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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瑞金市象湖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遗失人民银行颁发的开
户 许 可 证 副 本 袁 账 号 :
190206672119袁 核 准 号 :
J4296000122506,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078119930109002X 号 渊杨胜
兴冤身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0781199911032038号 渊钟斌冤
身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九天家私
店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壹张袁发
票代码 :036001800104袁 发票号
码:18887312袁特此声明遥

志
故事
励

1
我见过最苦的人遥
幼年丧母袁中年丧妻袁老年丧子遥
见到他的时候袁 老人精神矍铄袁谈

笑风生袁丝毫看不出人生中的三大痛都
发生在他身上遥
他每天早上背一把太极剑去草坪练

剑袁 下午的时候在公园和一群老年朋友
下象棋遥 平时把屋子收拾的敞亮尧干净袁
做的一手好菜袁即使是最普通的叶子菜袁
他都可以炒的色香味俱全遥 更多的时候
是在躺椅上面看书袁从儒家名着到叶菜根
谭曳尧叶傅雷家书曳等等袁都有涉及遥

无论是生活哲学还是人文艺术袁从
老人那里我都受益匪浅遥

老人常常告诉我院 真正的强大袁不
是去征服什么袁而是能够承受什么遥

2
小的时候袁我们总想长大袁试穿过

妈妈的鞋子袁偷穿过爸爸的西服袁因为
我们以为长大就会得到很多东西袁可
是袁长大后我们发现世界并不是我们想
象的那么美好袁我们面对的更多的事情
是院失去遥

失去亲人尧失去爱情尧失去健康尧失
去梦想袁甚至失去活下去的勇气遥

每当失去的时候袁 我们总想着逃
避袁可是就算逃到天涯海角袁我们都无
法躲避遥 内心强大的人从来没有想过逃

避袁而是直接面对袁然后去承受它们遥
承受生命的短暂无常袁承受人生的

黯淡无光袁承受生活的穷困潦倒遥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羡慕别人袁然

而袁 当我们真正了解别人之后就会发
现袁其实每个人都生活的很无奈遥

穷人羡慕富人的光鲜亮丽袁富人羡
慕穷人的简单快乐遥

大学时学了很多年的专业工作后
才发现并非自己所爱袁爱了很多年的人
结婚后才发现彼此的感情并没有那么
深厚遥

自尊心强尧不善言谈袁却不得不为
了业务丢下脸面遥

天性自由尧不羁不绊袁却不得不为
了生活委曲求全遥

在最没有能力的时候袁却拼命想要
给对方一个家遥

在最不懂爱情的时候袁却遇到了此
生最爱的人遥

人生就是这样袁大家都生活的很无
奈遥 既然都很无奈袁那就互相的无奈下
去袁 看看谁可以在无奈中笑到最后袁看
看谁可以承受更多的无奈遥

真正的内心强大袁 不是去比拼名
利袁而是可以承受更多遥

3
听过无数讲座袁只有医学系任主任

的讲座让我刻骨铭心遥

每次讲座前袁他都会给学生讲关于
他的故事遥

我的老师就是我亲手治死的袁 我一
直把他当做另外一种病在治疗袁 直到他
去世前的 3个月袁我才想起鉴别诊断袁最
后诊断的结果却是肝癌袁已经是晚期遥 冶

我的老师在死之前只做了一件事
情袁那就是立了一份遗嘱袁遗嘱的内容
是院责任不在我袁不允许任何人起诉我袁
是他自己没有教好自己的学生遥 冶

任主任说出这番话的时候非常平
静袁内心波澜不惊袁他知道时至今日袁他
已经完全接纳了自己遥

他说学医的人需要力求自己完美
精湛的医术袁除此之外还需要强大的内
心袁会接纳自己遥 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心袁
会带给自己和患者无穷的伤害遥

而不会接纳自己的人袁往往会把自
己困在别人的眼光里袁比如别人对自己
的期望袁别人对自己的评价遥

其实袁 一个最应该在意的事情是院
自己如何和自己相处袁自己如何去接纳
自己遥

内心强大的人不管别人是赞扬还
是损毁自己袁他都会平静的接纳遥 因为
他知道袁别人的评论都是别人心境中的
自己袁 他们评价的都是只是自己的影
子袁并不是真实的自己遥

网上有个关于野出国 5年到底收获
了什么钥 冶的回答袁让我记忆犹新遥

4
出国 5年我收获的最重要的东西袁

不是英语袁不是文凭袁对我而言袁就两样
东西院一种是把我放到任何国家任何我
谁都不认识的地方我都可以生存下去
的能力遥 另外一种是名车和豪宅早已动
摇不了我愿意每天坐公交车追求简单
梦想的强大内心遥

而我认为袁这两样东西足以让我受
益终身遥 冶

真正内心强大的人袁不会被外在的
东西动摇遥 LV动摇不了自己袁名车豪宅
动摇不了自己袁长腿欧巴大胸妹子动摇
不了自己袁别人的闲言碎语更加也动摇
不了自己遥

接纳自己袁 其实就是接纳没有豪
宅尧豪车的自己袁接纳不高不美不富的
自己袁接纳没有渊博学识尧丰富经历的
自己遥

内心强大的人袁是完全接纳自己的
人遥 他不需要借助外在的物质来增强自
己的自信心和安全感袁不是开着法拉利
住着独栋别墅就豪情万丈尧 从容不迫袁
换上单车草房就自卑尧落魄到尘埃里遥

内心强大的人他知道自己该做什
么尧不该做什么袁他知道自己是为自己
而活遥

他所有快乐的源泉袁全部来自于他
强大的内心遥

肖卓

真正内心强大的人是什么样子

报应啊
有一个男人袁中年得子袁甚是溺爱遥 他含莘茹苦

把儿子拉扯大袁供他上大学袁又省吃俭用给他买房尧
娶妻遥 然而儿子不孝袁在一个风雨之夜将这个再无
大用的老男人赶出了家门遥

老男人来到一座破庙避雨袁伤心欲绝袁仰天长
叹院野苍天呀袁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钥 冶

恰巧此时一道闪电划过袁 一个更苍老的声音
说院野你这是报应啊浴 冶

伴随这句话袁一位更老的男人从破庙的角落里
走了出来遥

老男人大惊院野你是神仙吗钥 冶 更老的男人说院
野混蛋浴 二十年前你就把我赶出来了袁 我是你爸爸
呀袁你不认识我了吗钥 冶

真相大白
打麻将三缺一袁只好让我那从不玩儿麻将的媳

妇儿顶个位置遥 结果袁我媳妇儿风卷残云袁把我们哥
儿仨都卷了浴

我惊奇地问院野媳妇儿浴 你什么时候会打麻将
了钥 冶

她说院野实不相瞒袁八年前我就是在麻将桌上把
你从你前女友手里赢过来的浴 冶

缘分
永远忘不了和女友相识的那个晚上袁那晚有个

姑娘跑来敲门袁我妈开的门袁问院野有事儿吗钥 冶
姑娘有些着急地问院野阿姨袁你有没有看到一条

狗钥 冶
我妈转了个身袁指了指坐在沙发上的我遥

龙与虎
北宋著名道士张继先自幼聪颖过人袁12岁时袁

得宋徽宗召见遥
徽宗问:野你住在龙虎山袁可曾见过龙和老虎钥 冶
张继先:野在山上袁常看到老虎袁今日方睹龙颜遥冶
宋徽宗大悦遥

苏苏 彤彤辑

干扰 刘二励

一艘货轮卸货后返航,在浩
渺的大海上,突然遭遇巨大风暴,
老船长果断下令:野打开所有货
舱,立刻往里面灌水遥 冶

水手们担忧:野往船里灌水
是险上加险 , 这不是自找死路
吗?冶

船长镇定地说:野大家见过
根深干粗的树被暴风刮倒过吗?
被刮倒的是没有根基的小树遥 冶

水手们半信半疑地照着做
了遥 虽然暴风巨浪依旧那么猛
烈,但随着货舱里的水位越来越
高,货轮渐渐地平稳了遥

船长告诉那些松了一口气
的水手:野一只空木桶,是很容易
被风打翻的, 如果装满水负重

了,风是吹不倒的遥 船在负重的
时候,是最安全的;空船时 ,才是
最危险的时候遥 冶

人何尝不是呢? 那些胸怀
大志的人, 沉重的责任感时刻
压在心头, 砥砺着人生的坚稳
脚步, 从岁月和历史的风雨中
坚定地走了出来遥 而那些得过
且过的空耗时光的人, 像一个
没有盛水的空水桶, 往往一场
人生的风雨便把他们彻底地打
翻了遥

给我们自
己加满 野水冶,
使我们负重 ,
这样才不会被
打翻遥 陈祖龙

负重才不会被打翻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