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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界 VIEW

企业文化：
基业长青之灵魂( 二 )
文 | 柳家俊

企业文化与
企业管理的关系

而我认为，“企业里的行为”即是企业
的经营管理，“管理”就是奔腾的河
水，河水和河岸缺一则不可能形成河

【续上期】

美国学者詹姆斯有个形象的比

流，两者是辩证统一在一个事物中的

喻，将企业文化比作河岸，“企业里的

两个因素。文化和管理两者的地位和

行为如同在两岸间奔流的河水，随着

作用都不同，相互不能代替，但相互

时间的推移，奔泻的河水将河道冲刷

影响、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相互促

得更深，从而加强了企业文化，不断

进。实际上，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已

重复过去曾使企业走向成功的行为。”

共同组成了“企业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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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溯源

力，越是面向市场，就越用不着什么

时，不断转换商业策略和运营方式以

政策手册、组织机构系统图或巨细无

适应变幻莫测的世界。这说明了管理

遗的详尽规章、程序。在这些公司

变化的重要性和现实性。

1）导向作用：企业文化是企业价

里，员工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懂得他们

值观和共同利益的集中体现，它一经形

该做些什么事，因为他们对于公司为

成，就能引导企业员工正确认识和自觉

数不多的几条具有指导性的价值观了

地以企业的经营宗旨、经营作风、价值

若指掌。”

观、道德观来确定自己的行为；

MANAGEMENT TRACING

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过程中
主要起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企业文化
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
企业文化的内涵上文已经提到
过，那什么又是人力资源管理呢？它

5）协调功能：企业文化使员工

是指企业为了获取、开发、保持及有

2）凝聚功能：企业文化通过对

在企业活动中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

效利用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必不可少

员工的习惯、信念、动机、期望等微

行为取向，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趋于一

的人力资源，通过运用科学的、系统

妙的心理沟通，使员工树立以企业为

致，增加了彼此之间的共同思想、共

的技术和方法进行各种相关的计划、

中心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观念，产生强

同语言和信任，有利于减少摩擦、沟

组织、领导和控制活动，以实现企业

烈的向心力，改变那种只从个人角度

通思想、传递信息、协调关系，建立

既定的目标。我对它们之间的联系有

考虑问题的行为意识。企业文化能够

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团结和谐的气

以下几点认识：

通过改变员工的思想和态度，逐渐地

氛。

把企业的宗旨、理念、目标和利益纳

1）企业文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

入员工的思想体系中，使员工产生认

管理工作需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下

要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相结合，将

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并付诸行

开展，管理是为实现组织目标服务

核心价值观通过具体的管理行为，得

动。企业文化如同一种强有力的黏合

的，是一个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

到员工的认同，并由员工的行为传达

剂，把员工团结在一起，形成一股合

过程，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连续进

到外界，形成在企业内、外部获得广

力，使之同心同德，共谋企业发展，

行的活动所构成的，这些活动包括计

泛认同的企业文化，真正树立公司外

从而显示出巨大的整体优势；

划、组织、领导、控制等，它们成为

部形象。

管理的基本职能。管理工作要通过综
3）激励作用：企业文化强调尊

合运用组织中的各种资源来实现组织

2）企业文化理论所构建的人本

重每一个人，形成一种人人受重视、

的目标。管理需要企业文化为之创造

管理思想体系，重要的价值不仅在于

人人受尊重的文化氛围。员工在企业

宽松的执行环境，需要有文化为之保

阐明了一套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独

受到重视，参与愿望得到充分满足，

驾护航。

特的文化方式，丰富了人力资源开发
与管理的文化内容，更重要的是为企

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
和首创精神，使他们关心企业的发
展，为企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企业文化管理已经成为企业管理

业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如

的一部分。文化相对比较稳定，而管

建立平等的上下级关系，创造公平的

理则必须时刻关注市场的变化，不断

竞争环境；选择效益原则和人性原则

4）约束作用：企业文化作为一

地进行调整和变革来适应发展的需

相结合的组织方式，准确把握提高企

种有形或无形的感知力量，在企业中

要。吉姆·科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

业经济效益和尊重人性的辩证关系；

构成一种气氛和氛围，使员工受到感

一书中提到：持久卓越的公司在恪守

树立人才价值高于一切的财富观，企

染和影响。“一个企业文化越是强有

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目标的同

业一切财富中人才是第一位的。

2018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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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界 VIEW
3）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文化的
根基。尽管每个企业都有自己富有特

2）通过组织文化可以解决组织中
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提高组织效率；

企业文化能促使公司为员工提供
充分的发展空间，包括鼓励员工参加
继续教育、多给员工参加培训的机

色的企业文化，但不是所有的文化都
能得到落实和完善，从而有效地激励

3）通过强化员工的文化兼容性

会，使员工的个人能力和素质随着企

员工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只有运用

使得适合企业的人(价值观认同等

业的发展而显著提高。公司与员工的

正确的、系统的、完善的人力资源管

等)工作得快乐，而不适合这种企业文

相互认同感越高，凝聚力就越大。

理手段才能保证企业文化的贯彻和落

化的人则觉得痛苦，让合适的人留在

实，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才是企业

合适的企业里提升组织绩效。

3）增强员工的保障心理。
企业文化为员工提供充分的生活

文化真正落地最有力的工具。

企业文化
与企业凝聚力的关系

4）企业文化建设必须服务于企

保障，增强了他们的保障心理，对于
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有着强大基础作
用。

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虽然不
能直接为企业创造价值,但是没有良好

企业文化对外是企业的一面旗

的企业文化,企业就没有长久的生命

帜，对内是一种向心力。成功的企业

4）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力。具有先进理念的企业文化,也必然

文化融合了个人与工作的关系，提高

企业文化通过其独特的功能，为

具备了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必定

了企业的凝聚力。优秀的企业文化可

员工创造一个优美、安静的工作环

注重“以人为本”。优秀的企业文化是

以在企业内部构造一个公平、信任的

境，让员工感受到企业的关爱，并在

企业管理和发展的软法宝,优秀的企业

良好的工作环境，企业的每个员工都

公司内部形成尊重员工劳动的氛围；

文化将“以人为本”的理念渗透到员工

会积极地为公司的稳定发展出谋划

同时，建立员工建议制度和参与制

的思想和行动中,员工自觉地规范自己

策、排忧解难，企业员工也能实现自

度，形成工作的合理化和丰富化，可

的行为,自觉地与企业同呼吸,共命

身的最大价值。优秀的企业文化还有

以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使员工

运,从而使企业获得一种源源不断的生

助于整体员工的素质提高，有利于企

由满意逐渐变为忠诚，自愿地努力工

命力,提高企业凝聚力。

业更快的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作。

总之，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对企业凝聚力
的作用表现在

两者有着互相依赖、互相依存、密不

尔经验时说：“海尔过去的成功是观
念和思维方式的成功。企业发展的灵

可分的关系。

企业文化
与绩效管理的关系

中国著名企业家张瑞敏在分析海

1）营造一种良好的企业氛围。

魂是企业文化，而企业文化最核心的

企业文化可以促使企业管理者与

内容应该是价值观。”

员工、员工与员工、管理者与管理者
企业文化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
提升企业绩效
1）通过使命、愿景和核心价值观
的建立可以抵制住某些诱惑而能将资

之间建立良好有效的沟通，可以使企

纵观上述，论证了企业文化是企

业上下同心协力，言行一致，进而能

业基业长青之灵魂之观念。后续，我

创造出企业的竞争优势和良好的经营

们将结合企业文化管理的案例分析，

绩效。

势，提高企业效率；

讨论如何开展企业文化管理的实践等
问题。

源集中到熟悉领域，更能发挥企业优
2）为员工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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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界 VIEW
吴 成

总经理

十堰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驱动价值
电池PACK连接锂想之道
采访/撰文 | 王文慧

二十世纪末微电子技术的发展，让锂电池进入大规模实用阶段。如今，伴随着新能源汽
车的发展推进，锂电池有望迎来又一次发展高峰。锂金属活跃的化学特性，使得锂电池的加
工、保存、使用等都具备非常高的标准要求。那么，对于安全性要求颇高的车用动力电池领
域，锂电池制造商及相关PACK配套厂商是否真的已经准备好了？就这个问题，《新能源·新
生活》记者采访了电池PACK领域知名焊接专家出身的十堰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成。

X =《新能源·新生活》
w=吴 成

X：锂电池目前很火热，它会是新能
源汽车动力电池的标准答案吗？
w：就目前而言，锂电池是综合性能

随着政策和市场的推动，锂离子动力
电池的各项性能在业内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
不断提升，目前其能量密度已接近

最好的电池体系，它具有高能量密度、结

300Wh/Kg；而同时，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

构安全、回收利用方便、工作温度范围宽

新能源汽车，对汽车的续航能力、安全性等

等特点，很适合应用于车用动力电池领

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倒逼锂电池生产

域。

向着更高能量密度、更高功率和更高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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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说

里加速仅3.9秒，快充模式下45分钟可充电
80%以上。

PACK环节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
三是高安全性。十堰猛狮采用铝丝焊
十堰猛狮是一家集专业研发、生产和
销售高端动力锂离子电池PACK（锂电池
组）于一体的新能源高新科技企业。立足
于猛狮科技三十多年的电池制造经验，以
“创新驱动价值”为导向，在电池包系统研
发设计及自动化生产及其工艺方面积累了
大量的实验数据和经验，拥有多项产品专
利。

工艺的电池组成组技术以及先进的电池包内
液冷设计，保证了电池的高倍率和能量性能
的充分释放。铝丝工艺过流熔断的特性可保

MESSAGE OF GENERAL MANAGER

方向迈进，这也让锂电池制造厂家在动力
锂电池的电芯生产环节之外，对电池

证一两个电芯的失效不会影响所在整串模组
失效，高效的温控管理系统可以让电池在最
佳的温度下进行充放电工作，同时温差可以
控制在2℃以内，确保电池最高效安全的工
作，避免热失控和一致性变差的风险。此
外，电芯与汇流排铝丝链接，在模组拆解时

X：十堰猛狮的锂电池PACK有哪些

不损伤电芯，便于电芯回收再利用；

创新？
w：致力于为新能源汽车及储能行业

四是高性价比。十堰猛狮一期建设的

客户提供一整套电池系统研发设计、生产

圆柱电池铝丝焊接pack产线，已实现成品

制造及电池包产品的配套技术服务，十堰

下线，年产能可达10000套。通过规模化、

猛狮拥有一支汇聚科研、生产、销售及服

智能化生产减低产品成本的同时，我们还持

务等多方面优秀人才的精英团队。我们始

续通过材料创新来降低成本，因此，相比同

终坚持以新能源产业为发展核心，以高效

类产品而言，我们的电池包产品拥有极高的

运作，科技创新，精湛工艺和优质产品的

性价比。

运营理念为客户打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我们的锂电池PACK产品具有“三高一大”四
大优点：

X：近年来，新能源汽车销量一路走
高，而电池制造厂商及相关配套企业的利润
却并未提高。对此，十堰猛狮将如何应对？

一是能量密度高。电池包及模组结构
通过轻量化设计，结合新材料新工艺应
用，及采用猛狮高能量电芯MX1865029P(220Wh/kg)，我们的电池包能量密度
可以做到155~160Wh/kg，后续研发中电
池包系统能量密度高于190Wh/kg，满足
了客户高续航里程的要求；

w： 新能源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过
去几年，资本的涌入为动力电池行业带来
“锂想很丰满”的表面繁荣景象，而实际上行
业竞争却异常残酷。目前，动力电池行业普
遍存在的问题慢慢浮现：如上游价格暴涨，
补贴退坡后新能源汽车企业又不断下压供应
商采购价格等。整体来看，动力电池行业将
面临残酷的优胜劣汰。

二是大倍率充放电。我们选择高能材
料实现高倍率充放电，通过优化充电控制
策略设计，配备整套电池包的液冷热管理
系统，有效缩短充电时间，提高充电效
率。以国内某知名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搭载
应用猛狮科技电池包系统驱动的纯电动轿
车为例，装载47KWh电池容量，NEDC续

作为配套企业，十堰猛狮将围绕猛狮科
技的战略需求，在立足产品技术优势的基础
上，加大在电池包系统研发设计及自动化生
产及其工艺方面的投入，以技术创新为生产
力，以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加大资
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的步伐。

航里程350KM，配备145KW电机，0~50公

2018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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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界 VIEW
王少平

总经理

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打造猛狮科技动力电池领域
的核心竞争力
采访/撰文 | 陈文贞

高端电池制造是猛狮科技战略发展的核心，福建猛狮新能源作为猛狮科技三元动力锂离
子电池的生产基地，肩负着猛狮高端电池制造的重要使命。近日，《新能源·新生活》记者走
进猛狮诏安生产基地，与福建猛狮新能源总经理王少平畅谈锂电池的现状与未来。

X =《新能源·新生活》
w = 王少平

X：作为行业资深从业人员，您认为
动力电池市场的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中，圆柱电池因型号标准统一、应用领域
广、生命力强、自动化高、使用灵活、成本

w：随着全球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

低成为不少企业的主流选择，并主要应用于

题日益突出，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发展新能

新能源乘用车、物流车、微型电动车等领

源汽车的共识。在此背景下，全球新能源

域。目前，福建猛狮新能源专注的三元动力

汽车销售量从2011年的5.1万辆增长至

锂电池即属于圆柱电池类别。

2017年的162.1万辆。未来，交通工具电动
化、电网智能化等将日渐普及，新能源动
力电池的应用也是大势所趋。

随着新能源乘用车的大力发展，市场
对高端圆柱三元锂电池的的需求将会不断提
高。一方面，性能上将追求更高安全性及更

在国内，动力电池技术领域已形成圆

高能量密度；另一方面，尺寸上也从

柱、软包、方形三足鼎立的市场格局。其

18650向更大尺寸的21700方向发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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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说

电池容量和能量密度的有效途径之一。与此

实现量产，在此基础上，诏安基地

同时，通过由传统18650到21700电池型号

21700总规划4条自动化生产线，设计总产

规格的调整，圆柱电池在电池性能优化、能

能5GWh,先期建设两条21700电池生产

量密度提升、电芯与PACK成本削减等方面

线，产能2.5GWh，预计2019年投产。

都有明显的提升。福建猛狮新能源建设之初
按照技术主流方向设计与规划，自动化生产

X：福建猛狮新能源作为猛狮高端锂
电池的生产制造基地，在动力锂电池领域

线可以很好的兼顾高镍正极和硅碳负极材料
开发与应用。

MESSAGE OF GENERAL MANAGER

前，福建猛狮新能源18650电池生产线已

积累了哪些优势？
w：电池制造具有很高的技术壁垒，

除了高端的生产设备，电池材料对动

猛狮科技专注电池制造三十余年，已形成

力电池一致性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

了自己独有的技术优势。

方面，由于猛狮和主流原材料供应商一直保
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故能够从源头确保电池

拿电池一致性这个行业难题来讲，动

原材料的供应和品质。

力锂电池系统对单体电池的初期性能指
标，包括容量、阻值、功率特性、温度特

X：今年以来，猛狮科技逐步将战略重

性、寿命衰变速度等均要求高度一致，以

心调整到动力电池产业链本身。为此，福建

上因素的不一致，将直接影响电池组输出

猛狮新能源做了哪些准备？

效率、性能与寿命。体现在生产制造环

w：围绕总公司的战略调整，福建猛狮

节，就主要包括材料的一致性与生产过程

新能源加大了动力电池领域的研发力度，并

控制的一致性。

取得突破性的研发成果。

在生产环节，高端自动化进口设备是

一是通过高容量正极材料NCM/NCA材

生产一致性的重要保障。圆柱电池的发

料的开发与应用，使镍钴铝三元（NCA）

展，在正极材料领域，高镍材料由于其高

的克容量达到190mAh/g以上，比传统三元

比容、低成本等特点，成为目前产业发展

材料相比克容量提高20%以上；

的主流方向；因为高镍材料应用的特殊
性，现有应用NCM523材料的生产线不能

二是通过高容量硅碳负极复合材料的

够直接切换应用NCM811或NCA材料。硅

开发与应用，硅碳复合材料的克容量达到

碳类负极材料的开发与应用也是当前提升

500-600mAh/g，比传统材料克容量提高

2018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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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能量容量

21700圆柱形锂电池
4.0Ah(2C快充)
圆柱电池(3.6V)
200Wh/kg
循环寿命：≥1000次

4.2Ah 圆柱电池(3.6V)
能量密度：230Wh/kg
循环寿命：≥1000次

50-80%；

X：怎么看待目前新能源汽车的补贴退
坡现象？

三是开发出抑制硅碳材料充放电过程

w：补贴退坡能有效地打破“地方保护

中体积效应的电极制造技术，提高电池的

主义”，让整个市场从“政策导向”转到“市场

综合性能；

导向”，形成健康有序的发展氛围。突破技
术瓶颈，降低动力电池成本是摆脱补贴依赖

四是开发出应用与高镍体系的工作电
可达到4.35V的功能电解液。

性的关键，对福建猛狮新能源而言，这既是
机遇也是挑战。

4.5Ah 圆柱电池(3.6V)
245Wh/kg
循环寿命：≥1000次

5.0Ah 圆柱电池(3.6V)
能量密度：260Wh/kg
循环寿命：≥1000次

目前福建猛狮新能源生产的2.9Ah的

技术层面，我们以用户需求为出发

18650锂电芯，能量密度高达220Wh/kg；

点，加大创新和突破力度，提升产品品质和

下半年，我们还将推出3.2Ah高能量密度

质量，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目前，基于用

型电芯，能量密度都高达260Wh/kg。

户对新能源汽车快速充电功能的强烈期望和
需求，猛狮科技加大了解决电池能量密度和

18650圆柱形锂电池
26P圆柱电池(3.6V)
能量密度：200~210Wh/kg
循环寿命：≥1000次

29P圆柱电池(3.6V)
能量密度：220~230Wh/kg
循环寿命：≥1000次

32E圆柱电池(3.6V)
能量密度：250~270Wh/kg
循环寿命：≥1000次

应用领域
纯电动乘用车、SUV、轻型卡车
微型面包车、配套的城市配送车

此外，由中南大学牵头，联合福建猛

充放电倍率问题的研究与产品开发。我们的

狮新能源承担的《高安全长寿命高比能锂

圆柱电池，计划在2019年下半年，真正实

/硫动力电池关键技术研发与装车示范》

现30分钟内充满80%，也即意味着充电二

项目已入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福建猛狮

三十分钟，便能行驶300公里。

新能源为子课题牵头单位。开发具有高比
能、低成本、长寿命、高安全的动力电池

成本控制方面，我们目前正在规划投

已成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瓶颈与关键，锂

产的21700电池，不仅在能量密度上较

硫电池由于其高达2600Wh/kg 的理论能

18650电池有提升，成本也将进一步降低，

量密度，被认为是当前最具发展潜力和应

且pack成本方面也更具优势。致力为新能

用价值的车用动力电池体系之一。福建猛

源汽车市场提供更安全可靠的动力电池产

狮新能源多年致力于锂/硫动力电池的基

品，我们将积极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整合各

础研究和应用开发，这次成功加入国家重

个环节的资源，稳步推进21700等高性能电

点研发计划项目团队，表明福建猛狮新能

池产品的研发和市场化。

源在锂/硫动力电池领域及下一代电池技
术研发方向进入到了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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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转速配制
胶体母液
电池低温起动性能更佳
文 | 李晓景

李晓景
郑州轻工业大学电化学工程专业本科毕
业。目前主要从事胶体电池、铅碳电池
的试验研究工作，已在中文核心期刊《
蓄电池》上发表论文1篇。

【前 言】
在铅酸蓄电池行业，纳米SiO2的出现可称得上带来了一场技术革命。其和稀
硫酸制成胶体电解液，应用在阀控密封式铅酸蓄电池中，形成了两种蓄电池类型，
第一类是PVC复合隔板胶体蓄电池(GEL蓄电池)，这类蓄电池在欧洲主要应用于工
业及军事领域，第二类是在国内得到普遍研究和应用的AGM隔板胶体蓄电池。
与普通AGM密封蓄电池相比，胶体蓄电池有许多优良的特点，例如：1)电
解液不流动，无泄漏风险；2)自放电率低；3)电解液不容易分层；4)深放电循环
寿命更长；5)充电接受能力更强；6)低温性能更优良；7)功率密度大；8)工作温
度范围更宽。
可以说，AGM胶体蓄电池克服了AGM阀控密封式蓄电池的缺点，并兼具
GEL蓄电池的优点。目前，国内很多厂家都有研究AGM蓄电池用胶体电解液，
用于开发固定型和动力型AGM胶体蓄电池，但在起动型蓄电池产品系列中应用
还比较少。主要原因是固定型和动力型蓄电池的常规放电电流属于0.1C～
1.0C(A)的中等电流，而起动型蓄电池则是大电流放电，这种情况下，胶体会阻
碍电解质离子的扩散速度，而且会因为活性物质之间的接触不够充分而引起内
阻增大，尤其在低温环境下(如我国的东北地区、新疆北部地区、欧洲北部、俄
罗斯、加拿大等)，这种影响更加明显。
笔者通过超高剪切速度下配制出的胶体母液以及胶体电解液配制工艺的改
进，在-29℃超低温环境下对摩托车起动电池的性能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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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oidal Mother Solution
Prepared at an Ultrahigh-Speed
Enables Better Low-Temperature
Battery Starting Performance

Graduated from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majoring
in electrochemical engineering.At
present，be occupied in research
experimental areas of gel batteries
and lead carbon batteries，and
published one paper in Chinese
core journal Xudianchi.

By Xiaojing Li

【Foreword】
The emergence of nano-SiO2 may be regarded as a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 the
lead-acid battery industry. Colloidal electrolyte made of nano-SiO2 and dilute sulfuric
acid is used in valve-regulated sealed lead-acid batteries to form two battery types.
One is colloidal batteries with PVC composite separator (GEL batteries), mainly applied
in the industrial and military fields in Europe, and the other is colloidal batteries with
AGM separator that have been widely studied and applied in China.
Compared with ordinary AGM sealed batteries, colloidal batteries possess many
excellent features, including: 1) non-liquid electrolyte, posing no risk of leakage; 2) a low
self-discharge rate; 3) infrequent electrolyte stratiÞcation; 4) a longer deep discharge
cycle life; 5) a stronger charge acceptance; 6) a better low-temperature performance; 7)
a higher power density; and 8) an extended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It can be said that AGM colloidal batteries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AGM valveregulated sealed batteries while enjoying the advantages of GEL batteries. At present,
many domestic manufacturers have researched colloidal electrolyte for AGM batteries,
which is us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ationary and dynamic AGM colloidal batteries.
However, little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starting battery series. The main reason is the
conventional discharge currents of stationary and dynamic batteries are moderate from
0.1C to 1.0C (A), while starting batteries feature high-current discharge, in which case
the colloid will hinder the diffusion rate of electrolyte ions. Moreover, the insufficient
contact between active substances will result in increased internal resistance, especially
in low-temperature environments (such as northeast China, northern Xinjiang, northern
Europe, Russia and Canada) where the influence is even more pronounced.
The author studied the performance of motorcycle starting batteries under ultralow
temperature environment of -29°C with the colloidal mother solution prepared at an
ultrahigh shearing velocity and improved colloidal electrolyte preparation process.
2018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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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验
胶体电解液的配制
1. 配制胶体母液：首先，在主机

变稀，粘度下降，外力一旦消失，三

范围更窄，因此更利于胶体电解液的

维网状结构会自行恢复，粘度上升，

灌注并向极板、隔板中渗透。

这就是胶体的触变性，且这种触变性
是可逆的。

桶内加入150～180L的纯水，再加入
400～500g的分散剂B；接着，设定

在配制胶体母液时，为了使

搅拌机转速为2～3kr/min，启动搅拌

SiO 2 在介质中充分分散，需要施加剪

机开始搅拌；然后，用真空管吸入气

切力。在SiO 2 水分散溶液的分散过程

相纳米SiO2，继续搅拌1～3h。按以上

中，随着搅拌速率的增大，可更好地

工艺配制的胶体母液标记为“胶体母液

将因团聚而形成的较大SiO 2 颗粒分散

A”。其它条件和工艺相同，用超高速

成较小的SiO 2 颗粒，使得气相SiO 2 颗

剪切搅拌机在8～10kr/min转速下配制

粒更好地分散到胶体电解液中，从而

的胶体母液标记为“胶体母液B”。

提高SiO2胶体电解液的分散稳定性。

图3 胶体电解液A粒径分布图

2.配制稀硫酸溶液：在680ml

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2种SiO2胶

～710ml的纯水中加入添加剂N，搅拌

体母液的粒径分布均呈双峰状，但在

均匀，然后边搅拌边加入350ml

超高转速搅拌的作用下，SiO 2 颗粒的

～380ml的浓硫酸，搅拌均匀后冷却

粒径更小，且小粒径分布峰更高，即

部残留气泡的影响，确保胶体电解液

小粒径颗粒的含量更高。

能够充分渗透，采用抽真空的方式，

待用。

图4 胶体电解液B粒径分布图

3. 测试蓄电池：为消除蓄电池内

将所配制的两种胶体电解液分别灌注
到5只同种常规型号的12V5Ah的摩托

3. 配制胶体电解液：称取1200

车起动电池中。

～1500g的稀硫酸溶液，边搅拌边加
入120～140g胶体母液，继续搅拌均
匀。用“胶体母液A”配制的胶体电解液

3.1 测试蓄电池质量：灌注胶体

标记为“胶体电解液A”，而用“胶体母

电解液前，要称取干电池的质量。采

液B”配制的胶体电解液标记为“胶体电

用两充一放式初充电制度（共5个阶
图1 胶体母液A粒径分布图

解液B”。

段），完成蓄电池的初充电，之后再
次准确称量蓄电池的质量。从表1（见

测 试

P20）可以看出，灌注胶体电解液前
和初充电完成后，蓄电池质量的一致

1. 测试胶体母液：对配制好的胶

性可以满足试验要求。

体母液，用LB-500型激光散射粒度分
布仪测试粒径分布，结果如图1和图
2。

图2 胶体母液B粒径分布图

3.2 测试蓄电池的开路电压、内
阻和容量：用FBT-50型摩托车电池测

2. 测试胶体电解液：对胶体电解

试仪测试各蓄电池的开路电压以及内

7～40nm之间，其聚集体的粒径则在

液A和胶体电解液B进行粒径分布测试

阻。在25℃恒温环境中，对初充电后

200～500nm之间，气相二氧化硅聚

的结果，如图3和图4所示。

的蓄电池，以0.5A的电流恒流放电至

气相纳米SiO 2 原生粒子的粒径在

终止电压10.5V，得到蓄电池的C10容

集体含有多种硅羟基，它们在液体体

量。表2（见P21）中的测试结果显示，

系中极易形成均匀的三维网状结构。

从图3和图4可以看出，两种胶体

这种三维网状结构在外力（剪切力、

电解液的粒径分布呈单峰状，但胶体

采用胶体电解液B的蓄电池的内阻较

电解液B中SiO 2颗粒的粒径更小，分布

小，说明采用超高速剪切的胶体有利

电场力等）作用下会遭到破坏，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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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7和图8可以看出，在-29℃
的条件下，65A放电30s的过程中，采
用胶体电解液B的蓄电池的低温起动

结论

3.3 测试蓄电池的低温起动性能：

性能明显高于采用胶体电解液A蓄电

与常规转速条件下相比，

按SAEJ537-2011标准测试各电池-18℃

池的。测试数据显示，放电至5s时的

以超高转速搅拌剪切配制的

低温起动性能：将蓄电池放在-18℃±

平均电压高出0.339V，放电至10s时的

胶体母液中颗粒的粒径更小，
粒径更均匀。把这样的

1℃的环境中，保持至少20h，使蓄电

平均电压高出0.370V，放电至15s时的

池内部温度降至-18℃±1℃，然后以

平均电压则高出0.355V。而且，与-

SiO 2 胶体母液用于制作起动

Icc= 65A持续放电30s时，记录蓄电池

18℃条件下的结果相比，这种优势更

型AGM胶体蓄电池，可以得

放电电压。

加突出。

到更好的低温起动性能，尤

TECHNOLOGY WORLD

于降低蓄电池的内阻，从而有利于提
高电池的大电流放电性能。

其是-29℃超低温性能。
参考国标GB/T 5008.1—2013，
测试-29℃低温起动性能：将蓄电池
在-29℃±1℃试验环境中，保持至少
24h，以使蓄电池内部温度降至-29℃
±1℃，然后先以Icc=65A的电流放电
30s，静置20s后，再以0.6Icc=39A的
电流放电40s。
图7 -29℃低温起动性能放电曲线图(各5只电池)

从图5和图6可以看出，在放电过
程的主要阶段，采用胶体电解液B的
蓄电池的放电电压均高于采用胶体电
解液A蓄电池的。测试数据显示，放
电至5s时的平均电压高出0.188V，放
电至10s时的平均电压高出0.206V，放
电至15s时的平均电压高出0.197V。作
为起动型铅酸蓄电池，起动车辆的时
间一般小于5s，因而放电5s时电压的
高低是衡量蓄电池起动性能的最主要
指标。

图8 -29℃低温起动性能放电曲线图(平均值)

解剖电池
对完成-29℃超低温性能检测的
蓄电池进行解剖观察，在极群组的上
部、两旁的间隙充满了固态状的胶体，
而且在AGM隔板的不同部位也有胶体
存在。SiO 2 胶体进入隔板中的含量以
及渗入AGM隔板中路径的长短，对蓄
电池的性能有着重要的影响。SiO 2 胶

图5 -18 ℃低温起动性能放电曲线图(各5只电池)

体进入隔板中的含量越多，渗入路径
越长，在隔板中的分布越均匀，对蓄
电池性能越有利。而与之相关的主要
影响因素，除AGM隔板的结构和吸附
特性外，还有胶体中的SiO 2 颗粒的粒

图6 -18 ℃低温起动性能放电曲线图（平均值）

径和分散稳定性。
2018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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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Preparing Colloidal
Electrolyte
1.Preparation of the colloidal mother
solution: First, add 15-180L of pure water
into the mixer tank, and then add 400500 g of dispersant B; next, set the mixer
rotation speed to 2-3kr/min and start the
mixer to stir, followed by the inhalation of
vapor-phase nano-SiO2 with a vacuum
tube, and continue to stir for 1-3h. The
solution prepared according to the
above process is marked as “Colloidal
Solution A.”In addition to the same conditions and process, “Colloidal Solution
B”is prepared using an ultrahigh-speed
shear mixer at a speed of 8-10 kr/min.
2.Preparation of dilute sulfuric acid solution: Add additive N into 680-710 ml of
pure water, which will be well stirred,
then add 350-380 ml of concentrated
sulfuric acid while stirring. Stir it evenly
and cool it for use later.
3.Preparation of colloidal electrolyte: Take
1200-1500g of dilute sulfuric acid solution, which will be added with 120-140 g
of colloidal mother solution while stirring,
and continue stirring until it is even. The
colloidal electrolyte prepared using
“Colloidal Solution A” is labeled “Colloidal
Electrolyte A” and the colloidal electrolyte
with“Colloidal Solution B” is labeled
“Colloidal Electrolyte B.”

(shear force, electric field force, etc.),
resulting in thinner medium and decreased viscosity. Once the external force
disappears, the structure recovers and
the viscosity increases. This is colloidal
thixotropy, which is reversible.

tration into the plate and the separator.
3.Testing the battery: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f residual bubbles inside the
battery and ensure full penetration of
electrolyte, the vacuum pumping method is used to fill the prepared electrolytes into 5 pieces of same conventional 12V5Ah motorcycles star ting
batteries.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colloidal mother solutions, shear force is applied to
fully disperse the SiO2 in the medium.
During the dispersing process of the SiO2
aqueous dispersion, with increasing stirring rate, the larger SiO2 particles formed
due to aggregation can be better dispersed into smaller particles, so that the
vapor-phase SiO2 particles will be better
dispersed in the colloidal electrolyte, improving the dispersion stability of the
SiO2 colloidal electrolyte.
As can be seen from Figures 1 and 2, the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s of the two SiO2
colloidal mother solutions are bimodal,
but with ultrahigh-speed stirring, the SiO2
particle size becomes smaller with a
higher peak, i.e. higher content of small
particles.

3.1 Testing battery quality : Before filling
the electrolytes, the dry batteries are
weighed. The initial charge is completed
using the initial charging method of two
charges and one discharge (5 stages in
total). Then the battery is accurately
weighed again. Table 1 shows that the
battery weights before filling the electrolytes and after the initial charge are
sufficiently consistent to meet the test
requirements.
3.2Testing the open-circuit voltage, internal
resistance and capacity of the batteries :
Test the open-circuit voltage and internal
resistance of each battery with the FBT50 motorcycle battery tester. In a constant temperature environment of 25° C,
the initially charged batteries were discharged at the constant current of 0.5 A
to the final voltage of 10.5 V to obtain
the C10 capacity of the batteries. The results in Table 2 show that the internal
resistance of the batteries using Electrolyte B is smaller, indicating that ultrahigh-speed sheared colloid is beneficial
in reducing internal resistance, thus

2.Testing the colloidal electrolytes: The
results of the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tests on Colloidal Electrolyte A and B are
shown in Figures 3 and 4.
Figures 3 and 4 suggest that the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s of the electrolytes are
unimodal, but the SiO2 particle size is
smaller and the distribution range is narrower in B,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perfusion of the electrolyte and its pene-

Test
1.Testing colloidal mother solution: The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the prepared
colloidal mother solutions is tested with a
LB-500 Laser Particle Size Analyzer. The
results are shown in Figures 1 and 2.
The size of the vapor-phase nano-SiO2
primary particles is 7-40nm, and the particle size of their aggregate is between
200 and 500 nm. The fumed silica
aggregate contains a variety of silicon
hydroxyls, which are highly easy to form
a three-dimensional mesh structure in a
liquid system. The structure can be damaged under the action of external forces

电池编号

灌注胶体电解液前电池质量

初充电完成后电池质量

胶体电解液A

胶体电解液B

胶体电解液A

胶体电解液B

1

1424

1423

1776

1775

2

1426

1427

1779

1778

3

1422

1422

1777

1776

4

1426

1427

1781

1783

5

1424

1426

1778

1780

平均值

1424.4

1425.0

1778.2

1778.4

极差

4

5

5

8

表1 蓄电池的质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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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阻/Ω

容量C10/Ah

胶体电解液A

胶体电解液B

胶体电解液A

胶体电解液B

胶体电解液A

胶体电解液B

1

13.074

13.084

16.05

16.14

5.450

5.730

2

13.072

13.055

15.88

16.06

5.595

5.700

3

13.086

13.078

16.28

16.07

5.635

5.695

4

13.037

13.066

16.17

15.74

5.715

5.630

5

13.056

13.069

16.17

15.85

5.710

5.545

平均值

13.065

13.070

16.11

15.97

5.621

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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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路电压/V
电池编号

表2 蓄电池的开路电压、内阻和容量
improving the high-current discharge
performance of a battery.

indicator in determining the starting performance of the battery.

3.3 Testing the low-temperature starting
performance of the batteries : Test the
low-temperature starting performance of
the batteries at -18°C according to the
SAE J537-2011 Standard. The batteries
are placed in a -18±1°C environment for
at least 20h, so that their internal
temperature is cooled down to -18±1°C,
followed by continuous discharge for 30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cc=65A. Battery
discharge voltages are recorded.

Figures 7 and 8 suggest that the lowtemperature starting performance of
batteries with Electrolyte B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Electrolyte A batteries
at -29°C after discharging for 30s at 65A.
The test data show that the average
voltage is 0.339V higher after discharg-ing
for 5s, 0.370V higher for 10s and 0.355V
higher for 15s. Moreover, this advantage is
even more pronounced compared to the
results at -18°C.

Test the low-temperature starting performance of the batteries at -29°C as per
the GB/T 5008.1—2013 National
Standard. The batteries are placed in a 29±1°C environment for at least 24h, so
that their internal temperature is cooled
down to -29±1°C, followed by discharge
for 30s with Icc = 65A. Then they are left
there for 20s and discharged for 40s at a
current of 0.6 Icc = 39A.
From Figures 5 and 6, it can be seen that
in the main stage of the discharging process, the discharge voltages of the
batteries with Electrolyte B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Electrolyte A batteries. The
test data indicate that the average voltage
at the point of 5s is 0.188V higher, 0.206V
higher till 10s, and 0.197V higher till 15s.
Since the starting time of a vehicle is
generally less than 5s, the voltage level
of a lead-acid starting battery when
discharged for 5s is the most important

Dissecting the batteries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speed, the size of particles in
the colloidal mother solution
stirred and sheared at an ultrahigh speed is smaller and more
uniform. A starting type AGM
colloidal battery produced with
such SiO 2 colloidal mother
solution has better low-temperature starting performance，
especially the ultralow temperature performance at -29°C.

Observations were performed on the
batteries after ultralow temperature performance testing at -29°C. The gaps on
the top and both sides of the plate pack
were Þlled with solid-state colloids, and
colloids were present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AGM separators. The content of SiO2
colloid in the separator and its penetration length in the AGM separator have
a signiÞcant impact on battery performance. More SiO2 colloids in the separator with longer inÞltration path and
evener distribution will be more
favorable to battery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to the structure and the adsorption properties of the AGM separator, the
major inßuencing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battery performance also include the
particle size and dispersion stability of
the SiO2 particles in colloid.
2018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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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区块链技术
在能源领域的应用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the Energy Field
文 | 叶子闻
By Ziwen Ye

当你无需信任任何陌生人就可和
其完成交易，当你无需借助任何第三
方即可完成网购时，区块链已让仅存

所有人进行备份，使得系统中每个人

于乌托邦世界的治理体系得以实现。

都有一个完整的账本(分布式数据库)。

主要对海量的数据进行分析管理及应
用，区块链实现了数据的高安全性和

老生常谈
— — 何为区块链
从核心意义来讲，区块链是一个

理解了上述概念，我们不难总结

高可靠性，两者既不冲突，也不能互

出区块链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去中心

相取代，而是针对不同应用场景下对

化(不依赖中介机构)、去信任、集体维

于数据的解决方案。

护、公开透明、难以篡改等。

简单的链式数据结构(一个链表)，每
一个链表(区块)里面都包含了前一个
区块的加密哈希值。这种方式创造出

4)人人都需成为区块链的专

拨云见雾
— — 区块链之误区

一条有效的、不可篡改的由区块及其

家？——区块链和普通人无直接的
关系，就像我们无需知道细胞内底物
水平磷酸化(SLP)，人体即可使用由

对应指纹信息所构成的链，并一直延

1)区块链就是比特币？——区块

伸指向创世区块。若系统中的每个人

链并不等同于比特币，区块链是比特

都备份了整个链表，这个系统即为一

币的底层技术。

个去中心化的分布式数据库，并且通

糖分产生的能量一样。
5)区块链只是投资者获取财富的
下一个风口？——根据区块链的特点

过重复加密哈希函数来防止恶意篡

2)区块链解决了什么问题？——

分析，具有无中介参与、过程高效、

改。说的通俗一些，所有的系统背后

区块链最大的贡献是解决了中介信用

数据高度安全等任意需求的行业都有

都有一个数据库(账本)，目前是谁的

问题。信息具有很强的价值属性，例

区块链的用武之地，只要生活中有与

系统谁来记账，例如腾讯记微信的账

如汇款交易信息等，目前需要中介等

信任相关的地方，都有区块链的存在

本，阿里记淘宝的账本。而区块链技

第三方来“保驾护航”，信息价值传输成

价值。

术是一种全民参与记账的方式，系统

本高。通过区块链技术可完成双方互

中任何的数据变化系统中每个人都可

信的转账行为。

以参与记账，系统会评判记得最快最
好的人，并把他记录的内容写到账

3)区块链和大数据傻傻分不

本，并将这段时间内账本的内容发给

清？——二者并无直接关系。大数据

旧瓶装新酒
— — 当能源遇上区块链
区块链具有数据的确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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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高效传输等独特优势，可以广
泛应用于金融服务、合同契约、慈善
公益、物联网等行业。

的预期步伐。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
化、去信任化、透明性、公平公开性

虽然区块链进入能源行业较晚，

和分布性决策与当前能源改革的需求

但从其闯入能源行业的那一天起，就

吻合。因此，借助区块链有望打造一

引起了行业内外人群的高度关注。能

个去中心化的电力市场，并促进分布

源行业应用区块链技术的目标是提供

式能源的快速发展。

间传达。该技术有助于加强个人消费

能源区块链的应用场景广泛，包
括了：

自主权。而除了可以执行能源供应交

1)个人能源系统——买卖电力，

区块链进入能源领域绝非偶然。

如雨后春笋的生长之势却囿于上网交

2)社区能源模型——电池管理，

的帮助下，可以有效地控制能源网络。

并建立一个节约型的电力池(如纽约布

智能合约将向系统发出信号，制定如何

鲁克林区的微电网沙盒社区)；

启动交易的规则。此类流程将基于智能
合约的预定义规则，可以确保所有的能

3)将能源买家与可再生能源系统

量和存储流都是自动控制的；

的运营商联系起来；
再次，区块链能将所有能源交易

易系统的不完善：需求侧的用户通过
分布式能源逐步开始扮演消费者和生

各个层次上进行交易；
其次，在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

随着能源行业变革的推进，售电市场
也逐步加大开放力度，而分布式发电

系统运营商和供应商等，通过区块链

太阳能，燃气等能源；

易外，区块链技术还可以提供计量，
计费和结算流程的增值服务。

电力生产商、配电系统运营商、传输
网络可直接将生产者与消费者联系在

者和生产者的市场影响力，这也使消
费者直接拥有购买和销售能源的高度

首先，区块链所支持的去中心化
的能源供应系统能简化多层系统，像

一种去中心化的能源系统，使能源供
应合同可以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

利剑常悬
— — 警惕区块链羊皮下的狼

4)打造虚拟电厂，聚合多种分布

数据分散地存储在一个区块链上，将

产者的双重角色，电力系统想要赋予

式能源。虚拟电厂无需改造电网，就

有可能保持所有能量流和业务活动的

需求侧的用户更多的主动权，用户却

能够让各种分布式能源参与电力市场

分布式和安全记录。

因信息的不透明及繁琐流程等导致交

并提供市场运营等辅助服务，实现电

易极其低效，无法跟上能源行业变革

能实时交易。

能源区块链会产生什么效应呢？
2018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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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积极拥抱新技术的同时，
也要警惕盲目乐观，过于急切。能源
行业要时刻谨记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
剑，有效管控行业风险。
要快速看清区块链目前底层技术
不成熟，基础设施不完善的状况
目前区块链技术还处于早期阶
段，统一的技术标准尚未形成，目前
主流的区块链系统其成熟度都不能支
撑大规模现实商业场景，其技术的扩
展性还需经过实践考验。
要警惕概念炒作，特别要区分是
技术创新还是集资创新，需充分论证
区块链技术和自身需求的匹配程度，
不能为了区块链而区块链；
要高度警惕只有名字、无战略、
无团队、无开发的“空气项目”
此类“非法公开融资”对行业自身
的戕害，会给投资者造成无法挽回的

Old talk — What is blockchain?
In its core sense, a blockchain is a simple
linked data structure (a linked list) with
each linked list (block) containing
a cryptographic hash of the previous block.
That creates an effective, irrevocable chain
of block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fingerprint information that can be traced
all the way back to the genesis block. If
everyone in a system backs up the entire
linked lists, the system is a decentralized
distributed database and is protected from
malicious tampering by repeating
cryptographing the hash function. Simply
put, there is a database (ledger) behind all
systems, and the current system owner will
keep records. For example, WeChat
accounts are recorded by Tencent, and
Taobao accounts are recorded by Alibaba.
Blockchain technology is a way for all parties
to participate in bookkeeping. Any data
change in the system can be recorded by
any party in the system, which will judge
the fastest and best bookkeeper and write
his records into the ledger. The contents of
the ledger during this period will be sent
to all parties for backup, so that each party
in the system has a com-plete ledger
(distributed database.)

损失。
区块链行业健康发展，亟须科学
监管，监管之道在于通过区块链技术
本身实现对技术的监管。能源行业的
从业者们任重而道远，怀抱着对新技

Clearing up
— Misunderstanding of
blockchain
1)Is a blockchain a bitcoin? A blockchain is
not the same as a bitcoin. Blockchain is the
underlying technology of bitcoin.

术美好愿景的同事们更要兢兢业业、
稳步前行，在区块链的带动下，促进
行业稳定健康快速发展。

2)What problem does blockchain solve?
The biggest contribution of blockchain is
that it solves the problem of intermediary
credit. Information has a strong value attribute, such as remittance information,
which requires an intermediary to protect
its conÞdentiality, resulting in costly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Blockchain allows
money transfer with mutual trust.
3)Confused by the concepts of blockchain
and big data? There is no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Big data is
mainly used for the analysis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assive data, while
blockchain enables high security and high

reliability of data. They do not conßict with
each other and cannot replace each other.
Instead, they are data solutions for different application scenarios.

4)Does everyone need to be a blockchain expert? Blockchain has no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ordinary people, just as
we do not have to know the substratelevel pho-sphorylation (SLP) in our cells in
order for our body to use the energy
generated by sugar.
5)Blockchain is only the frontier for investors to make money?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lockchain, any industry with a need for
no inter-mediary, high process efÞciency
and high data security may require the
use of blockchain. As long as trust is
required in life, blockchain has its value.

Old bottles with new wine
— When energy comes across
blockchain
Thanks to its unique advantages in terms
of copyright verification and use of data
and efficient transmission of value,
blockchain may be widely applied in
finan-cial services, contracts, charitie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other industries.
Although entering the energy industry
relatively late, blockchain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people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industry from the first day it was
applied. The goal of the application is to
provide a decentralized energy system
that enables direct energy supply
contracts between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The technology helps to
strengthen the market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allowing consumers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n direct energy purchasing and
selling. In addition to performing energy
supply transactions, blockchain technology
is also able to provide value-added services
in metering, billing and settlement
processes.
It is no accident that blockchain enters the
energy sector. As the reform of the energy
industry advances, the power sales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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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blockchain ha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 scenarios, including:
1)Personal energy systems—buying and
selling electricity, solar energy, gas and
other energies;
2)Community energy model—battery
managing and establishing an energysaving power pool (such as the microgrid
sandbox community in Brooklyn, New York);
3)Linking energy buyers with operators of
renewable energy systems;
4)Building virtual power plants to aggregate a variety of distributed energy
sources. The virtual plants do not need to
transform the power grid to allow various
distributed energy sourc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wer market and provide auxiliary
services such as market operations, realizing real-time power trading.

What effect does energy
blockchain generate?
First, the decentralized energy supply
system supported by blockchain can
simplify the multi-layer system comprising
power producers, distribution system operators, 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s and
suppliers, etc. Blockchain network is able to
directly link producers with consumers for
transactions at all levels;

Second, with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smart contracts, energy networks can b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Smart contract will
signal the system and formulate rules on
how to start a transaction. Such processes
will be based on pre-deÞned rules in smart
contracts that will ensure all energy and
storage ßows are automatically controlled;

Be aware of concept hype, and in particular, technical innovation or financing innovation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Adequate
demonstration is required with regard to
the compatibility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with own needs, instead of merely for the
sake of blockchain;

Third, blockchain allows decentralized
storage of various energy transaction data
in a blockchain, enabling distributed and
secure recording of all energy flows and
business activities.

Be highly vigilant of
“empty projects” that have
only names without strategies,
teams and development

Always be alert to
the Sword of Damocles
— Watch out for the
risks in applying blockchain
While actively embracing the new
technology, we must also be alert to blind
optimism and haste. The energy industry
should always be alert to the Sword of
Damocles with effective control of the risks
in the industry.

Timely beware the
immature underlying
technology and incomplete
infrastructure of blockchain.

INDUSTRY & ECONOMY

becomes more open. However, the fast
growing trend of distributed power generation is hampered due to the incomplete
online trading system. Since the demandside users are gradually playing the dual
roles of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through
distributed energy, the power system
needs to provide them more autonomy,
but it is extremely inefficient in transaction
because of information opacity and cumbersome processes, causing them unable
to keep up with the expected pace of
change in the energy industry. The decentralized, trust free, transparent, fair and
open, and distributed decision making
features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are in
line with current needs of the energy reform.
Therefore, the use of blockchains is expected
to create a decentralized electricity market
and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stributed energy.

Such “illegal public Þnancing” is detrimental to the industry in addition to irreparable losses to investor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blockchain industry requires urgent scientific
super-vision which should be done
through the blockchain technology itself.
Energy industry practitioners have a long
way to go and should work diligently and
move steadily forward with a good vision
for the new technology, so as to promote
the stable, health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blockchain.

Currently, blockchain technology is still in
its early stage, and a uniÞed technical
standard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The
current mainstream blockchain systems are
not sufÞciently mature to support largescale real-life business scenarios, and their
technical expansibility needs to be tested in
practice.

参考文献：
[1]佚名，《区块链这场始料未及的革命到底能带来什么？》，搜狐网，
2018，http://www.sohu.com/a/215906355_100005884
[2]佚名，《能源区块链：摸索中前行》，中国储能网，
2018，http://www.escn.com.cn/news/show-512939.html
[3]王观，《三问区块链》[N]，人民日报，2018-2-26 (860)
[4]窦佳丽，《抓住区块链这个机遇》[N]，人民日报，2018-2-26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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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的现在与未来
文 | 陈国巍

环境是人类发展的根本。基于这个共识，探索清洁能源的利用方法成为解
决人类发展过程中能源和环境两个根本问题的主要途径。当前，基于环保理念的
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引领着全世界范围的电池产业升级与变革。

美、日本等世界主要汽车强国均表示

新能源汽车加速前进
锂电池迎来爆发契机

要将新能源汽车发展提升至国家战
略，并纷纷出台相关政策，积极促进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欧盟一些国家甚
至提出“禁止销售燃油时间表”。对

推动节能、环保型新能源汽车的

此，中国也不落人后，主动出台各项

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任务。欧

新能源汽车新政，推动新能源汽车的

27

产经视线

工信部目录的动力电池企业只有90多

随着新能源汽车战略在全球的铺

励、驱动下，新能源汽车展现出蓬勃

家，但实际国内锂电企业数量已经超

开，动力电池的全球化竞争也势必会

的发展势头。

过200家，其中不在工信部目录的动

日趋激烈。面临国际电池制造商的强

力电池企业很多都是小企业，同大企

大竞争，中国电池制造企业一定要重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期发布的

业相比，技术几乎不存在优势，很多

视锂电池核心技术的研发及投入，加

2018年1-7月汽车工业运行情况数据显

都是低端重复建设。”此外，2017年我

快实现动力电池的革命性突破，生产

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国动力锂电池出货量约为37.06Gwh，

出满足车用标准的高端锂电池。只有

50.4万辆和49.6万辆，比上年同期分

而到2017年年底，我国动力电池名义

优化产能，取得技术提升或突破，方

别增长85%和97.1%。其中，纯电动汽

上的产能已经超过170Gwh。

能抓住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的机遇，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

车产销分别完成38.2万辆和37.3万

展。

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71%和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动力电池

82.4%；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

产能的确存在结构性过剩的问题。但

别完成12.2万辆和12.3万辆，比上年同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锂电池产能的过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理事长陈清

期分别增长148.9%和160.9%。新能源

剩，主要是低端产能的过剩。虽然新

泰指出：“电池企业必须要以全球的视

汽车产销量呈现同比高速增长的趋

能源汽车发展已成为锂电池产业新的

野生产一代、开发一代、预研一代，

势。

增长极，但是很多企业生产的动力锂

确保始终站在世界前沿。”只有这样，

电池并不能满足车用锂电池标准，它

才能保证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内、国

们的产能很大，但均处于低端水平，

际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及壮大。

基于国内新能源市场发展的良好
态势，加之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也正

所以，这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导致了

在迅速升温，业内人士断言：锂电池

锂电池低端产能过剩，满足车用标准

产业正面临自上世纪微电子技术发展

的高端产能则不足。

时期以来的又一次爆发式增长契机。
然而，在面临又大又香的蛋糕
时，人们总是忍不住一哄而上。

结构性产能过剩
行业兼并与重组加速
在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国家利好政

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新材料和
新能源汽车三大产业中的重点交叉产
业，为保证其核心技术得以创新突

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另一面是资本

破，产业间必须协同发展、合作共

运作步伐加快，行业兼并重组加速。

赢。动力电池企业一方面要完善产学

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中国动力电池配套

研协同创新体系，推进技术、管理、

企业从2015年大约150家降到2017年

体制和模式的创新，全面提升创新能

的100家左右。而拥有满足车用标准的

力，实现动力电池核心技术的重大突

高端产能的动力电池企业占据了大部

破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与整车企

分市场份额。据统计，2017年装机量

业、上游材料企业构建新型“整车-零

前五的动力电池企业的市场份额已达

部件”合作关系，探索和优化产业技术

61%，2018年预计将提升至71%。

创新联盟成本共担、利益共享合作机

策的驱动下，整车、传统汽车零配

制，促使动力电池关键核心技术处于

件、非汽车领域电池等生产企业均纷

如果说结构性产能过剩只是产业

国际领先水平，新能源汽车的全球影

纷扩能或进军动力锂电池生产领域。

发展过程中必走的一段弯路，那么，

响力和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推进全

不少业内专家担忧，中国的锂电池产

近在咫尺的中兴芯片事件则警示国内

产业链协同高效发展，携手共建、合

能是否会像几年前钢铁、煤炭一样出

电池制造商们：格局切忌局限于当

作共赢。

现产能过剩的顽疾。

前，眼光务必着重于长远。

国家科技部863计划电动汽车重
大科技专项特聘专家王秉刚曾在接受
采访中指出：“2017年，配套产品进入

INDUSTRY & ECONOMY

快速发展。在国际和国内政策的鼓

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促进行业协同发展
2018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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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狮科技在电池制造领域耕耘三十余年，积累了行业顶尖的技术优势。近年来，公司抓住能源
转换和一带一路两大战略契机，逐步加大锂电产业链布局，目前已取得突破性进展。现在，猛狮高
端锂电产品性能优异，覆盖多种应用场景，深受市场欢迎。

三元电芯

18650圆柱形锂电池

21700圆柱形锂电池

26P圆柱电池( 3.6V）

4.0Ah(2C快充) 圆柱电池( 3.6V）

能量密度：200~210Wh/kg 循环寿命：≥1000次

能量密度：200Wh/kg 循环寿命：≥1000次

29P圆柱电池( 3.6V）

4.2Ah 圆柱电池( 3.6V）

能量密度：220~230Wh/kg 循环寿命：≥1000次

能量密度：230Wh/kg 循环寿命：≥1000次

32E圆柱电池( 3.6V）

4.5Ah 圆柱电池( 3.6V）

能量密度：250~270Wh/kg 循环寿命：≥1000次

能量密度：245Wh/kg 循环寿命：≥1000次
5.0Ah 圆柱电池( 3.6V）
能量密度：260Wh/kg 循环寿命：≥1000次

应用领域：
纯电动乘用车、SUV、微型面包车、轻型卡车，配套的城市配送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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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解码

软包电芯

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系统
三元锂离子电池系统

航模无人机电池

应用领域 ：

高电压（4.35V）;

纯电动大巴车、纯电动环卫车、

超薄尺寸（1.9mm）；

纯电动物流车等。

高能量密度（660Wh/L）, 高硬度、

NEW PRODUCTS

PACK组装案例

锂离子起动电池

起动电流45~1250，起动电压12.8V，
替代铅酸电池容量：3Ah~40Ah
起动电流为实测放电电流(10秒@25℃)，

高平整度；
比容量大，自放电率低、安全性能好。
应用领域 ：
移动电源、无人机系统等。

请勿使用铅电池CA测试仪测量锂电池
CA值。
工作温度：-10℃~55℃(14℉~131℉)，
如果环境温度低于15℃，代铅酸电池容
量值应适当降低。
包括塑料垫片。
高功率铁锂电池技术，瞬间放电倍率
>60C；
市场同类产品中低温倍率性能最好，
更适用于低温环境；

软包电池组

储能系统

容量高于市场同类产品，不用担心电池
因容量低、车辆耗电大而造成过放电；
高低温性能稳定（-100C~550C）；
能量密度高，电池重量仅为铅酸电池的
三分之一；
自放电低，存放一年内可直接装车使用，
无须定期补充电；

超长循环寿命
长达300次充放电循环，
电量保持80%以上；

寿命是铅酸电池的2倍以上，预期使用

超高倍率放电

寿命5-8年；

平均高达20C倍率放电，

产品放电电压平台比铅电池高约0.8V，

满足无人机复杂条件下的飞行需求；

通信用后备电源系统

超高能量密度
体积小，能量大，满足无人机长时间

通信用可充电磷酸铁锂后备电源系

续航需要；

统的产品性能指标：

轻量化设计

1U~NU组合，

采用高能量密度钴酸锂电池，体积小、

例:48V50Ah(15&16串)，19”3U机箱

瞬间输出功率更高，可提升起动效率改
善引擎点火频率，使气缸内燃烧更完全，
车辆动力更强；
可任意方向安装使用；
环保绿色能源；
2年保修期。

重量轻，续航更持久。

2018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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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自由
苏州猛狮智能车辆秀
文 | 张素琴

活力随行
逃离喧嚣，回归宁静，寻找原生态生命的放肆与激情
DYNABike，爱运动，爱自由

拿铁山地车
Latte Mountain Bike

时尚π
让都市的微风吹走疲倦
陪伴不只是相依相偎，更是内心深处的遇见
精致生活，就该有π

时尚引领滑板车
Fashion leader--π E-scooter

前叉Front Fork

双肩铝合金避震前叉 机械锁死

轮胎 Tires

INNOVA, IA-2112 26*1.95 A/V

变速Gears

SHIMANO, RD-M310

变把Shifter Lever

SHIMANO, SL-TX50 7S

外形尺寸Overall Dimensions

1780*650*1180
25Kg

包装尺寸Packing Sizes

350*530*1150mm

整车重量Vehicle Weight

整车重量Vehicle Weight

8kg

最大载重量The Maximum Load 150Kg

车架材质Frame Material

碳纤维

车架材质Frame Material

A6061

刹车Brake

磁闸

轮胎尺寸Tire Size

26"x1.95

电池容量Battery Capacity

36V/8.7Ah

电池容量 Batter y Capacity

36V/8.8Ah

电机功率Motor

36V/240W后置电机

电机功率Motor

36V/240W

最大时速Max Speed

24Km/h 三档速度

续航里程Range

60Km (助力模式下）

产品颜色Product Color

黑色

产品颜色Product Color

黑色

白色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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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 ASPECT
【解读】
孔子说：书本写出来的文字不能
完全表达要说的话，语言也不能完全
表达心意；这样的话，圣人的心意，
难道就不能让我们知道了吗? 孔子
说：圣人设立卦象，用象征来表达无
卦，将万事万物复杂变化的真伪尽情

中

By Bright Chen

The Interpretation of
Famous Quotations From Zhouyi

文 | 陈彦雄

经典名句解读

法用语言表达的深意，设立六十四
显示。
又附加卦爻辞，用来完美地表达
所要说的意思；通过变化的形式和贯
通的道理来尽力为人们谋求利益，用
其道理鼓舞百姓，全部发挥其神奇功
能。
Confucius said: "The written words cannot
fully express one's words; languages
cannot fully express his mind. Does it
really mean the saint does not want us
to know his mind?" Confucius said: "The
saint set up images of trigrams, use
symbols to express the meanings that
words cannot fully express, set up the
sixty-four hexagrams to show the

35
say, the forbiddance of people’s evildoing, are called Daoyi (morality and
justice).There are two elements of leadership: the first one is to be kindhearted;
the second one is the use of economic
means because wealth can be used to
gather people. If you are a boss, don't
be too stingy, otherwise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you to keep talents around. "Small
achievement can be based on intelligence, but great achievement, by virtue". It
is true for an enterprise and as well as
for an individual. For those who achieved
great causes that could last a long time
since ancient times, most of whom were
persons with great virtue. For an individual, learn to become an honorable man
before starting his career; without being
this, one will accomplish nothing.

COLORFUL FORUMS

money, but he can not live without spiritual
support. He can survive with extrem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but he is unable to
survive when his will power collapses.
The suicide of some of the material
abundance celebrity shows the root
cause of their suicide is the loss of
spiritual support! No spiritual support,
no pursuit. Ordinary people used to say:
being poor but happy and gay, this is
another kind of realm.

七彩论坛

authenticity of everything to express the
complex changes and attach the remarks
of the hexagram lines to perfectly express
what is to say. People are bene-fited by
the changes of forms and the truth they
showed them through their inspiration
and magic functions."

【解读】
因此，超越具体形象之上的叫做
道，具有固定形体的叫做器。将形而
上的道理和形而下的器具变化裁剪用
以应用，叫做变。推演而实行，用来
指导做事叫做贯通；把这种道理应用
到天下民众身上叫做事业。“道”重于
“器”，相对来说，精神高于物质，精
神重于物质。一个人可以没有钱，但
不能没有精神。经济多么困难都可以
生存，但人的意志垮了，便无法生存.

【解读】
天地的伟大品德是使万物生生不
息，圣人最宝贵的是崇高的地位。用
什么来守护这种地位呢? 是仁爱之
心。用什么来凝聚人心呢? 是财物。
管理财物，而端正人们的言辞，禁止
两大要素：第一是要有仁德之心；

没有了追求! 而老百姓所说的穷欢
乐，是一种境界!

So as for those without specific forms, we
call them Dao (metaphysical truth), and
for those with specific forms, we call
them Qi (apparatus). The making use of
the changes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metaphysical truth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pparatus is called change. And
the ded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rules to guide our work is called Break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ruth to
all the people is called Career. Dao
(metaphysical truth) is more important
than Qi (apparatus) and relatively speaking, mental world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hysical one. A man can have no

上古伏羲称王天下的时候，抬头
观察天上的星象，低头观察思考大地

有些物质极丰富的名人自杀，究其根
源是丧失了精神! 没有了精神支柱，

【解读】

民众为非作歹，叫做道义。当领导的

第二是要用经济手段，财可聚

的法则，又观察研究鸟兽的纹理和大

人。如果你是一个老板，千万不能太

地上一切事物所反映出来的道理，就

吝啬了，否则难以养住人才。“小成靠

近取法人体的形象，远处又取法各种

智，大成靠德”。 对于一个企业也

事物，在这种情况下画出了八卦，用

好，对于一个个体的人也好，都是这

来与神明的德性相贯通，把万物的情

样。自古成大业而能长久者，多是有

状相类比。

大德者。对于一个人来说，未做事，
先做人，做不好人，不会做好事。
The great virtue of the heaven and earth
is to make all things multiple endlessly,
and the most precious of saints is their
lofty status. What can be used to protect
this status? It is kindheartedness. What
should be used to the solidarity of public
feeling? It is property. The management
of property, the regulation of what people

When claiming throne in ancient times,
Fuxi looked up to observe the astrology,
lowered his head to observe and think
deeply about the rules of the earth and
observed the texture of the birds and
beasts and everything on the earth and
then found out the reason and relation
to follow the image of the human body
and all sorts of things as an example to
create trigrams which were used to
connect the virtue of the divinities, to make
an analogy of all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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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品德。民间所说的能屈能伸就是
此意。在现实中，屈比伸要难，也更
重要——弓不弯曲，箭难以射远。两
强相争，让一下很不容易。生活中的
很多事情都是双方不肯让步使小事变
大，直至不可收拾。历史上有大成

【解读】
《周易》所体现的思想是，事物
一旦到了极限就要变化，改变了才能
通达，通达了才能保持得长久。这一
“变”，当有两种含义：其一为自然要
发生变化，故不要怕变；其二为人为
求变，只有变了，才有更好的前景。
成语“穷则思变”就出自此处。事业、
人生不要怕变，当事情发展到了一定
阶段的时候，一定要变，也只有变
了，才有更大的前途，“变则通”，通
才会久。
The idea from Zhouyi embodies that
things will change once they reach their
extremes. Only after changes are made
can we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m. And such an understanding can
make them stay longer. There are two
meanings of such a “change”: one of
them is that it changes naturally. So do
not worry about such a change; the other
is to be changed by human efforts in
order to have a better future.

者，都是能屈能伸的典范：周文王食

【解读】
因此，《周易》通过卦象来表达
事理。所谓卦象就是对万事万物形象
的模拟。卦辞就是表现事理的材料。
所谓爻，是效法天下万事万物变化形
式和规律的标志。因此，吉祥与凶险
就表现了出来，而且悔恨与羞辱也就
明显体现了出来。
Therefore, Zhouyi divines things by the
Eight Diagrams which are the simulation
of the images of all things. The hexagram-records are a group of logical
expressions. The so-called hexagram is a
form or a sign to express the changing
rule that follows certain laws. As a result,
the auspicious and the disastrous situations can be expressed and the regret
and shame can be evidently seen.

From this came the idiom "adversity leads
to prosperity". So don't worry about the
change of your career and your life.
When things develop to a certain
stage/period, changes will certainly
happen. Only the change can bring you
better prospects and your careers will
last longer.

【解读】
尺蠖(huo)是一种靠身体一屈一
伸来前行的昆虫。所以，尺蠖的屈
曲，是为了伸展前行。信，伸展之
意。龙蛇的冬眠，是为了保存自己的
生命。感悟天地的大道而进入到神妙
的境界，是为了应用到实际生活与工
作之中。利用《周易》智慧趋利避
害，使生命得到安适，是为了崇尚更

子之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韩信受
胯下之辱，毛泽东的重庆谈判，无不
显现着屈伸的大智慧。
退比进要难——生活中，只知进
不知退是最蠢的表现了。在夫妻关系
中，掌握进退之道是关系和美的关
键。在同事关系中，进退之道是维系
良好同事关系的良方。在战争中，适
度的退有时比进还重要，没有红军当
年的退，就没有后来的新中国。

The inchworm is a kind of insect that
goes forward by bending and stretching
its body and obviously its bending is for
its stretching forward. Here “xin” and
“stretch” are homophones but have the
same meaning. Loong(dragon) and
snake's hibernate in order to save their
own life. So the aim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of the universe is to apply such
laws to our work and daily life. The use
of wisdom from Zhouyi is to avoid
disadvantages and for comfortable and
better life and to reach a higher morality.
This is the true meaning of “a real man
should learn to be flexible”. In reality,
bending is more difficult than stretching
and it is also more important-without
bending, an arrow can not go further. It
is not easy for one to give in when the
two super powers conflict. When both
sides refuse to compromise at this stage,
the situation will become worse. Here
are some model examples of flexibility in
history: King Wen of Zhou Dynasty who
ate the flesh of his own son, King
Goujian of Yue State who endured enormous hardships to survive, General
Hanxin suffering from such a disgrace —
he crawled between another's legs, Mao
Zedong's Chongqing Negotiation, all of
which are the model wisdom of the
flexibility.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move
backward than forward and it is the
most stupid performance for a man who
knows only going for ward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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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不积累，就不能成就美名；
恶行不积累，就不足以使自己灭亡。

的能力与才干做自己能够胜任的事。
否则将“其形渥”，结局将很坏。马谡
失街亭正是违背了这一原则，马谡被
问斩，其实诸葛亮也该受罚才是，因
其用人失当。

When being assigned on a new post, a
young student should not be anxious for
success, or for promotion. Being upset
by see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companion, he does not recognize his own
lack of experience accumulation. The
great wisdom for you is to go on your
experience accumulation and this is the
best policy.

Confucius said: "If one's morality is not
solid enough before one's gaining honored
status, lack of wisdom when striving for a
big goal,and having not enough strength
when shouldering heavy responsibility,
one will meet with misfortune. Zhouyi
said: "the legs of a cooking vessel brake,
the King's delicious food splashes and
gets dirty, and this will be signs of
disaster." All of these mean that a person
is incompetent to shoulder one's responsibility. As for an enterprise or a unit, the
best way to employ its employees is to
employ them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ies;
as for an individual, it is the best way to
shoulder one's responsibility according to
one's own ability and talents. Other-wise
the ending will be worse than expected.
The story, Ma Su and the Loss of Street
Pavilion, which happened in the period
of the Three Kingdoms, showed the
violation of this principle. Ma Su was
punished and sentenced to death.
Actually Zhu Geliang should also be
punished because of his improper use of
staffing.

【解读】

【解读】

小人认为，小的善行没有什么用处，

COLORFUL FORUMS

【解读】

Without building up of beneficence,
there will be no accomplishment for
one's good reputation; with the building
up of evildoing, there will be no good
end for one's life. Base persons consider
small benevolence useless and are unwilling to do it, so their evil deeds
accumulate till too much to cover, and
too late to save. Here is the description
in Zhouyi: “Instruments of torture are put
on his shoulders and his ears are covered with them. This is the symbol of
disaster." There is a process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good and evil. As an individual
person, success is also a process of
accumulation. In stock market, there is a
saying that “the longer the horizontal
line, the higher the vertical line”. That is
to say “the longer the Horizontal Price
Movement lasts, the higher it will rise”.
This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idea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ime and space
and the importance of energy accumulation.

七彩论坛

knowing going backwar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the key
point is knowing how to be flexib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agues,
flexibility is a good way to be on good
terms with others；without the retreat of
the Red Army in those days, there would
be no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1949
and this is another example to show the
importance of grasping the technique of
flexibility in battle.

因而就不去做，所以恶行积累起来，
以致无法掩盖，罪积到一定程度就无
法解救。
《周易》说：“肩上戴着刑具而
遮住了耳朵，这是凶险的象征。”
善恶都有个积累的过程。作为一
个个体的人，成功也有一个积累的过
程。股市上有“横有多长，竖有多
高”的论述，即横盘的时间越长，一旦
涨起来就越高。这即体现了时空转化

孔子说：品德不够深厚却地位尊

孔子说：君子要使自己立身安定

的思想，又体现了能量积累的重要。

贵，智慧不足却谋求的目标过大，力

然后才能行动，要先使自己内心平和

一个青年学生新到一个单位，不能急

量不够却担当过重的责任，很少不遭

然后才能发表言论，使彼此交情稳固

于求成，工作了一段时间就想被提

遇灾祸的。周易》说：“鼎足折断了，

了才能向对方有所求。君子能够在这

升，看到同伴被提拔了就不平衡，须

王公的美食被倾洒了出来，被弄得很

三个方面加强修养，才能完美无缺。

知，没有升起来，说明你积累得还不

脏，必有凶险”。这里所说的就是不能

自身尚处于危险不安的状态却要行

够。还要继续积累才是上策，才是大

胜任的意思。一个单位用人，要量才

动，则民众不会拥戴你；内心处于惊

智慧。

使用；一个个体的人，更要根据自己

恐不安的状态却要发表言论，那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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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不会响应；没有交情却求助对方，
那么民众不会支持。在民间经常有违
背上述论断的现象，结果可想而知。
与人初次相交，便开口相求，会弄得
很尴尬，对方很难允诺你，而且阻断
了交往下去的后路。所以，当你有事
相求于人的时候，一定要掂量一下和
对方的关系怎样了? 若感觉没底千万

【解读】

【解读】

不要开口，以免“民不与也”。 在当今

因此，履卦，教导礼仪，是德行

《易经》作为一部书，是人们时

的商场上也是一样，在争夺市场之

的基础；谦卦，教诲谦逊做人做事，

刻不能远离的；而作为《周易》阐释

前，一定要练好内功：抓好产品质

是德行的关键；复卦，教导回归本

的天地之道，却是经常改变的。这种

量，搞好内部管理，否则也是“危以

性，是德行的根本；

变动又不居于固定的位置，在每卦的

动”，会后院起火。
A gentleman is better to make himself a
stable foundation before any action to
be taken, to first make himself inner peace
before any comment to be made, to make
a solid friendship with others before any
favor to be asked. In order to be perfect,
a gentleman should strengthen his selfcultivation in these three aspects. If one
acts when being in a dangerous and an
uneasy state, people won't support him;
if one gives comment in a panic-stricken
state, there will be no response from the
public; without the companionship when
one asks for favor from others, there will
be no support from them either. Such
phenomenon can be seen here and there
and the end-result can be foreseen. Both
sides will be embarrassed if one asks a
favor soon after making friends with
each other. It will be very hard for one's
friends to make any promise to him and
thus block one's route for further contact.
So, make sure that about your relationship is solid enough before asking someone
for a favor. If the answer is negative, just
don't do it. In today's business world,
before any market competition, one must
practice good internal work,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producting quality of their
own, improve their own internal management, otherwise one will face a "dangerous situation”—internal contrad-iction
will occur.

六爻上周而复始地流转；或上或下，
恒卦，教导做事有定力，德行要

不断变动，没有常规，阳刚与阴柔相

稳固；损卦，教导克制欲望，以修养

互变化，不能看作固定不变的法则，

德行；益卦，教导向善，使德行更加

只能追求适应变的规律。

充盈，困卦，教导在困境中如何明辨
德行；井卦，教导修德要像井一样不
出其位，巽卦，教导因时利导，将德

这段文字中心思想是在讲变易，
变化是《周易》的灵魂。

行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由此段可知，
先人是多么看重美德，《周易》是多
么重德! 学《周易》一定要修德!
Therefore, the 10th Hexagram Lv, the
instruction of courtesy, is the root of
virtue; the 15th Hexagram Qian, the
instruction of behavior, is the key of
vir tue; the 24 t h Hexagram Fu, the
instruction of the return of a person's
character, is the foundation of virtue; the
32nd Hexagram Heng shows the willpower
for handling affairs and the steadiness of
virtue; the 41st Hexagram Sun shows how
to restrain one's desire as well as selfcultivation; the 42nd Hexagram Yi shows
how to do good turns and make one's
virtue well-developed; the 47th Hexagram Kun shows how to distinguish the
true virtue when in trouble; the 48th
Hexagram Jing shows the cultivation of
morality be as upright as the digging of
a water well and the 57th Hexagram Xun
shows how to guide and control virtue
within a certain range. From the above
content we can see the importance of
virtue in the eye of our ancestors and
Zhouyi. Only by cultivating morality can
we grasp the essence of Zhouyi.

As a book, Yijing is the one that is
always needed; as Dao that Yijing's
interpretation, is in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without regular rules to follow. Each
of the six hexagrams has been moving
up and down without stopping. There is
no fixed rule to follow the change from
Yin and Yang and what we can do is to
adapt to such a change.
The main idea of the above paragraph
shows that changing is the soul of
Zhouyi.

【解读】
《易经》作为一部书，所论范围
广大而无所不包，其中有天的规律，

39

七彩论坛
COLORFUL FORUMS

《创易三圣》 陈彦雄 作

有人世的规律，有地的规律。既然
《周易》无所不包，研易者真的要像
北宋易学大家张载所言：“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indicates strong and hard while earth,
weak and soft. However, the Dao which
human beings follow, if according to the
Dao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nature, can
be an invincible one.

万世开太平! ” 天道又表示时间，地道
又表示空间；天道主圆，地道主方。
天道主男。地道主女。天道主刚，地
道主柔。而人道，若效法天地之道行
事，依照自然规律行事，则可无往不
胜。
As a book, Yijing talks about allencompassing objects, in which the laws
of heaven, the laws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laws of our earth are included.
Because of this, what the researchers on
Yijing should do is follow what Zhang Zai
(key researcher of the North Song
Dynasty)said: setting your mind for
heaven and earth, for people and for the
everlasting peace and tranquility of the
world.

【解读】

这一段讲的是察言观色的功夫。
掌握了这些，就可洞悉人表里不一的
种种表象，早察反叛之先机。
For those who are going to be betrayers,
they should have a shameful expression
while talking; for those who are confused, their words should be not clear and
disordered; lucky persons tend to be a
little bit quiet and fewer words; impetuous people tend to speak more and for
those who frame up good people, their
speeches tend to drift away and changeable;for those who live without personal integrity, their speeches tend to be
ambiguous and not straightforward.
This passage talks about the technique
of trying to read one’s thoughts from his
words and facial expressions. Master the
above techniques, and you will understand others thoroughly through their
duplicity and find out their rebellion
beforehand.

将要背叛的人，说话就会有羞惭
的表情；内心有疑惑的人，他的言辞

The Dao of heaven indicates time and
the Dao of earth indicates space; the
Dao of heaven indicates circle/round
and the Dao of earth indicates square.
The Dao of heaven also indicates male
while earth, female. The Dao of heaven

就不清而杂乱。吉祥的人少言寡语；
性情浮躁的人说话就多，诬陷善良的
人，说话会游离多变；有失操守的
人，说话就含混而不直截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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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窥今
浅谈企业用人之道
文 | 王萍萍

电影《天下无贼》里黎叔有一句

道我为什么能够夺取天下，而项羽那

之杰，我能大胆地使用他们；而项羽

经典对白：“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

么多军队却失去了天下吗？”众大臣七

有一个范增却不能用，这就是我能夺

才!”人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古今

嘴八舌，有的说：“您治军严厉，甚至

取天下，而项羽失去天下的原因啊。”

中外，治国也好，治企也好，得人心

苛刻；项羽太讲仁义了。”有的说：

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一个优

“您最大的特点，是有功者赏，有罪者

刘邦给了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

秀的领导者，必须能够识人用人，知

罚；而项羽疾贤妒能，有功者害之，

作为领导者，不一定要有很深的专业

人善任。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是

贤能者疑之。这就是您得天下而项羽

知识，但要懂得领导智慧，特别是识

我们的经典教科书。本文仅从历史长

失天下的原因。”刘邦笑了，说：“你

人用人方面。刘邦是个不爱看书不会

河中撷取几个小故事，希望能对现代

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之所以能

武艺的市井之人，但他精通识人用人

企业的用人之道有借鉴意义。

夺取天下，主要是因为我善于识人用

之术，最后夺取了天下。项羽出身于

人。要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

官宦之家，知书达礼，武艺高强，但

我们先来看刘邦和项羽的故事。

外，我不如张良；管理国家，安抚百

他不会识人用人，最后只好演出了一

刘邦打败了项羽，统一了天下，建立

姓，做好军队的后勤保障工作，我不

场《霸王别姬》了事。

了大汉江山。一天，他大宴群臣，在

如萧何；统帅百万之众，战必胜，攻

宴会上，他乘着酒兴问群臣：“你们知

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是人中

讲完刘邦的故事，我们再穿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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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一样。对比之下，曹操管理的是一
个真正的企业，刘备管理的是帮派，

们来管律法。另外曹操用人很实际，

孙权管理的是大家族。

他不会在意人才身上的小毛病。譬如

三国。三国时期，群雄争霸，无数明

郭嘉，这人无论治理，还是谋略，都

回到现代，现在的企业家已经越

很有水平，但就是贪财，曹操对此都

来越意识到人才对企业的重要性，只

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此之外，曹

是知易行难。如何做到识人用人、知

操“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三国这

人善用，这需要科学与艺术双重技

样的乱世，人与人之间是没有信任

能。识人需要有一双慧眼，需要多年

的。既然没有信任，用人就靠胆魄，

的磨练与历练，而要能做到知人善

曹操是真正做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

任，则必须有海纳百川的胸怀，能够

疑”。除了像郭嘉、荀彧、荀攸、程

接纳团队成员在某些方面比自己优

昱、满宠、刘晔等一开始就跟他的谋

秀，并放权让其发挥，而不会猜疑顾

臣，对那些投靠他的人，他也能不计

忌，这不是所有的领导都能做到的。

前嫌，像贾诩这样的“毒士”，给张绣

有了一流的人才，还要打造一支富有

出主意，把他大儿子、侄子、爱将都

激情与能量的团队。企业的核心竞争

杀死了，但是贾诩后来投靠他的时

力就是团队竞争力。现在的投资公

候，曹操对前事一笔勾销，用的毫不

司，在选择投资项目时，首先要考虑

犹豫。曹操在位之时，拥有双重身

的就是团队，只要团队靠谱，那项目

份，“名为汉臣，实为汉贼”，双重身

也不会差到哪去。一个优秀的团队一

份带来的后果就是前来投靠效力的人

定是一个互补的团队，既需要技能上

中，有的人是想要为汉室效命，有的

的互补，也需要性格上的互补。通过

是想要为曹操本人效命。曹操都能够

互助、互学，逐渐磨合，取长补短，

清楚的分辨，并且把他们放到合适的

相互克服，相互激发，最终实现最高

位置上。所以曹操能够凭借这些能人

的工作效率。

主豪杰上演了一部惊心动魄的历史大

迅速的平定北方，但是我们也应该看

剧。我想讲的是一个典型人物——腹

到，曹操驾驭这些素质良莠不齐，能

记得有一位研究婚姻家庭的大师

黑大叔曹操。曹操的用人标准是任人

力非凡的人得心应手，他的后代显然

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不幸

唯才不唯德，这个标准很有意思，就

没有这么强的能力，所以曹魏政权才

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把这句话改动

是我用人就用有本事的，管你德行有

会被能力高强的司马懿篡得。所以当

一下，叫作成功的企业都是一样的，

多么高尚，学问有多么高深，不能给

今企业用人，往往讲究要德才兼备，

失败的企业各有各的原因，但有一点

我解决实际问题，我就不用你。就凭

先有德后有才。

是共同的，那就是在用人上都是失败

这个标准他完全看见了人的能力与事

COLORFUL FORUMS

让他管军中粮草辎重调度；比如崔
炎、毛遂这样品格高尚的人，就让他

者。希望所有的管理者与领导者都能

物。即：准确的让有相应才华的人做

我们再来简单看下三国的另外两

有一双伯乐的慧眼与宽广的胸怀，人

相应的事情。这点和企业、团队分工

位霸主，刘备和孙权。刘备用人，基

尽其用，物尽其才，实现整个社会的

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比如荀彧，曹操

本就是哥儿们一起，谁来他就跟谁同

帕累托最优。

打仗基本不会把他带在身边，因为荀

榻而坐，同席而眠，搞个关羽，张飞

彧更多的是战略家的角色；比如程

还吃醋。孙权用人，就是兄弟，谁来

昱，曹操知道这个人统筹很厉害，就

都带他去见自己的母亲，感觉跟亲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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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生活里没

到了出版商的高度认可。这本刚出版

成了十七万余字的本书，可以说此书

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

的美食散文集，会不会像他前面出版

是为时而著。

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莎翁

的书一样文字优美、描写细致、内容

此话简直就是为我这样的书虫说的。

丰富、情节有趣、整体耐读呢？

正当我最近为没书看而发愁、想外出

巴陵的美食散文不是那种菜谱加
体验的所谓时文，他的美食文章不但

找本新书来读时，作家巴陵送来了他

丝绸之路因我国“一带一路”战略

注重对美食的味觉体验，而且还喜欢

的新著《丝绸之路上的味道》。捧着

的实施而变成了现今的“网红”。古丝

对美食文化进行深度挖掘，让人读过

外观印刷精美、内容文图并茂的新

绸之路驼铃声声、帆影幢幢，是一条

后不仅有深刻的味觉印象，而且还知

书，我顿时有了迫不及待的读书冲

世界上最长的有着非凡贡献的商路，

道美食的“前世今生”，让人既有物质

动。

是一条横亘于欧亚大陆的文化交通之

感受也有精神收获。这本书的创作手

路，也是一条传播友谊之路，还是一

法也不例外，本书总共分为八辑，分

作为知名美食散文作家的巴陵，

条让人神往的美食之路。作家巴陵选

别选取洛阳、长安、宝鸡、天水、兰

近几年创作出版了好几本畅销书，其

取丝绸之路沿途重要城镇的代表性美

州、凉州、张掖、酒泉、嘉峪关、敦

中有的书上了中国好书榜，有的书还

食作为主要写作对象，经过一年多时

煌、格尔木、吐鲁番、喀什、阿克苏

在海外多国出版，不但赢得了海内外

间的埋头创作，并对他多年积累下来

等地的代表性美食来写作，描述并表

“吃货”读者们的大力追捧，而且还得

的丝路旅行美食日记进行整理，便形

达了丝绸之路中国段的丰富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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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师看，厨师看过后说，按照文章的

合一大盘鸡》等篇章时，真还读出了

好一本词典放在旁边。巴陵对美食的

描写做了一个像样的菜。另外，很多

饥饿的感觉，赶紧抓上一把零食安慰

体验喜欢追根究底，他曾笑称自己走

美食吃起来是有步骤的，这本书中他

嘴和胃，让它们别提我读此书的意

到哪、吃到哪、问到哪、查到哪、买

就有非常生动的描写。如果把这些知

见……

到哪，对他感兴趣的美食总要进行全

识记在笔记本上，有机会去品尝这些

方位追本溯源，体现在文章中便是恰

美食时就会轻车熟路，不会轻易出洋

“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惟有读书

到好处的“引经据典”。比如在《魏征

相了。比如，在《武皇迁都留盛宴于

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

长安城里吃醋芹》、《李白在长安以

洛阳制水席》一文中就详细介绍了全

除。”在提倡“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态

斗酒种诗情》、《宝鸡社火与饮

席分六幕，八冷盘、四镇桌、八大

度”的今天，让我们暂时放下纷繁世

食》、《沙漠明珠敦煌面食》、《不

件、四扫尾分别是哪些菜怎么个吃

事、生活烦恼，把目光专注于一本本

可一日无烤馕》等文章中，引用的相

法；比如，在《久远的胡食胡辣汤》

好书，在书中开阔视野、丰盈心灵、

关文献资料如果没有词典帮忙，估计

一文中就详细介绍了吃法讲究是一闻

升华境界，相信通过不断悦读，我们

有很多字一般读者都不会认识，更谈

二看三吃四品；比如，《馕坑烤肉格

生命的光彩一定能在生活工作中不断

不上全部懂得意思了。边读书边查词

外香》一文中就详细介绍了怎样选料

绽放。

典边领悟美食的韵味，也是一种难得

怎样制作等步骤，让人好似身临其

的读书体验。

境。

读巴陵的这本新书，其次要准备

读巴陵的这本新书，最重要的是

好一个笔记本放在旁边。巴陵对有关

要准备好一堆零食在旁边。巴陵常自

美食的传说情有独钟，总共三十九篇

称是“资深吃货”，这一点也不假，他

文章中至少有二十篇中记录了相关传

的味觉细胞非常灵敏，对美食的味觉

说，美丽的传说与美味的饮食相得益

感受也非常到位，然后用他那妙笔生

彰，让人印象无比深刻。如果把这些

花的文字表现书写出来，让读者读着

传说记下来，无疑是饭后闲聊难得的

文章也口齿生香。我在读到《丝路干

知识资本。巴陵对美食的制作和品味

粮石子馍》、《令人垂涎的葫芦

也很在行，不少文章中对怎样做好美

头》、《岐山臊子面》、《商旅充饥

食和怎样去吃美食有非常详细到位的

烤出兰州羊羔肉》、《敦煌古城卤羊

描写，我曾推荐过他的一本书给一位

杂烩》、《馕坑烤肉格外香》、《三

ELEGANCE & DELIGHT

读巴陵的这本新书，首先要准备

【书名:《丝绸之路上的味
道》;作者:巴陵；出版社:电
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6月;
ISBN:9787564759568;
定价:7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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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地方一呆就是三年的力量和勇
气。
时隔三十年，前不久我再次回到
那个地方，当年的村小已不见踪影，
那几间土平房已变成一个翠竹环绕的
农家院落。一问方知，随着城镇化进
程的加快，农村学校生源骤减，那所
村小已于多年前合并到镇中心小学去
了。伫立在自己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地
方，我心中陡然生出一种人是物非的
沧桑之慨。
望着眼前这个红砖青瓦的农家小
院，透过岁月弥漫的烟尘，我依稀看
见那一所破旧的村小和那一群活泼可
爱的山里孩子，那几间破落的土平房
在回眸中变得如此的亲切熟稔，那一

文 |海 涛

千多个苦涩不堪的日子在记忆里渗出
一丝丝迷人心魂的温馨甜蜜……
老地方都很迷人。像一坛老酒，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梦牵魂
系、难以割舍的老地方。

用油灯或蜡烛照明，身陷无边的黑暗

在时光里发酵，那些遥远的记忆被窖

和孤独寂寞里，正值躁动年华的我有

出一阵阵醉人的浓香。当今时代，社

一种被判了无期徒刑的感觉。好在有

会飞速发展，生活节奏不断加快，身

那地方也许是儿时的你和小伙伴

书相伴，学生离校后，我就关上大门

在扰攘红尘里，我们时常有一种疲累

嬉戏玩耍过的一条小巷，也许是你和

自成一体，就着烛光读书，然后拥书

不堪的感觉，总在寻找一处可供灵魂

初恋情人无数次牵手踩过的一片河

入眠。

栖息的所在，老地方便是我们心中的

滩，也许是你远离故土每日奔忙后栖
息的一间孤独小屋……

绿地、梦中的风景。
更重要的是，那一群可爱的山里
孩子让我感受到一种弥足珍贵的慰

老地方都很沧桑。时隔多年，许

在我心中，也有一个永远也放不

藉。学校离场镇远，买菜不方便，自

多老地方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但每当

下的老地方——三十多年前，中师毕

己种的菜又时常接不上顿，孩子们上

身临其境，我们总能一眼看出老地方

业的我被分配到一座大山脚下的村小

学时就顺便给我拎来一把蔬菜；学校

当年的模样，一些过往的人和事穿越

任教，那所村小名叫更新小学。当年

离煤矿远，烧煤也不方便，我的一日

漫漫时光，重新鲜活地呈现在我们眼

村小条件之艰苦，让当今的许多年轻

三餐基本都靠烧柴解决，孩子们就在

前,正如歌中所唱的那样：许过的誓言

人难以置信。名义上是一所学校，其

上学路上为我捡柴禾。每天早上一打

还在老地方，经过多少风吹雨打还记

实就只有几间土平房、两个班学生，

开门，门口外就整齐地摆放着几把青

得；有过的爱情还在老地方，就算物

我和一位代课老师各包一个班，那位

葱的蔬菜、一堆让人暖心的干柴……

换星移依然不能忘；有过的回忆还在

代课老师是当地人，没住校。每天下

因为这一群朴实得像泥巴、可爱得像

老地方，走到岁月的尽头也会陪着

午放学后，整个学校就只剩下我这个

天使的孩子，我才能一次又一次地将

我……

孤家寡人。那时学校还没通电，晚上

打理好的铺盖卷重新解开，才拥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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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的孩提时

思念起妈妈做的千层鞋来。在一个月

代。

朗星稀的夜晚，我提笔写信给远在千
里之外乡下的妈妈，要她抽空再给我
那时的我对千层布鞋有一股莫名

做一双。妈妈回信说我从小就不喜欢

其妙的怨恨，因为从我一出生它就伴

千层鞋，现在又加上我在城里大小是

随着我，穿腻了。加上它实在是太朴

个机关干部了，更不能穿那土得掉渣

素了，像故乡田野上那随处可见的黑

的疙瘩了。接到回信我有点茫茫

土一样让人熟视无睹，半点也俘虏不

然……

ELEGANCE & DELIGHT

整天皮鞋穿腻了的缘故，我破天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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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一看到它——千层布鞋，

了我那颗驿动的心——那时我梦里出
现最多的是五里外供销社柜台里的那
双白球鞋。

每天皮鞋来皮鞋去，我的双脚不
知不觉患上了脚气，到医院开了些内
用外用之药，大有好转可就是断不了

一个睛朗的中午，我放学回家，

根。刚好在医院工作的朋友这天来我

看到妈妈和奶奶在取下的门板上忙着

处玩，我便虚心向她请教，她说这不

什么，于是满怀好奇走了过去。她们

要用药了，只要你妈给你寄双千层鞋

先是把一张报纸用淀粉浆糊粘在门板

来就行了，整天穿皮鞋脚不透气，像

上，然后再在报纸上刷上浆糊，一层

把一个人闷在房子里，能不出病吗？

一层贴上平时做衣服剩下的碎布和旧

想不到千层鞋还有这么一个妙处，我

衣服上撕下的破布，零零星星的碎布

更加坚定了向妈妈要鞋的信念，于是

和旧布一点点被她们的双手整整齐齐

又提笔书信一封。

一丝不苟地粘贴上，认真的神情不亚
于一位艺术家正在创作一幅传世之

这次回信的是爸爸，他先是尽量

文 | 龙玉纯

作。这是干什么呢？这样一点点往上

用平淡的语言间接表扬了我翻身没有

粘多麻烦！我有点不理解便问妈妈。

忘本，然后才转入鞋子的正题。他说

妈妈笑着说，不懂吧，这是在给你糊

儿子你近来着了什么邪？连续来信要

鞋底。鞋底？鞋底哪是这个样子？我

千层鞋，要鞋也用不着那么急，再说

更加糊涂了。妈妈解释说，把这些碎

一双鞋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做好的，你

布片儿粘好晒干，然后剪成你脚上鞋

妈接到上封信后便忙开了，现在她整

底的样子，几层叠起来，再用麻绳纳

天戴个老花镜，在为你纳鞋底…… 看

好就是你的鞋底。奶奶插嘴道，看你

着看着我的脑海中便显现出过早银发

平时那么淘气，把鞋子又踢又摔一点

满头的妈妈，在灯下戴着眼镜一针一

也不知爱惜，这下知道你脚上的千层

线仔细纳着鞋底的影子来。我心里顿

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了吧。什么？

时有个声音在呐喊：妈妈，辛苦您

这就是做千层鞋底，还这么费事？难

了……

怪我在煤油灯下做作业时妈妈总是一
边督促我还一边纳鞋底——从那以

刚安下心来数着手指等了两天，

后，千层鞋的形象便在我脑海中高大

便接到一纸通知，要我去外地参加一

起来。

个业务会议。我提起行李包，不情愿
地穿上那在我心里已没有了光泽的皮

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的我不但

鞋，登上了火车。是夜，我在车上做

圆了小时候的白球鞋梦，而且还早已

了个梦，梦见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

拥有了高中低档的多双皮鞋。也许是

物，是一双漂亮的千层布鞋。
2018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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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感呢？

们频频招手致意。我们迫不及待地扔

我也一概不知。不仅是许多潮汕的朋

对于我这样的海外游子来说，故乡显

下一切，朝那诱人的未来奔去。这好

友，就连我自己都十分惊讶，我是如

得有点遥不可及。我的祖上来自汕头

比是人生中的初恋一般，仅仅是她的

此地热爱着这里的一切，无论是美食

达濠这个小岛，而我自小却和家乡没

回眸一笑便让人怅然若失，喜不自

还是文化。故乡的定义该是如何？是

有任何的缘分，这是我毕生最深刻的

禁。而如今，我们走过了万水千山，

我们的籍贯还是出生地又或者是我们

痛苦和遗憾。

看尽了春来冬去，花开花落，异国的

共同所拥有的某个方言？如果以出生

月亮似乎并不比家乡的明丽，反而平

地来判定，那我的祖父和父亲皆出生

我的祖父母皆出生于达濠的钟鸣

添几丝冷清和寂静。很多个夜晚，我

于海外；如果以语言来认定家乡，不

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到父亲这

独自茕立于窗前，看那暗蓝夜色中月

会潮语的我似乎并不能被称为真正的

辈家道却中落了，以至于他不得不远

亮发出清冷的光辉，思乡之情油然而

潮汕人，这让我有些心虚。那么血缘

走他乡避祸，将我生在了异乡一隅。

生。我的脑海中常常浮现出濠江的美

呢？潮汕人本来就是中原的移民，而

所以故乡于我，就像是一个朦胧的春

妙夜景：那轻雾弥漫的海面在银色的

百越人才是这里的土著居民。

梦，隐隐绰绰。童年时期，父亲曾教

月光下泛起微微波澜，潮汐声声像是

过我几句家乡话，但后来又因为种种

情人的呢喃细语，如歌如泣。远处的

陈寅恪说，“且认他乡作故乡”；

原因，他却不愿意再教我。在那个信

渔火若影若无，闪亮的星辰散落在在

苏轼又有诗云：“我心安处是吾乡”。

息闭塞的年代，又是在那偏僻的西南

那天水交接处，那是游子“聒碎乡心梦

我有些惶惑了，到底哪里才是我的家

古城，这艰涩难懂的乡音令人侧目，

不成”而撒下的点点泪滴。每每此时，

乡？似乎没有谁真能说得清楚，故乡

被视为异类，不被接纳。即便是今天

我的心就像那插上翅膀的白鸟，低低

到底是什么。去年当我第一次到横坑

我们这些定居海外的华人，谁又不想

盘桓在心海深处，婉转沉吟。

的祖坟山祭拜的时候，还不懂一点家
乡的规矩。我空着手来到坟地，堂弟

融入当地主流，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
呢？然而在我们尚还年轻的时候，对

可是我的家乡真的是在这南国的

已经将那墓碑上的字重新描红，又将

于乡愁是嗤之以鼻的。激扬的青春岁

孤屿吗？我时常又很怀疑，对于达濠

坟头新草清理干净。婶母准备好各种

月让我们无暇顾及这些貌似风花雪月

而言，我不过是个外乡人，既未生于

香烛，冥纸，指点着我祭拜应遵守的

的无病呻吟，大好的前途在远方向我

此，也未长于此，这里的方言和习俗

一切仪式。墓园里人来人往，嘈杂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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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四周长满了叫不出名字的热带植

乡的确实凭据。这仅仅是于我刚好有

遗忘在了某处。为了寻找这心的缺

物，杂草没过膝盖。南方的清明节已

这样的一个重叠和巧合。一个对潮汕

失，我曾在无数个雨夜里辗转反侧。

是炎热无比，热浪扑面而来，令人昏

文化情有独钟的人偏巧祖上又是当地

让我们不安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对

眩。祖父母的坟墓就被挤在这一大片

人，那么顺理成章的我就对自己有了

家乡的文化不能认同，我们即便是流

的杂乱无章之中。我心里涌起难言的

这样的界定。其实好多远走异国他乡

着潮州人的血，来到这里也只是一个

怜悯，我想这样拥挤和烦躁的环境

的潮汕人最终在海外生根发芽，有的

观光旅游者，和这故土没有一丝一毫

里，他们怎能悄然安息？该死的蚊子

还自成村落，也就是所谓的“海内一个

的联系。想到这里，我顿觉豁然开

无情地叮咬着我的皮肤，瘙痒难耐。

潮汕，海外一个潮汕”。又有许多外乡

朗，心中一片澄澈宁静。

祖父母的眼睛隐藏在他们冰冷的名字

人在潮汕地区定居，成为名副其实的

后面，透过墓碑默默地注视着我。我

“本地人”。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界村

故乡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域

突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一刻

里，谁能真正区别自己的家乡在何处

符号或者某种集体语言，也不是当地

我才真正体会到我与这长眠地下的先

呢？也许除了乡音，文化和价值观的

的名胜古迹和美食佳肴。故乡是每个

人们的关系以及那心连心，骨连骨的

认同才是我们最后判别故乡所在的真

人心里最美的那片蓝天和最绿的草

痛楚。不仅是他们，还有埋葬于这树

实根据。我听说一个家乡话说的很地

地，是心底最柔软之处，也是我们安

木青苍的一大片山上的魂灵，都和我

道的美国亲戚前些年到达濠寻根问

生立命之地。那是一个每当你想起，

有着看得见又看不见的关联。也是这

祖。家里人带他到祠堂去祭拜，可是

就忍不住欢欣，又忍不住忧伤的所

一刻我才能真正认定，自己的根到底

自小生长在异国他邦的他对这一切感

在。乡愁的美好在于你心中有所挂

在何处，那根的支端连接着何人又将

到不可理喻，甚至在家庙里对着祖宗

念，她的无奈又在于你无法企及。她

延伸到哪里。在这片墓园的尽头，我

们的牌位说，我死了会到天堂，在那

让人处于不能言说而欲言说之间，是

看见了自己的名字。

里我不会遇见他们。我们无法指责他

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微妙境界。这

的话有什么错误，在海外很多华人接

个中的缠绵和酸楚难道不是和爱情一

写到这里，我觉得自己的叙述似

受基督教的影响都会如此想。我自己

样别无二致？我庆幸自己心中还有这

乎会引人进入某种歧途。其实我想表

也曾痴迷基督教义，可是我总觉得哪

片圣地。

达的并不是说，血缘就是判定归依故

里有些不妥，似乎一小块心被割裂，
2018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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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味道，有浓，有淡。

在一边，直至客人离开后，这才登
场。将这些蟹壳撒上盐巴和调料，晒

豆瓣酱，是浓浓的酱香。

干，就成了咸蟹。深秋的夜晚，拿一

一到秋天，就开始做豆瓣酱。先

个小炉子，放在桌上。把积攒了一秋

得在房间里铺上麦秸、油光纸和草

的咸蟹，拿出两三个。噙满蟹膏的咸

席，将黄豆摊在上面后，再盖上麦秸

蟹壳，放在炉子上，渐渐热了，就往

⾥ 秋凉

味品

和油光纸。接着，门窗紧闭，一直到

壳里头，打上两个鸡蛋。蟹膏的咸

七天后，豆子发霉了，这才打开房

香，和鸡蛋的蛋香，在炉火滋滋的烘

门。将发霉的豆子捣碎，加入调料，

烤中，漂溢在深秋之夜的寒气中，撩

用纱布封上坛口，搬到屋顶上去晒。

拨得人心痒难耐。

过了一段时间，就酱香四溢了。
当然，除了蟹壳，还有一些个头
这些年来，不管吃饭还是喝粥，

小的螃蟹，也不会浪费。

手边一定要有一罐豆瓣酱。蘸点酱，
配着米饭，味道别提多香了！若是炒

个头小的螃蟹，食之无味；若只

菜，豆瓣酱更是少不了。游子回乡返

取蟹壳，也没有蟹膏，做不成咸蟹。

城，怕麻烦，什么都不带，但豆瓣酱

此时，腌蟹仔，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是必须装几罐回去的。
腌制蟹仔的过程，和腌菜差不

文 | 郭华悦

秋天的蟹香，亦属浓烈。

多。但蟹仔泥土味重，有腥味，要放

旧时的乡间，秋收过后，便是走

点去腥的调料。秋日腌蟹仔，到了冬

家串户的农闲时分。家里头备上一些

天，炒点素菜，再捞点腌蟹仔，这就

螃蟹，等来了亲友四邻，这些螃蟹也

是可口的配菜了。

就派上用场了。
当然，秋日的味道，除了浓烈，
做醉蟹，是首选。

还有鲜鲜的，淡淡的萝卜香。

挑几只螃蟹，在清水里养几天，
排去杂污，再用白酒将螃蟹灌醉。接

秋日的萝卜，甜脆鲜嫩，多汁，

着，放进小缸里，缸盖压紧后，进大

生吃脆如梨。秋冬萝卜赛人参，萝卜

锅里蒸。大半天后，揭开锅盖，香气

出了地，郎中没生意，这是乡间流传

四溢。

的一句俗语。农家最常做的一道菜，
就是凉拌萝卜丝。将萝卜连皮切成丝

肥美的蟹肉，被消灭得干干净

后，加糖略腌，装盘后，浇上酱油、

净，这是毫无疑问的。可节俭的农

香油和醋。凉拌，最大程度地保留了

家，总能于无疑处，生出令人叫绝的

萝卜的脆嫩口感。

“又一味”，这便是“咸蟹”。
浓浓的酱香，醉人的螃蟹和鲜脆
说是咸蟹，其实只是蟹壳。

的萝卜，这些都是乡间的秋日留在味

一端上桌，好客热情的主人家便

蕾上的记忆。如今，身处这钢筋水泥

抓出螃蟹，剥掉蟹壳，将蟹肉部分放

的城市，望着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

在客人面前。不起眼的蟹壳，则被放

愈发想念家乡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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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你随便找一块草地
躺一躺

文 | 钟立红

你会感知幸福

之

如一尾鱼

ELEGANCE & DELIGHT

在这月光的液体里

秋夜

请你随便出来走一走

中

请你走出屋子

为着这时辰
桂花
好像等了很久很久
月亮
也因为幸福
满面杏黄
思念像一张网
默默
笼罩着世界
从雪山上
到红锦树下……
今夜
你稍一迟疑
月光
已经将问候
递进你的小窗

就能靠岸
今夜，小船没有靠岸
因为艄公为了做笛
狠心折断了竹竿……
于是，日日夜夜

的

你不要依窗独立……

只要我的竹竿轻轻一点

我上弦

上弦月是只船

有一颗心为
吹出最美的笛声
而奏乐朝朝暮暮
听到最最美的音乐
轻唤

文 | 钟立红

有一颗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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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国平风光摄影选

黄山·层峦叠嶂
黄山可真奇啊！一座座山峰玲珑俊秀。有的像雕刻着精美的香炉，有的像一层层叠叠的彩缎，有的
像含苞欲放的莲花……

杜国平简介
杜国平，男，湖北宜城
人，湖北猛狮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技术管理中
心技术人员，摄影与垂
钓是他的两大爱好。工
作期间，刻苦专研锂离
子动力电池技术，假期
等闲暇时光则游走于祖

黄山·始信峰日出

国的大江南北、山河湖
海，用摄像机记录下他

始信峰小巧玲珑，风姿独秀，历史上文人雅士，登峰饱览山景、饮

眼中每一处美景。

酒抚琴，故此峰又有琴台之称。峰前有古松名“聚音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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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仙人指路
黄山仙人指路位于云谷寺至皮篷路口。一怪石屹立峰巅，其状似身着
道袍的仙人，他一手举起，似为游客指引进入皮篷之路，故名“仙人指
路石”，又名“仙人指路峰”。

桂林·象鼻山
象鼻山又称象山，山形酷似一头临江吸水的巨象。象鼻与象身之间的大洞，便
是著名的水月洞。水月洞里江水通流，可泛小舟。在月明之夜，它的倒映则构
成“水底有明月，水上明月浮”的“象山水月” 奇观。

2018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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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江·夜幕人家
漓江堪称百里画卷，夜幕下的漓江水面，倏地燃起一团橘黄色的火苗，那是石镰打燃的火种点着松片，火把掩映着渔家竹
排，让人不禁沉醉于这舒缓的惬意时光。

杭州·庭院深处

杭州·月下断桥

苏派民居是指江浙一带建筑风格，是南北方建筑风格的

西湖断桥位于杭州北里湖和外西湖的分水点上，据传早

集大成者，园林式布局是其显著特征之一。苏派民居以

在唐朝就已经建成。宋代称保佑桥，元代称段家桥。断

南向为主，这样可以冬季背风朝阳，夏季迎风纳凉，充

桥之名，一说孤山之路到此而断，一说段家桥简称段

满了江南水乡古老文化的韵味。

桥，谐音为断桥。中国民间爱情传说《白蛇传》的故事
即发生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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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拉市海
拉市海位于中国云南省丽江市西面8公里处的拉市坝中部，玉龙雪山东南
坡。“拉市”为古纳西语译名，“拉”为荒坝，“市”为新，意为新的荒坝。拉市海
是著名的候鸟聚集地，每年冬天约有两万多只候岛会在此处过冬。

婺源·隐世
逆射的阳光为云海勾勒出了漂亮的金色边缘，在万顷金色云波的烘托下，静静坐落山脚的婺源
小村落清晰而宁静，仿佛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一般，令人心生向往。

2018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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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雄国画艺术鉴赏

陈彦雄国画艺术简介
Introduction to Chen Yanxiong's art of painting

陈彦雄，号一道子，1969年出生

威机构授予“共和国行业发展杰出贡献

于汕头澄海，著名易学家、画家、诗

奖”、“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易学最高

人、高级翻译，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

奖”和“汕头市年度艺术贡献奖”等荣誉

专家，北京冬奥艺术城专家组成员，

称号。国画作品参加过国家和省级的

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曾

大型美术展并被上海美术学院、世博

游学于中国美术学院和上海大学美术

会等十多家艺术单位收藏，同刘大

学院，中国易画艺术的倡导者、探索

为、范曾、何家英等九位当代艺术大

者，被新闻媒体誉为“登上北大百周年

师一起入选由中国国家邮政局主办的

大讲堂传播易画艺术的第一人和集周

《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艺术大使，

易、绘画、诗词、翻译四位一体的文

其国画作品出版成系列邮册发行到一

化学者”。

带一路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在
汕头、深圳、广州、上海美院和马来

2016年11月应邀赴美国名校用英

西亚等地举办过个展和联展。他的易

文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外国友人

画艺术在当代中国画坛可谓独树一

的热烈欢迎；2017年12月赴马来西亚

帜，具有很强艺术感悟力和艺术感染

新山市举行《中国梦民族情一带一

力。

路》陈彦雄国画展并开设《易经与东
方智慧》的国学讲座，搭起中马两国

其画及三门，花鸟、山水和人物

文化交流的桥梁。先后被国家有关权

皆精，是个全能的画家。他的绘画具

57

雅韵怡情

统，有古典山水画的意境和韵致，又

神，其独特的艺术语言表现在“诗画合

能结合西学修养和现代意识，进行大

一”之中。他的人物画不但在题材上表

胆尝试和形式创新，达到了‘古不乖

现了人，而且还在精神上表现了人，

时，今不同弊’的艺术境界”。

ELEGANCE & DELIGHT

有以“诗词为魂，易学为骨”的艺术精

是对造型美、意境美紧密结合在一起
的优秀艺术作品。其人物作品面部刻

现任国际易学联合会理事，中华

划具微，清丽淡雅，维肖维妙，画面

诗书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文环

浑润华美，意境深远。担任过“汕头

境风水研究院专家委员，中华国际易

杯”全国环保书画大赛和“潮人杯” 全国

经书画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易经应

书画大赛等大赛评委。著名书画家、

用科学院副院长兼秘书长，中华诗词

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朱彦民评价其作

学会会员，广东省潮汕文学院副院

品：“陈彦雄的国画作品既能胎息传

长，郑州市书画院名誉院长。

Chen Yanxiong, literary name Yi Dao Zi,
born in Chenghai District, Shantou 1969, is
a famous Yijing expert, painter, poet, advanced
translator and member in the body of
experts for Art City of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 visiting professor of Wuhan
University, Xiamen University and many
other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expert that enjoys the special allowance of
the nation. He once toured to study China.

Zeng, He Jiaying and others, his works
were selected into the program “One belt,
one road, Artistic Ambassador of the New
Silk Road” which held by Chinese State Post
Bureau. His Chinese painting was published as a series of stamp albums and
released in more than sixty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He
has held personal and cooperated exhibition in Shantou, Shenzhen, Guangzhou,Shanghai
and Malaysia. His art of Yijing painting is
unique and possesses strong artistic sentiments and infection.

Academy of Art and Fine Art College of
Shanghai University. He is the advocator
and explorer of the art of Chinese Yijing
Painting and praised by the media circle as
“the first person to spread the art of Yijing
Painting in the great platform in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e scholar of culture with the quaternity of
Zhouyi, painting, poetry and translation.
He is awarded by authorities of the nation
with “the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award
in profession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Country”, “The Yijing highest award in the
memorial platform in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e annual
artistic contribution award in Shantou city”.
His Chinese painting works have been displayed in major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art
exhibitions, collected by more than ten art
units such as Fine Art College of Shanghai
University and the Expo With other nine
contemporary art masters, Liu Dawei, Fan

He is expert in painting flower and bird,
mountain and water and human figure.
His painting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artistic
spirit of “poetry and prose as the soul and
Yijing as the skeleton”. His distinctive
artistic language is revealed in his “unity of
poetry and painting”. His figure paintings
not only present Man in the aspect of
subject matter, but also the spirit, making
the works excellent as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shape beauty and prospect
beauty. The detail delineation of figures'
face is simple, tranquil, elegant, exquisite
and remarkably true to life; the whole
layout of his painting is mellow, full,
splendid and gorgeous and the artistic
prospect is deep and far. He has been the
judge of Shantou Cup “National Environmental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Competi-

tion” and Chaoshanese Cup National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Competition.
Reputational calligrapher and painter,
doctoral supervisor from Nankai Univerisity
evaluated his works as: “The Chinese
Painting of Chen Yanxiong not only deeply
breath with tradition and inherent the
vision and refinement of the classical
mount and water painting, but also combine with his self-cultivation of western
culture and modern awareness and thus
he has conducted brave trying and formal
creation and preliminarily achieved the
artistic vision of “balancing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and the modern”.
Chen Yanxiong is now member of International Yijing Association, deputy director
Yijing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rt
Committee, member of Poetry, Calligraphy,
Painting Art Committee, dean of China
International Yijing Painting & Calligraphy
Research Institute, vice dean and secretary
of China International Yijing Applied
Science Academy, member of China
Poetry and Prose Society, vice dean of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in Chaoshan,
Guangdong and honorable dean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cademy in
Zhe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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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

《天涯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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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人图》

《钟馗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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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经图》

《和风共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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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居图》

《云外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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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春图》

《雪山揽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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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揽胜图》

《山树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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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光情醉》

《花开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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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传奇》

《满园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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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树下的情怀》

《大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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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震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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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我家乡做客
策划 | 旷野

编者按：

为响应一带一路的倡议，配合学校乡土教育工作，鼓励不同省份间的学生对家乡、对传统文化加强了解和
认同，开阔视野、增强自信，向全国师生展示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独特魅力，完成属于自己的家乡风情名
片的制作，浙江省锦麟公益基金会与浙江省侨联文化交流部、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共同主办了“一带一
路·欢迎你来我家做客”的主题书信征文活动。本次活动得到了少年写作坊、猛狮科技等的大力支持。
征文活动从2018年2月开始，得到全国各地的学校的广泛报名参与。截止2018年6月，本次征文活动共收到
8639篇来自全国9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地区的学生作品。
本期大美系列专题，遴选来自各省市的精品征文，以飨读者。让我们在小作者的导游下，发现一带一路沿
线省份的各种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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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新疆好地⽅
文 | 秦新鹏 【新疆阿克苏市第二小学】

远方的朋友：
你好！我来自新疆。

充满生机，到处洋溢着欢声和笑语。
现代化的城市在这里生根，多民族文化在这里发芽。而

就是歌曲中传唱的“最美还是我们新疆”里的新疆，也是

我们，祖国的新一代少年也在这里茁壮成长！这里有戈壁沙

“我们新疆好地方”里的新疆。这片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千米的土

漠，也有青山绿水；这里有历史文化，也有现代科技。浩瀚

地，这个占中国国土总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

无边的沙漠阻止不了人们探索的目光，连绵起伏的山脉也挡

你没来过新疆，所以在你心里也许新疆就只是中国地图

不住人们前进的脚步。

上的一个小地名而已，是一个大的可怕的地方，又或者说是

这就是新疆，这个连太阳都要多走两个小时的新疆。

一个到处是沙漠戈壁矮土房屋，甚至是一个骑着毛驴赶着马

这就是新疆，这个见证自然奇迹终被人们征服的地方。

车上学的落后的地方。没有汽车高楼，更没有现代文明。“哈

我爱新疆，爱这个还并不完美的新疆。

哈哈”那你就错了！其实新疆真的就像歌曲中传唱的那样：天

我爱新疆，爱这个勇往直前、不断进步的地方。

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融化灌农庄，麦穗金

我爱新疆，因为我来自新疆。亲爱的朋友们，也欢迎你

黄稻花香，风吹草地现牛羊，葡萄瓜果甜又甜，煤铁金银遍

们来走进新疆，了解新疆，感受新疆。我相信你也一定会像

地藏。真的是一个美丽又可爱的地方！

我一样，深深地爱上这个美丽又可爱的地方！

独特的气候和广阔的地貌，把整个新疆分割成截然不同
的气候地域。在这一片大大的像大海一样波澜壮阔的土地

新疆欢迎你！

上，高耸入云的冰峰如大海掀起的白浪；崎岖蜿蜒的巍峨大
山又如大海惊心动魄的起伏；更有浩瀚的沙漠以及无际的草
原。那些特点鲜明的现代城市像岛屿一样分布其中，又被荒
凉的戈壁相隔……
正是这样一片壮丽的土地，才能孕育出千千万万勇敢直
率的新疆人。他们勇猛而坚强，容不得矫情和懦弱；他们相
亲相爱，情同手足，更容不得虚情和假意。他们乐观向上追
逐幸福；他们能歌善舞活波可爱。也正是他们，让整个新疆

点评：

壮丽的土地，孕育了千千万万勇敢直率的新疆人，也正是这
千千万万的勇敢直率的新疆人让整个新疆充满生机，到处洋
溢着欢声和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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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的四季
文 | 郭晓彤 【新疆省阿克苏市第二小学】

远方的朋友们：
你们好！

丽和谐的画卷。
秋天，北疆的秋色，被称为上帝后花园的喀纳斯

相信人的一生会走过很多不同的城市，但要留下

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它位于阿尔泰深山密林中，湖水

深刻印象那一定是所到之处与众不同。自古以来就有

最深处约180米。湖面碧波万顷，随着季候和天气的变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到新疆会遗憾”的佳话。今天就让

化变换颜色，是有名的“变色湖”。两岸群山环抱、层林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乡——大美新疆的一年四

尽染，那种万里江山披锦绣的气势会让你震撼和赞美

季！新疆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广阔无边的沙漠、四季

不已。

冰雪覆盖的天山、丝绸之路、火焰山、楼兰古城等自
然风光和名胜古迹美名中外。

而在南疆，金秋十月，正是胡杨林生命最灿烂的
季节。胡杨林可以说是新疆精神的化身，走近沙漠胡

春天，漫长冬天的韬光养晦、养精蓄锐之后，渐

杨林，你会赞叹生命的坚强和伟大。满目沧桑、高大

渐苏醒的西域大地迎来了姹紫嫣红的“盛装春天”。新疆

粗壮的身躯，或弯曲倒伏、或仰天长啸、或静默无

是杏花之城，每年4月初，房前屋后的杏花几乎在一夜

语、或豪气万丈，让人油然而生出对生命无限敬仰。

之间盛开，随后梨花、桃花、苹果花接踵而来，此起

除了自然风光，阿克苏的夏秋之交还迎来了一片瓜果

彼伏盛装登场。“杏花谷里杏花娇，杏花沟里心思飘。

飘香喜庆丰收的人文景象。哈密瓜、葡萄、苹果、核

借问圣者何处约，此地仙境可逍遥。”是伊犁哈萨克自

桃、红枣、棉花相继成熟，到处是繁忙的采摘场面。

治州新源县吐尔根乡杏花谷3万余亩，绵延十几公里的

冬天可以选择这些地方解读新疆。阿克苏地区新

野杏花竞相开放之时，几公里外都能闻到香味在写

和县为古时龟兹国所在地，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

照，更是闻名全国的拍摄杏花之美的绝佳之地。

要冲。天山南麓方圆几百公里都是壮观的红山雅丹地

夏天，在新疆就应该去热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体

貌。库车县雄伟神奇的天山大峡谷和古城遗址，拜城

验一番。看似没有生机的沙漠充满故事，丝绸之路的

县的克孜尔被誉为“高原石林”，神秘莫测的古老城廓

历史故事且不说，就那美丽的曲线随着光线变化变幻

群，克孜尔魔鬼城和被称为“中国第二敦煌”的克孜尔石

万千：沙漠或变得金黄，或变得艳丽；或变得苍茫，

窟都是绝美风景。而北疆或海拔高的地区冬天却被盖

或变得亲近……即使是一条细长的道路和几棵零散的灌

上厚厚的雪，一片银装素裹。另外，雪天的草原也别

木，都能找到沙漠的空灵和生动。沙漠四周，生长着

有一番景象，看到当地摄友拍的雪地里奔跑的马群，

密集的胡杨林和柽柳灌木，形成“沙海绿岛”。流水潺

天鹅在冰雪消融的湖水中嬉戏，非常羡慕。但因为大

潺，绿洲相连，无处不传递着顽强的生命力量。

雪封山，道路不通，很难涉足，不过也让人多了一份

展现新疆热情的，少不了夏天的伊犁熏衣草基地
和新疆草原最大的盛会——昭苏大草原上的天马节。
还有巴音布鲁克草原，广阔的大地仿佛铺上了绿色的

向往。
来吧，朋友！壮丽的新疆、大美的四季，热情的
新疆人，敞开着宽广的胸怀，期待你的到来。

地毯，蓝蓝的天空白云飘飘，成群的牛羊满地儿跑；
洁白的毡房炊烟袅袅。绿绿的草原，清清的湖水与远
处的雪山相映成景，湖水、天鹅、羊群组合成一幅美

你的朋友 晓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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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从四季入手来写家乡，既
可以将素材进行分类，也
能写出不同层次，有着比
较愉快的阅读体验。尤其
作者巧妙地将古诗词化入
其中，起到了添彩作用。
“但因为大雪封山，道路
不通，很难涉足，不过也
让人多了一份向往”这句
话很有境界，是很亮的一
笔，写了美景，但人不得
看，又多了向往，境界也
有了层次，虽然是一篇家
乡美文，但也多了思想
性。

⽠果之乡的诱惑
文 | 程子恒【新疆省阿克苏市第二小学】

远方的朋友你好!
早穿袄，午披纱，围着火妒吃西瓜。 啦啦啦!这里就是我的家
乡——美丽的新疆，它自古就有‘瓜果之乡’的美誉。这可不是我吹
牛，不信你来瞅瞅看!
你瞧!春天刚刚到来，就已经可以看到杏树那一一朵朵洁白的花
骨朵，散发出了迷人的气息。到了春天快结束了，杏子也就可以吃
了。不过说到杏子，还是库车的小白杏最好吃，杏肉松松的，甜甜
的，真叫一个美味哩!
夏天水果也不少，像西瓜、哈密瓜、葡萄等等。说到这些，比
较抢手的应该是吐鲁番的葡萄了，一颗颗紧紧相连的葡萄正如新疆
的各个民族手拉手，心连心，紧紧拥抱在一起。一颗颗晶莹透亮像
宝石，深深的体现出了新疆人民团结心的心。
秋天刚刚来到，苹果树上就结出不少青色的苹果，基至有一些
粉色的苹果已经露出了笑容。那迷人的小眼睛已经向人们展示出自
己独特的美——我是阿克苏的红富士。还有那一个个火红的石榴，
露出它笑咪眯的眼睛。大街上勤劳的人民推着三轮车将他们的红
枣、核桃纷纷献给游客。
冬天是新疆草莓最可口的时候了，有奶油的和巧克力的，苹果
也有了冰糖心。勤劳的维吾尔族人民拿着各家的和田玉，披着大棉
袄来到大街小巷叫卖，那场景实在是不能再热闹了!
瓜果之乡的四季有没有迷着你呢?欢迎你来我们这做客！

点评：

语言很俏皮，用口语化、拟人化的风格来写家乡，将自身变成了一位导
游，凭三寸不烂之舌来说道家乡的四季，也像是一个舞台上的相声演
员，滔滔不绝地在介绍，做到了绘声绘色，感觉不是在读，而是在听，
十分抓人。

6月刊
2018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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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福建⼩朋友的⼀封信
文 | 李嘉璐 【新疆阿克苏市第二小学】

福建的小朋友：
你好，我是新疆阿克苏市第二小

了，以后我们出国留学机会也多了。我

景点……无不向世人招手，可以预见的

都看到好多世界名校在向我招手呢！

未来 ，“一带一路”的春风必将使我们的

学五年级的学生李嘉璐，阿克苏和福建

三、阿克苏人出国旅游的多了，

生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

作为“一带一路”的两个重要节点，有着

外国人来阿克苏旅游的多了。“一带一

我的家乡很美吧！你在福建还没

不同的地域风貌和人文环境，我很高兴

路”的有些国家大方地表示中国国民以

有见过雪山、大漠吧？如果你的心动

能有这次交流的机会。

后到这个国家可以免签证，享受到更多

了，不如行动吧！有机会就来我家乡看

我的家乡阿克苏是镶嵌在丝绸之

的照顾。只要在“一带一路”的国家里坐

美景，好吗？福建小朋友，我热烈的邀

路上的一颗璀灿明珠，因古老的“丝

飞机，机票也可以变得很便宜，出国旅

请你来，我随时欢迎你来！当然，我也

绸之路”而名闻遐尔，３６个民族的近

游更方便，便宜。我们也向他国敞开大

很向往福建的美景，也期待与你的见

300万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阿克苏气

门，欢迎各国友人来中国做客，来我的

面，“一带一路”把我们从空间上紧紧连

候宜人，河流纵横，水草丰茂，农牧发

家乡——阿克苏旅游，皑皑白雪、雄

在了一起，也希望能把我们的友谊紧密

达，素有“塞外江南”、“鱼米之乡”之美

奇山川、浩瀚戈壁、风土人情使这片土

联系，让我们共同了解祖国的大好河

誉。因为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适

地神奇无比；举世文明的克孜尔、库木

山，为建设美丽中国努力学习！

宜各种农作物生长。苹果、香梨、薄皮

吐拉千佛洞，以其灿烂的壁画艺术使许

核桃、葡萄等水果誉满天山南北。作为

多旅游者流连忘返；苏巴什古城遗址以

受益于“一带一路”的一个节点，阿克苏

及众多的古城堡、土墓葬、石刻、驿站

这几年的变化也是让人刮目相看。

等文物古迹，以其历史悠远，向人们展

一、阿克苏的优良水果借助“一带

示着古丝路文化的辉煌。

一路”的春风，利用政府支持建设的“电

四、阿克苏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商平台”卖到世界上很多国家去了，农

我的家乡更加美丽了。高楼大厦建得越

民富了，阿克苏的水果的名气也大了。

来越多，城市道路建得越来越宽，铁

二、阿克苏的很多学生到“一带一

路、机场建得越来越大，我们与内地世

路”国家出国留学的多了。我邻居家的

界各国的差距越来越小，祖国的新疆变

大姐姐就在韩国留学呢，妈妈说这在以

得越来越漂亮！

前是不敢想象的事情，“一带一路”的很

借助“一带一路”，阿克苏便利的交

多互惠协议签订后，国家之间的交流多

通、甜美的水果、可口的美食、神奇的

你的朋友：李嘉璐

点评：

“一带一路”，新疆是一带的核心区，
福建是一路的核心区，两地的小朋友如
果能互通有无，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
新疆阿克苏第二小学的李嘉璐同学向福
建的小朋友发出了邀请信，我们期待这
美好的故事会越来越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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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羽娟 【新疆阿克苏市第二小学】

点评：

远方的朋友:
你好!
奔腾的塔里木河旁，有一座幸运的城市，她的名字叫阿克苏。因为
水，这座城市有了其他城市所没有的灵气。也因为水，让这座城市变得
更加美丽！我的家乡阿克苏市，是南疆五地州之一的阿克苏地区行署驻
地。
阿克苏北依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南望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
河，市区就坐落在山前的冲积扇平原上，地势平坦。由于靠近天山冰川
和塔里木河，阿克苏拥有极其丰富的水资源，这也让它成为新疆最富饶

ELEGANCE & DELIGHT

阿克苏的⽔
阿克苏以水得名，
维吾尔语意为“清
澈奔流的水”，由
此可见阿克苏的故
事就是一座城和一
条河的故事，就是
水的故事，就是幸
运的故事。小作者
发现了“阿克苏”
的灵魂，写出了这
座城市特有的美丽
与魅力。

的地区之一。阿克苏的耕地及林果资源丰富，是新疆的粮食主产地，农
业机械化水平全国领先，著名的阿克苏冰糖红富士先后入选北京奥运会
和上海世博会指定果品；此外，阿克苏的长绒棉产量和质量均居全国之

去阿克苏看看吧，
你一定会心动。

首，油气资源也很丰富，是西气东输的源头……所有这些，让阿克苏获得
了“塞外江南”的美誉。
作为阿克苏人，没有人会不知道多浪河。虽然它没有许多大江大河
那么著名，那么闻名遐迩，可它却是阿克苏人心中的思念和牵挂。无论
阿克苏人走到哪里，只要他离开了这片土地，他的心中总有一种无限的
思念和牵挂，思念这片土地上留下的童稚的笑声和眼泪，牵挂儿时和小
伙伴嬉戏的夏日……多浪河就这样根深蒂固地成为了一座城市的象征，一
座城市的记忆。多浪河，从她有的那一刻开始，就被赋予了美丽。如果
说塔里木河滋润了阿克苏大地，那么多浪河就滋润了阿克苏这座城市。
阿克苏是一座幸运的城市。多浪河像天山的冰川一样，由北向南横
切阿克苏城区。多少年来，它冲刷着阿克苏这座城市的沃土；多少年
来，它滋润着阿克苏这座城市的人民；多少年来，它给阿克苏这座城市
的人民带来福音。我为自己生活在阿克苏而骄傲万分！如果你来到我的
家乡，我们会热情款待，欢迎你来做客！
你的朋友 刘羽娟

2018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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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甘肃

GANSU

我的家在乡下
文 | 刘海燕【甘肃省天祝县西大滩镇初级中学】

远方的朋友
你好！
我的家在乡下，在一座座高大苍翠的青山之

景。当你看到它们吃草时，你可千万别离太近，万
一它们生气了，可能会跑向你并用头撞你呢！
秋天，田野变成了金黄色的，看上去很漂亮。

间，也就是住在山沟沟里，山沟沟听起来不怎么

秋天就像是一位穿着金色衣裙的女孩，拂去夏天的

样，但这儿风景很美，也没有城市的喧嚣。

燥热，带给我们阵阵清凉的同时，还给我们送来沉

我家门前有条小路，走过小路就可以爬上山去
玩了。

甸甸的果实，让辛苦一个夏天的人们坐在椅子上悠
闲的吃着果子，听着音乐，放松心情。

春天，门前的小山上长满了又嫩又绿的小草

冬天，人们又开始忙了，整个世界都变白了，

芽，那草芽嫩得不像青草，它不会割伤你，也不会

不像春天那样五彩缤纷的了，也不像夏天一样燥热

扎痛你。山上还会有很多地，地里有很多的人在种

了。在下雪的时候，小孩们穿上棉衣带上手套出去

田，有的人开着车在地里转来转去，有的人拿着一

和别的孩子一起打雪仗，滑雪，堆雪人，回来后浑

个大大的木框子，在地里撒种种子，还有的人在后

身雪白。早上冷得发抖的时候，人们就出来清扫院

面仔细地看撒得是否均匀。

子里的积雪——真是一个忙碌的季节。

夏天，你爬上山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地里的麦子

白牦牛的样子虽然不好看，但是它的肉吃起来

和许多的花和草。你会发现草下面还有许多还没长

特别香，特别可口，你要是到我家乡来了，我一定

大的小花，有黄的、白的、粉的、红的、紫的、粉

让你品尝品尝它的肉！我们这儿的人朴实善良，乐

红色的。你还会发现山上有一种乔木，你可能会把

于助人，热情好客，你来了肯定会喜欢这儿的。

它误认为小松树。但你猜错了，它不是树，而是一
种可以吃的植物，叫“甜干子”——我们这的人都这

你的小朋友 刘海燕

么叫它，它的味道甜甜的，人人都吃。你还可以去
另一座山上，会看见紫色和粉色的蘑菇。可能你会
很惊讶，世界上哪来的紫色和粉色的蘑菇呀？当然

点评：

有，那是有毒的蘑菇！当然，你还发现非常多的白

用自己的语言，从眼前写起，以小路为指
引，带读者畅游和欣赏家乡，让人读着既
有趣，也觉得独特。

色的蘑菇，它们才是无毒的哦。你还可以看到一群
群的牦牛和许多羊在山上悠闲地吃草，那情景十分
壮观。有白牦牛互相撞击，还有公羊互相撞击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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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享受宁静
文 | 武涛 【甘肃省天祝县西大滩镇初级中学】

亲爱的远方朋友
人往往向往那些极远的极高的，美好的事物，
但是这些事物往往都是伸手可及的！同在一片蓝天
下，我的家乡正是“极远的”，“极高的”美好的地方，
欢迎你们来这里同我们一起享受这“另类”的天堂。
我的家乡，蓝天白云是我们的屋顶，小鸟、动

工作的朋友们，请到我家乡来享受这与众不同的宁
静……
我们正处于生活和创造生活的中间，请同我们
一起来享受这种完美的生活境界。
我的家乡真的很美，请你们带着期待的心情和
参观的目的来到我的家乡。

物是我们的家人，这些美好的事物等待着更多的人
去发现它，不论你远在何方，只要到了我们这里，
你就会感受到这一切美好，只要用心去看待，就会
看的真切，都市的繁华与昔日的烦躁将会忘得一干
二净……
我的家乡在祁连山脚下，在一个与噪音隔绝的
地方。这里的人们虽不富裕，但无一不被这美丽的
风景所感染着，小河里的鱼儿，天上的白云，戴白
色帽子的山峦，编织理想的宁静生活的人们……
出于对家乡的极度热爱，我首先被家乡的一切
所感染着，厌倦都市嘈杂生活的朋友们，请到我家

点评：

立意极佳，写出了家乡的与众不同，这种
不同就是“好”。没有假大空的宣传语
言，都是发自个人的思考，尤其是代入了
很多自己对当代生活状态的观察和思考，
这是一篇很有思想的作文，也很个性化。

乡来领略人性的纯洁与善良；忙于握笔敲键盘辛苦

2018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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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 贵州
GUIZHOU

文 | 陈丹丹 【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实验高中 】

亲爱的远方朋友

地中，使得种出的农作物都十分优良。而且这里的食

你们好！

物都是村民亲手栽种，纯天然、无污染，不添加任何

我是一名农村人，家住纳雍县锅圈岩乡土埠村，

化学物质，可放心食用。说到食物，村民最爱吃的便

我诚挚地邀请你们到我的家乡来做客，这里有你意想

是酸菜炸土豆，酸菜是用白菜、青菜、萝卜菜制作而

不到的风景，值得欣赏。

成，具有独特的风味，清爽可口，是家家户户必备的

其实村子里面的人们并不富裕，在好几年前这里

一道菜。土豆有多种吃法，炸土豆最受欢迎：把土豆

的路都是泥巴路，一到下雨天，路上又滑又难走，人

去皮，切片，放在油里面炸，再加上辣椒便可食用，

们的生活也并不好，只能勉强生活。后来，逐渐有好

简单又好吃。

心人到我们这里，捐赠书籍、衣服、文具等等，路也

这里的植物大多数是自然生长，山上长满了各种

从泥巴路变成水泥路，使得村民外出都方便了许多；

各样的花与树，其中映山红最多，春天到夏天这一段

生活也渐渐好了起来，孩子们以及村民都对给予帮助

时间开得最美。由于没有污染，这里的空气十分新

的好心人充满感激。

鲜，村民也十分热情好客，民风淳朴。

这里的村民大多是苗族，作为少数民族的他们，

欢迎各位来这里做客！在这里，你可以呼吸新鲜

有着自己独特的习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他们的

的空气，享受美好的风景与美味的食物，体验民俗文

服装，都是纯手工制作，上面的花及配饰更是令人过

化，还可以亲身体验农村生活：“无丝竹之乱耳，无案

目不忘，让人不禁感叹他们的心灵手巧。每当到特殊

牍之劳形”。放下手中的事，来体验一下真正的农村生

节日的时候，他们便会穿上自制的服装，跳着舞，吹

活吧！

着芦笙，用村民们独特的方式庆祝节日的到来。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里的村民大多
数以种地为生，他们都熟知农作物的生长规律，根据

你远方的朋友

祖先留下的种地知识与自己总结的经验结合运用到种

陈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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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阙凤 【贵州毕节市实验高级中学】

远方的朋友
你好！
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通信了吧，你的一切可还安好？虽然我们素未
谋面，却把彼此看作知己，侃侃而谈。我们从海子谈到泰戈尔，从学习读
书谈到生活理想。我们相知相识，相辅相成。你像一个大哥哥般关注着我
点评：

的生活，学习。相识已久，可我还未曾向你提起过我的故乡——贵州。

语言很质朴，既没有刻意
粉饰家乡，也不粉饰不富
裕，都是直白写来，没有
复杂的心绪。既写了家乡
的困难，也写了家乡的特
点，相当客观。虽然没有
直接说爱家乡，但对家乡
的柔情都隐含其中，有一
种“真”的质感，读着很
温馨。

今天正好借这个难得的机会，把我可爱的家乡正式介绍给你，并真诚地邀
请你能来我的家乡做客。
贵州——一个备受大自然青睐的地方，有着奇特的喀斯特地貌，因
其地下水丰富，该地貌由地下水长期溶蚀而成。风景名胜不胜枚举，双乳
峰更是被称为喀斯特峰林绝品。还有位于安顺的黄果树瀑布，得到了旅友
徐霞客的点名推荐……贵州的山，险而峻；贵州的水，清而秀；贵州的
人，善良淳朴，热情好客。
贵州的美景名胜数不胜数，若要我将其一一列举，恐怕三天三夜也
道不尽。最后推荐我们纳雍县的风景之最之一——总溪河风景名胜区。
总溪河风景名胜区好似一条白龙，首西尾东地静静地卧于纳雍、大
方两县的崇山峻岭之中。它集瀑布、秀水、奇山、异石、洞府于一川，集
古、秀、奇、险、幽于一河，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乌江水系唯一能泛
舟漂流的河段，有着名副其实的乌江第一漂美称。该景区除峡谷漂流外，
还是教学实习、科学考察、攀岩探险、溶洞猎奇、度假疗养的理想场所。
鉴于你和我一样，爱吃美食，最后向你推荐几道特色小吃：米豆
腐、花江狗肉、丝娃娃、凉拌折耳根、贵州酸汤鱼、宫保鸡丁……
说了这么多，终归是纸上谈兵，不及你的一次身临其境。想了解更
多风土民情，欢迎来我家做客，我可以充当导游，带你游遍贵州，吃尽各
种美食小吃。
你的朋友
阙凤
点评：

很会和读者拉近距离，好像是拉着读者的手在聊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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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 宁夏
NINGXIA

我的家乡是个移民镇
文 | 丁紫萱【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中心完小】

点评：

亲爱的远方朋友
我是中宁县大战场中心完小的六年级小朋友，简单的描述我自己一下，我
的个子不高，体重60斤左右。不像你们长着黑黑的头发，我有着一头长长的黄
发，你们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我的家乡大战场镇属于古代丝绸之路的一段，是中原进入边塞的交通要

小作者将爷爷印象中的
大战场，和经过政府移
民属地化管理之后的新
的大战场镇做了纵向比
较，一个蓬勃发展的移
民镇生动展现出来。

枸 杞

您好

道，古时常有商队来往，其地名的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宋代元丰五年。这里曾经
森林茂密，草长莺飞，后因战乱和采伐，加之沙漠的不断侵蚀，开始逐渐荒漠
场。自1983年大战场作为移民属地管理以来，中宁县加大了大战场的基础设施建
设，社会各项事业长足发展，经济建设步伐加快，特别是在自治区各项惠民政策

⼲草

化。马玉明口中的“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沙石跑”就是30年前的大战

的强力保障下，大战场成为中宁县最大的扬黄灌区，最大的劳务输出乡镇，第二
枸杞大乡，还成为周边最多的农产品、畜产品集散中心。
听爷爷说，大战场镇作为一个吊庄移民镇，从最初只有固原、海原、等地
的戈壁荒滩如今已是土地肥沃，林网纵横，以农畜、林业为发展主线，以枸杞、
红枣、苹果、硒砂瓜为主的特色产业，使大战场人彻底甩掉了贫困的帽子，这就
是以前的大战场。
现在的大战场，春天的雨，细腻而温柔，给山坡披上美丽的衣裳；夏天的
雷，迅疾而猛烈，为生命敲响热烈的战鼓；秋天的风，凉爽而温和，为农民擦去
身上的汗珠；冬天的雪，恬淡而安宁，为世界点燃灿烂光辉。
再给你介绍一下这里的美食吧，保证你听了口馋。回族的手抓羊肉是有了
名的，还有羊肉泡馍，还有天天都能见到的炸油香，炸撒子，清汤牛肉面……你来
的时候，保你享用，但你也一定要和我讲一讲你们那的生活，记得，一定要来哦！
丁紫萱

滩羊 皮

搬迁过来的移民户，发展到现在来自14个省、区，58个县的群众一起生活，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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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五宝
文 | 何也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大战场镇中心小学】

亲爱的远方朋友
你好！
我的名字叫何也，今年12岁，我的家乡在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大战场镇，这是一个主人热情好
客，旅游景区风景优美，并且物产丰富的地方。
宁夏不像其他大城市那样雄壮，它拥有的是朴素的美、野性的美。这些美体现在哪呢？就是主
人的热情好客。如果谁家有客人来了，主人一定会在客人来之前就把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把衣服
穿的得得体体，准备好自家最好的饭菜佳肴，等待客人的到来。到大年二十九的那天，人们会提前
上街买菜，买肉，买水果，准备好迎接明天要来的客人。第二天，早早起来，穿上新衣，在大门口
等待即将到来的客人，并十分热情地把客人迎进家门，端上佳肴，你们大家说这里的主人热情好客

贺兰 石

吗？
这里不仅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还有美丽如仙境的旅游景点。我去过寺口山，那里有许多奇形怪
状、巍峨峻拔的高山，这些山很美，这种美，是一种惊险的美，几十丈高的断壁悬崖拔地而起，半
边悬空的巨石在山风中摇摇晃晃，使人望而生畏。我还去过沙坡头，为什么要叫沙坡头呢？因为那
里到处都是沙子。一到夏天，沙子就会被太阳晒得暖和极了，躺在沙子堆上，非常惬意。那里有人
养骆驼，是为了给来的游人骑，骑上骆驼可刺激了。
这里还有著名的宁夏五宝，它们的代表颜色是红黄蓝黑白。红色的枸杞，黄色的干草，蓝色的
贺兰石，黑色的炭，白色的滩羊皮。它们为什么被称为五宝呢？因为他们都有很大的作用。枸杞是
一种药材，干草也是一种药材；贺兰石是一种蓝色的石头，是用来观赏的，因为它很美丽，很独

炭

特。炭是自然资源，哪里都有，但是宁夏的炭是最好的。滩羊皮是用来做皮大衣的，寒冬穿上可暖
和了。这五宝中我最喜欢枸杞了，因为它既可以做药材，还可以泡茶，并且营养丰富，写着写着，
我突然想吟诗一首来赞美枸杞：
千遍采摘还如初，
傲立雪中不屈服。
点点红心藏不住，
甘洒热血到玉壶。
远方的朋友，宁夏美不美，我希望你们可以来宁夏做客，宁夏会永远欢迎你们。
何也
点评：

作者写到了家乡人的热情，尤其写到了过年，让家乡的与众不同就立体起来。而且作者列举了五宝之
后，有自己的选择和歌赞，既有介绍，也将个人代入其中，增加了趣味性。

2018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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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 浙江

ZHEJIANG

杭州欢迎您
文 | 徐灵子 【浙江省杭州娃哈哈小学（中国美院附小）】

世界各地的小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中国美院附小一名六年级的学生，我们的学校就坐落在举世闻名的西湖边，今天我真诚
地邀请大家来我的家乡——杭州看一看。
我的家乡杭州，古时便有“丝绸之府”的美誉。杭州丝绸质地轻软，色彩绮丽，早在汉代，就
已通过"丝绸之路"远销国外。现已发展到绸、缎、绫、罗、锦、纺、绒、绉、绢等十几类品种。
我的家乡杭州，连续十一你上榜“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这里的人勤劳淳朴，文明礼貌，司
机斑马线礼让行人成为新时代杭州的金名片。
2016年，G20峰会在杭州召开，让杭州以她无与伦比的美丽展现在世界面前，重新打响了古
丝绸之都在全世界的知名度。
作为一名生长在杭州的小学生，我由衷感到自豪和幸福，并再次相邀全世界的小朋友们，欢
迎来我的家乡杭州做客，我会是你们很好的导游。
在这里，冬天看断桥残雪，感受许仙白娘子的爱情故事；春天，欣赏蓝天白云，领略苏堤上
柳树伴桃花的美景；夏天，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满湖的荷花仿佛伸手可触；秋
天，来听一听净寺钟声，踏一踏南山路，看法国梧桐漫天飞舞，在满地金色的落叶里闻一闻空气
中弥漫着的桂花香。喜欢美食的朋友，你们更应该来杭州。这里的叫花童鸡、宋嫂鱼羹、西湖醋
鱼、东坡肉、龙井虾仁.....好吃得不得了！
杭州欢迎您！在西湖边呼吸空气，在阳光下绽放笑容，世界是大家庭，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
家人！
你的朋友 徐灵子

点评：

由古杭州到现代化的杭州，作者简短的一段话将杭州的历史与文化
概括出来。随后用四季导游的方式展现了杭州的美，让人不由心生
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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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的朋友：
你好！

ELEGANCE & DELIGHT

文 | 赵函 【浙江省杭州市娃哈哈小学】

雅韵怡情

如诗如画的富阳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依山傍水的富阳。
先让我们体验一番“舌尖上的中国”，品尝垂涎三千尺的当地美食：酒酿馒头、米果、油炸响
铃、野菜包春卷、冻米糖......这些都是惹人喜爱的小零食。
饱餐一顿后，我们去富春江畔的柏油长堤——“新桐最美跑道”散步。隔着空旷的田野，听着
鸟雀欢唱，江水流淌，我们可以进入沙滩，随手拿起一根树枝作沙画。江边的白杨树为我们站
岗，一树一景尽享无限春光，让你全身心融入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此刻时间已停滞不前。
不知不觉中，我们将穿越到白墙黑瓦的古画中遨游，这条古道和群建筑已在村中默默扎根上
百年。信手推开古色古香的木门，中间便呈现出长方形的用鹅卵石铺设的地面，还有一口水井，
抬头便是巧夺天工的“天井”，这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
欣赏完雕梁画栋的古建筑，再来参观一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铁。
打铁技能是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老手艺，现在由我七十多岁的姑爷爷开这个“曹记铁铺”。
一个不大的路边小屋，里面一口炼铁的老灶火炉，无数型号不同的锤子，在爷爷叮叮当当有节奏
地捶打中，为邻乡百姓制作出不少铁制品农具。富有历史感的一间小屋里，蕴含的是我们祖辈的
智慧和勤劳。
我们回归现代，上桐洲岛去领略新时代的风采：江中坐皮划艇、空中滑翔、林中烧烤，居民
家中飘起来的土灶炊烟……如果你在夏天来到这里，森林氧吧将让你忘记酷暑。你还可以在富春
江里游泳，与江水来个零距离接触。同时，你可以进入整片的桑树林，亲手采摘到甜甜的桑果，
见到可爱的蚕宝宝们。
这就是我的家乡——保持着原始风光并有着深厚底蕴。欢迎你来我家做客，我将带你一一领
略。
祝：学习进步，身体健康！
你的朋友 赵函
点评：

赵函同学年纪小小，却似乎有点怀旧，她带着我
们怀想古诗，又带着我们到白墙黑瓦的古画中遨
游，欣赏那些雕梁画栋的古建筑。当然，还有姑
爷爷的“曹记铁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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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金凤妹妹的一封信
文 | 杨奕涵 【杭州市学军小学紫金港校区】

亲爱的金凤妹妹：
你好！
请允许我这样叫你。我是来自浙江省杭州市学军小学紫金港校区五（5）班的杨奕涵，期待
能和你见面，听你叫我一声“奕涵姐姐”！
金凤妹妹，你听说过杭州吗？或许我一说杭州，你就马上会说，“就是那个有个西湖的地
方！”是啊，“西湖”是我们杭州一张最靓丽的名片！她春有绿柳莺啼；夏有莲荷盛放；秋有金桂
银月；冬有瑞雪寒梅。你今年三年级，学过的古诗“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说的是西
湖；“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说的也是西湖。以后你还会学到很多描写西湖的优美诗
句，一定会有我最爱的这句“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金凤妹妹，听我们王老师说，你的家乡是甘肃省定西市。我在地图上仔细找了找，原来定
西是兰州的“东大门”，古时候还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呢！我们杭州是著名的丝绸产地，杭州丝
绸早在汉代和唐代就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往西域各国。所以定西和杭州虽然距离很远，
但却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相连的两个点。从今天开始，我们成为了朋友，定西的你和杭州的我，
这世界上的两个小不点，也相连了！我上网查了资料，知道你们定西有一颗“丝绸之路”东南线上
的明珠——贵清山。听说那里山峦秀丽，风景怡人，我真想马上飞过来看看呢！
春天来了！阳春三月是杭州最美的时光，莺飞草长，苏白两堤，桃柳夹岸。水波潋滟，游
船点点，远处是山色空蒙，青黛含翠。我这么说，你能和我一起闭眼，感受一下吗？西湖本身
就是一首诗，一幅天然图画，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哎，真希望哪天你能来杭州，我带你好好
走走，亲身体会“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啊！
金凤妹妹，我是个“小吃货”，你呢？杭州有很多名菜，“叫花童子鸡”、“东坡肉”、“西湖醋
鱼”、“宋嫂鱼羹”、“龙井虾仁”……只听名字就让人浮想联翩、垂涎欲滴。期待你来杭州，我们一
起在秀美山水间品尝这些杭州美味。我还要带你走街串巷，去尝尝街头巷尾的葱包桧儿、豆腐
脑儿、油冬儿----这些毫不起眼却带着香气、带着典故的小吃，真的不能错过！
如果燕儿帮我捎信，我想让她给你带点龙井茶，让你闻闻清明雨前龙井茶的清香。如果云
儿帮我捎信，我想让她给你带块云锦，让你看看像彩霞一般绚丽的丝绸。希望我这封信能快点
飞到你手上，期待你的回信！
祝你一切安好！
杭州的小姐姐：杨奕涵

点评：

唯美景（美食）与书（爱）不可辜负。杭州不只有美景、美食，但更美的风景其实是
人，人所展现的人文之美。作者的文字很美，但比文字更为打动人的，是她展现出的知
书知礼、落落大方的“杭州小主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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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奇的畲族风俗
文 | 方舒灿 【浙江省杭州唐村镇中心学校】

远方的朋友们：
你们好！
今天，我邀请你们来我的家乡，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家乡独有的民族风情。
畲族是中国南方的游牧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住在福建、浙江等地，还有极少部分居住在
江西、广东、安徽等地。而我的家乡也是畲族人民聚集的地方。畲族人口还是比较多的。他们的
语言也博大精深，由于经常聚居在汉族人群里，他们有些人还说这畲语，而有些人已经同化成了
汉语。他们的姓氏主要有：盘、兰、雷、钟等。这些字，在我们汉族一般放在名字的第二或第三
个字，而他们却用于姓氏。
畲族的文化十分的广博。文学作品有《盘谷歌》、《麟豹王歌》等。这两部文学史诗都是记
述畲族祖公龙鳞因征战立功二获配高新皇帝三公主为妻的故事。每年的九月十五日是他们的清神
节。传说有三位神仙——高信、高德、高禄，他们舍己为人所以被畲民永记心中。为了纪念他们
的功劳，畲民便在村头盖了一座庙——大王庙。而他们出发冲破鬼门关时的日子就被记为清神
节。每年这个时候，他们都会在村头搭起高高的戏台，请大王庙里的三位神仙来看戏。
畲族的体育活动可多了。斗牛主要是通过两人间的跳跃，顶碰和拨撞等规则来决定胜负；赛
“海马是一人一块板，一只脚蹲在板上，另一只脚蹬海泥推板向前滑行；此外还有打柴棒、舞铃刀
等，有趣吧？
畲族的民族服饰可美了。虽然有些人已经汉化，穿着现代流行的服饰，但还是有一群人会依
照传统，穿着自己亲手缝的畲族服装。他们的衣服颜色更偏向与苗族，十分鲜艳。
畲族人的日常主食也已米为主。除了米之外，还有粳、籼、糯三种。他们的喝茶之道也很讲
究，就像有句俗语说的“一碗苦，两碗补，三碗洗洗嘴。”
看，畲族的民风民俗稀奇吧？快来我们这儿看看吧！
方舒灿

点评：

小作者用极为简单的笔触描绘出畲族这个南方游牧民族的民俗风
情，各种趣味，让人不由地心驰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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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文 | 庄浩文 【浙江省嘉兴桐乡濮院茅盾实验小学】

亲爱的朋友：

率最高的专业市场。全国很多地方70%的羊毛衫，在濮

你好！

院都能找到，应有尽有。如果你想买条羊毛衫，你只要

我的家乡——浙江桐乡，是个可爱美丽的地方，她

跑遍国贸世贸和濮院的羊毛衫市场，总能找到一款你合

也是一带一路的国内核心延伸区，就让我向你介绍一下
她吧。
桐乡是一个旅游胜地，它有举世闻名的乌镇。乌镇
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小镇。走在乌镇的青石板路上，不时

适的羊毛衫。
听了我的介绍，你是不是想马上来玩呢？那就背上
行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祝你天天开心！

有小船从河里开过，一些不太起眼的小路，会在你的眼
你远方的朋友：庄浩文

前突然出现。古镇里有民宿、小吃店、酒吧和小饭店……
雨中的乌镇，就更加美妙了，雨滴滴答答地下着，雨丝
落入湖水中，泛起层层波纹，引得鱼儿都冒出水面，一
时间水面欢腾起来。乌篷船是这里唯一的过客。
如果你问我桐乡的特产，那我一定会说，杭白菊和
羊毛衫。
先来说杭白菊吧，杭白菊的花瓣洁白如雪，花芯是
黄色的，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杭白菊花海就更美丽了，
一大片一大片的白色如同下过雪一样。杭白菊和别的花
不一样，别的花只能欣赏，而它不但可以欣赏，还可以
泡茶喝，泡出来的茶还特别好喝。
再说桐乡濮院的羊毛衫，濮院的羊毛衫市场已经成
为国内拥有针织服装，展示摊位最多，出货量最大占有

点评：

玩的有古色古香的乌镇，特产有杭白菊和羊毛衫，看
了这封信，顿时对桐乡有了一个大概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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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妈，你快回来
文 | 贾怡萍 【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中山中心学校】

亲爱的舅妈：
您好!
最近身体还好吗？工作顺利吗？好久不见了，您什么时候回来？家乡的变化可大呢！多
得说不过来了。对了，您还记得小时候给我做的小吃—酿豆腐吗？这么久没做，您一定忘了
吧，那快回来由我这位小老师来教您了！哈哈！
舅妈，随着乡亲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酿豆腐的材料比以前丰富多了。如：油豆腐、猪肉
末、葱头碎、香菇末、鱼末、冬笋末、盐或糖、淀粉和味精······怎么样？食材多吧！对了，搅
拌的时候一定要加适当的水，不然会变硬的！而且，在包酿豆腐时，不能把油豆腐的皮给弄
破了，不然我可不吃！现在的酿豆腐是蒸的，外脆里香，还一点都不上火。酿豆腐的外形是
一个正方体和一个三角形，您蒸好要吃时，要趁热吃，另外，加上蚝油会更好吃哦！舅妈，
您知道吗，现在咱家乡的酿豆腐更出名了，许多外地的游客都慕名而来。听爷爷说，我们家
乡的酿豆腐还被选送去参加金砖会议食品品鉴大赛呢，这真是我们家乡的骄傲和荣幸啊！
酿豆腐专卖店的叔叔说，到节假日游客多的时候，一个上午就可以卖出好几十斤，每天
都忙得不亦乐乎呢。有一次，我在百家姓公园玩的时候，遇到一位外地游客，他正和同行的
朋友直夸我们的酿豆腐非常好吃，什么香甜可口、外脆里香、非常酥软，您不知道当时听得
我心里比吃了蜂蜜还甜呢!
哦，舅妈，您还记得吗？家里只要逢年过节都要吃酿豆腐。特别是春节来临的时候。你
看，爷爷奶奶又在忙着挖冬笋，准备做酿豆腐的材料了。舅妈，您一定要快点回来哦！这样
不但能尝到新鲜的豆腐，我们一大家子又可以团聚，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幸福年！
最后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您的外甥女 贾怡萍
点评：

当舅妈收到信时，只怕心早就飞到家乡，飞到那改良版的酿豆腐上了。读者读到这封信的时
候，也一定对这道极具地方特色的美食充满向往，而且在小作者的表述中还看到了当地生活
水平的变迁。一道酿豆腐，表现了在外游子的思乡，家乡亲人对游子的思念盼归，作为地方
名片的经济效益和外交效益，还有家庭的粘合剂！

2018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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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DONG

亲爱的远方朋友：
你好！
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我诚挚地邀请你到我的家乡——南澳来做客。

文 | 林孜禧︻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后宅镇中心小学︼

无处不在的南澳美

先给你介绍一下，南澳是一座小岛屿。它充满了快乐，美丽而富饶。这里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
同时，这里的美食美景和美好的生活也是人人都向往的。
南澳的美景可是名不虚传的！特别是站在海滨路上眺望大海。那金黄色的
沙滩，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而大海呢，在沙滩的映衬下显得特别惹眼。波
光粼粼、荧光点点，美得让人赞不绝口。尤其是晚上，海上的渔船都纷纷亮渔
火，海面上的点点灯光和路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绘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
当然，有了美景，怎么能少了美食呢！在南澳美食中，排在榜首的应该就
是各色各样的海鲜了。鱿鱼呀、鲍鱼呀、海胆呀、紫菜呀，海洋种类繁多的鱼
呀，应有尽有，让你不仅能大饱眼福，还能大饱口福。那鲜美可口的海鲜肯定会
使你的口水“飞流直下”。
在南澳，不仅山美、水美、景美、食美，还有一种美——人“美”。南澳的人
们有两种“美”。一种是文明美。南澳人从来都不随地吐痰，也不乱扔垃圾。而
且，在我们学校，也是经常倡议“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并组织我们高年级的同
学去马路两侧打扫卫生，把马路两边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南澳人的另一种美是热
情美。如果你走累了，随便敲开一家门，无论男女老少，都会邀请你喝杯茶，再
唠会儿家常，没准还会请出家里的大菜，让你留下来吃顿饭呢！
在南澳，美是无处不在的，还有许许多多的美等着你来发现。我希望你也
能来南澳，一览南澳的大好风光！南澳永远欢迎你！
你远方的朋友：林孜禧

点评：

南澳不仅山美、水美、景美、食美，还有文明美和热情美，这可是南澳的“金
名片”哦！宾至如归，就需要热情和文明，南澳不就像一个世外桃源吗？结尾
处小作者说：“在南澳，美是无处不在的，还有许许多多的美等着你来发
现”，是呀，旅游者也可以成为导游者，去发现美，传递美，还可以创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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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功夫茶
看潮剧
文 | 林淑慧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建阳小学】

远方的朋友：
你们好！寸寸乡土融情，声声乡音入心，我
想一邀你们来我家乡做客。

在品茶，也是在品人生。
一起来观赏潮剧吧！潮剧是戏剧片段加上潮
汕方言，边演变唱戏，配上音乐组成，而好的一出

一起来品茶吧！潮汕功夫茶不是一种茶类，

剧，更需要吹拉弹敲等多种乐器和谐搭配。潮剧常

而是一种泡茶的技法，是潮汕一带的一种品茶风

在庙会上出演，表现出对“老爷”的尊敬，每逢正月

尚。将茶具洗净后，抓起些许茶叶放进壶内。水一

初一至十五，出演潮剧时台下总是人潮如海，群众

开，热水从高处即下，飞流三千尺般冲进茶壶中，

大多是老人与小孩，热闹非凡，带有比其它剧更浓

水雾弥漫，香气氤氲，点过鼻尖如清风掠过，这乃

烈的民俗色彩。潮剧人物也分为生、旦、净、丑，

是“高冲”。泡茶也是很有讲究的，茶壶尽量靠近茶

通过唱做念打等手法体现人物特色。台上的戏子一

杯，再把茶汤依次轮转洒入杯中，如此反复二三

着素衣飘飘，长袖飞扬，梳妆美颜，灯光下映照一

次，直到把各个茶杯都斟满，人称为“关羽巡城”，

双双如画颜容，一会儿手摆叉腰，一会儿大步走，

这便是“低斟”了。

一会儿斗剑，一会儿翻跟斗，脸上喜怒哀乐不停变

品茶人都知道：头道茶最为浑浊，于是屏弃

换，悲欢离合，共谱一段缱绻佳话。即便动作在

泡沫，用来洗杯；而第二道茶饮起来，触过舌尖的

变，表情在变，而他们启唇咏唱时那股土生土长的

是青涩苦味；直到第三道茶，才是精华，这道茶最

潮汕戏腔，却未变过，如此动听，扣人心弦。潮剧

为醇厚，盈满口腔的甘甜，滑入喉中的滋润，是真

文化，必将一代一代绵延传承，永不断息。

正茶韵味好坏的体现；茶叶泡到第四道时，茶水清
淡韵暇，令人不禁回味前一道的醇香清爽。有言道

都是朴实无华的风土人情，却如烟花一样绚
丽了我的眼，希望你们也能来一游我的家乡。

“人生如茶”，头道茶是少年时期的初涉世，二道茶
远方的一位朋友 林淑慧

是人生青壮时期的艰难奋斗期，三道茶是人生中年
后的收获期，最后一道则是步入老年后的清淡，是

点评：

功夫茶的“高冲”与“低斟”描写生动形象，小
作者从“品茶”写到“品人生”，“人生如茶”
充满禅机。“即便动作在变，表情在变，而他们
启唇咏唱时那股土生土长的潮汕戏腔，却未变
过”，小作者总能在生活中感悟出人生的哲理，
叫人思索，发人深省，真像一个小“哲学家”。

2018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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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樟林古港
感受侨乡文化
文 | 陈尔涵 【广东省汕头市建阳小学】

亲爱的朋友：
你好！我是来自素有“海滨邹鲁”之称的汕头市澄海区的一名小学生，“海上丝绸之路”的起
源地之一——樟林古港，就座落在我们澄海区。
樟林古港是一个有历史故事，有文化积淀，有生活情怀的地方。从这里走出来的有著名
的爱国华侨蚁光炎，有著名的文学家秦牧，有著名的抗日英烈周礼平……他们的故事就是樟林
古港的故事，古港的历史也就是我们潮汕人奋斗的历史。
要想真正融入樟林古港，感受其文化印记，那么漫步其中不失为一种最直接的方式。随
着岁月的流逝，韩江冲积平原的变化，现在的樟林古港已不在海边了。但走在古港的新兴街和
河道边上，路边一排古老的栈房，栈房通向河道长长的阶梯，还有昔日的“航灯楼”——永定
楼，它们的斑驳留下了深厚的历史和记忆，用宁静的方式记录了沉甸甸的过往。在冬日温暖的
阳光下，每一栋古建筑都给人一种岁月沉静的感觉。但漫步其中，却还依稀感受到昔日码头繁
忙的景象，特别是当你路过一群人蹲着吃猪脚饭的小店时，当年码头工人为了赶时间填饱肚
子，艰苦勤劳形成的习惯，仿佛又把你带回到了往日熙熙攘攘、匆匆忙忙的码头。每一位来樟
林古港的人，都要体验蹲着吃一碗樟林猪脚饭，这是当年古港留下来最美好、最真切的活的记
忆。亲爱的朋友，我也热切盼望你来樟林古港，请你蹲着吃上一碗香喷喷的猪脚饭。
沿着古港的河道再往里走，我们还可以游览具有苏州园林特点的西塘，古朴的秦牧故
居，还有深深印在秦牧记忆里、多次在他的作品中出现的天后宫。这些古建筑已经不仅仅是一
座建筑，它们记录了多少坐着红头船下南洋谋生创业的华侨的记忆，这是他们人生奋斗的起航
地，也是他们创业有成最先想到要回报的地方。踏在这片先辈撒下汗水和泪水的地方，一股艰
苦奋斗、努力拼搏的精神油然而生。
远方的朋友，欢迎你到樟林古港来感受“海上丝绸之路”起源地的侨乡文化。
你的朋友 陈尔涵

点评：

小作者没有采用古板的介绍方式，而是引领读者跟随着她一起漫步，给人一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尤其是“樟林猪脚饭”部分，似乎我们就在其中，正蹲在那
儿有滋有味地吃着猪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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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KONG

文 | 林光政 【香港汉基国际学校】

从小到大，我对于家乡这个概念的理解
都模糊不清。几年前，我就问了我的爸爸这

于找到了真正的答案：我的家乡是整个世

点评：

界。

“整个世界就是我的家
乡。”林光政小朋友之所以
有这样眼界，跟他们家族四
海为家有密切的关系。走得
多了，走得远了，眼界自然
就开阔了。再回首,世界就小
了，心胸就开阔了，种族消
失了，歧视和偏见没有了，
世界就变成了一个“村”。

个问题，他回答我：“家乡啊，我们是中国

其实，我可以列出我自己家乡的特色、

的潮州人，但我们家在越南住了三四代，后

景色、食物。我可以用数不胜数的字眼来形

来为了逃避战乱就逃到加拿大十几年，看一

容狮子山的美丽，胡志明市街边令人口水直

看我们的护照，哈，我们在新加坡也呆了几

流的小食，奥度华在1812年战争的历史，但

年……”他一次列举出了六七个世界各地的国

我说不了这一句话：欢迎你来我家乡做客！

家和城市，而他的答案只是让我的问题更

因为这不单是我的家乡，这是我们大家的家

多。而我的妈妈，她的理解又完全不同：

乡。科技的发展把地球缩小了，从整个世界

“首先，我们是香港人，我的祖父母应该是

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最后变成了我们的家

客家人。”现在，我对我家的身份和来源终

乡。

“一带一路：欢迎来我家乡做客”征文总评
很高兴能代表我们写作坊的点评老师团队，作一点总结的工作。
在我们点评到的作文中，很高兴能看到同学们将笔下的“大”命题，与生活中的“小”细节联系起来，落实到我们的
日常之中，让“集体”与“个人”之间的亲密联系，得到了充分且生动的体现。感悟生活，然后加以思辨，进而以小见
大，是写作，乃至生活的必经之路。很高兴能看到同学们在这条路上的努力。
我们也看到了同学们平日的积累，和见诸字里行间的刻苦训练。无论是妙语连珠的字句、紧致细密的章法还是
博古通今的引用，同学们的才智和勤奋，都是值得肯定和称赞的。
而在写作“技术”之上，同学们的“思辨”与“情怀”，更让人欣赏。小小年纪，就懂得关心远方与远方的人，就学会
联系古今以史为镜，就理解“兼济天下”当中一份沉甸甸的使命感，这是我们这些“大人”也要向你们学习的。你们小小
的心思中虽然难免稚拙，但它单纯而美好，有希望，有力量。希望你们能将它淬炼成未来。
最后，谢谢你们写出了很棒的作品，谢谢你们的老师对你们的指导，谢谢你们的父母对你们的呵护与爱。
并颂时祺！
谨代表少年写作坊
桂春雷
2018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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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的
RUNNING MAN
文|唐 婧

提起王庆峰，所有认识他的人对
他的印象大抵是差不多的：朴实、正
直、话不多、做实事的山东汉子。事
实也的确如此。在入职江苏峰谷源的
这几年，从湖北郧西到吉林四平，从
陕西定边到云南楚雄，王庆峰作为工
程中心项目团队的“领头羊”，带领它
的团队让公司的光伏项目在全国各地
落地开花。
统计显示，2017年，王庆峰带领

王庆峰
江苏峰谷源储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他的团队完成光伏电站建设规模约
34.84MW，完成储能建设规模
5.4MW/10.8MWh，同时完成多个光
伏项目的考察工作。在进行项目工程建
设之余，王庆峰还制定出相关工程规章
制度20余项，完善工程管理，使工程建
设质量及过程控制得到有力保证，也为
后续项目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2006年以来，王庆峰就一直

91

明星直播

形地带，他们一个个晒得黝黑，被戏

估、工程建设等领域积累颇深。长期

称阳光下的Running Man。

在国内从事光伏工作的人都深知，如
果没有对这项事业饱含真诚与热爱，

曾经有人打趣王庆峰，一年
365天，你得有360天都在项目地

STAR LIVE

扎根于新能源行业，在项目开发、评

上，不觉得苦不觉得无聊么？王庆峰
今年6月30号，云南楚雄大姚农

对此的回答一直很统一：“只要沟通

是无法坚持下去的。因为国内大型光

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成功并网。该项

得当，就没有困难。大家都是为了一

伏地面电站多建于荒郊野外，通常是

目建设地点在山坡上，占地约500

个共同目标，不论业主、还是我们；

一些无人区甚至是连信号都没有的地

亩，施工地的地理劣势并没有阻挡住

只要热爱，再苦再累都能坚持下

带，特别容易迷失方向。如果电站位

项目的顺利进行。作为项目负责人的

来！”有多辛苦就有多少次想放弃，

于人迹罕至的沙漠地带，更得随时应

王庆峰对于自己能带领江苏峰谷源团

就要付出多少努力来化解，有时候支

对多变的地形和无常的天气，如果没

队再一次为光伏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

撑王庆峰们坚持和努力下去的就是对

有一颗挚爱的心，又怎能坦然面对各

力量感到非常自豪。他说：“这个项

光伏事业的一腔热情。爱因斯坦说，

种苛刻的自然环境？

目投入使用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

对一个人来说，所期望的不是别的，

2500万度。设备可运转25年，大约

而仅仅是他能全力以赴和献身于一种
美好的事业。

作为一名光伏领域的老兵，王庆

8年左右就能收回成本。意味着此后

峰就带领着江苏峰谷源工程中心的团

的17年，都是以零污染的方式进行创

队经年累月地奔跑在各种荒芜地带，

收。这也算是我们为国家精准扶贫事

足迹遍布祖国东南西北的各种复杂地

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吧。”

因为热爱，所以愉悦；因为热
爱，所以坚持。

2018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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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锂电池为代表的各种
新型能源的快速发展势头，让铅酸蓄
电池这种传统能源相形见绌。加上国
家对环保的日益重视，各种限制政策
陆续出台，让不少业内人士对铅酸蓄
电池的发展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廉
颇老矣，尚能饭否”？
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福建动力宝
电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杨永合，他一定
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铅酸蓄电池仍
然是老当益壮之时！

只有老去的人
没有老去的思想

杨永合，1996年毕业后即进入铅
酸蓄电池行业，主要从事研究开发和
技术管理工作。在行业里摸爬滚打了
二十来年，用平常熟悉同事间的玩笑
话来形容，正是“骨髓里是铅，血液
里是酸”。2016年3月份，杨永合因缘
际会加入了福建动力宝电源科技有限
公司，入职职位为生技部副经理，现
任技术部经理。
刚入职时，周锡方总经理（时任
福建动力宝总经理，现已调任猛狮新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锂电事业部副
总裁）曾对他感慨：“福建动力宝拥
有业内先进的产品技术路线、先进的
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却没有自主知
识产权，也还不是高新技术企业”。

文 |润 宇

他铭记周总的这番话，入职几个月，
在基本了解公司的运营模式后，即开
始着手布局高新技术企业的申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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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要素为拥有

涉及产品的创新设计或先进制造工

耗；但这种思路帯来很多技术难题：

独立自主知识产权，2016年6月份，

艺，3个涉及先进生产设备，3个涉及

铜芯螺母如何与铅汇流排结合？如何

他自任讲师组织生技部所有工程师和

先进生产工装模具。

技术员进行专利知识培训，同时进行

实现自动化铸焊生产？如何保证铜芯
螺母不渗酸腐蚀？如何保证铜芯螺母

脑力激荡、深挖技术潜力，挖掘出若

2017年，杨永合带领技术部深耕

的高锁附能力？问题接踵而至！项目

干个具有专利特征的创新项目；

于三大课题的研究开发工作：一、干

组不厌其烦地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实

2016-2017年间，生技部先后提出2个

荷免维护电池的自动化生产研究；

验验证，最终创新性地导入一种“铜

发明专利和13个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二、内化成技术于摩托车起动用密闭

芯极柱自动化铸焊技术”，实现了最

截止至2018年4月份，1个发明专利和

式电池的应用研究；三、超级大电流

初的设计构想，并结合电池内部板栅

13个实用新型专利已被授权，另一个

起动电池研究开发。目前三大课题的

优化设计，采用新型的放射性筋骨结

发明专利也有望于2018年底前被授

研发工作已取得一定的成效，让他印

构设计提高了板栅导电能力。采用这

权。2017年3月份开始，杨永合组织

象最深的是超级大电流起动电池的研

些新型技术开发出来的新产品，其大

发工作。

电流起动能力为常规电池的1.5倍以

公司行政部、财务部和制造部相关人

上。该产品于2018年惊艳亮相广交

员进行高新技术企业申请的攻坚工
作，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在

2017年5月份，公司成立超级大

会，并被陈乐伍董事长高度称赞：

7月份完成所有高新技术企业申请资

电流起动电池研发项目组，剑指高端

“可能是同等体积下这星球上起动能

料并正式申报到福建省科技厅。11月

应用市场。

力最强的，高达650安培的起动电
流，足以起动一台擎天柱”。

底，福建省科技厅公示福建动力宝电
源科技有限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

摩托车起动电池端子常规使用方

12月份，福建动力宝被正式授予高新

端子或扁端子，且需通过极柱与电池

正是因为团队孜孜不倦进行技术

汇接排连接，在起动时这些导电零部

创新的决心和劲头，更因为还有很多

件消耗了一部分电能，影响起动性

前赴后继的同行们抱有对新技术、新

杨永合深信，产品质量是企业目

能，无法做到超级大电流起动。项目

装备、新工艺的热忱追求，他才坚

前的生命线，而技术创新是企业未来

组另辟蹊径，设想用铜芯螺母直接根

信，铅蓄电池这个古老的产品通过技

生存和发展的灵魂。从其已申请的专

植于汇流排上，简化所有的导电部件

术创新后一定能再度焕发青春。

利中可略窥一斑：15个专利中，9个

从而减小超级大电流起动时的电压损

技术企业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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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宜城雨水天气持续
将近一个月，“来宜城看海”刷爆了朋
友圈、微博及新闻，其实宜城没有
海，有的是暴雨天气——暴雨来袭美
丽小城，雨水排流不及导致路面积
水。当你们躺在床上、或坐在沙发上
翻阅来宜城看海相关信息，感慨宜城
暴雨来势汹汹之时，有那么一群人在
雨夜中坚守，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企
业责任感与使命感。他们担忧着夜晚
暴雨天气下厂房的安全，直接驻扎在
厂房中，雨下了一个月，他们陪着厂

文 | 陈国巍

房过了整整一个雨夜月，每个人都想
回到温暖的家，但有些人却选择保护
厂房安全而不归家。偶然，翻阅到一
湖北有一座美丽的园林城市宜

古有大禹治水，三过门而不入，

个夜晚在厂房坚守者微信朋友圈中的

城，小城中有一所公司名为湖北猛狮

今有湖北猛狮新能源总经理康书文，

一条状态：“半个月了，今天终于沾床

新能源，在湖北猛狮新能源中有这么

经常直接驻扎公司办公不归家，不论

了！”那时，看到这条状态满满都是感

一群在黑夜与烈日中辛苦劳作的英雄

周末假日、不论风霜雨雪。你在时，

动，有这样的团队，有这样的队友，

们……

他在；你不在时，他还在；他不在

我相信未来什么困难都阻止不了我们

时，只要一声号召，第一时间赶回来

湖北猛狮新能源团队的发展与进步。

湖北猛狮新能源成立于2016年

帮忙解决公司遇到的问题，想方设

11月。2017年植树节时，高端锂离子

法，积极沟通，寻找资源，寻找解决

动力电池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在这一

方案，协调解决一切影响工程进度、

子，我拿着相机去拍设备安装调试的

天，猛狮科技董事长陈乐伍先生和宜

影响我司正常投产的问题及障碍。

照片时，设备工程管理中心一位员工

城市政府相关领导一起见证了湖北猛

记得设备安装调试最繁忙的一阵

给了我很深的感触，他在帮设备厂家

狮高端锂电池项目奠基的历史性时

在保证湖北猛狮新能源建设投产

将安装调试时需要的螺丝帽配套组装

刻。植物节他们共同种下一颗叫“湖

这条路上，每一个人都付出着常人难

好，我也加入了他的工作中。在谈话

北猛狮新能源”的种子，希望在宜城

以想象的努力。

中，我了解到他这样做是有他的“苦

再造就一个“猛狮”。
为了保证工程建设进度及公司正
常运营，上到总经理，下到普通工
人，每一个人都在默默付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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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的。设备厂家的安装调试人员都
很辛苦，如果有关于设备方面的问题
向他们咨询，他们经常会因为疲惫和
陌生而不会积极给予回应。对方的冷
淡并没有打消这位同事求知解惑的决
心，直接询问不成，他就从其他方面
找突破口。他用了最笨、然而对他来

雷锋的“傻子精神”影响了一代又

拼搏、锐意进取、同舟共济、勇于开

说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打开了人与人之

一代人，而当今社会每个人都在追求

拓”猛狮精神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在

间的那道障碍。他在不影响自己工作

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殊不知只有在保

各自的岗位上努力着、奋斗着，拼搏

的前提下，给予设备安装调试人员力

证相互利益、实现共赢的条件下，个

着，为湖北猛狮新能源的建设与发展

所能及的帮助，比如时刻观察他们工

人利益才能得到最大化。所以，不论

贡献着自己的绵薄之力。拿破仑曾经

作中的需要而搭把手，帮他们匹配螺

工作、生活，做大智若愚中的“愚

说过：“中国是一只睡狮，一旦它醒

母等，也许这件事情微不足道，但是

人”，其实会更快乐，收获也可能更

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我相

它却融化着设备厂家安装工作人员的

多。

信湖北猛狮新能源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未来也会像从睡梦中苏醒的强大

心，让他们在异地感受着温暖与关
心。同样的，这个笨同事也得到了对

湖北猛狮新能源从成立至今，将

狮子，不断发展、壮大，跨出国门，

方的特殊关照，他有什么疑问，对方

来自五湖四海、不同文化背景、不同

进入并占领国际市场，成为具有国际

都会仔细地为其解释直至其明白为

民族的员工聚集在一起，大家或为生

竞争力的锂电池产品供应商。

止。

活、或为理想在这里汇聚，在“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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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in Brief

新闻简讯

5

月28日，在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铅酸蓄电池分会第八届
四次会员大会暨四次理事会颁奖典礼上，猛狮科技被

评为2017年度中国铅酸蓄电池行业“知名品牌”、“先进集体”
及“质量五星级企业”，陈乐伍董事长荣膺“2017年度中国铅
酸蓄电池行业领袖人物”。
On May 28, Dynavolt Tech. was awarded the "Famous Brand",
"Advanced Collective" and "Five-Star Enterprise of Quality" in
China's lead-acid battery industry in 2017 at the 8th General
Meeting and the 4th Council Award Ceremony of the China
Electrical Appliance Industr y Association Lead-acid Battery
Branch，Leonard Chen, Chairman of Dynavolt Tech.was honored
as "leader of China's lead-acid battery industry in 2017".

6

月7-8日，厦门潮人在厦门、汕头两地出动“高考爱心
服务车队”免费接送考生。

From June 7 to 8, Xiamen Chaoren Renewable Energy Car Service
Co.,Ltd. dispatched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love
service team" to pick up the candidates free of chargein Xiamen
and Shantou.

6

月12-13日，广东广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曾子敏携同总经理黄开诚等一行5人莅临猛狮科技

参观考察，陈乐伍董事长携高管予以热情接待。
From June 12 to 13, Zeng Zimin,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chairman of Guangdong Guangye Investment Group Co., Ltd.,
together with Huang Kaicheng, general manager, and five other
members of the group visited Dynavolt Tech.. Leonard Chen, Chairman
of Dynavolt Tech., and senior executives gave a warm reception.

美

国当地时间6月19日，猛狮科技与康奈尔大学能源

材料研究中心联合成立康奈尔大学能源材料研究中心

(中国)，双方将在燃料电池和能源材料领域开展研发合作。
On June 19, local 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Dynavolt Tech. and
Cornell University Energy Materials Research Center jointly
established Cornell University Energy Materials Research Center
(China), the two sides will carry ou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fuel cells and energy materials.

6

月20—22日，2018年德国慕尼黑国际太阳能技术展览
会在德国慕尼黑新国际展览中心举行，酒泉润科携各

系列逆变器、储能PCS及充电桩产品参展。
From June 20 to 22, 2018 Munich International Solar Energy
Technology Exhibition was held at the New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in Munich, Germany. Wynnertech took part in the
exhibition with a series of inverter, PCS and charging pil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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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负责人莅临湖北猛狮新能源考察调研，康书文

6

月28日，广微控股集团董事长陈炫霖、总裁曹志东一
行莅临湖北猛狮新能源考察调研，康书文总经理携高

总经理携高管予以热情接待。

管予以热情接待。

On June 23,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Xiangyang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and Mayor Pei Yingcai came to Hubei Dynavolt
New Energy with the heads of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directly
under the Xiangyang Municipal Government for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General Manager Kang Shuwen and senior executives gave a warm reception.

On June 28, Chen Xuanlin, chairman of Guangwei Holding Group,
and Cao Zhidong, president of Guangwei Holding Group visited
Hubei Dynavolt New Energy for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General Manager Kang Shuwen and his senior managers gave
him a warm reception.

6

6

月29日，猛狮党支部在猛狮科技注册总部党员活动室
举办“纪念建党97周年主题活动”，公司党员、预备党

员共20余人参加。
On June 29, the Dynavolt Party branch held a theme activity to
commemorate the 97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in the Party Activity Room of the Dynavolt Tech. Registration
Headquarters. More than 20 Party members and reserve Party
members participated in the activity.

6

月30日，由江苏峰谷源建设的云南楚雄州大姚县20兆
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正式并网发电。

On June 30, the 20 MW rural photovoltaic complementary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project in Dayao County, Chuxiong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 constructed by FGY, was officially
connected to the grid.

DYNAVOLT WORLD

6

月23日，襄阳市委副书记、市长郄英才携襄阳市直相

月30日，由湖北猛狮光电总包承建的郧西县河夹镇来
家河100兆瓦多村联建光伏扶贫电站成功并网发电。

On June 30, the 100 MW photovoltaic poverty alleviation power
station in Laijiahe Village, Hejia Town, Yunxi County, which was
contracted by Hubei Dynavolt Optoelectronics , was successfully connected to the grid.

6

月30日，“汕头市2018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仪式”在
市委会议中心大会堂举行，猛狮科技获颁“爱心慈善之

星”荣誉牌匾。
On June 30, the "Shantou 2018 Guangdong Poverty Alleviation Day
Ceremony" was held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Convention Center of the
Municipal Committee. Dynavolt Tech. was awarded the honorary
plaque of "Star of Love and Ch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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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以色列理工学院聘任马龙博士（Moshe Marom）

为荣誉院士，以表彰其在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学校建

设中的卓越贡献。自2017年12月起，马龙博士出任猛狮科
技顾问。
In July,the Israeli Polytechnic appointed Dr. Moshe Marom as an
honorary academician in recognition of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school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 Israel Polytechnic.
Since December 2017, Dr. Malone has served as a consultant for
Dynavolt Tech..

7

月2-4日，2018中国国际光储充大会在上海隆重举行，

在年度颁奖典礼上，江苏泰霸荣获“2018年度储能产业

7

月2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漳州市委书记檀云

坤率队莅临福建诏安锂电基地参观指导工作，陈乐伍

董事长携高管予以热情接待。
On July 2, Tan Yunkun, deputy directo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Fujian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 and Secretary of the
Zhangzhou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led a team to visit and
guide the Zhao'an Lithium-ion Power Base.Leonard Chen, Chairman
of Dynavolt Tech., and senior executives gave a warm reception.

7

月20日，在2018第二届中国新能源汽车测试评价技术

发展高峰论坛上，猛狮科技研究院院长、锂电事业部

最佳系统集成方案解决供应商”、“2018年度新能源最具潜

副总裁邓中一博士发表“用于微冷链物流车的光伏—锂离子

力价值企业奖”两项大奖。

动力电池系统的开发及智能控制”主题演讲。

From July 2 to 4, the 2018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ptical Storage and Charging was held in Shanghai. At the annual
award ceremony, Dynavolt Power won two awards: the Best
System Integration Solution Provider for the Energy Storage Industry in 2018 and the Most Potential Value Enterprise Award for New
Energy in 2018.

On July 20, in the 2018 Second China new energy vehicle testing
and Evalu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ummit Forum，The
director of Dynavolt Tech.Research Institute,Dr Deng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entitled "Development and Intelligent Control
of Photovoltaic-Lithium-Ion Power Battery System for MicroCold Chain Logistics Vehicles".

7

7

月20日，在第七届中国财经峰会年度颁奖典礼上，凭

借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卓越表现，猛狮科技荣获

月，福建猛狮新能源成功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

评定，获得由国家工信部授权的评定机构——江苏鸿

“2018企业社会责任典范奖”。

信系统集成有限公司颁发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证书”。

On July 20, at the annual awarding ceremony of the 7th China
Financial and Economic Summit,Dynavolt Tech. was awarded the
"Model Priz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2018" for it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July, Fujian Mengshi New Energy successfully passed the standard-fulfilling evaluation of the two-way integ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Obtained the "two-way integ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evaluation certificate" issued by Jiangsu Hongxin system
integration Co., Ltd., an evaluation institution authorized by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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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中国电池行业百强企业名单揭晓，猛狮科技

上榜，位列第28位。
On July 26, the China Chemical and Physical Power Industry
Association approved and assessed the list of the top 100 batteries industry enterprises in China in 2017, and Dynavolt Tech.
ranked 28th.

8

月9日，广东省企业联合会、广东省企业家协会联合发
布了2018年广东企业500强、优秀自主品牌榜单，猛

8

月7日，航天机电董事长张建功携同上海申航进出口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宏斌、上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吴彬等一行莅临猛狮科技总部参观交流，陈乐伍董事
长予以热情接待。
On August 7, Zhang Jiancong, chairman of the space electronics
board, accompanied by Zhang Hongbin, general manager of
Shanghai Shenhang Import and Export Co., Ltd., and Wu Bin,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Shanghai Solar Energy Technology
Co., Ltd., visited the Dynavolt Tech. Headquarters.Leonard Chen,
Chairman of Dynavolt Tech., gave them warm reception.

8

月10日，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湖北赛区）新能
源及节能环保行业半决赛在武汉举行，湖北猛狮新能

狮科技入围广东企业500强，位列第279位。

源参赛的三维锂电项目荣获第二名。

On August 9, the Guangdong Enterprise Federation and the
Guangdong Entrepreneurs Association jointly released a list of top
500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18. Dynavolt Tech. was
listed in the top 500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ranking
279th.

On August 10, the semifinals of the 7th China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Hubei Competition Area) were
held in Wuhan. Three dimensional lithium power project of
Hubei Dynavolt New Energy won second place.

8

9

月14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发布了“2017起
动用铅酸蓄电池出口前十大企业”，猛狮科技以471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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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26日，经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审核评定，

月10日，猛狮科技召开团支部成立暨第一届委员会选
举大会，选举曾佳玲为团支部书记，陈丹青为副书

美元的出口额位列榜首。

记，颜婉婷、谢树煜、王育鹏为支部委员。

On August 14, the China Chemical and Physical Power Industry
Association released "Top Ten Enterprises Exporting Start-up
Lead-acid Batteries in 2017", and The Dynavolt Tech. ranked first
with 47.11 million US dollars in exports.

On September 10, Dynavolt Tech. Convened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branch and the first committee
election conference， Elected Zeng Jialing as League branch
secretary, Chen Danqing as deputy secretary, Yan Wanting, Xie
Shuyu, Wang Yupeng as branch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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