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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过年了，大街上的人们脸
上都洋溢着喜庆的笑容，熟人见
了面都忙问：年货办好没。马路
上也多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灯，五
彩缤纷的特别漂亮；商场里、超
市里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的人们
都准备置办年货，挑选过年的新
衣服。快过年了，家里也堆满零

食 ，大人小孩忍不住吃很多。
到了腊月二十三家人们开

始打扫房间、擦玻璃，把房间收
拾的干干净净，老爸老妈也开始
准备过年的熟食，炸丸子、酥鸡、
卤熟肉，年味虽然没有儿时那样
浓，但年，依然是让人最眷恋的
味道！

二十四节气中的大寒，表
示 这 一 年 当 中 最 冷 的 一 天 到
了。过了大寒之后，气温就会
慢慢的回升。但今天早晨拉开
窗帘，窗外白茫茫的一片，脑
子里突然就冒出“大寒迎年”
这个词，倒也和这场突如其来
的雪天有些迎合了。

所以这场大寒之后的雪，更
能让人触景生情，思绪随着窗外
洁 白 的 大 地 飘 到 小 时 候 的 雪
天。我们几个娃娃一到雪天便
兴高采烈的跑到开阔的空地上，

堆上一个巨大的奇丑无比的雪
人，在雪地里放着大人们只有过
年才能买的珍贵炮仗，舍不得一
下子全放完，偷偷的拆下来分成
好几份儿。一个一个的鞭炮屑
撒了一地像开了一朵朵红色的
花。每次下雪过后，我小时候的
娃娃们和现在干净净的城里小
孩儿可不一样。那时的娃娃都
要玩的身上大汗淋漓、热气腾
腾，但冻得通红的手上还要捏着
大大的雪团，激烈的打着雪仗，
大风吹得通红的脸蛋上还挂着

笑脸和结冰的鼻涕虫。家里不
来人喊回家吃饭写作业，那是玩
到永远都不够的......

只要大寒这个节气一到，下
一个就是奔着春节，奔着过年
了，按家乡的风俗每到大寒节，
人们便开始忙着除旧立新，腌炸
各种美食，准备好丰富的年货。
大寒，也是冬天结束、春季到来
的转折点。在大寒至过年这段
时间，还有很多重要的民俗像什
么尾牙祭、祭灶各种仪式满满的
环节。这些忙忙碌碌的大扫除，

琳琅满目的年货准备，迎接大年
三十的一家团圆，就是我眼里的
大寒迎新年。

寒冷的冬天总会过去的，春
天总会如期而至。有经验的老
人们把雪比作“庄稼的棉被”。
冬天的“棉被”盖得越厚，明年春
天庄稼就长得越好，“冬天雪盖
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真心
希望因为今天的这场好雪，来年
的庄稼能大丰收。而我远在家
乡的亲人们也能安安心心的过
个丰收年！

大寒迎年

文/综合服务公司 冯雅军

年 味

文/综合服务公司 钱宇

东康公司 高兰英

渔灯暗，客梦回，一声声滴
人心碎。孤舟五更家万里，是离
人几行情泪。家，是永远的港湾
却也是永远的牵挂。

又是一年“春”来到，满载了
对家的憧憬，对亲人的思念，对
乡情的盼望，那曾经拼命想逃离
的地方，是你现在拼命想回去的

地方!
慌慌张张，匆匆忙忙，原来

生活本就这样，辛苦了一年，忙
碌了一年，只为年末岁尾全家人
的团聚。

满载着喜悦和收获，踏着
轻 快 的 步 伐 ， 带 上 亲 人 的 思
念，“回家”！

文/综合服务公司 王宏业

“ 回 家 ”

又像回到小时候，透过窗户
上的窗花是乌蒙蒙的清晨，晶莹
的雪粒纷纷扬扬无声地落满整
个天地间，院子里老爸正在弯着

腰扫雪，外间厨房传来妈妈窸窣
的脚步声，炕沿边火炉上的茶壶
里咕咚咕咚冒着热气...…炕头
上的大瓷盆里发着过年蒸馒头

的面，还享受般盖着妈妈的旧棉
袄，旁边一个小瓮瓮里是正在努
力生长的豆芽，就像即将到来的
新年一样孕育着美好和希望 ，

老爸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报内蒙
古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时间八点
整，滴、滴……而我猫在温暖的
厚花被子里刚从梦中醒来……

不得不感慨，时光总是在不
经意间就悄悄的溜走了，一年的
时间转眼而过，又到了农历岁
末，距离农历的新年仅剩 8 天的
时间，此刻坐在电脑前，回想平
凡的人走过的这不平凡的一年，
思绪无限，感谢时代、感谢亲友、
同时也要感谢这一年努力奋斗
的自己。

这一年是过渡性的一年。工
作上，开始逐步接手、熟悉各项原
本陌生的工作，并且在熟悉的基

础上，开始逐渐有了自己的工作
思路；生活上，开始从一个“新手
妈妈”过渡为一个“得心应手的妈
妈”。尽管这一年中，不如意之事
十有八九，但是想想各种事情都
在有序推进，而且是在向好的方
向发展，还是值得欣慰的。

人们都说“三十而立”，过了
这个年，也就步入三十岁大军了，
想想竟有种不知名的感慨。人生
的三分之一已经过完了，这三分
之一时光，你扪心自问是否都过

得丰满且充实，你是否做了想做
却不敢做的事情，你所做的每一
个选择是否都曾让现在的你不曾
感到后悔，你是否觉得这三分之
一的时光没有白过？面对这些问
题，一时词穷，不知怎么回答，因
为人生只有一次，没有暂停也没
有NG，你之前付诸的努力，现在
不一定得到了回报，但是你之前
偷过的懒，则会在未来的日子里
以倍数奉还给你。

每一个岁末年初，都是一

段新的征程，新的起航，不管之
前是怎么度过的，他们终将成为
过去。2022，善待生活，善待自
己，面对未来，以努力的姿态面
对生活，放下懒惰、丢弃拖延、
拒绝三分钟热度，只需保证每个
24小时都没有虚度，没有蹉跎，
即使每天都是平凡的度过，这样
坚持365天，也是一件了不起的
事情呢！

2022，加油！

写给2021年的自己

文/综合服务公司 任淑媛

人到中年，害怕过年；害怕
父母日渐衰老，害怕收到孩子成
绩不好；害怕见到朋友混的比我
们强；害怕亲戚之间比吃、比穿、
比楼房；时间如细砂流水，转眼
又到新的一年。身边人常说:
咳！过年感觉越来越没意思了！
小孩过年盼嬉笑热闹，青年过年
盼新奇快乐，老年过年盼安康乐
呵。中年过年盼什么？盼……
没什么盼头，只是年龄又长了一
岁，眼角鱼尾纹又多了许多，白

发又增添了不少，人到中年万事
休！谈爱己晚，谈死太早，油盐
酱醋，平平淡淡，过着平庸忙碌
的生活，但熟不知正是这种普通
不能再普通的生活，才成就了小
孩过年的热闹，青年过年的快
乐，老年过年的乐呵！

我们中年是家庭的中流砥
柱，社会稳定的基石。正是见乱
不乱，见怪不怪，一心想着担负
起对家庭、对社会无私奉献的那
份责任！

人到中年，人生经验、社会
阅历正是成熟的最佳年龄，所以
对过年感觉平淡很是正常。如
果人己中年，还存有儿时的热
闹，青年的新奇快乐，老年的安
稳乐呵，到显得不太正常！

我们中年应有中年的成稳，
儿时的喜怒无常早已不挂在脸
上，温柔尔雅，才能避免一些不
必要的纠纷和麻烦！青年的新
奇快乐己藏怀于心，经得起外界
各种诱惑，无论是不义之财，还

是飞来艳遇，都能坚守责任，信
守家庭、社会的道德底限，才不
能让辛苦打拼的事业大厦将倾，
苦心经营的幸福家庭--老房子
着火不好救的悲剧上演！为使
老年人的安康乐呵，而默默无闻
地辛苦奉献工作，让幸福快乐弥
漫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家要回，父母等你归；事要
干，身累心也美；钱要花，明年再
把钞票抓；年要过，越过越红火！

别怕过年

文/综合服务公司 夏巧梅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会
完全按照我们的主观意志去发
展变化。我们要获得成功，就要
首先去认识事情的性质和特点，
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
思路和行为方式。只有如此，我
们才能在顺应事物变化的同时，
驾驭变化。

我们生活的社会瞬息万变，
别人在变，自己不变，自己就会
成为别人的垫脚石；环境在变，
自己不变，最后只能惨遭淘汰。

有时想一想，日常安全检

查，如果只是根据表格上的内容
去检查，虽然检查的内容没有安
全隐患，但没检查到的区域就有
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因此，身处
安全员岗位，就要想尽办法提升
自己，适应这个环境，努力去改
变自己。

日常安全检查要随着不同
情况而有所改变。检查不同的
区域用不同的检查标准，才能将
不安全因素彻底消灭。即使检
查相同区域，依季节的变化，方
法也不同。

环境的变化，虽然对一个人
的命运有直接影响，但是，任何
一个环境，都有可供发展的机
会，紧紧抓住这些机会，好好利
用这些机会，不断随环境的变化
调整自己的观念，就有可能在社
会竞争的舞台上开辟出一片新
天地，站稳脚跟。所以，每个人
在经营的过程中，必须有中途应
变的准备，这是市场环境下的生
存之本，也是强者的生存之本。

问题面前最需要改变的是
我们自己，面对环境的发展变

化，我们要及时改变自己的观点
和思路，及时改变自己的生存方
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最终走
向成功。

改变自己，然后才能改变命
运。有时候，迫切应该改变的或
许不是环境，而是我们自己。不
学会去变，或者没有能力去变，
终将被社会淘汰。所以，做一切
事、解决一切问题，我们都必须
随着客观事情的变化而不断调
整自己，这样才能为自己提供更
多的生存机会。

以已变应万变

文/综合服务公司 张浩

怀 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