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之圣贤孟子曰：“天将降大

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

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孩子，

劳动是一门必修课程。从记事起，

我便跟着父母一起下地干活。刚

开始只能干点简单的小活，比如

给菜地拔草，给菜浇水，跟着母亲

一起摘小米椒。将小米椒摘下来

后全部装进篮子里，然后走一公

里路去乡下的商店卖掉。换了钱，

就立刻买袋冰汽水，一边喝，一边

走回家。那个汽水真甜，彷佛整个

空气里都充满了甜味。

长大一点，我便跟着大人一

起下田学插秧。刚开始插秧，手不

够长，只够同时插三行，大人们都

是插六行。脚在田里踩出深深浅

浅的坑，一不小心便把秧苗插到

泥坑里了，没有了泥土的束缚，秧

苗不一会儿就会浮起来，又得重

新补上。补上后，脚往后一退，一

股水波冲来，那几行原本插好的

秧苗也变得歪歪斜斜的了，我的

一个表舅实在

看 不 下 去 ，

将 我 骂

了一顿。我受了委屈，哭着跑到

外婆家。到了下午，表舅开始教

我怎么插秧，我虚心地学着，其

实也没那么难，不多久就学会

了，只是速度有点慢，跟不上大

人们的节奏。不过好在秧苗开

始直直地挺立在田地里，像一

排排穿着迷彩服 站 着 军 姿 的

“战士”。大人们见我进步如此

大，纷纷表扬了我。虽然在太阳

下暴晒着，汗水在后背反复结成

盐霜，身体也很疲惫，但所有的

付出都是值得的。劳动让我赢

得了亲人的尊重和夸奖，让我

知道了劳动的价值所在。

从播种、插秧、收割、脱粒、

晾晒，用手摇风车吹去稻草叶，

到最后脱壳蒸煮后才能吃到一

碗白米饭，我通过自己参与劳

动明白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辛苦”的真谛。近年来，国家提

倡节约粮食，光盘行动。怀着对

粮食的敬畏，我尽量做到每餐

光盘，这是从劳动中得来的自

觉性。

那时乡下还没有收割

机，使用的是脱粒机。把成

熟 的 稻 谷 挨 着 稻 茬 儿 割

倒，一捆一

捆地挑到屋

前 的 空 地

上，码成一垛城墙。随着柴油机的

轰鸣声响起，脱粒机把稻谷一粒

一粒地从稻穗上脱下来，落下来

的新鲜稻谷带着一股清香味。全

部脱粒后，爷爷便用耙子把稻谷

耙开，方便晾晒。晾晒也是讲究方

法的，要不停地用耙子去翻动。

越是太阳大，越要翻得勤。七月

的天气变幻莫测，刚刚还是亮晃

晃的太阳，转眼间乌云密布。这

个时候就要和雨水赛跑，趁着雨

滴还没落下来之前，赶紧把 谷

子 拢 成 一 座 像 金 山 似 的 小 山

包，再用塑料薄膜盖严实。晾干

后，将多余的稻谷售卖给粮食贩子，

留下自家的口粮放入粮仓封存。

后来，随着收割机的普及，几

亩田的稻谷不到两小时便收割完

了。没下雨的时候，可以趁着收割

机收割时，租用拖拉机去田里将

收割后的稻谷载回家。若遇到下

雨天气，田地松软，拖拉机开进去

会陷进泥里，父亲便会带一块雨

胶布，把它铺在田里，将收割完后

的稻谷先暂放在雨胶布上，待全

部收割完，我和表哥将稻谷装在尼

龙袋里，一袋大概可以装一百三十

斤左右。长期劳动下来，我的筋骨

发育得很好，用推车推二百多斤的

粮食对于我来说轻松自如。我和表

哥沿着田埂一路小跑推着小推车，

一直推到屋前的空地上，看着小山

丘一样的粮食慢慢装袋运回自家

中，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堆成小

山堆的粮食，是父亲在田里辛勤

劳动的杰作。金黄的稻谷在夕阳

下随风摆动，氤氲的稻香在空气

里弥漫。父亲得意地审视着他创

造出来的劳动成果，像在阅读一行

行诗句。

长大后，离开了家乡，我始终

忘不了那些劳动的场面。大家躬起

的背，犹如泼了油一样，在阳光下

闪耀夺目。伴随着脚步后退拨动起

的水声，那些在田头匍匐如弓的身

影，成为这片大地上一个庄重的符

号。农民伏在那里，默不作声地劳

动，把这一切当作本份，用身体当

大地的符号，诠释了劳动的真谛，

也诠释了生命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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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无悔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转眼过

去了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

子，青春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

的日子。青春永远不会重来，但青

春可以无悔。

“青春无悔”，多么诗意的字

眼，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呐喊。因为

在我心里，青春比任何事物都要

美好。它不是童年的幼稚，也不是

年少的痴狂，它没有中年养家糊

口的艰辛，更没有“夕阳无限

好，只是近黄昏”的哀叹。它是

人生之旅 上 最 绚 丽 的 一 处 风

景，是人生之歌中最激昂的一

段乐章。青春是那样的富有价

值，它是人生课堂的基础时期，

是学习和工作的黄金阶段，是

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你说，这样

美好又这样重要的青春，我们

难道不应该让它无悔吗？

的确，青春应该无悔，但怎样

才能真正做到，还需要我们更深

地思考。要让青春无悔，首先应

当树立远大理想。因为理想是指

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

的方向。

要让青春无悔，最重要的还

是要懂得珍惜。光阴似箭，日月如

梭，青春美丽却易逝，这是再简单

不过的道理了。然而又有多少人

忽略了珍惜时间的重要性。他们

大把地浪费着宝贵的时光，到最

后才后悔不已，可这又有什么用

呢？他们的青春早已随风而去，消

散得无影无踪。郭沫若曾说过:

“人世间，比青春再可宝贵的东西

实在没有，然而青春也最容易消

逝。”因此，请珍惜它吧！这是亘古

不变的法则。

青春可以无悔，而对于我们来

说，青春必须无悔。因为青春并不

局限于十来岁的年纪，三十岁的

我们同样也是青春的代言人，我

们也正拥有着青春。我们既然看

到了青春的美好与短暂，就更应

该下定决心好好把握。我们必须

明白自己肩上的责任，必须对自

己今后的人生负责。我们应该骄

傲自己拥有青春，有着使不完的

劲来完成每天繁重的工作任务，

这也是我们骄傲的资本。

因为在我们这个年纪，注定要

奋斗，为自己的明天而奋斗，在奋

斗中成长，然后取得成功。

□工程起重机分公司 刘小成

劳动快乐。 党群工作部 梁睿 摄

五言诗·劳动竞赛
□中联农机公司 樊建新

五月稻花香，烈日灼热浪。

劳动日渐苦，竞赛亦紧张。

下料节奏快，折弯秩序常。

冲压气势足，切割有激光。

加工精度高，焊接火花亮。

喷涂求精益，转运防碰伤。

装配任务重，节拍有规章。

安全放首位，人人不敢忘。

质量须谨记，时时放心上。

人才要培养，关怀有妙方。

目标何所惧，超额是方向。

竞赛提士气，大家有力量！

以青春之我，燃劳动之光
□车桥公司 张璐

春寒料峭、新冠肆虐，汽车行

业持续低迷，可车桥公司工程桥

事业部的生产却是一枝独秀、如

火如荼。自三月份以来，工程桥订

单数量一直节节攀升，车间大吨

位桥产量不断有新的突破，一路

引吭高歌。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

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

下。一根根桥壳下线，一件件零件

完成，都是分公司工程桥事业部

全体员工任劳任怨、辛勤劳动的

结果，大家用一滴滴汗水擦亮了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丽”的底

色。你看，党员先锋黄林，虽然身

材伟岸，可在偌大的加工中心旁

却显得那样渺小，昼夜忙碌在机

床旁；你看，优秀员工刘涛，每天

辗转于 A3C线八台加工中心之

间，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机加多面

手，时而加工新夹具，时而调试

新产品，时而优化加工方案；你

看 ，赵 超 、李 昌 佳 、刘 清 明 等 党

员，每每华灯初上，车间里依然

有他们忙碌的身影。但问劳动，无

问西东。

曾有人说 80后是垮掉的一

代，哪堪“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

归”的疲惫，又哪堪“足蒸暑土气，

背灼炎天光”的劳苦。可分公司工

程桥事业部大吨位生产正是这批

80后坚守岗位，扛起了生产的大

梁，无论严寒酷暑，为了完成生

产，始终坚守在机床旁。随着机

床不停运转，生产任务完成数字

不断刷新。而哪里有生产瓶颈，

哪里就有车间主任唐登 平 的 身

影，他身先士卒，带领技术团队

攻坚克难。作为车间的领头羊，他

敢 于 担 当 舍 我 其 谁 的 责 任 ，勇

往直前、不怕困难，带领车间全

体员工不断攀登，营造了车间浓

厚的劳动氛围。

以劳动之光，闪耀青春，以生

命之火，重燃时代热情。劳动是中

国人血液里流淌着的基因。为了

获取生产的全面胜利，分公司车

间领导小组精心组织，以最快的

速度合理配置生产资源，组织生

产突击力量，全体车间员工以饱

满的斗志，夜以继日奋战在一线

上，形成了“你比我超”的生产态

势，确保生产任务顺利完成。

□泵送机械分公司 王世东

劳动的意义

行业资讯

中联重科四桥解放底盘 62米泵车。 肖瑶 供图

中联重科四桥解放底盘极致62米泵车荣耀上市
□泵送机械分公司 吴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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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机械全域竞跑
国际化布局步入收获期

今年 2月 22日，中国工程机

械工业协会发布 1月份 11类主

要产品销售数据，其中，工业车

辆、升降工作平台、高空作业车三

类产品同比呈现 11.7%、70.7%和

11.4%的增幅，值得关注的是，在

出口方面，这些产品均呈现大幅

上涨，其中，推土机出口增幅最

高，达 88.1%。

事实上，2021年的工程机械

行业虽然遭遇“寒冬”，但在出口

市场表现亮眼。中国工程机械行

业在国际化方面已取得长足进

展，诸多产品打破进口依赖的同

时，除以往的头部企业外，行业企

业已全面加速走向海外市场，并

在国际市场中呈现出中国品牌的

优势，全面竞逐全球市场。

随着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以及

业务布局的不断完善，国内龙头

企业海外竞争力不断增强，中国

跃升为全球工程机械市场份额最

大的国家。在 YellowTables发布的

全球工程机械制造 TOP50企业

中，2020年中国入榜企业销售额

合计 479.64亿美元，占全球市场

份额的比重合计达 24.9%，市场份

额占比较上年提升 7.3%。

我国工程机械产品的出口在

拉动整体销量增长的同时，也有

助于平滑国内周期性波动风险。

本轮行业设备置换高峰期已临近

尾声，整体来看，未来国内市场增

量需求减少或将使得行业增速放

缓，究其原因，首先是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工程机械

企业普遍经营受挫，因我国新冠

肺炎疫情在全球率先得到有效控

制，国内工程机械企业得以较早

实现复工复产，在产能、供应链、

销售服务网络等方面有较强的保

障，与外资企业相比优势明显，短

期内海外市场竞争力有所提升，

全球市场份额占比提升明显。同

时，由于国外疫情，工程机械需求

持续保持高位，国内相关龙头企

业在具备一定的海外市场渠道、

服务能力、代理商体系等的基础

上，核心产品得以快速进入国际

市场。

在国际业务快速增长的过程

中，从市场占比份额来看，国产品

牌出口目的地仍主要以发展中国

家为主，从出口地来看，2020年我

国工程机械出口前五大目标国为

美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和

印度，但合计出口金额占比仅为

30.5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

其是东南亚地区，仍然是我国工

程机械的主要出口地，2020年我

国工程机械企业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出口额为 89.73亿美元，占

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42.79%，出口

产品以各类整机为主。2021年上

半年，国内工程机械企业对上述

国家出口额为 66.74亿美元，占比

升至 44.28%。

摘自慧聪工程机械网

精品推介

□建筑起重机械分公司 周平 颜荣

建筑起重机械分公司研究院开展2022年知识产权培训

为落实 2022年度科研规划

工作，推进知识产权各项指标落

地，提高技术人员的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和专利挖掘撰写技能，以

高质量的专利武器为公司发展保

驾护航，日前，建筑起重机械分公

司研究院组织技术骨干在麓谷工

业园开展知识产权知识培训。分

公司研究院院长俞立虎、院长助

理苏武等领导到场指导，50余名

主管和技术骨干参加了培训。

培训前，俞立虎院长再次强

调了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性，指

出此次培训是提升知识产权技能

的好机会，并对培训工作的组织

给予了高度肯定，要求技术人员

对自己的创新成果做好全面的知

识产权保护，提升企业竞争力，

维护公司利益。

本次培训由分公司知识产权

工程师卢平担任主讲，培训内容

围绕专利是什么（含知识产权定

义、专利定义、专利类别等内

容），如何提交专利提案（含专利

申请流程、技术交底书撰写、专利

内部申请流程等内容），研发项目

过程中的知识产权管理（含研发

过程中的知识产权工作重点等内

容），以及如何判断专利侵权四方

面进行。

培训过程中，卢平将大家在

专利申请流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进行了总结，并提出建议；同时对

各位同事在专利申 请 过 程 中 遇

到的问题以及困惑逐一进行了

解答。

本次培训取得了良好效果，

参训人员还对今后的培训内容

和需求提出了一些合理建议。后

续，知识产权工程师将根据大家

感兴趣的培训课程分阶段组织

培训。

日前，中联重科解放四桥底

盘极致 62米泵车 ZLJ5461THBJF

62X-6RZ车型隆重上市。

2021年，中联重科四桥 62米

泵车的“名号”在业内可谓“响彻

云霄”，深得广大客户青睐，成为

了行业最亮眼的“星”，被誉为

“王牌产品”。而最新推出的这款

“极致”车型集以往优势于一身，

更是站在客户角度，将好用、易

用、耐用发挥到了极致。

据悉，该款产品亮点纷呈，可

概括为极致“十特”：“特舒适”

———驾驶室采用四点悬浮，专门

针对泵车工况进行了调整，最大

限度降低路面振动传递；进口高

端通风座椅，高效、高制冷量自动

空调系统，电动电加热后视镜等，

极大提升了驾乘舒适性。“特突

出”———突出的驾驶室“颜值”，以

造型威猛阳刚、大气、苍劲有力赋

予工程车动力强劲的霸气形象，

深得客户喜爱；突出的安全性能，

强化框架式白车身，驾驶室满足

欧盟 ECE最 严 苛 的 碰 撞 法 规 ；

“特耐久”———关键零部件采用进

口、合资供应商，根据工况匹配特

定零部件，涉及安全的阀类等采

用国际领先 WABCO品牌；上装

关键结构件经国际先进水平的动

态载荷疲劳试验台严苛考核，臂

架、底架主结构疲劳寿命通过 8

年或 45万方验证，加上通轴设

计、连杆外置设计，可使整机侧向

晃动小，强度、刚度更高，更安全

可靠。“特优异”———解放底盘性

能特优异，其 NVH性能、制动性

能、操控稳定性分值达到或超越

竞品水平，静态商品性评价绝大

部分优于竞品，驾驶室密封性好，

行 业 内 唯 一 实 现 驾 驶 室 在 线

100%淋雨检测，确保驾驶室防水

密封性。“特环保”———在保证内

饰配色、材料优化（三防功能———

防水、防污、防尘）、美观温馨的

同 时 ， 内 饰 材 质 环 保 性 高 ，低

VOC挥发，保障用户健康。“特稳

定”———整机在业内同类品牌中

重心最低、车架最宽，极大地保证

了行驶稳定性；作业时，采用

2021年获得中国专利金奖的臂

架全姿态全工况主动减振技术，

末端振幅可低至±0.2米，振幅仅

为竞品的 50%，稳定性持续行业

领先。“特别长”———采用 2021年

被机械工业联合会鉴定为国际领

先的长臂架“镂空”技术，相同重

量臂架更长。“特灵活”———在布

料上具有独特优势，采用经典仿

生六节臂结构，且后两节臂长采

用“短 +短”组合，5、6臂组合可

反勾 180°施工，布料灵活无死

角；臂架展收技术升级，实现展收

臂速度快于行业 15%；行业相同

米段占地面积最小，场地适应性

好，腾挪车灵活。“特节省”———采

用行业首创独有的独立双油箱，

系统清洁度更高，液压油寿命提

升 1倍，液压油用量减少 30%，单

台车每年可节省运营成本约 1万

元；无阀块设计，无需高低压切

换，不仅可使维修更便捷、故障率

更低，更重要的是可使泵送操作

更轻松，系统能耗比同行低 2%

-4%，每台车一年可节省燃油费

用 2万余元（按单台车每年泵送

8万方计算）；另外，采用了工程

塑料水箱，易更换、无锈蚀，提升

支腿寿命又省心。“特智能”———

实现开机、停机与施工过程三级

故障自检，技术专家云服务在线

诊断，有效缩短 80%的排故时间，

施工连续性好；中联 e管家实现

“人在家中坐，动态全掌控”的智

能控制与管理，精准的油耗数据、

设备位置、维保提醒、性能评价

等一应俱全，可极大降低运营成

本。同时，还标配倒车影像系统，

可使行车更安全、驾驶更轻松。

泵送机械分公司始终秉持

“四精”、“四要”、“四个极致”经

营理念开发产品。尽管中联重科

混凝土泵车的各项指标均处于国

际先进水平，特别在长臂架泵车

领域已拥有绝对话语权，但是工

程师们坚信极致无止尽、未来犹

可期，更需以“四劲”不断探索，

以“源”的思维进行大胆开拓创

新，以更多的极致升级新品回报

客户、回报市场、回报社会！

知识产权培训。 周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