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滑雪场上，我和儿子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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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全国劳动模范、 中铁电气化局科技创新部部长

林云志

今年我们响应号召留京过年。 大
年初一， 我们和几个朋友家庭一起聚
餐 ， 聚餐结束后开始玩狼人杀游戏 。
这个游戏特别考验逻辑 、 推理能力 ，
我就让10岁的儿子也参加了。

狼人杀， 是一款多人参与的、 以
语言描述推断的、 较量口才和分析判
断能力的策略类桌面游戏， 我们9个人
里， 狼人角色有2个， 猎人角色只有1
个， 还有1个预言家、 4个平民， 出于
角色的考量， 抽到 “狼人” 角色的人
会拼命掩饰自己的 “狼人” 身份， 比
如在玩游戏的过程中， 我发现有的人
很紧张， 说话前言不搭后语， 有的则
通过吃东西掩饰自己的紧张， 还有的
肢体动作会较多。 大家通过对每个人

细微语言和动作的观察， 做出一系列
的判断。 儿子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游
戏， 非常兴奋， 老是窜来窜去的， 结
果有几次都被当成 “狼人” 而被 “杀”
了， 事后他还感觉挺冤枉的。 我理解，
他是因为太兴奋， 肢体动作太多， 被
习惯解读各类动作的成人们给误会了，
几个小时下来， 大家都玩得像孩子一
样开心。

大年初二， 我带儿子去军都滑雪
场，这是我和儿子第一次滑雪。 由于是
第一次滑， 我们两人刚开始都非常小
心，相互分享一些之前做滑雪攻略时搜
到的滑雪技巧。很快，儿子就学会了，他
动作敏捷地从高山上滑下，脸上挂着开
心的笑，脸蛋红扑扑的，可爱极了。

远处近处， 都是白茫茫的雪景，很
美。 看着周围同样在滑雪的人们，真是
很热闹。说来惭愧，我比儿子“笨”，胆子
也小，冲着滑下去的时候，经常要大声
对前面的人说：“闪开呀！ ”听到的人看
我笨拙的样子知道我不太会滑，都会机
智地避开；如果来不及避开，就只能撞
一起，在雪地上摔个跟头了！ 看着我笨
拙的样子， 儿子得意笑着说：“爸爸，你

看我，滑得多好！你和我讲方法说道理。
你说一千句一万句，不如我自己栽一跟
斗，跌倒一跤，学得更快。而你理论那么
多，滑得还没我好！”我觉得儿子说得还
挺有道理。 确实，我们在生活中不去面
对挫折， 就无法体会到成功的来之不
易。 有时你不去尝试失败的滋味，也不
会感受到成功的难能可贵。这个春节总
体来说我过得还是很开心的。

这个春节，我在家忙刻瓷
□本报记者 杨琳琳

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

茅子芳

今年这个春节对我来说格外有意
义， 一方面我响应国家号召一直在家
“猫着”， 另一方面我在家刻瓷、 看书、
宣传刻瓷非遗文化知识， 节日期间我
专门创作一件 《金牛贺岁 》 的作品 ，
恭贺大家喜迎新春。

走进我的书房， 你会发现除了各
类书籍之外， 还有刻瓷、 葫芦、 玩具
车、 儿童贴画， 各种互不相关的物品
都摆放在屋子里。 这里是我最喜欢待
的地方。

到现在， 我已经玩刻瓷60多年了，
依然热情不减。 叮叮当当的声音， 对
我来说是最美妙的音乐。 刻瓷就是艺
人在烧制好的瓷器上写字作画的一门
技艺， 是以刀代笔在瓷板、 瓷瓶、 瓷
盘上表现素描、 线描、 中国画及书法

的艺术。 有人赞誉它是在瓷面上 “绣
花”， 它将绘画与錾刻深邃结合， 2009
年， 北京刻瓷入选第三批北京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传统北京刻瓷 ，
都是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 然
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 凿
镌， 最后填色完成。

1984年， 我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
通过刻錾的深浅力道， 形成明显的阴
暗变化， 有素描效果， 人物肖像、 风
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 业内
人都说， 我的怪想法成功对北京刻瓷
进行了发展创新。 为此， 我的作品还
多次作为国礼送给国际友人， 展示中
国传统文化魅力。

除了有 “怪想法”， 我还是圈内有
名的 “怪人”。 好友李俊玲曾经给我总

结了几大怪： 第一怪： 他是工美大师，
但是在他家里堆满了历史书藉； 第二
怪， 他能在别人不用的废料上刻出花
来； 第三怪是他的作品再好也不参加
评比 。 我觉得吧 ， 作为一名老工匠 ，
首先匠人的初心得保持住， 其次就是
要明白其中的历史渊源。 一般艺人都
比较重视 “手艺”， 我认为手艺是表现
手段， 是为艺术服务的。 而艺术是修
养的过程， 力争做一个有文化的老工
匠， 这就是我的初心。 到现在， 我的

藏书差不多有一吨重了， 这些书我都
认真读过， 一半是历史书， 还有文学
书和业务书。 在我看来， 每一件作品
是内心情感的表达， 需要赋予其丰富
的文化内涵， 这样作品才 “活”， 才能
真正传承下去。

春节期间除了看书、 刻瓷、 写字
等， 我的微信公众号———工美老工匠
也一期不落更新着 ， 用文字 、 图片 、
作品去宣传刻瓷文化， 传承好我们的
非遗文化。

□本报记者 马超

中建二局三公司清华大学物理楼项目综合部长

宫伟国

鼠年的一幕幕恍如昨日， 牛年春
节已悄然而至。 每到这个时候， 回家
是永恒的话题， 无论身在何方， 人们
都期盼载着满满的收获， 跨越千山万
水踏上回家旅途。 今年我积极响应号
召就地过年， 为疫情防控攻坚战贡献
自己微小的力量。

我叫宫伟国， 今年57岁， 我的老
家在四川， 今年春节我选择留京过年。
我很感谢妻子的支持， 她说： “作为
一名建筑央企员工和一名共产党员 ，
我们应带头响应号召就地过年。” 我也
感谢我的女儿， 她说： “春节是团圆
的日子， 虽然爸爸不能回家过年有些
遗憾， 但是我们可以视频拜年送祝福，
云端团圆也是团圆。”

我是中建二局三公司清华大学物

理楼项目综合部长， 为了响应国家号
召就地过年 ， 我留守在了工作岗位 ，
保障春节期间的安全和后勤工作， 但
其实我还有另一个新的身份———厨师，
综合部长临时变身厨师， 为项目部留
守员工做饭菜。

春节期间， 项目部食堂厨师回家
过年了， 留守项目人员就餐成了一大
问题， 订外卖也不方便， 而我恰巧对
做饭感兴趣， 便主动承担起了这一责
任， 为项目部留守员工做饭菜。 像粉
蒸肉、 剁椒鱼头、 番茄牛腩等都是我
的拿手菜， 看着同事们津津有味地吃
着我做的饭菜， 我也收获了满满的成
就感 。 这期间不仅锻炼了我的厨艺 ，
同时也让留京过年的同事们吃上了热
乎乎的饭菜， 安心留在京城， 感受到

与回家过年一样的温暖。
这几天项目部的后厨摆满了为春

节留守同事们采购的鸡蛋、 肉、 蔬菜
等生活物资， 保障了春节留守人员的
物资供应， 让同事们安心过大年。 大
年三十 ， 我们也组织了一系列活动 ，
挂灯笼、 贴春联、 剪窗花等， 不能让
同事们因留京过年而感受到 “年味儿”
由此变淡， 要让就地过年， 过出暖心
年味儿。 火红的灯笼为项目部增添了

节日的氛围， 大大的福字预示着 “春
来福到， 疫情散”， 热腾腾的饺子， 代
表着浓浓的年味儿。 年夜饭时， 我和
留京过年的同事们一起包饺子、 看春
晚、 与家人视频连线， 云端团圆。

现在， 我们舍小家为大家， 选择
就地过年， 相信这一付出也终将被历
史铭记。 期待春暖花开时， 我们摘下
口罩 ， 畅快呼吸 ， 与家人肆意拥抱 、
欢聚。

留京过年，我为工友们掌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