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今社会发展突飞猛进袁 科学技术日
新月异袁这些成绩的取得无不依赖于知识袁
现时代就是知识时代袁知识就是力量袁改变
着我们的社会袁改变着个人的命运遥然而知
识并非天生就有袁而是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尧
积累尧实践尧总结获得的遥 人从牙牙学语开
始袁到上学识字袁再到步入社会参加工作袁
都是处在不断的学习之中袁 学习对于人的
成长有着重要的意义遥

学习是提高涵养的途径遥 学习可以丰
富认知尧开拓视野尧启迪智慧尧充实生活尧提
升涵养遥曾有人问野大学学到了什么冶袁最多
的回答是野除了学到了课本专业知识外袁大
学学习提高了我们的综合素养袁 教会了我
们在处理问题时如何有效的认知问题尧分
析问题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冶遥腹有诗书
气自华袁说的就是饱读诗书可提升气质尧提

升涵养袁有涵养的人知识渊博尧说话头头是
道尧办事井然有序袁极具个人魅力袁富有感
染力袁让人折服遥

学习是走向成功的基石遥 每一位成功
者都有一个共性院热爱学习遥通过学习丰富
的知识袁锻炼了头脑袁提升了本领袁同时通
过学习可以获得众多的信息遥 在信息万变
的社会中袁善学者能及时运用聪明才智袁有
效的把握机遇袁 并努力付诸实践达向成功
的彼岸遥

学习是胜任工作的需要遥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浴 要想工作出色袁 学习必不可
少遥工作是展现智慧才华尧实现自我价值的
舞台袁人的一生总是要在工作中度过袁胜任
工作不单只是做好自己岗位日常事务袁而
是在立足本职工作的同时充分发挥自己的
优势尧 运用智慧随时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及

困难遥这就要求人们通过学习袁进一步提升
专业技能并能创新遥

学习是适应时代的要求遥 学如逆水行
舟袁不进则退袁尤其在生活节奏飞快尧知识
更新迅速的 21 世纪袁 如只是墨守陈规袁不
好好学习袁不及时更新知识袁很容易跟不上
时代的节奏袁甚至有可能被社会淘汰遥 叶论
语曳子曰院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袁三十而立袁
四十不惑袁五十知天命袁六十而耳顺袁七十
而从心所欲袁不逾矩遥 冶说的就是人从少到
老都要不断在学习袁跟随时代的脚步遥

海有边袁山有路袁学无涯遥 唯有利用有
限的时间学习无限的知识袁 练就自己的本
领袁提升自己的能力袁方能在社会中发挥更
大的价值遥

技术研发中心 高慧慧

仲秋夜深不能眠，翘首望乡盼团圆。

故乡今夜思千里，身在他乡不能还。

喜仲秋之夜
设备设施部 雷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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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8 周年

一部叶战狼 2曳红遍大江南北袁拿下创记录的
56 亿票房袁成为中国电影的翘楚袁大家都在津津
乐道这部电影的特技和片中现身的中国最新式
的武器装备遥 国人无不为电影所表现的爱国主义
和英雄主义热血沸腾袁也为祖国日益强大而倍感
自豪遥

看完电影袁 儿子屡屡在我们面前拿腔拿调的
喊着院野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浴冶每一次都赢来爷爷
奶奶赞许的笑声浴 晚上儿子睡了袁我静下心来想
了想袁一个士兵战胜敌人袁代表了他技能尧意志力
和智商的胜利曰一位将军袁率领千军万马浴血奋
战袁攻城略地袁代表了他指挥能力和训练下属能力

的胜利遥他们为祖国为人民流血牺牲袁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袁充分体现了其爱国情操遥可是从这部电影
中我们能得到的只有这些吗钥不浴至少我觉得是不
够的遥主角冷锋是一位职业军人袁他所表现出来的
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是非常让人赞叹的袁 以这个
为基础袁他才能做到他想做的袁才能完美的完成上

级交给他的那些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遥
从磅礴气势的电影中走到现实里袁我们每一

个人都是路人甲乙丙丁袁可能没有什么机会能遇
上那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袁那么我们怎么体现我
们的爱国精神呢钥 抵制日货尧韩货积极购买国货
只是一方面袁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做好我们自己应

该做的事儿要要要对袁就是做好我们的工作浴 当爱
岗敬业成为整个社会的风气袁那么我们还愁什么
难题无法攻破袁还愁什么困难不能解决呢钥

回到我们自身袁每一个人尧每一份工作都是
企业和社会的细胞袁爱岗敬业体现的是我们每个
人职业素养袁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袁完成我们工
作应该提供的职能袁 整个企业就能生机勃勃袁整
个社会就会意气风发遥 企业和社会发展好了袁我
们每个人的幸福指数也就会不断提升袁那么我们
的国家就会生机盎然袁 有谁能说这不是爱国呢钥
爱岗敬业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袁
不给别人添麻烦袁这是最直接的爱国浴

爱岗敬业是爱国的直接体现
订单管理部 康华程

勤俭是培养廉洁风气的重
要途径遥勤俭节约袁不仅仅是发
家富国尧幸福长远的法门袁更是
廉洁自律袁 远离贪污腐败的重
要推力遥孔子曰院野士志于道袁而
耻恶衣恶食者袁 未足与之议
也遥冶节约和贪污看似二者不相干袁其实联系紧密袁奢侈总是和贪污
相伴袁节俭才能与廉洁相随遥

勤俭才能生活美满袁幸福绵长袁因而袁勤俭节约才成为千百年
来最具生命力的处世恒言袁更是许多名人尧伟人最为遵从的箴言遥
古人云院野勤以修身袁俭以养德遥冶勤奋尧俭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遥勤尧俭这两个字看似寻常袁却不能等闲视之遥它们是廉洁自律
最不可缺少的美德袁是培养廉洁习惯的一种保障遥

在勤俭节约上袁 蜀国贤相诸葛孔明更是明确提出了 野静以修
身袁俭以养德冶的观点袁并且身体力行袁成为廉洁的典范遥 诸葛亮被
刘备三顾茅庐后袁深为其所动袁便随备征战南北袁奇功屡建遥诸葛亮
生前袁在给后主的一份奏章中对自己的财产尧收入进行了申报院野成
都有桑八百株袁薄田十五顷袁子弟衣食袁自有余饶遥 至于臣在外任袁
别无调度袁随身衣食袁悉仰于官袁不别治生袁长寸以尺袁若死之日袁不
使内有余帛袁外有赢财袁以负陛下遥冶诸葛亮病危时袁留下遗嘱袁要求
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汉中定军山袁丧葬力求节俭简朴袁依山造坟墓穴

切不可求大袁不放任何葬品遥这
就是一代明相诸葛亮死后的最
高要求袁 他的高风亮节至今被
人传颂袁 他也是我们每人都应
该学习的榜样遥

东 晋 陶 侃 渊公 元 259 -
334冤袁自士行袁东晋庐江浔阳渊现江西九江冤人袁陶侃在东晋从县吏
一直做到荆尧江二州刺史袁并掌管其他六州军事袁成为当时最有实
力的人物遥但他戎马生涯 40 余年袁却始终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作风袁
还经常勉励部下珍惜一草一木袁为国为民多做贡献袁至今人们传颂
最多的是他珍惜竹头木屑袁搬砖治懒的故事遥

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遥在这点上袁陶侃的节俭精神值得
我们时时谨记袁学习遥在条件艰苦时袁勤俭是取得成绩的重要保证袁
只有勤俭才能积累力量袁壮大自己袁战胜敌人遥现在国家日渐强盛袁
人民日益富足袁勤俭谨慎的提倡就更显得必要袁而且迫切遥 勤俭能
使我们居安思危袁守住来之不易的成就袁勤俭能使我们的目标最终
得以实现遥

野俭则可以成家袁俭则可以立身冶袁物质的欲望是永远都满足
不了的袁野有千顷良田袁 一餐只食三碗尧 有万间房子袁 一夜只睡一
床冶遥 物多累已袁反是俭能修身尧静心尧养廉尧守节尧所以在工作中培
养勤俭品德袁并以俭养廉袁才能永远保持自己的廉洁习惯遥

勤以修身 俭以养廉
国内销售部 蒋 帅

青春是一首悦耳的歌曲袁 里面跳动着的
每一个音符都是作曲家的灵魂曰 青春是一幅
浓墨的田园画袁 里面丝丝相扣的墨点都是画
家的才华曰青春是一篇沉郁顿挫的诗歌袁里面
每一个令人心动的句子都是作家的情话遥 古
往今来袁人人都喜欢青春袁赞美青春袁因为青
春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纪遥

塞缪尔窑厄尔曼曾经说过院 青春不是年
华袁而是心境袁青春不是桃面尧丹唇尧柔膝袁而
是深沉的意志袁恢弘的想象袁炙热的热情袁青
春是生命中的深泉在涌流遥 席慕蓉却觉得青
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遥在我眼里袁青春是一场
正在行走的回忆录袁 里面载满了各种酸甜苦
辣袁离愁别恨遥

当我们告别懵懂的少年时期袁 欣喜若狂
的推开青春的大门袁试探地向前迈进袁朝着我
们脑海中的美好世界前行遥 于是我们有了个
性袁我们似乎不想再依赖亲人袁逐渐远离袁甚
至偏爱恶语相对遥 我们以为那时宣誓袁就能得
到我们的自由尧独立遥 在这场硬要一个人的青
春旅行中袁我们变得敏感袁变得脆弱袁一度觉
得哪怕自己只是一丁点的伤害都是全世界最
大的罪过袁而自身并没有任何错遥 同时我们也
在成长袁 在学会适应与我们想象中不一样的
亲情尧友情尧爱情袁最后在青春的未班车里如
鱼得水遥

左手青春袁右手年华遥在电影叶致青春曳中大
学时光丰富多彩袁 郑微生性活泼袁 阮莞知性大
方遥她们都拥有美丽容颜和为爱付出的勇气袁而
最后阮莞被挚爱所负袁心里再也装不下其他人曰
郑微两次被抛弃却依然坚强袁 将青春开成一朵
热烈的花遥青春情感是最难以忘怀的袁也许有的
人惹火上身袁体无完肤曰可也有的人会从容更坚
定的去燃烧自己袁 温暖对方遥 在青春年华的我
们袁要爱自己袁也要找到值得爱的人遥

青春札记
电池制造部 吴卫兵

我们都在不断赶路袁忘记了出路袁在失
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曰我们都在梦中解脱袁
清醒地哭袁流浪在灯火阑珊处袁去不到终点
回到原点袁享受那走不完的路噎噎

十年前的今天袁带着恍若即将逃出生天
般的兴奋袁 对未来无比自信和满腔无处安
放的热情毕业了遥 散伙饭时疯癫痴狂袁高唱
离歌袁 四年的恩怨情仇在嬉笑怒骂和语无
伦次中烟消云散遥 带着坚不可摧的唯一信
念与孑然的一身袁 我们如禁卫军般英勇无
畏袁各闯各的天涯遥 最后看一眼曾经生活了

四年的地方袁这里见证了我们成长里最不可
或缺的部分中一切喜怒哀乐袁 已来不及剪
辑遥 过去袁在未来这个词面前苍白得毫无新
意袁所以袁决不留恋袁也不再回头遥此时袁宿舍
楼下拐角的那株夹竹桃袁 恣意怒放正当时袁
桃红渲染此年华遥

这是我们的毕业季遥
那时袁我们把这个离别叫做院走入社会遥

好像我们一直都不在这个社会存在过一样遥
我们以为社会一直会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个
样子袁实则不是袁社会是其本来的样子遥我们

像初生牛犊一样毫不理会前辈们的忠告与
指点袁先入为主的认为他们只是被后浪拍死
在沙滩上的前浪遥于是袁十年里袁我们不断重
演着前辈们悲剧袁不断地被后浪们拍死在沙
滩上遥 人总是只愿相信自己袁所以才会在成
长的道路上屡次碰壁遥每个人成长的历程就
像凤凰涅槃般的浴火重生袁没有捷径地书写
唯一的自我历练袁所以在历练过后才知道悔
不当初或不悔当初袁也只有在历练过后才慢
慢成长袁而成熟袁而成败袁而成就遥现实社会袁
残酷如斯遥早已被贴上标签的我们 80 后袁没

有望而却步遥
这是我们的奋斗季遥

十年前袁我茫然中坚定袁十年后袁我的坚
定中有一丝茫然曰十年前袁我渴望成熟袁十年
后袁我好似半生不熟曰十年前袁我自信袁十年
后袁我自信袁更自知曰十年前袁南下北上东漂
离家越远越好袁十年后袁想家不能回才最寂
寞曰十年前袁信仰无处不在袁十年后袁不再追
逐信仰曰十年前袁我们死于安乐袁十年后袁我
们生于忧患遥 十年了袁还有什么可以耿耿于
怀的呢钥

这是我们的怀念季遥
有多少十年可以重来钥我们都回不到当

初袁 也不知道下一个十年将如何风生水起遥
不安于现状的心愈发涌出蓬勃的生机遥

当有一天袁感叹下一个十年到来的那一
刻袁只希望我们 never grow old遥

有多少十年可以重来？
———给毕业十年的同学们

国际商务部 刘金燕

撑着油纸伞袁独自彷徨在悠长尧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噎噎每当读
起叶雨巷曳这首诗袁我就情不自禁的幻想着戴望舒心目中的丁香姑
娘遥

在这幽深的小巷中袁雨淅淅沥沥地下着袁脚下的青石板湿淋淋
的袁躺着一股水袁行人消失在雨的尽头遥在我的梦境里袁我希望逢着
那位丁香一样的姑娘遥于是我一直徘徊在巷中袁我仔细观察着每位
行人袁生怕错过袁被雨水淋得浑身湿透袁也没碰见她遥

我苦苦思念着那位丁香的姑娘袁我想看一看是怎么样的她袁竟
让戴望舒如此痴迷袁为她写下了这首多情诗遥 她是不是花容月貌袁
翩若惊鸿袁身上还散发着丁香的香味钥 我继续寻梦遥

雨仍下个不停袁我在路边买了把油纸伞袁我希望它跟丁香姑娘
的伞一样袁从而丁香姑娘因伞而记住我遥 我犹豫着袁她是不是不来
了袁忽然我一回神袁一位带着丁香花香的女郎从我身边经过袁我叫
了一句院野丁香姑娘遥 冶她撑着油纸伞袁像戴望舒说的一样静默地走
着袁手中提着一篮丁香花遥我想她定是丁香姑娘袁但她没有理我袁她
也没有回头袁我看见她提着丁香花远去袁远去遥 她的背影让我更加
充满思念遥

丁香姑娘什么也没有留下袁她那轻漫的脚步声在我心头回荡遥
我失望地缓缓离去袁 怪自己太不留神了遥 我想也许她明天还会经
过袁 她那背影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袁 但我不会再次叫她丁香姑
娘袁因为我觉得她不是戴望舒的丁香姑娘袁虽然她也有着丁香一样
的气息遥

第二天袁我又在巷子里徘徊袁行人总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袁但
我这次没有在意袁我怕又错过遥 我等了很久很久袁终于在巷子的入
口袁出现了一位提着装满丁香花的篮子尧撑着油纸伞的姑娘袁慢慢
的向我走来袁我看见了她袁可她并不像戴望舒写的那样忧愁袁她脸
上充满了阳光与笑容遥 越来越近了袁我正要开口袁她却先说了袁野昨
天你是在叫我吗钥冶我点了点头遥野真的很抱歉袁我还以为听错了袁所
以没回头遥冶我说院野没关系遥冶我们之间正式认识了袁我们聊着天袁一
起消失在这雨巷遥 原来她是开花店袁几天丁香花特别紧俏袁所以经
常会拎着篮子经过这个巷子噎噎

我醒了袁看了看窗外袁外面正下着小雨袁回味着刚才的梦境美
极了遥 也许我碰见的不是戴望舒的丁香姑娘袁而是我的丁香姑娘袁
她跟戴望舒的完全不同遥看来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不同的丁香姑娘袁
我不应该再牵挂那个不是我的她了遥

江南的雨仍淅沥沥地下着袁但我的思绪却先停止了遥

雨中的思念
技术研发中心 黄 豪

三只乌龟

三只乌龟来到一家饭馆袁要了三份蛋
糕遥 东西刚端上桌袁他们发现都没带钱遥

大乌龟说院 我最大袁 当然不用回去取
钱遥

中乌龟说院派小乌龟去最合适遥
小乌龟说院我可以回去取钱袁但是我走

之后袁你们谁也不准动我的蛋糕浴大乌龟和
中乌龟满口答应袁小乌龟走了遥

因为腹中空空袁 大中乌龟很快将自己
的那份蛋糕吃完了遥可是袁小乌龟迟迟不见
踪影遥 第三天袁大中龟实在饿极了袁不约而
同地说院咱们还是把小龟的那份吃了罢遥
正当他们要动手吃时袁 隔壁传来小乌龟的
声音院野如果你们敢动我的蛋糕袁 我就不回
去取钱了浴 冶

大智慧院诚信最重要袁疑心误事多遥 当
今社会人与人之间联系紧密袁 在这个地球
村中袁如果丧失了诚信袁人类就会像三只乌
龟那样三天吃不了一块蛋糕遥

金秋十月好风景，华夏欢腾迎国庆。

毋忘国耻忆往昔，万众一心奔前程遥

喜迎国庆
设备设施部 雷 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