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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袁 从小到大都没有写过关于父亲的只言片语袁
不是不想袁是不敢遥 父亲的威严袁父爱的厚重袁从来不敢轻
易描写袁我也不知道如何用文字去体现平常生活中的点滴
父爱袁更怕自己那拙劣的文笔道不出父亲对子女那厚重且
深沉的爱遥但是随着自己年龄越来越大袁也越来越懂得尧越
来越想念这个给予我生命的男人遥

父亲是个很严厉的人袁小时候我和弟弟从来不敢亲近
他袁更是惧怕他生气时瞪大的双眼袁也正因为他的这份严
厉袁我和父亲之间没有其他父女间的亲密和温情袁可是这
并不影响父亲对我的关爱遥 这么多年我都记得那年上高
中袁父亲送我上车时对的士师傅说的那句话院我已经记下
了你的车牌袁你一定要把我女儿送到地方遥 所以在往后的
日子里每次打车特别是晚上打车前我都会看车牌袁这是父
亲带给我的习惯袁这么多年过去后袁我依然记得他当时那
严肃的表情遥

上大学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袁 父亲在帮我办好手续
并存好生活费后袁 又把身上的钱全掏给了我袁 只留下

了回家的路费袁 可回家的火车要到凌晨才有袁 父亲就
在车站的椅子上睡了半夜遥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袁 原来
他身上连吃快餐的钱都没有了袁 是等到第二天半上午

下车后才在姑奶奶家吃的早餐噎噎其实当时留给我的

生活费是完全足够的袁 只是父亲他总想给孤身在外的

女儿更多遥
大二时我开始尝试兼职袁 当我开心地告诉父亲时袁他

有些欣慰又有些责怪遥 欣慰的是女儿已经懂得替父母分

担袁责怪的是不想让女儿过早接触社会遥 那年冬天我第一

次用自己挣的钱给父亲买了双鞋袁直到前年我还发现那双

已经严重变形的鞋他还在穿着遥 我想袁父亲对女儿送的礼

物总是特别珍惜的吧浴
如今女儿已经长大袁父亲却在慢慢老去袁每每想到他

满头花白的发袁心中就隐隐作痛遥本到了反哺父母的时候袁
却远嫁他乡不能长伺父母身旁袁 那份愧疚和心疼无以言

表遥 我只希望自己能多一点时间陪伴父母袁能多一点能力

分担生活的重担袁能给他们多一点幸福遥
谨以此文献给我最亲爱的父亲浴 女儿一直都懂你浴

雪的洁白与清静带给人们一种美的感知和
享受遥 它的降落总是在无人的宁静黑夜袁之所
以舍弃明亮的白昼就是想尽情展现自己的美袁
赢得无数文人的赞叹曰梅花的清香与优雅带给
人们一种美的体验和心境遥 它的绽放总是在凛
冽的冬季袁之所以放弃明媚的春季就是想尽情
释放自己的美袁赢得无数墨客的敬佩遥

舍得袁舍得袁有舍才有得遥
当你舍弃了落日的余晖袁 你将迎来更为美

丽壮观的繁星满天曰 当你舍弃了争名夺利袁你
将享受更为平和的逍遥自在曰当你舍弃了昙花
一现袁 你才能欣赏到更为姹紫嫣红的百花争
艳遥 生活中袁太多的事例都在告诉我们袁舍得的
真谛遥 当壁虎被抓时袁他会通过收缩尾部的肌
肉来野切断冶自己的尾巴袁从而获得生的机会遥
试问袁如果壁虎不野舍冶一尾袁那么其结局会如
何钥 壁虎舍尾得生袁实属智慧之选遥 新东方总裁
俞敏洪原是北大教授袁他毅然放弃了去美国深
造的机会袁而是选择了留在国内发展产业遥 如
今袁他所创办的新东方逐步跻身野世界同行业
五百强冶行列袁正是有了当初在舍袁他才得到了
今日的成绩浴 纵观生活的轨迹袁野舍冶与野得冶就
像影子一样随行而往遥 学习上袁你若肯将嬉闹
的时间舍去袁必将有所收获遥 读书是一段艰苦
的岁月袁懂得野舍得冶就显得尤为重要袁唯有舍
去对野十年寒窗无人问冶的抱怨袁才能得到野一
朝成名天下知冶的荣耀曰工作上袁你若肯将闲聊
的时间舍去袁 也会得来一番业绩噎噎舍得袁不
愿舍去袁如何得到遥

生活袁从来不在于野得冶而是在于野舍冶遥
生活之光斑斓兮袁我只索一缕遥
生活之水浩渺兮袁我只取一瓢遥
生活之道何其妙袁读懂舍得亦好遥

生活中的“舍”与“得”
设备设施部 刘敏明

日子草长莺飞袁葳蕤盛世袁慢慢地筑起一堵透明的墙袁唯留我
们在岁月的堤岸袁看着那些潮湿泛黄的回忆袁不知所措遥 与其花时
间伤感袁倒不如重新用自己的心再去路过曾经的每一点感动遥

淅淅沥沥的春雨袁仲夏浓夜的晚风袁凉意逼人的秋霜袁悄无声
息的冬雪袁如同被风吹动的书页袁飞速掠过袁连同我们走过的每一
步袁 一起埋葬在某个不知名的角落袁 我们也许不会刻意去挖掘它
们袁但总会在某个相似的点不时记起袁谁又能说这不是生命刻意安
排的的另一种偶遇钥

记得童年夏夜纳凉的时候袁人们会搬出凳子尧椅子尧小竹床袁一
把把芭蕉扇轻轻的摇袁孩子们躺在冰凉的竹床上袁仰望满天繁星袁
哼着不知流传了多少代的歌谣遥 带着湿气的夏风从遥远的海面吹
来袁周围有飞舞的萤火虫袁美好的好似童话世界遥 收割后的稻杆堆
叠着就像一座座金灿灿的小山袁孩子们可以在里面玩耍袁装扮专属
自己的小窝袁小小的一把稻穗招来成群的麻雀袁吹一声口哨袁就能
吓得那群小家伙们紧张的飞到远方袁一条电线划分天空袁全世界都
蓝的清丽遥

那时的院中不用开一盏灯袁只要看得清天空就行曰那时没有人
会摆弄手机袁全凭吱吱作响的收音机打发时间曰那时说话袁没有逻
辑袁漫无目的袁似乎一个世纪说一句话气氛也不会变得冷淡尴尬曰
那时没有冰激凌袁孩子们只享受甜甜的瓜果曰那时没有毛绒玩具袁
但几根狗尾巴草袁就可以把孩子们变成小兔子似的到处乱蹦达袁那
时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追不回来的美好噎噎

童年袁不管怎样惆怅袁也早已一去不回袁但一年又一年的夏天袁
却在记忆中始终温暖遥 走累了就回头看看袁 等一等落在身后的灵
魂袁一刻不停的行走袁最容易使人迷失遥

漫步岁月的堤岸袁 和深埋的回忆约好一起分享过去和现在袁不
见不散袁可好遥

在岁月的堤岸，不见不散
质量部 张亮

我们曾经都有自己的一个英雄志遥在年少的世界里袁那个英雄志
无所谓伟大或渺小袁 或许只是做一名小山村里的一辈子兢兢业业的
教师袁又或许只是自己开着车袁拎着包闲逛在某个城市的街头巷尾遥

似水流年袁我们忙碌着自己的事袁也许并不是当初的那个英雄
志袁但生活就是这样袁不允许我们有闲暇的时间袁就这样一直一直
忙碌着遥有时候感到精神状态不佳袁却也只是让咖啡因和茶多酚刺
激着那早已衰弱的神经曰有时候也会徘徊袁也会想停下脚步袁也会
看一眼当初的那个并不伟大的英雄志袁穿梭在冷漠的繁华尧伪装的
善意里袁我们却始终没有停下来过遥

直到有一天袁在一个偶然的黄昏里袁我瞥见了那一抹停留在这
座城市的角落中的微弱的昏黄袁它静静地用那一抹不太耀眼的黄光
照亮了小小的角落遥 突然袁莫名地在内心深处涌起一阵触动袁由微微
的到一发不可收拾遥 蓦然回首袁我们一直庸碌地生活着袁我们曾经的
英雄志袁就在那蜷曲着袁一直以为它始终不变袁但仔细看去才猛然惊
觉袁它在内心的角落里变得渺小袁变得卑微袁变得不再鲜活了遥 一阵
唏嘘感慨过后袁我莞尔一笑要要要或许我们曾经很幼稚袁想法很单纯袁
那英雄志也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觉袁 也许此生我都不会再去实现
它袁但能有这么一个英雄志在住在心里袁我依然倍感骄傲遥

如今袁我们依然脚步匆匆袁但也有了新的英雄志袁不同于年少
时袁而是一个袁真正袁想要去实现的英雄志遥

采购部 鄢丹

第 31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落下帷幕袁 中国体育代
表团以 26 金 18 银 26 铜的成绩完美收官遥 在过去的 17 天里袁
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运动健儿们在巴西里约为全球观众带来一
场精彩绝伦的体育盛宴遥 然而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袁最让人血脉
膨胀的比赛袁莫过于我们的女排姑娘惊险的晋级之路上的每一
场赛事了遥

首先要了解的是袁我们的女排在国际上也算是相当有底蕴
的豪门球队袁曾经拿到过两届奥运会冠军袁所以本届奥运会中
国观众对于女排的期望远远高于其他球事袁更何况三大球中的
足球和篮球相继遭遇淘汰袁国人理所当然的寄希望于女排能够
在本届奥运会上走得远一点遥可是小组赛 2 胜 3 负的成绩勉强
晋级淘汰赛袁这让全国观众的心着实悬了起来袁但最后到底能
走多远袁说实在的袁观众都是可以接受的袁毕竟这支队伍成员组
建时间并不长袁 平均年龄不到 24 的她们缺少一些大赛时的抗
压能力也是可以理解的遥但是女排姑娘在进入淘汰赛后就像是
换了人一样袁越打越沉着冷静袁凭借着出色的发挥相继淘汰了
实力强大的荷兰队和拥有主场优势的东道主巴西队袁成功晋级
决赛遥在决赛中袁面对小组赛的老对手塞尔维亚队袁小组赛中 0:
3 败北的画面还历历在目袁 加之外国媒体一致不看好中国队袁
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袁我们的女排出师并不顺袁丢了一局袁但紧
接着袁中国女排调整心态袁最终以 3:1 的成绩逆转取胜袁登上冠
军宝座遥 这场决赛在央视转播中收视率最高值达到了 70%袁这
就意味着同一时间段全国观众打开电视机的有 70%的人都在
观看这场比赛袁真正是牵动了全国亿万观众的心遥 那么到底是
什么样的一种力量使女排在困难和阻力面前一步步继续前行袁
终达目标的呢钥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怀让全国老百姓在同一时
间将目光聚集到这些姑娘们身上的呢钥其实这个答案现在看来
是显而易见的袁就是我们的野女排精神冶浴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
精神袁以至于在赛后能被各大媒体高调宣扬袁能被老百姓相互
传唱刷爆朋友圈钥

有人曾经在采访中就此提问过中国女排的传奇人物袁也是
率队获得本次奥运会女排冠军的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女士袁她

回答道院野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袁 而是有时候知道不会赢袁也
要竭尽全力遥冶是的袁号称野铁榔头冶的女排传奇人物来诠释女排
精神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袁她的回答也是毋庸置疑的坚定袁宁知
钢坚不可破袁但还是会用自己的铁榔头狠狠的砸下去袁这也是
女排精神最美的隐喻遥 永不言弃尧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正在中
国女排的身上熠熠生辉袁她们用每一滴汗水写下了体育精神的
定义袁这是一代一代中国女排野遗传冶下来袁经过千锤百炼袁在一
次次的失败和成功中沉淀凝结的宝贵财富袁最终造就了我们现
在的女排精神遥

换一个角度思考袁这种精神也恰好诠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野中国梦冶核心理念遥 女排精神的核心是什么钥 是无私
奉献袁是团结协作袁是艰苦创业袁是自强不息遥 当人们聚焦女排
的时候袁其实心中早已潜移默化的吸收了这种精神要要要我们渴
望能真实的看到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袁渴望有人能在这种精神
的鼓励和支撑下取得成功遥我们的女排姑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在高呼袁在向世人展示着精神的强大力量遥 她们没有野纸上谈
兵冶式的喊口号袁而是通过自己一步步的努力袁加强自我实力袁
在前往成功的道路上袁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不抛弃不放弃的韧
劲袁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不服输不认命的信念袁她们用最终的
胜利证明了这股精神的强大生命力遥一路走来袁虽然摇摇晃晃袁
也曾摔倒过袁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袁依旧眼神坚定遥今天的
女排之于我们袁正如媒体报道的院这不仅仅是一枚时隔十二年
的奖牌袁不止是重返巅峰的新黄金一代袁女排不是过时的怀旧
情怀袁而是崭新纯粹的精神力量遥无论昨天还是今天袁郎平代表
了真正的体育精神袁中国女排代表了最积极尧向上的团结力量袁
这就足够遥

即便前路并不好走袁但只要我们坚定信念袁终点一定会抵
达袁胜利的奖牌也一定能握在手中袁这是需要我们每个人树立
并不断宣扬尧传播的价值观遥 女排精神是值得当下全民学习和
效仿的袁是实现自我事业突飞猛进的弹射器袁是企业文化革新
的风向标袁更是实现中华名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精神指导遥

We are the Champions浴

女 排 精 神
电池制造部 孔维栋

时光本无质袁全赖徒手雕遥
那个年代每个家长都是忙碌的陀螺袁我

们做小孩的事事都得尽可能的靠自己袁比
如袁上学报到遥只有五岁的我悻悻跟在七岁
的哥哥身后袁一步一步走向学校袁到的时候
教室还没有开门袁 哥哥又赶着要去自己的
班袁 就交代我院野呆会教室开门了就自己进
去坐下袁不要和同学闹袁记住了吗钥冶我点点
头袁茫然的望着身后的两扇门袁一扇是一班
的袁 一扇是二班的袁 到底一会是进哪个门
呢钥 还没来得及问袁哥哥就走了袁留我一个
人等在门外遥回想起来袁那时我还是很害怕
的袁这么多陌生人都站在门外袁我一句话都
不敢和别人说袁 生怕一说就会忘记哥哥的
叮嘱袁我牢牢记着袁门开了就进去坐下遥

二班的门开了袁我跟着其他人一起进入
教室袁坐下袁放好书包袁乖乖等着老师遥耳朵
里彷佛能听见时钟的滴答声袁 我就这样一
动不动袁也不与人说话袁也不敢到处张望袁
时光在这一刻安静的让我心慌遥 好似一个
世纪般漫长袁老师进来了遥野各位新同学袁我
们来点到遥冶四周的同学都陆陆续续的喊出
嘹亮的野到冶袁小手揪着衣角袁我聚精会神的
听着袁听着我的名字袁一刻也不敢分心遥野还
有哪位同学没有点到钥冶野老师袁她没有遥冶我

的临时同桌第一时间就指向了我袁 我慌乱
的站起来袁不知所措也说不出话袁就这么站
着袁望着三尺讲台上的老师遥老师很快走出
了教室袁 旋即又与另一位大人站在教室外
的窗边不知道在商讨什么遥不多久袁老师招
招手示意我出去袁 我赶紧配合袁野你走错教
室了袁这是一班的老师袁你拿着书包跟这位
老师过去遥 冶

一番野惊险冶我终于能安心的坐下了袁小

心的打量着周围的人袁 同桌是个扎小辫的
女孩袁圆圆的脸上有天生的彤红双颊袁说话
时总是带着浅浅笑意袁嘴角微微弯起袁很可
爱遥我们会一路嬉笑的奔向厕所袁会在小卖
部一起挑选好看的涂色书袁 会在操场上跳
皮筋噎噎我们就这样课上严肃袁 课下吵闹
的一起走过了六年时光遥 我们都以为我们
一定不会分开袁 应该就这样走完一辈子才
对袁但是时光哪里肯事事迁就我们遥来到初

中的教室袁第一件事就是看班级花名册袁我
一个一个仔细看袁寻找着她的名字袁一遍又
一遍袁始终都没有袁在通讯不发达的年代袁
我迫切想知道她在哪里却又不知如何寻
找遥

第二天袁她先找到了我遥 她就那样站在
我的教室窗外袁冲着我一直笑袁我记得那天
阳光正好袁她穿着一条红色背带裤袁醒目的
两个小辫垂在肩膀上被阳光照成金黄色遥

我们开心的抱在一起袁 我为了这 野失而复
得冶 开心的哭了起来遥 我们下课就在一起
玩袁还是那些老游戏却依然玩的不亦乐乎遥
三年时光匆匆袁 这一次的毕业让我们都变
得沉重袁我不知道是不是又会找不到她遥

高中也是正值青春期袁我们都多了许多
的小秘密袁考入不同的学校袁有了不一样的
朋友袁有了不一样的境遇遥那段时间我近乎
崩溃袁她不肯再来找我袁只托人送来了一封

绝交信袁 近十年的友谊眼看就要寿终正寝
了袁 我与新的朋友诉说袁 抱着她们哇哇大
哭遥直到有一天我们在一个路口偶然相遇袁
她笑着向我走来袁我木讷的站在原地袁不知
道接下来要说什么袁是你好钥 还是你来了钥
不管什么对白总觉太突兀遥 但是她靠近的
那一刻袁恍惚一切又回归了正常袁我们没有
失联过袁没有不愉快过袁我们就像五岁初遇
时一样莫名的大笑起来遥事后袁我小心的问
她为什么好好的给我那封信袁 她给了一个
我意料之外的答案要要要因为自卑遥 在我眼
里她总是那个活力满满的大女孩袁 简直耀
眼的让我自愧不如袁 巧的是她也和我有着
相同想法袁我们相视而笑袁嘲笑彼此的不自
信袁嘲笑那封可笑的绝交信袁嘲笑白白错过
的那段岁月遥

随着生活的变迁袁 我们确实变得淡漠
了袁不再频繁的联系袁不再迫切的分享彼此
的秘密袁甚至不再一起聊那段幼稚的时光袁
可这些都不能妨碍我将我们的时光雕成一
幅完美的作品遥再见面时袁我们一样会像从
未分开过一样开怀畅聊袁 我们一样可以分
享最深的秘密袁 最终我们都将成为彼此时
光中最惊艳的作品袁深刻于心间袁融化于灵
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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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

是根细细的线，

让人魂牵梦绕。

乡愁，

是阵微凉的风，

让人忆起家乡的味道。

乡愁，

是朵漂泊的云，

始终飘向家的方向。

乡愁
电池制造部 普华草

坚持，是一种态度

编者语院
花开再有时袁 人无再少

年遥 在成长的过程中袁我们免不了
要承受失去的痛苦袁会遭遇迷茫的无

措袁会在抉择时摇摆不定袁但这一切都
不会成为我们止步的障碍遥少年时代的
我们袁有着蓬勃的生命力袁有着对未
来澎湃的憧憬袁 我们虽已不是少

年袁但曾经走过的路袁刻下的
回忆袁愿君永记心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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