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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春风化雨醉人心，春花灿烂美心

田。

身边美景亦无限，只缘有心真善

美！

“秦川”我们的家园，我们生活于

此，我们工作于此，我们奉献于此，我

们筑梦于此。我们以一颗自然、真诚

的善美之心，为你的枝繁叶茂、繁花似

锦，为你的锐意图强、兴旺繁盛，而努

力而拼搏。你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无

不浸润着我们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

多打量打量、多发现发现我们身边之

美吧！喜赏“秦川”春色浓，更盼“秦

川”春长在！

春风拂面，午后在春日的秦川行

走，总是不经意与那开花的树相遇，或

红，或粉，或白。妩媚的，含蓄的，朵朵春

花，给秦川的春天带来浓浓春意。

厂区的路上柳树垂落，葱绿的柳枝

在春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曳。竹林满目翠

绿，尽显生机。林中时而飞鸟鸣叫，春意

盎然。

走在厂区的路上，心在春天徜徉。

感恩生活，让我们有阳光陪伴，看姹紫

嫣红。            （通讯员/习双佳）

春满四月，如画季节。

这一月，这一日， 带着植物园

阅读班可爱的学子们，踏着明快

的春的旋律，我们再次来到植物

园东广场，进行每周一次的户外

阅读。

天气晴好，游人如织，我们

阅读班的师生和家长，与往常一

样，继续游走在国学经典的字里

行间。

好景书页流，字字如珠玑。阳

光温暖着每一个阅读的学子。琅

琅书声处，引来游园者啧啧的赞

叹，引来童稚小孩不舍的驻足。

我们诵读的是清代著名的诗

人笠翁的著作《笠翁对韵》，它罗

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

物等的虚实应对，洋溢着纯真的

美，蕴涵着丰富的知识，闪耀着

智慧的光芒。恰如风中舞动的树

叶，读着朗朗上口， 妙不可言。

看着学子们个个争相举手领诵的

情形，我很欣慰，一切的努力都值

了。

“学经典，长智慧，我们爱阅

读！”分享环节，小古文背诵、古

诗词背诵、现代诗诵读，一季花的

蓓蕾，迎春蓬勃；水晶般的气息，

随风飘荡。我分明看到，绿色摇曳

在春的枝头。

学生家长做起了主持，主持风

格独特而有魅力。学子们的《少年

中国说》，铿锵有力的表明了实现

中国梦的决心。又有家长挥毫书

写，一地的书法，满生的希冀。志

愿者老师的诗朗诵《木兰诗》，花

木兰替父从军的气概表现得活灵

活现，毛泽东的《沁园春. 雪》，提

醒我们风流王者，就在今时当下，

就在你我他（她）中。

回到书屋，一刻钟快写，玫瑰

色的梦想，藏不住的喜悦，在学子

们的笔下尽兴渲染。

看着户外阅读归来孩子们那

份份喜悦与满足，我随之提笔写

下短诗一篇：

【 植物园诵读 】

 —烛愿
春色满园溢，
好景书页流。
字字如珠玑，
句句似甘霖。
汗水润桃李，
心血铸栋梁。
风过花香醉，
烛化光映春…………
春满四月，如画季节！你，一寸

一寸走近的何止是芬芳馥郁、醉人

的美，还有一张张稚气的脸，更有书

香溢满园……
 （通讯员/ 郭晓娟）

有一种温暖的情怀叫萌动，不论寒风

怎样刺骨，不管冰雪如何坚冻，当春天来

了，就开始弥漫开来。这样的情怀飘散起

来，躲避都躲避不了，只好沉醉其中。

度过了炽热如火的夏，走过了晓风残

月的秋，熬过了风刀霜剑的冬，在季节的

尽头，在满心的期待与漫长的守候下，终于

盼来了花香满径、和风细雨的春。我喜欢春

天。春暖花开，草长莺飞，春雨如丝。春山似

黛。在冬日里翘望春天才倍觉春的美好，在

夏日里沉思春色更感春的迷人。当我们身

处春天时，也许体会不到她的美好，直到她

的身影渐远后才有深切的思念。对世间万

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又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充满生机

的春踩着轻柔的旋律翩翩起舞。和煦的春

风送来了缕缕花香，大地开始编织绿色的

梦。春来了，是柔软的风，是细腻的雨，是含

羞的花，是新绿的草，或许都不是，春天如

母亲的关怀，是一片融融的爱。

春天是苏醒的季节，是招醒万物的呼

唤。布谷鸟欢愉的叫声，冰封河水潺潺的

歌唱，一剪剪嫩芽的枝条，一丛丛微笑的野

花，一只只欢跃的飞雀，交织出春日最美的

音符。春风用纤细的手指，轻轻柔柔，急急

缓缓，在新枝上、嫩芽里，弹奏出一片明媚

的旋律。

春天是舒展的季节，脱下臃肿的外套。

卸去笨重的行囊，找一个山清水秀，鸟语花

香的世外桃源，“莫惜春坐青苔”，不妨躺在

碧绿的草地上享受阳光的沐浴，彻底地舒

展身心，融入春季，静静聆听自然的天籁体

味轻松的释怀。

春天是花开的季节，“千里莺啼绿映

红”，一簇簇红杜鹃含苞欲放。一串串绿柳条

迎风起舞，姹紫嫣红，绿肥红瘦，分外妖娆。

春天是梦想的季节。漫步于暖暖的

午后阳光下，那些被天寒地冻束缚的思

想开始萌芽，那些在城市喧嚣中积压的

愁绪开始释放，给梦想插上翅膀，让心灵

自由飞扬。

春天是希望的季节。春日的暖阳，把最

真挚的祝福和希望撒遍大地，我们还有什

么理由彷徨和惆怅，点燃心中的激情与暖

阳，为自己的心田播下希望的种子，共同期

待秋日金色的收获。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相约走进春天，

为自己的心灵觅得一方沃土，抛开所有的

愦憾和烦恼，将理想泼墨成漫天恢宏的交

响! 让我们在这春风荡漾，姹紫嫣红的花

季，也作一次心灵的怒放，以妖娆的姿态展

现真我的风采!     （通讯员/ 杨海波）

再入交大游，
正三月，
新柳如盖，
樱花红透。
三五成群赏花人，
难扰学府清幽。
绿荫深处假山后，
莘莘学子醉心读，
全不顾山石木凳陋，
急急来，
匆匆走。

忽见高耸学森楼，
铭宗师，
亮节高风，
问天巨手。
凝眸神雕四发明，
鉴古今起宏图。
强国梦创新方舟。
勒石历数交大由，
数创业青史尽风流。
复兴路，
立潮头。

（注：此文于参观西安交通大

学后所作）

贺新郎

交大行
通讯员/ 邓海红

花香书香四月天
绿色四月

春  之  畅  想

科技随笔

没有创新的社会犹如生锈的车轮，无

法转动，创新给了社会的生机与活力。创

新无处不在，创新的力量无可限量，犹如

一把利剑，划破长空，突破禁锢，为社会提

供不竭的动力源泉。对个人来说，创新更

是一种吸引力，吸引着寻梦人去追寻。

然而，还有不少人对创新活动有心理

包袱，认为在创新上有所作为是很难的事

情，觉得创新是科学家和天才的专利，自

己和他们有天壤之别。

其实不然。创新不只是远在天边的

科技革命，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要想更

好地发展，就必须同时思考两个问题：怎

样做得跟别人不一样？怎样才能做得更

好？而这，就是创新。

创新其实可以很简单，找出某些事物

的一些缺点或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然

后去改进它、去完善它，这便是一个小小

的创新。创新就在我们普通大众的身边，

只要我们做生活和工作的有心人，有一双

善于发现问题的眼睛，一颗勤于思考的大

脑，人人都可以创新，因为这并不是某些

人的专利，创新不分老少、不管行业、不管

学识，只要有梦、有想法、有实践，就能获

得创新的成果。创新，每个人都会！

创新源于生活和工作，生活和工作需

要创新。没有创新的生活和工作，就像是

一潭死水，是枯燥的、无味的、无趣的。一

些创新虽然感觉科技含量不怎么高，但是

在生活和工作中却被广泛应用，从而为生

活和工作注入了活力——正是有了这些

创新，才使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生机勃勃，

更加便捷、美好！

工作同样如此。只要你能细心观察、

仔细思考，不断探索，付诸实践，谁能说下

一个发明家不是你呢？展开创新的翅膀，

就能翱翔于生活和工作的蓝天。学历、年

龄都不是阻碍创新的藩篱，只要敢于想别

人所不能想、做别人不敢做之事，也许某

一天就会迸发灵感。

创新更重要的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

让人充满自信，敢于梦想！因为创新，我

们会不断挑战自我、敢于尝试。一个具有

创新精神的人，一个把创新融入生活和工

作的人，将会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创新，其乐无穷！ (通讯员/李焦明)

创新是一种态度

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上，我们没

有空虚和无聊，每天都沐浴着金色的阳

光，柔情的月光，灿烂的星光去学习与工

作。因我们年轻，花儿为我们争芳斗艳，

鸟儿为我们放声歌唱，小河为我们尽情

弹拨，旗帜为我们高高举起。因我们年

轻，因难总是在吓唬我们，艰险总都在考

验我们，风雨总是在纠缠我们，季节总是

在追赶我们……

我们年轻人的生命与青春，总是充满

激情与活力，光彩四溢。在这美好的生活中，

常常狂乱地跳动。我们总认为：整个世界在

我们的眼中一切都光彩，一切都完善，就连

蓝天、白云、高山、大海都属于我们自己。我

们年轻人情比天高，爱比地厚，既为亲情、友

情、爱情陶醉在花前月下，又为爱国、爱民、

爱家血洒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一串温暖的话

语，一份真实的情义，能让我们流泪感动。一

点小小的烦恼，一点小小的刺激，就能使我

们义愤填膺。

在前进的道路上，鲜花与荆棘共生，

风雨与雷电并行。也许，我们会在前进的

道路上跌倒，也许我们会在痛苦中流泪。

但这一切都不是结局，不会定格我们的终

生。因为，我们的路还很漫长。

有位哲人说得好：在青春的辞典里

找不到失败的字眼。我们年轻人会从哪

里摔倒哪里爬起，把泥土擦掉，把泪水擦

掉，继续前进，请相信，成功与胜利，鲜花

与掌声永远属于我们年轻人，这是因为

我们年轻人的心，永远向着阳光，永远向

着太阳!

我们年轻人拥有多梦的季节。我们的

每一个梦都很精彩，每一个梦都难以忘情。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梦想成真，心想事成，

并非只是简单的成语。只要我们用聪明与才

智去描绘，用汗水与热血去浇灌，用真情与

实意去暖化，用勇敢与拼搏去争取，我们所

有的美好心愿，都会能如期实现!
 （通讯员/ 吴艳艳）

年轻的思绪

一直以来，我在我们家的孩子中还算

是喜欢读书的人。

小的时候，没有钱去买课外读物，主

要的阅读书籍是语文课本。只是痴迷于老

师绘声绘色讲解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还有老师结合自己亲历讲解的《长江

三峡》。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让我感

叹作者的文笔功夫。

上了大学以后，条件好多了，可以支

配的时间也多，一有空就跑去学校的图

书馆阅读世界名著。《飘》、《红楼梦》、《水

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一大批世

界名著都是在那个时期看完的。舍友经常

买《读者》（那时叫《读者文摘》），我便常借

来看。对我来说，每一期《读者》，就像一顿

美味的大餐一样，刚看完这期，就迫不及

待的等着下一期的出版。那时候不愿意买

衣服，省下钱也要买书看。直到现在，我喜

欢一个人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手里拿

上一本书细细品味，或者坐在公园的长椅

上，低头认真看书，总感觉那样的画面是

最美的。

不记得哪本书上曾经说过，被需要才

能被重视，机会永远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

人。怎样才能被需要呢？怎样才能抓住机

会呢？当然是自己的为人处事和个人能

力。个人为人处事的能力和态度离不开大

量有益的阅读和对人生的思考，个人能力

的提升离不开对岗位的热爱和责任。有空

的时候自己喜欢读一些好的书，思考人生

的意义和价值。工作的时候，从不怕多干

活，想通了多干活就是多给自己长本事，

抱着这种态度去干事情，工作不仅干得

好，自己长进也快。自己这么多年的进步，

离不开看书和思考。

对于孩子的教育，我曾经也走过弯

路。后来开始阅读孩子教育方面的书《怎

样教育男孩》，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里特

点，看了梁启超先生教育孩子方面的书，

思考什么对孩子来说是最重要的。通过我

们的改变，孩子慢慢也开始改变，他意识

到自己要为自己负责，开始转变学习态

度，早晨自己早起读书，根本不用我们管，

结果是学习越来越好，他对自己也越来越

有信心。孩子有信心后，不但学习进步了，

学校组织的活动也积极参加，也经常帮助

那些没有信心的孩子树立信心，看到孩子

的这些变化，我特别开心。在孩子的教育

上，我认为先教会孩子做人，才有可能做

好事情，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比学习好重

要一千倍甚至一万倍。

人生的道路上充满着荆棘和坎坷，有

阳光明媚的日子，也有乌云满天、一片漆

黑的时候。我觉得书籍是黑暗中的灯塔，

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有了它，我的生活便

多了许多乐趣，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如此

美好！
（通讯员/王小侠）

书 香 相 伴

4 月 22 日，春 风
和煦，阳光明媚，集团
公司本部运动场上彩
旗飘扬，欢歌笑语，集
团本部 2017 职工运动
会在集团工会的精心
组织下如期举行。

参赛的一千多名
职工精神抖擞、意气
奋发，发扬工作中团
结协作，永争一流的
拼 搏 精 神 和 团 队 精
神，在十九个趣味田
径项目中，竞智竞勇，
顽强拼搏为集体和个
人力争荣誉！

（文/习双佳 图/门海）

本部 2017 职工田径趣味运动会精彩举行

秦川之春

▲汉工春色        吴亦君 摄

▲春之秦川        习双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