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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电器受让“格力”商标即将完成
本报讯 2005 年，根据股改方案，
格力电器大股东格力集团作出了向格
力电器无偿转让“格力”商标的承诺，并
于当年 12 月 21 日，双方签署了商标权
转让合同书。
由于当时“格力”商标处于质押状
态，为了有足够的时间办理商标转让手
续，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办理商标权的
转让、变更登记时间为合同生效之日
（2006 年 2 月 28 日）起的两年内。
2007 年 8 月，格力集团完成了“格
力”商标的质押解除手续，随后格力电
器向国家商标局递交了商标转让申请。
2007 年 10 月，
国家商标局予以受理。
目前，格力集团已履行完“格力”商
标转让变更登记的所有手续，兑现了股
改承诺。
“格力”商标转让变更登记已进
入国家商标局的相关流程中，预计今年
3 月份完成商标转让 变更 登记 全部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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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中的幸福

格力专卖店成为全新的“专
业卖场”
体系

格力 电 器 再 捐 100 万 元
援助雪灾区

珠海市新任市委书记甘霖高度肯定格力电器产业聚集效应，
称赞：

格力电器为珠海做出了杰出贡献
本报讯 “格力电器是单一产
品、q专业rps最成功的企业，
为tu经v发展做出了w出xy，
市z市 {|及}级主~部•h要
全力支持格力电器的发展，做深、
做精、做长格力产业链。”3 月 11 日
上午,tu市新任市z书记甘霖在
考察格力 电器龙山工业园时如是
说。
在格力电器董 事长 朱江洪 的
陪同下，甘霖一行兴致勃勃地NV
了压缩 机生产线及龙山格力电器
配套工业园，并就国家强制要求节

能环保型产品、空调产业链聚集、社
区空调市场前景等问 题交换 了意
见。
格力电器总裁助理望靖东告诉
记l：
“在未来几年内，格力电器龙
山工业园将建成一个总面积近 100
M平米，
以空调压缩机、
电容、电机、
漆包线等配套项目在内的综合性配
套工业城。这将使tu空调器产业
链进一步扩大，本地采O的比重将
达到 50％。格力电器的‘榕树效应 '
将YZ相关产业链快速聚集并推动
tu经v的蓬勃发展。”

相关链接
格力 电器 斗门龙 山工 业园 位于 珠 海 西
区袁目前已拥有凌达压缩机尧凯邦电机尧格力
电工尧格力新元电子四家旗下企业遥 压缩机二
期工程投产后将使珠海生产家用空调压缩机
达到 800 万台曰 电机生产线投产后将年产电
机 2200 万台遥 此外袁 已有十几家国内外空调
产业配套企业签约在龙山投资建厂遥 龙山工
业园不仅将成为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又一引
擎袁 而且将促使格力空调的主要零配件实现
珠海本地化生产袁降低生产成本袁提高格力空
调的市场竞争力遥

家用中央空调安装技术培训全面启动
本报讯 为适应家用中央空调市
场蓬勃发展的需要，做好技术服务工
作，格力电器客户服务中心面向全国安
装队伍举办的“家用中央空调安装技术
培训”
全面启动。
培训以增强学员对安装规范的掌
握，提高其实际动手能力为根本目标，
采用“理论授课 + 安装实习 + 调试软件
实操”的培训模式，结合格力中标奥运
媒体村家用中央空调这一标志性工程
的安装、售后处理经验，全面提升安装
人员的综合素质。
（通讯员 解传军）
图为朱江洪董事长（左）向甘霖书记（中）介绍格力电器龙山工业园产业布局情况

格力空调在美国 AHR 展上受瞩目
本报讯 日前，
由美国暖通、空调及
制冷产品协会(ASHRAE)和美国空调 制
冷学会(ARI)主办，加拿大供热制 冷协
会(HRAI)协办 的 第 77 届 AHR EXPO 在
美 国纽 约 的 Javits Convention Center 展馆如期举行。来自全݀ 130 多个
国家的近 6 M名N展商和采O商出P
了此QR会。
格力空调ST新U的外V、先进的
技术和WX的质量，YZ了[多新老客
户的\]，^^到格力展位_`合作意
向。同时，随a格力在国际空调b的地
位cd提高，ce国外f名的空调g家
hT此机会到格力展位交流技术。全݀
知名的空调专业i志jJARNk的 记lm
专程到格力展位进行采nop。

格力空调列入 2007 年国家级火炬计划
本报讯 近日，国家科技部公布了
2007 年度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名单，格
力电器自主研发的国内第一台热回收数
码多联空调机组榜上有名，是空调业唯
一入围的产品。
国家火炬计划是经国务院批准，由
国家科技部每年组织实施的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计划。被列入火炬计划的项目必
须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水平在

国内同行业中居领先地位，项目市场前
景好，
产业规模大，有较强的市场竞争能
力和较大的市场覆盖面。
格力热回收数码多联空调机组，打
破传统空调单一主机只能制冷或制热的
技术局限，实现同时制冷制热。如在春夏
交替的季节，因每个人身体条件的差异，
老人的房间需要制热，可能大人和孩子
的房间需要制冷，
这时，
热回收数码多联

空调机组就能满足用户的需要。与此同
时，其最大的意义还在于能够将空调室
外机排放到室外的能量进行回收循环利
用，同时降低传统空调产生的“温室效
应”，
可以说
“花一倍的功，
做两倍的事”。
火炬计划项目鉴定专家表示，格力
热回收数码多联空调机组的立项，将带
动国内空调企业加大对热回收多联空调
产品的技术研究，
意义十分重大。

两会期间人大代表董明珠积极建言献策
正在北京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副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向大会递交了 2 个建议案，
呼吁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鼓励自主创新产品政策、
加强科技专项资金拨付管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详见二版）

（通讯员 刘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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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2 月 28 日 晚 8
点，伴随aj爱的奉yk的歌声，
一场赈灾公益晚会在tu电视
台演播大厅隆重举行。一直热
心公益事业的格力电器在晚会
现场再Q慷慨捐 款 100 M，用
于南方雪灾后的救灾和灾后重
建工作，是tu市募捐活动中
捐款最多的企业。
赈灾晚会旨在倡议社会}
b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向
身处冰雪严寒中的父老乡亲送

本报讯 在北京出P十一
届全国人大一Q会议的全国人
大代表、格力电器副董事长兼
总裁董明t，3 月 6 日正式向
大会提交 2 个建议案，呼吁进
一步完善{|采O鼓励自主创
新产品{策、加强科技专项资
金拨付~理。

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政策
董明t一直以来h非常关
注{|采O，去年她在十届全
国人大第五Q会议，就曾提交
W{|采O应该向自主品牌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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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温暖和关爱。格力艺术团m
首Qq出格力N加义演，表演
的j千手V音k等多个精彩节目
赢得了现场爱心人士的阵阵热
烈掌声。
格力电器副总裁庄培表
示，此Q冰冻雪灾给南方部分
地区带来巨大损失，格力电器
作为中国民族工业优秀品牌中
的一面旗帜，有责任m有义务
支持抗雪救灾和灾后建设工
作，给灾区人民送去关怀和温

格力电器在做大做强的同
时，始终c忘社会公益事业。
1998 年的特大洪水到 2003 年
的“非典”再到印度洋u啸，从
\藏高原的e儿活动中心到广
西百色的希望小学再到“中国
特困大学生关爱行动”
，h留下
了格力电器无私援助的身影。
据统计，仅最近十年，格力电器
累计捐款捐物价值已经超W了
5000 M元。

斜的议案。令董明t欣喜的是，
她的这些议案已经得到党和{
|有关部•的重视。
近日，由财{部制定的j自
主创新产品{|首O和订O~
理办法k和j{|采O进口产品
~理办法k开始实施，这是以部
•规章的形式要求{|采O向
自主创新产品倾斜，c仅明确
了首O和订O的~理规程，还
制定了监督检查措施，已经形
成较完备的鼓励自主创新的{
策体系。
董明t表示，通W{|采

O形成的市场，更有利于鼓励、 先水平。但仅仅因为产品目录
扶持企业自主创新，推动企业
更新时间跨度长c能及时被纳
自主创新的发展。
入到{|采O信息中去，c利
结合目前国家 j节能产品
于国家节能减排。建议一个季
清单目录k 在更新方面存在滞
度更新一Q j{|采O自主创
后的现象，以及}地方出台的
新产品目录k，让企业研发出的
自主创新产品目录存在的问
更新更好的产品能够及时服务
题，
董明t建议：
{|采O。
一、加快目录的更新。目
二、要警惕地方保护主义。
前，国家“节能产品清单目录” 目前}地自己的 j自主创新产
更新时间跨度太长，每年更新
品目录k或当{策已经出台，从
一Q，导致企业cd研发出更
个别地方公布的{|支持自主
新更好的节能产品因为更新时
创新的采O清单看，客V上存
间跨度长c能登上目录。以格
在地方保护主义。建议{|制
力为例，目前拥有专利已达
定国家统一的标准和认定，在
1500 项 ， 其 中 发 明 专 利 接 近 j国家自主创新产品目录k进行
300 项，自主创新提升了格力的
{|采O，使{|采O向那些
核心竞争力，先后打破美国、日
真正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具有
本的技术垄d，研发出领先世
WX产品的企业倾斜。
b的产品，如格力中央空调已
加强科技专项资金拨付管理
经具备国际竞争的能力，c仅
自党中央提出增强自主创
成功中标被誉为“奥运中央空
新能力的那些初
调项目第一大单”的北京奥运
媒体村项目，还拿下 2010 年南
非足݀世b杯多个场馆和地铁
项目；
2007 年陆续推出的“睡梦
宝”、
“ 王l之尊”、
“ 睡美人”等
系列高端产品，在节能、噪音、
舒适性上取得了进一步突破 ，
特别是节能方面达到了世b领

暖，

▲ 图为庄培副总裁（右）代表格力电器捐赠 100 万元支票

和总理谈格力电器发展道路
今天（3 月 7 日）上午，温家宝总
理来广东代表团审议o告，广东代表
团的意见是尽量安排基层代表发言，
让总理多听听基层代表的意见，我和
来自tu的另一名代表王军被指定准
备发言。尽~这几天有点感冒，感觉有
点劳累，
但我还是认真地准备了发言。
o告审议在人民大会堂广东厅举
行，汪洋书记（广东省z书记）主持，钟
南山、许宗衡、招玉芳、胡小燕等代表
^^发言，每个代表发言结束后，温家
宝总理h一一进行回应，总理的回应
总是恰到好处，让我深深感受到总理
是对人民负责的好总理。

时间W得很快，我心里m很急，再
c抓紧时间就没有机会发言了。要知
pW去五年，我作为十届全国人大代
表，一直没有机会面对面和总理进行
交流。我一定要抓住机会争取发言。
当汪洋书记宣布发言结束时，我
一下子急了，挥了挥手，示意想要发
言。我急切想发言的样子被总理看在
眼里，他很风趣地说：
“明天是三八节
了，
把这个机会给你这位女代表吧。”
得到总理的首肯，我的情绪很激
动，原来计划发言的内容是关于{|
如何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和农民工
社保问题的建议。可是一张开嘴，
就c

由自主地`起了格力电器的发展ps
和坚持自主创新的ps。
审议活动结束后，广东代表团有
的代表对我说：
“董明t，你这个女强
人真行，最后一个发言的名额h被你
抢到了。”还有的代表开玩笑地说：
“今
天你向温总理和广东团 160 多名代表
播了几分钟的格力广告，得给我们付
广告费。”
代表们的玩笑是善意的，但是，我
觉得我的发言代表了我内心的真实感
受，没有格力电器就没有我董明t的
今天，我为自己是一位格力人感到自
豪。

图片新闻 2007 年，格力电器和湖北
j楚天h市ok联合发起爱心捐赠活动。湖北
市场每卖出一台格力空调及一本董明t所f
新书j行棋无悔k，}捐出 1 元钱，所筹善款创
办了湖北省第一个孤独症适龄儿童实验班。
两会前，实验班的孩子们制作了精美的爱心
手工艺品与感谢信，z托人大代表、武汉外国
语学校副校长李茵（右）带至两会转交给董明
t，以表感谢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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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专卖店全力打造
“三全齐美”
服务品牌
—2008 年度安徽省格力空调专卖店
“全员、
全过程、
全优质完美服务”
动员暨培训大会隆重举行
——
本报讯 为 进 一 步 为 广 “全员 、全W程、全 优质完美
大消费l提供优质专业的服
服务”的终极目标。
务，3 月 2 日至 3 日，2008
据悉，
“三全齐美”服务
年首届安徽省格力专卖店
理论很快就会在全省强制推
“全员、全W程、全优质完美
行，经W培训或整改后依然
服务”动员大会暨培训会在
达c到标准的员工或专卖
安徽格力销售公司新办公楼
店，h将被无条件淘汰出局。
隆重举行。来自全省}地的
因此，消费l到格力专卖店
280 多名格力专卖店负责人
O买可以更加放心，因为严
及}办事处、中干及公司员
格的~理将保证他们体验的
工 400 多人齐聚一堂学习全
将c仅仅是优质的产品和专
新 的服务理念及操作流程， 业的服务，更是一种格力文
以 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满
r。
足消费l服务需求。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三
安徽销售公司总经理汪
全齐美”服务理念的率先提
晓兵强调说，在格力专卖店， 出，揭开了空调专卖店在安
我们应当努力为消费l提供
徽发展史上的新一页，标志
一种从选型、设计、安装到维
a安徽空调市场进入了服务
护、保养等全W程的专业、规
质量提升的 全新的 阶段 ，一
范、人性r的服务，让消费l
旦全面实施，格力专卖店必
在买到优质产品之外还买到
将能给消费 l带来 专业 、规
了放心和舒心，感受到与格
范、人性的完美感受。
力打交p心存感动。这就是
（通讯员 张悦 陈婷婷）

格力 4S 专卖店成为一种全新的
“专业卖场”
体系
本报讯 从最初的自建渠p
尝试到现在数量庞大、力量强大
的 4S 专卖系统，格力 4S 专卖店
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专业卖场”
体系。
格力 4S 系统q的是c同的

学习—成功的基石
本报 讯 为 了 提 高 导 O
员的综合素质，吉林销售公
司 3 月 5 日在沈阳格林大饭
店举办为期两天的沈阳地区
导O员培训会议，70 多名导
O员N加了会议。
导O员在培训W程中认
识到产 品知识 固然 重要 ，但
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消费l在
认可产 品的同 时信 任自 己，
拉近心灵之间的距离。
培训中还进行了实机拆
解演示，让每一位导O员真
正了解 空调的 结构 及原 理。

同时通W对高品质零部件的
了解，让一线导O员更加认
可格力产品的质量，增强促
销W程中的自信心。
这Q培训让大家h认识
到，展台位置c好、商场没有
客流hc是T口，导O员欠
缺的是学习的态度、扎实的
工作、c懈的坚持和坚定的
自信。通W学习提升自身能
力和素质来促进格力品牌的
销售是广大导O员在销售旺
季来临之前的当务之急。
(通讯员 郑晓丹)

ps，力求与综合卖场互补发展。
传统卖场追求“大而全”，定位综
合，格力 4S 店突出“专而精”，主
攻专业r和服务。格力 4S 店一位
主~风趣地描绘很多顾客享受到
的待遇: 端茶送水、
前呼后拥。坊

间还流传这样的故事，重庆一格
力用户其它品牌的彩电坏了，打
电话到一格力 4S 店求援，格力方
面居然真的上•帮忙解决。
（摘自 3 月 13 日《重庆晨报》）

格力免费保养如火如荼
本报讯 自 3 月 1 日格力
空调推出春季免费保养后，用户
反应异常热烈，据陕西销售公司
客服中心人员介绍，短短几天内
已 接 到保 养 预 约 电 话 2000 多
个，最高达到 500 多个，这已经
是格力电器第八Q推出免费保
养的活动了。
作为一个对消费l
负责任的企业，格力空调长期坚
持高品质战略，并在 2005 年率
先提出“整机免费包修六年”的

全݀最高售后标准，免费保养则
是对这一服务承诺的一个延续。
正是基于这样高品质的产品和
高标准的服务，
去年格力找到一
台使用寿命长达 15 年的格力空
调，堪称“古董空调”，这m是目
前发现使用寿命最长的空调之
一。
在格力专卖店O买格力产
品还能享受到上•设计，
免费咨
询等多项超值免费服务。
根据以

往经验，在炎热的夏天，空调销
售火爆，大部分g家无法保证当
天安装，消费lc能即时享受到
舒适的温度环境而倍受煎熬。
格
力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将更多的
实惠让利消费l，
主要是鼓励消
费l能够在三、
四月份天气还c
是很热的时候理性O买空调产
品，
这m是格力对消费l理性消
费指导的一种责任。
（摘自 3 月 7 日《三秦都市报》）

建立退市空调救助站 推出十年保修
本报讯 3 月 7 日，山东省
消费l协会举办“共迎奥运R会
强r社会责任”暨空调退机补偿
承诺发布会，
山东销售公司率先
响应，推出“十年保修”
“一年包
、
换，换机补偿”等服务。
据介绍，
“共迎奥运R会 强
r社会责任”
活动由中国消费l
协会发起，
}省、
市、自治区联合

行动，旨在净r消费环境，倡导
文明消费，弘扬诚信经营，传承
中华文明。
山东销售公司响应倡议，推
出
“十年保修”、
“一年包换，换机
补偿”等服务承诺，凡 2008 年 3
月 1 日至 2009 年 2 月 28 日期
间O机，如出现质量问题，十年
内维修免费，
十年后维修只收配

件费，若一年之内出现主要性能
故障，可进行换机并获得等价现
金补偿。
同时，山东销售公司成立
“山东退市空调救助站”，
对社会
上因g家破产等造成的失去售
后服务的“孤儿空调”
进行救助。
（摘自 3 月 9 日《济南时报》）

格力优秀经销商参观格力巴西生产基地
本报讯 2 月 15 日，远在地݀另一
端的格力巴西生产基地迎来了来自福建
的优秀格力经销商代表团。在异国他乡，
能见到三十多名格力人，大家感到分外
的亲切。格力巴西公司总经理张越超表
示：
“ 我接到福建格力公司的电话后，心
情就异常激动，在正月能遇见这么多的
乡亲，让人感到浓浓的乡情。”
在格力巴西公司，福建格力经销商
同公司员工欢聚一堂，大家共叙格力发

展经历，
分享格力成功的喜悦。在NV巴
西公司的时候，经销商^^拿起相机到
处拍照，似乎要将这一切牢牢地印记下
来，让祖国大陆的人分享格力在u外的
成果。
巴西格力公司是中国人“q出去”的
成功榜样，它在u外挺起了中国民族工
业的脊梁。
福建销售公司每年h要对优秀经销
商奖励出国旅游，这Q是经销商qW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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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第五大洲，非凡的待遇让大家感受
到作为格力经销商的自豪。通W出国旅
游NV，开阔了眼b，m增强了经销商的
凝聚力。经销商^^表示要cd地超越
自己，抓好专卖店建设，完成 2008 年度
的销售任务，为格力进军世b 500 强x
y自己最大的一份力。
此Q南美之行，经销商还游览了巴
西的亚马逊丛林、世b第三大的伊瓜苏
瀑布、富有“南美巴黎”之称的阿根廷首

h布宜诺斯艾利斯。
（福建销售公司 廖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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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中的幸福
筛选分厂 温惠芳/ 文

凌达压缩机公司 郑丽虹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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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兔子是奔跑冠军，可是c会游泳。有人认为这是小兔子的弱点，
于是，
小兔子的父母和老师就强制它去学游泳。
小兔子耗了大半生的时间m没有学会游泳，它c仅很疑惑，而且非
常痛苦。
其实小兔子是为奔跑而生的，应该有一个地方让它发挥奔跑的特
长。
纵V企业之u，无论是公司、分g，还是部•h遵循一条c成文的
定律：
让人们努力改正弱点。
公司很多人把大把时间用在有缺点的人身上，旨在帮助他们减e
W失，就像专•对付老鼠的捕鼠器一样，完全针对其弱点。而c是发现
和激励一个人的优点和特长。
几乎所有的人h在集中力量解决问题，而c是去发现优势。
每个人h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每个~理l所做的就是要发现属
下的长处，并且为他们提供舞台，
发挥他们的优势。
兵随将转，无c可用之才，作为一个~理l，你可以c知p下属的
短处，
却c能c知p下属的长处。
应该有一个地方，让小兔子跑个痛快。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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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天，一年年，持a悲V论调的
我，怀揣a一张低c成高c就的文S，
带a几许无奈，应聘到了一家一千多人
的电子g当一名仓~员，但这工作并c
对我的专业，于是生活中的阳光在灰色
中更为微弱。
每天，
拿a一叠收货单，
领料单，还
有退料单，在数据堆里弄得头晕眼花，
每天又拿a这些单据，
在电脑前了无生
气地一张张
“例行公事”般对a流水。生
活如此单调、乏味，就像食堂中的饭菜
般毫无花样。我知p，
其实这一切m源
于自己的自命c凡，
固守于自己的一片
天地，任本m会属于我的有声有色的瞬
间擦间而W。
就在我每天重复地qa无奈的单
轨时，日子已悄无生息地滑W去了。一
日，日落时分，尽~天气很好，风清云
淡，但我却仍是机械地拿a单据在电脑
前敲打，没完没了恼人的数据，让我的
天空只剩下了数据，
天气的好坏与我无
关，就像活在真空中一般。忽然，
在通往
员工食堂的林荫p上，
一对特殊的夫妇
映入了我的眼帘，男的qs一颠一簸
（大概是小儿麻痹症留下的后遗症吧），
而且瘦得只剩下一幅骨架子，女的则长
得十分的矮小。然而，
他们牵手时的那
份默契，
就足以让我多年c曾拔动的心
弦为之一震，我被他们之间的那份质
朴、纯真的感情而感动了。
当他们qW我的身旁时，我分明看
见了他们双眸中蕴含a的情愫。回望a

他们的背影，在那条绿荫掩映下的小s
上越q越远，直至浓缩为重合的一点。
那是何等的缘。
自此，我开始注意这对夫妇了，并
了解到他们是g里的清洁工。每天清
晨，当窗外传来沙沙的声响，我h会打
开小窗，那一对晨曦中的身影，就会立
即映入我的眼帘：男的推a小车，女的
拿a长扫帚，只要她放下扫帚时便会搀
扶a男的。因此男的虽然一瘸一拐地推
a小车，m丝毫c显得唐突，反而让在
c经意间欣赏这p风景的人，觉得他们
的二人世b是那般的相得益彰。他们是
如此地和谐，容c下一丁点的亵渎。此
种韵味岂是那些所谓的郎才女貌但貌
合神离l所能刻意营造的。
幸福，大概就源于彼此间那份体贴
入微吧！一句简单的话语，一个温暖的
眼神，
h可让人沉醉。以往我的灰色论
调慢慢地溶入了那份温馨之中。我c再
愤世嫉俗，c再批判这个日趋让我觉得
格格c入的社会，
我尝试a拂去红尘的
浮躁。慢慢地，我开始发觉即便生活得
很累，很烦，但只要能拥有一份相濡以
沫的爱情，拥有一份相互关爱的亲情，
拥有一份互相尊重的友情，生活中的烦
恼m会荡然无存。这就有如一枚\涩的
橄榄，
酸苦中m有丝丝甘甜浸入心脾！
这就是幸福，
简单而平凡。我c知
该用何种言语来表达这对夫妇给我的
启发，只想默默地在心底祝福他们，愿
他们永远拥有那份[人渴求的幸福。

雪的委屈
管路一厂 李亚军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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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如果你c是身临其境m许永远无法
体会那一场冰天雪地中的油尽粮绝以
及寒风中的饥寒交迫，那种与亲人朋友
失去联系后刻骨的担忧与焦虑，那种真
空般逼仄的苦涩的压抑与沉闷……
只有当你站在风雪的s旁静静的
守望，只有站在高速公s高高的天桥之
上双眸含泪的眺望，或是q进绵延上千
公里的密实无缝的滞留的车流之中，q
进那些被风雪阻隔归期遥远无际的人
群之中，q进那些因为交通被阻滞几日
几夜的忍受饥渴与寒冷的人群之中，听
听他们的真实的苦涩，想想四天四夜如
蜗牛般只前进了二十公里s程的缓流；
想想呆在小小车厢里呼Ya污浊的空
气，从黑夜望到黎明，又从黎明望到黑
夜，一天又一天依然望c到归途的艰
难；感受那些因为焦虑而激动的言语，
因为感冒发高烧却无药可医的困窘；看
看他们结满冰凌的鞋袜；抚摸他们因为
车辆打滑而伤痕累累的血肉之躯，你才
知p什么是苦难，什么是焦灼，什么是
病痛，什么是对于生命，对于心灵的最
无奈的浸凌！
当我们在温暖的床头休息的时候；
当我们端满温热的茶水静静品茗的时
候；当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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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是天地之间飞舞a的精灵，是
隆冬时节悄然降临的纯洁的使l，在那
些美丽的季节里，白茫茫的广袤的天空
中，以一种飘然飞翔的姿态，翩翩的飞
落。
然而，这个季节，这一场雪，渐渐的
让人觉得有些W于缠绵，W于拖沓，W
于久远。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的雪季，已
经给人们造成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 电
力中d，房屋倒塌，铁s停运；汽车滞留
了，车轮侧翻了。辛苦飘荡了一年的游
子，被风雪阻在了遥远的归途；节日喜
庆的气氛，被挡在了遥远的天涯，甚至
有些无辜的生命，m随a这场c期而来
的大雪飘然而逝……
受伤的积雪，在城市，在乡村，在通
往日思夜想的温馨家园的s上，堆积成
山。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只能用自己受
伤的双肩，扛担a脆弱得几近虚脱的交
通脉络。交警出动了，
推土机m出动了。
铁锹努力的贴近a地面，搔刮a紧张麻
木的耳鼓；扫把舞在结满冰凌的地面，
飞扬起厚厚的积雪；垃圾车负累a苦苦
呻吟，一车又一车的运送a这从天而降
的雪的精魂……
这场雪灾，对人类的伤害足以让人
震撼。m许你无法感知，m许你难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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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我们总感知c到幸福的存在，感知
c到这些平淡的从容才是最真的美丽。
那些浮华，那些逐追，
那些可望而c可及
的欲望与梦幻，总是占驻了我们蒙尘的
心野，让我们在尘土^扬的红尘之中迷
失了自己。
当雪演绎成了灾难，威胁了世b的
和谐与安宁的时候，我c忍再给她赞美，
c忍再赞美这场肆意而任性的雪。一如
情感的泛滥，一旦成了决堤的洪流，情
感，m会变成灾难。
而雪是无辜的。大自然和人类一样，
有a自己的生存方式与规则。m许，是
因为我们的自私，因为我们的贪欲，因为
我们辗转的恣睢与追逐，因为我们那些
c计后果的践踏和对自然规律的漠视而
惹恼了自然，惹恼了我们这日日依存的
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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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初秋，弘一法师因战事
而滞留宁波七塔寺。
一天，他的老友夏丏尊来拜n。
他看到弘一法师吃饭时，只有一p咸
菜。
夏丏尊c忍地问：
“ 难p这咸菜
c会太咸吗？”
“咸有咸的味p。”弘一大师回答
p。
吃完饭后，弘一大师倒了一杯白
开水喝。
夏丏尊又问：
“没有茶叶吗？怎么
喝这平淡的开水？”
弘一大师笑a说：
“开水虽淡，淡
m有淡的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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