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人认为袁每天朝九晚五袁工资和福利固定的工作就
是稳定遥 其实这世上没有稳定的工作袁我们更需要的是超强
稳定的谋生能力袁所谓的稳定不是你在一家公司有固定的饭
吃袁而是不论你走到哪里都有饭吃遥

什么是稳定钥
就是二十岁的时候袁你可以养活自己袁变得独立袁收入

低一点也无所畏惧曰四十岁时袁你不用担心突然的失业袁能
承担家庭的责任袁能应付家庭的变故曰六十岁时袁身体健康袁
子女孝顺袁银行卡上的余额让你充满安全感遥 而这一切的前
提是你一直在努力袁能把风险和动荡提前挡在外面遥 衡量一
个人的能力袁不是看他事业的巅峰袁而是看他跌入谷底时的
反弹力遥 很喜欢一句英国谚语院路太平坦袁只能带到你去平
淡的地方遥

稳定的工作袁从来都是相对的袁只有自己足够努力袁让
自己变得足够强大袁才不会被社会所淘汰袁生活所践踏遥 如
果一个人的能力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任何提升袁那么他的能
力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贬值袁最后也可能变得一文不值遥 那
些说自己工作稳定的人袁其实他们表达的不是稳定袁而是
我可以不用改变了袁我可以安逸了遥 工作稳定这个词袁听起
来温情脉脉袁但实际上充满了风险遥 有人曾经提出一个形
象化的概念院U 盘化生存遥 大概意思是袁不要你经常变换工
作袁但一旦工作情况有变袁你就应该像 U 盘一样袁随时能插
到下一台计算机上袁随取随插袁不用缓冲袁就能立即投入新
工作状态遥

如果你觉得现在的工作太过安逸袁顺风顺水袁你一定要
警惕袁因为那意味着你正在下坠遥爱拼才会赢袁只有不断的学
习和进步袁不断开发自己的潜能袁让自己成为掌握多种本领
的复合型人才袁才能在人生之路上立于不败之地遥

稳定不是状态
而是能力

物流推进部 徐 娜

窗外的雨滴滴答答的下个不停袁好像
离人的眼泪一般, 不断绵延拉长了思念的
线遥

这是一个宁静的午后袁索性放下手里
的琐事袁静静体会这雨天的安逸遥

曾经有无数个匆忙的日子袁盼望着有
那么一刻能够停下脚步袁细细体味这短暂
的宁静遥 如今这闲暇时光突然来临袁却又
不知从何下手袁顿时有点自嘲袁原来这安
宁来得如此仓促遥

细想袁这么久以来的种种袁才发现可
供挖掘的记忆真是少之又少遥 事业尧家庭尧
责任一个个沉重的包袱压得人喘不过气

来袁或许袁这所谓的压力袁就是平凡人生的
平凡追求吧遥 即使不能轰轰烈烈袁但也绝
不辜负此生遥

推开窗户袁伸手接几滴雨水袁那清凉
的感觉顿时将涌上心头的一缕烦恼压下袁
人生就像这飘落的雨滴袁 总是有去无回袁
却又争先恐后的朝着目标奔腾不息遥 有时
候真的觉得自己低微到尘埃里袁却在看到
别人笑脸的时候幡然醒悟袁无论生命以何
种形式存在袁都是可贵的袁都是独一无二
的袁是的袁独一无二遥

看着眼前的雨水没有丝毫退意的落
向地面袁有点恍惚袁有点忧伤遥 不过这世间

万物大抵都是如此袁无论艰辛尧无论成败袁
都义无反顾的前行袁直至消亡袁或者永恒遥

人生总是变幻莫测袁但是总要为了一
个目标袁或是一个信仰袁奋不顾身尧勇往直
前地走下去遥 人袁总该为了什么而拼搏一
次袁至少对得起这数十载的一生遥 即使做
不到精彩绝伦袁 也不能让这一生留有遗
憾遥

雨袁还在下袁或许立刻会停袁可是谁又
在乎呢钥 只要这雨后袁天会晴曰只要这一
生袁不后悔袁还有什么好计较呢钥
这一刻袁思绪飘飞袁犹如细雨遥

思卿二首
电池制造部 吴喻根

其一

今夜寒月更无情，
引得痴人泪沾襟。
寒风吹皱离人老，
不负如来不负卿。

其二

落叶残花化春泥，
直到来时翻作新。
有花须待花开日，
莫教庭前空折枝。

无 题
质量部 张 润

华灯初上晚行中，
落霞孤片铺霓虹。
古有夸父逐一日，
今时瑞安破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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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袁毫无波澜遥
也许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袁 但可以选择如
何去生活遥即便是含着金钥匙出生袁也不能
保证一世无忧曰可哪怕是个孤儿袁也可以活
出自己的别致人生遥你的日子是否精彩袁不
需要别人去评论袁 只要你自己尽力地拼搏
过遥

在人生的道路上袁我们也许会遭遇种种
困难和挫折袁甚至是致命的打击遥 这些磨难

可能来自于家庭尧朋友尧事业尧爱情等等各方
面遥 磨难像一把双刃剑袁它可以激励人的斗
志袁也可以磨灭人的精神遥 有的人会因此而
更加坚强袁哪怕遭遇病魔袁依然可以活好每
一天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袁也能够笑着离
开曰有的人却从此一蹶不振袁整日醉生梦死袁
今天不知明日事袁混混沌沌了却残生遥

时间一点点流逝袁人也会慢慢变老遥 在
这个过程中袁 我们可能会经历很多袁 有失

意袁也会有成长遥 失意也好袁成功也罢袁我们
都不能气馁遥 我们可能遭遇同事的排挤袁也
可能遭遇朋友的背叛袁这些都在所难免遥 在
这个时候袁漫骂尧埋怨都无济于事袁我们只
能够严格要求自己袁努力改变现状袁不轻言
放弃遥

也许在某一段时间内袁各种烦扰尧困难
会蜂拥而至袁你会不如意尧不顺心遥 那你会怎
么做袁是以事在人为的心态积极应对袁还是

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遥 答案是什么钥 问问自
己的心遥

人生不是 1+1=2 那么规范和准确袁它就
像一场不知道结果的魔术袁你永远不知道魔
术师下一步会变出什么遥 人生亦是如此袁你
不知道袁 也不可能知道你的下一步会怎么
走袁又会遭遇什么遥 人生又像一个大舞台袁也
许这一场戏你不是主角遥 只要你不放弃袁万
事皆有可能遥

不放弃，活出精彩
营销部 蒋 帅

雨天随笔
电池制造部 罗红敏

现在很多老年人十分热衷于保健品袁子
女几经反对都没用袁然后向媒体寻求帮助袁将
事情曝光袁这样的新闻屡见不鲜遥可是全国各
地还是有很多这样的推销组织存在袁 推销行
为依旧风行袁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钥

绝大多数人会将责任归咎于推销人员袁
甚至把他们说成是传销组织遥他们的宣传方
式主要是通过讲座和经常发放免费的看似
昂贵实则廉价的礼品袁 再夸大保健品的功
效袁以此来蛊惑老年人买他们的保健品遥 老
年人有时带动自己身边的朋友袁 甚至是子
女袁无形间帮他们做了宣传袁让这个销售网
络在不断地扩大袁 最后推销人员获利颇丰袁
这就是他们的营销手段遥

这种保健品推销就是抓住我国管理漏
洞遥 我国对保健品这方面没有比较具体的
管理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尧工商局等部门
在检查其产品是否合法合格时袁 产品的合
格证和许可证都具备袁就算合法合格袁导致
无法对其做出处理遥 推销人员知道自己推
销的保健品只是一些普通的营养物质袁却
对其大肆宣传袁让人们误以为其功效强大袁
更有甚者袁认为这些保健品就是救命稻草遥

再加上现在人们的法律意识不强袁 依法维
权的意识较为薄弱袁 让一些不法商贩有机
可乘袁而我们也对其束手无策遥

有时候老人们明知道自己买的是假货袁
可是还是义无反顾地购买遥这就很值得我们
思考了遥 偶然的一次机会袁我跟随家里的亲
人去了推销现场遥 来到现场的时候袁一眼望
去袁茫茫一片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袁不乏还
有八九十岁的老人遥这种推销一般选择在电
影院尧高级酒店或者大剧场袁而且不允许年
轻人进入袁只允许老年人进入遥仔细想想袁这
样做的目的是怕那些年轻人一眼识破袁然后
揭穿他们袁再加上袁现在的老年人领有退休
养老金袁平时也开销不大袁手里的钱就比较
多袁所以不难发现袁这样的保健品讲座就只
对老年人推销遥

我们会看见袁 平时特别节俭的老人们袁
在推销人员的蛊惑下袁毫不吝啬袁几千元的
保健品说买就买袁不够钱的老人家还会向子
女要钱袁 子女劝说这些保健品都是假的袁老
人们还会与子女闹矛盾袁最后子女也束手无
策袁只好拿钱给老人们遥

我们在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袁时常站在

自己的角度袁 认为那些保健品都是假货袁老
人们都被洗脑了袁 都把责任推给推销人员遥
可是袁你是否想过自己的问题钥

随着城市化发展袁 家庭关系逐渐弱化袁
独居老人越来越多遥 即便与子女住在一起袁
见面时也很难深入交流遥老年人情感世界的
真空袁让保健品销售人员趁虚而入袁他们推
心置腹地陪老人说话袁左一句野爷爷冶袁右一
句野奶奶冶热情的叫袁让人感觉格外亲切袁哪
怕是推销产品袁也会让老人觉得温暖遥 这里
并不是在替推销人员说话袁只是站在老人们
的角度袁渴望得到自己子女多一点的关心而
已袁只盼子女们能抽空多回家看看袁多和子
女交流袁仅此而已袁别无苛求浴

所以袁 这个问题真的不仅仅是推销人
员的问题袁 同时也反映出子女没有尽到真
正关心父母的义务遥 请多花点时间陪陪自
己的父母袁 别让他们成了精神上的空巢老
人浴 精神上的关心远远比物质上的重要袁不
要以为物质到了袁他们就会开心遥 要对自己
的父母多关心袁尽到子女应该尽到的义务浴
一句面对面的交流远远比银行卡上多几个
零更重要浴

老年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保健品?
财务部 周 倩

俞洪敏曾形容过人的两种生活方式院一
种是像草一样活着遥 你尽管活着袁每年还在
成长袁但是你毕竟是一颗草曰你吸收雨露阳
光袁但长不大遥 人们可以踩过你袁人们不会因
为你痛苦而产生痛苦曰人们不会因为你被踩
了袁而来怜悯你袁因为人们本身就没看到你遥
另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像树一样成长遥 即使我
们现在什么都不是袁 但是只要你有树的种
子袁即便被人们踩进土里袁你依然能汲取泥
土里的养分袁成长起来遥 也许起初的两三年
你长不大袁但是十年尧二十年袁甚至是三十年
之后袁你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遥 人们在遥远
的地方就能看到你袁走进你袁你也能给人们
一片绿荫遥 而你死后袁也可以成材遥 我们就要
像树一样活着袁不管生前还是死后都有自己
的意义遥

每条河流都有自己的生命曲线袁但他们
都有同一个梦想袁便是流入大海遥 长江它冲
破悬崖峭壁袁不畏艰险冲入大海遥 黄河它蜿
蜒曲折袁留下黄沙最终同样汇聚大海遥 在生
命的过程中袁我们也会遇到不同的困难和挫
折袁不管是选择冲过去袁还是绕过去袁我们都
不能停滞不前遥 只有朝着梦想风雨兼程袁才
有实现的那一天遥

老鹰是一种非常长寿的鸟袁 在它 40 岁
的时候面临两种选择院要么因为没有食物等
待死亡袁要么选择痛苦地再生遥 如果选择再

生袁它必须用喙去撞击岩石袁直到喙血淋淋
地脱掉袁然后等待长出新喙袁再用新喙啄掉
爪子袁等到长出新的爪子袁再用爪子拔掉羽
毛袁最后长出新的羽毛遥 通过三个流血的痛
苦过程袁鹰将重新拥有坚硬的喙尧锐利的爪
子尧有力的翅膀袁可以重新翱翔蓝天袁捕获食
物袁并且多活 30 年遥 它告诉我们袁生活不论
多么困苦袁我们都要有浴火重生的勇气遥

走在人生的旅途上袁选择一种正确的生
活方式袁坚定自己的梦想袁心怀热血和勇气遥
才能走的更远袁更辉煌浴

人 生 感 悟
电池制造部 刘 浩

《低头人生》
观后感

质量部 黄小秋

近日袁观看了一部名为叶低头人生曳的 2 分 48 秒短片袁
该片获得了 2014 年中央美术学院年度一等奖遥 导演谢承
霖用夸张和冷幽默的手法描绘了新时代手机一族的生活
状态袁每个低头已经到扭曲的人袁都只关注着自己掌上的
方寸天地遥 于是袁行人走路撞上电线杆袁医生给病人打针不
专心袁消防员没能救下跳楼的人袁车祸现场经过的路人在
自拍噎噎他们消极怠工袁造成一系列恶性循环袁最后毁灭
地球遥

现如今大多数人沦陷在手机的世界里袁 却被群体默认遥
手机普及的初衷是方便我们的生活袁现在却变质了遥

各年龄段的人袁都存在着沉迷手机的现象遥 小孩子的
家庭作业袁需要家长监督完成袁碰到不会的题目袁家长应该
带着小孩一起去思考解决困难袁而现在的家长则是让小孩
拿手机用学习软件寻找答案袁孩子作业完成后就开始玩游
戏曰中学生处在青春叛逆期袁对信息的分辨能力差袁他们喜
欢玩 QQ尧聊微信袁导致有些开始网恋曰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袁
走路尧吃饭尧工作无时无刻都在看手机袁无论手头工作多么
紧急袁只要手机一响袁马上就会去看手机曰朋友聚会也不知
道说什么尧做什么袁拿出手机缓解尴尬袁聚会成了野手机见
面会冶遥 前段时间袁有一则新闻报道袁一位大妈在买菜路上
顾着看手机袁掉进了臭水沟遥 手机酿成的交通事故更是数
不胜数遥 更令人惶恐的是发生天灾人祸袁低头族绝对冲在
野第一线冶袁往往不是伸出援助之手袁而是看热闹袁发朋友圈
求点赞遥

有时候我们也会规劝自己袁少玩手机袁注意多休息袁最后
都是屈服在手机的野淫威冶下了袁睡觉前是在看手机袁醒来第
一件事还是看手机遥 现实中的痛苦哀愁袁无人体谅尧无处伸
张袁 于是我们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在一个小小的屏幕中袁
变得无法自拔遥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袁不是天涯海角袁而是我在你身边袁
你却在玩手机遥 放下手机袁脱离手机的奴役袁重拾真实关怀袁
做真实的自己袁你会发现世界如此精彩美妙袁现实生活中人
与人之间的羁绊袁远比胜过虚拟世界遥科技是为我们服务袁别
让我们自己成为科技的奴隶遥

以梦为马
只争朝夕

电池制造部 何垚瑶

野剑未配妥袁出门已是江湖曰酒尚余温袁
入口不识乾坤遥 冶

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遥 就像
怪盗基德一样袁即便每次在盗走宝石前都会
先给人发一张预告函袁让你做好了万全的准
备袁可最终还是让他把宝石盗走了噎噎对于
岁月的流逝袁我们毫无办法袁只能尽可能的
不让自己虚度光阴遥 而在这漫长又短暂的岁
月里袁愿你历尽千帆袁归来仍是少年浴

三毛说过院野一个人至少要拥有一个梦
想袁有一个理由去坚强遥 心若没有栖息的地
方袁到哪里都是流浪遥 冶没有梦想的人就和一
条咸鱼一样院一生碌碌无为袁还说平凡难能
可贵遥

每一件事都有开端袁发展和结局遥 我认
为袁热爱是梦想的开端遥 当你真正热爱这个
世界时袁 才是真真正正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曰
你热爱这份工作时袁才会勤勤恳恳袁才会有
目标袁才会为之不断奋进遥 小孩和大人是不
一样的袁大人们通常野因为要去袁所以去冶袁小
孩则是野因为想去袁所以去冶遥当你想去做一件
事的时候袁你才会为它的圆满成功而自豪遥小
时候袁别人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袁总能快速的
说出来袁可长大以后袁想半天也没有结果袁说
出来也不是最初脱口而出的语气遥 野闻道者袁
朝生夕死袁足矣遥 冶这是从小说里看来的一句
话遥 追寻大道的人袁即便朝生夕死袁那也足够
了遥 时间虽短袁但无怨无悔遥 想做什么就去做
吧袁因为这是你余生最年轻的一天遥

在这个世界上袁你不停不停地走袁是对
这个世界最大的尊重遥 而对自己内心想法的
不断追求袁是对自己的尊重遥 一万年太久袁只
争朝夕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