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月初，互联网消费调研

中心 ZDC推出了 2009年 1月“最受用

户关注的十款空调产品”排行榜。

该榜显示，春节期间，格力空调牢

牢盘踞业界领先地位，占据 9个席位，

排行榜几乎成为格力专榜。

排行榜中，非变频空调占据 9个席

位，可见，非变频仍是时下空调市场的

流行元素。

专家预测，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9年上半年空调市场的前景不容乐

观，但这并不能阻止格力空调进一步扩

大市场份额的步伐，强者恒强的市场格

局将进一步明朗。

格力空调关注度与日俱增

本报讯 近日，格力电器自主研发

的“热回收数码多联空调机组”和“应用

EVI超低温制热和智能化霜的全新滑动

门柜机”，被珠海市人民政府授予 2007

年度珠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此前，格力“热回收数码多联空调机

组”和“应用 EVI超低温制热和智能化霜

的全新滑动门柜机”分别被列入国家火

炬计划项目和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项

目。

格力自主产品再获政府嘉奖

格力电器携手日本大金

格力大金全球战略
合作发布会致辞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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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大金全球战略
合作记者交流会摘录

格力再获政府科技专项资金 177万元

本报讯 2月 18日，世界上两家最

大的空调专业化企业———珠海格力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与大金工业株式会社在珠

海举行盛大的全球战略合作发布会。根

据协议，格力电器和日本大金将在精密

模具、变频压缩机等一系列合作项目展

开全面合作，实现在空调尖端技术开发

方面的合作升级，从而推动高效节能的

变频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

业内专家表示，不同于以往国内其

它空调企业单纯引进日本技术的合作方

式，这是世界顶级空调厂家第一次在产

品设计和零件开发阶段选择与中国企业

开展强强合作，在中国空调业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

格力电器多年来积淀了深厚的技术

研发实力，拥有严密而值得信赖的质保

体系、庞大的生产规模和国际市场话语

权，并掌握变频空调的核心技术，而大金

也堪称日本空调行业的杰出代表，拥有

卓越的节能技术，并在世界范围内积极

推进环保事业的企业，这是促成此次跨

国合作的主要原因。业内专家预测，两个

企业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将通过深度合

作大大提升二者的国际竞争力。

在发布会上，双方就大金委托格力

生产面向日本市场的变频家用空调，在

珠海合资建立生产变频压缩机、电控器

的工厂和制造精密模具的工厂，联合采

购空调的原材料、零部件，以及联合开发

面向全球市场的更加节能环保的新型变

频家用空调的五个项目达成了共同意

向，这些项目构成了双方的合作版图。双

方透露，此次合资成立的压缩机电控器

厂、精密模具厂投资额总计达 9.1亿人

民币（约合日元 122.3亿元），均由格力

电器控股。此次强强联手将融合二者的

技术研发实力、原材料采购和生产规模

优势，爆发出强大的聚合效应。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家用空调制造

商，格力电器自 2005年起连续四年家用

空调产销量雄踞世界第一，自主品牌“格

力”空调远销全球 90多个国家和地区，

深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是中国空调行

业唯一的“世界名牌”产品。（下转二版）

本报讯 日前，格力电器“基于 MI-

MO控制的变制冷剂流量多联空调系统”

项目获批列入 2008 年广东省科技计划

项目，获省科技计划专项资金 50万元。

与此同时，格力“冷暖生活热水三功

能一体地暖中央空调机组”、“磁悬浮直

流变频离心式水冷冷水机组”等 4个项

目获批列入 2008年珠海市科技计划项

目，获珠海市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合

计 127万元。

当今袁地球环境已成为全球关注的
重大问题袁保护地球环境是优秀企业应
该承担的责任遥 格力与大金都具有对地
球环境做出贡献的共同理念和愿望袁并
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遥
格力与大金作为全球空调事业发展

的超级企业袁在节能和环保技术方面都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遥 双方都意识到必须
竭尽所能地提高空调的节能性和环保

性袁作为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遥

格力与大金通过积极坦诚的协商袁
决定融合两家企业在制冷领域里拥有
的领先的变频技术和强大的管理能力袁
共同为地球环境作出贡献遥
我们相信袁 本次合作不仅能使双方

优势互补袁互利共赢袁同时也为消费者
提供更舒适更环保的产品曰我们的合作
必将推动制冷技术的全新进步袁推动行
业的健康发展遥
基于上述目标袁 双方已达成协议在

珠海市合资新建生产压缩机尧 电控器的
工厂和制造模具的工厂袁 并通过资本和
技术的融合袁 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更节能
更环保更先进的新型变频空调遥
对空调的专注尧 对品质的执著是格

力与大金相同的特点袁 为消费者提供更
舒适尧 更节能的空调产品是格力与大金
共同的目标遥 相信格力与大金的强强联
手袁 将有力地推进中国乃至全球空调事
业的发展遥

合肥格力获“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格力大金全球战略合作共同声明

世界空调格局面临新变局本报讯 2月 6日，由安徽省科学

技术厅、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国家税务

局、安徽省地方税务局联合下文，向格力

电器（合肥）有限公司授予“高新技术企

业”称号。

经认定的企业自 2008年 1 月 1日

起享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等优惠

政策。

朱江洪董事长和井上会长渊左冤正式签署叶全球战略合作协议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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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朱董事长在日本和

中国有过多次交流，深感朱董

事长是一位有着出类拔萃的

领导能力和战略眼光，并且心

胸宽广、为人坦诚的企业家。

我们确信能够和朱董事长这

样优秀的企业家建立起牢固

的信赖关系，这是我们选择格

力电器作为最佳合作伙伴的

最大的理由。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家用空调生产商，年生产已

超过 6千万台，其中格力电器

的生产量占据首位。大金为能

够与这样一家代表着中国空

调制造企业进行合作而感到

非常荣幸。

我们将融合两家企业所

拥有的强项，尽早的开发有利

于环保的空调产品，不仅为中

国，也为全世界的用户提供更

加环保、更加舒适的空调产

品。

格力电器自成立以来，始

终坚持专业化的道路，致力于

空调技术研发和产品制造，努

力用最好的空调产品服务于

全球的消费者。

我们对大金倡导的“发掘

‘下一个需求’创造新的价值”

和“以领先于世界的先进技术

为社会做贡献”的理念深表赞

同。正是基于共同的发展理念

和社会责任，格力与大金走到

了一起。

中国有一首古筝曲叫《高

山流水》，它的背后有一个讲

述两个古人以琴会友成为知

音的故事。我们希望，格力和

大金以空调为媒，结为知己，

坦诚相待，互利共赢，在全球

范围内展开更深层次的合作，

共同致力于环保、节能事业，

研发制造更先进的空调技术

和产品，造福全人类。

目前全球经济陷入严重

危机，在这样一个严峻时刻，

格力和大金依然按照原定计

划签约，表明我们双方对未来

充满信心。我们也希望通过此

次项目合作，对提振中日两国

企业的士气有所促进，共同面

对挑战，早日迎来阳光明媚的

“春天”！

世界空调格局面临新变局

（上接一版）而大金工业株式会

社成立于 1924年，历史悠久，

是集空调、冷媒以及压缩机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专

业化空调企业，在日本空调市

场的占有率一直保持第一。

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和

大金工业株式会社会长兼 CEO

井上礼之在签约仪式上表示，

格力电器和大金都是国际一流

的专业化空调制造商，具有雄

厚的技术实力和规模优势。双

方在空调核心技术方面开展合

作，将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更环

保、节能的专业产品，推进变频

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和升

级，为开启亚洲乃至全球的空

调节能新时代贡献力量。

出席发布会的双方政府领

导在致辞中对此次合作的重大

社会意义和国际意义也给予了

高度评价。他们一致认为，此次

合作双方代表了中日两国空调

行业的最高水平。双方的联手

将形成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

零部件开发和空调整体技术的

发展平台，形成协同竞争的整

合模式，促成“1+1﹥2”的产业

集群效应，拉动地方相关产业

的强劲发展。此次合作，不只是

中日空调行业的一件大事，也

是中日两国的大事，不仅促进

了两国空调制造业的相互交流

和共同繁荣，也促进了两国的

文化融合和文化认同，有助于

推动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其实，早在 2007 年，格力

电器就开始为大金公司生产销

往日本市场的变频空调和空气

清新机。由于格力电器生产的

产品质量过硬，性能可靠，赢得

了日本市场的广泛好评。为了

最大限度地发挥双方的产业优

势，从 2008 年年初起，双方就

具体合作细节进行了相互考察

和深入磋商，最终达成意向并

正式签约。

当前，地球环境已成为全

球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国政府

也正在大力推行节能减排政

策。此次格力与日本大金在变

频节能技术领域联手开发高

效、节能环保的空调，就是想用

实际行动响应和支持中国的节

能减排政策，从而为保护地球

环境作出切实的贡献。这也意

味着将开启更为广阔的市场发

展空间。

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江海

燕，珠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甘霖，珠海市委副书记、

市长钟世坚，珠海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刘小龙、珠海市人大

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冼文，日本

驻广州总领事吉田雅治等中日

两方的政府领导出席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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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正值空调销售的淡

季袁然而袁格力电器总部生产线
上的工人却如往常般忙碌着遥
同时袁 格力与大金的战略合作
正式起步袁 拉开了逆势扩张的
阵势遥 在格力的身上袁似乎看不
到经济危机的阴影遥

日前袁叶南方日报曳 记者对
格力电器副董事长尧 总裁董明
珠进行了专访遥

当头一盆冷水让大家更清醒

南方日报：当前，金融危机
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不小的冲

击，包括家电制造业，请问格力

受到的影响有多大？您怎么看

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董明珠：我想先说几句题
外话。我觉得，企业不能把经济

危机当成自己在竞争中失利的

借口，即便没有金融危机，仍然

会有企业因管理不善而经营困

难，仍然会有企业倒闭，金融危

机只会让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企

业加快被淘汰的步伐。

格力当然也受到了金融危

机的一些影响，比如我们本来

希望 2008 年的营业收入达到

500 亿元，现在赶上了金融危

机，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总量，

使我们规模扩张的速度放缓一

些。不过从总的经营状况来看，

格力依然保持了稳定、快速的

增长，去年全年的利润接近 20

亿元，增长超过了 50%。

信心是金，就像温总理说

的，信心是比黄金更加宝贵的

东西。我始终觉得，无论是什么

样的危机，都不可能把真正有

实力的公司打倒。相反，经济危

机对于优秀的企业反而可能是

一件好事，当头一盆冷水，可以

让企业冷静下来更加清醒地思

考过去和未来，及时调整思路，

调整发展战略。打个简单的比

方，金融危机就像一场“流感”，

对于格力这样身体素质过硬的

企业来说，休整休整，吃点药，

病好了会更加健康。

秘诀是质量控制和技术研发

南方日报：去年既有凉夏

的不利因素，又有金融危机的

冲击，格力依然保持了快速的

增长，秘诀是什么？

董明珠：格力没有秘诀，如
果说有，首先是专心致志地走

专业化道路。格力在决策方面

始终抵制多元化的诱惑，克制

盲目扩张的冲动，严格控制风

险，对企业负责，对股东负责。

其次，格力能够在逆境中

保持增长，这是长期固执地坚

持自主研发核心技术的胜利。

我们相信，买来的技术永远是

落后的、淘汰的技术，核心技术

是买不到的。然而，企业没有核

心技术，就没有竞争力。所以，

这些年来，我们坚持不懈地进

行自主研发，我们有 2000多项

专利 (其中发明专利 300 余

项)，掌握了最尖端的变频空调

技术，这也是大金能看上格力

的原因。

正是为将来扩张布局的好时候

南方日报：金融危机以来，
很多出口加工型的制造企业受

到的影响首当其冲，格力也有

近 1/3的产品出口海外，还有

巴西、越南的工厂，不会没有受

到影响吧？

董明珠：我们巴西、越南的
工厂目前运作一切正常。

出口方面，为别人贴牌生

产的订单当然受到了一些影

响，比如出口美国的窗机就没

什么利润了。但是我们自主品

牌的产品出口在一些地方反而

有增长。

这场危机也给了我们一个

启示，那就是加快速度进行技

术研发投入，加大自主品牌产

品的出口。你想想，很多国外家

电品牌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元气

大伤，有的垮掉了，有的产能锐

减，这对于格力这样有实力的

企业，其实是一个机会。我们与

大金的合作，就是为将来的出

口，为将来的海外扩张布局。

（根据 2 月 19日《南方日报》报道整
理，略有删减）

经济危机对优秀的企业只是一场感冒

朱江洪董事长致辞节选

井上会长致辞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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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是什么促成
了格力大金的联姻？目前全球

经济危机下，双方为什么会选

择在这个时候展开合作？

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
（以下简称“朱”）：目前空调行
业竞争非常激烈，产品技术升

级，成本下降，能适应市场的变

化，才能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

格力和大金各有特点，大金是

日本空调界老大，历史悠久，技

术、质量经过 80年的沉积，有

非常独特的优势。而格力经过

近 20年的超速发展，已经形成

了 2700万台的生产能力，而且

这几年非常重视技术开发和产

品质量的提升，格力有 3个研

究院，2000多名科技人员，对产

品技术不断进行研究、更新、开

发。更重要的，格力植根中国土

地，有成本优势，包括采购成本

优势，而大金有技术上的优势，

但在成本上是劣势，这对双方

来说相互依赖，相互需要，这种

格局促成了双方合作。通过我

们的接触，两个企业在质量、理

念、管理上非常相似，这样，经

过多轮谈判，最终促成了此次

合作。

大金工业株式会社会长兼
CEO井上礼之（以下简称“井
上”）：去年美国次贷危机使整
个世界金融环境更加严峻，但

是大家知道，我们和格力的交

流是从前年开始的，那时候谁

都没想到会出现这样一个危

机，这次危机使全球经济面临

困境，但反过来也是一次机遇，

冬天过后，春天必定会来，经济

危机一定会过去。经济危机复

苏之前，作为经营者，必定要领

先半步制定战略，才能将企业

推向一个新的起点，这是一个

规律。

格力不仅有低成本优势，

也有非常强的技术和经营管理

优势。现在世界面临非常重要

的问题就是地球环境问题。大

金拥有对地球环境具有非常重

大贡献的技术，包括空调技术

和冷媒技术。现在地球问题的

重点是全球温室化，在这种情

况下，大金和格力的强项合在

一起，期待对中国、对地球环

境，对全人类做出贡献，所以我

们从没考虑推迟或中断过这次

合作。

新华社：格力与大金的跨
国合作给企业带来了怎样的发

展机遇？它的成功给跨国合作

带来哪些有益的启示？合作的

背后传递了哪些跨国合作的重

要信息？能否分享一下。

朱：这次我们跟大金的合
作，是全球两大顶级企业之间

的合作，我认为怎样评价都不

为过———开启空调界的新纪

元，或产生什么轰动效应。我认

为合作之后主要能带来两点，

一是产业升级，二是技术升级。

我认为这次合作对中国今后的

企业都有一定的有益的启示，

它是以扩大规模还是以提升技

术、产品技术升级换代为目的，

这个很重要。只有规模的合作，

没有技术的合作是建立在沙滩

上，没有好的基础。只有好的基

础才能持久，这次合作对两个

企业都有很重要的利益关系，

双方的诚信、双方的文化、双方

的很多理念和做法都要有一定

相似的地方，就象一个人找对

象、结婚，性格、理想要一致，否

则就没有很好的合作。这次合

作是在井上会长的鼎力支持和

关注下，我们也看到了合作对

格力发展的重要性，因此经过

多轮谈判，将合作各方面的条

款敲定，接下来尽快实施，早日

投产。

暖通空调资讯：请井上会
长谈谈这次合作对变频空调市

场的影响。

井上：这个问题非常好。在
中国，关于环保的法律法规正

在逐步制订。中国一旦推行这

些法规，变频市场是非常大的，

东南亚的国家也是一样的。和

格力合作能够达到生产低成

本、质量好的空调来满足这方

面的市场需求。和格力的合作

限于家用空调，对家用空调领

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凤凰卫视：井上会长，为什
么会选择、信任格力来开展设

计和零件开发这个重要阶段的

合作？请问中国空调行业在空

调生产技术有哪些进步与局

限？第二个，请您谈谈在与格力

交往过程中，格力与格力高层

给您的印象。也请朱董谈谈大

金及井上会长给您的印象。

井上：据我了解，中国在生
产技术方面已经有了非常高的

技术及经验，设计开发方面发

展也非常迅速，在不远的将来

一定能够赶上世界一流水平。

和格力的高层见面以后，

对格力高层的出类拔萃的领导

能力以及战略眼光以及他们的

心胸为人非常钦佩。能够和这

两位经营者合作，对我来说是

人生中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件事

情。在合作中，能够考虑到对方

的利益，用双赢的理念和态度

来面对，高层之间的认可和信

赖是非常重要的。

朱：最先认识井上会长的，
不是我而是董总。前年访问大

金时，董总认识了井上会长。回

来后，董总说井上会长人很好。

我与日本的很多企业家有过交

往，井上会长与众不同的是善

解人意。合作只有抱着双赢的

姿态才能谈成，不仅要考虑对

方的利益，还要考虑对方的难

处。井上会长有这样的胸怀，这

两点都考虑到了，我们觉得非

常欣慰，因此才能促成这样一

次成功的合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格力
的技术在国内是领先的，此次

合作对格力是否是一次更大的

提升？对整个的空调市场有什

么大的影响？

格力电器副董事长兼总裁
董明珠（以下简称“董”）：格力
的发展只有 20年的历史，和大

金的发展历史相差甚远。大金

被称之为变频之父，而我们对

变频技术的研究也有了十几年

的经验，我们坚持不拿消费者

当试验品，所以我们研发之初

并没有推向市场。但当我们技

术成熟之后，我们为什么又选

择和大金合作，这是因为我们

要成为真正国际化的企业，不

能光立足在中国市场上，和大

金的合作也不是停留在技术的

转让，而是建立在对国家、对地

球、对社会的贡献，建立在共同

研究开发更高端、更先进的技

术的基础上。

21世纪经济报道：据了解
的数据，格力空调去年 11、12

月内销比率达到 50%以上，为什

么我们的份额能达到这么高？

我们规划在空调产能、技术及

专业化的道路上再走多远？

朱：格力这几年发展顺利，
发展包括产能增加，也包括技

术上的提高。但如果没有技术

作为支撑，那么产能增长也是

不长久的。我们每年投入的科

研经费超过 10亿人民币，这样

的技术投入支撑了我们的超速

发展，特别是 08、09年我们几乎

把所有的产品全部更新换代，新

产品性能、噪音、能效比等各方

面都有了大的提高，专业化我们

是认定了，为什么要专业化？任

何一个产品不单是要做多，更重

要是做好。我们的产品技术能够

成为全球家用空调第一，也得益

于我们的专业化，变频空调方面

日本是领先的，中国企业起步较

晚，但我们毫不客气的说，格力

的变频技术在中国也是领先的，

因为我们解决了变频空调三大

关键技术的问题，且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正因为此，大金才看

得上格力，如果一个企业什么都

不懂，就好象一个大学生和一个

小学生，无论如何是结合不到一

起的。一个企业要有核心技术，

不是说有这个产品就有核心技

术，而是要掌握产品核心零部件

的设计制造。

上海证券报：格力是优秀的
上市公司，业绩年年增长，尤其

是去年经济不景气仍然增长，增

长的状况是怎样的，09 年有没

有继续增长的预期？

董：格力的稳定高速增长归
功于有领先的技术，有更多的资

金投入到研发，给消费者带去了

最好的产品。我们的产品调整不

是为了赢利，而是围绕市场需求

进行，比如去年推出“睡美人”产

品，从技术上讲是独家专利产

品，对市场营销起到很好的提升

作用，所以能在不好的大环境下

仍然能保持预期的增长目标。本

次与大金的合作能开发更多更

好的产品，引领市场潮流。

格力大金全球战略合作记者交流会文字摘录
编者按：2月 18日下午 14院

15袁 格力大金全球战略合作记
者交流会准时在珠海海湾大酒

店举行袁70多家国内外主流媒
体云集现场遥 编者摘录了一部
分精彩对话袁以飨读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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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在一年四季中的三季

都是嘈杂和忙碌的：立春刚过

没几天，勤劳性急的农人便早

早蹲在田头观察起那几亩刚透

了点绿的麦地了。虽然北风有

些刺骨，虽然尚在年里，应了一

年忙到头那句老话，农人搁不

下最殷切的希望，过年的喜悦

并不能冲淡他们对希望的惦

记，经常能看到闲里偷忙，提了

铲子播种豆种的农妇，也经常

能看到早早开始了田间拔草的

农人。

其实大规模的拔草是在三

月间，雨水、春分过后，各种农

作物的生长进入了青春期，总

有遏制不住的野草从土地的缝

隙里钻出来，贪婪地吸收着原

本该给农作物的养分。此时，庄

稼人的烦恼大概就是一茬接一

茬生生不息的杂草吧。

反复的施肥和除草过后，

麦苗高了，油菜花也开了，农人

在汗水中脱了毛衣，呼吸着花

草的清香，施肥打虫的劲头便

更大了。此时的农妇们，也会在

午夜时准点起身，给她们饲养

的蚕宝宝们加上一两顿餐，那

份细心和用心，甚至比当年喂

养自己的孩子还有过之。

五月底，麦穗饱了，也沉

了，农人穿梭在桑林的身影正

好也因为宝宝们“上山”结茧而

暂时闲置下来，于是磨亮镰刀，

又躬身去了田间。

此时麦浪有些滚烫，在评

论着各家麦粒饱满的同时，带

上一个水瓶一个搪瓷茶杯，农

人又俯身伏入自家的滔滔麦浪

中去了。倒下去的麦子经过几

个骄阳的暴晒很快被农人“吭

吃吭吃”挑到了自家的门前，然

后是为了赶上那几个太阳，连

夜的脱粒，暴晒，最后送到粮站

去兑换成钱。当然这个程序很

快因为农业机械化而简单省力

起来，麦粒成熟后，有专门的割

麦机在田间开上几个来回，农

人只需跟在后面张好蛇皮口袋

往里灌麦子就行了。但是我却

依然怀念很小的时候，爸爸摇

着橹，姆妈撑着篙，带上一船麦

子和尚不谙事的我们一同去粮

站粜粮的情景。河上来往的船

只很多，空的是粜完回家的，满

的是刚去的，船上的人用农人

特有的大噪门互相探询着今年

的粮价和收成，有比预期多卖

了几块钱的，言语间藏不住的

喜形于色；也有比预期收入差

的，一路唉声叹气，而还没去

的，心里打着鼓，或许还在暗暗

的祈祷吧。

不管怎样，卖了麦子，今年

的又一桩任务完成了。可别以

为农人可以休息下了，紧接着

秧苗要去侍弄，蚕豆要去收上

来，等黄梅一来，差不多那时

候，秧苗长成，又该插秧了。这

插秧的活，既累，又耗时间，光

靠一家两个劳动力，是很耗时

间的。再说了，人整天弓在那，

真正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天

下来，腰酸背痛。所以通常各家

都有亲戚来帮忙。这期间唯一

的惊喜，大概便是在田间，能时

不时逮到些泥鳅，或者螃蜞之

类，可以改善下伙食。

插完秧，天也热了，可天再

热，哪怕是三伏天，农人也要经

常去田间看看他的庄稼，不时

地施肥、拔草、打药水。经常是

一身臭汗的从田间回来。此时

农人的劳作，有首诗写得最形

象：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诗中

的深意，也许只有农人的孩子

体会最深。

立秋后，田间的水稻已成

规模，毛豆、红薯之类的农作物

逐渐成熟，农人又“落入”这些

副食的忙碌中。仲秋，稻香阵

阵，秋蚕也在快速地成长，农人

又是忙着收割一年之中最主要

的粮食，不亦忙乎。又如收麦一

般的情形，所不同的是，稻谷一

般是粜一半自家也留一半，供

一年生活之需。一年的收成至

此基本结束，但劳作还要继续，

再犁犁地，撒上麦种，对了，还

得时不时去赶赶贪嘴的麻雀。

接下来，才真正进入所谓的农

闲阶段，天气也一天比一天冷

了。

村庄的冬天，是我最喜欢

的季节，因为田间的安静，村庄

由忙碌也转为安静，农妇们有

空坐到太阳下打打毛衣了，或

者给孩子们赶制过年的新棉

衣，或者纳纳鞋底，给家里的老

小做一双棉鞋。放了寒假的孩

子们，也可以或偎在母亲身边

听大人们闲聊，或三五成群，玩

孩童的游戏。庄稼汉们，忙了一

年，此时睡个懒觉，起床后晒晒

太阳，调调侃，打打麻将，算是

稍作休息。村庄一下子悠闲下

来了，仿佛日子的节奏也慢了

半拍，每一天，都很轻松。

只是，腊月的到来，又让安

静的村庄热闹了起来，人们杀

猪宰羊的，开始忙碌起过年来

了。过完年，村庄又将重复上一

年的步骤。

村庄的一年四季 忽然很怀念村庄寂静的冬天遥 在城市忙碌的冬天袁
忙里偷闲袁回想村庄的一年四季遥 要要要题记

文/江苏销售公司 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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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珠海市委书记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甘霖亲切会
见井上会长一行

于 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江海燕在发布会上致辞

盂 珠海市委副书记尧市长钟世坚在发布会上致辞 榆 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吉田雅治在发布会上致辞

虞 井上会长参观格力生产线 愚 格力员工在晚宴现场表演书画才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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