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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0-2020年全球电动车销量预测(百万台)

来源：国际电池大会 

在2010年，权威机构曾预测：

2016年电动汽车产量应突破400万

辆。(如图1)但六年过去了，增长虽未

达预期，不过增长速度相当惊人，动

力电池行业已成为备受关注的朝阳产

业。 

美国专注于锂电池核心技术的研

发，拥有着电动汽车的众多核心技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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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洗牌后，我觉得大概到

2020年，动力电池会是个比较成熟的

市场。这时候的动力电池市场足够大，

没有国家政策补贴，只是市场选择。

在锂电行业，电池市场已经进入

白热化竞争，但储能市场发展潜力巨

大。从本质来看，太阳能、风能等新能

源都有个特点，就是靠天吃饭，存在

不稳定性。显而易见，亟需蓄能系统

来实现能源的储存。另外，在电网的

削峰填谷、调频调相等领域，锂电储

能也可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对锂电

来说，储能市场比动力电池市场更为

广阔，容量更大，现在正处于非常有

利的介入时期。

有一家美国公司烧了几亿美元，做

了十多年研发，仍未推出产品。这反映出

做产业的不容易，也反映出美国的投资者

很有耐心。但中国的投资者和技术人员缺

乏十年磨一剑的精神，管中可以窥豹。我

认为尤其是在动力电池这样的朝阳产业，

还是要耐得住寂寞，才守得住繁华。锂电

池产业发展仍需战略耐心。

2015年是中国电动车补贴元年，国

家为促进行业发展，出台众多利好政

策，如“长度为10米以上的公交车，国

家补贴50万，地方政府补贴50万”，巨

大的利益鼓动下，众多厂家瞄准国家政

策风向，纷纷进入。有一些厂家为了拿

国家补贴，不择手段，使得新能源汽车

发展初始，便有一波骗补风波。

为了防止骗补，2017年3月份，四部

委出台政策：“所有的商务车运行里程数

达3万公里后，才能申请补贴。”这一政

策使得电池行业原已账期过长的动力电

池销售雪上加霜。资金实力不雄厚的中

小型动力电池企业根本不能生存。3万公

里的里程数限制，使得动力电池市场迅

速向大型电池公司集中，动力电池行业

寡头效应开始凸显，现在前五家动力电

池企业占了80%的市场份额。另一方

面，很多中小型锂电池厂家淘汰出局。

动力电池行业是资金与技术密集

化的行业，两者缺一不可。现在，动力

电池行业生存很好的锂电池企业并不

多，宁德时代、比亚迪可谓行业的佼佼

者。由于新能源汽车行业是政策主导的

市场，因此政策的把握、技术路线的选

择、商业模式的运用就极其重要。盲目

扩张，必然遭遇淘汰。去年动力电池销

售额第三名的闪崩就是例子。

电动汽车对电池的要求几乎是所

有应用里最苛刻的，对电池的要求绝对

不仅仅是单一指标。例如目前对能量密

度的过分强调，必然导致牺牲安全和循

专利。但从全球电动汽车的保有量来

说，中国在产业化方面有所领先，今年

国内电动车在1至6月份的销量保持直

线增长，增速迅猛。在市场层面上，有

望与美国平分秋色。但如果我们使用的

核心技术还是在别人手上，动力电池和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就会受制于人。因

此，动力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技术

研发迫在眉睫。

环寿命。动力电池所有其他要求都可以

讨论，只要性价比最佳即可，只有安全

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因为电动汽车的

安全有问题，就可能导致人员的伤亡。

 补贴退坡，导致动力电池价格快

速下降，三元材料在价格高位上继续上

涨，这对所有动力电池厂家来说都是严

峻的考验。

 

很多人不理解，现在很多锂电池

原材料包括负极，隔膜，电解液等都在

降价，为什么电池厂还有很多人抱怨原

材料涨价。这主要是正极材料即三元材

料仍在涨价，而三元材料在电芯原材料

价格里占有接近60%的比重。所以即使

40%的原材料在降价，总体来说正极材

料的价格还是在涨。如图2所示，第一

条黄线是原材料LCO，始终在涨价。

动力电池厂家的客户是车厂，车

老大比较强势。加之国家补贴是发到车

厂的，所以在目前成本与价格的矛盾日

益突出的状况下，大部分电池厂家几乎

没有与车厂议价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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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成就，

甚至于已经危及欧美日传统汽车制造

大国的霸主地位；二是沿袭一贯的大

国沙文经济殖民思维，热衷于想象中

国对于稀缺资源的掠夺，特别是在非

洲南美大陆的绝对控制。前者是发达

国家对于后来的追赶者或超越者的担

忧和忌惮，后者是对后发而先至已成

定局的中国进行道德绑架的有罪推

定。但无论怎样，有两点是确定的：

都不会让他们放缓技术顶端控制和市

本和市场动能十足的中国力量已经打

破传统欧美日三分天下的格局。当把

新能源作为国家竞争的“武器”来对

待，并诱发“绿色能源地缘政治”概念

出笼时，接下来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将

不可避免地跳出国内经济发展的小格

局，演变成深刻影响世界的国家战

略。

汽车产业是传统欧美国家的后花

园，上个世纪中下叶日韩的燃油汽车

发展就经受了很大的考验。当前，中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突破的是全球的既

有利益格局，可以想见其遇到的诘难

和指责或许会更多（眼下的中美贸易

摩擦，“电动和其他‘新能源’车辆”位列

其中）。在积极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

同时，我们不能一味抱怨国际舆论环

境对国家发展和国民素质总是带着有

色眼镜，这恰恰“逼迫”我们要用更加

优质高效的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成果来

回应一切质疑。相比较于国歌中的“冒

着敌人的炮火”，这些又算得了什么？

另一方面，每一个行业每一位国民都

要学习如何讲好自己的故事，敢于发

声、善于发声，百川归流终成大海，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故事才会接

地气、有底气。

全球都在科技创新的路上大踏步

前进，国家也把创新驱动作为战略。

从技术到产品再到商品，有时看来仅

仅一步之遥，却又注定无法实现。电

子信息技术的社会化推广、商品化运

营造就了微软的巨头地位，“互联网

+物流”造就了阿里巴巴、京东、亚马

逊等网购平台，水土服与不服需要综

合考虑技术、市场、资本乃至于国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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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交通便捷化工具的汽车，从

19世纪开始就深刻改变着主权国家的

经济发展体量和制造工业情态，也创

造了迥异于其他具体物化商品的汽车

文化。当下这个历史时期，电能已经

从单纯机械动力辅助一跃成为基础能

源供给者，电动交通工具的开发利用

也从区域社会动脉的“国计”转变成为

家庭均可消费的“民生”。中国政府顺

时而动，提出了以新能源汽车为突破

口实现汽车制造“弯道超车”的发展目

标，极大激发了各方投资热情。通过

近五年时间的努力，深度倒逼了全球

燃油汽车退出机制时间表的确立。

国家竞争总是博弈有道的，翻看

近三年境外主流媒体对中国新能源汽

车发展的报道，稍作梳理，就会发现

其间折射出两种倾向：一是充分肯定

国家竞争背景下的

汽车制造业

场份额开拓步伐，更不会放弃中国这

个已然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近年

来外商在华投资最大两个板块就没有

变过：汽车、医药。

当前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大势，深

度刺激、激发了全球车企集中资本搞

技术创新的磅礴态势。一方面因素是

出于抢滩市场、稳固基本盘的资本逐

利本性，另一方面更需要看到的是：

在国家力量博弈和合作的战略中，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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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命从历史发展到现在，群居生存是基本形态，脱离原始是必然要求。由

此伴生出的衣食住行及相应的物质保障、精神追求，便成为了人类社会交换活动的发

端。其获得过程的艰辛程度和获得物的分配享受等级渐次明晰并固化时，便刺激了不

同层级的为解放肉身及释放天性等的工具创造和技术进步，从而最大程度促进了不同

历史时期的文明形态革命。

历史发展表明，人类生存文明的具体情态总是与工具的发现发明或颠覆性变革

紧密相关。从对火的趋避到有效利用，从对电的恐惧到全球覆盖，蒸汽机的横空出世

造就近代工业革命的灿烂辉煌，信息技术日新月异让人类真正进入地球村时代。抛开

人为物役、人为财役的哲学思辨，毫无疑问，围绕着更好的衣食住行而展开的林林总

总的商品研发推广，就是现代国家体系下所有经济活动产业化发展、市场化推广的核

心。

一言以蔽之，生存制造消费，更好的生存创造更高的消费。

引言：生存制造消费

从新能源汽车发展

论文明形态革命
文 | 邓  强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成就，

甚至于已经危及欧美日传统汽车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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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沙文经济殖民思维，热衷于想象中

国对于稀缺资源的掠夺，特别是在非

洲南美大陆的绝对控制。前者是发达

国家对于后来的追赶者或超越者的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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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局的中国进行道德绑架的有罪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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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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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世界发现宇宙奥秘的钥匙。在这个

意义上来讨论某种具体工具的阶段性

历史任务，才会有价值。

据彭博社5月22日的报道《无论

电动还是燃油(车)，条条大道通中

国》，“中国市场令人印象深刻，一个

因素是其内部已存在激烈竞争。目前

在华约有近30家独资或合资企业出售

电动汽车，几乎为美国的两倍。世界

上最大增长市场内迅速出现的竞争，

或许是有利于全球电动汽车发展的最

重要因素。彭博社预测到2040年，电

动车的使用将令全世界每天减少石油

消耗量730万桶。尽管中国对石油的

需求将不复从前，但2040年之前仍会

占据全球石油需求增量的1/3。这就是

目前的局面(无论电动汽车还是燃油汽

车的路，都通往中国)。”

看似在电动和油气之间徘徊，但

其实已经可以下一个结论：作为最大

单体普通家庭消费品的汽车，其主导

风向是非油气化，目前可商业化量产

成熟技术首推电动汽车，而中国不仅

是燃油汽车的最大消费国，也是电动

汽车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对于电动交通特别是电动汽车自

身的非环保怀疑，目前主要集中在制

造、排放及能源供给三个方面。

从汽车制造本身来看，整车模具

及成型、组装等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无需过分纠结具体某个车企生产过程

中的某几个主要污染排放物指标的暂

时性上升或者下降。“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CNPC)去年11月的一份报告提出

了进一步的问题。研究人员发现，虽

然燃油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碳多于电池

动力汽车，但后者排放的PM2.5颗粒

是前者的两倍多，主要来自于通常较

重的电动汽车的制动盘和轮胎磨损以

国新能源电动汽车的生产和购买能力

都已经占据全球半壁江山。虽然有中

央政府财政补贴政策的强力推动之

功，但绝不能忽视中国已经是世界最

大消费市场的基本现实。这一点，从

占据全球手机市场主要利润份额的苹

果手机，其主要盈利地区也在中国大

陆可以得到印证。作为最大宗终端消

费品的汽车产品，也需要从这个角度

来加深认识，准确判断。

最广的消费群体催生最大的市

场。三四百年来，世界上先期发达国

家之所以能够长期占据发展前沿，抛

开资本吸附、军事控制和殖民掠夺等

因素，科技进步带来的技术垄断、知

识强权尤其不可忽视。特别是在海外

资源转化为本国利益之后，一大批能

够创造财富、超前消费的中产阶级的

培育，给国内市场的活跃奠定了基

础。中国尽管可能不会产生传统定义

上的“中产阶级”，但眼下已经造就了

相对比例仍然不断攀升、绝对数额不

少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总人口

的中等收入阶层或群体。同时，数量

还在不断增大、素质还在不断提高、

选择也在日益增多。

最大的市场占有刺激最优的创

新。尽管中国的汽车好像目前还上不

了大台面——不过这并不妨碍在美

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备忘录中，“电

动和其他‘新能源’车辆”作为其惩罚性

关税的对象。中国高铁曾师从日本、

德国，在阻碍重重下蹒跚学步，依靠

自身的努力发展至今，已然创造出了

符合本国国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最大规模运用的成熟技术，并且已经

走出国门，抢滩欧美。从两弹一星到

日用消费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程

已经证明了“以我为主，自主创新”是

一条最不像捷径的捷径。新能源汽车

电动汽车用火箭送入太空的现实意义

无法理解，但毋庸置疑特斯拉把技术

和故事玩得很嗨；尽管形不成产能还

一直巨亏，但华尔街的资本大佬依旧

乐此不疲地使劲砸钱。

家族财团资本追求的是绝对利润

最大化，主权国家资本要做的是公共

利益均等化。今年川普在贸易战大旗

下纵横捭阖，力图短期内构建世界经

济新秩序，意欲由本国制造业的兴起

填补关税收益空缺且获得高就业，看

起来很能一举多得。但对于地球上绝

大多数主权国家而言，知识产权保护

对于先期发达国家的支撑无以复加，

缺乏核心技术之上再缺乏国家保护，

制造业能走多远前途未卜，接踵而至

的金融货币权也会移交出去。

中国已经拥有地球上第二完善的

制造体系，综合制造能力也不遑多

让。如何激励本国科技创新，如何鼓

励国内产品自主开发使用，如何在运

用过程中快速提高品质，这应当是国

家政策的重中之重。

近几年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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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等诸多因素。

技术到市场如此，政策与技术亦

是如此。从理论准备到实验室验证，

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推广，目前占据新

能源汽车绝对主力地位的锂电池起动

汽车，从锂电池研发到大规模运用再

到当下的万分火爆，走过了半个多世

纪的历程。放眼世界，当国家政策鼓

励、企业自主发展动能与消费购买意

愿的三方共识已经初步形成时，我们

再来评估技术、产业和国家竞争力关

系，就能够回归到最朴实的道理上：

不是国家产业政策刺激科学技术创

新，而是科学技术创新推动国家政策

出台。

时下流行“网红”“流量”，抛开纯粹

娱乐至死的噱头外，人文或自然科学

其实也需要有这样的技巧。那些高难

艰深的学术思想，特别需要用普通群

众感兴趣、听得懂的语言和表达方式

来赢得共鸣。佛学讲普度，故南怀瑾

虽被人诟病知识槽点多，但他将佛法

要义传扬给众生，诸多佛学知识盲点

在其不断的讲述、辩论和寻根中深化

升华；科学讲“普及”，诸多拿过诺贝

尔奖的人士对于霍金核心学术总是不

以为然，但世人皆知霍金与黑洞，这

不仅因为他是一位身残志坚的优秀科

学家，更在于他激发了普通人了解这

个世界的兴趣。

推而广之，学界精英认识并掌握

科学知识无可厚非，但不可忽视，绝

大部分都在开放包容吸纳完善知识本

身的同时，却兼具清高孤傲形成的反

向封闭僵化。这个壁垒的破除，是一

切书斋或研究室知识转化为社会化推

广利用产品的第一步。不仅是市场推

广，其实技术创新也需要讲故事，马

斯克便是个中高手，虽然大家都对把

产业发展也必将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宽

广。

最优的创新动能制造最好的产

品。从“圆中国普通家庭汽车梦”开始

的比亚迪、吉利，准确把握了基本需

求和理性消费的时代节奏，已经初步

完成“山寨”“矮矬穷”到“创新”“高大上”

的华丽转身，率先在国内新能源汽车

市场发力并取得优势地位。宁德时代

创业之初并未选择北上广深等看似最

能激励创新的地区，却用了不到十年

时间一飞冲天超过松下成为全球最大

电池生产供应商。将最好的产品、体

验、服务结合起来，是打造“百年老

店”必不可少的三项要件。再好的概念

运作、炫目的颜值担当，如果缺乏实

际的技术能力保障、真实的消费能力

支撑，都不可能取得长久的发展。这

一点是特斯拉被行业内的传统汽车大

佬们一直诟病的地方，也是汽车界的

“苹果手机”特斯拉所面临的最大危

机：盈利现状无法改变，生产保障无

法延续，可能再用不了十年，最终被

投资方和消费者抛弃。

最好的产品性能创造最大的消

费。产品的高性能是品牌忠诚度的基

础，也是维持强有力消费的基石。曾

几何时，中国市场上的合资品牌大行

其道，国有大型企业政治地位高高在

上，但作为自主品牌从业绩到创新却

乏善可陈。民营企业中，制造电池的

企业比亚迪入行乘用车整车制造，

“BYD”被戏称为（比“歪”的）；吉利汽

车在中低市场的高占有率，却被贬为

拉低自身形象的“冲动购买”；中国汽

车制造自主创新乏力、抄袭严重好像

板上钉钉。但现在，比亚迪新能源客

车已经抢滩英国市场并深受好评，电

动乘用车技术全球领先。吉利控股沃

尔沃，不仅提高了吉利的品牌整体形

象、布局开启了欧洲市场，更获得了

难能可贵的技术平台支撑。同时在新

能源乘用车板块，多年打拼之后也有

了自己的一席地位。国内市场大，国

际大市场，作为时下的电池老大，宁

德时代已经与国际知名汽车品牌开展

极为深度的合作。

 

一条基本判断标尺迄今未变，即

实力决定一切。足够的资本、强大的

军事、自信的文明才能主动推进全球

化，资本是基础、军事是保障、文明

是根本。近现代文明中，坚船利炮开

道是惯常手段，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

言是显见事实，各阶层“唯美”层出不

穷是当下现状。接下来的时代里，依

托人类社会唯一延续至今、没有中断

的古老文明，“孔子学院”如果能够改

变武力征服导致文明融合的历史轨

迹——那么这将是中国对于全球治理

的最大贡献。中国新能源汽车未来五

至十年的发展目标，是把地球上最大

市场催生的的科技成果、市场产品推

销到全球，实现单一汽车制造产业的

“弯道超车”到人类环保生态交通出行

工具的“行业引领”。

当下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路径

探讨，都是基于人类现代文明发展如

何最大程度减轻对自然生态的负面影

响来说的。由此产生了原料选择、反

应过程、基本排放物等路线争论，但

毋庸置疑，无论是锂电汽车还是燃料

汽车，作为动力的起始提供都是转化

为电能。电力的发现及广泛运用，可

以和人类历史上对火的利用相提并

论。毫不夸张的说，从电子负荷所具

有的能量可以被人类运用那一刻起，

它就注定承担了改变人类文明发展和

社会生存形态的使命，它就是人类认

消费+市场+创新+产品=

国家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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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两 弹 一 星 到

日用消费品，新中国成立以

来的历程已经证明了‘以我

为主，自主创新’是一条最

不像捷径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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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三四百年来，世界上先期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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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等收入阶层或群体。同时，数量

还在不断增大、素质还在不断提高、

选择也在日益增多。

最大的市场占有刺激最优的创

新。尽管中国的汽车好像目前还上不

了大台面——不过这并不妨碍在美

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备忘录中，“电

动和其他‘新能源’车辆”作为其惩罚性

关税的对象。中国高铁曾师从日本、

德国，在阻碍重重下蹒跚学步，依靠

自身的努力发展至今，已然创造出了

符合本国国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最大规模运用的成熟技术，并且已经

走出国门，抢滩欧美。从两弹一星到

日用消费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程

已经证明了“以我为主，自主创新”是

一条最不像捷径的捷径。新能源汽车

电动汽车用火箭送入太空的现实意义

无法理解，但毋庸置疑特斯拉把技术

和故事玩得很嗨；尽管形不成产能还

一直巨亏，但华尔街的资本大佬依旧

乐此不疲地使劲砸钱。

家族财团资本追求的是绝对利润

最大化，主权国家资本要做的是公共

利益均等化。今年川普在贸易战大旗

下纵横捭阖，力图短期内构建世界经

济新秩序，意欲由本国制造业的兴起

填补关税收益空缺且获得高就业，看

起来很能一举多得。但对于地球上绝

大多数主权国家而言，知识产权保护

对于先期发达国家的支撑无以复加，

缺乏核心技术之上再缺乏国家保护，

制造业能走多远前途未卜，接踵而至

的金融货币权也会移交出去。

中国已经拥有地球上第二完善的

制造体系，综合制造能力也不遑多

让。如何激励本国科技创新，如何鼓

励国内产品自主开发使用，如何在运

用过程中快速提高品质，这应当是国

家政策的重中之重。

近几年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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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等诸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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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随着科学技术对“低指标零排放”

的极致追求，东部绝大多数城市能源

供给自主程度会大幅提高、消费结构

电气化普及、区域运行模块共享共

治。

放眼全世界，在保护地球的时

代背景下，文明情态的革命即将进入

后工业化的全息时代，技术创新推动

着各类工具的演进创造或颠覆变革，

突破了能源之单纯基础性能量原料供

给范畴。作为人类文明情态的领跑

者，城市集群总是起着无可替代的作

用。无论是开发区或大湾区，还是国

家级自由贸易区，都体现了产城一体

的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跨区域联

盟大趋势。当特大城市的带动引领演

变为城市群抱团发展产业互动的时

候，城市群超速融合发展带动的不仅

是城市交流的无缝对接、产业链条的

生存依赖，更有区域经济的组团增

长、城乡互通的文明融合、社会治理

的整体变革。新文明情态必然催生新

社会架构，新社会架构必然产生新发

展动能，新发展动能必然要求新技术

革命。这样的循环延续，也正是人类

社会生生不息的能量源泉。

仍然极具诱惑力的原因所在；二是电力

供应基础网络分布不均，南与北、东与

西差异巨大，这种差异将供给侧和需求

端的配套问题充分暴露出来；三是上网

电能的不均衡，白天黑夜的差别致使传

统意义上的太阳能缺乏竞争力，旱季雨

季的巨大差异导致严重破坏自然原生态

的水库大坝不得不遍地开花，阴晴圆缺

的潮涨潮落使得潮汐能量形成浪涛式的

时段能量对电力基础网络造成巨大冲

击。

当电力硬件网络的适配性遭遇

风、水、太阳及潮汐能的不稳定供给

制约时，采用非均衡发电储能实现稳

定上网供电的技术手段得到发展。虽

然目前储能电站的建设还面临着储能

电池本身能量密度、输入电初始成本

过高等方面的制约，不过随着风能、

水能、潮汐能等原生太阳能利用技术

不断突破，低成本、可操控的储能产

业成熟运用之后，非稳定发电收集储

存、全时段均衡上网便能够成为新的

电力供应常态。

可以预见：未来一二十年内，储

能电站会成为综合利用太阳能及衍生

能源最强大的武器，煤电的比例将大

幅度降低，核电的集聚化供给会逐渐

退位到多电源保障，发电、储能、上

网实现模块化全区块化链条运作。与

此同时，因目前动力电池的制约而推

广的充电桩建设布局，将会被换电站

终结。这个趋势就是当前部分投资相

较于新能源汽车而言更加看好储能市

场的根本原因。

从国内制造业布局本身来讲，展

望未来五至十年，高能耗的产业项目

会大幅度向基础能源供给地靠拢，长

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地区还会继续

降低直接能源消耗，转而在金融资本

和总部经济方面维持一个较高发展水

及在道路上扬起的灰尘”。由传统燃油

企业做出的这个研究结论，是从制造

出来的整车成品上路后的“超重”得出

的PM2.5“排放”结论。但严格说来，

这 不 是 类 似 于 汽 车 尾 气 那 样 的 “ 排

放”，而是电动机器上路运转之后与地

球表面物理摩擦的必然，并且与道路

本身承载力、建设标准和质量有极大

相关。作为汽车制造产业，日系、美

系汽车的工艺走向差别化，也一直是

在车身自重、能源消耗和安全性能等

方面做出平衡的选择。当然，电动汽

车发展过程中，材料选择也有一个节

约资源、降低能耗的进程。

从排放物来看，电动汽车的运动

过程中不消耗氧气也不排放二氧化

碳，他满足的不仅是“低碳环保”的指

数需要，更是人口绝对聚集的大中城

市对于氧需求、碳零排放的极大补

充。但2018年5月22日FT中文网发表

《污染研究引发对中国电动汽车政策

的质疑》一文，“专家表示，电动汽车

对环保的益处还不清楚。尽管中国多

年来一直在力推绿色能源的发展，但

煤炭仍占电力生产的绝大部分，这意

味着给电动汽车充电也会产生碳排

放——每公里的碳排放量常常高于汽

油发动机。虽然采用电动汽车将会降

低中国石油消费量的增速——其中大

部分石油是进口的，但在减轻中国的

空气污染方面，这么做也许没有预期

的那么有效”。以上专家所说“对环保

的益处还不清楚”，可能更多是站在地

球整体排放的宏伟角度，所以就从电

力供应的源头分析其结构，得出煤电

大幅增长带来的极端负面生态影响。

目前的能源供给基本上都是转化为

电能来实现动能的供给，研判电力供应

的主要问题很有必要：一是电力产生的

不稳定，这也是核能尽管在技术上无法

彻底掌控且安全风险尚未完全排除，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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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衰落的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狂妄自大

优秀的企业可能会变得故步自

封。尽管企业的领导者做出了糟糕的

决策或是丧失了自律性，但企业原先

积累起来的力量在短期内仍会推动它

继续前进。当我们变得傲慢自负，认

为成功是理所当然而忽略了最初成功

的真正动因时，衰落的第一阶段就悄

然降临了。

第一阶段滋生了目空一切的傲慢

情绪，会让你进入衰落模型的第二阶

段。如果你有这种贪得无厌的心态，

就会希望企业的规模越做越大，增速

越来越快，听到的赞美越来越多，得

到的所谓“成功光环”也越来越炫目。

如果一个企业不能考虑自身实力而盲

目扩张，造成关键岗位上缺乏能力超

群的干将，那么它就等于自掘坟墓。

当公司进入衰落第三阶段之后，

内部的预警信号开始频现，但是公司

外部“固若金汤”的表现让公司领导者

对不佳的业绩视而不见，领导对负面

的数据半信半疑，对于正面数据则夸

大其词，把模棱两可的数据都解读成

好消息。当公司遭遇挫折的时候，决

策者会把责任归咎于外部因素，而不

是去承担责任。高效能团队所特有的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风格也在逐渐

消失，甚至完全消失了。

处于衰落第四阶段的公司在寻找

救命稻草的时候，会有一些常有的表

现，包括起用踌躇满志的领导、采用

激进却未经证实的策略、推行暴风雨

式的变革、研发一鸣惊人的产品、尝

试改变行业版图的收购或是寻找其他

一蹴而就的良方。采取这些突击战略

的效果最开始看起来还不错，但最后

的效果就不一定理想了。

因为屡屡受挫以及代价颇高的犯

错，公司的财力大受影响，士气受

挫，公司的领导者已经放弃了打造卓

越未来的努力。有些时候，公司的领

导者干脆把企业一卖了事；还有些时

候，企业慢慢衰落直至被人遗忘；如

果碰到一些极端的情况，企业马上就

寿终正寝了。

【第二阶段】盲目扩张

【第三阶段】漠视危机

【第四阶段】寻找救命稻草

【第五阶段】被人遗忘或濒临灭亡

[������������������ ]

【第一阶段】

成功之后的

傲慢自负

【第二阶段】

不知节制，

不断追求更多、

更快、更大

【第三阶段】

忽略风险

罔顾危险

【第五阶段】

放弃挣扎，

变得无足轻重

或走向败亡

【第四阶段】

病急乱投医

【第四阶段】

寻找救命稻草

【第一阶段】

狂妄自大

【第二阶段】

盲目扩张

【第三阶段】

漠视危机

复苏和重生

从文化视角看

《再造卓越》
《再造卓越》，是美国管理学家

吉姆·柯林斯继经营智慧畅销书《基业

长青》、《从优秀到卓越》之后的又

一力作。作者在《基业长青》中选取

了18家高瞻远瞩的公司作为案例，但

到2009年，这18家公司当中有11家黯

然失色，这便是《再造卓越》成书的

背景。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电视

台和上海第一财经等多个平台播出的

人气栏目“总裁读书会”中，中国建材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宋志平曾对该

书予以重点解读与点评。

这是一部研究失败的书，也是一

部研究失败之后如何翻盘、能不能翻

盘的书。作者最想表达的是，任何一

家企业都不可能强者恒强。世界上最

好的企业，即使是庞然大物，也可能

已经开始走向衰落，但它自己却完全

没有意识到。对于公司衰败的过程，

作者总结了五个阶段，其重点在于分

析衰落的问题所在，从而改变自己，

积极应变，重新振作，继而东山再

起。

文 | 旷野

2018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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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力作。作者在《基业长青》中选取

了18家高瞻远瞩的公司作为案例，但

到2009年，这18家公司当中有11家黯

然失色，这便是《再造卓越》成书的

背景。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电视

台和上海第一财经等多个平台播出的

人气栏目“总裁读书会”中，中国建材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宋志平曾对该

书予以重点解读与点评。

这是一部研究失败的书，也是一

部研究失败之后如何翻盘、能不能翻

盘的书。作者最想表达的是，任何一

家企业都不可能强者恒强。世界上最

好的企业，即使是庞然大物，也可能

已经开始走向衰落，但它自己却完全

没有意识到。对于公司衰败的过程，

作者总结了五个阶段，其重点在于分

析衰落的问题所在，从而改变自己，

积极应变，重新振作，继而东山再

起。

文 | 旷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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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企业的文化迷失

尽管引发企业衰落的因素很多，

各家企业也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

性的，就是“文化的迷失”，这一点，

该书作者在五个阶段的分析中都着重

论及。

在对第一阶段的解析中，作者强

调了衰落企业在行为文化方面的表

现，如“自以为是、狂傲不羁”、“自我

夸耀代替了自我反思”、“学习欲望减

退”等，还重点对沃尔玛和埃姆斯百

货在具体的行为文化方面进行了比

对：

1) 有个巴西投资者在买下南美洲

的连锁零售商后，向美国的10位连锁

零售商的CEO发函取经，其中自然包

括沃尔玛和埃姆斯百货，结果只有沃

尔玛CEO山姆·沃尔顿进行了接洽，并

进行了相互学习与交流。

2) 在接班人选择方面，沃尔玛选

择的是土生土长、深谙企业文化、深

度了解沃尔玛成功的驱动因素的接班

人；而埃姆斯百货却选择了一位与该

公司企业文化截然不同的继任者。

在对第二阶段的解析中，作者同

样分析了文化要素，包括“花钱大手大

脚的习惯侵蚀了自律性”、“官僚习气

破坏了积极主动的工作氛围”、“将个

人利益凌驾于企业之上”等。作者以默

克公司为例，在止痛新药“万络”推向

市场的过程中，默克的表现是“忙于扩

大规模，忘记了当初成就自己卓越事

业的使命”，最终该新药惨遭从市场上

全面撤回并支付巨额赔偿金的结局。

实际上，早在1950年乔治・默克二世

就清楚地表达了公司的使命：“我们永

远都不要忘记，药是为人服务的，而

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如果谨记我们的

目标，那么利润自然会滚滚而来。”默

克公司的继任者虽然没有忘记这个核

心使命，但这一核心使命的地位不像

之前那么重要了，把它看成了公司大

踏步前进的绊脚石而非公司前进的主

要推动力。

作者对第三阶段的解析，则更加

强调了企业文化要素的关键作用，并

列表比较了第三阶段中两种团队的精

神状态：

本书作者特别强调，在企业衰落

的五个阶段中，处在前四个阶段的企业

是完全可以起死回生、再造卓越的，在

全书的最后一页给出了衰落企业强势复

苏、东山再起所需的关键因素：

A) 一个执着于公司文化理念、懂得如

何作出艰难决定的领导者。

B) 先人后事，关键岗位安排合适的人

选，拥有适应公司文化的员工。

C) 直视风险、做出基于现实但不仓促

的决策，专注“循序渐进但却意义长

远的进步”，而不是那些大跨步式的

改革。

D) 满怀激情并持续关注客户需求。

E)  摒弃官僚文化，看重员工绩效。

F)  集中精力和财力于公司核心目标和

主营业务上。

G) 打造富有责任感、创新意识的管理

团队，能将企业文化和组织活力继续

传承，而不是依靠某个明星领导者的

个人魅力。

作者对处在第四阶段的案例研究

表明，这个阶段的企业会尝试各式各样

的新方案、新动向、新战略、新愿景、

新企业文化、新价值观、新突破、新收

购和新救世主，如果一招不灵就会马上

换下一招，表现出一种“持续的不稳定”

状态，公司领导人将注意力放在面子工

程上，将大量的精力用于“激励”员工，

并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口号。此阶段的

企业基本上是“六神无主”，将坚守数十

年的核心价值观远远抛在脑后，员工已

经不能清楚地说明企业的目标，核心价

值观也退化成了无可轻重的辞藻，将公

司愿景和价值观仅仅视为面向公众的说

辞而已，公司变成了一个仅仅是“赚工

资的地方”。或者推行轰轰烈烈的“文化

变革”，推崇新的文化理念，并将不信

奉新文化的员工清退。

当企业走到第五阶段，现金流已

无法支撑企业基本运营，所有的价值

观、愿景、团队文化都已不复存在，

剩下的惟有“鸵鸟文化”，静待破产出

局或被收购。

宋志平解读《再造卓越》

走下坡路团队的精神状态

员工有意向决策者隐瞒严峻的现实情

况，担心决策者了解到现状之后会处

罚和批评自己。

员工在没有提供数据、证据和有逻辑

的论断的前提下却坚持己见。

团队领导说话一言堂，几乎不许别人

插话提问。这样一来，团队其他成员

就没能对讨论作出实质贡献，大家思

考问题也是草率了事，还会造成无中

生有的偏见。

团队成员默认一项决议，但是并没有

用合力来促使这项决议得以成功推

行;更糟糕的是，还有人会故意搞砸这

项决议。

团队成员竭力邀功，对同事们的欣赏

却毫不在意。

团队成员互相争执，为的是显得自己

很能干，或是为了使自己多分杯羹，

而非为了给集体的事业找到更好的对

策。团队经常“责全求备”，为的是找替

罪羊，而非让大家变得更睿智。

团队成员无法施展优异的才能，遇到

困难、错误和失败的时候就把责任归

到外部因素或别人身上。

H) 坚守公司核心理念，并与时俱进。

值得注意的是，在作者给出的上

述8条关键因素中，与企业文化相关

的要素就占了5条。

1) 在如何确保关键岗位是

合适的人选问题上，作者的观

点值得借鉴：

管理层经常会问：“我们怎

样才能让关键岗位人员认同我

们的核心价值观？”答案：“你不

用这么做。你可以只招募那些

价值倾向与公司核心价值观相

近的人，而且坚持任用他们。”

2) 帕卡德定律：一家卓越

的公司之所以会消亡，往往因

为 机 遇 太 多 ， 而 不 是 没 有 机

遇。

3) 吃水线原则：假设自己

在 一 艘 船 上 ， 如 果 做 错 了 决

策，就相当于在船舷旁凿了一

个洞，如果这个洞在吃水线上

方，你可以在继续航行的过程

中进行弥补。但如果这个洞在

吃水线下方，你必须立即停船

抛锚，否则很快就会沉船。

《再造卓越》

中的几个值得深思的观点

走上坡路团队的精神状态

遇到糟糕的情形时，员工会主动告诉

同事，他们会说“快来看看，这里出事

了”，并和同事进行讨论。

领导从不批评那些实话实说的员工。

员工在讨论的时候会引述数据、证

据，并提出合乎逻辑的论点。

团队的领导喜欢采用苏格拉底式的发

问，自己说的不多，却向同事提出了

很多问题，积极调动大家的思维，促

使大家能够看透问题的本质。

一旦某项决议通过，团队成员都会戮

力同心地让决议取得成功，尽管团队

成员最初可能竭力反对这项决议。

团队成员功成而不居，却很在意同事

之间的彼此欣赏。

团队成员互相争论，为的不是一己之

私，而是为了给共同的事业找到更好

的对策。

团队成员经常“自我批评”，从惨痛的失

败教训中吸取宝贵的经验。

每个团队成员都有优异的表现，在面

对困难的时候，每个人都愿意主动承

担责任并能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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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企业的文化迷失

尽管引发企业衰落的因素很多，

各家企业也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

性的，就是“文化的迷失”，这一点，

该书作者在五个阶段的分析中都着重

论及。

在对第一阶段的解析中，作者强

调了衰落企业在行为文化方面的表

现，如“自以为是、狂傲不羁”、“自我

夸耀代替了自我反思”、“学习欲望减

退”等，还重点对沃尔玛和埃姆斯百

货在具体的行为文化方面进行了比

对：

1) 有个巴西投资者在买下南美洲

的连锁零售商后，向美国的10位连锁

零售商的CEO发函取经，其中自然包

括沃尔玛和埃姆斯百货，结果只有沃

尔玛CEO山姆·沃尔顿进行了接洽，并

进行了相互学习与交流。

2) 在接班人选择方面，沃尔玛选

择的是土生土长、深谙企业文化、深

度了解沃尔玛成功的驱动因素的接班

人；而埃姆斯百货却选择了一位与该

公司企业文化截然不同的继任者。

在对第二阶段的解析中，作者同

样分析了文化要素，包括“花钱大手大

脚的习惯侵蚀了自律性”、“官僚习气

破坏了积极主动的工作氛围”、“将个

人利益凌驾于企业之上”等。作者以默

克公司为例，在止痛新药“万络”推向

市场的过程中，默克的表现是“忙于扩

大规模，忘记了当初成就自己卓越事

业的使命”，最终该新药惨遭从市场上

全面撤回并支付巨额赔偿金的结局。

实际上，早在1950年乔治・默克二世

就清楚地表达了公司的使命：“我们永

远都不要忘记，药是为人服务的，而

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如果谨记我们的

目标，那么利润自然会滚滚而来。”默

克公司的继任者虽然没有忘记这个核

心使命，但这一核心使命的地位不像

之前那么重要了，把它看成了公司大

踏步前进的绊脚石而非公司前进的主

要推动力。

作者对第三阶段的解析，则更加

强调了企业文化要素的关键作用，并

列表比较了第三阶段中两种团队的精

神状态：

本书作者特别强调，在企业衰落

的五个阶段中，处在前四个阶段的企业

是完全可以起死回生、再造卓越的，在

全书的最后一页给出了衰落企业强势复

苏、东山再起所需的关键因素：

A) 一个执着于公司文化理念、懂得如

何作出艰难决定的领导者。

B) 先人后事，关键岗位安排合适的人

选，拥有适应公司文化的员工。

C) 直视风险、做出基于现实但不仓促

的决策，专注“循序渐进但却意义长

远的进步”，而不是那些大跨步式的

改革。

D) 满怀激情并持续关注客户需求。

E)  摒弃官僚文化，看重员工绩效。

F)  集中精力和财力于公司核心目标和

主营业务上。

G) 打造富有责任感、创新意识的管理

团队，能将企业文化和组织活力继续

传承，而不是依靠某个明星领导者的

个人魅力。

作者对处在第四阶段的案例研究

表明，这个阶段的企业会尝试各式各样

的新方案、新动向、新战略、新愿景、

新企业文化、新价值观、新突破、新收

购和新救世主，如果一招不灵就会马上

换下一招，表现出一种“持续的不稳定”

状态，公司领导人将注意力放在面子工

程上，将大量的精力用于“激励”员工，

并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口号。此阶段的

企业基本上是“六神无主”，将坚守数十

年的核心价值观远远抛在脑后，员工已

经不能清楚地说明企业的目标，核心价

值观也退化成了无可轻重的辞藻，将公

司愿景和价值观仅仅视为面向公众的说

辞而已，公司变成了一个仅仅是“赚工

资的地方”。或者推行轰轰烈烈的“文化

变革”，推崇新的文化理念，并将不信

奉新文化的员工清退。

当企业走到第五阶段，现金流已

无法支撑企业基本运营，所有的价值

观、愿景、团队文化都已不复存在，

剩下的惟有“鸵鸟文化”，静待破产出

局或被收购。

宋志平解读《再造卓越》

走下坡路团队的精神状态

员工有意向决策者隐瞒严峻的现实情

况，担心决策者了解到现状之后会处

罚和批评自己。

员工在没有提供数据、证据和有逻辑

的论断的前提下却坚持己见。

团队领导说话一言堂，几乎不许别人

插话提问。这样一来，团队其他成员

就没能对讨论作出实质贡献，大家思

考问题也是草率了事，还会造成无中

生有的偏见。

团队成员默认一项决议，但是并没有

用合力来促使这项决议得以成功推

行;更糟糕的是，还有人会故意搞砸这

项决议。

团队成员竭力邀功，对同事们的欣赏

却毫不在意。

团队成员互相争执，为的是显得自己

很能干，或是为了使自己多分杯羹，

而非为了给集体的事业找到更好的对

策。团队经常“责全求备”，为的是找替

罪羊，而非让大家变得更睿智。

团队成员无法施展优异的才能，遇到

困难、错误和失败的时候就把责任归

到外部因素或别人身上。

H) 坚守公司核心理念，并与时俱进。

值得注意的是，在作者给出的上

述8条关键因素中，与企业文化相关

的要素就占了5条。

1) 在如何确保关键岗位是

合适的人选问题上，作者的观

点值得借鉴：

管理层经常会问：“我们怎

样才能让关键岗位人员认同我

们的核心价值观？”答案：“你不

用这么做。你可以只招募那些

价值倾向与公司核心价值观相

近的人，而且坚持任用他们。”

2) 帕卡德定律：一家卓越

的公司之所以会消亡，往往因

为 机 遇 太 多 ， 而 不 是 没 有 机

遇。

3) 吃水线原则：假设自己

在 一 艘 船 上 ， 如 果 做 错 了 决

策，就相当于在船舷旁凿了一

个洞，如果这个洞在吃水线上

方，你可以在继续航行的过程

中进行弥补。但如果这个洞在

吃水线下方，你必须立即停船

抛锚，否则很快就会沉船。

《再造卓越》

中的几个值得深思的观点

走上坡路团队的精神状态

遇到糟糕的情形时，员工会主动告诉

同事，他们会说“快来看看，这里出事

了”，并和同事进行讨论。

领导从不批评那些实话实说的员工。

员工在讨论的时候会引述数据、证

据，并提出合乎逻辑的论点。

团队的领导喜欢采用苏格拉底式的发

问，自己说的不多，却向同事提出了

很多问题，积极调动大家的思维，促

使大家能够看透问题的本质。

一旦某项决议通过，团队成员都会戮

力同心地让决议取得成功，尽管团队

成员最初可能竭力反对这项决议。

团队成员功成而不居，却很在意同事

之间的彼此欣赏。

团队成员互相争论，为的不是一己之

私，而是为了给共同的事业找到更好

的对策。

团队成员经常“自我批评”，从惨痛的失

败教训中吸取宝贵的经验。

每个团队成员都有优异的表现，在面

对困难的时候，每个人都愿意主动承

担责任并能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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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板栅生产过程中大都是到达板栅

重量上限之后才更换脱模剂，导致板

栅重量在工艺标准重量的中上限，多

耗用了原材料。针对这个情况，柳州

动力宝在当板栅达到标准重量时就及

时更换脱模剂，使大多数板栅重量控

制在工艺标准重量中下限，并制定了

相应的奖罚条例，保障该生产环节所

耗用铅钙合金量最小化。

涂填车间在合膏时增添回用膏和

二氧化铅粉，涂片时控制铅膏流失率。

制作铅粉时加入铸造产生的铅渣，铅渣

经过强力磁铁处理，除掉一部分对电池

自放电有影响的金属元素。涂填车间技

术人员摸索在铅粉机不同的工作状态加

入合适比例的铅渣，使其对自放电有影

响的金属元素在铅粉中的含量控制在

10PPM，根治了自放电的影响。如此，

每使用一吨铅渣相比一吨纯铅可节省

22%的成本，铸造产生的5%铅渣也可

以全部使用。

生极板经过充电制造成熟极板，是

用电量最大的工序之一。化成车间作业

指导书中对充电末期二小时作业员根据

极板的转换成熟程度来灵活调整充电

量，最终充足电。但经常出现过充电现

象浪费电能，而且对极板强度有影响。

为保证极板质量降低电费，化成车间针

对充电环节制定了相关规定：一是正极

活性物质二氧化铅含量超过标准要罚

款；二是每个月极板总千伏安时产能对

应的电费实行“超标罚、节约奖”。车间

主任和充电作业员对二百多个规格型号

极板充电量和极板成熟程度认真做作业

笔记，分析摸索规律总结经验，充电后

期勤检查化成槽中的极板成熟程度。现

在过充电现象极少出现，极板强度明显

好转，电费与过去相比也在下降。该规

定从2017年5月开始实施。结果，2017年

与2016年相比，减少用电量21万度。

分片车间除了管理将极板大片分

成小片的工序，还承担着边角料回炉

冶炼配制铅钙合金、纯铅配制铅钙合

金、废极板膏栅分离综合利用的工

作。同时对装配退回的废极板进行分

拣划分，确认造成废品的原因和责任

单位为考核提供依据，是工厂降成本

的重点车间，多年来为柳州动力宝降

成本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提升节约意识，柳州动力宝还

将KPI考核指标货币量化。一直以来，

生产过程中产量、质量、废品率、能

耗、物耗、人工费用都有量化指标进

行考核，大部分指标是以百分比来计

量。考虑到人们对数据不一定敏感，

但是说到钱就敏感的实际情况，柳州

动力宝将KPI考核中的指标能用货币量

化的就改成用货币计算来进行考核。

精细化管理出效益

铅酸电池是传统的产品，如何在激烈竟争的市场上做到物美价廉且有盈利

相当不容易。如何建立自身竞争优势，是当今所有生产制造型企业所面临的实

际问题。美国著名的战略专家波特指出：企业长期的竞争优势只有两个，一是

成本优势，二是差异化优势。

猛狮科技的铅酸摩托车系列起动电池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中具有明显的

差异化优势，即“人无我有、小批量、多品种、多规格”的独有优势，凭借此优

势，猛狮的摩托车起动电池在出口市场做到了中国第一。为更好保持企业持续

健康发展，旗下柳州动力宝在“上质量、降成本”的生产方针指引下，对生产主要

环节进行了精细化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文 | 张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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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使用：变废为宝

铅是铅酸电池的主要原材料，在

成本中约占65%。之前生产极板过程

中，产生的边角料作为废铅料直接卖

掉了。如今，柳州动力宝将铅边角料

重新回炉冶炼调配成铅钙合金，用于

铸造板栅，与外购铅钙合金采购价格

相比每吨便宜16%。同时，还用纯铅

配制铅钙合金用于铸造板栅，与外购

铅钙合金相比，年节约铅钙合金采购

费用近百万元；此外，对于分片工

序、装配工序产生的废极板，采用膏

栅分离机处理，并将分离后的板栅与

生产过程：节能降耗

负铅膏颗粒回炉冶炼调配成铅钙合

金，分离后的正极铅膏颗粒用磨粉机

处理成二氧化铅粉，在涂填工序合膏

时加入，与卖废铅料相比，每一吨废

极板可以增值18%。

板栅生产环节严控重量关。重力

浇注板栅时，重量公差是正负3%，

作业员操作时板栅重量都控制在正公

差1-2%。这样下来，一个月各种规

格板栅产量几百万片，与工艺标准重

量相比铅钙合金要多耗用1000公斤左

右，一年累计多耗用12吨。经分析发

2018年12月刊

2016 2017

正极板

KVAH

充电费用

(元)

单位电费

(元/KVAH)

17-16 

降低电费

(元)

折算电量

(度)
正极板

KVAH

充电费用

(元)

单位电费

(元/KVAH)

项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计

21916

23103

37836

15267

25032

19402

28194

18210

33375

33245

49524

51265

356370

132826

140820

243054

78865

156598

115341

166761

137185

201997

195563

275675

302439

2147125

6.025

6.025

6.025

6.025

6.025

6.025

6.025

6.025

6.025

6.025

6.025

6.025

6.025

29945

34545

36711

27087

27735

33903

35944

25203

37202

17954

9191

40080

355501

180174

212092

211788

154411

151979

186507

192097

151025

195297

99947

55048

217993

2008359

6.017

6.140

5.769

5.701

5.480

5.501

5.344

5.992

5.250

5.567

5.989

5.439

5.649

243

-3956

9398

8789

15123

17759

24464

822

28846

8223

330

23491

133532

384

-6247

14839

13878

23880

28041

38629

1298

45548

12985

522

37093

210851

说  明 : 2017年5月份起化成车间实施充电费用奖惩制度，年度充电费用平均5.649元/KVAH，

较2016年(均值6.025元/KVAH)下降6.2%，减少用电量21万度，节约费用13.3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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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板栅生产过程中大都是到达板栅

重量上限之后才更换脱模剂，导致板

栅重量在工艺标准重量的中上限，多

耗用了原材料。针对这个情况，柳州

动力宝在当板栅达到标准重量时就及

时更换脱模剂，使大多数板栅重量控

制在工艺标准重量中下限，并制定了

相应的奖罚条例，保障该生产环节所

耗用铅钙合金量最小化。

涂填车间在合膏时增添回用膏和

二氧化铅粉，涂片时控制铅膏流失率。

制作铅粉时加入铸造产生的铅渣，铅渣

经过强力磁铁处理，除掉一部分对电池

自放电有影响的金属元素。涂填车间技

术人员摸索在铅粉机不同的工作状态加

入合适比例的铅渣，使其对自放电有影

响的金属元素在铅粉中的含量控制在

10PPM，根治了自放电的影响。如此，

每使用一吨铅渣相比一吨纯铅可节省

22%的成本，铸造产生的5%铅渣也可

以全部使用。

生极板经过充电制造成熟极板，是

用电量最大的工序之一。化成车间作业

指导书中对充电末期二小时作业员根据

极板的转换成熟程度来灵活调整充电

量，最终充足电。但经常出现过充电现

象浪费电能，而且对极板强度有影响。

为保证极板质量降低电费，化成车间针

对充电环节制定了相关规定：一是正极

活性物质二氧化铅含量超过标准要罚

款；二是每个月极板总千伏安时产能对

应的电费实行“超标罚、节约奖”。车间

主任和充电作业员对二百多个规格型号

极板充电量和极板成熟程度认真做作业

笔记，分析摸索规律总结经验，充电后

期勤检查化成槽中的极板成熟程度。现

在过充电现象极少出现，极板强度明显

好转，电费与过去相比也在下降。该规

定从2017年5月开始实施。结果，2017年

与2016年相比，减少用电量21万度。

分片车间除了管理将极板大片分

成小片的工序，还承担着边角料回炉

冶炼配制铅钙合金、纯铅配制铅钙合

金、废极板膏栅分离综合利用的工

作。同时对装配退回的废极板进行分

拣划分，确认造成废品的原因和责任

单位为考核提供依据，是工厂降成本

的重点车间，多年来为柳州动力宝降

成本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提升节约意识，柳州动力宝还

将KPI考核指标货币量化。一直以来，

生产过程中产量、质量、废品率、能

耗、物耗、人工费用都有量化指标进

行考核，大部分指标是以百分比来计

量。考虑到人们对数据不一定敏感，

但是说到钱就敏感的实际情况，柳州

动力宝将KPI考核中的指标能用货币量

化的就改成用货币计算来进行考核。

精细化管理出效益

铅酸电池是传统的产品，如何在激烈竟争的市场上做到物美价廉且有盈利

相当不容易。如何建立自身竞争优势，是当今所有生产制造型企业所面临的实

际问题。美国著名的战略专家波特指出：企业长期的竞争优势只有两个，一是

成本优势，二是差异化优势。

猛狮科技的铅酸摩托车系列起动电池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中具有明显的

差异化优势，即“人无我有、小批量、多品种、多规格”的独有优势，凭借此优

势，猛狮的摩托车起动电池在出口市场做到了中国第一。为更好保持企业持续

健康发展，旗下柳州动力宝在“上质量、降成本”的生产方针指引下，对生产主要

环节进行了精细化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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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使用：变废为宝

铅是铅酸电池的主要原材料，在

成本中约占65%。之前生产极板过程

中，产生的边角料作为废铅料直接卖

掉了。如今，柳州动力宝将铅边角料

重新回炉冶炼调配成铅钙合金，用于

铸造板栅，与外购铅钙合金采购价格

相比每吨便宜16%。同时，还用纯铅

配制铅钙合金用于铸造板栅，与外购

铅钙合金相比，年节约铅钙合金采购

费用近百万元；此外，对于分片工

序、装配工序产生的废极板，采用膏

栅分离机处理，并将分离后的板栅与

生产过程：节能降耗

负铅膏颗粒回炉冶炼调配成铅钙合

金，分离后的正极铅膏颗粒用磨粉机

处理成二氧化铅粉，在涂填工序合膏

时加入，与卖废铅料相比，每一吨废

极板可以增值18%。

板栅生产环节严控重量关。重力

浇注板栅时，重量公差是正负3%，

作业员操作时板栅重量都控制在正公

差1-2%。这样下来，一个月各种规

格板栅产量几百万片，与工艺标准重

量相比铅钙合金要多耗用1000公斤左

右，一年累计多耗用12吨。经分析发

2018年12月刊

2016 2017

正极板

KVAH

充电费用

(元)

单位电费

(元/KVAH)

17-16 

降低电费

(元)

折算电量

(度)
正极板

KVAH

充电费用

(元)

单位电费

(元/KVAH)

项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计

21916

23103

37836

15267

25032

19402

28194

18210

33375

33245

49524

51265

356370

132826

140820

243054

78865

156598

115341

166761

137185

201997

195563

275675

302439

2147125

6.025

6.025

6.025

6.025

6.025

6.025

6.025

6.025

6.025

6.025

6.025

6.025

6.025

29945

34545

36711

27087

27735

33903

35944

25203

37202

17954

9191

40080

355501

180174

212092

211788

154411

151979

186507

192097

151025

195297

99947

55048

217993

2008359

6.017

6.140

5.769

5.701

5.480

5.501

5.344

5.992

5.250

5.567

5.989

5.439

5.649

243

-3956

9398

8789

15123

17759

24464

822

28846

8223

330

23491

133532

384

-6247

14839

13878

23880

28041

38629

1298

45548

12985

522

37093

210851

说  明 : 2017年5月份起化成车间实施充电费用奖惩制度，年度充电费用平均5.649元/KVAH，

较2016年(均值6.025元/KVAH)下降6.2%，减少用电量21万度，节约费用13.3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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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车间将生产电池所需的大量半成

品极板、外壳、上盖、隔板、铅零件

全部计算出单价，制定出合理的废品

数量与金额，施行“节约奖励、超出处

罚”制度。过去每个月废品超过控制指

标价值约2万元，货币量化考核后，

员工装配电池更加细致精心，并合理

使用半成品努力减少废品的发生，超

出废品控制金额的现象很少出现，而

且能够做到低于废品控制金额拿到奖

励。

实际生产中最不好抓的就是现场

生产时的损耗率，但是这个损耗率的

变动是实际成本变动的主要因素之

一，毕竟产品是一线工人在做的，这

取决于一线的工人和管理人员的精细

度。为此，柳州动力宝采取“紧篐咒”

式的挂钩考核法来管控这部分损耗

率，依照合理的细化指标来挂钩对应

的激励和处罚，收到明显的效果，达

到了降低成本的目标。

柳州动力宝在生产作业模式和计

酬方式等常规领域变革新模式，释放

出新活力，为降成本提效益找到新的

增长点。

分片车间以前的作业模式是以个

人计件为主的生产方式。长期下来产

量少、效率低、质量差，小片极板边

框毛刺刷不干净，极板耳部刷不干净

达不到商品极板的要求，严重影响装

配电池的极板供应。作业员最多时有

190人才能完成生产任务，作业员工资

收入少，积极性不高。

为此，柳州动力宝组织车间主

任、班长、作业员等到同行工厂学习

参观，回来后结合自身设备条件和产

品小批量多品种特点进行摸索与实

践，完全抛弃了原有的打磨极板方

式，试行新的打磨技术。在车间主任

的带领下三个月试行了好几套作业模

式，最后确定六人一个小组，二人分

切四人打磨，由员工自愿组合六人作

业小组的作业模式，试行成功后得到

全面推广。然后对分片活动刀模改成

固定刀模，缩短更换不同规格极板分

片时调整刀模时间。执行新的打磨技

术、新的作业模式后产量直线上升，

个人日产量从以前的六千小片提升到

二万五小片，分完后的小片极板外观

达到质量要求，装配电池时极板的废

品率大幅下降，分片员工人数减少三

分之二，员工收入增加一倍多。

在柳州动力宝装配车间，以前的

计件工资分配方式是按不同岗位的技

术复杂程度分别打工分，关键岗位工

分高，普通岗位工分低，月底按总产

量总计件工资来进行个人收入的分

配。这种大锅饭式的分配方式，没有

谁愿意比别人多干活，不知道自己每

天能够拿到多少钱，无法充分发挥员

工的生产积极性。

为激发大家积极性，装配车间提

出新的个人联产计酬方案，将每只电

池加工费分解到生产流水线前后每个

岗位，员工每天在各自岗位上完成了

多少只电池应该拿到多少加工费，自

己的小帐本记下来，流水线上的联产

计酬公示板上公布每个岗位每个员工

每天的收入，一目了然。并规定前后

岗位做不过来可以相互有偿支援，前

道岗位完成规定任务可以提前下班。

该方案试行时，大家看着公示板上每

天自己的生产数量和收入越干越有

劲，月底结账分配收入时比没有参与

试验的装配线明显高出一截，8小时

的劳动生产率提高30%。该分配方案

陆续推广到其它装配线，装配DB车

间、MG车间也先后推广执行联产计

酬分配方式，劳动生产率都得到提

高。流水线第一道工序极板包片工清

晨会提前一小时进入工作岗位进行操

作，员工中午吃完中餐短暂休息后马

上进入工作岗位进行生产，本岗位工

作任务完全后主动在流水线上找事

做。这些事情过去想都不敢想，现在

生产积极性完全调动起来了。

不同的车间，不同的生产线，细

化管理后采用新的作业模式和分配模

式，使员工工作态度发生天翻地覆的

变化，生产效率也节节增高。

柳州动力宝的精细化管理，历经

多年的坚持和创新，使传统铅酸电池生

产模式焕发新的活力与生机，成为“上

质量降成本”最好用的法宝。据估算，

生产环节精细化管理实施至今，已累计

为柳州动力宝降低成本约二千多万元，

真正做到了精细化管理出效益。

创新作业模式

改变计酬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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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作为行业新贵，苏州猛狮车辆是

如何打开市场销路的？

Z：产品销售方面，我们实施了“两

条腿”战略：

一是结合自身研发实力和行业影响力

实施ODM、OEM同步走。ODM方面，我

们帮助一些海外有实力的电动自行车品牌

做设计贴牌，目前合作的Smartmotion是

新西兰最大的电动自行车品牌。OEM方

面，在国内与蚂蚁金服投资的“哈啰出行”

合作，为其提供OEM加工服务。

二是坚持创新产品品牌全球化。公司

设计的电动自行车、老年代步车、电动滑

板车，国内市场我们重点布局了大润发、

家乐福等大型商场，还紧跟电商步伐在天

猫、京东设立旗舰店，并与大型汽车经销

商集团以汽车伴侣的方式进行合作销售。

海外市场我们已拥有美国、德国、马来西

亚、新加坡、英国等诸多国家和地区的代

理商，实现中长期产品品牌全球化的目

标。此外，紧跟国际采购趋势，于2018年

6月份建立了海外电商部门，逐步进驻阿

里巴巴国际站、亚马逊、Ebay等国际主流

电商平台，预计2019年，电商将占自主品

牌50%以上销售额。

X：展望下公司几款爆品的发展前景！

Z：2019年全球共享滑板车将会在全球

范围内迅猛发展，苏州猛狮车辆设计的

H1电动滑板车取得多项国内外设计大奖并

获得12项专利，借助全球共享滑板兴起的大

潮，将继续扩大ODM项目投入和产出。

自主产品方面，国内市场电动自行车

新标准GB17761-2018标准将于2019年4月份

正式实施。届时，市面上将有70%左右的电

动自行车都将要更换成锂电池和符合国家标

准的电动自行车，预计将有几十亿的市场被

激发。

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面对

老年群体的短途出行工具将开始进入快速增

长期，公司L系列3款折叠老年代步车针对

城市化狭小空间而设计研发，经过2年多的

检验，市场反响热烈，用户好评如潮，市场

前景非常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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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品驱动市场

打造个人交通出行新势力

2016年4月才成立的苏州猛狮智能车辆科技有限公司，坚持自主创新，研发出风行全球

的π系列电动滑板车，成为猛狮科技摩托车起动电池之外又一个走上世界舞台的产品。本期

总经理说，《新能源·新生活》记者深度对话苏州猛狮智能车辆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宪胜，探秘

其决胜市场的法宝。

采访/兰平  |  撰文/山柏

X：从产能严重过剩的制造业突围，

苏州猛狮车辆决胜市场的关键在哪里？

Z：作为猛狮科技旗下专注于短途出

行领域研发和销售的技术企业，苏州猛狮

车辆自2016年4月成立伊始，就致力于个

人交通工具的智能化、电动化和个性化发

展。我们始终相信，唯有创新才能驱动一

个公司的发展，所以在产品研发上投入了

大量人才和资金。

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坚持自主创

新，以新产品驱动市场，打造出三大主力

产品线共计40余款中短途出行工具。一是

电动自行车、电动助力车：产品覆盖折叠电

动自行车、城市助力自行车、大功率沙滩

车、大功率雪地车、共享电动自行车；二是

老年代步车：产品覆盖便携式折叠老年代步

车、4轮老年代步车；三是电动滑板：产品

覆盖便携式碳纤维滑板车（9.5KG）、大功

率三轮滑板车、共享电动滑板车。

目前，三大产品系列拥有1项PCT全球

专利、2项发明专利、30余项实用新型专

利，在轻型电动助力车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新能源·新生活》 X  
Z  = 曾宪胜

苏州猛狮智能车辆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曾宪胜  

2018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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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 | 陈丹青

如何把企业转型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职工的能力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找到和谐共生的

平衡点？近日，猛狮科技工会主席蔡立强分享了其多年工会建设的成功经验。

X：您怎么看待企业工会的作用？

C：企业工会的基本职责就是在维护

好企业整体利益的同时，代表和维护职工

的合法权益。2001年，汕头市沪美蓄电池

有限公司发起设立了股份制企业猛狮科

技，同年11月，猛狮工会也随之成立。猛

狮工会成立的初衷是架起一座猛狮人与猛

狮科技之间的“桥梁”，当好猛狮人的“娘家

人”，以全体员工为中心，为员工排忧解

难。为此，猛狮工会成立之后的首要工

作，便是发起设立了猛狮科技爱心基金

会，设置专项资金用于帮助困难员工。当

时工会一发起成立爱心基金会的号召，就

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基本全猛狮人都加

入了，第一批有200余人报名入会。

随着猛狮科技的不断转型升级，员工

规模的逐步扩大，猛狮工会肩上的担子也越

来越重。现在，猛狮工会工作的首要目标是

增强猛狮科技的凝聚力，提高员工队伍的稳

定性、幸福感，努力成为猛狮科技增效和猛

狮人增收的双动力！

X：企业工会工作开展的难点在哪里？

在猛狮工会成立以来，具体从哪些方面来开

展工作的？

C : 企业工会工作的关键在于找到企业

和职工的“平衡点”。一方面，工会要以企

业发展的大局为重，积极组织职工投身企

业的转型和发展，鼓励职工为企业发展献

技献策；另一方面，工会应代表职工参与

企业转型升级的全过程，及时反映职工的

愿望和呼声，力求把企业转型的力度、发

展的速度与职工的能力发展有机结合起

来，达到双向促进的作用。猛狮工会的工

作思路是党建工会齐心建，即在企业党组

织的领导和指引下开展工会工作。具体工

作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维度展开：

一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及时反映职

工的意见和主张。为使职工的意愿和要求

体现在企业决策之中，使职工的合法权益

在企业的各项政策中加以规范和巩固，我

们设置了意见箱，开拓沟通渠道，并定期

组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就涉及职工切身

利益的事项，如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

动安全卫生、福利待遇等，提交会议讨

论，维护职工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

二是树先进、立典范，全方位培养职

工职业能力。一方面，我们每年都牵头组

织对优秀员工进行宣传和表彰，通过先进

团队、人物等的评选等激励员工能力提

升；另一方面，配合人事部开展各类技能

培训、拓展训练等提升和完善职工专业化

水平及综合素质，从而提升企业效率。

三是发挥工会组织职能，丰富职工业

余生活。猛狮工会每年都联合品牌文化中心

组织开展各类文体活动。近年来猛狮男子篮

球联谊赛、羽毛球赛、乒乓球赛，猛狮好声

音、书画摄影艺术展等文体活动，丰富职工

业余生活，活跃职工身心，既提升员工的干

劲，同时也给员工提供了自我展示的平台。

此外，除了常规的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

设施场地外，我们还配备了游泳池、图书阅

览室等，全方位打造猛狮职工的学习和生活

平台。

四是对内做好困难员工帮扶，对外积

极投身社会公益。对于内部困难员工，如遭

遇大病、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猛狮工会

通过工会经费、猛狮爱心基金会专项资金等

进行救助。特殊情况还会组织员工募捐，帮

助困难员工度过难关。

对外，猛狮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履

行企业社会职责。多年来，猛狮科技以捐资助

学、光伏扶贫、捐资救灾、冠名赞助等多种方

式积极投身于各领域的公益慈善事业中，为行

业和社会输送正能量，为教育事业、体育事业

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X：猛狮工会的这些举措带来了哪些改

变？

=《新能源·新生活》 X  
C = 蔡立强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蔡立强  

找准企业和职工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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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 | 陈丹青

如何把企业转型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职工的能力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找到和谐共生的

平衡点？近日，猛狮科技工会主席蔡立强分享了其多年工会建设的成功经验。

X：您怎么看待企业工会的作用？

C：企业工会的基本职责就是在维护

好企业整体利益的同时，代表和维护职工

的合法权益。2001年，汕头市沪美蓄电池

有限公司发起设立了股份制企业猛狮科

技，同年11月，猛狮工会也随之成立。猛

狮工会成立的初衷是架起一座猛狮人与猛

狮科技之间的“桥梁”，当好猛狮人的“娘家

人”，以全体员工为中心，为员工排忧解

难。为此，猛狮工会成立之后的首要工

作，便是发起设立了猛狮科技爱心基金

会，设置专项资金用于帮助困难员工。当

时工会一发起成立爱心基金会的号召，就

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基本全猛狮人都加

入了，第一批有200余人报名入会。

随着猛狮科技的不断转型升级，员工

规模的逐步扩大，猛狮工会肩上的担子也越

来越重。现在，猛狮工会工作的首要目标是

增强猛狮科技的凝聚力，提高员工队伍的稳

定性、幸福感，努力成为猛狮科技增效和猛

狮人增收的双动力！

X：企业工会工作开展的难点在哪里？

在猛狮工会成立以来，具体从哪些方面来开

展工作的？

C : 企业工会工作的关键在于找到企业

和职工的“平衡点”。一方面，工会要以企

业发展的大局为重，积极组织职工投身企

业的转型和发展，鼓励职工为企业发展献

技献策；另一方面，工会应代表职工参与

企业转型升级的全过程，及时反映职工的

愿望和呼声，力求把企业转型的力度、发

展的速度与职工的能力发展有机结合起

来，达到双向促进的作用。猛狮工会的工

作思路是党建工会齐心建，即在企业党组

织的领导和指引下开展工会工作。具体工

作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维度展开：

一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及时反映职

工的意见和主张。为使职工的意愿和要求

体现在企业决策之中，使职工的合法权益

在企业的各项政策中加以规范和巩固，我

们设置了意见箱，开拓沟通渠道，并定期

组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就涉及职工切身

利益的事项，如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

动安全卫生、福利待遇等，提交会议讨

论，维护职工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

二是树先进、立典范，全方位培养职

工职业能力。一方面，我们每年都牵头组

织对优秀员工进行宣传和表彰，通过先进

团队、人物等的评选等激励员工能力提

升；另一方面，配合人事部开展各类技能

培训、拓展训练等提升和完善职工专业化

水平及综合素质，从而提升企业效率。

三是发挥工会组织职能，丰富职工业

余生活。猛狮工会每年都联合品牌文化中心

组织开展各类文体活动。近年来猛狮男子篮

球联谊赛、羽毛球赛、乒乓球赛，猛狮好声

音、书画摄影艺术展等文体活动，丰富职工

业余生活，活跃职工身心，既提升员工的干

劲，同时也给员工提供了自我展示的平台。

此外，除了常规的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

设施场地外，我们还配备了游泳池、图书阅

览室等，全方位打造猛狮职工的学习和生活

平台。

四是对内做好困难员工帮扶，对外积

极投身社会公益。对于内部困难员工，如遭

遇大病、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猛狮工会

通过工会经费、猛狮爱心基金会专项资金等

进行救助。特殊情况还会组织员工募捐，帮

助困难员工度过难关。

对外，猛狮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履

行企业社会职责。多年来，猛狮科技以捐资助

学、光伏扶贫、捐资救灾、冠名赞助等多种方

式积极投身于各领域的公益慈善事业中，为行

业和社会输送正能量，为教育事业、体育事业

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X：猛狮工会的这些举措带来了哪些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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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蔡立强  

找准企业和职工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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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作为联系企业与员工的纽带，企

业工会在员工思想建设、能力建设、文化

建设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猛狮工

会开展的各项工作，给企业和员工都带来

极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企业凝聚力提升。各届职工代表大会

顺利召开，会上代表们提出的问题都能按

时得到解决，合理化建议也得到采纳。这

让猛狮的工作氛围非常和谐，猛狮人能够

齐心协力攻克各种工作上的困难，朝着共

同的目标而努力。对于工会组织的各项文

体活动，员工们都踊跃报名，积极“备

战”，水平也是一年比一年高，有不少参

赛作品都得到专业评委的肯定。大家在激

烈竞技中结下了友谊，在互相交流中收获

了成长。

员工职业化提升。针对不同岗位采取

因材施教，让所有职工得到系统学习，通

过理论知识与实用性技术相结合进行培

训，全面提升员工的整体素质，提高工作

效率。同时，我们也注重各项工作的标准

化程度，通过培训和改善不断修订各项工

作的流程，形成工作标准。通过这些行之

有效的教育方式，猛狮科技涌现出一大批

技术能手和优秀人才，“中国杰出职业经

理人”、广东省优秀两新组织党组织书

记、“汕头市优秀发明人”、“汕头市科学技

术奖一等奖”、汕头市“优秀人才奖”、澄海

区优秀技能人才、“汕头市工人先锋号”等

等。

企业创新力提升。在良好的创新氛围

和人才支撑下，猛狮科技企业创新力不断

得到提升。

猛 狮 科 技 现 拥 有 国 家 授 权 的 专 利

583项，其中发明专利93项。猛狮科技的

精英团队还多次参与了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的编制和修订，如：中国摩托车电池国

家标准、蓄电池电解液国家标准和锂离子动

力电池国家标准、电动摩托车用锂离子电池

安全性要求及实验方法、启动用铅酸蓄电池

国家标准、锂离子蓄电池总成通用要求行业

标准、起停用铅酸蓄电池技术条件行业标准

等。公司成立以来已经累计完成40多项国

家、省、市级科研项目，其中旗下子公司江

苏峰谷源与江苏大学的合作项目《平抑功率

波动的大型并网光伏电站关键技术研究和产

业》荣获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二等奖。

X：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工会十七大，对

基层工会提出了不少新的要求。接下来，猛

狮工会将如何以大会精神为指导来开展工

作？

C：新时期，猛狮工会紧紧围绕公司的

发展战略和职工根本利益，认真学习习总书

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践行

“党政所需、职工所急、工会所能”的原则，

全面推动工会改革创新，将仁善理念与马斯

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结合，努力创造条件满

足猛狮人的物质待遇和精神诉求，切实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为猛狮科技发展营造和谐稳

定的内部环境。

接下来，我们也将自觉用习总书记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工会工作，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打造职工正确价值观的提升平台，真正引导

和教育广大职工不忘猛狮科技的初心，时刻

牢记猛狮人使命。

我们也会立足新起点，不断推动工会

各项工作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

新时代赋予工人阶级新使命，新征程呼唤工

会新作为。未来，猛狮工会将以习近平同志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猛

狮党支部和广益街道总工会的正确领导下，

同舟共济、砥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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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作为联系企业与员工的纽带，企

业工会在员工思想建设、能力建设、文化

建设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猛狮工

会开展的各项工作，给企业和员工都带来

极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企业凝聚力提升。各届职工代表大会

顺利召开，会上代表们提出的问题都能按

时得到解决，合理化建议也得到采纳。这

让猛狮的工作氛围非常和谐，猛狮人能够

齐心协力攻克各种工作上的困难，朝着共

同的目标而努力。对于工会组织的各项文

体活动，员工们都踊跃报名，积极“备

战”，水平也是一年比一年高，有不少参

赛作品都得到专业评委的肯定。大家在激

烈竞技中结下了友谊，在互相交流中收获

了成长。

员工职业化提升。针对不同岗位采取

因材施教，让所有职工得到系统学习，通

过理论知识与实用性技术相结合进行培

训，全面提升员工的整体素质，提高工作

效率。同时，我们也注重各项工作的标准

化程度，通过培训和改善不断修订各项工

作的流程，形成工作标准。通过这些行之

有效的教育方式，猛狮科技涌现出一大批

技术能手和优秀人才，“中国杰出职业经

理人”、广东省优秀两新组织党组织书

记、“汕头市优秀发明人”、“汕头市科学技

术奖一等奖”、汕头市“优秀人才奖”、澄海

区优秀技能人才、“汕头市工人先锋号”等

等。

企业创新力提升。在良好的创新氛围

和人才支撑下，猛狮科技企业创新力不断

得到提升。

猛 狮 科 技 现 拥 有 国 家 授 权 的 专 利

583项，其中发明专利93项。猛狮科技的

精英团队还多次参与了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的编制和修订，如：中国摩托车电池国

家标准、蓄电池电解液国家标准和锂离子动

力电池国家标准、电动摩托车用锂离子电池

安全性要求及实验方法、启动用铅酸蓄电池

国家标准、锂离子蓄电池总成通用要求行业

标准、起停用铅酸蓄电池技术条件行业标准

等。公司成立以来已经累计完成40多项国

家、省、市级科研项目，其中旗下子公司江

苏峰谷源与江苏大学的合作项目《平抑功率

波动的大型并网光伏电站关键技术研究和产

业》荣获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二等奖。

X：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工会十七大，对

基层工会提出了不少新的要求。接下来，猛

狮工会将如何以大会精神为指导来开展工

作？

C：新时期，猛狮工会紧紧围绕公司的

发展战略和职工根本利益，认真学习习总书

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践行

“党政所需、职工所急、工会所能”的原则，

全面推动工会改革创新，将仁善理念与马斯

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结合，努力创造条件满

足猛狮人的物质待遇和精神诉求，切实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为猛狮科技发展营造和谐稳

定的内部环境。

接下来，我们也将自觉用习总书记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工会工作，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打造职工正确价值观的提升平台，真正引导

和教育广大职工不忘猛狮科技的初心，时刻

牢记猛狮人使命。

我们也会立足新起点，不断推动工会

各项工作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

新时代赋予工人阶级新使命，新征程呼唤工

会新作为。未来，猛狮工会将以习近平同志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猛

狮党支部和广益街道总工会的正确领导下，

同舟共济、砥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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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令世界震惊。与此同时，计算机

视觉、无人机、语音识别、语音合成

和机器翻译等领域的中国公司，如科

大讯飞等，亦成为全球价值最高的创

业企业。

只有在真实世界中实际应用，“发

明”才变得更有意义，这就需要将原创

发明转化为实际应用的力量，因为惟

有实际应用，才能最终主导人工智能

走上价值化发展的轨道。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在人工智能

领域具有显著优势，这是因为美国的

大学和科技公司数十年来都能够吸引

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才，尤其是聚集在

硅谷的顶尖研究人员，可以利用硅谷

丰沛的融资环境、独特的文化和群聚

的产业龙头，不断破解算法谜题，最

终获得人工智能的原创发明。

就目前来看，美国仍然是世界上

人工智能研究积累最深、原创发明成

果最多的国家，来自全球的、聚集在

硅谷的顶尖研究人员仍然引领着世界

人工智能突破性创新的前沿。

但是，堪称“中国新四大发明”的

高铁、移动支付、共享单车和电商，

从原创发明到实际应用

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

论坛上首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双创”浪潮，

互联网+、人工智能已成为创新创业

的重点领域，中国各大城市纷纷设立

或正在设立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孵

化器、创业园区、创新基地甚至创客

小镇，政府同时配套提供相应的创投

资金支持，各路风投基金亦对人工智

能项目团队情有独钟。据相关资料，

2013年全国只有91家投资机构投资人

工智能，而在2017年，投资该领域的

机构或个人已经达到692家，全年投

资规模达到1800亿人民币。当人工智

能以国家战略产业的高度予以定位的

时候，中国绝不会缺少创业团队和创

业资金。

一个真实的案例充分说明了当前

中国人工智能科学家与世界接轨的程

度。国际人工智能协会（AAAI）在长

达30年的时间里每年都举办大型的人

工智能国际会议，是全球人工智能界

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但在2017年，这

个会议差点儿办砸。那年会议拟定的

举办时间与中国的春节撞了车。如果

在几年前这根本不是问题，因为美国、

英国和加拿大的科学家一度统治着这

个领域，那时能够向大会提交论文的

中国科学家屈指可数。但是2017年的

这届国际大会，提交论文的中国科学

家 和 美 国 科 学 家 人 数 不 相 上 下 。

AAAI理事长说，在中国最重大的家人

团聚的传统节日期间举办如此重要的

国际会议，非常不合适，如果中国科

学家没有出席或出席太少，这个会议

就是失败的。于是，为了会议讲台上

人工智能应用的中国优势

李开复在《AI·未来》专著中谈到，

人工智能从原创发明到实际应用，需

要四项要素：政策环境、创业团队与

资金、科学家以及海量数据。

从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到工信部发布《促进新一

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把人工智能定位为“

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社会建设的新机遇”以及“国家

安全的重大战略”，将人工智能上升到

国家战略的高度，强调积极培育人工

智能创新产品和服务、深化发展智能

制造、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化，

并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政策、法律、

资金、人才等多方面的保障，力争

2020年跻身人工智能世界强国行列，

2025年实现重大突破，2030年成为世

界主要的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本次由

国家工信部组织开展的“2018人工智能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新项目”，就是

贯彻上述规划，促进人工智能与制造

业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

济共同发展的具体举措。

一、中国具备良好的发展

人工智能产业的政策环境

二、中国具有众多的人工智能

创业团队和多种来源的创业资金

三、中国人工智能科学家

已经与世界深度接轨

2018年12月刊

猛狮科技旗下福建猛狮新能源“基于智能化高速锂电池的智慧企业大

数据综合管控平台”项目入选工信部国家首批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创新项目名单，标志着猛狮科技在智能制造方面正在与国家人工智能

系统紧密接轨。从全球范围看，日趋成熟且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

正在重塑着企业的生产制造流程和产品竞争格局，也在逐步改变着实体

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的发展状态。

当人类历史即将跨入2019年，不论是北京还是华盛顿，不论是中关

村还是硅谷，不论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还是温哥华TED全球大会，在

人工智能领域，全世界关心的仍然只有两个问题：一是人工智能会给人

类带来什么威胁和挑战？二是中国是否具备人工智能产业的领跑优势？

厦门大学理学硕士，曾任中科院助理研

究员，在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6篇，并收录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

与汕头大学合作项目入选中国管理案例

共享中心（CMCC）案例库。

汕头大学MBA企业导师，2016年度中国

杰出职业经理人，亚太职业经理人协会

“亚太智库研究员”，国家工信部认证“工

业和信息化领域急需紧缺人才”。

现任猛狮科技品牌文化中心总监。

张宝忠

【前  言】

文 | 张宝忠

人工智能时代的

中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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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令世界震惊。与此同时，计算机

视觉、无人机、语音识别、语音合成

和机器翻译等领域的中国公司，如科

大讯飞等，亦成为全球价值最高的创

业企业。

只有在真实世界中实际应用，“发

明”才变得更有意义，这就需要将原创

发明转化为实际应用的力量，因为惟

有实际应用，才能最终主导人工智能

走上价值化发展的轨道。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在人工智能

领域具有显著优势，这是因为美国的

大学和科技公司数十年来都能够吸引

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才，尤其是聚集在

硅谷的顶尖研究人员，可以利用硅谷

丰沛的融资环境、独特的文化和群聚

的产业龙头，不断破解算法谜题，最

终获得人工智能的原创发明。

就目前来看，美国仍然是世界上

人工智能研究积累最深、原创发明成

果最多的国家，来自全球的、聚集在

硅谷的顶尖研究人员仍然引领着世界

人工智能突破性创新的前沿。

但是，堪称“中国新四大发明”的

高铁、移动支付、共享单车和电商，

从原创发明到实际应用

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

论坛上首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双创”浪潮，

互联网+、人工智能已成为创新创业

的重点领域，中国各大城市纷纷设立

或正在设立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孵

化器、创业园区、创新基地甚至创客

小镇，政府同时配套提供相应的创投

资金支持，各路风投基金亦对人工智

能项目团队情有独钟。据相关资料，

2013年全国只有91家投资机构投资人

工智能，而在2017年，投资该领域的

机构或个人已经达到692家，全年投

资规模达到1800亿人民币。当人工智

能以国家战略产业的高度予以定位的

时候，中国绝不会缺少创业团队和创

业资金。

一个真实的案例充分说明了当前

中国人工智能科学家与世界接轨的程

度。国际人工智能协会（AAAI）在长

达30年的时间里每年都举办大型的人

工智能国际会议，是全球人工智能界

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但在2017年，这

个会议差点儿办砸。那年会议拟定的

举办时间与中国的春节撞了车。如果

在几年前这根本不是问题，因为美国、

英国和加拿大的科学家一度统治着这

个领域，那时能够向大会提交论文的

中国科学家屈指可数。但是2017年的

这届国际大会，提交论文的中国科学

家 和 美 国 科 学 家 人 数 不 相 上 下 。

AAAI理事长说，在中国最重大的家人

团聚的传统节日期间举办如此重要的

国际会议，非常不合适，如果中国科

学家没有出席或出席太少，这个会议

就是失败的。于是，为了会议讲台上

人工智能应用的中国优势

李开复在《AI·未来》专著中谈到，

人工智能从原创发明到实际应用，需

要四项要素：政策环境、创业团队与

资金、科学家以及海量数据。

从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到工信部发布《促进新一

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把人工智能定位为“

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社会建设的新机遇”以及“国家

安全的重大战略”，将人工智能上升到

国家战略的高度，强调积极培育人工

智能创新产品和服务、深化发展智能

制造、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化，

并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政策、法律、

资金、人才等多方面的保障，力争

2020年跻身人工智能世界强国行列，

2025年实现重大突破，2030年成为世

界主要的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本次由

国家工信部组织开展的“2018人工智能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新项目”，就是

贯彻上述规划，促进人工智能与制造

业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

济共同发展的具体举措。

一、中国具备良好的发展

人工智能产业的政策环境

二、中国具有众多的人工智能

创业团队和多种来源的创业资金

三、中国人工智能科学家

已经与世界深度接轨

2018年12月刊

猛狮科技旗下福建猛狮新能源“基于智能化高速锂电池的智慧企业大

数据综合管控平台”项目入选工信部国家首批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创新项目名单，标志着猛狮科技在智能制造方面正在与国家人工智能

系统紧密接轨。从全球范围看，日趋成熟且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

正在重塑着企业的生产制造流程和产品竞争格局，也在逐步改变着实体

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的发展状态。

当人类历史即将跨入2019年，不论是北京还是华盛顿，不论是中关

村还是硅谷，不论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还是温哥华TED全球大会，在

人工智能领域，全世界关心的仍然只有两个问题：一是人工智能会给人

类带来什么威胁和挑战？二是中国是否具备人工智能产业的领跑优势？

厦门大学理学硕士，曾任中科院助理研

究员，在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6篇，并收录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

与汕头大学合作项目入选中国管理案例

共享中心（CMCC）案例库。

汕头大学MBA企业导师，2016年度中国

杰出职业经理人，亚太职业经理人协会

“亚太智库研究员”，国家工信部认证“工

业和信息化领域急需紧缺人才”。

现任猛狮科技品牌文化中心总监。

张宝忠

【前  言】

文 | 张宝忠

人工智能时代的

中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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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深度学习而言，数据量越多越

好。人工智能获得的样本数据越多，

就越能够正确识别出形态，准确辨认

真实世界里的物品。中国众多的互联

网用户创造、搜集了真实世界的海量

数据，产生了非常丰富的、详细的应

用信息，这些丰富的数据是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的宝贵资源，可以让各家人

工智能公司详细了解用户的日常习惯，

结合算法，就可以为用户量身打造出

更加个性化和人性化的各种不同的服

务。毫无疑问，这些来自真实世界的

强大的海量数据正是中国发展人工智

能服务的重要优势。

在智能制造领域，生产流程中产

生的各类数据对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

深度融合及不断改善，同样具有极高

的价值。猛狮科技本次入选国家首批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新项

目，恰恰是“锂电池智能制造的大数

据综合管控平台”，我们相信，这个

项目将为人工智能在中国新能源行业

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的

现在与未来

能够有更多的中国科学家，这届人工

智能国际会议推迟了一周，效果相当

圆满。由此可见，中国科学家已经成

为全球范围内共同推动世界人工智能

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无论是人工智能的原创发明还

是应用研究，中国科学家的贡献都

是全方位的。从学术研究成果的引

用次数就能看出中国科学家日益增

长 的 影 响 力 。 据 统 计 ， 2 0 0 6 -

2015年间，所有人工智能研讨会和

人工智能期刊被引用次数的前100名，

来自中国的论文数量从23.2％激增

到了42.8％，增长了将近一倍。清

华大学在人工智能领域被引用的次

数还超过了斯坦福大学等老牌人工

智能院校。未来，一大批年轻的中

国博土将引领中国的人工智能研究

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此外，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

数据，中国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申请

数量，2014年为19197件，2015年为

28022件，2016年为29023件，2017年

达到46284件，足以证明中国科学家

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卓越工作和不朽

贡献。

学术界给出了人工智能的三大要

素：大数据、机器的运算能力和人工

智能算法。想在新领域利用人工智能

算法赋予机器“深度学习”的能力，这

三者都是必要的。

但在实际应用中，这三者当中最

重要的还是数据，因为数据量的多寡

是决定算法整体效能与精准度的关键

所在。

四、中国独具为人工智能算法

提供海量数据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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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领域具有明显优势，中国在5年内

能够缩小差距，但很难超越。

第三个领域是生产生活智能化。

以大量的传感器及智能型器材，把我

们现实的生产生活转化成可被深度学

习算法进行分析与优化的数据，让人

工智能越来越擅长辨识我们的脸孔，

听懂我们的声音，观察我们身边的世

界：如肯德基（中国）与支付宝合作

的“刷脸支付”，还有一系列搭载了人

工智能技术的感应式居家设备；如空

气净化器、电饭锅、冰箱、摄影机、

洗衣机、吸尘器、扫地机、各种特定

功能的机器人等。猛狮科技锂电池智

能制造平台入选国家首批人工智能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新项目，亦将为

生产制造智能化的不断升级提供基础

支撑。现实世界应用于生产生活的人

工智能产品会较大程度地改变我们的

日常环境、生活习惯和生产模式。这

个领域目前中国占据优势，未来，由

于中国具备应用开发及产品化的优势，

将不断扩大这种优势。

第四个领域是自主智能化。这是

人工智能应用的集大成者，需要把极

复杂的数据和机器的感知能力整合起

来，这种智能化机器不仅能了解世界，

也能改变世界。如被称为“蜂群智慧技

术”的无人机群组一起合作，清洗摩天

大楼的玻璃幕墙、粉刷高层建筑的外

墙、森林灭火、救灾抢险、野外搜寻

等。当然，这一领域目前最前沿的是“

自动驾驶汽车”，这是人工智能应用领

域最顶级的世界性课题，以谷歌为代

表的美国处于领先的优势地位，中国

则采取不同的研究模式进行赶超。这

项应用研究的瓶颈是：出于安全考虑，

很难获得大量的实际数据来“喂”饱具

备“深度学习”能力的智能机器。

更深层次的应用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

撑。

李开复坦言，人工智能的核心关

键是海量的数据，在中国这些数据是

大量存在的，而且都是能产生价值的，

我们预期，人工智能将是中国引领全

球的最好机遇。

当前，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七大

巨头公司——谷歌、 Facebook、亚

马逊、微软、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

中国与美国平分秋色。

从应用角度看，人工智能产品或

服务可以细分为四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互联网智能化。互

联网人工智能就是使用人工智能算法

作为推荐引擎，而驱动这些人工智能

引擎的，正是它们获得的数据。人工

智能通过这些数据来学习和了解我们

，进而优化推送我们想要的东西，比

如 谷 歌 、 百 度 、 阿 里 巴 巴 、  Yo u 

Tube、抖音、今日头条。阿里巴巴给

用户推荐他们想买的东西，谷歌可以

列出用户想点击的广告，抖音可以推

荐用户想观看的视频，今日头条推荐

用户感兴趣的资讯。在这个领域，目

前中美两国相差不大，未来，中国极

有可能凭借极为重视“用户体验”的理

念和拥有“海量数据”的优势，逐渐趋

于领先。

第二个领域是辅助决策智能化。

辅助决策人工智能是把传统公司数十

年来积累的大量的带有特征及含义的

专业数据，运用人工智能算法，从这

些数据库中挖掘人类往往会忽视的隐

性联系，参考以往的决策结果，最终

使其超越经验最丰富的人类从业者。

如保险公司理赔、银行核发贷款、疾

病诊断、协助法官审判等。美国在这

T
E
C

H
N

O
LO

G
Y
 W

O
R

LD

结 语

AlphaGo完胜李世石和

柯洁，促使人们对基于人工

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算法

的人工智能系统产生了无尽

的遐想。我们相信，具备“将

原创发明转化为实际应用”特

质的中国创业者们，将运用

这种深度学习的算法，结合

中国海量大数据的优势，催

生出大量的有创意的实用型

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改变

实体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生活

的面貌。

人工智能的未来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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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深度学习而言，数据量越多越

好。人工智能获得的样本数据越多，

就越能够正确识别出形态，准确辨认

真实世界里的物品。中国众多的互联

网用户创造、搜集了真实世界的海量

数据，产生了非常丰富的、详细的应

用信息，这些丰富的数据是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的宝贵资源，可以让各家人

工智能公司详细了解用户的日常习惯，

结合算法，就可以为用户量身打造出

更加个性化和人性化的各种不同的服

务。毫无疑问，这些来自真实世界的

强大的海量数据正是中国发展人工智

能服务的重要优势。

在智能制造领域，生产流程中产

生的各类数据对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

深度融合及不断改善，同样具有极高

的价值。猛狮科技本次入选国家首批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新项

目，恰恰是“锂电池智能制造的大数

据综合管控平台”，我们相信，这个

项目将为人工智能在中国新能源行业

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的

现在与未来

能够有更多的中国科学家，这届人工

智能国际会议推迟了一周，效果相当

圆满。由此可见，中国科学家已经成

为全球范围内共同推动世界人工智能

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无论是人工智能的原创发明还

是应用研究，中国科学家的贡献都

是全方位的。从学术研究成果的引

用次数就能看出中国科学家日益增

长 的 影 响 力 。 据 统 计 ， 2 0 0 6 -

2015年间，所有人工智能研讨会和

人工智能期刊被引用次数的前100名，

来自中国的论文数量从23.2％激增

到了42.8％，增长了将近一倍。清

华大学在人工智能领域被引用的次

数还超过了斯坦福大学等老牌人工

智能院校。未来，一大批年轻的中

国博土将引领中国的人工智能研究

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此外，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

数据，中国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申请

数量，2014年为19197件，2015年为

28022件，2016年为29023件，2017年

达到46284件，足以证明中国科学家

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卓越工作和不朽

贡献。

学术界给出了人工智能的三大要

素：大数据、机器的运算能力和人工

智能算法。想在新领域利用人工智能

算法赋予机器“深度学习”的能力，这

三者都是必要的。

但在实际应用中，这三者当中最

重要的还是数据，因为数据量的多寡

是决定算法整体效能与精准度的关键

所在。

四、中国独具为人工智能算法

提供海量数据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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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领域具有明显优势，中国在5年内

能够缩小差距，但很难超越。

第三个领域是生产生活智能化。

以大量的传感器及智能型器材，把我

们现实的生产生活转化成可被深度学

习算法进行分析与优化的数据，让人

工智能越来越擅长辨识我们的脸孔，

听懂我们的声音，观察我们身边的世

界：如肯德基（中国）与支付宝合作

的“刷脸支付”，还有一系列搭载了人

工智能技术的感应式居家设备；如空

气净化器、电饭锅、冰箱、摄影机、

洗衣机、吸尘器、扫地机、各种特定

功能的机器人等。猛狮科技锂电池智

能制造平台入选国家首批人工智能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新项目，亦将为

生产制造智能化的不断升级提供基础

支撑。现实世界应用于生产生活的人

工智能产品会较大程度地改变我们的

日常环境、生活习惯和生产模式。这

个领域目前中国占据优势，未来，由

于中国具备应用开发及产品化的优势，

将不断扩大这种优势。

第四个领域是自主智能化。这是

人工智能应用的集大成者，需要把极

复杂的数据和机器的感知能力整合起

来，这种智能化机器不仅能了解世界，

也能改变世界。如被称为“蜂群智慧技

术”的无人机群组一起合作，清洗摩天

大楼的玻璃幕墙、粉刷高层建筑的外

墙、森林灭火、救灾抢险、野外搜寻

等。当然，这一领域目前最前沿的是“

自动驾驶汽车”，这是人工智能应用领

域最顶级的世界性课题，以谷歌为代

表的美国处于领先的优势地位，中国

则采取不同的研究模式进行赶超。这

项应用研究的瓶颈是：出于安全考虑，

很难获得大量的实际数据来“喂”饱具

备“深度学习”能力的智能机器。

更深层次的应用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

撑。

李开复坦言，人工智能的核心关

键是海量的数据，在中国这些数据是

大量存在的，而且都是能产生价值的，

我们预期，人工智能将是中国引领全

球的最好机遇。

当前，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七大

巨头公司——谷歌、 Facebook、亚

马逊、微软、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

中国与美国平分秋色。

从应用角度看，人工智能产品或

服务可以细分为四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互联网智能化。互

联网人工智能就是使用人工智能算法

作为推荐引擎，而驱动这些人工智能

引擎的，正是它们获得的数据。人工

智能通过这些数据来学习和了解我们

，进而优化推送我们想要的东西，比

如 谷 歌 、 百 度 、 阿 里 巴 巴 、  Yo u 

Tube、抖音、今日头条。阿里巴巴给

用户推荐他们想买的东西，谷歌可以

列出用户想点击的广告，抖音可以推

荐用户想观看的视频，今日头条推荐

用户感兴趣的资讯。在这个领域，目

前中美两国相差不大，未来，中国极

有可能凭借极为重视“用户体验”的理

念和拥有“海量数据”的优势，逐渐趋

于领先。

第二个领域是辅助决策智能化。

辅助决策人工智能是把传统公司数十

年来积累的大量的带有特征及含义的

专业数据，运用人工智能算法，从这

些数据库中挖掘人类往往会忽视的隐

性联系，参考以往的决策结果，最终

使其超越经验最丰富的人类从业者。

如保险公司理赔、银行核发贷款、疾

病诊断、协助法官审判等。美国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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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Go完胜李世石和

柯洁，促使人们对基于人工

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算法

的人工智能系统产生了无尽

的遐想。我们相信，具备“将

原创发明转化为实际应用”特

质的中国创业者们，将运用

这种深度学习的算法，结合

中国海量大数据的优势，催

生出大量的有创意的实用型

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改变

实体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生活

的面貌。

人工智能的未来已经到来



铝丝超声焊接最早被用于微电子和电力电子行业。因为其优良的导电性能、

极小的接触电阻、较高的热疲劳能力和灵活柔性制造等优点，现在已广泛应用于

电池连接领域。

十堰猛狮新能源的技术团队，对电芯连接技术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历经几

个月的筹备和反复的验证，成功导入铝丝超声焊接技术并实现自动化生产，实现

了产品的批量生产，并推向市场。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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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对电池的可靠性带来不确定因素，

而铝丝焊接整道过程较为干净清洁，

也不需要任何焊接后的卫生清理工作。

三、铝丝超声焊具有很好的灵活

性，兼容性强，可以对铝线高度、针

脚、工作范围进行选择，铝丝焊接

采用的铝丝为国际标准规格，而传

统电阻焊机用的是镍、钢、铜等连

接片，根据不同结构产品需要重新

开模，在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上都

有明显优势。

四、金属丝可以有很好的方向灵

活性，可以在多种热膨胀参数之间很

好的控制不匹配性，焊接时如发生焊

接不良很容易检测出，不良位置的补

点比较容易，且不会产生焊接损伤。

五、铝丝引线连接工艺，超声焊

铝丝可直接充当保险丝。

自2006年特斯拉率先使用铝丝超

声焊技术实现18650电芯成组以来，

原本应用于微电子和电力电子领域的

单点焊接、多点焊接和短条状焊接。

可用于电池包的汇流、采样等焊接。

铝丝超声焊接设备中，最主要的

是超声波系统，超声波系统主要有两

部分组成：振荡电能发生器和超声波

换能器，振荡电能发生器产生超声频

率的振荡电能，超声波换能器，劈刀

安装在与换能器相连的变幅杆的安装

孔内，金属焊丝通过导线管引到劈刀

尖的小孔内。焊接时，劈刀上端施加

一定的垂直压力，使金属焊丝和被焊

工件金属膜紧密接触，金属焊丝和被

焊工件金属膜之间产生超声频率摩擦，

这种摩擦一方面消除金属焊丝和工件

表面接触膜的氧化层和吸附层，另一

方面在焊接交界面产生大量的热，使

金属焊丝和焊件金属膜发生塑性变形，

从而形成金属间的牢固冶金键合。实

际铝丝焊时，通常对劈刀和被焊工件

进行一定温度的加热，以提高丝焊的

焊接质量和效率。

传统的钎焊和融焊技术已使用多

年，存在一些劣势。例如，热应力的

产生、焊接后清洁问题、缺乏灵活性

和质量难以控制等。铝丝超声焊在这

方面比传统焊接表现要好，而且可以

很好对每一个焊接处进行控制，对生

产过程没有任何不良影响。

一、其他传统的焊接方式需要先

加热才能将金属融化，对于电池负极

钢壳可能会有损伤，而超声波摩擦焊

接时的焊接区温度不会上升，有效的

避免了负极钢壳的受损。

二、电阻焊接时，会有生金属熔

化时的火花产生，会出现污染物，有

铝丝超声焊技术便有了新的应用领域。

在电动汽车动力电池领域，一套动力

电池包由成百上千颗电芯组成，尤其

是圆柱18650电芯。几千颗电芯如何

保证其中个别电芯短路失效的情况下

系统仍然安全及正常工作，这就需要

对每颗电芯有熔断隔离的冗余设计，

通过选择合适通电流参数的铝丝，既

可以作为动力连接又可兼具熔丝的作

用，确保在单体电芯短路过流的情况下

熔断隔离，实现与之并联的其它电芯可

以继续使用，保证系统可以继续运行。

十堰猛狮新能源根据多年的行业

内经验，积极采用铝丝超声焊这一可熔

断的连接技术，来提升产品的安全性。

同时配合液冷热管理，使圆柱电芯在理

想的环境下发挥出最大性能。随着铝丝

超声焊工艺技术的导入，十堰猛狮新能

源PACK产品的性能、安全、稳定性都

进一步提高，为在不同领域内锂离子电

池的应用提供更多选择。

铝丝超声焊技术在电动汽车

动力电池领域的应用

详解铝丝超声焊接

文 | 林海生

铝丝超声焊是使用铝丝作为金属

丝的一种引线键合技术，其主要形式

为楔焊。楔焊主要使用铝线，通常都

在室温下进行，楔焊将两个楔形焊点

压下形成连接。铝线焊接制程被归为

超声波线焊，形成焊点只用到超声波

能、压力以及时间等参数。

铝丝超声焊技术首先是基于超声

波金属焊接技术，最早用于微电子器

件内金属引线的焊接。

超声波金属焊接是利用超声频率

(超过16KHz )的机械振动能量，连接同

种金属或异种金属的一种特殊方法。

金属在进行超声波焊接时，既不向工

件输送电流，也不向工件施以高温热

源，只是在静压力之下，将焊接设备

振动能量转变为工件间的摩擦功、形

变能及有限的温升。接头间的冶金结

合使母材不发生熔化的情况下实现的

一种固态焊接，因此它有效地克服了电

阻焊接时所产生的飞溅和氧化等现象。

超声金属焊机能对铜、银、铝、

镍等有色金属的细丝或薄片材料进行

什么是铝丝超声焊接技术

铝丝超声焊的原理

铝丝超声焊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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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

监。从事电子电气和电池系统的研发工

作多年，在储能和动力电池领域有着丰

富的新能源电池系统开发及管理经验。

林海生



铝丝超声焊接最早被用于微电子和电力电子行业。因为其优良的导电性能、

极小的接触电阻、较高的热疲劳能力和灵活柔性制造等优点，现在已广泛应用于

电池连接领域。

十堰猛狮新能源的技术团队，对电芯连接技术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历经几

个月的筹备和反复的验证，成功导入铝丝超声焊接技术并实现自动化生产，实现

了产品的批量生产，并推向市场。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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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对电池的可靠性带来不确定因素，

而铝丝焊接整道过程较为干净清洁，

也不需要任何焊接后的卫生清理工作。

三、铝丝超声焊具有很好的灵活

性，兼容性强，可以对铝线高度、针

脚、工作范围进行选择，铝丝焊接

采用的铝丝为国际标准规格，而传

统电阻焊机用的是镍、钢、铜等连

接片，根据不同结构产品需要重新

开模，在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上都

有明显优势。

四、金属丝可以有很好的方向灵

活性，可以在多种热膨胀参数之间很

好的控制不匹配性，焊接时如发生焊

接不良很容易检测出，不良位置的补

点比较容易，且不会产生焊接损伤。

五、铝丝引线连接工艺，超声焊

铝丝可直接充当保险丝。

自2006年特斯拉率先使用铝丝超

声焊技术实现18650电芯成组以来，

原本应用于微电子和电力电子领域的

单点焊接、多点焊接和短条状焊接。

可用于电池包的汇流、采样等焊接。

铝丝超声焊接设备中，最主要的

是超声波系统，超声波系统主要有两

部分组成：振荡电能发生器和超声波

换能器，振荡电能发生器产生超声频

率的振荡电能，超声波换能器，劈刀

安装在与换能器相连的变幅杆的安装

孔内，金属焊丝通过导线管引到劈刀

尖的小孔内。焊接时，劈刀上端施加

一定的垂直压力，使金属焊丝和被焊

工件金属膜紧密接触，金属焊丝和被

焊工件金属膜之间产生超声频率摩擦，

这种摩擦一方面消除金属焊丝和工件

表面接触膜的氧化层和吸附层，另一

方面在焊接交界面产生大量的热，使

金属焊丝和焊件金属膜发生塑性变形，

从而形成金属间的牢固冶金键合。实

际铝丝焊时，通常对劈刀和被焊工件

进行一定温度的加热，以提高丝焊的

焊接质量和效率。

传统的钎焊和融焊技术已使用多

年，存在一些劣势。例如，热应力的

产生、焊接后清洁问题、缺乏灵活性

和质量难以控制等。铝丝超声焊在这

方面比传统焊接表现要好，而且可以

很好对每一个焊接处进行控制，对生

产过程没有任何不良影响。

一、其他传统的焊接方式需要先

加热才能将金属融化，对于电池负极

钢壳可能会有损伤，而超声波摩擦焊

接时的焊接区温度不会上升，有效的

避免了负极钢壳的受损。

二、电阻焊接时，会有生金属熔

化时的火花产生，会出现污染物，有

铝丝超声焊技术便有了新的应用领域。

在电动汽车动力电池领域，一套动力

电池包由成百上千颗电芯组成，尤其

是圆柱18650电芯。几千颗电芯如何

保证其中个别电芯短路失效的情况下

系统仍然安全及正常工作，这就需要

对每颗电芯有熔断隔离的冗余设计，

通过选择合适通电流参数的铝丝，既

可以作为动力连接又可兼具熔丝的作

用，确保在单体电芯短路过流的情况下

熔断隔离，实现与之并联的其它电芯可

以继续使用，保证系统可以继续运行。

十堰猛狮新能源根据多年的行业

内经验，积极采用铝丝超声焊这一可熔

断的连接技术，来提升产品的安全性。

同时配合液冷热管理，使圆柱电芯在理

想的环境下发挥出最大性能。随着铝丝

超声焊工艺技术的导入，十堰猛狮新能

源PACK产品的性能、安全、稳定性都

进一步提高，为在不同领域内锂离子电

池的应用提供更多选择。

铝丝超声焊技术在电动汽车

动力电池领域的应用

详解铝丝超声焊接

文 | 林海生

铝丝超声焊是使用铝丝作为金属

丝的一种引线键合技术，其主要形式

为楔焊。楔焊主要使用铝线，通常都

在室温下进行，楔焊将两个楔形焊点

压下形成连接。铝线焊接制程被归为

超声波线焊，形成焊点只用到超声波

能、压力以及时间等参数。

铝丝超声焊技术首先是基于超声

波金属焊接技术，最早用于微电子器

件内金属引线的焊接。

超声波金属焊接是利用超声频率

(超过16KHz )的机械振动能量，连接同

种金属或异种金属的一种特殊方法。

金属在进行超声波焊接时，既不向工

件输送电流，也不向工件施以高温热

源，只是在静压力之下，将焊接设备

振动能量转变为工件间的摩擦功、形

变能及有限的温升。接头间的冶金结

合使母材不发生熔化的情况下实现的

一种固态焊接，因此它有效地克服了电

阻焊接时所产生的飞溅和氧化等现象。

超声金属焊机能对铜、银、铝、

镍等有色金属的细丝或薄片材料进行

什么是铝丝超声焊接技术

铝丝超声焊的原理

铝丝超声焊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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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

监。从事电子电气和电池系统的研发工

作多年，在储能和动力电池领域有着丰

富的新能源电池系统开发及管理经验。

林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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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猛狮新能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有丰富的电池PACK项目管理、

技术管理、生产管理经验，熟悉锂电池

PACK研发、熟悉ISO9000、TS16949质

量管理体系。

韩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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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回收为核心解决方案，有望成为

中国北方地区颇具发展前景的锂电池

回收再制造基地。

废旧电池回收处理异常复杂，仅

电芯种类就分为圆柱型、方型与软包

电池，电池应用涉及3C、电动自行车、

电动汽车等，不同电池需做到分类回

收，且处理工艺也不尽相同。就动力

电池而言，从开始使用到电池能量达

到完全报废寿命大约20年，但当电池

能量低于原有能量80%的时候，就不

适合继续在电动汽车上使用。如果直

接将此类动力电池作报废处理，会造

成可利用价值降低和资源能源浪费。

因此，天津猛狮新能源在动力电

池（或单电芯）外观良好、安全、功

能元器件有效的前提下，利用电池性

能检测设备对其进行性能判定，将有

回收价值的电池进行梯级利用，重新

PACK作为储能产品使用（如路灯、电

动自行车、遥控器等），使动力电池

延长应用寿命，充分利用其能源价值，

然后进入回收体系，完成电池梯级利

用与再生回收。为此，天津猛狮配备

了全程自动化PACK产线，可根据不同

储能需求进行包装，灵活高效；且备

有配套MES系统，轻松实现电芯分选-

成品全程可追溯。

对于不能进行梯级利用的

电池类别，则需要建立完善

的回收拆解体系，在保障

人员安全，避免环境污

染的前提下，实现高

效拆解，有价金属分

类回收，完成动力电

池回收闭环。

天津猛狮新能源废旧电池拆解回

收工艺主要是从动力电池包自动化拆

解至极片，将极片投入破碎设备，经

风选、磁选等工序除杂得到正负极粉

料的过程。其中，自动化拆解替代人

工拆解，大幅提高拆解效率的同时，

有效地避免对人体的伤害，拆解全程

设计为密封可视，配备MES系统，实

现全程可追溯；而破碎过程负压无尘，

配有电气设备、自动控制系统、外部

监控检测及相关的辅助设备，满足了

待处理材料强度范围变化大、多品种、

大批量生产的工艺要求；此外，废旧

电池拆解回收过程中所涉有废气或污

染物的工序点均安装集气罩及废气吸

收处理装置，废气收集可保障操作安

全，无废气危害人体；废气吸收处理

装置可使最终废气排放满足废气排放

标准，保证绿色生产。

无论是从能源节约角度还是绿色

环保角度考虑，在配备先进生产设备

的基础上，以梯级利用和再生回收为

核心手段进行废旧电池处理，天津猛

狮新能源为废旧电池去哪儿给出了一

个十分可行的方案。

猛狮梯级利用与

再生回收体系

废旧电池去哪儿？
文 | 韩贵重

基于节能、环保、能源安全等的战略考量，国内外均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

等新兴产业，让汽车动力电池出货量也紧随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呈现大幅增长态

势。2016年，中国动力电池出货量达到29.39GWh，这些动力电池退休时带来的

环境污染隐患及资源浪费问题开始摆上各级政府的议程。

另据数据统计，预计2018年中国累计废旧动力电池将达12.08GWh，到

2025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67GWh。如此巨量的废旧电池，其回收利用的广阔

市场前景引发了业界对电池回收产业的关注，各种电池回收技术及方案开始为

公众所认知。

【前  言】

目前能够处理达到7000吨/年的废旧

二次电池；Kudo Mistuhiko等用酸浸

取正极废料，再往浸出液中加入两性

金属回收贵金属；美国Taxco公司在零

下198℃下将电池破碎后加入固体

NaOH，把电极材料中的锂转化成

LiOH，与加入助剂生成LiCO ，球磨3

处理后与塑料分离；Mistubishi公司采

用液氮将废旧电池冷冻后拆解，风选

出塑料，破碎、磁选、水洗，再经振

动分离，经分选水洗后得到铜铝箔，

剩余颗粒进行高温燃料，排出气体用

NaOH吸收处理。

相比而言，国内的动力电池回收

行业还处于起步摸索阶段，尚未建立与

动力锂电池相配套的成熟回收体系，回

收技术主要以人工拆解和湿法冶金回收

为主，与欧美等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

当前，国内废旧电池回收循环再

利用体系的难点在于拆解回收和有效

梯级利用。就拆解而言，目前还是以

人为拆解居多，但由于材料、残余电

量的原因，在高温、压力、电火花等

因素下，可能引发电池的自燃甚至爆

炸。特别是动力电池的容量较大，自

燃或者爆炸对拆解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将造成重大的威胁。此外，拆解过程

中会产生废气、废液、废渣等污染，

不但危害拆解人员的身体健康，也会

造成环境污染，同时操作过程中操作

人员容易接触电池废液，同样危害身

体健康。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环保企业开始重视汽车动

力电池回收的发展，国内逐步涌现出

一些高科技的电池回收公司和项目。猛

狮科技旗下天津猛狮新能源再生科技

有限公司开展的废旧锂电池回收和电

池组装PACK项目，以电池梯次利用和

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和

地区很早就着手建立汽车动力电池的

回收利用体系，部分国家的回收产业

已 颇 具 规 模 。 以 德 国 为 例 ， 早 在

1998年，由德国主要的电池制造商和

德国电子电器制造商协会共同成立了“

共同回收系统”（GRS）基金会，GRS 

从2010年开始回收工业电池，并随着

储能产业的发展不断扩张回收版图。

2015年，GRS回收了德国45.9%的废

旧便携式电池，回收后再利用率达到

百分之百。

而这些发达国家地区的动力电池

回收体系里，主要回收工艺则以高温冶

金法、湿法冶金法及物理破碎法为主。

其中欧洲Umicore公司和BARTEC公

司通过特制的超高温熔炉回收锂电池，

废旧电池回收现状



洞
察

IN
S
IG

H
T

洞
察

IN
S
IG

H
T

34

天津猛狮新能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有丰富的电池PACK项目管理、

技术管理、生产管理经验，熟悉锂电池

PACK研发、熟悉ISO9000、TS16949质

量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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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回收为核心解决方案，有望成为

中国北方地区颇具发展前景的锂电池

回收再制造基地。

废旧电池回收处理异常复杂，仅

电芯种类就分为圆柱型、方型与软包

电池，电池应用涉及3C、电动自行车、

电动汽车等，不同电池需做到分类回

收，且处理工艺也不尽相同。就动力

电池而言，从开始使用到电池能量达

到完全报废寿命大约20年，但当电池

能量低于原有能量80%的时候，就不

适合继续在电动汽车上使用。如果直

接将此类动力电池作报废处理，会造

成可利用价值降低和资源能源浪费。

因此，天津猛狮新能源在动力电

池（或单电芯）外观良好、安全、功

能元器件有效的前提下，利用电池性

能检测设备对其进行性能判定，将有

回收价值的电池进行梯级利用，重新

PACK作为储能产品使用（如路灯、电

动自行车、遥控器等），使动力电池

延长应用寿命，充分利用其能源价值，

然后进入回收体系，完成电池梯级利

用与再生回收。为此，天津猛狮配备

了全程自动化PACK产线，可根据不同

储能需求进行包装，灵活高效；且备

有配套MES系统，轻松实现电芯分选-

成品全程可追溯。

对于不能进行梯级利用的

电池类别，则需要建立完善

的回收拆解体系，在保障

人员安全，避免环境污

染的前提下，实现高

效拆解，有价金属分

类回收，完成动力电

池回收闭环。

天津猛狮新能源废旧电池拆解回

收工艺主要是从动力电池包自动化拆

解至极片，将极片投入破碎设备，经

风选、磁选等工序除杂得到正负极粉

料的过程。其中，自动化拆解替代人

工拆解，大幅提高拆解效率的同时，

有效地避免对人体的伤害，拆解全程

设计为密封可视，配备MES系统，实

现全程可追溯；而破碎过程负压无尘，

配有电气设备、自动控制系统、外部

监控检测及相关的辅助设备，满足了

待处理材料强度范围变化大、多品种、

大批量生产的工艺要求；此外，废旧

电池拆解回收过程中所涉有废气或污

染物的工序点均安装集气罩及废气吸

收处理装置，废气收集可保障操作安

全，无废气危害人体；废气吸收处理

装置可使最终废气排放满足废气排放

标准，保证绿色生产。

无论是从能源节约角度还是绿色

环保角度考虑，在配备先进生产设备

的基础上，以梯级利用和再生回收为

核心手段进行废旧电池处理，天津猛

狮新能源为废旧电池去哪儿给出了一

个十分可行的方案。

猛狮梯级利用与

再生回收体系

废旧电池去哪儿？
文 | 韩贵重

基于节能、环保、能源安全等的战略考量，国内外均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

等新兴产业，让汽车动力电池出货量也紧随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呈现大幅增长态

势。2016年，中国动力电池出货量达到29.39GWh，这些动力电池退休时带来的

环境污染隐患及资源浪费问题开始摆上各级政府的议程。

另据数据统计，预计2018年中国累计废旧动力电池将达12.08GWh，到

2025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67GWh。如此巨量的废旧电池，其回收利用的广阔

市场前景引发了业界对电池回收产业的关注，各种电池回收技术及方案开始为

公众所认知。

【前  言】

目前能够处理达到7000吨/年的废旧

二次电池；Kudo Mistuhiko等用酸浸

取正极废料，再往浸出液中加入两性

金属回收贵金属；美国Taxco公司在零

下198℃下将电池破碎后加入固体

NaOH，把电极材料中的锂转化成

LiOH，与加入助剂生成LiCO ，球磨3

处理后与塑料分离；Mistubishi公司采

用液氮将废旧电池冷冻后拆解，风选

出塑料，破碎、磁选、水洗，再经振

动分离，经分选水洗后得到铜铝箔，

剩余颗粒进行高温燃料，排出气体用

NaOH吸收处理。

相比而言，国内的动力电池回收

行业还处于起步摸索阶段，尚未建立与

动力锂电池相配套的成熟回收体系，回

收技术主要以人工拆解和湿法冶金回收

为主，与欧美等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

当前，国内废旧电池回收循环再

利用体系的难点在于拆解回收和有效

梯级利用。就拆解而言，目前还是以

人为拆解居多，但由于材料、残余电

量的原因，在高温、压力、电火花等

因素下，可能引发电池的自燃甚至爆

炸。特别是动力电池的容量较大，自

燃或者爆炸对拆解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将造成重大的威胁。此外，拆解过程

中会产生废气、废液、废渣等污染，

不但危害拆解人员的身体健康，也会

造成环境污染，同时操作过程中操作

人员容易接触电池废液，同样危害身

体健康。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环保企业开始重视汽车动

力电池回收的发展，国内逐步涌现出

一些高科技的电池回收公司和项目。猛

狮科技旗下天津猛狮新能源再生科技

有限公司开展的废旧锂电池回收和电

池组装PACK项目，以电池梯次利用和

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和

地区很早就着手建立汽车动力电池的

回收利用体系，部分国家的回收产业

已 颇 具 规 模 。 以 德 国 为 例 ， 早 在

1998年，由德国主要的电池制造商和

德国电子电器制造商协会共同成立了“

共同回收系统”（GRS）基金会，GRS 

从2010年开始回收工业电池，并随着

储能产业的发展不断扩张回收版图。

2015年，GRS回收了德国45.9%的废

旧便携式电池，回收后再利用率达到

百分之百。

而这些发达国家地区的动力电池

回收体系里，主要回收工艺则以高温冶

金法、湿法冶金法及物理破碎法为主。

其中欧洲Umicore公司和BARTEC公

司通过特制的超高温熔炉回收锂电池，

废旧电池回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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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谷  风

有利于分布式市场的不断壮大。在政

策利好、资本助力之下，分布式光伏

项目正成为各类光伏市场主体争相追

逐的“香饽饽”。

仅仅2017年，我国便新增光伏

发电装机5306万千瓦，同比增长

68.7%。此外，据《促进新能源发展

白皮书2018》数据显示，2017年全

国新增户用光伏46.5万户，是2016年

的3.1倍；新增接入居民分布式光伏

发电并网户数31.5万户，是2016年的

4.5倍。多晶硅产量24.2万吨，同比

增长24.7%；硅片产量87GW，同比

增长34.3%；电池片产量68GW，同

比增长33.3%；组件产量76GW，同

比增长31.7%……在“政策+市场”双重

驱动下，这一系列数据仿佛让人开始

深信，“全民时代”的到来指日可待。

然而，现实多少有些尴尬，饿

汉追逐“香饽饽”的过程并非一帆风

作为新兴的能源产业，近年来，

光伏发电凭借节能、低碳、环保等诸

多优点，受到国内具备屋顶资源的电

力产业巨头和腰包渐鼓的煤炭企业的

热捧。实际上，中国支持分布式光伏

发展的政策早已在2013~2014年间密集

出台，并在酝酿两三年后终于爆发。

随着《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

《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太阳能

发展“十三五”规划》和《可再生能源发

展“十三五”规划》、《微电网管理办

法》等指导性纲领的发布，分布式光伏

正式被置入未来发展的重要领域。

就目前而言，中国分布式光伏发

电的空间显然巨大。首先，中国城镇

工商业分布式、农村屋顶光伏市场市

场潜力庞大；其次，中央在政策层面

为发展定调和地方政府的扶持引导，

顺。“531新政”的颁发，让大部分“体

质差”的光伏企业骤然“断奶”，一些“实

力玩家”亦面临成长危机。光伏行业一

时哀鸿遍野，纷纷感慨“一夜入冬”。

仅仅在新政颁布后的三个交易

日，光伏股市总市值蒸发654.06亿，刚

刚趋向成熟的光伏产业再次陷入低谷。

在极度悲观的市场情绪下，光伏产业链

上游（硅料、硅片等）价格出现了快速

的下跌，中游（电池片、电池组件）、

下游（应用系统）亦进入观望期，光伏

产业迅猛发展的浪潮急速退去。

限规模、降补贴、去产能，面对

着行业的断崖式下行，在国内光伏人

看来，“531新政”对于国内光伏人较为

严苛，甚至有些许残忍，但这确实是

“无奈中的最佳选择”。目前国内可再

生能源基金的资金缺口已超千亿，在

2~3年内填补补贴缺口的可能性已几

乎丧失，如不抑制装机规模和补贴缺

口的“暴增”，必然会引发更大的风险。

当然，面对“531新政”的洗礼，我

们也应该看到，光伏补贴下调是必然

的趋势，清洁能源占比不断提升的趋

势也并不会改变。分布式光伏虽已取

得较大进展，但仍受到市场化程度

低、公共服务滞后、管理体系不健全

等因素的制约。对于行情过火的光伏

行业来说，“寒冬”也不是完全的坏

事，“531新政”的颁布，有望从源头上

改变旧的补贴模式，且倒逼光伏行业

降低材料成本及建设成本，以倒逼行

业最快速地实现大面积“平价上网”。

为应对新政带来的巨压，7月份

至今，以光伏扶贫、光伏电站、光伏

并网运行等为主要方向，河北、宁

夏、江苏、江西、湖南、青海、四川

等地出台20余项利好光伏市场的发展

政策，以重拾光伏市场信心。

除了相关的地方政策支持，部分

省份在配套设施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

索。以宁夏地区为例，近年来，宁夏地

区统一布局建设园区基础设施，统一资

源配置和准入标准，计划到2020年达

到1000万千瓦以上发电规模，通过光伏

产业发展带动其它领域投资增长。

此外，部分光伏企业也逐渐转变

发展模式，开始出现了由需求侧的拉

动向供给侧的支持转变。目前来看，

优质的工商业屋顶仍然是分布式光伏

的首选，光伏企业通过与拥有大量屋

顶资源的地方政府或商家开展合作，

进行分布式项目的开发。值得注意的

是，户用光伏也逐渐成为一个热点。

从过去的扩大规模到如今的提质

增效，光伏企业应该意识到，技术才

是最根本的推动力。既然最终都要走

向市场化，便要做好无补贴的技术储

备。日前，国外已出现了由企业和政

府共同合作实现无补贴自由售电示范

区，国内东营河口无补贴光伏项目亦

值得借鉴。光伏企业通过溢价补贴、

实施配额制、签订实物或金融协议等

方式保障发电收益，以低电价参与市

场竞价实现优先上网。

众所周知，目前国内输电主要集

中在两家电网（南方电网和国家电

网）手上。由于资源富集地与电力消

费地不匹配、技术因素以及体制障碍

等因素的影响，消纳难、并网难仍是

困扰光伏行业发展的难题。加上非技

术成本如土地性质的界定、土地税

费、屋顶租金等，在当前的增量配电

价格下，光伏企业几乎没有盈利空

间。虽然随着政府对售电市场的开放

和电改政策的积极推进，电力交易机

构和售电侧市场竞争机制相继建立，

但国内电力交易平台自身的专业能

力、信用等级是否可靠尚需存疑。因

此，尽快落实“隔墙售电”、进一步推

动光伏行业从简单的规模成本化向多

元发展目标整合，推动光伏企业从生

产化到市场经营化的发展，方可能形

成可持续的市场化交易模式。

综上，笔者认为，对于光伏行业

而言，要汲取前车之鉴，一方面争取

政策的支持，助力该领域的发展壮

大，同时又要利用好市场的“手”，逐

渐除其政策属性，真正实现其市场属

性，如此，才能最快速地实现“平价上

网”。而唯有平价上网，才能彻底解决

依赖补贴的发展桎梏，光伏市场才有

望迎来真正的春天，光伏走进寻常百

姓家也才能更加接近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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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谷  风

有利于分布式市场的不断壮大。在政

策利好、资本助力之下，分布式光伏

项目正成为各类光伏市场主体争相追

逐的“香饽饽”。

仅仅2017年，我国便新增光伏

发电装机5306万千瓦，同比增长

68.7%。此外，据《促进新能源发展

白皮书2018》数据显示，2017年全

国新增户用光伏46.5万户，是2016年

的3.1倍；新增接入居民分布式光伏

发电并网户数31.5万户，是2016年的

4.5倍。多晶硅产量24.2万吨，同比

增长24.7%；硅片产量87GW，同比

增长34.3%；电池片产量68GW，同

比增长33.3%；组件产量76GW，同

比增长31.7%……在“政策+市场”双重

驱动下，这一系列数据仿佛让人开始

深信，“全民时代”的到来指日可待。

然而，现实多少有些尴尬，饿

汉追逐“香饽饽”的过程并非一帆风

作为新兴的能源产业，近年来，

光伏发电凭借节能、低碳、环保等诸

多优点，受到国内具备屋顶资源的电

力产业巨头和腰包渐鼓的煤炭企业的

热捧。实际上，中国支持分布式光伏

发展的政策早已在2013~2014年间密集

出台，并在酝酿两三年后终于爆发。

随着《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

《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太阳能

发展“十三五”规划》和《可再生能源发

展“十三五”规划》、《微电网管理办

法》等指导性纲领的发布，分布式光伏

正式被置入未来发展的重要领域。

就目前而言，中国分布式光伏发

电的空间显然巨大。首先，中国城镇

工商业分布式、农村屋顶光伏市场市

场潜力庞大；其次，中央在政策层面

为发展定调和地方政府的扶持引导，

顺。“531新政”的颁发，让大部分“体

质差”的光伏企业骤然“断奶”，一些“实

力玩家”亦面临成长危机。光伏行业一

时哀鸿遍野，纷纷感慨“一夜入冬”。

仅仅在新政颁布后的三个交易

日，光伏股市总市值蒸发654.06亿，刚

刚趋向成熟的光伏产业再次陷入低谷。

在极度悲观的市场情绪下，光伏产业链

上游（硅料、硅片等）价格出现了快速

的下跌，中游（电池片、电池组件）、

下游（应用系统）亦进入观望期，光伏

产业迅猛发展的浪潮急速退去。

限规模、降补贴、去产能，面对

着行业的断崖式下行，在国内光伏人

看来，“531新政”对于国内光伏人较为

严苛，甚至有些许残忍，但这确实是

“无奈中的最佳选择”。目前国内可再

生能源基金的资金缺口已超千亿，在

2~3年内填补补贴缺口的可能性已几

乎丧失，如不抑制装机规模和补贴缺

口的“暴增”，必然会引发更大的风险。

当然，面对“531新政”的洗礼，我

们也应该看到，光伏补贴下调是必然

的趋势，清洁能源占比不断提升的趋

势也并不会改变。分布式光伏虽已取

得较大进展，但仍受到市场化程度

低、公共服务滞后、管理体系不健全

等因素的制约。对于行情过火的光伏

行业来说，“寒冬”也不是完全的坏

事，“531新政”的颁布，有望从源头上

改变旧的补贴模式，且倒逼光伏行业

降低材料成本及建设成本，以倒逼行

业最快速地实现大面积“平价上网”。

为应对新政带来的巨压，7月份

至今，以光伏扶贫、光伏电站、光伏

并网运行等为主要方向，河北、宁

夏、江苏、江西、湖南、青海、四川

等地出台20余项利好光伏市场的发展

政策，以重拾光伏市场信心。

除了相关的地方政策支持，部分

省份在配套设施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

索。以宁夏地区为例，近年来，宁夏地

区统一布局建设园区基础设施，统一资

源配置和准入标准，计划到2020年达

到1000万千瓦以上发电规模，通过光伏

产业发展带动其它领域投资增长。

此外，部分光伏企业也逐渐转变

发展模式，开始出现了由需求侧的拉

动向供给侧的支持转变。目前来看，

优质的工商业屋顶仍然是分布式光伏

的首选，光伏企业通过与拥有大量屋

顶资源的地方政府或商家开展合作，

进行分布式项目的开发。值得注意的

是，户用光伏也逐渐成为一个热点。

从过去的扩大规模到如今的提质

增效，光伏企业应该意识到，技术才

是最根本的推动力。既然最终都要走

向市场化，便要做好无补贴的技术储

备。日前，国外已出现了由企业和政

府共同合作实现无补贴自由售电示范

区，国内东营河口无补贴光伏项目亦

值得借鉴。光伏企业通过溢价补贴、

实施配额制、签订实物或金融协议等

方式保障发电收益，以低电价参与市

场竞价实现优先上网。

众所周知，目前国内输电主要集

中在两家电网（南方电网和国家电

网）手上。由于资源富集地与电力消

费地不匹配、技术因素以及体制障碍

等因素的影响，消纳难、并网难仍是

困扰光伏行业发展的难题。加上非技

术成本如土地性质的界定、土地税

费、屋顶租金等，在当前的增量配电

价格下，光伏企业几乎没有盈利空

间。虽然随着政府对售电市场的开放

和电改政策的积极推进，电力交易机

构和售电侧市场竞争机制相继建立，

但国内电力交易平台自身的专业能

力、信用等级是否可靠尚需存疑。因

此，尽快落实“隔墙售电”、进一步推

动光伏行业从简单的规模成本化向多

元发展目标整合，推动光伏企业从生

产化到市场经营化的发展，方可能形

成可持续的市场化交易模式。

综上，笔者认为，对于光伏行业

而言，要汲取前车之鉴，一方面争取

政策的支持，助力该领域的发展壮

大，同时又要利用好市场的“手”，逐

渐除其政策属性，真正实现其市场属

性，如此，才能最快速地实现“平价上

网”。而唯有平价上网，才能彻底解决

依赖补贴的发展桎梏，光伏市场才有

望迎来真正的春天，光伏走进寻常百

姓家也才能更加接近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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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以前，尽管业界多个标准都对锂电池的安全提出了要求，包括锂电池

运输要求(UN38.3)、便携式密封蓄电池安全要求(IEC 62133-2012)、移动电话用电

池规范(GB/T18287-2013)等，但这些标准要么不具备国家强制性，要么不够全

面。

事故频出下，业界开始呼吁：是时候规范这个行业了。2014年12月，《便携

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安全要求》（GB31241-2014）在千呼万唤中出

场，鱼龙混杂的锂电池行业，终于迎来洗牌。

文 | 谢树煜

求，各种主流锂电正极材料在各领域

中得到合适的应用。专家预计，到

2020年锂电正极材料市场规模有望达

到595亿元。

在锂电池产业规模迅速扩张的背

景下，决定锂电池能量密度、循环寿命

和安全性等重要指标的正极材料备受业

界关注。 目前锂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

仍主要以碳材料为主，而正极材料领域

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钴酸锂、锰酸

锂、镍钴酸锂、磷酸铁锂等材料陆续产

业化，并应用于众多领域。

就现阶段而言，磷酸铁锂电池仍

占据着市场的主导地位，一个重要原

因是：磷酸铁锂材料具有稳定的橄榄

石结构，理论上可以允许结构中的锂

全部脱出，充放电可逆性好，循环性

能十分优越。另一种材料锰酸锂虽然

具有较高的氧化还原放热稳定性，且

充放电循环300多次后容量保持率仍

达到90%以上，工业化成熟度、成

本、一致性均优于磷酸铁锂，但其安

全性较差。

此外，业界大多厂家认为三元材

料将成为未来市场的主流。一方面，三

元材料低温下性能较好，零下摄氏度时

的放电效率大大高于其他材料。众所周

知，高温管理比低温方便，低温升到高

温的热管理设计较难实现；另一方面，

三元材料的能量密度和电压平台高，对

于提高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有很大帮

助。相反的，磷酸铁锂电池在能量密度

的研发上已经进入瓶颈。

未来锂离子电池必定是朝高安全

性、高能量密度、长寿命、高可靠性

及低成本等方向发展。其中，安全是

第一位的，补贴新政与电池能量密度

挂钩，导致一味追求高能量密度的厂

家比比皆是，国内外频繁的电动车事

故，时刻提醒着我们：任何超越目前

安全技术水平的“大跃进”，在安全面

前都是站不住脚的。

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降低成

本、提高性能是唯一的出路。部分电

池生产商通过增大电池尺寸来达到提

高能量密度的目的。在现有条件下，

21700三元锂电池系统的能量密度可

达300Wh/kg左右，比18650锂电池系

统的250Wh/kg提高了20%——由于

路、过充、针刺、冲击、焚烧等，考察

电池的安全性能；进行温度冲击实验和

振动、跌落、冲击等力学性能实验，考

察电池在实际使用环境下的性能。

二、研发采用先进的SEI膜。作为

电极材料的“保护伞”，一方面，SEI 膜

可消耗部分锂离子，降低电极材料的

充放电效率；另一方面，SEI 膜能有效

防止溶剂分子的共嵌入，避免因溶剂

分子共嵌入对电极材料造成破坏，大

大提高电极的循环性能和使用寿命。

三、研发新型电解液。目前大部

分 商 用 锂 离 子 电 池 都 采 用 L i P F 的6

EC/DMC作为电解液，因其较高的离

子导电率与较好的电化学稳定性。由

于液态电解质锂离子电池存在漏液、

爆炸等安全性问题，固体电解液的研

究被提上日程，固体聚合物电解质既

可作为正负电极间隔膜，又可用作传

递离子的电解质。

四、挖掘新型锂电正极材料。作

为锂电池的核心，正极材料在锂电池

的总成本中占据40%以上的比例，其

性能直接影响锂电子电池的各项性能

指标。基于对锂电池性能的差异化需

电池国家标准的发布对企业生产影响

并不大，因为大型锂电企业的生产设

备相对优越，生产工艺流程也相对严

格，甚至超过了国家标准。但对于没

有标准化生产设备的小电池厂来说，

锂电池国家标准对其产品及工艺提出

了近乎苛刻的要求。可以说，锂电池

国家标准，正是锂电池产品安全的最

基本保障，它倒逼着行业进行设备升

级和技术突破。

 为确保锂离子电池的安全使用，

厂家们进行了严格、周密的电池安全

性能设计，以达到国家安全标准：

一、通过各种环境滥用测试。对

电池进行各项滥用实验，如外部短

新标准GB31241对锂电池的测试达

到了无死角覆盖，除了包含常规的安全

要求（安全工作参数、标识要求、警示

说明、耐久性）以外，还特别提出了对

电池组环境的试验、电池组安全试验、

电池组保护电路安全测试要求、系统保

护电路安全要求等30多项测试，堪称

当时最苛刻的国家强制标准。后续出台

的锂电池标准，也都以其为基础模板进

行增减、修改。

对于大型锂电生产企业来说，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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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以前，尽管业界多个标准都对锂电池的安全提出了要求，包括锂电池

运输要求(UN38.3)、便携式密封蓄电池安全要求(IEC 62133-2012)、移动电话用电

池规范(GB/T18287-2013)等，但这些标准要么不具备国家强制性，要么不够全

面。

事故频出下，业界开始呼吁：是时候规范这个行业了。2014年12月，《便携

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安全要求》（GB31241-2014）在千呼万唤中出

场，鱼龙混杂的锂电池行业，终于迎来洗牌。

文 | 谢树煜

求，各种主流锂电正极材料在各领域

中得到合适的应用。专家预计，到

2020年锂电正极材料市场规模有望达

到595亿元。

在锂电池产业规模迅速扩张的背

景下，决定锂电池能量密度、循环寿命

和安全性等重要指标的正极材料备受业

界关注。 目前锂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

仍主要以碳材料为主，而正极材料领域

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钴酸锂、锰酸

锂、镍钴酸锂、磷酸铁锂等材料陆续产

业化，并应用于众多领域。

就现阶段而言，磷酸铁锂电池仍

占据着市场的主导地位，一个重要原

因是：磷酸铁锂材料具有稳定的橄榄

石结构，理论上可以允许结构中的锂

全部脱出，充放电可逆性好，循环性

能十分优越。另一种材料锰酸锂虽然

具有较高的氧化还原放热稳定性，且

充放电循环300多次后容量保持率仍

达到90%以上，工业化成熟度、成

本、一致性均优于磷酸铁锂，但其安

全性较差。

此外，业界大多厂家认为三元材

料将成为未来市场的主流。一方面，三

元材料低温下性能较好，零下摄氏度时

的放电效率大大高于其他材料。众所周

知，高温管理比低温方便，低温升到高

温的热管理设计较难实现；另一方面，

三元材料的能量密度和电压平台高，对

于提高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有很大帮

助。相反的，磷酸铁锂电池在能量密度

的研发上已经进入瓶颈。

未来锂离子电池必定是朝高安全

性、高能量密度、长寿命、高可靠性

及低成本等方向发展。其中，安全是

第一位的，补贴新政与电池能量密度

挂钩，导致一味追求高能量密度的厂

家比比皆是，国内外频繁的电动车事

故，时刻提醒着我们：任何超越目前

安全技术水平的“大跃进”，在安全面

前都是站不住脚的。

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降低成

本、提高性能是唯一的出路。部分电

池生产商通过增大电池尺寸来达到提

高能量密度的目的。在现有条件下，

21700三元锂电池系统的能量密度可

达300Wh/kg左右，比18650锂电池系

统的250Wh/kg提高了20%——由于

路、过充、针刺、冲击、焚烧等，考察

电池的安全性能；进行温度冲击实验和

振动、跌落、冲击等力学性能实验，考

察电池在实际使用环境下的性能。

二、研发采用先进的SEI膜。作为

电极材料的“保护伞”，一方面，SEI 膜

可消耗部分锂离子，降低电极材料的

充放电效率；另一方面，SEI 膜能有效

防止溶剂分子的共嵌入，避免因溶剂

分子共嵌入对电极材料造成破坏，大

大提高电极的循环性能和使用寿命。

三、研发新型电解液。目前大部

分 商 用 锂 离 子 电 池 都 采 用 L i P F 的6

EC/DMC作为电解液，因其较高的离

子导电率与较好的电化学稳定性。由

于液态电解质锂离子电池存在漏液、

爆炸等安全性问题，固体电解液的研

究被提上日程，固体聚合物电解质既

可作为正负电极间隔膜，又可用作传

递离子的电解质。

四、挖掘新型锂电正极材料。作

为锂电池的核心，正极材料在锂电池

的总成本中占据40%以上的比例，其

性能直接影响锂电子电池的各项性能

指标。基于对锂电池性能的差异化需

电池国家标准的发布对企业生产影响

并不大，因为大型锂电企业的生产设

备相对优越，生产工艺流程也相对严

格，甚至超过了国家标准。但对于没

有标准化生产设备的小电池厂来说，

锂电池国家标准对其产品及工艺提出

了近乎苛刻的要求。可以说，锂电池

国家标准，正是锂电池产品安全的最

基本保障，它倒逼着行业进行设备升

级和技术突破。

 为确保锂离子电池的安全使用，

厂家们进行了严格、周密的电池安全

性能设计，以达到国家安全标准：

一、通过各种环境滥用测试。对

电池进行各项滥用实验，如外部短

新标准GB31241对锂电池的测试达

到了无死角覆盖，除了包含常规的安全

要求（安全工作参数、标识要求、警示

说明、耐久性）以外，还特别提出了对

电池组环境的试验、电池组安全试验、

电池组保护电路安全测试要求、系统保

护电路安全要求等30多项测试，堪称

当时最苛刻的国家强制标准。后续出台

的锂电池标准，也都以其为基础模板进

行增减、修改。

对于大型锂电生产企业来说，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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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内需呈现疲软态

势等因素影响，“新车卖的好，但却不

赚钱”的尴尬行情持续在第三季度上

演。

总体来看，市场疲乏导致的产品

积压问题困扰着大部分新能源车企。

此外，还有不少国内新势力车企依旧

停在“ppt”造车阶段，面对补贴政策紧

缩、续航里程和电池能量密度门槛的

提高，无法实现量产交付导致融资困

难成为其面对的一大困扰。可见，国

内电动汽车发展仍落后于国人预期，

随着外来品牌的“大举入侵”，未来国

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竞争将更加严峻。

在储能领域，锂离子电池的霸主

地位已十分牢固。2018年6月，国家

标 准 《 电 力 储 能 用 锂 离 子 电 池 》

（GB/T 36280-2018）发布，并将于

2019年1月实施。随着电池技术带来锂

电池成本的下降和能量密度的提升，

储能行业有望迎来快速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将“退役”的三元

锂电池回收用于储能的可行性仍需存

疑。众所周知，三元锂循环寿命相对

短，容量衰减较快，三元动力电池报

废时，自身的容量已经下降很多，性

能不再有明显优势。更可以预见的是

安全性也将更差，因为随着材料不断

循环，比表面积变大，活性位点也将

随之增加。即便截止寿命被限定在初

始 容 量 的 8 0 % ， 在 容 量 剩 余 不 到

80%以后，循环跳水的情况也容易发

生。因此，笔者认为，鉴于镍钴锰的

价格比磷酸铁锂更贵，尤其是钴，将

其回收后提取才能带来更大的价值。

电池单体电池容量的提升意味着同等

能量下所需电芯的数量减少，如此一

来虽然单个电芯的重量和成本提升

了，但电池系统PACK的重量和成本却

得到了降低。

但一味的增大电池尺寸并不是长

久之计。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高能

量密度和高循环寿命两者不可兼得。

据测算，容量每提升10%，电池循环

寿命大约会降低20%；充放电倍率降

低30~40%；同时电池会有20%左右

的温升。如持续增大尺寸大话，又将

面对牺牲安全性所带来的风险。因

此，引导业内对三元锂电池有正确的

认识，避免一味追求高能量密度，提

升安全性才是重中之重。

目前，锂离子电池主要应用于交

通动力、电力储能、移动通信、航天军

工等领域。受国内补贴政策和Tesla、

比亚迪等大型车企影响，以电动汽车为

主要载体的三元动力锂电池备受青睐。

根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规划 (2012-2020年 )》，计划到

2020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生产能力达200万辆、累计产

销量超过500万辆。在新能源双积分

政策以及汽车产业转型的大环境下，

国内新能源汽车产品层出不穷，更新

迅速，但其性价比仍不能完全满足实

际需要，电动汽车成本尤其电池组的

成本仍超出普通消费者的承受能力。随

着新能源汽车补贴下行，并受经济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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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十几年的发展，锂离

子电池产业基本形成了中日

韩三分天下的格局。在可预

见的未来，中国在锂离子电

池正极材料的开发和产业化

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锂、钴、镍、锰等原料资源

丰富、正极及其前驱体产业

齐全、有色金属冶炼工艺成

熟，且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

动力电池产业链。

此外，我们也应看到，

在海外，仍是松下、三星、

LG产品的天下，国内在锂电

池材料的前期研究和知识产

权方面还和顶尖跨国企业存

在差距。市场竞争、适者生

存，唯有科技创新是王道，

国内锂电池产业虽然饱受期

待，但尚需协力前行。

结 语

电动汽车发展落后于预期

锂电池成储能理想选择



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内需呈现疲软态

势等因素影响，“新车卖的好，但却不

赚钱”的尴尬行情持续在第三季度上

演。

总体来看，市场疲乏导致的产品

积压问题困扰着大部分新能源车企。

此外，还有不少国内新势力车企依旧

停在“ppt”造车阶段，面对补贴政策紧

缩、续航里程和电池能量密度门槛的

提高，无法实现量产交付导致融资困

难成为其面对的一大困扰。可见，国

内电动汽车发展仍落后于国人预期，

随着外来品牌的“大举入侵”，未来国

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竞争将更加严峻。

在储能领域，锂离子电池的霸主

地位已十分牢固。2018年6月，国家

标 准 《 电 力 储 能 用 锂 离 子 电 池 》

（GB/T 36280-2018）发布，并将于

2019年1月实施。随着电池技术带来锂

电池成本的下降和能量密度的提升，

储能行业有望迎来快速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将“退役”的三元

锂电池回收用于储能的可行性仍需存

疑。众所周知，三元锂循环寿命相对

短，容量衰减较快，三元动力电池报

废时，自身的容量已经下降很多，性

能不再有明显优势。更可以预见的是

安全性也将更差，因为随着材料不断

循环，比表面积变大，活性位点也将

随之增加。即便截止寿命被限定在初

始 容 量 的 8 0 % ， 在 容 量 剩 余 不 到

80%以后，循环跳水的情况也容易发

生。因此，笔者认为，鉴于镍钴锰的

价格比磷酸铁锂更贵，尤其是钴，将

其回收后提取才能带来更大的价值。

电池单体电池容量的提升意味着同等

能量下所需电芯的数量减少，如此一

来虽然单个电芯的重量和成本提升

了，但电池系统PACK的重量和成本却

得到了降低。

但一味的增大电池尺寸并不是长

久之计。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高能

量密度和高循环寿命两者不可兼得。

据测算，容量每提升10%，电池循环

寿命大约会降低20%；充放电倍率降

低30~40%；同时电池会有20%左右

的温升。如持续增大尺寸大话，又将

面对牺牲安全性所带来的风险。因

此，引导业内对三元锂电池有正确的

认识，避免一味追求高能量密度，提

升安全性才是重中之重。

目前，锂离子电池主要应用于交

通动力、电力储能、移动通信、航天军

工等领域。受国内补贴政策和Tesla、

比亚迪等大型车企影响，以电动汽车为

主要载体的三元动力锂电池备受青睐。

根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规划 (2012-2020年 )》，计划到

2020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生产能力达200万辆、累计产

销量超过500万辆。在新能源双积分

政策以及汽车产业转型的大环境下，

国内新能源汽车产品层出不穷，更新

迅速，但其性价比仍不能完全满足实

际需要，电动汽车成本尤其电池组的

成本仍超出普通消费者的承受能力。随

着新能源汽车补贴下行，并受经济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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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十几年的发展，锂离

子电池产业基本形成了中日

韩三分天下的格局。在可预

见的未来，中国在锂离子电

池正极材料的开发和产业化

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锂、钴、镍、锰等原料资源

丰富、正极及其前驱体产业

齐全、有色金属冶炼工艺成

熟，且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

动力电池产业链。

此外，我们也应看到，

在海外，仍是松下、三星、

LG产品的天下，国内在锂电

池材料的前期研究和知识产

权方面还和顶尖跨国企业存

在差距。市场竞争、适者生

存，唯有科技创新是王道，

国内锂电池产业虽然饱受期

待，但尚需协力前行。

结 语

电动汽车发展落后于预期

锂电池成储能理想选择



洞
察

IN
S
IG

H
T

42

FARAD 200D系列
轨道交通杂散电流
监测系统

监测准确、排流合理；防护等级高，

布线简单，通讯方便可靠；调试、

设置简单，调试周期短；设备可靠，

便于维护，易更换。

— —华力特轨交专用系列产品

安全轨交
时刻相随

FARAD200D系列

地铁杂散电流监测系统

FNGR-35/FZJ-35系列
中性点接地电阻柜/组合接地装置

电阻采用地铁专用，特殊配方的不锈钢合金制造；

电阻率高、阻值稳定、抗氧化能力强、韧性高等特点；

设备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 

FNGR-35系列

中性点接地电阻柜

FZJ-35系列

中性点组合接地装置

FMBR系列
轨道交通制动电阻

制动电阻容量大，效率高；

设备性能稳定，安全可靠，

维护方便。

FMBR系列轨道交通制动电阻

FM2005S系列
车载式地铁再生制动
储能系统

替换制动电阻，储存制动能量；

削峰填谷，平抑电网电压；

限压电阻抑制网压超高；

提供紧急牵引能量。 

FM2005S地铁再生制动储存系统

FM200M系列
地铁屏蔽门冗余
控制系统

实时监控、可靠切换、长时间纪录

事件并掉电保存；防护等级高、抗

电磁干扰能力强、使用寿命长；体

积小、安装调试方便、易于维护。 

FM200M系列屏蔽门冗余控制系统

新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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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AD 200D系列
轨道交通杂散电流
监测系统

监测准确、排流合理；防护等级高，

布线简单，通讯方便可靠；调试、

设置简单，调试周期短；设备可靠，

便于维护，易更换。

— —华力特轨交专用系列产品

安全轨交
时刻相随

FARAD200D系列

地铁杂散电流监测系统

FNGR-35/FZJ-35系列
中性点接地电阻柜/组合接地装置

电阻采用地铁专用，特殊配方的不锈钢合金制造；

电阻率高、阻值稳定、抗氧化能力强、韧性高等特点；

设备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 

FNGR-35系列

中性点接地电阻柜

FZJ-35系列

中性点组合接地装置

FMBR系列
轨道交通制动电阻

制动电阻容量大，效率高；

设备性能稳定，安全可靠，

维护方便。

FMBR系列轨道交通制动电阻

FM2005S系列
车载式地铁再生制动
储能系统

替换制动电阻，储存制动能量；

削峰填谷，平抑电网电压；

限压电阻抑制网压超高；

提供紧急牵引能量。 

FM2005S地铁再生制动储存系统

FM200M系列
地铁屏蔽门冗余
控制系统

实时监控、可靠切换、长时间纪录

事件并掉电保存；防护等级高、抗

电磁干扰能力强、使用寿命长；体

积小、安装调试方便、易于维护。 

FM200M系列屏蔽门冗余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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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卦的天在上，坤卦的地在下，

阴阳相对，位置要先确定，艮卦的山

与兑卦的泽又气息相通，山水下流，

泽中水气上行，交互感应；震卦的雷

与巽卦的风相互激荡；坎卦的水和离

卦的火互相为用，互不厌恶。八卦之

间两两相错，形成四对，相互感应。

追忆往事，是往后顺推；了解预知未

来，是往前逆推。过去的人人皆可知

晓，未来的却难以预料，只有通过

《周易》的预测功能方可达到效果。

所以，《周易》是逆推的预测学。站

在现在看过去，是总结，比较简单，

绝大多数人都会。总结既要总结成

功，也要总结失败，在总结中要有所

“悟”，这样，总结才能有利于现在所

为和未来的发展。站在现在看现在，

是分析，难度增大了一点，但手中的

素材越多，经验越丰富，分析判断得

也越准确。站在现在看未来，是展望

或预测，要依据目前的基础，发展的

趋势，周围的环境，他人的经验，事

情的规律等做出，这是常规预测。还

有一种方法可以达到预测的效果，即

《周易》预测的方法。站在未来看现

在，纯属哲学概念，是建立在从过去

到现在发展过程之后得出的一种思维

方式。就需要一种思维的支撑，站在

未来看现在的思维方式。因为，不管

局面有多么严重，都要过去的，过去

【解读】

the past to now. Generally speaking, 

such a way of thinking needs such a 

philosophical support. No matter how 

serious the situation is, it will become 

past memories at last. At that time, 

painful experiences will become the 

painless and happy experiences, the less 

delighted. This 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octrine from Zhouyi—viewing the 

now world from the standing point of 

future.

My dear readers, when you meet again 

any happiness or sadness, you might use 

the doctrines introduced here and wait 

and see what will happen next. It is my 

hope that you face the situation calm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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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讲的是生命从生到死的全过

程。造物主创造万物从震位的东方开

始，东方又对应早晨和春季；到东南

的巽位就长齐了，相当于一天太阳已

经升起和春夏之交；到了离卦的南

方，太阳当空，万物蓬勃盎然，相当

于夏季。大地可养育万物，大地为坤

卦，为西南方，相当于一天的过午，

季节的夏秋之间。兑为西方，相当于

一天的黄昏，季节的秋季，是收获时

节，所以喜悦。乾卦为西北，为一天

的白天黑夜交替时机，阴阳相战，为

秋冬时节，秋收也易起纷争。坎卦为

北方，每天的半夜时分，季节的冬

季，是犒劳、修养时节。艮卦为东北

方，一天的黎明时分，季节的冬春之

交，过去的一轮循环到此完成，将开

始新的生命，新的一天，新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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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
�

The Qian hexagram is high up on the 

sky and Kun hexagram is the earth 

under it. Yin and Yang are opposite and 

determined by their locations; Gen 

hexagram and Dui hexagram, the 

symbol of mountain and marsh and 

their breath are interlinked: water flows 

down from the mountains and vapors 

evaporate upward to make a circle. 

Zhen hexagram and Xun hexagram, 

symbolize thunder and wind, which 

agitate each other. Kan hexagram and Li 

hexagram stand for water and fire which 

interact each other but never show 

aversion.The eight hexagrams are divided 

into four opposite pairs and each pair 

interacts to each other. Reminiscing about 

the past, we can make a retrospect. 

While learning to predict the future, we 

do the opposite, make a prospect. It is 

easy for one to know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past. But it is not easy 

to foretell the future—it is almost un-

predictable. Nevertheless, Zhouyi can 

help us to predict our future and this is 

why we call Zhouyi a study of reversed-

prediction. It is easier for most of us to 

make a summary of the past. Such a 

summary should include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and the failure as well. Only 

by going through such a process can we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we 

have been doing and what we are going 

to do as well.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analyze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by the now-

experiences. Nevertheless, one can make 

an accurate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if one 

possesses certain amount of material 

and enough experiences. A prospect or 

foretell，according to the nowexperi-

ences, is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e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environment, the experience of others, 

the laws of things. We call such a 

prediction a routine one. Here we 

introduce another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which is the prediction by using 

the doctrines from Zhouyi—viewing the 

world from the standing point of future, 

which is a pure philosophical concep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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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了之后，就变成了回忆，那时，也一

定是痛而不痛，喜而不喜了。这就是

站在未来看现在。读者朋友，当您再

遇到或喜或悲的时候，不妨使用一下

“站在未来看现在”这一思维方式，看

看是否管用，我想一定会泰然处之了。

因此，天的法则是阴和阳。地的

法则是柔和刚，柔为阴，刚为阳。做

人的法则是仁和义，仁为柔为阴，义

为刚为阳。可见，天、地、人同法同

则，人当遵循天地的法则行事。口语

批评某人，常用“不仁不义”，就是不

阴不阳，违背天地大道。

【解读】

Therefore, the law of Heaven is Yin and 

Yang. The law of Earth is soft and firm: 

soft means Yin and firm means Yang. 

The law to be a man is humanity and 

justice. Humanity means soft and Yin; 

justice means firm and Yang. Obviously 

Heaven, Earth and Man follow the same 

law of Nature. That is to say, human 

beings should follow the laws of Heaven 

and Earth. "Inhumanity and injustice" or 

“neither Yin nor Yang” are commonly 

used to criticize a nasty person. That is 

to say, what he has done is contrary to 

the basic law of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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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卦的天在上，坤卦的地在下，

阴阳相对，位置要先确定，艮卦的山

与兑卦的泽又气息相通，山水下流，

泽中水气上行，交互感应；震卦的雷

与巽卦的风相互激荡；坎卦的水和离

卦的火互相为用，互不厌恶。八卦之

间两两相错，形成四对，相互感应。

追忆往事，是往后顺推；了解预知未

来，是往前逆推。过去的人人皆可知

晓，未来的却难以预料，只有通过

《周易》的预测功能方可达到效果。

所以，《周易》是逆推的预测学。站

在现在看过去，是总结，比较简单，

绝大多数人都会。总结既要总结成

功，也要总结失败，在总结中要有所

“悟”，这样，总结才能有利于现在所

为和未来的发展。站在现在看现在，

是分析，难度增大了一点，但手中的

素材越多，经验越丰富，分析判断得

也越准确。站在现在看未来，是展望

或预测，要依据目前的基础，发展的

趋势，周围的环境，他人的经验，事

情的规律等做出，这是常规预测。还

有一种方法可以达到预测的效果，即

《周易》预测的方法。站在未来看现

在，纯属哲学概念，是建立在从过去

到现在发展过程之后得出的一种思维

方式。就需要一种思维的支撑，站在

未来看现在的思维方式。因为，不管

局面有多么严重，都要过去的，过去

【解读】

the past to now. Generally speaking, 

such a way of thinking needs such a 

philosophical support. No matter how 

serious the situation is, it will become 

past memories at last. At that time, 

painful experiences will become the 

painless and happy experiences, the less 

delighted. This 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octrine from Zhouyi—viewing the 

now world from the standing point of 

future.

My dear readers, when you meet again 

any happiness or sadness, you might use 

the doctrines introduced here and wait 

and see what will happen next. It is my 

hope that you face the situation calm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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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讲的是生命从生到死的全过

程。造物主创造万物从震位的东方开

始，东方又对应早晨和春季；到东南

的巽位就长齐了，相当于一天太阳已

经升起和春夏之交；到了离卦的南

方，太阳当空，万物蓬勃盎然，相当

于夏季。大地可养育万物，大地为坤

卦，为西南方，相当于一天的过午，

季节的夏秋之间。兑为西方，相当于

一天的黄昏，季节的秋季，是收获时

节，所以喜悦。乾卦为西北，为一天

的白天黑夜交替时机，阴阳相战，为

秋冬时节，秋收也易起纷争。坎卦为

北方，每天的半夜时分，季节的冬

季，是犒劳、修养时节。艮卦为东北

方，一天的黎明时分，季节的冬春之

交，过去的一轮循环到此完成，将开

始新的生命，新的一天，新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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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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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ian hexagram is high up on the 

sky and Kun hexagram is the earth 

under it. Yin and Yang are opposite and 

determined by their locations; Gen 

hexagram and Dui hexagram, the 

symbol of mountain and marsh and 

their breath are interlinked: water flows 

down from the mountains and vapors 

evaporate upward to make a circle. 

Zhen hexagram and Xun hexagram, 

symbolize thunder and wind, which 

agitate each other. Kan hexagram and Li 

hexagram stand for water and fire which 

interact each other but never show 

aversion.The eight hexagrams are divided 

into four opposite pairs and each pair 

interacts to each other. Reminiscing about 

the past, we can make a retrospect. 

While learning to predict the future, we 

do the opposite, make a prospect. It is 

easy for one to know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past. But it is not easy 

to foretell the future—it is almost un-

predictable. Nevertheless, Zhouyi can 

help us to predict our future and this is 

why we call Zhouyi a study of reversed-

prediction. It is easier for most of us to 

make a summary of the past. Such a 

summary should include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and the failure as well. Only 

by going through such a process can we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we 

have been doing and what we are going 

to do as well.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analyze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by the now-

experiences. Nevertheless, one can make 

an accurate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if one 

possesses certain amount of material 

and enough experiences. A prospect or 

foretell，according to the nowexperi-

ences, is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e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environment, the experience of others, 

the laws of things. We call such a 

prediction a routine one. Here we 

introduce another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which is the prediction by using 

the doctrines from Zhouyi—viewing the 

world from the standing point of future, 

which is a pure philosophical concep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经
典

名
句

解
读

   下

了之后，就变成了回忆，那时，也一

定是痛而不痛，喜而不喜了。这就是

站在未来看现在。读者朋友，当您再

遇到或喜或悲的时候，不妨使用一下

“站在未来看现在”这一思维方式，看

看是否管用，我想一定会泰然处之了。

因此，天的法则是阴和阳。地的

法则是柔和刚，柔为阴，刚为阳。做

人的法则是仁和义，仁为柔为阴，义

为刚为阳。可见，天、地、人同法同

则，人当遵循天地的法则行事。口语

批评某人，常用“不仁不义”，就是不

阴不阳，违背天地大道。

【解读】

Therefore, the law of Heaven is Yin and 

Yang. The law of Earth is soft and firm: 

soft means Yin and firm means Yang. 

The law to be a man is humanity and 

justice. Humanity means soft and Yin; 

justice means firm and Yang. Obviously 

Heaven, Earth and Man follow the same 

law of Nature. That is to say, human 

beings should follow the laws of Heaven 

and Earth. "Inhumanity and injustice" or 

“neither Yin nor Yang” are commonly 

used to criticize a nasty person. That is 

to say, what he has done is contrary to 

the basic law of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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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ings can not be blocked all the time,and 

then comes the Tongren hexagrams. If 

one can live in harmony with others, all 

things will come over and pledge allegi-

ance accordingly. This is why Dayou 

hexagram comes after it. As for those 

who are with big business or in impor-

tant positions, they should not be 

complacent; this is why Qian (modesty) 

hexagram follows it. Since those who 

have a great career and keep modest 

and try to avoid excess and deficiency, 

they must be in the state of happiness. 

And this is Yu hexagram comes from. 

Since they can  bring people happiness, 

they will have followers and Sui hexa-

gram comes after it. As for those who 

follow others joyfully will be addicted to 

happy situation and inevitably troubles 

will be resulted in. This is why Gu 

hexagram follows it. Gu here means cor-

ruption and disputes to be occurred. 

Nevertheless, it is the appearance of 

such incidents that will bring the chance 

to create great cause and this is why Lin 

hexagram follows; Lin means under the 

reign of kings and kings will become 

objects of inspection. This is why the Guan 

hexagram comes after it. The inspection 

brings about people's admiration to 

kings and thus the contract appears and 

this is Shihe hexagram. He has the 

meaning of combination, conjunction. 

Since all things can not accept an im-

proper contract, Bi hexagram follows; Bi 

means decoration by an impressive 

appearance.

The malpractice will be brought about 

when too much decoration is being 

used: this is the end of prosperity and 

then comes the Bo hexagrams; Bo 

means peeling off. All things can not 

always be in the state of being pe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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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然后产生万物。充满天地之间

的，惟有万物，所以接着是屯卦；也

是充满、万物创始的意思。万物刚创

始时，必然蒙昧，所以接着是蒙卦；

蒙是蒙昧、幼稚的意思。万物幼稚，

就不能不养育，所以接着是需卦；需

是饮食的道理。饮食必然会有争讼，

所以接着是讼卦。争讼必然成群结队

而来，所以接着是师卦；师是众的意

思。众多必然就相互亲近，所以接着

是比卦，比是亲近的意思。亲爱互

助，必然就会有蓄积，所以接着是小

畜卦。畜与蓄同。万物资有了积蓄，

然后就要以礼义节制，所以接着是履

卦。履与礼音义相同。有了礼义，然

后就会安泰，所以接着是泰卦；泰是

通畅的意思。但万物不可以始终通

畅，所以接着是否卦。否是坏、阻塞

的意思。

Qian is the symbol of heaven and Kun 

stands for earth and all things generate 

from them. The space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is filled with all things, and this 

is why Tun hexagram follows; it has the 

meaning of all things being germinated 

and filled up the space. At the original 

state ignorance is inevitable, and this is 

why Meng hexagram comes after that; 

Meng's meaning is ignorance and 

childish. If all things are at the stage of 

young and childish, raising them up is 

need and this is why Xu Hexagram 

follows; Need is the reason of food and 

drink. Diet is bound to have a dispute 

and this is why Song hexagram comes 

after it. Dispute is inevitably in droves, 

and Shi hexagram follows; Shi here means 

in droves, and there comes Bi hexa-

gram.Endearment and mutual assistance 

will result in the accumulation of storage 

and there fol lows the Xiao Chu 

hexagram. With all kinds of savings, the 

moderation of etiquette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order to reach the 

state of safe and peace. This is why Lv 

hexagram comes after it. Lv is the homo-

phone of Li and Li means righteousness. 

With righteousness and society becomes 

safe and peace and Tai hexagram comes 

af ter it ; Tai means unobstructed. 

Nevertheless, it is impossible for all 

things to be unobstructed all the time 

and there comes Pi hexagram which means 

bad and obstruc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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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不可以始终阻塞，所以接着

是同人卦。能够与人和谐共处，万物

必然来归顺，所以接着是大有卦。有

大事业的人，不可以自满，所以接着

是谦卦。有大事业而且谦逊的人，就

不会过与不及，必然安乐，所以接着

是豫卦。能够使人民安乐，必然都来

追随，所以接着是随卦。喜悦的追随

他人，就会沉溺于安乐，必然发生事

端，所以接着是蛊卦，蛊是腐败发生

事端的意思。发生事端，然后才能创

造大事业，所以接着是临卦；临是君

临，以大统治小，是大的意思。大了

以后，就具备观摹的条件，所以接着

是观卦。具备观摹的条件，就会使人

仰慕，然后合同，所以接着是噬嗑

卦，嗑是合的意思。但万物不可以苟

且的合同，所以接着是贲卦；责是文

饰的意思。但过分文饰，就失去真

实，产生弊端：亨通就到了尽头，所

以接着是剥卦；剥是剥落的意思。万

物不可以始终剥落，剥落到极点，又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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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返回到下，所以接着是复卦。重

新回复到真实，就不会虚妄。所以接

着是无妄卦。有了不虚妄的觉悟，然

后就可以大量积蓄，所以接着是大畜

卦。物资蓄积以后，就可以养育，所

以接着是颐卦，颐是养的意思。不养

育就不能行动，可以养育过度，所以

接着是大过卦。万物不可以始终过

度，所以接着是坎卦；坎是陷的意

思。物陷落，必然就要攀附，所以接

着是离卦，离是丽，亦即附丽、攀

附。

off. By the very end of pealing off, the 

turning point appears and here comes 

the Fu hexagram--back to the real 

without fabrication. Since the returning 

to the reality without fabrication, here 

comes the next hexagram—Wuwang 

hexagram. With the illusory-free con-

sciousness, one can gain a lot of savings, 

and this is why Daxu hexagram follows. 

After materials being accumulated, par-

enting can be stated and here comes 

the Yi hexagram that means fostering. 

Without parenting or fostering there will 

be no action. Nevertheless an excessive 

fostering will be resulted in and thus 

comes after the Daguo hexagram. Since 

all things can not be in the state of over-

done, here comes the next hexa-

gram—Kan hexagram. Kan means falling 

or sinking. Everything will inevitably try 

to clamber up to a high position when 

falling down happens and follows by Li 

hexagram. Li means “connecting with,” 

“joining to,” or clambering up”.

万物，然后分出雌雄，在人称作男

女；有了男女，然后才有夫妻，咸卦

象征夫妻。有了夫妻，然后才有父

子；有了父子，然后人类社会才仿效

父子关系，建立了君臣的体制；有了

君臣的体制，然后才分出上下的等级

名分，有了上下的等级名分，然后才

能建立并实施礼义。夫妇的关系，不

可以不长久，所以在咸卦之后，接着

是恒卦，恒是久的意思。但万物不可

能长久保持原状，不发生变化，所以

接着是遁卦；遁，是退避的意思。但

物不可以始终退避，所以接着是大壮

卦；壮是兴盛，大壮即大的兴盛，壮

大的意思。但物不可以始终壮大，所

以接着是晋卦；晋是前进的意思。但

前进必然会受到伤害，所以接着是明

夷卦；夷即痍，创伤的意思。在外面

受到创伤，必然返回家中，所以接着

是家人卦。当家走到穷途末路时，行

为必然会发生乖违现象，所以接着是

睽卦；睽是乖违的意思。乖违，必然

会有灾难，所以接着是蹇卦，蹇是灾

难的意思。万物不可以始终有灾难，

所以接着是解卦；解是解除、缓和的

意思。缓和必然有损失，所以接着是

损卦。不停的损失，到不能再损失

时，必然就会增益，所以接着是益

卦。不停的增益，必然会决溃，所以

接着是夬卦。夬是溃决的意思。溃决

之后，必然会有遭遇，所以接着是姤

卦，姤即逅、邂逅、不期而遇的意

思。万物相遇之后，就会聚集，所以

接着是萃卦，萃是发生、聚集的意

思。聚集，就会逐渐升高，称作升，

所以接着是升卦。不停的上升，必然

就会遭遇进退不得的困境，所以接着

是困卦。遭遇上升的困难，必然返回

下方，所以接着是井卦。井的使用原

则，不经常淘清就会混浊，需要革

新，所以接着是革卦。使物革新，莫

过于鼎，鼎用来煮食物，可以完全改

变食物的风味，所以接着是鼎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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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ection is ab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life from its birth to death. The creator 

created everything: started from the 

location of Zhen hexagram in the east, 

which is corresponding to the morning 

and the spring. When it moves to the 

southeast, the position of Xun hexagram, 

in which everything starts to grow, and is 

equivalent to time that the sun has 

already risen and is the turn of the spring 

and summer; when it moves to the 

south, the sun is high up in the sky, all 

things grow exuberantly, and here comes 

summer. Kun hexagram, the earth, on 

which all things grow, locates in the 

southwest, and is equivalent to time that 

the sun has reached “afternoon”, the 

point between summer and autumn. Dui 

hexagram, located in the west, at the 

moment of evening and the harvest 

season, autumn and it is a delightful 

moment. Qian hexagram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the turning point of day and 

night, yin and yang and the alternation 

of autumn and winter, is a season of 

harvest and a season prone to disputes. 

Kan hexagram located in the north, the 

midnight of each day and the season of 

winter and is a season for rewarding with 

food and drink and relaxation and self-

cultivation. Gen hexagram, located in the 

northeast, at the moment of the dawn of 

a day, and an alternation of winter and 

spring, is the accomplishment of a circle 

an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life, a new 

day and a new year.

乾卦象征天，坤卦象征地；有天

【解读】 【解读】

有了天地，然后才有万物，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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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ings can not be blocked all the time,and 

then comes the Tongren hexagrams. If 

one can live in harmony with others, all 

things will come over and pledge allegi-

ance accordingly. This is why Dayou 

hexagram comes after it. As for those 

who are with big business or in impor-

tant positions, they should not be 

complacent; this is why Qian (modesty) 

hexagram follows it. Since those who 

have a great career and keep modest 

and try to avoid excess and deficiency, 

they must be in the state of happiness. 

And this is Yu hexagram comes from. 

Since they can  bring people happiness, 

they will have followers and Sui hexa-

gram comes after it. As for those who 

follow others joyfully will be addicted to 

happy situation and inevitably troubles 

will be resulted in. This is why Gu 

hexagram follows it. Gu here means cor-

ruption and disputes to be occurred. 

Nevertheless, it is the appearance of 

such incidents that will bring the chance 

to create great cause and this is why Lin 

hexagram follows; Lin means under the 

reign of kings and kings will become 

objects of inspection. This is why the Guan 

hexagram comes after it. The inspection 

brings about people's admiration to 

kings and thus the contract appears and 

this is Shihe hexagram. He has the 

meaning of combination, conjunction. 

Since all things can not accept an im-

proper contract, Bi hexagram follows; Bi 

means decoration by an impressive 

appearance.

The malpractice will be brought about 

when too much decoration is being 

used: this is the end of prosperity and 

then comes the Bo hexagrams; Bo 

means peeling off. All things can not 

always be in the state of being pe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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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然后产生万物。充满天地之间

的，惟有万物，所以接着是屯卦；也

是充满、万物创始的意思。万物刚创

始时，必然蒙昧，所以接着是蒙卦；

蒙是蒙昧、幼稚的意思。万物幼稚，

就不能不养育，所以接着是需卦；需

是饮食的道理。饮食必然会有争讼，

所以接着是讼卦。争讼必然成群结队

而来，所以接着是师卦；师是众的意

思。众多必然就相互亲近，所以接着

是比卦，比是亲近的意思。亲爱互

助，必然就会有蓄积，所以接着是小

畜卦。畜与蓄同。万物资有了积蓄，

然后就要以礼义节制，所以接着是履

卦。履与礼音义相同。有了礼义，然

后就会安泰，所以接着是泰卦；泰是

通畅的意思。但万物不可以始终通

畅，所以接着是否卦。否是坏、阻塞

的意思。

Qian is the symbol of heaven and Kun 

stands for earth and all things generate 

from them. The space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is filled with all things, and this 

is why Tun hexagram follows; it has the 

meaning of all things being germinated 

and filled up the space. At the original 

state ignorance is inevitable, and this is 

why Meng hexagram comes after that; 

Meng's meaning is ignorance and 

childish. If all things are at the stage of 

young and childish, raising them up is 

need and this is why Xu Hexagram 

follows; Need is the reason of food and 

drink. Diet is bound to have a dispute 

and this is why Song hexagram comes 

after it. Dispute is inevitably in droves, 

and Shi hexagram follows; Shi here means 

in droves, and there comes Bi hexa-

gram.Endearment and mutual assistance 

will result in the accumulation of storage 

and there fol lows the Xiao Chu 

hexagram. With all kinds of savings, the 

moderation of etiquette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order to reach the 

state of safe and peace. This is why Lv 

hexagram comes after it. Lv is the homo-

phone of Li and Li means righteousness. 

With righteousness and society becomes 

safe and peace and Tai hexagram comes 

af ter it ; Tai means unobstructed. 

Nevertheless, it is impossible for all 

things to be unobstructed all the time 

and there comes Pi hexagram which means 

bad and obstruc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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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不可以始终阻塞，所以接着

是同人卦。能够与人和谐共处，万物

必然来归顺，所以接着是大有卦。有

大事业的人，不可以自满，所以接着

是谦卦。有大事业而且谦逊的人，就

不会过与不及，必然安乐，所以接着

是豫卦。能够使人民安乐，必然都来

追随，所以接着是随卦。喜悦的追随

他人，就会沉溺于安乐，必然发生事

端，所以接着是蛊卦，蛊是腐败发生

事端的意思。发生事端，然后才能创

造大事业，所以接着是临卦；临是君

临，以大统治小，是大的意思。大了

以后，就具备观摹的条件，所以接着

是观卦。具备观摹的条件，就会使人

仰慕，然后合同，所以接着是噬嗑

卦，嗑是合的意思。但万物不可以苟

且的合同，所以接着是贲卦；责是文

饰的意思。但过分文饰，就失去真

实，产生弊端：亨通就到了尽头，所

以接着是剥卦；剥是剥落的意思。万

物不可以始终剥落，剥落到极点，又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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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返回到下，所以接着是复卦。重

新回复到真实，就不会虚妄。所以接

着是无妄卦。有了不虚妄的觉悟，然

后就可以大量积蓄，所以接着是大畜

卦。物资蓄积以后，就可以养育，所

以接着是颐卦，颐是养的意思。不养

育就不能行动，可以养育过度，所以

接着是大过卦。万物不可以始终过

度，所以接着是坎卦；坎是陷的意

思。物陷落，必然就要攀附，所以接

着是离卦，离是丽，亦即附丽、攀

附。

off. By the very end of pealing off, the 

turning point appears and here comes 

the Fu hexagram--back to the real 

without fabrication. Since the returning 

to the reality without fabrication, here 

comes the next hexagram—Wuwang 

hexagram. With the illusory-free con-

sciousness, one can gain a lot of savings, 

and this is why Daxu hexagram follows. 

After materials being accumulated, par-

enting can be stated and here comes 

the Yi hexagram that means fostering. 

Without parenting or fostering there will 

be no action. Nevertheless an excessive 

fostering will be resulted in and thus 

comes after the Daguo hexagram. Since 

all things can not be in the state of over-

done, here comes the next hexa-

gram—Kan hexagram. Kan means falling 

or sinking. Everything will inevitably try 

to clamber up to a high position when 

falling down happens and follows by Li 

hexagram. Li means “connecting with,” 

“joining to,” or clambering up”.

万物，然后分出雌雄，在人称作男

女；有了男女，然后才有夫妻，咸卦

象征夫妻。有了夫妻，然后才有父

子；有了父子，然后人类社会才仿效

父子关系，建立了君臣的体制；有了

君臣的体制，然后才分出上下的等级

名分，有了上下的等级名分，然后才

能建立并实施礼义。夫妇的关系，不

可以不长久，所以在咸卦之后，接着

是恒卦，恒是久的意思。但万物不可

能长久保持原状，不发生变化，所以

接着是遁卦；遁，是退避的意思。但

物不可以始终退避，所以接着是大壮

卦；壮是兴盛，大壮即大的兴盛，壮

大的意思。但物不可以始终壮大，所

以接着是晋卦；晋是前进的意思。但

前进必然会受到伤害，所以接着是明

夷卦；夷即痍，创伤的意思。在外面

受到创伤，必然返回家中，所以接着

是家人卦。当家走到穷途末路时，行

为必然会发生乖违现象，所以接着是

睽卦；睽是乖违的意思。乖违，必然

会有灾难，所以接着是蹇卦，蹇是灾

难的意思。万物不可以始终有灾难，

所以接着是解卦；解是解除、缓和的

意思。缓和必然有损失，所以接着是

损卦。不停的损失，到不能再损失

时，必然就会增益，所以接着是益

卦。不停的增益，必然会决溃，所以

接着是夬卦。夬是溃决的意思。溃决

之后，必然会有遭遇，所以接着是姤

卦，姤即逅、邂逅、不期而遇的意

思。万物相遇之后，就会聚集，所以

接着是萃卦，萃是发生、聚集的意

思。聚集，就会逐渐升高，称作升，

所以接着是升卦。不停的上升，必然

就会遭遇进退不得的困境，所以接着

是困卦。遭遇上升的困难，必然返回

下方，所以接着是井卦。井的使用原

则，不经常淘清就会混浊，需要革

新，所以接着是革卦。使物革新，莫

过于鼎，鼎用来煮食物，可以完全改

变食物的风味，所以接着是鼎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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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ection is ab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life from its birth to death. The creator 

created everything: started from the 

location of Zhen hexagram in the east, 

which is corresponding to the morning 

and the spring. When it moves to the 

southeast, the position of Xun hexagram, 

in which everything starts to grow, and is 

equivalent to time that the sun has 

already risen and is the turn of the spring 

and summer; when it moves to the 

south, the sun is high up in the sky, all 

things grow exuberantly, and here comes 

summer. Kun hexagram, the earth, on 

which all things grow, locates in the 

southwest, and is equivalent to time that 

the sun has reached “afternoon”, the 

point between summer and autumn. Dui 

hexagram, located in the west, at the 

moment of evening and the harvest 

season, autumn and it is a delightful 

moment. Qian hexagram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the turning point of day and 

night, yin and yang and the alternation 

of autumn and winter, is a season of 

harvest and a season prone to disputes. 

Kan hexagram located in the north, the 

midnight of each day and the season of 

winter and is a season for rewarding with 

food and drink and relaxation and self-

cultivation. Gen hexagram, located in the 

northeast, at the moment of the dawn of 

a day, and an alternation of winter and 

spring, is the accomplishment of a circle 

an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life, a new 

day and a new year.

乾卦象征天，坤卦象征地；有天

【解读】 【解读】

有了天地，然后才有万物，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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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agon hiding in deep water—it's 

not time for action because it is inappro-

priate for one to play his role for his low 

status; if dragon appears in the field, it is 

not yet the time for him to take action 

because he is not yet fully mature, need-

ing to wait; He can do things if he works 

hard, perseveringly; If dragon jumps in 

the deep water, he can do things, he is 

still in a stage of self test; If dragon leaps 

and flies in the sky, gains a position, it is 

time for him to realize his ambition; Never-

theless, an excessively active dragon will 

result in regrets because his golden period 

is over and disasters will come if he does 

not retreat timely; Only by following the 

law of the change of Yin and Yang can a 

universal peace and order achieved.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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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功能好伟大啊，是宇宙的开

端，万物始生的根源，从而统帅宇宙

万物。天的功能使云行雨施，惠泽万

物，使各类形体的万物，畅达亨通。

天的功能使宇宙从始至终光明通透，

随着时间，使事物完成由发生、发

展、兴盛到灭绝，即潜伏、显现、成

长、跃动、飞腾到满盈六个阶段。时

间的作用，就像驾着六条龙，邀游苍

穹。天道时刻在变化，生育万物、赋

予生命，并使万物成就其品性。保持

自然的大和谐，使万物各得其宜而纯

正。君王首领效天之道于百姓万物，

则天下太平。 

What a great function the Heaven 

performs: it is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the source/origin of all things and of 

course the commander of all things in 

the universe. It makes the rain and 

clouds, takes care of everything, does 

favor in them. It brings promising to the 

whole univers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o the end, and brings the everlasting 

and a  perfect recycling of things from 

their occurrenc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to extinction namely, from the 

viewpoint of I-Ching , covering the six 

stages from their latency, emergency, 

growth, jerking motion, soaring to their 

completion. The role of time, just like 

driving the six dragons, flies freely over 

heaven. The law of nature changes 

unceasingly, gives birth and vitalizes all 

things, and gives them their own 

characters to keep the harmony of the 

nature. If all kings and leaders around 

the world can follow such a law and 

apply this principle to their people, 

a peaceful world wil l become a 

reality.

潜伏着的龙，不宜施展才干，因

为地位低下，还不能发挥作用；龙出

现在田野，但时机尚未完全成熟，仍

需等待；奋发努力，坚持不懈，可以

做事；龙在渊中跳跃，虽可做事，但

仍是自我试验的阶段；龙飞跃在天

上，已经得到地位，可以施展抱负

了；腾跃过度的龙，有悔恨，人生的

黄金期已过，防不急流勇退而生灾； 

把握阳刚的变化原则，方可天下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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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解读】

潜伏着的龙，不宜施展才干， 

因阳刚之气仍在潜藏阶段；龙出现在

田野，天下已见到欣欣向荣的文明景

象；每天奋发努力，坚持不懈，随着

时间同步而进；龙在渊中跳跃，时而

升起，天道在此时已开始革新；龙飞

跃在天上， 已位居天德的位置了；腾

跃过度的龙，有悔恨，已随着时间的

流转到了一个极限；把握阳刚的变化

原则，就可以实现天的法则了。 其

中，与时偕行”在《易传》中多处提

到，国家提出的“与时俱进”便出自此

句，虽表述略有不同，但其意相同。

我们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只有“与时

偕行”，才能在国际国内社会的变迁

中，不断发展，立于不败。

When dragon hiding in deep water, it is 

not time for one to take action because 

of masculinity is still in the latent state; 

When dragon appears in the field, a 

thriving civilization world can be seen; if 

one works hard and perseveringly, time 

synchronization will occur with the making 

of progress; if the rising of dragon from 

the deep water from time to time,  the 

heaven has begun its law innovation; if 

dragon leaps in the sky, it shows he has 

already reached the position of heavenly 

virtue; if dragon jumps excessively, regret 

will be resulted in because one has 

already reached its dead end as time passed 

by; grasping the changing principle of the 

nature is essential for one's success. 

“Marching with the times” can be seen 

here and there in I-Ching, and it is a 

well-matched with the now Chinese 

government's slogan—“keeping pace of 

the times.”  No matter who you are, any 

nation or any personnel, who have do 

obey the law of “marching with the 

times.” Only by doing so can they 

become impregnable and gain conti-

nuous development during the social chang-

es internationally and domes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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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existence of heaven and earth, 

all things grow. And since the existence 

of all things, male and female were 

separated and as for human being, men 

and women and then husband and wife. 

Xian hexagram stands for husband and 

wife. And then the relation of father and 

son developed. The relation of father and 

son set a model for the human society 

and then the system of the monarch and 

his subjects set up; With this system, a 

person's status and ranking appeared 

and then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le-

ment of rite and morality to carry out 

the feudalist society. The relation of 

husband and wife should last as long as 

possible and this is why Heng hexagram 

follows Xian hexagram. Heng means “to 

last for a long time”. Nevertheless all 

things can't stay in their original state for 

a long time without making any change, 

and this is why Dun hexagram follows. 

Dun means retreat and things may not 

always in the state of retreat and then 

Dazhuang hexagram follows. Dazhuang 

means thriving. Dazhuang means pro-

sperous and thriving. Nevertheless, things 

can not always in the up-growing state, 

then follows by Jin hexagram. Jin has the 

meaning of progress. But going forward 

will inevitably be resulted in damages 

and this is why Ming Yi hexagram comes 

after this. MingYi here has the meaning 

of being wounded or trauma. As for those 

being traumatized from the outside, they 

would return home and this is why Jiaren 

hexagram comes after it. When facing a 

dead end, a disorderly and abnormal 

phenomenon could be seen from the 

behavior of a family and this is why Kui 

hexagram follows it. Kui means dis-

orderly and abnormal phenomenon can 

be seen. If such a phenomenon appears 

tragedy or calamity will not be far from 

that and this is why Jian hexagram comes. 

Jian means a disaster. Things may not 

always have a disastrous end, so Jie 

hexagram follows. Jie means in a reliev-

ing and conciliatory state. And such an 

easy situation will inevitably result in 

losses and this is why Sun hexagram 

comes. When a continuous loss comes 

to its dead end, a good situation would 

appear and this is Yi hexagram. Never-

theless, such a good condition will surely 

come to its extreme end one day and 

this is called Guai hexagram. Guai here 

means flood overflowing or breaking up 

levees and the breaking up of levees will 

surely bring about some unexpected 

meeting and Gou hexagram comes after it. 

After the meeting or gathering of all things, 

Cui hexagram comes. Cui has a meaning 

of coming up and gathering. When things 

gathered, the numbers will be going up 

鼎是祭器，祭祀祖先是长子的责

任，所以接着是震卦，震卦象征长

子，震是动的意思。万物不可以始终

在动，必须使其止息，所以接着是艮

卦；艮是止的意思。但万物不可能始

终止息，所以接着是渐卦；渐是渐进

的意思。前进必然就有归宿，所以接

着是归妹卦。得到良好的归宿，必然

强大，所以接着丰卦；丰是盛大的意

思。盛大到极点，必然不安于原来的

位置，所以接着是旅卦。旅行找不到

容身的地方，就要设法进入，所以接

着是巽卦；巽是进入的意思。进入之

后，就会喜悦，所以接着是兑卦；兑

是喜悦的意思。喜悦，就会使人的闷

【解读】

and we call such a situation Sheng and it 

is called Sheng hexagram. The dead end 

of successive going up will definitely come 

across predicament one day and here 

comes Kun hexagram. When going-up 

becomes impossible, naturally a retreat for 

going-down will happen and here comes 

Jing hexagram.  Jing here means water well. 

In order to keep the water from the well 

clean, a constant cleaning should be made 

and so a reformation or innovation is 

needed.This is why Ge hexagram comes. 

The innovation of Ding, an ancient cook-

ing vessel, brings about the flavor chang-

ed of food. Therefore here comes Ding 

hex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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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 is a sacrificial utensil and one of the 

eldest son's responsibilities is to worship the 

ancestor. This is why Zhen hexagram 

follows. Zhen hexagram stands for the eldest 

son and has the meaning of moving. All 

things can not always be in the process 

of moving, and the moving should have 

a stop at last. Here comes Gen hexa-

gram. Gen means stopping. Nevertheless, 

things can't always stay on their stop 

situation and here follows by Jian hexagram. 

Jian has the meaning of progress step by 

step or advancing gradually. While there 

is a progress, there would be a destina-

tion of it. This is why Gui Mei hexagram 

comes after it. A good end-result will 

bring about a strong situation and this is 

why Feng hexagram comes after it. Feng 

means magnificence. The extreme of mag-

nificence should bring about uneasiness 

and the leaving of the original position. 

Here comes Lv hexagram. Lv means 

travelling and since no shelter can be 

found here and there, trying every means 

to find a place to settle down becomes a 

necessity and here comes Xun hexa-

gram. Xun, ingression in meaning, would 

follow by Dui hexagram, which means 

happiness. Happiness will dispel one's stuffi-

ness and unhappiness.  This is why Huan 

hexagram comes after it. Huan has the 

meaning of being separated from one 

another.Since all things can not be always 

discrete, here comes Jie hexagram which 

means moderation. Moderation can make 

people have faith in each others and here 

comes Zhong Fu hexagram. Fu means to 

believe, to have faith in each others.  

People with credit must believe in bene-

faction. This is why Xiao Guo hexagram 

follows it. Guo means exceeding. Only if 

one can go beyond they way of the 

world, can one accomplish greater 

achievement. This is why Ji Ji hexagram 

follows. Nevertheless, there should be no 

possibility for all things to be ended and 

this is why Wei Ji hexagram follows it, in 

which to end I-Ching(the book of changes), 

to symbolize the ever-lasting cycle of natur-

al law and the infinity of human affairs.

气涣散，所以接着是涣卦；涣是离散

的意思。万物不可以始终离散，所以

接着是节卦。节制就能使人相信，所

以接着是中孚卦，孚即信。有信用的

人，必定能信善行，所以接着是小过

卦，过即超越。能超越常情，才足以

成大事，所以接着是既济卦。但万物

不可能有穷尽，所以接着是未济卦，

《易经》也到此终止，以象征天道的

循环不已，人事的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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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agon hiding in deep water—it's 

not time for action because it is inappro-

priate for one to play his role for his low 

status; if dragon appears in the field, it is 

not yet the time for him to take action 

because he is not yet fully mature, need-

ing to wait; He can do things if he works 

hard, perseveringly; If dragon jumps in 

the deep water, he can do things, he is 

still in a stage of self test; If dragon leaps 

and flies in the sky, gains a position, it is 

time for him to realize his ambition; Never-

theless, an excessively active dragon will 

result in regrets because his golden period 

is over and disasters will come if he does 

not retreat timely; Only by following the 

law of the change of Yin and Yang can a 

universal peace and order achieved.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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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功能好伟大啊，是宇宙的开

端，万物始生的根源，从而统帅宇宙

万物。天的功能使云行雨施，惠泽万

物，使各类形体的万物，畅达亨通。

天的功能使宇宙从始至终光明通透，

随着时间，使事物完成由发生、发

展、兴盛到灭绝，即潜伏、显现、成

长、跃动、飞腾到满盈六个阶段。时

间的作用，就像驾着六条龙，邀游苍

穹。天道时刻在变化，生育万物、赋

予生命，并使万物成就其品性。保持

自然的大和谐，使万物各得其宜而纯

正。君王首领效天之道于百姓万物，

则天下太平。 

What a great function the Heaven 

performs: it is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the source/origin of all things and of 

course the commander of all things in 

the universe. It makes the rain and 

clouds, takes care of everything, does 

favor in them. It brings promising to the 

whole univers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o the end, and brings the everlasting 

and a  perfect recycling of things from 

their occurrenc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to extinction namely, from the 

viewpoint of I-Ching , covering the six 

stages from their latency, emergency, 

growth, jerking motion, soaring to their 

completion. The role of time, just like 

driving the six dragons, flies freely over 

heaven. The law of nature changes 

unceasingly, gives birth and vitalizes all 

things, and gives them their own 

characters to keep the harmony of the 

nature. If all kings and leaders around 

the world can follow such a law and 

apply this principle to their people, 

a peaceful world wil l become a 

reality.

潜伏着的龙，不宜施展才干，因

为地位低下，还不能发挥作用；龙出

现在田野，但时机尚未完全成熟，仍

需等待；奋发努力，坚持不懈，可以

做事；龙在渊中跳跃，虽可做事，但

仍是自我试验的阶段；龙飞跃在天

上，已经得到地位，可以施展抱负

了；腾跃过度的龙，有悔恨，人生的

黄金期已过，防不急流勇退而生灾； 

把握阳刚的变化原则，方可天下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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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解读】

潜伏着的龙，不宜施展才干， 

因阳刚之气仍在潜藏阶段；龙出现在

田野，天下已见到欣欣向荣的文明景

象；每天奋发努力，坚持不懈，随着

时间同步而进；龙在渊中跳跃，时而

升起，天道在此时已开始革新；龙飞

跃在天上， 已位居天德的位置了；腾

跃过度的龙，有悔恨，已随着时间的

流转到了一个极限；把握阳刚的变化

原则，就可以实现天的法则了。 其

中，与时偕行”在《易传》中多处提

到，国家提出的“与时俱进”便出自此

句，虽表述略有不同，但其意相同。

我们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只有“与时

偕行”，才能在国际国内社会的变迁

中，不断发展，立于不败。

When dragon hiding in deep water, it is 

not time for one to take action because 

of masculinity is still in the latent state; 

When dragon appears in the field, a 

thriving civilization world can be seen; if 

one works hard and perseveringly, time 

synchronization will occur with the making 

of progress; if the rising of dragon from 

the deep water from time to time,  the 

heaven has begun its law innovation; if 

dragon leaps in the sky, it shows he has 

already reached the position of heavenly 

virtue; if dragon jumps excessively, regret 

will be resulted in because one has 

already reached its dead end as time passed 

by; grasping the changing principle of the 

nature is essential for one's success. 

“Marching with the times” can be seen 

here and there in I-Ching, and it is a 

well-matched with the now Chinese 

government's slogan—“keeping pace of 

the times.”  No matter who you are, any 

nation or any personnel, who have do 

obey the law of “marching with the 

times.” Only by doing so can they 

become impregnable and gain conti-

nuous development during the social chang-

es internationally and domes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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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existence of heaven and earth, 

all things grow. And since the existence 

of all things, male and female were 

separated and as for human being, men 

and women and then husband and wife. 

Xian hexagram stands for husband and 

wife. And then the relation of father and 

son developed. The relation of father and 

son set a model for the human society 

and then the system of the monarch and 

his subjects set up; With this system, a 

person's status and ranking appeared 

and then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le-

ment of rite and morality to carry out 

the feudalist society. The relation of 

husband and wife should last as long as 

possible and this is why Heng hexagram 

follows Xian hexagram. Heng means “to 

last for a long time”. Nevertheless all 

things can't stay in their original state for 

a long time without making any change, 

and this is why Dun hexagram follows. 

Dun means retreat and things may not 

always in the state of retreat and then 

Dazhuang hexagram follows. Dazhuang 

means thriving. Dazhuang means pro-

sperous and thriving. Nevertheless, things 

can not always in the up-growing state, 

then follows by Jin hexagram. Jin has the 

meaning of progress. But going forward 

will inevitably be resulted in damages 

and this is why Ming Yi hexagram comes 

after this. MingYi here has the meaning 

of being wounded or trauma. As for those 

being traumatized from the outside, they 

would return home and this is why Jiaren 

hexagram comes after it. When facing a 

dead end, a disorderly and abnormal 

phenomenon could be seen from the 

behavior of a family and this is why Kui 

hexagram follows it. Kui means dis-

orderly and abnormal phenomenon can 

be seen. If such a phenomenon appears 

tragedy or calamity will not be far from 

that and this is why Jian hexagram comes. 

Jian means a disaster. Things may not 

always have a disastrous end, so Jie 

hexagram follows. Jie means in a reliev-

ing and conciliatory state. And such an 

easy situation will inevitably result in 

losses and this is why Sun hexagram 

comes. When a continuous loss comes 

to its dead end, a good situation would 

appear and this is Yi hexagram. Never-

theless, such a good condition will surely 

come to its extreme end one day and 

this is called Guai hexagram. Guai here 

means flood overflowing or breaking up 

levees and the breaking up of levees will 

surely bring about some unexpected 

meeting and Gou hexagram comes after it. 

After the meeting or gathering of all things, 

Cui hexagram comes. Cui has a meaning 

of coming up and gathering. When things 

gathered, the numbers will be going up 

鼎是祭器，祭祀祖先是长子的责

任，所以接着是震卦，震卦象征长

子，震是动的意思。万物不可以始终

在动，必须使其止息，所以接着是艮

卦；艮是止的意思。但万物不可能始

终止息，所以接着是渐卦；渐是渐进

的意思。前进必然就有归宿，所以接

着是归妹卦。得到良好的归宿，必然

强大，所以接着丰卦；丰是盛大的意

思。盛大到极点，必然不安于原来的

位置，所以接着是旅卦。旅行找不到

容身的地方，就要设法进入，所以接

着是巽卦；巽是进入的意思。进入之

后，就会喜悦，所以接着是兑卦；兑

是喜悦的意思。喜悦，就会使人的闷

【解读】

and we call such a situation Sheng and it 

is called Sheng hexagram. The dead end 

of successive going up will definitely come 

across predicament one day and here 

comes Kun hexagram. When going-up 

becomes impossible, naturally a retreat for 

going-down will happen and here comes 

Jing hexagram.  Jing here means water well. 

In order to keep the water from the well 

clean, a constant cleaning should be made 

and so a reformation or innovation is 

needed.This is why Ge hexagram comes. 

The innovation of Ding, an ancient cook-

ing vessel, brings about the flavor chang-

ed of food. Therefore here comes Ding 

hex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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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 is a sacrificial utensil and one of the 

eldest son's responsibilities is to worship the 

ancestor. This is why Zhen hexagram 

follows. Zhen hexagram stands for the eldest 

son and has the meaning of moving. All 

things can not always be in the process 

of moving, and the moving should have 

a stop at last. Here comes Gen hexa-

gram. Gen means stopping. Nevertheless, 

things can't always stay on their stop 

situation and here follows by Jian hexagram. 

Jian has the meaning of progress step by 

step or advancing gradually. While there 

is a progress, there would be a destina-

tion of it. This is why Gui Mei hexagram 

comes after it. A good end-result will 

bring about a strong situation and this is 

why Feng hexagram comes after it. Feng 

means magnificence. The extreme of mag-

nificence should bring about uneasiness 

and the leaving of the original position. 

Here comes Lv hexagram. Lv means 

travelling and since no shelter can be 

found here and there, trying every means 

to find a place to settle down becomes a 

necessity and here comes Xun hexa-

gram. Xun, ingression in meaning, would 

follow by Dui hexagram, which means 

happiness. Happiness will dispel one's stuffi-

ness and unhappiness.  This is why Huan 

hexagram comes after it. Huan has the 

meaning of being separated from one 

another.Since all things can not be always 

discrete, here comes Jie hexagram which 

means moderation. Moderation can make 

people have faith in each others and here 

comes Zhong Fu hexagram. Fu means to 

believe, to have faith in each others.  

People with credit must believe in bene-

faction. This is why Xiao Guo hexagram 

follows it. Guo means exceeding. Only if 

one can go beyond they way of the 

world, can one accomplish greater 

achievement. This is why Ji Ji hexagram 

follows. Nevertheless, there should be no 

possibility for all things to be ended and 

this is why Wei Ji hexagram follows it, in 

which to end I-Ching(the book of changes), 

to symbolize the ever-lasting cycle of natur-

al law and the infinity of human affairs.

气涣散，所以接着是涣卦；涣是离散

的意思。万物不可以始终离散，所以

接着是节卦。节制就能使人相信，所

以接着是中孚卦，孚即信。有信用的

人，必定能信善行，所以接着是小过

卦，过即超越。能超越常情，才足以

成大事，所以接着是既济卦。但万物

不可能有穷尽，所以接着是未济卦，

《易经》也到此终止，以象征天道的

循环不已，人事的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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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环节确实没有执行好，我怀着非常

紧张不安的心情等待总经理发落……

大约9点多，总经理太太——林

小姐来到了办公室（由于是家族企

业，我平时一些事情都是向她或总经

理请示的）。忐忑不安地过了半个多

小时，我看到林小姐并没有找我问什

么，我决定主动去找她。

我跟林小姐讲了这批订单产品及

报价确认的过程，讲了没有寄送样品

确认，代理可能就只是与照片进行了

核对，是我这边漏掉了样品寄送确认

环 节 … … 林 小 姐 马 上 微 笑 说 ：

“PENNY，昨晚我和RICH（总经理英

文名）紧急回想检查了一下过程，我

和 R I C H 也 有 没 有 做 好 的 环 节 。

RICH说上次他看完你给他的样品后，

就把样品放回了展厅，并没有马上告

诉你样品OK可以寄送了，昨晚他已

经带着样品连夜起程去意大利处理此

事，相信他会处理好的”。虽然她没有

说出来，但我认识到我给总经理看样

品后，应该马上与他确认样品是否

OK、是否可以寄送了。

确实，非常万幸，由于总经理及

时飞赴意大利，亲自与代理商沟通协

调，后来那批货终究并没有退回。而

他具体是如何处理的，公司有没有其

他损失？我也没有再敢追问，因为我

知 道 ， 真 有 损 失 了 ， 我 也 承 担 不

了……

这两件事给我的影响非常之大，

至今仍然不断告诫我并形成了习惯：

做任何事情都要持续确认……

事情还是发生在同一家台资厂

里，我们行销事业处下设产品推广、

合同签约、订单执行等部门。其中我

所负责的“产品推广”流程中有三个最

主要的确认工作：一是产品拍照之后

的客户确认,二是产品报价之后客户确

认，三是样品寄送之后的客户确认。

客户对样品与报价确认后，下单就由

订单部来执行了。

有天早上，我经过订单部时发现

气氛不对：整个部门的人员都神色紧

张。订单部主管对我说，昨晚收到意

大利代理商的投诉，要求将上批发出

的货柜全部退货，原因是交货与产品

颜色有差异。几个货柜要退货，那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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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清早，上班后我发现传真

机有一个日本客户传来的函件。因为

需要请示总经理意见后才能处理，而

总经理还没来上班，所以我就暂时没

有处理。可是，接下来每隔一会，传

真机就会收到同样一份传真件。到

10点多时，我已经收到这同一份传真

很多份了！我就想，这传真机是不是

坏了？

因为我们总经理是在日本学计算

机类专业毕业的，所以公司的网络与

大小办公设备的维修，只有他最拿

手，为此公司没有配置专门的网络管

理员。可他没有来，别人也不会修

啊？于是我就把传真机关了，等他来。

作为一名职场中人，除了拥有高

智商、高工作能力之外，一些良好的

工作习惯往往会使我们更好地发挥潜

能，在单位中脱颖而出。而在我们的

职业生涯中，总有那么几件印象深刻

的事情，会终身影响着你我的工作习

惯，在此我想向大家分享一下我亲身

经历的“持续确认”的案例。

我刚刚毕业，就到了一家只做外

销的台资厂做销售助理。我的工作是

与国外客户确认样品与报价，每天早

上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传真机和收阅邮

件。那是在2000年，当时网络还不发

达，我们整个行销事业处只有在总经

理室里才有一台电脑和一部传真机。

2018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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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快中午时，总经理终于来

了，我就给他汇报传真机坏了。总经

理看后哈哈大笑说：“PENNY（我的

英文名，外企习惯互称英文名），你

真傻啊！不是传真机坏了，不信你再

打开传真机看看，肯定还会出来好几

张。这是因为客户是要收到你的反馈

确认信息，才不会再发了呀……”我把

传真机打开，然后回复了客户函件，

果真与总经理说的一样，没有再收到

他们的传真件了。

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由于没有持

续确认，造成后续花更大成本补救的

亲身案例。这件事情也一直影响着我

以后的工作习惯。

将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

我想起这个意大利代理商是我们

合作过很多次的老客户了，有新产品

我们就向他推广替代老产品。一般情

况下，没过多长时间代理商就会将订

单下到订单部。当时我是把产品拍完

照后，这个代理商就选择了其中感兴

趣的几款要求报价，并做了报价确

认，而那一筐样品一直放在展示厅

里，并没有进行确认。

我问订单部主管：“那现在该如

何处理？”她说不知道，昨晚只接到总

经理电话了解订单执行情况，后面将

如何处理，他并没有说。想到样品确

持续确认 

二三事



认环节确实没有执行好，我怀着非常

紧张不安的心情等待总经理发落……

大约9点多，总经理太太——林

小姐来到了办公室（由于是家族企

业，我平时一些事情都是向她或总经

理请示的）。忐忑不安地过了半个多

小时，我看到林小姐并没有找我问什

么，我决定主动去找她。

我跟林小姐讲了这批订单产品及

报价确认的过程，讲了没有寄送样品

确认，代理可能就只是与照片进行了

核对，是我这边漏掉了样品寄送确认

环 节 … … 林 小 姐 马 上 微 笑 说 ：

“PENNY，昨晚我和RICH（总经理英

文名）紧急回想检查了一下过程，我

和 R I C H 也 有 没 有 做 好 的 环 节 。

RICH说上次他看完你给他的样品后，

就把样品放回了展厅，并没有马上告

诉你样品OK可以寄送了，昨晚他已

经带着样品连夜起程去意大利处理此

事，相信他会处理好的”。虽然她没有

说出来，但我认识到我给总经理看样

品后，应该马上与他确认样品是否

OK、是否可以寄送了。

确实，非常万幸，由于总经理及

时飞赴意大利，亲自与代理商沟通协

调，后来那批货终究并没有退回。而

他具体是如何处理的，公司有没有其

他损失？我也没有再敢追问，因为我

知 道 ， 真 有 损 失 了 ， 我 也 承 担 不

了……

这两件事给我的影响非常之大，

至今仍然不断告诫我并形成了习惯：

做任何事情都要持续确认……

事情还是发生在同一家台资厂

里，我们行销事业处下设产品推广、

合同签约、订单执行等部门。其中我

所负责的“产品推广”流程中有三个最

主要的确认工作：一是产品拍照之后

的客户确认,二是产品报价之后客户确

认，三是样品寄送之后的客户确认。

客户对样品与报价确认后，下单就由

订单部来执行了。

有天早上，我经过订单部时发现

气氛不对：整个部门的人员都神色紧

张。订单部主管对我说，昨晚收到意

大利代理商的投诉，要求将上批发出

的货柜全部退货，原因是交货与产品

颜色有差异。几个货柜要退货，那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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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清早，上班后我发现传真

机有一个日本客户传来的函件。因为

需要请示总经理意见后才能处理，而

总经理还没来上班，所以我就暂时没

有处理。可是，接下来每隔一会，传

真机就会收到同样一份传真件。到

10点多时，我已经收到这同一份传真

很多份了！我就想，这传真机是不是

坏了？

因为我们总经理是在日本学计算

机类专业毕业的，所以公司的网络与

大小办公设备的维修，只有他最拿

手，为此公司没有配置专门的网络管

理员。可他没有来，别人也不会修

啊？于是我就把传真机关了，等他来。

作为一名职场中人，除了拥有高

智商、高工作能力之外，一些良好的

工作习惯往往会使我们更好地发挥潜

能，在单位中脱颖而出。而在我们的

职业生涯中，总有那么几件印象深刻

的事情，会终身影响着你我的工作习

惯，在此我想向大家分享一下我亲身

经历的“持续确认”的案例。

我刚刚毕业，就到了一家只做外

销的台资厂做销售助理。我的工作是

与国外客户确认样品与报价，每天早

上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传真机和收阅邮

件。那是在2000年，当时网络还不发

达，我们整个行销事业处只有在总经

理室里才有一台电脑和一部传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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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快中午时，总经理终于来

了，我就给他汇报传真机坏了。总经

理看后哈哈大笑说：“PENNY（我的

英文名，外企习惯互称英文名），你

真傻啊！不是传真机坏了，不信你再

打开传真机看看，肯定还会出来好几

张。这是因为客户是要收到你的反馈

确认信息，才不会再发了呀……”我把

传真机打开，然后回复了客户函件，

果真与总经理说的一样，没有再收到

他们的传真件了。

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由于没有持

续确认，造成后续花更大成本补救的

亲身案例。这件事情也一直影响着我

以后的工作习惯。

将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

我想起这个意大利代理商是我们

合作过很多次的老客户了，有新产品

我们就向他推广替代老产品。一般情

况下，没过多长时间代理商就会将订

单下到订单部。当时我是把产品拍完

照后，这个代理商就选择了其中感兴

趣的几款要求报价，并做了报价确

认，而那一筐样品一直放在展示厅

里，并没有进行确认。

我问订单部主管：“那现在该如

何处理？”她说不知道，昨晚只接到总

经理电话了解订单执行情况，后面将

如何处理，他并没有说。想到样品确

持续确认 

二三事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经常会碰

到一些领导将一些“官话”挂在嘴边，

遇到需要解决的事情含含糊糊，开会

的时候经常下达一些“进一步加强”、

“加大力度”、“加强努力”等等的不明

确指示。怎么进一步？力度加多大才

算加大？朝哪个方向努力才对？大家

正在等答案的时候没下文了，讲话结

束，指示泛泛而谈，一篇讲话稿可以

用在教育界也可用在娱乐界，让人不

知所云。之所以提出“药剂师”心态，

就是要杜绝一些基层党组织官僚主

义、形式主义的存在，规范党员行

为，把要说的话、要做的事简单明了

地进行安排，让我们的党员同志明明

白白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像药剂师

配 药 一 样 ， 讲 究 一 个 “ 稳 ” 和 一 个

“准”。  

在非公企业，我们的员工一般是

身兼数职，时间相当宝贵，有时候就

连正常的开会时间都难以挤出来。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论是安排工作，

还是开会统一思想，只有抓住重点，

[ [

纵
横

A
S
P
E
C

T

52

意识形态

领航非公党建方向

文 | 覃小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

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可见，在党建工作中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是首要任务，

而在非公党建这更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什么是“意识形态”？简单地概括起来就是思想政治工作，但又不是单一思想工作，

它涵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支撑思想保证和精神力量的一个政治体系。那么，在这么一个复杂的体系中，作为基层

党组织，我们如何抓好意识形态工作？

既然意思形态的主流是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里就要从抓人的思想工作开始，从党员群众的思想工作开始，只有统一

了思想才能至上而下的传达、领会公司精神，正确领会了公司的精神才能将公司的指令执行到位，才能推动和促进公司经

营工作的发展。可见，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人的因素非常重要，用好人，管好人是企业抓好意识形态的基础工作。然

而，人的思想是复杂多变的，会受很多因素、环境的干扰和影响，要想将企业的党组织的意识形态工作与企业的生产经营

结合起来，可以尝试从以下三点作为我们工作的切入口。

迅速安排，才能事半功倍。像我们传

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八项

规定》等，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老

百姓无论文化或层次高低都能一看就

懂，就知道什么行为受约束。所以，

对于我们党员来说，将那些重要理论

的文件精神通俗化，诠释为接地气的

行为规范，十分迫切。我们的一些行

为规范越明了易懂，企业基层党组织

执行起来的力度就越大越扎实，就越

贴近一线党员的工作实际。

意识形态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涉及到的还有很多方面，例如传统的

宣传工作向互联网阵地转移，核心价

值观的践行等方面，在这里我们只是

就意识形态中的其中一项——思想武

装以及如何抓好基层党员的思想政治

工作，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交流。虽然

我们每个企业的实际情况不一样，环

境也不一样，但我们面对的工作对象

是一样的。只要用共同的理念做好我

们非公党组织的党建工作，在实际工

作中多分析，多总结，我们的非公党

建就大有可为，就会为企业的发展带

来极大助力。

新时代影响的一群人，他们关注与自

己切身利益有关的工资以及自己所在

企业的前途和命运，更关注自己的“饭

碗”是否长期稳定。如果我们脱离这些

实际，只专注于教条的理论和口号，

就会在基层远离群众。因此我们要在

党性原则下，像形象师一样来精心打

造共产党人形象和党组织形象，这个

形象必须是符合时代特点，也符合现

代员工特点的。

一直以来我党之所以能凝心聚

力，不仅是因为长期坚持用马克思主

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更

因为在各条战线上的党务工作者能够

在充分领会上级精神实质的前提下做

好党员群众的思想工作，把力量凝聚

起来。久而久之，他们身上自然就形

成了一种乐观、积极、讲原则有正义

感，纪律性强等这些共产党人的特

性。具备这些共产党人特质的同志不

能孤芳自赏，要用行动去影响和带动身

旁的人，得到他们的认可。这样，我们

在开展各项工作的时候就会更为顺畅。

非公企业员工的构成比较特殊，

来自五湖四海，甚至有大部分都是农

名工，经过系统教育的人员占比较

少，他们对人对事的评判没有什么太

原则的标准。我们共产党人要用行动

和思想去带动他们，让共产党人的行

为慢慢成为他们的行为标准。我们要

努力和这些工友成为朋友，这样才会

拉近彼此的距离，才能敞开心扉，我

们在开展工作的时候才能将党的方

针、政策和一些正能量的思想进行正

确的引导。所以，在基层，必须先把

共产党人讲党性、干实事、为民意的

形象树立起来，才能在众多基层群众

当中留下好印象。

用“形象师”的心态

塑造共产党人形象

我们知道，凡是党中央的各种会

议、文件、书籍、学习资料等理论性

都比较强，甚至有些哲学思想在里

面，对于层次较高有一定文化基础的

党员同志来说理解是没有问题的，但

对于非公企业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的

人员来说要想完全领会其中的精神，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理解不了精神实

质，就有可能出现偏左或者偏右的思

想。假如我们在传达的时候不考虑这

些实际情况，在政治学习形式上生搬

硬套，照本宣科地读完而不加以解释

或者说解释也完全理论化，那么学习

效果就会收效甚微。

在基层党组织，经常会出现这

种情况：一些党员在听完某文件时

一脸茫然，不知所云，传达者仅仅

是读完，学习的同志也仅仅是听完

而已，而对里面的文件精神根本就

未曾吸收和消化。当出现这种情况

时，我们要像“营养师”精心搭配利于

消化和吸收的菜谱和食材一样，“对

人配菜”。对于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

党员，我们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

进行宣贯，譬如用融合了当地风土

人情的家乡语言，或者结合当下的

现实生活及所在企业的人文环境等

加以解释，尽量避免用书面语；对

于文化层次高一些的管理人员，我

们就将理论结合公司既定方针、党

的政策、以及行业走向等，再把企

业发展与个人利益联系起来进行综

合分析，适当的时候还可以提出一些

高标准的要求。这样的“荤素搭配”，

能让各级党员同志最大限度的吸收养

分，也更有利于将上级党组织的声音

层层传达、层层吸收、层层执行，统

一塑造好新时代党员的思想。

在当下飞速发展的社会，形象师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个人和

企业都需要形象来支撑。在社交场

合，一个人的形象会直接反应出其品

味和社会地位，而企业的形象树立包

括了外在的产品包装设计和内在的企业

文化，产品有了一个好的形象包装才能

有一个好的市场定位，才决定是走高端

路线还是走低端市场。如果按照这样一

个规律或者一个规则来看，我们把党建

工作也当做一项事业来看，我们是不是

也应该对我们所在的党组织进行设计、

包装，塑造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形象，才

更能符合新潮流新思想。

由于我们现在的工作对象是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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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经常会碰

到一些领导将一些“官话”挂在嘴边，

遇到需要解决的事情含含糊糊，开会

的时候经常下达一些“进一步加强”、

“加大力度”、“加强努力”等等的不明

确指示。怎么进一步？力度加多大才

算加大？朝哪个方向努力才对？大家

正在等答案的时候没下文了，讲话结

束，指示泛泛而谈，一篇讲话稿可以

用在教育界也可用在娱乐界，让人不

知所云。之所以提出“药剂师”心态，

就是要杜绝一些基层党组织官僚主

义、形式主义的存在，规范党员行

为，把要说的话、要做的事简单明了

地进行安排，让我们的党员同志明明

白白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像药剂师

配 药 一 样 ， 讲 究 一 个 “ 稳 ” 和 一 个

“准”。  

在非公企业，我们的员工一般是

身兼数职，时间相当宝贵，有时候就

连正常的开会时间都难以挤出来。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论是安排工作，

还是开会统一思想，只有抓住重点，

[ [

纵
横

A
S
P
E
C

T

52

意识形态

领航非公党建方向

文 | 覃小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

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可见，在党建工作中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是首要任务，

而在非公党建这更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什么是“意识形态”？简单地概括起来就是思想政治工作，但又不是单一思想工作，

它涵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支撑思想保证和精神力量的一个政治体系。那么，在这么一个复杂的体系中，作为基层

党组织，我们如何抓好意识形态工作？

既然意思形态的主流是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里就要从抓人的思想工作开始，从党员群众的思想工作开始，只有统一

了思想才能至上而下的传达、领会公司精神，正确领会了公司的精神才能将公司的指令执行到位，才能推动和促进公司经

营工作的发展。可见，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人的因素非常重要，用好人，管好人是企业抓好意识形态的基础工作。然

而，人的思想是复杂多变的，会受很多因素、环境的干扰和影响，要想将企业的党组织的意识形态工作与企业的生产经营

结合起来，可以尝试从以下三点作为我们工作的切入口。

迅速安排，才能事半功倍。像我们传

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八项

规定》等，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老

百姓无论文化或层次高低都能一看就

懂，就知道什么行为受约束。所以，

对于我们党员来说，将那些重要理论

的文件精神通俗化，诠释为接地气的

行为规范，十分迫切。我们的一些行

为规范越明了易懂，企业基层党组织

执行起来的力度就越大越扎实，就越

贴近一线党员的工作实际。

意识形态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涉及到的还有很多方面，例如传统的

宣传工作向互联网阵地转移，核心价

值观的践行等方面，在这里我们只是

就意识形态中的其中一项——思想武

装以及如何抓好基层党员的思想政治

工作，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交流。虽然

我们每个企业的实际情况不一样，环

境也不一样，但我们面对的工作对象

是一样的。只要用共同的理念做好我

们非公党组织的党建工作，在实际工

作中多分析，多总结，我们的非公党

建就大有可为，就会为企业的发展带

来极大助力。

新时代影响的一群人，他们关注与自

己切身利益有关的工资以及自己所在

企业的前途和命运，更关注自己的“饭

碗”是否长期稳定。如果我们脱离这些

实际，只专注于教条的理论和口号，

就会在基层远离群众。因此我们要在

党性原则下，像形象师一样来精心打

造共产党人形象和党组织形象，这个

形象必须是符合时代特点，也符合现

代员工特点的。

一直以来我党之所以能凝心聚

力，不仅是因为长期坚持用马克思主

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更

因为在各条战线上的党务工作者能够

在充分领会上级精神实质的前提下做

好党员群众的思想工作，把力量凝聚

起来。久而久之，他们身上自然就形

成了一种乐观、积极、讲原则有正义

感，纪律性强等这些共产党人的特

性。具备这些共产党人特质的同志不

能孤芳自赏，要用行动去影响和带动身

旁的人，得到他们的认可。这样，我们

在开展各项工作的时候就会更为顺畅。

非公企业员工的构成比较特殊，

来自五湖四海，甚至有大部分都是农

名工，经过系统教育的人员占比较

少，他们对人对事的评判没有什么太

原则的标准。我们共产党人要用行动

和思想去带动他们，让共产党人的行

为慢慢成为他们的行为标准。我们要

努力和这些工友成为朋友，这样才会

拉近彼此的距离，才能敞开心扉，我

们在开展工作的时候才能将党的方

针、政策和一些正能量的思想进行正

确的引导。所以，在基层，必须先把

共产党人讲党性、干实事、为民意的

形象树立起来，才能在众多基层群众

当中留下好印象。

用“形象师”的心态

塑造共产党人形象

我们知道，凡是党中央的各种会

议、文件、书籍、学习资料等理论性

都比较强，甚至有些哲学思想在里

面，对于层次较高有一定文化基础的

党员同志来说理解是没有问题的，但

对于非公企业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的

人员来说要想完全领会其中的精神，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理解不了精神实

质，就有可能出现偏左或者偏右的思

想。假如我们在传达的时候不考虑这

些实际情况，在政治学习形式上生搬

硬套，照本宣科地读完而不加以解释

或者说解释也完全理论化，那么学习

效果就会收效甚微。

在基层党组织，经常会出现这

种情况：一些党员在听完某文件时

一脸茫然，不知所云，传达者仅仅

是读完，学习的同志也仅仅是听完

而已，而对里面的文件精神根本就

未曾吸收和消化。当出现这种情况

时，我们要像“营养师”精心搭配利于

消化和吸收的菜谱和食材一样，“对

人配菜”。对于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

党员，我们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

进行宣贯，譬如用融合了当地风土

人情的家乡语言，或者结合当下的

现实生活及所在企业的人文环境等

加以解释，尽量避免用书面语；对

于文化层次高一些的管理人员，我

们就将理论结合公司既定方针、党

的政策、以及行业走向等，再把企

业发展与个人利益联系起来进行综

合分析，适当的时候还可以提出一些

高标准的要求。这样的“荤素搭配”，

能让各级党员同志最大限度的吸收养

分，也更有利于将上级党组织的声音

层层传达、层层吸收、层层执行，统

一塑造好新时代党员的思想。

在当下飞速发展的社会，形象师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个人和

企业都需要形象来支撑。在社交场

合，一个人的形象会直接反应出其品

味和社会地位，而企业的形象树立包

括了外在的产品包装设计和内在的企业

文化，产品有了一个好的形象包装才能

有一个好的市场定位，才决定是走高端

路线还是走低端市场。如果按照这样一

个规律或者一个规则来看，我们把党建

工作也当做一项事业来看，我们是不是

也应该对我们所在的党组织进行设计、

包装，塑造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形象，才

更能符合新潮流新思想。

由于我们现在的工作对象是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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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性格和襟怀总是与本土的河流

息息相关。

水是最可敬畏的。“水能载舟，也

能覆舟”。水能承载万物，也能颠覆一

切。当风和日丽之际，水荡漾轻柔，

极尽妩媚之能事，如绸缎般抚摩着众

生的五脏六肺，文人墨客不禁会滋生

“柔情似水”的美文名赋。但当水震怒

之时，却如千军万马一般，无坚不

摧。繁华都市可以被破坏得满目疮

痍，惨不忍睹；一座座巍巍的高山可

以因泥石流爆发而狼藉不堪。黄河是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每一场洪水的

泛滥，它都像一头桀骜不逊的猛兽吞

噬无数的良田，让大量的民众流离失

所，痛不欲生。这就是对森林长期乱

砍乱伐，不保护生态环境所作出的回

应— —惩罚。

深谙政治权谋的历代统治者，从

水的正负效应中悟出君主生存的智

慧，注意缓和与普通老百姓的关系。

除了迷惑人心的君权神授之外，又顺

应民心，减少苛捐杂税，劳身心以安

天下，及时调整统治政治政策。“念笃

危则思谦冲而自牧，乐盘游则思三思

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简

能择善，虚怀若谷，居安思危”。以德

守天下，适时缓解与老百姓的矛盾，

以一种敬畏之心，取信于民。

包容莫若水。俗话说，有容乃

大。涓涓细流，从山涧流出，慢慢汇

成汹涌激流，浩浩荡荡奔向大海。这

是包容的典范。这一路上泥沙俱下，

清浊不分，一并注入，如果缺乏海纳

百川的雅量，一味清高自许，那么清

泉就永远只能唱几首缠绵的小夜曲，

无法谱出蓝色多瑙河的辉煌乐章。只

有虚怀若谷的心态才最终能够承接风

帆浮隐，直接天际，排筏连绵，翩若

游龙的美丽之象，产生“茫茫彭蠡容天

地，白浪苍风湿天际”的无限意趣。

当然水的包容也是有限度的，这

从许多江河泥沙淤积，水体污染可以

得到印证。正因为一味强调水的容纳

性，于是人类不断地考验水的承载胸

怀。垃圾废水大量涌进江河湖泊，造

成严重的水体污染。一些昔日的人居

天堂，在人为的作用下，逐渐变成重

灾区，迫使人们流离失所，远离家

乡。家园成了一阕梦中的幻象，成了

游子夜夜相思的泪。

丽多彩的文化遗产。多少风起云涌，

也在这里你方唱罢我登场，九曲黄河

以它的“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决

龙门”而成为历来人类仰视的心理高

度。黄帝在这里创造了仰韶文化而成

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唐代文化是当时

世界文化的高峰，丝绸之路在这里延

伸，六朝故都在这里诞生。“风在吼，

马在啸，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慷慨激昂的歌声和着黄河的怒潮激励

着勇敢无畏的中华民族儿女与强权作

战，立下不朽的功勋。

万里长江，似一条矫健的苍龙，

伸展在千回百转的崇山峻岭之间，和

黄河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陶

冶无数的风流人物。荆楚文化培育出

春秋的庄骚文化，开创浪漫主义的先

河，陶渊明、李白、苏轼等文人骚客

为长江抒写了无数的诗篇。“远度荆门

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

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富饶的物

产，旖旎的风光，使这里遍布佛道名

山，也使长江流域成为中国经济走上

世界先进行列的战略基地。三峡工程

的一系列世界之最使之跻身于世界超

级工程前列。

恒河，是印度文明的摇篮，是

“印度的母亲”和天界上流动到人间的

“圣河”，它用丰沛的河水哺育着两岸

的土地，人们世世代代在这里劳动生

息，创造出闻名世界的印度文明，诗

人歌者行吟于河畔，众多的宗教神话

传说为这里抹上神秘的色彩。泰戈尔

用爱的诗篇为世界文坛注入新鲜的血

液。

世界的文明，正是由无数浩瀚的

长河引申发扬。民族的风骨、思想、

迷失的自己。

水是众生的乐土，造星的摇篮。

有水流的地方，就有生命的存在。人

类的发展史，总是与河流相伴而行。

外国文化如此，中国文化亦然。河流

就像源源不断的乳汁，滋养着人类的

文明，孕育着社会的繁荣，水荣则人

气旺，物产丰；水竭则人气衰，万物

枯。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

华民族的摇篮，是五千年文化的最大

源头，它塑造了中华民族粗旷勇敢、

勤劳、淳朴、坚强热情的气质。从春

秋战国到南宋一直是历代政治经济文

化和交通的重心所在，为世人留下绚

分昼夜奔流。它强大的气势和锐不可

挡的气概吸引四面八方的有情水心甘

情愿加盟，壮大为精捍勇猛的黑马，

披荆斩棘，开山辟道，一路凯歌。见

识的广博使它拥有了深度和广度；逆

境奋进让它学会了包容；需要与被需

要使它懂得了感恩；承载万物造就了

沉重的责任感；人为生物圈的破坏会

激发它不可饶恕的狂暴；强烈的柔情

赋予它外平内动的暗流。它真实地活

着，创造着，也破坏着，它诗意地行

吟，从古至今，荡漾着多少诗情画

意，侠骨柔肠，演绎出诸多的悲欢离

合，见证着无数的历史变迁，终于，

衍为智慧的哲者。阅读水，就是阅读

一首恢弘的史诗，就是聆听一曲波澜

壮阔的交响曲，也是让你找到了曾经

曾经站在窗前，欣赏早晨阳光下

的树叶，几滴露珠晶莹剔透，树下几

条小虫集聚一起，仰头向上若有所

待。一滴露珠适时滴下，小虫尽情吸

允甘露，躯体舒展着，煞是可爱。我

不禁心有所动，对这滴露珠充满真诚

的致意。

每一滴水都有一颗心，它们是自

然界的精灵，与芸芸众生产生心灵的

共鸣，被爱与关爱构成彼此之间最纯

最美的乐章。水是博爱的化身。水对

万物没有贫富贵贱之分，它滋润万

物，涵养生命，平等地对待众生，它

对每一个受施者都报以深切的关怀，

亲近它,就可听到生命拔节的声音。水

汇入江河 ，形成勇往直前的水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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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性格和襟怀总是与本土的河流

息息相关。

水是最可敬畏的。“水能载舟，也

能覆舟”。水能承载万物，也能颠覆一

切。当风和日丽之际，水荡漾轻柔，

极尽妩媚之能事，如绸缎般抚摩着众

生的五脏六肺，文人墨客不禁会滋生

“柔情似水”的美文名赋。但当水震怒

之时，却如千军万马一般，无坚不

摧。繁华都市可以被破坏得满目疮

痍，惨不忍睹；一座座巍巍的高山可

以因泥石流爆发而狼藉不堪。黄河是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每一场洪水的

泛滥，它都像一头桀骜不逊的猛兽吞

噬无数的良田，让大量的民众流离失

所，痛不欲生。这就是对森林长期乱

砍乱伐，不保护生态环境所作出的回

应— —惩罚。

深谙政治权谋的历代统治者，从

水的正负效应中悟出君主生存的智

慧，注意缓和与普通老百姓的关系。

除了迷惑人心的君权神授之外，又顺

应民心，减少苛捐杂税，劳身心以安

天下，及时调整统治政治政策。“念笃

危则思谦冲而自牧，乐盘游则思三思

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简

能择善，虚怀若谷，居安思危”。以德

守天下，适时缓解与老百姓的矛盾，

以一种敬畏之心，取信于民。

包容莫若水。俗话说，有容乃

大。涓涓细流，从山涧流出，慢慢汇

成汹涌激流，浩浩荡荡奔向大海。这

是包容的典范。这一路上泥沙俱下，

清浊不分，一并注入，如果缺乏海纳

百川的雅量，一味清高自许，那么清

泉就永远只能唱几首缠绵的小夜曲，

无法谱出蓝色多瑙河的辉煌乐章。只

有虚怀若谷的心态才最终能够承接风

帆浮隐，直接天际，排筏连绵，翩若

游龙的美丽之象，产生“茫茫彭蠡容天

地，白浪苍风湿天际”的无限意趣。

当然水的包容也是有限度的，这

从许多江河泥沙淤积，水体污染可以

得到印证。正因为一味强调水的容纳

性，于是人类不断地考验水的承载胸

怀。垃圾废水大量涌进江河湖泊，造

成严重的水体污染。一些昔日的人居

天堂，在人为的作用下，逐渐变成重

灾区，迫使人们流离失所，远离家

乡。家园成了一阕梦中的幻象，成了

游子夜夜相思的泪。

丽多彩的文化遗产。多少风起云涌，

也在这里你方唱罢我登场，九曲黄河

以它的“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决

龙门”而成为历来人类仰视的心理高

度。黄帝在这里创造了仰韶文化而成

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唐代文化是当时

世界文化的高峰，丝绸之路在这里延

伸，六朝故都在这里诞生。“风在吼，

马在啸，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慷慨激昂的歌声和着黄河的怒潮激励

着勇敢无畏的中华民族儿女与强权作

战，立下不朽的功勋。

万里长江，似一条矫健的苍龙，

伸展在千回百转的崇山峻岭之间，和

黄河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陶

冶无数的风流人物。荆楚文化培育出

春秋的庄骚文化，开创浪漫主义的先

河，陶渊明、李白、苏轼等文人骚客

为长江抒写了无数的诗篇。“远度荆门

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

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富饶的物

产，旖旎的风光，使这里遍布佛道名

山，也使长江流域成为中国经济走上

世界先进行列的战略基地。三峡工程

的一系列世界之最使之跻身于世界超

级工程前列。

恒河，是印度文明的摇篮，是

“印度的母亲”和天界上流动到人间的

“圣河”，它用丰沛的河水哺育着两岸

的土地，人们世世代代在这里劳动生

息，创造出闻名世界的印度文明，诗

人歌者行吟于河畔，众多的宗教神话

传说为这里抹上神秘的色彩。泰戈尔

用爱的诗篇为世界文坛注入新鲜的血

液。

世界的文明，正是由无数浩瀚的

长河引申发扬。民族的风骨、思想、

迷失的自己。

水是众生的乐土，造星的摇篮。

有水流的地方，就有生命的存在。人

类的发展史，总是与河流相伴而行。

外国文化如此，中国文化亦然。河流

就像源源不断的乳汁，滋养着人类的

文明，孕育着社会的繁荣，水荣则人

气旺，物产丰；水竭则人气衰，万物

枯。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

华民族的摇篮，是五千年文化的最大

源头，它塑造了中华民族粗旷勇敢、

勤劳、淳朴、坚强热情的气质。从春

秋战国到南宋一直是历代政治经济文

化和交通的重心所在，为世人留下绚

分昼夜奔流。它强大的气势和锐不可

挡的气概吸引四面八方的有情水心甘

情愿加盟，壮大为精捍勇猛的黑马，

披荆斩棘，开山辟道，一路凯歌。见

识的广博使它拥有了深度和广度；逆

境奋进让它学会了包容；需要与被需

要使它懂得了感恩；承载万物造就了

沉重的责任感；人为生物圈的破坏会

激发它不可饶恕的狂暴；强烈的柔情

赋予它外平内动的暗流。它真实地活

着，创造着，也破坏着，它诗意地行

吟，从古至今，荡漾着多少诗情画

意，侠骨柔肠，演绎出诸多的悲欢离

合，见证着无数的历史变迁，终于，

衍为智慧的哲者。阅读水，就是阅读

一首恢弘的史诗，就是聆听一曲波澜

壮阔的交响曲，也是让你找到了曾经

曾经站在窗前，欣赏早晨阳光下

的树叶，几滴露珠晶莹剔透，树下几

条小虫集聚一起，仰头向上若有所

待。一滴露珠适时滴下，小虫尽情吸

允甘露，躯体舒展着，煞是可爱。我

不禁心有所动，对这滴露珠充满真诚

的致意。

每一滴水都有一颗心，它们是自

然界的精灵，与芸芸众生产生心灵的

共鸣，被爱与关爱构成彼此之间最纯

最美的乐章。水是博爱的化身。水对

万物没有贫富贵贱之分，它滋润万

物，涵养生命，平等地对待众生，它

对每一个受施者都报以深切的关怀，

亲近它,就可听到生命拔节的声音。水

汇入江河 ，形成勇往直前的水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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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面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

夜”提出积极进取的仁义观。

孟子凭水观王道“禹思天下有溺

者，犹己溺之”……

水在世界人民的挖掘和天才的发

挥下，足以编成一部新的《四库全

把荣国府整理得井井有条，没有“三煞

六面”的看家本领，谁把她放在眼里，

黛玉空有一身傲骨，只能哀吟“质本洁

来还洁去”，终日以泪洗面。把水的善

变应用于商场战场往往也会因其扑溯

迷离而让对手防不胜防，难识庐山真

面目，为既定计划的实施赢得时间和

机遇。

水是最团结的。一滴水落在地上

转瞬就化为乌有，但进入江河湖泊，

却能产生无穷的力量，不由你不产生

发自内心的敬畏。但当山泉初出涧时

谁也不把它当一回事，顶多将之视为

天真活泼的小孩罢了，谁能预测它未

来广阔的前景。好在智者善于传道解

惑，为后辈提供好多可以借鉴的至理

名言。诸如“涓涓细流成大海”“水积而

鱼聚”等便成为有志者案头座右铭，在

他们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注意团队

的合作和人才的挖掘。无论是力量

型，完美型或者是和平型的人，都可

以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来赢得团队

伙伴的支持，取得个人与团队的共同

成功。完美型的唐僧就是在孙悟空、

猪八戒、沙僧、白马等的帮助下取得

了西天取经的重大成功。

圣 经 说 “ 水 要 多 滋 生 有 生 命 的

物”，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拉伯劳克

博曾经提出了“水为万物之母”的理

论。

中国的智者老子透过水表达出生

存品位的追求是“生，静，柔，弱”；

庄子在《秋水篇》中静观默察得出盈

亏之道，成败得失的理性判断。认为

“道人不闻，至德不得，大人无已”。

正因为他们有海一样的胸怀和先知先

觉的慧智，能领悟到宇宙的极点，看

破生存之道，从而得逍遥之乐。

水的温柔是众所周知的，“柔情似水”

是个久用不厌的词语。水像母爱一样

滋润着我们，热时凉水沁人心脾；冷

时，一杯热水可以驱走最难熬的冰

冻，暖身也暖心。水可谓善解人意。

但正如水善于处下以柔制刚，赢得越

来越多的口碑，朝着既定的目标辗转

往复汇聚百川时，也会引起顽石山峦

的考验。此时水可以有两种思路：或

者绕道而行，保持柔的本性；当然有

时会此路不通。那么水便会把自己武

装起来，蜕变成一头猛兽左冲右突，

冲垮层层的封锁线，向着前方挺进。

有时也许会是困兽犹斗，但敢于向权

威挑战毕竟是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自有震撼人心的

诗意美感和磅礴气势。这就难怪一代

枭雄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时能激

发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一代

伟人毛泽东则挥写出“浪遏飞舟”的壮美

诗篇，并缔造出以少胜多，迂回曲折的

战争神话，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善于

从自然现象中衍生出深厚的人生哲

理，并学以致用，让这把智慧的火炬

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燃烧不息。

水是最适应环境的。水如处女，

温柔绕指；水顺地而流，物顺水如

流；水无常形，因物成型；水无常

态，因情而变。虽为水，形态却变化

万千，时而是漫天飞雪，婀娜多姿；

时而是凛冽的寒霜，催红满山的枫

叶，检验“凌冬而不凋”的劲松；时而

又“雾锁池边柳”，让人堕入唐诗宋词

的阴郁；时而柔情万丈，时而又“冷若

冰霜”，让人不寒而栗。以不变应万变

是上上策略，但有时难免有捉襟见肘

之虞。事物在不停变化，应对方法也

须调整，随物赋形，遇境而当。凤姐

这就引发人们对包容进行换位思

维。在学习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

际，又要充分理解人们有限的心理承

受能力，不能有恃无恐，而必须有一

颗感恩之心，呵护至善至美的善良广

博。

水是最谦卑的。“江海所以能成

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为

百谷王”；“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

须其言下也”；“夫唯不争，故天下莫

能与之争”。老子是中国智慧的代表人

物，他善于由此及彼，水就是其悟道

的最佳媒介。他所省悟的人生法则和

行为准则，即便在现代社会也有它广

泛的市场，在人性张扬的年代更显得

异军突起。辩证地学习可以让自己减

少更多的敌意，争取更多的发展空

间，并且时时得到更多的指点。当然

这种处世哲学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法宝。有时候一味的逆来顺受，却

也会丧失更多的机会。辩证地学习，

或者更进一步去挖掘水的内涵，将更

有助于我们取得更大的成功。比如一

方面有节制地卑下自律的同时，也适

当张起个性的大旗。

水是至柔至刚，勇往直前的。

“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坚强莫之能

胜”。“抽刀断水水更流”是水至柔的诠

释；而“滴水穿石”是水至刚的写照。

Water is paradise for all life and cradle for 

satellites. Where there is waterßow, there 

is life. History of human beings is always 

connected with rivers, no matter it is western 

or Chinese culture. River, just as the inces-

sant milk, mourish civilization of human 

beings and breed prosperity of society. If 

there is more water, there will be more 

people and more products, and vise verse.

Yellow River is the mother river as well as 

the cradle of Chinese people. As the 

origin of five thousands years of culture, it 

shapes fine qualities of Chinese people 

with bravery, delligence, simplicity persis-

tence and eagerness. From the time of 

Spring and Autumn till the South Song, it 

is the center of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transportation for every dynasty, 

reserving much bright and brilliant cultural 

heritage for people. It generates so much 

rising wind and scudding clouds that take 

turns to present on stage. The twisted 

Yellow River, meantime, with its “coming 

from west and determine Kunlun and 

howling tens of thousands miles deter-

mine Longmen”, reach the mental height 

of human beings through history. The 

Yellow Emperor created civilization of 

Yangshao here and became the ancestor 

of Chinese people. Civilization of Tang 

Dynasty, the culmination of world 

civilization, its Silk Road came into being 

here, its capital gained the due weight in 

six dynasties. “The wind is growling, the 

horse is howling, Yellow River is roaring, 

Yellow River is roaring”, such passionate 

song, with the angry tides of the Yellow 

River, inspired valorous Chinese people to 

fight against threatening power and estab-

lish everlasting achievements.

else water of brotherhood everywhere 

willingly to join. Thus, they turn as a saga-

cious, vigorous, and brave, black horse, 

surmount all hardships, start new roads 

and sing triumphant songs on the way. 

Rich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let it gain 

depth and width; struggling in setbacks 

encourages it to be tolerant; wants and 

be wanted inspire it to understand grati-

tude; bearing all things makes its Þerc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environmental 

damage of human beings spurs its 

horrible fury; intensified softness endows 

it secret currents that are mild outside 

while restless inside. It exists, creates, and 

ruins as its own; it goes and sings poeti-

cally. Through all ages, it ripples much 

meaning of poetic paintings, and heroic 

softness, shows much of sweets and 

sorrows, separations and gathering and 

witnesses much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end, it turns out as a sage of wisdom. 

Reading water is like reading a grand 

epic,like listening to a marvelous sym-

phony and thus will help us to find the 

lost self.

书》，人们在不断增加它的内涵和外延

的同时，也意味着人类自身的进步。

善待水吧!把自己想象成一颗美丽

的水晶，拥有最美丽的晶体，将“上善

若水”的理念渗透到人生的每一个环

节！

Once in a morning, I was standing at the 

window and appreciating leaves in the 

sunshine.Several dewdrops were glitter-

ed.Several worms were getting together 

and all looked up for something.At a right 

moment, one of the dewdrops would fall 

down, and a worm would catch and suck 

it delightfully. Lovely was that the worm's 

body stretching out, and by no means I 

can hardly touched by the drop and pay 

my tribute to it.

Every dewdrop has its own heart. They 

are spirits of nature who resonate with all 

common lives, and create the purest, the 

most beautiful music for each other. Water 

is the incarnation of all-loves. Rather than 

divide things into rich and poor, or high 

and low, it moistens everything, nourishes 

and equally treats everyone, cares ever-

yone in deep attention. Close to it, one 

can hear sound of the coming up of 

being. Water streams gather together, 

become waterways going forwards, 

mighty flowing day and night. Such 

powerful,unstoppable manner at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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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面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

夜”提出积极进取的仁义观。

孟子凭水观王道“禹思天下有溺

者，犹己溺之”……

水在世界人民的挖掘和天才的发

挥下，足以编成一部新的《四库全

把荣国府整理得井井有条，没有“三煞

六面”的看家本领，谁把她放在眼里，

黛玉空有一身傲骨，只能哀吟“质本洁

来还洁去”，终日以泪洗面。把水的善

变应用于商场战场往往也会因其扑溯

迷离而让对手防不胜防，难识庐山真

面目，为既定计划的实施赢得时间和

机遇。

水是最团结的。一滴水落在地上

转瞬就化为乌有，但进入江河湖泊，

却能产生无穷的力量，不由你不产生

发自内心的敬畏。但当山泉初出涧时

谁也不把它当一回事，顶多将之视为

天真活泼的小孩罢了，谁能预测它未

来广阔的前景。好在智者善于传道解

惑，为后辈提供好多可以借鉴的至理

名言。诸如“涓涓细流成大海”“水积而

鱼聚”等便成为有志者案头座右铭，在

他们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注意团队

的合作和人才的挖掘。无论是力量

型，完美型或者是和平型的人，都可

以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来赢得团队

伙伴的支持，取得个人与团队的共同

成功。完美型的唐僧就是在孙悟空、

猪八戒、沙僧、白马等的帮助下取得

了西天取经的重大成功。

圣 经 说 “ 水 要 多 滋 生 有 生 命 的

物”，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拉伯劳克

博曾经提出了“水为万物之母”的理

论。

中国的智者老子透过水表达出生

存品位的追求是“生，静，柔，弱”；

庄子在《秋水篇》中静观默察得出盈

亏之道，成败得失的理性判断。认为

“道人不闻，至德不得，大人无已”。

正因为他们有海一样的胸怀和先知先

觉的慧智，能领悟到宇宙的极点，看

破生存之道，从而得逍遥之乐。

水的温柔是众所周知的，“柔情似水”

是个久用不厌的词语。水像母爱一样

滋润着我们，热时凉水沁人心脾；冷

时，一杯热水可以驱走最难熬的冰

冻，暖身也暖心。水可谓善解人意。

但正如水善于处下以柔制刚，赢得越

来越多的口碑，朝着既定的目标辗转

往复汇聚百川时，也会引起顽石山峦

的考验。此时水可以有两种思路：或

者绕道而行，保持柔的本性；当然有

时会此路不通。那么水便会把自己武

装起来，蜕变成一头猛兽左冲右突，

冲垮层层的封锁线，向着前方挺进。

有时也许会是困兽犹斗，但敢于向权

威挑战毕竟是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自有震撼人心的

诗意美感和磅礴气势。这就难怪一代

枭雄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时能激

发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一代

伟人毛泽东则挥写出“浪遏飞舟”的壮美

诗篇，并缔造出以少胜多，迂回曲折的

战争神话，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善于

从自然现象中衍生出深厚的人生哲

理，并学以致用，让这把智慧的火炬

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燃烧不息。

水是最适应环境的。水如处女，

温柔绕指；水顺地而流，物顺水如

流；水无常形，因物成型；水无常

态，因情而变。虽为水，形态却变化

万千，时而是漫天飞雪，婀娜多姿；

时而是凛冽的寒霜，催红满山的枫

叶，检验“凌冬而不凋”的劲松；时而

又“雾锁池边柳”，让人堕入唐诗宋词

的阴郁；时而柔情万丈，时而又“冷若

冰霜”，让人不寒而栗。以不变应万变

是上上策略，但有时难免有捉襟见肘

之虞。事物在不停变化，应对方法也

须调整，随物赋形，遇境而当。凤姐

这就引发人们对包容进行换位思

维。在学习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

际，又要充分理解人们有限的心理承

受能力，不能有恃无恐，而必须有一

颗感恩之心，呵护至善至美的善良广

博。

水是最谦卑的。“江海所以能成

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为

百谷王”；“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

须其言下也”；“夫唯不争，故天下莫

能与之争”。老子是中国智慧的代表人

物，他善于由此及彼，水就是其悟道

的最佳媒介。他所省悟的人生法则和

行为准则，即便在现代社会也有它广

泛的市场，在人性张扬的年代更显得

异军突起。辩证地学习可以让自己减

少更多的敌意，争取更多的发展空

间，并且时时得到更多的指点。当然

这种处世哲学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法宝。有时候一味的逆来顺受，却

也会丧失更多的机会。辩证地学习，

或者更进一步去挖掘水的内涵，将更

有助于我们取得更大的成功。比如一

方面有节制地卑下自律的同时，也适

当张起个性的大旗。

水是至柔至刚，勇往直前的。

“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坚强莫之能

胜”。“抽刀断水水更流”是水至柔的诠

释；而“滴水穿石”是水至刚的写照。

Water is paradise for all life and cradle for 

satellites. Where there is waterßow, there 

is life. History of human beings is always 

connected with rivers, no matter it is western 

or Chinese culture. River, just as the inces-

sant milk, mourish civilization of human 

beings and breed prosperity of society. If 

there is more water, there will be more 

people and more products, and vise verse.

Yellow River is the mother river as well as 

the cradle of Chinese people. As the 

origin of five thousands years of culture, it 

shapes fine qualities of Chinese people 

with bravery, delligence, simplicity persis-

tence and eagerness. From the time of 

Spring and Autumn till the South Song, it 

is the center of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transportation for every dynasty, 

reserving much bright and brilliant cultural 

heritage for people. It generates so much 

rising wind and scudding clouds that take 

turns to present on stage. The twisted 

Yellow River, meantime, with its “coming 

from west and determine Kunlun and 

howling tens of thousands miles deter-

mine Longmen”, reach the mental height 

of human beings through history. The 

Yellow Emperor created civilization of 

Yangshao here and became the ancestor 

of Chinese people. Civilization of Tang 

Dynasty, the culmination of world 

civilization, its Silk Road came into being 

here, its capital gained the due weight in 

six dynasties. “The wind is growling, the 

horse is howling, Yellow River is roaring, 

Yellow River is roaring”, such passionate 

song, with the angry tides of the Yellow 

River, inspired valorous Chinese people to 

fight against threatening power and estab-

lish everlasting achievements.

else water of brotherhood everywhere 

willingly to join. Thus, they turn as a saga-

cious, vigorous, and brave, black horse, 

surmount all hardships, start new roads 

and sing triumphant songs on the way. 

Rich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let it gain 

depth and width; struggling in setbacks 

encourages it to be tolerant; wants and 

be wanted inspire it to understand grati-

tude; bearing all things makes its Þerc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environmental 

damage of human beings spurs its 

horrible fury; intensified softness endows 

it secret currents that are mild outside 

while restless inside. It exists, creates, and 

ruins as its own; it goes and sings poeti-

cally. Through all ages, it ripples much 

meaning of poetic paintings, and heroic 

softness, shows much of sweets and 

sorrows, separations and gathering and 

witnesses much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end, it turns out as a sage of wisdom. 

Reading water is like reading a grand 

epic,like listening to a marvelous sym-

phony and thus will help us to find the 

lost self.

书》，人们在不断增加它的内涵和外延

的同时，也意味着人类自身的进步。

善待水吧!把自己想象成一颗美丽

的水晶，拥有最美丽的晶体，将“上善

若水”的理念渗透到人生的每一个环

节！

Once in a morning, I was standing at the 

window and appreciating leaves in the 

sunshine.Several dewdrops were glitter-

ed.Several worms were getting together 

and all looked up for something.At a right 

moment, one of the dewdrops would fall 

down, and a worm would catch and suck 

it delightfully. Lovely was that the worm's 

body stretching out, and by no means I 

can hardly touched by the drop and pay 

my tribute to it.

Every dewdrop has its own heart. They 

are spirits of nature who resonate with all 

common lives, and create the purest, the 

most beautiful music for each other. Water 

is the incarnation of all-loves. Rather than 

divide things into rich and poor, or high 

and low, it moistens everything, nourishes 

and equally treats everyone, cares ever-

yone in deep attention. Close to it, one 

can hear sound of the coming up of 

being. Water streams gather together, 

become waterways going forwards, 

mighty flowing day and night. Such 

powerful,unstoppable manner at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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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ed his pursuit in existence faith as 

“life, serenity, mildness, weakness”. 

Zhuangzi, in “The article of autumn water”, 

quietly observed the principle of surplus 

and deÞcit and attain the reasonable 

judgment of success and failure. He 

believed that “The man who understands 

the avenue does not want to be famous 

all over the world，A man of noble 

character does not care about gains and 

losses.A calm person can forget himsel

f。” It is because they have a sea-like 

broad vision and the wisdom of predi-

cation. They can understand the acme of 

the cosmos, see through the way of 

survival and then have the happiness of 

freedom.

Confucius faced “Thus things flow away 

day and night” and put forwards the 

positive and value of benevolence for human 

progress.

Mencius, through water, perceive the 

doctrine of emperor, “Yu think about people 

drown in water and as himself has been 

drown.”…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dig out and 

outstandingly utilize water, which is 

enough for a new Si Ku Quan Shu. Con-

stantly addition of people to water's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means the 

progresses of human beings itself.

Be kind to water! Just imagine that you 

are a beautiful crystal that possesses the 

most beautiful body to hold it. Therefore, 

practice the belief, “the greatest kindness 

is like water” in every stage of our life!

Song. Sometimes it will be as mild as tens 

of thousands high while sometimes it will 

be “as cold as ice and frost” and makes 

people trembling even it is not very cold. 

The highest strategy is deal with the 

changeable with the unchangeable. But it 

is unavoidable that there will be worries 

about no good choices. Things are con-

tinuously change thus one should change 

the way to handle them as the changes of 

shapes of things and different situations. 

Sister Feng can settle the Mansion of 

Rong in order is because her excellent 

ability of “Three looks and six faces”. 

Otherwise, no one will care about her. 

Daiyu, with arrogance, can only sadly 

sings, “The essence is coming from the 

purity and going to the purity”, thus she 

will wash her face with tears all day. 

Applying water's skillfulness of changes in 

businesses and wars, one can make situa-

tions indistinct and perplex rivalries. 

Because they cannot penetrate the real 

face of Mount Lu, one can win time and 

chances to lay down plans. 

Water is the most united. A drop will 

vanish totally as soon as it falls down on 

the ground. Yet, as it enters into the rivers 

and lakes, you can't help respecting the 

immense power it produces. When mount-

ain spring in the initiative comes out, no 

one will take it in their minds, at most 

regard it as a naive and lively child. No 

one can predict its promising and vast 

future. It is fortunate that the sages are 

adept in preaching doctrines and solving 

problems, therefore they provide many 

pearls of wisdom for younger generation 

to follow. For instance, “streams will be 

great sea”, “accumulate water and fishes 

gather together” are mottos for those 

who have wills to encourage them to 

pursue their own successes, at the same 

time, pay attention to cooperation and 

dig out talents. No matter one is strong, 

perfect, or moderate, they can win sup-

ports form their teams and fellows 

depending on their charming charac-

teristics and finally reach achievements of 

their own and their team. Perfect Tang-

seng is the very example because he 

reached the important victory of attain-

ment of Buddhist scriptures with the assis-

tance of Sunwukong, Zhubajie, Shaseng 

and Baima.

Bible said that, “Water should nurture the 

lively things”, British physics James La 

borlaug kebo once put forwards theory 

as “Water is mother of everything.”

Laozi, Chinese sage, through water, 

weather is hot and drive out the unbear-

able frozenness by a cup of hot water 

that warm both the body and soul. Thus 

water is considerate. Yet, the reason caused 

mountains and stones' despiteful-ness is 

that water is so good at being humble to 

overcome the solidness by softness to win 

more acknowledgements, and twist, gather 

hundreds of streams to reach its goal. At 

this time, there are two ways for water: in 

one aspect, take another path which will 

be longer and keep mild. But sometimes 

it will be blocked. Hence, in another aspect, 

water can arms itself and change to be a 

ferocious beast, running forwards right 

and left, break through every blockade line 

and continuously proceed. Sometimes, 

water will be like a sleepy beast that is still 

going to struggle for success, but the 

bravery to challenge the authority, actually, 

is a moving-on spirit, “The man of honor 

will strive constantly for self-improvement 

as the tenaciousness of heaven. Naturally, 

it will bring a poetic sense of beauty that 

shakes human minds and a tremendous 

manner. No wonder that “In the east stone 

to observe the boundless sea” will inspire 

ambition of the hero, Cao Cao that 

“Though now I am old, my will is in 

thousand miles away.” No wonder that 

our great man, Mao Zedong will valorously 

wrote the remarkable poems,“Waves 

suppress down boats”, and hence create 

much tortuous and distort legends of 

wars as few can win man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people are a nation of wisdom 

and good at developing insightful 

philosophy of life from natural pheno-

mena. They will learn and practice the 

philosophy and pass on the torch of 

wisdom which will be burning forever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Water is the most adaptable to the 

environment. Water, like a maiden, is 

gentle and mild. It will flow depends on 

the earth and everything flows depend 

on it. There is no fixed shape of water 

whereas it shaped by things; there is no 

fixed state of water whereas it changed by 

situations. Even though it is water, its state 

changes a lot. Sometimes it is the flying 

snow spreading the sky in elegant 

postures; sometimes it is the brisk frost 

that reddens mountains of maples and 

tests their strength, “in winter but not in 

withering”; sometimes it is “the fog that 

locks willow near the pool”, and drag people 

into depression of poems of Tang and 

gradually become severely-afflicted areas, 

people have to frequently move here and 

there and keep far away from home. The 

concept of hometown, merely as the illu-

sion in dreams, has become traveling 

men's nights of missing tears.

That will enlighten people to think of 

tolerance from contradictory perspectives. 

Learning water's “Sea-like tolerate to 

thousands streams, and being tolerate is 

being great,”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fully comprehend people's psychological 

enduring capacity. We should not secure 

in the knowledge that one has strong 

backing but to obtain a grateful heart and 

protect the most beautiful and the kindest 

width.

Water is the most modest. “Rivers and the 

sea can be the king of water because they 

are in the place of downstream.” “Thus 

when one wants to be a sage, one should 

take advices from those inferior to them.” 

“Because one does not contest with other 

people, thus all people like him or her so 

that one can win all.” Laozi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wisdom. With 

the best media, water, he was good at 

mastering different things in a com-

prehensive way. The law of life and the 

principles of behavior that he has realized 

still hold a wide market share in the 

modern society and are more prominent 

in the humanity-displaying present. Study 

of dialectic will reduce hostility, gain more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ourselves and 

more enlightenments at any time. 

However, such way to conduct oneself in 

the society is not always workable every-

where. Sometimes, pocketing an insult 

blindly will let oneself lose chances. 

Dialectically studying or further extending 

significance of water can benefit us to be 

more successful. For example, one should 

be, on one hand, humbly and disciplinarily 

control the self and on the other hand, 

appropriately wave the flag of persona-

lities. 

Water is the softest as well as the solidest. 

It is always going on and never stops. 

“Nothing is softer than water; nothing can 

win water in strength.” “Take out sword to 

cut down water just to make it flow” is the 

best illustration of water's softness while 

“Water constantly dripping wears holes in 

stone” is portrayal of water's solidness. It is 

well-known that water is gentle. “Gentle as 

water” is a phrase that on one will be fed 

up to use it. Water, like mother nourish us, 

refresh our minds by its cool when the 

of Chinese people, each of its floods, as 

an unruly beast, swallow many good 

fields, which cause many people lose their 

hometowns and taste great pains. This is 

water's response and punishment to long-

term cutting trees and other environ-

mentally-damaged behaviors of human.

Through past dynasties, rulers who were 

conversant with strategies of politics and 

power could grasp the wisdom of 

emperor's survivals from water's plus and 

minus effects, and attended to ease the 

relationship with common people. Except 

the bewildering divine right of Kings, they 

would fulfill wishes of common people, 

lessened the exorbitant taxes and levies, 

worked excessively hard with their soul 

and body to ensure the peace of the 

country and adjusted political strategies in 

time.“Select a talented person and appoint 

him，Listen to good advice，Think of 

danger in a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Guarding their countries by morality, with 

a respectful heart, they would soften the 

conflicts with common people and finally 

gained their trust.

Nothing is more tolerant than water. 

There is a proverb that “being tolerant, 

being great”. Little creeks, from gaps of 

mountains, gradually become raging 

surges, mightily rush to the sea. Such is 

the outstanding example of tolerance. In 

this process, of course there is a mingling 

of mud and sand, the good and the bad, 

the clear and the obscure. They all come 

into the water. If lack of tolerance to hug 

everything and keep self-contained, the 

clear spring will only sing sentimental songs 

forever and will not compose music like 

Blue Danube. Only modesty can yield the 

beautiful scene that winds are swaying 

the boats into and out of sights towards 

sides of the sky, rows of rafts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elegantly moving like a 

dragon. Thus, it can produce infinite 

meaning and interest as “Hazy Pengli 

withholds the whole world and white 

waves wet sides of the sky. ” 

Of course, water is not always tolerant to 

all things, which can be proved by sedi-

ments of mud and sand, and the water 

pollutions. It is because that we overly 

emphasis water's tolerance that human 

beings will constantly test its bosom of 

bearing things. Lots of rubbish and 

effluent, flocking into rivers and lakes, 

causes serious water pollution. Because 

some past heaven-like residence of 

people, after the destruction of mankind, 

The Yangzi River, a strong and vigorous 

dragon,stretching in innumerably-twisting 

mountains, with the Yellow River, is the 

pride of Chinese people, and mould 

innumerable great men. Civilization of 

Jingchu cultivated Zhuangsao in the 

Period of Spring and Autumn, and 

heralded romanticism—Tao Yuanming, Li 

Bai, Su Shi and many other literary Þgures 

had created many works for Yangzi River. 

“Travel far away to cross Jingmen, up and 

down in Chu. Mountains go on and plains 

broaden, then river ßows to large waste-

land. Under the moon ßying is mirror, 

clouds is for junction with sea building. 

Still pitiful for water from my hometown, 

and walk thousands miles say good-bye 

to a boat.” Abundant products, gorgeous 

landscapes make Yangzi Valley full of 

famous mountains for Buddhism, and 

help it to be the strategic base for China 

to gain place as one of the developed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Three Gorges 

Project, because of a series of best 

records, has been one of the advanced 

engineering program in the world. 

The Ganges River is the cradle of Indian 

civilization, the mother river of India and 

the “Saint River” that originates from 

Heaven and flows to the earthly world. It 

cultivates lands of both sides with plentiful 

water so that people of generations can 

live and work here, and create the well-

known Indian civilization. Poets and 

singers are singing at the bank and thou-

sands of religious legends have added 

mysterious colors here. Tagore injects new 

blood with poems of love for the world 

literary arena. 

Civilization of world indeed is generated 

and developed from innumerable torren-

tial long rivers. Style, thinking, spirits, 

characteristics and mind bosom of a 

nationality are always associated with 

local rivers.

Water is the most respectable. “Water can 

support a boat as well as throw it.” Water 

can bear and overturn everything. When 

it is fine and warm, water will ripple softly 

and like silks touching vital organs of human 

body, be as graceful as it can. Thus, men 

of letters will write fine discourses. How-

ever, when water is angry, it will be a large 

number of mounted and foot soldiers, 

destroy however solid things. Luxury 

metropolis will be in devastation and high 

mountains here and there will be in 

horrible disorder due to debris flow. 

Although Yellow River is the mother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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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ed his pursuit in existence faith as 

“life, serenity, mildness, weakness”. 

Zhuangzi, in “The article of autumn water”, 

quietly observed the principle of surplus 

and deÞcit and attain the reasonable 

judgment of success and failure. He 

believed that “The man who understands 

the avenue does not want to be famous 

all over the world，A man of noble 

character does not care about gains and 

losses.A calm person can forget himsel

f。” It is because they have a sea-like 

broad vision and the wisdom of predi-

cation. They can understand the acme of 

the cosmos, see through the way of 

survival and then have the happiness of 

freedom.

Confucius faced “Thus things flow away 

day and night” and put forwards the 

positive and value of benevolence for human 

progress.

Mencius, through water, perceive the 

doctrine of emperor, “Yu think about people 

drown in water and as himself has been 

drown.”…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dig out and 

outstandingly utilize water, which is 

enough for a new Si Ku Quan Shu. Con-

stantly addition of people to water's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means the 

progresses of human beings itself.

Be kind to water! Just imagine that you 

are a beautiful crystal that possesses the 

most beautiful body to hold it. Therefore, 

practice the belief, “the greatest kindness 

is like water” in every stage of our life!

Song. Sometimes it will be as mild as tens 

of thousands high while sometimes it will 

be “as cold as ice and frost” and makes 

people trembling even it is not very cold. 

The highest strategy is deal with the 

changeable with the unchangeable. But it 

is unavoidable that there will be worries 

about no good choices. Things are con-

tinuously change thus one should change 

the way to handle them as the changes of 

shapes of things and different situations. 

Sister Feng can settle the Mansion of 

Rong in order is because her excellent 

ability of “Three looks and six faces”. 

Otherwise, no one will care about her. 

Daiyu, with arrogance, can only sadly 

sings, “The essence is coming from the 

purity and going to the purity”, thus she 

will wash her face with tears all day. 

Applying water's skillfulness of changes in 

businesses and wars, one can make situa-

tions indistinct and perplex rivalries. 

Because they cannot penetrate the real 

face of Mount Lu, one can win time and 

chances to lay down plans. 

Water is the most united. A drop will 

vanish totally as soon as it falls down on 

the ground. Yet, as it enters into the rivers 

and lakes, you can't help respecting the 

immense power it produces. When mount-

ain spring in the initiative comes out, no 

one will take it in their minds, at most 

regard it as a naive and lively child. No 

one can predict its promising and vast 

future. It is fortunate that the sages are 

adept in preaching doctrines and solving 

problems, therefore they provide many 

pearls of wisdom for younger generation 

to follow. For instance, “streams will be 

great sea”, “accumulate water and fishes 

gather together” are mottos for those 

who have wills to encourage them to 

pursue their own successes, at the same 

time, pay attention to cooperation and 

dig out talents. No matter one is strong, 

perfect, or moderate, they can win sup-

ports form their teams and fellows 

depending on their charming charac-

teristics and finally reach achievements of 

their own and their team. Perfect Tang-

seng is the very example because he 

reached the important victory of attain-

ment of Buddhist scriptures with the assis-

tance of Sunwukong, Zhubajie, Shaseng 

and Baima.

Bible said that, “Water should nurture the 

lively things”, British physics James La 

borlaug kebo once put forwards theory 

as “Water is mother of everything.”

Laozi, Chinese sage, through water, 

weather is hot and drive out the unbear-

able frozenness by a cup of hot water 

that warm both the body and soul. Thus 

water is considerate. Yet, the reason caused 

mountains and stones' despiteful-ness is 

that water is so good at being humble to 

overcome the solidness by softness to win 

more acknowledgements, and twist, gather 

hundreds of streams to reach its goal. At 

this time, there are two ways for water: in 

one aspect, take another path which will 

be longer and keep mild. But sometimes 

it will be blocked. Hence, in another aspect, 

water can arms itself and change to be a 

ferocious beast, running forwards right 

and left, break through every blockade line 

and continuously proceed. Sometimes, 

water will be like a sleepy beast that is still 

going to struggle for success, but the 

bravery to challenge the authority, actually, 

is a moving-on spirit, “The man of honor 

will strive constantly for self-improvement 

as the tenaciousness of heaven. Naturally, 

it will bring a poetic sense of beauty that 

shakes human minds and a tremendous 

manner. No wonder that “In the east stone 

to observe the boundless sea” will inspire 

ambition of the hero, Cao Cao that 

“Though now I am old, my will is in 

thousand miles away.” No wonder that 

our great man, Mao Zedong will valorously 

wrote the remarkable poems,“Waves 

suppress down boats”, and hence create 

much tortuous and distort legends of 

wars as few can win man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people are a nation of wisdom 

and good at developing insightful 

philosophy of life from natural pheno-

mena. They will learn and practice the 

philosophy and pass on the torch of 

wisdom which will be burning forever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Water is the most adaptable to the 

environment. Water, like a maiden, is 

gentle and mild. It will flow depends on 

the earth and everything flows depend 

on it. There is no fixed shape of water 

whereas it shaped by things; there is no 

fixed state of water whereas it changed by 

situations. Even though it is water, its state 

changes a lot. Sometimes it is the flying 

snow spreading the sky in elegant 

postures; sometimes it is the brisk frost 

that reddens mountains of maples and 

tests their strength, “in winter but not in 

withering”; sometimes it is “the fog that 

locks willow near the pool”, and drag people 

into depression of poems of Tang and 

gradually become severely-afflicted areas, 

people have to frequently move here and 

there and keep far away from home. The 

concept of hometown, merely as the illu-

sion in dreams, has become traveling 

men's nights of missing tears.

That will enlighten people to think of 

tolerance from contradictory perspectives. 

Learning water's “Sea-like tolerate to 

thousands streams, and being tolerate is 

being great,”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fully comprehend people's psychological 

enduring capacity. We should not secure 

in the knowledge that one has strong 

backing but to obtain a grateful heart and 

protect the most beautiful and the kindest 

width.

Water is the most modest. “Rivers and the 

sea can be the king of water because they 

are in the place of downstream.” “Thus 

when one wants to be a sage, one should 

take advices from those inferior to them.” 

“Because one does not contest with other 

people, thus all people like him or her so 

that one can win all.” Laozi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wisdom. With 

the best media, water, he was good at 

mastering different things in a com-

prehensive way. The law of life and the 

principles of behavior that he has realized 

still hold a wide market share in the 

modern society and are more prominent 

in the humanity-displaying present. Study 

of dialectic will reduce hostility, gain more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ourselves and 

more enlightenments at any time. 

However, such way to conduct oneself in 

the society is not always workable every-

where. Sometimes, pocketing an insult 

blindly will let oneself lose chances. 

Dialectically studying or further extending 

significance of water can benefit us to be 

more successful. For example, one should 

be, on one hand, humbly and disciplinarily 

control the self and on the other hand, 

appropriately wave the flag of persona-

lities. 

Water is the softest as well as the solidest. 

It is always going on and never stops. 

“Nothing is softer than water; nothing can 

win water in strength.” “Take out sword to 

cut down water just to make it flow” is the 

best illustration of water's softness while 

“Water constantly dripping wears holes in 

stone” is portrayal of water's solidness. It is 

well-known that water is gentle. “Gentle as 

water” is a phrase that on one will be fed 

up to use it. Water, like mother nourish us, 

refresh our minds by its cool when the 

of Chinese people, each of its floods, as 

an unruly beast, swallow many good 

fields, which cause many people lose their 

hometowns and taste great pains. This is 

water's response and punishment to long-

term cutting trees and other environ-

mentally-damaged behaviors of human.

Through past dynasties, rulers who were 

conversant with strategies of politics and 

power could grasp the wisdom of 

emperor's survivals from water's plus and 

minus effects, and attended to ease the 

relationship with common people. Except 

the bewildering divine right of Kings, they 

would fulfill wishes of common people, 

lessened the exorbitant taxes and levies, 

worked excessively hard with their soul 

and body to ensure the peace of the 

country and adjusted political strategies in 

time.“Select a talented person and appoint 

him，Listen to good advice，Think of 

danger in a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Guarding their countries by morality, with 

a respectful heart, they would soften the 

conflicts with common people and finally 

gained their trust.

Nothing is more tolerant than water. 

There is a proverb that “being tolerant, 

being great”. Little creeks, from gaps of 

mountains, gradually become raging 

surges, mightily rush to the sea. Such is 

the outstanding example of tolerance. In 

this process, of course there is a mingling 

of mud and sand, the good and the bad, 

the clear and the obscure. They all come 

into the water. If lack of tolerance to hug 

everything and keep self-contained, the 

clear spring will only sing sentimental songs 

forever and will not compose music like 

Blue Danube. Only modesty can yield the 

beautiful scene that winds are swaying 

the boats into and out of sights towards 

sides of the sky, rows of rafts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elegantly moving like a 

dragon. Thus, it can produce infinite 

meaning and interest as “Hazy Pengli 

withholds the whole world and white 

waves wet sides of the sky. ” 

Of course, water is not always tolerant to 

all things, which can be proved by sedi-

ments of mud and sand, and the water 

pollutions. It is because that we overly 

emphasis water's tolerance that human 

beings will constantly test its bosom of 

bearing things. Lots of rubbish and 

effluent, flocking into rivers and lakes, 

causes serious water pollution. Because 

some past heaven-like residence of 

people, after the destruction of mankind, 

The Yangzi River, a strong and vigorous 

dragon,stretching in innumerably-twisting 

mountains, with the Yellow River, is the 

pride of Chinese people, and mould 

innumerable great men. Civilization of 

Jingchu cultivated Zhuangsao in the 

Period of Spring and Autumn, and 

heralded romanticism—Tao Yuanming, Li 

Bai, Su Shi and many other literary Þgures 

had created many works for Yangzi River. 

“Travel far away to cross Jingmen, up and 

down in Chu. Mountains go on and plains 

broaden, then river ßows to large waste-

land. Under the moon ßying is mirror, 

clouds is for junction with sea building. 

Still pitiful for water from my hometown, 

and walk thousands miles say good-bye 

to a boat.” Abundant products, gorgeous 

landscapes make Yangzi Valley full of 

famous mountains for Buddhism, and 

help it to be the strategic base for China 

to gain place as one of the developed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Three Gorges 

Project, because of a series of best 

records, has been one of the advanced 

engineering program in the world. 

The Ganges River is the cradle of Indian 

civilization, the mother river of India and 

the “Saint River” that originates from 

Heaven and flows to the earthly world. It 

cultivates lands of both sides with plentiful 

water so that people of generations can 

live and work here, and create the well-

known Indian civilization. Poets and 

singers are singing at the bank and thou-

sands of religious legends have added 

mysterious colors here. Tagore injects new 

blood with poems of love for the world 

literary arena. 

Civilization of world indeed is generated 

and developed from innumerable torren-

tial long rivers. Style, thinking, spirits, 

characteristics and mind bosom of a 

nationality are always associated with 

local rivers.

Water is the most respectable. “Water can 

support a boat as well as throw it.” Water 

can bear and overturn everything. When 

it is fine and warm, water will ripple softly 

and like silks touching vital organs of human 

body, be as graceful as it can. Thus, men 

of letters will write fine discourses. How-

ever, when water is angry, it will be a large 

number of mounted and foot soldiers, 

destroy however solid things. Luxury 

metropolis will be in devastation and high 

mountains here and there will be in 

horrible disorder due to debris flow. 

Although Yellow River is the mother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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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爷爷发现湖边上泛着浪花，还

腾起些许泡泡，他拨看草丛，发现是

一条暗沟，有脏水排进了湖里。爷爷

立刻跑到物业，把负责人拉到湖边，

叫他们立即顺着暗沟查查是从哪里流

来的污水。最终查出这暗沟通到湖边

的一幢别墅。物业人员通知这家主人

整改时，因这家主人是颇有权势的官

员，不理不睬。爷爷听说后，举着个

大牌子来到这幢别墅前，牌子上写着

一行大字：污染湖水是历史罪人。并

大声扬言要去北京告他们。这家的官

员见爷爷那阵势，胆怯了，连忙跑出

来赔礼倒歉，并保证当天就会将暗沟

封堵起来。

去年的夏天，我们这座城市一连

下了好多天的大雨，爷爷天天站在凉

台上看着那大雨从天而降。爷爷边看

边惋惜道：“唉！多好的雨水呀！就这

样白白流掉了！要是能把它储蓄起来

就好了！”

爷爷光感叹还不行，又拿起笔来

把他的想法写了出来，寄到了市长办

公室。不久市长办公室还真回了信，

说爷爷的建议很好，市政府已组织有

关专家讨论了，准备制定建设海绵城

市计划。

爷爷收到这封信后，笑得像年轻

人一样，他连连说：“现在的政府官员

真不错，能倾听民意，知道珍惜水，

爱惜水！这是造福后人，造福千秋的

好事呀!

看到爷爷高兴，我忙说：“爷爷，

我长大后一会像你一样珍惜水、爱水

的！“爷爷高兴得把我亲了一下说：”

别等长大，从现在就开始知道惜水爱

水！

“好！”我脆生生地答道 。

“哈哈！爱水自有后来人！”爷爷

得意地唱起了一句戏曲。

还有一次，小区楼下的一个消防

龙头漏水了，水哗哗地直流，爷爷听

说后，赶紧打电话到物业，通知他们

赶快修，又叫物业通知家家户户去接

水，以免水白白浪费掉了。然后拎着

家里的大桶小桶冲下了楼，临走还不

忘交待我妈妈，要她把衣服和菜拿下

楼去洗。

另外一次，物业修理水管，修好

后，放出来的水很浑浊，爸爸见状，

打开水管哗哗地放，想等水清了再

用。爷爷上来就对爸爸一顿臭骂，说

水不能这样白白流，以后家里要准备

点明矾，把浑水接起，用明矾放到里

面搅一搅，水就清了，照样可用，还

说，过去在乡下，逢天旱，就连这浑

水都是救命的宝呢！

我们小区挨着一个湖泊，爷爷每

天早晨和傍晚，就爱去湖边散散步，

每当他看到那一湖清水时，那眼睛都

变得痴迷起来。但是当他看到有人将

易拉罐或纸屑往湖里丢时，他的眼神

顿时变得愤怒起来，他会上前毫不客

气地指责人家，并勒命人家将弃物捞

上来，最后还会说上一气，说：这湖

好水是我们小区居民的福气，保护湖

水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等等。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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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惜水如命，这与他的出

生有关。听爷爷讲，他出生那一年逢

大旱，整整有五十天滴雨未下，不仅

河塘里的水都干涸了，就连井里的水

都见了底。方圆百里的人天天都把狗

绑起来游行，这是我们老家的求雨方

式。

也巧，就在爷爷出生的那一刻，

雨骤然降临了。因当时曾祖母的奶水

还没下来，爷爷饿得直哭，曾祖父赶

忙到雨地里接了一碗水，喝了一口放

在嘴里暖热了，再去喂爷爷。因为这

个缘故，爷爷取名为水生。

也许因爷爷是盼水而生，因水而

生的人，他这一辈子把水看得很重。

挂在嘴边的话总是：水是生命之源，

自然之源啊！没有水，就没有了这世

界，也就没有咱人类啊！我们一定要

珍惜水啊！

我妈妈曾对他说：“水又值不了

几个钱，多用它七吨八吨算什么？我

们出得起”。爷爷却反驳道：“这不是

钱不钱的问题。俗话说：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我们现在不珍惜水，后人

也就缺水或无水用了，那我们就成了

历史的罪人，那就会被后人骂的！那

我们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身了！”

爷爷珍惜水那真是有些过于苛

求。他在家里准备了好多桶和盆，凡

是洗澡、洗菜、洗衣后的水他都要装

起来，用于拖地和冲厕所。如果我们

解完小便后，恰巧桶里盆里没有存留

的水了，那爷爷也是不准我们用水冲

马桶的，说那太浪费水了，他会催促

我们全家都去解一次小便后，才能冲

一次抽水马桶。

冬天的时候，爷爷通常十天半月

才洗一次澡。当我们隔天就要冲澡

时，爷爷就说了：“这太浪费水了，天

气冷，又没出汗，何必要勤洗澡呢？

一个星期洗一次澡就行了。我们小时

候几个月才洗一次澡，身体还不是棒

棒的！”

有一次，物业通知停水，家家户

户都把能盛水的家伙都腾出来装水。

结果到时间又没停水。当然我们家装

的水都会利用起来，但有的家里为了

要用盛水的东西，就会把水白白倒

掉。这是人家的事，我们应该管不

着，爷爷却能联想到这一点，他气咻

咻地专程跑到物业去，大发雷霆，指

责他们误报军情，导致水的浪费。骂

得他们都抬不起头来，骂得全小区都

知道了我家有位惜水的爷爷。

文 | 汤礼春

爱
⽔
的
爷
爷

2018年12月刊



雅
韵

怡
情

63

E
LE

G
A

N
C

E
 &

 D
E
LIG

H
T

傍晚，爷爷发现湖边上泛着浪花，还

腾起些许泡泡，他拨看草丛，发现是

一条暗沟，有脏水排进了湖里。爷爷

立刻跑到物业，把负责人拉到湖边，

叫他们立即顺着暗沟查查是从哪里流

来的污水。最终查出这暗沟通到湖边

的一幢别墅。物业人员通知这家主人

整改时，因这家主人是颇有权势的官

员，不理不睬。爷爷听说后，举着个

大牌子来到这幢别墅前，牌子上写着

一行大字：污染湖水是历史罪人。并

大声扬言要去北京告他们。这家的官

员见爷爷那阵势，胆怯了，连忙跑出

来赔礼倒歉，并保证当天就会将暗沟

封堵起来。

去年的夏天，我们这座城市一连

下了好多天的大雨，爷爷天天站在凉

台上看着那大雨从天而降。爷爷边看

边惋惜道：“唉！多好的雨水呀！就这

样白白流掉了！要是能把它储蓄起来

就好了！”

爷爷光感叹还不行，又拿起笔来

把他的想法写了出来，寄到了市长办

公室。不久市长办公室还真回了信，

说爷爷的建议很好，市政府已组织有

关专家讨论了，准备制定建设海绵城

市计划。

爷爷收到这封信后，笑得像年轻

人一样，他连连说：“现在的政府官员

真不错，能倾听民意，知道珍惜水，

爱惜水！这是造福后人，造福千秋的

好事呀!

看到爷爷高兴，我忙说：“爷爷，

我长大后一会像你一样珍惜水、爱水

的！“爷爷高兴得把我亲了一下说：”

别等长大，从现在就开始知道惜水爱

水！

“好！”我脆生生地答道 。

“哈哈！爱水自有后来人！”爷爷

得意地唱起了一句戏曲。

还有一次，小区楼下的一个消防

龙头漏水了，水哗哗地直流，爷爷听

说后，赶紧打电话到物业，通知他们

赶快修，又叫物业通知家家户户去接

水，以免水白白浪费掉了。然后拎着

家里的大桶小桶冲下了楼，临走还不

忘交待我妈妈，要她把衣服和菜拿下

楼去洗。

另外一次，物业修理水管，修好

后，放出来的水很浑浊，爸爸见状，

打开水管哗哗地放，想等水清了再

用。爷爷上来就对爸爸一顿臭骂，说

水不能这样白白流，以后家里要准备

点明矾，把浑水接起，用明矾放到里

面搅一搅，水就清了，照样可用，还

说，过去在乡下，逢天旱，就连这浑

水都是救命的宝呢！

我们小区挨着一个湖泊，爷爷每

天早晨和傍晚，就爱去湖边散散步，

每当他看到那一湖清水时，那眼睛都

变得痴迷起来。但是当他看到有人将

易拉罐或纸屑往湖里丢时，他的眼神

顿时变得愤怒起来，他会上前毫不客

气地指责人家，并勒命人家将弃物捞

上来，最后还会说上一气，说：这湖

好水是我们小区居民的福气，保护湖

水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等等。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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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惜水如命，这与他的出

生有关。听爷爷讲，他出生那一年逢

大旱，整整有五十天滴雨未下，不仅

河塘里的水都干涸了，就连井里的水

都见了底。方圆百里的人天天都把狗

绑起来游行，这是我们老家的求雨方

式。

也巧，就在爷爷出生的那一刻，

雨骤然降临了。因当时曾祖母的奶水

还没下来，爷爷饿得直哭，曾祖父赶

忙到雨地里接了一碗水，喝了一口放

在嘴里暖热了，再去喂爷爷。因为这

个缘故，爷爷取名为水生。

也许因爷爷是盼水而生，因水而

生的人，他这一辈子把水看得很重。

挂在嘴边的话总是：水是生命之源，

自然之源啊！没有水，就没有了这世

界，也就没有咱人类啊！我们一定要

珍惜水啊！

我妈妈曾对他说：“水又值不了

几个钱，多用它七吨八吨算什么？我

们出得起”。爷爷却反驳道：“这不是

钱不钱的问题。俗话说：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我们现在不珍惜水，后人

也就缺水或无水用了，那我们就成了

历史的罪人，那就会被后人骂的！那

我们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身了！”

爷爷珍惜水那真是有些过于苛

求。他在家里准备了好多桶和盆，凡

是洗澡、洗菜、洗衣后的水他都要装

起来，用于拖地和冲厕所。如果我们

解完小便后，恰巧桶里盆里没有存留

的水了，那爷爷也是不准我们用水冲

马桶的，说那太浪费水了，他会催促

我们全家都去解一次小便后，才能冲

一次抽水马桶。

冬天的时候，爷爷通常十天半月

才洗一次澡。当我们隔天就要冲澡

时，爷爷就说了：“这太浪费水了，天

气冷，又没出汗，何必要勤洗澡呢？

一个星期洗一次澡就行了。我们小时

候几个月才洗一次澡，身体还不是棒

棒的！”

有一次，物业通知停水，家家户

户都把能盛水的家伙都腾出来装水。

结果到时间又没停水。当然我们家装

的水都会利用起来，但有的家里为了

要用盛水的东西，就会把水白白倒

掉。这是人家的事，我们应该管不

着，爷爷却能联想到这一点，他气咻

咻地专程跑到物业去，大发雷霆，指

责他们误报军情，导致水的浪费。骂

得他们都抬不起头来，骂得全小区都

知道了我家有位惜水的爷爷。

文 | 汤礼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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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北方山村，层林尽染中，

浓郁热烈的火柿盈枝，真可谓是秋日

里的一大盛景。山里人将采摘的新鲜

柿子去皮，或悬挂或平铺在太阳底下

晾晒，随着果肉逐渐软化、收紧，覆

盖柿皮结满白霜，一枚枚诱人的柿饼

便制作完成了。柿饼色泽灰白，掰开

是金黄透明、柔软、清香的胶质物，

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C等各类人体

所需的微量元素，生吃或蒸、煎、

炸、烤均可。

自打我记事起，表舅每年都会拎

着半蛇皮袋柿饼送到我家，这些亲人

们用双手催生出的美味，构成了我们

兄弟几个最甜蜜的成长回忆。母亲心

灵手巧，擅长用柿饼做小吃点心，她

最拿手的当属“油炸柿丁”。首先选取

干燥肉厚的柿饼数枚，去除蒂、核，

清理后切成大小适中的柿丁，放在淀

粉里打个滚儿备用。然后生火添油，

至六七成热时，拿筷子把柿丁夹起逐

一蘸上调制好的浆糊，入锅。炸至外

壳金黄，便可捞起沥油，盛盘即成。

经过母亲的精心烹饪，此时的柿丁闻

之香气扑鼻，沁人心脾；品之酥脆清

爽，口舌生津，口味偏甜的还可以稍

微撒上些白糖食用。

母亲每次炸完柿丁，都会给邻里

街坊送一些尝尝，她说好东西要与人

分享，你来我往才更有人情味儿。记

得有一年，母亲嘱咐大哥给独居的李

奶奶送油炸柿丁，大哥喊门不应，敲

门不开，觉得不妥便赶紧叫来几个邻

居撞开门进去，果不其然，一直患有

心脏病的李奶奶斜躺在地上一动不

动。大家伙儿掰开嘴喂救心丸，打电

话叫救护车，放正身体掐人中……李

奶奶终于缓过气来，在医院检查了一

番就回家休息了，她闻讯赶来的女儿

拉着我母亲的手说：“嫂子，您炸的这

柿丁不光暖心，还能救命啊！”

入秋以来，我的慢性肠炎愈加严

重，依照母亲的叮嘱，每天吃下几枚

冷储的柿丁，如同贴了一副“暖腹贴”，

倍感其健脾涩肠的功效。另外，家人

如遇腹寒泄泻，只要清啖数枚柿丁，

也能暖胃止泻，缓解病情。

我们习惯把母亲油炸的柿丁，称

之为“母爱柿丁”，因为这小小的金黄

丁儿里面，饱含着母亲的慈爱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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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无尽的孤独，奶奶没有哭，也没

有闹，只是静静地哄着三岁的父亲，

小心地侍候着梧桐树。每当说到这

里，奶奶便不再说，泪水顺着她的脸

庞流淌，而年幼的我却心安理得地躺

在奶奶的怀中，安然入梦。在梦里，

梧桐树美丽的花儿飘入我的怀中，香

香的、甜甜的……

奶奶为了年幼的父亲，留在了这

个有梧桐树的家，并听了爷爷临终时

奶奶的院子里有一棵梧桐树。夏

季的夜晚，奶奶拿个小蒲团坐在美丽

的梧桐树下，搂着幼小的我，开始给

我讲故事，什么嫦娥奔月啦，牛郎织

女啦，孟姜女哭长城啦……

听奶奶不止一次地和我唠叨：你

爷爷是条汉子，他是村里最好的人！

妞妞你知道吗，你爷爷生前平常没事

就喜欢摆弄院里的梧桐树！我那时对

奶奶的话似懂非懂，天真地问奶奶你

也喜欢梧桐树吗，奶奶说，傻孩子，

你爷爷喜欢，我当然也喜欢，我喜欢

梧桐树的一切，包括树上的鸟叫，树

上的小花，树的叶子，更喜欢树上那

一串串像玻璃小球一样的种子。

奶奶说起这些时，眼睛烁烁放

光，神思悠悠……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多次说过父

亲的生日“毒”，是个“克父”的人，她

说因为爷爷死的那天正是父亲三岁的

生日——尽管她一直很疼爱和娇惯父

亲。据说爷爷死的那年是大旱之年，

那天爷爷给梧桐树浇完水后感觉有些

饿，就吃了一碗父亲剩下的小米饭。

夜里，爷爷却肚子疼起来，疼的浑身

直冒汗。请了村里行医的孙老先生

来，喝下了一碗浓浓的、苦苦的药，

但爷爷还是扔下奶奶和不到三岁的父

亲咽气了。临死前，爷爷没有想到三

岁的父亲，竟然只嘱咐奶奶要好好侍

弄院里的梧桐树，因为那是祖先手上

种下的，原先祖先有话，不要让它枯

死，千万要好好侍弄！奶奶心肺欲

裂，含着眼泪点了点头。

爷爷去世那一年，奶奶才刚满十

八岁。一个人面对残酷的生活，面对

的话，继续精心侍弄梧桐树：浇水，

施肥……

“克父”的父亲长大了，成了乡拖

拉机站站长，而后又成了县木材公司

经理，这令寡居多年的奶奶感到自

豪。父亲想接奶奶进城，但奶奶总是

看着梧桐树说她离不开小村，离不开

这个院子。奶奶说到做到，她果然在

这个有梧桐树的小院一直住到去世。

后来听父亲说，奶奶和爷爷是“自

由恋爱”而结婚的。奶奶走亲戚时路过

屋前的梧桐树下遇见了爷爷，两人一

见钟情，私订终身。当然，那时侯爷

爷家还没有院子。在那个年代，奶奶

和爷爷是如何冲破各种束缚而走到一

起的，父亲没有说，我只有想象的

份。

1985年的一个春天，在一个梧桐

花开满小院的日子里，88岁的奶奶静

静地走完了她的一生，奶奶死得很安

详，是坐在梧桐树下和邻居闲聊着死

的。奶奶说着说着就没气了，没留一

句遗言。

我想，如果奶奶临终有遗言，肯

定会嘱咐后人侍弄好梧桐树。

奶奶走了，只剩下落寞的庭院和

庭院里的梧桐树。 

如今，站在奶奶的院子里，站在

梧桐树下，我怅然而又失落。那皱巴

干裂的树干，仿佛是奶奶满脸的皱

纹。眼前的世界模糊了，一阵风来，梧

桐花落了一地，梧桐树叶“哗啦、哗啦”

地响。我知道，那响声里有奶奶的幽怨

与哀愁，有爷爷的歌唱与吟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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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北方山村，层林尽染中，

浓郁热烈的火柿盈枝，真可谓是秋日

里的一大盛景。山里人将采摘的新鲜

柿子去皮，或悬挂或平铺在太阳底下

晾晒，随着果肉逐渐软化、收紧，覆

盖柿皮结满白霜，一枚枚诱人的柿饼

便制作完成了。柿饼色泽灰白，掰开

是金黄透明、柔软、清香的胶质物，

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C等各类人体

所需的微量元素，生吃或蒸、煎、

炸、烤均可。

自打我记事起，表舅每年都会拎

着半蛇皮袋柿饼送到我家，这些亲人

们用双手催生出的美味，构成了我们

兄弟几个最甜蜜的成长回忆。母亲心

灵手巧，擅长用柿饼做小吃点心，她

最拿手的当属“油炸柿丁”。首先选取

干燥肉厚的柿饼数枚，去除蒂、核，

清理后切成大小适中的柿丁，放在淀

粉里打个滚儿备用。然后生火添油，

至六七成热时，拿筷子把柿丁夹起逐

一蘸上调制好的浆糊，入锅。炸至外

壳金黄，便可捞起沥油，盛盘即成。

经过母亲的精心烹饪，此时的柿丁闻

之香气扑鼻，沁人心脾；品之酥脆清

爽，口舌生津，口味偏甜的还可以稍

微撒上些白糖食用。

母亲每次炸完柿丁，都会给邻里

街坊送一些尝尝，她说好东西要与人

分享，你来我往才更有人情味儿。记

得有一年，母亲嘱咐大哥给独居的李

奶奶送油炸柿丁，大哥喊门不应，敲

门不开，觉得不妥便赶紧叫来几个邻

居撞开门进去，果不其然，一直患有

心脏病的李奶奶斜躺在地上一动不

动。大家伙儿掰开嘴喂救心丸，打电

话叫救护车，放正身体掐人中……李

奶奶终于缓过气来，在医院检查了一

番就回家休息了，她闻讯赶来的女儿

拉着我母亲的手说：“嫂子，您炸的这

柿丁不光暖心，还能救命啊！”

入秋以来，我的慢性肠炎愈加严

重，依照母亲的叮嘱，每天吃下几枚

冷储的柿丁，如同贴了一副“暖腹贴”，

倍感其健脾涩肠的功效。另外，家人

如遇腹寒泄泻，只要清啖数枚柿丁，

也能暖胃止泻，缓解病情。

我们习惯把母亲油炸的柿丁，称

之为“母爱柿丁”，因为这小小的金黄

丁儿里面，饱含着母亲的慈爱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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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无尽的孤独，奶奶没有哭，也没

有闹，只是静静地哄着三岁的父亲，

小心地侍候着梧桐树。每当说到这

里，奶奶便不再说，泪水顺着她的脸

庞流淌，而年幼的我却心安理得地躺

在奶奶的怀中，安然入梦。在梦里，

梧桐树美丽的花儿飘入我的怀中，香

香的、甜甜的……

奶奶为了年幼的父亲，留在了这

个有梧桐树的家，并听了爷爷临终时

奶奶的院子里有一棵梧桐树。夏

季的夜晚，奶奶拿个小蒲团坐在美丽

的梧桐树下，搂着幼小的我，开始给

我讲故事，什么嫦娥奔月啦，牛郎织

女啦，孟姜女哭长城啦……

听奶奶不止一次地和我唠叨：你

爷爷是条汉子，他是村里最好的人！

妞妞你知道吗，你爷爷生前平常没事

就喜欢摆弄院里的梧桐树！我那时对

奶奶的话似懂非懂，天真地问奶奶你

也喜欢梧桐树吗，奶奶说，傻孩子，

你爷爷喜欢，我当然也喜欢，我喜欢

梧桐树的一切，包括树上的鸟叫，树

上的小花，树的叶子，更喜欢树上那

一串串像玻璃小球一样的种子。

奶奶说起这些时，眼睛烁烁放

光，神思悠悠……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多次说过父

亲的生日“毒”，是个“克父”的人，她

说因为爷爷死的那天正是父亲三岁的

生日——尽管她一直很疼爱和娇惯父

亲。据说爷爷死的那年是大旱之年，

那天爷爷给梧桐树浇完水后感觉有些

饿，就吃了一碗父亲剩下的小米饭。

夜里，爷爷却肚子疼起来，疼的浑身

直冒汗。请了村里行医的孙老先生

来，喝下了一碗浓浓的、苦苦的药，

但爷爷还是扔下奶奶和不到三岁的父

亲咽气了。临死前，爷爷没有想到三

岁的父亲，竟然只嘱咐奶奶要好好侍

弄院里的梧桐树，因为那是祖先手上

种下的，原先祖先有话，不要让它枯

死，千万要好好侍弄！奶奶心肺欲

裂，含着眼泪点了点头。

爷爷去世那一年，奶奶才刚满十

八岁。一个人面对残酷的生活，面对

的话，继续精心侍弄梧桐树：浇水，

施肥……

“克父”的父亲长大了，成了乡拖

拉机站站长，而后又成了县木材公司

经理，这令寡居多年的奶奶感到自

豪。父亲想接奶奶进城，但奶奶总是

看着梧桐树说她离不开小村，离不开

这个院子。奶奶说到做到，她果然在

这个有梧桐树的小院一直住到去世。

后来听父亲说，奶奶和爷爷是“自

由恋爱”而结婚的。奶奶走亲戚时路过

屋前的梧桐树下遇见了爷爷，两人一

见钟情，私订终身。当然，那时侯爷

爷家还没有院子。在那个年代，奶奶

和爷爷是如何冲破各种束缚而走到一

起的，父亲没有说，我只有想象的

份。

1985年的一个春天，在一个梧桐

花开满小院的日子里，88岁的奶奶静

静地走完了她的一生，奶奶死得很安

详，是坐在梧桐树下和邻居闲聊着死

的。奶奶说着说着就没气了，没留一

句遗言。

我想，如果奶奶临终有遗言，肯

定会嘱咐后人侍弄好梧桐树。

奶奶走了，只剩下落寞的庭院和

庭院里的梧桐树。 

如今，站在奶奶的院子里，站在

梧桐树下，我怅然而又失落。那皱巴

干裂的树干，仿佛是奶奶满脸的皱

纹。眼前的世界模糊了，一阵风来，梧

桐花落了一地，梧桐树叶“哗啦、哗啦”

地响。我知道，那响声里有奶奶的幽怨

与哀愁，有爷爷的歌唱与吟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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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掩藏着令人垂涎的美味。同时，

还得根据竹叶生长的方向，来判断哪

个方位可能有冬笋？两相结合，才能

让味蕾一偿所愿。

挖冬笋，考验的还有手力。不经

事的孩子，一发现冬笋，往往雀跃万

分，将冬笋一拔而出。可这么一来，

伤了根，来年便难保再有冬笋。有经

验的大人们，往往会告诫孩子，发现

冬笋后，先破开泥土，沿着冬笋的周

边，轻轻松土，再小心将冬笋取出。

如此一拉，来年还能丰收，方是长久

之道。

可见，要品尝美食，还得先费一

番功夫。

挖回来的冬笋，有炒肉，有熬汤

天一冷，心就雀跃起来。

说起来，这习惯还是源于儿时挖

冬笋的经历。如今，久居都市，双手

已多年不沾泥土。但每到冬天，心里

头还是蠢蠢欲动。

冬笋的美味，不尝不知道。金玉

白衣，蔬中一绝，说的便是冬笋。

可越是美好的事物，越是得之不

易。挖冬笋，可是苦活儿。其他季节

的笋，已然钻出地面，挖起来倒也不

费事；唯有冬笋，深埋泥土之下，挖

起来颇费功夫。

挖冬笋，考验的是眼力。笋尖将

出未出，将上头的泥土，拱出了一个

小包。若不细看，断难发现泥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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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鲜嫩得能令人咬掉舌头。但最受

欢迎的，还是和腊肉一起下锅炒。把

冬笋和腊肉都切成片后，在沸水里过

一遍，去掉杂质；再下锅翻炒，用辣

椒爆香，加入少许酱油提味。一会儿

的功夫，一盘腊肉炒冬笋便做成了。

鲜嫩的食材，如冬笋，要做成美

味，并不需要太繁琐的程序。相反，

越是简单，越能凸显出冬笋的鲜，腊

肉的香。所以，冬笋与腊肉的组合，

堪称绝配。一鲜一香，一嫩一咸，清

清的冬笋与浓烈的腊肉，在舌尖上交

织出一曲起伏回旋的乐曲。

这就是冬笋的魅力。有笋之冬，

是盛宴，也是乡愁。

面出现，但是却一直活跃他人的视角

里。而相反女主角“之华”更像是一个

配角，这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以平淡

如水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导演

给予的墨彩并不丰富，影片更多地聚

集在姐姐“之南”身上。但是当你看完

整个影片后，你会发现影片三代人的

线索是以“之华”这个人物作为纽带而

展开叙述，以之华的视觉角度而展开

剧情发展。逝世的之南代表了回忆、

过去和已逝的青春，而平庸的“之华”

则代表了现在的生活和未来将要发生

的故事。而人到中年，追忆似水年华

过后，回归平淡。电影名字更是一种

对现在生活问好的象征，是一种符号

的体现，表达出一种好好生活、努力

将未来过得更好的意愿。

电影中，之南对之华说的那句：

“愿你活成最好的样子”，更多像是通

过之华告知我们，以自己原本的模样

活得更好。

之南在初中毕业典礼上说：“相信

中学时代，对于每个人而言都将是终

生难忘，也无法替代的回忆。如果你

《你好，之华》这部影片上映之

后，褒贬不一，引发广大人们的热

议。导演岩井俊二曾说这是讲一个关

于错过的故事，而在我看来，影片更

多的是一种对青春的追忆与对时光流

逝的叹息。

姐姐袁之南离世时，留下一封信

和一张同学会邀请函。妹妹之华代替

姐姐参加时遇到了年少时的倾慕对象

尹川。回家后丈夫发现之华的社交软

件上有其他人暧昧的告白，与其发生

争执，并弄坏了手机。而后，之华以

之南名义通过书信向尹川倾诉日常发

生的琐事，并告知不用回信。收到信

的尹川把回信寄往之南的老家，被之

南女儿收到，同时以之南的名义回

信……往事通过书信再度重现，渐渐

揭开了两姐妹、三代人之间交相缠绕

的故事。

“之南”这个名字一直贯穿整部影

片，影片一开始通过之南的葬礼展开

叙述。在叙述往事部分，之南像是一

种青春美好的象征，闪耀犹如天之骄

子。虽然成年后的之南从未在片中正

问我未来的梦想和目标，我一下也没

办法说得特别具体，但我觉得这样很

好。这样我们的未来就有无限可能，

我们的人生选择丰富多彩。我们每个

人，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

将走在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上，也许

有的人能实现梦想，也许有的人不

能，人生有艰难的时候，也有痛苦的

时候，在那样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

定都会想起这个地方，这个让我们觉

得自己的梦想还有无限可能的地方，

这个让我们所有人都平等，尊贵，闪

耀的地方。”青春少年，前途一片迷茫

时，对未来希望的激情从不退却。处

在人生的开头，对人生充满了期待与

幻想，那就是青春。而人到中年时，

过去与未来一目了然，往事如同飞

尘，湮没在中年人疲惫的眼睛里。

人到中年，会比从前任何时候都

更加直接地感受到时光流逝、永不再

来，但不会惊慌，更多的是以一种平

静的目光看待，多了一份从容，逝者

归于岑寂，生者仍需前行，深情与幻

梦唯有寄予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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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掩藏着令人垂涎的美味。同时，

还得根据竹叶生长的方向，来判断哪

个方位可能有冬笋？两相结合，才能

让味蕾一偿所愿。

挖冬笋，考验的还有手力。不经

事的孩子，一发现冬笋，往往雀跃万

分，将冬笋一拔而出。可这么一来，

伤了根，来年便难保再有冬笋。有经

验的大人们，往往会告诫孩子，发现

冬笋后，先破开泥土，沿着冬笋的周

边，轻轻松土，再小心将冬笋取出。

如此一拉，来年还能丰收，方是长久

之道。

可见，要品尝美食，还得先费一

番功夫。

挖回来的冬笋，有炒肉，有熬汤

天一冷，心就雀跃起来。

说起来，这习惯还是源于儿时挖

冬笋的经历。如今，久居都市，双手

已多年不沾泥土。但每到冬天，心里

头还是蠢蠢欲动。

冬笋的美味，不尝不知道。金玉

白衣，蔬中一绝，说的便是冬笋。

可越是美好的事物，越是得之不

易。挖冬笋，可是苦活儿。其他季节

的笋，已然钻出地面，挖起来倒也不

费事；唯有冬笋，深埋泥土之下，挖

起来颇费功夫。

挖冬笋，考验的是眼力。笋尖将

出未出，将上头的泥土，拱出了一个

小包。若不细看，断难发现泥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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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鲜嫩得能令人咬掉舌头。但最受

欢迎的，还是和腊肉一起下锅炒。把

冬笋和腊肉都切成片后，在沸水里过

一遍，去掉杂质；再下锅翻炒，用辣

椒爆香，加入少许酱油提味。一会儿

的功夫，一盘腊肉炒冬笋便做成了。

鲜嫩的食材，如冬笋，要做成美

味，并不需要太繁琐的程序。相反，

越是简单，越能凸显出冬笋的鲜，腊

肉的香。所以，冬笋与腊肉的组合，

堪称绝配。一鲜一香，一嫩一咸，清

清的冬笋与浓烈的腊肉，在舌尖上交

织出一曲起伏回旋的乐曲。

这就是冬笋的魅力。有笋之冬，

是盛宴，也是乡愁。

面出现，但是却一直活跃他人的视角

里。而相反女主角“之华”更像是一个

配角，这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以平淡

如水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导演

给予的墨彩并不丰富，影片更多地聚

集在姐姐“之南”身上。但是当你看完

整个影片后，你会发现影片三代人的

线索是以“之华”这个人物作为纽带而

展开叙述，以之华的视觉角度而展开

剧情发展。逝世的之南代表了回忆、

过去和已逝的青春，而平庸的“之华”

则代表了现在的生活和未来将要发生

的故事。而人到中年，追忆似水年华

过后，回归平淡。电影名字更是一种

对现在生活问好的象征，是一种符号

的体现，表达出一种好好生活、努力

将未来过得更好的意愿。

电影中，之南对之华说的那句：

“愿你活成最好的样子”，更多像是通

过之华告知我们，以自己原本的模样

活得更好。

之南在初中毕业典礼上说：“相信

中学时代，对于每个人而言都将是终

生难忘，也无法替代的回忆。如果你

《你好，之华》这部影片上映之

后，褒贬不一，引发广大人们的热

议。导演岩井俊二曾说这是讲一个关

于错过的故事，而在我看来，影片更

多的是一种对青春的追忆与对时光流

逝的叹息。

姐姐袁之南离世时，留下一封信

和一张同学会邀请函。妹妹之华代替

姐姐参加时遇到了年少时的倾慕对象

尹川。回家后丈夫发现之华的社交软

件上有其他人暧昧的告白，与其发生

争执，并弄坏了手机。而后，之华以

之南名义通过书信向尹川倾诉日常发

生的琐事，并告知不用回信。收到信

的尹川把回信寄往之南的老家，被之

南女儿收到，同时以之南的名义回

信……往事通过书信再度重现，渐渐

揭开了两姐妹、三代人之间交相缠绕

的故事。

“之南”这个名字一直贯穿整部影

片，影片一开始通过之南的葬礼展开

叙述。在叙述往事部分，之南像是一

种青春美好的象征，闪耀犹如天之骄

子。虽然成年后的之南从未在片中正

问我未来的梦想和目标，我一下也没

办法说得特别具体，但我觉得这样很

好。这样我们的未来就有无限可能，

我们的人生选择丰富多彩。我们每个

人，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

将走在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上，也许

有的人能实现梦想，也许有的人不

能，人生有艰难的时候，也有痛苦的

时候，在那样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

定都会想起这个地方，这个让我们觉

得自己的梦想还有无限可能的地方，

这个让我们所有人都平等，尊贵，闪

耀的地方。”青春少年，前途一片迷茫

时，对未来希望的激情从不退却。处

在人生的开头，对人生充满了期待与

幻想，那就是青春。而人到中年时，

过去与未来一目了然，往事如同飞

尘，湮没在中年人疲惫的眼睛里。

人到中年，会比从前任何时候都

更加直接地感受到时光流逝、永不再

来，但不会惊慌，更多的是以一种平

静的目光看待，多了一份从容，逝者

归于岑寂，生者仍需前行，深情与幻

梦唯有寄予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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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也不知道跑了多少地方，

依然没将仪器卖出，克里斯拖着疲惫

的身子提着仪器回家时，妻子在一旁

只能无奈的叹息。从妻子的表情来看

我们不难想到，这样的场景似乎不是

第 一 次 了，可又能怎么

办呢？第二天

他提着仪器经

过 一 座 办 公 大

楼时，看到

里面走出来

的精英白领

都露出幸福

《当幸福来敲门》（The Pursuit 

of Happyness）取材自真实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就是当今美国黑人投资专

家Chris Gardner。我们曾经幻想过成

功者背后的艰辛，也曾经梦想过自己

获得成功的那一天，而这部电影适时

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让我们看到

了主人公在绝境中迎来生活的曙光！

电影的一开始，展现了一个家

庭最平淡的状态，丈夫与妻子早

已被生活磨去了激情的棱角，满

面的困倦和愁容无不在昭示着

生活的艰辛，虽然他们日子过

得没多幸福，但好在这么多年

也没有太多的痛苦。

克里斯·加德纳（威尔·史

密斯饰）早起送自己的儿

子到幼儿园后，就提着他

要 销 售 的 骨 密 度 测 定

仪 ， 开 始 了 一 天 的 奔

波。比B超检测的结果

要清晰一点的仪器，价

格却贵上一倍，这样的

仪 器 注 定 是 难 卖 出 去

的，连他自己都这么认

为。但他必须靠着销售这些仪器来

养家糊口，连放弃的权利都没有。

满足的微笑，忍不住上前询问一个开

豪车的成功人士，问他是干什么工作

的，那人回答他，自己是证券经纪

人！这让克里斯突然冒出一个疯狂的

念头，他是不是也可以同那些人一样

过上富足的生活，他是不是也可以做

到？

正巧一个机会降临到他面前，这

家证券公司正在招实习经纪人，有趣

的是，在那时候鲁比克方块风靡美

国，他凭借自己的小聪明偶然在其中

一位面试官面前将方块的六个面都拼

了出来，才得到了面试的机会。他怀

着不安和期待走进了会议室面试，他

和别人比起来真的没有什么优势，因

为某些原因他甚至连正装都没穿，但

他面试说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

“别人问我问题，我在不知道的情

况下会诚实的回答我不知道，但

我会去找寻答案，直到我弄明

白为止。”简短的一句话，概括

了他身上诚实和执着的品质，也

因为他后来机智有趣的回答，说

服了这家大公司聘用他。

本以为这就是生活的转

机，可还有更惨更糟糕的事情

等着他！家庭经济状况随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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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幸福来敲门

借了打车办事去了。

在这段岁月里，父子俩的对话也

很发人深思，印象最深刻的是克里斯

对儿子说的那段：“别让别人告诉你，

你成不了才，即使是我也不行。如果

你有梦想的话，你就要去捍卫它。那

些无所事事的人，想告诉你，你也成

不了大器。如果你有理想的话，就要

去努力实现它。”这段看似语无伦次的

对话，是克里斯的真实写照，那是他

奋斗的源泉，也是他遵守的准则。

正是这样的信念，让他最终被证

券公司留用，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将

这只有百分之五的渺小机会收入囊

中。当几位决策人宣布这一结果时，

短短的一两分钟的时间里，克里斯眼

眶的微红和他顿时松了一口气的疲惫

之态，以及他对几位决策人不停的感

谢，都在诉说着背后的苦难。而后，

那位借了钱的上司掏出钱包，将曾经

借他的5美元还给了他，这难道不是

好的开始？以后的一切都会顺顺利利

的，不是么？

影片的制片人马克科·雷蒙曾如此

评价影片：我不仅将之视为由贫转富

的故事，也将之视为一个动人的父子

故事。父子档上阵的电影不在少数，

然而《幸福来敲门》确是温情叙事之

外，平添了患难之中的酸楚，在平

淡、简单的叙述之中又包含着艰辛的

寓意。

所有的努力和坚强都是公然和命

运抗争的资本，付出就算不一定有收

获，但命运也会回馈你柳暗花明的香

气，请一定要相信！

租和账单的积累越来越差，妻子琳达

无法忍受这样的日子而离去，逐渐见

底的存款，生活的大山一座座向他逼

近，没给他一点喘息的机会，连他好

不容易得到的职位，也在发生着变

故，长达6个月的没有工资的培训实

习期，实习期过后20人只会留下1人

的残酷淘汰制，成功的机会微乎其

微，都不是当下的他能够承受的。他

开始犹豫，不敢拿生活去赌博一个到

最后不一定能得到的职位，更何况他

还要养儿子。

但最后他还是决定放手一搏，交

不起房租的他只好打包行李带着儿子

去住汽车旅馆，每天尽可能花少的时

间比别人先完成任务提前下班，再带

着仪器继续销售赚取生活费，这段地

狱般的日子，陪在他身边的儿子就是

他唯一的精神支柱。

正当情况逐渐好转时，在银行的

存款又因欠税被政府全数充公，他去

找从前的好友，让好友归还借他的

14美元，好友的无赖让他愤怒，让他

在儿子面前失态的歇斯底里，可见这

小小的14美元对他来说都无比重要。

拿不到钱的父子只好露宿街头。

在公共厕所里，克里斯铺了满地的卫

生纸，哄自己的儿子睡着后，他无助

的哭泣了。一个大男人，硬生生地被

生活逼出了眼泪，这一幕让人无比揪

心！也真正感受到了一分钱难倒英雄

汉的无奈！父子两人居无定所，睡过

公厕，睡过车站，也在教堂前排过长

队，住教堂提供的救济床位。

有一个镜头不得不提，他的上司

也在他经济紧缺时，因手头忘带钱

包，在公司门口将他仅剩的5美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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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也不知道跑了多少地方，

依然没将仪器卖出，克里斯拖着疲惫

的身子提着仪器回家时，妻子在一旁

只能无奈的叹息。从妻子的表情来看

我们不难想到，这样的场景似乎不是

第 一 次 了，可又能怎么

办呢？第二天

他提着仪器经

过 一 座 办 公 大

楼时，看到

里面走出来

的精英白领

都露出幸福

《当幸福来敲门》（The Pursuit 

of Happyness）取材自真实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就是当今美国黑人投资专

家Chris Gardner。我们曾经幻想过成

功者背后的艰辛，也曾经梦想过自己

获得成功的那一天，而这部电影适时

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让我们看到

了主人公在绝境中迎来生活的曙光！

电影的一开始，展现了一个家

庭最平淡的状态，丈夫与妻子早

已被生活磨去了激情的棱角，满

面的困倦和愁容无不在昭示着

生活的艰辛，虽然他们日子过

得没多幸福，但好在这么多年

也没有太多的痛苦。

克里斯·加德纳（威尔·史

密斯饰）早起送自己的儿

子到幼儿园后，就提着他

要 销 售 的 骨 密 度 测 定

仪 ， 开 始 了 一 天 的 奔

波。比B超检测的结果

要清晰一点的仪器，价

格却贵上一倍，这样的

仪 器 注 定 是 难 卖 出 去

的，连他自己都这么认

为。但他必须靠着销售这些仪器来

养家糊口，连放弃的权利都没有。

满足的微笑，忍不住上前询问一个开

豪车的成功人士，问他是干什么工作

的，那人回答他，自己是证券经纪

人！这让克里斯突然冒出一个疯狂的

念头，他是不是也可以同那些人一样

过上富足的生活，他是不是也可以做

到？

正巧一个机会降临到他面前，这

家证券公司正在招实习经纪人，有趣

的是，在那时候鲁比克方块风靡美

国，他凭借自己的小聪明偶然在其中

一位面试官面前将方块的六个面都拼

了出来，才得到了面试的机会。他怀

着不安和期待走进了会议室面试，他

和别人比起来真的没有什么优势，因

为某些原因他甚至连正装都没穿，但

他面试说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

“别人问我问题，我在不知道的情

况下会诚实的回答我不知道，但

我会去找寻答案，直到我弄明

白为止。”简短的一句话，概括

了他身上诚实和执着的品质，也

因为他后来机智有趣的回答，说

服了这家大公司聘用他。

本以为这就是生活的转

机，可还有更惨更糟糕的事情

等着他！家庭经济状况随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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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幸福来敲门

借了打车办事去了。

在这段岁月里，父子俩的对话也

很发人深思，印象最深刻的是克里斯

对儿子说的那段：“别让别人告诉你，

你成不了才，即使是我也不行。如果

你有梦想的话，你就要去捍卫它。那

些无所事事的人，想告诉你，你也成

不了大器。如果你有理想的话，就要

去努力实现它。”这段看似语无伦次的

对话，是克里斯的真实写照，那是他

奋斗的源泉，也是他遵守的准则。

正是这样的信念，让他最终被证

券公司留用，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将

这只有百分之五的渺小机会收入囊

中。当几位决策人宣布这一结果时，

短短的一两分钟的时间里，克里斯眼

眶的微红和他顿时松了一口气的疲惫

之态，以及他对几位决策人不停的感

谢，都在诉说着背后的苦难。而后，

那位借了钱的上司掏出钱包，将曾经

借他的5美元还给了他，这难道不是

好的开始？以后的一切都会顺顺利利

的，不是么？

影片的制片人马克科·雷蒙曾如此

评价影片：我不仅将之视为由贫转富

的故事，也将之视为一个动人的父子

故事。父子档上阵的电影不在少数，

然而《幸福来敲门》确是温情叙事之

外，平添了患难之中的酸楚，在平

淡、简单的叙述之中又包含着艰辛的

寓意。

所有的努力和坚强都是公然和命

运抗争的资本，付出就算不一定有收

获，但命运也会回馈你柳暗花明的香

气，请一定要相信！

租和账单的积累越来越差，妻子琳达

无法忍受这样的日子而离去，逐渐见

底的存款，生活的大山一座座向他逼

近，没给他一点喘息的机会，连他好

不容易得到的职位，也在发生着变

故，长达6个月的没有工资的培训实

习期，实习期过后20人只会留下1人

的残酷淘汰制，成功的机会微乎其

微，都不是当下的他能够承受的。他

开始犹豫，不敢拿生活去赌博一个到

最后不一定能得到的职位，更何况他

还要养儿子。

但最后他还是决定放手一搏，交

不起房租的他只好打包行李带着儿子

去住汽车旅馆，每天尽可能花少的时

间比别人先完成任务提前下班，再带

着仪器继续销售赚取生活费，这段地

狱般的日子，陪在他身边的儿子就是

他唯一的精神支柱。

正当情况逐渐好转时，在银行的

存款又因欠税被政府全数充公，他去

找从前的好友，让好友归还借他的

14美元，好友的无赖让他愤怒，让他

在儿子面前失态的歇斯底里，可见这

小小的14美元对他来说都无比重要。

拿不到钱的父子只好露宿街头。

在公共厕所里，克里斯铺了满地的卫

生纸，哄自己的儿子睡着后，他无助

的哭泣了。一个大男人，硬生生地被

生活逼出了眼泪，这一幕让人无比揪

心！也真正感受到了一分钱难倒英雄

汉的无奈！父子两人居无定所，睡过

公厕，睡过车站，也在教堂前排过长

队，住教堂提供的救济床位。

有一个镜头不得不提，他的上司

也在他经济紧缺时，因手头忘带钱

包，在公司门口将他仅剩的5美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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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丑陋女子。在与关内群雄喝绝交酒

喝到五十几碗时，一句“凭你也配和我

喝这绝交酒”后立马将鼠辈摔死墙上，

挑开与诸多高手相搏的起头，单单这

样的豪气就令人肃然敬畏，难怪金庸

把这一章命名为《虽万千人吾往矣》。

在《天龙八部》中，段誉初识乔

峰，就在你来我往的三十余碗烈酒中

义结金兰，金庸将此节定名为《剧饮

千杯男儿事》，堪称传神之笔。其实

相比乔帮主的天生海量，段公子本无

酒量，只是身怀六脉绝技，能将美酒

原数送出，而达千杯不醉。不过此等

饮法，暴殄天珍，必为酒徒所骂。除

了会六脉神功，段誉还是个值得羡慕

的人，不仅因为他贵为王子，而是因

为他乐观豁达，恒常以欣悦而仁爱之

心看世间万物。他对周遭环境和人

物，永远是抱着善意的好奇，不但对

自己的性命不过分在意，对自己的所

谓风度形象也毫不在意。他中了剧

毒，要设法逃出无量山搬救兵，不幸

掉入谷中，全无出路，他自忖没法活

命了，但看见谷内景致幽雅迷人，月

色溶湖、丛花吐艳，竟然高兴起来，感

到葬身于此，实在无憾。段誉爱上王语

嫣是一见钟情，他先听到的是她的声

音，于是爱上她的声音，然后见了她的

人，进而爱上她的人，他对王语嫣的痴

情，更像人们对爱情本身的定义。

金庸书中，杨过的酒量也是不错

的，但比起喝酒来他似乎更喜欢跟女

性朋友聊聊天，开开无伤大雅的玩

笑。我对杨过曾一度羡慕嫉妒恨，羡

慕的是他在江湖上有非常关心他和爱

他的人，还有那么多貌美如花心底善

良的女性朋友；嫉妒的是他不仅仅是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气王无疑是

乔峰，这个人恩怨分明，胆识武功酒

量等都让常人无法望其项背，其大闹

聚贤庄的情节更是让我血脉贲张。那

时的我放下书本后便幻想自己已经得

到他那豪迈不羁、纵恣潇洒的英风，

于是不知天高地厚与家中自称酒神的

爷爷拼喝酒，没想到只连饮了三碗就

面红耳赤大汗淋漓，从此再也不敢言

“会须一饮三百杯”。虽然酒量不如人

意，但还是借着酒劲给爷爷大讲《天

龙八部》中乔峰在聚贤庄一战前的豪

气：乔峰端起一杯酒来说道：“这里众

家英雄，多有乔峰往日旧交，今日既

有见疑之意，咱们干杯绝交。哪一位

朋友要杀乔某的，先来对饮一碗，从

此而后，往日交情一笔勾销。我杀你

不是忘恩，你杀我不算负义。天下英

雄，俱为证见。”为救一个不相干的而

且很丑的女人，在知道聚贤庄中高手

云集为了对付自己，而仍然独自一人

前往，只为了让薛神医救这个不相干

一代宗师金庸去世了，笑傲江湖

成绝响，人间再无侠客行。

想当年金庸大师的“飞雪连天射

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系列武侠小

说，像一块块充满魔力的磁石，吸引

着调皮捣蛋、充满好奇与幻想的我与

之形影不离。我常恨自己为什么不生

在那个酒入侠肠、豪气盖天的年代

里，侠客的潇洒、意气、豪迈、多

情，甚至连失意都那么魅力无比，让

我从此每至夜间便侠梦连绵，放任乔

峰、杨过、郭靖、段誉、令狐冲等在

我的梦中快意恩仇、仗剑行天涯。

漫谈⾦庸笔下⼈物
文 | 龙玉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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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美大侠形象的他也喝酒，给我印

象最深的是为救武氏兄弟他单骑深入

敌营，边和忽必烈喝马乳酒边“舌战群

儒”，老实人也有惊艳辩驳的时候，即

使口齿愚钝，有一颗堂堂正正的心也

能 义正辞严。小说中这么写道：法王

等举碗放到口边。郭靖大袖一挥，劲

风过去，呛呛呛一阵响处，众人的酒

碗尽数摔在地下，跌得粉碎。郭靖大

声怒道:“住口！你蒙古兵侵宋以来，

残民之逞，白骨为墟，血流成河。我

大宋百姓家破人亡，不知有多少性命

送在你蒙古兵刀箭之下，说甚么吊民伐

罪，解民倒悬？”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金庸用郭靖的一生，诠释了这八个字。

最后还得说说那个除了吃喝嫖

赌、玩一下阴谋诡计之外，倒也不见

得有什么才干但总是遇难呈祥的小混

混韦小宝。韦小宝到底是怎样的人

物？顽童？小无赖？小流氓？还是天

才儿童？小小年纪，却成为康熙的心

腹大臣，又是天地会的香主，还在神

龙教中混了个白龙使当当。在各种势

力的争战中，他八面玲珑，到处讨

好，靠的是什么？读完书后我觉得他

首先靠的是义气。他不欺骗好友，系

念师门，不做有亏大义的事，而且对

人敬重和仗义疏财；其次靠的是知行

知止，知进知退。面对康熙这样的一

个英明人物，马屁不能不拍，但又不

能着痕迹。韦小宝就能做到这点，他

知道什么时候应表示什么态度，说什

么话；第三靠的是是知人善任，知己

知彼。韦小宝深知自己是靠拍马屁升

官的，而凡是有本事的人往往不喜欢

拍马屁，所以，赵良栋瞧不起韦小

宝，反而得到他的重用。更可贵的

是，他在赵良栋面前坦承自己一无是

处，连大字都不识一个，如此自我揭

短，岂不将手下的人感动得要死，不

为他卖命才怪呢。作家倪匡说：韦小

宝是一面镜子，人人在韦小宝这面镜

子之前，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谁

不 曾 说 过 谎 话 ？ 谁 又 不 曾 有 过 贪

念？……按照倪匡的看法，韦小宝其实

是一个率真的人，是一个英雄豪杰，

活生生的汉子。这么说来，一个市井

小混混，深得读者、观众的喜爱也就

不足为怪了。

大师远去，侠义长存。金庸的侠

客世界带给我的人生认知，让我一直

受益匪浅，他让我懂得了人性的复杂

与多变，知道了人生的各种不同寻

常，明白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

道理。

美男子，而且还是浪漫的化身，他为

爱小龙女，不怕受世俗的指责，甚至

看轻自己的生命，以死相随；恨的是

杨过是个完全主观而感情用事的人，

什么事应该去做、什么事不该做，完

全看他霎时感受，他认为别人轻视

他，他马上便要报复，至于别人有没

有恶意，报复是否过分，他完全不予

考虑。虽然杨过亦正亦邪，但我对他

还是很喜欢的，主要在于他的豪放不

羁、在于他对礼教的蔑视，还在于他

个人的成长。杨过的一生，从开始时

的青涩，到十六年后的成熟，尤其在

他父亲墓前的态度，是大家有目共睹

的。所以，看杨过，不应局限在他的

错，而更该立足于他错后的成长，这

是一个有血肉的人、有真性情的人，

这样的人值得读者去爱。

与杨过相对的是“傻小子”郭靖。

郭靖性格单纯，诚朴忠厚，处事缺乏

机变。可傻人有傻福，他不但练成了

一身卓绝的武功，而且还和古灵精怪

的黄蓉一见钟情。郭靖的经历，虽说

颇多奇遇，但大部分都是通过他自己

的努力和对时机准确判断把握得来

的，以他一个师从江南七怪十数年的

无名小辈，在短短数年间跨入绝顶高

手行列并在二次华山论剑时以两个三

百招与东邪北丐打个平手的水平，说

其是一个大智若愚之人当不为过。作

2018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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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丑陋女子。在与关内群雄喝绝交酒

喝到五十几碗时，一句“凭你也配和我

喝这绝交酒”后立马将鼠辈摔死墙上，

挑开与诸多高手相搏的起头，单单这

样的豪气就令人肃然敬畏，难怪金庸

把这一章命名为《虽万千人吾往矣》。

在《天龙八部》中，段誉初识乔

峰，就在你来我往的三十余碗烈酒中

义结金兰，金庸将此节定名为《剧饮

千杯男儿事》，堪称传神之笔。其实

相比乔帮主的天生海量，段公子本无

酒量，只是身怀六脉绝技，能将美酒

原数送出，而达千杯不醉。不过此等

饮法，暴殄天珍，必为酒徒所骂。除

了会六脉神功，段誉还是个值得羡慕

的人，不仅因为他贵为王子，而是因

为他乐观豁达，恒常以欣悦而仁爱之

心看世间万物。他对周遭环境和人

物，永远是抱着善意的好奇，不但对

自己的性命不过分在意，对自己的所

谓风度形象也毫不在意。他中了剧

毒，要设法逃出无量山搬救兵，不幸

掉入谷中，全无出路，他自忖没法活

命了，但看见谷内景致幽雅迷人，月

色溶湖、丛花吐艳，竟然高兴起来，感

到葬身于此，实在无憾。段誉爱上王语

嫣是一见钟情，他先听到的是她的声

音，于是爱上她的声音，然后见了她的

人，进而爱上她的人，他对王语嫣的痴

情，更像人们对爱情本身的定义。

金庸书中，杨过的酒量也是不错

的，但比起喝酒来他似乎更喜欢跟女

性朋友聊聊天，开开无伤大雅的玩

笑。我对杨过曾一度羡慕嫉妒恨，羡

慕的是他在江湖上有非常关心他和爱

他的人，还有那么多貌美如花心底善

良的女性朋友；嫉妒的是他不仅仅是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气王无疑是

乔峰，这个人恩怨分明，胆识武功酒

量等都让常人无法望其项背，其大闹

聚贤庄的情节更是让我血脉贲张。那

时的我放下书本后便幻想自己已经得

到他那豪迈不羁、纵恣潇洒的英风，

于是不知天高地厚与家中自称酒神的

爷爷拼喝酒，没想到只连饮了三碗就

面红耳赤大汗淋漓，从此再也不敢言

“会须一饮三百杯”。虽然酒量不如人

意，但还是借着酒劲给爷爷大讲《天

龙八部》中乔峰在聚贤庄一战前的豪

气：乔峰端起一杯酒来说道：“这里众

家英雄，多有乔峰往日旧交，今日既

有见疑之意，咱们干杯绝交。哪一位

朋友要杀乔某的，先来对饮一碗，从

此而后，往日交情一笔勾销。我杀你

不是忘恩，你杀我不算负义。天下英

雄，俱为证见。”为救一个不相干的而

且很丑的女人，在知道聚贤庄中高手

云集为了对付自己，而仍然独自一人

前往，只为了让薛神医救这个不相干

一代宗师金庸去世了，笑傲江湖

成绝响，人间再无侠客行。

想当年金庸大师的“飞雪连天射

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系列武侠小

说，像一块块充满魔力的磁石，吸引

着调皮捣蛋、充满好奇与幻想的我与

之形影不离。我常恨自己为什么不生

在那个酒入侠肠、豪气盖天的年代

里，侠客的潇洒、意气、豪迈、多

情，甚至连失意都那么魅力无比，让

我从此每至夜间便侠梦连绵，放任乔

峰、杨过、郭靖、段誉、令狐冲等在

我的梦中快意恩仇、仗剑行天涯。

漫谈⾦庸笔下⼈物
文 | 龙玉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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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美大侠形象的他也喝酒，给我印

象最深的是为救武氏兄弟他单骑深入

敌营，边和忽必烈喝马乳酒边“舌战群

儒”，老实人也有惊艳辩驳的时候，即

使口齿愚钝，有一颗堂堂正正的心也

能 义正辞严。小说中这么写道：法王

等举碗放到口边。郭靖大袖一挥，劲

风过去，呛呛呛一阵响处，众人的酒

碗尽数摔在地下，跌得粉碎。郭靖大

声怒道:“住口！你蒙古兵侵宋以来，

残民之逞，白骨为墟，血流成河。我

大宋百姓家破人亡，不知有多少性命

送在你蒙古兵刀箭之下，说甚么吊民伐

罪，解民倒悬？”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金庸用郭靖的一生，诠释了这八个字。

最后还得说说那个除了吃喝嫖

赌、玩一下阴谋诡计之外，倒也不见

得有什么才干但总是遇难呈祥的小混

混韦小宝。韦小宝到底是怎样的人

物？顽童？小无赖？小流氓？还是天

才儿童？小小年纪，却成为康熙的心

腹大臣，又是天地会的香主，还在神

龙教中混了个白龙使当当。在各种势

力的争战中，他八面玲珑，到处讨

好，靠的是什么？读完书后我觉得他

首先靠的是义气。他不欺骗好友，系

念师门，不做有亏大义的事，而且对

人敬重和仗义疏财；其次靠的是知行

知止，知进知退。面对康熙这样的一

个英明人物，马屁不能不拍，但又不

能着痕迹。韦小宝就能做到这点，他

知道什么时候应表示什么态度，说什

么话；第三靠的是是知人善任，知己

知彼。韦小宝深知自己是靠拍马屁升

官的，而凡是有本事的人往往不喜欢

拍马屁，所以，赵良栋瞧不起韦小

宝，反而得到他的重用。更可贵的

是，他在赵良栋面前坦承自己一无是

处，连大字都不识一个，如此自我揭

短，岂不将手下的人感动得要死，不

为他卖命才怪呢。作家倪匡说：韦小

宝是一面镜子，人人在韦小宝这面镜

子之前，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谁

不 曾 说 过 谎 话 ？ 谁 又 不 曾 有 过 贪

念？……按照倪匡的看法，韦小宝其实

是一个率真的人，是一个英雄豪杰，

活生生的汉子。这么说来，一个市井

小混混，深得读者、观众的喜爱也就

不足为怪了。

大师远去，侠义长存。金庸的侠

客世界带给我的人生认知，让我一直

受益匪浅，他让我懂得了人性的复杂

与多变，知道了人生的各种不同寻

常，明白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

道理。

美男子，而且还是浪漫的化身，他为

爱小龙女，不怕受世俗的指责，甚至

看轻自己的生命，以死相随；恨的是

杨过是个完全主观而感情用事的人，

什么事应该去做、什么事不该做，完

全看他霎时感受，他认为别人轻视

他，他马上便要报复，至于别人有没

有恶意，报复是否过分，他完全不予

考虑。虽然杨过亦正亦邪，但我对他

还是很喜欢的，主要在于他的豪放不

羁、在于他对礼教的蔑视，还在于他

个人的成长。杨过的一生，从开始时

的青涩，到十六年后的成熟，尤其在

他父亲墓前的态度，是大家有目共睹

的。所以，看杨过，不应局限在他的

错，而更该立足于他错后的成长，这

是一个有血肉的人、有真性情的人，

这样的人值得读者去爱。

与杨过相对的是“傻小子”郭靖。

郭靖性格单纯，诚朴忠厚，处事缺乏

机变。可傻人有傻福，他不但练成了

一身卓绝的武功，而且还和古灵精怪

的黄蓉一见钟情。郭靖的经历，虽说

颇多奇遇，但大部分都是通过他自己

的努力和对时机准确判断把握得来

的，以他一个师从江南七怪十数年的

无名小辈，在短短数年间跨入绝顶高

手行列并在二次华山论剑时以两个三

百招与东邪北丐打个平手的水平，说

其是一个大智若愚之人当不为过。作

2018年12月刊



饱满的食物，你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

么多的百岁老人，为什么玉龙雪山是

纳西族东巴文化尊崇的“三朵神”的化

身。

在古城，心变得格外柔软起来。

有一只马队经过，也是悠悠的。

没有城市道路上汽车驶过的那种狂妄

和毫不顾及。更令我感动的，马队后

面，有两个马队同伴在后面一路捡拾

马留下的粪便，放到自己携带的袋子

里。打扫干净后，他们才紧跑几步，

追赶上前面的队友。当我们呼唤文明

的时候，当我们呼唤道德的时候，更

多地应从自身做起。

离开丽江很长时间了，这幅画面

仍是我记忆中最美的画面。

古城的酒吧晚上是最热闹的，那

是另一片天地，音乐声歌舞声震耳欲

聋，在里面说话是听不见的，人们疯

狂地陶醉在音乐或迷离的光线中。这

与古城的幽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它或许是夜晚醒着的古城，或者

是古城的一种发泄？

我想不是。我担心古城因此会受

到打扰。古城，从它的容颜到它的骨

髓，应该是优雅淡定的。

我们来到一家东巴文造纸作坊，

有幸聆听了一位老人的讲课。图画象

形文字“东巴文”是纳西族先民用来记

录东巴教经文的独特文字，是世界上

唯一活着的图画象形文。我们学习了

一些东巴文，感触到了东巴文的神秘

和精深。

在这里，我们的脚步会自动地变

得轻缓。这里是一个清心世界，与其

隔绝的是外界的那种噪杂和喧嚣，扑

面而来的是安宁与悠闲产生的芳香。

我们在这里，可以等一等被我们落在

后面的心灵，关照一下被冷落的我们

的心灵；我们在这里，可以清心养

神，呼吸幽静的芬芳。清风吹拂，送

来离心灵最近的祝福。

丽江古城就像一杯清水，真想做

一朵菊，浸泡在丽江古城这杯清水

中，在丽江湿润空气的滋润中，幸福

的绽开。

这里的人们才是幸福的。

古城没有城墙，有的是光滑洁净

的窄窄的青石板路、完全手工建造的

土木结构的房屋和无处不在的小桥流

水。踏上散发着淡淡光华的石板路，

顺着玉泉河水穿行在古城曲曲弯弯的

小巷，犹如穿行在时光隧道中。纳西

服饰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背上背着一

块羊皮，那块羊皮俗称为“披星戴

月”。“披星戴月”的纳西老人或安详的

坐着晒日头，或三三两两在石板路上

边讲闲话边悠悠地走，双手反剪在羊

皮下。导游告诉我们，在这些悠然、

安详的纳西老人中有许多百岁老人。

玉龙雪山的融水汇成了玉泉河，孕育

了世世代代的丽江城和丽江人，纯净

甘甜的河水、清新透亮的空气、新鲜

2018年12月刊

这杯清水中。

我悠悠地漫步在古城的五花石路

上，放慢自己在城市里匆忙的脚步，

放松自己的心情，慢慢体验着慢节奏

的幸福。

小桥、流水、人家，这是一幅多

么幽静的画面啊！

古城内禁止行驶汽车，这给古城

带来一种安宁的气息，可以远离呼啸

而过的现代交通工具的狂妄和威慑。

古城的芬芳沁人心脾。在城市里，呼

吸的是汽车尾气，呼吸的是浑浊的空

气，呼吸的是紧张嘈杂的气氛。在这

里，呼吸的是优雅的芬芳，呼吸的是

温润清新的空气。让人觉得，生活在

渠，泉水环绕连接着每家每户的门

庭，开门即河，迎面即柳，形成高原

水乡“家家临溪，户户垂柳”的景致。

这在其他地方是很少看到的。有人称

这 里 是 “ 中 国 的 威 尼 斯 ” 和 “ 高 原 姑

苏”。水，是丽江的灵魂。丽江人爱

水，水也滋润着丽江人。导游介绍

说，这里的人用水特别在意，泉水喷

涌的第一眼井供饮用；下流第二眼井

为洗菜；再下流第三眼井方可用以洗

衣服。在这里走路，很多时候是在过

桥，丽江大研古镇就保存了许多座明

清的石拱桥。小桥流水人家，别有一

番滋味。

丽江古城，这几天湿漉漉的，雨

有时下，有时停。这些天，古城像一

杯清水，我像一朵菊，浸泡在古城的

云南的丽江，在遥远的地方，生

长着美丽、古朴，孕育着梦幻。当我

们到达丽江时，即刻被古色古香的丽

江古城吸引了。

丽江古城，是一个以纳西族为主

要居民居住的古老城镇，勤劳朴实的

纳西人居住在“三坊一照壁”、“四合五

天井”的一至两层的土木结构房屋中，

房屋建筑融合纳西族的布局、汉族的

砖瓦、藏族的绘画、白族的雕刻等四

个民族的特点，被誉为“民居的博物

馆”。

有水的丽江，是生动的丽江。

水，使丽江灵动起来。有人说丽江古

城兼有山乡之容，水城之貌，说的一

点也不错。古城的主街傍河，小巷临

文 | 金明春

做一朵菊
浸泡在丽江古城这杯清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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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满的食物，你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

么多的百岁老人，为什么玉龙雪山是

纳西族东巴文化尊崇的“三朵神”的化

身。

在古城，心变得格外柔软起来。

有一只马队经过，也是悠悠的。

没有城市道路上汽车驶过的那种狂妄

和毫不顾及。更令我感动的，马队后

面，有两个马队同伴在后面一路捡拾

马留下的粪便，放到自己携带的袋子

里。打扫干净后，他们才紧跑几步，

追赶上前面的队友。当我们呼唤文明

的时候，当我们呼唤道德的时候，更

多地应从自身做起。

离开丽江很长时间了，这幅画面

仍是我记忆中最美的画面。

古城的酒吧晚上是最热闹的，那

是另一片天地，音乐声歌舞声震耳欲

聋，在里面说话是听不见的，人们疯

狂地陶醉在音乐或迷离的光线中。这

与古城的幽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它或许是夜晚醒着的古城，或者

是古城的一种发泄？

我想不是。我担心古城因此会受

到打扰。古城，从它的容颜到它的骨

髓，应该是优雅淡定的。

我们来到一家东巴文造纸作坊，

有幸聆听了一位老人的讲课。图画象

形文字“东巴文”是纳西族先民用来记

录东巴教经文的独特文字，是世界上

唯一活着的图画象形文。我们学习了

一些东巴文，感触到了东巴文的神秘

和精深。

在这里，我们的脚步会自动地变

得轻缓。这里是一个清心世界，与其

隔绝的是外界的那种噪杂和喧嚣，扑

面而来的是安宁与悠闲产生的芳香。

我们在这里，可以等一等被我们落在

后面的心灵，关照一下被冷落的我们

的心灵；我们在这里，可以清心养

神，呼吸幽静的芬芳。清风吹拂，送

来离心灵最近的祝福。

丽江古城就像一杯清水，真想做

一朵菊，浸泡在丽江古城这杯清水

中，在丽江湿润空气的滋润中，幸福

的绽开。

这里的人们才是幸福的。

古城没有城墙，有的是光滑洁净

的窄窄的青石板路、完全手工建造的

土木结构的房屋和无处不在的小桥流

水。踏上散发着淡淡光华的石板路，

顺着玉泉河水穿行在古城曲曲弯弯的

小巷，犹如穿行在时光隧道中。纳西

服饰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背上背着一

块羊皮，那块羊皮俗称为“披星戴

月”。“披星戴月”的纳西老人或安详的

坐着晒日头，或三三两两在石板路上

边讲闲话边悠悠地走，双手反剪在羊

皮下。导游告诉我们，在这些悠然、

安详的纳西老人中有许多百岁老人。

玉龙雪山的融水汇成了玉泉河，孕育

了世世代代的丽江城和丽江人，纯净

甘甜的河水、清新透亮的空气、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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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杯清水中。

我悠悠地漫步在古城的五花石路

上，放慢自己在城市里匆忙的脚步，

放松自己的心情，慢慢体验着慢节奏

的幸福。

小桥、流水、人家，这是一幅多

么幽静的画面啊！

古城内禁止行驶汽车，这给古城

带来一种安宁的气息，可以远离呼啸

而过的现代交通工具的狂妄和威慑。

古城的芬芳沁人心脾。在城市里，呼

吸的是汽车尾气，呼吸的是浑浊的空

气，呼吸的是紧张嘈杂的气氛。在这

里，呼吸的是优雅的芬芳，呼吸的是

温润清新的空气。让人觉得，生活在

渠，泉水环绕连接着每家每户的门

庭，开门即河，迎面即柳，形成高原

水乡“家家临溪，户户垂柳”的景致。

这在其他地方是很少看到的。有人称

这 里 是 “ 中 国 的 威 尼 斯 ” 和 “ 高 原 姑

苏”。水，是丽江的灵魂。丽江人爱

水，水也滋润着丽江人。导游介绍

说，这里的人用水特别在意，泉水喷

涌的第一眼井供饮用；下流第二眼井

为洗菜；再下流第三眼井方可用以洗

衣服。在这里走路，很多时候是在过

桥，丽江大研古镇就保存了许多座明

清的石拱桥。小桥流水人家，别有一

番滋味。

丽江古城，这几天湿漉漉的，雨

有时下，有时停。这些天，古城像一

杯清水，我像一朵菊，浸泡在古城的

云南的丽江，在遥远的地方，生

长着美丽、古朴，孕育着梦幻。当我

们到达丽江时，即刻被古色古香的丽

江古城吸引了。

丽江古城，是一个以纳西族为主

要居民居住的古老城镇，勤劳朴实的

纳西人居住在“三坊一照壁”、“四合五

天井”的一至两层的土木结构房屋中，

房屋建筑融合纳西族的布局、汉族的

砖瓦、藏族的绘画、白族的雕刻等四

个民族的特点，被誉为“民居的博物

馆”。

有水的丽江，是生动的丽江。

水，使丽江灵动起来。有人说丽江古

城兼有山乡之容，水城之貌，说的一

点也不错。古城的主街傍河，小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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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屏风、木罩，它们与生活息息相

关，使得古城雕刻艺术有了极为深厚

的内涵。

岁月沉淀、代代相传下来的阆中

古城民居的雕饰艺术，不仅美化了建

筑及生活空间，更展现了一种特有的

精神面貌，再现着民风民俗，充满了

浓浓的生活气息。阆中古民居建筑没

有落入官式建筑等级制的桎梏，其设

计灵感大都源自民间匠人对生活的领

悟，雕饰题材也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内

容，使得阆中古民居成为一个充满诗

情画意的建筑雕饰艺术的殿堂，当年

阆中人的情趣爱好，道德风尚，愿望

心志都体现在了其中。

最为普遍的要数动物、植物及几

何纹样的雕刻工艺。植物以常见的树

木花卉为主，如梅兰竹菊，牡丹海棠

等，多用于门窗隔扇。动物灵兽多取

其生动的造型和吉祥寓意，如龙、

凤、龟等，此外还有“双凤朝阳”、“二

龙戏珠”、“喜鹊登梅”等喜庆画面，充

满了亲切宜人的生活气息和传神意

趣。其它还有以文字图案作题材的，

如民间用的福、禄、寿、喜等字的变

形，表达福寿安康、富贵绵长的祈

愿。

阆中古城的雕刻艺术题材形式寓

意丰富，将人们内心的情感和祈盼，

对生活的热爱，对真善美的追求融入

其中，赋予了雕饰艺术长久不衰的生

命力，其寓情托意的方式也多种多

样 。 有 取 谐 音 者 ， 鹿 （ 禄 ） 、 鱼

（ 余 ） 、 蝙 蝠 （ 福 ） 、 花 瓶 （ 平

安）、莲（廉）、笙（升）等；有引

申 移 情 者 ， 如 龟 鹤 — — 长 寿 ， 鸳

鸯 — — 恩 爱 ， 牡 丹 — — 富 贵 ， 石

榴——多子，浮萍——淡泊等；有用

隐喻手法者，如鲤鱼跳龙门意在登科

及第，妙笔生花意在文章畅达，窗棂

上的寒梅意在梅花香自苦寒来，暗指

寒窗苦读。

阆中古城的雕刻工艺十分讲究，

常见的有浮雕、透雕、线雕、漏雕

等。浮雕是在砖石坯或木板上依靠形

象的起伏造成浮凸的效果，大多疏朗

传神，重点凸显，有跃然眼前之感。

如巴巴寺的砖雕，即为典型实例，通

常在厚不到2寸的砖坯上，由近及远

分多重层次，凹凸浮镂，精雕细凿，

极具立体效果。其镂空的雕刻，玲珑

剔透，光影渗透其间，更具绚丽的装

饰效果与内外空间交融的意趣。华光

楼梁下的斜撑、梁头柱身以圆雕为

主，塑造了各种形象，其刀势的深浅

与动向，斧凿的切削和琢镂，无不透

出匠人的高深造诣和智慧。

阆中古城的魅力越来越为人们所

称道，雕刻艺术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其艺术生命力当然来自于当

时社会生活的本身。阆中历史悠久，

山水相映，生活环境如诗如画。阆中

的工匠们技法娴熟，且善于提取现实

生活中的题材，抓住特征加以高度概

括，丰富的想象，精湛的雕工，创造

出各种优美的造型和雕刻画面。古城

因雕刻艺术的绚丽多彩而频添意趣。

其美其韵非一日所成，这是从悠久的

历史中世代传承的丰厚遗产，具备长

久的艺术生命力。

方，一家一居之情调，展露无遗。从

天井四周的隔扇到栏板，梁枋柱身，

檩条斗拱，到构件交接处的斜撑挂落

等，成为木雕装饰的重点部位。置身

其间，优美的雕饰处处可见，恍若走

进一个木雕艺术的展览殿堂，目不暇

接。不仅如此，就连室内的陈设、桌

几椅榻，床龛橱柜等，仍保留着明清

遗风，用材质地坚实，纹饰雕镂精

细，小至镜架、花座都成为雕刻工艺

的展现。不少人家都有雕刻极为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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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尤其是“砖、石、木”三雕为主的

建筑雕饰艺术，体现出别具一格的匠

心。当年一些人致富或为官后，光耀

门庭的传统观念使得他们通过建筑装

饰来凸现，于是家家户户雕饰不绝，

争奇斗艳。

在杜家、马家、孔家大院等地，

无论是浮雕，浅圆雕还是透雕，均以

引人入胜的雕饰工艺牢牢抓住人们的

视线。入户后，厅堂两厢，天井一

阆中古城地处嘉陵江畔，山川毓

秀。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使得嘉陵

江畔成为商人的聚集地。阆中民居正

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下，生生不

息地发展起来，雕刻艺术根植于这种

特定的文化土壤。

阆中自然天成的优美环境，使得

阆中人在尊崇自然之美的同时，更不

忽略对美的创造和再现。他们对以住

宅为核心的生存环境的精心营造和美

文 | 王家年

阆中的雕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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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屏风、木罩，它们与生活息息相

关，使得古城雕刻艺术有了极为深厚

的内涵。

岁月沉淀、代代相传下来的阆中

古城民居的雕饰艺术，不仅美化了建

筑及生活空间，更展现了一种特有的

精神面貌，再现着民风民俗，充满了

浓浓的生活气息。阆中古民居建筑没

有落入官式建筑等级制的桎梏，其设

计灵感大都源自民间匠人对生活的领

悟，雕饰题材也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内

容，使得阆中古民居成为一个充满诗

情画意的建筑雕饰艺术的殿堂，当年

阆中人的情趣爱好，道德风尚，愿望

心志都体现在了其中。

最为普遍的要数动物、植物及几

何纹样的雕刻工艺。植物以常见的树

木花卉为主，如梅兰竹菊，牡丹海棠

等，多用于门窗隔扇。动物灵兽多取

其生动的造型和吉祥寓意，如龙、

凤、龟等，此外还有“双凤朝阳”、“二

龙戏珠”、“喜鹊登梅”等喜庆画面，充

满了亲切宜人的生活气息和传神意

趣。其它还有以文字图案作题材的，

如民间用的福、禄、寿、喜等字的变

形，表达福寿安康、富贵绵长的祈

愿。

阆中古城的雕刻艺术题材形式寓

意丰富，将人们内心的情感和祈盼，

对生活的热爱，对真善美的追求融入

其中，赋予了雕饰艺术长久不衰的生

命力，其寓情托意的方式也多种多

样 。 有 取 谐 音 者 ， 鹿 （ 禄 ） 、 鱼

（ 余 ） 、 蝙 蝠 （ 福 ） 、 花 瓶 （ 平

安）、莲（廉）、笙（升）等；有引

申 移 情 者 ， 如 龟 鹤 — — 长 寿 ， 鸳

鸯 — — 恩 爱 ， 牡 丹 — — 富 贵 ， 石

榴——多子，浮萍——淡泊等；有用

隐喻手法者，如鲤鱼跳龙门意在登科

及第，妙笔生花意在文章畅达，窗棂

上的寒梅意在梅花香自苦寒来，暗指

寒窗苦读。

阆中古城的雕刻工艺十分讲究，

常见的有浮雕、透雕、线雕、漏雕

等。浮雕是在砖石坯或木板上依靠形

象的起伏造成浮凸的效果，大多疏朗

传神，重点凸显，有跃然眼前之感。

如巴巴寺的砖雕，即为典型实例，通

常在厚不到2寸的砖坯上，由近及远

分多重层次，凹凸浮镂，精雕细凿，

极具立体效果。其镂空的雕刻，玲珑

剔透，光影渗透其间，更具绚丽的装

饰效果与内外空间交融的意趣。华光

楼梁下的斜撑、梁头柱身以圆雕为

主，塑造了各种形象，其刀势的深浅

与动向，斧凿的切削和琢镂，无不透

出匠人的高深造诣和智慧。

阆中古城的魅力越来越为人们所

称道，雕刻艺术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其艺术生命力当然来自于当

时社会生活的本身。阆中历史悠久，

山水相映，生活环境如诗如画。阆中

的工匠们技法娴熟，且善于提取现实

生活中的题材，抓住特征加以高度概

括，丰富的想象，精湛的雕工，创造

出各种优美的造型和雕刻画面。古城

因雕刻艺术的绚丽多彩而频添意趣。

其美其韵非一日所成，这是从悠久的

历史中世代传承的丰厚遗产，具备长

久的艺术生命力。

方，一家一居之情调，展露无遗。从

天井四周的隔扇到栏板，梁枋柱身，

檩条斗拱，到构件交接处的斜撑挂落

等，成为木雕装饰的重点部位。置身

其间，优美的雕饰处处可见，恍若走

进一个木雕艺术的展览殿堂，目不暇

接。不仅如此，就连室内的陈设、桌

几椅榻，床龛橱柜等，仍保留着明清

遗风，用材质地坚实，纹饰雕镂精

细，小至镜架、花座都成为雕刻工艺

的展现。不少人家都有雕刻极为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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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尤其是“砖、石、木”三雕为主的

建筑雕饰艺术，体现出别具一格的匠

心。当年一些人致富或为官后，光耀

门庭的传统观念使得他们通过建筑装

饰来凸现，于是家家户户雕饰不绝，

争奇斗艳。

在杜家、马家、孔家大院等地，

无论是浮雕，浅圆雕还是透雕，均以

引人入胜的雕饰工艺牢牢抓住人们的

视线。入户后，厅堂两厢，天井一

阆中古城地处嘉陵江畔，山川毓

秀。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使得嘉陵

江畔成为商人的聚集地。阆中民居正

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下，生生不

息地发展起来，雕刻艺术根植于这种

特定的文化土壤。

阆中自然天成的优美环境，使得

阆中人在尊崇自然之美的同时，更不

忽略对美的创造和再现。他们对以住

宅为核心的生存环境的精心营造和美

文 | 王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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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代

青
年

实
力

派
女

画
家

陈
晶

在她那里得到协调统一，且自然平

实，真正达到了思想新、意境新、技

法新、情调美。

赏陈晶的作品，便如同走进了现

实生活中的花鸟世界，一枝一花，无

不 惟 妙 惟 肖 ， 充 满 生 活 情 趣 。 其

“轻”，其“柔”，其“淡”，其“香”，总散

发着闺中气息，让观者留恋其中，体

味那妙不可言的神来之笔的韵味，从

中还可以窥见画家笔墨的自由精神。

品陈晶的画，不管是画面构成、

笔墨情趣，还是融会贯通在画面里的

一种自然的韵律，总能让人有一种心

动的感觉。她的画，笔墨丰润，线条

古拙，刚柔相济，构图富有张力，气

势贯通。方寸之间似无苦心经营、刻

意雕饰的拙态意趣，却充满着灵动飘

逸、丰神俊朗的笔墨情趣。在这种看

似不经意的挥洒中，却也处处透着一

种法度谨严、有意为之的深刻思索，

这体现出了她的一种思想境界，一种

文化修养。

陈晶以她女性独有的宽容眷念着

笔中无限的自然之美，闲处自有花

香，春天的花，当繁华在四季。

陈晶，当代青年女画家，国家一

级美术师，现任中国商界文学艺术家

联合会书画专委会副主任，并任中国

国画院院士、中国书画科学研究院院

士、北京市丰台区美术家协会会员。

1976年生于山东，毕业于中央美术学

院中国画专业。擅长花鸟，兼修山

水、工笔、人物。作品先后在中国国

画院庆祝毛泽东延辰123周年书画展

中荣获金奖、在北京青年宫举办的书

画展中荣获优秀奖，入编《中国国画

院鲁南分院院士庆祝建国六十周年作

品集》等大型画集。

陈晶的画路较宽，梅兰竹菊、牡

丹荷花、鸟儿鱼儿、瓜果梨枣无不入

画。她的梅花，香味别具神韵，艳若

桃李，灿如云霞，又如燃烧的火焰，

极为绚丽，颇具感染力；她的兰花，

清瘦淡雅，着意不工，透着孤傲高清

的气质和风骨；她的墨竹，或老干新

枝，成风雪雨露，大都充满着一种勃

勃生机，给人以神清气爽之感；她的

菊花，傲然怒放，婀娜多姿，栩树如

生，令人想到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何其悠哉，何

其乐哉。

从她的画面上可以明显感觉到吴

昌硕的古拙大气、圆浑老辣，齐白石

的稚拙天真、浑然天成，八大山人的

冷峻峭逸，任伯年的灵动清丽，潘天

寿的奇绝险峻、大气润泽。这些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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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人家》

《深山流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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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丽娟

绘图设计师
       的青春之歌

记得十一年前管工入职那天，当

时的设计主管欢欣鼓舞地对我说：

“我们招来了一个“老太太”，特别活

跃。”那一年，管工43岁，当时的设

计主管37岁。

一转眼十一年过去了，岁月开始

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过去打起精神

3分钟就能办完的事情, 如今得花费比

以往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当年被我

们调侃成“老太太”的管工，已成为咱

们的现任设计主管，明亮的双眼开始

老花，但活力却丝毫未减。同事们得

闲聚会聊起管工，对她多年一直保持

着的工作状态和生活方式表示无比钦

佩和羡慕。

工作中的管工，雷厉风行，说一

不二。要求下属啥时交图，就得啥时

交。不交，就使出夺命连环催招数，

让“拖延症患者”无力接招，只能乖乖

按时交差；工作现场若出了问题，刨

根问底则是管工向来的风格，不找出

根源誓不罢休。找出了问题根源，下

一步就会研究防范措施，要求大家做

好记录备忘，避免再犯。

作为资深设计主管，管工丝毫没

有领导的架子，有时候对自己还特别

“狠”。由于工作需要，管工跟许多年

轻人一样经常出差，前不久她还出差

去了趟尼泊尔。为了及时跟进项目进

度，在尼泊尔出差那半个月，管工每

天都坚持和项目上的小伙子们一样上

下工地。由于当地的条件较为艰苦，

每天往返就得折腾几个小时的车程，

卫生条件也跟不上，管工出差回到家

就患上带状疱疹。但她没有停歇，仍

坚持带病工作，疼得厉害，就悄悄地

躲到厕所里面抹药膏，让同事们又心

疼又敬佩。

管工出差去过很多地方，其中不

乏趣事。比如：每次出差她最愿意去

的地方竟是当地的菜市场，看看当地

有些什么咱们深圳没有的特色食物，

看到了就买回来。有一次她买了新鲜

的核桃，很多人都不知道新鲜核桃是

包在绿皮里的，当然包括管工。买回

家之后发现只能对着一堆绿皮核桃头

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打不开。还

有一次出差尼泊尔，管工考虑到当地

条件艰苦吃不好，就带些方便面过

去。回程前，她跑到超市打算买点国

内没有的特色手信，最后发现超市能

买了带回来的也就只有方便面而已。

出国来回扛方便面的事成了同事们逗

她取乐的玩笑话，每当这时候，管工

就陪着大伙儿一块乐。

管工是还一个特别享受生活、会生

活的人。她喜欢美食，更喜欢下厨做美

食。她最拿手的就是做包子、磨豆浆，

家常菜也做得特别美味。她心灵手巧，

削菠萝这么难的事对她而言，也都是

“洒洒水”。管工还特别爱种花，家里的

花都被她养得娇嫩欲滴，茂盛的很。她

给同事们分享种花技巧：用洗肉、肉焯

水的汤喂花，并戏称”给花喝肉汤”，把

大伙逗得乐得不行。

年轻的心态，离不开健康强健的

体魄。管工生活中最大的爱好就是锻

炼。这么多年她每天都坚持去公园散

步，从不偷懒。荔香公园一走就是两

圈5公里，逢周末还加练，增加至

10公里。周末休息时她爱约上三五玩

伴，一起去梅塘穿越、去马栾山看瀑

布、登上梧桐山顶看日落、又或东西

冲穿越，过得比小伙子还充实。她还

去过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参加深圳

磨房100公里公益徒步活动……总之，

很少见她老老实实在家呆着。

正 是 这 么 一 个 不 服 输 的 “ 老 太

太”，持续用自己的方式，高唱设计师

的青春之歌，活出了不一样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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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参加工作以来，曾佳玲踏实敬

业的工作态度让同事们对这位95后刮

目相看，她努力工作、刻苦钻研；她

善于创新，勇于实践。财务工作繁杂

琐碎，每天要面对各种报表、公式和

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应收账款凭证、

财务报表编制、销售统计报表、销售

回款统计、应收账款统计、应收账款

核对、货款催收等在内的日常账务工

作；这些工作之纷繁复杂让许多老财

务人员都大感头疼，但这位财务菜鸟

一丝不苟，不断改进工作方法，用自

己的细心、耐心将各项工作做到位。

她虽然工作经验不丰富，但是她不怕

困难，工作上有任何疑问，立即向领

导、同事请教，短时间内就胜任了财

务管理这项艰难工种。她把年轻人的

热情奔放、自信乐观、敢作敢为和自

身细心谨慎的性格品质结合在一起，

迅速成为公司财务管理的一员干将。

不同于其她工作，财务工作中的

丝毫差错都将给单位带来巨大的损

失。所以在日常工作中她对每一笔业

务都是看了又看、审了又审，严格按

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处理帐务，并与

经办人员及时沟通了解业务的性质和

情况，正确做好会计处理，及时编报

各类报表，及时准确地为领导汇报收

支情况和往来情况、提供所需数据和

帐务。如遇到财务手续不全或与财务

制度规定相违背的违规票据，她坚决

不准入帐；如遇到单据、票据与实际

发生不符或无票据现象，她不怕得罪

人，坚决退回重新开票；如发现在日

常业务往来中有什么问题的，尤其对

单位工作不利的问题，她及时如实地

向单位领导反映并提出合理的处理意

见和建议。她总是将单据和票据仔细

审查，将每一笔收入、支出，每一个

数字，每一个小数点都审查得仔仔细

细，直到发现无任何差错才将其装订

成册。

财务管理工作紧急而繁重，经常

需要加班，但她不怕苦不怕累，毫无

怨言，还是小姑娘的她，在工作上豪

不娇气、勇挑重任。除了应对复杂的

各种账和报表，工作中她还要随时关

注国家最新的财务管理相关规定，耐

心辅导同事们及时改变、应对。今年

年初国家发票管理最新规定刚出来的

时候，她第一时间调整了公司的财务

报销管理制度并通知同事们，详细告

知注意事项，将变化之处加以备注。

刚开始，大家还没适应，开的发票经

常不符合规定，她一一耐心指导，没

多久大家就都对各项发票要求了如指

掌了。

鉴于曾佳玲较强的组织能力和亲

和力，而且又是共青团广东省第十四

次代表大会代表，今年猛狮科技决定

成立团支部的时候，公司就把筹备工

作的重任交给她，并推荐她担任团支

部书记。一接到这项有使命感的任

务，曾佳玲就立即与区团委组织部的

领导联系，了解成立团组织的流程及

要准备的资料，之后便着手准备：摸

清公司35岁以下青年情况，并进行团

员统计，组建团员交流群，方便大家

及时沟通；跟公司党支部委员会报告

建立团支部事项、商量团支部委员会

人选；拟定建立团支部申请书；收集

支部委员会候选人简历。获上级团组

织批准后，她积极带领团支部委员会

候选人组成团支部成立大会筹备组，

细致准备成立大会事宜（流程、主持

词、选举办法、会务安排等）。精心

准备下，今年9月10日，广东猛狮新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团支部成立大

会顺利召开了，猛狮年轻人有了自己

的组织，青年共产主义在猛狮落地。

支部成立后，除了及时向上级团组织

汇报第一届团支部会议选举情况外，

曾佳玲又忙着带领团员们开始建立智慧

团建系统。为积极引导广大职工投身社

会公益事业，锻炼职工品质，弘扬传统

美德，倡导时代新风，积极开展学雷锋

志愿服务活动，展示猛狮形象，在她的

号召下，公司成立了“猛狮科技青年志

愿者服务团队”。

作为团支部书记，她能够为青年

着想，坚持联系青年，乐于奉献，主

动做好公司团支部与上级团委之间的

纽带，在工作中不断为青年创造成长

的条件，积极与公司党支部委员会沟

通，以党建带动团建。

坚信搞好共青团员工作就能够激

发员工的积极性，促进公司的各项工

作顺利进行。因此，她及时把握青工

的思想脉搏，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

作，积极带领团员青年发扬“团结拼

搏，锐意进取，同舟共济，勇于开

拓”的猛狮精神，圆满完成各项任

务。同时，作为一名财务管理中心的

团支部书记，她能够把共青团工作与

日常工作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按照

“融入中心、进入管理、服务企业、

服务青年”的总体要求，推动共青团

工作的展开。

在曾佳玲身上，我们深深地感受

到了她作为一名财务人员开拓进取的

奉献精神；也感受到了她作为团支部

书记，所具有的年轻人特有的一种活

力和亲和力，她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

着，不仅自己积极向上，也带领青年

员工努力前进，为猛狮科技、为新时

代社会主义建设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2018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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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

来自财务管理中心的小姑娘被选为猛狮科技共青团支部书记，她就是去年刚从大

学毕业的曾佳玲。

细心的菜鸟

不怕得罪人

筹建团支部

引领团支部成长

文 | 陈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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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参加工作以来，曾佳玲踏实敬

业的工作态度让同事们对这位95后刮

目相看，她努力工作、刻苦钻研；她

善于创新，勇于实践。财务工作繁杂

琐碎，每天要面对各种报表、公式和

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应收账款凭证、

财务报表编制、销售统计报表、销售

回款统计、应收账款统计、应收账款

核对、货款催收等在内的日常账务工

作；这些工作之纷繁复杂让许多老财

务人员都大感头疼，但这位财务菜鸟

一丝不苟，不断改进工作方法，用自

己的细心、耐心将各项工作做到位。

她虽然工作经验不丰富，但是她不怕

困难，工作上有任何疑问，立即向领

导、同事请教，短时间内就胜任了财

务管理这项艰难工种。她把年轻人的

热情奔放、自信乐观、敢作敢为和自

身细心谨慎的性格品质结合在一起，

迅速成为公司财务管理的一员干将。

不同于其她工作，财务工作中的

丝毫差错都将给单位带来巨大的损

失。所以在日常工作中她对每一笔业

务都是看了又看、审了又审，严格按

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处理帐务，并与

经办人员及时沟通了解业务的性质和

情况，正确做好会计处理，及时编报

各类报表，及时准确地为领导汇报收

支情况和往来情况、提供所需数据和

帐务。如遇到财务手续不全或与财务

制度规定相违背的违规票据，她坚决

不准入帐；如遇到单据、票据与实际

发生不符或无票据现象，她不怕得罪

人，坚决退回重新开票；如发现在日

常业务往来中有什么问题的，尤其对

单位工作不利的问题，她及时如实地

向单位领导反映并提出合理的处理意

见和建议。她总是将单据和票据仔细

审查，将每一笔收入、支出，每一个

数字，每一个小数点都审查得仔仔细

细，直到发现无任何差错才将其装订

成册。

财务管理工作紧急而繁重，经常

需要加班，但她不怕苦不怕累，毫无

怨言，还是小姑娘的她，在工作上豪

不娇气、勇挑重任。除了应对复杂的

各种账和报表，工作中她还要随时关

注国家最新的财务管理相关规定，耐

心辅导同事们及时改变、应对。今年

年初国家发票管理最新规定刚出来的

时候，她第一时间调整了公司的财务

报销管理制度并通知同事们，详细告

知注意事项，将变化之处加以备注。

刚开始，大家还没适应，开的发票经

常不符合规定，她一一耐心指导，没

多久大家就都对各项发票要求了如指

掌了。

鉴于曾佳玲较强的组织能力和亲

和力，而且又是共青团广东省第十四

次代表大会代表，今年猛狮科技决定

成立团支部的时候，公司就把筹备工

作的重任交给她，并推荐她担任团支

部书记。一接到这项有使命感的任

务，曾佳玲就立即与区团委组织部的

领导联系，了解成立团组织的流程及

要准备的资料，之后便着手准备：摸

清公司35岁以下青年情况，并进行团

员统计，组建团员交流群，方便大家

及时沟通；跟公司党支部委员会报告

建立团支部事项、商量团支部委员会

人选；拟定建立团支部申请书；收集

支部委员会候选人简历。获上级团组

织批准后，她积极带领团支部委员会

候选人组成团支部成立大会筹备组，

细致准备成立大会事宜（流程、主持

词、选举办法、会务安排等）。精心

准备下，今年9月10日，广东猛狮新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团支部成立大

会顺利召开了，猛狮年轻人有了自己

的组织，青年共产主义在猛狮落地。

支部成立后，除了及时向上级团组织

汇报第一届团支部会议选举情况外，

曾佳玲又忙着带领团员们开始建立智慧

团建系统。为积极引导广大职工投身社

会公益事业，锻炼职工品质，弘扬传统

美德，倡导时代新风，积极开展学雷锋

志愿服务活动，展示猛狮形象，在她的

号召下，公司成立了“猛狮科技青年志

愿者服务团队”。

作为团支部书记，她能够为青年

着想，坚持联系青年，乐于奉献，主

动做好公司团支部与上级团委之间的

纽带，在工作中不断为青年创造成长

的条件，积极与公司党支部委员会沟

通，以党建带动团建。

坚信搞好共青团员工作就能够激

发员工的积极性，促进公司的各项工

作顺利进行。因此，她及时把握青工

的思想脉搏，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

作，积极带领团员青年发扬“团结拼

搏，锐意进取，同舟共济，勇于开

拓”的猛狮精神，圆满完成各项任

务。同时，作为一名财务管理中心的

团支部书记，她能够把共青团工作与

日常工作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按照

“融入中心、进入管理、服务企业、

服务青年”的总体要求，推动共青团

工作的展开。

在曾佳玲身上，我们深深地感受

到了她作为一名财务人员开拓进取的

奉献精神；也感受到了她作为团支部

书记，所具有的年轻人特有的一种活

力和亲和力，她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

着，不仅自己积极向上，也带领青年

员工努力前进，为猛狮科技、为新时

代社会主义建设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2018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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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

来自财务管理中心的小姑娘被选为猛狮科技共青团支部书记，她就是去年刚从大

学毕业的曾佳玲。

细心的菜鸟

不怕得罪人

筹建团支部

引领团支部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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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in Brief
新闻简讯

On August 29-31, the 9th China International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dustry Expo was solemnly held in 

Shenzhen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Farad Electric made an 

amazing appearance with its various series of products, which 

showed the participants the company's project implementation 

service capabilities and experience.

月29-31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节能减排产业博览会在深8圳会展中心隆重举办，华力特电气携旗下各系列产品惊

艳亮相，向参会人员展示了公司的项目实施服务能力与经验。

On September 11, Zhang Jun, Vice Secretary of Fuka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hangji Prefecture, Xinjiang, and Zhu 

Shengchun, Standing Committee and Executive Vice Mayor of 

the Municipal Committee, visited the Dynavolt Tech.，Leonard 

Chen,Chairman of Dynavolt Tech.and senior managers warmly 

welcomed them.

月11日，新疆昌吉州阜康市委副书记张军，市委常9委、常务副市长朱生春等一行莅临猛狮科技参观交

流，陈乐伍董事长携高管予以热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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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31日，猛狮科技与韩国（株式会社）MBI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携手开拓锂电池和电动车辆市场。

陈乐伍董事长与韩国（株式会社）MBI会长刘文洙代表双

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October 15-19, the 124th Canton Fair was grandly held in Guang-

zhou.Dynavolt Tech.exhibited various battery and intelligent vehicle 

products.

            月15-19日，第124届广交会于广州隆重举办，猛狮  

            科技携公司各系列电池和智能车辆产品参展。In September, the first batch of national innovative projects of deep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eal economy were released. 

DNE's "Intelligent Enterprise Large Data Integrated Management 

and Control Platform Based on Intelligent High Speed Lithium 

Battery" project was successfully selected.

月，国家首批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新项目9名单发布，福建新能源“基于智能化高速锂电池的智慧

企业大数据综合管控平台”项目成功入选。 10
Recently, Dr. Deng Zhongzhong, Dean of Dynavolt Tech.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r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power batteries at the New Energy Applica-

tion and Material Innovation Industry Exchange Conference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日，在粤港澳新能源应用及材料创新产业交流大会近上，猛狮科技研究院院长邓中一博士分享了动力电

池现状及发展趋势。

月28日，“2018年汕头市关爱青少年行动暨助学金发放8仪式”在汕头市委会议厅举行，猛狮科技获颁“热心公

益 扶贫济困”牌匾。

On August 28, the "Care for Youth Action and Grant Release 

Ceremony of Shantou in 2018" was held in the conference hall 

of Shantou Municipal Committee. Dynavolt Tech. was awarded 

the plaque "Enthusiasm for Public Welfar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overty Relief".

月6日，十堰经信委主任上官守刚一行莅临十堰猛狮新9能源参观考察，吴成总经理携高管予以热情接待。

On September 6, the director of Shiyan Economic and Credit 

Commission, Shangguan Gang and his delegation visited Shiyan 

Dynavolt New Energy, and General Manager Wu Cheng and his 

senior managers warmly welcomed him.

2018年12月刊

In December,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Department announced the list of 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that have been awarded the "Doctor's Work St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Dynavolt Tech. was selected.

   月，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了“获评设立

  广东省博士工作站”的企业和高校名单，猛狮科技入

选。

12

On October 31, Dynavolt Tech. signed a contract with the Shantou 

Marathon Organizing Committee to become the "strategic 

partner" of the 2018 Shantou International Marathon Event and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health event. The event will start on 

December 23 at Shantou Times Square.

           月31日，猛狮科技与汕头马拉松组委会签约，成为

          2018汕头国际马拉松赛事“战略合作伙伴”，助力全民

健康盛会。该赛事将于12月23日在汕头时代广场鸣笛开跑。

10

On November 1,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strateg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of Zhangzhou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Kaishe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oup and Zhao'an 

County People's Government was held in Zhangzhou. Leonard 

Chen,Chairman of Dynavolt Tech. attended and delivered a speech 

expressing that Dynavolt Tech. will assume the trust of partner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energy industry base 

with global competitiveness as soon as possible.

            月1日，漳州市人民政府、凯盛科技集团、诏安县人 

        民政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漳州市举行，陈

乐伍董事长出席并致辞表示，猛狮科技将担负起各合作伙伴

的信任，为早日达成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基地

而全力以赴。

11

On October 31, Dynavolt Tech. signed a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MBI of Korea (Co., Ltd.). The two sides will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the lithium battery and electric vehicle market. 

Leonard Chen,Chairman of Dynavolt Tech. and Chairman Liu Wensu 

of MBI of Korea (Corporation) signed the agreement on behalf of 

both side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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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in Brief
新闻简讯

On August 29-31, the 9th China International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dustry Expo was solemnly held in 

Shenzhen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Farad Electric made an 

amazing appearance with its various series of products, which 

showed the participants the company's project implementation 

service capabilities and experience.

月29-31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节能减排产业博览会在深8圳会展中心隆重举办，华力特电气携旗下各系列产品惊

艳亮相，向参会人员展示了公司的项目实施服务能力与经验。

On September 11, Zhang Jun, Vice Secretary of Fuka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hangji Prefecture, Xinjiang, and Zhu 

Shengchun, Standing Committee and Executive Vice Mayor of 

the Municipal Committee, visited the Dynavolt Tech.，Leonard 

Chen,Chairman of Dynavolt Tech.and senior managers warmly 

welcomed them.

月11日，新疆昌吉州阜康市委副书记张军，市委常9委、常务副市长朱生春等一行莅临猛狮科技参观交

流，陈乐伍董事长携高管予以热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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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31日，猛狮科技与韩国（株式会社）MBI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携手开拓锂电池和电动车辆市场。

陈乐伍董事长与韩国（株式会社）MBI会长刘文洙代表双

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October 15-19, the 124th Canton Fair was grandly held in Guang-

zhou.Dynavolt Tech.exhibited various battery and intelligent vehicle 

products.

            月15-19日，第124届广交会于广州隆重举办，猛狮  

            科技携公司各系列电池和智能车辆产品参展。In September, the first batch of national innovative projects of deep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eal economy were released. 

DNE's "Intelligent Enterprise Large Data Integrated Management 

and Control Platform Based on Intelligent High Speed Lithium 

Battery" project was successfully selected.

月，国家首批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新项目9名单发布，福建新能源“基于智能化高速锂电池的智慧

企业大数据综合管控平台”项目成功入选。 10
Recently, Dr. Deng Zhongzhong, Dean of Dynavolt Tech.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r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power batteries at the New Energy Applica-

tion and Material Innovation Industry Exchange Conference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日，在粤港澳新能源应用及材料创新产业交流大会近上，猛狮科技研究院院长邓中一博士分享了动力电

池现状及发展趋势。

月28日，“2018年汕头市关爱青少年行动暨助学金发放8仪式”在汕头市委会议厅举行，猛狮科技获颁“热心公

益 扶贫济困”牌匾。

On August 28, the "Care for Youth Action and Grant Release 

Ceremony of Shantou in 2018" was held in the conference hall 

of Shantou Municipal Committee. Dynavolt Tech. was awarded 

the plaque "Enthusiasm for Public Welfar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overty Relief".

月6日，十堰经信委主任上官守刚一行莅临十堰猛狮新9能源参观考察，吴成总经理携高管予以热情接待。

On September 6, the director of Shiyan Economic and Credit 

Commission, Shangguan Gang and his delegation visited Shiyan 

Dynavolt New Energy, and General Manager Wu Cheng and his 

senior managers warmly welcomed him.

2018年12月刊

In December,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Department announced the list of 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that have been awarded the "Doctor's Work St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Dynavolt Tech. was selected.

   月，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了“获评设立

  广东省博士工作站”的企业和高校名单，猛狮科技入

选。

12

On October 31, Dynavolt Tech. signed a contract with the Shantou 

Marathon Organizing Committee to become the "strategic 

partner" of the 2018 Shantou International Marathon Event and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health event. The event will start on 

December 23 at Shantou Times Square.

           月31日，猛狮科技与汕头马拉松组委会签约，成为

          2018汕头国际马拉松赛事“战略合作伙伴”，助力全民

健康盛会。该赛事将于12月23日在汕头时代广场鸣笛开跑。

10

On November 1,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strateg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of Zhangzhou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Kaishe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oup and Zhao'an 

County People's Government was held in Zhangzhou. Leonard 

Chen,Chairman of Dynavolt Tech. attended and delivered a speech 

expressing that Dynavolt Tech. will assume the trust of partner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energy industry base 

with global competitiveness as soon as possible.

            月1日，漳州市人民政府、凯盛科技集团、诏安县人 

        民政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漳州市举行，陈

乐伍董事长出席并致辞表示，猛狮科技将担负起各合作伙伴

的信任，为早日达成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基地

而全力以赴。

11

On October 31, Dynavolt Tech. signed a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MBI of Korea (Co., Ltd.). The two sides will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the lithium battery and electric vehicle market. 

Leonard Chen,Chairman of Dynavolt Tech. and Chairman Liu Wensu 

of MBI of Korea (Corporation) signed the agreement on behalf of 

both s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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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出国

出自己的护照等……穿越破旧的街道，

顺利地在CMEC的中转站住下了。房

子不小，应该是个别墅，熙熙攘攘不

少人，外面有很多乌鸦，还有很多朝

拜礼堂。新鲜感真是个好东西，眼睛

都不眨的想记录下所看见的一切。

安全在巴基斯坦这个国家显得尤

为重要，看新闻也知道基地、塔利

班、IS、伊斯兰宗教组织等国际知名

恐怖分子大玩家都在此。但是我们显

得很淡定，因为我们除了祈祷、不乱

跑，也没法再做什么。出发时间也是

保密的，防止有人外通信息等。不一

偶尔稀松的能见到几堆灌木丛。细沙

遍地，蝎子、蛇、癞蛤蟆五毒就占了

三个席位，是他们喜欢的地方。整个

工地三千人左右，中国人占二千，巴

基斯坦人占一千。简单收拾住下，繁

忙的工作生活即将开始。

这边的工作涉及到的单位与国内

类似，业主，总包方，监理，安装单

位，施工队等，与国内不同的是业主

是外国人，你需要直接面对业主的提

问抽查验收等，所以，口语显得尤为

重要。另外，这边的工程配件原材料

最为珍贵，毕竟在国外，很多东西没

法购买到。至于其他流程基本与国内

无异。

生活了将近两个月，有机会深入

地了解了一下巴基斯坦。巴基斯坦，

号称巴铁，是中国的友好邻邦，甚至

在巴基斯坦的法律里都将与中国的友

谊写进去了。

我所在的地方属于中印交界处，

温度极高，超过50度，出门走在路上

跟干蒸桑拿是一样一样的。吃喝主要

以牛羊肉为主。

传统的巴基斯坦人可以娶四位妻

子，嫁娶时，女方负担所有费用，一

旦女方进门以后就不再出门工作，出

门也必须带面纱遮面，男人需要工作

供养女方一辈子。由于时代的进步，

思想素质的提升，现在大部分巴基斯

坦人都开始遵循一夫一妻制。

卡拉奇作为他们之前的首都，可

以说是30年没发展。路上没有红绿

灯，晚上路灯不亮，社会治安较为混

乱。这边的汽车绝大部分是丰田品

牌，几乎占垄断地位。过往的所有车

辆，不论是小轿车还是货运车都涂满

了代表伊斯兰宗教的油漆。电视里说

的阿三原本就和巴基斯坦是一家，所

以在这边也看到了阿三式的一辆车扒

满许多人的神奇场景。

宗教，是这个国家的主旋律。伊

斯兰教，每周五必须朝拜。朝拜时间

到，无论正在做什么，无论你是高层

还是军人还是农民，都会放下手中的

工作，朝着一个方向跪下朝拜，在那

一刻，我觉得很震撼，大家抛弃了所

有身份，赤裸裸的站出来，众生平等

的感觉。另外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斋

月。日出之后，日落之前不得进食，

病、幼、老人和旅行者除外。所以这

个月也是工程效率最差的一个月，没

吃饭哪来力气工作呀！一个月后会有

盛大的开斋节，很多食物尽情享用，

载歌载舞。当然猪肉，酒一直都是禁

忌。另外，左手也是禁忌，在吃饭时

你只能看见他用右手进餐，因为他们

认为左手是污秽的。

出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环境恶

劣，条件艰苦，在国外基本没有后

援，完全需要自己独立处理问题，特

别锻炼人。国外出差不仅能见识到当

地的风土人情，也可以练习口语，能

大大的提升个人能力。我觉得年轻人

该吃苦是一方面，开拓眼界是更为重

要的另一面。当你了解到大自然或者

这个大社会中神奇的事物颠覆了你以

前的价值观时，你会瞬间觉得自己是

多么渺小。练就博大的胸怀，接纳褒

贬善恶，然后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道

路并坚持走下去才是最难能可贵的收

获。

会儿，带着枪的士兵出现了，机枪、

装载车、信号屏蔽车、警车、军队皮

卡等电视里才能见到的大家伙也相继

入场，没办法，男生对枪械没什么抵

抗力，全程盯着他们跑来跑去。整个

安保分三层：安保、警察、军队。他

们要护送我们至目的地，全程八小

时，穿越沙漠。

凌晨三点出发，每逢服务区就停

下来休息一下。一个大棚子写满了花

花绿绿的当地语言，这就是服务区没

错了。路况并不好，周围都是荒漠，

路上的人穿着暗色系的长衫，看见我

们有种很惊讶的感觉，会双手合十下

等你路过。偶尔会遇到牛羊群，还有

大片的向日葵地。车开的并不快，能

用相机满意地记录下美丽的葵园。时

间不会停下脚步，一番折腾，到达目

的地——塔尔电厂。它正位于在一个

荒漠中间，周边基本没有绿色植物，

晕车的我小时候认为哐当哐当坐

火车去个大城市就已经是莫大的勇气

了，现如今在华力特工作两三年，窜

遍大街小巷荒野工地已是家常便饭，

这不，2018年还将双脚迈向了巴基斯

坦塔尔电厂。

三月中旬，广州白云机场的一架

国航航班飞机起飞，停留在了巴基斯

坦卡拉奇国际机场。第一次出国，焦

虑大于激动，准备工作做得比爸妈叮

嘱孩子还要认真：从出境到过海关、

到与合作方接头，我显得很小心，再

三核对接我的人是否正确，不轻易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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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己的护照等……穿越破旧的街道，

顺利地在CMEC的中转站住下了。房

子不小，应该是个别墅，熙熙攘攘不

少人，外面有很多乌鸦，还有很多朝

拜礼堂。新鲜感真是个好东西，眼睛

都不眨的想记录下所看见的一切。

安全在巴基斯坦这个国家显得尤

为重要，看新闻也知道基地、塔利

班、IS、伊斯兰宗教组织等国际知名

恐怖分子大玩家都在此。但是我们显

得很淡定，因为我们除了祈祷、不乱

跑，也没法再做什么。出发时间也是

保密的，防止有人外通信息等。不一

偶尔稀松的能见到几堆灌木丛。细沙

遍地，蝎子、蛇、癞蛤蟆五毒就占了

三个席位，是他们喜欢的地方。整个

工地三千人左右，中国人占二千，巴

基斯坦人占一千。简单收拾住下，繁

忙的工作生活即将开始。

这边的工作涉及到的单位与国内

类似，业主，总包方，监理，安装单

位，施工队等，与国内不同的是业主

是外国人，你需要直接面对业主的提

问抽查验收等，所以，口语显得尤为

重要。另外，这边的工程配件原材料

最为珍贵，毕竟在国外，很多东西没

法购买到。至于其他流程基本与国内

无异。

生活了将近两个月，有机会深入

地了解了一下巴基斯坦。巴基斯坦，

号称巴铁，是中国的友好邻邦，甚至

在巴基斯坦的法律里都将与中国的友

谊写进去了。

我所在的地方属于中印交界处，

温度极高，超过50度，出门走在路上

跟干蒸桑拿是一样一样的。吃喝主要

以牛羊肉为主。

传统的巴基斯坦人可以娶四位妻

子，嫁娶时，女方负担所有费用，一

旦女方进门以后就不再出门工作，出

门也必须带面纱遮面，男人需要工作

供养女方一辈子。由于时代的进步，

思想素质的提升，现在大部分巴基斯

坦人都开始遵循一夫一妻制。

卡拉奇作为他们之前的首都，可

以说是30年没发展。路上没有红绿

灯，晚上路灯不亮，社会治安较为混

乱。这边的汽车绝大部分是丰田品

牌，几乎占垄断地位。过往的所有车

辆，不论是小轿车还是货运车都涂满

了代表伊斯兰宗教的油漆。电视里说

的阿三原本就和巴基斯坦是一家，所

以在这边也看到了阿三式的一辆车扒

满许多人的神奇场景。

宗教，是这个国家的主旋律。伊

斯兰教，每周五必须朝拜。朝拜时间

到，无论正在做什么，无论你是高层

还是军人还是农民，都会放下手中的

工作，朝着一个方向跪下朝拜，在那

一刻，我觉得很震撼，大家抛弃了所

有身份，赤裸裸的站出来，众生平等

的感觉。另外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斋

月。日出之后，日落之前不得进食，

病、幼、老人和旅行者除外。所以这

个月也是工程效率最差的一个月，没

吃饭哪来力气工作呀！一个月后会有

盛大的开斋节，很多食物尽情享用，

载歌载舞。当然猪肉，酒一直都是禁

忌。另外，左手也是禁忌，在吃饭时

你只能看见他用右手进餐，因为他们

认为左手是污秽的。

出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环境恶

劣，条件艰苦，在国外基本没有后

援，完全需要自己独立处理问题，特

别锻炼人。国外出差不仅能见识到当

地的风土人情，也可以练习口语，能

大大的提升个人能力。我觉得年轻人

该吃苦是一方面，开拓眼界是更为重

要的另一面。当你了解到大自然或者

这个大社会中神奇的事物颠覆了你以

前的价值观时，你会瞬间觉得自己是

多么渺小。练就博大的胸怀，接纳褒

贬善恶，然后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道

路并坚持走下去才是最难能可贵的收

获。

会儿，带着枪的士兵出现了，机枪、

装载车、信号屏蔽车、警车、军队皮

卡等电视里才能见到的大家伙也相继

入场，没办法，男生对枪械没什么抵

抗力，全程盯着他们跑来跑去。整个

安保分三层：安保、警察、军队。他

们要护送我们至目的地，全程八小

时，穿越沙漠。

凌晨三点出发，每逢服务区就停

下来休息一下。一个大棚子写满了花

花绿绿的当地语言，这就是服务区没

错了。路况并不好，周围都是荒漠，

路上的人穿着暗色系的长衫，看见我

们有种很惊讶的感觉，会双手合十下

等你路过。偶尔会遇到牛羊群，还有

大片的向日葵地。车开的并不快，能

用相机满意地记录下美丽的葵园。时

间不会停下脚步，一番折腾，到达目

的地——塔尔电厂。它正位于在一个

荒漠中间，周边基本没有绿色植物，

晕车的我小时候认为哐当哐当坐

火车去个大城市就已经是莫大的勇气

了，现如今在华力特工作两三年，窜

遍大街小巷荒野工地已是家常便饭，

这不，2018年还将双脚迈向了巴基斯

坦塔尔电厂。

三月中旬，广州白云机场的一架

国航航班飞机起飞，停留在了巴基斯

坦卡拉奇国际机场。第一次出国，焦

虑大于激动，准备工作做得比爸妈叮

嘱孩子还要认真：从出境到过海关、

到与合作方接头，我显得很小心，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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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跑汕马这三年以来，对汕头马

拉松最大的好感是服务。好的赛事体

验，是从城市的诚意度开始的。从第

一届赛事开始，汕马便提供了非常丰

富的信息服务，包括赛事天气、出行

线路、旅游指南、参赛须知等等，时

刻在为跑者提供参赛指南。

在赛道的起、终点人民广场，组

委会设置了丰盛的赛后补给，像潮汕

卤鹅、牛肉丸、蚝烙、粽球、虾饺、

烧麦等，能让外地跑友们第一时间享

陈健
连续参跑三届汕马

受到潮汕美食的无穷魅力；在赛道

上，会有热情满满的观众为你呐喊，

有勤勤恳恳的志愿者递水、捡纸杯，

有赛道专用车接送跑者。这一切都让

参跑者充分感受到了组委会的用心和

赛道上的“人情”。

跑步对于我来说，已然变成了一

种享受。希望这项赛事越来越受大众

喜爱，希望汕马越办越好，汕头的发

展越来越好！

文 | 谢树煜

众说马拉松 :
猛狮人眼里的“汕马”

作为汕头市一年一度的全民盛会，这四年来，国际马拉松赛俨然成为汕头

的一张城市名片。参跑汕马已经成为“猛狮人”一年一度的盛大聚会。作为本土的

新能源上市企业，猛狮科技与汕马结缘已有四载，且来听听，猛狮人眼里的汕马

有何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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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我们夫妻工作都比较忙，跟

孩子之间的交流比较少，但汕马亲子

跑活动让我们对孩子有了更多的了

解，也让我们的关系拉近了很多。

我希望我的孩子多接触外面的世

界，更了解自己成长的环境和城市。汕

头自创文以后，环境非常好，而且汕马

赛道沿途的风景很不错，一路跑下来，

会感受到汕头浓烈的人文气息。

无论是跑步还是玩游戏，做父母

的，最享受的就是跟小孩子在一起玩

的过程，给小孩子全心全意的陪伴。

跑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不仅可

以磨练孩子的持久力和意志力，更能

激发他们的运动创造力。我希望在这

个跑步的过程当中，他不要停下、不

要放弃，能朝着目标坚持完成。

以后我还会带孩子继续跑下去！

林海明
携亲属连续参跑三届汕马

谢彦鹏
连续拍摄三届汕马

在自己家门口“陪跑”的感觉非常

好，感到很亲切，也无比荣耀。我认

为，如果你想快速认识一个城市，可

以从它用心做的事来看。或许是职业

的原因，让我比常人对比赛之外的事

物观察得更为留心。

一个是赛道的设置堪称用心。沿

着赛道，小公园骑楼建筑群、礐石大

桥、石炮台公园、东海岸大道等地标

性建筑尽收眼底，让人竟有在电影院

见证汕头发展历史的错觉，归属感和

自豪感油然而生。

另一个是汕马的欢乐跑、亲子

跑，让比赛不仅有了速度，还有了激

情、有了欢乐，这冲淡了体育竞技比

赛原有的严肃感，增添了一股冬日的

活力和人情味。在“陪跑”的时候，无

论是跑者还是旁边的观众、无论是老

人还是小孩，都特别特别热情，当你

拿着镜头对准他们的时候，好像每个

人都想把你喊懵。

作为猛狮科技的合作伙伴，我有

幸以“展台设计搭建商”的身份参与汕

马赛事，为猛狮科技策划、设计、搭

建形象展台。四年来，我们见证了汕

头本土新能源企业的成长，也见证了

汕马赛事运营和服务质量的进步，更

见证了汕头“跑进新时代”的决心和毅

力。

黄韶峰
猛狮品牌形象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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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拉松不仅是一项体育赛事，

更是汕头对外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机

会，通过汕马把这座城市的历史文

化、民俗风情和文明素养，一一展示

到世人的面前，让大家对汕头有全方

位的认识。作为土生土长的汕头人，

汕马正加深我日益强烈的家乡荣誉感

和归属感。 

马拉松赛事的人文价值、经济价

值和社会价值不可估量，办好比赛离

不开每一位参与者的共同努力，让我

们一起把汕马办得更有秩序、更有温

度、更有活力！

今年是汕头马拉松从“半马”升级

“全马”的第一年，期待汕马赛事越来

越专业化，成为国内具有代表性的马

拉松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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