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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漂零都渴望落叶归根，即

使不能回到最初的那个地方，也希冀

有一片肥沃的土地，可以让自己生根

发芽。电影《我是路人甲》展示的“

横漂”不过是许许多多漂中的一种。

一批年轻的人怀揣着演员梦聚集在那

里，以为可以大展拳脚，然而现实的

冷水狠狠泼下来，让他们不知所措。冷水狠狠泼下来，让他们不知所措。

有的人，留下了；有的人，离开了；

有的人，挺住了；有的人，堕落了。

其实，不管在哪里，都有这样一群年

轻人。尔冬升导演不过是想借着镜头

告诉当下的年轻人一些什么，具体你

看到的是什么， 万千感慨，各有不

同。而我，看到的是：同。而我，看到的是：

    万国鹏，一只奋斗的小鸟。他的

人生轨迹原来不过是雪乡的一个木材

小老板，子承父业， 但是他挣脱了

那个封闭的世界，来到横店， 不断

扑腾，梦想展翅高飞。正面，他拥有

了一片广阔而又自由的天空，反面，

他失去了所有依靠的港湾，要一步步

自筑巢穴，迎接未知的风雨。所以他自筑巢穴，迎接未知的风雨。所以他

一步步扎实的前进，也许渺小，但依然聚沙成塔，

最后成长为一名“成功”的群众演员。也许，某一

天，当你转换不同频道，不同剧情， 却能看见一 

张相同的脸，也就记住了他。谁说背景不能成为主

角，历数娱乐圈那些一线大腕，也曾在某个背景里

一闪而过，多年以后，当我们重新打开那个画面，

早已忘记主角，却定格住那一颗尘埃。

    王婷，一只骄傲的孔雀。有些女孩，天生拥有    王婷，一只骄傲的孔雀。有些女孩，天生拥有

傲人的资本，只是永远差了那么一点点运气。她清

楚的想要一个稳定的未来，或者说是归宿，所以坚

信演戏就是假的，虚幻的。当万国鹏朝着他的梦想

坚定前行时，她害怕了，拼命想要把他拖回现实的

世界。 即使她已成为他全部的梦想，依然不够。

现实的大饼再冷、 再硬，依然能填饱肚子，梦想

的大饼再美、再大，画饼无法充饥。没有对错，只的大饼再美、再大，画饼无法充饥。没有对错，只

是每个人心中所求不同。所以当她奔向长期饭票，

意料之中，可饭票只想找一个替身，他的心中没有

没有她。最后，她留下了，为了一

份感动，至于未来，谁知道呢，只

求她的未来不是梦。 因为，下一

站，他将去往北京，横漂，北漂，

漂来漂去，不知何时进港、上岸。

    林晨，一只隐忍的鸵鸟。这里    林晨，一只隐忍的鸵鸟。这里

又不得不提到魏星， 一个眼高手

低，却又总是自怨自艾怀才不遇的

失落人，人称loser。在我这里是

一条跃不过龙门的鲤鱼。林晨守着

这个男人，不离不弃， 甚至还要

在他失落时安慰他。不要害怕他不

会成功，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成功会成功，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成功

呢。听起来很美的鸡汤，可是一点

也不补心。 隐忍的结局是背叛，

可笑，可悲。

    徐小琴，一只受伤的兔子。一

直扮演着完美贤内助的角色，淡雅

宁静。背后的女人， 静静的。但

当她的怀孕没有换来丈夫的满腔欢

喜，反而是冰冷的一句， 你耽误

了我的未来我坚决要打掉孩子。如

此凉薄，何须深爱。 哀莫大于心

死， 所有的念想在那一刻齐根切死， 所有的念想在那一刻齐根切

断。只是女人善于忘记疼痛，所以

最后仍然心甘情愿的照顾疯了的丈

夫。

    蒿怡飞，一只迷茫的小鹿。不

谙世事， 却又被现实所点醒、成

长。覃培军，一头勤劳的水牛。不

卑不亢，做好自己，赢得生活的点

赞。

    电影逃不过爱情和事业这两条    电影逃不过爱情和事业这两条

主线，路人甲的生活很精彩，远胜

电影，每一天每一幕都是一出戏，

狗血的， 感人的，悲伤的，欢乐

的，一路唱着，一路演着，别人的

路人甲， 何尝又不是自己的真主

角，渺小而又伟大。我是路人甲，

你是谁？          文/糜文玉你是谁？          文/糜文玉

    我叫童军涛，是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公司

南京分公司的一名施工员。于2014年7月进入江

苏金土木公司，到现在已是一年半了。回首在

公司的工作，感触很多。我首先感谢公司给了

我工作的机会台，让我所学专业能够延续，并

不断地发展提高自己。经过这一年多工作的磨

练，让我少了一分天真莽撞，多了一份成熟稳

重， 更多了一份责任心， 让我更懂得珍惜生重， 更多了一份责任心， 让我更懂得珍惜生

活，珍惜工作，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责任。

    刚进入公司，步入到工程项目施工团体中

时，感到很拘束。由于对施工团体中成员不是

很熟悉，而且缺乏现场施工管理经验，所以刚

开始工作的时候更多的只是跟在领导同事后面

去看，去做，缺少主见。通过与公司领导的几

番交谈，和同事的共同协作，我融入到这个团

体中，慢慢地积极主动地完成工作，解决施工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同时也让我深深明白，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同时也让我深深明白，我

已经踏入社会，步入工作岗位，要敢于承担一

些压力，能帮助团队完成一些事情。 提高了思

想认识，各方面逐渐慢慢适应，较好的胜任各

项工作，虽然经历一些困难，但对于我来说是

不可多得的锻炼机会，在以后的工作中，我要

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同时我要不断努力

学习理论知识，计划经过几年的积累，最终能学习理论知识，计划经过几年的积累，最终能

考取建造师。我坚信在以后工作中，会更加完

善自己，以适应时代和企业发展，与公司共同

进步，共同成长。 

                   文/南京分公司/童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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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土木集团高层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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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2月31日上午，江

苏金土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

总部四楼会议室召开了2015年

度总结表彰大会。公司各级领

导干部、各分公司骨干及全体

行政管理人员共300人参加了大

会。 

    大会由集团公司党总书记    大会由集团公司党总书记

韩志昌主持，会上，集团公司

董事长胡良根作了《科技创新

增活力，凝聚共识谋发展》的

工作报告，对全年的工作进行

了回顾总结，从主动适应新常

态、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对外

开拓加力度、建立战略合作伙开拓加力度、建立战略合作伙

伴优势互补等方面肯定了公司

一年来的工作成绩，并就新一

年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和部

署。胡董指出，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企业调整

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之年。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以十八

届五中全会文件精神为指导，认真学习十三五规划文件和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抓好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主

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狠抓科学管理

，抢抓发展机遇，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明确了2016年的工作

重点.

    党总书记韩志昌宣读了《关于二O    党总书记韩志昌宣读了《关于二O

一五年度表彰先进的决定》， 对高建

国、潘开国、庄东、陶湧等28位敬业爱

岗、业绩突出的“先进个人”，及无锡

分公司筹建的“祝塘水畔兰庭工程（四

标段）”、王继君项目部筹建的“中国

常熟世联书院（培训）项目”等14项获

省文明工地、姑苏杯、省级功法的部门省文明工地、姑苏杯、省级功法的部门

进行了表彰和奖励。

    会上，常盛重工董事长周斌、昆山

分公司副经理徐晓刚、先进个人代表张

闽先后上台发言，总结了他们2015年的

工作成绩和经验及2016年的奋斗目标。

    会后，公司举办了迎新联欢会，体

现了全体金土木人特有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                                    

                       文/办公室

    春天已经向你我走来，春天，是过度的季节，寒冷孕

育着温暖；春天，是播种的季节，绿色蔓延，花开漫天。

    过去的一年，是公司艰苦创业的一年，是努力拼搏的    过去的一年，是公司艰苦创业的一年，是努力拼搏的

一年，也是值得骄傲的一年。行走路上，“有喜有忧，有

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老舍《养花》）。在新

的一年，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有许许多多的任务

要去完成，我们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辞旧迎新之

际，我们总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让我们踏着春天的脚

步，振作精神，放飞希望，共同开创公司发展的新局面！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祝愿所有关心支持我们的领导和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祝愿所有关心支持我们的领导和

朋友们一切顺利，心想事成，祝愿我们公司的事业越来越

繁荣昌盛，也祝愿我们的员工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

幸福，将新的人生过得更加精彩！

    2016年1月15日， 金土木集团召开2016年第一次高层论坛，参加会议的

有集团公司和各子公司主要领导，会议认真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科学分析

当前面临的形势，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明确了“十三五”发展规划，确定

了2016年的工作目标和任务。会议就如何主动适应新常态， 努力把握新机

遇、拓展市场、创新管理等进行了论坛。                  文/办公室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                                     节日，春节是什么？小孩的回答是春节就是过年，过年有好东

西吃，有新衣服穿，有压岁钱拿，过年的感觉真好。                                            而如今对于成年人来讲，生活水平提高了， 吃、 穿不用

愁，过年的感觉好像越来越差了，但不管怎样，过                                                  年了，总是给人们带来美好的希望，大家都需要这种

节日和这种节日的气氛，人们可以放缓生活节奏，                                                    相隔久远的家人能团聚，幸福地享受新年的快乐。

    在太古时期，过年是个沉重的话题，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种凶猛的怪    在太古时期，过年是个沉重的话题，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种凶猛的怪

兽，散居在深山密林中，人们管它们叫                                                         “年”。它的形貌狰狞，生性凶残，专食飞

禽走兽、鳞介虫豸，一天换一种口味，从                                                       磕头虫一直吃 到大活人，让人谈“年”色

变。后来，人们慢慢掌握了“年”的活动规                                                   律，它是每隔三百六十五天窜到人群聚居的地

方尝一次口鲜，而且出没的时间都是在天黑以                                               后，等到鸡鸣破晓，它们便返回山林中去了。 

算准了“年”肆虐的日期，百姓们便把这可怕的                                           一夜视为关口来煞，称作“年关”，并且想出了一

整套过年关的办法：每到这一天晚上，每家每户都                                       提前做好晚饭，熄火净灶，再把鸡圈牛栏全部拴牢，

把宅院的前后门都封住，躲在屋里吃“年夜饭”，由                                于这顿晚餐具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把宅院的前后门都封住，躲在屋里吃“年夜饭”，由                                于这顿晚餐具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

了要全家老小围在一起用餐表示和睦团圆外，还须在吃饭前先供祭祖

先，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平安地度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谁都不

敢睡觉，挤坐在一起闲聊壮胆。就逐渐形成了除夕熬年守岁的习惯。 

守岁习俗兴起于南北朝，梁朝的不少文人都有守岁的诗文。“一夜连

双岁，五更分二年。”人们点起蜡烛或油灯，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

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风俗被人们流传

至今。

    如今，除夕夜必做的一件事就是看中央电视台和各地方台的春节联

欢晚会，这道电视大餐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新民俗，新文化”，全国人

民在倒计时的欢呼声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文/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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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是发展的魂灵
               转型是企业的生命

2015年8月1日，对我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我受总部委派到常盛重工

（金土木钢结构分公司）工作。说实话，刚接到这个任命时，心里一片迷

茫，这个企业，两年前几乎倒闭，且我对钢结构这一行当又非常陌生。但

当我投入到这个企业一段时间后，深深感到两年多来，在总公司各级领导

的关心下，在前任董事长邵经理的苦心经营下，已把原来偏离跑道的公司

引入了正轨。如今，我更像一个接力运动员，通过向同行学习，向实践学

习，向书本学习，不断地丰富自己，让企业在我这一棒中跑的更快，发展

的更好。的更好。

一、转变理念，经营管理上台阶

回首2015年，是公司迎难而上的一年。一年来，公司在经营工作中采

取“走出去”的措施，大力拓展新业务的发展，先后承接了昆山中外运供

应链有限公司、常熟世联书院，苏州永德信物流，张家港海锅锻件有限公

司,西班牙在昆山的独资企业巴兹汽车等项目，同时公司钢构件再次走出国

门出口到了越南，全年钢结构生产量8000多吨，产值5000多万元。                                                 

应收款的催讨，是企业的难题和包袱。为此，公司专门成立了催收小

组，特别加强了对转股前老应收款的催讨力度，责任到人。对于老赖及时

采取法律措施，如：我们起诉上海永同昌后，由联系不上变为主动上门和

我们协商。

挖掘工艺潜能，创造经济效益，我们采用管道天然气替代丙烷每年燃

气费用可节省25%左右，同时更新部分旧设备电焊机，能耗效率提高 了45%

以上。

二、 制度管人，齐心协力抓生产二、 制度管人，齐心协力抓生产

参照国内外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抓好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的建设，用参照国内外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抓好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的建设，用

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标准来规范职工的行为，使企业管理真正做到有章

可循。如：制定和完善公司采购制度和物料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安装劳务

外包招投标制度。加强车间一线管理，把原先车间办公室设在行政办公区

改为在车间办公，便于车间管理人员及时了解生产实况和进行现场管理。

在厂区及车间安装高清监控，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 9月份公司组织安全

隐患大检查，共查出22项安全隐患，立即制定措施并实施整改，并借此建

立每日生产例会制度。立每日生产例会制度。

三、以人为本，切实关爱员工

企业竞争，最终是人才竞争。为加强经营班子建设，公司大胆启用

年轻人，给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今年下半年选拔了两名有实践经

验的年轻大学生担任总经理助理，同时，在秋季招聘了两位建筑专业的

本科生充实施工管理队伍。今年有两人分别取得一、二级建造师资格，

两人取得工程师资格。另外我们通过工会组织，在生活上关心职工，让

员工感受到家的温暖；改善职工的伙食，菜品每日换样，把就餐方式由

8人一桌改为分餐制等等。12月份公司组织了首届职工技能竞赛，营造

了人人学习技术，个个争当复合型能手的良好氛围，为企业储备了发展了人人学习技术，个个争当复合型能手的良好氛围，为企业储备了发展

动力。在实践中，我们发现了在割板工段的员工中能够操作拼梁技术的

人才，打破了拼梁工段外包队的垄断，自己拼装的钢构，制作成本比外

包队拼装节省了30%的费用。

展望2016年，形势将更为严峻，在新一年里，我们要以科技创新为

前提，提高生产效率，争取经济效益。

1、大力开拓市场。由于转股，公司原有客户严重流失，新一年，

公司要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方针，争取与央企、大型钢结构企业建立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时积极开拓新市场，通过网络及其他方式，及时

发现工程发包信息，积极参与招投标，承接业务。目前正在跟踪常熟标

准件厂，长春化工，德威建材等一批规模项目，其中标准件厂已基本达

成合作意向，争取新一年开门红。

2.重视人才培养。今后每年引进不少于2名大学生充实管理队伍，2.重视人才培养。今后每年引进不少于2名大学生充实管理队伍，

特别要加大高层次技术工人招聘，以满足数控化、自动化的需求。要通

过定额的调整，岗位绩效工资的考核，鼓励工人学习多种岗位技术，做

复合型技工。

3.加强成本管理。加强工程成本控制，发展和探索工程节支措施，

增强竞争优势，在进一步完善安装劳务外包招投标制度基础上，试行其

他劳务外包招投标。

4.科技创新。创新是发展的魂灵，转型是企业的生命。去年11月，4.科技创新。创新是发展的魂灵，转型是企业的生命。去年11月，

我们到苏南中江钢结构公司学习取经，他们跳出传统钢结构范畴，销往

日本的新型脚手架全部使用机器人焊接对我们很有启发，而我们的设备

大多为十多年前的旧设备，今后通过设备改造和更新，逐步实现设备的

数控化、自动化和机器人化，跟上工业4.0时代的步伐。

常盛重工董事长/周斌

BIM是英文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的首字母简写，中文意思是建筑信息模型。最近

几年，“BIM”这三个英文字母随处可见，但它

代表什么意思？它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被誉为

建筑业的变革性力量。

BIM是以三维数字技术为基础，集成了建筑BIM是以三维数字技术为基础，集成了建筑

工程项目各种相关信息的工程数据模型，它是对

工程项目设施实体与功能特性的数字化表达，一

个完善的信息模型，能够连接建筑项目生命期不

同阶段的数据、过程和资源，是对工程对象的完

整描述，可被建设项目各参与方普遍使用。

当前，BIM技术的全面应用，将对建筑行业当前，BIM技术的全面应用，将对建筑行业

的科技进步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大大的提高了

建筑工程的集成化程度和参建各方的工作效率。

同时，也为建筑行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效益，使

规划、设计、施工乃至整个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质

量和效益显著提高。具体来讲，BIM具有的核心

价值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的特点体现：

1、可视化1、可视化

可视化即“所见所得”的形式，对于建筑行

业来说，可视化的真正运用在建筑业的作用是非

常大的，例如经常拿到的施工图纸，只是各个构

件的信息在图纸上的采用线条绘制表达，但是其

真正的构造形式就需要建筑业参与人员去自行想

象了。对于一般简单的东西来说，这种想象也未

尝不可，但是近几年建筑业的建筑形式各异，复

杂造型在不断的推出，那么这种光靠人脑去想象

的东西就未免有点不太现实了。所以BIM提供了

可视化的思路，让人们将以往的线条式的构件形

成一种三维的立体实物图形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BIM的可视化不仅可以用来效果图的展示及报表BIM的可视化不仅可以用来效果图的展示及报表

的生成，更重要的是，项目设计、建造、运营过

程中的沟通、讨论、决策都可以在可视化的状态

下进行。

2、协调性

这个方面是建筑业中的重点内容，不管是施

工单位还是业主及设计单位，无不在做着协调及

相配合的工作。一旦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遇到了问

题，就要将各有关人士组织起来开协调大会，找

各施工问题发生的原因，及解决办法，然后出变

更，做相应补救措施等进行问题的解决。那么这

个问题的协调真的就只能出现问题后再进行协调

吗？在设计时，往往由于各专业设计师之间的沟

通不到位，而出现各种专业之间的碰撞问题，例

如暖通等专业中的管道在进行布置时，由于施工如暖通等专业中的管道在进行布置时，由于施工

图纸是由各自绘制在各自的施工图纸上的，真正

施工过程中，可能在布置管线时正好在此处有结

构设计的梁等构件在此妨碍着管线的布置，这种

就是施工中常常遇到的碰撞问题，像这样的碰撞

问题的协调解决就只能在问题出现之后再进行解

决吗？BIM的协调性服务就可以帮助处理这种问

题，也就是说BIM建筑信息模型可在建筑物建造题，也就是说BIM建筑信息模型可在建筑物建造

前期对各专业的碰撞问题进行协调，生成相应协

调数据，提供出来。当然BIM的协调作用也并不

是只能解决各专业间的碰撞问题，它还可以解决

例如：电梯井布置与其他设计布置及净空要求之

协调，防火分区与其他设计布置之协调，地下排

水布置与其他设计布置之协调等。

限公司企业报为《华亭人》，陆董向我们展示了往期报刊的精彩内容，介绍了办

《华亭人》报的体会。他说：企业报刊是企业信息的传播者和企业重大事件的记

录者，也是企业文化走出去的名片。《华亭人》创办两年来，编辑部全体人员带

着责任感和使命感，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报纸办好，从做精专题、做优栏目、做

美版面、做活图片等角度出发，尽力打造一份“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的企

业报刊。如今，看到每期报纸出炉、同仁们争相传阅的场景，编辑部全体人员感

觉到付出的喜悦和深深的满足感。

《金土木》记者姚曙表示：《华亭人》报有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金土木》记者姚曙表示：《华亭人》报有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

鉴，回去以后要加以总结，让企业报刊切实发挥发现真善美、唱响主旋律、展现

正能量的作用。

新年伊始 ，《金土

木》报记者前往苏州华亭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受到

了华亭建设董事长陆传明

的热情接待，双方就企业

办报的采编思路、版面设

计，以及如何发挥作用、

服务职工、服务企业发展服务职工、服务企业发展

进行了交流学习。

苏州华亭建设工程有

切磋交流  共话企业报

我们常常会听到人们说，这个菜发芽啦，不能吃，吃了

会中毒，那个菜发芽了，不要吃，没营养。发芽的食物不是

都不能吃，吃对了，好处多多哦。

什么芽菜可以吃？

蒜苗

很多人都有疑惑，大蒜发芽了还能吃吗？大蒜发芽后，

只要蒜头没有变色、发霉，就可以吃。有研究发现，发芽大

蒜的抗氧化物含量比新鲜大蒜还要高，且在发芽后第五天达

到峰值，因此具有更好的抗衰老效果。吃不惯大蒜的人可以

吃些蒜苗哦。蒜苗在膳食纤维、维生素C、维生素A、胡萝卜

素等方面，更胜一筹。需要注意的是，烹制蒜苗不宜过于软

烂，以大火快炒为宜。

芝麻芝麻

最新研究发现，芝麻在浸泡催芽4天后，脂肪含量明

显减少，亚麻酸、磷、钙等成分增加，且所含芝麻酚具

有很好的抗氧化功能。

芥麦

研究还发现，荞麦发芽后有降血压、抑制脂肪肝的

作用。

除了上述的芽菜，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研究也同样

指出，大麦在催芽后2～5天营养价值获得改善，不仅膳

食纤维增加，还更容易消化。此外，萝卜芽、苜蓿芽、

葵花籽芽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有这么多营养丰富的芽菜可供选择，你的菜单是不有这么多营养丰富的芽菜可供选择，你的菜单是不

是又有所增加呢？事实上，大多数的芽菜都适合做“蒸

菜”，具体做法是：芽菜洗净后，盖上薄薄一层面，大

火蒸两三分钟后，表面就像穿了一层薄衣服，加入一点

蒜末和香油，味道鲜美。这种做法用油少、烹调温度不

高，能保留芽菜大部分营养，非常健康。

小贴士：发芽的土豆含龙葵素（引起中毒）、发芽小贴士：发芽的土豆含龙葵素（引起中毒）、发芽

的花生含黄曲霉素(一种致癌物质)、发芽的红薯受黑斑

病菌污染（食用后极易引起急性中毒，而且还会损害肝

脏功能），因此还是不要食用为宜。

（未完待续）

2015年岁末，常盛重工钢结构五十多名参赛员工穿着统

一的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根据不同工种穿戴了不同的劳动

保护用品，参加公司组织的为期一天的员工职业技能大赛，

大赛重点项目为电焊、切割、起重和铲车四个工种。参赛人

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已达退休年纪，他自豪地说：“当初开

厂时，设备简陋，人员少，但俄俚个焊接水平不推板，人家

（业主）全服帖个。这次厂里举办首届比赛，我也要和年轻

人比一比。”这次竞赛不仅对单项优胜者颁发奖金和奖状，人比一比。”这次竞赛不仅对单项优胜者颁发奖金和奖状，

尤其对能参加多项竞赛且成绩优秀员工发综合奖，从精神和

物质上表彰了业务技术优秀、一专多能的员工，鼓励员工学

技术赶先进，从而有效地提高广大员工的操作水平，为产品

质量的提升和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瑞雪兆丰年”是

一句流传比较广范的谚

语，它的意思是适时的

冬雪预示着来年是丰收

之年。

然而，为什么会说 

“瑞雪就会兆丰年”

呢？这种说法有科学道呢？这种说法有科学道

理吗？

庄稼不受冻害，而且雪

融化的水留在土壤里，

给庄稼积蓄了很多水，

对春耕播种以及庄稼的

生长发育都很有利。

所以说冬季下几场所以说冬季下几场

大雪，是来年丰收的预

兆。

原来，冬季

天气冷，下的雪

往往不易融化，

盖在土壤上的雪

是比较松软的，

里面藏了许多不

流动的空气，空

气是不传热的，气是不传热的，

这样就像给庄稼

盖了一条棉被，

外面天气再冷，

下面的温度也不

会降得很低。等

到寒潮过去后，

天气渐渐回暖，天气渐渐回暖，

雪慢慢融化，这

样，非但保住了

“
瑞
雪
兆
丰
年
”
是
真
的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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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是发展的魂灵
               转型是企业的生命

2015年8月1日，对我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我受总部委派到常盛重工

（金土木钢结构分公司）工作。说实话，刚接到这个任命时，心里一片迷

茫，这个企业，两年前几乎倒闭，且我对钢结构这一行当又非常陌生。但

当我投入到这个企业一段时间后，深深感到两年多来，在总公司各级领导

的关心下，在前任董事长邵经理的苦心经营下，已把原来偏离跑道的公司

引入了正轨。如今，我更像一个接力运动员，通过向同行学习，向实践学

习，向书本学习，不断地丰富自己，让企业在我这一棒中跑的更快，发展

的更好。的更好。

一、转变理念，经营管理上台阶

回首2015年，是公司迎难而上的一年。一年来，公司在经营工作中采

取“走出去”的措施，大力拓展新业务的发展，先后承接了昆山中外运供

应链有限公司、常熟世联书院，苏州永德信物流，张家港海锅锻件有限公

司,西班牙在昆山的独资企业巴兹汽车等项目，同时公司钢构件再次走出国

门出口到了越南，全年钢结构生产量8000多吨，产值5000多万元。                                                 

应收款的催讨，是企业的难题和包袱。为此，公司专门成立了催收小

组，特别加强了对转股前老应收款的催讨力度，责任到人。对于老赖及时

采取法律措施，如：我们起诉上海永同昌后，由联系不上变为主动上门和

我们协商。

挖掘工艺潜能，创造经济效益，我们采用管道天然气替代丙烷每年燃

气费用可节省25%左右，同时更新部分旧设备电焊机，能耗效率提高 了45%

以上。

二、 制度管人，齐心协力抓生产二、 制度管人，齐心协力抓生产

参照国内外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抓好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的建设，用参照国内外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抓好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的建设，用

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标准来规范职工的行为，使企业管理真正做到有章

可循。如：制定和完善公司采购制度和物料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安装劳务

外包招投标制度。加强车间一线管理，把原先车间办公室设在行政办公区

改为在车间办公，便于车间管理人员及时了解生产实况和进行现场管理。

在厂区及车间安装高清监控，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 9月份公司组织安全

隐患大检查，共查出22项安全隐患，立即制定措施并实施整改，并借此建

立每日生产例会制度。立每日生产例会制度。

三、以人为本，切实关爱员工

企业竞争，最终是人才竞争。为加强经营班子建设，公司大胆启用

年轻人，给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今年下半年选拔了两名有实践经

验的年轻大学生担任总经理助理，同时，在秋季招聘了两位建筑专业的

本科生充实施工管理队伍。今年有两人分别取得一、二级建造师资格，

两人取得工程师资格。另外我们通过工会组织，在生活上关心职工，让

员工感受到家的温暖；改善职工的伙食，菜品每日换样，把就餐方式由

8人一桌改为分餐制等等。12月份公司组织了首届职工技能竞赛，营造

了人人学习技术，个个争当复合型能手的良好氛围，为企业储备了发展了人人学习技术，个个争当复合型能手的良好氛围，为企业储备了发展

动力。在实践中，我们发现了在割板工段的员工中能够操作拼梁技术的

人才，打破了拼梁工段外包队的垄断，自己拼装的钢构，制作成本比外

包队拼装节省了30%的费用。

展望2016年，形势将更为严峻，在新一年里，我们要以科技创新为

前提，提高生产效率，争取经济效益。

1、大力开拓市场。由于转股，公司原有客户严重流失，新一年，

公司要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方针，争取与央企、大型钢结构企业建立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时积极开拓新市场，通过网络及其他方式，及时

发现工程发包信息，积极参与招投标，承接业务。目前正在跟踪常熟标

准件厂，长春化工，德威建材等一批规模项目，其中标准件厂已基本达

成合作意向，争取新一年开门红。

2.重视人才培养。今后每年引进不少于2名大学生充实管理队伍，2.重视人才培养。今后每年引进不少于2名大学生充实管理队伍，

特别要加大高层次技术工人招聘，以满足数控化、自动化的需求。要通

过定额的调整，岗位绩效工资的考核，鼓励工人学习多种岗位技术，做

复合型技工。

3.加强成本管理。加强工程成本控制，发展和探索工程节支措施，

增强竞争优势，在进一步完善安装劳务外包招投标制度基础上，试行其

他劳务外包招投标。

4.科技创新。创新是发展的魂灵，转型是企业的生命。去年11月，4.科技创新。创新是发展的魂灵，转型是企业的生命。去年11月，

我们到苏南中江钢结构公司学习取经，他们跳出传统钢结构范畴，销往

日本的新型脚手架全部使用机器人焊接对我们很有启发，而我们的设备

大多为十多年前的旧设备，今后通过设备改造和更新，逐步实现设备的

数控化、自动化和机器人化，跟上工业4.0时代的步伐。

常盛重工董事长/周斌

BIM是英文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的首字母简写，中文意思是建筑信息模型。最近

几年，“BIM”这三个英文字母随处可见，但它

代表什么意思？它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被誉为

建筑业的变革性力量。

BIM是以三维数字技术为基础，集成了建筑BIM是以三维数字技术为基础，集成了建筑

工程项目各种相关信息的工程数据模型，它是对

工程项目设施实体与功能特性的数字化表达，一

个完善的信息模型，能够连接建筑项目生命期不

同阶段的数据、过程和资源，是对工程对象的完

整描述，可被建设项目各参与方普遍使用。

当前，BIM技术的全面应用，将对建筑行业当前，BIM技术的全面应用，将对建筑行业

的科技进步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大大的提高了

建筑工程的集成化程度和参建各方的工作效率。

同时，也为建筑行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效益，使

规划、设计、施工乃至整个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质

量和效益显著提高。具体来讲，BIM具有的核心

价值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的特点体现：

1、可视化1、可视化

可视化即“所见所得”的形式，对于建筑行

业来说，可视化的真正运用在建筑业的作用是非

常大的，例如经常拿到的施工图纸，只是各个构

件的信息在图纸上的采用线条绘制表达，但是其

真正的构造形式就需要建筑业参与人员去自行想

象了。对于一般简单的东西来说，这种想象也未

尝不可，但是近几年建筑业的建筑形式各异，复

杂造型在不断的推出，那么这种光靠人脑去想象

的东西就未免有点不太现实了。所以BIM提供了

可视化的思路，让人们将以往的线条式的构件形

成一种三维的立体实物图形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BIM的可视化不仅可以用来效果图的展示及报表BIM的可视化不仅可以用来效果图的展示及报表

的生成，更重要的是，项目设计、建造、运营过

程中的沟通、讨论、决策都可以在可视化的状态

下进行。

2、协调性

这个方面是建筑业中的重点内容，不管是施

工单位还是业主及设计单位，无不在做着协调及

相配合的工作。一旦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遇到了问

题，就要将各有关人士组织起来开协调大会，找

各施工问题发生的原因，及解决办法，然后出变

更，做相应补救措施等进行问题的解决。那么这

个问题的协调真的就只能出现问题后再进行协调

吗？在设计时，往往由于各专业设计师之间的沟

通不到位，而出现各种专业之间的碰撞问题，例

如暖通等专业中的管道在进行布置时，由于施工如暖通等专业中的管道在进行布置时，由于施工

图纸是由各自绘制在各自的施工图纸上的，真正

施工过程中，可能在布置管线时正好在此处有结

构设计的梁等构件在此妨碍着管线的布置，这种

就是施工中常常遇到的碰撞问题，像这样的碰撞

问题的协调解决就只能在问题出现之后再进行解

决吗？BIM的协调性服务就可以帮助处理这种问

题，也就是说BIM建筑信息模型可在建筑物建造题，也就是说BIM建筑信息模型可在建筑物建造

前期对各专业的碰撞问题进行协调，生成相应协

调数据，提供出来。当然BIM的协调作用也并不

是只能解决各专业间的碰撞问题，它还可以解决

例如：电梯井布置与其他设计布置及净空要求之

协调，防火分区与其他设计布置之协调，地下排

水布置与其他设计布置之协调等。

限公司企业报为《华亭人》，陆董向我们展示了往期报刊的精彩内容，介绍了办

《华亭人》报的体会。他说：企业报刊是企业信息的传播者和企业重大事件的记

录者，也是企业文化走出去的名片。《华亭人》创办两年来，编辑部全体人员带

着责任感和使命感，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报纸办好，从做精专题、做优栏目、做

美版面、做活图片等角度出发，尽力打造一份“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的企

业报刊。如今，看到每期报纸出炉、同仁们争相传阅的场景，编辑部全体人员感

觉到付出的喜悦和深深的满足感。

《金土木》记者姚曙表示：《华亭人》报有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金土木》记者姚曙表示：《华亭人》报有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

鉴，回去以后要加以总结，让企业报刊切实发挥发现真善美、唱响主旋律、展现

正能量的作用。

新年伊始 ，《金土

木》报记者前往苏州华亭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受到

了华亭建设董事长陆传明

的热情接待，双方就企业

办报的采编思路、版面设

计，以及如何发挥作用、

服务职工、服务企业发展服务职工、服务企业发展

进行了交流学习。

苏州华亭建设工程有

切磋交流  共话企业报

我们常常会听到人们说，这个菜发芽啦，不能吃，吃了

会中毒，那个菜发芽了，不要吃，没营养。发芽的食物不是

都不能吃，吃对了，好处多多哦。

什么芽菜可以吃？

蒜苗

很多人都有疑惑，大蒜发芽了还能吃吗？大蒜发芽后，

只要蒜头没有变色、发霉，就可以吃。有研究发现，发芽大

蒜的抗氧化物含量比新鲜大蒜还要高，且在发芽后第五天达

到峰值，因此具有更好的抗衰老效果。吃不惯大蒜的人可以

吃些蒜苗哦。蒜苗在膳食纤维、维生素C、维生素A、胡萝卜

素等方面，更胜一筹。需要注意的是，烹制蒜苗不宜过于软

烂，以大火快炒为宜。

芝麻芝麻

最新研究发现，芝麻在浸泡催芽4天后，脂肪含量明

显减少，亚麻酸、磷、钙等成分增加，且所含芝麻酚具

有很好的抗氧化功能。

芥麦

研究还发现，荞麦发芽后有降血压、抑制脂肪肝的

作用。

除了上述的芽菜，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研究也同样

指出，大麦在催芽后2～5天营养价值获得改善，不仅膳

食纤维增加，还更容易消化。此外，萝卜芽、苜蓿芽、

葵花籽芽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有这么多营养丰富的芽菜可供选择，你的菜单是不有这么多营养丰富的芽菜可供选择，你的菜单是不

是又有所增加呢？事实上，大多数的芽菜都适合做“蒸

菜”，具体做法是：芽菜洗净后，盖上薄薄一层面，大

火蒸两三分钟后，表面就像穿了一层薄衣服，加入一点

蒜末和香油，味道鲜美。这种做法用油少、烹调温度不

高，能保留芽菜大部分营养，非常健康。

小贴士：发芽的土豆含龙葵素（引起中毒）、发芽小贴士：发芽的土豆含龙葵素（引起中毒）、发芽

的花生含黄曲霉素(一种致癌物质)、发芽的红薯受黑斑

病菌污染（食用后极易引起急性中毒，而且还会损害肝

脏功能），因此还是不要食用为宜。

（未完待续）

2015年岁末，常盛重工钢结构五十多名参赛员工穿着统

一的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根据不同工种穿戴了不同的劳动

保护用品，参加公司组织的为期一天的员工职业技能大赛，

大赛重点项目为电焊、切割、起重和铲车四个工种。参赛人

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已达退休年纪，他自豪地说：“当初开

厂时，设备简陋，人员少，但俄俚个焊接水平不推板，人家

（业主）全服帖个。这次厂里举办首届比赛，我也要和年轻

人比一比。”这次竞赛不仅对单项优胜者颁发奖金和奖状，人比一比。”这次竞赛不仅对单项优胜者颁发奖金和奖状，

尤其对能参加多项竞赛且成绩优秀员工发综合奖，从精神和

物质上表彰了业务技术优秀、一专多能的员工，鼓励员工学

技术赶先进，从而有效地提高广大员工的操作水平，为产品

质量的提升和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瑞雪兆丰年”是

一句流传比较广范的谚

语，它的意思是适时的

冬雪预示着来年是丰收

之年。

然而，为什么会说 

“瑞雪就会兆丰年”

呢？这种说法有科学道呢？这种说法有科学道

理吗？

庄稼不受冻害，而且雪

融化的水留在土壤里，

给庄稼积蓄了很多水，

对春耕播种以及庄稼的

生长发育都很有利。

所以说冬季下几场所以说冬季下几场

大雪，是来年丰收的预

兆。

原来，冬季

天气冷，下的雪

往往不易融化，

盖在土壤上的雪

是比较松软的，

里面藏了许多不

流动的空气，空

气是不传热的，气是不传热的，

这样就像给庄稼

盖了一条棉被，

外面天气再冷，

下面的温度也不

会降得很低。等

到寒潮过去后，

天气渐渐回暖，天气渐渐回暖，

雪慢慢融化，这

样，非但保住了

“
瑞
雪
兆
丰
年
”
是
真
的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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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漂零都渴望落叶归根，即

使不能回到最初的那个地方，也希冀

有一片肥沃的土地，可以让自己生根

发芽。电影《我是路人甲》展示的“

横漂”不过是许许多多漂中的一种。

一批年轻的人怀揣着演员梦聚集在那

里，以为可以大展拳脚，然而现实的

冷水狠狠泼下来，让他们不知所措。冷水狠狠泼下来，让他们不知所措。

有的人，留下了；有的人，离开了；

有的人，挺住了；有的人，堕落了。

其实，不管在哪里，都有这样一群年

轻人。尔冬升导演不过是想借着镜头

告诉当下的年轻人一些什么，具体你

看到的是什么， 万千感慨，各有不

同。而我，看到的是：同。而我，看到的是：

    万国鹏，一只奋斗的小鸟。他的

人生轨迹原来不过是雪乡的一个木材

小老板，子承父业， 但是他挣脱了

那个封闭的世界，来到横店， 不断

扑腾，梦想展翅高飞。正面，他拥有

了一片广阔而又自由的天空，反面，

他失去了所有依靠的港湾，要一步步

自筑巢穴，迎接未知的风雨。所以他自筑巢穴，迎接未知的风雨。所以他

一步步扎实的前进，也许渺小，但依然聚沙成塔，

最后成长为一名“成功”的群众演员。也许，某一

天，当你转换不同频道，不同剧情， 却能看见一 

张相同的脸，也就记住了他。谁说背景不能成为主

角，历数娱乐圈那些一线大腕，也曾在某个背景里

一闪而过，多年以后，当我们重新打开那个画面，

早已忘记主角，却定格住那一颗尘埃。

    王婷，一只骄傲的孔雀。有些女孩，天生拥有    王婷，一只骄傲的孔雀。有些女孩，天生拥有

傲人的资本，只是永远差了那么一点点运气。她清

楚的想要一个稳定的未来，或者说是归宿，所以坚

信演戏就是假的，虚幻的。当万国鹏朝着他的梦想

坚定前行时，她害怕了，拼命想要把他拖回现实的

世界。 即使她已成为他全部的梦想，依然不够。

现实的大饼再冷、 再硬，依然能填饱肚子，梦想

的大饼再美、再大，画饼无法充饥。没有对错，只的大饼再美、再大，画饼无法充饥。没有对错，只

是每个人心中所求不同。所以当她奔向长期饭票，

意料之中，可饭票只想找一个替身，他的心中没有

没有她。最后，她留下了，为了一

份感动，至于未来，谁知道呢，只

求她的未来不是梦。 因为，下一

站，他将去往北京，横漂，北漂，

漂来漂去，不知何时进港、上岸。

    林晨，一只隐忍的鸵鸟。这里    林晨，一只隐忍的鸵鸟。这里

又不得不提到魏星， 一个眼高手

低，却又总是自怨自艾怀才不遇的

失落人，人称loser。在我这里是

一条跃不过龙门的鲤鱼。林晨守着

这个男人，不离不弃， 甚至还要

在他失落时安慰他。不要害怕他不

会成功，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成功会成功，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成功

呢。听起来很美的鸡汤，可是一点

也不补心。 隐忍的结局是背叛，

可笑，可悲。

    徐小琴，一只受伤的兔子。一

直扮演着完美贤内助的角色，淡雅

宁静。背后的女人， 静静的。但

当她的怀孕没有换来丈夫的满腔欢

喜，反而是冰冷的一句， 你耽误

了我的未来我坚决要打掉孩子。如

此凉薄，何须深爱。 哀莫大于心

死， 所有的念想在那一刻齐根切死， 所有的念想在那一刻齐根切

断。只是女人善于忘记疼痛，所以

最后仍然心甘情愿的照顾疯了的丈

夫。

    蒿怡飞，一只迷茫的小鹿。不

谙世事， 却又被现实所点醒、成

长。覃培军，一头勤劳的水牛。不

卑不亢，做好自己，赢得生活的点

赞。

    电影逃不过爱情和事业这两条    电影逃不过爱情和事业这两条

主线，路人甲的生活很精彩，远胜

电影，每一天每一幕都是一出戏，

狗血的， 感人的，悲伤的，欢乐

的，一路唱着，一路演着，别人的

路人甲， 何尝又不是自己的真主

角，渺小而又伟大。我是路人甲，

你是谁？          文/糜文玉你是谁？          文/糜文玉

    我叫童军涛，是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公司

南京分公司的一名施工员。于2014年7月进入江

苏金土木公司，到现在已是一年半了。回首在

公司的工作，感触很多。我首先感谢公司给了

我工作的机会台，让我所学专业能够延续，并

不断地发展提高自己。经过这一年多工作的磨

练，让我少了一分天真莽撞，多了一份成熟稳

重， 更多了一份责任心， 让我更懂得珍惜生重， 更多了一份责任心， 让我更懂得珍惜生

活，珍惜工作，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责任。

    刚进入公司，步入到工程项目施工团体中

时，感到很拘束。由于对施工团体中成员不是

很熟悉，而且缺乏现场施工管理经验，所以刚

开始工作的时候更多的只是跟在领导同事后面

去看，去做，缺少主见。通过与公司领导的几

番交谈，和同事的共同协作，我融入到这个团

体中，慢慢地积极主动地完成工作，解决施工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同时也让我深深明白，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同时也让我深深明白，我

已经踏入社会，步入工作岗位，要敢于承担一

些压力，能帮助团队完成一些事情。 提高了思

想认识，各方面逐渐慢慢适应，较好的胜任各

项工作，虽然经历一些困难，但对于我来说是

不可多得的锻炼机会，在以后的工作中，我要

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同时我要不断努力

学习理论知识，计划经过几年的积累，最终能学习理论知识，计划经过几年的积累，最终能

考取建造师。我坚信在以后工作中，会更加完

善自己，以适应时代和企业发展，与公司共同

进步，共同成长。 

                   文/南京分公司/童军涛

A

新 春 寄 语
董事长/胡良根

金土木集团高层论坛

公
司
隆
重
召
开2015

年
度
总
结
表
彰
大
会

    2015年12月31日上午，江

苏金土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

总部四楼会议室召开了2015年

度总结表彰大会。公司各级领

导干部、各分公司骨干及全体

行政管理人员共300人参加了大

会。 

    大会由集团公司党总书记    大会由集团公司党总书记

韩志昌主持，会上，集团公司

董事长胡良根作了《科技创新

增活力，凝聚共识谋发展》的

工作报告，对全年的工作进行

了回顾总结，从主动适应新常

态、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对外

开拓加力度、建立战略合作伙开拓加力度、建立战略合作伙

伴优势互补等方面肯定了公司

一年来的工作成绩，并就新一

年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和部

署。胡董指出，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企业调整

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之年。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以十八

届五中全会文件精神为指导，认真学习十三五规划文件和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抓好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主

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狠抓科学管理

，抢抓发展机遇，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明确了2016年的工作

重点.

    党总书记韩志昌宣读了《关于二O    党总书记韩志昌宣读了《关于二O

一五年度表彰先进的决定》， 对高建

国、潘开国、庄东、陶湧等28位敬业爱

岗、业绩突出的“先进个人”，及无锡

分公司筹建的“祝塘水畔兰庭工程（四

标段）”、王继君项目部筹建的“中国

常熟世联书院（培训）项目”等14项获

省文明工地、姑苏杯、省级功法的部门省文明工地、姑苏杯、省级功法的部门

进行了表彰和奖励。

    会上，常盛重工董事长周斌、昆山

分公司副经理徐晓刚、先进个人代表张

闽先后上台发言，总结了他们2015年的

工作成绩和经验及2016年的奋斗目标。

    会后，公司举办了迎新联欢会，体

现了全体金土木人特有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                                    

                       文/办公室

    春天已经向你我走来，春天，是过度的季节，寒冷孕

育着温暖；春天，是播种的季节，绿色蔓延，花开漫天。

    过去的一年，是公司艰苦创业的一年，是努力拼搏的    过去的一年，是公司艰苦创业的一年，是努力拼搏的

一年，也是值得骄傲的一年。行走路上，“有喜有忧，有

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老舍《养花》）。在新

的一年，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有许许多多的任务

要去完成，我们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辞旧迎新之

际，我们总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让我们踏着春天的脚

步，振作精神，放飞希望，共同开创公司发展的新局面！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祝愿所有关心支持我们的领导和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祝愿所有关心支持我们的领导和

朋友们一切顺利，心想事成，祝愿我们公司的事业越来越

繁荣昌盛，也祝愿我们的员工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

幸福，将新的人生过得更加精彩！

    2016年1月15日， 金土木集团召开2016年第一次高层论坛，参加会议的

有集团公司和各子公司主要领导，会议认真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科学分析

当前面临的形势，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明确了“十三五”发展规划，确定

了2016年的工作目标和任务。会议就如何主动适应新常态， 努力把握新机

遇、拓展市场、创新管理等进行了论坛。                  文/办公室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                                     节日，春节是什么？小孩的回答是春节就是过年，过年有好东

西吃，有新衣服穿，有压岁钱拿，过年的感觉真好。                                            而如今对于成年人来讲，生活水平提高了， 吃、 穿不用

愁，过年的感觉好像越来越差了，但不管怎样，过                                                  年了，总是给人们带来美好的希望，大家都需要这种

节日和这种节日的气氛，人们可以放缓生活节奏，                                                    相隔久远的家人能团聚，幸福地享受新年的快乐。

    在太古时期，过年是个沉重的话题，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种凶猛的怪    在太古时期，过年是个沉重的话题，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种凶猛的怪

兽，散居在深山密林中，人们管它们叫                                                         “年”。它的形貌狰狞，生性凶残，专食飞

禽走兽、鳞介虫豸，一天换一种口味，从                                                       磕头虫一直吃 到大活人，让人谈“年”色

变。后来，人们慢慢掌握了“年”的活动规                                                   律，它是每隔三百六十五天窜到人群聚居的地

方尝一次口鲜，而且出没的时间都是在天黑以                                               后，等到鸡鸣破晓，它们便返回山林中去了。 

算准了“年”肆虐的日期，百姓们便把这可怕的                                           一夜视为关口来煞，称作“年关”，并且想出了一

整套过年关的办法：每到这一天晚上，每家每户都                                       提前做好晚饭，熄火净灶，再把鸡圈牛栏全部拴牢，

把宅院的前后门都封住，躲在屋里吃“年夜饭”，由                                于这顿晚餐具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把宅院的前后门都封住，躲在屋里吃“年夜饭”，由                                于这顿晚餐具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

了要全家老小围在一起用餐表示和睦团圆外，还须在吃饭前先供祭祖

先，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平安地度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谁都不

敢睡觉，挤坐在一起闲聊壮胆。就逐渐形成了除夕熬年守岁的习惯。 

守岁习俗兴起于南北朝，梁朝的不少文人都有守岁的诗文。“一夜连

双岁，五更分二年。”人们点起蜡烛或油灯，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

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风俗被人们流传

至今。

    如今，除夕夜必做的一件事就是看中央电视台和各地方台的春节联

欢晚会，这道电视大餐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新民俗，新文化”，全国人

民在倒计时的欢呼声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文/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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