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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杯换盏愁和乐，谁是他方认故人。

不觉几重月影暗，醉歌钢城酒失魂。

情若芬芳春再处，三生未见有缘人。

放羁仰天林中寺，遥问佛音几尺尘。

念故人夜游崇庆寺
电池制造部 孔维栋

2500 年前袁三个学生问苏格拉底袁怎样
才能找到最理想的人生另一半遥 苏格拉底
带着这三个学生来到了一片麦地袁 向他们
说袁 你们进去找到田里最大的一颗麦穗摘
下来袁并且每个人只能摘一颗遥 于是袁第一
个学生进入麦地袁看到一颗长得最饱满袁最
大的麦穗后就摘了下来遥 当他继续往前走
的时候袁发现后面还有更大的麦穗袁然而他
已经没有机会了袁 他很懊恼自己过早的做
出了选择遥 第二个学生进入麦地袁他吸取了
第一个学生的教训袁 总想着后面应该会有

更大的麦穗袁但很快他就走出了麦地袁错过
了很多机会袁最后空手而归遥 最后轮到第三
个学生了袁他进入麦地后袁先在麦地三分之
一的距离里观察麦地里麦穗的大小袁 状态
并给出一个基本的评判标准遥 在接下来三
分之一的距离里对之前定下的标准进行评
估袁判断袁并且修正袁并最终定下一个判断
标准遥 在最后三分之一的距离里只要看到
有满足上述标准的麦穗就可拿下袁 不追求
野最优决策冶而是追求野满意决策冶遥 这就是
古人的决策智慧要著名的野麦穗理论冶遥

第一种人过于急躁袁没有耐心袁早早就
给自己画上了句号袁 失去了更多的人生可
能性遥 第二种人一山望着一山高袁 犹犹豫
豫袁纠纠结结袁选择太多袁过于贪婪袁最终老
大徒伤悲袁一事无成遥 第三种人袁明确的知
道自己想要什么袁有清晰的价值观袁给自己
设定好目标遥 在实践过程中袁 不断调整目
标袁优化目标袁最后一旦目标确定袁时机成
熟袁就会果断出击遥

一切决策都是折中方案袁只是在当时情
况下可选的最佳行动方案遥 为了满意而不

是最优袁你的决策应该遵循以下原则院
第一袁定下最基本的满意标准袁这个标

准一定是被量化的曰
第二袁可以搞头脑风暴袁尽量穷尽所有

方案袁考察现有的可选方案曰
第三袁如果有可选方案满足最基本的满

意标准袁就不再寻找最优方案遥
不好高骛远袁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一定是

切实可行的曰更要有耐心袁增加自己人生的
可能性遥 未来不迎袁过往不恋袁做好当下最
满意的决策袁人生既充实又满足遥

采摘到人生中最大的那只麦穗
研发中心 孙 杰

每个人在每一个阶段都有着自己想要的
生活袁 在上学的时候羡慕那些上一流大学的
人袁在工作的时候羡慕那些朝九晚五还拿高薪
的白领袁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自己从来没有为自
己想过的生活做过任何努力袁 以至于到现在袁
我的生活状态没有向任何好的方面转变遥

其实我也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袁 也反
省了自己以前的生活袁 为什么会一直对自己
这么失望遥 刚开始觉着因为自己有严重的拖
延症袁再后来才发现其实是自己太懒了遥毕业
之后面临着找工作袁专业的知识学得不扎实袁
也没有什么技能袁更不谈工作经验袁每次去面
试都像奔赴刑场一样袁 还没开始工作就想着
失业了怎么办遥这种恐惧伴随我很长时间袁在
遭受了无数次挫折之后袁 我突然间清醒的认
识到袁时间在不停的流逝袁人若是永远止步不
前袁最终将会被这个社会无情的淘汰遥

如果连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都
不知道袁还谈什么努力钥 现在的我会制定一
个个小目标袁把对未来的向往和对失败的恐
惧作为前进的动力袁 努力克服懒惰和放纵袁
朝着既定的目标每天前进一点点遥 当一个又
一个小目标不断达成袁不知不觉中我自己也
变得积极上进尧充满阳光遥 命运掌握在自己
手中袁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袁想过什么
样的生活袁只要你努力袁什么时候都不晚遥 如
果你不曾试图去努力改变现状袁就算人生有
机会重头再来一次袁你之前错过的东西依然
还会错过遥

时间比我们想象中更残忍袁不管你昨夜哭
得泣不成声袁依然会推着你前进袁生活就是如
此袁 大多数人没有被命运和机遇特别垂青过袁
每一步都要靠自己踏踏实实走下来遥 比你优秀
的人都还在努力袁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钥

你在为你想要
的生活努力吗？

物流推进部 徐 娜

连日的阴雨袁 让人觉得秋风瑟瑟了遥
古之文人墨客总埋怨秋风带走了花红柳
绿的美景袁连人也变得多愁善感了遥 但在
我看来袁秋风如同智者手中的画笔袁同样
能为大地涂抹不一样的色彩袁甚至比其他
季节有更多的可爱之处遥 不信钥 那就听我
慢慢道来吧遥

古人云院一叶落而知秋遥其实不然袁光
凭这先被秋风吹斜的雨就知道袁 秋天来
了遥 秋天的雨总是不紧不慢地下着袁从不
像夏天的雨袁被气流催着袁匆匆忙忙赶往
下一个地方曰也不像春天的雨袁浸晕在空
气中袁似有若无曰更不像冬天的雨袁像冰冷
的针袁根根刺入肌肤遥 秋雨总是一阵一阵
的袁来的时候既没有雷声相伴袁也没有闪
电作陪遥 它只是安静地从空中飘落袁悄无
声息地落在树叶上袁落在土地里遥 细细的
秋之雨丝亲吻你的脸也不似急性子的雷

阵雨袁让人瞬间变成落汤鸡那般难堪遥 在
我看来袁 秋雨的性格恰如待字闺中的小
姐袁是闲适的袁也是温柔的遥

人们总爱为秋天涂上悲伤色彩袁认
为秋天使得木凋花谢袁岂不知野我言秋日
胜春朝冶钥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袁按照土地
的指示袁 农民的劳作也将在秋季得到检
验遥 秋天袁到处都是金灿灿的颜色遥 在英
语中袁秋天也被称为野gold fall冶遥成熟的稻
子尧小麦尧玉米尧大豆袁甚至是飘落的黄
叶袁 无一不是金灿灿的颜色遥 秋天的田
野袁有着不同于其他季节的迷人处遥 野稻
花香里说丰年冶已在此刻变成现实袁一块
块种满金黄色的成熟了的水稻被嫩绿色
的田埂分隔开来袁 像煎至金灿灿的豆腐
一样美得诱人遥 从这一方面来看袁与其为
秋天的凋谢而悲伤袁 还不如为秋天的收
获而喜悦遥

如果将一年四季喻作人的一生袁那
么秋天就是知天命的时期遥 时间之轮走
过春夏袁步入秋天袁秋天如同一位智者袁
对于活泼懵懂的青年要要要春天袁 热情如
火的壮年要要要夏天袁它更像转入了冷静尧
沉潜期遥 它让秋风扫去了娇嫩的花朵袁为
的是能结出果实曰 它让秋风扫去枝头的
树叶袁为的是能更好地抵御寒冷的侵袭遥
这一切都是为了来年春天的复苏所做的
准备遥

秋天是一个好季节袁 它不似春之潮
湿袁不比夏之炎热袁不若冬之寒冷袁正是一
个恰到好处的季节遥 古人咏春野春眠不觉
晓冶袁而在这初秋的凉爽舒适的时候袁改为
野秋眠不觉晓冶才好遥 毕竟袁秋风吹走夏天
的炎热袁让人不再焦躁不安袁也让人更加
用心地投入工作遥以上便可以作为对秋天
所做的感悟吧浴

秋之感悟
组件部制造部 袁素芸

我的家乡在贵州黔东南袁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袁也是一个
能歌善舞的地方遥 很多人一听那里就会说是野山沟沟冶袁但在我心
里袁我的家乡永远都是最美丽最神圣的地方遥每年这个时候我都特
别想回去袁因为从九月初开始就有好多的节日了袁而最让激动的也
是人们最重视的节日要要要芦笙节就在其中遥

芦笙节是我们苗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袁以芦笙踩堂尧赛芦笙等
活动为主遥 每到那一天袁数以万计的群众自发相聚袁吹芦笙尧跳铜
鼓尧斗牛尧斗鸟尧对歌尧赛马袁盛况空前遥 我们女孩子就要戴着银冠尧
银圈尧银环尧银镯袁穿着绣满银饰的传统服装袁而这些服饰也是父母
在我们出嫁前准备的嫁妆袁图案是母亲一针一线绣出来的遥

记得农历 7 月 25 日这天袁家家户户都特别热闹袁男孩子任意
挑选自己喜欢的玩具袁女孩子要在父母安排下穿戴服饰遥早上我起
床时就看见母亲把那些东西准备好了袁一件一件分开摆放在床上袁
亮晶晶的很漂亮袁就是重量有点过分了遥我和堂姐吃完早饭后就只
能坐在家里等着母亲他们过来帮我们穿衣服袁 那时候我们觉得做
女孩子好委屈袁一点都不想把那一尧二十斤的东西挂在身上袁我们
也想在芦笙节好好的去玩自己想玩的东西袁 轻轻松松去自己想去
的地方遥可是那时候我们不能理解大人袁虽然很不乐意但也不想浪
费了父母的一片苦心袁 所以还是乖乖的听话遥 到中午十点半的时
候袁堂姐穿好了来到我房间遥看到堂姐时袁我就惊呆了袁真的太漂亮
了袁衣服和首饰把不足的地方都遮住了袁只留下一片洁白遥 回神中
母亲也帮我穿好了袁我和堂姐一扫之前的满腹委屈袁兴高采烈的走
出了院子向大家展示我们的衣服遥

芦笙节是在镇上举行袁走过一座小桥袁我和堂姐在父亲尧伯父
的陪伴下到了芦笙节的主会场遥进入会场我们立刻融入了大部队袁
伴随着笙歌翩翩起舞袁尽情欢跳袁起舞时发出阵阵窸窣声袁恰似芦
笙声的和声袁优美动听遥这一天下来我们又是跳舞又是唱歌根本不
觉得累袁只是回到到家后躺床上就直接睡着了遥

时光荏苒袁白驹过隙袁转眼间离开家乡也八年有余了遥 记忆中
的芦笙节已越走越远袁但她的一颦一笑却始终镌刻在我心头遥有兴
趣的朋友可以走近西江千户赛和镇远古镇袁 去感受到大里山的气
息和原生态的民俗风情浴

怀念家乡芦笙节
后勤部 杨小芳

我是 90 后袁忧郁是我的标签袁青春是我
的宣言袁 善感是我的名片袁 自由是我的尊
严遥我是 90 后袁我的性格是 20%李白的浪漫
加 30%王朔的傲慢袁外加 20%黛玉的多愁善
感和 30%纯粹的自由自在遥

我是 90 后袁 我喜欢与孤独寂寞为伴遥
我喜欢一个人静静的独守秋夜袁凝看窗外
叶落时如蝴蝶振翅翩飞的美丽遥 我喜欢一
个人漫步于朦胧柔美的月光下袁让月光轻
轻抚慰我的心灵遥 我喜欢在寒冬到来之际
满怀期待地仰望灰色的天空袁 无声探询院
野雪袁你这调皮的精灵袁什么时候才愿意从
厚厚的云层中钻出袁和我欣然相拥钥 冶我喜
欢在被生活的荆棘有意无意的针刺后躲
在密闭的棉被里独自舔着伤口院野哭泣袁请

你远离遥 冶我喜欢在野鸟鸣山更幽冶的树林
里静静地回忆袁独享只属于自己的那一片
天地遥

我是 90 后遥 我喜欢金庸袁和平的年代袁有
着似真似幻的刀光剑影袁他笔下豪气的英雄袁我
崇拜浴那种独步天下尧傲视群雄的姿态是我一生
一世的追求曰我喜欢琼瑶袁在钢筋水泥的建筑
中袁依依杨柳尧柔波轻舟袁温情宛在袁她笔下多情
的女子袁我欣赏浴他们百转千变的凄美爱情让心
点点润泽曰我喜欢韩寒袁他阳光帅气的外表袁他
的追求自我张扬个性的态度袁他的野语不惊人死

不休冶的天才气质袁几乎让我陷于迷恋遥
我是 90 后遥 我习惯于幻想袁在现实的

打击下依然不改追求美好的初衷曰 我习惯
用 45毅角仰望夜空袁期待自己变成那颗璀璨
明亮的星星曰 我习惯用明媚的忧伤来冠名
自己的青春袁 在跃动的阳光下伸展略带忧
郁的眼神遥 在时光的风声里袁我逐渐成长遥
我一直相信袁所有的青春都充满困惑袁所有
的困惑也将会得到解答袁而答案袁将是我永
远的秘密遥

我是 90 后遥我习惯忍受野流言蜚语冶袁我

坚守自我的阵地遥 别人说我们的叛逆无理袁
因为我们就像一只刺猬袁 团成一团的小身
躯袁根根针刺让人无奈袁忧心遥 可谁又理解袁
这仅仅是我们心理上的自我防卫钥

我是 90 后遥 我热衷徜徉在音乐的海洋
中遥耳朵塞着耳机袁在周杰伦迷糊的歌声里袁
时光倒流袁回到小时候遥 天变青了袁似乎在
等着烟雨袁而我却在菊花台等你袁等你从千
里之外回来袁等到发丝如雪遥 在时光交错的
画面里袁思绪自由自在遥

我是 90 后袁一个个性张扬尧复杂矛盾的
纯粹 90 后遥 我不是金沙银粉捏成的浪荡公
子袁也不是胭脂水粉涂抹的娇俏小姐袁我只
是生于盛世长于盛世的 90 后遥放眼远眺袁我
看到精彩在现在袁更在未来浴

我是 90 后
研发中心 罗 聪

6 月 22 日袁 杭州绿城纵火
案事件袁可能大家都慢慢的淡忘
了袁我却一直在关注逃过一劫的
男主人林先生的维权之路遥

一个年轻的妈妈年仅 34
岁袁三个可爱的孩子最大的 11
岁袁最小的仅 6 岁袁一家四口的
性命葬送在了平日里享受锦衣
玉食袁月薪 7500袁买菜专车接
送袁享受独立卧室尧卫生间的保
姆之手遥 真的不敢想象袁一位
年轻的母亲和三个稚嫩的孩
子袁在火中被活活烧死是怎样
悲惨的情形遥 男主人因为在外
地出差而侥幸逃过一劫袁可他
的挚爱骨肉却再也回不来了遥
这就是现实版的农夫和蛇的故
事袁我愿你衣食无忧袁你让我家
破人亡遥

看到林先生后期维权公
开孩子们和妻子的图片和视
频袁回忆之前的点点滴滴袁那
是一个多么幸福美满的家庭袁
妻子贤惠袁孩子乖巧懂事袁特
别是老大柽一特别的有担当袁
花一样的年龄却如此的命运遥
这家善良的女主人还以为这
次终于找对了保姆袁平时和保
姆相处的不错袁特别是最小的
儿子潼潼去日本都要问保姆
喜欢什么给她带回来遥 未曾
料到保姆是一个嗜赌成性之
人袁多次盗窃主人家的高档手

表尧金银首饰去典当作为赌
资袁就在纵火的前段时间保姆
以乡下建房子为借口袁先后向
女主人借了 11 万用于赌博并
挥霍一空遥 案发前一晚袁保姆
用手机在网上赌博袁输光 6 万
余元袁为继续筹措赌资袁保姆
就想到以放火再灭火的方式
搏取女主人的感激以便再次
开口借钱遥 谁料保姆这样一
个异想天开的想法袁让幸福的
五口之家从此天人永隔遥 这
种人性的扭曲着实让人寒心
刺骨遥 女主人的善良换来的

却是家破人亡袁真是斗米养
恩袁担米养仇浴 微博很多人评
论院野要是主人这样待我袁我肯
定把她们的命看的比自己的
还重袁怎下的了手纵火遥 冶

事后林先生在微博上发消
息称院野现决定联合一些好友袁
发起设立耶潼臻一生爷公益基
金遥 该公益基金将致力于提升
中国高层住宅防火减灾水平袁
倡导房产开发商尧物业服务企
业和社会各界充分重视消防安
全袁促进家政服务业完善保姆
的甄选管理机制遥 冶这是一个
怎样善良的天使之家呀浴 真心
愿幸存的男主人林先生今后被
这世界善待遥

天使在微笑袁无奈魔鬼在
人间遥

天使在微笑，无奈魔鬼在人间
光伏应用工程 盛小芬

小和尚扫树
有个小和尚袁每天早上负责清扫寺庙院子里的落叶遥
清晨起床扫落叶实在是一件苦差事袁尤其在秋冬之际袁每

一次起风时袁树叶总随风飞舞落下遥
每天早上都需要花费许多时间才能清扫完树叶袁 这让小

和尚头痛不已遥 他一直想要找个好办法让自己轻松些遥
后来有个和尚跟他说院野你在明天打扫之前先用力摇树袁

把落叶统统摇下来袁后天就可以不用扫落叶了遥 冶
小和尚觉得这是个好办法袁于是隔天他起了个大早袁使劲

的猛摇树袁这样他就可以把今天跟明天的落叶一次扫干净了遥
一整天小和尚都非常开心遥

第二天袁小和尚到院子一看袁他不禁傻眼了遥 院子里如往
日一样是落叶满地遥
老和尚走了过来袁 对小和尚说院野傻孩子袁 无论你今天怎么用
力袁明天的落叶还是会飘下来遥 冶

小和尚终于明白了袁世上有很多事是无法提前的袁唯有认
真的活在当下袁才是最真实的人生态度遥

大智慧院许多人喜欢预支明天的烦恼袁想要早一步解决掉
明天的烦恼遥 明天如果有烦恼袁你今天是无法解决的袁每一天
都有每一天的人生功课要交袁努力做好今天的功课再说吧浴

南云北望平秋色，东阳西斜塞外魂。

今踏江南歌一曲，铁马快蹄忆陇土。

思乡之陇土
电池制造部 孔维栋

瑞安 瑞晶之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