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邻居是个制作毛笔的手艺
人袁 由于肯吃苦和手艺好袁 上世纪
80 年代就在街上盖了楼房遥 他每天
六点不到就开始做笔袁 而且他做的
笔和其它的人的方法不同遥 那时候
别人做毛笔笔柱都是用麻或狼毫尧
兔毫加健袁他就用石獾尧猪鬃加健遥
由于材料价格比别人低不少加上手
艺不错袁 所以他的笔都是既便宜又
耐用的袁很受欢迎遥

有个台湾人林三益在厦门开
了毛笔公司袁得知他手艺好袁几经
周折找到他袁想聘用他袁并且可以
把他的户口迁到厦门遥 那时候的城
市户口是乡下人想都不敢想的袁很
多人都劝他去袁他摇摇头说袁一个
店里能够留住一个手艺好的师傅
就可以袁自己去了那原先的师傅又
要去哪里浴 何况自己在家里做笔也
能够有口饭吃遥 现在想想他确实是
有底气的袁那时他做的狼毫二块钱
一个袁比我外婆毛笔厂出口日本的
都贵遥 那时的二块钱相当可观袁能
买到一根大木头袁而在乡下建一栋
普通的瓦房需要主樑 20 根袁 他二

十个笔头就能解决浴 他告诉我说做
手艺的人袁都想有个好工具袁他从
张小泉的剪刀厂定了不少工具袁有
把刀价值二千多袁 我惊得一身汗袁
摸都不敢摸转身就走了遥 后来他跟
我爸说我是块制笔的材料袁跟着他
学制笔他这把刀就传给我袁当时的
我只觉的好笑袁心想再贵的刀给我
也不跟你学遥 后来毛笔被授予非物
质文化遗产要传承下去袁手艺好的
他被授予了很多的国家和省市荣
誉袁市委还邀请他去庐山西湖宾馆
疗养袁他谢绝了袁他说评到荣誉了
就很满足了袁人家是造飞机尧铁路
搞研究为国家做了大贡献袁我去算
什么呢钥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外面工作

很少关注这位做笔邻居袁 偶听我爸
讲他现在成了一代笔王袁 很多领导
名人到我们这里都会去拜访他袁名
气太大袁 我们小小的老街就很难担
当起维护当地政府形象的职责了袁
应政府要求他搬去了统一规划气势
瑰丽的仿古街遥

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是我结婚
的前几天袁 我拿着请柬去到他家
里袁 和以前拥挤的小楼房不同袁现
在进门就是古色古香的产品展示
柜台袁正大厅和旁边墙壁挂满了名
家字画袁大厅的一角摆设着红木茶
几袁 侧边还有张铺满毛毡的大书
桌袁桌子上放着文房用具和没来的
及整理的字画遥 刚进来他就认出了
我袁野这么多年怎么不来看看伯伯

啊钥 冶他先开口大声说道遥我笑着不
好意思的回答院野一直在外面袁回家
比较少袁知道伯伯忙也不好意思打
扰浴 冶他埋怨道院野你怎么还越来越
见外了袁以前小时候天天往我这里
跑袁现在还变生了噎噎冶一翻寒暄
过后袁发现他没怎么变还和以前一
样袁知道我在外面打工袁还特意跟
我讲以前制笔师傅的事院野以前开
笔店袁比如手艺好的师傅他想为你
做事袁他是屁股先进你家门袁背对
着你说去留问题遥 如果你不答应袁
他不需要转身袁直接就离开了遥 当
然袁这样的人袁东家也知道袁一般会
立刻挽留噎噎冶他还说现在和以前
一样袁5 点不到就起来袁人老了制笔
的时间越来越少袁 工人虽然有很

多袁但关键工序渊切毛冤还要他负
责袁毛切的好袁料齐整不会浪费锋
颖又能完好保留袁我笑着问院野是不
是还是用那把二千多的刀钥 冶野是
啊袁 二十年了袁 还和新的一样好
用遥 冶我问他现在该有的都有了袁是
不是可以退休了袁他说野退休想都
没想过袁 人家九十多的书画家袁躺
着病床上还在写写画画袁还点名要
用我做的笔袁 我怎么好意思退休袁
再说现在政府还给我分任务了袁要
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袁后面笔坊几
十个新人还指望我教他们学会手
艺早日过上好日子噎噎遥 冶

听他一席话袁敬佩感油然而生袁
突然明白了野工匠精神冶的含义遥 制
笔作为一项民间工艺袁 再普通不过
了袁 可是把普通的事情坚持下来就
是不普通袁 正是他对自己所从事行
业的热爱和毕生追求袁 才成就了现
在的成就遥他的这种富了不改本色袁
不忘帮助乡亲脱贫致富袁坚守岗位袁
执着劳动付出的这种精神不就是我
们党和政府正在提倡的那种 野不忘
初心尧砥砺前行冶的精神吗浴

我的邻居
设备设施部 邹 攀

前些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袁 说公司
招聘一名运营总监袁要求有耐心尧责任心曰有
充沛的体力长时间站着尧还要经常弯腰曰一周
工作在 135 小时以上尧 没有任何国家法定节
假日曰 只有在其他同事吃完饭以后才有时间
去吃饭曰 同时要求具有谈判技能和人际交往
能力曰还要求具备金融尧烹饪尧医疗和文艺方
面的能力遥当客户饿的时候袁你要第一时间给
他做饭袁还要有营养曰当他生病的时候袁你要
第一时间判断出是什么问题曰身兼数职袁并且
放弃现有的生活袁 重点是这个岗位却没有任
何报酬遥这样一份超负荷的工作时间尧超大的
工作压力尧零薪酬的工作袁相信没有人会去应
聘袁然而袁这样一份工作袁每一位母亲都在认
真地做着遥

无独有偶袁在批改儿子的作业时袁也看到
一篇名叫叶母亲的工资曳的短文袁文中说母亲

的工作是一种技术性的管理工作袁 若母亲的
工作可获薪水袁合理的年薪约为 6 万美元遥因
此作者提倡应把母亲所做的各项工作量化袁
给她们肯定袁并回以关爱遥也有财经服务组织
经过缜密的计算与评估袁得出过这样的结论院
若将母亲所做的各类型工作改为出钱聘人代
劳袁那么子女一年所付的工钱高达 63.5 万美
元遥 可以说袁 母亲的工资足与大公司总裁相
比袁令人惊叹浴

在我没有成为母亲之前袁 这样的文章并
不会引起我太多的关注袁 有谁在享受母爱的

同时袁会把它与工作薪资牵扯到一起呢钥又有
谁想过为母亲核算工资呢钥 原来我们不知不
觉之间袁已经欠下了母亲那么巨大的一笔野薪
水冶袁 而我们自己却依然认为母爱是天经地
义袁理应得到的遥

在我成为一名母亲之后袁 更能深刻体味
到为人母的艰辛遥母亲是一种职业袁是一种无
薪水又心甘情愿不求回报的工作遥 女人一旦
做了母亲就会全身心投入到这份劳累尧繁琐尧
永无止境还要不断学习的工作袁 可是她们做
得乐此不疲袁做到头发花白尧腰杆弯曲尧眼睛

昏花也毫无怨言遥对她们来说袁做母亲是自己
一生最值得骄傲的事业遥 但是没有哪个母亲
会去向孩子们索要报酬袁 即使是知道母亲这
份工作有那么多的付出袁 对于薪水她们也只
是微微一笑遥

记得与儿子共同上过一次亲子课袁在
舒缓的音乐氛围中袁老师轻声地让子女与
母亲四目相对袁没过 1 分钟袁很多小朋友
们轻啜出声袁妈妈们也都是眼泛泪花遥 那
一刻袁所有的妈妈们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
最幸福的人袁有孩子的陪伴袁所有的付出
都得到了最大的回报遥 而我同时做为母亲
和女儿的角色袁就更能深刻的体会个中滋
味了遥

母亲袁只有两个字袁轻轻地读出来袁却又
是如此沉重遥 它积淀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时间
和汗水袁以及那么多还都还不清的爱浴

质量部 张圆圆

秋风阵阵波涛涌，斜晖入江寒光粼。

旌旗瑟瑟鼓声戾，万甲雄兵传捷音。

秋渡长江
组件设备设施部 刘 伟

昨日初到贵阳城 ,贵阳长亭复短亭。

才别水驿三湘路，白云翘首数山行。

贵阳行
电池制造部 李 娥

作为一个南方人袁 我从小就非常向往大西北的壮丽风
光遥 经过一番攻略和计划袁9 月初我和妻子一同踏上自驾游
青海湖的旅途遥 青海湖既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泊袁也是最大
的咸水湖袁位于青海省东北部的青海湖盆地内遥青海湖是美
丽的袁也是神秘的袁它有独特的风景遥

这次旅行袁 我们的自驾路线是从西宁出发袁 途径塔尔
寺袁黑马河袁茶卡盐湖袁德令哈袁敦煌袁张掖最后回到西宁袁全
程约 2500 公里遥 第一站就是塔尔寺袁塔尔寺是藏传佛教在
青海地区的中心袁也是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遥 寺庙内共有大
金瓦寺尧小金瓦寺尧花寺等大小建筑共 1000 多座院落袁4500
多间殿宇遥 建筑融合了汉宫殿与藏族平顶的风格袁 布局严
谨袁风格独特遥 在游览过程中袁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殿宇
内墙壁上的壁画和堆绣布幔遥 壁画内容主要为佛教经典和
人物袁色彩绚丽袁人物形象丰满袁经久不变遥 堆绣布幔主要悬
挂于经堂内袁图案主要为佛像袁人物和鸟兽等袁立体感强袁活
灵活现遥

第二天清晨袁我们在黑马河镇青海湖畔看日出遥 尽管才
九月初袁青海湖边早晨气温仅有 5-6益袁裹着大衣的我们在
寒风中瑟瑟发抖遥湖边人很多袁大家拿着手机等待着朝阳跃
出湖面的那一刻遥清晨的青海湖烟波浩渺袁湛蓝的湖水不停
地拍打着岸边的岩石袁远处湖天相接处射出一道道霞光袁将
湖面和天空一同染成了金色袁 绚烂夺目遥 大家欢呼雀跃起

来袁在寒风中的等待终于没有白费遥 太阳升起得很快袁整个
跳出湖面的那一刻袁 大家纷纷拿起手机拍摄遥 阳光照在身
上袁格外的温暖袁世间万物似乎都在这一刻苏醒了过来遥 成
群的鸟儿从湖面掠过袁落在岸边的湿地上开始吃早餐袁牧民
家的牦牛和羊也都慢慢踱到湖边吃草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袁
那么普通却又那么美丽遥

欣赏完青海湖的美丽日出后袁匆匆的我们继续前进袁下
一个景点茶卡盐湖遥 提到野天空之镜冶袁大家最先想到的肯
定是玻利维亚的乌尤尼盐沼袁但是位于青海的茶卡盐湖同
样能够观赏那摄人心魄的镜面效果遥 10 点多钟到达了茶卡
盐湖袁天气还不错袁迫不及待的买票登上景区内的小火车
开始了盐湖之旅遥 首先进入眼帘的是道路两旁的盐雕袁直
接用雪白的湖盐雕刻而成袁 题材以中国神话中的人物为
主袁个个栩栩如生遥 继续向前袁大片的盐湖呈现在眼前袁积
水不深袁湖水很清澈袁风不大基本满足了天空之镜呈现的
条件遥 放眼望去袁蔚蓝的天空袁远处的青山和草地都清晰的
倒影在湖面袁天空与湖面在完美地连接在一起袁好像没有
尽头袁让人几乎分不清哪里是湖面袁哪里是天空袁真是大自
然的奇迹啊浴

无论多少的豪言壮语都无法描绘出西北的壮丽风光袁
它那神秘又美丽的景色袁让人沉醉其中袁流连忘返遥 收拾好
心情袁再次出发袁接着去领略后面的美景遥

光伏应用工程公司 徐伟业

秋天袁树叶落了袁花儿谢了袁天气也渐渐变凉了遥
趁着周末天气晴好袁我带着女儿去公园走走遥 公园门
口路的两边摆满了各种小吃尧玩具摊袁伴随着节奏欢
快的音乐袁热闹非凡遥 五颜六色的小旗子尧风筝迎风飘
扬袁广场上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放风筝尧吹泡泡尧捡树
叶尧散步袁尽情享受秋日阳光遥

经过卖风筝的摊位时袁女儿就像被磁铁吸住了一
样袁不再向前了遥 她拉了拉我的手袁用祈求和期待的眼
神看着我袁征得我的同意后袁女儿兴奋地跑过去左摸
摸袁右看看袁似乎个个都想要袁经过艰难的抉择袁她最
终选了小猪佩奇图案遥

在公园内找一块空地后袁女儿就迫不及待地和我
一起打开包装袁固定风筝袁绑好线遥 随后袁女儿一手拽
着线袁一手举着风筝袁甩开步子奔跑起来遥 风筝小儿
轻袁借着风袁左右摇晃几下袁很快就飞上了天遥 粉红色
的小猪在蓝天印衬下更加耀眼遥

看着女儿忽远忽近的身影袁 我坐在路旁的阶梯
上袁陷入了沉思中遥 她是那只飞在高空的风筝袁而我就
是那个放风筝的人遥 一旦她长大了袁飞上天空袁我越是
想把她留在身边袁她就越往高飞袁而且在我的拉扯下袁
她能看见的天空也只有我的这片天空遥 当我选择剪断
线放手时袁她就会随着风儿到达任何她想去的地方遥

女儿来回奔跑了近半个小时袁 满头大汗袁 满脸通
红袁兴奋地朝我招手袁让我看她的风筝飞得有多高袁我
微笑着竖起大拇指袁 然后按下手机袁 定格这个美好画
面遥 龙应台在叶目送曳一书中感叹道院我慢慢地遥 慢慢地
了解到袁所谓母子一场袁只不过意味着袁你和他的缘分
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遥 女儿会
像风筝一样袁随着她的成长袁她会渴望越飞越高袁而我
要做的就是站在远方袁给她足够的空间让她自由翱翔遥

放 风 筝
电池制造部 黄 芬

用人之道

去过庙的人都知道袁一进庙门袁首先是弥陀佛袁笑脸迎客袁
而在他的北面袁则是黑口黑脸的韦陀遥 但相传在很久以前袁他
们并不在同一个庙里袁而是分别掌管不同的庙遥

弥乐佛热情快乐袁 所以来的人非常多袁 但他什么都不在
乎袁丢三拉四袁没有好好的管理账务袁所以依然入不敷出遥而韦
陀虽然管账是一把好手袁但成天阴着个脸袁太过严肃袁搞得人
越来越少袁最后香火断绝遥

佛祖在查香火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袁 就将他们俩放在
同一个庙里袁由弥乐佛负责公关袁笑迎八方客袁于是香火大旺遥
而韦陀铁面无私袁锱珠必较袁则让他负责财务袁严格把关遥在两
人的分工合作中袁庙里一派欣欣向荣景象遥

大智慧院其实在用人大师的眼里袁没有废人袁正如武功高
手袁不需名贵宝剑袁摘花飞叶即可伤人袁关键看如何运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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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轰隆隆噎噎冶天上不时的出现身披亮甲的巨龙袁将天幕
撕裂袁随后是巨大的吼声从天际传来袁到达地面遥紧接着袁来自
啦啦队要雨的阵阵热烈欢呼的掌声迅速蔓延开来遥 但人们似
乎对这场表演并不感兴趣袁一心只想躲避它们遥 我透过窗户袁
静静地欣赏着眼前的一切遥雨越下越大袁道路两旁很快地长出
一群五颜六色的野小蘑菇冶遥

当我拉回视线望向楼下时袁一朵七彩的野蘑菇冶吸引了我
的目光遥 因为是在二楼袁 底下的发生的事情我能看得清清楚
楚遥 那朵野蘑菇冶下面应该是一对父子袁父亲看起来年龄比较
大袁 从他的装束能看出他是一名环卫工人遥 儿子十来岁的样
子袁穿着校服袁背着一个印有卡通图案的书包遥父亲弯着腰袁把
伞倾向儿子那边袁以至于大半个后背都暴露在雨中遥父亲还是
不放心袁又往外挪了一下袁这下子袁整个后背都出去了遥儿子察
觉到父亲的动作后袁急忙向父亲靠拢袁并伸手拂去父亲背上的
雨滴袁倔强的搂住父亲的腰袁父亲只好作罢袁搂着儿子的肩膀袁
两人在雨中艰难的前行遥不一会儿袁雨水打湿了鞋子袁裤腿遥父
亲停下来环顾四周袁 带着儿子走向屋檐下的石阶袁 他收起雨
伞袁坐在石阶上袁然后脱下外套抖一抖袁翻过来铺在旁边袁示意
儿子坐下遥儿子立马从父亲手中抢过衣服袁还是那副倔强的表
情袁轻轻地将衣服搭在父亲背上袁父亲帮儿子卷起裤腿袁大概
是拗不过儿子只好穿上衣服遥在父亲穿衣服的时候袁儿子从书
包里拿出一个包裹严实的袋子袁放在台阶上小心翼翼地解开袁
拿出一个饭盒袁打开盖子袁捧到父亲面前遥父亲接过饭盒袁宠溺
地摸了摸儿子的头遥 父亲闻了闻饭菜袁露出满足的笑容袁大口
的吃起来遥 儿子看着父亲吃饭的样子袁脸上的笑容尤其灿烂袁
还在一旁说着什么逗得父亲哈哈大笑遥看着看着袁巨龙带着雨
回到了云里袁野小蘑菇冶也偷偷地躲起来了遥

我望着窗外发生的事情袁 脑海里不由得浮现了我前几天
在微博上看到的一张照片袁 照片上父亲将伞全部倒向背着书
包的儿子那边袁自己整个后背都被大雨打湿遥 看着看着袁不知
不觉眼睛湿润了遥

调皮的雨总是在疯疯闹闹袁可不论是眼前的父子袁还是照
片里的父子袁都带着同样的温暖的无私的爱遥也让我欣赏到了
雨中别样的情遥

雨中情
电池制造部 宋解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