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提梦想往外走，长大异乡在奋斗。
渐闻父母雪白头，临近年关最乡愁。

乡 愁
设备设施部 雷彦

野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袁无路可走遥 做梦的人
是幸福的曰尚没有看出可以走的路袁最要紧的是不要
去惊醒他遥 冶 要要要题记

在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很天真的想着自己的未
来尧梦想袁长大了我要当一名老师尧科学家尧医生尧工
人噎噎于是为了这个梦想我们不停的努力着袁 奋力
奔跑着遥 终于有一天袁有的人梦想成真袁快乐地享受
着美好的一切遥大部分的人还在追梦的路上袁不断的
碰壁袁不断的失败袁又不断的重新站起来奔跑袁一直
顽强的拼搏着袁坚持着袁努力着遥 这也许是成长过程
中的一个经历袁是在奔跑过程中得到人生的真谛袁又
将这种路上的酸甜苦辣总结成经验与人分享遥 但最
可悲的是还有少许的人仍在天真的梦想着袁迷茫着袁
找不到成功的方向袁痛恨终生遥

阿里集团创始人马云说过 野人活着就是一种过
程袁第一袁人有梦想袁有梦想的人是最开心的曰第二袁
要坚持自己的梦想袁在生活中有梦想的人非常多袁但
能够坚持走到最后的人非常少遥冶这句话也告诫着我
们一个深刻的道理袁有梦想是幸福的袁但你必须为了
你的梦想坚持遥马云的成功每个人都会羡慕袁但很少
人会像他当初的那样为了梦想坚持不懈袁 那些有过
梦想但是选择了放弃的人终究无缘成功遥

我们现在每天生活在忙忙碌碌中袁 可曾记着自
己当初的梦想袁记得那时我们也为梦想努力过钥可是
随着岁月的侵蚀袁 会不会像黄沙那样渐渐的淹没了
曾经心中可望成功的那一汪泉水遥 而现在我们该做
的是袁在掩盖已深的黄沙中重新挖出甘泉遥

要时刻记住我们有一个梦袁 一个支持着我们成
功的梦袁 一个鼓励我们前行的梦袁 一个可以幸福的
梦袁所以追梦的路上袁我们永不言弃浴

追梦路上
电池质量部 刘小艳

人袁总是会把自己看得太重袁这是人
之常情袁这并没有错遥 但我仍旧要说袁不
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袁 否则你所付出的代
价和你所认为自己的重要性是成正比
的遥 做人做事还是谦虚尧低调点为好遥

不要把自己看的太重袁或
许你在别人眼里什么都不是遥
英国文学家萧伯纳一日闲着无
事袁 同一个不认识的小女孩子
玩耍谈天袁黄昏来临时袁萧伯纳
对小女孩说院野回去告诉你妈
妈袁 说是萧伯纳先生和你玩了
一下午遥 冶没想到小女孩子马上就回敬了
一句院野你也回去告诉你妈妈袁 就说玛丽
和你玩了一下午遥 冶后来袁萧伯纳对他人
讲袁野人袁切不可把自己看得过重遥 冶做人
要低调袁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袁没有谁高谁
低袁不要把自己看的太重袁也许你在别人
眼里什么都不是浴

不要把自己看的太重袁 高学历不一
定代表有高成就遥 新闻中不乏高学历者
因为品行不良而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曰
也有些高学历者找不到工作靠着低保度
日曰 更有高学历者被公司高薪聘用后遭

辞退遥相反那些学历低的人不一定就无所
作为袁华罗庚中职辍学袁却成为了世界著
名数学家曰李嘉诚仅小学毕业袁却是华人
首富曰爱迪生小学还没毕业袁却成为著名
的发明家遥 所以说不要把自己看的太重袁
任何你以为的东西都不会是理所当然遥

别把自己看的太重袁有钱不一定就富
有遥 如今总会有些人喜欢拿钱说事袁觉得

有钱能使鬼推磨遥 钱确实能使你的物质丰
富袁但它并不能给你带来其他什么袁或者让
你变得与众不同遥 叶变形计曳中大部分城里
的孩子都是富二代袁吃喝玩乐样样不愁看
似很潇洒袁但他们并不富有袁他们没有普通

孩子的幸福和快乐遥 故而袁别
把自己看的太重袁任何的物质
都不能填补内心的空虚遥

高山巍峨不会因为你而
低下山头曰 大海汪洋不会因
为你而干涸枯竭曰 天空蔚蓝
更不会因为你而改变颜色遥

不把自己看得太重袁其实是一种修养袁一
种风度袁一种高尚的境界袁一种达观的处
世姿态袁是心态上的一种成熟袁是心志上
的一种淡泊遥 用这种心态做人袁可以使自
己更健康袁更大度曰用这种心态做事袁可
以使生活更轻松袁更踏实曰用这种心态处
世袁可以使社会更和谐遥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
工艺技术部 徐忠乐

周末袁突然收到大学同学的信息说
会绕道新余袁我便立即约上其他两位附
近的同学袁三人早早地在车站候着遥

这是我们自 2009 年毕业后首次相
见袁八年的时光很长也很短暂袁也许是
步入而立之年的我们对于过往依然有
许多的不舍袁又或者是走上社会时过境迁袁对当初的岁月积淀
了太沉的想念袁因而这次的相聚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袁等待中
我们都在揣测多年后老同学是否是另一番景象遥

车子刚进站袁 一会儿便看到她风尘仆仆的朝我们飞奔而
来遥 我们四人相拥而泣袁大家嘴里不停的念着院终于又见面了袁
都还是老样子噎噎

一阵寒暄之后袁我们来到一个咖啡厅围坐在桌旁袁促膝而
谈遥 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当年的校园时光袁那时的我们活跃在校
园的各个角落袁那片绿茵场尧那排教室尧那间宿舍噎噎虽然过
去多年袁然而学校的点点滴滴依然历历在目袁可以细致到每一
棵草木袁每一片欢声笑语袁每一个点点滴滴遥 当年我们班用一

首叶再回首曳唱哭了所有毕业班的同
学袁正如歌词唱的那样院再回首恍然
如梦袁再回首我心依旧袁只有那无尽
的长路伴着我遥 现在的我们回忆往
事或许在从容中仍然带着些许的感
伤和对未来的期盼遥往事如烟袁温馨

如昨袁相聚使我们重温起那一同走过的日子袁回忆起那段刻骨
铭心的岁月浴

毕业后的时光是一部心路历程袁苍老的是容颜袁磨砺的是
意志遥 岁月的风尘早已洗去我们余留的那丝稚气袁生活的辛劳
也磨圆了我们的桀骜不羁遥

除了聊聊过往袁 我们谈的最多的还是各自的人生轨迹袁事
业发展和生活情感袁有喜有乐袁有忧有愁遥侃侃而谈间无需修饰
无需伪装袁这应该就是同学间原本该有的样子遥

任凭时光如何再变袁岁月如何再迁袁我们仍然是意气风发
的同学少年遥恰同学少年袁风华正茂曰中流击水袁浪遏飞舟袁仍然
奋勇前行遥

恰同学少年
国际商务部 李燕霞

在我们生活中会有众多形形色色的背影出现袁在我记忆深
处袁有一个背影就像烙印一样袁难以磨灭遥 那就是父亲的背影遥

都说野女儿是父亲的小棉妖冶袁父亲似乎也最疼爱我这个
小女儿遥 从我记事以来袁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学习上的事情袁我
更愿意跟父亲分享遥在小学五年级的时侯袁我转到了镇上的中
心小学袁因为离家远袁不满十二岁的我开始了住校生活遥 刚开
始特别不习惯袁 每逢周末回家袁 到星期天下午就开始磨磨蹭
蹭袁赖在家里不肯走袁直到星期一早上才极不情愿的返校遥 为
了赶上早读课袁天还是蒙蒙亮时袁父亲就起来准备早饭遥 吃完
早饭后袁父亲没有像往常一样拿起锄头去干活袁而是拿出提前
准备好的行李送我去上学遥有了父亲的陪伴袁雀跃的心情让不
想上学的沮丧一扫而空遥

从家里到学校必须要经过一段山路袁 一路上父亲和我谈
着村里乡外的奇闻乐事袁 我也会将在学校发生的一些事说给
父亲听遥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通往镇上的马路袁此时父亲总不
忘叮嘱我几句袁 再转身往回走遥 一开始我总是没走两步就回
头袁一回头便看见父亲还在原地看着我袁再次与父亲道别后袁
我便坚定地向前走着遥 再后来袁每次和父亲走完这段山路袁我
就会先往前走到转弯处袁再停下回头看看父亲是否已经离开袁
看着那道我心里的野山冶渐渐消失在山的那一边袁我才转身踏
上返校之路遥

结束了校园生活后袁我跟随大部分人南下打工袁因为工作
的原因袁回家次数变得越来越少遥春节成了我每年唯一回家与
家人团聚的日子遥幸福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袁在大家都还没有
好好体会年味时袁我与同是在外的姐姐又要出发了遥每到离别
的时刻袁父亲就把提前准备好的辣椒酱尧红薯干尧花生尧麻花等
爱吃的东西袁 大包小包的装进我们的行李包中遥 匆匆吃过早
饭袁父亲便送我们去坐客车了袁在客车发动前他就往我们手中
一人塞一个红包袁不容我们拒绝遥 野钱不多袁只是图个吉利袁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浴 记得打个电话回来袁平时注意身体噎噎冶
伴随着父亲念叨声汽车发动了袁 缓缓驶出了村口遥 趴在窗户
上袁我看到父亲一直站在原地袁两鬓的白发和那已不再挺拔的
身躯渐渐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视线内袁我忍不住泪湿了双眼遥

转眼间父亲已离开 15 个年头了袁那个背影从矫健尧挺拔袁
到腰弯袁一点一点刻进了我的心里遥 我知道那是父爱的化身袁
它将永远温暖着我的心遥

背 影
电池制造部 周丽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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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有人问我院野为何你的寝室装
备齐全袁 为何把寝室装扮的像个家一
样钥 冶我总是笑笑着回答院野装扮成家袁难
道这不是我的家吗钥 冶我认为袁我在哪
里袁哪里就是家袁牵挂的人在哪里袁哪里
就是家浴 冶

谁都会有住在不属于自己的房子
里的经历袁十年八年袁三五个月袁或长
或短遥 许多人总是想着袁 房子是租来
的袁 添置点必须品就好袁 随便应付一
下袁能勉强度日就行遥所以添置生活用
品的时候袁考虑的不是舒服适用袁更多
的是搬家的时候好不好带走袁 如果带
不走到时候扔掉是否会心痛遥 最终在
野反正房子是租来的袁随便弄弄冶的心
态下袁 买了一堆你本看不上却实惠能

轻易丢弃的东西来充实你的房子遥 还
默默安慰自己袁房子不是我的袁这不是
我的家袁 不必弄的太好袁 将就将就就
好袁坚持坚持就能过去了遥一步一步的
退让袁 也就给予了自己将就过日子的
理由袁一将就袁可能就将就了一辈子遥

生活极尽美好袁但是必须靠自己的
拼搏努力袁将来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生
活遥 但在此之前袁我们应该学会自律和
坚持袁对生命和生活保持敬意遥的确袁房
子是我们租来的袁但是袁生活不是遥 就像
现在女性追求的生活的仪式感袁用心去
生活袁去表达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尧对情
感的忠诚尧对生命的敬畏尧对困境无声
却极富韧性的战争遥

生活充满了忙碌袁但你不能一味的

盲目向前袁要适当的回头看看袁看看家
人尧朋友袁看看你的衣食住行遥 匆忙赶路
的你必会错过人心深处的温柔袁你缺少
敬畏必会被生活所困遥 生活不应该为
我们当下的状态而买单袁 更不应该因
为我们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就被随意
对待遥

人生在世袁屈指一算袁最多也就三
万六千天袁日子在岁月的年轮里悄然而
逝袁过一天袁也就少一天袁每一天都是上
天给予你独一无二过而不返的礼物袁都
应该被认真对待袁不能因为你没有准备
好袁你的状态不佳而被随意对待袁现在
的每一天在以后的日子里袁都该是不留
遗憾袁丰盈美好的遥

房子是租的，但生活不是
电池制造部 廖汉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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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指红尘袁渐逝流年袁望尽天涯无时路袁
断就归处遥

戴着厚厚的眼镜袁捧着厚厚的书袁独坐
在校园的凉藤桥上袁 树影斑斑驳驳洒下袁从
叶隙间映出的阳光袁 柔和而淡雅地洒在脸
上袁有种恍若隔世的舒适遥 泛黄的树叶随风
飘零袁飘飘洒洒的清逸遥 朵朵白云袁在成群结
队的学生头顶袁悠闲而自在遥 深蓝的天空袁偶
尔有几只鸟结伴飞过袁视线追随他们袁望着
他们飞远飞远噎噎

心中泛起涟漪袁激起淡淡的苦涩遥开学已
久袁独自来到这陌生的城市袁徘徊在向往已久
的青葱校园遥看着陌生而熟悉的建筑物袁不禁
感叹遥 时光溜得真快袁曾几何时袁我在高中的
校园谈天说地袁扬帆远去袁而这一切只觉是睁
眼闭眸的事遥 我不知道我应该喜悦还是应该
失落袁然而袁手中是未来袁我不得不徘徊袁不得
不迷茫曰脚下是路袁我不得不走遥 突然就感受
到李后主野物是人非事事休冶的无奈噎噎

抬头 45 度仰望氤氲的落日也仿佛能
刺透心灵遥 人们都说袁45 度是世界上最美

的角度袁 它是正弦创造了完美的二分之
一遥 但在我看来袁它的美是一个个漂泊在
外游子思乡的倾诉遥 依稀记得离家那天袁
拖着大大的行李箱上车那刻的回首袁母亲

逆着光站在前方袁她的脸被染上夕阳的暖
黄色袁温柔的像一个呼吸袁我仿佛看到时
光隧道的尽头袁顷刻成为我泪如雨下的理
由遥 第一次深深的明白了袁原来野浊酒一杯

家万里冶不是虚伪的等待袁而是思乡思家
思父母的情怀遥

日影沉沉袁从午后到迟暮袁直到光线衰
弱遥 我知道在成长的日子里袁我将无穷无尽
的复制此时的情怀袁矛盾而复杂袁惆怅而无
奈遥 但这就是人生袁从跨入校园就注定的路遥
生活就像咖啡加糖袁 太少袁 那不是生活袁太
多袁品不到滋味遥就如世界无永恒般遥我们总
在得到中失去袁也总在失去中获得遥 错过的
东西袁 偶尔也在失去分辨率的记忆中捧起袁
那些怀想不曾分离遥 其实你永远都要感谢时
光慷慨的赠予袁它让你得到又失去袁无怨无
悔地走完了一段又一段路遥

秋风黄了柳叶的树枝袁当春风追回到路
上袁归鸟在何方钥 突然忆起食指的诗袁我的一
生是飘零的枯叶袁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
青稞袁如果命运真是这样的话袁我愿为野生
的荆棘高歌遥 痛会过去袁美会流转袁念会延
绵袁那是一生的财富袁残缺的美丽遥 人生时间
最长最无奈的路袁得一路袁失一路袁云外清小
知归鸟的旅途遥

云外春晓知归鸟
工艺技术部 蒋相欣

明年同岁

杂货商新添了一个女儿遥 一天袁朋友来给他的小千
金说媒袁讲明对方只比女孩大一岁遥

商人与妻子私下商量这门亲事袁他说院"女儿刚满周
岁袁而那男孩已经两岁了袁比女儿大了一倍遥等到女儿二
十岁出嫁时袁他该有四十岁了遥 我们怎能忍心让闺女嫁
给这么一个老头子呢钥 "

他的妻子笑了笑说院"你真够笨的浴 现在我们的女儿
一岁袁明年她不就同那个男孩同岁了吗钥 "

小幽默大智慧院" 远看成岭侧成峰袁 远近高低各不
同遥 "尝试着多角度考虑问题袁否则袁永远不会认识事情
的真相遥

当一只幼鹰出生后袁 需要成百上千次的训练袁
否则就不能获得母亲口中的食物曰幼鹰要想学会飞
翔就必须从树边或悬崖上跳下去袁通过层层训练才
能成为真正的天空王者袁 生存于残酷的大自然中遥
我们的成长亦是如此遥

我生长在一个典型的野慈母严父冶的家庭袁母亲
如温暖的阳光袁照顾着我的生活和学习袁父亲总是
要忙着工作袁但是对于我是极严厉的袁要求按照作
息时间安排学习尧生活袁从未纵容遥 慢慢长大袁独自
踏上求学和工作之路袁再没有慈母严父在身边细细
指导袁自我变得怨天尤人袁事业平淡无奇遥 幡然醒
悟袁父亲的严格袁是一种如山的父爱遥

纵容毁人一生袁 严格改变命运遥 转入订单管理
部袁领导总是说袁如果真的爱你自己袁对自己负责袁
就要对自己有高要求尧高目标尧高标准袁逼自己去成
长曰如果你心疼自己袁低目标尧低要求尧低标准地将
自己变成一只小绵羊袁老油条袁这是自己最大的不
负责任遥 听了这一席话袁我感觉自己遇上了人生中
的野严师冶遥 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严格管理都是正确
的袁也是很有必要的遥 只有严格管理袁才能养成良好
的工作作风袁这是对自己负责袁也是对家人尧社会负
责遥 领导的严格要求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要求袁也是
对部门内每一位员工的期望遥

严格是大爱遥领导在对每一个表格的排版尧每一
个文字的表述尧每一件小事的细细指导袁无不透露
出一种严谨的工作作风袁 在每一次的批评和鼓励
中袁细细改变着我的做事风格和做事态度袁从野中庸
之道冶慢慢走向野狼性人生冶遥 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袁
不进则只能拍死在岸边袁我想方设法得激发自己潜
能遥 在严格的要求下袁我痛苦过袁迷茫过袁无所适从
过遥 那改变自我的愿望推着我前进着袁我想我能抗
住压力袁承担起那份责任曰心里有一个急需被认可
的想法袁 我想从碌碌无为中挣脱出飞翔的翅膀袁变
得更加自信尧自立遥

严格是大爱遥感谢这份严格袁使我踏出的每一步
都变得踏实袁自信遥

严格是大爱
订单管理部 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