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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巨头频繁接触新三板新贵前来掘金好项目
来源：金证券

        新三板正在吸引国际巨头们的关注。不出意外，今年新三板市场上会有更多带有国

际色彩的项目和资本故事悄然上演。实业巨头来挖供应商一个2014年净利润只有244万

的新三板挂牌企业，竟然被韩国电子巨头三星相中，并选为合作伙伴。　

　　新三板正在吸引国际巨头们的关注。

　　不出意外，今年新三板市场上会有更多带有国际色彩的项目和资本故事悄然上演。

　　实业巨头来挖供应商

　　一个2014年净利润只有244万的新三板挂牌企业，竟然被韩国电子巨头三星相中，

并选为合作伙伴。

　　近日，新三板挂牌企业汉得利和三星牵手的故事在圈中流传开来。

　　提起这段经历，汉得利方面在接受《金证券》记者采访时，坦白自己也很意外，“

一般三星选择合作的企业起码年销售要在几十亿，当时他们总部一直在督促三星中国对

公司完成相应的供应商资格审核，催得很急，而那时我们的规模是远远低于他们预期的。

如果一定要说他们看上我们什么，那只能说是创新。”

　　相中的结果是，汉得利的研发部件被三星第一时间运用到CES ( 国际消费电子展) 新

发产品Tiptalk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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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创新

行业第一股最受欢迎

　　根据券商新三板人士提示，《金证券》记者注意到，国际巨头们想要合作和投资的

几乎都是行业第一股。这些企业要么是行业老大，例如汉得利是微电声器件和超声波传

感器行业新三板第一企业，要么行业比较稀缺，如手掌静脉生物识别第一股智冠股份等。

       有意思的是，国内资本似乎也注意到这一投资思路，某知名私募创始人就向《金证

券》记者透露，以后也会做个基金主投第一股组合。

       不过国内资本对行业第一股的理解范围更大，例如猪屠宰第一股公准股份、豆腐乳

股第一股朱老六、足球第一股恒大淘宝、凤爪第一股有友等。

        国际巨头可能还是偏重技术、研发方面，国内资本更喜欢新奇项目。”海通证券人

士点评。

　　

　　上海券商新三板人士笑言：“有些励志的感觉，让新三板挂牌企业看到希望，不是

只有创业板才能够成为苹果概念股、才能够被国际企业青睐。”

　　汉得利方面则称，在接触过程中确实发现国际巨头喜欢创新，“目前很喜欢在新三

板上寻找有价值的企业，给这些企业机会。”

　　喜欢在新三板上挖金子的可不只有实业巨头，一家刚刚挂牌的新三板公司被高盛相

中了。“高盛想要入股，也想在新三板分杯羹。”申万宏源（000166）一位人士调侃。

　　海通证券（600837）方面人士则告诉《金证券》记者，除了高盛，其他国际巨头也

正在试图通过与国内基金合作的方式进入新三板挂牌公司。

“5000多家公司，乍一看，你可能觉得五花八门，参差不齐，但确实有很多好企业，而

且是细分领域你想不到的好企业，国际资本抓的就是这些企业。”海通证券方面人士解

释。

　　

资本巨头来找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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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严俊一行到公司调研
葛斌

        2月17日，在农历猴年开年之际，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严俊带领新桥镇四套班子负责

人到汉得利进行拜年和调研，向公司送来新春祝福，颁发新北区新桥镇2015年度科技创

新奖和2015年度发展贡献三等奖荣誉，了解公司新一年的发展计划。

        严俊表示，这次到汉得利调研，一是要向汉得利拜年，汉得利在2015年实现了新桥

镇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上市企业“零的突破”，希望公司能抓

住这个契机，做强做大；二是他带领新桥镇四套班子负责人到汉得利，要借这个机会，

了解汉得利在新一年里有什么发展计划，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帮助。

        在座谈时，董事长首先感谢严俊副主任对公司的关心和支持，并介绍了公司发展的

总体情况，以及新一年的发展规划、思路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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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2016前瞻：虚拟现实元年即将到来？

        “一年一度的CES大展即将

拉开帷幕，作为世界第一大国际

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CES不

仅总结了上一年度的科技发展，

更是新一年电子数码业界的风向

标。”

       一年一度的CES 大展即将拉开帷幕，作为世界第一大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

CES不仅总结了上一年度的科技发展，更是新一年电子数码业界的风向标。在以电脑为

首的传统行业光芒逐渐暗淡的大背景下，今年的CES有哪些看点呢？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和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简称AR）

已是2015年科技行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今年上海举行的CES亚洲展会上涌现了不少

与之有关的产品，厂商都在建立各自的互动体系，以及与游戏开发商进行更加紧密的合

作。索尼的PS VR、HTC VIVE、Oculus Rift，这些产品已经从几年前的雏形状态，进化

到了开发者样机阶段，甚至接近量产。这三家厂商也将参加CES展会，预计我们会看到

更多实际应用、游戏的演示。目前，已经确定HTC将会展示Vive的新开发版本，距离消

费版更进一步。

　　

　　虽然电脑不是CES的主角，但每一年的CES上都会有一两款令人惊喜的PC 产品，无

论能否成为一款爆款级产品它都可以让PC产业再次振奋一下。对但从目前的于电脑厂商

而言创新无疑是必要的，那么2016年的CES能否为已经渐渐冷淡的电脑产业添上一把火

呢？2合1电脑在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之后，在形态设计上越来越趋于统一，以往各类型 的

设计模式如今只剩下翻转屏设计以及可插拔设计，滑动式或者双轴翻转式等略显奇葩的

设计模式已经逐渐被淘汰，在CES展会上是否会有新的电脑形态诞生值得期待。

虚拟现实真的要火？

电脑能否出现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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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设备大热

新兴产业的崛起

　　谷歌眼镜直接拉开了可穿戴设备行业大幕，各式各样的可穿戴设备成为众多创业公

司的创新项目，手表、眼镜，球拍、甚至是情趣用品等都成为可穿戴设备的载体，成为

电子产品消费中的一个新热点。根据IDC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全球可穿戴设备销

量同比增长200%，总出货量达到2100万个。可以预见在CES2016展会上，我们将看到

更多新奇有趣的可穿戴产品。

　

       情感机器人、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在过去的2015年这些新兴产品的兴起很是让

人兴奋。此前多位业内人士表示，2016年人工智能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取得新的成果。

据外媒透露，本届CES智能机器人场地面积猛增71%，逾20家不同展商参展。汽车领域

同样值得关注，Google和美国汽车公司福特将联合建立一个合资企业，利用谷歌的技术

制造无人驾驶汽车。在CES2016国际消费电子展上，将有超过一百二十五家汽车科技公

司和九家汽车制造商参展，展示未来的汽车技术。自动驾驶将是 CES 2016上汽车厂商们

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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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tbit在近三个月内售出超过500万运动手环，而苹果表现更好，从10月底到12月更

是卖出了超过600万块Apple Watch。再加上Garmin和三星Gear S2的推动，全世界已经

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用户购买可穿戴设备，而这就意味着每天都会由许多人加入到可穿戴

设备用户的行列中来。

　　可穿戴设备的目标之一就是让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或者接收来自智能手机的

应用或消息通知，而这些功能对于可穿戴设备新人来说，有时并不太容易了解。而如果

你正打算购买一款可穿戴设备，但是又不太了解不知道从何下手，不如让我们一起来了

解一下相关知识。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从何下手，不如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些什么 是可穿戴 技 术，而了

解这项技术可以帮你更好的分别健身手环、智能手表、运动手表、智能珠宝或虚拟现 实

头盔等设备。而现在可穿戴设备的主要概念指的是可以通过佩戴在手腕或其它身体部位

上、能够感知运动数据或带领用户进入到一个全新虚拟世界的装备，而这些设备 通常都

是通过Wi-Fi或蓝牙与智能手机连接。

　　如果你刚刚购买了一款可穿戴设备，那么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它是如何工作的。首先，

可穿戴设备可以追踪你的日常步数，通过GPS定位等来进行数据分析。

　　你应该购买什么样的可穿戴设备

入
门
用
户
你
需
要
掌
握
什
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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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应该 知道要购买 的可穿戴设

备是否兼容自己的智能手机，然 后考虑 到

外观是否喜欢、甚 至是否 会引起过敏等。

而接下来要考虑购买一款什么类型的产品，

是智能手表、健身手环、智能珠宝还是虚

拟现实头盔。而目前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首选的推荐就是类似与Jawbone UP2这样

的明星级产品。

　　如果想要购买智能手表，那么还要 考

虑是不是必须购买、或者想要佩戴多久、

是否与自己衣服的风格搭配。因此，像 Fi-

tbit、三星Gear智能手表或者Garmin运动

手表都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你打算内购买可穿戴设备甚至是

智能家居类产品，它究竟有什么用处，一

定要先知道。

       

　　首先，这样的产品可以让你 的生 活更

简单、时刻保持在线。无论是 Apple Watch

还是Android Wear智能手表，它们不仅可

以告诉你时间，同时还可以查看新消息通

知、甚至是进行购物付款，刷一下手表就

行，非常方便。

　　其次，它们可以让你更健康，帮助你

减肥运动。可穿戴设备可以让督促你如何

达到锻炼目标，甚至提供一些锻炼指南，

帮助运动爱好者更健康。

　　因此，如果你对于可穿戴设备感兴趣，

购买一款自己喜欢、并且适合自己的可穿

戴设备，绝对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加方便，

也更加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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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鱼鳔的鲨鱼

      

没有对青年的困境表示同情，而只是讲了

一个故事：

　　在浩瀚的海洋里生活着很多鱼，那些

鱼都有鱼鳔，鱼儿们利用鱼鳔顺畅而自由

在海里游着。在这些鱼当中，只有鲨鱼是

没有鱼鳔的。没有鱼鳔的鲨鱼照理来说是

不可能活下去的，因为它行动极为不便，

很容易沉入水底，在海洋里只要一停下来

就有可能丧生。于是，为了生存，鲨鱼拥

有了强健的体魄，成为了海底世界里最为

凶猛的霸主。现在，你就好像鲨鱼一样，

       有一个青年总是抱怨自己家里的贫穷，

学历也不高，到了找工作的年龄却一事无

成。

        后来，青年来到了城里，觉得这里总

可以找到一份工作了吧，但是没一个人看

得起他，因为他没有文凭。于是，在绝望

之中，青年给当时很有名的银行家罗斯写

了一封信。他在信里抱怨了命运对他是如

何的不公。他说：“如果您能借一点钱给

我，我会先去上学，然后再找一份好工作。”

　　信寄出去之后，青年在旅馆里一直等

到花光了身上的最后一分钱，罗斯终于回

信了。这封信中并没有夹着金钱，罗斯也

而这个城市就是一个浩瀚的海洋，拥有文

凭的人很多，但成功的人却很少。读完信

后，青年久久不能平静，脑子里始终在想

着这个故事。突然，青年拆开了本来已经

收拾好了的行李，决定继续留在城里继续

拼搏。

　　第二天，青年跟旅馆的老板说，只要

给一碗饭吃，他可以留下来当服务生，一

分钱工资都不要，旅馆老板于是高兴地留

了他。

　　经过青年不懈的努力，十年以后，青

年终于拥有了令全美国羡慕的财富，并且

娶了银行家罗斯的女儿。这个青年就是著

名的石油大王哈特。

　　人生感悟：

      “种子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砾中, 有生

命力的种子决不会悲观和叹气, 因为有了阻

力才能磨练。”鲨鱼从生存到优秀再到卓

越，不只是上天的安排，更是它自己把握

住了自己的命运。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也

一样，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学历、

经验和出身，更为关键的是，我们有没有

一个积极的心态，有没有奋斗的决心和勇

气，有没有为之而付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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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生活

工作感悟
       

       有人说：“人的一生有健康身体是幸福，快乐生活是健康重要保障。”我说：“人

的一生要想幸福，就要开心对待每天每件事，才能保证有健康身体，这叫知足者长乐”。

       当我们从二十岁参加工作到六十岁退休，走过人生旅途中最美好的青年、中年时光

时;我们会感到人生过的如此之快，转眼间来到了暮余之年。当我们为某人过早逝去为之

晚惜时;我们会感到人生中最大幸福是拥有健康身体。当我们相聚一起回忆工作往事，讲

述昨天发生的工作事情时;仿佛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快乐工作年代，想起了我们经历每一件

重大事情。这时，我们会感到无比兴奋，会共同举杯，庆祝我们已经走过的人生旅途。

因为我们有健康身体，所以我们能够回忆过去、找到幸福人生。

       我们一生为社会创造了许多财富，它是我们在工作中认真对待每件事情和用心工 作

的回报，也是我们用心工作在工作中寻找快乐，收获的巨大幸福。雷峰说过“对待工作

要像一颗永不生锈螺丝钉，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工作中要有“螺丝钉精神”，

要培养工作兴趣，学会享受工作过程，学会积累知识，学会把握创新，提高自身技能 。

唤醒人的自我意识，使人的创造力、生命感、价值感得到体现，这样就会快乐并且知足，

就会带给我们一个健康身体和一生幸福。试想每天所做工作对你没有丝毫快乐，没有一

点满足感，对工作有喋喋不休地不满，牢骚满腹地抱怨，会把所有事情做的一团糟，是

失败的先兆，更不会使我们得到快乐。相反，会使工作情绪低落，差错频频，工作得不

到认可，甚至造成身体伤害，因此，不要不情愿地工作。不情愿，就一定没热情，没激

情，没动力，就不会用心……那么，自然，在工作时，你就不会穷尽智力。做不穷尽智

力的工作，就是浪费生命。

        人有一种能力叫潜能，它像一粒种子能发挥人的超常遐想，只要我们努力在知识的

宇宙中探索寻求，挖掘出自身潜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创新能力，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积

极地面对自己人生，就会开始察觉自己，理解自己，接受自己，再去激励自己，发展自

己，从而活出最好的自己。使我们的人生----活得有价值、有 意 义，让我 们为明 天 有

美好的回忆，用心去做好今天每一件事情，去享受工作带给我们的一生快乐和幸福。

                                                             -----用心工作寻找快乐，享受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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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一起不叫团队心在一起才是团队

    一日，锁对钥匙埋怨道：“我每天辛辛苦苦为主人看守家门，而主人喜欢的却是

你，总是每天把你带在身边。”而钥匙也不满地说：“你每天待在家里，舒舒服服的，

多安逸啊!我每天跟着主人，日晒雨淋的，多辛苦啊!”

    一次，钥匙也想过一过锁那种安逸的生活，于是把自己偷偷藏了起来。主人出门

后回家，不见了开锁的钥匙，气急之下，把锁给砸了，并把锁扔进了垃圾堆里。

    主人进屋后，找到了那把钥匙，气愤地说：“锁也砸了，现在留着你还有什么用

呢?”说完，把钥匙也扔进了垃圾堆里。

    在垃圾堆里相遇的锁和钥匙，不由感叹起来：“今天我们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都是因为过去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是相互配合，而是相互妒忌和猜疑啊!”

    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的，互相扯皮、争斗，只能是两败俱伤，

唯有互相配合，团队协作，方能共同繁荣!

二、信任

       两只鸟在一起生活，雄鸟采集了满满一巢果仁让雌鸟保存，由于天气干燥，果仁 脱

水变小，一巢果仁看上去只剩下原来的一半。

       雄鸟以为是雌鸟偷吃了，就把它啄死了，过了几天，下了几场雨后，空气湿润了，

果仁又涨成满满的一巢。这时雄鸟十分后悔地说：“是我错怪了雌鸟!”

      【团队管理启示】：老板、同事之间要相互信任，很 多幸福 团结的团队就毁于 怀疑

和猜忌。所以，对同事、员工要保持信任，不要让猜疑毁了团队。

一、沟通

       狮子和老虎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争，到了最后，两败俱伤。

       狮子快要断气的时候对老虎说：“如果不是你非要抢我的地盘，我们也不会弄成现

在这样。”老虎吃惊地说：“我从未想过要抢你的地盘，我一直以为是你要侵略我!”

      【团队管理启示】：相互沟通是维系同事、老板之间的一个关键要素。有什么话不要

憋在肚子里，多同同事、员工交流，也让同事、员工多了解自己，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无

谓的误会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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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慎重

        两只乌鸦在树上对骂起来，它们越骂越凶，越吵越激动，最后一只乌鸦随手捡起一

样东西向另一只乌鸦打去。

        那东西击中另一只乌鸦后碎裂开来，这时丢东西的乌鸦才发现，自己打出去的东西

原来是自己一只尚未孵化好的蛋。

      【团队管理启示】：遇到事情要冷静对待，尤其是遇到问题和矛盾时，要保持理智，

不可冲动，冲动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糟，最后受损失的还是整个团

队。

四、换位

       小羊请小狗吃饭，它准备了一桌鲜嫩的青草，结果小狗勉强吃了两口就再也吃不下

去了。

       过了几天，小狗请小羊吃饭，小狗想：我不能像小羊那样小气，我一定要用最丰盛

的宴席来招待它。于是小狗准备了一桌上好的排骨，结果小羊一口也吃不下去。

      【团队管理启示】：有时候，已之所欲，也勿 施 于人。凡 事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 加

给同事，遇到问题的时候多进行一下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想想，这样，你会更

好地理解同事、员工。

五、快乐

       小猪开始学做蛋糕，但它做出的蛋糕总是不好吃。它问公鸡师傅，公鸡想想，问它

做蛋糕的原料是什么。小猪说，为了怕浪费，它做蛋糕用的全是一些快要坏了的鸡蛋，

       公鸡对小猪说：“记住，只有用好的原料才能做出好的蛋糕。”

      【团队管理启示】：是的，只有用好的原料才能做出好的蛋糕，同样地，只有用快乐

的心情才能构建起幸福的团队。所以，进门之前，请把在外面的烦恼通通抛掉，带一张

笑脸进来。如果所有的团队都能这样做，那麽这个团队一定是最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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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年春节，那些外出漂泊的人终于有理由回家了。看着因旧年的末尾愈少使得

背着大大小小包袱回家的人愈多，心里无不涌动着一份感动。倦鸟还知归巢，何况我们

这些身不由己的游子。家是什么？她是一轮弯月，陪伴着你度过每个孤寂的夜晚；她是

广阔无垠的大海，容纳你的每一份小情丝；她又是有风掠过的深山，平静而安宁地等待

着你的归来。过年了，想念母亲的红烧肉么？想到父亲那越来越弯的背，会不会泪流满

面？

        儿时总以为家单纯是一种束缚，做错事还有父亲的鞭子，学习不好还有母亲的磕叨。

可真正离家了，才发觉，家就是一种牵挂，就是一个永远的港湾，不论你是多么的光彩

熠熠，还是多么的贫穷破烂，家，始终是你最想回归的巢。俗话说得好：“金窝银窝不

如自己的狗窝！”“家”字是何其沉重，小时天黑了知道要回家，年少时知道放学了要

回家，长大在外了知道了思家，这刻在骨子里的感情，若用文字表达，倒显得笨拙起来。

所以很多时候文字在强大的感情面前是明显的软弱，唯有真切的体会，方有感触。

        看了一篇文章，写庆幸自己有机会离开家去住校，真正住了校之后又无比想念家里

的一切。最后作者说，家是一生的归宿。我们是那只飞翔的风筝，线在亲人的手中，让

我们能够趁着温暖的风自由自在地飞。站在地下的，永远是那孤单的双亲，仰望着自家

的儿女，风大时给我们怀抱，雨大时给我们遮挡，却不曾注意过自己，早已去了青春，

白了双鬓。虽然偶尔会和牵扯的线发生矛盾，可曾明白，在自己受伤的同时，他们也承

受着更大的苦痛。苦了一辈子的父母，怎愿你再受苦受累，操心了一辈子的父母亲，你

又岂能让他们再孤零零地吃着年夜饭？他们总是把最好的留给你自己却吃着粗茶淡饭，

总是告诉你家里没事不用担心其实早已落得一身病痛，总是催你尽早结婚其实只是担心

未来若是没有了他们，你一个人会孤孤单单。回家路上，是哪位归家心切的游子在唱“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总操心就盼个平平安安。”家因父母的存在而变

得浓墨重彩起来，因亲人的陪伴而变得生动起来，家是亲人用爱凝聚的大山，家是一种

纯粹的奉献，有永远，有深深的爱。

请过年记得回家

       总盼望有一天，张开翅膀，

在广阔的天空下自由翱翔。

       总希望有一瞬，灵魂出窍，

在白色的国度里得到永世。

       然而不管你飞向何方，你的

身后，总有一对牵挂你的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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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创新

       一个人在外打拼的时候，想家的感觉更为强烈。甚至连一通电话都显得小心翼翼，

生怕遗漏某句话，生怕说出那句“我很想家”。看别人欢天喜地的一家子，看别人热热

闹闹地准备年夜饭，接远归的孩子进家，看那些拎着大包小包的人匆匆忙忙地赶回家，

看他们欢呼雀跃的样子，孤单从头到尾严严实实地笼罩，那种孤单恐怕只是枝叶摇晃时

才能听到的寂寞。这个时候会想到小时候吧。那时候自己是有多么不懂事，怎么那么淘

气总是让他们操心，他们是给了自己多少宽容多少天空却浑然不觉，若时光重来，是否

会听话些？现在弥补是否还来得及？

       那又何必为难自己，想家的话就多回家吧。听听妈妈磕叨一下街上的事，给爸爸讲

讲近来的生活，跟妈妈去买菜做饭，跟爸爸下下棋。相信当他们听到你要回来时，一定

是盼来盼去，希望时间快点过，希望你快快回来，又怕你在路上出事，又一直默默祈祷。

当见到你的那一刻，也仅仅是一句“回来就好”。再是想尽法子做你喜爱的食物，越来

越像小孩子，一切都听你的，你说那菜不好吃他们就不买，你说那衣服穿着暖身他们便

毫不犹豫。他们就是这样，在你还小的时候给你一切保护，等你长大了，他们害怕自己

成了你的负担，选择默默地为你遮风挡雨，选择无怨无悔地当你休憩的港湾。

        家，有足够的理由让你推卸所有不理由的理由飞奔回去，亦有强大的吸引力让你念

到骨子里。过年了，回家跟亲人吃个团圆饭，一年难得的一次，不要让那远方的父母牵

挂着，孤单着。想必你想到他们毫无生气地点着新一年的鞭炮也会难过得掉眼泪。虽是

风筝，但也有飞累的一天，如果飞累了，请记得，过年要回家。

       当你真正明白家的含义的时候，你便真正的长大了。

       两处春光同日尽，居人思客客思家。

       回家吧游子们，亲人们等着你回来！家永远以一种等待的姿态盼望你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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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年 之 回 家
程久明

       为了生活，或者说是为了生活的更好，

我们离开家乡，独自在另一个城市打拼。

一年又一年……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觉得远方的那

个家是我越来越浓的牵挂，2016的钟声渐

渐敲响，我仿佛看见了小镇里的孩子在迫

不及待地试着妈妈给买的新衣裳，那个脸

上刻满沧桑的男人，急促却又高兴的行走

在回家的路上。还有那对在夕阳下久久不

愿离开路口的老人，刻满期盼的眼神。

       隐去城市的繁华、喧闹，将一颗心沉

淀在宁静的夜色中，轻轻地对自己说一句：

我也想回家！

       于是，大包、小包，恨不能连在外这

些年的喜悦、忧伤，迷失、彷徨也一起带

上。去追赶回家的车辆。

        在车上，眼睛望着窗外渐行渐远的城

市，心里却在不停感知越来越近的家乡！

时光变迁，通向回家的这条路，早已经没

有了当初的模样，笔直宽广的道路取代了

那布满皱纹的曲调。唯一不变的还是那淳

朴的小村庄依旧在夕阳下轻轻舞蹈。以至

我再怎么激动，都不忍打扰。

       虽然路途中有漫长的堵车，但 心中没

有一丝抱怨，因为我知道，这一路上都是

辛苦了一年，却满载对家思念的人们。多

些包容才是最好。

       车终于停了，带着多少人的期盼。车

门打开的那一霎那，每个人都像个离家多

日的孩子，高兴地说着、笑着、奔跑着……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的在记忆

中找寻以往熟悉的味道，是的，我找到了，

那是冬日空气中的冰凉清香；那是青砖绿

瓦下的炊烟袅袅；那是妈妈升起的炉火；

是儿时伙伴的嬉笑打闹。

    我不由的也加快了脚步，我要快点回

家，和父母在这祥和的日子里饮上一杯欢

乐，唠叨一些久违的家常，看万家灯火，

然后在新的一年里再次扬帆起航！

程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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