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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欢迎来稿。

□本报记者 冻凤秋

69年前，一个生命在信阳诞生。
虽然不满一岁就跟随母亲去了北京，但这块土地始终是作家

肖复兴内心深处的秘密和悠长的牵挂。
我记得最初认识时，得知我是河南人，他欣喜的表情，就像那

天，我站在火车站台上等他，一下车，转身就看到了彼此。他仍是
那欣喜的表情。

声音清亮，走路飞快。他说，先去看看老董吧。
老董是他在北大荒插队时认识的朋友。
那时，他还是个青涩的小伙子，老董已经结婚生子，在当地的

砖厂开车。他总是在老董家蹭饭吃，最爱吃老董爱人烙的葱油饼，
那份温暖他始终记得。

电话中事先联系好了，车行至东风路财经学院，远远的，他就
认出了马路对面等待的老董。

落座，一杯清茶，一席长谈。熟悉的人和事不停地往外蹦，在
过去的岁月和如今的生活之间，闪回，交织。

老董的话不多，黑黑的脸庞布满刀刻般的皱纹，大多数时候只
是附和，或者微笑。

老董的爱人，肖复兴称她为小石，开朗健谈。都是些琐琐碎碎
的家长里短，肖复兴却听得津津有味。

我从他们的话语里听到了当年插队时朋友不同的生活状态，
情感故事，和跌宕的人生命运。

两个小时过去，肖复兴和老董的身体都从最初的笔直，逐渐舒
服地陷进了沙发里。

对于肖复兴来说，从1968年到黑龙江佳木斯富锦县大兴农场
插队，至1974年离开，6年的知青生活，多少青春印记，多少能讲
出来的故事，多少难以表达的感慨，他早已写在书中。12年前，他
回去过一次，因为如洪流般打开的感情闸门，因为所见所闻带来的
深深震撼和冲击，因为灵魂深处不停地反思和追问，他挥笔写下长
篇纪实文学《黑白记忆》。

如今，他已不再想回去，不再想深谈。聊聊各自的状态便好。
知道老朋友一家生活安静美满便好。

这时的他仿佛是邻家大叔，无拘无束，随和亲切。
第二天上午的中原风读书会上，他成了另外一个人。
一位苦口婆心的教师？没错，他当过十年的教师，小学、中学、

大学都教过。写了一系列教育理论笔记，《我的读书笔记》《我的音
乐札记》等等，他曾获得首届“全国中小学生最喜爱的作家”称号。

一个严厉慈爱的父亲？没错，他用心陪伴儿子成长，直到儿子
远飞美国，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并在印第安纳大学执教，成为
优秀的学者和作家。

他把自己的人生智慧和经验积累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每一个读者。
也许，只有当他和自己在一起时，他才是一个作家，一个思想者。

他说，我习惯动笔之前，细细地想，想清楚了才开始写。所以，
我每次都写得很快。

他有一种本事，平心静气，气定神闲，内心里充满平等，充
满真诚，把生活中最普通的一切，细腻而传神地记述下来，将自
然界万千气象的瞬间捕捉到手，然后成就意境隽永的诗篇和生
命永恒的乐章。1

归 来

时代表情

拍摄手记

这是记者 5月 27

日上午拍摄于汝阳县

十八盘乡登山村的一

处打麦场，村民正在

碾压场地准备打麦。

由于是山区梯田，麦

收仍靠传统的手工收

割。如今，这种劳动

场景已经很难在平原

地区看到了。

□图/陈更生 文/陈炜

远山如黛，麦场如盘。大山怀抱中的

一方天地，让人不禁想起梵高画中的麦

田，每一笔的触碰，都会激起记忆的涟漪，

扯牵出乡愁缕缕。

南风起了，布谷叫了，杏儿熟了，麦梢

黄了，空气中时而飘过来一阵燎麦的清

香。骄阳下，糙场的石磙一遍遍碾过，大

场的地面开始变得平滑如镜、瓷实如砥，

一场气势磅礴的麦收已箭在弦上。

麦子在中国人尤其是北方人心中的

位置无可替代。有一两囤麦子围蹲在厦

屋里，人们就有了底气，脸上就有了笑意，

走路就会轻快许多。从头年晚秋播种到

来年夏天收割，大自然的每一次风吹草动

都牵动着他们的心，一场透雨、一场冬雪

会让他们喜笑颜开，一阵狂风、一阵冰雹

会令他们心急如焚。他们像守护子孙一

样守望着麦田——那里孕育着他们的未

来，更是希望升腾的地方。

麦收总是在 6 月初的某个清晨悄然

打响。青灰的曦光里，人影浮动，弓腰屈

膝，埋头前行，镰刀过处，嚓然有声，他们

用指尖检阅着、用臂膀搂抱着，用气息呵

护着每一垄麦秆麦穗，大野麦田呈现着一

尊尊雕塑般的形体，笼罩在凝重的仪式感

之中，那意味着技艺与力量的比拼，尊严

与自豪的释放。

我还是坚持用“割”这个大型动词来

形容麦收，它营造出来的氛围神圣而崇

高、庄严而凝重，它是镰刀一镰一镰地攒

起来的，是锋刃穿过麦秆的“霍霍”声演奏

出来的，是太阳的芒刺和蒸腾的热气烘托

出来的，是洒落泥土的汗水和结晶衣背的

盐渍描摹出来的......也是对“累并快乐着”

这个著名判断最精准的解读和最贴切的

阐释。

终于，大地上滚滚的麦浪偃旗息鼓，

汇涌到了打麦场——那是麦子与太阳相

看两不厌的地方，是麦子与石磙喁喁私语、

依依不舍的地方，是麦子在空中翩翩起舞，

与轻风互诉衷肠的地方，更是一个放飞希

望和分享快乐、诞生故事和酝酿诗情的地

方——他们多日来始终揪着的心开始放

松、因劳累而僵硬的身体逐渐活泛起来。

一轮圆月下，清风徐来，蛙声如潮，伴随着

一缕缕辛辣旱烟儿的飘散，怪力乱神欣欣

然从他们的嘴边登陆，一幕幕关于爱或情

的活剧生动地悄然上演……我总想，假如

辛弃疾当年不是在江西黄沙岭，而是在麦

收时节行走到中原某个村庄的话，他的那

首著名的《西江月》或许会有这样的句子：

打麦场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依然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末的那个夏

天，我乘火车自兰州一路东进。那一刻，夕

阳西下，关中平原野旷天低，麦浪滚滚。列

车在一个名叫蔡家坡的小站旁暂停，晚霞

里，一群麦客蹒跚而来。猛然间，一声秦地

老腔拔地而起，悲怆苍凉，哀转久绝，如电

光石火，刹那间穿透了我的胸膛……

日月如梭，我们不断告别着旧时光。

当一队队被叫做“铁麦客”的大型联合收

割机隆隆驶过我们身边北上西进的时候，

我们记忆深处的麦收场景，连同已延续数

千年的农耕文明正在渐行渐远。或许，我

们应该保留这样一块地方，留下石磙、草

垛，留下打麦场，来承载我们的乡愁。8

□本报通讯员 李紫光 尹祖涛

103岁的李桂云民国二年（1913年）出生于封丘县。
十几岁时，她嫁给本县清河集村的木匠卢八斤。清河集濒

临黄河，是豫剧祥符调的发源地。直到今天，李桂云还喜欢坐
在村里的老戏台前，回味过去……

嫁到卢家的头几十年里，李桂云陪着丈夫走南闯北，度过
了战争岁月，经历了灾荒年代，生养了一儿四女。1964年，丈夫
去世，她刚51岁。那一年，她帮儿子娶了媳妇邵秀凤，率领一家
人继续生活。1993年，李桂云的独子也去世了。她与儿媳相依
为命，陆续帮4个孙子成家立业。这20多年，老人几乎没有离
开过村庄，日子过得简单而平静。

虽是百岁老人，李桂云却没裹过脚，这在同龄妇女中十分
罕见。这也给她的一生带来很多帮助。“勤劳好动，不生百病。”
李桂云的儿媳邵秀凤说，多年来婆婆一直很勤劳，以前公公做
木工活，她就跟着算账，后来在家看孩子，洗衣做饭，前年还能
绣花、扎鞋垫；现在耳不聋，眼不花。

70岁的儿媳邵秀凤是封丘县“十大孝星”之一。多年来，她
跟婆婆相依为命，同睡一张床，同吃一碗饭，和婆婆拉家常，生
怕婆婆孤单，“俺一直把她当成俺亲娘来照看。”

李桂云说：“儿媳妇好，没有她，早就没有我啦。”
邵秀凤介绍，老人心态豁达，坚韧包容。“她一生中经历了

那么多事儿，挨过饿，受过苦，一直守着寡，送过黑发人，都挺过
来了。她很少抱怨，不管日子过得好不好，都是笑脸对人。”她
经常教育子孙：吃亏是福，不要占小便宜。

“她爱吃地锅做的饭，爱吃五谷杂粮，也能吃肉，胃口好，不
挑食，一日三餐，我做啥，她吃啥，高兴了还会哼上几曲。”说着，
70岁儿媳邵秀云把做好的红薯米饭端到103岁的婆婆李桂云
面前，婆媳两个老人，你一口，我一口，有说有笑，简单的饭菜吃
得有滋有味。8

2015年 9月 23日，李克强总理来到中
信重工，与多名产业工人悉心交流。其中5
人，他们既是普通工人，也是创客，更是名副
其实的“大工匠”。

入职31年，拥有“创客”团队、肩负“大工
匠”重担的党朝阳是其中之一。

手心的水泡

46岁的党朝阳，是中信重工铆焊构件厂
的一名普通焊工。1985年，15岁的他“子承父
业”进厂后，为迅速掌握焊工技能，每天学徒之
余，他都坚持习练手把焊接的基本功——“焊
工这活儿，最基础的是手稳。手心不被导热的
焊把烫出几个水泡，当不了好焊工。”

党朝阳手心的水泡破了又起，起了又
破。一年后，他出师了。

2002年，他以全厂最优秀的成绩，被选
拔参加了省首届工人技术大赛。在热身训
练中，他发现身边选手焊接的焊缝外观非常
漂亮，就主动过去套近乎。一番交流后他发
现，焊接手法的改变，能让焊缝外观和焊接
质量都发生很大的变化。“说来惭愧，当时我
已算是‘老焊工’了，使用传统焊法一二十年
就想着精益求精，却没想到革新改进会有如

此神奇的效果。”
党朝阳把这种焊接法带回厂里推广后，

中信重工的产品焊缝外观和质量都有了巨
大进步。“自己摸索、经验积累是技能提高的
可靠方法，而虚心学习新技术，则可以少走
很多弯路。”党朝阳说，这次经历让他体会到
了不断学习、开阔眼界对个人及企业发展的
重要意义。他开始细心观察老师傅和同事
的焊接方法，虚心借鉴。尤其是听说有新焊
接工艺后，他都想方设法去学习、掌握。

在中信重工，技术工人有 11个等级。
2013年，党朝阳晋升为高级焊工技师，成为
公司技术工人的最高等级。这一年，公司授
予5人“大工匠”称号，他是其中之一。同年，
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党朝阳工作室”。

做一根焊条

“大工匠”的荣誉和工作室的平台，让
党朝阳既有动力又倍感压力。“我要做一根
焊条，把光和热熔化在焊接的过程中。”这是
党朝阳的人生格言，也是他一以贯之的工作
动力。

“单件小批量”，是中信重工产品生产的
特点之一，也让企业生产充满挑战。2014年
冬天，党朝阳所在车间接到一项任务：在一
座三层楼高的箱体式钢结构上进行多种工
艺焊接。这种大型钢构焊接不仅是车间第
一次接触，没有经验借鉴，且由于附着件全
是薄钢，部分厚度还没有家用菜刀的刀背
厚，一旦变形就无法修复。然而，这却是公
司抢滩欧洲市场的第一单活儿。

“说实话，我心里七上八下的。”那些天，
在冷飕飕的车间里，党朝阳一边查看图纸，
一边思索。“传统焊接法虽易于操作，但要保
证不变形几乎是不可能的。”

党朝阳把难题在工作室提了出来。很
快，一个由铆工、焊工等多工种人员组成的攻
关小组成立。经过细致论证，他们大胆创新，
确定了全新的焊接思路。

然而，采用新方法焊接，工作面十分狭
窄，通风条件极差。烟尘、辐射、噪音等会对
人体产生很大伤害。党朝阳第一个上了工
作面，在他的带领下大家克服了常人难以
想象的困难，最终按工艺要求顺利完成了
任务。

团队的力量

企业生产越来越智能化，生产岗位也越
来越需要创新型知识工人。但焊工工作又
苦又累又脏，高学历的人不愿干。“就像我初
中毕业就当焊工一样，干这行当的人文化程
度普遍偏低。”党朝阳笑着说，“一线工人要
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扎实的专业技术知
识，特别需要具备应变和创新能力。”

“有困难大家一起想办法，这样的团队
才能充满活力。”党朝阳说，“作为大工匠，我
的价值不在于自身技术有多高，更在于能带
领团队飞多高。”

矿山设备是中信重工的主打产品之
一。用于碎石的立磨减速器的主要部件“中
筒体”材质特殊，焊接时要求预热到350℃。
这一直是困扰传统焊法的“老大难”问题：当
筒体预热到规定温度后，需要把火关小或完
全关闭。而这样又会让筒体的温度不稳，直

接影响焊接质量，但如果焊工顶着高温直接
作业，安全隐患很大。

能不能既保证预热温度，又让焊工免受
高温炙烤？当组装起来足有5层楼高的部件
焊接任务下达给党朝阳所在车间时，“我把
能使用的焊接设备都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并
与团队认真商讨，最终，一件名为‘平面转
胎’的设备让我眼前一亮……”

这种利用平面转胎和焊接操作机相配
合的方法，不仅可以改善焊工作业环境，提
高“中筒体”焊缝质量和美观度，还可以大大
缩短生产周期。“党师傅，亏你想得出！”大家
都竖起了大拇指。

“大工匠就应该主动发现、研究和解决
问题。”党朝阳说，从进厂到成为公司焊工里
唯一的大工匠，31年的工龄不仅记录了他的
成长史，更见证了他的每一次创新。“创新，
凝聚着众人的智慧。”他说。

细节决定成败

“提到创新，大家都会认为那是技术研
发人员的事。如果一个一线工人能留心日
常工作的细节，一样可以研发，一样可以提
效率、降成本，成为工人中的佼佼者。”一
次，党朝阳领焊丝时，发现搬运小车存在容
易将焊丝盘损坏甚至造成整盘焊丝报废的
设计缺陷，他带领大家研究解决问题的办
法。经过反复试验，终于设计出了科学的
搬运小车。

在党朝阳的工作室，他们还专门成立了
节能降耗课题组，在节能降耗上做文章。
2012年1月，天然气第一次输送到车间时，尽
管比原来使用的煤气安全卫生，但大家却高
兴不起来。因为改用天然气后，经常出现焊
品被烟熏黑的现象，严重影响产品的外观。

党朝阳率领大家开始攻关。“烟熏火燎
是因为天然气没有完全燃烧，既浪费又污
染！”经过观察，联想到两种家用燃气灶喷嘴
的区别，他们将原来的直喷式加热装置改造
成射吸式，让天然气和氧气充分结合，加热
效率大幅提高，不仅解决了焊件烟熏问题，
还大大节约了燃气。这项技术在全厂推广
后，每年至少可以节约9万元生产成本。

在党朝阳的“大工匠工作室”，不仅有专
家为主体的顾问，也有“强强联合”来的各车
间焊工骨干，更有来学习培训的青年工人。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党
朝阳说，“一个人强不是真正强，团队强才是
真正强。我就是要利用工作室这个平台，让
年轻人成为知识型、创新型的新一代工人。”

1986年出生的林磊，是党朝阳带过的徒
弟。他参加了省“机械工业技能大赛”，荣获

“优秀技术能手”称号；工作室的90后女孩杨
文燕，表达了新一代青年的理想信念：“都说
女孩不该选择这个工种，但我要说，既然当
了焊工，就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选择！”

近年来，以“大工匠工作室”为依托，党
朝阳带领他的团队，立志创新发展，先后圆
满完成了三峡启闭机、淡水河谷矿用磨机等
一批重点产品的焊接任务。“虽然当焊工很
苦很累，但我不后悔我的选择和坚持。”党朝
阳说，“‘大工匠’的称号让我很自豪也很荣
幸。但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无论怎样的荣誉
我都不会忘记：我的岗位始终在一线。”1

(摄影/黄政伟)

百岁人生

长寿密码

在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时代，我省

新一代产业工人潜心

钻研，不懈探索，凭着

对劳动的满腔热情和

精益求精的职业精

神，数十年如一日，追

求本职技能的极致，

他们用专注和坚守，

阐释了让人肃然起敬

的“工匠精神”——

收割乡愁

大
工
匠

□文/本报记者 刘向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