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忆里的父亲总是那么高大
威严袁那时袁他只要跺跺脚在我们
家就能起到敲山震虎的功效袁像
古代专制的君王般袁 任何人都别
想忤逆他的意思遥即使这样袁我仍
然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袁因
为有他在袁天永远都不会塌下来遥

从初中到大学袁 再到现在外
地工作袁不是住宿舍就是租房袁离
开家的次数越来越多袁 也越来越
远袁 可能是真的已经习惯了没有
亲人陪伴的生活遥 随着年龄的增
长袁 有很多事情跟父亲不知道怎
么开口袁最后还是闭口不言吧袁渐
渐地袁 我们的所思所言所想已经
不在一个频道上了遥就这样袁距离
越来越远袁 我甚至不记得父亲是
哪年开始长了白头发袁 哪年开始
有了第一条皱纹袁 还有他的生日
是哪一天遥

作为子女袁我有时候非常任
性袁总觉得他对我的关怀和宠爱
是理所应当袁对这种拥有我一直
有恃无恐袁所以不会想到他有一
天也会离开我遥 父亲病了袁因为

他没事爱喝点小酒袁我就一味的
责怪他不注意饮食袁不爱惜自己
的身体遥 其实想想袁这么多年他
都是因为我而积劳成疾袁我没有
什么资格责怪他遥 他也有他的朋
友圈袁有他的无可奈何袁而我从
来没有关心过袁对他的所做所为
有着诸多不理解遥 有句话是这样
说的院野我们总是对陌生人太客
气袁而对亲密的人太苛刻遥 冶这是
现在大多数人的一个通病袁在对
陌生人笑脸相迎的同时袁我发现
好久都没有和父亲一起开怀大
笑了遥

前段时间看了一段演讲视
频袁标题是野你养我长大袁我陪你
变老冶袁 它教我们如何做人子女遥
作为子女袁 我们要善于看穿父母
的坚强袁这件事越早越好袁不要等
到来不及了袁 也不要等到没有机
会了袁 就像所有的父母都不愿意
缺席子女的成长袁 我们也不应该
缺席他们的衰老遥从今天开始袁我
们不要看着亲人渐行渐远的背
影袁不要让等待成为遗憾浴

忘了去懂你———致父亲
质量部 杨青霞

若不是厂车穿过田野时飘过的稻草香和朋
友买的糖炒栗子袁我大概都没有察觉到袁秋天已
快走了遥 毕竟袁日光灯映不出朝霞夕阳袁车间里
也显不出春夏秋冬遥 突然想起了去年冬天的那
个下午袁在屋顶打牌做俯卧撑的三个小伙子袁如
今都各散各地不知所踪了遥 明明就像是昨天发
生的事袁却远得我快要忘记他们的名字遥

打工的生活就是这样袁 我们的人生在这个
点相逢袁一起日出而作袁日落而息遥 短暂的并肩
作战之后袁沿着各自的方向袁或轰轰烈烈或悄无
声息袁渐行渐远袁从此天南地北袁永无重逢遥从联
系尧挂念到习惯袁然后忘却遥 只记得那时候有个
朋友袁一起上班袁一起喝酒袁一起潇潇洒洒走过
了一段青春遥在工厂总会遇到很多短暂的友情袁
来去匆匆袁却不拖泥带水遥我不奢望哪份友情能
伴我一生袁只求在相处的时光里袁肝胆相照袁无
愧于心遥

莫说友情袁爱情何尝又不是这样袁我总是习
惯微笑地看着这类事情遥 也许是电池车间外的
桃花太缤纷袁也许是映日湖里的水波太多情袁我
的朋友 A 君袁最近恋爱了袁迅雷不及掩耳袁效率
之高令人咋舌遥 以至于一个大姐都对我说:看小
A 多主动多厉害袁你要多向他学习袁要不然下个
月又要过节了遥 我连连点头袁说对对对袁明天就
请小 A 吃饭袁向他取经遥 相对于小 A 的是阿 P袁
他也有个喜欢的姑娘遥 在我们一群单身狗精心
地出谋划策之下袁 他当然没能和那个姑娘在一
起遥 酒后的小 P 和我说过一段话袁我至今记得:
野人生有三大错觉袁手机在震袁有人敲门袁她喜欢
我遥 冶个中语气袁令人唏嘘遥

如今袁小 P 已经从野我厂里的朋友冶变成了
野我以前厂里的朋友冶袁他在远方会有新的工作袁
新的生活袁 当然袁 也会遇到另一个他喜欢的姑
娘遥 我很久没有联系他袁君子之交淡如水袁却道
天凉好个秋浴

秋日随笔
设备设施部 付亮

独在异乡为异客袁 每逢佳
节倍思亲遥 毫不例外我也是这
样的人遥我很喜欢张国荣的叶春
夏秋冬曳袁 一句秋天该很好袁你
若尚在场袁 秋风即使带凉亦漂
亮噎噎写的很美遥

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内蒙古袁但我的家乡并不是大家
印象里的草原袁替代草原的是春种秋收的庄稼遥 带着好奇和
希望我来到这个城市袁但城市的喧闹让我从喜欢挑战转而变
成追求宁静袁可那种宁静更多的是一种奢望遥 比如在某个深
秋的下午袁 我更喜欢独自一人漫步在布满金色落叶的小道
上袁一边在落叶上行走袁一边享受午后阳光的滋润遥小时候我
就经常和伙伴们一起躺在秋天的落叶上袁因为没人扫袁所以
落叶堆得厚厚的袁我们在上面一躺就是一下午袁饱饱的睡一
觉袁那种阳光洒在每寸肌肤上的感觉现在很难再找回来了遥

自古逢秋悲寂寥遥 秋天
总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悲凉的
情感袁 各种离愁别绪都在这
一时节涌上心头遥 一朋友告
诉我袁 他是这样排解悲秋之
意的院每个周日的下午袁自己

静坐在寝室阳台上望着夕阳落下的方向袁点几支烟袁直到天
黑遥 我知道他这样做已经四个秋天了袁我也知道夕阳落下的
方向正是他家的方向遥

而我袁则喜欢用文字和图片来记录秋天袁不管是一片落
叶袁还是一场秋雨袁或是一缕秋日午后的阳光遥这些点点滴滴
都可以组成我闲暇时对秋日的幻想袁习惯了蒙太奇式的想象
思维袁难免会觉得秋是罗曼蒂克的遥对于诗人和作家来说袁秋
天是文章尧是素材袁而对于我来说袁秋天却是生活的调味品袁
品酸甜苦辣袁尝人间冷暖遥

秋日随笔
电池制造部 苏俊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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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日被感冒病毒打的是落花流水袁 再加上持续不断的雾霾天
气袁胸口每天像压了一块石头袁连呼吸这样稀松平常的事也愈发艰难起
来遥

难得的能按时下班回家袁咱也没忘了自己为人夫的本分袁拖着野病
体冶在下班路上买好了蔬菜水果若干袁爬着楼梯盘算着晚饭的菜色噎噎

掏出钥匙开门开灯一气呵成遥咦钥灯怎么没亮遥 难道是打开方式不
对钥重来一次袁依然是伸手不见五指遥最近也没接到停电通知啊袁窜到阳
台上一看袁别人家的灯都是亮的袁指定是欠费了遥幸好还有发达的网络袁
赶紧摸出手机交电费袁手机一开却发现电量只有可怜的 3%袁真是屋漏
偏逢连夜雨遥打电话的话估计还没来得及播号就关机了袁还是利用这宝
贵的 3%发条短信吧遥 可这短信怎么写呢钥 要知道袁我呼吸不畅地爬上
楼袁不顾自己感冒还惦记着为人夫的本分袁开门之后却要面对这一室黑
暗袁连暗自筹谋好的辣椒炒猪耳朵尧醋溜白菜也都打了水漂袁心里头那
一股熊熊业火真是焰腾腾的按都按不住啊浴 抱怨的话千言万语涌上心
头袁可在这 3%的电量前只化作了五个字院快点交电费浴随着短信野嗖冶的
一声发出去袁手机屏也彻底的黑了遥

我一屁股歪在沙发上袁心情真是非常的狂躁袁感冒似乎都加重了遥
心里烦闷也就滋生出各种抱怨袁 准备等媳妇回来好好地跟她理论一
番要要要作为一个掌管家庭重大事务的女人袁竟然会犯野忘交电费冶这种
错误遥 左等右等也不见人回来袁再看看时间袁早已过了下班的点袁手机又
没有电袁联系不上袁想到这里袁还是摸黑到阳台上去看看吧遥 甫一开窗袁
冷风扑面而来袁深深地吸一口气袁心情也顺畅了许多遥 往楼下看了看袁车
也还没有回来袁心里不免开始担忧遥正在这时袁听到了开门的声音遥媳妇
带着一身凉意推门进来袁插卡开灯袁满室明媚遥 所有的气愤尧抱怨一下子
都烟消云散了遥 媳妇略带歉意地说袁忘记交电费了袁一看到短信马上就
去交了袁让我不要生气遥 我故作大度的回道袁生什么气袁我这么好的人遥

其实回头想想袁如果媳妇早回来一会儿听到我的那些抱怨袁或许一
场野世界大战冶就不可避免了遥我为什么会生气呢钥自己满心野谋划冶的晚
餐化为泡影袁渊作为吃货冤巨大的失望让我心里极度不平衡袁于是就开始
抱怨媳妇袁却忘记了自己也是家庭的一份子袁自己也有交电费的义务遥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抱怨别人袁但是袁几乎没有人抱怨过自己院我为
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抱怨呢钥 抱怨不会改变任何现状袁 却会影响你的心
态遥人与人之间的情绪是可以互相感染的袁没有人愿意跟一个常常抱怨
的人共事袁永不抱怨袁也是许多成功人士的成功秘诀遥与其花时间抱怨袁
不如做出改变遥 深呼吸袁浅抱怨袁积极向上的人生才更美好遥

营销部 徐田琪

国庆期间袁 新闻联播中有一档小节目叫
野谁不说俺家乡好冶袁看后一直心潮澎湃遥 俺是
山东人袁说到俺山东那可是有的说了袁怕是三
天三夜也说不完它的好遥

说到山东你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钥 你是会
想到泰山尧趵突泉尧大明湖袁还是青岛的海滩钥
是不是会想到曲阜的孔庙尧 孔林还有孔府呢钥
山东不仅有很多风景优美的地方袁而且文化底
蕴相当浓厚袁儒家思想就发源于此遥

俺的家乡就是山东西南部曹县的一个普
通的村庄袁说大不大袁说小也不小遥 从空中俯
瞰袁整个村庄呈长方形袁有条公路自西向东贯
穿村庄遥 或许在别人眼里她只是个普通的不能
再普通的村庄袁可在我眼里她却有种不平凡的
美遥

俺的家乡四季分明袁物产丰富遥 家乡以杨
树尧槐树尧榆树尧桐树居多袁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尧
河谷沟沿尧 道路两旁都有栽种树木的习惯袁因
此袁俺们家乡也素有野平原森林冶的美称遥 春天
的时候袁满树的花开袁淡淡的香味弥漫在村里袁
远远看去袁一片花海袁最是美丽遥 俺最喜欢的就
是家乡的槐树袁每年的四五月份是槐树开花的
季节袁也是人们第一次享受大自然给予馈赠的
时候要要要这正是吃槐花的最佳季节遥 此时的槐
花袁花香四溢袁阵阵清香沁人心脾袁令人心旷神
怡袁俺最喜欢吃俺妈蒸的槐花袁蒸槐花可是个
技术活儿袁要先把槐花洗净袁再加入面粉袁锅中
放水烧开袁槐花放入笼屉中袁大火蒸制十分钟
左右袁 蒸好的槐花趁热倒进干净的容器里拌
开袁葱姜蒜放入蒜臼里捣碎袁一定要捣成泥才
行袁捣好的蒜泥再加入生抽老抽袁香油袁白糖等
调味袁 最后给槐花洒点盐和鸡精搅拌均匀即
可遥 这样的一碗槐花袁吃在嘴里芳香四溢袁香甜
可口袁现在想起来都止不住的流口水遥

现在在外工作袁每年都很少回家袁在电视
上或者网络上看到家乡的新闻都特别的关
注袁在外面听到家乡的乡音都特别的亲切袁不
管离家多远尧多久袁思念家乡的味道只会越来
越浓袁俺的家乡在我心里一直都是最美的袁也
是最好的遥

谁不说俺家乡好
电池制造部 孙其林

终日徘徊在两点一线的我
们袁 本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来享受
家庭的温暖遥回头看看袁也许我们
会发现袁 其实袁 温暖就在我们身
边袁从未离去遥可此时此刻袁野独在
异乡为异客袁每逢佳节倍思亲冶的
离愁让我万分想念在远方的你
们袁在这深秋之时袁该怎样谱写我
的思乡之愁遥细雨悠悠飘落袁似乎
是上天在映照我的内心袁打开窗袁
雨水飘落进掌心袁冰冰凉凉袁好像
在轻抚那内心的忧伤遥

从小袁我就喜欢雨天袁有时袁
它轻盈而又飘柔袁似翩翩起舞的
少女袁那优美的舞姿袁让人欲罢
不能袁 也许它会淅淅沥沥好几
天袁甚至一个月袁却能让我感受
到一种别样的美袁它没有繁杂和

喧嚣袁只是安静地融入大地母亲
的怀抱袁望着它许久许久袁却总
也看不够遥 有时袁它猛烈而又磅
礴袁像奋勇冲锋的战士袁那转瞬
即逝的闪电袁 那呼啸澎湃的狂
风袁那惊心动魄的雷鸣袁激起我
内心千层浪袁但是袁它的肆虐却
让世界焕然一新袁天空没有了细
碎尘埃袁淡蓝清澈宛如婴儿的肌
肤遥 望着干净如新的天空袁我似
乎能明白它想说的话袁纵然现状
再糟糕袁前方的坎坷也会有过去
的一天袁只要目视前方袁尽力做
到自己的最好袁将会有一个崭新
的世界在等着我遥

远方的你们袁纵然相隔千里袁
在我心里却时刻思念着你们袁待
到相聚之时袁我们再回首往事遥

寄情于雨
质量部 张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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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中国是世界大国袁 人口总数超过
13 亿袁 但为何培养不出世界级的科学家袁
为何培养不出世界级的足球队尧 篮球队袁
为何培养不出一支世界级电竞强队钥

从 2011 年英雄联盟公测以来袁一直关
注其每年举办的 S 系列世界总决赛袁到今
年已经是第六年遥 期间见证了 S1 赛季的
来自欧美的六支队伍参赛袁欧洲 Fnatic 战
队夺冠曰S2 赛季迎来一支亚洲战队袁与欧
美其他十一支战队一决高下袁 最终台北
TPA 战队以黑马之姿杀入决赛夺冠曰S3
赛季则有来自亚洲尧欧美的十四支战队参
赛袁韩国 SKT1 战队强势加入并一举拿下
当季冠军袁中国皇族 SH 战队惜败夺得亚
军曰S4 赛季有来自亚洲尧欧美的十六支战
队参赛袁 韩国三星投资的两只队伍 SSW
与 SSB 在半决赛时内战袁 最终 SSW 与中
国皇族 SH 战队争夺冠军宝座袁 SSW 以
1:3 战胜 SH 拿下冠军奖杯袁并且在 S4 结
束后爆发了一股中国电竞俱乐部争相重

金买韩援的浪潮袁以致三星的两支战队因
队员全被中国挖走而解散曰在 S5 赛季袁虽
然中国的每支战队都配备两名韩国外援
选手袁但该年成绩却止步四强袁冠亚军分
别是韩国 SKT1 和 KOO遥 今年的 S6 赛季
也在 10 月 30 日结束袁冠军争夺战再次发
生在韩国 SKT1 和 SSG 两支战队之间袁
SSG 选手都为 S4 后新招募培养起来的袁
与多次参加总决赛的 SKT1 老队员在水
平上仍有差距袁最终 2:3 惜败 SKT1袁至此
SKT1 成为英雄联盟总决赛的第一支三冠
王战队遥再反观 S6 赛季中国战队的表现袁

被所有玩家公认为是史上最差袁仅止步八
强遥

其实韩国战队加入英雄联盟总决赛的
时间在中国战队之后袁 但却后发先至袁已
经成为英雄联盟霸主级的存在袁每年各个
大区的战队都以战胜韩国战队为荣遥 甚至
像三星这样的战队袁即使中国挖空其所有
优秀队员袁在短短两年的羸弱之后再次依
靠新人踏足世界强队之列遥 再来看中国战
队袁自 S4 后花重金挖来强力韩援袁在世界
总决赛的成绩不升反降袁甚至落入韩援大
量回国发现无人可用的悲惨境地袁其实最

关键之处就在于是否注重培养人才遥
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快袁现在的人都

急功近利了起来袁投入了就要立马看到回
报袁所以中国足球尧篮球袁包括电竞等领域
都不同程度的有重金招募外援的现象遥 这
些项目在国内的比赛就是看谁外援强袁彷
佛成了一个外援的专秀场袁而一旦进入世
界赛场袁毕竟双拳难敌四手袁在遇到清一
色外国球员队伍的情况下立马就败下阵
来遥

人不是生来就是人才袁都说十年树木袁
百年树人袁你要让一棵树健康尧茁壮地成长
尚且需要花费大量人力尧物力和时间袁更何
况塑造一个专业领域的人才遥 你有钱去重
金买他国队员袁不如拿这些钱去构建培养尧
管理的新模式袁 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和专业的培训及指导袁 培养员工的各方面
素质袁毕竟一切都还是要以人为本遥期待中
国崛起时刻的到来袁 见证中国屹立于世界
强国之巅遥

竞 技 背 后
技术研发中心 杜 灵

不忘初心 聚力迸发

风景秀美，仙女湖畔，

四通八达，交通路线。

务实求精，江西瑞晶，

与日同辉，奋发有为。

企业使命，精益求精，

共同愿景，梦想家园。

梦想启航
采购部 周玲玲

坠梦回乡父母惊，

辞母翱游乃至今。

临行慰母定有音，

苍海单膝泣无声。

回 乡
设备设施部 李新华

二万五千里征程,

烈士他乡献忠魂。

强国复兴中华梦,

再扬旗帜更精神。

新长征
设备设施部 胡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