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早醒来袁还不到六点钟遥 阳光也是细细微微的袁在窗帘外
晃晃悠悠地打着转儿遥 在床上辗转一番也无法入眠袁便索性起
了床袁窗帘刚一拉开袁阳光便熙熙攘攘的挤了进来袁我的精神也
随之振奋起来遥

兴许是昨夜下了雨的缘故袁 空气中总带着几丝清新的味道袁
不禁令人心情愉悦遥走道上时不时会有飞蛾瘫在地上袁细细看去袁
会发现它们的翅膀带着幽秘的黑色袁奇异的纹路袁因着露水的缘
故袁皱皱巴巴的谈不上好看袁但它们鲜红色的脑袋却与翅膀很好
的搭配在了一起袁无端生出几分可爱的神采来遥 但是飞蛾怎么称
得上可爱呢钥 也许是周围的气氛影响了心境吧袁这种气氛或是气
味袁从树叶泥土中散发出来的袁不钻进鼻子袁而是悄悄钻进心里
的迷人的气味曰或是光影袁从叶间影影绰绰的光柱里散射出的袁
不照进眼睛袁而是慢慢的潜入魂儿里的美妙光影袁这种气氛不仅
影响了我袁这条路上的人们也都受到了影响袁那些本该精神奕奕
的晨跑者好似也慢慢悠悠尧懒懒散散地在跑着袁脚步有一下没一
下地袁不禁令我发笑袁不过恍惚间又觉得似乎原本就是这样的袁
以前见到的那些脚步沉稳尧节奏轻快的晨跑者反倒是错的了遥

阳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变得磅礴有力袁 如金一样的光洒了
下来袁雾气蒸发了袁安静的湖水在阳光照耀下映出了天空的蓝
色袁偶尔看见一两团棉绸飘在水里袁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是
天上云朵的倒景袁湖光一色的美丽让人在恍惚中便弄不清是水
在天上还是天在水里遥 一阵风过袁漾起了波澜袁便像是丝绸被人
拿起来抖了一抖袁优雅地跃动着袁水中的杨柳也跟着摇摆袁像是
匠人手中的剪刀袁握着丝绸却不忍下手袁只能应着丝绸的起伏袁
怕一不小心就在上面姣出了不美的缺口遥

晨跑中袁这一路的景色真叫人心旷神怡袁忘却世俗庸扰袁真
是人间草木深袁我心犹似桃花源遥

人间草木深
我心桃花源

组件制造部 黄豪

二十五岁的时候袁是不敢想象自己的三十岁是什么样子的袁更别说三十岁的
生活了袁只是野三十冶这个字眼就足以让自己恐慌遥 三十岁袁连青春的尾巴都不剩
了袁这是一件多么让人抓狂的事情遥

可时间就是这样袁纵然有万般不愿袁它还是不紧不慢的走到了你跟前袁预想中
的恐慌却并没有跟随而来袁也没有原本以为的青春流逝的巨大失落遥 年轮的增长
是一件多么自然的事情袁既然没办法阻止它的生长袁慢慢地反而适应了它的存在遥

三十岁袁告别了二十五的青春烂漫袁却也添了份成熟淡然袁就像那花在夏日
里绽放袁在秋日里结成果实袁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无法复制的存在遥 二十五岁
喜欢呼朋唤友袁喜欢灯红酒绿袁害怕一个人走在人群中的那份落寞袁而三十岁则
开始享受孤单袁难得的清净午后袁或给自己泡上一杯茶袁伫立阳台看着日光穿过
树叶袁洒在草地上袁那斑驳的光影似乎整个世界都宁静下来曰又或者练上一段琴袁
唱上一会歌袁不管琴音是否美妙袁歌声是否动听袁也只为取悦自己遥 但是袁不管二
十五还是三十袁都不要因为婚姻尧因为孩子而忘记了自己的喜好袁忘记了自己曾
经的追求遥

二十五岁时袁觉得一切尚早袁明天努力也来得及袁而三十岁袁则觉得时光太快袁
明天就已太晚袁三十岁袁工作已经不仅是谋生的手段了袁更是个人价值的体现袁认真
努力的工作也已不是来自公司或领导的压力袁更多的是对自身的一种要求遥 这是心
态的变化袁也是岁月的魔法袁三十岁袁不再野今朝有酒今朝醉袁明日愁来明日愁冶袁而
是想着怎么样尽量做到未雨绸缪袁防范于未然遥 对待人事物多了一份思考袁少了一
分冲动曰三十岁袁对待朋友更加真诚尧也更加珍惜袁因为了解多年走过的友谊的不
易袁更是因为明白芸芸众生中知己难觅曰三十岁其实比二十五岁的自己更加美好袁
经过岁月的洗礼袁懂得珍惜尧懂得努力袁懂得生活袁懂得直面困难时的笑对人生遥

只愿在时光面前袁做个最好的自己遥

你好，三十！
计划管理部 成玲

不论时间的洪流如何肆意的冲刷着生活的轨道袁 我们永远
像是逆流而上的小舟袁从懵懂的少年蜕变为独当一面的人袁成为
他人的牵挂袁父母的骄傲噎噎

大学里袁我们细数着岁月袁憧憬着成为一个上班族袁感受充
满紧迫节奏的生活袁迫不及待的想去体验一把艰苦岁月遥办公室
的气息尧车间机器的轰鸣声尧工地上来回穿梭的身影袁不论哪个
画面袁都是对生命最真实的诠释遥 而时光真是太快袁我们还来不
及捕捉它的影子袁来不及感叹生活的五味杂陈袁来不及叙述城市
的喧嚣袁就迎来了下一段开始袁我们就像那朝阳盛放的向日葵袁
唯恐失去这个社会的点滴光芒遥

年轻的我们披星戴月袁淹没在城市的车水马龙里袁每天品着
为企业付出而带来的成就感遥 我们不断地融入新的角色袁在工作
中凝结成一个强大的团队袁 这不仅是我们对企业付出的表现袁也
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袁更是实现自我价值尧提升个人成长的绝佳
途径遥 年轻人袁去吃苦吧袁去面对一切难题袁你所跨过的每一道砍
都成为人生旅途中的绝美风景袁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将催促你
进步袁作为新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袁我们应该具备一种时代精神袁
在企业发展的当下袁社会的进步当中袁认真的对待每一天袁坚守自
己的岗位袁诠释自己的角色袁做到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袁不要让生命
仅止于平庸遥 不同岗位上的我们都应明白袁工作绝不是可以随意
应付的袁生活更不是说说而已袁只有真诚的付出才能收获甜美的
果实袁雨露只会惠及每一个为生活奔跑的人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袁
相聚在这里袁春夏又秋冬袁我们凭着年轻的韧劲袁忘记疲惫袁无畏
困难袁只是迎风而上袁用每一个小进步去感受那成功的喜悦遥

生活和工作从来都是有付出才会有回报袁 我愿与所有的同
事们一起努力袁我们不怕自己是新手袁不怕犯错误袁不怕没有丰
富的经验袁生活里本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坷袁更何况是我们这些朝
气蓬勃袁迸发向上的有为青年袁只要肯努力袁只要有信心袁只要还
有一颗时时刻刻想要奋斗的心袁就一定会实现的遥无所谓荆棘鲜
花袁无所谓辛酸苦辣袁让我们努力去成为父母的骄傲袁成为同事
最给力的搭档袁成为老板最得力的助手遥 所有的同僚们袁所有坚
守在工作岗位上的亲们袁让我们一起肩并肩袁为成功而努力袁为
实现我们的梦想而奋勇向前袁我愿做你们最忠实的尧最得力的工
作搭档袁成为你们生活的一部分袁让我们共同努力袁实现梦想袁成
就人生袁一起进步浴

在路上
电池制造部 常一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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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的阴雨天终于在周六宣告结束袁 迎来了久违的晴
天遥清晨袁我推开窗户袁习惯性地掏出手机袁刷起了朋友圈遥不
知从何时起袁户外活动少了袁语言交流少了袁没事就捧着个手
机袁成了低头一族遥

许是窗外明媚的阳光逗乐了叽叽喳喳的鸟儿袁一向懒床
的小宝贝居然起了个大早袁小大人似的严肃地对我说院野妈妈
不可以玩手机袁眼睛会瞎掉的袁带宝宝去公园玩浴 冶洗漱尧早
餐尧更衣噎噎伴着一丝愧疚袁带着乐宝来到了湿地公园遥绿油
油的草地上一片鸟语花香袁 三三两两的人群或放着风筝袁或
玩着遥控直升机袁远处是飘缈的白云袁站在蔚蓝的天空下袁我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袁仿佛已置身梦中的大自然袁而沙滩上俨
然是一幅夏天的景象袁 到处都是孩子们光着脚丫嬉戏追逐尧
挖沙建城堡的欢声笑语遥

乐宝也迫不急待地加入了袁一溜烟的跑到湖边玩他的水
枪袁射出的一根根弧形的水线让他兴奋不已袁虽然水枪里面
因吸进了细沙而射不出水了袁这让乐宝有些懊恼袁但马上一
个新的游戏又吸引了他的目光袁他用螃蟹模型舀水倒入小水
桶袁吃力的提到沙滩上袁再用白嫩的一双小手挖个小沙坑袁水

倒进去袁瞬间冲垮了沙堤袁乐宝又手忙脚乱的急忙围堵水流遥
暖暖的阳光晒红了他的小脸袁湿润的泥沙沾满了他的裤

脚袁他却依然专心地玩的不亦乐乎袁全然不在意这些袁看他笨
拙却又执着的模样袁我忍俊不禁遥听到我的笑声袁他回过头来
迷惑地看着我袁好似明白了什么袁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丫袁
赶紧拍拍裤子袁不安地走到我跟前院野妈妈袁弄脏了遥 冶

乐宝是不折不扣的处女座袁加之平时我在家对卫生要求
太过严苛袁让他也有了一点野小洁癖冶袁比如啃鸡爪时他会怕
自己的手弄脏袁让我帮他抓住袁吃完的骨头一定要用纸巾包
着再丢入垃圾桶等等遥 爱玩的天性让他忘记了周围环境袁他
那看着已经弄脏的裤子的小可怜样袁令我心生爱怜院野弄脏了

没关系袁等会洗洗就可以了遥 冶话音刚落袁乐宝仿佛得到特赦
一般袁兴高采烈地一溜小跑袁又开始了他兴趣盎然的游戏遥

沙滩上到处是陪伴的父母袁各式各样袁组成了一道沙
滩上野亮丽的风景线冶袁他们有的融入到孩子的世界里陪
着一起挖沙玩水袁 也有的是父母孩子各玩各的袁 自寻其
乐遥 而我就是属于后者要要要傻傻地坐在沙滩上看他玩遥 看
着看着突然一种即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油然而生袁 不知不
觉袁乐宝已经从那个蹒跚学步的小不点长到这么大了袁他
的童真犹如这清新的大自然般袁那么亲切袁又如此惹人怜
爱遥 而我们袁却在逐步远离自然袁总是自欺欺人地安慰自
己袁 实在是因为工作忙袁 才没办法领略大自然的美丽风
光袁减少了与孩子的互动遥 可是真的有那么忙吗钥 是忙着
刷微信抢红包钥 还是忙着各色交际应酬钥 一旦错过见证自
己孩子成长的点滴袁以后可再也无法弥补遥 我名义上是陪
孩子玩耍袁其实更多的是自己享乐袁坐在一边抱着手机刷
朋友圈袁又哪里是真的陪了孩子呢钥 想到这袁我猛然醒悟袁
当即关掉手机袁甩掉鞋子袁光着脚丫袁奔向儿子院野乐宝袁妈
妈来陪你玩噎噎冶

陪 伴
储运部 谢丽梅

说到幸福袁 大多数人
第一反应必然是爱情遥 爱
情袁 是一种幸福遥 卢梭说
过: 人间最大的幸福莫如
既有爱情又清白无暇遥 一
份美好的爱情是我们每个
人的向往袁它也总是与幸福联系在一起遥 一份真
爱袁就是两个人简单地待在一起袁都会感觉是无法
取代的甜蜜时刻袁就算没有玫瑰袁没有绚烂的烟
火袁只是牵手相拥袁也会觉得得到了整个世界遥 爱
情最是妙不可言的袁相遇尧相知尧相爱尧携手白头袁
这些看似简单的字眼袁却饱含着恋人间的不易与
忠贞遥 爱情是甜言蜜语袁更是分担与宽容袁而拥有
爱情的人也是幸福的遥

财富不等于幸福遥 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袁然而幸福并不完全建立在财富之上遥 一
个忧心忡忡的国王袁不见得就比一个整天乐呵呵
的乞丐幸福曰拥有房子袁不代表拥有其乐融融的幸
福家庭曰拥有全世界的财富袁不代表能带来心灵的
富足袁幸福并非建立在财富的多寡上袁它是一种心
灵的平和愉悦遥

简单是一种幸福遥 小时候袁 幸福是很简单的
事袁长大后袁简单是很幸福的事遥 小时候的我们袁
一块方糖就足以开心一整天袁而今错综复杂的世
界袁今天无法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袁后天又会上演
什么袁眼前的好事袁也可能会是美丽的陷阱遥 生活
中从来不缺野心机婊冶袁你越是想得到袁它就越是要
捣乱袁人人都希望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袁尔虞我诈
是我们都不乐意的袁所以心向简单袁方得幸福遥 简

单的生活袁 是对自己的善待袁
也是心灵的小憩袁简单袁是一
种生活方式袁也是一种释然的
幸福曰简单袁是抛开心机袁真诚
相待袁生活必将处处是阳光遥

知足是一种幸福遥 得不到
的永远在骚动袁被偏爱的才有恃无恐袁多少人是在
失去后才懂得珍惜袁才感到珍贵钥现在所拥有的一
切袁都是我们幸福的一部分袁身边关心你的家人袁
与你同行的挚友袁平凡的小家庭噎噎现实中袁太多
人都在抱怨过得不幸福袁 而事实上只是他们没有
发现身边那些触手可及的幸福遥不知足的人袁对他
人总会多一分嫉妒袁多一分质疑袁看不得别人比自
己好袁总是觉得自己拥有的太少袁他们是可怜的也
是可悲的袁他们完全不知道何为幸福遥而知足的人
容易抓住幸福袁他们知道自己拥有什么袁看得见幸
福的模样并牢牢抓住袁 不会吃着自己的还惦记着
别人的遥

舍得是一种幸福遥 舍得袁是人生的大智慧遥 一
个愿意舍得的人袁也明白拿的起袁放的下的真谛遥
从前袁有两家邻居建房子袁起初都想把自家的房子
建大点袁于是袁两家人就为中间的三尺胡同争执不
休袁 谁都想霸占胡同的空间来扩大自己家房子的
面积遥 故事的最后袁两家各让一步袁都腾出三尺空
间袁 反倒让胡同成了原来的两倍袁 成为一时的美
谈袁并流传下来遥 其实有舍才有得袁奉献自己的一
份爱心袁或许就能成全一个孩子的梦想袁让他看到
希望遥 舍得袁是通向幸福的必经道路袁也是我们千
万幸福路上的必备品质遥

质量部 黄小学

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流走遥从我离开家尧离开
父母踏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袁 我才真正领悟了
我之前一直以为自己明白的一个词语要要要思念遥

进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袁满心想的都是离开了
父母袁再也不会有人唠叨我袁再也不会有人管着我
了袁放肆的心瞬间膨胀开来遥 那段时间袁我成了夜
猫子要要要白天睡觉袁晚上上网袁天天如此遥 每次和
父母打电话除了要钱袁多余的话一句也不愿意讲遥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袁 身体终于扛不住了袁 我生病
了袁病的很严重袁这个时候才懂得袁能够无私的不
求回报对你好的人只会是你的父母袁 病中思念的
也都是父母对我的宠爱遥

到了大二袁学校安排出去实习袁从小娇生惯养
的我在第一天就哭了袁我哭着告诉我的父母袁我受
不了袁我挨骂了等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袁而父母
给我的回答永远都是袁 孩子没事袁 受不了就回来
吧遥这个时候我才懂得袁能够包容你所有的任性的
人永远都是你的父母袁 失落中思念的是父母对我
的关怀遥

到了大三袁我已经开始为进入社会而做准备袁
所以要很久才能给父母打次电话遥 我也开始像个
大人一样袁每天工作尧吃饭尧睡觉袁作息规律袁每天
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很满袁直到有一次袁妈妈打电
话给我袁告诉我她想我了袁想和我聊会天遥 我突然
发现袁 自己的作息表里竟然没有留出一点时间给

父母遥这个电话打了很久袁我也笑着和妈妈聊了很
久袁我告诉妈妈我很好袁同事很照顾我遥 这个时候
才体会到袁无时无刻都在想念你的只会是父母袁这
时的思念是工作之余的一点欢笑袁一丝温馨袁是父
母对我的关切遥

前不久看到了一个短片袁 一个生意火爆的餐
厅袁在某一天袁不接受现金袁不接受刷卡袁他们的付
款方式很简单袁拿出手机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袁告
诉他们三个字院 我爱你遥 可就是这很简单的三个
字袁却让很多用餐的人留下了泪水遥短片之下有一
段配文是这样的院 前几天有一位老妈妈带着一个
很破旧的手机说手机坏了袁让我帮她修一修遥一番
检查后发现袁 我告诉老妈妈袁 这个手机虽然很破
旧袁但却没有任何问题遥 她瞬间两眼含泪袁颤颤巍
巍的问我袁既然手机没坏袁那为什么我接不到孩子
给我打的电话了钥

看完这个故事袁忽然觉得好心酸遥 是啊袁有多
久没有给父母打过电话了钥 这么大又对父母说过
几次我爱你钥于是我拿起手机给爸爸打了个电话袁
接通后又忽然觉得我爱你三个字好难说出口袁当
自己鼓起勇气说出来的时候袁不知何时袁眼里已有
了泪水遥 于是袁我终于懂得了袁思念其实并没有什
么含义袁他只是你对父母袁对亲人的一个挂念与寄
托遥 它是无时无刻不在的袁 只是有些人不善于表
达袁不敢大胆的将爱说出口遥每个人也许都觉得自
己是爱父母的袁但更多人都羞于说出口袁这个问题
我也问过许多人袁他们也都会有各种理由来推脱袁
但是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话袁趁自己还有机会袁想说
的就说出来袁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在袁那时就只
有后悔而已遥

思念着的重量
质量部 范宇鹏 死驴不死

一个名叫凯宁的城里男孩到
乡下去袁 打算花 100 美元从农民
那里买一头小毛驴遥 农民收到了
钱后袁很爽快地同意了袁并答应第
二天把驴牵给凯宁遥

第二天一大早袁农民匆匆忙忙
地跑来告诉凯宁院野小伙子袁 实在
抱歉袁我的那头小毛驴死了袁就在
昨天晚上遥 冶

凯宁听后袁就说院野既然这样袁
那你就把我的钱还给我吧遥 冶

农民却说院野对不起袁 我不能
把钱还给你袁 因为我已经用它还
债了遥 冶

凯宁很无奈地说院野是这样啊
噎噎那你就把那头死驴给我吧遥 冶

农民很纳闷院野你要那头死驴干
什么呀钥 它是病死的袁不能吃遥 冶

凯宁笑着说院野我打算用那头
死驴作为幸运抽奖的奖品遥 冶

农民叫了起来院野你怎么可以
将一头死驴当做抽奖奖品钥 没有
人会要它的浴 冶

凯宁说道院野别担心袁 我自有
办法要要要我不会告诉任何人这头

驴是死的就行了遥 冶
过了一段时间袁这个农民偶然

在街头遇到了凯宁遥
农民就问院野那头死驴后来怎

么样了钥 冶
凯宁说院野我举办了一次幸运

抽奖袁并把那头驴作为奖品遥 我总
共卖出了 500 张票袁 每张 2 美元袁
就这样袁我赚了 998 美元遥 冶

野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浴冶农民感
到很惊讶袁 接着又问袁野难道就没
有人对此表示不满钥 冶

野不满的人当然有袁但只有一
个要要要就是那个中奖的人遥 冶凯宁
回答说遥 野他看到自己的奖品是一
头不能食用的死驴后袁 就当即表
示了抗议袁 所以我就把他买票的
钱还给了他遥 冶

大智慧院
对于爱动脑筋的人而言袁没有

不好卖的东西袁只有不会卖的人遥
在遵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袁 你可
以使用一切合理的手段吸引他人
的眼球袁当野势冶造出来后袁买家自
然蜂拥而上遥

陪 伴

成长路上 伴爱同行 瑞晶公司六一亲子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