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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袁是做人最大的本钱

生活中袁一个好的心态袁可以使你乐观豁达曰
一个好的心态袁可以使你战胜面临的苦难曰一个
好的心态袁可以使你淡泊名利袁过上真正快乐的
生活遥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告诉我们袁积极的心
态能帮助我们获取健康尧幸福和财富遥

心态决定人生

一位哲人说过院野你的心态就是你的主人遥 冶
在现实生活中袁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遭遇袁却可
以控制自己的心态曰我们不能改变别人袁却可以
改变自己遥其实袁人与人之间并无太大的区别袁真
正的区别在于心态遥所以袁一个人成功与否袁主要
取决于他的心态遥

生气不如争气

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袁 不可能处处是逆境曰
人生有巅峰也有谷底袁不可能处处是谷底遥 因为
顺境或巅峰而趾高气扬袁因为逆境或低谷而垂头
丧气袁都是浅薄的人生遥面对挫折袁如果只是一味
地抱怨尧生气袁那么你注定永远是个弱者遥

有自信才能赢

古往今来袁许多人之所以失败袁究其原因袁不
是因为无能袁而是因为不自信遥自信是一种力量袁
更是一种动力遥 当你不自信的时候袁你难于做好
事情曰当你什么也不做不好时袁你就更加不自信遥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遥若想从这种恶
性循环中解脱出来袁就得与失败作
斗争袁就得树立牢固的自信心遥

心动更要行动

心动不如行动袁虽然行动不一
定会成功袁但不行动则一定不会成
功遥生活不会因为你想做什么而给
你报酬袁也不会因为你知道什么而
给你报酬袁而是因为你做了些什么
才给你报酬遥一个人的目标是从梦
想开始的袁一个人的幸福是从心态

上把握的袁 而一个人的成功则是在行动中实现
的遥 因为只有行动袁才是否滋润你成功的食物和
泉水遥

平常心不可少

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袁有成功袁也有失败曰
有开心袁也有失落遥如果我们把生活中的这些起
起落落看得太重袁 那么生活对于我们来说永远
都不会坦然袁永远都没有欢笑遥人生应该有所追
求袁但暂时得不到并不会阻碍日常生活的幸福袁
因此袁拥有一颗平常心袁是人生必不可少的润滑
液剂遥

适时放弃才会有收获

命里有时终须有袁命里无时莫强求遥 不要去
强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袁 要学会适时的放
弃遥 也许在你殚精竭虑时袁你会得到曾经想要得
到而又没得到的东西袁 会在此时有意外的收获遥
适时放弃是一种智慧遥它会让你更加清醒地审视
自身内在的潜力和外界的因素袁会让你疲惫的身
心得到调整袁成为一个快乐明智的人遥

宽容是一种美德

俗话说得好院野退一步海阔天空袁让几分心平
气和遥冶这就是说人与人之间需要宽容遥宽容是一
种美德袁它能使一个人得到尊重遥 宽容是一种良

药袁它能挽救一个人的灵魂遥宽容就像一盏明灯袁
能在黑暗中放射着万丈光芒袁照亮每一个心灵遥

学会给心灵松绑

人的心灵是脆弱的袁 需要经常地激励与抚
慰遥 常常自我激励袁自我表扬袁会使心灵快乐无
比遥 学会给心灵松绑袁就是要给自己营造一个温
馨的港湾袁常常走进去为自己忙碌疲惫的心灵做
做按摩袁 使心灵的各个零件经常得到维护和保
养遥

别把挫折当失败

每个人的一生袁 难免都会遭受挫折和失败遥
所不同的是失败者总是把挫折当失败袁从而使每
次都能够深深打击他取胜的勇气曰成功者则是从
不言败袁在一次又一次的挫折面前袁总是对自己
说院野我不是失败了袁而是还没有成功遥 冶一个暂时
失利的人袁如果继续努力袁打算赢回来袁那么他今
天的失利袁就不是真正的失败遥相反的袁如果他失
去了再战斗的勇气袁那就是真输了遥

改变内心世界

在现实生活中袁终日烦恼的人袁实际上并不
是遭遇了太多的不幸袁而是根源于烦恼者的内心
世界遥因此袁当烦恼降临的时候袁我们既不要怨天
尤人袁也不要自暴自弃袁要学会给心灵松绑袁从心
理上调适自己袁避免烦恼变成心病遥

快乐其实很简单

有人说袁快乐是春天的鲜花袁夏天的绿荫袁秋
天的野果袁冬天的漫天飞雪遥其实袁快乐就在我们
身边遥一个会心的微笑袁一次真诚的握手袁一次倾
心的交谈袁就是一种快乐无比的事情遥

一个人穷一点可以袁但人穷志不能穷浴 不要
成为了人穷志短的人袁要勇闯世界袁做不了顶天
立地的人袁最起码要做个有用的人袁做个对得起
自己的人遥

一个人丑一点可以袁但人丑心不能丑浴 仁慈

善良不在乎一个人的外表袁只在乎人的内心浴
一个人瘦小一点可以袁但人小心不能小浴 任

何一个人都不会喜欢一个小心眼的人遥 敞开心
扉袁宅心仁厚总能让人倍感安慰遥

一个人脆弱一点可以袁但人脆弱内心不能懦
弱浴 懦弱的人总是自悲的袁所以袁一定要有勇气尧
有主见尧有自信浴

一个人眼睛瞎一点可以袁 但眼瞎心不能瞎浴
要心知肚明袁要有远见浴

一个人有一点野心可以袁但人不能野遥 不要
为了野心把自己变成为魔鬼浴否则袁你不入地狱袁
谁入地狱钥

一个人笨一点可以袁 但学习是不论早晚的袁
只要肯学袁相信一点一点的袁没有学不会的袁就怕
你不学浴

一个人聪明一点可以袁 但不要自以为聪明浴
否则袁要么你是个傻瓜袁要么全世界的人都是傻
瓜遥

一个人糊涂一点可以袁但不要糊涂一时遥 最
难得的还是野聪明一时袁糊涂一世冶的人浴

一个人懒一点可以袁 但不能一直懒惰下去遥
该做的还得要做袁并且还要做好袁多少都要付出
一些袁否则袁就是一条十足的寄生虫遥

一个人省一点可以袁但是检省不是守财袁否
则袁会为了金钱而扭曲一个人的人格袁会成为一
个守财奴遥 要知道袁 往往会花钱的人袁 更会赚
钱浴

一个人讲究一点可以袁 但是讲究不是奢侈袁
讲究要有分寸袁不要因为讲究让平凡的生活变了
质遥

一个人宽容一点可以袁但宽容不是放纵浴 再
宽容也要有尊严袁有辱人格尊严的袁决不能宽容浴

一个人有点脾气可以袁但有脾气不等于有实
力遥 要学会沉默袁储蓄知识财富袁做个真正有个
性尧有脾气的人遥不在沉默中爆发袁就在沉默中灭
亡浴

一个人苦一点可以袁 但吃苦时不能怕苦袁苦
尽甘来浴 吃得苦中苦袁方为人上人浴

做人袁适时把自己野归零冶袁就会心
胸开阔遥人生袁难免会有成功与失败尧顺
境与逆境遥

顺境时袁把自己适时野归零冶袁可以
戒骄戒躁袁消除野骄娇冶二气袁不把成功
和顺境当野包袱冶背起来曰

逆境时袁固然会失去很多袁但能够
在失去时勇于野归零冶袁才能重新面对自
己袁从头开始袁积极奋斗遥

就像春节前的大扫除袁把那些没用
处的东西清除掉袁把有用的珍品拂拭干
净袁就可以窗明几净尧心情舒畅地迎接
新春遥

其实袁人生也像时钟一样袁到了子
夜就要野从零开始冶袁只有归零袁才会有
新的周期与辉煌遥

著名作家刘震云也说过院野归零心
态就是把自己心灵里的一切清空袁把已
经拥有的一切剥除袁 一切归于零的心
态遥 冶

实际上袁无论何种境况袁能适时把
自己 野归零冶袁 总是海阔天空袁 心胸豁
达遥 ? ?

越能够把自己野归零冶的人反倒越
不会野归零冶袁不断野归零冶就是一种上升
与提高袁也是一种难得的积淀与涵养遥

野攥紧巴掌袁手里什么都没有曰张开
双手袁就会拥有整个世界遥 冶

做人适时野归零冶袁当然不是妄自菲
薄或消极避世袁而是持有人生的洒脱与
从容袁 再去面对眼花缭乱的花花世界
时袁就会多一分明世的清醒袁多一分心
态的淡泊遥

适时把自己野归零冶袁就会不断重新
开始袁永葆青春遥

人生最大的敌人莫过于自己遥一个
人是否成功袁决定于不断把自己野归零冶
的过程中战胜自己遥

比如野升迁冶作为诸多为官者竞取
的目标袁有些人忙活半天当不上官会痛
心疾首尧痛不欲生曰有些人升迁之后却
忘乎所以袁以为官大本事长袁独断专行袁
听不得不同意见袁竟至出现重大失误被
罢被免遥

道理很简单袁升迁了袁实际上正是

一个野归零冶的开始袁重新确定前进目
标袁敢于从野一冶做起袁才能取得新的突
破遥

又如袁 有些人取得了成绩或荣誉袁
却不把心态野归零冶袁不思进取袁喜欢吹
嘘袁总是躺在成绩与荣誉上野睡大觉冶袁
也就无法再次取得成功遥
反观一些原本做出过野贡献冶的贪

官堕入深渊的行径袁无不是迈不过野利
禄尧地位尧权色冶这道野坎冶袁一失足遂成
千古之恨遥

事实一次次警示我们袁在人生的要
紧几步袁必须要有野归零冶的心态袁思想
上野从零开始冶袁实践中野从零做起冶遥

放下野阶段胜利冶的野包袱冶袁把心态
调整到坐标原点袁保持极为清醒冷静的
头脑袁辩证地看待已有的成绩袁在人生
的要紧处头脑清醒袁明白自己究竟有多
轻多重袁知道自己到是谁袁放下包袱袁面
对现实袁才能永葆革命者的青春遥

适时把自己野归零冶袁就会不断追求
卓越遥

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袁不断把
每迈出的一步都当作万里长征的野第一
步冶袁也就是在一个成绩野归零冶之后再
赢得新的成绩遥 这取决于奋斗者的心
态遥

一般说袁有什么样的心态就有什么
样的努力,有什么样的选择就有什么样
的结果遥 要想获得事业的一次次成功袁
首先就要调整尧完善尧升华自己的心态遥

面对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袁将心态
归零袁放下包袱袁轻装上阵袁把每一次成
功都视为新的起点尧新的希望尧新的挑
战袁新的成功就会在不远处向你招手遥

智者说袁心态归零袁责任才能归位遥
把自己野归零冶了袁就会焕发一种高度的
事业心和责任感袁不等待尧不埋怨尧不消
极遥我们要奋发进取袁永不满足袁积极学
习新事物袁适应新环境袁接受新挑战袁创
造事业的新成果遥

适时把自己野归零冶袁体现了人生的
大智慧尧大聪明和大能力遥 在不断野归
零冶的基点上让人生重新起航袁就一定
会披荆斩棘袁胜利到达理想的彼岸遥

怎样对待心情袁决定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遥
聪明的人袁总是在寻找好心情曰成功的人袁总

是在保持好心情曰幸福的人袁总在享受好心情浴
七情六欲袁人之常情袁我们可能有痴嗔怨怒袁

可能有欢笑喜乐遥 学会控制情绪袁 做情绪的掌控
者袁才能学会为人遥

人生不顺时袁学会做情绪的主人袁以后的路就
能越走顺遥

情绪就像湖泊上的波涛袁 要能够经波涛后归
于平静袁才能不被情绪掌控遥 一个人袁如果连自己
的情绪都控制不了袁即便给你整个世界袁你也早晚
毁掉一切遥你成不了心态的主人袁必然会沦为情绪
的奴隶遥

鬼谷子曾说过院野恐者袁肠绝而无主也冶遥
讲一个常听的故事院老赵去医院检查袁医生告

知他得了绝症袁 老赵整天郁郁寡欢袁 食不下睡不
着袁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遥

不久袁 他再去医院检查袁 医生告诉他之前误
诊袁老赵听了知道自己没有绝症袁心情很好袁每天
吃嘛嘛香遥

这也告诉了我们心情的重要之处院好心情袁才
是人生顺利的良药遥

远离愤怒袁拥有好心情遥 遇事不生气袁你就赢
了遥

叶莫生气曳写到院野头顶天袁脚踏地袁人生全在一
口气曰切记气上有三忌院怄气赌气发脾气遥 冶

生气伤己又伤人袁 学会控制脾气袁 才能有福
气遥 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袁远离愤怒袁延年益
寿遥

为人处世不容易袁处世为人要控制情绪遥脾气
永远不要大于本事遥

对待坏情绪袁不压抑袁学会控制袁就学会了为
人尧为乐的大智慧遥

拥有好心情袁好运自然来袁福气自然至遥
福气和运气是留给心态好的人的遥 学会寻找

好心情袁学会保持好心情袁学会享受好心情袁就成
为了心情的掌控者袁 成为了情绪的创造者袁 转化
者遥

即使阴雨天气袁 也能用好心情将它化做云散
日出的期待曰即使遇到分别袁也能用好心情将它化
作下次相遇的期待曰即使遇到愤怒袁也能用好心情
将它化作宽容遥

古话说院笑一笑袁十年少遥笑口常开袁好运自然
来遥

学会掌控情绪袁寻找袁保持袁享受好心情袁就能
感受到生活的温柔与美丽遥

克制悲伤袁才能不逆流成河遥
痛苦是难免的袁分别袁委屈袁种种的悲伤袁如果

得不到控制袁很容易陷入悲伤的海洋袁一蹶不振遥
快乐也是一天袁 悲伤也是一天遥 生活总是要继续
的袁为了我们珍视的人袁珍视我们的人遥 学会控制
情绪袁克制悲伤遥

短暂的释放是可以的袁但生命中更重要的袁是
今天与明天遥 人生就像煎蛋一样袁一面煎蛋完了袁
还要煎另一面袁总有翻面的时候遥 悲伤也是如此袁
总有需要放下的时候遥

学会控制情绪袁做情绪的领导者袁才能正确的
对待心情袁学会为人袁为乐的大智慧遥

你看见的世界袁情绪会为它添颜加色袁学会控
制情绪袁就能看见斑斓的世界袁学会对待心情袁就
能迎来好运和福气遥

带着好心情袁过好每一天遥

适
当
的
时
间
把
自
己
归
零

带着好心情
过好每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