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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来疏竹 雁渡寒潭
文/华南事业部

出雁影，但是雁飞过后，清澈的水面依旧是
一片晶莹并没有留下雁影。所以在事情来时
就应该尽心去做，事情过去后，心要立刻恢
复到原来的虚空平静，才能保持自己的本然
真性于不失。
这里不想就哲 学上唯心 还是唯 物的立
场进行讨论，我觉得只要对我们的生活有借
鉴和启示的意义就够了。就我个人而言，参
加工作也有些年了，刚开始的时候总会遇到
一些挫折，就像刚学游泳的人总要呛几口水
一样，不过这样也明白了一些事理，学到了
一些基本的谋生技巧。柏杨先生说，中国的
文化是一种酱缸文化，人往往一进去就被酱
死在里面，我不大赞同柏杨先生的说法，但
是可以把这句话拿来比喻，踏入社会其实就
是一个失去自我的过程，每个人都一样，为
了眼前的生计和遥远的理想都不停 地奔波
劳碌，社会给人的压力是大的，不知道自己
是杞人忧天还是深谋远虑，总是有很多心事
让人睡不安稳。有时候对着镜子发现自己的
面色都发黄，发青了，于是想到看看中医，看
看那些老先生怎么说，现在我倒觉得中医的
药不仅仅是那些渣渣沫沫的草汤，还有语言
和思想，看看“风来疏竹，雁渡寒潭”这句话，
就是对我这种心浮气躁的人的对症之药。
其实社会在发展，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个人要进步，奋斗也是必须的。在这样的大
环境下，也许坚守自己内心那一份安宁和本
色，多 想 想“ 风来 疏竹 ，雁 渡 寒潭 ”的故 事，
就可以不迷失自我，活出那一份 自信与 豁
达、从容与洒脱。

一个人的心灵世界
文/精工世纪
那些事，那些疯狂爱恋的日子，找不 到
曾经破碎的脚印。蓦然回首，那段日子已走
得好远好远，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不理会你
执着的挽留，坚决地往后退着。那些伤心时
留下的泪水，凝结成一块明亮的琥珀，精制
地包裹着那颗未成熟的爱情种子，吮吸 着
苦涩的汁液，心底却是一种异样的甜蜜。
曾经走过的路有了新的面孔，新的生机
和活力。眼眶湿湿的，即使是不悔，也藏着
深深的无奈。蝴蝶飞过鲜花丛，繁华 落尽，
飘扬着几片枯黄的落叶。再回首，我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再回首，我不知道心底是否还
有爱；再回首，泪流满面。
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没有喜悦，
没有 悲伤 ，心底 空空 的，空的 让人 难 受，无
助茫然，不知所措。只因自己的心灵空虚，
慌乱地找什么东西填充。生命中所有的经
历都应该是一种财富吧，快乐痛苦，都是属
于自己的真实感受。其实，每个人都是孤独
的，每个人又都在极力地想逃脱孤独，在无
边的细雨中有个人陪自己回家，这也 许就
是所谓的幸福。简单、朴实、真切却又似乎
很遥远。爱过了，错过了，一生中我们会遇
到很多很多的人，但能陪你一生的也许只
有一个。没有哪一朵花是最美的，但一定有
一朵是最适合你的。
写字的时候，我喜欢听音乐，一种 不定
的寂寞的物质，可以把我和周围喧哗的世
界很好地隔离。我活在自己的心灵世界，不
为任何人所扰，我辛勤地耕种，用泪 水灌

赵立

溉。音乐可以给我很多东西，比如灵感，仔细
把往事一点、一点地掏空，游离在生活的边
缘 ，断 线的 风筝 ，被所 有 人 遗 忘 ，被 自 己 遗
忘。不去和任何人做无谓的争论，沉默、写
字、单一的表情。生活在虚构的王国，我是多
愁善感的寂寞的王子。忧郁的眼神，对生活
彻底地失望，却从不绝望，我是一个长不大
的孩子，任性而冲动，我不知道生活对我意
味着什么，却必须坚持下去。许多事情是不
由我们自己选择的，很宿命。渴望什么，决不
乞求，宁愿放弃，不违心拥有。我做自己喜欢
的事，也许有一天我会被逼着做自己不喜欢
的事，我想，那时我苍白的生命会加速枯萎、
凋落，我会彻底地绝望。
生活应该更像一条路，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归宿，不到结束的时候谁也无力退出。未
来是什么，你不需知道，也许只是过去单调
地重复，也许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开心，就通
通快快地笑，伤心，就痛痛快快地哭。我是一
片悠闲的浮云，天空却因我而落泪，我是一
片海洋，储积咸涩的泪水。
生活如梦，就让一切随风。我爱的人因
为离开我而找到幸福；爱我的人因为失去我
而找到真爱。我写下的文字，是心灵的碎片，
是我生存的土壤。我倔强地生长，不屈不挠
地生长，竭尽全力地生长，没有人为我落泪。
也许某天你在人海中发现一个落寞的身影，
或许就是我——
—那个孤独的守望者，守望一
去不复返的岁月。

Jinggong Steel Building
Group / 精于技术 / 工于品质 >>

奥运场馆的建设、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城市化
工业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的
上马等等，均为中国钢结构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十
分广阔的前景。伴随着前景的看好，行业竞争也
变得日趋白热化，而精工钢构就是凭借着“精于
技术 工于品质”的决心和毅力，一路披荆斩棘站
在了钢结构行业的最前列。
2006 年 6 月 ，我 应聘 来到 精 工，老 一 辈精 工
人筚路蓝缕开创的基业，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
轻人看得无限神往，感叹于前辈们的卓越，折服
于公司的业绩，更憧憬着自己的未来。站在圈外，
看到的是公司业绩地不断刷新；进到圈里，沐浴
着的是温暖的关爱，享受着无处不在的关心。精
工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公司“以人为本”的核心理
念，牢牢地抓住了每一个成员，在这个大家庭中，
尊重、关爱、激励，急员工所急，忧员工所忧，是我
最真切的感受。
公司就像一棵大树，员工就是根基，根基不
稳，安能令大树枝繁叶茂？为此，公司在培养员
工、关爱员工上积极探索新的思路，给予广大员
工实实在在的关心和爱护。
在员工培养上，为了让员工不断进步，不断获
取新知识，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公司做了很
多工作。一方面让员工通过各种各样培训学习的
机会，提升工作技能，增长业务知识；一方面通过
“师傅带徒弟”的形式，以这种“一对一”的辅导方
式帮助员工快速掌握工作要领。有人指引，有人

精工企业文化之我见
文/重钢事业部
护航，关爱时刻未曾远离，在精工的成长之路走得
很“累”却很踏实。只要你肯努力，公司就有你展
示才华和能力的舞台，这是公司给我们巨大的信
念支持。
在员工关爱上，公司把每一位员工都看成是
一笔珍贵的财富，员工的身体不仅是公司敢打敢
拼的重要保证，也是员工幸福生活的基本要求，对
于员工的健康公司从未马虎。一年一度的体检每
年都会有条不紊地展开，平静有序的背后饱含着
“ 保护身体——
公司领导对员工最实在的关心，
—为
公司更为自己！”
在保护好身体的同时，员工精神文化需求的
缺乏 ，也让领 导 们急 在心 里，丰富 员 工业 余文 化
生活 的讨论会 开了 一次 又 一次 ，方 案越 来 越多 ，
活动 也 变得 越来 越 贴近 员工。 不 定期 组 织 的 文
娱表 演，让员 工看 得大 饱 眼福 ，组 织 的各 项竞 技
活动 ，让员工 参 与的 大呼 过瘾 ，现 在 员工 的欢 笑
声比 三 年前 多了 很 多，平 时 聊 的话 题也 变 得 丰
富多 彩了，有 一 次偶 然听 到一 个 同事 说“ 生活 其
实本该就是这样的多彩”。

我有一个南山之梦
文/杨影洁
我有一个很世俗的梦想，关于别墅。
其实绍兴的别墅之于我，就像一场浩荡的
秋雨之于撒哈拉，无比奢侈。然而我在忍受了
多年 高高的 水泥房 子之后， 终 于开 始义 无 反
顾。我知道，我的幼时记忆依然根深蒂固，我的
房子应该能够让我俯仰在天地之间。
童 年在 一 个大 大的 院落 里 定格 成永 恒 的
回忆，那个院落涵盖了我幼时大部分的时间。
院落前方是一片宽广的草地，草地边是一个池
塘，这是一个农家孩子最初的家。房子已经很
是老旧 ，家里也 没有几 件像样的 家具，但是 院
落坐拥鲜花碧草，日月星辰；扬眉就是蓝天，低
头就是大地。
我喜欢赤脚从大门跑进跑出的感受，幼时
的大门在我的记忆中很高，但是也很安全。在
我的大部分记忆里，我的童年总是在这个大门
和大门外 的小河 、草地 之间流连 ，这里 包括 草
地边缘一棵灿烂的栀子树。每当六月到来的时
候，大 门外的 天空总 是一种透 明的天 色，甚 至
没有云。院子边缘支起的一排篱笆上爬满了藤
蔓，绿黄色的垂帘让人陡然地欢喜起来。这棵
栀子树有别于一般栀子的柔弱旖旎，长得高高
大大，洋洋洒洒。走出大门，就能闻到空中飘来
的湿漉漉的花香，像一阵风从一个遥远山谷徐
徐吹过。我幼弱的皮肤刚感知到季节的变换，
栀子花已是全身心投入到这个夏天里了。
当我开始成为“城里人”的一员时，我世俗
地憎恶起自己的过往，甚至包括曾经的那片院
落， 城里人 居住的 高楼大厦 仿 佛才 是真 命 天
子。我于是开始了近乎偏执的奋斗，终于在七
年前搬进了一栋高高的楼宇。
这 套房 子 很容 易就 让我 们 将自 己的 卑 微
隐藏起来了，我开始学着在 17 楼的阳台上像

模像样地沏上一壶茶，将目光很小资地投向很
遥 远的地 面，其实 我知道，我看不 到任何 一朵
花瓣，闻不到任何一丝花香。
房子住 着舒服，景色 也是 一流 ，但 是我 的
心 却离儿 时的快乐 越来 越 远了。 儿子 刚刚 五
岁，他在阳台上望向花园的眉宇间是我所陌生
的悲悯和迷茫，而数十年前这个年纪的我，正
被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所漫溢。我们之间相差
的不但是天空的广阔，还有大地的亲近……我
虚假而矫饰的情感被彻底击碎，我对自己说，
买栋别墅吧。离开这个繁华城市的中央，我们
去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有草坪，有花园，有让
孩子赤脚跑出去就能亲近的大地，买吧！
“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在南山脚下，我可以脚
踩着踏实的大地，看到纯净的天空……我的南
山之梦——
—为了孩子过上亲近自然的生活，为
了他应该拥有和年龄相称的无邪时光。
我于是开始了漫长的选择过程，水墨澜庭
成了我最终的归宿。一片青山就在我们房子的
前 方，两 棵小树开 出不知 名羞涩 的花，弥漫 着
我记忆中的栀子的清香，天和地在这里变得如
此广博。我仿佛看见了儿子在窗边探头去闻花
香 ，仿佛 听见蝉将 一个夏 天叫得 火热，仿佛 回
到了三十年前，那个走出大门就能亲近鸟语花
香的淡淡庭院……
从这里离家出走的人，还将返回这里；从
这里流逝的水，还将返回眼底。这是一个数十
年 后的 轮回，这个 轮回越 来越接 近辽阔，接 近
天空和天空中流动的云彩。所有的铅华都被雨
水 冲刷得 干净，淤泥 中绽放 的石头，比花朵 更
加艳丽。
俯仰之间，水墨澜庭成就了我的天地；源
于最初的纯真，结于今日的成熟……

又到六月赏荷时
文/摄/上海美建

应晓捷

“碧荷生幽泉，朝日艳且鲜。秋花冒绿水，密叶罗青烟。”这是几百年前李白
赏荷时题下的诗句。在上海赏荷花，如不想兴师动众，尽可在一个晴好的夏日，
选择在清晨或是夜晚，去市中心的人民公园走走，像是去赴一个美的宴会。
人民公园的荷花池历史悠久，整个公园是片城市绿地，很有闹中取静的清
幽。这里的荷花池没有其它的大，可有另一种味道。虽开放在繁忙的都市和喧
嚣的人群中，却依然亭亭玉立、温和、淡定，释放着平和的美。每年的六月中下
旬至八九月，是赏荷的时节，而七月中旬是荷花盛开的旺季，但今年的荷花在
六月中旬已早早开放，提前迎来了万千赏花者。如今正是盛花期，也是观赏的
最佳时间。情侣、老人、小孩、外国游客都围坐在荷花池边，在公园附近写字楼
里工作的人，如能放下手头的工作，走几步到这里看看荷花，忙碌的生活也会
放松许多。这里更是摄影爱好者每年必到的采风地点，在这里赏荷、拍荷甚是
惬意。每年此时，我总会约上三五知己，背起相机，到此记录下这荷花绽放的美
好瞬间。

宋良

公司做得最好的自然是为员工创造了干净舒
适的住宿环境。进公司三年，对于精工的宿舍变
迁也是深有感触，以前住在单位的老宿舍，各项设
施都比较陈旧，工厂的噪音还不时侵扰到我们的
睡眠，导致员工不能很好地休息，上班提不起劲
来。公司领导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去年，六栋新楼
拔地而起，把我们迎进了新宿舍，看着干净整洁，
设备一应俱全的新宿舍，心中的归属感变得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宿舍楼前，孩子们三五成
群的在那里玩耍，欢笑声洒满了整个小区；宿舍楼
下，饭菜的香味不断飘散，辛苦了一天的工人师傅
们，开心地回到家里，享受着家人做好的可口饭
菜，和妻儿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幸福的他们，此刻
已经发自内心地为身为
“精工人”而感到骄傲。
内修素质，外树形象，正是因为公司领导与员
工的上下一心，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公司的
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在行业的竞争中精工已经树
立起了高大的形象，相信在如此温暖又有战斗力
的集体中，作为公司的员工，我们也感受着企业文
化的熏陶和企业一起快速成长。

请告诉我袁
一颗沙粒要经过怎样的磨砺袁
才能成为珍珠袁光彩尧耀眼遥
请告诉我袁
一片荒芜要经过怎样的耕耘袁
才能有茵茵绿洲尧燕语喃喃遥
又有谁能告诉我袁
鱼塘与沟壑袁
经历了怎样的装扮袁
才能成为盘龙大地上闪亮的新星一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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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无事看电视时，刚好看到中央台十
频道关于一名老中医的专访。古人言：
“不
为良相，愿为良医”，对于中医，我一直怀着
一种景仰的态度。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发
展，中国人逐渐找回了自信，对传统文化的
保护和弘扬也越来越 重视，我想这也是节
目的初衷吧。
节目中的老中医已是白发苍苍，一辈子
都在和医药打交道，对自己的专长想必是轻
车熟路，然而当问到老中医对于自己给病人
开的药方有没有信心 时，他做了否定的回
答。我想即使是这样的人，面对中医诊病，
也是心存畏惧的，足可以说明中医的博大精
深。古人用“皓首穷经”来说明读书人对研
究学问的执着，而中医学问的渊博估计是几
个“皓首”也研究不完，研究不透的，这是传
统文化的伟大之处。
节目快结束时，主持人问老中医这一辈
“ 我的一生
子的为人处世之道，老先生说：
就像大雁过河，当大雁飞过，河水会倒映出
雁影 ，但是 雁飞 过 后，并 没有 留下 痕 迹，这
就是：
‘ 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老
先生一席话宛如点醒梦中人，让我一颗忧烦
浮躁的心看到了亮光，得到了安宁。
后来上网查了下，这句话出自 《菜根
谭》，原句是：
“ 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
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
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意思是当轻风吹
过，稀疏的竹林会发出沙沙的声音，可是当
风吹过去之后，竹林并不会留下声音而仍
旧归于寂静。当大雁飞过，寒潭固然会倒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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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七百多个日日夜夜的精工楚天啊袁
在你宽厚的怀抱里袁
真切地体会那被呵护的温暖袁
今天袁该带着怎样的深情抒发对你的情感遥
昔日的你呵袁
曾经是那么嬴弱袁
如嫩芽渴望着阳光雨露的浸染遥

艰辛的岁月里哦袁
又是谁在为你撑起一片天空袁洁净蔚蓝袁
是精工楚天人那坚韧的毅力尧不屈的信念袁
开拓出一条精工特色的发展之路袁大道通天遥
无数个日夜里我们清晰地看到袁
那东奔西走尧苦寻项目精工赤子的身影袁
疲惫而又果敢遥
我们清晰地看到袁
那挑灯夜战尧加班加点奋战在机器前的一双双眼神袁
凌厉而又勤勉遥
一批批先后加入的精工人袁
为你的发展壮大默默奉献袁
建厂房尧接项目尧做安装尧抢生产袁
1000 吨尧2000 吨尧噎尧4000 吨袁
一次次产能升级尧一批批构件送检袁
每一组数据都在印证一段传奇袁
每一次跨越都浸满精工人的不屈与艰险遥
精工楚天啊袁
你犹如一轮朝阳被六百名精工人高高托起袁
又犹如一道彩虹袁
我们就是其中的七彩袁赤尧橙尧黄尧绿尧青尧蓝尧紫遥
一路走来袁
七百多个日日夜夜袁风雨兼程袁
在这个静寂的夜里袁
闭上眼睛袁昂首阔步袁披荆斩棘的身影就会在 脑海
里清晰凸显遥
一路走来袁
成绩斐然袁但所想的依旧是创新发展袁
在这个静寂的夜里袁
勤劳智慧的精工人袁跨入新的起点尧直挂云帆遥
一路与你同行要要
要
你就是那最亲切的名字院精工楚天袁
给了我们共同的印记与标签遥
一路与你同行要要
要
你就是那最温馨的家园院精工楚天袁
这里有兄弟姐妹尧亲密无间遥
一路与你同行要要
要
你就是那最珍贵的相遇院精工楚天袁
在这里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尧携手并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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