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1月 6日，全国政协副主

席李金华（原国家审计署署长）在广东

省政协副秘书长黄绍龙的陪同下，来到

格力电器，先后参观了格力产品展示

厅、实验室和生产车间。

参观期间，李金华副主席对格力电

器优秀的企业文化、坚持自主创新的经

营理念、花园式的厂区环境给予了高度

评价。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参观格力电器

本报讯 11月 6日，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范福春、广东证监局

局长侯外林来到格力电器考察调研。

朱江洪董事长和范福春副主席深

入探讨了公司治理结构、经营模式、经

济环境等问题。范福春副主席表示，通

过这次调研，对格力电器的规范经营有

了更清晰的了解，对格力电器的自主创

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希望格力电器再

接再厉，为中国民族工业作出更大贡

献。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调研格力电器

本报讯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妇女

十大会议上，董明珠总裁做为全国民主

党派届别代表，当选全国妇联第十届执

行委员会委员。这是珠海建市以来第一

位当选全国妇联执委的妇女代表。

董明珠总裁在当选后表示，作为珠

海的一名女企业家，能够当选全国妇联

执委，既高兴，也深感责任的重大，今后

一定会继续努力工作,进一步提高企业

和格力品牌的竞争力，为了改变国际上

对中国产品质量的不良印象，尽一个普

通中国女性的绵薄之力。

本报讯 近日，全球知名财经媒体

《财富》（中文版）杂志公布了“2008最受

赞赏的中国公司”全明星榜。

这是《财富》（中文版）第三次针对

中国本土公司声誉进行的调查，294家

样本公司中综合得分最高的 25家企业

组成了本年度“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

全明星榜。格力电器连续三年榜上有

名。

2008年新员工入职
欢迎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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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中央空调崭露
龙头峥嵘

本报讯 日前，董明珠总裁在出席

某活动时曾对外界乐观表示，“格力电器

日子过得挺好，并没有别人想的那么困

难”。10月 31日，公司发布的三季度业

绩报告佐证了这一说法。

尽管受到“凉夏”天气、全球经济衰

退以及能效新政悬而未决等不利因素影

响，依靠技术及创新优势，格力电器增长

依旧。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

收入 351.1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68%；净利润 14.48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86.36%，其中 7至 9月份，实现营

业收入 100.94亿元，净利润 4.44亿元。

对比各家电企业披露的三季度业绩

报告，数据显示，格力空调继续保持行业

龙头地位，并进一步拉大了和竞争对手

的距离。

公司表示，今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和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消费

者认同格力产品的品质和口碑，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新产品销售大幅增

长。

国家信息中心与中国家电网最新发

布的《国内重点城市空调零售市场白皮

书》也显示，空调行业“强者恒强，弱者恒

弱”的格局越来越明显，与 2007年相比，

国内空调品牌集中度继续提升，市场份

额进一步向格力等一线品牌集中。

格力电器的优异业绩吸引了众多境

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关注。

格力电器逆市飘红再续传奇

格力三进“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明星榜
董明珠总裁亲临广交会督导出口工作

董明珠当选第十届全国妇联执委

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351.12亿元，同比增长 19.68%；净利润 14.48亿元，同
比增长 86.36%

本报讯 10月 19日，在出口部部

长李伟的陪同下，董明珠总裁来到 2008

秋季广交会（第 104届）格力展位，督导

出口工作。

此届广交会是广交会改革后的第一

届广交会，展期由之前的一届两期改为

了一届三期。由于受“金融海啸”等各种

因素的影响，此届广交会与去年同期相

比，国外客商人数明显减少，但这并没有

影响格力电器的参展热情和成交额。

格力此次展位面积共 300多平方

米，设上下两层，展出了包括家用空调、

商用空调、小家电在内的 200多个精品。

重点展出的“空气能”热泵热水器产品，

以其节能、环保、安全等优势，吸引了大

批客户的眼球。

在格力展位现场，董明珠总裁详细

向出口部工作人员了解了整个广交会期

间的客商情况、海外市场情况，并对格力

展位的风格设计、样机展示等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勉励业务人员要不畏目前低

迷的外贸环境，利用好广交会这个平台，

更好地让格力产品走向世界。董明珠总

裁指出，展位设计必须加强格力企业文

化的展示，让格力文化感动客商，赢得商

机；展示的产品必须保证全球同步推广，

一定要把格力的“专业水准，（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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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电器蝉联“广东省自主创新标杆企业”
本报讯 11月 7日，广东省企业家联合会和广东省企业

家协会正式发布了“2008广东企业创新纪录”，格力电器连续

两年被评为“广东省自主创新标杆企业”。

格力空调精

品备受海外

客商青睐

①

②

董明珠总裁亲临广交会督导出口工作
本报讯 10月 18日上午

9点，公司 2005-2008届入职的

员工和中高层领导在新落成的

“双子座”济济一堂，共同参加

了题为“创想格力，点燃激情”

的 2008届新员工入职欢迎会。

朱江洪董事长和董明珠总裁出

席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会上，大学生代表艾大云

首先与在坐的同事分享了初入

公司的经历和心得。随后，朱江

洪董事长就格力企业文化的精

髓———“忠诚、友善、勤奋、进

取”进行了语重心长的诠释和

分析。朱江洪董事长说，忠诚能

造就团队精神，能使你得到尊

敬和支持，获取信任和友谊，忠

诚不是索取的手段，以索取为

目的的忠诚，不是忠诚，是交

换；友善是团结的基础，团结是

成功的条件，友善就是要处理

好与上司、与他人、与团队的关

系；勤奋要求有敬业精神，尽职

尽责，爱岗敬业；进取要求发挥

在工作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董明珠总裁的讲话从责任

与收获的关系展开，她以自己

在格力电器的亲身经历为大家

上了一堂课。她说，本着责任感

去争取、去努力的人，能得到收

获；为了收获去谈责任，你将一

无所获。

公司领导的讲话在与会员

工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

自由提问期间，与会员工争相

提问，董事长和总裁耐心解答。

由于提问人数过多，会议一直

延迟到 12：23分才告结束。

（上接一版）锐意创新，引领行
业”的产品形象全面展现出来；

在产品的展示资料上除了要详

尽、醒目地展示产品的各种新

亮点外，要灵活运用各种实机

展示方式方法，让客户全面了

解产品的性能。

董明珠总裁强调，在全球

倡导“节能环保”的大环境下，

公司一定要加大节能环保产品

的推广力度，让更多的客户选

择节能环保的格力产品，只有

这样，才无愧于格力在制冷行

业的领头地位，无愧于全球绿

色环保事业。

在参观过程中，董明珠总

裁被南方电视台记者“逮”个正

着。在记者的热情邀请下，董明

珠总裁接受了采访，就全球经

济低迷情况下中国家电业的出

路及格力电器的相关对策阐述

了她独特的见解。

据统计，在广交会一期短

短的 5 天时间里，慕名参观格

力展位并洽谈合作意向的海外

客商就达数百人之多，不少新

客商还专程来到珠海，一睹格

力电器花园式厂区的风采。

本报讯 10月 24日，由珠

海市经贸局和斗门区政府共同

主办的 2008 年珠海家用电器

产业暨格力电器配套项目招商

会在珠海御温泉度假酒店举

行，会上共有 3 个项目进行了

签约，总投资额 3.1亿元。来自

全国各地的 31 家格力电器配

套企业参加了招商会。

家用电器产业是珠海市六

大优势产业之一，2007 年完成

工业增加值 117.2亿元，同比

增长 22.4％，在空调、厨房家电

和自动化设备三大领域拥有强

大的生产能力。其中格力电器

旗下的“格力”品牌空调，是中

国空调业唯一的“世界名牌”产

品，连续三年产销量位居世界

第一，是珠海市重点扶持的企

业。

格力电器已投入 13亿元，

在斗门龙山工业园建立了压缩

机和电机生产基地。目前为格

力电器配套的企业在斗门已有

10多家，初步形成了家用空调

配套产业集群。

面对资源价格上涨、国家

节能标准的逐步提高和空调产

业竞争的加剧，格力电器在品

牌、技术和规模等方面保持了

很大的竞争优势。近五年，格力

电器实现了年产量平均 30％以

上的高速增长，对产业配套的

需求也正逐步增大，每年在全

国各地的配套采购量为 300多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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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全力打造格力电器配套产业群

本报讯 10月 28日傍晚，

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

孙金龙在市委副书记、市长吴

存荣，市委常委、秘书长安列的

陪同下，带着高新区、市建委和

园林局等部门负责人，踏着渐

浓夜色，再一次深入格力电器

合肥生产基地进行调研。

在短短半个月时间内，孙

金龙等已连续三次来到合肥生

产基地，跟踪了解企业的基建、

绿化等进展情况，现场协调解

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孙金龙表示，作为合肥市

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格力电器

合肥生产基地建成投产的意义

不言而喻，市委、市政府将全力

帮助解决企业在建设、生产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

又讯 10月 30日，合肥市

委副书记、市长吴存荣率队专

程来到珠海拜访朱江洪董事

长。

吴存荣感谢格力电器对合

肥市经济发展做出的重要贡

献，他表示合肥市委、市政府将

继续提供便捷高效服务，继续

落实好各项优惠政策，大力支

持格力电器在肥发展。

孙金龙半月三顾合肥生产基地
合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格力电器合肥生产基地建设情况 创想格力 点燃激情

格力电器 2008年新员工入职欢迎会召开

①

②

董明珠总裁

接受南方电

视台采访

本报讯 近日，合肥市政府聘请朱江洪董事长、董明珠总

裁等 8位中国家电行业的重量级人物担任“合肥家电产业发

展顾问”。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合肥已成为中国三大家电产

业基地之一，是中国家电品牌集中度最高的城市。

朱江洪董明珠加盟合肥家电“智囊团”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gree.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2009年度福建格力经销商峰会召开

本报讯 “中标品牌———格

力！”开标人一捶定音，格力电

器成功拿下西双版纳第一个，

同时也是云南省最大一个房地

产精装工程空调配套项目———

“山水云天”楼盘。

“山水云天”楼盘共有商品

房 2000余套，其中 800余套小

户型全部精装修，空调配套数

量为 875套。

这是重庆销售公司启动

“多门路、全方位深挖工程渠

道”后，云南格力经销商与房地

产公司合作的首次尝试。随着

精装楼盘日益成为一种趋势，

重庆销售公司要求经销商逐一

拜访当地房地产开发商，即使

没有精装房，也力争格力空调

进入样板间或售楼中心，增加

格力空调与消费者的见面率。

10月份，云南格力经销商

借助其他渠道签定的典型工程

除了山水云天楼盘，还有云南

铜业大红山矿厂（合同数量 738

套）、华能鲁地拉水电有限公司

（合同数量 346套）。

（重庆销售公司 李强）

格力中标云南最大房地产空调配套项目

图为广西销售公司经销商大会盛况

上海浦东格力旗舰店开业
本报讯 10月 25日，位于

上海浦东的格力空调旗舰店正

式开业。

该旗舰店格力空调浦东大

道旗舰店地处各大家电卖场汇

聚中心，人气鼎盛，集家用空

调、中央空调、小家电为一体，

按照总部最新的样机分区标准

进行展示，并首次向上海消费

者揭开了格力新品“空气能”热

水器的神秘面纱。

近年来，浦东的崛起吸引

了世界的目光，已成为上海经

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家电

消费市场潜力巨大，而格力空

调浦东大道旗舰店的开业将进

一步刺激当地家电消费市场。

格力空调浦东大道旗舰店以高

品位、高品质、高格调来传达格

力空调世界名牌的大家风范，

为当地消费者提供“环境更舒

适、品种更齐全、安装更专业、

服务更周到”的购物氛围。

（上海销售公司 於宵芳）

———安徽省首届中央空调节能与创新发展论坛隆重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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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对根的情意

格力电器崭露中央空调龙头的峥嵘

本报讯 10月 25日，在安

徽省首届中央空调节能与创新

发展论坛上，多位知名专家表

示，格力中央空调经过 10 年卧

薪尝胆，依靠自主研发技术实

力初露峥嵘，格力正在向全面

赶超世界先进技术的方向大踏

步迈进。

会上，暖通专家表示，全球

能源日益紧张，节能对中国的

家电行业，尤其是空调生产企

业，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只有具备足够的产业规模、市

场基础、技术积累和管理水平

的企业才能适应更高发展要

求。格力电器近年走了一条质

量、技术和营销控制并重的道

路，并且取得良性促进效益。

2005年 8月 24日，格力电

器自主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离心式冷水机组正式下

线，不仅打破了美国、日本空调

企业的技术垄断，而且越过了

洋品牌设置的价格“围栏”；同

年 11 月 7日，世界第一台超低

温数码多联机组在格力电器中

央空调生产基地顺利下线，使

我国的中央空调在超低温制热

和节能技术上一举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

安徽省暖通协会暖通空调

专业委员会主席黄世山介绍

说，代表中央空调高端技术的

离心式冷水机组，其设计要求

之高、制造难度之大，一直是制

冷界公认的，在格力之前，只有

美国、日本等少数几个国家掌

握了核心技术和生产工艺，最

终导致中国 95%离心式冷水机

组市场被国外品牌所占有。

对于国产品牌利好前景的

预测，会上专家表示，国内中央

空调市场正在逐步走向规范成

熟，进入理性消费期，当前是国

产品牌扭转“洋”势力占领全局

的大好时机。

当天，安徽省土木建筑学

会理事长许鸣天、合肥通用机

械研究院院长陈学东、副院长

窦万波、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

制冷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田旭

东、格力电器总裁助理谭建明、

安徽销售公司总经理汪晓兵等

出席了本次论坛。

(安徽销售公司 陈婷婷）

本报讯 金秋十月，2009

年度福建格力经销商营销峰会

在福建大会堂召开，来自全省

600 多名经销商代表出席了这

一盛会。此次会议是迄今为止

福建省家电业行内最大规模的

盛会。朱江洪董事长出席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

朱江洪董事长在会上提出

了“以市场变化为导向，以广大

经销商为服务对象”的经营理

念，并形象地将格力电器与经

销商关系比喻为“树与根”的关

系，格力是树，广大经销商是

根；绿树的茁壮成长，来源于根

的滋养。朱江洪董事长热情诙

谐的演讲，赢得了现场经销商

的阵阵掌声。

会上，福建销售公司对

2008年度优秀经销商进行了嘉

奖，近 60名优秀经销商获得奖

励。

最后，由朱江洪董事长、福

建销售公司李志坚总经理及经

销商代表共同启动象征共赢的

启动球，标志着福建空调市场

正式进入崭新的 2009 冷冻年

度。 （福建销售公司 江勇）

搏·赢天下
———广西销售公司召开 2009年度经销商年会

本报讯 11月 5日，主题

为“搏·赢天下”的 2009年度广

西格力空调经销商年会在广西

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广西各

地近 800名格力经销商参加了

这次盛会，董明珠总裁亲临会

场并发表重要讲话。

在刚刚过去的 2008年度，

尽管受凉夏、雪灾、地震、全球

金融风暴等不利因素影响，但

广西销售公司依旧圆满完成了

2008年度销售任务，同比增长

35%，继续领跑广西市场。

广西销售公司总经理赖天

荣在总结中指出，成绩得益于

全区各经销商的团结一致众志

成城，更在于广西对自建渠道

的重视。目前，全区共有格力连

锁专卖店近 150家，其中 24家

单个卖场面积就超过 100平方

米，合理的布局形成紧密的销

售网络，同时，广西三、四级乡

镇市场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一大批销量超百万的乡镇

经销商脱颖而出，乡镇销量已

由 2007 年度占比 9%提高到

2008年度的 17%。

董明珠总裁在会上特别强

调，“诚信”对于一个企业的成

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格力

要对合作者讲“诚信”，对消费

者讲“诚信”，坚决杜绝类似三

鹿奶粉事件的事情发生。董明

珠总裁指出，格力自 2006年获

得“中国世界名牌”以来，至今

仍是空调行业唯一的一个，但

是，不能用荣誉的光环来包装

自己，忽悠老百姓，而应该重新

审视自己的工作态度，对品质

更加严格要求，对管理进一步

强化；格力不在乎一夜成名，而

是坚持真材实料、真心实意、真

诚以待，打造百年品牌。

在谈及作为专业化企业，

格力未来的出路问题时，董明

珠总裁指出，格力现在是“中国

世界名牌”，但在不久的将来，

要努力把“中国”两个字甩掉，

成为“世界名牌”，走向国际化。

这就要求全体格力人必须注重

创新，而创新是涉及到从概念

创新到技术创新到市场开拓，

从产品研制到消费者到赢利的

全过程，是一个大系统的创新，

格力电器要把最好最新的空调

产品送出去，让全世界的人都

使用格力，要让格力成为全世

界认识中国的重要途径，以“创

新品质赢天下”。

会上还表彰了在 2008 年

度为广西区内格力空调事业作

出突出贡献的经销商，全区共

有 220家经销商获奖，其中有

50多名经销商获得凯美瑞、速

腾、悦动等汽车大奖。

（广西销售公司 曾俊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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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快乐工作
每一天，我们都会听到朋友中有

人突然间换了工作。这样的机会常常

会降临到你我的头上。但换工作后难

道就更快乐了吗？也许我们该问的不

是：我如何能找到一份我热爱的工作？

而是：我如何能热爱我现有的工作？

试用一点点时间来思考一下这些

问题，或许你会为你的答案而惊讶。

1.工作不代表你整个人；但你如

何面对工作，却会决定你是怎样的一

个人。

很多地方都论及态度的问题，而

任何工作都可以用责任感或职业操守

来做好它。人们会注意到你的工作态

度以及你对待他们的方式（甚至是你

的心情）。总有一些时候事情会超出我

们能够掌控的范围之外, 但是我们可

以决定的是该如何应对。

2.不要只把注意力放在金钱上。

金钱是永远赚不够的，因此不要

拿金钱当理由。不论我们拿多少钱回

家，你总会觉得钱不够用。试着把一星

期中所有的支出都记录下来，并找出

花费的去向以调整你真正想要用钱的

方向。领薪水只是工作的一部分，你在

工作上获得的满足感应该超越金钱上

的报酬。

3.找出你在工作上的重要价值。

这一项也许你需要长远地思考，

但还是可以达到目标的。用心好好地

想一想：你每天在做什么？ 你是否提

供必需的劳动？你是否看到了自己的成

果？你是否只在发号施令？ 然后再问

你自己：因为我的投入，这份工作是否

不一样？正确的价值观在个人成就感及

收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请记住一点：

当初你为何会接下这份工作？如果你认

为这只是一份暂时的工作，你是否认

真考虑将来真正想做的是什么事？

4.敢于问自己：我做这份工作值得

吗?

如果在工作中找不到你喜爱的部

分，或发现你将成为自己不想变成的

人，你可以考虑是否是以下原因造成

的：也许你并不真讨厌现有工作，只不

过是要找一个新方向。你是否喜欢工作

中的自己？若答案为否，你能够做一些

改变吗？或者问题是出在工作本身? 你

是否要换到另一部门工作？是否有其它

的责任使你无法完成该做的工作？所以

也许你只需要重新调整好焦距。审慎地

选择你该花费的时间，学习说：不！不

要因他人的期待而出席不必要的场合。

检讨自己为何做现有的工作并不

代表你不满意它，只是做一些自省工

夫。这样的省察会使自我意识带出良性

的工作成就感、加深自我实现的意志、

以及知道自己真正在做什么，而不是无

奈的随波逐流。

改变不尽然都是坏的，只不过是跟

目前不一样罢了。对我们而言，四处观

看才会发现更佳的视野。

人的一生很短暂，十年前你或许还

是一个懵懂的孩童，尽亨世间的春暖花

开；你如同一株幼小的树苗，在春天雨水

的滋润下，贪婪地吮吸着春天的甘露，渴

望着自己快快长大，生怕晚了一分一秒

……

在这如花的季节，你用尽全身的力

量绽放那生命之花。春夏秋冬四季的变

换，日复一日的昼夜更替，转眼又过了一

个十年，你轮回到夏日一样激情的青春

季节，相对于春天那株小树苗，现在的你

也许早就是一棵茁壮成长的大树，你洒

脱地享受着夏日阳光的沐浴，风从你身

边经过时，你潇洒地与风共舞，你舞动了

奇迹，给炎炎的夏日

带来了一片清凉。

热情的季节过

后又是一个落叶枯

黄的深秋，也许再过

一个十年，你已是一

位成熟稳重的中年。

夕阳的余晖映照着

枯黄的枝叶，如今你

已是一棵秋天的大

树，风一吹，仿佛牵

动着你的树叶，但你

却不放弃任何生的

希望，极力地挽留着

最后的生机，仿佛再

来一阵风就能把你

击倒在地，在你完整

的生命中，秋天是你

的过渡季节，你的生

命那么脆弱，而你却如此坚强……

冬天一来，仿佛宣布你生命的极限，

此时的你，也许已经是一个瘦骨嶙峋的

老人，初冬之季，你这棵生命垂危、毫无

生机的老树，在皑皑白雪中，你仍然维持

着最后的生命，冬天华丽的谢幕，再次宣

布了你生命的终结，你遗留下来的“枯

枝”，早已消逝在春天的雨滴中……

人的生命难道不就像一棵树的成长

吗？时间到了，生命也就结束了，生命总

有终结的一天，但它的价值完全源于生

命的画家———人，过去属于死神，末来属

于自己，生命的每一个“十年”都是暗示

你将要走向生命的极端。

珍惜你的每一次十年，因为，人生不

售回头票。

在风和雨中交替着行进，秋天，以不

甘心却又无可奈何的姿势，款款而行，终

于，几度秋阳高照，几度风雨满楼之后，

走向了更远的季节深处。

视界，在这个季节开阔了许多———

天空洁净多了，蔚蓝的底色，缀着洁白的

几团云朵，交相映照，绘出了一幅天高云

淡的阔绰心情。是的，开阔的视野也开阔

了心胸，恬静的色彩明朗而干净，此时无

瑕，随你坐卧遐想。有翅膀划过的影子，

那是飞鸟自由的翱翔。或双栖双飞，或群

居群游，这

个季节的

飞鸟，总是

热闹而繁

忙。噢，该

是储食筑

巢的时候

了，这些小

生灵总是比忙碌的人类更会计划生活，

该谈情的时候便谈情，该育儿的时候去

育儿，该享乐的时候在享乐，一点也不耽

搁。我们这些总是无端生忧的人类，真该

好好跟它们学学，简简单单，快快乐乐，

同样是一生，却圆满许多。

枝头的叶子自然也掉了不少，原来

可以遮阳的一顶顶绿伞，此时换了颜色，

也换了形态，三三两两的，似金黄的飞

蝶，一只接着一只，依依不舍，来来回回，

最终尘埃入地。这道风景，是秋最经典的

告白场面，在林间，在野外，层林尽染，金

叶飞舞，有着秋天最浩荡的王者之魄。但

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气魄的风景背后，却

是怎样的一种甘心牺牲。“落红本是无情

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样的赞喻，用在

树叶般老去的母亲身上，一样的形象。

秋天笑得最绚烂的，当数怒放中的

菊花了。白的、黄的、红的、橙的、青的、褐

的、紫的、绿的、墨的，单瓣的、卷散的、舞

环的、球的、莲座的、龙爪的、托桂的、垂

珠的、垂丝的、毛刺的，姹紫嫣红，争奇斗

艳，美不胜收。这个季节，因为寒凉，很多

花朵都收起了笑脸，唯有菊花，霜打而愈

艳，有一股不服输的韧性，与日渐寒凉的

气候斗智斗勇，自强不息，微笑着，也幽

香着。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遭遇履冰的

困境，此时拿出秋菊傲霜的精神来，也将

是笑得最艳，开得最旺的那一朵。

湖里的水变得好清澈啊，比之夏天

的浮躁，此时能见到更深处的卵石和水

草了。原来水底是这般的光景啊，却是平

常不见的新奇。或许是时光的流走，让诸

物也懂得了沉淀，很多浮在表面的东西

就这样沉淀下去了，留一汪清朗见底的

水，让人心生感想。为人，若与此时的水

流一般懂得沉淀，心境该会多么豁达和

澄净！处事，与此时的水流一般洁净爽

朗，那人世间的相处，又该是怎样的一种

痛快！

“春有百花秋望月，夏有凉风冬听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饥来

食，困则眠，热取凉，寒向火。平常心即是

自自然然，一无造作，了无是非取舍，只

管行住坐卧，应机接物。”

坐守四季的往来，其实是一种挺美

妙的享受。行坐其间，悟世事无常却简

明，心宽情怡，说不出的舒爽。人生，理应

如此。

秋日思语
文 /江苏销售公司 吕萍

摄 /商技部 吴贵

摄 /两器分厂 李纯龙

薰衣草的等待

路在脚下

野百合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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