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时光·走笔
■

陈天达

筑“路”人生
我的家乡属丘陵地带， 东去三十多里
即是江汉平原，地势比较平缓，但千百年
来， 通往外面的只有几条坎坷曲折的土
路。 小时候到镇上读书，要步行十五六里
的蜿蜒小路，遇到雨雪天气，小伙伴们就
脱了布鞋，赤脚在泥泞小路上奔走，常有
石块荆棘划破脚掌，让人苦不堪言。
那时莫说乡村道路，即使离家不远的
荆（门）潜（江）公路也还是石渣路面，晴天
尘土飞扬，雨天遍地泥泞。 小伙伴武子随

■

梁振梅

及时雨
六月的阳光透过厚厚的云层射下来，
异常燥热。 小杜带着安全帽刚跨进车间，
就开始大汗淋漓。
“小杜，快过来看看！ ”车间主任见小
杜走进车间立马焦急地喊到：“今天一大
早电机运转有异响，部分设备甚至无法启
动，你看会是什么原因？”听完车间主任的
描述， 小杜立即通知车间用电设备停机，
并逐步检查全厂设备。顺藤摸瓜排查到厂
区门口，发现高压进线接线处有火花伴有
冒烟现象，于是马上切断厂区用电，并立
即把故障异常上报到园区相关部门。
时针已慢慢指向正午十一点一刻，车
间设备已全部停运，车间主任一脸愁容地
坐在小杜办公桌对面。 电是他的命根子，
断电就意味着停产，停产的后果有可能就

■

付立红

文竹
养花草多年， 文竹陪伴我最长久，我
早把它当成挚友。
有人说文竹难养，可我家的文竹似乎
懂我的随性随意，任凭我怎样打理。 我从
不给它施肥，只是清水侍候，偶尔给点淘
米水，仅此而已。也不修枝剪叶，看着它那
有节似竹的小枝干，纤细秀丽、密如羽毛

■

刘佐光

误入质量门
那年我刚毕业不久，在铸造分厂从事
技术工作。 因为机床行业不景气，单位只
好在外承接铸件业务，试制了不少，都没
形成批量。后来有一单西德的高速公路下
水道盖板，量大且稳定，但质量要求非常
高。 我们试验了十几种工艺方案，才总算
把样品交出去。 然后开始小批量试产，连
续几天，最好的合格率也就 ３０％多一点。
生产部门要求更改工艺，但我们技术部门
认为既然有 ３０％的合格率就不能是工艺
问题，应该是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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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了趟武汉，回来说起城市里的大马
路，令我们十分向往。那个时候，乡里的孩
子还没有见过水泥路面的公路呢！
我中学毕业后第一次参加冬季建设，
就是到荆门城区修筑公路， 工地就在现在
的白云大道南台附近。 我们的任务是从西
宝山用板车拉石头，打好路基后，先用大石
头铺路面，再用
“
瓜米石”掺上粘土，均匀地
撒在上面，然后由压路机碾实。 当时我们连
队分为三个作业组： 青年小伙子拉板车运
石头，经验丰富的中年人负责大石铺路，青
年妇女用小铁锤碎石。 由于当时生产方式
落后，劳动效率并不高，全连六十多人，起
早贪黑苦干了一冬， 仅完成二百多米的施
工段面。 我们施工结束后，筑路工人开始铺
设路面，他们头戴安全帽，身着统一蓝色工
装，精神抖擞，如同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令人十分羡慕。 压路机是筑路工人的开路

先锋，第一次看到这种庞然大物，大家都很
好奇，那巨大的钢轮足有一人多高，石块在
它的重压下吱吱作响，碾压之后，路面平坦
如砥。 当时，我萌生了一个愿望：将来当个
筑路工人，开着这样的压路机，把公路一直
修到我们的小山村。
在之后几十年里，祖国交通建设突飞
猛进。近几年，家乡实现了水泥公路“
村村
通”，于欣喜之余，我心中还有一点遗憾：
毕竟，当个筑路人的梦想没能实现。
前年，荆城象山大道扩建刷黑，我经
常到工地现场转悠，重温当年的梦想。 如
今，拥有先进的机械设备，筑路工人如虎
添翼，工作效率之高，是我们当年难以想
象的。 在这里，我与以前的学生晓勇不期
而遇，他正驾驶着压路机作业呢。 多年不
见，师生相见甚欢。
晓勇笑着说：老师，当年您在课堂上

说，当个筑路工人曾是您的理想，您看，您
的理想我替您实现了！ 此刻，我突然感悟
到，修筑一条公路，是无数人的劳动成果。
除了那些筑路工人，还有许许多多间接参
与者，譬如培养技术人员的教师，设计工
程方案的专家，研制筑路机械的工程师等
等。 细细想来，其实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在
筑路，筑就自己的人生之路，同时，也在为
社会主义大道奠基铺石。 今天，我们的祖
国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飞速前进，不正是有
着千千万万默默奉献的
“筑路人”吗？

会造成不能按时交货，更严重甚至会导致
合同违约。 小杜急得抓耳挠腮。
还是董事长临危不乱：“园区那边暂
时没有消息过来， 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嘛，你怎么不试着联系一下辖区供电所？”
一语惊醒梦中人，小杜立马掏出电话。
“喂，城东供电所吗？我们公司电压器
发生高压进线侧缺相， 情况十分危急，请
求贵所能够给予及时救援！ ”
“好的好的，您这边的情况我们已经
知悉， 我们会马上安排维修人员过来，请
你把公司具体位置再说一遍！ ”
不一会，公司大门口响起了急促的鸣
笛声。 小杜连忙起身站到窗边，一眼就瞧
到大门口停着一辆电力作业车，小杜一下
喜笑颜开起来，他们到达的时间距离通话
时间还不到一刻钟！
“领导们真是神速啊！”小杜三步并做
两步奔到大门口。 让他更意外的是，带队
的人居然是张所长！这让小杜着实感动了
一番，握着张所长的手不停地抖动。
“你这边事发紧急，前台接到你们的
求救电话之后就直接报到我这里来了。因
为你们这边是自变变压器异常，如果外请

维修工人成本会相当高，而且所有的费用
都要你们公司自己承担，考虑到企业现在
生存不易， 我还是亲自走一趟比较合适，
能给你们节约一分是一分，我出发前已经
从掇刀高新区调了一辆带电作业车过来
了，估计几分钟之后可以到达，我们先去
看现场吧……”
供电所一行三人迅速来到故障发生
地点，张所长亲自参与维修施救，烈日炎
炎下，汗水从他们的安全帽四周成串往下
落，不到一刻功夫他们厚重的上衣全部湿
透。从救援队进厂施工到故障排除前后只
用了半个小时。面对这样高效神速的上门
服务，小杜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
“啊，辛苦了辛苦了！ 张所长！ 这么热
的天， 还让你亲自跑一趟实在是不好意
思！ ”刚刚从办公室下来的董事长迎上前
来握住张所长的手：“你这一来可为我解
了燃眉之急呀老兄！ 你看，我这个厂子就
是靠电吃饭的，要是没有了电，我的设备
一停运，那后果可真是想都不敢想啊！ 今
天你们就是我们的及时雨呀！感谢的话我
也不多说，现在已经到了午餐时间，张所
长和兄弟们就在公司吃顿便饭了再走好

吧？ 小杜，赶紧去安排一下！ ”张所长急忙
伸手拦住：“谢谢彭董的盛情，这是我们份
内的工作，饭今天就不吃了，您看这天，估
计马上就要下雨了，所里还有其他的事情
等着我们回去处理呢……”
张所长一行人任彭董和小杜再三挽
留，终还是执意钻进蒸笼一样的作业车迅
速离开了。
小杜回到车间刚准备进行二次巡检，
就听见屋外突然雷声隆隆，一场大雨倾盆
而下，“真是及时雨啊！ ”小杜透过玻璃看
见雨水滴落在地面上溅起一朵朵水花，就
像一张张笑脸， 欢快地汇成一条条小溪，
流向厂后面的竹皮河……

状的碧绿小叶，我不忍心下手，生怕弄痛
了它。 从此我决定打破传统的养育方式，
任其生长，自由发展。
文竹一天天长大，由单枝长成三枝、四
枝、七八枝，慢慢地盈满一盆。 文竹虽不能
语，但我感觉它和我心有灵犀。 每次给文竹
浇水， 我都习惯静坐在书桌边打量它一会
儿，那时候我看它的眼神是最柔软的，内心
是最欢喜的。 我看文竹，似乎感觉它也用一
双纯洁的眼睛在看我， 难怪人说万物都有
灵性。 人在赏花草的时候，心绪总是美好。
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在自己的内心栽花种
草，心情应该也会如花草般绽放。
文竹在春、夏两季生长速度最快。 有
一天，我看见从泥土里钻出一根近两厘米

的嫩芽，淡黄中略带微绿，羞涩地低着头，
可爱极了。第二天早晨，它居然抬起头，挺
直了腰杆，一下子长到七厘米。 我惊愕地
张大了嘴巴，心中有种莫名的感动。 我索
性将书桌靠拢窗户，把文竹移到书桌的最
前方，好让它顺着窗户往上爬。 春去春又
来，文竹如我所愿，一枝又一枝比赛似的
爬上窗户，细小的叶子层层叠叠、错落有
序，茎干叶片青翠欲滴，养眼怡人。 如今，
好几枝文竹沿着窗户一步一步爬到了墙
顶，长度超过两米，最高的达两米八以上，
大有雄霸整个窗户之势。两米以上文竹的
细杆已经变成了弯曲的绿藤，我爬上架梯
牵着它们穿过窗帘杆， 长长的绿藤垂下
来，一阵微风吹过，绿藤轻轻摇曳，未醉欲

醉，如梦似幻，把窗户装扮得诗意满满。
来过我家的朋友见到文竹， 没有人
不惊叹它的高大与美丽。 有人开玩笑说：
“难怪你儿子那么上进，原来有一如此向
上的东西在前面引路。 ”植物虽然不能直
接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 但它能给
人一些启示。 如果不是亲自所养，亲眼所
见，我怎么也不知道文竹会那么向上；永
远也不会相信，昔日弱小的它，经过十多
年的成长，变得如此强大。 文竹的长势让
我坚信，无论多么弱小的生命，只要努力
向上，即使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也总能
上到一定高度。
一花一世界，一草一精神。

僵持不下，因年轻气盛，我说我来组
个摊子做。原来的造型班组全是抽的主操
作工，剩下的只是些辅助工。 就是用这些
辅助工第一天的合格率竟超过 ５０％，大家
都傻眼了。 当领导表扬时，我也是一脸的
懵圈，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结
果。我对比了两个班子的做法也没发现有
什么不同之处。 把废品按缺陷类型分类，
他们比我们多的废品主要是夹砂和多肉，
难道是型腔紧实度的原因？ 测量紧实度，
平均值也差不多，但一算极差，区别就来
了，他们的极差大，极差大表明均匀性差。
为什么？ 冥思中突然眼睛一亮，随即向领
导汇报，把两个摊子重组，原来的辅助工
负责造型，主操作工负责修型，优势互补，
合格率更进一步提升。
为确保稳定地提供合格产品，德国人
要求我们建立质量保证体系。 那时
ＩＳＯ９０００ 系列第一版标准刚刚发布，国内

贯标的少之又少， 根本找不到学习的地
方。 临危受命，我从此进入了这个叫质量
的行当，一干就是三十年。
什么是质量？ 质量人的使命是什么？
按 ＩＳＯ９０００ 术语的定义，质量是一组
（实体）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随着社
会、经济、科技的发展，要求也在不断发生
变化。 ８７ 版、９４ 版（Ｇ１ 时代），标准重在确
保稳定地提供合格产品的能力；２０００ 版、
２００８ 版 （Ｇ２ 时代） 旨在追求顾客满意；
２０１５ 版（Ｇ３ 时代）增加了满足相关方要
求。 要求不断增加，质量管理的范围也越
来越广，但其本质是固有特性，即产品的
功能性、安全性、可靠性等，而非人为赋予
的特性。质量人正是通过确保产品的功能
性、安全性、可靠性等固有特性满足要求
实现自身增进人类福祉的使命，增强职业
的荣誉感。
各种管理的工具越来越多越来越玄

乎，涉及面也越来越广，做的时间越长久
越迷茫。 打倒、推翻，再打倒再推翻，每次
新的概念新的方法出来，都会被吹成包治
百病的灵丹妙药，奉为救苦救难的观世音
菩萨，但哪一次又逃过了被拉下神坛打入
十八层地狱的结局？我们质量人一定清楚
这些方法的本质：发现变异、研究不同；正
视不足、持续改进。
如今，形式主义不再明目张胆，人们
也在尝到互害模式的苦头后开始觉醒。所
以我们质量人务必坚定信心、 不忘初心、
历经艰辛、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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