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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报答

网络照片
我钻出来以后袁发现我的袖子
磨破了袁我的全身都是湿泥遥 老太
太问我该支付给我多少钱袁她说我
帮了她一个大忙袁 因为她能想像袁
如果不是我停下来帮她的话袁在这
种地方和这个时候袁什么事情都可
能发生遥
不过袁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帮
助别人当作一份工作来做袁那是不
需要收取费用的遥 过去我是这样做
的袁现在我也不想改变这种做人的

准则遥 我告诉老太太说院野我不会收
取报酬袁 但如果你真的想报答的
话袁那么下次看见别人需要帮助的
时候袁也去帮助别人遥 冶
那天我虽然没有找到工作袁但
因为我帮助了别人袁 我的心情很
好遥 在吃晚饭的时候袁我的妻子告
诉我袁她在小镇的加油站餐厅找到
了一份工作袁老板答应她袁她可以
一直工作到生孩子的那天遥
她笑着说完这一切袁但我开始

难过起来袁我实在接受不了一个孕
妇来工作养我袁我下定决心明天一
定要找点工作遥
第二天早上袁我送妻子去到加
油站餐厅袁然后我又去到汉密尔顿
找工作袁但我整整跑了一天袁最后
依旧失望而归遥 当我回家路过小镇
的加油站餐厅时袁我看到妻子还没
有下班遥 我站在门口等她袁她看到
了我袁 她跑出来对我说院野艾布纳袁
祝贺你袁你有工作了袁你明天就可

以上班了浴 冶
我非常吃惊袁我问她这到底是
怎么回事袁她告诉我说院野中午的时
候袁一个老人来到餐厅里袁她需要
喝点东西暖暖身体遥 当我把食物放
在她的桌子上时袁她赞美我是一个
勤劳的女子袁但是她又问我是不是
遇到了什么难题袁因为她并不觉得
一个怀孕的女子会多想要工作遥 我
告诉她我的丈夫失业了袁但只是暂
时失业袁他一定会找到工作的遥 老
太太问我袁我的丈夫是做什么工作
的袁 我告诉她我的丈夫是一名会
计袁 她说只要你能拿出会计证袁明
天就可以到她的百货公司里报到袁
她给了我一张名片袁让你明天去找
她遥 我问她我该如何报答她袁她说院
耶如果你真的想报答的话袁 那么下
次看见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袁也去
帮助别人遥 爷冶
我非常吃惊袁我怀疑这个老太
太或许是我接触过的某个人遥 当我
在次日早上来到那家百货公司的
时候袁我见到了她袁她确实就是我
在路边帮助过的那个老太太要要
要
她是这家百货公司的老板浴
当我们相互认出对方的时候袁
都哈哈地笑了遥 在那天袁我终于又
有了工作遥
好人终有好报袁这是亘古不变
的真理浴
渊原著院艾布纳窑奥德里奇[新西
兰]冤

留给自己回家的路标
善良，
撒哈拉沙漠袁又被称为野死亡
之海冶遥 进入沙漠者的命运院有去无
回遥 直到 1814 年袁一支考古队第一
次打破了这个死亡魔咒遥
当时袁荒漠中随处可见逝者的
骸骨袁队长总让大家停下来袁选择
高地挖坑袁把骸骨掩埋起来袁还用
树枝或石块为他们树个简易的墓
碑遥 但是袁沙漠中骸骨实在太多袁掩
埋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遥
队员们抱怨院野我们是来考古
的袁不是来替死人收尸的遥 冶但队长
固执地说院野每一堆白骨袁都曾是我
们的同行袁怎能忍心让他们陈尸荒

野呢钥 冶约一个星期后袁考古队在沙
漠中发现了许多古人遗迹和足以
震惊世界的文物遥
但当他们离开时袁突然刮起风
暴袁几天几夜不见天日遥 接着袁指南
针都失灵了袁考古队完全迷失了方
向袁食物和淡水开始匮乏袁他们这
才明白了为什么从前那些同行没
能走出来遥
危难之时袁队长突然说院野不要
绝望袁 我们来时在路上留下了路
标浴 冶他们沿着来时一路掩埋骸骨
树起的墓碑袁 最终走出了死亡之
海遥 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袁考古队

的队员们都感慨院野善良袁是我们为
自己留下的路标浴 冶
在沙漠中袁善良袁是为自己留
下的路标袁 让我们找到回家的路遥
在人生道路上袁善良袁是心灵的指
南针袁让我们永远不迷失方向遥 不
论你伤害谁袁就长远来看袁你都是
伤害到你自己袁或许你现在并没有
觉知袁但它一定会绕回来遥
凡你对别人所做的袁就是对自
己做袁这是历来最伟大的教诲遥 不
管你对别人做了什么袁那个真正接
受的人袁并不是别人袁而是你自己遥
有一个农夫的玉米品种袁每年都荣

获最佳产品奖袁而他也总是将自己
的冠军种子袁毫不吝惜地分赠给其
它农友遥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大方钥 他
说院我对别人好袁其实是为自己好遥
风吹着花粉四处飞散袁如果邻家播
种的是次等的种子袁在传粉的过程
中袁自然会影响我的玉米质量遥 因
此袁我很乐意农友们都播种同一优
良品种遥
他的话看似简单却深富哲理袁
凡你对别人所做的袁就是对自己所
做的遥
所以袁 凡事你希望自己得到

别让“懒驴心理”害了你
陈亦权
有这样一则寓言故事院两头驴
各拉着一车货物回家袁前面的一头
驴拉得很起劲袁后面的那头驴却总
是装作很累的样子气喘吁吁袁走路
也走不快遥 主人就搬了一些货到前
面的那头驴身上袁 又走了一些路
后袁 后面这头驴还是累得不行袁主
人就把货物全都搬到了前面那头
驴身上遥 后面这头驴终于轻松了袁
他得意洋洋地赶上前面那头驴说院
野你看吧浴 你越是努力干袁主人就越
是折磨你袁像我一样多聪明呀浴 冶
但没想到袁回到家后袁主人就
拿出刀来对妻子说院野这头驴已经
不会驮东西了袁养着也没用袁宰掉
吃肉吧浴 冶就这样袁主人把后面这头
驴给宰掉吃了遥
懒惰是要受到惩罚的浴 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愿意养一头不想驮货

物的驴遥
说起这则寓言袁是因为我表弟
便利店里的两个年轻员工院表弟的
便利店是 24 小时营业的袁 除了他
自己以外袁他还请了两个年轻人帮
忙袁三人轮着看店遥 这两个年轻人
一个姓李袁一个姓赵遥 小李是个典
型的机灵鬼袁 上班时间能晚就晚袁
下班时间能提早就提早曰小赵就不
一样了袁他每天都会提前半小时来
到店里做交接袁晚上又总会主动多
留半小时帮忙招呼顾客遥 每次小李
迟到袁他也就毫无怨言地代替小李
守店遥 时间一长袁小李不仅自己习
惯了袁还经常野开导冶小赵说院野一家
便利店而已袁再认真也不会有什么
出息袁 你越勤劳老板越让你多干袁
你看我每天比你少干很多袁但工资
不会比你少一分浴 冶

我表弟嘴上不说袁心里可都亮
着呢袁 这话一传到我表弟的耳朵
里袁 我表弟立刻就把他解雇了袁然
后把三个人的时间分摊给了两个
人袁每人 12 个小时袁再把原本开给
小李的工资也拿一半出来加到小
赵身上袁于是精明的小李失去了工
作袁而憨厚的小赵虽然工作时间延
长了袁但收入也增加了一半袁高兴
得不得了遥 我表弟虽然自己更累
了袁 但至少可以节约半份工资了袁
双方共赢遥
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便利店袁
职场的本质是一样的袁任何工作都
来不得半点小算盘遥 有时候在工作
中喜欢又占便宜又省力气袁你以为
你精明袁其实只不过是该管你的人
出于各种原因暂时没来管你遥 只要
时机一到袁真管起来就直接端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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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
比喜欢更重要

李克红渊编译冤
当我的妻子怀孕第 40 周的时
候袁我失去了工作遥 为了节约一些
开支袁 我们搬回了距汉密尔顿 30
公里外的老家小镇袁在这里不需要
支付房租遥
我每天都去汉密尔顿找工作袁
但是整整一周的时间袁我都没能如
愿袁但我并未失去信心袁我相信它
会在不久后的某天来临遥 有一天傍
晚袁 我驾驶汽车从汉密尔顿回家遥
当时天空在下雪袁天也开始慢慢黑
了袁 当我经过布尔山脚下的时候袁
我远远看到路边停着一辆汽车袁一
个老太太站在汽车边向我挥手遥 看
得出来袁她遇到了一些麻烦遥
在这个偏远的山脚下袁她很难
求援袁在这条小公路上袁甚至很少
会有人路过遥 我把车停了过去袁并
对老太太报以微笑袁我问她发生了
什么袁她告诉我她的汽车卡在了一
块石头上袁轮胎也浮了起来袁无法
前行遥 这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袁更何
况是对这个老太太来说遥 我趴在地
上察看袁有一块像花盆那么大的石
头顶在了底盘上遥 我问老太太车上
有没有什么工具袁她打开后备箱让
我看袁 我在里面找到了一把小铲
子袁那是她的孙女栽花用的遥
我让老太太坐到车里去袁那样
可以暖和一些遥 我钻到车底下袁趴
在冰冷而潮湿的地面上遥 这段山路
的路面还没有浇筑沥青袁我可以用
花铲挖除周边的泥土遥 我至少花了
半个小时袁终于挖空了那块石头的
底部袁最后石头陷入坑里袁汽车的
轮胎落到了地面上遥

美編 肖挺

的饭碗遥
书法中有四个字叫 野字如其
人冶袁职场上的四个字则是野职如其
人冶遥 工作是人生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袁一个人对待工作的态度往往就
代表着对待人生的态度袁只要看到
一个人在工作上的表现袁大致上就
能知道这个人对待生活是什么态
度了遥 在任何情形之下袁我们都不
能对工作产生野懒驴心理冶袁假使一
时为环境所迫袁只能做一些乏味的
工作袁正所谓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
钟冶袁只要人在岗位上袁就要努力把
这一天的工作做好遥 非常奇妙的
是袁当一个人学会用最大的兴致投
入到工作中去的时候袁即使是一份
原本并不满意的工作袁你也会从中
感受到乐趣袁也能从中闯出一条大
道遥

的袁你必须先让别人得到遥 就像那
个农夫一样袁如果你想要得到冠军
的品种袁 就要给别人冠军的种子遥
你若想被爱袁就要先去爱人曰你期
望被人关心袁 就要先去关心别
人遥
你要想别人对你好袁就要先对
别人好遥 如果你希望交到真心的朋
友袁你就必须先对朋友真心袁然后
你会发现朋友也开始对你真心遥
(摘自院叶人生屋曳)

一份工作有没有意义袁有时候
并不在于工作本身袁而在于我们所
投入的状态遥 有的人觉得工作没意
义袁是因为这山望着那山高袁是因
为想要尽快把工作推掉好去休息
或玩乐遥 这种不满足或解除负担的
情绪袁都会使工作变得格外枯燥遥
世界上的事情向来如此袁你看
得上的事情未必轮得到你袁轮得到
你的事情你未必感兴趣袁但怎么办
呢钥 与其对着那份轮不到你的工作
饿死自己袁不如在这份轮到你的工
作上做出最好的成绩遥 对工作付出
的心力越多袁所得到的乐趣也就越
多遥
成就大业者和得过且过者袁最
根本的区别就在于袁前者做什么都
能全身心投入袁而后者做什么都觉
得没有兴趣遥
如果你的心中也有一匹偷懒
的驴袁那么赶紧将其驱除吧袁小心
它会将你拉进失败的陷阱遥

最近袁有朋友告诉我院他在单
位里不被某某领导喜欢遥 其实袁面
对朋友的苦恼袁 我只能表达同情袁
而更多的袁我想说院用实力赢得尊
严袁比喜欢更重要遥
成年人的世界袁比让人喜欢更
重要的袁是获得尊重遥
这个世界有个二八定律袁百分
之二十的人袁见到你会莫名其妙喜
欢你袁百分之二十的人会莫名奇妙
讨厌你袁还剩百分之六十的人是中
立遥 所以袁我告诉朋友袁我们何必为
别人不喜欢而烦恼呢钥
同时袁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
故的恨袁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遥 一
个人之所以被人喜欢袁主动权是掌
握在对方手里的袁是因为你的某一
个特质或者某一个方面袁正好满足
了他内心的一个渴望袁所以他喜欢
的不是你本来的自己袁而是他内心
深处的幻影遥
所以袁内心强大的是不需要依
靠别人的喜欢来肯定自己遥 能讨人
喜欢袁只是人生初级阶段袁能获得
尊重和欣赏袁 是靠实力来赢得的遥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把我们自己引
向战胜自我的高处遥
相比于喜欢袁尊重才是一种稳
定的力量袁主动权在自己遥
在尊重自己的人中停留袁你自
行掌握环境的气候变化袁不会陷入
情绪不稳定的泥沼遥
想让别人尊重你袁 是需要资
本袁更需要价值遥 同时袁尊重袁也是
有期限的袁这种期限袁铺垫在你此
前的实力袁持续地前行袁持续地提
升袁才能保持尊重的恒久稳定遥
如何赢得别人的尊重呢钥
首先袁要有自立自强的心灵智
慧遥 一个自立自强的人袁才能有自
己独立的思想袁 才不会人云亦云袁
才能明晰内心想要的是什么袁才能
保持内心的笃定和安静遥 所以袁学
会自爱袁才能接纳自我袁懂得自立袁
才能告别依赖曰走向自强袁才能赢
得尊重遥 所以袁时刻保持一颗平静
稳定的心态袁扎扎实实做事袁一丝
不苟行动袁 在安静中强大自我袁在
困境中提升自我遥 遇到问题袁不惊
慌失措袁一个人只有咬着牙袁坚持
走过一段没有人帮忙尧没有人依赖
的寂寞清苦时光袁才能真正做到内
心的强大袁才能真正走向自立自强
的境界遥
其次袁 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遥
你认为最不可能的事情往往会变
成决定我们命运的事情袁你认为最
不屑的人袁 也许会决定你的命运袁
敬人是敬己袁敬人如敬佛袁人生处
处是考场袁细节往往看人品袁智者
是懂得野己所不欲袁勿施于人冶袁懂
得去善待每一个人遥 如此袁人生的
境界才能越来越宽广遥 爱人者袁人
恒爱之遥 尊重别人袁涵养美德曰被人
尊重袁赢得幸福遥
当然袁永远别忘记成长遥 这个
世界上袁唯有向上的姿态才是绽放
的姿态遥 人生所付出的所有代价都
是因自我的人格缺陷造成的袁不要
怨恨给我们带来过阻碍的人袁每一
段旅程袁 我们都应该清醒地认识
到院我的起点在哪里袁我的位置在
哪里袁我的目标在哪里袁我还需要
走向何方遥 不断地聆听生命成长的
声音袁 把自己成长为更好的自己袁
人生是自己的袁如果我们不自己阻
拦自己袁 没有人能挡住我们的成
长遥 生命不息袁奋斗不止浴 这样的你
才有资格赢得别人的尊重遥
所以袁当我们的人生始终保持
自立自强的人格稳健袁拥有尊重每
一个人的宽柔品格袁才能保持不断
成长的生命姿态遥 如此袁就是实力
的更迭袁相信袁尊重你的人就会越
来越多遥
愿你被人喜欢袁 更会被人尊
重遥 毕竟袁实力才是你的品牌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