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北国周末本版编辑：刘诗萌 版式：王 青 校对：桂 璐版4
2018年5月18日 星期五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零售价壹元

别用工匠精神的浪漫◆视点

掩盖工匠制度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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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评论

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
雕细刻，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具体点来
说，就是工匠们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
断改善自己的工艺，享受着产品在双手中
升华的过程。工匠们对细节有很高要求，
追求完美和极致，对精品有着执着的坚持
和追求，把品质从 99%提高到 99.99%，其
利虽微，却长久造福于世。

不像工业 4.0那么复杂，也不像大数
据那么云里雾里。而这么简单的概念之
所以在中国会这么火，原因更简单：咱们
没这个东西。

关于为什么德国人日本人有工匠精
神，而我们中国人没有，各种学者众说纷
纭，最后其实就一个结论：人家日耳曼人
就是牛，民族性就是严谨，人家精神境界
就是高。

这看起来好像说得通，但是笔者仔
细研究了一下历史，发现有点问题，东
德也是日耳曼人，东德经济崩溃的最重
要原因，就是产品质量差，经受不住西
方的竞争。

所以这事逻辑上不通，要说是什么神
奇的高新技术，咱们暂时研发不出来也就
算了。可是工匠精神，就这么一句话的
事，咱们怎么就能做不到呢？

其实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并不是
做不到，而是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们面临
着三个非常独特的现实状况。

“速度为王”，跑得实在太快了

我的老师说他年轻的时候，一个同学
家里从德国弄到了一台冰箱。他去做客，
对着那个冰箱愣了半个小时，心想这辈子
要是能有一台冰箱，此生无憾了。而今
天，已经没有人会因为自己家里有台冰箱
就去炫耀了。

这是过去的这三十多年来，我国急速
奔跑的一个缩影。短短三十年中，我们有
106家企业从零开始，挤进了世界 500强，
我们从供应短缺到产能过剩，我们眼看着
自己从吃糠咽菜到健身减肥，这个速度和
规模，难以想象。

对于这样一个飞奔的巨人，他怎么可
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呢？就像博尔特跑
出9秒58世界纪录的同时，你还想让他保
持姿势的优雅，再认真欣赏下沿途的风
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形
成工匠精神，但是我们的中国制造思维
里，却把另一样东西做到了极致，那就是

“速度为王”。
一个领跑者，精耕细作是维持优势的

必须，但是作为一个追赶者，要忽略其他
细节因素，先通过急速扩张占领市场，这
个时候，领跑者因为组织规模过大而市场
份额急速缩小、头重脚轻，就很可能被追
赶者淘汰掉。

“速度为王”，这是我国作为一个后发
现代化国家，在世界制造业历史上最伟大
的一次实践，这也是“中国制造思维”中的
精华。

机会太多，令人目不暇接

因为这三十多年的急速奔跑，我国出
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新旧两个
时代的并存。我们这一代人是注定要被
历史铭记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处
在新旧时代交换的地平线上，既能看到新
时代的朝阳，也能感受旧时代的黄昏。

就如同辛亥革命后，这个社会既有长
袍马褂留着辫子的老古板，也有西装革履
梳着分头的新青年，这两种人分属于两种
完全不同的文化，享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价
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是，他们生活在同一
个时代里。

80年代你刚卖两天小商品发了财，90
年代股票就起来了，你刚玩上股票，00年
代房地产又暴涨了，你房子还没捂热乎，
10年互联网又来了，电扇、钢铁、汽车、飞
机、电脑、手机、大数据、云计算、工业4.0、
人工智能……

这样一个三十年就从工业1.0飞奔入
工业4.0的大时代里，永远有新的更有价
值的社会分工不断出现，而人的协作却
跟不上技术的发展，所以过去的中国是
一个冒险家的乐园，而不是一个工匠的
田园。

社会的机会很多的时候，大家自然是
追逐新机会，不可能把时间浪费在一件产
出低又可能随时被替代的事情上。

工匠精神，需要严谨耐心

中国的市场从封闭到逐步开放的过
程中，一部分市场和价格充分竞争，另
一部分市场和价格还处于垄断，这个巨
大的断层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制度套利
机会。

而工匠精神，“严谨”“坚持”“耐心”这

些东西，都是需要时间的，需要一个长期
确定性的未来。

至于很多人说的，没有工匠精神是因
为我们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利润低，所以
不能把质量做好，我完全不能苟同。

价格从来不是理由。中国制造业里
没有的工匠精神，在互联网行业中却非常
普遍。中国的互联网产品经理对于产品
的极致追求，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每一个键每一个位置都要经过十几版甚
至几十版的迭代，甚至连美国互联网界都
不得不承认中国互联网产品的用户体验，
并不逊于他们。

这些互联网产品可都是免费的。所
以精益求精这件事本身，跟价格和利润并
没有正相关的关系，它是由竞争的标准决
定的。开放的互联网行业里，用户用脚投
票，你体验不好就没人用。产业链的位置
更不是理由。

我曾经看到一份报道，采访一个给人
代工生产童车的老板。

记者：“为什么你贴别人的牌子，价格
又不便宜，你还能有这么大的销量？”

老板：“他们要的东西，只有我有啊。”
记者：“为什么牛哄哄的沃尔玛也让

你说了算？一块蛋糕，由你主刀来切？”
老板：“他们的问题，只有我有能力解

决啊。”
记者：“为什么只有你能解决？”
老板：“因为我关注消费者需求啊，因

为我努力理解消费者啊。”
明白了吗，微笑曲线从来都是个伪命

题，代工贴牌并不是天然就比品牌科技低
级，真正低级的是你因为自己是代工就从
来不动脑子。在价值链条上，“设计”“品
牌”和“科技”可以称王，“制造”“集成”甚
至“物流”未必就不能
称霸。真正能够占据
价值链主导权的，一定
是那个最终能为整个
价值链创造增值的环
节，和你价值链上的位
置从来就没有关系，王
侯将相宁有种乎？

所以工匠精神这
个东西，是有背景的，
在不同的时期你的需
要也不同。比如说在
企业早期的时候，你要
快速去了解用户、了解
市场，这时候你如果不
了解你的方向，你拼命

地去弄工匠精神，可能铁杵磨成针，然后
发现这个针根本没人用。而当企业大到
一定程度的时候， 如果你继续疯狂地生
长，缺乏工匠精神，可能最后变成了快就
是慢、慢就是快了。

国家现在的规模是足够大了，发展
速度也降下来了，是该开始追求工匠精
神了。

工匠精神为什么不叫工人精神？因
为工匠是独立人格，对自己的产品负责，
同时享受精益求精的成果，所以他重视
细节。

工匠精神的道理是一样的，它之所以
没办法实现，因为它是“德”，而不是

“才”。“德”这个东西，只能主观理解，却不
能客观判断。

仅靠道德感化和形象宣传，无异于
“在宇宙中心呼唤爱”，形式大于实际。而
德国和日本这种工匠国家，我们与其说他
们有工匠精神，倒不如说是一种工匠习
惯。这个习惯，是由一整套高品质高标准
的工匠制度，和对违规者的严厉惩罚构成
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年仅一墙之隔，西德
以高品质闻名于世，而东德却乏善可陈，
以主观的“德”为社会标准，人治大于法
治，立法不严，选择性执法，建立不起工匠
制度，就没有工匠习惯，更不可能有工匠
精神。

今天我们真正要学的，是工匠制
度，用制度养成制造业的工匠习惯，再
把工匠习惯升华为工匠精神。制度——
习惯——精神，这是中国制造文艺复兴
的必经之路，而这条路不能靠儒家，必
须要靠法家。

别用工匠精神的浪漫，掩盖工匠制度
的缺失。 □ 阚雷

随着大城市积分入学等相关政策的
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者将子女
从农村接到城市居住。然而，家庭的团聚
未能使留守儿童问题迎刃而解，许多随迁
儿童进城后无人看管、学习落后，“被边缘
化”“孤岛化”现象未得到有效解决。

广州市番禺区新君豪中英文学校是
一所九年制的外来工子弟学校，拖欠学费
的现象在该校时有发生，以2017年秋季学
期为例，该校学生总共欠学费60多万元。

“有的学生欠一两千学费，我们都让他们先
上学，剩下的再慢慢凑，但仍有学生因家庭
负担重而转学回农村。”校长曹海说。

“学校从三年级开始学英语，但很多插
班生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跟不上、
学不进导致厌学情绪高发。”新君豪中英文
学校英语老师刘菊东说。据介绍，该校每
年约110名学生从初三毕业，仅有10多个
上了公办高中，大多数辍学或进入职高。

广州市番禺区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
的最新调查显示，外来人员居住在出租屋
的占 70%，他们平均每年更换住所 2.5
次。父母频繁更换住所，孩子则频繁流动
于各个外来工子弟学校。

刘菊东还特别提到，外来工子女家庭
出现分居或离异的情况越来越多，仅她所
带的三年级某班，就有超过1/3的孩子父
母离异。“最可惜的是，一些原来成绩很好
的孩子，因为新家庭的不支持，只能重回
老家留守。”

在一个不足 10 平米的出租屋内，14
岁的初二女生婉婷与上小学一年级的弟
弟坐在房中小板凳上。弟弟从地上一堆
零件包中找出合适的零件递给姐姐，姐姐用手中的镊
子轻轻一捏，一个项链的配饰和链条就合起来。

婉婷姐弟2年前从广东梅州来到广州生活学习，
和在此务工的父母团聚。姐弟俩告诉记者，周末不上
学的时候，他们平均每天要做1000个左右的小饰品，
一个赚2分钱。

新桥村主街道两旁，密密麻麻地分布着许多两三
层的小楼，附近是各式各样家庭小作坊，不少外来人员
在此工作、居住。许多孩子需要如婉婷姐弟一样尽己
所能帮补生计。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道一位外来工王女士告诉记
者，自己从云南曲靖到广州工作已经10年，孩子虽然
通过积分入学进入公办学校，但仍能感受到当地居民、
同学对孩子的排斥和偏见。据曹海观察，一些外来工
子女往往会出现语言过激、行为过激、接受不了老师的
教育等特征。他刚到该校时，学校初中生厌学情绪高
发，毕业后终止学业的学生高达90%。

类似这样的城市“小漂族”越来越多，对城市管理
者提出了不能再拖的迫切要求。

专家认为，推动流动儿童稳定融入城市，需要完善
立体化社会支持系统，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覆盖，同
时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
城市流动儿童服务中来。 □ 黄浩苑 胡林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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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 本报记者 郝振宇 通讯员 王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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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日孜孜，无敢逸豫。
——题记（《尚书·君陈》）

“这是非常大的光荣，也是非常大的责
任……”全国人大代表、共产党员赵明翠从
北京归来如是说。在今年的两会上，首次走
进人民大会堂的赵明翠，从起初的内心忐忑
到发言环节的自信满满；从宣传邮政、宣传
家乡到认真履职、积极建言，她又一次完成
了人生的蜕变、思想的升华。如今，她仍然
跑在邮路上，走入千家万户，走在人民群众
的心里。

涓涓溪水汇入巨流

左溪，曾溪。初次听到这个地名，我们开
玩笑地问面前的赵明翠，那里曾经有小溪
吗？左（西）边有小溪吗？明翠笑了，说，真有
呢。真有小溪流，后来因为建了水库大坝，小
溪流变成了汉江的大支流，大到人们直接叫
汉江。这里的水质清澈优良，是南水北调工
程的主要水源。想着首都人民都在喝我们身
边的水，很是自豪和骄傲呢！

这是赵明翠准备参加陕西省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学习班前，与她聊的话
题。从左溪曾溪流出的水，顺着南水北调的
宏伟工程流向了北京；赵明翠从左溪曾溪的
邮路上，走向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当记者向
她表示祝贺时，赵明翠羞涩地笑了，语气很坚
定地说：“我感觉到了很大的压力，要代表很
多万人民呢！”

瑞莲开出并蒂花

在秦巴山区的石泉县曾溪镇立新村，在
赵明翠所跑的邮路上，有一个号称石泉县古

八景之一的天池瑞莲闻名四方。据现存的遗
址碑文记载，天池寺始建于南宋光宗绍熙元
年（1190年），“池在邑西四十里，高高山顶，水
涌而成。池大可盈三四亩，其圆如镜。内出
红白二莲，每邑中有祯祥事，则莲多并蒂。池
当寺前，入听钟声佛号，出观碧藕奇荷，真兜
率宫青莲台也”。可见当地人认为只要天池
中红白并蒂莲花盛开，就意味着县中有祥瑞
之事出现。清代道光十六年（1836年）石泉知
县马国翰描写此景时曾写道：“才信藕如船，
天池有瑞莲。花开成并蒂，喜事接连骈。”

这四句诗用在赵明翠身上，最恰当不过
了。如果天池还没有干涸，这里一定盛开着
美丽的红白并蒂莲——赵明翠被选举为全国
人大代表的消息，早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
了整个曾溪、石泉、安康……毕竟，整个安康
市只有两位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而赵明
翠就是其中之一。赵明翠的喜事也是“接连
骈”——相继获得“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
动奖章”“巾帼建功标兵”及“最美邮递员”等
多项全国荣誉，受到国家、省、市、县及行业
的表彰。

一项提案惠及全县百姓

石泉县是有名的国家级贫困县。从2017
年开始，全县实现了幼儿教育学费全免。也

就是说，石泉县所有的幼儿园不收学费，只收
伙食费。对于全县的老百姓来说，这无疑是
天大的好事，尤其是国家放开二胎政策，幼儿
园免费教育更是受到了颇高的赞誉。

这是得到重视并落实的石泉县的一项政
协提案，而提案者就是赵明翠。在她当选为
石泉县政协委员后，她沿着邮路送去了信件
和报纸，也倾听到了老百姓们的呼声。她看
到了幼儿园的高昂学费，使许多农村家庭望
而却步。在她提案的初期，也收到了各方面
的压力和置疑。但是赵明翠没有退缩，她的
孩子都大了，不需要享受这个政策。她觉得
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免费，而是为了造
福石泉人民。谦虚谨慎的她找了其他政协委
员，帮她修改、润色提案，为的是让她的提案
更符合提案要求。令她没想到的是，她的提
案得到了重视，去年开始便在全县实施。赵
明翠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满足感。

弱女子挑起千斤重担

在赵明翠跑的这条邮路上，她的父亲是
一名船工，为邮政委代办跑了几年。1991年，
十八岁的赵明翠从父亲手里接了这根接力
棒。他的父亲深深知道，他想让女儿干的是
怎样的一个工作啊。山大沟深，当时的年代，
不时还有凶猛野兽出没。“初生牛犊不怕虎”，

赵明翠接过这根接力棒，接到的是父亲的嘱
托，父亲的信任和期望。父亲对她的嘱咐只
有一句话：平安。平安将邮件送达、女儿平平
安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老父亲对邮政
工作之所以情有独钟，是认为这是一份体面
的工作。石泉县曾溪镇覆盖14个村的邮路投
递，是一份体面的工作，更是一份体力活。

一条路，一个人。一辆绿色自行车，一个
绿色大邮包。赵明翠的邮路注定是孤独的。
父亲带她走了一周，她问父亲，我能跑下来
吗？父亲用复杂的、坚定的口气说：“能。”赵
明翠点点头。她也想过出去打工，但父亲不
允许。一个女孩子，出去打工未必比这个活
儿好。赵明翠咬牙坚持了下来，这一坚持，就
坚持了二十多年。

美丽的汉江流过她家门前，她是邮路的
风景是美丽的汉江畔。赵明翠走在了摇曳着
百花的春天里，走在了蝉蛙合唱的夏天里，走
在了多姿多彩的秋天里，走在了皑皑白雪的
冬天里。为了能节省两个多小时的路程，赵
明翠自己买了一条小木船，载上邮件，横渡汉
江；她的小船坏了，县邮政公司为她又买了一
条铁皮船；为了方便快捷，赵明翠自己买了两
辆摩托车，江的两岸一边一辆。老父亲每次
送明翠上船，帮明翠搬邮包。去年的汉江发
大水，明翠的铁皮小船被洪水冲走，她伤心了
好几天。

持之以恒服务民众

曾溪镇里的每一户人家家里，赵明翠几
乎都去过。有的乡亲开玩笑说，赵明翠当镇
长都没问题，她认识这里的每一户人家，熟
悉这里的一草一木。赵明翠现在已是县里唯
一的女乡村邮递员了，以前有过其他的女投
递员，大都因为工作太苦放弃或调走。她投
递的邮路范围涉及 14个村，83个村民小组，
共计 7000余名乡亲；服务面积 112平方公
里，邮路全长 92公里；有 4个村在深沟里，
4个村在汉江对岸，属于全县最艰险的邮递
线路。跑过邮路累计达11万公里，投递的14
万份邮件无一延误、无一丢失、无一投诉，
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和高度认可。一
个人做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二十多年如一
日做好了这件事，难的是与这里的山山水
水、沟沟坎坎融为了一体，她是山里乡亲们
连接外面世界的桥梁，她的国家信使形象刻
在了乡亲们的心里。

盛名之下初心依旧

用赵明翠的名字在网站引擎上搜索，词
条达到了7480条。“赵明翠先进事迹走上央视
荧屏”“劳模风采赵明翠”“赵明翠题材影片获
中国世界山地纪录片提名奖”……即便如此，
朴实无华的赵明翠仍然坚持跑在邮路上。她
比过去更忙了，不断有记者对她进行采访，她
从不拒绝，但也从不耽误工作——跟我跑邮
路吧。她说，每次收到上级组织给予的慰问
和关怀，自己的心里都是热乎乎的。她反复
说，自己只是做好了自己的工作而已。

今年45岁的她，由于常年奔波在邮路上，
稍显黝黑的脸庞显出的是健康和质朴。“两只
黄鹂鸣翠柳”，明翠的名字很容易使人联想起
这句唐诗，由此又联想起“好差青鸟使，封作
百花王”“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等许多关于青鸟传书信的诗句。明翠似乎与
生俱来与邮结缘，她的父亲为邮政委代办送
邮件，姐姐也是邮政的城市投递员，她的女儿
如今也从邮校毕业，现在邮政的一线实习。
在她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她的老公也会帮
忙，成为她的忠实小工。

早在6年前，记者就跟随赵明翠走过一次
邮路，后来在《陕西工人报》刊发了《山间鸿雁
展翅飞》的通讯。之后看到她一天天成长起
来，获得了无数荣誉。但站在了人生新起点
上的赵明翠，依然坚持在工作一线。3月底，
她开完两会回到家乡后，有许多人都去找她
反映各种各样的问题。5月16日，她从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参加完劳模培训班刚刚回到西
安，连西安街景都没顾上看一眼，就风尘仆仆
地坐上长途汽车连夜赶回石泉。5月 17日下
午，记者电话询问赶写稿件中的几个问题时，
她已经奔波在山间的邮路上了。她在回复记
者的电话中说：“我感觉到了肩上的压力和责
任，总害怕自己做不好呢……”赵明翠依然很
腼腆地说。一脸阳光的赵明翠走出了左溪曾
溪，走出了秦巴山区，走在了为民鼓呼谋福的
宽阔大道上。

赵明翠赵明翠在全国人代会上投票在全国人代会上投票

独驾一叶舟出没汉江上独驾一叶舟出没汉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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