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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电器蝉联
《福布斯》“亚洲最佳上市公司 50 强”
本报讯 日N0美国《福布斯》公布
了 2009 亚洲企j 50 强0hJj•头企
jHIJK再次d榜0排名b 17 位0c
dMd{ 4 位_与]M一样0LMHI
JK仍是唯一入选7hJ制造企j_
据了解0LM7 50 h最佳dt公
司是《福布斯》从亚太地区 910 h收!
或t值不低" 30 V美W7公司a选
*0评选准则包括每h公司\] 5 M7
收!纪录、营运BU和资本.报0此外
也考虑了`近ej绩、股价变动和未来
一M7NoA多个指标_

3 版 市场动态

9 月空调下乡格力继续第一

格力全国安装质量
巡视工作会议召开

4 版 副刊

老去的村庄

格力前三季度净利增四成
本报讯
!"#$%&'()*
+,-./0123456789:;
5<=>?@ABCDE7FG0HI
JKLMNOPQRSTBU 19.92 V
W0XYZ@ 41.97%0[\]M^MT
BU_`a0bOPQRSTBU 7.6 V
W0cdMXe@f 69.08%_gbOP
QhJijklmC7?nop0HI
JKq(rs0tuvwxyz{0TB
U./|(,-}~ij0ij•头地
位日!凸-_
10 月 31 日0HIJK发布了bO

PQj绩报告-示0由"12创;78
9:;5<7tu优(-著0bOPQ
HIJKRS营j总收入 106.19 V0Y
dMXe@f 5.2%_
HI7“完美答卷”
来源"对12:
术创;7倚重和投入_HIJK一m以
[N7:术创;见f0进入 2009 M0随
着“变频”和“8能效”成s空调ij7关
键词09:含量87;5<成stu竞
争Iz{7关键_HIJK创;优(凸
-089:5<崛起成s=>量72I
军_

X时0g国h关"“hJp乡”
、
“节
能惠民”、
“以旧换;”A刺Z内需7政策
7拉动p0公司不断完善营=体系0使5
<=>价H相对x定0从r??z8了
公司7盈B能I_
公司认s随着国内外%&环境7继
续转C和一系列刺Z政策不断调整和深
入R施0b四PQij将持续./_对
此0
公司仍将坚持12创;0
加?:术研
发7投入0推*更多具有123456
789:;5<0通\8端5<z{t
u占有率0gij竞争a保持x健@f_

董明珠总裁上榜
英国《金融时报》全球 50 大女性 CEO
本报讯 日N0
《金融时报》评选7
^球 50 ?女性 CEO 近日*炉0仅a国
就占了 4 席0Y例之80更充分印证了
a国女性企jhg^球商界7FGI_
`aHIJK总裁董,珠名列b九0遥
遥}~_
这次评选7标准不但包括当选人
企j7规模)重要性0更注重`g企j
内7FG和对社会或文化7FG_一位
成功并 人尊敬7 CEO0所承担7不止
是带}企j不断成f、不断创;、不断
mN0
更需要承担对社会7FGI和推
动I_

广东省“质量和安全年”知识竞赛
格力电器折桂
本报讯 9 月 16 日0广东省质监系
统“质量和安^M”34竞赛珠O角赛
区选拔赛开赛0HIJK代表珠海t企
j队参加角逐_Y赛\程a0
HIJK
战胜诸多省内Xi0获得珠O角赛区冠
军并取得参加广东省总决赛资H_
g 10 月 10 日7广东省总决赛a0
HIJK~后战胜^省 23 支地t级企
j代表队0获得b一名0取得广东省企
j参加国h质监总局竞赛7唯一资H_

格力电器创新实力震撼广交会
本报讯 10 月 15-19 日0106 届广
交会g广州琶洲展馆如e举i_HIJ
K作s空调•头企j0
积极调整5<结
构0
立足绿色9:0
推*包括^球首创 6
赫兹低频直流变频:术、热泵热水K、
户式地/机组Aj内}~7创;:术
与5<0
赢得国内外客商分外青睐_

格力新型离心式冷水机组问世
被一致评定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本报讯 10 月 24 日0一种YS有离
心式冷水机组节能 30％7;型a央空
调g珠海HIJK问世0这种“*水温Q
16-18℃8效离心式冷水机组”2要通
\温湿Q独立控制来达到节能目7,被
专h们一致评定s达到国际}~水平_
据悉,“*水温Q 16-18℃8效离心
式冷水机组”项目属"“十一五”国h9
:支撑计划0据国h节能环保制冷设备
工程:术研究a心2任、HIJK副总
裁、总工程师黄辉介绍0该5<聚集了H
IJKa央空调研发7最;:术成果0
拥有 100％71234560最8 COP
（能效Y） 达到 9.180g相X工况条件

p0YS有离心式冷水机组节能 30%0是
迄Ls止最节能7?型a央空调_它7
问世0不但能有效解决当N我国?型公
共建筑能耗居8不p7难题0r且??
z8了我国?型a央空调:术水平0使
我国12研发7?型a央空调g节能:
术d一举达到了国际}~水平_
该项目" 2008 M启动0历%近 2 M
7不断设计、试验和改善0攻克了关键:
术——
—“小压Y”8效离心压缩机0RS
了 16-18℃*水离心式冷水机组满负荷
运i COP ?" 90远远[\了能效Y?
" 7 7项 目 目 标 0 将 能 效 Y z { 到
9.180g节能5<7研发a具有重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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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碑意义_
据悉0该研究7目标是弥补常规离
心式冷水机组g8温工况p存g7缺
陷_理论分析和试验数据表示0
常规离心
式冷水机组将 7℃作s能效最8点来制
冷0通\把将温Q降低到水蒸气凝结成
水7“露点”
11-13℃之p0
g低温环境p
使室内水蒸气冷凝0有效进i制冷0
X时
RS了除湿_这种“强i”
7低温除湿对
人体来说是不需要70富余7能量反r
是一种浪费_r这种常规离心式冷水机
应用" 16-18 ℃78温*水时0压缩机
效率降低0能耗变?0
机组满负荷 COP z
8有限0不能满足节能要求。（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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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王者独尊”
震撼上市
本报讯 日N0记者了解到0
HI集多M:术创;之?成0
mtu推*了一款内外兼修7
顶 级豪 华 空调 柜 机“ 王 者独
尊”
0奢华水钻镶嵌、[智能数
码F像系统、森林水氧加湿、一
级能效……一系列颇见创;心
思7设计0堪称:术和艺术7
完美融合0将消费者引m“精
<”消费时代0树立了柜机tu
7潮流标杆_
记者看到0
从外$到功能0
“王者独尊”堪称“;锐”之作_
黑色、
红色、香槟色和白色四种
颜色%典8贵0
可闭合进风+、
铝合金镶边、奢华水钻镶嵌0彰
-着空调7豪华?气_更;颖
—
7 是 与 数 码 潮 流 7 结 合——
“王者独尊”内置了 512 兆内存
数码F像系统0
10.2 英寸[?
液晶-示屏0可以像 MP4 一样
播放F音视频0也可以将数码
照片轮番播放0温馨幸福7h
庭uo、色彩斑斓71然奇$、
浪 漫旖 旎 7异 国 情调 刹 时呈

S_据介绍0系统还可以进i日
历管理0储存J子文档0兼容
USB、CF、SD、MMC、
MS 卡A储存介
质0使用非常方便_
然r0吸引消费者7远不
止这些_记者看到0众多消费者
津津乐道"“王者独尊”7另一
功能——
—
“美容”
效果_
据介绍0空调调节温Q时
会造成空气干燥0容易造成皮
肤缺水0呼吸系统不适0成s健
康隐患_以往0空调kl采用无
水加湿:术0然r这种加湿:
术g环境本身干燥、空气a水
分有限7条件p0效果不是很
理想_HI“王者独尊”创;性
地采用森林水氧加湿:术0加
湿量?0持续时间f0配合?风
量送风0水分子均匀溶"空气
a0让空气清;水U0从r令肌
肤时刻保持滋U状态_这样一
台具有“美容”效果7空调0
到女性消费者尤`是北方女性
消费者7青睐_
该5<一%推*0就引起

了强烈反G_消费者纷纷表示0
水氧加湿、水钻镶嵌、数码F像
A一系列; 潮功能7融合0巅
覆了人们对 空调7传统认4_
空调7适用性和$赏性合二s
一0不仅是9:精<0也是不折
不扣7时尚艺术精<_
近M来0随着国h节能环
保推广IQ7加强08效节能
已成stu立足之本)企j竞
争7焦点_事Rd0
“王者独尊”
更87价值也正g"此_HI
工程师表示0
“王者独尊”能效
Y[\了国标 1 级标准0是目
Ntud不多7真正节能7柜
机之一_gj内专h看来0柜机
能效Y是对各?厂h制冷:术
能I7真正考验0`原Dg"
冷量越?7空调0`:术含量
和研发成本也越8_
除此以外0
“ 王者独 尊”柜
机还采用了j内}~7具有H
I1234567 EVI [低温
制热:术0可以g -25℃7环境
p强I制热；配备了空气T化

9 月份空调下乡销售数据公布

格力以绝对优势保持“一哥”
地位
本报讯 随着空调=>旺
P7结束0p乡空调7=量环
Y（与 8 月v相Y）*S?幅p
滑_
10 月 10 日0
记者从商务部
公布7^国hJp乡空调5<
最;=>数据a获悉0LM 9
月0p乡空调共=> 34.8 万
台0=>金w 9.40 VW0环Y
分别p滑 42.38％和 41.49％_

`aHI 空调以 16.4 万
台7=量继续位居首位0占^
部=量7 47.15％；美7海尔屈
居二O0=量分别s 10.75 万
台和 2.89 万台_
不X"N几个月各?<牌
p乡空调=量呈S7(均I敌
情况0进入 8 月v以后0HI空
调凭借强?7<牌效应0=量
迅速“d窜”0占Y一Q[\

50％0将半壁江山收归麾p0以
绝 对优 ( 成s p 乡空 调 “ 一
哥”_
据商务部公布7统计数据
-示0截至 9 月 30 日 0HI p
乡空 调= >总量 91.39 万 台0
=>总w达 24.35 VW0=>
总量和=>总w7占Y均[\
43％0是名副`R7空调p乡
“双料冠军”_

清;舱、五种环境模式、可选换
气装置0^面营造健康舒适环
境_
如此多j内顶尖:术7融
合0难怪HI工程师不无1豪
地说0无论从哪方面来看0
“王
者独尊”都代表了当L空调i

j7最8水准0是空调柜机7
“航空母舰”_
j内人士表示0HI此次推
*“王者独尊”问鼎空调8端t
u0不仅s消费者带来8<质
生活0X时更以ij}跑者7
魄I展示了民族工j7风采！

格力新型离心式冷水机组问世
（上接一版）如何,-z{机组

7能效Y0成s制约离心式冷
水机组节能优(7瓶颈_
g温湿Q 独立控 制空调
系统a0该机组通\与干式热末端空调设备7配套使用0
RS了空调系统7温Q单独
控制、末端不5生冷凝水0有
效防止冷凝水滋生细菌0具有
cC7疾病防控功能_与此X
时0湿Q7独立控制0也使得
末端空调设备75<创;不

再 局限" 冷凝水接水盘A模
式7制约0开创了末端5<多
样化、个性化设计7;思路_
另外0该机组应用了噪音
控制:术0采用双壳结构0使
齿轮传动7噪音,-降低_这
些 功能7 :术创 ;营造了健
康、安静 7使用环境 0不仅通
\ 节能降 耗营造了良C7 室
外环境0也创造了完美7室内
环境0(必成 s医院 、疗养院
A公共机构7首选_

离心 式冷水 机组产品 鉴定 会掠影

淤 于
榆虞愚

盂

①离心式冷水机组新闻发布会现场
②与会专家参观离心机生产车间
③与会专家(部分)听取课题组成员汇报研究成果
④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江亿先生向媒体介
绍离心式冷水机组的工作原理
⑤本次产品鉴定会主任委员、中国建筑学会暖通空调分会名誉理
事长吴元炜先生讲话
⑥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杨炎如先生向
媒体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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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抓安装质量管理 全面落实安装规范
—格力电器
——
2010 年度全国安装质量巡视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10 月 16 日至 17
日0客户服务a心g珠海总部
组织召开了HIJK 2010 M
Q^国 安装 质 量巡 视 工作 会
议0与会人员包括^国各=>
公司>后2管)安装巡视员代
表_
HIJK客服a心" 2004
M 10 月g^ij首次z*并
正式开始R施安装质量巡视工
作_从最初仅由=>公司设一
到几名专兼职巡视员0到Sg
从总部到=>公司到网点0'
成了Yc完整7安装质量监督
体系_各=>公司对安装质量
巡视工作给予了很?7人I、
物I支持0无论是=>公司巡
视工作7推进0还是区域安装
质量水平都有了很?7z80
部分区域已'成良C氛围0安
装巡视工作g%=商a具有极
?76威性_s更C更深入地
推进此项工作0客服a心又"
LM 5 月 18 日成立安装质量
管理组0进一y对安装质量巡
视制Q进i完善0并~后O次

派*专人外*巡视 11 个省t0
掌握R地情况_
16 日d午0客服a心毛国
定2任对\]五M来7工作做
了.顾和小结0就安装巡视“巡
- 材料 - B用C - 转变$念”四
y曲、
“ 专职性、专人性、日常
性、任务性、追究性、重罚性、通
报性、整改性”八?特性A做了
详细7讲解_随后0
安装质量管
理组对 2009 MQ^ 国安装质
量巡视工作情况作了介绍0并
结合统计数据0对巡视体系与
资源、各地工作、总部工作A方
面做了Yc^面7分析总结_
当天p午0河南、江苏、重
庆A七省t代表~后介绍了各
17安装巡视%验0并就安装
巡视7指标、使用;型环保建
材后安装遇到7问题、安装巡
视a与用户7沟通A话题与`
他与会代表展开了热烈讨论_
毛国定2任指*0安装服
务是>后服务7源头工作0要
纠正 以罚 代 管7 简 单 管 理 方
式0巡视员要注重职j道德修

养_他还进一y,确了安装巡
视7最终目标：将目N=>公
司巡视监督s27监管方式转
变s以网点1 我监督s20=
>公司巡视监督s辅7方式_
会议最后举i了庄严7宣
誓仪式_^国各=>公司巡视
员代表和>后2管、公司驻外
>后%理A~后g宣誓牌d签

广州锦绣银湾销售秘诀

说做就做，
抢先商机
负责番禺区j务7江瑞
苹副部f说0植总是一个说做
就做7人0做事效率很80执
iI强_说起锦绣银湾楼盘最
初7开展0就和这个特质有直
接关系_8 月a旬0
锦绣银湾开
始收楼0
作s这个楼盘7j2
之一0植总了解到楼盘共有
600 多户j20
只有 70 多户已

后2管、^国巡视员代表们纷
纷表示0坚决严H执i《HI空
调安装质量巡视监督制Q》0把
“狠抓安装质量管理0^面落R
安装规范”7精神落到R处0努
IRS网点1查1纠、1我监
督这个最终目标_
(客服中心 李远昌)

格力光耀南美最大制冷展

经验分享

植仲池0番禺区HI专卖
（?石伟成）店总%理0是目N
广州=>公司%=商队伍a
最M轻7一员_植总%营HI
专卖店有两M半7时间0从十
几MN开小店0到%营多种J
K0
到Sg专一%营HI专卖
店0
他一yyRS着1己7创
j梦_目N0他7b二间专卖
店正g进i装修0并准备g 11
月v开张_
楼盘=>0是许多商hg
淡P采用7=>方式0也是他
们寻求=量突破7重要途径_
8 月a旬0植总联系番禺?石
锦绣银湾0首次将帐篷租位、
J梯广告、R机安装展示厅一
y到位0
可以说是楼盘=>方
式7一个突破_
此次=>取得良Cj绩0
总结原D0植总认s有O个方
面7DE_

名0以示严管安装质量7决心_
会d0河南、天津、江苏、安
徽、重庆、四川、湖北A七个区
域=>公司被评s“安装质量
巡视监督~进单位”_客服a心
还专门s与会人员组织了安装
质量巡视监督制Q与体系培训
和安装服务规范)案例培训_
会后0^国各=>公司>

%装空调0他很快意4到`a
7商机0马d联系物j公司0
租p两个帐篷位0并随即签订
了J梯框架7广告_

业主身份：
最大的优势
植总认s01己作s楼盘
7j2身v0是他成功进驻楼
盘7重要DE_首~他可以b
一时间得到关"这个楼盘7
各种信息0这对了解tu和=
>no打p良C基础_`次0
j2身v能够取得物j公司
和`他j27充分信任_Y
如0g租用帐篷和J梯广告7
时候0就是Ds取得物j公司
7信任0D此才得到租用7优
~6_rg=>7时候0`他
j23道商h也是j20会@
加他们对商h7信任Q_

本报讯 g刚刚结束7南
美洲最?制冷展d0HI空调
备 关注_
9 月 22 日至 25 日0两M一
届7南美洲最?制冷展g圣保
罗举i_展会吸引了世界各地
数百h制冷企j参展_
g此次展会d0HI展位
不仅是处"入+2通道7b一

GMV 5<0HI将这款巴西tu
: 术 含 量 最 8 7 5< 进 i 了
“剖心切 腹”展示0吸引了?量
7客户咨询_作s巴西目N能
效级别最875<0HI变频
机也吸引了?量7眼球0?h
不住地交+称赞_
展位Su0N来参$7巴
西 空调 协会 会f Joao 赞扬 H
I s 巴西 空调 i j振 奋 了 士
气_ra国驻圣保罗}事馆孙
荣茂总}事更是竖起?拇指夸
奖说“如果a国多有几个像H
I这样7企j0?使馆就算再
忙碌也心甘情愿”
_日立巴西公
个0r且展位面积是所有参展
司田岛孝总裁g参$了HI7
<牌a最?7_与HI7“8
GMV 5<后感慨地说
“以N我们
调”'成鲜,对Y7是0曾%g
南美tud叱咤风云7开B、 也有和HI合作\项目0对H
I7印象并不太深0Sg看到
约克、惠r浦、日立A<牌纷纷
HIg巴西都能有这样~进7
=声匿迹_
尽管 展区面 积首屈 一指0 5<0这个企jRg是太了不
起了！”
但对"HI丰富75<线来说
（巴西联合电器 Eric）
仍然-得有些局促_s了推广

做足宣传功夫
有~天优(还要有 后天
努I0植总g楼盘7所有J梯
（包括客梯和货梯） 都加强了
框架广告0宣传促=信息0促
=广告包括最;7优惠价H、
展示厅7房号、联系人J话、
还有专卖店地址0并且会随时
更;0Y如国庆e间会开展一
个优惠0国庆一\0广告也马
d换了_
（广州销售公司周烨供稿）

格力“中华第一店”
盛大开业
本报讯 9 月 29 日, 营j
面积近 400 平方米7“HIa
华b一店”成功登陆O联商社
&南hJ商u_
HI“a华b一店”营j面
积 是 ` 它 < 牌 空 调专 柜 7 10
倍以d_包括“月亮女神”
、
“王
者独尊”g内7HI旗p^系

列;<挂机、柜机都有集a展
示0HIh用a央空调、HI小
hJAh族成员也首次ghJ
连 锁卖 u 与 消 费 者 零 距离 接
触_
山东=>公司董事f段秀
峰表示0
“ 店a店”'式7HI
“a华b一店”是HIJK与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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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连锁合作7^;尝试0旨g
s消费者z供更舒适1由7体
验式购物环境和 VIP 一样7>
N、>a以)>后服务0躲开各
<牌之间7+水战0创造商j
文,7;渠道_
（摘自 10 月 9 日《齐鲁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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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去的村庄
文 / 江苏销售公司 吕萍

.h0是我一直7心念0r
起程"我0却是艰涩7决定_想
念村庄0想念亲人0想念昨昔0
r此时我要正眼相看70却是
另一味风情_

不能称`s近乡情怯0每
次.h0心底里总有一股奔腾
不息7悲哀0这股悲哀0始"我
对村庄7陌生_
村庄老了0,-7与周边
8Q发达7交通设施5生了距
离0
是M代隔阂7距离_
村庄依然保持着我十六M
N离开时7'象0还是那些绕
房r依7老树0晨起7时候0还
不时能 听 到树 顶7 鸟 雀7 鸣
唱0有时会有喜鹊78歌0
有时
是灰鹊7聒噪0Ds这些老树0
村庄还不算寂寞；依然有那一
丛丛g夏P绚烂0秋P气(不
减7豆角类爬藤0g房N屋后
7缠了一架又一架0繁衍了P
节0也丰富了农庄；还有那几处
水塘0尽管水质不再清澈0
g河
流消失7十来M里0它一如既
往担负着村人洗刷生活用<7
便B之重任0勉强未被淘汰0所
以池里依然活跃有小鱼小虾7
身F0也能欣赏到小荷才露尖
尖角7朝气_
没有;@或减少7房舍0
只有乔迁走7户+和M轻人_
镇d城里有商<房0M轻人更
喜欢奔赴时尚0留着老宅给恋
着故土7M迈7父母_时光将
一切穿越成陈旧0当M离开时
;盖 7楼 房S L都 暗 哑了 光
泽0像一件无人问津7瓷K0落
了灰0粘了蛛网0
成了一件陈旧
7摆设0这模样让人联想到一
个人从M富I壮到M老体弱7
衰变0
不%意70竟成老朽_
村庄g老]7时候0没忘
了给1己镶d1我感觉安^7
封闭阳台0和防盗门窗_或许0
这个小小7改变是无奈70住
g这种所谓7安^城堡里7村
人0g感 着安^7X时0也将
不再信任牢牢地横g了人与人
之间——
—除非红白喜事0与人
面对时只剩短短7几句：d班
]啊？.h了啊？吃了没？
没有深入交流7兴趣0情
愿关起门窗守着J视消遣；当

M端着一个饭碗从村东吃到村
西7兴头0亦或青石板d蹲着
7端碗调侃7身F0如L0也早
都已湮灭g了滚滚往昔a_或
许是生活7节奏消除了人与人
之间深入交流7机会0村人对
身外事物7漠不关心0与村庄
7老]一样0不可否认_
8 速 公 路从 村 N 村 后 绕
\0四通八达7;修7、重修7
公路将诺?7村田分割成C多
块0不仔细看0竟不4庐山真面
目了_很快0一栋栋8?宽敞7
厂房 g 原~ 7农 田 里扎 根 落
户0成了4别村落7;地标_
从N藏g田野深处7幽深
寂静7村庄0一个一个0顺着发
达7交通走到了人N0仿佛;
媳妇见人0~还是羞答答7不
习惯0随即便融入生活0融成了
??咧咧7村妇0;鲜感0g人
们7习以s见a落入平常_随
着村庄深处7村落一个个7走
*来0农村原来7概念0g越来
越S代化7建设a被颠覆_
h乡0正以优美7环境s
代价0突击奔赴m更S代化_

画 / 空三分厂 武志刚

记忆里0是不曾枯竭7对
儿时村庄7印象_
春天0是一幅香味馥郁、蜂
蝶翩翩7黄灿灿7油菜田和绿
到滴墨7麦田错落有致7风o
画_田间0有锄草7人0有施肥
7身F0也有赶着一群小鸭小
鹅]草丛a觅食7儿童0他们
把春天7气息一点点从冬7冷
淡a抢夺.来_太阳/洋洋地
照进人们7生活0各种豆花很
快充填进画卷0把田野调配成
色彩斑斓7水彩画_孩子7笑
声从桑林深处传来0那是贪嘴
7又跑]摘桑葚吃了_父母们
永远g忙碌——
—田间7麦子油
菜要收0h里7蚕宝宝要喂0池
塘a7鱼要投食0还有屋N墙
后;冒7菜秧要浇灌……
随着日头7越见火辣0水

渠里0收了麦子;犁7田里0奔
腾肆意着7不仅是干T清凉7
流水0还有孩童寻找野趣7欢
笑_放学7路d0
挽了裤脚g田
埂d随意走一趟0泥鳅0黄鳝0
小鱼小虾小螃蜞7总能拎d几
只_待田里7稻秧插C不多久0
也快放暑假了0这不0小河里很
快让扑腾7水花和嬉戏7欢叫
声涨得满满_地头里成了瓜和
豆7世界：黄瓜、香瓜、西瓜、苦
瓜、丝瓜、面瓜0豇豆0四P豆、
毛豆、扁豆0还有西红柿0茄子0
玉米0甘粟0……可以说0夏天
7热闹0不光是村里?树d3
了78调0也不光是孩童可以
疯狂地享 ?1然7馈赠 0更
是村人g此时一边忙碌一边守
着地头满足7笑脸_
秋风起0稻浪涌_无疑0这
个P节是属"金色7：微凉7
雾海明珠
水a藏着莲藕饱满7金色 ；地
头里有花生热闹7金色；稻田
里起伏着沉甸甸7金色；墙角
7菊花笑*灿灿7金色；枝头
7果R挤得叶片蝶儿般7镀金
……这个P节0村庄只管着忙
碌7收获0也只g偶尔一抬头
时0对着成群南飞7?雁投]
惊叹7一眼0d ?概是惊叹它们
队伍7壮$0和对P节7守时
吧_r此时村人7忙碌0还g"
嘴d对1己0对别人7收成7
一再夸赞d_见了面0一句不理
地里水里树d7收成0且不论
数量0光看四p里那成色0也总
是个安心7乐_
冬天0有很劲道7风0也有
很厚R7冰0所以冬天0村庄是
安静70安静地呆g/和7h
里烤烤地瓜0爆爆黄豆0纳纳鞋
底0打打毛衣0劈劈柴禾_然r
孩子们是耐不住寂寞70跳皮
筋0丢沙包0抛铁圈0粘糖纸
……总有他 们玩不 完7花 样_
待O九天0河里7冰够厚0更成
了孩子们开心7乐园0]河里
溜冰0g檐角打冰凌0到水沟逮
躲g茅草里取/7麻雀0挖田
旮旯里7芦草根……呵0冬天
7生气^g孩子们兴致不减7
快乐a_
村庄7一M四P0尽管%
&贫瘠0却留给了?人孩子丰
盛7.忆_

忽然觉得苍凉0g这个西
风乍起7P节_我一眼又一眼0

画 / 凯邦电机 陈洪

g楼房和公路7环抱之a不停
地寻找熟悉7痕迹0然r0.复
我70是一次又一次7失望和
痛心_
那条扑腾了我童M7笑声
7小河0早已g若干MN干涸0
成了村人不愿意接近0更是要
掩鼻子走\7臭水沟_想当M0
这条小河一到夏天0或者寒冬0
成就了多少?人小孩7欢笑 0
河里7水花可以作证0河里7
坚冰可以作证0可惜0那些水
花0那些坚冰0都无处可觅了_
r那些冬/夏凉0干T剔透7
井水0g童M0是我们炎夏打捞
7乐趣0此时泛着浊0成了只能
将就清洗衣物7生活用水0它
7甘0
它7甜0都无从印证了_
至"稻田里丰收7uo则
是无从说起了_原~视野开阔
7田野0早让厂房0公路0和葡
萄西瓜7种植园瓜分殆尽0找
一处稻田都很费劲0更别说?
幅?幅成熟7画卷_那一?片
承载了我们采摘7快乐和寻找

如果说0
?海是一位满%沧桑7乐手0
岛屿就是
本报地址：珠海前山金鸡西路

邮编：
519070

然r村人有着些许7愉
悦0这些愉悦来1他们可以不
用再面朝黄土n朝天7劳作0
来1他们不用走*多远0能体
验?城t7便捷和发达0尽管
它7代价是对昔日7挂念0和
对流逝7遗憾_
或许村庄是饥渴70它呼
唤S代、安适7生活模式0然r
村庄亦或也太匆忙了0匆忙得
分辩不*城t和乡村各1该保
有7风H_
很多MN0村庄就已望不
到清晰7银河0也照不见皎皎
7月色0我不,白0g追求到了
丰厚物质享 以后0我7村庄
到底会何]何从? 是顺应?潮
搬迁进商<房0还是以1己7
特色成就历史7考证？
`R我更不,白0站g村
庄外面0我到底g痛心什么？

画 / 凯邦电机 陈洪

海·岛
如果说0
?海是一块被人遗忘7琥珀0
岛屿就是
它那承载历史7标本0
不厌`烦7m人们诉说着
那段凄美7记忆_

野兔野鸡7刺Z7桑林0也g
无 人 问 询 a 荒芜 成 了一 片杂
丛0或许不久7将来0它也将被
哪个台商或者港商相a_开发
商对土地7C奇0连村人7祖
坟也不放\0LM清,7时候0
太公太婆和一?批古人就被乔
迁]了一HH小小7水泥房_
此时7野外0视野 限0落
脚无措0偶尔有那么一星半点
被遗忘7泥地0村人也匆匆播
种d点蔬菜0以此证,01己也
曾是%营土地7一把C手_
望着不 断浓 缩7土地0仿
佛无可奈何7永别0满腔7悲
凉转s疑惑_是70
那渐]渐远
7昔日7模样0q着风愈远0有
深深7疼从心头滋*_

他手a7那把乐K0
时时演奏*
让人感动7乐章_
如果说0
?海是一位孤独7海防战士0
岛屿就是
他那双充满坚定7眼睛0
从未放弃\
保h卫国7信念_

责编：小新 春园

美编：
董文

文 / 机电研究院 小牵
让每颗压抑7心灵
都能飘\?海0
通往岛屿0
得到释放_

很喜欢坐g
岛d圆U7礁石d0
看海翩翩起舞0
听海8声吟唱0
<海7咸涩；
闻海7清腥_
此时7我0
很想g?海d画满船舶0
传真：0756-862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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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7我0
g内心喃喃1语：
海0岛0
你不再孤单0
至少有我懂你_

报料及投稿邮箱:greenews@gre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