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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家风：闻到书香，听到安静，看到从容

冰心曾说过：“家是什么，我不知道，但烦闷、忧愁都在此中融

化、消失。”

是啊，一家人在一起，无关乎钱多钱少，房大房小。

因为家不是房屋，而是心灵港湾，你可以卸下所有伪装，不必迷

茫，也不见风霜，纵然门外寒冬如雪，门内也是春风暖意。

一个家最好的风水，就是闻到书香，听到安静，看到从容。

闻到书香

苏轼在《三槐堂铭》中说过：“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一个家族，唯有忠诚，读书，才能够长久的发展下去。

历史上，一家出三才子，莫过于苏家三父子：苏洵、苏轼、苏辙，

最让人佩服的应该是苏洵，培养了两个才子，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经典

作品。

在当时，作为父亲的苏洵，也是愁坏了，两个儿子调皮捣蛋不说，

还不爱读书，硬来吧，又怕起反作用。

于是，他决定以身作则，来教育孩子，从激励入手，积极引导，

让孩子对学习感兴趣，变害为利。

一开始呢，苏洵就每天躲在书房里看书，偷偷摸摸的，被孩子看

到了，就把书藏起来，还严重警告他们，不准进书房。

这下彻底激发了两个孩子的好奇心，你不让我们看，我们就偏要

看。于是，两个孩子想尽办法，去书房偷书看。

就这样一来二往，苏家兄弟也发现了读书的乐趣，渐渐地把读书

当成习惯，造就了文化史上的双子奇迹，而苏氏家族，也传承了七代。

就如清代姚文田所说：“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

好事还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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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最好的传家宝，不是留给孩子房子，车子，

金钱，而是教会孩子读书。

要知道，家庭教育是伴随孩子一生的，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也是孩子终身的良师益友，一个爱读书的家庭，孩子才会受益一

生。

多读书，一开始我们或许平凡，但却不无知，或许忙碌，却不无

趣。因为它不仅可以让我们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还能与伟人共情，

陶冶情操，更能学习伟人的智慧，抑制愚昧。

人生没有白读的书，每一页都算数，虽不能让我们马上致富，但

却能让我们教会孩子，通过书里的知识，去寻找人生的答案，发现生

活的真善美。

听到安静

在《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话：“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

以动之徐生？”

一杯混浊的水，放着不动，才会达到清澈的程度，家庭也是，每

天沉淀，多沟通，不吵闹，才不会那么烦躁。

“第一完人”曾国藩，考了七次，才中了个秀才，而曾国藩的家人，

从来没有责骂过他，总是言语轻轻地跟他说，一如既往地支持他。

读书时，父亲虽然严厉，却也会跟他沟通，要求他，慢慢来，不

着急，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继续下一本书。

甚至曾国藩到北京考试，落榜之后，钱也花光了，身无分文的曾

国藩，还找他父亲的朋友，借了一百两银子，买了一套 23史。

要知道，当时的一百两银子，以父亲当老师的收入，需要两年不

吃不喝，才能完成。

对于儿子这个“败家举动”，父亲没有责骂，而是一脸平静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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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用心读这些书，我替你还债。

自此，曾国藩发奋图强，进京做了高官。

不管后来，在曾国藩的人生中，遇到了多大问题，他都学会了好

好沟通，用静处之，使得曾氏家族流传两百多年，绵延至第八代孙，

无一“败家子”。

都说沟通，才是世界和平的源头。

的确，一些家庭，往往因为沟通不畅，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

事，吵得不可开交，弄得家宅不宁。

而一个会沟通的家庭，往往是安静的，心平气和的。因为他们懂

得，和睦才是一个家庭的兴旺之道。

不需要高声，因为听得见，言语轻轻，反而透着修养，彰显素质，

不需要昂扬，因为看得见，走路轻轻，反而含着一种风度，蕴着一种

风韵。

家是港湾，不需太大，宁静就好，虽不华丽，却欣欣向荣。

看到从容

有人说：“孩子永远不会乖乖听大人的话，但他们一定会模仿大

人。”

是啊，身为父母，你的一言一行，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

你在情绪崩溃时，是习惯性讲道理，还是随意发脾气，孩子都看在眼

里。

如果你每天抱着手机刷视频，懒惰，不上进，又怎么可能要求孩

子，好好学习，做一个努力向上的人，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孩

子就是什么样的人！

我国近代史上，著名人物梁启超，是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但他最厉害的，不是拥有这些光环，而是一个优秀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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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教育子女这一块，他有着自己的心得，尤其是对于孩子们的

分数成绩，考得不好，梁启超也从不生气。

有一次梁思庄考试，得了第十六名，尤为伤心，梁启超知道后，

非常淡定地说：庄庄成绩已经很优秀了，哪怕考试不及格，也不要紧，

咱们慢慢来。

甚至在孩子们选专业的时候，梁启超也是从容淡定的，非常尊重

孩子们的意愿。

而不像现在的父母，只考虑赚不赚钱，能不能找到好工作？一心

关注着孩子的成绩，恨不得小学一年级就学数理化。

也正是因为这份从容淡定，使得梁启超的九个孩子，都能按照自

己的意愿发挥，最后出了三个院士，个个都是佼佼者。

说到底，家庭教育，才是一个人受到的最好的教育，面对生活，

或许孩子一开始手脚笨拙，但只要我们从容不迫，没有太多的忧虑，

就会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空间。

要知道，没有人可以一辈子，为孩子挡风遮雨，好的父母就是揽

一份从容，让孩子们学会坦然地面对人生中的失败，轻松驾驭跌宕起

伏的人生。

一个家最好的风水，就是做到从容淡定，让孩子在自己的时区里，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禄丰市妇联 林雪）

做个零吼叫妈妈

叫起床、盯作业、训毛病……这些管教孩子的行为分分钟都可以

让妈妈秒变吼叫怪物。明知道好孩子不是吼出来的，很多妈妈为什么

还是搂不住火，怎么才能学会和风细雨的低声教育？

北宋有个文人，名叫陈季常，妻子柳氏十分凶悍，他们夫妇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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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被文豪苏东坡写进诗里：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

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狮吼”遂成为一个专门形容悍

妇的成语，流传至今。香港电影《功夫》里更是将其包装成狮吼功。

吼叫瞬间获得控制感

可见，吼叫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攻击，力度似乎不比拳打脚踢逊

色。如果吼叫的声音再伴以辱骂的言辞，那对人的伤害指数更是直线

飙升。无怪乎很多家长明知吼叫会伤害孩子，但仍然无法放弃这一压

身绝技，因为它太有力量了，让家长瞬间获得力量感和控制感，抵消

了“孩子不听话”给自己带来的挫败。

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家长，对于孩子是否服从，是否“听话”的

要求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家长只要求一些原则问题，有的家长只要求

和学习有关的问题，而有的家长则希望孩子全方位符合自己的要求。

家长能给予孩子多少“做自己”的空间，与家长自己的人格性格、心

理健康水平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在要求孩子方面越张弛有度、有礼

有节的家长，自己的心理状态就越好。

那么，为什么有的家长和孩子贴的那么近，当孩子的表现不符合

自己的要求时，会愤怒到不能自控呢？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比

如，也许家长发怒时已无法意识到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人，而觉得孩子

是自己的延伸，是自己的一部分，自己的手脚不能听自己的大脑指挥，

这是多么让人抓狂的事情？又比如，有的家长对自己的生活很失望，

很无力，想在控制孩子“顺利成长”这件事情上找到对生活的控制感；

再比如，有的家长情感淡漠，觉得对孩子的“爱”就是无所不用其极

地严格要求，培养“成材”。因为人性参差多态，相同的表现之下，

背后的动力也会各不相同，难以在此全面罗列，但就如何管控自己情

绪方面，倒有一些有章可循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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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药包”是家长自带的

表面看来，家长的怒气一般都是被孩子各种不如人意的表现勾起

的，但这只是一个导火索。真正的炸药包，以及炸药包后隐藏的无穷

愤怒的能量，往往是家长自带的。这些能量有的来自家长过去生活中

未处理的情绪和创伤，有的来自现实生活中的挫折和压力，高昂的房

价、紧张的人际关系、一团糟的工作，恶劣的夫妻关系……所以，管

理情绪，处理愤怒，第一步是要回到自己。怒气冲冲的家长在发完脾

气后，与其纠结内疚，不如趁这平静的时刻，反观、叩问一下自己的

生活，到底有哪些不如意？和谁有没解开的梁子？过去生活中有什么

大的伤痛和遗憾？一个反复内观的人，会慢慢体察到自己情绪的来

源，从而把解决问题的重点不知不觉地转移到自己身上，反而对孩子

的表现和刺激没那么敏感了。

其次，家长使用吼叫暴力，目的就是让孩子“非要这样”，退一

步想，一定要这样吗？碎碎念的家长会说，孩子学习不好，考不上好

大学，找不到好工作，会找不到好伴侣，生活会异常辛苦，将来买不

起房子……故而，一定要用一己之力，现在就把孩子的事情整明白了，

给孩子一个康庄大道，光明前途。可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以上的

逻辑链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生活的复杂性会提供无数个影

响因素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如何度过，绝不是一个家长自我设计的宏

伟蓝图可以描画的。如果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家长这种执着的控制

之念也许会松动不少。目前流行的“正念”，和佛教的“打坐”，瑜

伽的“冥想”等等，都是管理情绪的良好训练。这些方法其实同根同

源，万法归一，都是要回到自己，放下对外在世界自以为是的各种妄

念。对于有些家长来说，最大的妄念就是，以为可以通过自己的吼叫，

管理出孩子一个光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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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虚假的控制感。孩子听话了，家

长的焦虑只能短暂地被缓解。随后，新的事件又会引发一轮新的焦虑，

新的怒气和吼叫。把未来一部分坦然交给未知，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能

力，放下控制，就放下了焦虑。（禄丰市妇联 杨晓燕）

攀比的焦虑最伤亲情

房价、房产，现如今，是我们生活中平常之极的话题，人们在一

起，不谈论一下房价，似乎聊天就少了谈资。

记得二十年前我初为人母时，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间不到二十平

方米的大学教职工宿舍里。一张大床就是房间里的主角，厨房是公用

的，卫生间也是公用的，生活却过得忙忙碌碌有滋有味。每天到了做

饭的时间，年轻的夫妻们在公共厨房里看看你做的菜，尝尝我煮的汤，

亲近得很。那时人们没什么买房的念头，因为大家都没有房产。

经济发展带来炫目的物质进步，二十年后的今天，拥有房产，几

乎已经成为每个人的愿望，因为身边的人都在逐步拥有；拥有多少房

产，也自然成为了衡量自身成功与价值感的重要标准之一。于是，为

了房子，很多人变得怨天尤人，或怨社会不公，或怨亲人无能，或怨

命运不济，陷入一种充满消极情绪的恶性循环之中，难以自拔。

很多时候这种消极情绪来源于一种焦虑，而这种焦虑又来源于身

边人相互之间的比较，尤其在我们的文化里，从小充斥双耳的就是“你

看那谁谁谁（家）……”

记得女儿读初中的时候，课外几乎不补什么课，学习成绩一直很

稳定。一天，她突然问我：“妈妈，我要不要也去补一下课呢？同学

们都在外面补课，我如果一直不补，能不能维持现状呢？”通过一番

对话后，我明白了，她不是因为学习本身的需要想去补课，而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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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在补课，自己是没有补课的少数人，而引发的焦虑不安想去补

课。

还有很多工作中遇到的案例，诸如，给不给孩子报兴趣班，有相

当部分的母亲没有意识到焦虑来源于“人家的孩子都在上兴趣班，而

我的孩子如果不上就不如别人优秀”的潜在观念，盲目给孩子增添压

力，反而造成孩子厌学。

买房、补课、成绩、名校、金钱、汽车……

很多时候，我们迷失在社会成功标准的比较之中，追逐着总也触

及不到的目标，完全没有意识到被这种互相比较的焦虑情绪所左右。

试想一下，即使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间普通狭小的小屋子，而你身边

的朋友同事也都跟你住得差不多，就算那些明星大腕企业家们住着花

园豪宅，或许你会羡慕感慨一下，但是对自己现状的接纳度是否会好

一些呢？

人性的有趣就在于永远都在追求比自己身边的人更加优越、更有

成就。最容易激起我们嫉妒、不平的，就是身边的人都已经拥有了房

产，而我还没有。当这种焦虑、嫉妒、忿忿不平填满了内心，亲情总

是首当其冲的受伤。

那么，如何在高居不下的房价下调适自己的心态，让自己更有效

地接近有房目标，而非以亲情受伤为代价？

首先，初步评估觉察自己的买房心态，有多少成分是现实的需要，

又有多少成分是陷入在上述的比较焦虑之中。对于这种焦虑，尝试有

意识地调整和剥离。如若已经陷入无法自行调整的恶性循环，尽早寻

求专业心理支持。

其次，当你说现实的需要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环境”时，先评

估自己家庭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软环境。房子是硬件环境，家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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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软环境，如果自己陷入焦虑不自知，对亲人情绪不稳，态度不佳，

抱怨不止，弥漫在家庭中的消极情绪本身就是买房路上无形的能量消

耗器。所谓家中有爱，吃糠也甜；家中无爱，豪宅亦如牢笼。

第三，聚焦当下，才能创造未来。接纳自己是普通人，我们不能

改变过去，也不能预测未来。从资源取向的观点，凡事总有它积极的

意义，只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寻找没能买房的积极意义，有利于自

己聚焦当下能做的事情，才能更好地创造未来。

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好的住房是美好的事情，为了买房也让很

多人在努力奋斗的过程中体验到价值感、成就感。

然而，当频频遭遇买房的挫折时，我们需要反思，需要调整和平

复自己的情绪，乐观前行，毕竟，比房子更能久远滋养我们的，是亲

人的爱，别让房价伤了亲情。（禄丰市妇联 杨海琴）

境界，肚量，涵养

有境界，看得远

境界包括一个人的格局和眼界，境界越高，看得越远。境界高，

就好像一个人站的位置比别人高，自然能看得远！

看过这么一个寓言故事：

乌鸦站在树上，整天无所事事，兔子看见乌鸦，就问：我能像你

一样，整天什么事都不用干吗？

乌鸦说：当然，有什么不可以呢？

于是，兔子在树下的空地上开始休息，忽然，一只狐狸出现了，

它跳起来抓住兔子，把它吞了下去。

故事虽然很老套，但很少有人问：为什么兔子会被吃掉？难道就

是因为它站的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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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毋庸置疑，就是因为乌鸦比它站得高！这大概就是我们常说

的眼界和境界！眼界决定境界，眼界是境界的前提。

“夜郎自大”，就是因为崇山峻岭阻碍了夜郎国君的视线，不知

丛山之外汉之辽阔。井底之蛙，只能看到井口那么大的天空，自然而

然无法体会到小鸟口渴的滋味。

英国剑桥大学赫赫有名的霍金教授，1963 年被诊断患上肌萎缩

性侧索硬化症，此后便长期被禁锢在一把轮椅上。

然而，他眼界开阔，心胸豁达，他的思想和视线遨游到广袤的时

空，致力于去解开宇宙之谜，成为当代最伟大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

专家，成为享有国际盛誉的伟人之一。

他最欣赏《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台词：我可以关在核桃壳里，而

还把自己当作无限空间之王。

他以这句台词作为自己著作的书名，出版了《果壳里的宇宙》一

书。这正体现了霍金教授无限深远、无限宽广的时空大境界。

眼界，注定心的格局；格局，框定人生的命运。眼界有多宽，境

界有多宽。一个人，不仅要有知识，还要有所见识；少见多怪者，常

是烦恼的制造者。见得多，问题看得透，心结打得开，遇事善体谅，

情绪能释放。

有肚量，看得清

古人说：肚量如同藏金库，量大福大不可量；天包万象天宽大，

地藏万物地无疆。

一滴墨汁落在一杯清水里，这杯水立即变色，不能喝了；一滴墨

汁融在大海里，大海依然是蔚蓝色的大海。

为什么？因为两者的肚量不一样。如果有谁痛骂我们，我们一定

会怒火中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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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武则天看到骆宾王讨伐自己的檄文时，不但没有发怒，反倒欣

赏起他的文采来，她感慨道：这样有才能的人流落到那边去了，这是

宰相的过错呀!换了别人，早打听好骆宾王家的地址，派人拿他的人

头去了。

三国时期的蜀国，在诸葛亮去世后任用蒋琬主持朝政。他的属下

有个叫杨戏的，性格孤僻，讷于言语。

蒋琬与他说话，他也是只应不答。有人看不惯，在蒋琬面前嘀咕

说：杨戏这人对您如此怠慢，太不象话了！

蒋琬坦然一笑，说：人嘛，都有各自的脾气秉性。让杨戏当面说

赞扬我的话，那可不是他的本性；让他当着众人的面说我的不是，他

会觉得我下不来台。

所以，他只好不做声了。后来，有人便赞蒋琬“宰相肚里能撑船”。

有容有福，有大肚量就有大福气。多一份宽容就会多一份信任，

多一份幸福。

有涵养，看得淡

古人云：“涵养功夫深，君子贵自持。”

一个人有涵养的主要表现是有自持的能力，会适当控制自己的情

绪和行为，不会被焦虑和逆境、不适与差错所激怒，更不会迁怒于他

人，导致人际关系恶化。

涵养是生活在心灵里的沉淀，也是精神自我修炼的成果。只有凡

事看得淡，才能自持、有度，成为一个有涵养的人。

看得淡，就不会强求别人理解，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不必

为五斗米而折腰。

看得淡，有所为，有所不为，花看半开，酒饮微醉，以责人之心

责己。（禄丰市妇联 李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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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句话藏着你对生活最美好的愿望

时间，好似指缝间的流沙，一去不复返。无论过去如何，未来都

是崭新的。让我们和过去的不愉快和坏运气挥手告别，怀揣着期待，

去迎接未来。

01愿你生活充盈

人一旦太过闲散，就容易胡思乱想。忙碌起来，才会让生活变得

更加丰富。尽量找到自己愿意为之奋斗的事情，让生活变得充实起来。

那些努力奋斗的日子，也许偶尔会辛苦，却会让你有满满的成就

感。无事可做的闲散，虽会带来一时的欢愉，事后却会让人陷入无限

的焦虑。

很喜欢那句话：“如果你想改变眼前的困境，一定要让自己变强；

如果你想让自己变强，请首先让自己变忙。”请你相信，每一个闪闪

发光的未来，都有一个努力过的现在。

02愿你保持健康

有句话说：“如果生活必须取悦一个人，那最应该取悦的就是我

们自己。”无法再重来的一生，没有什么比自己更值得去珍惜。未来，

记得对自己好一点。

早睡早起，规律作息；戒掉那些不良的饮食习惯，远离垃圾食品；

工作再忙，也别忘了抽空去运动，让生活中的负面情绪随着汗水代谢

掉。

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活出生活的质量，活出健康的体魄，才是

最大的福气。

03愿你欢喜澄明

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努力过好当下，就是对人生最大的敬意。

旁人的屋檐再大再好，也不如自己有伞来得实在。活成自己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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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就无需再去凭借谁的光。

无论天空是晴是阴，请照顾好自己的心情；不管生活是难是易，

请经营好自己的日子。修一颗欢喜澄明之心，去回敬岁月的波澜，笑

对人生的跌宕。

04愿你珍惜时间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候：睡前本打算看本书，翻了几页后又刷起

了手机，一转眼就到了深夜时分；踟蹰满志地制定了一揽子计划，可

每次都有借口推脱，不是工作太累，就是时机不对。

时间，任凭你如何追求和挽留，它也不会有片刻的停留。它是最

公正的裁判，会铭记你的每一分付出和坚守。你给时间以真心，给事

情以专注，它就会回馈你最好的礼物。不如提高自己的执行力，把每

一次的“待会儿再说”，换成“现在就做”。

未来，请善待光阴，过好每分每秒。在崭新的明天，希望你播种

努力，静心耕耘，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愿你未来的每一天，

目光所及，皆是风景。（禄丰市妇联 曾玉华）

6个细节，了解一个人

有句话说：“小事见格局，细节见人品。”日常生活的小事，像

一面镜子，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胸怀和格局；为人处事的细节，像一把

尺子，可以丈量一个人的修养和人品。

行走世间，我们都希望结交真诚靠谱之人，度过温暖踏实的人生。

这 6个细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一个人。

不谈人隐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和抉择，有无法对别人言说的无奈与委

屈。能够体谅他人的难处，不揭露他人难堪、不伤害他人脸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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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子里就自带一份善良，值得我们交往。

不过分计较

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如果选择淡然一笑，不过分计较，

无形中获得的幸福会更多。对亲人多宽容一点，就能收获更多温情；

对陌生人多理解一点，就能给予无声关怀。不计较，不埋怨，展现包

容和豁达，能让周围的人感觉无限温暖。

懂得倾听

人际交往中，如果一个人只顾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在乎对方的感

受，是太过自我的表现。那些有人格魅力的人，往往是懂得倾听、愿

意关注对方的人。恰如这句话所说：“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那些

懂得倾听的人，是愿意把对方放在心上的人，自然能收获真挚的感谢，

积累深厚的情谊。

公共场合小声说话

想象一下，坐地铁时，旁边一个人接起电话就大声交谈，你是什

么感受？越是公共场合，越能看出一个人的教养。接电话时，声音可

以低一点；在图书馆，脚步可以轻一点……不喧哗，不打扰，不添乱，

越是在公共场合严格要求自己的人，越能体现他深植于心的教养。

言行一致

如果一个人总是说一套、做一套，表面阿谀奉承，背后落井下石，

会给自己带来想不到的损失。做人要诚信为本，要么不轻易承诺，要

么说到做到。那些言行一致的人，才能穿越岁月的长河，留下美好的

声名，赢得更多发展机会。

心态平和

老话说：“发脾气是本能，控制住脾气才是本事。”在愤怒来临

前，给自己一点冷静的时间，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伤害；在情绪崩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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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一个舒缓的出口，可以保护身心健康。心态平和，代表一个人

心性稳定、严谨自律，能给人带来安心和舒适。

有人说：“细节就是一言一行之微，一沙一石之细。”我们这一

生，会和很多人相遇相识，和部分人相知相惜。愿大家都能在前行路

上相逢志同道合之人，共看花落花开。（禄丰市妇联 王国成）

什么是“自律”？就是将这两件事做到极致

网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在你的印象中，对哪个错误认识的记忆

最深刻？”点赞最高的回答是：“以前以为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

么，后来发现，自律者才会有自由。”

每一个不自律的行为，都会给人带来更大的痛苦。要做自己生活

的主人，就要靠自律。什么是自律？其实就是将这两件事做到极致。

做不喜欢但应该做的事情

在我们的身上，强大的惰性与巨大的潜力一直是共存的。在没有

压力的情况下，人往往会变得懒散，做事拖拖拉拉、得过且过。有了

一定的压力后，我们开始不断朝向一个目标努力，潜力才会被激发出

来。

所以，要做到自律，不妨每天去做一点自己心里并不愿意做但对

自己有益的事情，以此来磨砺、调控自己的心性。久而久之，你便不

再会为那些真正需要你完成的事而感到痛苦，自律就会变成一种习

惯。

越有用的事情，做起来往往越不舒服。我们必须对自己有所要求，

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在一次次磨砺中，才能慢慢清除掉自己的坏

习惯，将自身潜在的才华和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

多做不喜欢但应该做的事情，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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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做喜欢但不应该做的事情

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终的高度，往往取决于对自我要求的高度。

人需要有一颗检讨自己的心，才能约束自己；能够约束自己的人，才

能最终成就自己。

其实大家都知道自律的重要性，但现实中却只有一部分人能做

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自律意味着你必须有所放弃。

想要保持完美的体型、拥有健康的身体，就需要和垃圾食品说再

见，就必须坚持运动健身；想要学习成绩优异，就不能总是半夜三更

打游戏，就需要花大量时间研究学习。对自我有高要求，并严格去做，

正是最好的自律。

其实，自律和不自律，都会吃苦。不同的是，自律的苦会让人生

越来越甜。用对方法，便能让自律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达到“从心所

欲不逾矩”的境界。我们共勉！（禄丰市妇联 王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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