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知道什么时候袁 考机动车驾驶证也成
为了一种潮流袁身边的亲戚尧朋友陆陆续续都
考了驾照袁据说驾考越来越难袁也越来越严袁
我犹豫再三袁 在今年 8 月份也去离家不远的
驾校报了名遥随后袁分配教练袁发了考试教材袁
于是我走上了为驾驶证奋斗之路遥

10 月 5 日袁我顺利的通过了科目一的考
试袁开始了科目二的练车遥 科目二分为院倒车
入库尧侧方位停车尧直角转弯尧坡道定点尧曲线
驾驶等项目遥就像教练说的袁这就是过五关斩
六将袁关关都要认真仔细袁马虎不得遥 由于工
作的关系袁我练车的时间不多袁只有下晚班后
才到驾校练两把袁 但是我每次都练得非常认
真袁 因为我觉得这不仅仅关乎自己拿驾照的
成败袁 更重要的是关乎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
全袁这是对家庭和社会的一种责任遥经过一段
时间努力的练习袁我约考了 11 月 8 日的驾考
科目二第一场考试遥紧张的日子终于要来了袁
11 月 8 日袁早上 6:30 我就起床了袁看着窗外
浓浓的大雾袁心里咯噔一下袁心想院野完了袁能
见度这么低袁考试影响很大呀遥 冶赶到考场已

是一个半小时后的了袁这时袁大雾已经开始稍
稍散了遥进入等候考试的大厅袁立马感到气氛
沉重袁 里面等待考试的学员已经有 50 多位
了袁 大家都盯着墙上的大屏幕袁 小声的交流
着遥 前面有 19 位学员已经考完袁其中不合格
的比例比较大遥找个地方坐下来后袁我不断在

心中默念教练平时提到的要点袁 努力回忆着
每辆考试车辆的特性遥 看着我前面的学员一
个个奔赴考场袁考过的欢天喜地袁挂了的垂头
丧气袁看到一起练车的熟人也考了的时候袁整
个人就更紧张了遥在焦急的等待中袁终于在大
屏幕上看到了我的名字袁 广播中传来悦耳的
声音院野请 1058 号学员准备考试袁 上 08 号

车遥 冶排到的竟是平时练车我最熟悉的那辆袁
一阵窃喜之后袁 默默的给自己喊了声院野加
油浴 冶

走进考场时袁 天公作美袁 大雾已经散开
了袁视线彻底明亮了遥 在安全员的指引下袁我
来到了 8 号车面前袁 打开车门袁 调整座位距

离袁上车调整座位靠背袁系好安全带袁对监考
员示意我已准备完毕袁可以考试了遥随后我双
手紧握方向盘袁 车内的电子指令声响起院野请
面对摄像头袁拍照冶野开始考试冶我按着平常练
车的步骤袁 一步一步有条不紊的操作着考试
车辆袁打火袁放手刹袁挂 2 档袁松离合器袁车子
慢慢向前行进遥 进入考试第一关院倒车入库袁

当车行驶到停车点时袁踩刹车袁换倒挡袁松离
合袁看到黄线角袁方向盘向右打两圈袁车子顺
利的倒入库线区遥就这样袁在我认真谨慎的操
作下袁一路顺利通过测方位停车袁坡道定点袁
曲线渊S 型冤行驶等关口遥 来到了最后一关院直
角转弯袁进入直角转弯区袁打开右转向灯袁车
内电子指令声响起院野进入直角转弯遥 冶 三秒
后袁关闭转向灯袁门把对黄线袁方向盘向右打
两圈袁我开始观察右后视镜袁野糟了袁后车轮与
黄线距离较远袁那就是说左前轮离黄线偏近袁
有压线的危险冶我脑子急速闪现袁危急时刻袁
我双手把方向盘向右打到底袁 车子缓缓驶出
直角袁这说起来繁复袁其实过程只有短短三袁
四秒袁我惊出一身冷汗浴 最后袁我听到的是悦
耳动听的院野考试结束袁考试合格冶遥哈哈袁谢天
谢地袁我科目二考试顺利过关了浴

回到候考大厅袁拿到了我的成绩单袁满分
100 分袁驾考科目二结束了袁我的心已经在想
着科目三的练车了袁 为驾驶证的奋斗还要继
续袁我的驾考还要进行噎噎

驾考进行时
质量部 章志明

爱人经常向我提起他的爷爷袁回
忆有关爷爷的往事袁故事虽平常但细
微处却能见真情涌入袁我总觉得该记
录下来袁作为给爱人对她爷爷的一份
纪念遥

爷爷叫谢万宾袁爱人是爷爷最大
也是他最疼爱的孙女遥 在爷爷去世
后袁爱人对爷爷的思念更甚袁时常梦
见爷爷遥 梦里爷爷依旧是那高瘦的身
材尧和蔼的笑脸尧温暖的嗓音及谆谆
的教诲遥

我知道的有关爷爷的故事要从
上世纪 50 年代说起遥 1953 年爷爷最
小的弟弟出生了袁 刚满 20 岁的爷爷
作为家中长子袁就开始承担整个家庭
重担了遥 他包揽了家中大小事务袁打
工尧种地尧家务一样都不落下遥 爷爷常

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上
过学袁为减轻父母重担袁照顾年幼弟
弟妹妹袁爷爷从未踏入学堂半步遥 可
记忆里爷爷是家里最喜欢读书的人袁
儿孙辈上学时学校发的书不论是课
内还是课外的袁爷爷都会利用空闲时
间仔细阅读袁稍有不懂就会一直问我
们袁不弄懂都不睡觉遥

娶妻生子是爷爷人生中的下一
段路程遥 此时的爷爷平凡尧勤劳而有
干劲袁他与奶奶相敬如宾袁一辈子没

红过脸遥 为哺育 6 个子女长大成人袁
他们坚定朴素尧纯真的信念袁携手艰
辛地走过了 60 年代的饥饿尧70 年代
的混乱尧80 年代的改革和发展遥 随着
子女的成长袁孙辈的出生袁爷爷又多
了一个身份袁多了一项工作要要要照顾
孙儿们遥 那时袁爷爷已不再年轻却依
然身兼数职袁务农尧开杂货店尧带小
孩袁 爷爷就像一个宽大而厚实的帐
篷袁将家人庇护在其中袁让我们不受
日晒风雨袁自己默默承担着一切遥 在

我们眼中袁勤劳和慈祥的爷爷就像一
个超人袁无所不能遥

爷爷的杂货店从来都是价格公
道尧童叟无欺袁若有小孩带着较大面
额的钱币到店里买零食袁爷爷会很仔
细的盘问清楚钱的来源袁并及时询问
小孩父母是否知情袁以免小孩不懂事
偷拿父母钱财产生纠纷遥 记得有一
次袁一个小孩趁爷爷不注意袁偷吃了
店里的糖果袁爷爷发现后并没有生气
责备袁 而是拿了更多的糖果给他袁并

告诫他无论什么时候袁都应该用正确
的方式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遥 从不
与人争吵的爷爷告诉我们院 诚信尧友
善是为人处世的根本遥

随着年龄的增长袁爷爷的身体一
年不如一年袁 他依旧每天坚持早起袁
不间断地往返孩子们的家袁只为在每
家多坐坐尧 多享受一下儿女绕膝尧子
孙满堂的天伦之乐遥 慢慢的爷爷老
了袁走不动了袁听不见了袁吃不进了
噎噎后来我们才明白树欲静而风不
止袁子欲养而亲不待遥

爷爷的一生平凡却温暖袁亦如一
幅淡雅的田园画袁没有雄伟壮丽的高
山袁没有波澜壮阔的大海袁有的只是
一只鸡尧一勺米尧一块瓦尧一个家袁以
及子孙后代品不尽的精神源泉遥

市场部 邝飚

下班回到家袁 看到桌面上摆放了些红红的柿
子袁像一盏盏小红灯笼般簇拥在一起袁模样标致可
爱袁让人心生暖意遥

野秋入小城凉入骨袁无人不道柿子熟遥 红颜未破
馋涎落袁油腻香甜世上无遥 冶柿子在我国南北方都
有袁品种多样袁可分为甜柿和涩柿遥 叶本草纲目曳载院
野柿乃脾尧肺尧血分之果也遥 其味甘而气平袁性涩而能
收袁故有健脾涩肠袁治嗽止血之功遥 冶可见袁柿子不仅
能当做果实解馋袁还富有营养袁可做药用遥 另世传柿
子有七绝院野一多寿袁二多阳袁三无鸟巢袁四无虫袁五
柿叶可玩袁六果实可待宾朋袁七落叶厚且滑袁用以临
书遥 冶柿子可供吃玩袁作诗寄情袁自古便深受人们喜
爱遥

父亲喜欢吃柿子袁所以每年这个时候家里都有
柿子遥 父亲说他们小时候袁柿子是稀有的果品袁每到
秋天柿子树结果时袁大伙都盼着霜降袁因为霜降后袁
挂满枝头的柿子便可以下树了袁 那红彤彤的果儿袁
馋涎欲滴袁吃一口便是满嘴甜香袁嚼起来袁光润酥
软袁美滋滋袁滑嫩嫩遥 而且柿子样子丰厚圆润袁又因
野柿冶谐音野事冶袁所以用于寓意野事事如意冶遥 现在回
想起父亲的这些话袁让我突然意识到父亲对柿子的
喜爱袁是有着别样的情感的遥 然而柿子于我袁却有着
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遥 小时候去外公家袁表哥
从屋外高高直立的柿子树上摘了几个青绿色的果
子给我吃袁我心里正疑惑这么青能吃吗钥 表哥像是
看穿了我的心思一样袁说到院野柿子都是这个时候开
始吃的袁别看外面的皮还是青的袁里面可甜了遥 你直
接咬一口试试就知道了遥 冶我立刻就打消了顾虑袁咬
下去的那一口干涩让我毕生难忘噎噎之后的很长
一段时间袁我都没有没吃过柿子遥

野露脆秋梨白袁霜含柿子鲜遥 冶年年柿相似袁岁岁
人不同遥 我决定今晚与父亲一起吃柿子袁听听父亲
童年与柿子的更多故事遥

柿 子
光伏应用工程 雷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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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整理房间时袁偶然从箱子的角落里翻出一本封面泛
黄的笔记本袁打开一看袁竟然是前十多年的日记遥 这些年袁换
了两个城市袁搬了几次住所袁没想到这本日记却一直野忠诚冶
地伴随着我遥

翻开旧日记袁里面都是一些零零散散的生活点滴尧心情
记录遥 一股懵懂但纯真的青春气息透过零碎稚嫩的文字扑
面而来院为一个好天气而快乐曰为身边围绕着的可爱朋友而
幸福曰为一首伤感的歌而原地发愣曰为一部悲情的电影而落
下泪水曰为忽起忽落的成绩而烦恼噎噎那些青春激扬的日子
跃然纸上遥 那时的世界干净袁并且温暖遥

想起那些段喜喜悲悲的时光袁 有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
憬曰有对浪漫情感的期盼曰有对青春自由的向往曰而更多的是
快乐和天真袁真想重新回到那些斑驳绚丽的日子遥 时间就像
流水一去不复返袁想抓住些东西袁却又不知道该抓住什么遥
我想袁此时能留住的也许只有当时的心情碎片吧浴 有些碎片
留下了却不知如何去拼凑袁时间久了也就像秋天的叶子一样
成了泛黄的记忆遥

时光袁一天一天地从指间流过袁有时候面对匆匆而过的
时光袁我也感觉惶恐遥 曾经的轻舞飞扬已被生活的平凡琐事
磨蚀得斑斑点点袁零零落落遥 生活在磕磕碰碰中前进袁曾经
的梦想变得越来越模糊袁那份单纯的心境也已不再遥

流转的时光袁褪色的过往袁岁月有着不动声色的力量遥 人
变得柔和许多袁不再那么有棱有角遥 虽然不算过于麻木袁还是
忘了倾听花开的声音尧忽略了沿途的风景尧忘了春意莅临袁便
应花开自若遥 人越长越大袁就越习惯压抑内心的真实感受袁不
再放声大笑或大哭袁什么都只是淡淡的点到为止遥现在的我早
已找不回那种天真的微笑袁人越长大越觉得孤单袁身边的朋友
换了一批又一批袁真正陪伴在我身边的好朋友屈指可数袁而在
经历了一次次的曲终人散后袁 我才发现已经失去了那种无忧
无虑的权利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好的记录者袁日子被我过得
像流水一样过得不着痕迹遥而此时袁我也只能捧着一本陈年日
记袁不断地回首品味往事袁在记忆碎片里寻找那些早已经逝去
的美好遥 有人说喜欢回忆的人是恋旧的袁我们应该向前看袁不
要活在回忆里遥 可能有人真的不明白袁偶尔的回忆过去袁回忆
那些单纯的小美好也是一种别人无法体会的幸福遥

我们各自微小袁默默存在袁却又持有自己的故事遥远去的时
光袁总有最美丽的回忆袁继续的流年袁会是更完美的未来遥 我也
明白袁人其实并不能依赖于回忆的袁只能是走好前方的每一步袁
让自己的脚印更加清晰尧更加深刻遥 可能现在经历的会成为下
次回忆的珍藏袁不论经历的时候是如何艰辛和难堪袁多年以后
都会被套上美丽的光环遥时光留不住袁该尘封的就尘封袁该上锁
的就上锁遥 旧时日记袁或许还是藏匿在角落里比较好吧遥

逝 去 的 美 好
国内销售部 蒋帅

11 月的南方正值秋高气爽袁阳光普照遥 周末遇到朋友刚
从羊狮幕回来袁侃侃而谈中全是对羊狮幕的赞誉和回味袁让人
心驰神往遥 傍晚时分袁约上几个好友商讨了一番袁决定第二天
自驾去往羊狮幕遥

第二天早上八点不到袁 我们一行 5 人便已驱车到达羊狮
幕山脚下袁环望四周袁群山环绕遥山上秋意正浓袁秋叶还未落尽
之时袁整个山谷里五彩斑斓袁山间巨石林立袁浑然天成袁清风徐
来袁空气格外清冽遥登上缆车袁随着高度的增加植被层次分明袁
颜色变幻莫测袁宛如在画中遥 偶尔能看到枯木屹立于山间袁在
这片苍翠中让人看到另一种雄壮和执着遥 没有人会觉得它突
兀袁也许它们已经伫立在那有百年千年了吧袁即便已成朽木仍
屹立不倒遥仔细观察依稀可以看到旁边用木头铺成的小道袁道
上仍有三三两两的行人遥

大约 20 余分钟的缆车时间袁我们到了景区袁经导游的介
绍袁我们又坐上了山间小巴士遥 从半山腰上俯瞰袁对山间的风
景早已赞不绝口遥 边上的导游笑笑说院野你们还没到真正绝美
之地呢袁羊狮幕的奇峰怪石袁古树名花袁流泉飞瀑袁云海雾涛被
称为羊狮慕景观的野四绝冶遥 在栈道上可以一览无余遥 冶果不其
然袁 小巴士到达栈道处遥 入口的迎客松早已把我们带入了仙
境遥沿着立于千米高空的栈道放眼望去袁奇石峰林袁鬼斧天成遥
蜿蜒于栈道旁的迎客松苍翠浓密袁千姿百态遥顽强地扎根于巨
岩裂隙袁有的饶石而过袁有的破石而出袁纵横堆叠袁好一派欣欣
向荣的景象遥移步换景袁鬼斧天成的奇峰松林在栈道上一览无
余遥 远处林间的姐妹峰两峰相依袁从峡谷处拔地而起袁魏然并
立着遥再往前便到了著名的天子峰袁上千米的山峰袁山上叠山袁
连绵不绝袁悬崖峭壁巍峨林立袁石刻崖雕袁巧夺神功袁峰上长
松袁四季常青曰松间有花袁四季飘香遥俯瞰脚下已是万丈悬崖峭
壁袁不禁让人冒一身冷汗遥

栈道大概有四千余米长袁沿途风景变幻莫测遥景区还专门
为游客开设的新奇的玻璃栈道袁即便面积不大袁仍站满了不少
游客遥 一路拍照袁一路徘徊袁一路感叹袁风景为此独好遥 不知不
觉已经到了栈道里程的末端遥 回望走过的路袁仍然意犹未尽袁
有种再走一遍的冲动遥坐上回去的缆车袁沿途又是另外一番景
象遥无论多少溢美之词都无法形容它的美遥任何为人称道的美
丽都不如身临其境一睹为快袁也许只要迈开脚步袁人生随时可
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遥

从山上下来袁我们决定沿着弯曲的林间小道袁继续攀爬边
上的大峡谷袁去领略不一样的美遥

羊狮幕游记
国际商务部 李燕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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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群里的驴

一头驴跑进羊群里袁它看看自己再看看羊群里的
羊袁觉得自己高大许多袁就昂起头袁很自豪地说院野孩子
们袁你们看见没有钥我比你们高出了一倍还多遥我不仅
长得高大魁伟袁 我的智慧和勇敢也是你们不可比的遥
如果我愿意的话袁我早就当上了百兽之王遥 冶

驴正在得意地说着袁忽然传来狼嚎声袁高大的驴
听说狼来了袁赶快趴下袁拼命往羊群里钻袁恨不得把身
子缩得比羊还小遥

小幽默大智慧院在弱者面前充英雄袁其心理状态也
许比弱者还不如遥 在现实生活中袁往往是越没本事的
人越骄傲袁越爱表现自己遥

中央已开十九大，中国方向全靠她。

重振雄风盛强路，人间开遍自由花！

咏十九大
设备设施部 雷彦

祥瑞星稀月映晴，理安天下相中人。

福之所倚寂幽远，万家灯火彻夜明。

瑞安之家
国内销售部 张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