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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梦想，就要努力去实现

起初，我们总是会害怕，害怕不能得到自己渴望的物质生活，害

怕遇不到那个好好爱自己的人，害怕失去青春也换不回事业上的进

步，害怕会做下一个让自己悔恨的决定……可这一路，我们就是这样

踩着自己的害怕和悔恨走来，渐渐地，在害怕中一点点成长、充实，

日益强大，对当初做下的决定释然，最终迎接另一种不惧怕未来的自

己。

在这个时代，你要对自己宽容一点，允许自己迷茫，允许自己困

惑，允许自己慢慢来。

年轻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必太过焦虑，但你需要了解

自己对什么感兴趣，愿意把时间投入在哪一方面。如果你连自己对什

么感兴趣都不知道，如何认识人生和世界？

你若真的没有发现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就不要放过任何尝试的机

会，直到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热爱的，找到自己愿意为之努力的梦想。

冯唐想写小说就去写，想开公司就去开，一路都在做自己想做的

事情。我也只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去想去的地方，一步步地跑，

一字字地写。

人生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找到自己喜欢

的事情，每天做那么一点点，时间一长，你就会看到自己的成长。

不管你想要怎样的生活，你都要去努力争取，不多尝试一些事情

怎么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呢？

你说你喜欢读书，让我给你列书单，你还问我哪里有那么多时间

看书；你说自己梦想的职业是广告文案，问我如何成为一个文案，应

该具备哪些素质；你说你计划晨跑，但总是因为学习、工作辛苦或者

身体不舒服第二天起不了床；你说你一直梦想一个人去长途旅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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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钱，父母觉得危险……其实，我已经厌倦了你这样说说而已的把

戏，我觉得就算我告诉你如何去做，你也不会照做，因为你根本什么

都不做。

真正有行动力的人不需要别人告诉他如何做，因为他已经在做

了。就算碰到问题，他也会自己想办法，自己动手去解决或者主动寻

求可以帮助他的人，而不是等着别人为自己解决问题。

首先要学习独立思考。花一点时间想一下自己喜欢什么，梦想是

什么，不要别人说想环游世界，你就说你的梦想是环游世界。

很多人说现实束缚了自己，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直都可以

有很多选择，生活的决定权也一直都在自己手上，只是我们缺乏行动

力而已。

如果你觉得安于现状是你想要的，那选择安于现状就会让你幸福

和满足；如果你不甘平庸，选择一条改变、进取和奋斗的道路，在这

个追求的过程中，你也一样会感到快乐。所谓的成功，即是按照自己

想要的生活方式生活。最糟糕的状态，莫过于当你想要选择一条不甘

平庸、改变、进取和奋斗的道路时，却以一种安于现状的方式生活，

最后抱怨自己没有得到想要的人生。

因为喜欢，你不是在苦苦坚持，也因为喜欢，你愿意投入时间、

精力，长久以往，获得成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从跑步中得到的东西有许多，比如，一个健康的身体，积极的

生活态度，跑步时挥汗如雨的畅快感，认识了有共同爱好的朋友……

没有一步是浪费的。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只要用心生活，没有一天会

是虚度的，你总会有所收获，你行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抵达美好的未

来。

我渐渐意识到做一件事，开始的兴趣带来的热情只是最初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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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想要形成燎原之势还需要持续不断的投入。人是因为对一件事情

干得越来越好才越来越有兴趣的，不是对什么感兴趣才干得好的。小

目标完成后给予及时的小奖励，会促使自己去实现更大的目标，大目

标完成后，更要好好犒赏自己一下。

一生之中，每一天都是不同的，而我们常常把完全不一样的每一

天过得都一样。摒弃重复无聊的日子，迎来未来精彩美好的生活，这

是我们每个人的期望，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奢侈，

因为我们习惯对自己日复一日的生活产生依赖感和麻木感，巨大的惰

性会拖垮我们。我们宁愿麻木不仁地生活，安全地受困，也不愿意冒

险改变，以至于没有精彩美好的未来。

有梦想，就要努力去实现。（元谋县 秦宗梅）

做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在你痛苦的时候，是谁对你不离不弃，真正扶你走出伤痛的牢

狱？在你遭遇挫折一蹶不振的时候，是谁鼓励你爬起来，继续向前？

在决定你人生起落的大事件上，是谁果断地作出抉择，决定自己前方

的道路？是妈妈？是爸爸？是爱人？是朋友？或许我们的亲人和朋

友会给我们建议，给我们关爱，然而，一个人如果自己不去思考，不

去努力，不想向前，他人所有的努力都毫无意义。谁才是你生命中最

重要的那个人？不是他人，而正是你自己！所以，请认清自己，珍爱

自己，相信自己，你是这个世界的唯一！你的存在就是一种价值！在

人生的关键时候，唯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你才是自己人生的真正创

造者！

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当下，我们最容易忽略的人，不是其他人，

而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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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你喜欢自己吗？”如果你自己都不爱自己的

话，如何让他人来爱自己呢？外在世界对我们的评价，是通过我们自

己对自己的评价来界定的！

如果你坚信自己不行，没有人喜欢自己，你很可能就真的不行，

也无法得到别人的爱！因为你自己都不爱自己，你躲在一个黑暗的角

落里，太阳怎能照得到你？

生活中，很多人过得不快乐，根本原因，就是他们不喜欢自己！

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越低，越容易对外在的事物不

满。一个每天抱怨生活的人，表面看是在诉说生活的不完美，而本质

上，却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不满意所造成的！

一个人对自己不满意，也就是缺乏自信。为什么缺乏自信呢? 根

本原因，要追究到自己的原生家庭对待孩子的方式!父母如果常常以

赏识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让孩子及时受到肯定，他就会极大增强

自己的自信心。反之，在打骂、批评中长大的孩子，就会非常容易产

生自卑心理，总是对自己不满意，因为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没有能及

时得到父母的肯定！如果说一个孩子一年需要 100次表扬的话，而你

只给了孩子 50次，那么孩子的自信心就会不足。

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是注定的，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也不能

去责怪我们的父母。将自己的不足怪罪在父母身上。因为父母不可能

教会我们他自己也不懂的事情，父母有自己的局限，有些父母他们也

不懂得如何地爱自己，不懂得如何爱你才能让你更好地成长！他们只

是竭尽全力地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爱着我们，尽管有时候这样的爱对我

们来说是一种伤害。他们不恰当的爱的方式或许又要追溯到他们的家

庭生活的教育中！所以说，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

们应该学会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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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开始，开始爱自己，由衷地，发自内心地！一个能够爱自

己的人，他自己就是整个世界，他不需要依靠他人的赞许才能肯定自

己的价值！他不会沉迷于网络，因为他有着自我，不必在虚拟的空间

寻找精神上的寄托！他不会将自己迷醉于酒精的世界中，因为那是在

麻醉自己，而他们知道自己是应该被爱护，被照顾的！

一个人，真心地爱自己，才会感受到世界的美好！

爱自己，首先要接纳自己，接纳自己所有的一切！优点自不用说，

我们的缺点也是我们应该接纳的。上帝是公平的，他在给予你缺点的

同时，自会传递与你另一种东西，让你获得感悟，得到提升，我们应

该从我们的缺点中，从生活的挫折中寻找它们的价值。

接纳自己，就要接纳自己的全部。每个人都是多面的，如果刻意

压抑自己某一方面(自己不喜欢的方面)的特质，将会造成自己内心的

冲突，妨碍个人应有能量的发挥。

比如说，一个人非常害怕孤独，他讨厌孤独的感觉，因此，当这

种感觉一来，他就不停地和朋友打电话、聊天，忙碌地工作。可是这

些事情一结束，那种孤独感就又跟随而来了，它像鬼魂般折磨着自己

的内心。

为什么如此呢？首先，我们需要承认，人是需要和自己独处的，

这样才能更好地看清自己的内心，明白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其次，我

们应该接纳孤独的感觉，你讨厌它，想把他赶跑，可是越是这样，它

越是跟随你。如果，你试着接受这种感觉，享受这种感觉，跟他和谐

相处，你会发现，这种孤独感竟然不知道何时已经不见了。

爱自己就要赞同自己。当你赞同自己的时候，你就会为自己创造

一个安全的空间。你会感觉到信任，感觉到自己的价值，这样你就会

创造生活中更多友好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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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自己，就要欣赏自己，而不是总是为难自己，责备自己。任何

责备和批评都是负面的，只会限制我们才能的发挥，把我们越来越导

向我们不喜欢的方向。要理解自己，关爱自己，人生没有谁是不犯错

误的，重要的是我们会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爱自己，就应该多听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做一个内在和外在

和谐的人。身心和谐，才是一种健康的人生状态，身心和谐我们才能

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量。

让自己做一个充满爱的磁铁吧！（元谋县 阮秀梅）

别人不是你的彼岸

人生的轻松，就是能在这个喧嚣的尘世，不用献媚于谁，也不必

跟谁说讨好的话，他玩他的，你活你的。两不相干，然后，两相安。

你在意谁，在意到极致，就会活在这个人的阴影里。这种在意，

不外乎两种情况：想求取和怕得罪。也就是说，人生的疲惫，更多的

不是在自己这里拎不起，而是在别人那里撇不清。

别人，成了自己沉重的彼岸。

越在别人那里唯唯诺诺，就越会在自我的言行里战战兢兢。生怕

说错什么，做错什么，进一步畏首畏尾，退一步左顾右盼，是进亦忧

退亦忧。在这样的境况里，最累人的，不是做，而是拿捏着分寸去做。

一个低声下气的人，凭恃他人，无论得到过多少，繁盛也好，光鲜也

罢，最终，在自我矮化的奴才人格里，冷暖自知，甘苦备尝。

不是一路人，就不会在一个语言系统里。不在一个语言系统，就

不会在同一个世界中。

知心的话，不必说给不懂的人听，说了不懂还在其次，最怕的，

是说了不屑。不懂已是伤害，不屑便是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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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淡的人，只与散淡的人合得来。而奸邪的人，看起来跟谁都合

得来。这不奇怪，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有的人只认对的人，有的人，

似乎跟谁都对。只因为，有的人，是奔着相宜的心去的；而有的人，

是奔着可逐的名利去的。

在交往上，目的性太强，原则性就会差。在左右逢源的人那里，

找不到纯美的人性；在蝇营狗苟的人那里，找不到纯净的人格。

这个世界，总有狷介甚或狂傲的人，看起来，没有几个能够合得

来的人，他们不迎合，不投降，只是不想生命苟且于世俗。

伟岸的人心中常常都有一些孤傲，他们遗世独立，盛享着内心孤

独的清凉。

每一个窝藏着的私心，都会影响到对别人公允的评判。盛大的完

美，未必坍圮于风雨，却能够瓦解于私心。一千次地改变和完善自己，

终难抵别人的一颗横无际涯的私心。

所以，不要苛求在所有的人那里都有好的评价。讨好了所有的人，

就意味着要彻底得罪了自己。一个人，平庸点不可怕，变得八面玲珑

才可怕。

你最终要活在相悦的人心里。不为不值得的人去改变，不在飘忽

而逝的生命过客那里留恋，也不必为朵朵过眼烟云烦扰。

与其要别人看好，不如自己活到好看。（元谋县 张晓芹）

致心灵

他们说这个世界是由五彩缤纷构成的，红色的热情，灰色的迷茫，

橙色的激情，蓝色的淡雅，白色的纯洁，黑色的恐惧在拼凑着，构成

生活的多彩，可是你却固执的说这个世界是黑白的，永远也不可能是

彩色调的，甚至你觉得，偶尔袭来的一阵小波浪，就足以使你原本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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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世界变得完全黑暗，就这样你什么都看不到，你只是在黑暗中不

停的摸索，在摸索中前行，去寻找你的那片白。

你可能一直活在回忆中，对以往的那些人，那些事，念念不忘，

然后就陷入回忆的泥淖，久久不能觉醒，明知道回不来了，却固执的

停在那里，不肯向前。据说，每个人全身的细胞每隔七年都会换一遍，

那么，七年之后，我们就是全新的人。不同的道路，会令我们各自走

散，但是没关系，每一段人生的路，我们都会找到人陪。失去的不必

说遗憾，感谢他们曾出现在你的生命中，陪你欢笑与哭泣，但他们注

定要走远，所以你的人生必须向前看，新认识的人，新接触的事，带

给我们的是不一样的美好。

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不是那些别人拥有而你却得不到的，也不

是那些已经失去的令你遗憾至今的，而是你现在拥有的，那才是你真

正要珍惜的，不要把心放在追求那些虚无的东西上，那只是你做过的

一个梦，谁都知道，梦醒了，什么都没了。如果你想做一个追梦人，

那就用自己的努力来证明吧！

你可以哭泣，但请不要放弃；你可以跌倒，但是不要爬不起来;

你可以失败，但是不要一蹶不振。

追梦的路上怎能不磕磕绊绊，追梦的路上又岂会一帆风顺？小时

候学习走路，谁没有跌倒过啊，跌了一下，再爬起来，就这样慢慢的

你才学会了走路，而我们追梦的过程，和学习走路又有什么不同，同

样是在学习，同样是在追逐，其实都一样。

不要忧伤，不要绝望，不要去想象，把生命中的每一次苦难都当

成一次跳跃，你真正的度过了，才会一步步走向成功，你人生的路还

很长，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要过度的关注你的失意，更不

要因此轻言放弃，一点小小的挫折不足以成为你失败的借口，再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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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你可以。

如果你改变不了这个世界，那就去改变你自己，直到这个世界能

够包容你、接纳你。永远记住你是为自己而活的，别人愿意说什么大

可不必放在心上，你是你，他们是他们，你不能一直活在别人的阴影

下，尝试走出别人，去做那个真正的自己，相信自己，你是这世界上

无与伦比的美丽，在做任何事之前，别忘了对自己微笑着说“加油，

你可以！”

没有舞台，没有观众，不要就此停止你的舞蹈，请记住，你不是

为了舞台的华美而舞蹈的，也不是为了观众的掌声才存在的，他们都

是外物，你要遵守的是你的心，你心中那份不朽的热爱，那份坚定不

移的自我而舞动生命的美，你只要始终坚持下去，不抛弃，不放弃，

总有一天你会看到心中的那份光亮！

你所追寻的幸福啊，其实就是你脚下的路。不要考虑别的，不要

犹豫，走好它，总有一天你会追到你的幸福！

青春作证，理想作证，我付出，我无悔！（元谋县 李普娜）

珍惜眼前，把握未来

我们都明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们也明白“光

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们甚至还不明白时间是个可怕的东西。

刚刚还是骑在父亲肩膀上的小公主，转眼间已变为能独挡一面的

年轻人。原以为成长的道路很漫长，总觉得自己还没长大，可等到成

年了，长大了，失去孩童的稚嫩了，才慢慢回过神来，成长的道路上，

我们走的太匆忙。

曾几何时，父亲的背驼了，母亲的发白了，我们的脸不再水嫩了，

翻看着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刚出生不久，爸爸妈妈抱着我，脸上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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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神气的笑容，那时的他们风华正茂，英姿飒爽，在我学习走路时，

妈妈弯着腰，耐心的扶着我在院子里蹒跚，她的身姿已没有原先少女

般的婀娜，但是我完全感觉不到，只顾自己成长，之后，由于父亲早

出晚归的工作，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致使此刻一年也见不到几

次，此刻很痛恨那时无知的自己，不懂得心疼父母，转眼间二十年过

去了，此刻，我已经长大成人了，可父母却再也回不去原先的年轻了。

每次上学离家时，妈妈总会唠叨着说快点走吧，走了我就清闲了，

但她每次看着我离去的背影，她的心里必定有很多不舍；每次上学离

家时，爸爸总会千叮咛万嘱咐，必须要好好学习，为家里人争光。虽

然只是几句话，但那些话满满的都是牵挂，我明白我错了，我没有好

好珍惜与父母短时间的相遇，我没有。

如果能够重来，我想不要长大，我想让他们老的慢一些，我想让

他们不要那么辛苦，但是，时间正如李白所说的黄河之水一样，永不

复还。

我期望此刻还在成长道路上的孩子们，不要只顾自己长大，忽略

为你们辛勤付出的父母，成长的道路上，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

止不住的是岁月的流逝，留不住的是岁月的芬芳，藏不住的是岁

月的沧桑，岁月本就流逝飞快，所以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不要走的

太匆忙。请把握时间、珍惜时间。（元谋县 杨世玲）

诠释生命

卡尔维诺说过:“生命差点不能成其为生命，我们差点做不成我们

自己。”是啊！生命是有负担也有力度的，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

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

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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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

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每次读《热爱生命》都有很多震撼，那种强大的生命力总能给我

一种明灯似的指引，甚至那些生存的艰辛，都可以在勇敢的生命斗士

面前变得渺小而可以忽略不计。不得不让我由衷感叹：平坦的路上，

脚步固然轻巧，行程固然悠闲，宁静的溪水旁却留不下记忆的脚印和

成长的足迹；泥泞的路上，脚步虽然拖沓，身子虽然疲惫，融融的月

光下却镌刻了厚重的足迹，即使被岁月抚平了，依然可以留下深刻的

凹痕。

人到中年万事休，似乎对于生命的思索也有了几分成熟和睿智。

可我依然还是会对那些强盛的生命力赞叹不已，对生命里执着的追求

感叹不已。知道了生命是一个进取、拼争的过程，就学会了如何去享

受生命中的痛苦和快乐；学会了在痛苦中感悟生命，认识生命，在生

命的快乐中体验生活的美好，认识生命的本质，懂得应对生命持有的

态度。于是深信“生命是每个人的财富”这条真理。

生命像一面镜子，我们若是对它皱眉，它只会回我们以皱眉，我

们若是对它微笑，它同样会回我们以微笑。许多人在为生命奋斗时，

往往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要是能以乐观向上的精神去对待这些困难，

生命会变得更加精彩，更加绚丽多姿；要是以消极颓废的态度对待这

些困难，生命只会变得更加黯淡，更加坎坷。然而，我不能说生命中

的种种磨难就是痛苦的，有时候，痛苦也是一种幸福，一种快乐。关

键看你如何看待，看你有一份怎样的心境。你是释怀的，生命之中的

轻和重可以随时互换；你是坚强的，生命之中的一切苦难会让你更加

强大。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翁保尔·柯察金在十月革命中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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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战斗能力，祸不单行，他因为伤寒又引发了胃炎，组织上不得

不把他送回家去疗养。但是他却凭借着军人的顽强意志活了下来，此

后他便开始锻炼写作本领，直至他全身瘫痪无法写作，肆虐的病魔纠

缠着他，他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可他依然凭借顽强的毅力，写了许

多传世之作。《我与地坛》的作者史铁生，双腿瘫痪，后来又患肾病

并发展到尿毒症，需要靠透析维持生命，可是每次见到他灿烂的微笑

就仿佛他站在你的对面，丝毫没有让你感到他的残疾，只感受到那种

温和的亲和力与旺盛的生命力。

这些耳熟能详的让我们感动的人和事，总是在我们艰难的旅程上

照耀我们的灵魂，给我们指引，也告诫我们：人生，没有过不去的沟

坎，人生就应该像一个五味瓶，盛满了酸、甜、苦、辣、咸。倘若里

面装的只是糖，那么人生就太过单调乏味了。很多事实让我们明了，

如果人生没有挫折与失败，没有难过与悲伤，就像探险家到动物园里

看囚禁在笼子里的动物一样，枯燥乏味，生命也失去了它原本具有的

精彩和自然。

生命是脆弱的，也是坚强的；生命是平凡的，也是壮丽的。生命

往往是一场奇迹，演绎着平凡而又悲壮的故事，生命终究也是充满希

望的。我们生活在这个大千世界，总是感觉自我是那么渺小，那样平

凡，甚至似乎我们只是一粒尘埃，仅此而已。然而，数十亿的人们生

活在同一个世界，不知道在不经意间就会有多少生命降临人间，又有

多少人在此刻撒手人寰。因此，欢乐与悲伤在这个世界上同时上演，

细细品来，不禁感慨：人世间，不乏悲剧，然而也不失快乐的色彩。

生命是短暂的，是一去不复返的，人生如白驹过隙，一旦过去就不会

再来。时间不可倒转，好好地热爱与珍惜自己的生命，把握人生中的

每分每秒。生命如此鬼使神差，但生命总有它的轮回，上帝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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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垂爱每个人，关上了一扇门，还有一扇可以打开的窗，我们每个人

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既可装点别人的梦境，也能温暖自己的心灵。

（元谋县 马家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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