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潇湘水断，宛委山倾。珠
沉圆折，玉碎连城。甫瞻松，静
听坟莹。千年万岁，椒花颂声。”
这段话出自上官婉儿墓志铭，由
太平公主所写。大意为，潇湘之
水断流，宛委之山倾颓。宝珠沉

于水波深处，连城璧玉毁碎。仰
望松木，静听墓冢。愿千年万
年，你的才名长存。

历史由胜利者改写，在唐朝
的典籍中，关于太平公主和上官
婉儿关系的记载少之又少，甚至

在有的野史书中被塑造成了政
敌。可实际上两人年纪相仿，一
个是最受宠爱的公主，一个是自
幼跟在皇帝身边的“女丞相”，怎
么可能会毫无交集。墓志铭的
出土，证明了两人不仅不是政

敌，还是惺惺相惜的知己，也让
很多人对她们之间的情谊动容。
千年之后，千百万人重新见证了
她们的友谊。

文/阿康公司 高宇

春天就要画上句号，夏天很
快就要来到，时间过得匆匆忙
忙，转眼之间就到了春末夏初。

虽然我们未曾注意到小草
崭露头角的那一刻，但我们看
到了那充满生机、碧草如茵的
草地；虽然我们未曾注意到太
阳旭日初升的那一刻，但我们

看到了那生机勃勃、蒸蒸日上
的清晨。大自然的种种表现就
是在告诉我们春天即将过去，
夏天即将到来。

提到春天人们就会想到：春
天是一个充满生机，富有活力的
季节。随着一场场春雨、一阵阵
春风，万物复苏，鸟语花香，到处

都充满了春的气息。春季，是一
个美丽的季节。而提到夏天人
们想到的是“炎热”。一轮红日
不辞辛苦的普照大地，给我们的
生活增加一些“暑气”。就是这
样人们仍然喜欢这个季节，因为
在夏季可以穿好看的衣服，可以
游泳玩水，可以吃自己喜欢的冷

饮等等。也只有夜晚降临的时
候可以享受夏天的温柔。

不管怎么说每个季节都有
它独特的一面，都是美丽的。
春去夏至，一切都是那么快，
每个季节都是短暂的，大自然
的规律时刻都在提醒我们要珍
惜时间。

春末夏至

文/综合服务公司 祁宇

时间过得飞快，记忆中你
还是襁褓中的婴儿，不料站在我
面 前 的 你 ，已 经 那 么 高 大
了。 这些年，不知道你觉得我
是个怎样的父亲呢？ 很严肃、
很古板、很不近人情？ 如果我
有什么做得不好，原谅我吧。这
些年，我算尽了最大的努力，给
你 最 大 的 温 暖 ，最 大 的 快
乐。 看到你目前的成绩觉得还
差那么一丁点儿，再加把劲儿就

更好了，但作为一个父亲，对你
总有说不完的嘱咐，原谅我又要
啰嗦几句。

现在你的成绩虽然已经排
名靠前，不要骄傲，好好的学习，
多学点知识，考个好大学将来找
工作你才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不
是单位选择你，而是你选择单
位，选择工作环境，加油孩子！
还是那句话，进入教室一心学
习，有不懂不会没理解的，当时

一定向老师问明白搞清楚。出
了班级不考虑课堂知识，尽情的
玩耍，尽情的嗨，劳逸结合。之
前学习过程中相信你已经尝过
酸甜苦辣，百感交集吧。老师、
同学对你的帮助固然要感恩。
别人对你好，滴水之恩、涌泉相
报，是大丈夫本色。别人对你不
好，中伤你、诋毁你，你不要记在
心上，你也不要老是惦记别人的
坏处。做个大度的人，人这一辈

子格局最重要。
你要想：能够做个善良的

人，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
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要是未来
你能一直坚持做个善良的人，就
算将来没有功成名就，我也很欢
喜。 因为我不在乎你将来一定
要赚多少钱，你做个堂堂正正的
好人，我已经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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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我想对你说

文/东胜公司32路驾驶员 云茂

文/东康公司 苏梅

我们所在的城市没有初
春，严寒过去便是盛夏，把这极
端式的变化无数放大，嵌套在这
漫长的时光中，该怎么迎接，又
该如何缅怀。若说美好，实则姿
态，人生本就是疯狂地奔跑，然
后华丽的倒下，幸福，强大，回归
平淡……

动 态 的 幸 福 ，长 跑 的 姿
态。我记得白岩松曾经在安徽
大学讲演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来
比拟人生：“人生就像竞技场上
的跳高运动一样，没有哪个参赛
者会在同一个高度跳跃两次。”
没错，辉煌挑战的成功享受一刻
就好，不必沉湎；同样也没有哪
个参赛者会因对手纷遭淘汰而
放弃对新高度的挑战，只要有机
会，他们依然会把握每一厘米的

上升高度。在他们看来，一厘米
足以容纳自己面对梦想时的幸
福，幸福的标准是向上运动的，
我们没有谁会甘愿放弃追求幸
福的权利，只因幸福不断变化，
所以我们要做好长跑的准备，即
使终点变幻不定，但它一定处在
远方。

心脏强大，跳动才充满力
量。三十几岁的年龄总会被称
为朝阳之劲、艳阳之光。是的，
这个年纪敢想敢干，拼劲十足，
人人都想成功，但是不怕输的又
有几个？手拿装满水的纸杯，恰
逢遇上了好友，两人并排而走，
杯中水点滴未洒。同样的事情，
如果现在参加手拿满杯之水，要
求滴水不能洒漾的比赛呢？显
而易见，注意力没有过分紧盯于

一点，心码没有被死死地紧锁
时，做好一件事变得轻而易举，
可一旦在心理上承受了负担，让
自己变得想赢，却怕输时，反而
使我们把本能做好的事情变成
了不可能。追求目标赢则喜，输
有益。要赢，不怕输，这样的心
脏，才会跳出力量。

平淡方为真切，平淡深知
幸福。据某科学人士调查，生活
=5%幸福+5%痛苦+90%平淡。
聪明的人会在充分享受5%幸福
的基础上，把90%的平淡努力转
化成幸福，所以聪明的人生活=
5%超级幸福+90%的幸福+5%痛
苦，这辈子值了！而与之恰恰相
反的是，愚笨的人会在痛苦中挣
扎，在平淡中煎熬，在幸福中患
得患失，所以他们的生活=5%极

度痛苦+90%痛苦+5%些许幸
福。其实对于那些生活中存有
95%的痛苦来说，他们没有认清
生活的真相即为平淡，就像刚刚
开始恋爱、身处热恋的人以为发
生在自己身上的爱情一定是轰
轰烈烈、深情跌宕的，实则大多
数最终归于平淡。时间，混了，
平庸无能；日子，过了，平淡是
真。爱上平淡吧，它才是幸福生
活的主旋律。

“你见过幸福吗？”
“没见过。”
“你认识幸福吗？”
“不认识。
“那……你幸福吗？”
“我们正在努力强大，接受平

淡……”

春天的花多，但花开不只在春
天，春天只是给人带来一种过冬后的
新面貌。树上的桃花粉红粉红的，好
逗人喜爱啊。它散发着阵阵清香，令
人沁透心脾!草地上一些不显眼的小

野花也悄悄地探出头来看这个美丽
的世界。各色的花身着素色的裙裾，
在微风中仪态万千，翩翩起舞，演奏
出一种空灵的仙乐，带给人一种远离
尘世的飘逸之感

与春赴约

千年万岁 椒花颂声

文/技术采购中心 李丹丹

晚饭过后，
出去散步，

突然被斜照的阳光吸引，
忘记了初衷，

走到马路对面，
用不太专业的技术记录下这一刻。

对于黄昏，
有太多的文案，

也有太多优美的短句，
而我，只是想记录。

黄昏，
是短暂的，

也许是一眼的回眸，
也许只是路过时的不经意，
或者是一次约定的刚好，

将自己的思绪，融入细节的点点，
将自己的不愉快隐藏在笑容的面具下，
却又一直一直在期盼那一缕光出现。

一
抹
黄
昏
的
光

文/综合服务公司 李忠

人活着总是要有点精神的，
人的生命长度是有限的，但宽度
可以无限扩展，精神可以永久流
传。正确的思想，可以引领人生
的航程，走向辉煌。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的正确思想
只能从实践中来。

人生是一本书，是一本值得
慢慢品读的书。在这本书中，坦
诚与阴谋交缠，率真与诡计同
行。爱恨情仇、喜怒哀乐都是情

感的常态，悲欢离合、酸甜苦辣
都是生活的插曲。人需要用思
想来解读不同的境遇，这样才能
活出滋味，活得精彩。

思想，是永不过时的美丽。
正因为有思想，生命才免于沉沦
堕落。有思想的人会坚持自我，
坚持自我并不是清高也不是唯
我独尊的自我，而是清楚的明白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会刻意的
迎合别人，在面对挫折与重要选

择时能够理性分析做出理智的
选择，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一
个有思想的人，必定也是大有
学问的人。有思想的人爱读
书，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也必定
有较高的思想境界，他们可以
拿捏自己的生活，可以自由的
把握自己的人生。

思想是人生美丽的点缀，
有一些思想，在黎明，在黄
昏，在午夜，在每个人的沉思

默想中开出万紫千红的花朵。
思想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态度，
反映一个人在做人做事上的倾
向，并会随着心智成长发生变
化。孟子说过：心之官则思，
思而不得，不思则不待也。思
想，是永不过时的美丽，它是
高贵、卓越且神圣的，只要我
们一直动脑，相信思想，这份
美丽便永远不会凋谢。

思想，是永不过时的美丽

文/综合服务公司 王悦

幸福 强大 平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