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人们消费水
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需
求也越来越看重品牌。买化妆
品到专柜买知名品牌，毕竟用
在脸上的东西不能太差；买保
健品也认准知名品牌，毕竟吃
进肚子里的东西要安全第一；
买家用电器也选知名品牌，因
为要用的长久用的安心。家装
电线更要选择知名品牌，毕竟
事关全家安全不可小觑。

电缆市场品牌琳琅满目，
伪劣产品更是层出不穷，认准

知名品牌更显得尤为重要。认
准品牌主要从以下两点入手：

一尧看品牌历史

太阳电缆始创于 1958年，
从一个小小的电缆厂发展成至
今的上市公司，62 年的发展沉
浮中，始终坚持“品质第一、顾
客至上、诚实取信、和谐发展”
的十六字经营理念，生产品质
过硬的产品，塑造口碑优质的
品牌。正因如此，太阳电缆才能

在发展中不断进步超越，成为
中国 100家大规模的电气机械

及器材制造企业之一。自 2017
年起，太阳电缆已连续三年荣
获中国线缆行业竞争力企业
20强。2019年，太阳电缆再创
佳绩，荣膺“2019 福建制造业
企业 100 强”第 61 强、“2019
福建民营企业 100 强“第 48
强、“2019 福建民营制造业 50
强“第 24 强等各项荣誉，充分
彰显着太阳电缆的产品质量和
综合实力。

二尧看产品品质

太阳电缆以 60 年国标品

质，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的高
品质产品，保证电力的安全输
出，为每一个家庭提供安全电
力的生活环境。太阳电缆具备
用料纯度高、环保性好、安全性
强等特点，采用高纯度无氧铜、
高导电率、电阻小，低耗损，超
强电流负载能力，更省电；采用
优质高分子聚氯乙烯，更加环
保健康无污染；阻燃 PVC 材
质，高强度、高绝缘电阻，耐老

化不易变形，经过在线欧乐测
试仪、在线火检检测，绝缘厚度

均匀，使用更安全。
好品质赢得好口碑，好口

碑才能赢得用户和市场的认
可。太阳电缆不仅是家庭装修
用户的选择，在人民大会堂、奥
运工程、三峡工程、杭州跨海大
桥、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天
津地铁、深圳地铁、亚运工程等
国内外多项大型项目建设中也
同样提供力量。

认准知名品牌 装修就选太阳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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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公司《众志成城共抗疫情
太阳电缆在行动》案例入选全省军民
融合系统加强疫情防控统筹推动企
业和项目复工复产先进典型案例。

中共福建省委军民融合发展
委员会办公室以省委军民融合办、

省国防科技工业办、省海防办、省
国防动员委国民经济动员办、交通
战备办、支前办名义，特发证书，以
资鼓励。

在新冠疫情影响之下，公司在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表现突出，
因而获此殊荣。今后公司将再接再
厉，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双胜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渊李彤冤

公司荣获全省军民融合系统加强疫情防控
统筹推动企业和项目复工复产先进典型案例

盛夏来临，在持续高温的天气下奋斗在一线的员工

们依旧坚守岗位。7月 22日下午，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国
华莅临公司，与公司副总裁陈清福一同深入总部一厂生
产车间，为一线员工们送去凉茶、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
品，把“清凉”送到坚守一线的员工身边。

经过每一个机台，他们都与车间员工握手，表示慰
问与感谢。并叮嘱员工们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注
意劳逸结合，确保安全生产。员工们纷纷表示会继续坚
守各自的岗位，努力工作，为太阳电缆的发展贡献更大
的力量。 渊黄家晟冤

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国华深入车间慰问

为进一步激发公司员工的健康意识，切实增强体
质，提高免疫能力，引导广大员工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
态度，通过运动健身凝聚抗疫力量，加强员工之间的
合作精神。公司工会结合当前情况，开展云上健身体
育比赛。

共有 52名员工参加跳绳比赛活动，经初评获得一分
钟单人跳绳女子组前三名：科三分会龚文妮，裸线工段陈
春莉，科一分会曾琳林；获得男子组前三名：特缆工段孙
健，科一分会陈力生，总部二厂装备部何伟。 渊工会冤

公司工会开展云上健身体育比赛
2020 年电线电缆制

造工职业技能培训于 7

月 6日-8月 20日期间进

行，培训课程包括线缆基

础知识、拉线工艺、绞制

工艺等七门理论知识。

本次培训采用集中

面授、企业微信直播、视

频录制等多种方式进行，

公司总部与上杭太阳铜

业同步开展，为今年电线

电缆制造工技能等级鉴

定打下良好理论基础。

渊人力部冤

公司开展电线电缆制造工职业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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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对每一位中国人
来说都是不平凡的一年。回望
来时路，“守护”成了这一年的
关键词。

医务工作者守护着我们的
健康平安；警务人员守护着一
方的和平安全；城市环卫工人

守护着家园的洁净……正是因
为有了这份守护，让我们感悟

到了生命的可贵，感念活着就
是最大的福气；看到了祖国的
伟大与强悍，感叹此生无悔入
华夏，来生还做中国人；感受到
人生没有那么多岁月静好，只
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

疫情前方是抗疫英雄为我

们守护，而在疫情的大后方，每
一个普通人守护好自己守护好

家人也是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每个企业积极做好疫情防控，
守护好自己的员工，保证复工
复产，亦是坚守着企业的社会
责任。 渊下转 3版冤

太阳电缆六十二年真野芯冶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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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活动，深入开展学习“俊波精神”，裸线党支部于 7月
18日，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来到武夷新区参观
“弘扬廖俊波精神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图片展”，以
实际行动学习弘扬“俊波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上好
主题教育现场教学“第一课”。图片展由“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四个篇章组成。

展览通过 220多张图片生动再现了时代楷模廖

俊波同志的先进事迹和优秀品质，展示了我市干部
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以廖俊波精神激励实干拼创、担当作为，加快
推动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场景。

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
开展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廖俊
波同志为榜样，对标对表对照，着力守初心、担使命、
找差距、抓落实，用一样的忠心赤胆、一样的爱民情
怀、一样的责任担当、一样的清正廉洁，扑下身子、苦
干实干，身体力行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和群
众中去，真心实意为人民造福，牢记宗旨别忘为了

谁、牢记群众别忘依靠谁、牢记身份别忘我是谁，担
当作为新时代，立足岗位建创佳绩，书写无愧于时代
和人民的新篇章。在开展主题教育、做好本职工作中
更好践行初心使命、奋力创新突破，为建设富美新南
平贡献力量。 渊冯丽华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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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落实“俊波精神”学习活动，强

化党员党性意识和传承红色教育。裸线分
厂党支部于 7月 18、19日，组织支部党员
和入党积极分子 20人，前往位于武夷新
区的廖俊波纪念馆、政和石圳村廖俊波先
进事迹纪念馆、中共政和县凤头村第一个
支部参观学习。

通过两天的学习，同志们纷纷表示，
要以廖俊波同志为榜样，落实“俊波精神”

学习，传承革命传统红色教育，用实际行
动践行和强化“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使支部成为真正的战斗堡垒，为
公司的发展贡献力量！

渊裸线分厂党支部冤

裸线党支部前往武夷新区廖俊波纪念馆学习

《军旗飘飘》记载着人民
解放军从南昌起义开始走过

的漫漫艰辛而又危险的战斗
路途。93年前，中国共产党发
动了南昌起义，以打响武装反
抗反动派第一枪的英雄壮举，
以党独立领导的新型人民军
队诞生的重要标志，深深印在
了中国历史的丰碑上。人民解
放军就在 8月 1日诞生了，开
始发光发亮。其中让我印象最
深刻的就是工农红军长征和
抗日战争。那时是人民解放军
生活最艰苦的时候，他们为了

能够解放中国，顽强抗敌，不
惜轻装上阵，丢下了重重的行
囊，靠着顽强的毅力与死神和
敌人们战斗。他们的内心有一
个力量的声音在告诉他们 :不
能维护祖国的和平，我们死不
瞑目。就是有着这种信念，他
们浴血奋战，和敌人们顽强斗

争，其环境之艰苦，斗争之残
酷，时间之长久，牺牲之壮烈

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他
们的精神让敌人们明白中国
的大好江山，不是他们可以随
意征服的王道乐土，中华民族
不是可以随便践踏的民族。
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我们
现在和谐和平的生活。现在人
民解放军们还积极投身于祖
国的公益事业，为人民的利益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为推进
祖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

用。我们应该把人民解放军身
上的顽强不屈，一切为了祖国
的利益，舍己为人的精神充分
的发挥和有力的传承，让我们
的精神世界更加美好。 人民
解放军是一支强大的军队，他
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
要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

渊黄娇红冤

八一建军节有感
最近看了很多关于抗洪救灾的视频和

文章，这些视频和文章所展现的内容让我
深受感动，今天我就来说说我个人的看法
和感想。

2020年真是多灾多难的一年，疫情还
没有完全过去，洪水却毫无征兆的来了，尽
管如此，中国五千来遇到的天灾人祸不计
其数，但每一次我们都挺过来了，而这一次

也不例外，特别是我们的身后有强大可靠
的祖国和悍不畏死的抗洪战士们。

在这一次抗洪战役中，我看到了年仅
十八九岁的解放军战士用他们年轻的肩膀
扛起沙袋，成为抗洪一线的逆行者！十八岁
是多么美好的年纪啊，在父母的眼中，他们
还是“孩子”；而在战场上，他们就是无所畏
惧的勇士。我看到了战士们皮肤被晒伤、大
面积脱皮、手脚磨出血泡、双脚泡到肿胀发
白……而面对这一切，战士们只是笑笑说：
这都是“勋章”啊。我也看到了什么是真正
的军民一家亲，在受灾的各地，群众自发地

组织抗洪抢险，就连上了年纪的大妈也在
每天为抗洪战士们做饭，因为她们看到的
都是和她们孙辈差不多大的孩子们用年轻
的双手筑成抗洪的大堤！不仅如此，各地的
公安民警、消防战士和民兵们都在洪水肆
虐之际，一路逆行，以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
防线。

98年的时候大坝没有现在坚固，各种
物资也没有现在完善，但是就是在那么艰
难的年代，我们的战士们依然义无反顾的
用血肉连成抗洪的大坝，这是什么？这就是

信念，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带来的信念，而这
些可爱的人，在面对洪水猛兽的时候脑海里想的不是保住自己，而
是要保住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从他们口中听到最多的就是“我是党员我先上！”“我们要到

灾情最严重的、群众最需要、困难最大的地方去！”“洪水不退我不
退！”我不禁感慨，这就像是国际歌当中唱到的一样：从来就没有什
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是啊，这个世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因为有人在替我们负重
前行罢了；看着这些可爱的逆行者们，我们不仅仅要赞美和歌颂他
们，还要反思和勉励自己，当我们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也能无畏
无惧的站出来，勇敢的扛起担子，如此方能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中
国共产党。我们常说的党性，就是在这种时刻才能够充分的体现，

壮哉我人民子弟兵。肩负万钧重量，身挡千层风浪。谢谢你们，因为
有了你们才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更快实现！ 渊张启恒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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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 2版冤
有着 62年历史沉淀的太

阳电缆，在复工复产后积极开

展防疫抗疫，根据《工业企业
员工健康防护手册》，针对太
阳电缆实际情况制定了《上班
防疫指南》等文件，采取多项
防疫措施，时刻关注员工身心
健康，保证企业正常运作。

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太阳电缆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发挥自身优势，将电缆生
产线改造为口罩鼻梁条生产
线，跨界驰援疫情防控！在公
司领导徐总工挂帅下，研发工

作有条不紊的展开，技术中心
走访南纺、确定技术要求，绘
制模具图纸，物
控部专用原材料
采购，订模具，总
部二厂设备安装
部检查维护设
备、订制盘芯，总
部二厂技术部、
裸线工段和辐照
分厂操作工师傅
的积极配合下，2
月份第一批试制

品生产完成，目前共有 5条生
产线，日产可达 300公里。

六十二年的沉浮发展之

中，太阳电缆始终秉持“品质
第一、顾客至上、诚实取信、和
谐发展”的十六字经营理念，
过硬的品质创造强硬的品牌、
创新的技术赢得了广泛的赞
誉，一年又一年，太阳电缆引
领着中国线缆产业做大做强。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在春
暖花开的未来，太阳电缆将继
续坚守这份责任与担当，生产
优质产品，为客户提供优质服

务，让太阳守护万家灯火，温
暖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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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不论是家庭装
修，还是大型工程建设，电线电
缆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

们就像是人体的经脉一样连通
着各个器官，保证每一个环节的
正常运转。那么如何挑选好的电
缆呢？今天太阳电缆教你 5步法
挑选好电缆，一起来 get一下。

Step 01
看外包装

看产品外包装是否有产品
合格证、防伪标志。太阳电缆产
品外包装贴有产品合格证，合格
证上有产品的型号、规格、编号、
长度等信息；电线上还有防伪标
签，标注了产品序列号及二维
码，扫码输入序号即可查真伪；

此外，每捆电缆线外皮都印有太
阳商标、认证标志、型号、规格
等，采用热印工艺长时间不易掉

色，标示清晰可见。
Step 02
看偏心度

胶皮一圈薄厚一致，铜芯在
电线正中间，偏心度就低，电线也
就越好。太阳电缆经过在线欧乐
测试仪、在线火检检测，绝缘厚度
均匀，偏心度低，使用更安全。

Step 03
看铜芯

可用吸铁石检测是否掺铁，
或用一张白纸在铜芯上搓，如果

白纸上有黑色物质，说明铜芯里
杂质较多。太阳电缆采用的是高
纯度无氧铜，不易发热，寿命高，
高导电率、电阻小，低耗损，超强
电流负载能力，更省电。

Step 04
绝缘层

斜向切开绝缘层，剥离绝缘
层，看有没有较大的沾合力，差
电缆没有沾合。太阳电缆采用阻
燃 PVC材质，高强度、高绝缘电
阻，耐老化不易变形。

Step 05
阻燃性

用打火机烧胶皮，火机离开
电线时电线应自动熄灭，并释放
少量白烟，如果火苗蔓延，释放
大量白烟则说明胶皮质量不好。
太阳电缆采用优质高分子聚氯
乙烯，环保健康无污染。

太阳电缆教你 5步挑选好电缆

日常生活中，电线电缆虽

然看不到，但却与生活息息相
关，任何一个家用电器、照明都
离不开电线电缆。我们知道爱
迪生发明了电灯，可没有电线
电缆，爱迪生的电灯也如梦幻
泡影。所以今天小编化身小知
识搬运工，为大家介绍你所不
知道的电线电缆历史。

电线电缆发展史的历程

历史对于后人不仅仅是一
种追忆，更重要的是在了解中
得到启迪：只有不断创新，才有
真正的生命力。历史已经证明，

电线电缆产品的发展是与社会
进步紧密相连的，一项重大的
技术突破会推动社会某一领域
的突变。

公元前 500年，希腊泰勒
斯发现摩擦生电。

1729年，英国人格雷发现
“电”可以沿金属线传输，人类
有了“导体”的概念。

1740年，法国的德札古利
埃规定了导体与绝缘的定义。

1744年，德国人温克勒用
电线把放电火花传输到远距
离，宣告了电线的诞生。

1752年，美国人富兰克林
发明了避雷针，并用电线接地，
这是电线的首次实用化。

1799年，意大利人伏特发
明电池，获得了持续电流。

十九世纪初，丹麦的奥斯
特、英国的法拉第、德国的欧
姆、美国的亨利等大批欧美物
理学家不断发现和创立了现代

电学、电磁学的许多基础理论，
为今后的电力、信息传输打开
了闸门。

1833年，高斯和韦伯制成
了第一部电磁指针电报机，用于
1公里长的线路上，用了 6年。

1835年，美国莫尔斯发明
了有线电报机，促进了通信电
缆的发展。

1839年，库克、惠斯登在伦
敦建成了第一条 21 公里长的

电报线路。1841年纽约港敷设
了橡皮绝缘的海底电报电缆。

1851年，英国敷设了穿越
英吉利海峡的海底电缆。此后，
欧美各国竞相发展；二三十年
间，电报电缆几乎遍连各国的主
要大城市。至 1920年，英国建成
了连接英联邦各国、环绕世界的
电报电缆网，引发了美、日等国
敷设海底电报电缆的高潮。

1871年，英国大东公司在
中国上海与日本长崎之间敷设

了橡皮绝缘海底电报电缆。

（一）电磁线
1、1875年，美国人亨利取

得了第一个绝缘漆和纤维专
利。美国 GE公司在 1902年制
成醋酸纤维漆包线；1909 年制

成油性漆包线；1925 年制成聚
乙烯醇缩甲醛线；1938 年发明
了缩醛漆包线；1954 年发明了
聚酯漆包线。

2、日本在 1939 年开发了
玻璃漆包线；1954 年制成了硅
酮漆包线。德国在 1940年制成
了聚氨酯漆包线。

3、美国道奇公司在 1951
年发明了自粘性漆包线；1963
年制成了复合漆包线。

4、美国杜邦公司在 1957
年发明了丙烯酸漆包线；1961
年制成聚酯亚胺漆包线和聚酰
亚胺漆包线；1964 年制成聚酰
胺-酰亚胺漆包线。

5、上海电缆研究所在 1966
年制成聚酰亚胺漆包线；1970
年制成聚酰胺-酰亚胺漆包线。
（二）通信电缆
1876年，美国贝尔发明有

线电话机，美国制造市内通信
电缆。1878年，美国在纽约与波

士顿之间开通了第一条长途话
缆线路。

1889年美国WE公司开始
大批量生产纸带绕包绝缘铅包
市内通信电缆。

1891年英法海峡敷设最早
的海底话缆。

1898年英国在伦敦与伯明

翰之间敷设了一条长达 46 公
里的 19 个四线组成的长途通
信电缆；用至 1938年又改为载
波通信。

1921年，美国与古巴间敷
设了第一条同轴海底话缆。

1932年，英国与比利时之
间敷设了第一条载波传输的海
底同轴电缆。

1936年，德国制造宽带同
轴电缆用以传输电视。

1939年，德国、美国开发了
聚乙烯料，应用于各种通信电缆。

1944年，美国与法国间敷
设了距离最长的（100海里）海
底电缆。

1949年，美国制成公用天
线电视电缆（CATV）。

1950年，美国制成全塑（PE）
皱纹铝带综合护层电话电缆。

1956 年，英、美、加三国合
作敷设了第一条跨越大西洋的
对称式电话电缆，全长 4300公

里；1959年，美、法、加三国合作
敷设了第二条大西洋海底通信

电缆（同轴式）……。至 1976年，

共敷设 6条跨越大西洋的海底
通信电缆。此后，在大西洋及各
个海域陆续又敷设了大量的海
底通信电缆，使世界各地区、各
国之间信息传输全部畅通。

1976年 10月，中日之间的
海缆系统开通，有 480话路。
（三）电力系统用线缆
1879年，美国爱迪生发明

蔴了白炽电灯，制成黄 沥青绝
缘电力电缆，敷设于纽约。同
年，瑞士博雷尔发明压铅机，可

制造铅包电缆。
1887年，美国布鲁克斯用

低粘度绝缘油浸渍纸作为电力
电缆的绝缘。

1888年，英国费伦蒂制成
10KV油浸纸绝缘电缆（二芯，
同芯式）。

1890年，美国制成三芯油
浸纸绝缘电力电缆。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中国
在电线电缆行业生产制造水平

毫不逊色于国外。太阳电缆历
经 62年发展，也不断成为电线
电缆行业的标杆。未来，太阳电
缆将持续发挥品牌优势，秉承
优质服务千万家的初心，坚持
“诚信、创新、和谐、卓越”的企
业理念，致力品质建设，不断提
高品牌美誉度和知名度，真正
实现“中国太阳，温暖世界”这
一目标和景愿。

你所不知道的电线电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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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晨戒流火，商飙早已惊。云天收
夏色，木叶动秋声”。别过夏花绚烂、走进
秋叶静美、日升月落人如旧，夏去秋来水
还清。人生纷繁忙碌，时光步履匆匆。当
一朵花开始凋零，叶子开始飘落，我便知
道，这个盛夏时光将要远去。不管夏日如
何精彩，都不得不说一句：夏天，再见。秋
天，你好！

8月 7日，立秋，北斗指向西南，斗
转星移，预示着炎热的夏天即将结束，秋
天正式开始，从这一天起，天高气爽，月

明风清，气温逐渐下降，正如谚语所说：
“立秋之日凉风至”，“早上立了秋，晚上
凉飕飕”。
秋风来了，吹拂的云絮飞舞，还有那

淡淡的愉悦心情。世间万物都有其独特
之处。带着一份淡然的心境对待生活中
遇见的每件事、每个人。于生命来说，生
根发芽，淋雨生长，默默结果，每一段征
程都有别样的美。你要学会带着欣赏的
目光看待这个世界。
人们常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喜欢春天的万物复苏，欣赏夏天的飘逸

曼妙，歌颂冬天的皑皑白雪，然而最打动
我心的还是享受秋天的收获喜悦。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多少个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辛勤劳作，换来如今穰穰满
家、盈车嘉穗。秋收盛景乃是乡村热闹生
活的真实写照，秋收万颗子，她既有三分
天注定的大自然恩惠，又有七分靠打拼
的辛勤劳作。大自然的秋天，枫林如火，
遍地金黄。
于社会、于家庭、于事业、于人生，每

一种收获，都是辛勤付出后的丰厚回报，
每一次收获，都是前行路上最振奋人心

的激励。这样的秋天，我们感怀收获、感
谢回报、感恩付出。

回想自己的人生，从呱呱坠地到风
华正茂再到垂暮之年，前二十多年勤学
苦读、不断进取，是人生茁壮成长的春
天；之后锻造磨练、积极打拼的二十年又
可以称作耕耘希望的夏天；而功业有所
成、得心应手的那二十年，才是人生中收
获果实的秋天；再往后享受天伦之乐、老
有所依的晚年，就是人生安静祥和的冬
天了。我想人生的秋天，也应该是充实

的、忙碌的、收获的。忙碌的是一生美好
的愿景，收获的是毕生追寻的远方。

立秋之后，燥热的灵魂终于可以解
脱，萎靡的精神也开始重新振作。“早卧早
起，与鸡具兴”，最是读书好时光。泡上一杯
清茶，看茶叶在热水中尽情地舒展。这一
杯，不用背负消暑解乏的重任，只为唇齿留
香的惬意从容。捧一册书卷，让思绪在随
着清风自由地驰骋。不论是清丽隽永的诗
文，还是跌宕起伏的小说，只要心能静，读
什么都能有所收获，自得其乐。

利用这个秋天，多看几本书，勤于思

考，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反思自己、沉淀
自我。奋斗之秋，你必须更加努力，继续
风雨兼程，让收获的季节硕果累累。不要
让明天的你，讨厌今天不努力的自己。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在这个多彩的季节，我们纵情欣赏层林
尽染，我们嘹亮高歌收获圆满，我们热情
拥抱美好明天。 渊谢陈冤

收获季节
享受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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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5 点比往常早了半小时醒
来，夜色尚未彻底褪去蒙着黑纱般的
妆容，如往常在回忆完刚刚戛然而止
的梦境记忆之余，突然好奇在所有便
签中不曾留意凌晨五点的星空，然后
在楼顶我幸运发现了一颗孤星。

我往隐约传来鸡鸣声的方向望
去，那片星空正如远方那片海般湛蓝
无波，仅剩的一点星光在身

居蓝色星球的渺小此处看
来是那样的遗世独立，渺小
却依旧在一小片领域为人
瞩目的存在。在这个万籁俱
寂的天地间，独自看着这个
偏安一隅却不甘碌碌无为
还在闪耀着自己光芒的星
辰。尽管放眼天穹，月亮仍
是夜空最闪亮的存在，但我
心中竟还是莫名产生一丝
触动。

那颗星辰乍看之下独
自闪亮于一方星空有一些
孤单落寞，但在肉眼不可及
之处的天色深处，应有一些
星辰是因为我所处位置视
角的局限不被注意的，但现
实的阅历需要我明白的是
换位思考的选择从来不是
天经地义的公平，如那些在
视野中不见光亮不露踪迹
的星辰，是难以在茫茫夜色
中脱颖而出留给别人自己

一厢情愿的遐想与希冀的。
而在这颗今晨闪亮此方的
星辰，此刻所承载的虽是我
对星空美好的向往和注目
却不能纯粹归因于我在茫茫星河中的
赏识。它的幸运之处相比于其他隐匿
光亮的融入夜色的星辰，在我看来不
过是此刻跨越万里之外的距离与我目
之所及时，在心神碰撞那片星空那片
星海时仍以自己的能量在闪亮。

星空之美在于无数星辰的争相闪
耀，无论居于哪个位置都不抑制自内

而外激发正能量的图景。这样的星空
的呈现之美与历史夜幕上闪耀过的那
一个个英雄传奇光辉之美不谋而合，
我一直赞叹折服于天地之间的闪光之
星，就像近期尽管国外局势动荡，世界
范围下疫情的阴霾尚未彻底消散之际
我们仍对国家的星空充满信心，不慌
张于美国单方面制造争端的行径，就

是因为这片星空下有无数

优秀闪耀光辉的共产党人，
他们一直在各个领域引导
带领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
的人民共同战胜疫情的困
难复工、复产和复学，带领
我们继续在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之路前进着。我
为自己今晨的抬头见证了
那颗星的闪亮之美感到一
丝幸运也为见证享受着当
前宁静美好的星空心存感

激。
然而一切经历时间蛰

伏的也都无法逃避的现实
桎梏是无论怎样的欢喜与
落寞都终将面对改变。在驻
足观望中时间像拂过脸颊
的风般微不可察，只是当下
双耳可闻的是，随着附近的
鸟儿四周叽喳鸣声渐起，那
个曾经闪亮一方的星辰眨
眼间已然转身离开蓝色的
舞台。我没有猜想它的故事

结局，毕竟它融入天色久
了，闪耀的时刻终只是我某
夜的梦途一景，当下我还有
更在意的故事等待书写。我

不再遥望距离遥远的星空，因为我们
都知道无论那颗星还是我都有自己的
轨迹都互相指望不上。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日子。走运

当然是好的，不过我情愿做到分毫不
差。这样，运气来的时候，你就有所准备
了。”如海明威所言，星空之下我也是需
要准备好迎接新的改变。渊诗林默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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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电缆员工书画摄影作品展 渊五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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