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似曾梦里两寻回，

抱得宏图展华才。

意欲伴君却相隔，

终须雾里默哀尘。

无 题
设备设施部 李向阳

众所周知袁 月亮每个月都是从缺到圆袁再
从圆到缺袁更替的变化着曰四季每一年都是从
春夏到秋冬袁从秋冬再到春夏袁规律的轮回着曰
时钟每一刻都是从时针追着分针袁到分针追着
秒针袁循环往复的转动着遥 所有的种种袁都告诉
我们一个道理袁 那就是万事万物皆有分寸袁我
们人更应该像万物学习袁掌握好应有的野度冶袁
人生才能更加精彩遥

我们中国人对野度冶的讲究颇深袁我们懂得
凡事过犹不及袁急于求成事不成袁欲速则不达的
道理袁但真要讲起对野度冶的把握袁又有几人能真
正做到呢钥 所谓野度冶袁即在分寸之间袁过分之
事袁虽有利而不为曰分内之事袁虽无利而为之遥
要把握住这个野度冶袁我们就要明白凡事不能过
于苛求袁对于工作我们要尽心敬业袁但不要过
于追名逐利曰对于朋友我们要直言不讳袁但不
要口无遮拦曰对于异己我们要保持距离袁但不
要处心为难遥 生活中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掌
握好分寸袁只有掌握好生活的分寸袁才能更好
的掌握自己的命运遥 做人恰如其分袁做事恰到
好处袁让我们一起学习并掌握野度冶的这门学问遥

万事皆有度
技术工艺部 孙立强

想去大理很久了袁 那儿有我多年未见
的好友袁有网络美图铺天盖地袁想象中异域
风情美到极致的苍山尧 洱海噎噎没有任何
的旅途攻略袁请了假袁通知朋友袁拿着火车
票就出发了遥

旅途于每个人而言都有各自对于旅途
圆满的见地袁 我是清空了所有的美好幻想
去感受大理的遥两天火车上的时间袁除了休
息袁就是看窗外的景色倒退远离袁或是看看
手机里下载的电影袁 第三天的早上走出大
理火车站袁上了朋友的车才知道袁火车的晚
点差点误了她们定好的洱海游轮时间袁匆
忙吃过早点袁一路快车袁我们刚上游轮袁工
作人员就收了搭桥袁船开了遥近 4 小时的航
行袁在船舷边看洱海纯净的蓝袁玉润的水面
映出天水一色的远方袁这一刻袁最深的体会
是大自然的伟大和包容遥 朋友告诉我已经
订了洱海边的海景房袁 他们说只有洱海才
能让我留在大理新城袁看着眼前的洱海袁我
放弃了原本今晚宿在大理古城的决定遥 我
们住的酒店离洱海边只有三个车道的宽
度袁夜景如画袁骑电动车尧散步的人们环湖
慢行袁 湖面微风起粼袁 和朋友叙着往年旧
事袁时间过的很快袁夜色浓了袁朋友才道别
离开遥在这段旅途结束回到家后袁慢慢的整
理袁 才体会那样的时光应该就是于我来说
的野旅途愉快冶的诠释了遥

朋友说在云南有一个野特殊冶的道路规
则袁除了公交车可以左行袁其他的车辆是不
可以左行的袁这样做也是为了解决道路窄尧
车辆拥堵的问题遥这边的气温很适宜袁特别
的舒服遥大理的过桥米线也很好吃袁一份米

线仅是配的小菜就有 20 来碟袁绝对做到了
色尧香尧味俱佳袁吃完出一身汗袁这正是它的
魅力所在遥

从大理新城到古城约 20 分钟的车程袁
到达古城已近黄昏了袁 我们住进朋友一路
上无数次提起的野苍山下最能让你心旷神
怡的地方冶要要要这是一座古色古香的三层
楼小院袁房间并不多袁一楼是个小花房袁主
人的狗和猫都在那儿温驯的玩耍着袁花房
及客厅放着桌椅袁 走廊边还摆放着沙发袁
供住客们聊天尧喝茶尧看书袁主人会烘焙好
吃的点心袁我们到的时候袁正遇到院落的
主人袁他看到孩子们很开心袁拿了刚烘焙
好的点心出来袁请我们一起品尝袁一点都

没有陌生的感觉遥 我住在三楼袁卧室的榻
榻米上方有一个书架袁床头还摆着叶大理
小事曳尧叶苍山下曳这两本书袁真有一种到家
的感觉袁似乎袁会在这住上很久很久噎噎
早上袁在鸟叫声中醒来袁倚着走廊护栏看
晨光下的院落袁有一种入画的错觉袁花房中
各色不知名的的花草争奇斗艳袁 狗在沙发
边倦着袁猫在一旁嬉闹着袁微微侧头袁苍山
云雾缭绕遥

简单收拾后袁 朋友带我们去了苍山脚
下袁坐缆车到了第一个停靠点袁距传说中的
野洗马潭冶1092 米袁山上海拨高尧温度低袁登
山途中袁看洗马潭尧山上奇美的花草尧听游
客用不同的方言聊天袁 满脑子都是如跑马

般的想象袁 仿佛回到了拥有无尽幻想的小
时候袁 这比登山本身意义更大袁 走到海拨
3966 米的地方时袁我们开始往回走遥 晚餐
就在朋友开的餐厅里袁 有当地最具特色的
由各种菌菇做成的菜袁 这些菌长的好看极
了袁我们还用它做道具拍照遥大理古城到了
晚上袁街道上的人一点也不见少袁只是游客
多了袁就难免融入太多的商业气息袁古城已
几乎没了十年前的天然至美遥 在古城的日
子里袁逛集市尧吃鲜花饼尧烤乳扇尧烧饵块还
有豌豆凉粉袁沿着古城的小道漫步袁青石板
铺就的路面袁一条贯穿古城的小溪袁道路两
边店铺的招牌多是英文要要要这里有很多的
外国人袁 他们或是渡假或是流连于大理独
特的东方古韵久居于此袁 也渐成了大理的
一道别致风景袁古城店铺林立两侧袁满目琳
琅尧目不暇接遥

回到新余袁 回到工作和家二点一线的
简单生活袁一周后袁收到朋友从大理寄来的
包裹袁打开看到叶大理小事曳尧叶苍山下曳二本
书袁心里一阵温暖袁大理之行带给我很多的
美好记忆遥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对生活的追
求袁朋友是个勇敢的人袁从我认识她的那
天起袁 她从未放弃过她喜欢的生活方式袁
大理是个可以让她尽情生活尧享受生活的
天堂袁我做不到像她那样的洒脱袁在大理
的日子里袁用朋友的话来说野只是到了地
方袁拍了照袁以佐证曾到此一游袁而已遥 冶但
我从她那儿懂得了收藏美好尧 分享快乐袁
把握现在袁感受现在的美好袁这是我大理
之行最大的收获袁我想这就是生活中最好
的幸福遥

项目部 伍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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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九一八冶纪念日已经过去袁但心中特别想通过抗战类影
视作品去了解当年真实的抗战历程袁铭记历史尧珍惜和平遥
但如今抗战题材雷剧频出袁 只好翻出 2008 年拍摄的一部名
为叶中国远征军曳的电视剧遥

该剧不同于其他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袁其主角是当时国
民政府为保卫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最重要的一条国际交通运
输线野滇缅公路冶于 1941 年组建的中国远征军袁不仅如此袁这
部剧拍摄的时间也有着野特殊性冶要要要在 2008 年袁时任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胡锦涛同志指出院野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
抗战中袁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
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袁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
略的战略态势遥 冶所以袁这部剧也是致敬抗战时期英勇作战尧
保家卫国的国民党部队而拍摄的遥

叶中国远征军曳详细描绘了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的
情景袁特别是一些重大会战袁其中有两个场景深深的触动了
我遥 第一个场景袁十万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与英军协同作战袁
由于和英军的战略利益不一致袁而且没有统一的指挥袁尽管
取得了一些小战役的胜利袁却在会战中连连失利袁最后不仅
滇缅公路没守住还导致整个远征军陷入日军包围圈袁远征军
只好分成两个部分进行战略撤退袁一部分是由孙立人带领的
新 38 师一路向西撤往印度休整曰 另一部分是由杜聿明将军
带领的第五军从缅甸东部经野人山退回中国云南境内休
整要要要该部分在野人山的经历堪比红军长征要要要但回国之
路已被日军堵死袁最后还是转道向西进入印度境内休整袁在

撤退过程中第 200 师师长戴安澜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牺牲袁
这也是入缅作战中牺牲的最高将领遥 第二个场景则是国内
为第二次入缅作战挂出野一寸山河一寸血袁十万青年十万兵冶
的横幅进行征兵时袁大量有志青年响应国家号召踊跃报名参
军的景象遥 与此同时袁在印度休整的中国远征军却被英国人
嫌弃袁不允许入城休整而且没有给养袁只得在城外驻扎袁为随
时防御可能来自日军的攻击袁中国远征军不得不连夜修建防
御工事袁修筑工事的士兵们在清冷的月光下赶工袁突然袁有一
个士兵唱响了来自家乡的歌谣袁当时所有人都停了下来袁思
绪已飘回远在千里之外的祖国袁这个画面正是野不知何处吹
芦管袁一夜征人尽望乡冶的真实写照袁为了祖国袁为了民族袁为
了家人袁他们来到异乡作战袁为了胜利袁他们有的甚至再也回
不来了袁这样的部队袁是国家之幸袁民族之幸啊浴

之后袁中美英三国达成协议袁由英国提供场地和补给袁美国
提供军事装备和军事教官对在印度休整的中国远征军进行现
代化军事训练袁后被称为中国驻印军袁为第二次入缅作战做准
备遥 1943 年 10 月中国驻印军配合国内新组建的远征军反攻
缅北夺回了滇缅公路袁 滇缅公路的夺回重新打通了国际交通
线袁使得国际援华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袁把日军赶出
了中国西南大门袁拉开了正面战场对日反攻的序幕遥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历时三年零三个月袁中国投入兵力
共计四十万人袁伤亡接近二十余万人袁和平的代价是如此的
巨大袁生活在物产丰富袁国泰民安的当下袁我们回首战争袁不
忘国耻袁更应珍爱这来之不易的和平浴

技术研发中心 杜 灵

何为静心钥当你身处万众瞻目的焦点袁却能如独处般从容袁当你身处
快节奏的都市中袁却能为路边的风景驻留袁当你身处万丈高空时袁却能
如常走好每一步袁这便是静了心遥 静心对于我们常人而言袁只是从容地
走好每一步袁只是能平和地对待荣辱得失袁只是不因为一次大的变故
而手足无措袁只是以平和对待生活袁于我们而言袁此为静心遥

为何静心钥 在我们学习生活中袁若不静心袁什么也得不到袁更糟的是
许多人甚至为此失去了很多袁在反腐倡廉的行动中袁一个个贪官为美
女尧为金钱袁滥用手中的权力接连下马袁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袁他们
正是因为在追逐名利中丢失了自己的心袁 膨胀的贪欲令他们无法静
心袁疯狂的追求财富袁同时也葬送了自己袁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遥 所
以说心浮气躁是百害而无一利遥

如何静心钥用平和的心态面对结果袁不要过分在意袁只要尽力了就不
后悔袁放松心情袁让自己缓慢地沉淀下来袁脚踏实地袁你才能走得更加
平稳遥 不过分在意结果袁能让你更安心地走好脚下的每一步袁人生中许
许多多个路口袁我们走不到绝路袁所以放下那些不安与在意袁静一颗
心袁让心平静下来遥

花朵开在宁静的地方才会更美丽袁在人生路上袁静下心来袁一步一
步平稳从容地前进袁你会发现遥 走着走着袁花就开了遥

你若静心 自有花开
电池制造部 张世荣

野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袁一
个人可以被毁灭袁 但不能被打
败遥 冶要要要叶老人与海曳

最近越发对看书感兴趣袁学
生时代的懵懂和自以为浮躁的个
性袁 让我不敢相信自己会对书籍
产生莫名的兴趣遥 叶老人与海曳这
本书很著名袁却也是最近才拜读遥

故事很简单袁讲述了一位老
渔夫出海打鱼袁连续八十四天没
有收获却仍不气馁袁最后捕获了
一条比自己的船还大好几倍的
马林鱼遥 鱼太大了袁他与这条鱼
奋战三天终于将其制服袁却在归
途中遭到鲨鱼的尾随袭击袁马林
鱼只剩下一副鱼骨遥 故事的结
尾袁老渔夫虽然只带回了一副鱼
骨袁但是人们还是为之喝彩遥 每
个看完这本书的人都有各自不
同的理解袁有人会说袁老渔夫真
是冥顽愚昧袁 冒着生命危险袁带
回来的只是一具鱼骨袁 毫无收
获袁何必如此呢钥 但我认为袁他的
输赢已远超一条鱼的价值袁而是
在于自己的信念与坚持遥 这是一
种难能可贵的信仰袁也正是叶老
人与海曳所传递的精神价值浴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袁不知
从什么时候开始袁野让孩子赢在
起跑线上冶这句话就成为父母们
望子成龙袁 望女成凤的发令枪遥
在那一望无际的跑道上袁 欣喜尧
快乐尧迷茫尧失望袁各种情绪伴随

着我们的成长袁我们不仅失去了
童真与理想袁 也丢失了兴趣与爱
好袁甚至失去了野坚持冶这个词语
所蕴含的信仰的力量遥 放弃很容
易袁也许是旁人的一句话袁或是自
己瞬间的妥协遥坚持却很难袁因为
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尧精力和体力遥

时间是最让人无可奈何的东
西遥 如果将人生马拉松设几个站
点袁二十岁左右即步入了相对自
由的选择阶段袁有人选择结束的
学业进入职场袁有人选择继续深
造袁也有的人连选择的机会都没
有袁只能竭尽全力的活着遥 父亲
曾经对我说院 如果只有一条路袁
就踏踏实实袁充满干劲地坚持下
去袁选择多了袁如果还能将坚持
当成一种信仰袁就越能显得弥足
珍贵遥

是的袁很多事情袁当你真正
了解并且为之坚持后袁才会感受
到它带来的乐趣遥 这就好比不加
糖和奶精的咖啡袁可能一开始会
难以下咽袁但第一口的苦涩之后
却是留在舌尖久久不散的回甘
香气遥 人生的起跑线并不是最重
要的袁在路上的所见所闻袁沿途
风景袁 面对困难挫折时不害怕尧
不气馁的斗志袁以及所拥有的坚
持与信念才是最重要的遥 坚持
了袁可以后来居上袁可以奋起反
超遥 坚持袁就是一种信仰袁人生旅
途的光彩袁由它见证遥

坚持是一种信仰
订单支持部 宋芷葳

我从网上订购了一辆自行
车遥 快递寄过来的时候袁车轮尧车
身等所有零件都是拆开放在一
个大纸箱里袁随着纸箱寄来的还
有一本说明书袁这意味着我只要
照着说明书把零件组装起来袁一
辆崭新的自行车就可以骑了遥 说
干就干袁我准备好工具袁开始照着说明书
一步步组装袁大约一小时的功夫袁自行车
已经组装的差不多了遥 唯一的问题就是后
轮车圈那里有一个小螺丝袁因为手头的工
具都不合用袁所以只能徒手上螺丝袁螺丝
上的并不紧袁但是应该差不多袁心想等以
后有机会了再上紧遥

接下来的日子袁 我每天都沉浸在骑行
的新鲜感中袁完全忽略了需要上紧的那枚
螺丝遥 终于有一天袁当我骑行在上班路上

时袁老天和我开了个恶意的玩笑袁我没有
上紧的那枚螺丝因为道路颠簸斜到了一
边遥 螺丝的边角很锋利袁刺破了车胎袁眼看
着车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瘪了下去袁路上
连个人影都没有袁更别说修车的了袁无奈
只能让朋友开车来接我遥 之后袁修车的师
傅告诉我袁车子不仅车胎坏了而且轮毂受
损需要大修遥 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我没有在
一开始就把那枚螺丝钉上紧遥

我陷入了深深地反思袁长久以来在许
多人的眼里袁野差不多冶 就是一个普遍的

状态遥 差不多是差多少呢钥 这个螺丝拧紧
了跟没完全拧紧好像差不多袁 但是得到
的结果却差的很远遥 因为我没有在一开
始就把事情做好袁 所以我后续就要花费
更多的精力去弥补我第一次没做好带来
的结果遥 西方的谚语也说袁野丢失一个钉
子袁坏了一只蹄铁曰坏了一只蹄铁袁折了
一匹战马曰 折了一匹战马袁 伤了一位骑
士曰伤了一位骑士袁输了一场战斗曰输了
一场战斗袁亡了一个帝国遥 冶一个小钉子
可以动摇一个帝国袁航天飞船尧摩天大楼

的设计即使有 0援001 的误差袁都
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悲剧遥

我们的营销工作也是如此袁每
一个销售细节都是环环相扣的袁
只有所有的流程都做到 野零缺
陷冶袁 才能得到最完美的结果遥
野零缺陷冶的核心就是野第一次就

把正确的事情做好冶袁 这一思想是提升销
售管理乃至企业管理的有力武器, 是追求
效益最大化的精髓遥

我们应该培养自己 野第一次就把事情
做好冶的工作方式袁因为它可以带来代价
最小尧成本最低尧时间最少尧效率最高的结
果遥 野零缺陷冶更应该成为我们工作和生活
的一种决心和态度袁因为野第一次就把事
情做好冶袁不仅是对自己负责袁也是对企业
负责袁对家庭和社会负责遥

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好
营销部 徐田琪

夏日落，秋月起。
叶落门庭应秋风，梧桐深院立秋思。
物有春生夏长欣，亦有秋收冬藏悲！
人有悲离合，世有一枯荣。
年少务怨有时穷，受尽凉冬春又来。
天地不仁万世同，苦尽甘来只等时。

立秋思
光伏应用工程公司 盛小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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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权利

在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之后袁
作家对厨师说野你没有从事过写
作袁因此你无权对这本书提出批
评遥 冶 野岂有此理浴 冶厨师反驳道袁
野我这辈子没有下过一个蛋袁可

我能尝出炒鸡蛋的味道遥 母鸡能
行吗钥 冶

大智慧院
发言权往往不是取决于亲身

的参与袁而是一种触类旁通的洞
察和敏锐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