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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诗/ 绪/ 纷/ 飞

从嘉陵江、涪江、渠江汇合的地方
出发。崭新的起亚载着梦想
载着三江源头的一滴水，
和重庆市合川区土场镇土墙村的
一粒尘埃，向着海南岛和大海的方向
智跑！

无花果的生活，原本只是路过
广西南丹。除夕前夜
星辰灿烂的笑脸温暖远方的客人。
姓宋的哥们儿，事先周全备酒。
羊肉汤锅的热情和着嘹亮的民歌，
唱得丹泉在舌头生津，在喉管发红！

醉了，醉了！
醉在金富瑶大酒店，醉了！
醉在洞天酒海，醉了！
醉在五谷涅槃的小妖，和她们
爱情温柔的梦乡……

那个除夕的前夜，
丹泉，注满我的酒缸。
她请我睡在南丹洞天酒海的花床上。
她让我在一瓶丹泉酒里，压低大海的

呼啸！
她让我用一只精致的酒杯
力挽狂澜，她让我看见玫瑰的幸福，强压
快乐的惊叫！

那个除夕的前夜，
丹泉，注满我的酒缸。
耽误了一滴水和一粒尘埃一生
去往婚姻的方向

丹泉，我要坐动车来
丹泉，我要坐动车来！
被抑制的躁动和迫不及待，让我
遇水搭桥，逢山开道，哪怕他们嘲笑我
有些“狗吃包子扑直线”的尴尬！

为了五谷涅槃的小妖，为了清泉荡漾
的丹红，

为了魂魄萦绕的酱香……我得没日没夜
运送重庆荣昌全部的陶泥，进入你的

洞房
我得把我身体的酒瓶一起呈上
以我百倍的体温，万般的热情，构筑你
天下第一坛的梦想！

丹泉，我要坐动车来！
我要来欣赏果实和乳房自然的成熟饱满，
我要来仰望月亮的乳汁滴落在起伏的

山脊上，
我要来聆听暗河奔涌的泉水唤醒沉睡

的小妖……

丹泉，我要坐动车来！
我要默诵你每一级台阶上流淌着的诗

酒华章，
然后，就驻守在洞天酒海的大门，
把好山水喜悦的门槛，把好湿度、温度和
缓缓流动的风

丹泉，我要坐动车来！
我要给五谷涅槃的小妖构筑黄粱美梦，
我要以我的匠心融合丹泉酿酒师的匠心
让这群深宫嫔妃，款步在世界的T型

台上
通体透明，香气优雅，柔顺丝滑……
让每一个食色者，唇齿留香，回味悠

长……
（作者系合川区作家协会主席）

丹泉，注满我的酒缸
（外一首）

胡中华 第一次穿防护服
笼得只剩下眉眼了。
拉丝，拉上；接头处，系紧；

鼓凸处，按按……
什么叫严严实实，什么叫

密不透风，什么叫滴水不漏……
第一次穿成这样，第一次把自己封闭起

来，第一次遮掩庐山真面目。
可一切常规动作还得依旧——量体温、

测血压、打针、输液、抽血、上雾化、上呼吸机
……最难是核酸采集咽拭子：早已汗流满面
了，视线模糊不清了，看不见喉管，看不清部
位，探不准深浅，采一次标本，好难！

还有非常规动作——端水、喂药；打饭、
喂饭；打扫厕所、清理废弃物；帮忙联系亲友
……最难的是说话，交流，进行心理抚慰，开
展思想工作。见人不见面，人心隔肚皮，再隔
几层衣服几层口罩，遇上“调皮”的患者，这困
难重重的凭空的表达，要多少次才能到达对
方的心田？

学医之始没学过穿防护服，行医之初没
想到行动不能自如。非常时期，从今往后，
上班就增加一层难度了，所有的操作项目就
有了厚度，这可不是雾里看花，这是一次深
藏不露却又一针见血的治疗，一次近在咫尺
却又隔空的交流，这一次才显示真功夫，考
验真感情！

此时此地，白衣天使的第一次，不光指白
大褂的飘逸，更是指防护服的厚重……

眼睛
乳白色的……浅蓝色的……淡黄色的……
一样的防护服。差不多的身材。端着拎

着举着清一色的姿态。
定时查房的医生，流水作业的护士，谁是

她？谁是你？
防护服上段，头罩之中，口罩之上，护目

镜以内，有两颗星星在闪烁。若隐若现的星
星。时隐时现的星星。隐约可见的星星。始
终闪光的星星。

那不是星星，那是医生的眼睛，那是护士
的眼睛！

星星不会说话，眼睛会说话。
星星不会传情，眼睛会传情。
星星晚上才出来，眼睛日里夜里明。
在这儿眼睛就是亲人的眼睛了，就是救

星的眼睛了，就是救命的眼睛了！防护服你
就挡它不住了，护目镜你就护它不住了。一
双双湿着润着涩着渍着红着肿着又不能揩不
能擦不能闭还得尽量保持视线清晰的眼睛，
这会儿全盯住病人，全盯住病情，全盯住疫
情，虽然那样难受，那样痛苦，却是那样专注，
那样深邃，那样坚定，那样多情!

——脱下防护服之后，洗洗漱漱之后，在离
家人很远很近的视屏后面，眼睛，又成了柔柔春
水，涟涟秋波，满闸，满闪，满溢，满盈……

“我认得你，你是妈妈！”
电视屏幕上，出现一群白色的身影，一群

忙碌的身影。清一色的防护服，清一色的大
口罩，清一色的护目镜……

“那是妈妈，我认得你，你是妈妈！”千里之外
的小女儿，指着屏幕，说不出的激动，兴奋。

一样的动作，一样的腰身，看不清眉眼，
分不出年龄，没有声音，没有表情，单凭一举
手，一投足，一弯腰，一转身，女儿便作出了准
确的判定！

妈妈你平日里孝敬你的妈妈，就是那样
的一弯腰；妈妈你平日里呵护你的女儿，就是
那样的一转身；妈妈你平日里有点累了，就是
那样的站一站，撑撑腰……

都映在女儿的心灵屏幕上了，都融在女
儿的血脉里了，都形成女儿的肌肉记忆了，妈
妈，女儿怎能认不出你来呢！

浓浓的血缘，天涯海角能感应；连筋的默
契，丝丝缕缕连着心！

认出来了，认出来了，你就是妈妈，你们
都是妈妈！跟妈妈一样的人，一样的亲人，你
们的女儿看见你们了，看见你们了……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重庆市作协荣誉副主席）

与防护服有关
向求纬

走进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长安福特三
工厂车间，随处可见多功能座椅、量身定制
的新型邮箱分装平台、自动连锁装置之类
的“非常规”设备。这些设备跟长安福特三
工厂高级技工朱敬春有关，跟他的团队有
关。正是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精益求精
改善项目，催生出一个个令人惊讶的“非常
规”设备，有效解决了车间环境、人机工程
等很多看不见的顽疾，为公司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坚实保障。

告别军营建新功 钢铁意志战病魔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都
有属于自己的人生际遇。

时间退回到2004年11月，朱敬春依
依惜别浸透自己5年青春和汗水的军营。
在过去5年间，他不仅从一名普通士兵成
长为排长，更是铸就了钢铁般的意志，对责
任和担当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也许，
他曾无数次规划过自己离开军营后的生
活，但都显得十分虚幻。

当长安福特三工厂向他伸出橄榄枝，
他终于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和职业
目标。入职后，他主动要求到总装车间最
为关键和艰苦的底盘后桥顶升工位工作。
据称，这个工位是整部车零部件最为密集
的地方，对员工的身体素质和责任心要求
也更高。他的选择，无疑见证了他敢于挑
战的性格，也体现了他的自信。

一次，看到对面工位同事的电枪突然
发生故障，朱敬春没有丝毫犹豫，主动用自
己的电枪完成了两个工位螺栓拧紧的工
作。到下班时，他已精疲力尽，身上的衣服

更是被汗水浸透。他不只是工作拼命，在
这个岗位工作10个月，更是没有出现一次
错漏装失误。在同事们看来，这样的成绩
实属难得，因为当时汽车生产线压根没有
配备EP防错系统。大家纷纷感慨：到底
是在部队历练过的人，不怕吃苦不怕受累，
而且有很强的责任心。受他的影响和感
染，底盘线工友们的士气格外高昂。

因表现出色，他随后被调到汽车维修
岗位。他告诉自己，无论在任何岗位，都必
须全力以赴。当他满怀信心准备在新岗位
大干一场时，意想不到的灾难从天而降。
从2006年1月开始，他意外发现自己出现
尿血症状，经过多次检查却始终没有定
论。直到当年11月，最终被确诊为肾癌。

这如晴天霹雳，差点将他击倒。他的
孩子出生刚满100天，对于一个年轻父亲
来说，又如何能承受癌症这种重大打击？
看到家人泪流满面，他强忍泪水，经过一番
煎熬和内心挣扎，明明白白告诉自己：积极
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捐
献自己的器官，最后做点有意义的事。幸
运的是，手术很成功，他战胜了病魔。

手术后仅过45天，他便做通家人的思
想工作，提前回到工作岗位。他的理由很
简单：“做人要懂得感恩。在我生病期间，
公司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现在我
已经病愈，就该回到岗位上继续工作。虽
然做不了什么重活，但总有我能做的事。”
他是如此坚定，让人无法阻拦。

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公司把他安排
在总装车间后勤部门精益小组工作。由此
开启了他的新征程，并将成就他和团队的
奇迹。

勤学苦研强技艺 精益求精创佳绩

精益工作表面看上去工作强度不大，但
对专业性、技术性其实要求颇高。然而，朱
敬春对汽车行业所涉及的专业知识知之甚
少，面对的挑战和压力可想而知。怎么办？
在部队铸就的坚韧品格和不服输的劲头让
他选择了勇往直前，咬紧牙关迎难而上。

要做好精益工作，首先得具备发现问题

和识别问题的能力，这是朱敬春的清醒认
识。基于此，他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和坚
毅，自学了《工业工程》《人机工程》《机械设
计》《气动原理》等多本专业书籍。通过长年
累月的学习，朱敬春掌握了精益工作所要求
的各种知识，如同握住了一把“利器”。

有次在路上，朱敬春无意中听到一个
一线员工向另外的同事“诉苦”，说自己工
作中弯腰时间太长。朱敬春心头动了一
下，经过深入了解，他得知该员工在车门装
配线索工位装配过程中，每台车弯腰时间
将近二十秒，占总装配时间的40%。怎样
才能让员工少走一步、多省一份力、少弯一
次腰？他通过在现场察看操作步骤，听一
线员工的建议，带领团队最终设计出一款
能坐着就可以完成装配的座椅。

同样，在一次例行检查中，朱敬春发现
装有各种零件的打包车无法实现随车配送，
而必须有专人拖动打包车到指定位置。这
意味着单班次就需要两个人投放，不仅浪费
人力成本，也对环境、安全造成了影响。朱
敬春萌生出一个想法，也许可以让打包车随
生产线体的滑板和车体一起随行。

当他自己的想法提出来时，大家都吃
惊地望着他，以为他头脑发热说梦话。不
少人都反对说，打包车随线过程中不可控
的因素太多，他的这种想法根本行不通，搞
不好会影响生产进度，甚至会造成生产线
瘫痪。朱敬春不是那种容易放弃的人，他
极力说服团队，并亲手测量第一手数据，然
后设计图纸、试制样品。最终，通过团队合
作研制出“自锁连接装置”，实现了让打包
车随车体流转的目标。这种方式每年为公
司节约人工成本45万余元。

从2007年到2017年，朱敬春带领团
队共完成改善项目4831项，为公司创收
1300余万元。如今，他正考虑着对这些改
善项目进行二次改造。用他的话说：项目
改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正所谓“创新无止
境”。坚持以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更好地
为一线工人和公司服务，是自己和团队的
职责和使命，也是最重要的任务。

（作者单位：重庆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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