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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现代人们确实比上几代的祖辈们来得“好
命”，各位读者赞同吗？	

也许有读者想回答，怎么可能？活在现代竞争激烈，物
价水平高涨，生活压力日益繁重的社会又有什么好命水
可言？	
话虽如此，各位难道不认同我们现今所拥有的普及化科
技、便利设施，如：网际网络、高速大道、多功能手
机、手提电脑、数码相机、自来水源及电源供应等等在
我们上几代的祖辈来看则根本都是无从想象的景象。

黄凯顺	硕士
MonQ财商学院执行长

主编的话

第41期 MonQ e会讯 | www.monq.my 3

	 若各位还不能理解为何我们已拥有如此先进的享受但仍旧无法感到满足
的话，试看看以下的真人真事，相信必会让各位看破盲点，重审我们究竟为何
而忙？

有次我到昆明为一班企业家讲课，课程结束后，有位学员则邀请我前往他的别
墅参观。展现在我眼前的别墅可谓豪华之极，内部设有一流的音响影音系统、
设备齐全的健身房、多至几十间的客房再加上处于周围风景别致的郊区，让人
突然错觉以为自己身置世外桃园，差点乐而忘返。

之后，我们一同登上别墅的楼台，欣赏大自然的美妙景色。这位朋友以非常自
信的口吻指一指远处的园地向我说道：“老师，在你视线范围可及的地方，统
统都是我的！”此时，我心想：“此人果然不简单！”相信读者亦和我有同
感。试想想，一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坐拥如此豪华的别墅，生活方面应该比
一般人更有时间与心情来享受自己打拼的商业江山。

拥有与享有的智慧



	

接着，我就很好奇地问他道：“那么，你经常会来这里度假吗？”他却万般

无奈地看着我说道：“老师，你有所不知，我终日都得为生意而忙，一年顶

多只能忙里偷闲来这里几次。”谈话及此，我顿时才发觉原来最能享受这些

设备的不是老板本人而是为他打理别墅的一群员工。可不是吗？员工得以在

工作之余享有全天候的娱乐设施与风景。有薪水领之际又可享受的工作可真

是可遇不可求。

在此试问各位读者，这位老板“拥有”别墅的一切，但他却无法放松心情，

全心全意地去“享有”。反观，普通的员工虽无法“拥有”但却能尽情“享

有”，何者更为有福享受？

回想我们的生活，是否经常介意自己所没有的东西，拼命想尽办法来拥有更

多的物质，而始终觉得不足？一方面不满，一方面又使自己忙得喘不过气连

已“拥有”的都无法自由去“享有”。		

比方说，现在住着的房子虽称不上豪华但胜在交通方便、设备齐全，一家人

住得乐也融融，如果为了拥有更豪华的房子而硬着头皮作出超出能力的贷款

决定被逼加班或兼职，失去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岂不是为了“拥有”而失

去“享有”的机会？

最后提醒各位，拥有不等於享有；享有也不一定要拥有，偏偏许多人却固执

着於拥有反而无法真正的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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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知多少
“金”打细算的现代女性理财法

曾听很多人说要在二十一世纪做生意,就得做与女人有关的生意。这意味着教育水

平的提升，女性在职场上都身居要职，收入大都相当可观，其消费能力已受到商

家们的垂青！

到底女性的消费能力有多高？	

其实是有迹可寻的。	

相信大多数女性都会常有以下抱怨：	

衣橱里总是少了一套衣服，	

鞋架上老是少了一双适合的鞋子，	

原有的手袋好像过时了，	

手指上的钻石好像有点寒酸…………等等。

	

就因为以上的总总因素，女性朋友每回的花费都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假设遇

上特别日子如生日更不得了，更要宠宠自己，需要买一些特别的礼物给自己，当

然价格也蛮“特别”的。如果遇上情绪低落，如与男朋友(丈夫)吵架，与同事相处

得不愉快等等，这时的女性不是用吃来发泄，便是上街“血拼”一番。拼完以后

所购得的物品可能未必用得着。所以说女性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任何地

点消费。难怪有人说女性的钱是蛮容易赚的！

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各位女性朋友的衣橱里到底有多少套衣服已超过三个月没穿

过呢？有多少双鞋子才穿了那么三，五次便搁在鞋架上蒙尘了呢？现有的手袋真

的那么“out	 date”吗？	 有必要以钻石首饰来彰显自己的地位吗？假设各位有时

间的话，可以算一算现有的衣服，鞋子，首饰等共花了你多少钱！？我想其数额

之大必令你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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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反对女性朋友们购物，只是要提醒各位在购物前先想想那
样物品是不是非买不可，因为过度的消费并不太明智。虽然衣服，鞋子等能带来
一时的满足，但这些毕竟是费用，所花的钱完全无法带来收益。从理财的角度来
说，我们提倡的是先分配，后花费。在每个月所赚取的收入扣除了公积金和所
得税后，理当拨出10%左右供保险规划，10%~15%供子女教育(如有家庭)，15%
左右供退休投资。其余的60%收入则可用于衣，食，住，行，娱乐，消遣，购物
等。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在“花得开心”，“用得安心”之余，也顾及其他领

域的全面生活需要，更不会在某种情况之下“钱到用时方恨少”了！

各位女性朋友，除了运用你们的智慧在职场上赚取可观的收入，也记得运用你们
的智慧让所赚取的收入得以好好运用。身为有智慧的消费者，我们必须有良好对
策，避免掉入消费陷阱。下一次当你再有购物冲动时，请认清下列几项要素，就

可避免不必要的开销：	

	

1.	 有了目标才购物，而非到了购物中心才寻找购物目标；
2.	 你的购买动机是生活必要的需求，而非情绪上的需要；
3.	 你要买的东西是为了替代已经损坏了的物品，而非因为其他因素，
									一时冲动而买下未来三个月都不一定会使用的物品；
4.	 只买你目前所需要的数量，非因为贪便宜而大量采购；
5.	 如果没有需要，再便宜的东西也不值得购买。	

别小看你的每一个观念、动作和决定，它足以影响你的现况与前途。挥霍无度的

作风，不但是消费金钱，更是浪费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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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工具分析
你不知道的“财”难杂症

			 理财重要吗？相信各位读者若将此问题问及身边的亲友，十之八九会得到：“
重要”的答复。尤其是接触了我们的财商原则与理念的，更是显得迫不及待要马上
体验理财的乐趣。然而，经过一段时日后，更多的人会向我们反映说：“老师，我
知道理财很好、很重要，但是我很忙，许多问题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类似的
回应对我来说已是司空见惯，以下让我们来一同盘点使普罗大众在理财方面裹足不
前的“财”难杂症。	

(一)不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及基本产品知识 

	 不论是打工一族抑或生意人，众多都为了工作打拼得喘不过气来，因此也鲜少
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与分析自己的财务情形，更莫说更为详细的资产、负债、收
入、支出等项目。
	 然而，看着身边的亲友纷纷加入投资、投保、买车、买屋的行列之际，却又按
耐不住，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自己懂不懂何谓股票、保险，一切买了才说，借
了才讲。仔细想想，此类的情形是否似曾相识？
	 我在此打个比方，我们手头上的钱就犹如一支支整装待发的军队，而身为金
钱管家的我们则是身负重任的将军。因此，我们的大小决策都会和全军性命攸关。
如果我们在这位将军出发打仗前向他询及：“请问此次你带多少人马前往征战？军
粮足够食用多久？武器足够吗？战场地形、气候如何？”他如是回答道：“其实，
我不太清楚军队人数有多少，军粮可能够，可能不够，武器看来很像还有。至于战
场，我之前还未到过，所以不清楚。”如果各位读者听见这样的答案时，千万别觉
得好笑或不可思议。因为，这类举动和我们在似懂非懂就做出财务决定绝对有着异
曲同工的“笑”果。
相信不用我多说，各位都可以联想到这支军队的结局会怎样？这也印证《孙子兵
法》的名句：“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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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懂回酬与利率的计算	

	 有者在理财方面作了许多功课，清楚知道自己的财务状况，也读遍各类投资工

具、贷款配套的资料，但亲临战场时也难免会败下阵来，	难道是功力不足的问题？

	 其实不然，谈及理财当然是离不开计算，在我们做决定时还必需以种种精确的

数字为辅助方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拥有了正确的观念，清楚自身的情形外

还得花心思掌握基本的财务计算好让我们对投资回酬、通货膨胀、贷款利率有实际

的数据运算概念。

	

	

	

	

	

	

	

	

	

	

	 市场上众多的专家，经常向我们介绍一个比一个好的产品。比如我们现在每年

只需投入某特定数额的钱，若干年以后，每年获得固定的回酬外加30年后翻了数倍

的投资总值。若问回酬高不高，产品好不好？确实很高也很好，因为其他地方哪里

找得着这种不需担惊受怕，几乎稳赚的投资管道。如果我们懂得计算的话，会惊觉

这种最安全的地方正是最危险的。

	 首先，此类工具均设有特定的投资期限，例如：10年，如果是在十年内拿出，

则连本钱也拿不回。接着，日后看似令人向往的“高”回酬在考虑了通货膨胀以后

也只会比放在枕头底来的好一点罢了。而30年后那翻了几倍的投资总值扣除通膨率

后数目会让你看了哭笑不得。

	 尚若我们不懂财务的计算，眼里看到的就只有未来的美好数字及高回酬，岂有

不参与的道理！只有经过财务计算的彻底分析以后，我们才能看透究竟葫芦里买什

么药！才能自行评估究竟值不值得投资。



（三）没有纪律，没有远见及立场不稳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心想如果都掌握了上述两项，是否就可以马到功成呢？
理论上应当如此，实际情况却因人而异。因为，人性弱点中的随性、随众、缺乏坚
持的心态使我们之前订立的原则、策略完全失效。
	 就拿投资股市而言，我们都知晓“买低卖高”是投资的基本法则，也知晓投
资不应该跟风、随众，甚至还能背出“股神”华伦。巴菲特的名言：“当别人恐慌
时，我们要大胆；当别人大胆时，	我们要恐慌。”
	 当真正的股灾来临之时，众多的投资人眼见自己的投资随着缩水之际，头脑
老早就不能独立思考了。不论什么投资基本法则，还是恐慌不恐慌的言论早已忘
个清光。反正别人怎么做也跟着办。明明心里知道应该趁低买，不要随众，但手脚
偏偏不听使唤，	跟着人群走，投资蒙亏，至少心灵上得到安慰，觉得自己并不孤
单，反正同样亏损的人多得是呢！	
	 这类投资人不是输在知识、观念、又或是计算，而是立场不稳。早已知道应
该怎么做，但却不那样做，摒弃了自己定下的投资策略，最后出问题时，请问该是
谁的责任？	

（四）应酬/人情 

	 最后的这一项则是最棘手的考验，处理不当甚至会身经百战的精明理财者同
样在阴沟里翻船。
	 原因无他，因为这其中涉及了一言难尽的人情因素。在我过去上课学员之中
拥有太多类似的例子，让人看了也心酸不已。明知自己已不需要额外购买金融产
品，但无奈对方是自己的亲友，又找上门来，难道就不能帮帮忙吗？
	 其实，这已经不是理财的问题了，这反而是涉及个人原则与关系处理的课
题。只可以和各位说句，我们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如果是为了应酬而让自己背上
超出负荷的财务压力，甚至让之前规划好的财务功亏一篑，辛苦的终究是我们。

	 最后，理财不会因为我们的单纯而变得简单。	反之，它是一项让我们不断学
习，不断成长的生命体验。理财原则与观念本身并不复杂，难处在於我们可不可以
把简单的事情以坚持的态度持续做下去。

第41期 MonQ e会讯 | www.monq.my 9



亲子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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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商教育的迷思— 
        孩子长大后自然会理财

	 每次当我们在鼓吹应该给孩子从小接受财商教育时，总是会
听到不少的回应说：┌小孩子学什么理财？理财也要学吗？长大
了自然而然就会了！┘咦，听起来财商教育也好像蛮简单，就如
吃饭穿衣，所有长大了的人都务必会懂似的。如果事实是如此的
话，我们的社会岂不是一个太平盛世完全没有财务问题的社会？
可是为何每天的报纸就总是环绕在有关┌卡奴┘，

┌大耳窿┘
，┌呆账┘，

┌破产年轻化┘等财务问题的新闻上呢？

	 根据《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一书的报导：在现今经济蓬
勃发展的社会里，80%的“有钱人”离开报穷的日子只有三个月
的工作日。换句话说，许多外表看起来“很有料到”的“有钱
人”，其大部份所拥有的资产都靠借贷而来。只要三个月没有收
入，80%的这些“有钱人”将要面对无法偿还债务而必须报穷！

	 另一则报导则提到：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字，在现今的社会
里，尽管人均收入一直在提高，到了退休的日子，只有5%的人能
够达到经济独立---那就是退休后依然能靠着投资收入（passive	 in-
come）源源不断的供应，保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直至离世的日
子！而其他95%%的人。。。就只有多保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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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到在我们的周遭，甚至在整个
社会环境里，财务问题都无处不在。在过去执行财商咨询与教育的
日子里，接触过无数因为理财不当而饱受折磨，甚至痛不欲生的个
案！贫穷的人为基本生活而烦；一般的人因钱不够用而烦恼；而
富有的人却因无止尽的欲望而烦。难道这些不全都是长大了的人
吗？为什么说长大了的人就自然而然会理财呢？难道我刚才所举的
例子，不都是因为理财不当而引发的问题吗？既然我们这些老早已
经“长大”了的人都不敢自称自己很会理财（除非你还不明白财商
的真谛），我们又怎能在不施教的情况下期望孩子长大后就自然而
然会理财呢？	
	
	 此外，许多家长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我的孩子年纪那么小，真
有学习财商的需要吗？其实学习财商，就好比学习语文一样，起点
愈早，成效逾大。从小开始学习财商，对小朋友的将来有很多的好
处。从短期来看，他们将学会节俭的重要性，养成不奢侈浪费的习
惯。而以长期而论，在生活上更能培养独立的能力，树立正确的道
德及劳动价值观。

	 更何况，根据专家的研究发现，一个人的财商观念大约在12岁
左右，即在小学阶段以前被建立。因此你不难发现到一般的小学生
都很容易受教，口口声声“老师说”，“爸妈说”的；待他稍为长
大升上中学后，便只有他说没有别人说了！如果我们不趁小，在孩
子们的观念还未定型时，灌输他们正确的财富与金钱价值观，难道
待他们长大思想定型后会更容易教吗？



银行柜员小A，遭遇一场车祸后成了植物人。医生说他活下来的
希望只有万分之一，唤醒希望更加渺茫。但他的家人没有放弃，
他们根据小A的爱好，每天在他身边呼唤“存钱了，存钱了！”
奇迹终于发生了，小A醒来了，第一句话：“您好，请问有什么
可以帮到您？”

存钱了

昨天聚会，有人给我介绍一位新朋友，说是炒中石油成了百万
富翁。厉害呀，佩服!我坐在他边上，悄悄地请他传授秘诀，
他一脸木然的的对我说：其实也没什么秘诀，我原来是亿万富
翁。

富翁炒股

					一个男人上门讨债，出来开门的是负债人的妻子。
　“请问，你先生在家吗？”
　“是的，在。”
　“太好了，你先生欠了我100美元。”
　“但问题是，如果我丈夫有钱，他就不会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了。”

讨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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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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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期 一 点 子

成功大道理！
	
前几个星期才接触到现代版的成功大道理：
有超过	20,000,000	贷款的人才算得上成功！
今天又领教了另一个现代版的成功大道理：
钱不是省回来的！还把马云拖下水！
越是舍不得花钱的人往往越穷？
那就说，越会花钱的人就越富有吧！

不想争论是非，如果你觉的是对的，去借个	20,000,000	来大花特花吧！

早期的我，也曾到处拜“名师”，追隨世界流行的“成功之道”，最终也成功
的去了“荷兰”！幸好只此一趟就醒了过来！

如梦初醒之后，从头再来，并以圣经真理为根基，创办了	MonQ	理念，紧紧跟
随。几年后就再也没有一分钱的债务，此外，也乖乖的变得很节俭了。
看来，我离现代版的成功是越来越远，而且也甭想有钱了！

然而，自	2008	年始，我便达成经济独立。如今以资产可衍生出来的投资收入
与我简单的支出相比，哈哈，更不懂是多少倍了！

以前听信专家，以为有了钱就有自由，可是却适得其反！
现在？不管利息如怎样起、怎样跌，房市、股市、汇率、物价如何变动，哈
哈，我心灵的平安、关系的富足，思想的安宁，物质的供应却丝毫不会有任何
的变动！难道这不是真自由？
但愿那些很会借钱又很会花钱的成功人士也能活得如此的自在？！

却记：在这个荒谬的时代，许多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言论，不一定是符合真理，
况且还有可能是扭曲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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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该有“自己的钱”吗？

请问我给了孩子零用钱后，孩
子就拥有完全支配的权力吗？	
那零用钱是孩子“自己的钱”
吗？

问题：

	 我们都知道孩子基本上还未有赚钱的能力，也没有参与任何带来收入
的工作，可以说是家庭里的纯消费者，那来“自己的钱”可言呢？就算是
有	，也只能算是父母或长辈给予的零用钱。可是，一旦钱给到了孩子的手
上，那些钱又属於谁？

曾听一位母亲这样对孩子说：“你再乱乱买东西，我就把你的零用钱没收
起来。”各位敬爱的父母亲，我们是否有权力在孩子滥用零用钱的情况下
直接夺取他们的零用钱，剥夺他们支配金钱的能力呢？

其实我们必须要让孩子明白一个道理。当我们给于他们零用钱以后，那些
钱就属於他的。因此，他就有了管理金钱的责任。身为父母的我们不能在
给出钱以后事事都干涉孩子的花费。将他逼进十分被动的环境，无法掌握
支配金钱的能力。

给孩子零用钱最主要的目的在於从小让他们透过零用钱学习成为金钱的好
管家。然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父母在给予零用钱时就必须充分地了解
这个道理，同时让孩子有机会全权拥有及管理自己的钱。

也许我们一直以来在零用钱方面和孩子只有“口头协议”。因此，出现争
执时往往亲子之间也会闹得面红耳赤，甚至父母行使大人的“权威”逼孩
子就范。这就真的是闹得“讲钱伤感情”的境地。

只要我们在给孩子零用钱以前和他们约法三章，在双方详谈制定出“零用
钱协议书”后这些问题将不复存在。白纸黑字列明给零用钱的方法如：零
用钱的数目，多久给一次，使用范围等。同时也向孩子强调，零用钱给了
他以后，他就必须负起责任并赏罚分明。有了这些明文规定的协议后，孩
子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职责，在零用钱管理方面应该如何做，而不是
好像一般的情形，父母从来没有讲明孩子应该如何做，一旦做得不合父母
的心意便大作周章，甚至动不动就冻结孩子的零用钱，让孩子完全失去了
方向。

理财信箱

答：



	 父母还必须了解到零用钱管理的学问同样是离不开“先分配，后花
费”原则，也就是当孩子分获零用后，必须将它配置于以下三大领域：

i)即使花费	-	接下来一星期或一个月随时就要用到的钱（视零用钱多久给一
次）如：食堂购买食物、饮料、交通、文具的基本生活固定开支。	

ii)财务目标	-	非即时花费所能支付，数额较大的非列常开支。按个所需的
筹备时间可分为：
-	短期目标（如：文具、娱乐等）
-	长期目标（较昂贵的玩具，电脑，旅游费用等）	

iii)捐献					-		用于捐款，奉献或帮助有需要的人的部分。

第一次接触这种分配法的父母也许会感觉到原来给孩子零用钱还有那么多
的学问。没错，因此，我们在此强调的就是每当给孩子零用钱时，就应该
在考量了他们基本的即时花费后还要给“多一点”的钱来让他们有空间去
着手管理，并强调给于自由的同时也要他们去亲身体验作决定的“乐趣”
与胡乱花费的后果。

有的父母也许会问及，如果我的孩子还小，有必要让他那么早就要他学习
理财吗？其实，学理财也无所谓的年纪大小，只要开始接触金钱就该开始
学习。若我们从小不给他机会培养理财的好习惯，等到长大养成胡乱挥霍
的恶习时，不是已经回头太难了吗？

亲子理财是理财生命的一部分，父母与孩子在过程中都在互相学习，共同
成长。孩子有了“自己的钱”后就成为了金钱的小管家。然而，这位小管
家也偶会犯错，偶会粗心。身为父母的在必要时就要扮演引导的角色，紧
记，我们强调的是“引导”而非“主导”，不论过程是甜是苦，都要狠心
让他们去体验，甚至不惜让他们勇敢去犯错，否则“不经一番寒彻骨，焉
得梅花扑鼻香”。

理财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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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不只是为了赚钱！

	 从小已知钱很重要，因为家境经济不好，被亲戚朋友看不起的经历很深
刻。	
	 大学毕业后就成了工作狂，一星期工作7天全年无休，除非是公共假
期。工作两年后便买了车及房屋，实现了家人的愿望。	
	 之后，我的工作量有增无减，收入也明显增加，开始欲望做祟，想再买
新屋和新车。再加上几个月前被同事嘲笑34岁才有一间屋子太失败了，所以
对买新屋这个想法越是执着。	
	 买新屋这件事，也引起了我们夫妻吵架的问题，太太不支持我买新屋，
并建议我去上黄凯顺老师的课程。上了这个课程，才知道需自问：“买新
屋，新车的目的是什么？”	原来是因为面子，不想被看不起！	
	 除此以外，我也学会了MonQ的理财观念及投资方式，并有系统性的正
确规划理财以达到目标。更是知道如何过“人”的生活，需要更多的时间在
家人与户外活动。	
	 最大的领悟是原来一切可以这么简单，何必为难自己！简单就是福！

《经济独立个人辅导与规划》 课程  Jeff Kung 学员   怡保

心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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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Q帮助我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真正认识到金钱的用途，知道如何运
用金钱。
	 当我们用不一样的视野看问题的时候，很多复杂的经济问题变得简单，
更易解决，会从今天开始学以致用！
	 非常感谢神的仆人，黄老师给我们带来管理金钱的智慧。我非常感恩，
并愿意把MonQ理念传给孩子，传给身边的人。

《投资掌握好，不必做到老》 课程  阮雅纹学员 中国昆明



		大约两周前，我应邀去一所大学为一场比赛做裁判。我注意到参赛者每人得到一
张纸片。他们要就某个话题在上面写上三言两语，然后再用3分钟陈述自己的观
点。大家采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先后次序。
　　
　　第一位参赛者走向演讲台的时候，似乎很不高兴。“亲爱的同学和尊敬的裁
判，”他大声喊道，“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比赛。”
　　我和其他裁判都瞪大眼睛惊奇地看着他。“作为第一个发言者，”他继续说
道，“我只有几分钟的准备时间，可是次序靠后的人却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他们
的演讲。这不公平！”接着，他离开讲台，快速消失在大厅的门口。没有人去追
他，比赛照常进行。　
　　比赛结束后，我在楼梯那儿碰到了他。我微笑着问道：“谁说生活不公
平？”他震惊地看着我，不知所措。“生活，”我告诉他，“就是克服不公平，
取得自己的胜利。你读过汽车杂志吗？”
　　“是的。”他来了精神头儿，“我喜欢那些杂志。”
　　“那么，你注意过新车引入市场以后，用来描述它的统计数据吗？比如，速
度、扭矩、马力等。”
　　“是的。”他点点头。
　　“但是这些统计数字背后有一项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在路面状况非常理想
的情况下。”
　　“是的。”
　　“那么什么样的道路状况才算理想呢？”我微笑着问他，“汽车销量不错，
那是因为道路泥泞也好，坑洼也罢，它在任何不利的情况下都展示自己的速度和
馬力。所以它成功了。”
　　这时我准备启程回家了。
　　“别期待任何有利的竞技状态。向不公平抗争，做一名胜者。”我最后说
道。
　　
　　走了不远后，我通过后视镜看到他的笑脸。我知道，从今以后，他学会对抗
生活的不公了。
　　
　　问问每一个成功的人，不管奋斗的环境是否公平，他们都在继续着自己的战
斗。别总抱怨生活的不公，开始反抗它，赢取最终的胜利吧。

对抗生活的不公平
心灵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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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小语

人生的钥匙
										　　有一位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他成了一名孤儿，孤
苦伶丁，一无所有，流浪街头，受尽人间的磨难。最后，终于创下了一份不菲
的家业，而他自己也已到了人生暮年，该考虑辞世后的安排了。

　　他膝下有两子，都风华正年，一样的聪明，一样的踏实能干。几乎所有的
人，包括他自己，都认为应该把财产一分为二，平分给两个儿子。但在最后一
刻，他改变了主意。

　　他把两个儿子叫到床前，从枕头底下拿出一把钥匙，抬起头看着他们，缓
慢而清楚地说：“我一生所赚得的财富，都锁在这把钥匙能打开的箱子里。可
是现在，我只能把这把钥匙传给你们兄弟中的一人。”

　　兄弟俩惊讶地看着父亲，几乎一口同声地问：“为什么？这太残忍了!”

　　“是，这是有些残忍。”父亲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道：“但也是一种善
良。现在，你们自己选择吧。选择这把钥匙的人，必须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按
照我的意愿和方式，去经营和管理这些财富。拒绝这把钥匙的人，不必承担任
何责任，生命完全属于你自己，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去赚取我箱子
以外的财富。”

　　兄弟俩听完，内心开始斗争。接过这把钥匙，可以保证一生没有苦难，没
有风险，但也因此而被束缚，失去自由。拒绝它？毕竟箱子里的财富是有限
的，外面的世界更精彩，但是那样的人生充满不测，前途未卜，万一……

　　父亲早已猜出兄弟俩的心思，他微微一笑，说：“不错，每种选择都不完
美。有快乐，也有痛苦，但这就是人生。你不可能把快乐集中，把痛苦消散。
最重要的是你要了解自己，你想要什么？要过程，还是结局？”

　　尽弟俩豁然开朗。哥哥说：我要这把钥匙。弟弟说：我要出去闯荡。二人
权衡利弊，最终各取所需。

　　这样的结局，与父亲先前的预料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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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20年过去了。兄弟俩经历、境遇迥然不同。哥哥生活舒适安逸，把家业
管理得井井有条，性格也变得越来越温和儒雅，特别是到了人生暮年，与去世的
父亲越来越像，只是少了些锐利和坚韧。

　　弟弟生活艰辛动荡，几经起伏受尽磨难，性格也变得刚毅果断。与20年前
相比，相差很大，几乎没多大关系了。最苦最难的时候，也曾后悔过，怨恨过，
但是已经选择了，没有退路，只能一往无前、坚定不移地往前走。经历了人生的
起伏跌宕，最终创下了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理解了父亲，
并深深地感谢父亲。

　　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只有18岁。那时我刚考上省城大学，即将离家远
行。父亲给我讲了这个故事。那时的我还不能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现在，又一
个18年过去了。几多风雨，几经坎坷，我终于真正理解了这故事的寓义。

　　人生充满了选择。每一种选择都携带着快乐和痛苦。快乐是一种营养，痛苦
是比快乐更丰盛的营养，它们共同滋补人生，让生命进发出无限活力和蓬勃生
机。回忆过去，我深深地感谢父亲，感谢他给了我生命，和生命中最珍贵的礼
物——自由，让我拥有自己人生的钥匙。

【大道理】：

　　　在人生道路上，我们有很多不同地选择，每一种选择都带有快乐和痛苦。
当然，快乐是我们追求，但我们却不能忽视痛苦，因为有时痛苦更能激人奋进，
让人的生命释放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