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多年前一个人带着几十年的亲情尧友情尧乡情来
到了新余袁开始了新的生活遥 带走了家中老人心头上的
那根思念的牵挂线袁 长长远远地系到我现在生活的地
方袁来来回回地扯动着遥

因为远嫁他乡袁在交通闭塞的农村袁父母亲常常眺
望山外遥远的那边袁放长了目光袁满心的离愁袁惦记着远
方的我遥交通发达了袁开通了直达老家的高速公路袁我和
老公在第一时间借了一辆车自驾返乡袁在经历了三个小
时的颠簸后到了家袁满脸红光的站在父母面前袁父母根
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袁只是准备一顿饭的时间袁女儿
就已经真真切切的站在了跟前渊以前在路上辗转倒车要
十来个小时袁每次晕车的我都是疲惫不堪冤遥母亲开心地
说院野有高速有车真好啊袁以后可以常回家了遥冶为了母亲
的心愿我努力去考了驾照袁为的就是更方便回家看看亲
人遥 但是母亲在高兴之余还是忍不住担忧袁以后你老了
怎么办袁不能开车了还是很难回家噎噎我沉默不语遥

就在今年袁老家市里通了高铁袁只需 2 小时 6 分钟袁
就能到达了遥 返程时母亲高兴的念叨院终于不用担心你
年纪大了不能回来了袁真好啊浴 那份愉快欣慰的心情难
以用言语来表达袁泪水瞬间潮湿了双眼袁真是野儿行千里
母担忧啊冶遥在家团聚的日子袁我尽量每天都努力地帮着

母亲做家务尧弄饭袁去菜园里摘母亲亲手种的菜袁打扫打
扫屋子袁清洗清洗衣服噎噎母亲呢一下子弄个汤袁一会
儿煮个点心袁刚放下又递个水果放在你手上袁口干了马
上一杯水就送到了你的面前噎噎总是希望我能不断地
吃袁吃得饱饱的遥夜深了还迟迟不愿离开去休息袁扯着家
常袁念着过去的岁月遥 有着叙不完的情袁诉不尽的思念袁
弥散不去的笑声袁数不清的祝福袁播不完的希望袁一切都
是那么的美好和憧憬遥

离开时袁父母亲神情落寞的站在汽车的后方远望着
我们远去的背影袁 那份执着的不舍是那么的沉重而冗
长遥我何以忍心伤其如此之深钥但是生活还是在继续袁忠
孝不能两全袁平时的孤单和寂寞袁盼望和期待的就是逢
年过节时儿孙绕膝袁彻夜长谈遥就是这样最平常的生活袁
已经成为两位老人的幽深眼眸里深切的渴望遥 我知道袁
只有我好他们才能好遥 我在努力着让自己过得更好袁虽
然这样不能减少他们的牵挂但是可以让他们放心安心遥

现在还年轻袁能回家时多回家陪陪父母亲遥 当我们
一年只回去一次或者觉得没有必要回家时袁父母亲的那
根牵挂线仍在遥远的那边紧紧地拽扯着袁从来都不曾放
手过袁而我们永远都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遥

歌声响起院祝您平安浴

一 线 牵 挂
质量部 程玉兰

阳春三月袁漫步在金黄色的油菜花田里袁四处弥漫着花
粉的香味袁让温和的阳光洒满全身袁闭上双眼袁让阳光亲吻
着脸颊袁拂面的微风带走阵阵花香遥 可以回味着曾经袁也可
以畅想着未来的某一个时间遥 刹那间袁半晌的记忆却定格在
了瞬间飞过头顶的那只莺上袁俯身在这花海里袁春天就这样
悄然而至袁枝头的金黄色小花袁碧绿的草地袁殊不知春已在
前头袁而你却在我心头遥

车子行驶在郁郁葱葱高山丛林间的墨色柏油马路上袁
不快不慢袁时而有几棵小树从身边划过袁时而有几亩稻田经
过袁时而爬上青绿的山丘袁时而驶向热闹的小村庄遥 路很干
净袁甚至像水洗过一样袁路过错落有致的房子袁灰色的瓦片
和暗黄色的墙壁袁还有那红红绿绿的藤蔓爬满窗棂袁偶尔有
一两间房舍的烟囱里袅袅炊烟袁 我愿意寻找这样一个安静
的小镇袁也有那么一座爬满花草的房子袁陪着自己心爱的人
一起老去遥

在一个盛夏的早晨袁拉开窗帘袁早晨深红色的朝阳洒满
卧室袁走上阳台袁蔚蓝色的天空中悠闲地飘过几朵白云袁倒
影在房前的小河里袁河水不深不浅袁不动也不静袁偶尔有几
只小鱼小虾游过袁漾起浅浅的波纹袁河边的水草上不时地低
落下一颗晶莹的露珠袁远处的钟楼静静地矗立在那里袁倒影
却布满了这段小河袁在闲暇时间袁坐在小河边的石凳上袁钓
钓鱼噎噎

多年的小院已经慢慢逝去了昨日的光鲜袁 恰似一本看

了许久都爱不释手的书本一样渐渐泛黄袁墙上爬满的花草也
渐渐绽放了花朵袁不娇艳袁也不媚俗遥屋顶上的瓦楞间似乎还
能看到一点点青绿色的苔藓袁毛茸茸的袁很想伸手去抚摸那
一抹绿袁但不忍心去破坏这一份宁静与和谐遥 也许我们会牵
着手从这旁边走过袁嬉笑着却不会去采上一朵捏在手上遥 就
让时光的记忆镌刻在这古老的墙壁上袁让岁月去回忆那一份
古老遥

走进一段深深的巷子袁 抚摸着两边五颜六色的墙壁袁仿
佛能够感觉出曾经这条巷子的华丽和热闹袁 脚下的石台阶
上袁满眼的青绿色像绒毯一样袁忍不住脱掉鞋子走上去袁感受
这从未有过的丝丝凉意遥绕过巷子袁来到一棵开满花的树下袁
抬头仰望枝头袁斑驳陆离的阳光洒在脸上袁枝头的鲜花灿烂
如你笑脸遥

来到这一条闹市袁穿过江南水乡街市上花花绿绿的油纸
伞袁走进一家安静的咖啡小店袁坐在仅有一米阳光照进来的
角落里袁悠悠地喝上一杯热咖啡噎噎

倘若人生有这样一处场景院 在第一缕朝阳落到窗前时袁
你我搀扶到巷口看着太阳升起袁而后结伴去闹市的街头买一
些水果蔬菜遥 午后我坐在小院葡萄树下的摇椅上袁静静地读
上一会书袁 你在小院的菜园里修剪着番茄架上多余的枝头袁
傍晚我们漫步在洒满晚霞的田埂袁感受这黄昏泥土的芳香遥

午后噎噎 阳光噎噎 长椅噎噎 那俩人噎噎
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天荒地老吧浴

寻一座小镇袁守一人终老
光伏应用工程有限公司 方丰儒

理想对我们每个人是那样的
重要袁但一路走来袁又有多少人能
坚持自己的理想袁 不动摇不放弃
呢钥 人生需要带着理想出发袁我们
前进才不会迷失方向袁 才能获得
更多的助力遥 所以袁让我们一起袁
带着理想出发吧浴

带着理想出发袁 我们会有更
多的动力使我们前进遥 理想是我
们每个人的精神支柱袁精神不倒袁
梦想总能实现遥 看那深山里的孩
子学习那么努力袁 因为他们有理
想袁 那就是袁 走出这片被群山包
围尧交通闭塞的落后村子袁他们不
甘心这辈子就这样结束袁 他们渴
望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遥 再
看阿里巴巴的商业奇迹袁 马云开
始创业时也没有那么一帆风顺袁
他吃闭门羹尧坐冷板凳袁但他在车

上是这么跟同事说:现在
这座城市不认识我袁但三
年后这座城市会为我骄
傲遥 三年后袁他真的做到
了袁而这就是理想给人的
动力袁 让人不断地朝着目标一步
步前进遥

带着理想出发袁 我们前进的
方向才不会迷失遥 方向意味着最
终的目的地袁一旦迷失袁我们的终
点就无法到达遥 很多人做了很多
的努力袁 却一直没有成功袁 为什
么钥 因为他们在奋斗的过程中渐
渐地模糊当初的理想袁 与理想的
终点渐行渐远遥 理想不只是要用
行动去实践袁 也要千百次的在心
中呐喊袁时刻立清自己的理想袁是
成功的关键遥 坚定一份信念袁让它
引领你前进袁带你到达终点遥

带着理想出发袁 我们才能有
足够的动力一直坚持袁 有理想为
伴袁这一路再多艰辛也不愿停下袁
我们坚定心中的信念袁 怀着一腔
热血袁 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奋斗
拼搏袁执着地走下去遥 如果你要问
我袁为什么那么多人没有成功袁我
只能告诉你袁 他在理想的道路上
放弃了袁 他并没有固执的坚持到
底袁没有用尽全力去实现遥

理想是人生的指南针袁 让我
们知道如何前进袁 带着理想出发
吧袁不要辜负这场生命浴

带着理想出发
组件制造部 胡春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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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度有句谚语
是这样说的院野请慢走
一点袁等一等灵魂冶遥
简单的一句话袁却让
人深思遥

随着时代的变迁袁 在全国人民的共同
努力下袁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袁人们的生
活越来越富足美好遥但与此同时袁当我们静
下心来回味时袁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袁不知在
什么时候变成了路上那个匆匆而去的背
影袁 似乎像一只一刻都不能停止旋转的陀
螺一样袁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袁没有时间
陪伴家人袁没有时间与朋友谈心聊天遥整天
忙工作尧忙赚钱尧忙升职尧忙这忙那噎噎为
我们的物质生活打拼着袁 以至于我们来不
及停下脚步去感受生活的乐趣遥 不知不觉
中袁我们在生活中背离了自己袁在诸多欲望
的驱使下袁我们开始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袁做
着不由己的事儿袁没有幸福感和方向感袁每

天过得迷茫又混沌遥
那么我们该如何改变这些袁 使生活呈

现一番新的景象呢钥
这就要我们走的慢一点袁带上灵魂袁用

心体会我们的生活遥从日常小事做起袁改变
我们匆匆而无目的的习惯袁读书看报袁不再
只是浏览标题尧一目十行袁而是慢慢细读去
领悟书中的风物人情曰 常回家看看父母或
是把父母接到身边袁 有时候父母只是想让
我们陪他们吃顿家常饭曰 常和朋友面对面
谈心聊天袁倾诉生活中的喜忧袁互相扶持宽
慰曰多出去旅行袁但不要跟团袁体验亲自制
定路线袁订车票的快乐噎噎

类似于这些生活中的诸多日常琐事袁
只要我们用心袁都会别有一番滋味遥 我们
或许没有浅草没马蹄的那种闲情袁也没有
采菊东篱下那份悠然自得袁但只要我们带
上心生活袁生活必然给予我们意想不到的
惊喜浴

带上心生活
技术工艺部 孙立强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人类的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袁人们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袁有人在感叹
这世界的变化之快袁当我们享受这便利时袁也有人在反
思我们是不是失去了什么遥

当我们高歌猛进的发展科技时袁当我们一味追求更
好的物质生活时袁 我们很少有人还会记得那些古朴的
旧东西遥如今的社会处于一个交通便利袁科技发达的时
代袁那些老旧的生活习惯也被一一取代袁现在想看书不
需要特意去买袁 只需在电脑上动动手指找到电子书就
能实现袁 玩游戏也不用去游戏厅袁 只需下载一个 APP
就能在手机上轻松娱乐袁 而以往只是打电话的手机也
不仅仅局限于打电话了袁 它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不可缺
少的一环袁而且人手必备袁所以袁人们的交流方式也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遥 逢年过节袁家人总会齐聚一堂袁唠唠

家常袁可是这样的现象一年比一年多要要要用手机与别人聊天的越来越
多袁而与亲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袁这份亲情是不是也被手机给取代
了钥再有袁进门第一句话就是院你家 WIFI 密码是多少啊钥然后抱个手机
玩的不亦乐乎袁什么做客的礼貌礼仪袁什么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袁都不如
眼前的手机重要了遥 过去人们都是靠书信来表达自己袁或喜悦或悲伤袁
不论怎样的情感袁总能随着一笔一划流露于字里行间袁现在通过手机复
制粘贴就能转发一条条短信袁每逢节日袁手机里收到那一条条的短信千
篇一律袁那短信又有多少人会去认真的看呢钥 如今的我们都会怀念自己
的童年袁一群小伙伴在一起玩袁打打闹闹袁即使吵架了也是一会就会和
好的事袁我们都活在自己那单纯的小世界中遥 现在的小孩袁大部分都是
玩电脑尧手机游戏袁几乎没有与其他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概念袁等他们
长大后想起童年的时光袁会不会觉得少了什么东西少了什么人呢钥

随着科技的发展袁 一大部分人都在享受电子产品带来的快乐袁享
受科技生活带来的便利袁 又有谁还会去坚守那旧时代的生活方式呢钥
但是新的生活方式有好处袁也有坏处袁如何在两者之间取舍袁即能获得
科技带来的便利袁又能保留住人类最原始的生活情感的交流袁那才是
值得去探究袁去反思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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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很大袁我们很渺小遥 从一出生袁我们就
面临着选择袁选择谁成为我们的朋友袁选择我们
的梦想袁选择我们的工作袁包括选择我们的另一
半遥 人生本就是一道选择题袁不论对错袁都由你
自己检验遥

而我们又都是一个矛盾体袁面对选择袁或恐
惧袁或退缩袁或徘徊不定袁或犹豫不决袁我们无可
奈何袁害怕走错一步袁就会抱憾终身遥 前一段时
间看一部电视剧袁 里面的一段话我非常认同袁
说院野当面临两个选择时袁怎么办钥有些人会选择
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袁并不是觉得它会给我们
对的选择袁只是在硬币抛向空中的瞬间袁我们内
心已经有了答案袁 你突然知道你希望它是什
么冶袁其实一切选择皆来自于心袁心定了袁选择也
就没那么难了遥 有朋友跟我说袁你总是给身边
的人正能量袁而我却永远都是负能量袁我想袁我
只是选择了快乐袁而你选择了悲伤遥 其实袁选择
快乐袁也需要勇气袁不是所有事所有人都能让你
顺心如意袁每个人都会有失落的时候袁只是悲伤
的人不懂得如何化悲愤为力量遥

有时候选择放弃也是一种精神袁有些事情袁
要想得到就必须要付出时间和精力袁付出了还
得要学会坚持袁当你觉得做这件事情真的很难
的时候袁那么就选择放弃吧袁但是一旦放弃了就
不要去抱怨某件事情你是有多么的无奈袁多么
的身不由己遥 人生就是这样袁世界真的是公平
的袁地球每天都在转动袁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
努力去决定自己生活的样子袁只要你努力了袁我
想结果也不会很坏袁至少无愧于心遥

选 择 技术工艺部 宋芷葳

善钓者袁 都通晓一个道理袁 越是险恶的钓
钩袁越要有鲜美的饲料作为装饰袁在生活中也是
如此遥一种事物看似光鲜美好袁似乎不用付出任
何代价就能唾手可得袁 那么你就要警惕其中的
野鱼钩冶袁也就是潜在的危险遥

警惕生活中的野鱼钩冶袁你需要有敏锐的目
光袁有了像鹰一样锐利的目光袁洞察了饲料下的
钓钩袁你自然是会敬而远之的遥明代著名清官海
瑞袁作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袁为官数十载袁官至史
部尚书袁如此位高权重袁死后家中却连丧葬费也
拿不出遥 海瑞锐利的眼睛早已看透了金钱包裹
着的野钓钩冶袁因此袁洁身自好袁成为传奇人物遥倘
若海瑞也与当时其他人一样没有看透金钱的诱
惑袁恐怕也不会有他去世之日举国哀号袁青史留
名了吧浴

警惕生活中的野钓钩冶袁你需要辨别是非的
能力袁只有分辨出事物本质及其将导致的后果袁
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遥历史的车轮覆辙而退袁让
时空再次交汇于那个令人扼腕叹息的瞬间遥 当
岳飞被十二道金牌追回袁 当岳飞一腔热血染红
大江时袁秦侩便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袁他是个
有才华的人袁书法成就令人叹为观止遥 然而袁只
因他缺少了明辨是非的能力袁 错误的估计了杀
害忠良所造成的后果袁 所以他被生活的钓钩永
远地钩住浸泡在历史的汪洋中袁野青山有幸埋忠
骨袁白铁无辜铸逆臣冶遥

警惕生活中的钓钩袁你需要洁身自好袁不慕
虚荣的品质遥有多少人袁知法犯法袁以身试法袁最
终又被绳之以法浴 他们之中大多都了解看似不
付出代价可得美之物背后的潜在危险袁 却还是
执迷不悟袁何哉钥因为他们缺少一种洁身自好的
美德袁他们认为在野暗箱冶之中无人可知袁但天知
地知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袁若想人不知袁除非己
莫为遥

警惕生活中的鱼钩
组件制造部 钟珊珊

最好的裁缝

纽约的一条街道上,同时住着三家裁缝,手
艺都不错遥 可是袁因为住得太近了袁生意上的竞
争非常激烈遥 为了抢生意袁他们都想挂出有吸
引力的招牌招徕顾客遥

第一个裁缝在他的门前挂出一块招牌袁上
面写着这样一句话院野纽约最好的裁缝浴 冶另一
个裁缝看到了这块招牌袁 连忙也写了一块招
牌袁第二天挂了出来袁招牌上写的是院野全国最
好的裁缝浴 冶

第三个裁缝是个犹太人袁外出未归遥 他的
老婆眼看着两位同行相继挂出了这么大气的
广告招牌袁抢走了大部分的生意袁心里很是着
急袁 为了招牌的事开始茶饭不思要要要一个说
野纽约最好的裁缝冶袁另一个说院野全国最好的裁
缝袁冶他们都大到这份上了袁我能说世界最好的
裁缝钥 这是不是有点儿太虚假了钥

几天后袁犹太裁缝回家了遥 老婆向他说出
了苦恼袁他微微一笑袁说不用着急袁他们在为我
们做广告呢遥 他也挂出了自己的招牌遥 果然袁又
来了很多生客袁这个裁缝从此生意兴隆遥 招牌
上写的是什么呢钥

这个裁缝的口气与前两者相比袁 很小很
小要要要

野本街最好的裁缝浴 冶
野本街冶最好袁那就是这三家中最好的遥 你

看袁聪明的犹太裁缝没有再向大处夸自己的小
店袁而是运用了逆向思维袁在选用广告词时选
了在地域上比野全国冶尧野纽约冶要小得多的野本
街冶一词遥 这个小小的野本街冶却盖过了大大的
野纽约冶乃至大大的野全国冶遥

大智慧院
当你的竞争对手超过你时袁不要着急袁而是

要详细研究他们的优势何在袁只要你能找到答
案袁再想方法野站冶在他们的肩膀上袁那么你就
是最好的了遥

把酒言欢月当歌，

岁岁年年梦秋来。

岁月如梭人渐稀，

望君片停心可知。

物欲横飞心仍专，

此乃人生真豪杰。

白驹过隙志不移，

定转乾坤斗转移。

国内销售部 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