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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寄语  

辉煌神盾，汗水铸就 

焦作市神盾科技有限公司硬件研发部经理  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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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花儿的凋谢，桃树上的桃子已经开始

渐渐长大，虽然还算不上是累累硕果，但它也

是人们汗水的回报，凝聚着人们的梦想和希望。 

焦作市神盾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已经有一年

多了，它走过了秋的萧瑟、冬的严寒、春的温

暖，走到了芳草竞萃的初夏。作为一个定位于

高科技技术的公司，焦作神盾把技术创新作为

推动公司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立足于科技前沿，

坚持开发“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高性能、

高品质产品。“一份耕耘，一分收获”，伴随

着神盾人一年多来辛勤的汗水，神盾科技的成

果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就像桃树上的桃子，

虽然还有些青涩、有些稚嫩，但春华秋实，只

要精心的呵护、努力的付出，它必将带给神盾

人丰收的喜悦。 

一年以来，公司加强聚焦行业系统产品的

研究开发，充分理解客户群体现实和潜在的需

求，以计算机与自动化技术为核心技术、以网

络技术为媒介、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为其“量

身定做”各项产品和控制系统，实现产品功能

更精简，整机性能更可靠，性能针对性更强，

价格更具竞争力和知识产权更完善。我们开发

了芯片模块点胶贴片机、中料数数机、研发 OA

管理系统、多协议射频卡读写机具、射频卡综

合频率测试仪和节能照明开关等多项产品，申

请了包括一种智能卡检测分卡设备在内的多项

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目前在研的还有超高频读

写器、多功能大版中料检测发卡机、无线传感

器网络都将很快推向市场。这些具有优秀市场

盈利能力的技术和产品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整体水平达到了国内先进地位。 

过去一年的成绩和进步，是公司的成果，

更是我们全体神盾人奋发进取、共同努力的结

果。虽然我们也在一些产品上走了弯路，遇到

了一些挫折，但是这是挫折本身也是一种财富，

我们神盾人认真总结，汲取经验教训，在今后

的产品开发中，避免了同类问题的发生。 

科技开创未来，知识昭示财富。公司强则

员工强，公司进步则员工进步，公司的发展跟

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

需要继续保持蓬勃的朝气、高昂的斗志，以创

新的思维、崭新的面貌，锐意进取，群策群力，

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在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

能力、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道路

中贡献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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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动态 

公司活动： 

公司在公司成立一周年之际，不但举行了隆重的年会，颁发了优秀团队、优秀员工、总裁特

别奖、公司庆典奖等多个奖项，还举行了幸运抽奖，以达到公司全民同乐的目的，让员工能在公

司更有归属感，更觉得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在各项活动举行完之后，进行了全体员工聚餐，之

后更是组织全体员工前去 K歌，释放压力、加深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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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发布（连载） 

多功能大版中料检测发卡机 

本公司研制的多功能大版中料检测发卡机是一款非接触式的大版中料检测发卡设备，具有操

作简单，检测快速，自动化程度高，适用面广，效率高等特点，在卡片生产过程中的既能快速检

测整个大版中料的好坏，鉴别定位故障卡片，又可针对个别大版上的中料测试其品质，在检测无

误的基础上，实现批量发卡，批量读写数据的操作，可作为发卡机构实施批量发卡的工具，大大

提高中料检测发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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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技术前沿 

 

瑞典新型充电器： 

一勺水可产生 10 小时手机电量 

转载《科技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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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便利：只要使用 USB 接口的设备都可以兼容这种充电器 

 

北京时间 1 月 17 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

一家瑞典公司 近发明了一种新型充电器，可以为

你的手机，相机和 GPS 导航设备等电子产品充电，

而它所需的仅仅是水而已。这种名为“PowerTrekk”

的新型产品是专为那些“远离电网设施”的人们准

备的，他们可能时常深处偏远地带，无法接触到传

统意义上的供电设施。而这一新型充电器仅仅需要

一勺子水，它便可以产生可维持 10 小时手机使用

的电量。 

其工作原理基于一项化学反应。水会和

“PowerTrekk”内置的化学物质硅化钠发生反应，

产生氢气。硅化钠是一种新型化学粉末，它是由设

在美国纽约的绿色能源公司“SiGNa 化学”合成的。

而此次推出的 PowerTrekk 则是基于这一化学物质

开发的首款商业产品。 

这款产品可以和任何使用 USB 接口的设备兼

容，并且对水的要求很低，甚至咸水也可以使用。

更有甚者，用泥坑里的水也行，只要里面不要含有

太多的泥浆或其它杂质就行。 

这款产品于去年首次亮相巴塞罗那“世界移动

通信大会”，随后一款改进版产品又在美国拉斯维

加斯举办的“消费电子展览会”(CES)上展示。预

计这款产品将于今年 5 月至 6 月正式登陆欧洲市

场，届时售价约为 199 欧元，其内部更换用钠电池

产品(硅化钠)售价为 2 欧元。这款产品的开发商，

瑞典“myFC”公司的巴荣·韦斯特霍姆(Bjrn 

Westerholm)先生表示PowerTrekk相比传统便携式

充电设备具有独特的优势。 

他说：“这种电池可以立即产生电能，不会受

到天气影响，你也不用像使用太阳能电池那样考虑

太阳的位置。相比传统电池，这款产品的优势在于

它可以提供可靠的充电源，而不会像传统电池那样

出现电量衰减。” 

使用的过程同样非常方便。硅化钠药剂是被装

在一个微型的圆形容器内部的，这个容器名为

“PowerPukk”，它的形状有点像一个小冰球。这

个小容器占据整个设备外壳的一半体积，另一半体

积则是水槽，你可以在里面灌水。当灌完水之后，

你只要盖上盖子，化学反应便会自动开始，你就可

以充电啦！这一化学反应过程是安全而环保的，唯

一产生的副产品是水蒸气。 

这种新型设备可以用作便携式充电器，但也可

以直接用作电源，接上手电筒或者台灯就可以使

用。 

 

 

 

美科学家研发世界最轻材料： 

压不坏蒲公英绒毛 

转载《科技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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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科学家研发出一种革命性新材料，由直径只有人发千

分之一的中空管构成 

北京时间 11 月 21 日消息，美国科学家研发出

世界上重量 轻的固态材料，可以放在蒲公英上

面，同时不会压坏它的籽。这种新材料由微小的中

空金属管构成，金属管的直径只有人类头发的千分

之一，它们组成十字形对角线图案，中间留出一个

小空间。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材料的空气比重达到

99.99%，重量只有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的百分之一，

拥有极高的能量吸收能力。未来，这种新材料可用

于制造隔热装置、电池电极以及一系列吸收声音、

振动或者冲击波的产品。此项研究由加利福尼亚州

大学欧文分校和 HRL 实验室进行，研究发现刊登在

新一期《科学》杂志上。 

工程师表示这种新材料的强度来源于栅格式

结构设计的特性。HRL 实验室的威廉-卡特说：“埃

菲尔铁塔或者金门大桥等现代建筑均凭借理想的

建筑结构而实现令人吃惊的轻量化。通过采用纳米

结构，我们正让轻型材料发生革命性变化。”研究

论文主执笔人托拜厄斯-斯查德勒说：“我们采用

了相互连接的中空管构成的栅格结构，中空管的直

径只有一根人发的千分之一。这种材料的密度只有

每立方厘米 0.9 毫克。”相比之下，一直占据世界

轻固态材料宝座的硅气凝胶的密度为每立方厘

米 1 克。 

包括气凝胶和金属泡沫在内的其他超轻材料

采用随机性微孔结构，无论是强度、硬度、能量吸

收或者导电能力都不及制造它们时采用的原材料。

为了研究金属微型栅格结构的强度，研究人员对其

进行压缩，直至厚度减少一半。在撤走负载物之后，

这种材料恢复 98%的高度和 初的形状。随着重复

进行压缩，这种材料的强度和硬度不断下降，但研

究人员表示进一步压缩后几乎不发生任何变化。研

究小组成员罗莱佐-瓦尔德维特说：“随着尺度降

至纳米级，材料的强度实际上变得更强。如果同时

采用微型栅格结构，你便获得一种独特的微孔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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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初览 

工业自动化系统行业企业发展情况解析 

转载《自动化网》并略有修改 

 

自动化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必经的过程，它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自动化行业在我国的发展情况。 

国内自动化产品制造商主要集中在 DCS 系统、工业仪器仪表、工业软件等方面。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积

累，已有一些专业公司产生并具备一定竞争能力。  

 

1、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由于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集成电路的迅速发展，PLC 向小型化、微型化和高速化发展。在应用中，PLC

可与上位机联网，也可下挂 PLC，组成分布式控制系统。PLC 已广泛应用于冶金、电力、石油、化工、建

材、机械、轻工、食品、市政、交通和军工等行业。 

据美国 FROST&SULLIVA 公司的报告，全球 PLC 从 1993 年的 39 亿美元上升到 2000 年的 76 亿美元，由

占工控机市场的 46%上升到 50%。 

专家估计，2000 年 PLC 的国内市场销售达到 15-20 万套（以上 PLC 统计数据包括小型 PLC），约 25-35

亿元，其中进口占 90%左右。上述数据表明：我国 PLC 市场几乎被国外产品占领，国内 PLC 产品的市场占

有率不足 10%。 

据专家估计，国内 PLC 产品的年增长率为 12%，以满足石油、化工、电力、市政等行业技改的需要，

到 2005 年全国 PLC 需求量将达到 25 万套左右，约人民币 35-45 亿元。 

目前，全世界 PLC 生产厂家约 200 家，生产 300 多个品种。主要的国外生产厂家包括 Siemens、Modicon、

A-B、OMRON、三菱、GE、富士、日立、光洋等等。据电子部 98 年调查结果表明，国内应用 Siemens 产品

的用户占 20.8%，Modicon 占 14%左右，A-B14%左右，OMRON14%占 14 左右，三菱 8.3%，GE6.25%，富士 4.2%；

其他（日立、光洋等）4%。国内 PLC 产品仍以国外产品为主，并以 Siemens、Modicon、A-B、OMRON、三

菱、GE 的产品为主。 

台湾的主要生产厂家有：台达、永宏、盟立、士林、丰炜、智国、台安。台达产品线长，配套能力强，

其中 PLC 销售过亿，。 

大陆的主要生产厂家有：上海正航、深圳合信、无锡信捷、厦门海为、北京和利时、浙大中控、兰州

全志、黄石科威、广州科赛恩、南京冠德、沧州海杰、中山智达、洛阳易达等。 

2、DCS 系统（分散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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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产 DCS 的攻关工作起步较早，基础的引进和吸收工作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80 年代初

期就开始了技术攻关工作。在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世界著名的 DCS 厂家基本上在中国都成立了合资公

司或分支机构，开始了大规模的市场瓜分工作，并在 90 年代初基本完成。当时，我国主要行业如电力、

石化、建材和冶金等合作的 DCS 基本全部进口。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领域使用 DCS 已经十分普遍，不但大型、中型工程项目采用，不少小型项

目也开始采用。DCS 现在是流程工业自控系统 主要的产品。 

石化是 DCS 使用比较早和普遍的领域，石化领域采购 DCS 的金额占总金额的 13.6％。该领域的几乎

全部大型工程都是采用国外系统，其中 Honeywell 公司、日本横河电机株式会社处于领先地位。 

化工领域也是 DCS 的主要应用领域，大约占总金额的 20.3％。在化工领域国产 DCS 已经取得较大的

业绩，但该领域销售额 高的目前还是日本横河，其次是浙大中控、Honeywell、Emerson 以及北京和利

时等公司。 

火电站是 DCS 的大用户，每年占 DCS 市场总额的 34.9％(含核电和热电系统)。现在除 60 万千瓦机组

和部分 30 万千瓦新建机组外，30 万千瓦改造机组和 30 万千瓦以下的所有机组已经大量采用国产 DCS。  

冶金领域近几年随着本领域技术的发展以及由于该行业自身对控制技术的特殊要求，DCS 的使用量正在逐

步减小，被 PLC 系统所替代。目前， DCS 的金额大约占总金额的 12％，ABB 和 Siemens 在冶金领域名列

前茅。 

食品行业以酿酒行业使用 多，Siemens 由于与丹麦一家啤酒厂合作开发了一套专用系统，在中国市

场占有率 高，其次为 Honeywell 

造纸行业几乎为国外系统垄断，特别是水分定量控制系统，国内尚未掌握这项技术。 

其他如水泥、热网管道、输气管线、污水处理等领域，近年来都已经成为 DCS 新的增长点。 

DCS 主要生产厂家集中在美、日、德等国。如美国 HONEYWELL 的 TDC3000、MICROTDC3000、TDC3000X

等；FOXBORO 的 I/A Series；WESTINGHOUSE 的 WDPF；WAILEY 的 NETWORK90、INFI90；日本横河的 CENTUM、

CS；YEWPACK 的 MARKII；德国 SIEMENS 的 TELEPERM；ABB 公司的 MOD300、SIPAOS200 等等。 

从 90 年代初我国开始形成了几家以自主研制为主的 DCS 专业化公司，如北京的和利时公司和航天测

控公司，杭州的浙大中控公司和威盛公司以及上海的新华公司等。这些公司不仅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积累了发展的资本和技术，同时使得国外引进的系统价格也大幅度下降，为我国自动化推广事业作出了贡

献。例如，上海新华公司和北京和利时公司的产品在大型火电机组控制系统方面基本取代了进口系统，在

推广多套 20 万千瓦火电机组控制系统的基础上，正在努力进入 30 万千瓦和 60 万千瓦火电机组控制系统。 

 

3、工业 PC 机（工控机） 

据美国 FROST&SULLIVA 公司的报告，全球工业 PC 机市场销售额从 1997 年的 10.2 亿美元上升到 13.7

亿美元。台港澳及国外的生产厂家主要有台湾研华、美国 INTEL、IBM、SIEMENS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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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的主要生产厂家有研祥智能、北京康拓工业电脑公司、北京化院自动化系统公司、北京工控计算

机厂、北京宏拓工控、北京长城工控、北工大、北大方正、上海康泰克电子技术公司、华北工控、和利时

自动化工程公司、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骊山公司等等。 

据电子部 98 年调查表明：我国工业 PC 机市场以台港澳及海外的产品如台湾研华、美国 INTEL 为主，

但大陆的产品也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4、FCS（现场总线控制系统） 

现场总线控制技术给控制系统体系结构带来一场革命，将有 FCS 代替传统的 DCS。国家在“九五”期

间为了加快现场总线技术在我国的发展，支持成立了“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现场总线专业委员

会”和“中国仪器仪表协会现场总线专业委员会”以推进行业工作，同时在重庆、西安、上海三大生产基

地进行技术改造：重点放在智能化仪表和现场总线技术的开发和工程化上，补充和完善工艺设备、开发装

置和测试装置、建立智能化仪表和开发自动化系统的生产基地，形成适度规模经济；集中力量联合攻关解

决基础产品和基型产品等 50 个品种和必要的支撑软件的开发；重点开发压力、差压变送器系列、温度变

送器系列、流量仪表系列、执行器和阀门定位器系列等 100 个以上的品种。 

北京康拓科技开发总公司采用兼有数字-模拟特性的 HART 协议，研制开发了 ITT 智能温度变送器，利

用 ITT 智能温度变送器和其他 HATT 产品组成 HART 现场总线网络。 

 

5、工业仪器仪表 

仪器仪表广泛应用于装备、改造传统产业的工艺流程的测量和控制，是现代化大型重点成套装备的重

要组成部分。仪器仪表行业三资企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2001 年 1-9 月，三资企业的销售收入达 119.6

亿元，占行业销售收入的 36.8%，在行业中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国内制造企业主要是改制重组后

的原国有企业及迅速发展的的民营企业。在行业内比较有影响力的有：上海自动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川仪总厂和名列全国民营企业 500 强第 4 位和第 5 位的温州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 

 

6、RTU（远程测控终端） 

RTU 产品主要应用电力行业的电网调度 SCADA 系统、变电站自动化控制，油田的自动化、输油输气管

网监控系统，城市供水、供气管网监控系统。以电力行业的使用量 大。 

主要的国外厂家包括 GEHarris 的 D10、D20、D25、D200；费希尔-罗斯蒙特（F-RSOEMOUNT）的 ROC

产品系列，包括 199l 年推出的 ROC-300 系列通用 RTU，如 ROC306、ROC312、ROC364；另外 SIEMENS、ABB、

MOTOROLA 等公司也开发自己的 RTU 产品，但他们的产品主要为自己公司的 SCADA 系统提供服务。 

国内厂家包括：电力行业的东方电子、南瑞集团、山东积成等等；石油行业的北京安控、江苏华盛等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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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工业软件 

自动化软件主要包括人机界面软件（HMI）、基于 PC 的控制软件、生产执行管理软件和相应的服务。

其主要功能及特征：工业过程动态可视化；数据采集和管理；过程监控报警；报表功能；为其他企业级程

序提供数据；简单的回路调节；批次处理；SPC 过程质量控制；符合 IEC1131-3 标准。 

目前全球知名的自动化软件厂商不足 20 家，但头 6 家占据了整个市场 75%的份额，如 INTELLUTION、

ROCKWELL、WONDERWARE 等。 

国内市场可细分为高端和中低端。高端市场基本上由国外品牌的软件占有，如 iFIX、INTOUCH、WINCC、

CITECT、CIMPLICITY 和 RSVIEW，像一些国家级的大项目、大型企业的主生产线控制等，高端市场的特点

是装机量小，但单机销售额大。目前 iFIX、INTOUCH 专业集成商有北京递杰科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该公

司拥有 10 年的 iFIX、INTOUCH 项目开发、项目集成、及技术服务经验。 

国内有近 10 家自动化软件公司主要占有中低端市场。如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组态王、北京

昆仑通态自动化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 MCGS、北京华富惠通技术有限公司的 ControX、北京世纪长秋科技有

限公司的世纪星、北京创联天工科技有限公司的天工等。 

 

 

 

 

科技之窗 

 

那些生不逢时的技术 

    转载《科技新时代》 

 

技术一：数字音乐系统 

先行者：光盘 

开发者：James Russell 

时间：1970s 

http://www.popsci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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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音乐爱好者 James Russell 觉得再也无法忍受

不易保存、音质平平的黑胶唱片了。于是，他产生了设计一种更好的录音系统的念头。Russell 认为，这

种系统应该能在回放时避免与介质发生物理接触，从而解决磨损的问题， 后他决定采用激光。在利用穿

孔卡片和磁带进行数字录音方面很有经验的Russell很快想到了可以用光信号的明暗代替数字录音的0和

1——实际上，这样一套系统可以记录任何数据，而不仅仅是音乐。 

1970 年，Russell 完成了第一套数字-光学录制与回放系统，并申请了专利。他使用了一种光敏盘片，

二进制数字信号以微米尺度被刻在盘面上，激光读取盘面图案后再由电脑转换成数字信号。几经考虑之后，

Russell 将盘片的形状定为与传统唱片相似的圆形。这也就是 早的 CD。 

结果：1974 年，Russell 准备将 CD 技术专利卖给像索尼和飞利浦这样的音乐界巨头，当时他们都对

此不屑一顾。但是在看过 Russell 的技术不久后，两家公司在 1979 年联合开发了音乐数字光盘(Audio CD)

标准。1988 年，持有 Russell 专利的 Optical Recordings 公司从两巨头那里得到了 3000 万美元的侵犯

专利补偿款，但是 Russell 从中分文未得。好在他的心态异常平和：“很难说别人生产的东西是不是靠我

的发明。要知道，处于不同地方的人可能会同时产生同样的想法。”他这样说。 

后起之秀：数字音乐文件 

CD 在上世纪末一统音乐界，并一直延续到了本世纪 初的几年。随后，音乐光盘市场急速衰落。同

样采用数字形式、不需要存储介质、可以直接从网络下载的数字音乐席卷全球。但不管怎样，作为音乐数

字化的第一种成熟载体，CD 依然受到众多音乐爱好者的喜爱。 

技术二：全球通讯网络 

先行者：铱星计划 

开发者：摩托罗拉公司 

时间：1990s 

据说摩托罗拉雄心勃勃的铱星计划始自一次度假。工程师 Barry BodiGe 和妻子在加勒比海度假时，

听到妻子抱怨说无法联络到自己的客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BodiGe 与摩托罗拉卫星通信小组的另外两

名工程师完成了一个宏大的构想：由 77 颗近地通讯卫星组成的庞大星群，通过卫星之间的信号转送，让

用户在世界各地都能接通电话。由于 77 是元素铱的电子数，因此这一项目被命名为“铱星计划”。尽管

后来卫星总数降低到 66 颗，但项目名称未变。 

铱星计划得到了当时摩托罗拉总裁 Robert Galvin 的青睐。他认为这个项目能够展示摩托罗拉的技术

实力，确保其在通信领域的优势和主导地位。但 Galvin 并没有慎重考虑发射卫星的高昂成本，也没能预

料到 GSM 地面移动通信系统会在未来几年里获得高速发展。1998 年，在花费了 50 多亿美元的投资后，摩

托罗拉终于完成了铱星系统，并在当年 11 月 1 日投入正式运营。 

结果：当时的美国副总统 Gore 打出了第一通铱星电话，但笨重的卫星手机和昂贵的电话费用使得铱

星无力同覆盖率不断增高的 GSM 网络争夺客户。在不到 1 年后的 1999 年 8 月，铱星公司宣布破产。在重

组后，铱星系统于 2001 年重新投入使用，主要客户是美国国防部等政府部门和科研结构。 

后起之秀：地面移动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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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摩托罗拉大举进军太空的同时，诺基亚等厂商却在抓紧推动 GSM 地面移动通信系统并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铱星投入使用时，GSM 网络已经先行一步获得了大量用户，进而大幅降低了使用成本。虽然无法实

现像铱星那样 100%的全球信号覆盖率，但爱立信公司首席技术官表示，GSM 网络将在 2016 年覆盖全球人

口的 92%。而继 GSM 之后的 3G/4G 网络也将迎来高速增长期：到 2016 年，3G 人口覆盖率将达到 80%，4G LTE

网络覆盖率也将达到 35%。 

 

技术三：交互式电视 

先行者：Qube 服务 

开发者：华纳传播公司 

时间：1977 年 

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居民在上世纪 70 年代就见识过了交互式电视是什么样子。当时华纳传播公

司在这里推出了世界上第一种双向交互式有线电视系统 Qube，它的灵感来自于华纳主席 Steve Ross 在宾

馆中看到的闭路电视系统。Qube 通过一个机顶盒为哥伦布市提供了覆盖所有播放时间的 30 个频道。这些

频道被分为 3 组，其中 10 个频道是普通的有线电视节目，另外 10 个是按观看付费的电影和体育赛事频道，

后 10 个频道则支持交互功能。举例来说，观众可以在观看美国总统竞选辩论时实时回答民意调查。 

Qube 的目标很简单：“建立一种让人们远隔千里也能快速沟通的方法。”同时华纳希望利用这种新

系统赢得有线电视的运营特许权，进而在市场上获得垄断地位。实际上，华纳确实在部分地区实现了目标。

Qube 中的很多元素对电视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按观看付费和点播功能。但是另一方面，推广 Cube

导致华纳传播产生了巨额亏损，这也是 Qube 项目中止的根本原因。 

结果：1983 年，华纳传播亏损达到了 8.75 亿美元，为了避免破产，华纳引进了美国运通的投资，甚

至不得不出售 Qube 服务中大名鼎鼎的 MTV 频道和 Nickelodeon 儿童频道给维亚康姆公司。 后，华纳在

1984 年决定中止 Qube 服务。 

后起之秀：数字机顶盒 

哥伦布市只有 3 万个 Qube 用户，这显然难以支持华纳传播建设基础网络和维护服务运营的成本。今

天，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数字有线电视走过了一条和电话相似的道路，网络已经普及到了每个家庭，

曾经昂贵的线路维护费用已成为过去。现在人们甚至可以免费获得功能更多、性能更强的数字机顶盒，因

为足够的用户订阅数可以分摊掉这些机顶盒的成本。 

 

技术四：语音智能交互 

先行者：ViaVoice 

开发者：IBM 

时间：1950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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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一种更具活力的电脑交互方式一直以来都是 IBM 公司语音识别研究团队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上世

纪 50 年代末，IBM 开始了 初的语音识别研究工作，当时的电脑被用于识别特定语言模式，并就词语的

意义和语音的统计相关性展开了研究。在 1962 年的西雅图世界博览会上，IBM 展出了被称作“鞋盒”的

当时世界上 先进的语音识别机器，它可以理解口述的数字 0~9 以及简单的运算口令。但是受限于计算机

能力和研究方法的不足，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在语音识别方向的努力并没有太大进展。 

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借助源自信息论的强大统计算法，科学家们终于有所突破。1984 年 IBM 演示

了世界上第一台能识别 5000 个英语单词的系统，而且准确率高达 95%，但是构成这一系统的是 3 台 1.8

米高的阵列处理机和一台 4341 大型机。1992 年，世界上第一套听写系统 ISSS 宣告问世。随后几年里 IBM

的语音识别技术进入了短暂的快速发展期。 

结果：1997 年，IBM 推出了 ViaVoice，这是当时 先进的语音识别软件，首次提供了中文识别功能，

并能用语音命令控制电脑完成一些简单任务。但是经过几年的发展后它的主要用途依然停留在听写方面，

距离实现理想的语音识别和交互还有很远的距离。 

后起之秀：SIRI 

借助高速 3G 网络连接，苹果公司将原本需要大量复杂运算的语音智能识别工作从手机转移到了高性

能服务器上运行，并且通过 iOS 系统与搜索引擎的紧密结合，实现了令人惊叹的智能语音交互功能。随着

谷歌等厂商加大在这一领域的投入，智能语音识别技术很可能迎来又一个快速发展期。 

技术五：超音速旅行 

先行者：协和式飞机 

开发者：法国宇航/英国飞机公司 

时间：1969 年 

缩短旅行时间无疑对乘客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上世纪 50 年代，亚音速喷气式客机已经普及，军用

超音速飞机已经开始实用化，超音速客机被视为未来航空理所当然的发展方向。在这种背景下，英、法、

美国相继展开了超音速客机的研究。由于超音速客机研发耗资巨大，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英国与法国开

始展开合作， 终成果就是机身细长、具有弧形前缘三角翼的协和式飞机。协和式飞机可长时间保持 2.02

马赫的巡航速度，只要 3.5 小时就能从纽约飞到巴黎。由于配备了高效率的涡轮喷气发动机和大容量油箱，

协和式飞机单次加油可超音速飞行超过 7000 千米，也是当时超音速飞机中续航距离 长的。 

1969 年 3 月，编号 001 的协和原型机在法国试飞成功，并于次年成功实现了 2.0 马赫的飞行速度和

首次跨大西洋飞行。在随后的大阪“世博会”上，协和式飞机一共获得了超过 70 架订单，超音速旅行的

时代似乎马上就要来临。但是随后 1973 年的石油危机及音爆、噪音、污染等问题的出现，大量意向性订

单被取消， 终只有英法两国的航空公司采购了协和式飞机。到 1976 年协和式飞机 正式投入航线运营时，

英法两国的投资已经超过了 8 亿英镑，超出 初预算近 6 倍。协和式飞机至少要卖出 64 架才不会亏损，

但实际上，前后一共只有 16 架飞机投入过运营。 

结果：2000 年 7 月，一架法航的协和式飞机在起飞过程中起火， 终坠毁，113 人丧生。这导致所有

协和式飞机停飞并进行安全改进。随后“9•11 事件”的发生对航空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也促使航空公

司做出了放弃协和式飞机的决定。2003 年 6 月， 后一架协和式飞机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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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起之秀：火箭飞机 

协和并不算成功的飞行生涯为现代航空业留下了很多宝贵经验，它那优雅的造型也常常成为缅怀的对

象。随着时间流逝，人们又对超音速飞行产生了热情。欧洲宇航防务集团(EADS) 近已经公布了一个新的

超音速飞机的计划，这架飞机将采用生物燃料，同时配备喷气式发动机和火箭发动机， 高飞行高度约为

32 千米，速度则可达到音速的 4 倍。EADS 创新及技术总裁 Jean Botti 认为，这架飞机的首次商用飞行有

望在 40 年内实现。 

 

技术六：无线电力传输 

先行者：无线能量传输器 

开发者：特斯拉 

时间：1891 年 

在固有观念中，电力的传输必然会同导体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必须要有电线。但是美籍塞尔维亚

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在 1891 年用试验证明了，传输电力不一定需要电线。在试验中，他成功点亮了一盏

没有连接电线的灯泡。特斯拉所采用的设备就是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特斯拉线圈”，这是一种利用电磁

共振原理来运作的变压器，特斯拉通过调整电压使得两个线圈产生共振，每一次共振感应器中都会产生电

压，多次共振后，感应器表面就会聚集足够的能量点亮灯泡。 

结果：完成灯泡试验后，特斯拉产生了一个更宏伟的计划。在银行家 James S. Warden 和 J.P.Morgan

的资助下，特斯拉在纽约长岛建起了 Wardendyffe 塔［上图］，这将是一套跨大西洋无线电话和电力传输

实验系统的一部分，但是由于马可尼先于特斯拉完成了跨大西洋的无线电传送实验，Morgan 等人撤回了

投资。特斯拉自此陷入了财政危机，试验陷入停滞状态。1912 年，特斯拉被判罚款 2.35 万美元以偿还债

务，Wardendyffe 塔也被没收拆除。 

后起之秀：无线充电设备 

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在 2007 年重复了特斯拉的实验，成功用两个直径 60 厘米的线圈点亮了一盏

60 瓦灯泡。在此之后，无线充电设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 Palm-HP 的无线充电手机等产品已投入商业

生产。苹果公司也在 2011 年注册了多项与无线充电相关的专利，可以预计，移动电子设备很快就将迎来

无线充电时代。 

 

技术七：清洁交通 

先行者：直流电机电动汽车 

开发者：Thomas Davenport 

时间：18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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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很多人吃惊的是，电动汽车的历史还要早于今天随处可见的内燃机汽车——匈牙利工程师 Anyos 

Jedlik 早在 1828 年就在实验室中制造了电动行动装置，美国工人 Thomas Davenport 则在 1834 年就制造

了第一辆电动汽车。初期的电动汽车只能采用一次性电池，但是在法国物理学家普朗特发明了可充电铅酸

电池后，电动汽车随着蓄电池技术的发展在 19 世纪下半叶成为大受欢迎的交通工具。 

结果：19 世纪初的电动汽车与内燃机汽车相比，拥有无排放、低震动和低噪音的优势，而且不用换

挡，价格低廉。在 1899 年美国的汽车大赛中，一辆蓄电池电动汽车达到了 106 千米/小时的速度，创造了

当时的世界纪录。1915 年，美国的蓄电池汽车年产辆达到 5000 辆。但是随着石油的开发和内燃机技术不

断提高，在 1920 年后电动车日趋式微，逐渐被内燃机汽车所取代。 

后起之秀：纯电动汽车 

20 世纪末，环境污染和能源短缺的危机逐渐浮现，让电动汽车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一方面，电

动汽车的价格正变得更贴近普通用户，另一方面，电池和动力系统的技术进步也让电动汽车在续航和性能

上正逐渐赶上内燃机汽车。今年，丰田、日产、大众等多家厂商都将推出新款纯电动汽车，未来电动汽车

极有可能重现 19 世纪初的辉煌。 

 

技术八：随身数字设备 

先行者：GRiDPad、Newton、PDA 

开发者：Samsung、Apple、Palm 

时间：1960s~1990s 

早的平板电脑概念可能要溯源到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Alan Kay 在上世纪 60 年代末提

出的 Dynabook，这是一种可以用笔输入信息的新型电脑产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

并没有将 Kay 从构想变成现实。第一台商业化的平板电脑直到 1989 年 9 月才问世，这款名为 GRiDPad 的

设备由三星为 GO 公司制造，配有触摸屏，采用当时正流行的 MS-DOS 系统。GO 随后还推出了专有的触摸

系统 PenPoint OS。直到 4 年后，苹果公司才提出了自己的平板电脑雏形 Newton，它允许用户通过手写在

设备上记录下自己的想法、做笔记、添加联系人信息等。遗憾的是它的技术并不完善，而且价格昂贵，因

此很快就在市场上销声匿迹，Newton 项目 终在 1998 年被取消。大概在 Newton 推出的同期，一家创业

公司 Palm 开始在市场上崛起，在经历了初期的探索和失败后，Palm 通过简化手写辨认系统与缩小设备尺

寸取得了成功。带有 Palm 徽标的 PDA(个人数字助理)风靡一时，但尽管如此，它的市场长期只局限于少

数的商业精英。在此期间，IT 领域的另一巨头微软先后提出了 Tablet PC 和 UMPC 等概念，希望能够成为

随身数字终端的标准，但市场反响寥寥。消费者对这种无法流畅输入、性能迟缓、价格昂贵的另类个人电

脑兴致索然。 

结果：除了 Palm 在小众市场取得成功外，其他以个人随身数字设备为目标的产品多以失败而告终。

缺乏应用、性能低下、价格昂贵、使用不便是它们共同的缺点。 

后起之秀：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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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iPad 似乎是克服了早先所有产品的缺点，因此才取得了成功。但是不要忘记，在推出 iPad

之前，苹果已经在智能手机市场(一种观点认为，可以装入口袋的智能手机才是 PDA 的接班人)上取得了足

够的经验。史蒂夫•乔布斯很清楚如何利用反应灵敏的多点电容屏幕、流畅高效的 iOS 系统、成熟的 iTunes

商店、时髦的外观和苹果那惊人的成本控制能力。再加上移动处理器的高速发展，这才让 iPad 水到渠成

地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技术九：移动电源 

先行者：巴格达电池 

开发者：古美索不达米亚人 

时间：约 2000 年前 

1936 年，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的 Khuyut Rabbou'a 村发现了一些美索不达米亚时期的陶罐。

初他们认为这只是用于储藏东西的普通器具，但随后在陶罐内发现的空心铜筒推翻了这一结论。这些铜

筒中心有一根铁棒，铁棒固定在陶罐盖子上，避免它与铜筒接触，罐体也没有采用水密设计。1940 年，

考古学家 Wilhelm Koenig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美索不达米亚人通过在陶罐中注入柠檬或葡萄汁来产

生电化学反应，从而将金电镀在银质物体上。 

 “二战”后，一个名叫 William Gray 的美国人利用陶罐的复制品进行了一次试验。他在陶罐内注入

了葡萄汁，随后这种巴格达电池产生了 2 伏的电压。也有一些科学家对这种猜想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所谓

的巴格达电池不过是用来装卷轴的罐子，它那奇特的结构和材料不过是巧合而已。 

结果：现代考古发现目前还无法证实美索不达米亚人是否真正发明了电池，但通过电镀技术用黄金来

修饰珠宝确实是一种大胆而迷人的推测。 

后起之秀：电池 

今天，没有电池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从简单的手电筒到复杂的数码相机都要依赖电池才能工作。意

大利物理学家 Alessandro Volta 在 1800 年发明的“伏打电堆”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种电池。1902 年，

爱迪生对铅酸电池加以改进，发明了镍铁碱电池。今天电子设备中普遍使用的锂离子电池技术直到 1982

年才在贝尔实验室被开发出来，索尼在 1991 年推出了首块商用锂离子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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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盾之星 

秦 芳 芳 

 

焦作市神盾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  周小敏

她，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孩，一个对工作认

真负责，无私奉献的女孩……我是综合部的新

进员工，在秦芳芳手底下工作，刚进公司很多

业务都不熟练，直到现在还处于学习状态。但

秦芳芳从来没有端着领导的架子，也没有因为

我是新员工什么都不懂而岐视我，而是抽出了

很多时间不厌其烦地教我。很多时侯，我有些

问题都解决不了，看到她忙碌的身影我又不好

意思去找她，一个人在那里发牢骚，感觉自已

都不适合这份工作，对工作失去了信心。每当

这个时候她都能看出我的心事，面带微笑对我

说：“没关系，慢慢来，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再熟悉熟悉会做得更好的。”每当听到她这些

鼓励我的话，我就会重拾信心，努力的做好工

作。 

她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综合部的

工作范围很全面很复杂，但她从来没有半句怨

言，凡事都尽可能的亲力亲为，财务方面更是

小心谨慎做好每一笔账目，仔细地核对一遍又

一遍。有一次，她的腿疼得厉害，走路都很困

难，我们都劝她先去医院看看。但她却说：“现

在是上班时间，而且手头还有这么多的事情没

有做完，看病的事下班再说。”就这样，她硬

忍着病痛的折磨坚持到 后，此时早已经过了

下班的时间。她这种恪尽职守，严谨务实的工

作态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她热情奔放，待人处事有条不紊，把综合

部打理得井井有条。我相信综合部在她的带领

下服务会更好，工作会更顺利！真可谓是：小

小女子管综合，情（秦）操高尚人人夸，方方

（芳芳）面面很突出，优良品德传佳话，秀出

神盾好丰彩！ 

 

 

 

                    编辑部电话：0391-356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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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盾之家 

 

生日祝福 

亲爱的周启祥、赵斌： 

    在工作上你们兢兢业业，在生活上你们关心同事，在你们生日即将到来的时候，公司所有同

事献上对你们的祝福：生日快乐！祝你们工作顺心，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焦作市神盾科技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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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鉴赏 

春、夏、秋、冬、山、水、日、月、风、花、雨、雪、草、柳、树 

转载网络 

 

诗中春 

1．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孟浩然：《春晓》) 

2．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游子吟》) 

3．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王维：《相思》) 

4．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杜甫：《春夜喜雨》) 

5．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6．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春望》) 

7．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咏柳》) 

8．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游园不
值》) 

 

诗中夏 

1．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白居易：《观刈麦》) 

2．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李商隐：《晚晴》) 

3．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 

4．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杜甫：《夏夜叹》) 

5．农夫方夏耘，安坐吾敢食。(戴复古：《大热》) 

6．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李昂：《夏日联句》) 

7．残云收夏暑，新雨带秋岚。(岑参：《水亭送华阴王少府
还县》) 

8．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范成大：《喜晴》) 

9．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杜甫：《江村》) 

10．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阳阴正可人。(秦观：《三月晦
日偶题》) 

 

诗中秋 

1．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曹操：《观沧海》) 

2．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李峤：《风》) 

3．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李绅：《悯农》) 

4．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汉乐府?长歌行》) 

5．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刘禹锡：《望洞庭》) 

6．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刘禹锡：《秋词》) 

7．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杜牧：《秋夕》) 

8．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李煜：《虞美人》) 

9．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辛弃疾：《丑奴儿·书博
山道中》) 

 

诗中冬 

1．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杜甫：《兵车行》) 

2．秋月扬明恽，冬岭秀寒松。(陶渊明：《四时》) 

3．南邻更可念，布破冬未赎。(陆游：《十月二十八日风雨
大作》) 

4．冬尽今宵促，年开明日长。(董思恭：《守岁》) 

5．鸣笙起秋风，置酒飞冬雪。(王微：《四气诗》) 

6．隆冬到来时，百花即已绝。(陈毅：《梅》) 

7．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白居易：《冬至夜
思家》) 

 

诗中山 

1．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柳宗元：《江雪》) 

2．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王之涣：《登鹳雀楼》) 

3．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 

4．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春望》) 

5．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王维：《鹿柴》) 

6．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李白：《关山月》) 

7．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独坐敬亭山》) 

8．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陶渊明：《归园田居》) 

9．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辛弃疾：《菩萨蛮·书西江
造口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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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
壁》) 

 

诗中水 

1．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 蒹葭》) 

2．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曹操：《观沧海》) 

3．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骆宾王：《咏鹅》) 

4．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李白：《望天门山》) 

5．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 

6．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赠汪伦》) 

7．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刘禹锡：《竹枝词》) 

8．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忆江南》) 

9．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杨万里：《小池》) 

10．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题惠崇
春江晚景》) 

 

诗中月 

1．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 

2．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宿建德江》) 

3．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山居秋瞑》) 

4．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卢纶：《塞下曲》) 

5．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月下独酌》) 

6．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李白：《古朗月行》) 

7．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竹里馆》) 

8．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王维：《鸟鸣涧》) 

9．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苏轼：《水调歌头·明
月几时有》) 

10．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出塞》) 

 

诗中风 

1．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春晓》) 

2．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王维：《观猎》) 

3．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卢纶：《塞下曲》) 

4．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5．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
人》) 

6．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甫：《春夜喜雨》) 

7．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8．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苏轼：《水调歌头·明月
几时有》) 

9．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李商隐：《无题》) 

10．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 

 

诗中花 

1．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人庄》) 

2．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李白：《月下独酌》) 

3．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春晓》) 

4．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 

5．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杜甫：《春夜喜雨》) 

6．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7．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杜甫：《江畔独步
寻花》) 

8．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 

9．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张志和：《渔歌子》) 

10．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清明》) 

 

诗中雨 

1．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春晓》) 

2．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王维：《山居秋瞑》) 

3．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杜甫：《春夜喜雨》) 

4．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王维：《山中》) 

5．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渔歌子》) 

6．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十一月四
日风雨大作》) 

7．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杜牧：《清明》) 

8．寒雨连江夜人吴，平明送客楚山孤。(王昌龄：《芙蓉楼
送辛渐》) 

9．渭城朝雨泡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王维《送元二使安
西》) 

10．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饮湖上
初晴后雨》) 

 

 

诗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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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草枯鹰眼急，雪尽马蹄轻。(王维：《观猎》) 

2．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卢纶：《塞下曲》) 

3．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王安石：《梅花》) 

4．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 

5．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
人》) 

6．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王昌龄：《从军行
七首其四》) 

7．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李白：《行路难》) 

8．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高适：《别董大》) 

9．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绝句》) 

10．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岑参：《白雪歌
送武判官归京》) 

 

诗中草 

1．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 

2．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3．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春望》) 

4．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游子吟》) 

5．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卢纶：《塞下曲》) 

6．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陶渊明：《归园田居》) 

7．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陶渊明：《归园田居》) 

8．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韦应物：《滁州西
涧》) 

9．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钱塘湖
春行》) 

10．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早春呈
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 

 

诗中柳 

1．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韩雄《寒食》) 

2．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 

3．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志南：《绝句》) 

4．渭城朝雨悒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王维：《送元二使
安西》) 

5．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绝句》) 

6．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 

7．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刘禹锡：《竹枝词》) 

8．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陆游：《钗头凤》) 

9． 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韩愈：《早春呈水
部张十八员外二首》) 

10．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白：《春夜洛
城闻笛》) 

 

诗中树 

1．树木丛生，百草丰茂。(曹操：《观沧海》) 

2．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孟浩然：《过故人庄》) 

3．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贾岛：《题李凝幽居》) 

4．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贺知章：《咏柳》) 

5．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
武判官归京) 

6．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崔颢：《黄鹤楼》) 

7．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酬乐天
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8．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杨万里：《小池》) 

9．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
《天净沙?秋思》) 

10.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
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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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语随笔 

生  命 

                                   焦作市神盾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  周小敏 

小区楼下，每日停车的地方，突然一缕

金色的光芒冲击着我的视觉。我停住脚步俯

身观望，就在停车不远处砖缝里长出一朵金

黄色的小花，放眼望去一排排花砖铺贴得整

整齐齐，就在这砖与砖的缝隙中一点点土壤

里长出了这样一朵无名的小花，开得是那样

的灿烂。路旁的花坛里各种各样的花儿开得

骄艳欲滴，争相斗艳。一瞬间觉得都不及这

朵无名小花一枝独秀…… 

第二天，我叫老公把车停在了另外一个

地方。老公不解？我告诉他就在我们每天停

车的地方有这样一朵无名小花，怕一不小心

伤害到它，老公说我怪怪的，傻傻的…… 

天下万物皆有生命，在那人来人往的过

道，少得可怜的土壤，没有人去在意，没有

人去呵护。无名小花依然在这艰苦的环境里

尽情地绽放。也许有一天，车轮的辗压，匆

匆的脚步或是季节的变换，无名小花便会消

失。但是我相信无名小花决不会后悔来到这

个世界，开在这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因为它

要向人们诉说生命的可贵…… 

                                         

 

 

转 变 

                                   焦作市神盾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  周小敏 

5 月 18 号是神盾公司成立一周年年会庆

典，在这喜庆的日子，我怀着无比激动、感恩

的心情参加了本次庆典。 

 会上，总经理慷慨激昂的讲话深深的鼓舞着

大家，优秀团队、优秀员工都得到了表彰和奖

励，看到大家兴致勃勃互相交流，热闹非凡。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汹涌澎湃、是激动、是感

激…… 

一月前，当我踏进神盾公司大门时候，看

到干净整洁的办公室，现代化的办公用品一应

俱全，听到领导温暖亲切的话语，感受到同事

之间的相融以沫，互相学习的场景，脑子里突

然想到一句话：丑小鸭从此变成了白天鹅！ 

神盾，是你让我的人生有了转变；是你让

我继续成长，不断的充实着自己；是你让我在

这个大家庭里感受了温暧；是你让我们都插着

梦想的翅膀去翺翔蓝天。神盾，加油！神盾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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