必然，如果有幸结伴同行一段，那是需要珍惜

的幸运。

第三封信：写给坚强

亲爱的你：时光匆匆，岁月不饶人，不知不觉已到了中老年。

回头看看，世间沧桑，人情冷暖。现实告诉我们，靠谁都不如靠

自己。太依赖别人，只有输的份；靠自己，才更有可能赢。生活

的苦，自己尝；自己的眼泪，自己擦；自己的痛苦，自己扛；委

屈的时候，自己安慰自己。

第四封信：写给心态

亲爱的你：镜子脏的时候，你不会误以为是自己的脸脏了；

别人随口一说的不中听的话，为什么要觉得是自己的不是呢？要

知道你又不是人民币，怎么可能让人人都喜欢你呢？红尘声音吵

杂，很多喧嚣，本来就与你毫无瓜葛。过好自己的生活，随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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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

第五封信：写给健康

亲爱的你：你已不再年轻，肩上的担子比谁都重。上有老，下

有小，如果你有什么事，谁来替你分担？无论多忙，都请照顾好自

己的身体。身体好，才能更好地照顾家人，才能享受快乐的生活，

才能更好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钱是挣不完的，多就多花点，少就

少花点。活着，身体最重要！（禄丰县妇联 李艳美推荐）

不 比

小草不和大树比高矮，

你有你广阔的天，

我有我辽阔的地。

清茶不和咖啡比品位，

你有你浓烈的香，

我有我清淡的色。

做人不和别人比生活，

你有你疲惫的追求，

我有我平常的快乐。

这一生，怎么活都是活；

这一世，哪样过都是过。

攀比的心，让人失去快乐；

嫉妒的心，让人增添愤怒；

简单的心，让人减少烦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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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的心，让人享受幸福。

该是你的，

不争不求也会拥有；

不是你的，

百般拦阻也会溜走。

任何人，任何事，

尽力就好，努力就够。

不必让身体太过辛苦，

不必让心灵装满难过。

总守着别人的地图，

找不到自己的道路；

总盯着别人的生活，

看不到自己的幸福。

一山望着一山高，

永远不会满足。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永远都会贪图。

人不争，一身轻松；

事不比，一路畅通；

心不求，一生平静。

做一个知足常乐的人，

让家庭安安稳稳，

对朋友真真诚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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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心情高高兴兴，

对生活充满激情！

（禄丰县妇联 周岐梅推荐）

人生有三把钥匙：接受、改变、离开

很多人都说，觉得自己过得不快乐。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想

要的太多，但能力又太少，不喜欢的事情太多，但能改变的太少。

人生就是这样，在起起落落中看开，在跌跌撞撞里成长。用

乐观的心态对世界，再平淡无奇的日子也会开出花朵；用悲观的

目光看一切，好运也都会躲着你走。

有人说，人生有三把钥匙：接受、改变、离开。如果你学会

了这三点，你将会快乐很多！

第一把钥匙，是接受已经发生的。

世界很大，有时对于很多事情，我们都无能为力。谁的生活

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重要的是你怎么去看待。

当坏事降临到你身上时，不要一味地浪费时间自怨自艾，不

停地埋怨着生活不公。有时你用眼睛看到的东西，并不是它实际

的样子，任何事都有两面性，只要你用心去感受。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命运对你一定

另有安排。你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无论是好

是坏，他们都将是你成长路上的一道台阶，让你变成更好的人。

以一个平和的心态去对人对事，不因幸运就忘乎所以，也不

因不幸而垂头丧气。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你身上自有一种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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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吸引更多积极向上的人和事。

泰戈尔说：当你在错过月亮时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

你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永远别为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后

悔，永远都要挺胸抬头地向前看。

第二把钥匙，是改变难以忍受的。

接受现有的一切，是一种智慧，但并不意味着让你对一切都

忍气吞声。忍无可忍，便无需再忍。当一个人或一件事已经严重

影响到你时，不要为了所谓的面子不敢发声，要勇于为自己争取，

改变现状。

解决难题有很多种办法，停在原地挣扎是最没用的一种。虽

然道理很残酷，但是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默默付出的人，只有那

些敢于表达自己内心所想的，才能成为最大的赢家。有些话，你

不说，别人真的不会懂，反而还把你当成老好人肆意欺负。从你

那里一次次地索取，却不知回报与感激。

希望你懂得争取自己的利益，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能被别人

占了便宜。你要活得有棱有角，对着朋友可以笑得很单纯很灿烂，

但面对敌人就要毫不手软。

第三把钥匙，是离开改变不了的。

在适当的时候学会放手，是最高级的优雅。有句话说得很好：

手握得太紧，东西会碎，手会疼；有些事，想多了头疼，想通了

心疼；有些人，宁可放手，不要做无谓的挽留。

总有一些事情让我们无可奈何，却又无能为力。但无论何时

何地，都别忘了守住自己心里的阳光。路不通了，就选择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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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委屈了，就选择离去。

你要记得，你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别为了一些不重要的人

或事，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你值得拥有更好的。腿长在自己身

上，如果受不了，就大步离开不回头。

当你学会潇洒地转身之后，你会发现，不远的将来有一片更

美的风景。人生这套题，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就要看你想

怎么做。不能接受，那就改变，不能改变，那就离开。人生就这

么短短几十年，真的没必要让自己活得太累。

你要懂得如何让自己开心，不再因为不相干的人影响自己的

心情，生命中的每分每秒都要留给那些真正值得你付出的人。从

从容容、简简单单，只跟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接触，对未来满怀希

望。

愿你：往事不回头，未来不将就，酸甜苦辣自己尝，喜怒哀

乐自己扛，心中藏着善良，眼里带着光芒，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禄丰县妇联 杨浩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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