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月一周袁细雨淋漓遥
本是初春时节袁却似深秋落叶遥
迷迷茫茫袁此情此景院
四季轮回袁高低交替袁总有春花

秋月时遥
奈何我心怅然袁归途层峦叠嶂袁
待离别袁春日盎然袁天高云淡遥
却应了院若无烦事挂心头袁便是

人间好时节浴

一生久安 岁月无扰
董事办 陈 梅

厨房风机轰鸣袁
案前站立佳人遥
像神话中的仙女袁
虽然已人到中年袁
却依旧风华绝代遥

厨房风机轰鸣袁
灶前站立帅哥遥
像传说中的男神袁

虽然身影已清瘦袁
却显得神采飞扬遥

一个锅铲挥舞曰
一个碗筷叮当曰
恍若一队亲密的乐手遥
然不是真乐手袁
却奏出美食新编章遥

赞 厨 房 员 工
后勤部 郭秀英

近日袁看到一篇文章遥 眉
山一女士在商场被小偷 野光
顾冶袁 事后一男子告诉她相关
情况袁不过为时已晚袁追查无
果遥 女士回家后发帖袁却将矛
头指向知情男子遥

被偷了东西袁肯定气愤且
伤心遥 但将责任归咎于恰好看
见此事的路人袁并诉之诸于网
上横加指责袁 此举有失常理遥
东西是难追回来袁反而伤了一
个心存善念之人的心遥 伤及一
人事小袁只怕是伤了千千万万
观望本欲出手相助人的心遥

城市在飞速的发展袁离不
开精神文明的建设遥钢筋混泥
土制成的高楼袁是人与人之间
的隔阂遥 物欲横流的世界袁功
利心太重袁人们往往是遇事高
高挂起袁不关己便围观袁鲜有
出手相助遥 思考若我相助有用
吗钥 想的多了袁终有人施以援
手袁若所被助之人袁没有得到
想要的结果袁便怪他人不早点
出手袁那以后让其指责的人都
会没有了遥

假如该女士能理智的思
考问题袁回家发帖称野今天被
小偷光顾了袁但是十分感谢有
好心人提醒我袁希望大家引以
为戒遥 冶这样袁助人者接受感谢
之余袁是否有惭愧于自己当时
不早点出手袁并暗下决心不再
有类似事情发生呢钥另一种结
局自然无人知晓袁但相互的理
解与宽容袁何尝不是更好呢钥

世界以各种挫折在驯服
我们袁但上帝也会在看不见的
地方袁帮助我们遥 我们能做的
不过是令那些赠予我们玫瑰
的人袁忘却了手中的伤袁载香
而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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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有一只很强壮的骆驼袁他夸口说他的骆驼
能扛起任何东西遥 有一天袁一个人打赌说他的骆驼
连一根稻草也扛不住遥 此人觉得好笑袁便欣然允诺
他们的赌约遥 当骆驼背上的稻草堆积成像小山一样
时袁打赌人说还没有找到那根稻草袁他就那样一根
根漫不经心地边找边把稻草放到骆驼身上遥 许久以
后袁当他放完一根稻草后袁骆驼轰然倒地遥 打赌的人
指着最后一根稻草说院野瞧袁就是这一根浴 冶

看完这个故事袁我们应该能够在会心一笑中看
到问题的本质院别看稻草轻袁一根不起眼袁但当一根
根稻草堆成了山袁再强壮的骆驼也会被压死遥

现实生活中袁类似骆驼主人这样野愚钝冶的人并
不在少数遥 不过这里的稻草变成了工作中看似毫不
起眼的野小问题冶袁经常让这些本来极易排除处理的
小问题和事故隐患积聚下来遥 长期下去袁一事压着
一事袁终究成为大难题遥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袁就
要做到日事日清遥 日事日清袁即当天所发生的种种
问题在当天解决袁防止问题积累遥

每一个企业在市场上的地位都像是逆水行舟袁
不进则退遥 日事日清可以更好地提升企业的管理水
平袁企业在逆境中找寻稳定的发展遥 因此袁每一个企
业都希望自己的员工能做到日事日清遥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做到日事日清呢钥首先袁需要
员工有强烈的敬业精神遥一个没有敬业精神的人袁即
使制度再严格袁也没办法全心全意的工作遥敬业的员
工工作积极主动袁 执行力强袁 他们做事不是尽力而
为袁而是全力以赴遥 即使遇到困难袁也决不抱怨遥 其
次袁要掌握一定的方法遥 有的人整天忙忙碌碌袁一天
下来却不知道自己忙了些什么遥 那是因为他们做事
没有方向袁盲目蛮干遥在行动前要给自己设定明确的
工作目标袁 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袁 优先处理重要工
作遥有了正确的方法就能合理地分配一天的时间袁在
自己精力充沛的时候处理棘手的问题遥 还应该有变
通的能力袁一条路走不通袁能够及时转换思路尧改变
方法袁寻找一条更为通畅的路遥 做到以上几点袁相信
大家都能做到日事日清了遥

借用一句俗语院大事化小袁小事化了遥 工作也是
这样袁从小做起袁日事日毕袁日清日高浴

日事日毕 日清日高
设备设施部 胡 珊

小幽默院
选择

有三个人要被关进监狱三年袁 监狱长给他们三个一人一个要
求遥 美国人爱抽雪茄袁要了三箱雪茄遥 法国人最浪漫袁要一个美丽的
女子相伴遥 而犹太人说袁他要一部与外界沟通的电话遥 三年过后袁第
一个冲出来的是美国人袁嘴里鼻孔里塞满了雪茄袁大喊道院野给我火袁
给我火浴 冶原来他忘了要火了遥 接着出来的是法国人遥 只见他手里抱
着一个小孩子袁美丽女子手里牵着一个小孩子袁肚子里还怀着第三
个遥 最后出来的是犹太人袁他紧紧握住监狱长的手说院野这三年来我
每天与外界联系袁我的生意不但没有停顿袁反而增长了 200豫袁为了
表示感谢袁我送你一辆劳施莱斯浴 冶

大智慧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袁什么样的选择决定什么样的生活遥 今天的

生活是由三年前我们的选择决定的袁而今天我们的抉择将决定我们
三年后的生活遥 我们要选择接触最新的信息袁了解最新的趋势袁从而
更好的创造自己的将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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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国际劳动节渊International Labor Day 或者 May Day冤袁又称国际劳动节尧劳动节袁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劳动节遥
节日源于美国芝加哥城的工人大罢工袁 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袁1889 年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宣布将每年的五月
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遥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 1949 年 12 月作出决定袁将 5 月 1 日确定为劳动节遥

大学毕业初期袁 小 A 对干哪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遥
由于求学时期的窘迫袁她的工作方向是向野钱冶看遥 小 A 毕业
后的五六年袁几乎是每年换一个工作遥 先是在办公室当文秘遥
一年后保健品很红火袁就应聘到一家生物制药公司去当推销
员袁没干多久袁保健品就臭了街遥 这时有位朋友拉她去一家营
销策划公司袁月薪还不错袁于是她第二天就去报到上班了遥 这
回干了一年袁收入虽然比以前多了些袁但离脱贫致富还有很
大距离遥

一次偶然的机会碰上一位老同学袁 他开了一家小贸易公
司袁从广东往北京倒腾一些热门商品袁野钱冶景诱人袁正需要帮
手遥小 A 毫不犹豫地加盟他的贸易公司遥半年后袁公司生意转
淡袁她去了一家广告公司遥 没过多久袁满街都是拉广告的业务
人员遥 她又去报社当记者噎噎

每次只要去别的公司能赚到比原先那家公司更多的钱袁
她都会欣然前往遥 这样折腾来折腾去袁虽然也赚到了一些小
钱袁生活得到了些许改善遥 可是每每静下心来袁却会发现院自
己其实一事无成噎噎

做事情与做事业的区别在于坚持和专一与否袁 进而结果

的区别是野空对浮华冶与野充实一生冶遥
初入社会这个大熔炉袁 最重要的事情便是要明确自己的

方向和目标袁不能看到哪里赚钱就跳哪里袁这样就算终日忙
忙碌碌也是一事无成遥

只有敬业才会专业袁只有专业才会成为专家遥 混日子袁贪
图一时的愉悦袁只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遥 无论做什么工作袁都
是有阶段性的袁一是生存阶段袁二是发展阶段遥 只有我们在平
时的工作中刻苦钻研袁持之以恒袁才可能到达第二阶段袁在工
作中认真袁务实袁负责袁坚持袁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袁对未来的
职业生涯一定是大有裨益的遥

思想决定出路遥 我们要找对自己的定位袁去思考袁自己想
做什么袁能做什么遥 当能力还达不到能做自己本身需要的时
候袁就先去坚持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袁并利用一切的时间来提
升自己能力袁完善自己袁最终一定能获得自己想要的能力遥

频繁的换工作并不会让你走上成功的捷径遥 做好手中的
工作袁持之以恒袁保持理智清晰的思路袁时刻提升自我修养袁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袁规划好职业发展袁才是真正使你人生
之路前程似锦遥

做事情与做事业
总经办 仇嘉慧

在古老的欧洲袁 有一个人死了之
后袁发现自己来到一个美妙而又能享受
一切的地方遥 他刚踏进那片乐土袁就有
一个看似侍者的人走过来问他院野先生袁
您有什么需要吗钥在这里您可以拥有一
切您想要的袁所有的美味佳肴以及各种
的消遣袁您都可以尽情享用遥 冶这个人
听了以后袁感到有些惊奇袁但非常高兴袁
他暗自窃喜院这不正是我在人世间的梦
想嘛浴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品尝佳肴美
食袁各种娱乐消遣遥 然而袁有一天袁他却
对这一切感到索然乏味了遥于是他就对
侍者说院野我对这一切感到厌烦袁我需要
做一些事情遥你可以找一份工作让我做
吗钥 冶没想到袁他所得到的答复却是摇
头院野很抱歉袁我的先生袁这是我们这里
唯一不能为您做的遥这里没有工作可以
给您遥 冶这个人非常沮丧袁愤怒地挥动
着手说院野这真是太糟糕了浴 那我干脆
就留在地狱好了浴 冶野您以为您在什么
地方呢钥 冶那位侍者温和地说遥 这个故
事是约翰窑D窑洛克菲勒在给儿子小洛
克菲勒的一封信里讲到的一个寓言遥这
个幽默的小寓言告诉我们袁失去了工作
就等于失去了快乐遥 但袁 令人遗憾的
是袁有些人只有在失业以后袁才能体会

到这一点.
稻盛和夫在叶干法曳一书中表达了

他的工作观遥 工作的意义院工作能够锻
炼人性袁磨练心志袁工作是人生最尊贵袁
最重要袁最有价值的行为曰工作能够克
服人生的磨难袁 让你的命运获得转机浴
这些伟大的工作者之所以能够取得成
功袁就是因为他们明白工作的意义不仅
仅是为了挣得一份养家糊口的工资遥一
心一意的投身于工作袁聚精会神袁孜孜
不倦袁精益求精袁这本身就是磨练人格
的修行袁 这样做能磨练我们的心志袁促
进我们成长遥 而通过这种心志的提升袁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价值也能得到提升遥
有的人厌恶工作袁视工作为惩罚袁觉得
工作只是为了生计袁 是不得已的事情遥
能偷懒就偷懒袁能糊弄就糊弄袁要么出
工不出力袁要么出力不出活遥 对别人提
出的要求尧意见袁总觉得是在找自己的
麻烦遥 他们打工者心态严重袁 觉得是
给老板打工袁那么努力干什么袁差不多
就行了遥 在工作的时间心不在焉袁干别
的事情袁 而该干的事情却一拖再拖遥 工
作中遇到一点点困难就止步不前袁总是
把问题抛给别人袁抛给领导遥 而不能直
面困难袁 耐心细致的寻求解决办法袁把

克服困难当做自我成长的机会遥稻盛和
夫说院野困难和挫折在后来变成成功的
基础袁当初认为痛苦的事情袁后来全都
给我带来了好结果冶遥即使在苦难当中袁
只要认真工作袁就能带来不可思议的好
运遥

你对工作的态度袁决定了你快乐与
否遥同样都是石匠袁都在雕塑石像袁如果
你问他们院野你在这里做什么钥 冶他们中
的一个人说院野你没看到吗袁我正在凿石
头袁凿完了就可以回家了遥 冶这种人视工
作为惩罚袁 在他嘴里常吐出一个字
野累冶遥另一个人可能会说院野我正在做雕
像袁这是份很辛苦的工作袁但报酬很高袁
毕竟我有太太和四个孩子要养活遥 冶这
种人视工作为负担袁在他嘴里经常说的
一句话就是野养家糊口冶遥而第三个人可
能会放下手里的锤子袁自豪的说袁看这
是我留给这个世界的艺术品遥这种人永
远以工作为荣袁工作为乐袁常常说的一
句话是野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冶遥

信的最后袁老洛克菲勒说袁如果你
视工作为一种乐趣袁 人生就是天堂曰如
果你视工作为一种义务袁 人生就是地
狱遥 检视一下你的工作态度袁那会让我
们都感觉愉快遥

技术研发中心 孙杰

野人间有味是清欢冶出自苏轼的叶浣溪沙曳袁虽然
苏轼一生历经无数次起落浮沉袁但是豁达豪放的性
情始终不改遥 他喜欢诗词书画袁也喜欢饮酒作乐遥
他的生活方式告诉我们院即使身处喧闹的世界袁也
是可能让心灵不受污染袁品出真正的清欢遥

清欢袁是尝过人生百态袁最终得出的一点点平
和与淡泊遥

其实清欢并非是文人的故装清高和标签袁平常
人也可以理解和做到其中的内涵遥 只要在平时多
多观察生活袁从生活上的细节出发袁懂得会舍取袁学
会感恩遥 说白了就是一个野简冶字而已袁毕竟在这个
浮躁的世界里袁任何的茫然寻找和苦苦追逐袁都是
徒劳遥 人间有味袁味是清欢遥

要要要读叶浣溪沙曳有感
电池制造部 黄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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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袁 身边的朋友们都喜欢拿着手机逛微博尧
空间尧朋友圈袁掀起了一阵野点赞冶的热潮遥 点赞已经
成为人们在网络交流互动中离不开的方式袁好像看
到某个朋友发一条动态点赞就表示有关心过一样袁
所以无论是在微博尧空间还是朋友圈上袁人们都会
习惯地去点一下赞遥 而点赞的方式却是如此的简
单袁只要动动你的手指就能完成遥

有人说袁点赞的人越多袁说明你人际越好曰也有
人说袁如果你发的一条动态没有人点赞或有极少数
人点赞的话袁那么你的人际关系之差可见一斑遥 其
实袁我觉得这两种观点都有局限性遥单靠着一个野赞冶
去评判人际关系袁其实是特别牵强的遥 就比如说袁我
前两天看到一个朋友在玩 QQ 空间袁一看他每一条
动态都有两百多个赞遥 我就顺口说了一句袁怎么有
那么多人赞你遥 他说他最近加了一个互赞群袁发的
每条说说尧名片尧个性签名之类袁不论内容如何都有
很多人赞遥 那么袁你能说他人际关系很好吗钥

因为除了证明人际关系意外袁点赞还有更大的
作用遥 不论赞多辨人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遥 现在每
个企业也会用微博尧空间尧朋友圈来做宣传袁提高社
会认知度和透明度遥 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加深企业和
员工的沟通交流遥 当我们看到公司的一些正能量消
息时袁我们会去点赞袁会去转发遥 这能说明人际关系
的好坏钥 不袁这只是说明我们都愿意传播正能量遥 社
会也是如此遥 我们身为其中一员袁好的方面需要我们
去传播和宣扬曰 不好的方面则需要我们去及时制止
和改正遥 点赞只是我们表达自己思想的一种方式袁并
不是需要靠着其数量来证明人际关系遥 当一些没有
营养袁甚至是带来坏影响的事情出现时袁我们更是要
意志坚定袁以身作则遥

社会在飞速发展袁而我们要不忘初心袁坚守原
则袁只为传播正能量而点赞浴 不论赞多辨人际袁这句
话深有体会遥

不论赞多辨人际
电池制造部 王九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