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玉升
首发集团交通工程公司职员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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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得年龄太大了， 没必要摆弄那些
智能手机， 这一宅家， 没想到把自己真逼成
了手机达人”；

“茶艺、 养花、 种菜， 这些看起来很高
大上的生活技能， 以前只是羡慕别人， 现在
自己也掌握了， 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疫情期间 ， 许多休闲的事干不成
了 。 为了不耽误光阴， 拿出当年高考的劲
头啃起了技能大部头 ， 苦学的成就感满
满的”；

疫情防控期间， 居家的时间大大增加
了， 这些职工没有选择无所事事， 而是纷纷
练起了各种新技能。 宅居的日子， 也能过得
很酷！ 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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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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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常， 我们家的一日三餐都是我来做。 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家里的小区封闭了， 买肉买
菜成了一道难题， 我只能慢慢学习使用智能手机，
在网上下单了。” 首发集团交通工程公司的老员工
田玉升说。

此前， 智能手机对于年近花甲的田玉升来说，
仅限于接打电话或是发送简单的短信息。 疫情影
响之下， 老田被迫 “宅” 在家中， 一个多月 “与
世隔绝” 的日子， 让他变化不少。

“在这段特殊的时期， 我开始学习使用智能
手机， 从刚开始的语音输入到网上采购， 从简单
的拨打电话到连线公司的视频会议， 真是收获了
不少新技能 。” 田玉升说 ， 疫情防控期间 ， 他
“宅” 成了家里的 “手机达人”。

每天， 手机上网关注疫情信息、 参加公司视
频会议、 网上购买生活必需品、 健康宝报体温成
为了老田的居家 “四件大事”， 边学边做的他把学
习当成了生活的乐趣， 在学习中完成工作， 在学
习中体味生活。

尽管此前老田每天都做饭， 但饭菜的花样还
是比较单一， 疫情期间网络上推出了许多美食教
程 ， 老田每天边看边学 、 边学边做 ， 靠着这些
“秘籍”， 田玉升很快就游刃有余地把家里的厨房
变成了展现自己厨艺的大舞台， 几道拿手菜让一
家人的一日三餐平添了几分新的色彩， 之前最反
感的厨房油烟味， 也变成了让老田欢喜的人间烟
火气。

“过去做饭都是应付差事， 从来没想过去学

习厨艺， 这次疫情学会了做蛋糕、 做凉皮。 疫情
以前， 每天下班后就是看电视、 读报纸， 压根没
想过用手机上网学习新技能。” 田玉升坦言， 虽
然现在已经恢复正常工作了， 他却习惯了晚上回
家利用手机刷美食教程， 提升厨艺。

随着北京疫情防控工作的常态化， 进出公园、
超市等等公共场所都需要扫描登记健康码。 早已
掌握新技能的老田最近又充当起了老同事之间的
“手机老师”， 下载支付宝、 注册新用户、 扫描健
康码， 一套流程被老田编成了顺口溜， 拍成了小
视频， 发在了微信朋友圈。

“身边的老哥们儿、 老朋友最近出门都犯起
了愁， 不会用二维码， 我就拍了这些扫码教学的
视频发在了朋友圈， 教大家怎么解决进出公共场
所的难题。” 田玉升说， 很多人跟着他拍的视频学
习使用智能手机， 掌握了扫描健康码的流程， 这
让他很有成就感。

“大家都说要老有所依， 我觉得现代社会更
重要的是 ‘老有所E’， 这次的疫情更是提醒我，
要经常学习、 善于学习， 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步
伐。” 田玉升说。

有人问， 疫情之下， 是否很多东西都改变了？
有人说， 变了， 变的是生活的方式和习惯； 有人
答， 没变， 热爱生活的那颗心依旧。

走进茶室， 刘利很娴熟地开始烧水、 泡茶，
并邀请记者一起品茶， 旁边坐着刘利的爱人， 还
有上初中的女儿， 一杯淡淡的茶水在手， 一家三
口开始了休闲的下午茶时光。

“孩子的学业压力很大， 我们做父母的， 也
有工作上的各类压力， 特别是疫情防控期间， 居
家时， 能够有一小段时间和家人坐在一起品品茶，
谈谈心， 真的觉得挺静心的。” 刘利跟记者分享。

刘利所在的公司北京科迪安科技有限公司是
经营汽车发动机专用粘接、 密封胶等化工产品的，
而这是一个被国外与合资品牌垄断的市场， 民营
企业想在里面站住脚非常难。 每谈一个客户， 每
进驻一家主机厂， 都费尽心思。 平时工作忙没有
时间享受生活。 在疫情期间， 刘利工作节奏放慢
了， 她终于有时间品茶， 放松心情了。

“茶， 是一种乐趣， 也是一种陪伴。 茶打动
你的方式， 不是轻声软语， 而是无声陪伴。 当我
们开始喝茶， 念的是它的味， 想的是它的香气，
它在我们脑海里也不再只是一片普通的树叶， 它
跟天空、 大海、 小溪一般， 有一种优美的意象。”
刘利感慨地说。 刘利说， 品茶需要好心境。 静心
独坐， 清苦的茶汁幽香四溢， 齿颊留香， 从一片
茶叶中可品出山川风景与大自然的精神， 闲来泡
上一杯清茶， 让身心充分浸泡在幽幽的茶香之中，
仿佛时间都已停止。 那种乐趣难以用语言描述。

除了品茶， 刘利还在自家的院子里养了很多
花草， 我国民间流传许多谚语： 如 “养花种草 ，

不急不恼， 有动有静， 不生杂病”； “种花长福，
赏花长寿， 爱花养性” ……疫情防控期间刘利的
居家生活， 自然少不了养花的乐趣。 养花过程既
有种植的辛苦， 但也有期待的喜悦， “在观察植
物每天细小的变化中寻找着一份寄托， 在追求和
不断充实中收获着一份满足。 看到绽放的花儿五
彩缤纷， 真的让人心旷神怡。 “

刘利还有一小片菜地， 在她的小菜园里， 西
红柿、 茄子、 辣椒、 韭菜、 荆芥、 秋葵、 小葱、
香菜……都长势喜人。 她常常跟爱人一起拔草、
浇水， 也会在蔬菜成熟后， 带着女儿来小菜园里
摘菜， 清洗烹饪后， 成为餐桌上一道新鲜的美味。

“我自己种的菜， 不上化肥， 不上农药， 能
吃上绿色无污染的蔬菜， 感觉很有成就感； 而且
看着种的菜一点点长大 ， 真的很有收获的喜悦 !
在孩子学习累了， 会多鼓励她， 让她多去菜园转
转， 多观察， 多感受自然的力量。 这样亲子时光
也变得很美好。 我计划明年种点黄瓜、 丝瓜， 这
样家里的新鲜蔬菜就更多了， 正准备炒菜时， 去
摘一棵小辣椒， 真是既新鲜又提味， 棒极了！” 刘
利开心地跟记者分享。

刘利
北京科迪安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茶艺+养花+种菜，掌握
这些技能给我的生活加了分”

老员工“解锁”新技能
宅家炼成“手机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