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夜春雨之后一夜春雨之后，，唤醒了贪睡唤醒了贪睡
的桃红柳绿的桃红柳绿，，她们似乎突然被惊她们似乎突然被惊
醒醒，，然后迫不及待的想探出头来然后迫不及待的想探出头来，，
一看世界究竟一看世界究竟。。

四月四月，，微风暖暖微风暖暖，，阳光正好阳光正好。。
桃花争相绽放桃花争相绽放，，驻足街头巷语驻足街头巷语，，小小
鸟在枝头高声歌唱鸟在枝头高声歌唱，，它好似对我它好似对我

说说，“，“春暖花开春暖花开，，正是想念正是想念”。”。
四月四月，，阳光明媚阳光明媚，，灼灼其华灼灼其华。。

小草萌芽春意浓小草萌芽春意浓，，凝望窗棂外凝望窗棂外，，云云
朵在高空云卷云舒朵在高空云卷云舒，，它好似对我它好似对我
说说，“，“春意盎然春意盎然，，正是想念正是想念”。”。

推开季节的门推开季节的门，，我们看到了希我们看到了希
望望，，看到了花香看到了花香，，听到了鸟鸣听到了鸟鸣，，就像就像

一场盛宴一场盛宴，，迫不及待想和相爱的人迫不及待想和相爱的人
一起去分享这场花开雨落的美妙一起去分享这场花开雨落的美妙。。

人间芳菲四月天人间芳菲四月天，，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事物
终会遇见终会遇见，，镌刻一缕明媚给自己镌刻一缕明媚给自己，，
等你再次遇见我时等你再次遇见我时，，就像花儿绽放就像花儿绽放
一样一样，，片片花瓣之上都将泛着暖片片花瓣之上都将泛着暖
意意，，它是生活的隽永它是生活的隽永，，是转身遇见是转身遇见

的相视的相视。。我们不曾一起我们不曾一起，，但却留下但却留下
了记忆了记忆，，种在心中慢慢发芽生根开种在心中慢慢发芽生根开
花花，，这是岁月留给我们的情愫这是岁月留给我们的情愫，，是是
你不曾体会过的凝望你不曾体会过的凝望。。

四月的暖春里四月的暖春里，，我行走在相遇我行走在相遇
的陌上的陌上，，待花开待花开，，待雨落待雨落，，待四季从待四季从
身边悄悄走过身边悄悄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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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阿康公司 王乐

曾经，我觉得你成为了我的孩
子应该是你的无上荣幸，我觉得我
为你操碎了心，付出了我所能给予
的最好的一切;曾几何时，我觉得
你成为了我的孩子你应是心存感
激的，我觉得作为你的母亲，没人
能比我做的更好;曾几何时我活在
这种自我满足与沾沾自喜中，站在
一个施与者的角度去看你。

然而，我偶然间看到了一段
话：所谓父母子女一场，不过是相
互滋养。我原本以为自己为你付
出了一切，到最后才发现，成全的，
原来是我自己!我内心大惊，却为
之撼动!

妈妈说一想到外婆对她说谢
谢就心酸的不行，说外婆把自己

养那么大还反倒感谢自己，那个
时候的我不理解也说不出什么安
慰的话，唯有静静的听着妈妈满
腹的心事，但是现在，我想外婆
要讲得，也许是她因为养育妈妈
学会了付出，学会了如何去爱，
老了妈妈尽孝床前，她又有了收
获，学会了被爱，所以她说谢
谢，谢谢彼此的相互成全。

其实以前的我特别叛逆，不服
于父母的管教，上学的时候爸爸常
年在外所以我总是跟妈妈对着干，
觉得她对我过于严苛根本就不爱
我，她的心里只有哥哥，所以不屑
于她的嘘寒问暖。直到后来我有
了自己的家庭，有了你，我暗下决
心：要做一名最好的母亲，绝对不

像妈妈那样，但是在无数次筋疲力
尽的与你斗智斗勇中，在无数次鸡
毛蒜皮的生活琐事中，在无数次我
忍不住对你大发雷霆的时候，我的
意识总是会跳出来一再的提醒我：
看，这就是你，不见得比你的母亲
高明到哪里!脾气战胜理智之后的
耀武扬威也掩盖不了内心的滔天
悔意，看着你那懵懂无辜的稚嫩小
脸，我疑惑了：妈妈那个时候是不
是一样的心情?她是不是也在发脾
气之后对我充满歉意?她对我不也
是满腔的爱吗?

渐渐的，我与妈妈的心越走越
近，我终于不再幼稚渐趋成熟，对
你我也多了一份耐心，不再以成人
的标准去要求去衡量你。你十八

岁成人礼的时候牵着我的手走在
校园里，帮我遮雨一起拍照，我像
个小女孩一样被你呵护着，那时的
你真的长大了，而我也才开始真正
的长大!

我也真正的明白，其实我的孩
子是来拯救我的愚昧无知的，他在
索取的姿态中弥补了我心中的空
缺，在教会我们付出的同时也让我
们回味了童年时所获取的美好一
切!正所谓“养儿方知父母恩”说的
也正是这个道理吧!

孩子，谢谢你教会我成长，谢
谢你教会我爱与付出，谢谢你，选
择了这么不完美的我，谢谢你——
愿意做我的孩子并且不离不弃陪
伴我一起成长!

生活中，身边有不少糖尿病患
者，但突然有一天，亲人确诊为糖尿
病患者，那种感觉真不叫个滋味，慌
张又不知所措，想做点什么又无能
为力，也就是跟着陪诊跑跑腿。

经过大夫的答疑和“度娘”的
解惑，总算是了解了一些常识。首
先，糖尿病是一组由多病因引起的
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
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和(或)利用

缺陷所引起，临床症状为多饮、多
食、多尿、体重下降。一旦患病，根
治的可能基本没有，需要终身间歇
性治疗，严重的需要终身药物控
制，轻微的或者早期的也许把控好
饮食并加强锻炼就能控制。

糖尿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
并发症，即长期碳水化合物、脂肪、
蛋白质代谢紊乱，可引起多系统损
害，导致眼、肾、神经、心脏、血管等

组织器官出现慢性进行性病变、功
能减退及衰竭。病情严重或应激
时，可发生急性严重代谢紊乱，如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渗高血糖综
合征。

糖尿病的高发人群为肥胖或
超重者、长期高糖、高脂饮食者及
每天有 6 至 8 小时都坐着的人群。
因此，我们有必要提前预防糖尿
病。第一，调整饮食结构，抑制过

多脂肪、糖分及蛋白质的摄入；第
二，常运动，运动能提高机体的免
疫力，提高内分泌系统功能，促进
脂肪代谢，从而减轻体重，抑制肥
胖；第三，定期体检，可以定期知道
自己的身体状况，早一步进行预防
或治疗，毕竟早期糖尿病的治疗效
果还是比较好的。

最后，愿我身边的人都能远离
糖尿病。

文/综合服务公司 王鲜菲

我常以“人就这么一辈子”这
句话告诫自己并劝说朋友。 这七
个字，说来容易，听来简单 ，想起
来却很深沉。它能使我在软弱时
变得勇敢，骄傲时变得谦虚，颓废
时变得用心，痛苦时变得欢愉，对
任何事拿得起也放得下，所以我称

它为“当头棒喝"“七字箴言”。
我常想，世间的劳苦愁烦、恩

恩怨怨，如有不能化解的，不能消
受的，不也就过这短短的几十年就
烟消云散了吗?若是如此，又有什
么解不开的呢?人就这么一辈子，
想到了这句话，如果我是英雄，便

要创造更伟大的功业;如果我是学
者，便要获取更高的学问;如果我
爱什么人，便要大胆地告诉她。因
为今日过去便不再来了;这一辈子
过去，便什么都消逝了。一本书未
读，一句话未讲，便再也没有机会
了。这么珍贵的一辈子，我务必好

好地把握住它啊!
人就这么一辈子，你能够用心

把握它;也能够淡然应对它。想不开
的时候想想这句话，以求释然吧!精
神颓废的时候想想这句话，以求感
恩吧!不管怎样，你总是很幸运地拥
有这一辈子，不能白来这一遭啊。

文/广告公司 魏中稳

如果生命只剩最后一天

文/东康公司 张维维

我不知道用怎样的文笔去
描绘时间。时间就像是你在阳
光下放一块大冰块，即便它再
怎么大，总有一天，也会被太阳
融化成水，然后被太阳慢慢蒸
融着，变成水蒸汽，什么也没有
留下；它来得匆匆，去也匆匆。
在洗脸时，手中紧紧握着一把
水，我原以为我可以把它握紧，
不让它消失，可它却从我的指
缝溜走，寸滴不留，没有任何的
不舍、怜惜，它比我想象中流失
的更快，不得不承认，我们只可
以追寻它，可它总是那么遥不
可及，正应那句话：逝水不会有
重归，时间不会有重复。

黑夜到临的时候，没有人
能把阳光继续保留。陶渊明说
过：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也
许他在写这些话时，内心不知
有多少无奈和伤感。时间，它
是人们生命中的匆匆过客，往
往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它便悄
然而去，不留下一丝痕迹。人
们常常在它逝去后，才渐渐发
觉，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所剩
无几。

年少的我们无忧无虑的成
长着。在明媚的春光里，在小
小的书桌旁，妈妈在织着毛衣，
而我在认真写着作业。妈妈对
我的爱，无需过多的言语。为
了妈妈的期待，我努力学习。
无忧无虑中，走我们的路，唱我
们的歌，爱我们爱的人，生活就
这样歌吟向前。蓦然回首，时
光流逝中，总有一些遥远的气
息，穿越时光的尘埃，闪烁到我
们眼前，萦绕在我们心间。一
缕温暖，加一味感慨，然后是我
们更加奋然前进。流动的年华
折射出青春的光芒，岁月无声，
白驹过隙的光阴却在生命的每
一个空隙不着痕迹的流淌。流
动的年华总是涤荡在渺远的心
际。“母爱是不求回报的，体现
在爱孩子的方方面面”。她总

是在劳累了一天之后，不忘记
督促我学习。一举手一投足，
时光匆匆，慢慢的，我们悄然长
大。下雨天，学校门口，妈妈在
等着接我放学回家。她说，下
雨天路不好走，我不放心。每
一次她接我放学我都不忍心，
可是，我知道如果坚持不让她
来，她一定会更加担心。每当
这时，一种温暖的情愫弥漫在
心头，无言的感动轻轻地浸湿
了我的眼睛。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把每一片成长的回忆酿成
美酒，贴上标签。

如今稚嫩已经被磨练，懦
弱已经被风化。此刻已经懂得
该怎么做。而时间流逝意味着
什么？它意味着我们长大啦、
意味着昨天不在了、意味着花
开等来年了。

时间流逝的无影无综，去
的快，来的也快。而能否把握
时间，做时间的主人往往决定
着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孔子
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
夜。”似乎从盘古开天辟地的
那一刻起，时间之轮开始转
动。自此，永不停歇。无论英
雄还是凡人，皆不可逆转时
空，唯叹水长东。人生短短数
十秋，想要在如此短的时间
内，取得成功，登上人生的顶
峰，谈何容易。也正因为如
此，珍惜时间就显得异常的重
要。每个成功人士的背后往往
有个珍惜时间的故事。

记得《短行歌》里有两句是
这么写的“人寿几何？逝如朝
霞。时无重至，华不在阳。”人
生短短的几个秋天，说起来也
是一指一瞬间。无论你干什么
事情都要珍惜时间，一定不要
感叹人生的苦短，让时间从你
身边白白的流过。充分利用时
间给我们的每一分钟。不要成
为时间的奴隶做时间的主人。
到那时，让这一个匆匆过客的
时间，永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吧！

春暖花开春暖花开，，正是想念正是想念

人就这么一辈子

生活随想

感谢你陪我一起成长

文/综合服务公司 王喜勇

时间时间

如果只剩下一天的生命，我们
最想做的是什么？

我想说：我会好好的陪陪爸爸
妈妈。他们为我操劳了大半辈子，
我小的时候照顾年幼的我，慢慢的
把我盼大了，上大学了，离家很远，
妈妈每天都会在晚上给我打电话，
怕耽误我学习，但是还忍不住思
念我。爸爸从来不说什么，但是我
上大学第一个月回家，爸爸瘦了11
斤，满嘴都是泡，嘴上不说却为我
做了一桌子爱吃的菜。后来我结
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

的孩子，他们依然没有轻松。又要
照顾我的孩子，他们太辛苦了。

我想说：我会好好的陪陪我
的宝贝。宝贝从出生以来一直是
她妈妈照顾，她习惯了妈妈在身
边的感觉，而我每天忙碌于工
作，无暇顾及，看着她一天天长
大，心中不由酸楚，有一天突然
拉着我的手说：爸爸，你陪我玩
一会吧。心里真是酸酸的，我想
好好的陪她一天，陪她玩喜欢的
玩具，陪她在公园里玩耍，给她
做一顿喜欢吃的饭菜。

我想说：我会好好陪我的妻
子。我们结婚六年了，本来说好
的结婚后好好的旅游一次，可我
们结婚后各种琐事缠身，没有及
时出去旅行，婚后第二年有了小
宝贝，然后她就辞职在家全身心
的照顾孩子，因为怀孕期间身体
不好，一直以来都是在看病的路
上，她很坚强。我想说如果只剩
最后一天，我会带她去观音庙上
一炷香，祈祷我们一大家子都和
和睦睦、健健康康。

我们平时总是会被生活中的

琐事烦到精疲力尽，如果生命真的
只剩下一天，你还会这么的在乎那
些外在的事情吗？其实生活中很
多我们不满意的事情，都只是因为
我们的一句话。阳光一直都在，有
的时候只是我们一直站在阴影处。

放下追逐，清风自然徐来；
松开眉头，世界才能放松。从现
在开始，珍惜已有的一切，有时
间多陪陪父母，多陪陪孩子，多
体谅、理解爱人，即使世界真的
只剩一天，我也可以安心的对自
己说：我无悔。

文/营运部 郭培

愿一岁一清明，一岁一追思，在
这个春雨纷纷的时节，低头追思故
人，抬头迈向春天。

死亡不是永别，遗忘才是，人
间四月清明节，一杯敬过往，一杯
敬明天。

珍惜家人，不要留有任何遗憾。
以鲜花祭奠故人，用思念延续深爱！

清清
明明
时时
节节 文/东康公司 苏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