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个越来越多的单身男女选择相亲
方式来寻找另一半的时代里袁我们总能听
到许多在选择结婚对象问题上的无奈故
事遥

众所周知袁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剩女袁待
字闺中袁她们不是条件不好找不到人选袁更
多的往往是条件很好但却一直找不到心仪
之人袁也许有人会说她们眼光太高袁很多长
辈也会劝说院野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袁哪能
碰到十全十美什么都合你心意的遥 冶完美
伴侣是每个人都梦想的袁也有那么些个人
确实等到了自己的完美伴侣袁但不是每个
人都有那样的幸运遥

在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袁我的
堂姐今年已经 32 岁了袁 在她 28 岁的时候
就一直被家里人催婚袁都说她太不让人省
心了袁这么大年纪也不找个归宿袁还积极撮
合一个追我堂姐很久的男孩袁因为他们都
觉得这个男孩很符合条件遥 可我堂姐自始
自终就一句话袁跟他在一起时完全没有恋
爱的感觉袁要这样结婚袁以后婚姻肯定不长
久遥把长辈们给打发后她就一直这样单着袁
倒也活得潇洒自在遥 我老公有个姑姑也是
一直单身到现在袁已经快 40 岁了却依然在

坚持她所坚持的遥她从 18 岁就孤身一人到
北京闯荡袁在北京待了将近 20 年袁她一直
在拼自己的事业袁 到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
房子和车子袁在北京也算是安顿下来了袁可
感情生活却一直处在空窗期袁 结婚对象更
是无从谈起遥姑姑是个很有思想的女人袁她
认为婚姻是绝对不能将就的袁 虽然内心会
觉得对不起父母但也不会为了父母找一个
自己不中意的人草草结婚遥 她认为的婚姻
必须是两个人想跟对方结婚而结婚袁 不是
因为其他任何因素遥 她跟我们这些小辈们
说袁 她会一直等下去袁 直到那个对的人出
现袁也许可能没那么幸运能等到袁但她决不
后悔遥

她们的想法我都能理解袁 毕竟婚姻是
一辈子的事袁 那个与自己共度一生的人如
果自己都不喜欢袁别人再看好又有什么用钥

曾经我也经历过被家里人催婚袁 每次回家
妈妈就会跟我说她又寻觅到一个适合我的
男孩子袁为了不让我妈失望袁我也会顺从她
的意思去看看袁 但我总都能找出不适合的
理由打发我妈遥 我从心里是不喜欢这种以
各方面条件为主的相亲方式袁 虽也不是说
这种相亲方式一定不行袁 但可能每个人对
婚姻的追求点不同袁 我始终不能接受爱情
里参杂欲望袁 所幸最后我碰到了我生命中
对的那个人袁 我想这是老天爷给我最大的
眷顾遥 但我一直钦佩着那些始终坚持自己
内心的择偶方式不为别人的看法而改变自
己的人遥 我觉得真正的婚姻就该回归到最
自然的状态袁 只是因为两个人相互有磁场
吸引袁而不是他(她)的硬件条件满足你的
需求遥我相信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袁就算最
后不在一起了袁但仍然不会后悔遥

财务部 吴翠

听说 1.6 升以下排量的车购置税减半袁在
家人的支持下袁 与朋友一起在汽车交易市场现
场购置了一款长城 H6 运动版 SUV遥 新车到手
后袁第一感觉就是爽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袁各种
烦心事也随之而来遥

首先是新鲜感下降了遥买车后袁虽然方便了
自家办事袁但随着我们小区购车族越来越多袁回
家稍晚一点袁就没有停车位袁只能见缝插针地停
放曰市区查酒驾的又多又严袁没车前还没什么感
觉袁有车后袁稍有应酬袁又不敢喝酒袁亲朋好友又
都埋怨你不给面子袁非得你喝上几口酒袁才肯放
过袁酒后又不得不找人代驾遥

其次是油耗袁 买车前也没什么感觉袁 买车
后袁因是 SUV 车型袁油耗往往要比车辆本身标
明要高袁每月都要额外增加六尧七百元的费用袁
虽说费用不是很高袁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袁但也
确实成为家庭的必要开支之一遥

再次是没车的亲朋好友办个事袁找你借车袁
还与情面袁你又不得不借袁但又担心车辆损坏袁
或者弄个违章尧出个事故袁搞得是提心吊胆的袁
烦心不已遥

最后就是违章查处袁在市区还好袁基本都了
解路况袁不会出什么问题曰出了郊区袁不知道哪
里就躲着停放了一辆测速车袁稍微车速过快袁什
么超速尧罚款的单子就都来了袁总之袁林林总总
的事情烦着了遥

但既来之袁则安之袁自己有了车袁生活中还
是方便了许多袁所以袁心态放平袁享受幸福生活遥

买车后的感受
后勤部 肖小兵

今日春意近，明起蹄声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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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俗称野年节冶袁传统名称为新年尧大年尧新岁袁但口头上又称度
岁尧庆新岁尧过年袁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袁没有之一遥 在我的印
象中袁春节就是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尧穿新衣戴新帽尧欢歌笑语的喜庆节
日曰亲戚朋友聚集在一起畅谈去年的往事袁聊聊来年的计划噎噎但这
一切都是建立在合家团圆的基础上袁而一年一度的野春运冶正是团圆的
最大障碍遥

对于在当地就业的人来说袁春运似乎并没关系袁只是在新闻上看到
一些相关报道而已袁然而袁回想我刚毕业在北京实习的那年袁第一次面
临真正的春运袁真是百感交集遥 那时还不流行手机抢票袁大多数是到火
车票代售点或直接去火车站买票袁因此袁为了买张回家的票袁几乎跑遍
附近的代售点袁平日休息时间便到火车站排队买票袁可是排队并不意
味着就能买到票袁往往排了大半天队只得到两个字野没票冶袁只好希望
售票员帮忙看看哪天能有回家的票遥 一想到可能要一个人在外地过
年袁孤苦伶仃的袁冷冷清清袁心里就非常难过遥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袁终
于有人退票了袁我终于买到了一张加班车的站票浴 20 个小时的车程在
巨大的喜悦下变得微不足道袁只要能在除夕夜之前到家袁一切都不是
问题遥 现在想想都不记得当时在火车上是怎么熬过来的袁但却深深记
得拿到火车票之后的那份喜悦与激动袁立刻打电话告诉家人袁野我可以
回家了袁有票了遥 冶

对在外工作的人而言袁一张小小的火车票意义重大袁它承载着家人
的殷切期盼袁当经历长途漫漫回到家中袁当家人围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袁
当团圆的梦想变成现实袁一切不易都可以一笔带过袁有什么比回家更
重要呢钥

回家过年啦！
国际商务部 张霞

回顾 2015 年袁 听到最多的话无非
是袁野大环境不好冶尧野经济形势差冶尧野股
市上升又回落冶尧野原油又下跌了冶噎噎
所有人都谈论着变幻莫测的经济形势袁
传统行业逐渐面临被取代甚至是被淘
汰袁对于明天或者将来袁一切都成了未
知数遥而在这一年里袁我也经历了之前从
未有过的种种打击袁 感觉生活似一片阴
霾袁找不到突破口遥

有时也会抱怨着温水煮青蛙的大环
境袁但是袁细细想来袁不管如何恶劣的大
环境袁永远有人优秀着袁也永远有人朝着
梦想和目标耕耘努力着遥

人的进步是讲究激励与反激励的袁
有时候正面的鼓励与支持反而效果平

平袁甚至会让人恃宠而骄袁而反激励往往
能在关键时刻逼人奋发向上遥 当你觉得
生活无法突破袁又不满足于现状的时候袁
一定是你的能力撑不起你的野心袁 在这
种时候袁人们往往就会面临一种抉择袁是
顺势而生袁还是逆势而上钥我想绝大多数
人都会选择前者遥

人的一生很短袁 短到我们一晃神就
突然发现自己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袁就
已经不再年轻曰但是人的一生也很长袁长

到我们谁都有充足的时间去做点什么袁
来证明不枉此生遥谁都会有逆境的时候袁
但不会永远在逆境之中遥勾践卧薪尝胆袁
司马迁狱中写叶史记曳袁最近热播的连续
剧叶芈月传曳里的芈月袁也是从小就命运
多舛袁颠沛流离袁但因为这样的环境袁才
使她走向了人生的巅峰曰 反观从小众星
捧月袁娇生惯养的芈姝袁却远没有妹妹的
雄韬伟略遥换言之袁也许没有这些人生的
逆境袁他们未必会有如此成就袁太温暖舒
适的环境往往会让人安逸懈怠遥

别再抱怨大环境的不安定袁 这都不
是你偷懒的理由和借口袁 任何时候多做
一点点袁多努力一点点袁都不会错袁努力
是成功唯一的捷径遥

人力资源部 耿丽思

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袁 人类平均
寿命也不断增长袁奇怪的是袁人们越来越着
急遥着急长大袁着急娶妻袁着急生子袁着急事
业噎噎在历史不断的变迁里袁着急袁成了当
下一种野自然冶的生活状态遥

在我的记忆里袁我的父母就是着急的遥
在我很小的时候袁他们急着赚钱养家袁亲子
互动几乎没有袁 偶尔停下来一家人吃个排
骨汤袁在那时就是最幸福的事情遥进入青春
期后袁他们又开始着急了袁严防死守杜绝一
切早恋的发生袁直至我上大学袁偶尔一个电
话还是不断叮嘱袁 要好好学习袁 千万别早
恋遥好不容易熬到毕业袁我想着可以松口气
了袁结果他们又急上了袁看别人家嫁女儿嫁
的热闹袁他们也开始问我袁为什么你还没男
友啊钥噎噎在各种催促中袁我完成了一项项
任务袁可是袁为什么总是觉得怪怪的呢钥

我最要好的朋友渐渐也成了剩女袁说
她眼光太高也不是袁 每个女生都有自己的
坚持以及对爱情的理解袁 何况她条件这么
好遥可前几年还很淡定的她袁现如今也着急
起来了袁 不是她想急袁 而是被家里催到不
行遥在我看来袁频繁的相亲之后并没有换来

那份坚守的爱情袁反倒是多了些许迷茫遥原
本的坚持变得没有那么肯定袁 对伴侣的要
求也变得模糊不清袁到底要的是什么袁成了
她自己都搞不清的问题遥

父母秉着一切为子女好的理念袁 着急
安排各种事情袁 虽然我在各种催促中完成
了各项任务袁但是这个过程是万分痛苦的遥
在爱情来临时袁他们选择了扼杀在摇篮里袁
在我想拼搏事业时袁 他们却责怪我 野不配
合冶婚姻大事袁在我成家后又埋怨我野不积
极冶传承子嗣噎噎各种催促下袁我的生活节
奏是混乱的袁情绪是暴躁的袁心态是严重不
平衡的袁 我好似完全变成了他们一手塑造
的作品袁这样的人生袁怎能带来成就感遥

着急的人总有无穷烦恼遥 在我已婚的

同学中袁很多人嫁得贤夫袁衣食无忧袁羡煞
旁人遥 可每每相聚总能听到她们无数的抱
怨袁这比不上别人袁那得不到满足袁叹气声
是此起彼伏遥 偶尔问起袁 你们到底想要什
么钥 答案千篇一律袁更好的生活遥 可是何谓
更好的生活呢钥 却无人回答遥

在物质并不丰富的年代里袁 爱情总能
相守相依到最后袁 追求物质的丰富成了每
个家庭的共同奋斗的目标遥 在物质逐渐丰
富的现在袁爱情却成了奢侈品袁着急演变成
浮躁袁骚动每个人的心遥 与其着急行动袁不
如试着给每一个疑问一个准确定义袁 如果
想要更好的生活袁 就定义更好的生活包括
哪些袁再一样一样去实现袁给每一个欲望一
片领地袁控制好欲望袁寻找每一片领地内的

幸福源泉袁人生漫漫袁我们一定有充足的时
间去感受到所有的幸福遥

不要着急袁并不意味着放弃主动袁懒惰
不前袁它是一种生活态度袁是我们面临困惑
时袁 最好的心灵指南针曰 它是一种自我调
节袁 是浮躁生活里的镇定剂遥 让我们慢下
来袁仔细看看自己的生活袁一定能发现无穷
惊喜遥

孔 陌

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袁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袁也要处理许
许多多的关系袁有亲戚之间的袁有夫妻之间的袁有朋友之间的袁有上下级
之间的袁等等遥 随着现在手机聊天软件的发展袁QQ尧微信等软件的使用
占据了大家绝大多数的聊天时间袁 但这种聊天却是建立在网络的基础
上袁大家反而忽略了面对面交流的作用和其重要性遥面对面的交流能够
增进自己与对方的感情袁可以让双方更多地去了解对方遥

所以袁我将沟通定义为一种良好的催化剂遥
在百度词条中袁沟通的解释是这样的院沟通是人与人之间尧人与群

体之间思想与感情的传递和反馈的过程袁 以求思想达成一致和感情的
通畅遥 有没有感觉这词条解释得太高大上了?我的理解很简单袁就是两
个人袁抑或是几个人袁坐下来袁静下心来袁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袁想表达的袁
想发泄的袁想吐槽的袁统统说出来遥

无论是夫妻关系尧朋友关系还是其他关系袁我想这种面对面的沟通
方式可以有效解决双方的一些矛盾或误会袁为对方分担一些压力遥有时
候太多的情绪积压在心里袁让自己难受也会让周围的人倍感压力袁负能
量和正能量一样袁不经意的就能传播出去袁感染一大片人袁这时候袁你就
需要一个倾听者袁大家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聊一聊袁将生活中的那些快乐
与不快乐都说出来袁将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一一说出来袁正所谓旁观者
清袁你的坏情绪或许只要一缕阳光就能烟消云散遥这个倾听者不需要多
么高大上袁他可以是你的伴侣袁也可以是家人或者知心好友袁他们在为
你提出建议的同时也正是你们心灵沟通的开始遥

如果用理工生的思维来总结沟通的特点袁那就是袁发现问题袁提出
问题袁解决问题袁其中最关键的那一步就是解决问题袁方法也非常简单袁
就是大家坐下来好好交流袁我想如果大家真的都敞开心扉袁说出自己内
心真实的想法袁把自己的最本真的那一面展示给对方袁这样既赢得了彼
此信任袁也一定能加深彼此感情袁也许还能迎来爱情哦遥沟通作用很大袁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袁不过是说话而已袁但是一旦实践起来袁也没有那么
简单了袁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与心理阻碍袁这就需要我们多去尝试袁多多
经历袁 我们要学会和他人沟通袁 学会让沟通催化我们与他人之间的感
情袁增进彼此的信任袁学会多多去体谅理解对方袁这样就没有化不开的
疙瘩袁解不开的结了!

最后袁请记住袁沟通是一种良好的催化剂袁放下手中的手机袁找个
人袁坐下来袁静下心袁无话不说袁无话不聊噎噎

沟通是一种良好的催化剂
财务部 朱雨婷

野天朗气清袁惠风和畅遥 仰观宇宙之
大袁俯察品类之盛袁所以游目聘怀袁足以极
视听之娱袁信可乐也遥冶兰亭序中的这一小
段虽然只是王羲之一时的感慨袁却也足以
说明世界的美妙袁这段话亦是引导我追寻
这种美妙的向导遥 伴随年关将至袁我的心又开始不安分了袁趁着
全家出游的日子袁我选择了与全家人相反的方向去旅行遥

越南袁全称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袁一个拥有形状奇怪的领
土和漫长的海岸线的国家袁也是此次独行的目的地遥 在半个月
的精密筹备下终于等到了出发的日子遥一本书袁一支笔袁几件衣
物以及相关必需品袁还有我热爱的音乐袁以上大概就是我出行
的全部装备袁也是我每次出行的标配袁和以往唯一不同的大概
是护照和签证了袁这是我第一次带上它们出行遥一切准备就绪袁
语言是这次旅行的最大考验遥

正如叶三个火枪手曳里所说院野谁若是有一刹那的胆怯袁也许
就放走了幸运在这一刹那间对他伸出的香饵遥 冶或许正是出行
时的勇气让我异常幸运吧袁在经过了飞机尧火车尧汽车等各种交

通工具后袁 我非常幸运的在最后一段火
车之旅上找到了同行的小伙伴遥 由于大
家都来自中国各地袁有哈尔滨的宝宝尧北
京的姐姐尧重庆的健哥等等袁于是我们顺
理成章的组成了一个野旅行团冶袁我最担

心的语言问题也跟着解决了遥
临行时下起小雨袁大家依旧按计划热情高涨地穿起塑料雨

衣开着摩托车出来了遥吹着温热的海风袁翻越崎岖的山路袁享受
旅行的乐趣与考验遥 在穿过东南亚地区常见的局部骤雨地带
时袁局部彩虹缓缓掠过海面的美妙场景让人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与美好袁沿途的辛苦袁在这一刻都得到了回报遥

这场旅行有一个很美好的开始袁最后却因为一场暴雨出了
车祸遥 旅途中出点意外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袁至少我还是安
全回来了遥一直有人问我袁为什么去旅行钥出去走两三天不也行
么钥对于我袁旅行是认清自己袁找回自我的过程遥旅途很苦袁路上
80%都是在受罪袁但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20%曰人生更苦袁过程
80%都受煎熬袁但却能到达 20%才能达到的高度遥

旅 行 随 笔
国际商务部 简宇环

小幽默院
免费擦鞋

一个背着擦鞋箱的小男孩袁 在马路上
对一个过路的青年人说院野擦鞋吗袁先生钥 冶
那个青年人客气地说:野对不起袁 我赶时
间遥冶野不会耽搁你太长时间袁而且你只要花
2 个便士袁皮鞋就可以油光锃亮遥 冶男孩追
着青年人说遥 但那个青年人仍没有停下脚
步遥 这时袁 男孩愿意免费为这个青年人擦
鞋遥那个青年人看到他这样执着袁便答应让
他擦遥

男孩放下鞋箱袁 很快就把青年人其中
一只鞋擦得发亮遥接着袁那个青年人就把他
的另一只皮鞋放在擦鞋箱上遥 这时男孩说
要他付 4 个便士才肯把这只皮鞋擦亮遥 那
个青年人不愿付钱袁于是便离去了遥但青年
那只未擦亮的皮鞋在另一只擦亮了的皮鞋
映照下袁显得格外肮脏不堪遥于是他只得停
下来袁 再往回走袁 把 4 个便士付给那个男
孩遥 结果袁 年轻人的一双皮鞋很快就擦亮
了遥
大智慧院

在生活中袁有时退一步袁并不比往前进
一步更糟糕遥就商务谈判而言袁以退为进是
一种常用的商务谈判技巧袁既然硬攻不下袁
不妨就野退冶一步袁待对方上钩后袁就胜券在
握了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