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记得哪一年袁也不记得在哪个城市袁也不记得跟谁
借看过一本书袁书的作者也记不清了袁只记得书的名字好
像叫叶学会选择袁学会放弃曳袁和现在微信朋友圈的心灵鸡
汤类似袁书里写了许多意义深刻的道理袁教人成长袁教人长
大袁教人走出不平凡的人生遥

学会选择袁学会放弃遥多么朴实无华袁却意义深刻的道
理袁世上两全其美的事情袁毕竟少数袁而我们却很少是少数
人的一部分袁关于人生袁我不想阐述太多袁因为我也没有资
格在人生阅历丰富的你们面前讲大道理袁教你们人生的对
与错袁可是回头看看袁我们确实做过太多的选择袁或对或
错袁或喜或悔袁或成功或失败袁都是自己的选择袁可是又有
几个人能坚持到最后袁即使坚持到最后袁可是结果是不是
真的那么令人满意钥 其中的酸甜苦辣也只有自己知道遥

学会选择袁学会放弃遥得到未必开心袁失去也未必不快
乐袁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袁要懂得放弃袁正所谓舍得舍得袁有
舍才会有得袁 无饵直钩钓鱼的历史上也就只有一个姜太
公袁钓到了周文王姬发袁但是人家至少也是在岸边蹲了好
多年袁所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袁必须得有付出袁才可能会
有收获袁不付出那是肯定没有收获的遥

学会选择袁学会放弃遥我虽是一个无神论者袁但是佛家
的因果轮回也未必没有道理袁有因必有果袁种什么样的因袁
得什么样的果袁所以请慎重选择自己的人生袁因为很多选
择也许只有一次袁把握住了袁你就成功了袁即使没有成功袁
你只要努力了袁只要付出了袁你就积累了成功的经验袁能够
更好的迎接下一次有可能出现的机遇遥

很多年看过一部当时还比较红的电视剧袁叫叶女子特
警队曳袁一群不爱红妆袁爱武装的女汉子袁里面有个叫耿菊
花的奇女子袁一次与男队友进行两人一组军事训练袁可能
因为场地未清理干净袁一个不小心把那个人皮沙袋的小哥
摔成重伤袁在医院里一群女汉子哭了袁唱了一首歌叫叶无名

小路曳袁歌词写的很好袁也很感同身受遥
林中有两条小路都望不到头
我来到岔路口,伫立了好久
一个人没法同时踏上两条征途
我选择了这一条却说不出理由
也许另一条小路一点也不差
也埋在没有那脚印的落叶下
那就留给别的人们以后去走吧
属于我的这一条我要一直走到天涯
将来从小路的尽头默默回望
想起曾有两条不同的方向
而我走的是人迹更少的那条路
正因为这条无名小路才将不会被遗忘

学会选择
学会放弃

设备设施部 米 宁

冰封雪飘事故多，
风火雷电争出头；
平安时光灾难妒，
千万资产一灾灭。

幸福光影长相依，
安全防范莫疏忽；
自古苍天爱捉弄，
多少英雄葬于灾。

涉及安全事事重，
大祸小患灭于芽；
死神为此含恨终，
君之奉献默默传。

劝君侥幸莫要有，
愿君平安一生福浴

技术研发中心 高慧慧

笑一笑袁十年少袁从小父亲总是教育我要面
带微笑袁他说如果不笑的话就显得很惆怅袁整个
人看起来满载负能量袁反之则悦人悦己遥

慢慢发现袁微笑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遥 人
生是一条河袁漂浮是快乐袁沉默也并不是堕落袁
风是偶然的袁雨也是偶然的袁人却可以将每个
偶然好好地把握袁 将每一抹灰色变成亮丽袁面

对不如意袁是微笑迎接袁还是消极逃避袁取决于
我们的个人态度要要要开朗尧勇敢的人积极应对
不如意之事袁并解决之袁无论结果如何袁都能微
笑待之袁如此之人袁不管工作还是生活袁都能运
筹帷幄袁亲朋好友袁也都能常伴左右袁也因为有
这样的阳光心态袁好彩自然来遥 生活常常会突
然开小差袁如果稍有不顺就垂头丧气袁甚至一

蹶不振袁 那么失去的就不仅仅是成长的机会袁
还有无形中失去的许多朋友袁久而久之还会养
成习惯袁形成消极的心态遥 微笑待人待事袁既能
给人友好容易亲近的感觉袁又代表着个人极高
的道德修养曰真正懂得微笑的人袁总是容易获
得比别人更多的机会袁 总是容易取得成功袁好
比野马太效应冶袁越懂得微笑的人成功就越多袁
成功越多微笑就多袁所以微笑面对袁这样的生
活态度值得每个人拥有遥

微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表情袁也是世界上最
动听的语言袁可是现实生活中袁却也有短暂的例
外遥 自打我上初中住校起袁父亲就经常踏着自行
车往学校送衣物或者饭菜袁渐渐也就接触到了不
少我的同班同学遥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学就告诉我
说院野最近有一个人老是对着我笑袁神神叨叨的遥冶
后来她把这个人指给我看袁原来是父亲袁被人误
解了袁 我跟她说那是我父亲袁 然后她立马就说院
野难怪钥可能他知道我是你同学袁所以才见到会笑
一下袁你爸人蛮好的遥 冶从那以后袁她说她每次看
到我父亲都会还以笑容袁后来也不止一次听父亲

说你的同学蛮好袁见到我都会微笑打招呼遥 哪怕
是不出声袁只要见面有微笑袁那也是一种交流遥无
声的交流袁当然还要注意场合尧人物尧时间袁也就
是说人不但要舍得微笑袁还要会笑袁初次见面的
人微笑容易成为朋友袁 陌路人就无需抛以傻笑袁
否则容易被人当成野傻子冶or野神经病冶遥 自然而又
恰合时宜地微笑袁做人生的赢家遥

活着并不是沉重的债务袁爱也好袁恨也罢袁生
命犹如旅行袁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一程遥 每个人都
是一片土地袁可以生产自卑袁也可以播种希冀遥我
们不要悲观地叹息袁穿越时光的隧道袁每个人都
行色匆匆袁如同蜜蜂寻觅花粉遥撒下微笑的种子袁
纵然四季轮回千万遍袁春之美丽也会在阶前陪伴
你遥上班时见到同事袁见到领导袁别忘了展露一个
最真诚的微笑袁微笑感染了别人袁也快乐了自己遥
在微笑的环境中工作袁 那是一种愉悦的幸福袁在
微笑的心态下工作袁有着不同寻常的效率遥
舍得微笑袁得到的是友谊曰舍得微笑袁拥抱的是快
乐曰舍得微笑袁获取的是幸福遥 修行微笑袁自爱于
心袁心暖花开遥

人力资源部 李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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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段跌跌撞撞的旅行, 有着后知后觉
的美丽遥 人们常说袁如果你经常想着中大奖,那
至少你也要经常去买几张彩票遥 我想我这三年
就是这么过来的吧袁我等不到机会来找我袁那我
就尽可能多的去寻找它遥

从小小的干事到主席, 从厦大白城到海拔
近两千米的武功山, 以常人的角度来看我已经
把大学生活过的很充实了, 可是千帆过尽后的
平静,待所有光华褪尽袁我却找不到自己前进的
方向遥 最让人失望的感觉是什么?当不成别人也
做不了自己遥 我想我就是这种状态吧,不知从什
么时候起, 我们已经变的只会羡慕别人的生活,
却忘记了其实自己也可以过的很好遥

从青春年少的象牙塔到蕴藏世间百态的社
会大染缸, 对于我来说这个时间跨度只有三年,
或着更确切的说只剩三个月, 我们即将完成最
后的终检去接受来自社会的考验遥野外面的世界
很精彩袁可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冶这是某天下
班时无意听到的一首歌袁 当时心里就有莫大的
触动袁直到现在还时不时哼上两句遥回想起以前
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都是大众流行的或是旋律
听起来朗朗上口的袁 年少懵懂的我们从来没有
过多的去体会歌曲中更深层次的含义袁 哪怕有
些时候它是如此的浅显易懂遥 我仿佛明白了小
时候对父亲说他听的歌老土尧过时袁而父亲只是
淡淡的笑了袁说一句野是啊袁我们老了嘛遥 冶原来
大多数事情袁 不是在我们想明白后才觉得无所
谓袁而是我们无所谓之后才突然想明白遥

你的脸上云淡风轻袁 谁也不知道你的牙咬
的多紧遥你走路带风袁谁也不知道你膝盖仍有曾
摔过伤的淤青遥野当你能观察发现到别人的脆弱
的时候那就是真正长大了遥冶这是童年时爷爷曾
对我说过的话遥孩提时代袁我们总是很乐意往路
边乞讨者碗里扔一个硬币袁 他会鞠个躬说好几
声谢谢袁小孩子不会去思考更多更深层的东西袁
因为他还缺乏理解这类事情的经历遥 而时间最
奇妙的就在于能让人发生许多改变袁 最后这些
变化又被整合到一起袁 就像一个点引出无数条
线袁直线尧曲线尧波浪线噎噎彼此交叉重叠袁最后
汇聚在另一个端点袁 谁也弄不清楚哪里才是真
的起点遥大概成长就是这么一回事吧袁某一个时
间点突然醒悟了某个道理袁 不断反省着自己的
过去袁随着时间的沉淀袁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遥

岁月用它不动声色的力量袁 让我们在这波
涛汹涌的汪洋大海中去找寻自己的答案袁而 20
岁的今天袁当我们不再年少袁逝去的昨天也已变
的不再耀眼袁 我只怕我没有足够的自信去迎接
未知的未来遥

告 别 年 少
质量部 秦飞

野90 后冶这个字眼想必大家都不陌生袁在过去袁身边的朋友时常都
会说这样一句话院野我们是 90 后袁还年轻遥冶这句对白通常用来推脱自己
对某件事或某种生活态度的拖延尧不积极向上的辩解遥 可是渐渐的袁渐
渐的袁随着时间的流逝袁这句话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萦绕在耳边袁一丝
丝的恐惧感和彷徨随之而来袁 这一切都预示着我们的青春正在与我们
渐行渐远袁这如同分手的恋人一般袁再也不会有相见的那一刻袁即使想
起袁也只剩下那些过往的回忆袁时而怀念袁时而痛恨遥当青春只剩下回忆
时袁你是否也会惭愧曾经有负于她呢钥

当下能代表青春的一代袁莫过于野90 后冶了袁野90 后冶是野80 后冶的派
生词袁 指的是 1990 年 1 月 1 日至 1999 年 12 月 31 日之间出生的一代
中国公民袁很庆幸袁我也是其中一个袁因为这个时期出生的人袁改革开
放已经成效明显袁同时也是中国信息时代飞速发展的时候袁所以我们
这一代人有着十足的时代感和思想活跃性袁 我们也勇于接受新鲜事
物袁可谓是玩的最酷的一代人袁但同样不幸的我们这一代人被冠以太多
的批评和指责院脑残尧自信心脆弱袁敏感而自私尧个性太张扬尧反叛尧消费
观大于自己的能力等等袁其实不管是出生在哪个年代袁每个人都会经历
青春袁也许被授予荣誉也许背负指责遥 时至当下袁野90 后冶代表了这个时
代的青春一代袁 我们必然要接受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袁 我们从小被呵
护袁我们成长顺畅袁我们接受高等教育袁可我们同样一无所有遥年轻一代
的我们还在用顽劣的态度对待着自己其实所剩无多的青春袁 岂不知一
部分的野我们冶已经抛下我们很远尧很久了袁因为那一部分野我们冶把握住
青春的动力袁开启了一段不一样的花样年华袁他们沉稳尧优秀尧勤奋尧执
着遥 而他们也有了新的代名词院成功的 90 后遥

青春逐渐逝去袁亲爱的你不必彷徨袁不必恐惧袁抓紧青春的尾巴袁向
甩开我们的野成功 90 后冶发起挑战吧袁莫要让我们的青春白了头遥

别让青春白了头
电池制造部 孔维栋

从出生到现在袁 经常能听到有关太
阳的话语遥父母在早晨叫醒我们时会说院
野太阳出来了袁 快起床袁 太阳都晒屁股
了遥 冶老师告诉我们院野太阳从东边升起袁
西边落下遥 冶尧野太阳与人们生活密切相
关冶尧野没有太阳就没有这个世界冶尧野植物
的光合作用离不开太阳冶尧野人们可以把
太阳的光能变成电能和热能冶噎噎现在袁
我看到了屋顶和田野间组装的太阳能电
站袁原来太阳是如此神奇袁并且给人类及

万物带来了这许多好处遥
太阳能行业袁 是发展前途最广的行

业袁光伏发电袁也是越来越热门的专业袁于
是造就了一批新型人才要要要光伏人袁他们
都在为同一个梦想而拼搏要要要光伏梦遥闲
时袁他们聊的不再是过得怎么样袁最近在
干什么袁而是国家对光伏行业的政策怎么
样袁光伏产业如何壮大等等遥 光伏人为了
这个梦袁每天加班成为常态袁并且变成了
生活的一部分袁农业尧建筑尧生活尧无时无

刻袁随时随地都有着光伏人的身影遥
虽然国内光伏技术水平还不够

高袁但国家大力支持光伏产业袁提供许
多的优惠政策和专项补贴袁 加上光伏
人的坚持不懈与不断努力袁 发挥光伏
人为光伏梦而拼搏的精神袁 相信不久
的将来袁 我们国家的光伏技术水平将
会是最高的浴

可敬的为绿色环保事业做出贡献的
人们袁可敬的光伏人浴

献 给 所 有 的 光 伏 人
组件制造部 董立红

曾经为每天都是淡淡而过的生活感
到厌倦袁 曾经为挫折的不断骚扰而在痛
苦中沉溺袁 曾经为平淡无奇的人生而道
尽不幸遥然而袁在这让你不愿面对的现实
中退一步想想袁你会发现袁淡淡的生活不
会有让你刺鼻的味道袁 挫折的骚扰不会
抹杀明天的快乐袁 平淡无奇的人生也不
会缺少美的奇迹遥

退一步想袁 满天的乌云不再让你畏
惧狂风暴雨袁它只让你向往雨后的彩虹遥
退一步想袁披荆斩棘的路途袁不再让你畏
惧不前袁它只让你向往成功的喜悦遥退一
步想袁苦难不是阻挡我们前进的方向袁它
只是意志的考验袁汗水的付出袁毅力的拼
搏遥 退一步想袁人生没有可预料的时刻袁

何不把握手中的幸福袁放弃消沉的念头遥
退一步想袁人生没有绝对的痛苦和快乐袁
何不把握现有的时光袁追求人生的幸福遥

许多时候袁尤其那些你最失落尧最迷
茫尧最彷徨的时候袁你是如何走过的钥 是
天公作美袁时间飞逝袁还是你退一步想钥
也许时间是一个很好的治疗师袁 但也离
不开自己的感悟这一剂最好的良药遥

正是因为小溪可以汇成江河袁 才不

惧怕没有大海的浩瀚曰正是因为小草可
以编织绿地袁 才不惧怕没有花朵的娇
艳曰 正是因为跌倒还有站起来的可能袁
才不会一蹶不振曰正是因为放弃还有拥
有的希望袁才不会惧怕失去遥

退一步想袁绝不是逃避袁更不是自
我安慰的另一种表现遥 它让我们看到了
黑暗中的亮点袁 让我们看到了崎岖后的
平坦袁让我们抚平了伤透的心袁让我们找
回了失去的冲动遥

请相信袁 我们都不是世上最不幸的
人袁只要你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待万物袁用
退一步的想法面对人生袁 生活不会亏待
你袁你那来不及的微笑袁来不及的欢呼袁
来不及的拥抱都将换来另一份惊喜遥

另一份惊喜
采购部 宋 敏

差 别

两个同龄的年轻人同时受雇于一家店
铺袁并且拿同样的薪水遥

可是一段时间后袁 叫阿诺德的那个小伙
子青云直上袁 而那个叫布鲁诺的小伙子却仍
在原地踏步遥 布鲁诺很不满意老板的不公平
待遇遥终于有一天他到老板那儿发牢骚了遥老
板一边耐心的听他的抱怨袁 一边在心里盘算
着怎样向他解释清楚他和阿诺德之间的差
别遥野布鲁诺先生袁冶老板开口说话了袁野您现在
到集市去看一下袁 看看今天早上有什么卖
的遥 冶布鲁诺从集市上回来向老板汇报说袁今
天集市上只有一个农民拉了一车土豆在卖遥
野有多少钥冶老板问遥布鲁诺赶快戴上帽子又跑
到集上袁 然后回来告诉老板一共 40 袋土豆遥
野价格是多少钥 冶布鲁诺又第三次跑到集上问
来价格遥野好吧袁冶老板对他说袁野现在请您坐到
这把椅子上一句话也不要说袁 看看阿诺德怎
么说遥 冶阿诺德很快就从集市上回来了袁向老
板汇报说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农民在卖土
豆袁一共 40 袋袁价格是多少多少曰土豆质量很
不错袁他带回来一个让老板看看遥这个农民一
个钟头以后还会弄来几箱西红柿袁 据他看价
格非常公道遥 昨天他们铺子里的西红柿卖的
很快袁库存已经不多了遥他想这么便宜的西红
柿老板肯定会要进一些的袁 所以他不仅带回
了一个西红柿做样品袁而且把农民也带来了袁
他现在正在外面等着回话呢遥 此时老板转向
了布鲁诺袁 说院野现在您肯定知道为什么阿诺
德的薪水比您的高了吧钥 冶
大智慧院

同样的小事情袁有心人做出大学问袁不动
脑子的人只会来回跑腿而已遥别人对待你的态
度袁就是你做事情结果的反应袁像一面镜子一
样准确无误袁你如何做的袁它就如何反射回来遥

人类生活的方式愈趋复杂袁 危害人体及财产安全的情况与日
俱增遥 这就要求我们袁日常工作一定要做好袁做细曰只有这样袁才能
保我一方水土平安浴 下面的十四行诗送给活在当下的同仁们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