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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听到许多人很想跳出周而复始的生活问题,只是不知
道自己应该如何做?	

在这个物质发达的社会里,世界变化得很快,	并且对一般人来
说都变得更繁忙，紧张。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很容易感受
到压力，每一个人都有忙不完的工作、社交、应酬。所有

这些事情看上去都好像非做不可,一旦忙完了这些紧急的事情后,给我们留下的,就只
是与家人相处的一些零碎时间。至于在个人信仰、与神独处、心灵进修方面更是少
之又少甚至是完全被忽略。

黄凯顺	硕士

MonQ财商学院执行长

主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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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工作和赚钱或家庭和信仰,到底何者为重?似乎很少人会认真去思考。一
般上人们只要是想到:一个家庭若是缺了钱,信仰不能当面包,有了家庭,又如何活下
去?就算有时候会感觉有点儿不对劲,但因为有如此的观念,还是继续忙碌地追趕生
活去了!
那到底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让一个人真正明白到人生最有意义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
么?由过去许多的研究报告和个人生命分享,答案似乎是呼之欲出,然而今天我还是
要让您亲身体验到真实的答案。
好，暂时放下一切活动，我们开始了：
试想像，假如今天医生告知您还有几个小时的性命，这时候，您最顾念的事情是
什么？
根据过去的调查所得，在此情况下，几乎所有的人最关切之事就是：离开人间
后，会往那里去？此外就是很想与心爱的家人在一起度过这最后的片刻。
假如您的答案不是类似如此，而是想到要在这最后的片刻赶紧去应酬多一点并多
捞它一笔的话，我建议您马上去找一位心理医生来检验一番！
这足以证明，不管你是什么种族、无论你是高官显要或是平民百姓，生命中最重
要的无非是亲情与信仰。

紧急的事 

        Vs   重要的事？



	 今天我之所以会㝍此文章是因为两天前与一位中国企业家朋友谈及他的经历
有感而发。两个星期前他刚经历过在一场惊险万分的交通意外事件中虎口余生。当
我问起他在生死未卜之际，心中闪过最有印象的念头是什么？他不假思索便告诉我
是忆起他的妻儿及呼求上帝的拯救。但不过两星期，当一切回归正常，他又重复一
直以来想要亲近上帝和家人，但又因世俗的忙碌而无法自拔的那种充满矛盾与遗憾
的生活！这确实是现代人的生活写照。
	 可笑的是，忙不完的紧急事务却是为了达成重要之事，然而却又因为这些紧急
之事而耽误了重要之事！因此，一般人都会自我安慰地告诉自己：等有一天赚够了
钱，就会好好地陪伴家人及完成信仰中人生的使命。遗憾的是，这一天似乎永远都
不会到来，原因是当我们把焦点放在紧急之事则根本没有空间容得下重要的事。	 	
那我们应该从哪开始规划每天的生活呢？让我们以一个小小的试验来领悟人生的道
理：
假如你有三个罐子，一个装着沙子，一个装着水，一个装着大石头。必须如何才能
将三个罐子的东西装进一个？一般人都可能从沙子倒进水罐开始，因为沙子看上去
占用较少的空间，就好像一般人都选择先做紧急的事，因为看起来比较琐碎，比较
容易完成。可是一旦沙子装入水罐后，再也没有空间容得下大石头了。这就好像接
二连三在追赶紧急的事，导致最终完全无暇顾及重要之事一样。
但如果你从石头开始，然后加入沙子，你会发现沙子会填满石头的空间。这时虽然
罐子看上去是满了，但是在石头和沙子间极小的空间还是可以容得下水。
这个试验告诉我们，凡事应该由最重要的事情开始。只要我们把精力集中于重要的
事情，其他所有的事情就会容入剩下的空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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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有智慧的人会把信仰排第一、
家庭排第二、接下来才是事业、赚钱、
社交等等。坚定的信仰会让一个人非常
清楚自己人生的意义并事业的目标与方
向。因此省却了“那里有钱赚就往那里
钻”哪种让自己忙得不可交加却迷失方
向的生活。此外，正确信仰的婚姻家庭

观注重夫妻与家庭成员间爱的关系过于一切。故此，要经营一个幸福的家庭也
不至于耗尽宝贵的时间与生命，无休止地追逐潮流与物欲，甚至与人互相竞争
与攀比。
	 许多时候，竞争的嘈杂声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这些注意力本应当放在
最重要的事情上。如果混淆了重要事情的顺序，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混乱，最终
会本末倒置地与最重要的事情失去关系，取而代之的是生活上一系列漫无目的
的追逐。
圣经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些话对于我特別有意思，因为这都是我生命的经历。在我还不明白真
理之前，以为有了钱就会有美满家庭和幸福人生。因此，曾耗尽精力四处追逐
金钱，结果是整个人搞得越来越乱七八糟。后来因为信仰使我归位，让我寻获
并专注於自己人生的使命，因而经历了人生巨大的转变。
	 是的，当我们优先顺序的往重要的事着手：先建立好个人的信仰、后管
理好自己的家庭、再定位好企业方针，你将会发现到突发性的紧急事件反而会
越来越少。因为当你知道自己是谁、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之后，许多的追逐、
应酬、竞争、比较已变得不再有意义。往后，不但日子过得更轻省，人生变得
更有意义，更奇妙的是连财富也会变得更多！就如圣经所说：“你们要先求他
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正有此意！
	 此刻，如果忙於处理紧急之事正是你周而复始但始终无法逃出的问题，
转身由重要之事开始是否会是你人生的转折点呢？



理财知多少

小心泡沫投资 -房地产泡沫
	 2013年之前，当房地产非常火的当儿，我就经常对“迷信”于房地产的投
资者加以警惕。而多数的人不是把我当白痴，就是嫌我落伍。
你如今看到倒下的是400	家房地产企业，而背后的“投资者”呢？？
以下是我当时在南洋商报的一篇专栏：
〈小心泡沫投资!〉
“老师，房地产可不可以投资？”
“你的投资目的是什么？”
“赚钱啊！”
“怎么才能赚到钱？”
“低买高卖啊！”
“现在的房价是高还是低？”
“就是很高才吸引人”
“房价高的时候应该是买还是卖？”
“理论上是卖，但应该还会继续上涨，看来还可以买。”
“会不会上涨你都知道了，看来你比我更厉害！何必还要问我？”
唉！这就是人心！总是会想尽办法来掩饰自己的决定！
	
	 早在70年代的美国加洲就已发生类似这样的情况：当时，房屋发展商早已
看准投资者的心理，因此巧妙地设计了一套市场行销策略来赢得投资者的芳心。
发展商将整个房屋计划分期推出，比方说第一期以五十万的价格推出。对于这首
期推出的房子，市场反应显得格外冷清，一点也无法引起投资者的青睐，当然这
只是个放长线钓大鱼的开始。
	 当大家还在冷眼旁观的当儿，发展商随即造势将第二期的房屋以略高的价
钱，比如说六十万的价格推出市场，让人们感觉到该项计划的确是如传说般的“
快速增值”。然而，连场的好戏还在后头呢！再过不久，发展商再以更高的价
格，比如说七十万，推出第三期的房产。如此这般，每一期不断地把房价推高一
些，因此很快的就引起了市场的关注。这时，一些在较早前举棋不定的投资者已
经开始心动并认定若一早开始购买，现在已赚得可观的回酬。于是，抱着不想错
失良机的心态，赶紧冲进场。当然，还有许多耐力比较强的投资者仍抱着“小心
驶得万年船”的想法，仍然在旁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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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发展商怎会就此罢休？
因此乘胜追击，继续以更高的
房产价格陆续登场。这使到许
多之前还在观望的投资者越来
越难耐，眼看屋产价格一天比
一天高，心中经已认定机不可
失，纷纷地加入了抢购的行列。
随着每一期的价格继续飚升，
仿佛是派了一颗定心丸给投资
者般，进场投资的人数也因此越来越多。最后，当发展计划完工后，发展商即
大功告成，继续往別的发展计划开发。
当发展商“功成身退”后，接下来的产业价格就由市场的自由交易来定夺了。
所谓“自由交易”就有视当时市场的供应与需求。由于当初市场被炒得热腾的
时候，投资者并非以需求为出发点，而是因为那股势不可挡的“产业增值”抢
购热潮。在原本没有需求，人们却相竟地购买的情况下就产生了所谓的泡沫效
应。
当一切回复正常的时候，由于供应太多却没有需求，产业价格急速上升的好景
不再，甚至想要脱售的也找不着买主。况且大多数都是借贷投资的，时间一久
了，在无利可图甚至要支付贷款利率的情况下，许多投资者再也无法忍耐。再
遇上一些没有能力再支撑而被迫不惜成本脱售套现的人，市场价格便开始有了
U转的情况。这情况一旦产生，那些完全没有方向，只是盲目跟风的投资者即
会由原本因贪婪而抢购的热忱，被惊吓得因恐慌而抛售，一场产业泡沫风暴因
此而成型，紧接下来的情况大家可想而知！
如果说发展商是泡沫现象的制造者，那么投资者即是泡沫现象的效应者。当制
造者以价格作为卖点不断地鼓吹，效应者就会产生一个错觉以为这是一项天掉
下来的“大礼”！
其实，类似个案的泡沫现象何止发生在加州？所谓好计不怕重复用，自此以
后，这种行销策略就不断的在各地被故伎重施。再加上现时代的全球化及资讯
科技的发达，跨国投资的气候早已成型。房价的趋势，不只深受地方性的影
响，其他地方甚至其他国家的房市动态也在相互产生效应。



	 自从在2008年全球股灾被严重“烧伤手”之后，中国的投资者暂时也不
再敢触碰股市。一股庞大的资金因此开始流向房地产。经过几年龙腾虎跃般
的炒作之后，不但把中国的房市炒得不亦乐乎，这股房价上涨之势甚至漂洋越
海，深深地带动了全球的房价上涨趋势。
	 当许多人眼巴巴的看着在短短几年里房价就翻了几倍之际，大家都目瞪口
呆，打从心底浮现出猫王的成名曲“It’s	Now	or	Never...”
心里在想：若现在再不进场买，恐怕房价继续上涨，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买了！
这种想法搞到原本对房地产没有需求也没有兴趣的投机客也一口气不只买下一
间来聚囤，期望有朝一日房价飙得更高的时候能发一笔财。至于那些有需要但
已经没有能力跟上市场价格的房屋需求者拼死也得弄回一间。有许多原本“不
信邪”，但眼巴巴的看着在短短几年里房价就翻了几倍，而躲在暗暗的地方拿
锤(暗锤)之人，也忍不住纷纷“跳”出来“抢”回几间。	
	
	
	
	
	
	
	
	
	
	
	
	
	
	

	 这种局势，再加上一些在市价高涨之际突然间冒出头来的房地产“专家”
的鼓吹之下，哈哈，气势简直不亚于一支庞大的管弦乐队！
	 在我的课程里，我就时常挖苦这些“勇士”，问他们说：“你买了这么多
房子谁来住？”他们都回答说：“我们是买来投资，不是买来住！”	当我再
问：“那谁来住呢？”他们还是回答说：“我们是买来投资，不是买来住！”	
我又问：“现在没有能力的人都至少买了一间，像你们这么些有能力的人也不
只买一间，到最后这些房子谁来住？”他们还是回答说：“我们是买来投资，
不是买来住！”
	 哈哈，那就好了！只是投资而已，不必有人住！过去的房地产泡沫使到马
来西亚留下了许多的“死城”。最近，中国也陆陆续续打造了许多“鬼城”。
这是不是泡沫的局像？只有聪明的投资者才知晓！然而投资者总是会想尽办法
来掩饰自己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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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工具分析

勿陷产业大师圈套！
分享一则「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旧闻”！
然而，「负债王」这种“好康”肯定不会盯上又慢又吃古不化的	MonQ	人！
早知道如此又何必当初？！-----凯顺老师
*************************************************************************
勿陷产业大师圈套！
这是一个关于	“	压缩贷款”	（Compress	Loan）的课题。	
	
	
	
	

	
	

	 在2012	到	2018	年期间，有些产业大师和发展商瞄准了年龄介于35	至	
40	岁的大马人。许多人出席了大马产业大师的讲座会后，得到事前安排好的
房屋贷款，最终买了5	到	7	间产业。
	 但是，这些大马人的月入仅介于	6000	至8000令吉，他们是如何通过国
家银行的入中央信贷情报咨询系统（CCRIS）名单，并获得总值介于	300	万
令吉到	420	万令吉的贷款？
他们每月必须支付	1	万	5000	令吉和	2	万	1000	令吉房贷，一共买了5	到	7	
间房子。
这些不择手段的产业大师的	“秘密武器“，就是	”压缩贷款“	的技巧，和银
行合作同时批准房贷给产业投资者。
当一个产业投资者决定要向发展商一次过购买6	个产业，相关的产业大师，
就会让他参加这个	“压缩贷款“	的计划。
这些产业大师会和发展商合作，先决定要购买的产业净销售价格。

第44期 MonQ e会讯 | www.monq.m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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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回酬支撑15个月” 
然后，和发展商联手调高产业售价，好让产业投资者可以取得等于提高售价的
90%	房屋贷款，并足以偿还以下的付款：
1）发展商原本的产业净销售价
2）产业投资者的10%头期豁免
3）投资者从发展商获得的	“现金回酬“	足够支付	15	个月的每月供款，直到
产业增值了，比银行贷款更高，就可以转手套现。
“银行”	将愿意为投资者提供占了调高后售价90%的贷款，而且不会有任何问
题。
同时，也会安排好一切。比如全部的银行，都是2019	年8月1日（星期四），
下午3点，一起进入国家银行的	CCRIS	系统检查，以获得相关讯息。
然后，银行就会发放全部的贷款给发展商。
发展商拿到贷款后，就会：
1）先支付产业全部原本的净销售价。
2）然后给回投资者	“现金回扣”，该笔回扣将足以支付15个月的供期，直到
产业投资者可以卖掉。
至于产业投资者，当一个投资者向发展商买了6个单位，并获得了	“现金回
酬”，大概就会获得100	万令吉的现金。
就这样，一开始，产业投资者会觉得自己很富有。
但是，当他们把100	万到120	万令吉的现金回扣都花光后，产业投资者就会
忽然清醒，并发现自己每月都要支付1	万5000	至	2	万	1000	令吉的供款给银
行。
如果6	个产业中，大部分都无法出租和丢空，单单以8000	令吉的月薪，这个产
业投资者根本无法支付他的房屋贷款。
以上的经历是真实的。在大马，有数千人掉入了这些不择手段的产业大师和发
展商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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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理财

让孩子成为舞台上的主人
	 帮孩子做了孩子该做的事情，就等于剥夺了属于孩子的东西。即便是父
母，也没有权利剥夺孩子学习的机会。

	 请试着想象一个画面：你的孩子正坐在门外的小凳子上，吃力地抓着
两根鞋带，搭来搭去，硬是结不好。校车的喇叭声由远而近，孩子的神情渐
渐转为焦虑彷徨。这时候的你，会怎么做呢？是置之不理，还是急急走上前
去，为孩子的校鞋打上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如果你选择后者，相信你是本着爱护子女的心。然而在世界的另一端，
有些父母却会采取不一样的方式来体现对孩子的爱。在美国，父母会让刚学
会走路的孩子自己绑鞋带，无论孩子花了多长的时间，父母都只会在一旁默
默等待，不会插手相助。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帮孩子做了孩子该做的事情，
就等于剥夺了属于孩子的东西。即便是父母，也没有权利剥夺孩子学习的权
利，因为那是越权的行为。

许多父母夺走孩子学习的权利，在孩子的舞台上成为主角，不外乎几个原
因：	

1． 担心孩子受伤害
一个有轻度智障的孩子，经常被同学嘲弄耻笑，连老师也对他不瞅不睬，令
做母亲的异常心痛，发誓要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孩子，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
于是，她帮孩子做功课，不准孩子和同学比赛竞争，禁止孩子骑脚踏车。最
后，孩子养成了什么都不肯做的性格。这时母亲才悚然而惊：以后我死了，
孩子该怎么办呢？
天底下没有不爱惜孩子的父母，但是这位妈妈却用错了方法。她因为担心孩
子受伤害而采取极端的保护，却在不知不觉中夺取了孩子自我成长的机会。
孩子的一生，如果都生活在父母的庇荫下，没有尝过失败和挫折的滋味，也
不懂得如何独自面对问题，总有一天，当父母离开，而问题来临时，孩子找
不到解决的方案，届时他该如何自处呢？



3

第44期 MonQ e会讯 | www.monq.my12

2． 没有耐性教导，因此直接和孩子作决定
小明的数学向来不太好。在学校老师教了一遍，放学后家庭老师再教一遍，晚饭
后妈妈又亲自教一遍，小明还是无法开窍，妈妈看着堆积如山的碗碟和嚎啕大哭
的弟弟，渐渐不耐烦了，便指示小明直接圈上正确答案。
许多父母因为工作忙碌，而没有耐性细心教导自己的孩子，往往直接为孩子作出
决定。就这样，孩子丧失了学习的机会。	

3． 担心孩子在钱财上吃亏，所以不让他们自己拥有
及处理机管理零用钱，直接为他们作一切财务上的决
策。
有的父母因为担心自己的孩子品性单纯，容易被欺骗。因此索性不给孩子零用
钱，反正要什么，家里应有尽有。如果非买不可，就由父母去买，以免孩子吃亏
上了坏人的当，或不慎弄丢了钱。然而这么一来，就剥夺了孩子学习使用零用钱
的机会，孩子不知道金钱的意义，不懂得储蓄的好处，更不知道自己享用的某些
东西是需要付钱的，因此也并不会珍惜。

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您固然愿意一辈子保护您的孩子，然而，漫长的人生，却
是要倚靠孩子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试问哪一个孩子不是经由跌跌撞撞
的学习过程渐渐愈走愈稳？哪一个会骑脚踏车的孩子在练习时不曾摔过那么三回
五回？如果害怕孩子跌伤撞伤而不让他们学习，那么他们何时才能稳稳健健地迈
开大步？何时才能骑着脚车撤手飞扬？
父母在孩子的舞台上，角色是一片绿叶，在精神与心灵上给予支持与抚慰，帮助
孩子培养正确的价值观，让他们鼓起勇气面对自己的问题。当孩子失败了，就帮
助他们从失败中重新站起。凭借您掌声的力量，让孩子在自己的舞台上粉墨登
场，舞出自己的一片天空，成就一个最绚亮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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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决定上网聊天，这叫创业；上来一看妹子真多，这叫市场
潜力巨大；但是男生也不少，这叫竞争激烈；你决定吸引美
女眼球，这叫定位；你说你又帅又有钱，这叫炒作；你问“谁
想和我聊天”，这叫广告；你又问“有美女吗”，这叫市场调
查；有200人同时回答“我是美女”，这叫泡沫经济。

美女泡沫

某经济学教授一天讲课的时候聊到奢侈品，为了便于学生理
解，说道：“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奢侈品吗？假如你和你
的女朋友去逛街，你女朋友盯着一样东西超过30秒，你最后
用钱买了下来，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奢侈品。”同学们都会心一
笑。
	教授继续说道:“这还没完，如果继续逛街，你的女朋友又盯着
一个东西超过30秒，同学们，那你的女朋友就是奢侈品啊！”

奢侈品

会心一笑

一位8岁的女孩拿着三角钱来到瓜园买瓜，瓜农见她钱太少，
便想糊弄小姑娘离开，指着一个未长大的小瓜说：“三角钱只
能买到那个小瓜”，女孩答应了，兴高采烈的把钱递给瓜农，
瓜农很惊讶：“这个瓜还没熟，你要它怎么吃呢？”女孩：“
交上钱这瓜就属于我了，等瓜长大熟了我再来取吧。”

长线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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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期 一 点 子

当我们受到别人质疑的时候，一般人的正常反应就是告诉
自己要做得更好，以此来证明给别人看。
过往我也有如此的想法。因此，曾经在保险界努力打拼，
赚大钱、驾大车来证明给别人看。
岂不知，当别人都看到我很成功的时候，自己才发觉到：
钱不够用，才正要开始呢！
明白了真理之后，我选择过简单的生活，简单到上电台的
时候，停放在特别为节目嘉宾准备的VIP泊车位的车子让
保安人员看了也在质疑我的贵宾身分。
我想，换作是以前的我，肯定会换一部VIP型的车子来证
明给别人看。
然而，明白了真理之后，我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是谁？活
着的目的是什么？
身份搞懂了，来自上帝的自信就有了！
自信有了，当然也无需向别人证明什么了！
在处理事情方面也是一样，只要照着神的心意、圣经的原
则，事情做对就是了。别人看了不爽，我们还是要做对，
别人看了很爽，我们也不能不把事情做对！总之，做得对
就是了！
#黄凯顺老师
#MonQ财商学院

证明给别人看？



借钱读书,值不值得? 
父母应不应该让孩子借钱读书呢？

问题：

理财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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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相马哈迪曾经形容,教育是一种高回酬的投资,因为教育是提高
	 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方法。有些父母秉持着“再穷也不能穷教
育”传统观念,不惜借钱举债让孩子上大学,寄望孩子成龙成凤。说到
底,借钱读书到底值不值得呢?财务规划师黄凯顺对此有不同的见解。
	 黄凯顺表示,“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也有其盲
点。如果父母非得借钱供孩子上大学,就必须检视其“动机”。
他感慨道:“很多父母只注重学术成就,而忽略全人教育的发展,他们希
望孩子学成归来,找到好工作赚取高薪来‘回报’’他们,这样岂不是
把孩子当成一种投资工具吗?如果孩子在学业或事业上达不到预期的
表现,还债压力还可能导致亲子关系的紧张.
	 在决定借钱读书之前,黄凯顺认为,亲子双方必须先好好讨论,交换
彼此的想法,搞清楚教育的目的,以及对未来的出路是杏已经周全考虑,
等等。“如果孩子在升学规划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表示他们已经有
自主发展的想法,未来的发展更值得大家期待。”黄凯顺老师说。
	 借钱读书值不值得,并没有标准答案,黄凯顺老师再次强调,我们应
回归教育的本质和初衷,确认教育的目的和财务的明智规划,就可以考
虑贷款以完成升学的心愿。黄凯顺特别提醒:“父母不要因为主导财
务,事事都要孩子遵照也们的安排,而忽略了孩子的自主成长。如果一
个孩子在升学的过程中没有培养起他的理财观、为人处世、独立自
主等软技能,无论成绩再优秀,修读的学位多昂贵,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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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声分享

《投资掌握好，不必做到老》Koh Lei Ming 学员 
由于自己也在理财的行业，知识点上还记得不少，但也在上课的时候搞懂了
自己一直不明白的技术问题，如：退休人士应准备5年备用金；时间长度大
约5年，	最好多样化。还有，原来行情校正的时候，是彰显“惩罚投机，奖
赏心态正确”真理的时候。

此外，之前因自己的收入因工作的不稳定而受到影响，但自从2年前上了
课，开始有目标的在自己少少的收入进行分配，意外地在一年内储蓄到自己
过往用了3、4年才存到的备用金。果然有目标的，有意识的进行理财，效果
是相当显着的！

日后，我会重新调整自己在为客户及自己做理财规划的时候的心态。以人为
本，以目标为导向！

《投资掌握好，不必做到老》Vannessa Kam 学员 
原想要计划经济独立却苦于不懂如何开始与实践，往日不懂该如何投资，故
听闻任何投资项目好，回酬不错就去跟着买，往往没有自己的思维与主见，
买了什么投资产品也不清不楚。

但经过两天的课程，不但对经济独立的实践有了基本的想法，而且对于投资
与保险等事项的迷思都已被揭开，相信经过两天的课程后不再懵懵懂懂傻傻
跟风投资了。

基本上，日常生活中也开始实践2116，相信明天课程后，会更加清楚与实践
这理财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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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释站
曲折人生， 

学会自我调节让生命辉煌起来

	 在你的周围，如果留意，你就会发现，当一个孩子摔倒以后，他并不马
上张嘴大哭，而是看周围有没有人注意他，如果有人他就会马上哭起来；假如
没有人，它一般就会不声不响的爬起来，继续玩他的游戏。小孩子的这种把戏
会让人觉得可爱，但如果是一个成年人会怎样做呢？

	 对于每个人来说，一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随时都有可能遭受到各种
各样的危机，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比如，自己生病，婚姻不和谐
等，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都会使我们的压力倍增，心力交瘁，进而影响自己
的情绪。

	 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他们的视
角完全是被自己先天或后天形成的思维框架所左右的，每个人尽管有不同的注
意力，但都喜欢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比如，当夫妻最近经常
无端发生严重口角的时候，觉察你夫妻之间的关系已经亮起了红灯，而且此时
公司里的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你有繁忙的业务，在家庭和业务的压力下，你就
可能陷入无奈的情绪陷阱，处于一个相当低落的时期，很多事情让你感到束手
无策，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点的弱点，那就是在情绪低潮的时候，总是希望别
人给予关怀，对自己伸出援手，在这种情况下，你亟需要有人亲倾你的感受，
从而发泄你心中的郁闷和不满。但此时你也不可过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因为那
样并不会博得别人的同情，甚至会觉得你小题大做，没有能力解决好一些简单
而正常的事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每个人都在“水深火热”中生活，完全没有必
要把自己的不快强加到别人的头上，除非需要帮助，否则，即使是最好的朋
友，也不要拉着人家陪你一道悲伤，自我调节才是最好的良药。

	 人就是不断地在调节与受挫之间慢慢地度过的，对于人生的道路时而顺
利，时而曲折，这是非常正常的，但真正能读懂人生并使人生精彩辉煌的只有
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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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我们常常还没来得及衡量，幸福已在稍纵即逝中变成昔日的怀想，而
即将发生的事情总有不可预知的揣测，没必要为了营造幸福去刻意追索，一语轻诺
便能荡起幸福的涟漪，一份祈愿就能驱走心头的苍凉。轻倚当夜西风卷帘的窗，青
涩的月光萦萦缠绕着一抹茶香，思绪随着香茗的气雾轻轻摇曳着千里婵娟的流萤，
融化了此刻的愉悦充盈眼眶，品味醇厚的味道如不动声色的美丽芯蕊，吹着吹着就
暖暖地开满了心房。

	 年少的时候，曾经向往远方，如同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处海角天涯，最深沉的
秘密放在那里，一头收藏月下涂鸦的风韵，一头悬系花前曼舞的裙裳，渴望伊人的
婀娜重现，因一声召唤而随时准备起航。于是心事静静地折叠在心底，像一粒粒藏
在荷包里的菩提，怯怯地将温柔成串的珠翠投进叛逆，总想着无尽的话语可以倾诉
到黎明，看不够那一点一滴、一颦一笑如一颗流星划过的绚烂，织就一幅情浓水墨
穿越唐风宋词的倜傥，两眸触碰的瞬间，绽放着心与心的相印如花芬芳在鹊桥旁，
饮罢星月无垠醉了一季千古绝唱。

	 生命的故事就是前世之爱寻找今生的缘，仿佛左手牵着右手的思念、右手握着
左手的誓言，装点着平淡日子里一笺字如阑珊的素语，写尽红尘若梦的繁华、诉尽
地老天荒的情殇，以一朵栀子花开的流年落笔成此生不变的相恋，纵然韶华不再、
那怕步履蹒跚，灵魂间彼此的缠绵依然丝滑在佳木葱茏的山岗。邀约隔世的红颜唱
起千千阙歌，仿佛生为夏花之绚丽，开过也好、凋谢也罢，无悔无怨中走出寂寥的
雨巷，待到定格了光阴的油纸伞，撑起一场爱如初识的最美遇见，为了迎候那结着
愁怨的丁香姑娘。

	 有一种情，像铁轨，看似没有交集却终身相依相傍。根根连通彼此心灵的枕
木就是携手岁月的阶梯，深情也好、忧郁也罢，一路平行重在知解彼此的泪，不离
不弃贵在独钟相互的醉，共同承受着慰藉时间的心跳，鸣响心中漂泊千年的真爱乐
章，穿越了沿途的树影花丛，延伸着寻梦的方向，即便到了永不凋零的美丽终点，
也不会画上一个等待与追寻浪漫的句号。执子之手是风雨同舟的默默给予，与子偕
老是云淡风轻的竭尽所望，一种天涯亦如咫尺的生命过往，要用多少牵挂去相悦、
要用多少情愫去感恩、要用多少勇气去领悟，一份默契真情互懂、一份懂得心通相
溶，珍惜今生的守、铁轨同行更悠长，痴心来世的缘、初心到老情未央。

人生小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