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年初中毕业后进入天 津重型机
年应征入伍 曾经担任海
械厂工作
军某部制图组组长 天津重型机械厂车间
主任
年 蒋子龙发表了他的第一 篇短
年 他创作的短
篇小说 新站长
篇小说 乔厂长上任记 在当年第九期 人
民文学 发表后 立即引起广泛关注 得到
了茅盾等文艺界人士的 肯定
此外 蒋子
龙创作的 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 拜年
开拓者 赤橙黄绿青蓝紫 等工业题材
作品也先后在全国引 起很大反响 并摘得
各种文学奖项 令他成为当代中国工 业题
材小说创作的代表性人 物

本
报
记
者

，

蒋子龙有一个大众熟 知的身份 作家 但不少
年轻读者或许并不知道 蒋子龙曾经是一名工 人
而且是技术相当出色 的工人
得知本报主题策划 两地书 将在 五一 劳动
节前夕推出 咱们工人 特别专刊后 蒋子龙欣然
接受了专访邀约

尽管已经离开工厂多年 但蒋子龙对工人的
关注从未停止过 他从个人经历说起 讲述了工人
对事业的热爱 对劳动的专注 对技术的追求
从中 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体 会到凝结在工人这一
群体身上的那些优秀品质 例如坚强 勤劳 拼搏
敬业 奉献 等等

您曾在文章中回忆自己 在工厂的经历
对于老工人 您怀着一份特别的崇敬 之情 他们身
上有什么特质是您特别 难忘的
老工人讲究 手艺道
所谓 手艺道
是手艺人或好工匠的律 条 技术是有 道 的 耍手
艺必须尊道 重道 干出的活要对得起自己 的手艺
那时老工人教训技术 欠佳或干活不着调的 青年工
人 最常说的话就是 对不起手艺道 不讲手艺道
由此可以 看 出 工 人 这 个 群 体 对 自 己 的 工
作 或者说对自己的活儿特 别在意
是的 我 在 工 厂 工 作 的 那 个 年 代 工 人
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 一是技工学校毕业 二是工
厂直接招收学徒工 无论是技校毕业 还是跟师傅学
徒 绝大多数是把学好技术 当作安身立命的本钱
当时 在工厂里最简捷 最牢靠的出路就是干好
自己的活 各道工序上最风光的总 是技术好手 与这
种敬业精神相称的是严 密的生产技术管理制度 比
如 鞍钢宪法 被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 教授誉为 全
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 理论的精髓
您提到敬业精神 其实和我们称赞工人勤
劳 坚强 有牺牲精神 有团结意识 是一样的 这些
品质的产生归根到底是 源于对工作的热爱和尊 重

蒋子龙 现在提倡工匠精神 敬业就是工匠应
有的精神 好工匠都是干活上瘾 且精益求精
在工厂
多年 我结识了不少各个工 种的大
工匠 他们几乎都是干活凿死卯子 执拗 狠钻 挑
剔 傲慢 不给差错留一丝缝隙 干活的时候人和活
都格外漂亮 一表人才 就像奥运会的领奖台上 没
有丑的 个个神采焕发 神情专注再加上一技之 长达
到一定的境界 会让人变得很美
在生产第一线 技术一过关日子就变得 好过了
甚至享受到了一种纯粹 的淳厚的快乐 这种快乐是
干活带来的 只有手艺人在从事技术 劳动时 才会有
的快乐 无论春夏秋冬 干活时我们都穿着厚帆 布工
作服 锻打时通红的钢屑四溅 不至于烧伤皮肤 一
火 拿钳子从炉子里夹出烧 好的钢坯 放到锻锤上锤
打到锻件发硬 必须再回炉内加热 此谓 一火 下
来通身湿透 只要锻件漂亮合格 便痛快无比
过去工人是最讲 精神 的 三老 当老实
人 说老实话 办老实事
四严 严格要求 严密
四个一样 黑天白
组织 严肃态度 严明纪律
天一个样 坏天气好天气一个样 领导在不在场一
个样 有没有人检查一个样 等等 体现的都是敬
业精神

说起工匠精神 去年年底 咬文嚼字 杂
志公布了
年十大流行语 其中便包括 工匠
您是怎么理解工匠精 神的
精神
工匠精神 不是口号 它就是技术工
人的守则 是尊重劳动的态度 以前在我工作的工
厂 七级工以上被称为大 工匠 如今在工匠前面加
上 大国 两个字 强调了他们工作的重要性 还有
一层意思也很好 大国 需要有大工匠
工欲善
其事 必先利其器 说的就是工匠 至今我国能看
家的那几大件 哪一件也不能没有工 匠的参与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提倡工匠精神 对
此 您有什么建议
重塑工匠精神 首先要尊重工匠 尊
重工匠的劳动 是制度的文化的重视 今春全国两
个省市
会期间 媒体公开报道了行业 工会对
家企业
名职工的调查 认为当产业工人
认为地位
在当下有较高社会地 位的 仅占
不高的占
认为没有地位的占
只

有
的人不介意当工人 另据上海市总工会的 调
查 有
的人明确表示不愿意 自己的子女当工
人
能撑得起 工匠精神 这四个字的 需要全国
亿劳动者 其中农民工
亿 制造业工人
万
以及煤炭 冶金等诸多行业千千 万万的工人 不只
是极少数有幸从事国 家重点工程而受到格 外关注
的 大国工匠
许多年来我从未中断跟 工厂的联系 也看过许
多新的工厂 认识了一些年轻的好工 匠 世界上的
发达国家或经济强国 哪一个没有坚实的制造 业作
依托 制造业在国家生产总值 中所占的比重不一定
最高 但它 所蕴含的生产能力和知 识积累 是国家
经济 发 展 的 关 键 就 像 一 辆 汽 车 的 发 动 机 经 济 总
量不过是外壳 发动机不行 外壳再大 也跑不快
跑 不 久 更禁不住 磕 碰 什 么 时 候 尊 重 工 匠 不 再 是
一句宣传口号 而变成全社会切实的 理念和行动
中国的制造业也就不 愁会缺少工匠精神了

本报记者

最喜欢名人家书报道 上
期特刊刊登了毕淑敏的访谈 我是毕老师的
忠实粉丝 特别喜欢看她的作品 之前看过她
不少文章 但专门针对女性话题的 还是第一

前两期特刊我都比较关 注
名人家书固然珍贵 但老百姓的书信也很有
价值 我建议你们的策划多写 一些老百姓的
家书故事
我建议报道除了
有文字 还应有声音 比如 写信的人自己朗
读一下自己写的信 或是请收信人朗读 让
我们听听文字以外流露 出的情感
你们的策划很精彩 打动

次看 觉得很耐读 对我有启发
我最喜欢的是平凡人的 家
书故事 特别是同龄人的报道
我对 特别 的家书故事感

我的是书信背后的故 事 我建议你们专门
做一期父母写给子女 的信的专题 或是学
生写给老师的信的专 题 期待读到更多感
人的故事
以往你们的策划 丰富
多彩的主题活动是亮点 能否在 两地书 策
划中出现更多有关家书 的活动 比如到某地
征集家书 或是组织外地打工年轻 人现场给
父母写家书 这样的活动不但能唤起 人们对

兴趣 写信的格式一般比较固定 但你们的报
道让我看到了一些别出心裁的书信 比如庄
严给女儿画的信 俄罗斯主厨的外文信 还有
英雄飞行员余旭留下的家书抄件 都很特别

亲情 友情 爱情的美好回忆 也是对传统文
化的倡导和传承
上期余旭写给父母的信 我
含泪看了一遍又一遍 之前在我看来 女飞
行员余旭是英雄 却忽略了她还是个女儿
在她的信中 我可以想象 在日常生活中 她
一定是一个乖巧 懂事的女孩 我希望在今
后的报道中还有英雄人 物的书信出现 让读
者了解英雄生活中鲜为 人知的故事

下个月 解放军第
医院
以下简称
医院 的特诊科军
医李娜就要回到沈阳了
整整一年的维和历程 且不说
要忍受酷热难耐和枪炮 肆虐 单说
对父母和女儿的思念 就已经让李
娜饱尝辛苦了
偶尔通过手机与母亲 和女儿
视频通话 从她们担忧的眼神中
李娜就能读懂来自亲人 的牵挂
李娜是中国第四批赴马里维

和医疗分队的队员 与她同行的
还有 名医院同行 不久后 这五
位蓝盔天使就将完成 特殊使命返
回祖国 在他们的行囊中 有一件
在马里维和期间
特殊的物品
写给亲人们的信
因为马里任务区长期战 乱 他
们所在的地区通讯信号 时有时无
又无法邮寄书信 他们只能把写满
思念和感激的文字 留到回国时再
交到亲人的手中

本月上旬 记者收到一条特殊
医院政治处干事
的线索
高庆德在电话里对记者 说 该院有
五位赴马里维和的医 务人员即将
凯旋回国 由于通讯不便 他们常
常在夜深人静之时给 家人写信表
达思念之情 但这些信根本邮寄不
回来 记者向高庆德详细了解 了五
位维和医疗队员的故事
队长刘劲松 队员李娜等五位
医生都是主动请缨参 加赴马里维
和医疗分队的 前两年
医院
的六名护士长参加首 批赴利比里
亚抗击埃博拉疫情行动 全院医护
人员了解她们的英雄 事迹后热泪
盈眶 备受鼓舞 经过层层筛选 普
外科副主任刘劲松 特诊科医生李
娜 口腔科医生张鹏和妇产 科医生
杨力 耳鼻喉科医生张杰组成 医疗
小分队 于去年 月下旬参加我国
第四批赴马里维和医疗 分队 赴西
非马里履行维护世界 和平的神圣

使命
这次的维和任务 与之前相比
可谓危机四伏 从刘劲松写给医院
党委的思想汇报中看到 马里地处
左右 常年干
热带 气温在
旱 疟疾肆虐 被联合国称为最危
险的任务区 针对维和部队的恐怖
袭击多发 导致房屋基础设施损
伤 军人平民伤亡 时刻充满了不
可预知的危险 工作时需要随身穿
戴防弹衣 防弹头盔 要求随时注
意收听警报 及时进入掩体
高庆德告诉记者 最担忧前方
医疗队员的是他们的 家人 出发
时 李娜的女儿月悦刚刚 岁 每
次用手机进行视频通话 月悦总能
把马里的情况说得一清 二楚 这让
李娜惊讶不已 李娜的母亲悄悄告
诉女儿 别以为现在的小孩啥 也
不懂 孩子用互联网用得轻 车熟
路 月悦几乎每天都关注 马里的
消息 生怕妈妈遇到危险

条件艰苦 通讯不畅 五位队
员对亲人的思念 几乎都是用写信
的方式来表达
高庆德告诉记者 由于时差
通讯信号等原因 有时微信的回复
要等三五天后才能收到 所以 队
员们常常用写信的方 式排解内心
的恐惧和苦闷 平日拿手术刀和各
种医疗仪器的医生们 在这个特殊
岗位上 经历一年的战火洗礼 他
们感慨良多 收获多多 有的诗意
飞扬 有的家书写得感人至深
去年 八一 建军节 李娜给女
儿月悦写了封信 信中 她写道
妈妈是一名军医 一名野战医疗
队员 我们的目标就是尽最大 努力
控制伤病员的伤情 减少伤亡保护
战友 所以对每天的武装越野 野
外生存等训练活动 尽管疲劳枯
燥 但我甘之若饴 去年到达马里
驻地还没到一周 就发生了恐怖袭
击事件 许多伤员送到了医院 看
到那面目全非的脸庞 尤其是盖在
牺牲战友身上染血的五 星红旗 妈
妈的心是如此的伤痛 只要身穿军
装就要有随时为国捐躯 的准备 可
是一想到花样年华的战 友已离去
想到他的父母家人的此 时此刻 妈
妈就心痛不已
今年春节期间 刘劲松给单位
同事写了封信 在信中 他写道
在针对我国维和分队自 杀性恐怖
袭击事件中 我医疗分队及时应
对 各司其职 处理得当 我当天在
病房值班 在抢救第一线奋战一
夜 终于圆满完成救治工作 看到
灾难无情降临在年轻战 友身上 我
深刻体会到医疗队员 肩负的特殊
使命的分量 也认识到医疗保障的
极端重要性 这一夜的生死经历和
战火洗礼 让我真正明白战争的恐

怖 和平的无价
高 庆德表示 看到辽宁日报特
别策划 两地书 之后 尤其是看到
余旭写给父母的信时 同为军人的
他十分感动 高庆德认为 中国维和
队员在国际舞台上展 示中国军人
的风采 他们的书信很有价值
除
了军人的身份 他们也是父母的孩
子 孩子的父母 他们也有血有肉
有对亲人的思念 有对牺牲战友的
不舍 更有作为一名军医的担当
高庆德说 他通过微信向队员们介
绍了 两地书 的报道内容 一周后
才收到回复 刘劲松和李娜把给家
人的信转发到了高庆德的微信中
出征西非的战斗经历 既光荣
也不易 女博士张杰使命在肩 而
父亲又病重在床 她含泪写下 我
表达了对老父亲
有一个英雄梦
的深深祝福 李娜在微信里看到女
儿为她唱歌 泪水悄然滑落 今年
月下旬 女博士杨力的公公去
世 在异国他乡的她用家书 表达了
对老人的深切怀念 张鹏在工作之
余 在感慨战斗岁月中写 下长诗
我想起了你 而当家人问及他们
的情况时 他们都无一例外地 报
喜不报忧
刘劲松告诉高庆德 随着任务
期临近结束 大家都在进行工作总
结 回顾这一年 我们代表中国军
人走出国门 履行国际维和任务
在全球最危险的任务区 接受了生
死考验 获得了联合国和平荣誉 勋
章 交上了合格的答卷 大家内心
都充满强烈的使命感 和作为中国
军人的自豪感 等到回到祖国的那
天 他们会把写在日记 书信和手
机里的满满的思念 全部的柔情和
白衣战士的家国情怀 向战友和亲
人们一一倾诉

融媒时代 移动端可视化阅读风
靡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在新 闻表现形式
上的新期待 辽宁日报大型新闻策划 两
地书 将于近日制作发布视频 版 声 情
节目 通过嘉宾朗读 持信人回忆 作者
讲述等更多内容 为您立体呈现新闻稿
件背后的动人故事 敬请期待
下载辽宁日报新闻客户 端 感受厚
重的家书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