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上任没几天!就遭遇别人因歧视而制造的罢工!如果你是一个管理者!会是什么反应"

!"

岁的蒋小阳!当着七八十个工人的面!拿了木料和刻刀!安静地坐了下来#$ 刷刷刷%!他用半个小时刻了一个别
人用一个小时才能做完的漂亮木雕!然后说了两句话&' 我的腿虽然不得劲!可我知道!出来混是要靠真本事的( %

这是
#$$%

年的事儿了# 蒋小阳拄着拐杖出来打工的第三年!在台湾人开的木雕厂做车间主任还不到一个星期#

!!"#$ %&'!( )**!+

!&

岁之前! 蒋小阳其实是个自卑又
倔强的孩子#

他的老家在浙江东阳! 那里是中国木
雕之乡#

#'

岁那年!在山上放牛的蒋小阳跟
小伙伴起争执!那人拿砍刀去砍他!躲闪之
际!蒋小阳滚到坡下!摔坏了一只脚#

骨髓炎引发的白血病让蒋小阳烧到
了
(%

摄氏度! 他的四周放满了降温的冰
块# 也许命不该绝!昏迷了一星期!蒋小
阳活了过来#

虽然捡回了一条命! 可他的腿永远
跟别人不一样了# 父亲背着他到当地最

有名的木雕师傅那里&' 让孩子学个手
艺吧!将来我不在了!他起码能自己养
活自己# %

#)

岁的蒋小阳成了一个木雕学徒#

沉默寡言的他!是所有学徒里最刻苦的!

一天忙下来! 吃饭时胳膊疼得连碗也端
不起来了# 他也是最有悟性的#' 当时学
徒跟师傅打下手! 刻木雕需要几百把各
种各样的刀子!需要换刀的时候!师傅一
个眼神!根本不用说!我就麻利地递了过
去# %也许是因为他的机灵!师傅把所有
的绝技毫无保留地教给了他#

#$$'

年! 蒋小阳拄着拐杖去了广
州!在一家台湾人办的木雕厂打工# 面
对别人异样的眼光!他知道!要让别人
看得起自己!必须用作品说话#

广州的夏天!热得像蒸笼一般# 别
人出去溜冰)看电影!蒋小阳一个人待
在屋里!用废旧木料一遍遍地练习* 仔
细琢磨!哪种图案用哪种刀法最好*

'

个
月后!他的奖金成了全厂最高的* 别人
用两个小时才能做好的活!他一个小时
就做出来了!还做得最好* 他做的活儿!

不光当地客户喜欢!台湾和日本的客人
也慕名而来* 为了得到他做的东西!客
户就在木料上盖章!指定非他做不可*

因为内心的自卑! 蒋小阳一直独

来独往*一个姓徐的工友对他说&$ 你的脚
虽然坏了!可是大家都没有看不起你* 你
拄着拐杖出来闯天下! 活儿做得这么漂
亮!我们都很敬佩你* %

蒋小阳被这温暖的话打动!渐渐变得
开朗起来* 他跟工友们一起出去散步+打
篮球!竟慢慢地甩掉了拐杖,

那时候他一个月工资
#!&&

元!每月给
老父亲寄

*""

元!剩下的他都用来结交朋
友,每次跟朋友出去吃饭!他都抢着付钱,

这样的豪爽自然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朋友,

+$$%

年!

!"

岁的蒋小阳被另一个台湾
商人挖走!成了台商厂里的车间主任, 看
蒋小阳这么年轻!腿还有点不灵活!有些
工人竟开始罢工,蒋小阳当着那些人雕了
一个镂空的- 风荷. !花朵枝蔓灵动细致!

栩栩如生, 一时间起哄的人都安静下来,

蒋小阳掷下几句话&' 出来混是要靠
本事的, 不想干的!现在就可以结了工资
走, 但你们信不信!明天我就可以拉几十
个工友过来( %

那天的罢工持续了一上午!下午就恢
复了正常, 台湾老板听说了这件事!对他
大加赞赏&' 这个孩子以后能成大事( %

!"""

年!一个福建老板邀他加盟!开出了每
月
,"""

元的高薪, 也是在这时候!蒋小阳的朋友
从广西打来电话&' 这儿木雕加工点特别挣钱!

赶紧来吧, %

蒋小阳很犹豫! 打电话跟在老家的女友商
量, 女友只说了几句话&' 去广西再苦是自己当
老板!去福建工资再高是给人打工!你想永远打
工还是自己做老板" %

蒋小阳当然想自己做老板, 他去了广西!自
立门户!开了家木雕加工店, 没多久女友也来了!

随着业务扩大!他们又从老家带了几十个人, 这
样干了两年!他挣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

年!蒋小阳和爱人来到河南!在郑州莆
田开发区建了自己的木雕厂, 他们来的时候是

!

月
!*

日!等一切安顿好!蒋小阳做梦也没想到!

因为非典!自己几乎全军覆没,

那几个月! 他每天一大早就骑车出去拉业
务! 饿了啃口干馍! 渴了跑到工地上喝口自来
水!一天下来!浑身散了架一样, 爱人看他这样!

心疼得直哭, 每月的房租+生活费+工人工资还
要按时支付!几个月的时间!在广西挣来的几十
万元赔得一干二净,

蒋小阳心灰意冷!问妻子怎么办!妻子安慰
他&' 咱再坚持一年!大不了回老家, 你有手艺!

总有咱们吃的饭, %

蒋小阳一阵眼热心酸& 有这样通情达理的
妻子!自己还怕什么" 都死过一回的人了!无论
将来怎样!都是赚了,

有天他听说孟州大酒店装修! 赶到那里时
是上午

++

点!老总说在开会!让等一会儿,蒋小阳
一直等到下午

%

点多!老总下楼!看见他还等在
那里!有些意外&' 怎么还没走啊" 我这会儿得出
去办点事!你明天上午来吧, %

蒋小阳开着破面包车走到黄河桥! 突然下
起了暴雨, 雨打着车窗!几乎看不清前面的路,

' 我那会儿突然觉得世界上只剩下我了, %现在
回想起来!蒋小阳还觉得很悲壮,

第二天一大早!蒋小阳赶到酒店, 看到他带
来的样品!酒店老总笑了&' 东西不错!是你自己
做的" %蒋小阳说&' 是, 如果您喜欢!我送给您
吧, %老总直摇头&' 这怎么行" 还没说好用不用
你们的产品呢, %蒋小阳也笑了&' 没事!不管生
意能不能谈成!就当交个朋友吧, %

当天晚上!蒋小阳还没回到郑州!电话就打
到了他的厂里&' 这样执著又义气的老板! 我们
信得过,孟州酒店所有的活儿!都让小蒋做了, %

这是非典后蒋小阳得到的第一笔大生意,

因为活儿做得好! 那个老总后来又给蒋小阳介
绍了几次生意!包括焦作开来大酒店的装修,

蒋小阳用两年时间收回了全部投资!生意也
在一年年扩大, 眼下!很多行业的生意并不太好!

但他上半年营业额! 也超过了
去年一年的总和,

蒋小阳对自己却不满意,他
最佩服的人是木雕大师黄小明,

' 去年故宫整修!大殿柱子+屏风
和皇帝宝座的修复!均出自黄小
明大师之手, %蒋小阳花了几万
块钱去大学进修,' 我的目标就
是成为黄大师那样的人, %蒋小
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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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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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背后的故事

不服气" 看我手艺再说(

木雕艺人&出来混是要靠真本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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