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月山游记
光伏应用工程公司 徐伟业

明月山袁 位于宜春市袁州区西南方 31 公里
处袁主峰太平山袁海拔约 1700 米袁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遥 传说是嫦娥奔月之地袁 古诗赞曰院野明月处处
有袁宜春月最明冶遥

3 号上午袁我和几个好友按计划赶到了明月山
脚遥 抬头仰望袁一片动人心魄的翠绿袁在这春日阳
光下格外的赏心悦目遥 林间偶尔传来一两声清脆
的鸟叫袁隐约听见的山泉在青石上潺潺流淌袁多么
美丽尧生动的大自然画卷啊浴 远离城市的喧嚣袁我
们都沉醉在这美景之中遥 走在光影斑驳的石阶上袁
微风拂过袁两旁的竹林随风摆动袁传来一阵竹叶摩
擦发出的沙沙声遥 路上游人三五成群袁没人大声喧
哗袁仿佛都不忍破坏这一份难得的静谧遥 伴着如此
怡人的美景爬了半个小时袁明月山的著名景点野云
谷飞瀑冶呈现在我们眼前袁没有壶口瀑布的大气磅
礴袁没有黄果树瀑布的飞流直下袁但它有着属于自
己的那一份秀美袁像一条玉带悬挂在山间袁让游客
们心驰神往袁忍不住要与其亲近一番遥 拾阶而上袁
平时缺乏锻炼的我们都有些气喘吁吁了遥 但对顶

峰风光的向往袁激励着我们不断向上遥 明月山海拔
不高袁但山路曲折袁我们走走停停袁约莫 3 个小时袁
终于爬到山顶遥 清风拂面袁艳阳高照袁我们大声欢
呼袁释放着登顶的喜悦遥 俯瞰山下袁重峦叠嶂袁竹子
和树木随风摆动袁构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遥 波涛翻
滚袁美不胜收袁果然是野无限风光在险峰冶遥 当我们
沉醉在美景之中袁时间也飞快地流逝遥 尽管万分不
舍袁我们也不得不赶紧乘缆车下山袁赶往今天的第
二站温汤遥

下午 3 点袁我们抵达温汤镇的矿疗温泉遥 宜春
温汤温泉已有 800 多年历史了袁 温汤温泉不含硫
磺气袁水质无色无味袁口感纯正袁富含硒尧偏硅酸等
20 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矿物元素遥 相比明月山袁
这里人多了不少袁 泡温泉真是一种老少皆宜的休
闲方式遥 换好泳裤袁来到池边袁由于还是下午袁气温
不低袁并没有出现我想象中雾气缭绕的情景袁池水
清澈见底袁 大家迫不及待的跳了下去遥 水温正合
适袁静静地躺在水池中袁全身放松袁温暖的泉水带
走身体上的疲惫和心中的烦恼袁 让我们远离一切
浮尘遥

2 天的旅程眨眼就结束了袁人生的旅程又要向
下一站出发遥向着目标前进固然重要袁但时而驻足袁
带着一颗发现美丽的心观看沿途秀丽的风光袁小憩
片刻袁有助于我们放下包袱袁更好的轻装上阵遥

玫瑰与青蛙

一株漂亮的红玫瑰袁 因为自
己是花园里最美丽的的花朵而感
到骄傲袁 但是它却发现人们总是
站在远处欣赏它而从不靠近遥 原
来袁 在它的旁边一直蹲着一只又
大又难看的青蛙袁 红玫瑰非常生
气袁命令青蛙立刻从它身旁消失遥
青蛙顺从地离开了遥

没过多久袁 青蛙经过红玫瑰
身旁袁惊讶地发现它已经凋谢袁叶
子和花都已经掉光了遥 青蛙问院
野尊贵的红玫瑰袁 你看起来很不
好袁发生什么事情了钥 冶

红玫瑰答到院野自从你走以
后袁虫子每天都在啃食我袁我再也

无法恢复往日的美丽了遥 冶
青蛙说院野当然了袁 我在这里

的时候帮你把虫子都吃光了袁你
才成为花园里最美丽的花朵遥 冶

玫瑰自命清高袁 认为青蛙蹲
在花园里不仅一点用都没有袁而
且还影响了人们对自己的欣赏和
赞美袁 便毫不客气呵斥青蛙快快
离去遥 红玫瑰的这一举动袁不仅伤
害了青蛙的自尊心袁 而且也给自
己带来了厄运遥

大智慧院
只有相互尊重袁互相关心袁互

相帮助袁生活才会其乐融融袁明天
才会更美好遥

我的父亲
后勤部 杨小芳

野总是向你索取袁却不曾说谢谢你袁直到长大
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遥 每次离开总是装做轻松的
样子袁微笑着说回去吧袁转身泪湿眼底噎噎冶

每次听到筷子兄弟唱叶父亲曳的时候袁总会让
我想起远在他乡的父亲遥 我的父亲是一个老实忠
厚的人袁但对我的教育从小就很严格遥 在他的眼
里我不能犯一点错误袁所以我一直认为父亲也是
那种很凶的人袁可是长大后再细细回想却是满满
的父爱遥

小时候家里条件不是很好袁父亲总是去租别
人家的地来种水稻袁家里的所有开销都是靠着父
亲种的农作物拿到集市去换点生活费遥 但在大里
山那种地方袁我们家的日子过得也还算可以袁所以
别人都很羡慕我和妹妹遥 在家我没吃过什么苦袁
受过什么累袁因为父亲心疼我们从不要我们出去
做农活袁在炎热的夏天父亲每天都是满头大汗地
从外面回来袁而我和妹妹则是在家里吹着风扇看
电视遥 父亲从不会说我们什么袁只是严肃地问我

们有没有做完作业遥
记得有一次放暑假袁那天父亲和母亲都出去

干活了袁我和妹妹在家里玩遥 那天天气很热袁我和
妹妹玩着玩着就在楼上睡着了遥 父亲知道我们从
没有睡午觉的习惯袁他干活回来看见我们没在家袁
就急匆匆的出去找遥 河边尧果园里尧山里噎噎父亲
找遍了整个村子还是没找到袁直到晚上七点钟才
回来遥 他回来的时候我和妹妹已经起来了袁正在
吃母亲已做好的饭遥 父亲二话不说拿起一根小棍
子就往我身上打袁我痛得眼泪一直往下流却不敢
哭出声音袁母亲见状赶紧把我拉到她背后遥 那天
母亲和父亲吵了一架袁父亲晚饭也没吃就去回房
间了遥 后来母亲告诉我那天晚上父亲之所以会打
我也是因为找不到我们而急坏了袁他不敢想象没
有我们的日子会是什么样遥 从那一次起我每次出
去都一定会向父亲说一声遥

时隔多年袁我也成了家袁也做了母亲袁现在才
知道做父母有多么不容易袁为孩子操碎了心遥 每
次过年回家看到父亲满脸皱纹和他那几乎满头花
白的头发袁心里都隐隐作痛遥 父亲这辈子都是为
了我和妹妹袁现在我只希望时光走慢点袁让父亲不
要那么快就老去袁愿父亲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切安
好浴

人有悲欢离合袁 月有阴晴圆
缺袁生活不会始终完美遥 人生就是
一瓶五味水袁 充满酸甜苦辣咸袁而
我们都应该细细的品尝遥

笑对人生袁 闲看花开花落袁静
观云卷云舒袁这何尝不是一种享受
呢浴 在充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上袁总
是充满了挑战和挫折袁例如工作上
的失意袁家庭的矛盾袁社会的不公
等等遥 而这些挫折将会伴你走过人
生的某个阶段遥 假如你选择逃避袁
而它只会让你陷入万劫不复袁失去
一切曰如果你勇于挑战袁微笑的面
对袁相信光明就在眼前袁成功就在
不远的前方袁而人生的春天也会为
你花繁叶茂遥

还记得叶三个傻瓜曳这部电影
吗钥 相信大多数人都看过吧浴 不知
大家是否还记得里面的一句唱诵袁

而这句唱诵也是让我最印象深刻
的一句话院野鸡不知道蛋的命运冶遥
是啊袁 既然不知道人生将何去何
从袁那不如开开心心地送给自己一
个微笑袁一股如雨后彩虹般绚烂无
比的快乐心情遥

不仅国外袁中国也有这样一句
俗语院野笑一笑袁十年少曰愁一愁袁白
了头遥 冶笑着岂不是更划算吗钥 相信
大家也都明白这个道理院 哭也一
天袁笑也一天袁那还不如快快乐乐
地过一天遥 人生多一份快乐袁就会
少一份悲伤袁 那何尝不笑着面对
呢浴

将嘴角上扬 45 度袁 送给自己
一个微笑袁同时也让别人以及自己
都有一个美好的心情遥 笑对人生袁
何惧挫折遥 微笑袁是自己的袁千万别
把它冷落了哟浴

窗外风景更盛
电池制造部 黎 敏

望着窗内熟悉的一切袁似乎年复一年袁日复一日没有变化袁透
过窗户眺望远方袁远处重峦叠嶂袁日月星辰袁风景更盛遥

乌龟安于一隅袁从未想出去看看袁活的时间长有如何袁到后来
似乎什么都没经历过袁没有一件值得留恋的东西遥 鱼儿哪怕即将
成为盘中佳肴袁活的时间虽短袁但它曾见识过湖光山色袁即使逝去
又有何惧遥

人生的束缚就如同一扇窗袁窗内是自己熟悉尧安逸的环境和
日复一日的惯性袁窗外是未知的世界遥 有的人安于平淡袁在自己的
小世界里自生自灭曰有的人不甘拘束袁便跳窗而出袁于是发现人生
另一番天地遥

曾有一人患病袁见不得阳光袁对阳光的渴望使他毅然决定去外
面袁最终在烈日下死去袁他跳出死亡的束缚袁去寻求内心的光明袁虽
死无憾曰毛泽东主席跳出了攻打城市的束缚袁将战略改为野农村包
围城市冶击退了侵入者袁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幸福的生活开启了和平
年代曰中国近代社会跳出了传统的束缚袁实行野一国两制冶袁让港澳
与内陆的发展更加繁荣遥 倘若当初鲁迅没有弃医从文袁又何来现在
文学上的巨大成就曰倘若当初诸葛亮没有走出茅庐袁又何来三国之
争袁和 野出师一表真名世袁千载难堪仲伯间冶的叶出师表曳呢钥 越出自
己的三寸之地袁小则自己受益袁大则改变一国命运遥

窗外袁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惊喜袁也可能遭遇现实冰冷的梦碎遥
因为袁跳出窗外那一刻袁我们要走的路必定布满荆棘袁甚至会遇到危
险袁但如果坚持走出去了前面就是花团景簇遥无论结局怎样袁至少我
们梦想过袁努力过袁生命之花也因努力绽放而显得分外美丽遥

窗外有屋内赏不到的高山流水袁 有屋内闻不到的鸟语花香袁
有屋内触不到的月寒日暖遥 室内千篇一律袁一眼能看到 10 年后的
生活遥 你愿意在平淡中渐渐耗费自己的生命吗钥 所以袁心怀远方的
梦想袁无惧风霜雪雨袁一路披荆斩棘袁勇敢去寻找窗外更美妙的风
景吧袁所有的苦难和奋斗最终将浇灌出绚烂的人生遥

假期闲来无事袁便登山一游袁不过梅雨时
节的天气总是充满调皮遥 待到山顶便开始下起
稀疏的小雨遥 幸好有座雨亭可以小憩遥 坐在亭
中袁看着细雨下的青松袁不禁入神遥

我自幼喜欢松树遥它没有花的凋零袁也没
有草的枯萎袁有的只是常年青翠遥 野大雪压
青松袁青松挺且直冶 无论风霜雨雪袁它都显得
淡定从容遥这种四季生机勃勃的气息袁总是那
么容易感染人遥面对人生浮浮沉沉袁松树这种
气度是我们的榜样遥 我最欣赏的诗人李白就
如棵青松袁高大挺拔尧不畏霜雪袁他是傲岸不
屈的君子袁在黑暗尧腐朽尧反动势力的强压之
下袁依旧不肯同流合污袁阿谀奉承遥 反观那些
只会攀权附贵尧随波逐流的小人袁他们虽能取
媚炫赫于一时袁 但终究逃脱不了 野碧叶成黄
泥冶的可悲下场遥李白还作诗奉劝黄裳院野愿君

学长松袁慎勿作桃李遥 受屈不改心袁然后知君
子遥冶希望黄裳能够学习松树的高贵品质和精
神风貌袁不要象桃李那样袁靠着趋炎附势而风
光一时却不得善终遥只有如青松般坚守袁即使
受到打击和挫折袁也要坚持真理袁决不改变志
向才能四季常青袁不移本色遥

松树对天空的向往袁指引它笔直而坚挺
的成长袁就像我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袁激励
我们坚定而执着地生活曰松树历经岁月的洗
礼袁留下斑驳而沧桑的树皮袁就像我们心中
不经意间留下成长的痕迹曰 松树和云的追
逐袁造就它一簇簇如云朵般的树叶袁就像我
们对英雄的学习袁练就了自己坚定不屈的高
贵品质遥

树似人袁人如树遥我愿做红尘中那颗满怀
希望袁不屈不饶的松树遥

倾 城 绝 恋
电池制造部 刘潭良

谁念花间几度春袁乱红倩影争销魂遥
笑意倾城乱君心袁不叫桃李闹靖轩遥
人群窄窄春意芳袁美璃无邪牵心魂遥
一生一代一双人袁情深意重感天垂遥
欲诉幽怀念离思袁相思相忘难相见遥
心痛时时夜天凉袁世事无常姻不缘遥
写经消得细思量袁大雨莫惊佳人泪遥
不忍见闭锁疏窗袁何日执手梳伊装遥
相对无言休得怨袁待将低唤诉忧思遥
却晓当时笑意醉袁人过意重不恐见遥

两地相思心相守
技术研发中心 钟 玲

翩翩蝴蝶袁遥遥不及遥
淅淅落雨袁夜夜相思遥
浊酒金杯袁轻诉相知遥
愁肠化语袁韶华已逝遥
春秋满月袁独步瑶台遥
雾锁天涯袁雨落纤枝遥
梦里梧桐袁湖岸青柳遥
日东月西袁箫曲盼期遥
萧风一夜袁飞花落雨遥
晓梦长夜袁谁解相思遥
勿待来时袁绮梦成旧遥
前世无缘袁今生勿迟遥

与人相处是一门艺术袁 不管你有多
高的文化尧多大的本事袁如果不懂得处事
待人袁也必定是一个失败的人遥

低调做人袁是一种品格袁一种风度袁
一种修养袁一种胸襟袁一种智慧袁一种谋
略袁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遥 宠辱不惊
的情怀,是做人的最佳姿态遥 欲成事者必
要宽容于人袁 进而为人们所悦纳尧 所赞
赏尧所钦佩袁这正是人能立世的根基遥 根
基既固袁才有枝繁叶茂袁硕果累累曰倘若
根基浅薄袁便难免枝衰叶弱袁不禁风雨遥
而低调做人就是在社会上加固立世根基
的绝好姿态遥 低调做人袁不仅可以保护自
己尧融入人群袁与人们和谐相处袁也可以
让人暗蓄力量尧悄然潜行袁在不显山不露
水中成就自我遥 学会低调做人袁就要不喧
闹尧不矫揉尧不造作尧不故作呻吟尧不惺惺
作态尧不卷进是非尧不招人嫌尧不招人嫉遥
即使你认为自己满腹才华袁能力过人袁也
要学会藏拙遥 抱怨自己怀才不遇袁那只是
肤浅的行为遥 叶三国演义曳中的杨修之死袁
归咎于他的野恃才傲物冶遥 这样的人袁即使
有惊世才情袁也只能博得人们一声叹息遥
低调做人袁 就是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世

间的一切袁修炼到此种境界袁为人便能善
始善终袁既可以让人在卑微时安贫乐道袁
豁达大度袁 也可以让人在显赫时持盈若
亏袁不骄不狂遥

礼貌是做人的根本袁 倘若无礼的话
又怎么能得到别人的好感呢钥 我们生活
在礼仪之邦袁信奉仁义道德袁从小就接受
了诗书教化袁自然明白要以礼待人遥 但有
些人把阿谀奉承误认为温和识礼袁 更多
的人把粗鲁无礼错认作坦率真诚袁 在我
认为礼貌跟知识尧生命是同等并重的遥 先
贤早就告诫过我们院爱人者袁人恒爱之曰
敬人者袁 人恒敬之遥 一个不尊重他人的
人袁也决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遥 就如一个
人对着空旷的大山大声呼喊袁 你对它友
好袁 它友好回应遥 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中袁自己待人尧处事的态度往往决定了别
人对你的态度遥 只有学会尊重别人袁才能
赢得别人的尊重遥

让我们秉承低调守礼的为人之道袁
谦虚敬让地与人相处遥 你一定会欣喜地
发现袁关注你的目光是那么的温暖友善袁
给予你的回报是多么的令人欣慰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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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下青松
电池制造部 刘 浩

浅谈为人处事
电池制造部 彭金全

瑞晶&瑞安公司“徒步行健康，饺子包情谊”活动现场。

笑对人生
电池制造部 吴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