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知何时袁人们开始向往农村的生活袁大
概是因为农村的空气质量更好些袁 也可能是
因为如今的生活压力太大了遥 但我有另一想
法袁就是要体验一下自主种菜尧不同季节不同
收获的滋味袁虽然出生在农村袁但这种经历还
不曾有过遥 要种菜袁就得有土地袁因此对我来
说袁就必须先开拓一块荒地遥

在村口农田的远处袁 有一条弯曲的河流
穿过袁在地图上名曰霞江遥 河流宽约十米袁深
冬初春的时节袁 河水缓缓流淌袁 并不深的小
河袁清澈见底遥 河里远处一群鸭子吱嘎叫个
不停逆流而上袁 似乎是要去合围一些溜窜的
鱼虾袁填饱肚子遥 河流的两边袁分别是两座村
庄袁 这边的岸堤上袁 有一片宽敞而平坦的地
带袁长满了各种野草袁稀稀拉拉得袁也不稠密袁

枯萎的尧浓绿的尧嫩绿的交错在一起袁演绎着
生命轮回的奇妙遥间或地也长着一些野菜袁此
时节正好采撷食用遥河边是座宽广的河堤袁原
是为拓宽河底袁将挖掘上来的河泥堆砌而成袁
土囊肥沃自不在话下袁 加之河堤上很少有人
来往袁 我于是决定将要开拓的荒地选在这块
河堤上遥

这个初春时节袁一个天气爽朗袁风清云淡
的周末晌午袁走过村口农田袁来到视野开阔的

河流堤岸上袁我带上钢叉和锄头袁开始了拓荒
运动遥先是用钢叉挖松堤岸上的泥土袁并上下
翻转过来袁 再俯下身子将掺杂在泥土里的野
草连根挑出来抛到旁边袁 让它们随着阳光照
射而失去养份袁枯萎腐烂袁再待后续收集起来
作为养料填入到蔬菜底下遥为节约时间袁提高
效率袁在用钢叉松土时袁就要有意识地按照长
条形状从四周向中间挖动袁 使之形成一个个
长方形的土垒雏形袁 这样整块土地就被分割

成一个个长方形的单元袁以便日后栽种尧施肥
和除草作业遥接下来该发挥锄头的作用袁要做
到每个长方形土垒看上去整齐划一尧 大小均
等尧表面平缓尧泥块匀称尧土质细腻袁就是劳动
者要如何灵活使用锄头的本领了遥

好在河堤土质本身就很疏松袁 前后约摸
四个小时的光景袁赶在太阳落山前袁拓荒这项
野前置工程冶算是圆满地完成了袁过些天袁我在
考虑初春时节应该先种些什么蔬菜了遥

记得以前在农村袁我是不愿意干农活的袁
但经过这次拓荒袁 发现适当地干点农活也能
让身心愉悦起来袁 特别是在获得收成的那一
刻袁 成就感油然而生遥 只有肯付出才会有收
获袁只有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真遥

拓 荒 记 事
董事办 何始春

今年回家袁某天我和朋友一起吃饭袁他醉酒后说的
一件事让我觉着既难以置信袁又耐人寻味遥

初一时袁 他有过一次留级的经历袁 也正是这次留
级袁让他的生活方式和性格彻底被改变遥 留级前袁他所
就读的学校还是平房袁宿舍当然也是平房袁一间空间本
就不大的房间里却居住着 70 多名学生遥他说那会儿夏
天的夜晚才真的叫燥热袁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
去的遥 同年冬天袁他被分在新宿舍袁上铺的烟头或烟灰
经常掉在他的床铺上袁但是怯弱的他却不敢吱声遥后来
还发生了失窃案袁很多人都怀疑是他所为袁因为宿舍里
所有人的箱子都被翻了袁只有他的没被动过袁结果调查
清楚竟然是失窃者自己行窃袁 问他为什么不动我朋友
的箱子袁他回答说院因为他穷浴 他父母对这些一点都不
知道袁让他留级单纯是为了让他取得更好的成绩遥

留级后袁他住进了新盖的宿舍楼袁上课也在新盖的
教学楼遥 明亮宽敞的宿舍和教室好像将他整个人都给
照亮了遥新同学都不知道他以前的性格和生活袁但是他
自己却清楚袁他改变了往日孤僻的性格袁高中英语老师
对他的评价是语言天才袁 大学文学院的院长说要开发
他的语言系统遥

他说他大学四年袁每个夏日周五黄昏袁都会静坐在
窗台上袁抽一会烟遥我说为什么袁他说窗户向西遥我瞬间
明白袁西面是他家的方向遥

那天晚上袁我送他回家遥他低声的说院其实袁我一直
都是为了取得别人的注意遥

他苦笑着继续说院那次留级袁对我的影响很大遥 之
前没人注意我袁没人愿意和我交谈袁和我玩袁甚至我问
同学借字典都被拒绝遥 我觉着活着特别失败遥 所以袁趁
着留级袁谁都不认识袁我尝试着换个新的我去学习袁去
生活袁去博得别人的注意遥 结果慢慢的袁我适应了外表
热情袁内心孤僻的生活方式噎噎

我静静的听着袁看见他斜步走在前面袁不知道该说
什么遥只是陪着他继续往前袁理解一个因为缺爱和关注
而努力改变自己原本生活方式的人遥

或许在很多人的思维中袁活在别人眼里袁寻求别人
关注的人很可悲遥 但我想这些可能是他们活着的最佳
方式了遥

活着的方式
电池制造部 苏俊连

野总是向你索取袁却不曾说谢谢你袁直到长大以后袁才懂得你不容易袁
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噎噎寓熟悉的旋律总是带来伤感的情绪袁就
像窗外的雨袁剪不断理还乱袁别是一番滋味涌上心头遥 常言道袁文学者袁文
笔细腻而又丰富袁然而袁当我决心用手中的笔为你写首诗时袁总是深情抬
笔袁无处落笔袁凌乱的思绪飘飞不定遥

南昌的四月袁像一个淘气的小孩儿袁时而哭泣袁来一场暴风骤雨曰时
而大笑袁秀一场阳光普照袁让人琢磨不透浴 伏案窗前袁天空又下着淅淅沥
沥的雨袁稀稀落落的人走在路上袁铃铃铃要要要电话响起袁是你打来的遥 接
过电话袁野xx袁吃饭了吗钥 那个噎噎冶欲言又止袁才说道院野三四月份的天气
多变袁你妈叫你注意早晚御寒袁不要松太多衣服袁不要感冒了袁最近听你
妈说你在减肥袁你自己把握一个度遥 冶还没等我说话袁你直接把电话扔给
了妈妈遥 你到现在还是这样袁明明有着一颗暖暖的心袁却总是推及他人袁
与我保持着野距离冶遥

雨滴沿着记忆的旧址返回袁回到了我的高中生活遥 我是一个复读生袁
能够考上大学袁最想感激的人就是你遥 第一次高考失利袁若以一个三本分
数收场袁我心有不甘袁于是袁我选择了复读遥 你并不赞同我的想法袁可还是
拗不过我的执着遥 复读不同于高三的爱幻想和憧憬袁经历过了才知道袁你
有许多知识没有掌握袁你已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浪费了遥 每天的三点一线袁
看书背书袁做卷子袁查漏补缺袁繁重的课业以及频频的考试袁日复一日袁压
得人喘不过气来了遥

人总是不完美的袁我的英语底子薄袁很多次被老师点名批评袁打击得
我没有一点自信袁心蒙上一层层雾霭袁拼命挣扎却依旧甩不掉遥 中途袁我
想过放弃袁等到你不去工地上班的一天袁在饭桌上鼓足勇气说了出来袁并
向你汇报了我的英语惨况袁你沉默着袁一语不发袁继续吃饭袁只是行为举
止间多了一丝惆怅遥 诚然袁你是不同意我这么做的袁你不能接受你的孩子
是个野逃兵冶袁无论学习或生活浴 实话说袁我讨厌你的这副表情袁从小到大袁
你对我总是一副没有表情的表情袁从未抱过我袁从未对我笑过袁甚至连一
点点父爱的感觉都没有袁曾经我是那么的讨厌你遥 那天下了晚自习袁我拖
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袁照惯例地打开台灯袁印入我眼帘的是一摞书袁仔细
一瞧袁都是关于英语的辅导资料袁我还纳闷呢袁再一端详袁才发现是你买
的袁因为新书上面还残留着混泥土般的气味遥顷刻间袁我的眼泪湿润了遥

推开窗袁雨停了袁一阵清风袭来袁透过我的身体袁带来丝丝暖意遥
岁月流转袁季节翩跹袁现在的你仍旧在辛苦奔波袁而头上已满是白

发袁脸上也已镌刻下了皱纹遥 你只是一个平凡的人袁没有才识袁没有多少
钱袁住在出租房里袁没有固定的工作袁靠学来的手艺养家糊口袁是一个地
道的乡村劳动者遥 为了我能够上大学袁你拼了命似的工作赚钱曰为了帮我
买书袁你放下骄傲的野面子冶曰为了补充营养袁你坚持每晚做点心给我吃
噎噎

不曾想袁你为我做了这么多袁只因儿时的不懂事袁对我依旧有愧疚之
感遥 现在我已长大袁而且很幸福袁这幸福恰巧来源于你遥 如果没有你袁我想
我不会知道这隐藏着的爱浴 从小到大袁属于你我的世界几近空白袁今天袁
我想为它添上一道颜色袁将这么多年来没说的话汇集袁对你说一句院爸袁
我爱你遥

电池制造部 周梅兰

小幽默院

走出来脚印

一头年老体弱的狮子袁 无力的
自行觅食袁只好躺在洞穴中袁呼吸
困难袁说话有气无力袁一副病入膏
肓的样子遥

这个消息很快在兽群中传开
了袁大家都为病狮哀伤不已袁它们
一个接一个前来探望狮子遥 狮子就
在待在自己的洞穴中袁轻而易举地
把探望着一个个捉住吃掉遥

狐狸对这件事有些怀疑袁 最后
也去看个究竟遥 它站在远离洞口的
地方向万兽之王问好遥 狮子说袁
亲爱的朋友啊浴 你为什么站得那么

远呀钥 来靠近我袁陪我这个可怜的
老狮子说几句话吧袁我快不行了遥 冶
野愿上帝保佑你浴 冶狐狸说院野我不能
再走近你了袁因为我看到洞口都是
走进去的动物的脚印袁而没有看到
走出来的动物的脚印浴 冶

大智慧院
怀疑和警惕是最好的自我保护

武器遥 在尔虞我诈的商海里袁到处
充满着诱惑袁 永远没有绝对的安
全袁要想不被欺骗袁就在随时运用
自己的智慧袁在做决定之前先看一
看有没有野走出来的脚印冶再行动遥
否则袁莽撞行事袁就只会落入院野狮
子冶的圈套遥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袁这句话一点也没错遥
在国家二胎政策开放以来袁 不少家庭扬起了
生二胎的浪潮遥 无论是在亲戚家串门还是同
事朋友间聊天袁都离不开野二胎冶这个话题遥在
我家也不例外遥自野二胎冶政策开放以来袁我老
公就一直试图想让我生育二胎袁 只是我一直
未同意遥因为我压根就不想生育二胎遥为此跟
我老公没少吵架遥

我跟老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袁 他只希望
儿子长大不孤独袁 长大后有兄弟姐妹间的亲
情来往遥而我考虑到儿子已经十岁了袁我怕生
二胎会亏欠儿子袁 同时也怕两个小孩年龄相
差太大沟通会有隔阂遥 其实我内心深处担心
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目前家庭经济条件还不
足于养育二胎袁 这也是很多家庭面临的比较
现实的问题遥说句比较实际的话袁我最怕的还
是失去现在的这份工作袁 我害怕因为我个人
的原因袁 失去我合作最默契的同事们和朋友
们袁失去能够引导我积极向上的优秀领导们遥
我在公司工作已经快六年了遥 早就亲近了公

司的一草一木袁 看到每一个同事都是那么亲
切遥在公司的这些年袁与同事共事的时间甚至
比在家与家人相处的时间都要多袁 与同事经
历的酸甜苦辣袁喜怒哀乐不比家人少袁工作带
给我的快乐远远超过了工作本身的价值遥 我
觉得工作的压力人人都会有袁 但只要能够及
时调整好心态袁 努力的去思考自己的工作思
路和方向袁虚心的请教身边的领导同事们袁就
一定可以化压力为动力袁克服重重困难的遥

2017 年春节刚过没多久我就发现自己怀
孕了遥一直不想面对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袁而电
话的那一头袁感受到的是老公的喜悦之情袁却
不知电话这头的我已经急的焦头烂额了遥 不
打算生育的我拨通了同事的电话倾诉袁 感觉

很无奈也很无助袁但是木已成舟遥
当身边的同事尧领导们得知我怀孕的消息

后袁都对我照顾有加袁瞬间我被他们当成保护
动物般呵护起来了遥大家对我的包容和照顾令
我无比的感动遥这使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好好工
作来回报他们遥 可是自己的身体不争气袁怀孕
早期反应特别严重袁 坚持了几天就撑不住了遥
我的倒班主管钱萍不停的安慰我袁还特意批了
几天假期让我好好休息袁并且不断地询问我的
身体情况遥我的搭档们也都表示自愿帮我分担
工作上的压力袁一直嘱咐我在家好好的遥 休假
期间不断地接到他们的问候电话袁我知道如他
们所说袁他们是希望我顺利生下小孩袁早日回
来上班遥我自己也恨不得立马生下回到岗位去

工作遥 可是女人怀胎的岁月总是漫长的遥
很多同事问我怀孕了为什么还坚持上班

呢钥 把自己搞得这么累遥 我只是微微一笑袁因
为在我心里早已把瑞晶公司当成我的第二个
家了袁在公司我还有愿望没有实现呢浴公司留
有我太多的足迹袁 我对公司有太多的留恋和
不舍遥公司给了我展现自我的平台袁公司同事
给了我爱的呵护遥我的荣誉来自瑞晶袁我的向
往寄托在瑞晶遥不知怎么的遥每次公司的出勤
车经过身边时袁 我的都会情不自禁的告诉身
边的人院野这是我们公司每天免费接送我们上
下班的的出勤车遥冶而每次经过站台时都会看
着时间袁如果接近上下班的时间点袁我都会等
上几分钟袁直到车过站了才转身离去遥

人的感觉就是这么奇妙遥 人生当中会有很
多的无赖和无助遥 也会有很多人和事令我们
不舍遥但我相信这都是短暂的袁有时候需要我
们默默地去接受或努力的去争取遥 我相信只
要我对公司不离袁公司便会对我不弃遥等我回
来浴

我心中的不舍
电池制造部 钟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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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逢未问往如今，

酌酒相迎溢满襟。

同窗旧梦须无助，

三江你我各东西。

重 逢
设备设施部 李新华

趁着周末袁带着孩子去新溪看油菜花遥 从市区出发袁约
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袁我们抵达了目的地遥 但是有点失望袁种
着油菜花的只有几十亩地袁并没有脑海中连片连片的感觉遥

这也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袁我的家乡就是农村袁每当晚稻
收完袁后面就要准备种油菜遥家家户户每块田地都会种上点
什么袁而不会让田地空着袁而油菜是种植首选遥当春天来临袁
油菜花全开了袁连绵不绝袁从这家到那家袁从这个村到那个
村袁 放学时走在里面袁 那是真真正正的徜徉在金色的花海
中遥 现在袁经济发展了袁选择多了袁也不用再种那么多田地
了袁村民们大多都出去打工了袁每次回家袁就看着大片大片
的田地空着尧荒着遥再想看一眼小时候的景色还要跑到这远
方来旅游遥

现在的小孩都是在物质充沛的环境中长大的袁 回到老

家什么东西都不认识袁对一切都是好奇的袁问这问那遥 而在
我们那个年代袁没有那么多电视台袁也没有那么多节目袁更
没有手机袁我们的娱乐就是袁放学爬树掏鸟窝尧看牛割草打
猪食遥如今回想起来心底别有一番滋味袁怀念曾经的无忧无
虑尧天真烂漫袁什么都不用考虑袁什么都不用想袁只知道饭来
张口尧衣来伸手袁上学读书需要每天按时到校袁努力学习将
来考个好大学袁出来找个好工作遥 再后来袁就是围着老婆孩
子转了袁不能什么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袁需要考虑的也渐渐
多起来袁房子尧车子尧票子遥 每天努力工作袁也只为给孩子一
个更好的物质基础遥

这一次的油菜花之行袁虽然不太满意袁但勾起的那层层
回忆袁却让我更为珍惜袁是真的回不去了袁那就在回忆中微
笑吧遥

技术研发中心 罗小钢

有人说理想是梦袁生活是刀遥 也有人说理想是天堂袁现实
是地狱遥 而我说梦在远方袁路在脚下袁有人在前进袁有人在退
后袁一步是天堂袁一步是地狱遥

对于改革开放后奋斗在 21 世纪的人们袁 为提高物质生
活而奔波劳碌已成为常态袁或许大多数人都已经忘了自己也
曾有过梦袁眼看着梦随着时间一起流逝遥 它就像一颗流星袁就
像彩虹袁在你脑海只存在过短短的一瞬间遥 也许在多年后想
起袁会感叹自己当年的无知和天真袁现实是无情的袁可是为什
么有的人却梦想成真了呢钥

同一个起点袁同一条路线袁有的人在踏步袁有的人在行
走袁也有的人在跑步遥 曾经有位伟人说过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浴 可是有多少人只做到了读书而忘记了目的要要要为中华之
崛起遥 有的人听完这句话只是笑笑袁有的人却因这句话实现
梦想遥 上帝给了每个人做梦的机会袁也给了无数个梦的选择袁

不同的是袁有的人把梦想仅仅当成梦想袁有的人却把梦想当
成前行的动力曰有的人在追梦的路上停下了脚步袁有的人却
一往无前遥

有许多人在人生低谷时都曾说过野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
么钥 冶就像梦想袁只要心存梦想袁它也不是遥不可及遥 每个人都
是经历过地狱才能迈入天堂袁因此也才会有野欲登天堂先入
地狱冶的哲理遥 古人说院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袁必先苦其心志袁
劳其筋骨袁饿其体肤遥 空乏其身袁行拂乱其所为遥 也是一样的
道理遥 所以当你感觉生活在地狱中时袁不要抱怨袁也不要在意
别人的嘲讽袁因为你正行走在前往天堂的路上遥

马丁路德金曾说过院野如果你的梦想还站立的话袁那么没有
人能使你倒下遥 冶梦就在远方袁去做完自己的那个梦袁不要追
逐别人的梦想遥 走自己的路袁完成自己的梦想袁在通往天堂的
路上没有花袁有的只是泥泞和汗水浴

路在脚下
电池制造部 吴喻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