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颗熟透了的苹果掉
在地上袁 只需弯弯腰便可
捡的到, 但你是否知道它
里面或许藏有一只大青虫
子钥树旁一片鲜嫩的蘑菇袁
色彩艳丽袁但你是否知道它的陷阱钥 一旦踏进
便会有不可收拾的结局袁莫被浮华遮了望眼遥

鱼钩上鲜美的东西诱惑着小鱼儿袁 它明知
道也许有鱼钩在后袁却还是要试一试袁只因为
它抵挡不了鲜美的味道袁而这看似也不需要付
出任何代价遥 可是它错了袁最容易得到的恰是
最需要代价的袁钓者希望小鱼付出的代价就是
它的生命袁 小鱼为了追求这一点点的鲜美袁而
将生命至于悬崖边上袁真的值得吗钥 因此袁不要
被浮华遮住了望眼遥

穿梭在物质欲望的世界里袁 有多少人被金
钱所诱惑袁又有多少人被利益所左右钥 然而袁他
们之中也有 野出淤泥而不染袁 濯清涟而不妖冶
者袁视金钱如粪土袁视荣耀于淡泊遥 居里夫人袁
一名伟大的女科学家袁淡泊名利袁把获得的奖

金捐给慈善机构袁把
获得的奖牌给儿子
当玩具袁丝毫不受名
利的影响袁专注在科
学事业上曰张良在帮

助刘邦稳定江山后毅然选择归隐袁 曾经政坛上
的叱咤风云不再有袁 甘愿在山中悠然闲适的生
活遥 如果居里夫人注重名利袁张良看重权位袁他
们还能不能取得那样的成就钥 他们是否还会在
我们心中闪耀着光芒钥 他们是否依然会被后人
传颂钥 我想是不会袁不要被眼前的浮华迷惑袁人
生的路途才不会只是单调的颜色遥

有人拒绝诱惑就有人会接受诱惑袁 甘愿被
权力所奴役袁为金钱而服役袁让权益遮蔽了自己
的心袁 让浮华迷惑着踏上了犯罪的道路遥 周永
康袁利用自己的职权之便收受贿赂袁这种可耻的
行为难道应该发生吗钥作为国家机关干部袁知法
犯法袁以权谋私袁一念之差袁误了一生遥

莫被浮华遮望眼袁听听心中正确的声音袁那
你人生的道路上何处不是花香满径呢遥

莫被浮华遮望眼
组件制造部 钟珊珊

作为一名对电影有着浓厚兴趣
的我而言袁电影叶风声曳无疑是近几
年来印象最深刻的影片遥 电影刻画
出了多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院爱
搬弄是非且带点娘娘腔的司令侍从
官白小年曰表面上胆小怕事尧惟命是
从袁 实际上世故圆滑的军机处处长
金生火曰做事认真袁善于伪装自己袁
内心深处善良正直的译电组组长李
宁玉曰为了国之大计韬光养晦袁忍辱
负重的大队长吴志国渊老枪冤噎噎这
一个个鲜明的人物都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遥

叶风声曳是一部讲述中共地下党
员潜入汪伪政府获取情报袁 被敌人
发现后所发生的各种斗智斗勇的故
事遥 顾晓梦袁这个在放浪外表下有着
大智慧和牺牲精神的女人袁 同时也
是行政收发专员袁 在不知情的情况
下给组织传递了错误的情报袁 在面
对敌人的各种猜疑和试探时袁 她临
危不乱袁 以牺牲自我的悲壮情怀顺
利的将情报传递出去袁 避免了地下
组织被一网打尽遥 虽然最终她牺牲
了自己的生命袁却挽救了整个名族袁
保全了大局遥 影片以顾晓梦为主线袁
衍生出与李宁玉之间的深厚情谊袁
与吴大队长通过变化曲调传递消息

的叶空城计曳相识袁知道同为组织内部
人员之后的相互配合袁不惜牺牲自我
以保全对方的精神遥 这种种都让人
为之动容遥

电影看到最后袁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袁身在美好社会主义今天的我们袁
之所以能够如此安宁幸福袁都是因为
在过去那段烽火连天的日子里袁有着
无数像顾晓梦和吴志国这样的爱国
人士袁他们用无畏的精神袁无私的奉
献袁在名族危亡之际袁勇敢的站出来袁
始终坚信只要能获得最终的解放胜
利袁放弃生命又有何不可钥 无数的他
们袁抱着这样坚定的信念袁用宝贵的
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安定与繁荣遥

在以票房来衡量电影好坏的今
天袁近几年叶风声曳的票房成绩或许不
是最好的袁却仍旧是我心中最有意义
的一部电影遥 它所传达出来的情感袁
是不能以票房多少来衡量的袁每个人
心中都有一杆秤袁人性的光辉和历史
的教训都提醒着我们袁不要忘记过去
那些为了我们美好生活赴汤蹈火袁无
畏牺牲的同志们袁也正因为如此袁当
下的我们才更要珍惜现在拥有的这
来之不易的和平社会遥

最后袁让我们向英雄们致敬浴 勿
忘心安袁如此这般遥

电影《风声》观后感
设备设施部 周 峰

电池制造部 廖汉芬

小幽默院
毯子里的蛇

一个卖毛毯的商人在巡
察店铺时袁发现放在地上的毛
毯中间鼓起了一块袁就上前用
脚把它弄平遥 但奇怪的是袁没
多大一会儿袁另外一处又隆起
一块袁他再次去弄平遥 可是冥
冥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专门
和他作对袁隆起的地方越来越
多袁 他不得不一直地弄下去袁

可总有新的地方隆起遥商人气
坏了袁 他猛地拉开毛毯一角袁
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遥 一条
蛇却立刻溜了出去遥
大智慧院

仔细观察一下袁我们不难
发现袁其实每一个人尧每一个
组织尧每一个企业身上都会存
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遥面对这

些缺陷和不足袁我们必须端正
自己的态度袁 不袒护自己袁有
勇气深入地剖析自己袁并敢于
野掀开地毯的一角冶遥 野鼓起一
块袁弄平一块冶尧得过且过的做
法只会把我们推上失败之路遥

许多人在解决问题时袁都
是野头痛医头袁脚痛医脚冶袁根
本发现不了到处潜藏的危机袁
想不到那些隐藏在表面现象
背后的大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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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叮铃噎噎叮铃噎噎冶伴随高考最后一场考
试的铃声我走出了考场袁 深呼吸着学校的空气袁
我知道我的高中岁月光已经结束了袁我也知道我
的学生时代迎来了休止符遥 青春袁已经远去袁看着
那群少年单薄的身影袁看着身边每天一起吵吵闹
闹的同学袁我不由得笑了要要要我们毕业了浴浴

晚上班级聚会袁聚会那就少不了酒了袁连不
怎么会喝的我都免不了喝上几杯袁慢慢的我们都
有点醉意袁开始说着毫无边际的话袁聊着毕业了
去干嘛袁现在想想也是苦笑一声袁真是年少轻狂袁
但这也是青春段落的一个小终点袁希望也是一个
新开始遥

高考结束后最紧张的就是查成绩了袁虽然我
知道我的水平但成绩还是要查询一下的袁就在按
回车的瞬间我终究还是停顿了袁 说期待又不是袁
说担心也不算袁只是结果呼之欲出时的紧张遥 键
盘清脆一声袁窗口弹出袁呵袁果然没有奇迹发生遥

没有考上就只好整体浑浑噩噩混日子袁爸妈
看我天天如此袁 就拜托表哥带我去瑞晶报名袁找

个工作也有点事做遥 但一开始我是不想来的袁我
就想着先玩一段时间袁每天就知道玩袁也没打过
暑假工袁有点抵触情绪遥 后来袁当我知道我家里连
平时开销的钱都是借来的时候袁 我决定去找工
作袁即便再不懂事袁我也明白借的钱早晚一天还
是要还的袁跟随表哥我来到瑞晶报名遥 上班的前
一天晚上家人还是不太放心的对我反复叮嘱袁他
们知道我与比我大很多的人不知道怎么接触尧交
流尧沟通袁所以叫我不懂的要多问袁对人要热情袁
领导批评你袁你就好好的听袁犯了错误千万别一
味的推卸责任噎噎他们说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袁也
说了很多很多的细节袁 要是以前我肯定不耐烦

了袁而这次我并没有袁一方面是我懂得这是他们
对我的爱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第一份工作我有点
小兴奋吧浴

第一天上班袁 开早会时我简单的做了自我
介绍袁会议的内容我自然是一点也听不懂袁但能
感受到他们很严肃也很严厉袁 之后主管说院野你
今天就跟她好好学袁熟悉一下遥 冶我回头看了看
她指的那个人袁不高不矮袁瘦瘦的袁而我这天的
学习目标就是收片子遥 刚开始收袁我就直接弄碎
了一片袁过了一会又碎了袁不知道是手抖的厉害
还是心里紧张袁 反正看起来挺简单的吸片子到
我这里就好难了遥 野一开始是这样的袁我刚来的

时候也碎了好多袁冶 师傅笑着说袁野你慢点收袁别
急袁等你熟练了就能像我出一个收一个了遥 冶时
间总是过得很快袁一眨眼就到下班的时间了袁我
一个人骑车回家袁走在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袁
那漆黑的夜晚并不可怕袁 因为我知道有他们坐
在门口等我回家遥

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袁 我也转到了晚班袁
第二天下班的时候袁他们也像之前一样在门口等
我回家袁问我上班的情况遥 之后我又换了一个师
傅袁这段时间也感觉自己每天都在慢慢成长和进
步袁也逐渐适应了这里的工作环境袁我已不再是
温室里的一朵小草袁 也不能还像个孩子一样袁什
么都不去想袁什么都不愿做袁过去的我也许不够
成熟袁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袁我懂了承担袁也明白了
责任袁更了解了爱的意义袁是是非非袁花开花落袁
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袁也是陈旧的结束遥

成长的路上,你越是畏畏缩缩袁越难以控制内
心的恐惧噎噎

相信自己袁你能行浴

成 长 的 足 迹
质量部 梁梦华

野人说山西好风光冶确实如此袁三晋大地袁地处
中原袁自古就是兵家重地袁因此三晋大地上留下了
许多王朝的遗迹袁而山西又临黄河袁省内河流众多
且各有各的风景袁 而我的家就位于三晋大地上一
处不起眼的小县城里要要要曲沃遥 小城故事多袁如今
这座不起眼的小县城袁 却是三晋大地的名称缔造
者袁何解钥 野天府雄风袁三晋重地冶袁曲沃在古时为晋
国的都城袁曾有冶武公据之以兴晋袁文公依之而称
霸冶的传奇袁同时它也是晋国军事尧经济尧文化的中
心遥 在这座小小的县城里袁有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十
大考古发现之一要要要天马遗址袁 该遗址已发掘西
周时期晋国诸侯墓葬一千余座袁 还有目前全国所
发现西周时期最大的真车真马坑袁 比秦始皇兵马
佣早 606 年遥 我们年轻的一代袁在外称呼曲沃为沃
国袁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古晋的都城袁更多的是因为

它是华夏的起源地遥在我的野沃国冶不仅发现了石器时代的遗址袁还有
上古野三皇冶之一炎帝的祭祀地袁也许你会说炎帝的祭祀之地多了袁有
啥好稀奇的袁那么如果这里还是野三皇冶之一黄帝的的埋葬之地呢钥没
错袁你没听错袁叶史记曳载袁野黄帝崩袁葬桥山冶袁而桥山就在曲沃境内遥在
曲沃袁随处都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文气息袁著名的革命家彭真就诞生在
这座小县城曰顾炎武先生在曲沃期间袁也发出了那千古一叹要要要天下
兴亡袁匹夫有责遥曲沃的风景也是亮点袁这里水库众多袁太子滩温泉为
你解除疲惫袁磨盘岭带你领略田园风光遥

这片土地袁在如今也许并不那么起眼袁但是它有着丰富的内涵袁它
记载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进程袁 一系列的考古发现都在证明这片土地
的价值袁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到自豪袁曲沃袁我的野沃国冶袁每次回到家乡
都能带给我不同的感受遥 曲沃袁你值得一去浴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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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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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宜春美丽
的温汤镇遥

每年我们一家四口都
要回温汤袁回到家第一件事
就是去热闹的温汤街走走
转转袁其实在温汤最吸引人的地
方就是温汤玉盘街旁的那口古
井了袁 玉盘古井温泉水四季不
绝袁古井每年都会吸引很多的外
地游客来这泡脚袁 井水水温在
70 至 80 度左右袁泡脚是最舒适
不过的了遥有些外地老人甚至在
温汤镇离古井不远处买了房子袁
每天早上起床就提着木桶去古
井那打水泡脚袁有的一天泡好几
次呢浴你想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
爱泡脚吗钥 这都是因为古井的
水遥 古井温泉水是世界稀奇的低
矿化度的淡温泉袁 富含硒和其他
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袁能
够增强肢体免疫力袁 清除体内的
氢氧化物袁对糖尿病尧高血压尧高
血脂尧 风湿病等都有着明显的改
善作用袁正因为古井温泉水的野稀
奇冶袁才让更多的人爱上温汤吧遥

爱泡的人多了袁有时就免不
了要排队浴 这时的古井呀袁真是
别有趣味遥 打好水的人们可以坐
在旁边的凉亭里袁 一边聊天袁一
边泡泡脚袁有的还带来了毛巾袁用
毛巾热敷在膝盖上袁 促进身体的
血液循环袁这真是一种享受呀浴 当
然袁对于很多游客而言袁没有谁会
随身带个桶出门游玩的袁这时袁不
要担心会错过这样的体验袁 因为
古井旁边就有出租木桶的商铺袁
所以来到温汤的人袁 都有机会体
验这里的古井温泉泡脚哦遥

温泉的宁静与热闹的游客
共同打造了一个不一样的温汤袁
温汤镇也就是这样一个充满青
春活力袁 悠闲且舒适的地方袁我
想袁我的家乡一定会吸引更多的
游客袁它的美一定会被越来越多
的人了解并欣赏遥

走进温汤
电池制造部 易 艳

岁月轮回袁季节更替袁随着天气的逐渐
回暖袁一年之春又悄悄来临遥 几天前的周末袁
同事们兴致高昂地商量着要组织一次春游遥
在我的记忆里袁春游好像只有在上学时学校
组织过袁每次春游心情都无比高兴袁这次袁我
也兴奋不已遥

春天袁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袁大地回春袁一
切都充满了生机遥 以前在外地打工袁平时工
作大家都各自忙于自己的事情袁下班后又各
自回家袁没有时间相互交流袁所以公司每年
都会组织去旅游袁而每次旅游收获到的不只
是游山玩水时的舒畅袁更多的还是同事之间
的感情袁出门在外彼此照顾的感动遥 这次春
游袁我们一致选定的目的地是昌坊袁昌坊对
于新余人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地方袁没去
之前我们对这里都充满了好奇噎噎

周末终于到来了袁早晨我们一同约好八
点半集合袁大家如约而至袁前往目的地昌坊
村遥 不到半小时的路程就抵达了目的地遥 昌
坊位于新余市北部山区袁离国家重点风景区
仙女湖仅一山之隔袁 是国家 AAA 级旅游景
区遥 下车后袁映入眼帘的昌坊山环水绕袁村前
锦溪的水清澈透底袁 听说绕村的泉水有 32
处袁溪水四季长流不息遥 文化广场上放着动
听的音乐袁我们一起沿着村前的锦溪漫步而
上袁有说有笑袁置身于这如诗如画的环境中袁
忘记城市中的喧嚣袁忘记工作中的压力遥 这
里空气清新袁阳光和煦袁芳草茵茵袁在这场春
季的郊游中袁 所有的疲劳和压力都已消除遥
一路往前袁 村前的街市上有着各种农家小
吃袁我们来到昌氏祠堂袁祠堂宽大袁是仿古建
筑袁墙壁上挂满了野古匾和古画冶袁这个祠堂
见证了昌坊村的历史遥 昌坊犹如一幅美丽的
画卷袁无一处不吸引着我们袁我们绕着村子
走了一圈袁去夏布坊参观了纯手工织造的夏
布遥 还有村里那口古井袁到过昌坊的人我相
信每个人都会喝上一口古井的泉水袁体会那
份入口的甘甜遥

转眼这次的春游即将结束袁昌坊虽然占
地面积仅为 4 平方公里袁但这里却能让人们
享受吃尧喝尧玩尧行尧购一条龙服务遥 春天的昌
坊到处生机勃发袁相信秋季的昌坊也会有一
番别样景象袁我们都期待昌坊那占地 600 亩
的生态果园袁果园里的蜜桔袁桑果袁杨梅袁葡
萄等许多果树袁在秋天会结出多少甜果遥

再见了袁昌坊袁在这里我们度过了一个
开心愉快的周末遥

组件制造部 邱梅连

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
停停袁 也一个人看书写字自己
对话谈心袁 一个人的日子过的
久了袁 起初的自由也慢慢的转
化为孤单袁 就渐渐的变得懒惰
起来袁不愿做饭袁不愿出门袁不
愿去外面走走袁 做什么事情都
提不起兴趣袁 仿佛生活在凝固
的世界里袁 我想这是孤单在作
怪袁所以袁我决定给自己找个小
伙伴遥

小喵是只小松鼠袁 它最大
的特征是背上有五道长长的条
纹袁俗称野五道眉冶袁它的学名也很文艺
范袁花栗鼠遥 在它到来之前袁我做了很多
准备院豪华别墅尧吊床尧草窝尧跳板尧水果尧
酸奶尧干粮等等一系列它会用到的东西袁
并充分的了解了它的生活习性袁 以及下
定了要和它成为亲密无间小伙伴的决
心遥 甚至幻想着以后和它朝夕相处袁你侬
我侬的甜蜜小日子遥

小喵的到来袁 结束了我这了无生趣
的日子遥 由一个人的生活袁变成了一人一
鼠的日子袁小喵可谓是我的良师益友袁它
成功的治好了我的拖延症袁 每天牢记给
它喂食尧喝酸奶袁偶尔再一起合个影什么
的袁如果忽略它不太亲近我这一点袁和它
的相处也是其乐融融啦遥 日子如果一直

这样过下去也是极好的袁 但是往往平则
生变袁 或许在小喵柔软的身体里也藏着
一颗和我一样蠢蠢欲动的心袁所以袁趁着
喂食的小小空挡袁它居然野越狱冶了遥 万幸
的是袁它还没有跑出太远袁只是静悄悄躲
起来了袁如果出了这房间袁我想它的归宿
只会是葬身猫腹了遥 但是我并没有去抓
小喵回来袁 我只是让小喵别墅的门依然
大开着袁好吃好喝的依旧供应着袁等它饿
了袁自然会自己回去的袁我在心里是这么
暗想的遥 生活就是这样子袁预想的和现实
总是有那么点差距遥 小喵后来真的想回
到它的别墅里袁 就在回去的途中袁 小喵
野偶遇冶 了一直对它虎视眈眈的小狗多
多袁多多只是对它很好奇袁可是它的尖牙
太不知轻重了袁小喵被多多咬死了遥 那一

刻袁我切身体会到人们说野狗
拿耗子多管闲事冶 时的心情
了遥 但同时我又感觉很失望袁
明明对它很好袁为什么要野越
狱冶呢钥 如果不野越狱冶就不会
遇见多多袁不遇见多多袁就不
会是这样的结局遥 等所有情绪
平复之后袁自责占据了我的脑
海袁我知道袁这一切都是我酿
成的苦果遥

因为花栗鼠基本上都患
有被害妄想症袁它对一切都存
在着深深的不信任袁时时刻刻

都会觉得有被害的可能袁 而解决这一症
状的方法很简单袁只需要我和它多互动袁
用手抚摸它袁用手给它喂食袁让它熟悉我
的味道袁慢慢减轻对我的不信任遥 可是我
害怕袁 每次和它亲密接触就意味着我可
能会被它咬到袁我怕痛袁始终走不出这一
步遥 所以和小喵相处的日子里袁我不愿意
放小喵出来袁怕它出去就被猫吃掉袁也不
愿意太亲密的靠近它袁怕被咬遥

我以为自己把小喵当伙伴袁 可是却没
有给它信任曰怕它会被猫咪吃掉袁就把它
放在我认为的豪宅里遥 其实袁我只是在用
爱的名义禁锢它遥 爱不应该是局限袁而是
自由袁 那扇小小的门袁 关住的不只是小
喵袁还有我们相互之间的信任遥

小 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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