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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朋友找我倾诉袁说她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的人袁尤其是对待感情遥 跟男友吵架袁指责他不够
关心她袁男友跟她争辩袁吵着吵着袁她就心灰意冷
了遥 她希望男友多爱自己一点袁而男友只是在争
论对错遥
我当时给的建议是袁如果认为自己刀子嘴豆
腐心袁不如试试反着来要要
要嘴甜心硬遥 比如不要
整天等着男友的信息袁自己找事做袁如果他好久
才联系你袁就试着等自己的事做完了再回复遥 如
果他问野在干吗冶袁就回答他野在想你冶遥
如果毒舌让你感到痛苦袁 那就试试嘴甜曰因
为野恋爱脑冶而痛苦袁那就试试野事业脑冶遥 反正不
要一成不变地痛苦下去遥

对自己的选择野责无旁贷冶
听父母的话袁选择了没感觉的对象袁婚姻不
幸福袁就怪父母曰听了熟人的推荐袁投资股票被套
牢袁就怪朋友噎噎学习不抱怨要从训练对自己的
选择负起全责开始遥
人生终究是自己的袁 别人提供建议或推荐袁
但做决定和买单的人袁是自己遥 不能顺着别人选
对了袁就觉得自己真棒曰顺着别人选错了袁就觉得
别人好坑人遥 拯救曾经面临严重亏损的日立集团
的川村隆袁他说做人要有野最后一人冶的心态遥 生
活中很多决定袁哪怕口头同意袁不情愿地点头袁不
表态地默许袁甚至逃避选择袁在本质上袁其实你都
签署了一份野认可冶的协议遥
每天要和现实野失陪冶一会
每个人都有被生活洪流冲击得灰头土脸的
时候袁我在这样的时刻袁会让自己抽离个 5 至 30
分钟遥 前段时间袁我开始练字袁尤其是心烦意乱的
时候袁我提醒自己袁仔细揣摩例字袁拆解这个字的
结构尧重心尧轴线尧主笔袁看清楚从哪里起笔袁到哪
个位置停袁摸索下笔的轻重缓急袁把一笔一画尧一
撇一捺写出笔锋遥
每天花点时间袁平心静气地练习书法袁效果
跟冥想尧静坐有一拼遥 心静下来了袁字也在进步
着遥
这段时间袁每天下班在车上袁我一边闭目养
神袁一边听科幻小说遥 在工作纠缠和生活琐事之
间袁插入一个想象模块袁听到的都是科技尧宇宙尧
星空尧人类尧文明等大词袁心中的沟壑像素变低袁
眼界和境界却得到延展遥
每天做点现实之外的事袁 听点现实之外的
话袁形成新的抓手袁让自己在洪流中袁多一根自己
可以抓住的绳索遥
野置顶冶良好的饮食尧运动尧作息习惯
叶令人心动的 OFFER曳有一集袁导师徐灵菱和
实习生边吃饭边聊天遥 她说院野我觉得身体真的很
重要袁前半生拼精力袁后半生拼体力遥 因为大家资
历都差不多袁拼的就是体力袁所以我觉得你们要
有个健身习惯袁有个很好的体质袁那才是真正属
于自己的东西遥 你三十岁维护自己的成本袁跟四
十岁维护自己的成本袁是完全不一样的遥 冶
置顶良好的饮食尧运动尧作息习惯袁因为好的
生活方式约等于健康袁 健康才是幕后大 boss袁它
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遥 很多人直到身体不能委
以重任时袁才深刻意识到没有健康这个 1袁后面的
0 再多袁也没有意义遥 但他们很可能依然好了伤疤
忘了疼袁健康回来了袁又开始野作冶了遥
我曾经吃生猛海鲜袁得了急性肠胃炎袁拉肚
子拉到脱水袁教训记了十多年袁至今连海鲜或生
食都很少碰袁哪怕再好吃遥
总之袁习惯之所以称其为习惯袁它的基础是
重复遥 而把自己塑造得更好的方法是院在重复中
擅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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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天活成缤纷的野三明治冶
野三明治冶 的一天就是袁 早上为自己制定计
划袁花一天去实现袁满载而归袁晚上回来总结遥
我用日程本计划一天的待办事项袁已经形成
了肌肉记忆遥 我会根据内容分区工作尧 爱好尧学
习尧身体遥 拿工作来举例院每天把工作分为三类院
不必要的工作袁标记为红色曰必要的工作袁标记为
黄色曰事半功倍的工作袁标记为绿色遥 在总结时袁
不要看着流水账袁觉得自己辛苦了袁涂上不同的
颜色袁更加一目了然地知道问题的所在和改进的
方向遥
工作尧学习尧生活等方方面面袁其实都存在着
很多没意义尧没价值尧低能效的事遥 而我们时间精
力有限袁尽力把红色和黄色袁转化为绿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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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好，大敬小
在野老人聊吧冶袁老人们经常聊到的话题
就是婆媳关系袁长辈与晚辈的关系问题遥 有
的老人对儿媳寸步不让袁说是嫁到自己家中
就要按自己的规矩来袁对晚辈总是摆出一种
居高临下的心态袁令晚辈敬而远之遥
那么袁 老人对晚辈应当采取何样的心
态钥 76 岁的王阿姨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
头禅就是院待要好袁大敬小遥她就是以这种心
态对待晚辈袁时时处处为晚辈着想袁从而得
到晚辈的更加敬重遥 在她生病时袁儿媳心疼
得流泪袁日夜陪伴身边曰家庭成员之间亲情
融融袁和睦温馨遥
确实袁 中国人的礼制精神是亲亲爱人袁
礼仪原则是自卑尊人遥在与人交往时要放低

阴曾好

姿态袁谦恭待人尧尊重他人袁如此才能赢得他
人的尊重遥 野待要好袁大敬小冶就是这样一种
谦卑心态的体现遥 这种敬人不仅是礼貌的
姿态袁或仅为礼仪性的表示袁而是发自内心
地对他人的尊重遥 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恭
敬袁礼节就成为虚套袁这就不符合传统的礼
义标准遥 传统礼俗中诚敬谦让袁和众修身的
礼义原则在当代社会仍然值得提倡遥
野待要好袁大敬小冶体现的是老人的一种
高风亮节袁 体现的是老人对晚辈的爱与宽
容袁是家庭和谐的稳定剂遥 愿每个老人都能
从自我做起袁放下架子袁尊重晚辈袁与晚辈平
等相处遥 如此袁才是一个真正有老头有德行
的老人袁也必将得晚辈的敬重与爱戴遥

你有机会曰当人不端时袁你有机会曰当
人害怕时袁你有机会曰当人鲁莽时院你
有机会遥 机会袁或许就是在别人暴露
弱点时乘虚而入遥
所谓成功袁 就是按你自己喜欢的
方式袁过你的一生遥
人之所以痛苦袁 一是因为求之不
得袁二是因为舍之不得袁 洒脱得幸福遥
什么是真正的白富美院身为女子袁
洁身自好为白袁经济独立为富袁内外兼
修为美遥 何谓真正的高富帅院 身为男
子袁大智若愚尧宠辱不惊是为高袁大爱
于心尧福泽天下是为富袁大略宏才尧智
勇双全是为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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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愚蠢时袁你有机会曰当人懒惰
时袁你有机会曰当人抱怨时袁你有机会曰
当人骄傲时袁你有机会曰当人消极时袁

你简单袁世界就是童话曰心复杂袁
世界就是迷宫遥
书虽然不能直接帮你解决问题袁
却能给你一个更好的角度遥
世界上的事情袁 最忌讳的就是十
全十美遥你看那天上的月亮袁一旦圆满
了袁马上就要亏欠曰树上的果子袁一旦
熟透了袁马上就要坠落遥凡事总要稍留
欠缺袁才能持恒遥

瑞金市 2021 年公开招聘国企紧缺人才拟聘用人员

名单公示

根据叶中共瑞金市
委组织部 瑞金市人力
资源 和社 会保障 局 关
于印发瑞金市 2021 年
公开 招聘 国企紧 缺 人
才实施方案的通知曳
渊瑞组字也2021页61 号冤
精神袁经过报名尧资格
审查尧面试尧体检尧考察
等程序 袁 现将 瑞金 市
2021 年公开招聘国企
紧缺 人才 拟聘用 人 员
予以公示院

序号

姓名

性别

面试成绩

报考岗位

1

胡兴春

男

75.79

工程管理渊工程建筑尧市政专业冤

钟友玲

男

钟海兵

男

2
3

73.93
72.64

工程管理渊工程建筑尧市政专业冤
工程管理渊工程建筑尧市政专业冤

公示时间院2021 年 10 月 18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4 日遥 公示期间,若有异
议袁请向瑞金市国企招聘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袁联系电话院0797-2503909遥
瑞金市国企招聘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