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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故事
渊一冤
有一家庭妇女袁一天她买了一件衣服袁回头习
惯性地跟邻居显摆袁 却发现同样的衣服邻居比她
少花了 20 元钱袁于是她耿耿于怀数天遥 这人的格
局就值 20 元钱了遥
渊二冤
有一个乞丐袁整天在街上乞讨袁对路上衣着光
鲜的人毫无感觉袁却嫉妒比自己乞讨得多的乞丐袁
这人估计一直就是个乞丐了遥
渊三冤
三个工人在工地砌墙袁有人问他们在干嘛?第
一个人没好气说院砌墙袁你没看到吗?第二个人笑
笑院我们在盖一幢高楼遥 第三个人笑容满面院我们
正在建一座新城市遥 10 年后袁第一个人仍在砌墙袁
第二个人成了工程师袁而第三个人袁是前两个人的
老板遥
有这样一句谚语院 再大的烙饼也大不过烙它
的锅遥 这句话的哲理是院你可以烙出大饼来袁但是
你烙出的饼再大袁它也得受烙它的那口锅的限制遥
我们所希望的未来就好像这张大饼一样袁 是否能
烙出满意的野大饼冶袁完全取决于烙它的那口野锅冶
要这就是所渭的野格局冶遥
要要

有一句话说得好袁你的心有多宽袁你的舞台就有多大曰你的
格局有多大袁你的心就能有多宽浴 放大你的格局袁你的人生将不
可思议浴

什么是格局袁格局就是指一个人的眼光尧
胸襟尧胆识尧等心理要素的内在布局!
一个人的发展往往受局限袁其实野局限冶
就是格局太小袁为其所限遥 谋大事者必要布大
局袁对于人生这盘棋来说袁我们首先要学习的
不是技巧袁而是布局遥 大格局袁即以大视角切
入人生袁力求站得更高尧看得更远尧做得更大遥
大格局决定着事情发展的方向袁 掌控了大格
局袁也就掌控了局势遥
一个人得格局大了袁未来的路才能宽! 如
果把人生当做一盘棋袁 那么人生的结局就由
这盘棋的格局决定遥 想要赢得人生这盘棋的
胜利袁关键在于把握住棋局遥 在人与人的对弈
中袁舍卒保车尧飞象跳马噎噎种种棋着就如人
生中的每一次博弈袁 棋局的赢家往往是那些
有着先予后取的度量尧统筹全局的高度尧运筹
帷幄而决胜千里的方略与气势的棋手遥
于丹说得好院 成长问题关键在于自己给
自己建立生命格局遥
为何要有大的格局?局限就是格局太小袁
为其所限遥
在今天这个知识不断更新的世界里袁我
们是在不断刷新自己的知识结构袁 只有一点
最重要袁就是尽量酝酿一种大胸怀遥
大境界才能有大胸怀袁 大格局才大有作
为遥

你的格局决定你的结局
做人
做人智商高不高没关系袁情
商高不高也问题不大袁 但做人的
格局一定要大袁说白了袁你可以不
聪明袁也可以不懂交际袁但一定要
大气遥

格局
如果一点点挫折就让你爬不
起来袁如果一两句坏话尧就让你不
能释怀袁如果动不动就讨厌人袁憎
恨人袁那格局就太小了遥

越幸运浴

里浴 有目标的人在感恩袁沒目标的
人在报怨袁 因为觉得全世界都欠
他的浴
放下你的浮躁袁 放下你的懒
有目标的人睡不着袁 沒目标
惰袁放下你的三分钟热度袁放空你 的人睡不醒袁 因为不知道起来去
禁不住诱惑的大脑袁放开你容易被 干嘛浴
任何事物吸引的眼睛袁放淡你什么
生命
都想聊两句八卦的嘴巴袁静下心来
好好做你该做的事袁 该好好努力
生命只有走出来的精彩袁沒
了浴 有时候真的努力后袁你会发现 有等待出来的辉煌浴
自己要比想象的优秀很多遥

空杯

希望

坚持

如果袁 感到此时的自己很辛
世上除了生死袁 其它都是小 苦袁那告诉自己院容易走的都是下
胸怀
事遥 不管遇到了什么烦心事袁都不 坡路浴 坚持住袁因为你正在走上坡
做人有多大气袁 就会有多成 要自己为难自己曰 无论今天发生 路袁走过去袁你就一定会有进步遥
功遥 海纳百川袁有容乃大曰壁立千 多么糟糕的事袁 都不要对生活失
努力
仞袁无欲则刚遥 因为胸怀袁才是成 望袁因为还有明天遥
功者的标志遥
如果袁 你正在埋怨命运不眷
目标
顾袁那请记住院命袁是失败者的借
铭记
有目标的人在奔跑袁 沒目标 口曰运袁是成功者的谦词遥 命虽由天
永远要记住这句话院越努力袁 的人在流浪袁 因为不知道要去哪 定袁 但埋怨袁只是一种懦弱的表现遥

吞下了委屈，喂大了格局
"被骂是一种能力遥 "
受得了多大的委屈袁 做得了
多大的事曰受得了多大诋毁袁就能
承的住多大赞美曰耐得住寂寞袁才
能守得住繁华遥
如果能把每次的羞辱和伤
害袁视作你转变所需的营养珍馐袁
绝对能喂大你的格局遥 否则事过
境迁后袁 别人只会记得你爆发的
情绪袁却不记得原因袁徒留给别人
你容忍力不够的印象遥
在职场上袁 我们都没有避免
受屈辱的选择权曰 然而当屈辱来
临时袁你也毋须惧怕遥 只要你能训
练自己袁每次受伤害时袁都有脱胎
换骨的能力袁 就必定能在职场上
破茧而出袁 而你所吞下的屈辱和
伤害袁也才值得遥
谁能吞下更多委屈袁 谁就拥有说
话权利遥 当你格局打开以后袁便能

承担比别人更重要的任务袁 上司 卒观礼遥 他说袁那段牢狱岁月使他
对你的信赖度提高袁 你所说的话 学会控制情绪袁也学会处理苦难带
来的痛苦袁 并在众目睽睽之下袁起
也将更有分量遥
立表达对这三名狱卒的敬意遥
这项举动袁 令在场及全世界
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的人肃然起敬袁 不仅让虐待他多
冯仑说袁伟大都是熬出来的遥 年的南非白人无地自容袁 更展现
为什么用熬钥
了曼德拉非凡的气度和格局遥 谁
因为普通人承受不了的委屈 拥有说话权利袁不言而喻遥
你得承受袁 普通人需要别人理解
面对委屈时袁 你真的不需要
安慰鼓励袁但你没有曰普通人用对 太在意旁人的眼光袁只要记得袁永
抗消极指责来发泄情绪袁 但你必 远对自己负责遥 人生在世袁注定要
须看到爱和光袁 在任何事情上学 受许多委屈袁你要学会一笑置之袁
会转化消化曰 普通人需要一个肩 你要学会超然待之袁 你更要学会
膀在脆弱的时候靠一靠袁 而你就 转化势能遥
是别人依靠的肩膀遥
请记住袁遭受委屈时袁通常伴
记住院我是一切的根源袁要
随着一股动力袁 但是这种想证明 想改变一切袁 首先要改变自
自己的动力袁 并非像八点档乡土 己浴 吞下的是羞辱袁喂大的却
剧那种低下的反击复仇遥
是你的格局袁你受得了何种委
在曼德拉总统就职典礼上袁曼
屈袁决定你能成为何种人遥
德拉竟邀请当年看守他的三名狱

一尧 成功者运气的背后隐藏着大
格局
1尧拥有怎样的格局袁就拥有怎样的命运!
拥有大格局者院有开阔的心胸袁没有因
环境的不利而妄自菲薄袁更没有因为能力的
不足而自暴自弃遥
拥有小格局者院往往会因为生活的不如
意而怨天尤人袁因为一点小的挫折就一筹莫
展袁看待问题的时候常常是一叶障目不见泰
山袁成为碌碌无为的人遥
2尧格局不够大袁人生成就再高也有限!
一棵石榴种子的三种结局院放到花盆里
栽种袁 最多只能长到半米多高! 放到缸里栽
种袁就能够长到一米多高! 放到庭院空地里栽
种袁就能够长到四五米高!
3尧野局限冶就是一个人给自己设的野局冶
太小!
人生所能到达的高度袁往往就是人们在
心理上为自己选定的高度遥 如果一个人心中
从来没想过到达顶峰袁那么袁他也就永远不
会获得成功!
4尧摒弃只为口粮奔忙的生活态度!
上帝和乞丐的故事院上帝看一个乞丐可
怜就到乞丐面前对他说院野给你 1000 元你会
怎么用?冶乞丐说院野买一部手机冶噎噎野给你
10 万元你会怎么用?冶乞丐说院野买一部车子冶
噎噎 野给你 100 万元你会怎么用?冶 乞丐说院
野买下城里最豪华的地段冶噎噎
5尧盲从就是对人生不负责任!
大多数人都存在着从众心理袁做事不敢
带头尧不敢冒尖袁一切的选择以别人的选择
为基准遥 不加选择的从众袁就是盲从袁是对人
生不负责任!

二尧大格局有大方向袁不因为外界压
力而改变
痛苦和迷茫袁往往是因为方向不明遥
挫折是人生的必然过程袁 别把自己定位
在失败者的位置上遥 不追求违背客观规
律的速成袁失败者往往是被自己打倒的遥
输得起才能赢得起袁 对可能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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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 准 备遥

三尧大格局有大器重袁不被琐屑小
事牵伴
器量大小决定事业的大小遥 用人可用之
处袁不求全责备遥 别让猜疑毁了你的人生袁原
谅别人其实就是放过自己遥
宽广的心胸稀释人生痛苦袁看淡名利得
失袁保持平常心袁坦然面对生活遥

四尧大格局有大志向袁每一天都是一
个进步的过程
定位高的人不会让自己得过且过袁不仅
有胸怀大志袁还会从点滴做起遥 为了明天的
成功袁耐住今天的寂寞袁集中精力支配自己
的时间遥
实现大格局的途径
实现大格局的途径格局不是先天性的
东西袁和你目前的人生环境也没有必 然的
联系袁格局是一个人对自己人生坐标 的定
位袁只要我们能够调整心态袁就一定能够
为自己建立一个大的格局遥 知识和技能是
内力袁 合适的平台和丰厚的人脉是 羽 翼 袁
如果你能够充分利用这一切资源袁让 自己
的每一天都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梯上袁那
么袁未来的大格局与大发展将不仅仅 只是
一个梦想遥
渊一冤尧优化知识结构袁充实大格局的内
在支撑力
渊二冤尧大格局不是冒进袁但不排斥冒险
渊三冤尧大格局需要大平台袁从空间上完
成对格局的突破
渊四冤尧整合社会资源袁从人脉上完成对
格局的突破
渊五冤尧扬长避短袁从强项上完成对格局
的突破
想要放大自己的格局袁需站在不同的位
置感受一下遥 测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
乘袁只看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
想袁而无碍于其处世行事袁其实这就如中国
道家文化中说到的 野太极阴阳图冶袁 阴中有
阳袁阳中有阴袁看问题更全面袁这是一个全面
的格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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