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作为一个名词袁在许多广告语尧
标签中都能看到它频繁出现曰 作为一种
状态袁 在各种正能量事件中都能看到它
的身影遥 我始终相信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都有那么一个幸福的模样袁 我们通过不
断的努力袁去靠近它袁去触摸它袁去拥抱
它噎噎就在这些努力的岁月中袁 我们越
来越清晰的看见时光的车轮袁 它高耸入
云袁不眠不休地滚滚前进袁巨大的压力让
我们慌不择路遥 慢慢的我们越来越善于
微笑袁却不再记得快乐的感觉袁我们拥有
的越来越多袁 却不再记得曾经心底那清
晰如烙印般的幸福的模样遥

在与时光车轮的追逐赛中袁 我们的
理想袁我们的梦想都被远远甩在了后面袁
曾经年少时我也写过一样标题的文章袁
现在读来百感交集院野成长中袁 我们的心
被磨得扭曲变形袁 我们忘了当初出发时
的初衷袁 我们忘了甩在身后那纯粹的理
想袁我们忘了最初的欢乐袁以及那些日暮

黄昏后的花开花落遥 冶如果曾经的我对于
幸福的定义只是执着的忠于理想袁 那么
现在我对于的幸福的定义则是院 忠于现
实袁再忠于理想遥

忠于这冷漠的现实遥我们自赤裸降
生以来便开始了与现实的无穷斗争遥
我们需要求知袁用知识武装自己袁提升
战斗力遥 这条求知的道路是异常艰苦
的袁 曾几何时我们与书本奋战在寂寞
的深夜中袁我们与试卷打过无数回合袁
面对各类考证从无畏惧袁 但当我们走
入这繁复的社会袁 现实的獠牙才开始
显露遥 畏惧吗钥 失望吗钥 还是无尽的沉
沦钥 即使明知现实如此冷漠狰狞袁我也
绝不退缩半步遥 我坚信袁这样的忠于最

后一定能看到温柔的蔷薇袁 还有最真
的快乐遥

忠于靠谱的理想遥 我们的欲望那么
多袁想要的那么多袁唯这靠谱的理想是真
切的握在手中的袁 它可以是一个伟大的
志愿袁也可以是一个朴实的愿望遥 如果说
现实冷漠袁那理想就是这冷漠中的火种袁
温暖自己也照亮别人袁这小小火种袁能让
我们感受到所有的幸福要要要想要健康袁
就加强锻炼曰想要富贵袁就努力奋斗曰想
要荣誉袁 就别怕付出噎噎所有理想的实
现都能引爆我们大大的幸福感袁 当我们
带着理想上路袁行走在现实中时袁那些小
磨难又算得了什么钥

不要再去抱怨拥有的太少袁不要再
去啰嗦付出的太多袁 不要再去计较权
利不够大袁幸福从来不是比较出来的袁
看看眼前的现实袁问问内心的理想袁抓
在手里的袁 才是最好的那份稳稳的幸
福遥

轻呡闲趣
设备设施部 刘 帅

生活似茗遥 细观袁可赏其叶回旋袁观其薄
雾缭绕曰轻呡袁可品其闲碌更迭袁感其妙趣横
生遥 要要要题记

春来早袁惊梦扰遥 身披素衫袁莲步轻俏袁
踏尘而去袁静坐青青垂柳下袁仰面望袁晨雾
袅袅袁春风舞弄绿丝条袁恰似娇羞女子正梳
妆袁趣意正好遥 轻闭双眸袁静听鸟儿欢唱袁此
处叽叽袁彼处喳喳袁热闹欢愉袁好不自在袁觉
感身处山林袁空寂清灵袁心亦轻盈袁果然趣
哉遥

倦意日光懒散洒落袁 夏日的午后卧一凉
席袁织一二梦境袁窗外绿荫中蝉鸣不绝袁不知是
在呢喃何事遥 日头缓缓西斜袁苏醒后伸一懒腰袁
闲倚窗前袁感叹果是流光容易把人抛袁红了石
榴绿了芭蕉遥 信手尝一梅袁酸了齿袁又见不远
处袁一群孩童手持长竹竿袁上系密网袁摇摇摆摆
欲抓知了遥 童趣无限袁闲趣不少袁传来欢笑阵
阵遥

秋露重袁百花残遥 正是天高气爽清朗时袁
手捧书卷袁院中古亭轻吟一句院野采菊东篱下袁
悠然见南山遥 冶秋姑娘点缀东篱竟美得引来陶
公赏袁 南山也来凑热闹袁 恰与陶公目光相撞
噎噎心下想之袁趣意无穷袁竟忍不住一笑遥 诗
文同赋果真是精华凝练袁读来让人渐至佳境袁
渐知趣味袁不免惊叹古人真是好雅兴遥

冬雪皑皑袁寒风烈烈遥 燃一炉红火袁与家
人围坐袁灯火昏黄袁炉火燃燃袁暖意倍增遥 小
弟闹着要与我博弈袁 纵横交错的棋局上袁白
子黑子落定袁互不退让遥 突想起旁事呆住袁回
过神竟不知已残无退路袁笑着认输遥 棋局如
人生袁马虎不得袁一步走错便可致全盘皆输遥
棋道竟如人生之道袁细品袁趣味无穷遥

品过清茶袁细细回味袁仍觉趣意巧生袁唇齿
犹香遥

关于工作
组件制造部 张洪琴

在这短暂的生命里袁工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袁但每个人都不能脱
离与它的关系要要要无论在公司还是在家里遥 在公司上班是在工作袁在
家做家务这也是在工作袁对于我来说只是工作的内容不一样袁所要完
成的目标不一样而已遥

世界如此大袁工作也如此的多种多样袁有人会对某些工种及从事
它的人群抱着瞧不起的态度袁比如院清洁工尧建筑工尧搬运工尧洗碗工等
等这些靠人们体力去完成的工作袁有的人会自然地认为他们相比自己
的工作要低一等遥

就拿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说说吧浴 某年的一月份袁我来到南京的一
家休闲茶餐厅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袁在工作中时常会被来消费的客
人们大呼小叫地使唤来使唤去袁甚至还会无缘无故的对服务员大发脾
气袁但这些对服务者来说也只有默默的忍受遥 在社会上袁像这样的消费
者有许多袁他们以为花点金钱消费了袁就能随意看轻他人的劳动袁这种
扭曲的观念虽然时至今日已经在慢慢更正袁但在此我仍旧想说袁只要
所从事的工作是自己为之辛勤劳动尧 实实在在付出了汗水和心力的袁
那么这份工作就是值得人们去尊重的遥

工作它是我生命的源泉之一遥 当我有了工作袁就可以不再依靠父
母袁有了工作袁就可以为家庭多分担一份责任袁减轻家人的负担袁有了
工作袁我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家人过得更美好袁同时袁工作又是一
个大舞台袁每个正在工作的人都是舞台上的表演者袁在这个舞台上袁没
有主尧配角之分袁只有努力与不努力袁所以工作也给人带来了展现自我
的一个大好机会袁让我们珍惜这个舞台袁在工作中出色袁在工作中发光
发热袁在工作中不断吸取养分袁茁壮成长遥

近日袁我参加了公司组织的野瑞晶太
阳能英语培训班冶学习课程袁下课后搭了
同事的顺丰车回到市区袁 下车的地方离
我家还有一段距离袁 平日多走一步都不
情愿的我袁 此时脑海中还是英语培训时
的场景袁 也就难得有了散步回家的好兴
致遥

现在已是晚上八点三十分袁 可一路
上散步的人还真不少袁 有坐在路边休息
的袁 有练习快走的袁 还有结伴骑自行车
的袁因为很少出来散步袁我的思想还一直
停留在 野晚上天黑了袁 街上就安安静静
的冶袁回想起培训课上老师说的野瑞晶公
司要逐步与世界接轨冶尧野RISUN袁意味着
冉冉升起的太阳冶噎噎是的袁我们有时候
在不停的选择逃避袁自私的人逃避责任尧
懒惰的人逃避付出尧 不思进取的人逃避
学习噎噎

在工作中袁 若仅仅只是想着把自己

的事情做好袁思想狭窄不够包容袁渐渐地
就会失去更多学习其它工作能力的机
会袁吃亏的最终还是自己曰不喜欢运动袁
每天除了上下班就是回家袁 对周围的事
情不关心尧不参与袁就会错过无数个这么
美好的夜晚袁 也失去和周围人加深情感
的机会曰止步于眼前袁不思进取袁就会被
生活中的各种电子产品牵着鼻子走袁每
天闲暇之余就是拿着手机尧 iPad 看新
闻尧看电影尧玩游戏噎噎不再是与三两好
友聚在一起畅谈尧一起出去旅游袁一起做
美食遥 现在的生活是比十年尧二十年前丰
富了许多袁但快乐似乎却少了遥 在瑞晶工
作的这几年袁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袁这次

的英语培训袁 也让我看到了自己不足的
一面袁 公司现在正处于发展成长的重要
时期袁却仍然重视对员工进行素质培养袁
不忘为员工个人能力提升搭建平台袁反
观我们自身袁 大多数时我们都在为自己
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袁逃避学习的机会袁没
有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每天都在进步的
社会遥

回到小区门口已近九点了袁 一路的
景色以及脑海中的畅想竟让我忘记了
一路的疲累袁这次十分难得的一个人也
走了这么远袁 为自己鼓励喝彩的同时袁
我也默默下定决心袁今后要更加努力踏
实的工作袁珍惜工作中每一个学习的机
会遥 换一种心态袁换一个角度看待野逃
避冶袁 积极面对袁 细心品味生活中的一
切袁让生活多滋多味袁让生活在千变万
化中丰富多彩遥

设施人员不畏苦，

春去冬来我做主。

烈日湿衫欲滴土，

严寒地冻风无阻。

高压强酸手中舞，

雷雨交加面抗主。

四季安全最清楚，

一切辛苦皆为辅。

土袁有容为壤袁无容为尘遥沃壤以豁
然胸怀包罗万物尧涵养众生袁甘附于大
地袁成为沉甸甸的灵魂曰而尘埃袁躁动地
飘浮于空中袁漫无目的尧轻如鸿毛袁终将
消散遥 纵观古今袁志士贤能皆是甘为壤
不为尘袁他们愿以平静的心去踏实地前
行袁去容纳尧去为生命之花的绽放耕耘
出一方沃土遥

容得下生命中的屈辱与苦难袁才能
成就得了沉稳与厚重遥 春秋之时袁越王
勾践被俘袁 但他的心仍旧保持着沉静袁
并非如尘般浮躁遥 柴薪之上袁他卧薪尝
胆袁立志复国袁终于聚土成壤袁他赢来了
野三千越甲可吞吴冶的反击袁成为野春秋

五霸冶之一遥
容得了世俗间的谤讥与轻蔑袁方能

收获他人的敬重与理解遥蔺相如因野完璧
归赵冶有功被封为上卿袁位在廉颇之上遥
廉颇轻蔑蔺相如袁认为他仅仅是耍嘴皮
子无真本事袁甚至扬言若遇到蔺相如必
当众辱骂他遥 蔺相如得知后袁并未发怒袁
而是选择容忍避让袁他深知若自己如尘
般引来的必将是一场沙尘漫天的灾难袁
他不想因为将相不和而造成国家动荡遥
廉颇深深愧疚袁被感化的他怀着歉意向
蔺相如负荆请罪遥佳话传扬千古袁附着于
我们的心灵袁为灵魂再添沃壤遥

容得了他人的优秀与卓越袁才能认

识到自我的缺陷遥试问如何才能见到百
花盛放之景钥 其实袁亦是一字:容浴 身为
百花之一袁若容不了春来其他花朵的娇
艳怒放袁便只能残败的凋零遥 如花瓣随
水流去袁如尘随风散去遥野一枝独秀不是
春袁百花齐放春满园冶袁容出的不仅是一
片万紫千红的春色袁亦是秋来野化作春
泥更护花冶的奉献遥

尘埃袁成哀遥 野土冶若为尘则小袁小的
又岂止是形钥 亦是心袁是迷茫狭隘不知
所去的心浴尘袁只是细小的一粒袁是微不
足道的存在遥容不下苦难的阿斗只是扶
不上墙的烂泥袁容不下孔明才智的周瑜
郁郁成疾袁只可悲呼野既生瑜袁何生亮钥冶

容袁是一种选择袁是一种智慧袁是一
念之间尘与壤的差距袁 是俯下身去袁放
低姿态与大地的紧密融合遥守护野容冶之
精神袁滤去心之浮华袁聚积蕴育希望的
沃壤袁招得繁花尽绽袁引得清风自来袁不
允灵魂落上一丝尘埃遥

我窃喜我生在了农村袁在这里没有珠
宝镶嵌的服饰袁 没有丰盛的美味佳肴袁没
有闪烁的霓虹灯遥 正是因为有如此多的没
有袁才让我学会了珍惜与满足袁让我更加
的自强尧自立遥

人生能有几十年钥 伸出手来数数袁又
有几个人是真的渡过了十个呢钥 而我已用
去了两个十年袁虽然现在的我还小袁但对
于世界尧生活尧自我及生命也有一些自己
的看法袁作为一名年轻人袁我希望能与大
家一起分享我的小经历遥

我来自偏远的小山村袁 生活虽然不

是甜如蜜袁但也不至于水生火热遥 相比
之下袁我还是比较幸运的袁至少我的世
界不是灰色的遥 我的童年没有玩具袁甚
至不夸张地说袁一个奇形怪状的石头就
足以让我开心的玩上半天曰那时的我没
有零食袁妈妈煮的鸡蛋就足以满足我心
底那野贪婪的欲望冶遥 那时的孩童袁无邪
的笑脸上没有多余的杂质袁但唯这单纯
最是珍贵遥 也许在城市长大的人很难想
象一个放牧的少年为何在烈日下也要
拿着书本苦读袁 在那个资源匮乏的地
区袁似乎时间也那么的稀缺紧张袁一分

一秒都不能放过遥 农村的孩子上学要自
己生火袁或许因为年龄太小袁轮到我值
日生火的早晨袁 不懂方法加之天气又
冷袁微微的火苗燃了又熄袁年幼的心灵
终是抵不住眼泪袁而一种力量也在心底
悄然蔓延袁眼泪不能解决任何实质性的
问题袁 掌握方法与技巧来的更为实在袁
坚强也不是口号袁是生活中直面困难时
的毫不畏缩的决心遥

争渡袁争渡袁执着人生何处钥 我认为
知足才是人生的关键袁没有人不向往美
好的生活袁但是一个不留遗憾的人生会

是那么易得吗钥 生活的插曲总是猝不及
防袁知足方长乐袁当生活的压力压向我
们时袁勇敢去面对袁野我生待明日袁万事
成蹉跎冶袁 不要等到一切为时已晚才追
悔莫及袁珍惜时间袁珍惜所拥有的遥 我想
每个人都握着生活的主动权袁当机会来
了袁就主动去把握袁当得到自己想得到
的东西时袁不要抱怨得到的太少袁少一
点抱怨袁多一点知足袁你会发现你快乐
了好多遥

争渡尧争渡尧执着人生焰火无数袁我很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人生遥

有这样一句话袁野我若盛开袁蝴蝶自来冶遥 若每个人都能领悟这八个
字的含义袁那么这个世界会充满更多快乐袁少更多幽怨遥 我们的生活之
所以鲜活生动袁是因为它充满了欢笑与泪水袁它像一篇耐人寻味的文
章袁语言抑扬顿挫袁情节跌宕起伏袁要想透彻的读懂这文章中的内涵袁
就要抛开其中某一章的开心或悲伤袁整体的理解把握遥

正如最近很火的一部电视剧叶欢乐颂曳中的一句台词院生活虽然一
地鸡毛袁但仍要欢歌高进袁成长之路虽有玫瑰袁有荆棘袁但什么都不能
阻挡一颗坚强的心遥

对于平凡的大多数人来说袁在这个浮华的社会里袁有的人常常因
自己身边没有知己好友袁而去过分地取悦他人曰有的人为了获得别人
的尊重袁而费神费力去做别人眼中的自己曰有的人为了获取更多权势
财富袁而费尽心机枉顾道德噎噎到头来袁无一不是身心俱疲袁也没有换
来真正的朋友尧想要的尊重尧真实的财富遥 我们与其浪费时间去做这些
徒劳无功的事情袁不如好好完善自己袁要知道人生的道路上袁你洒下多
少汗水袁就一定会获得对等的回报要要要只要自己足够有能力袁各方面
都很出色袁那么这个世界自然会变得和颜悦色袁不要去追逐一匹野马袁
用追马的时间来种草袁等到春暖花开之时袁自然会有一匹马等着你来
挑选遥 丰富自己比取悦他人更有力量袁即使生活一地鸡毛袁我们也要有
将它扎成一把漂亮的鸡毛掸子的信念袁为自己种下一棵梧桐树袁静等
凤凰来浴 要要要致同在瑞晶工作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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