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力电器牵手成龙

国家质检总局:不会取消
格力空调 "世界名牌 "称号

2010年野家电下乡冶招标公示

格力空调 50款型号全部中标

本报讯 日前，广受关注的 2010年

家电下乡空调项目招标结果公示，20家

空调企业榜上有名，其中空调大佬格力

电器 50个型号全部中标，成为此轮家

电下乡空调项目的最大赢家之一。

2009年，“家电下乡”成为金融危机

下各家电企业业绩突破口之一，数据显

示，2009年 1—12月，“家电下乡”销量

突破 3767.98万台，销售额 692.57 多

亿元。而作为空调下乡的先锋，格力空

调更是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官方公布

的家电下乡销售统计数据中，格力以超

过 132万台的销量，35.9亿的销售额，

以绝对优势稳坐 2009年空调下乡“一

哥”地位。

野节能惠民冶空调型号首超四千

格力成为家电业低碳发展标杆

本报讯 近日，人民网主办的以

“低碳经济与产业升级”为主题的“2009

家电创新高峰论坛”在京召开，会议揭

晓了中国家电产业 2009年度十大创新

人物、十大创新产品、绿色标杆企业等

大奖榜单。

其中，格力电器凭借自主创新以及

长期以来在绿色、节能和环保方面的突

出贡献，揽获 2009年度“绿色标杆企

业”大奖，同时，格力 G-Matrik 全直流

变频空调荣获“十大创新产品”称号，格

力电器总裁董明珠获得“十大创新人

物”称号。

人民网“2009年家电创新论坛”旨

在让更多家电企业关注低碳经济，以技

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推动行业的发展，作

为低碳发展的先行者。

本报讯 近日，第三批“节能产品惠

民工程”高效节能空调推广名单公布，

共 25家空调企业 1655款型号中标。加

上第一、二批的中标数量，目前“节能惠

民”补贴空调累计达到 4290个。其中，

格力空调以总计 779 个中标型号独占

鳌头，成为“节能惠民”政策启动以来中

标空调数量最多的企业。

政策规定，“节能惠民”补贴对象为

1、2级能效产品，对能效等级 2级的空

调给予 300-650元 /台（套）的补贴，对

能效等级 1级的空调给予 500-850元 /

台（套）的补贴，于 2009年 6月 1日正式

实施。

巴西举行
迎新联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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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高居榜首

本报讯 近期，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总工程师张纲表示：“质检总局不

会取消格力空调‘世界名牌’的称号。”

张纲表示，根据质检总局《关于开

展中国世界名牌产品评价工作的通知》

（国质检质[2005]95号），格力空调获得

了“世界名牌”荣誉称号。2009年，质检

总局废止了上述规范性文件，决定暂停

中国世界名牌评价活动，但该决定并不

影响已经获得“世界名牌”荣誉称号的格

力空调。

另外，张纲还介绍道，今年国家质检

总局将按照全国质检工作会议提出的

“突出品牌、标准、服务、效益”四个重点

的要求，认真总结各地的做法，进一步加

大推进实施名牌发展战略的力度。“我

们将积极会同有关部门，促进企业培育

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具有较

强竞争力的名牌产品。进一步创新实施

名牌发展战略的思路，从市场占有率、消

费者满意度、质量水平、企业诚信度和各

项基础工作入手，加快建立以消费者认

可和市场评价为基础的名牌产生机制。

进一步做好名牌产品的宣传和保护工

作，引导和鼓励企业增强品牌意识，提高

自主品牌的市场竞争能力。”

（摘自中国经济网）

助推“中国创造”
本报讯 2010年，格力电器重磅出

击，聘请国际巨星成龙作为格力品牌形

象代言人，这也是格力电器近年来首次

启用明星代言。目前系列广告片已在中

央电视台等全国主流电视媒体播出。

此次与成龙合作，旨在通过成龙的

国际影响力，搭建起格力品牌和消费者

之间更通畅的沟通桥梁，让消费者更深

入了解格力的品牌价值和创新能力。

不难发现，格力电器与成龙具有极

其相似的内涵。随着今年《大兵小将》的

放映，成龙刚好演了整整 100部电影，

从籍籍无名的配角到如今的国际巨星，

成龙已经成为中国人走向国际的典型

代表，更是中国人的骄傲。而格力电器

从当年不到 2万台生产量的小厂，到如

今全球最大的空调制造商，坚持自主创

新，以精品品质代表“中国创造”走向国

际。两者拼搏向前的精神和务实可信的

形象浑然一体。

成龙在拍摄广告片的时候，也力赞

格力空调的好品质，还积极和工作人员

建言有吸引力的广告词，号召“中国人，

就要用好的国货。”

业内人士表示，多年来，格力电器立

足技术实力和优良品质，引领中国企业

走中国创造之路，此次牵手成龙，对进一

步提升格力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提

升“中国创造”的国际影响力必将产生巨

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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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电器：淡季销售不淡

本报讯 近日，为期三天

的第三届全国销售公司导购培

训主管年度培训会议在珠海落

幕，来自全国的近百名培训主

管参加了本次培训。

本次培训以提高各销售公

司培训负责人的业务水平、增

加总部与销售公司间的沟通联

系、增强格力培训队伍的凝聚

力为目标，旨在指导终端更好

的开展培训工作。

本次培训除公司讲师外，

还特邀飞跃巅峰心智拓展老师

和格力凌达公司李鹏飞部长对

相关内容做了详细讲解。培训

内容涉及面广，从团队建设到

培训工作的具体开展实施，从

空调产品到零部件压缩机知

识，都有详尽讲解。

（客户培训部 杨晓晓）

全国销售公司导购培训
主管会议在珠海落幕

格力电器举行盛大迎新年团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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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销售公司举行迎新联欢活动
本报讯 中国新春佳节来

临之际，远在大洋彼岸的巴西

格力员工也一起沉浸在来自这

个遥远国度的节日喜庆之中。

阳光、草地、啤酒、烤肉、音

乐、舞蹈、游泳、足球，巴西化的

庆祝方式将白、黄、黑、棕四种

不同肤色的格力员工聚集在一

起，大家载歌载舞，欢声笑语洒

落在活动场地的每一个角落。

足球场上，中方员工和巴方员

工组成各自的队伍尽情挥洒着

汗水，女员工们围坐在烧烤旁

津津有味的咨询着自己的生肖

属相，家属及孩子们在泳池里

欢快的戏水，桌式足球、台球、

鱼塘旁边也人头攒动，每个人

都在找着自己感兴趣的项目捉

对厮杀，到处都洋溢着欢乐祥

和的气氛。比赛结束时，踢球落

败的中方员工被一个个扔下游

泳池，巴方员工则和着音乐在

岸上忘情的跳起了极富异域风

情的桑巴舞，在这一刻，没有了

劳方和资方、没有了领导和下

属、没有了种族和肤色，有的只

是格力一家人的温馨与和谐、

信任与快乐。最后，巴方员工领

到他们的新年红包后，惊喜连

连、拍手称快，用他们对中方员

工的拥抱表达了对这个中国祝

福的感谢。

作为一个进入巴西 11 年

的中国企业，巴西销售公司每

年都会举行很多中国文化普及

活动，以增进中巴员工的了解，

促进相互融合。每逢节日，巴西

员工都可以收到关于节日传说

和习俗的邮件，他们对于这些

陌生的东方习俗表现出了浓厚

的兴趣，尤其对七夕节的爱情

故事和端午节的龙舟比赛最为

关注，以至于每当这些节日快

到时，就有巴方员工主动询问

具体公历日期。这些活动有效

拉进了中巴员工的距离，使巴

西员工感受着中国公司的温暖

和亲切，也深化着格力品牌国

际化战略的效果和影响。

（巴西销售公司 Eric）

本报讯 1月 25日晚，“激

流高歌立潮头”———格力电器

迎新年团拜会在珠海德翰酒店

金色年华大厅隆重举行。会上，

珠海市委副书记钱芳莉代表市

委市政府向全球 4万名格力员

工送上了诚挚的节日祝福，并

勉励格力电器再创佳绩。

珠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钟

世坚，市委副书记钱芳莉，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杨金华，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黄晓东，市委常

委、市委秘书长、组织部长刘振

新，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小

龙，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

冼文，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

建平，副市长陈洪辉等领导出

席团拜会，与格力电器 1400 多

名员工共贺新春，欣赏格力艺

术团的精彩演出。

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在

团拜会上表示，2009年，格力电

器战胜了金融危机，销售收入

和净利润双双增长；2010年，格

力电器确定了销售收入突破

500亿元的目标，公司将坚持

“自我创业、自主创新、自有品

牌”的发展道路，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当好从“中国制造”向“中

国创造”转变的排头兵。

钱芳莉代表市委、市政府

对格力电器过去一年所取得的

成绩表示祝贺。她说，格力电器

是珠海的龙头企业，已连续 5

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空调生产企

业，2009年虽然遇到各种挑战，

但在 4万多名员工的拼搏努力

下，依然取得了优异的业绩，为

股东、社会和国家交了一份满

意的答卷，珠海市委市政府将

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格力电器

的发展。她祝愿格力电器在新

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绩，为

珠海经济建设再立新功。

在一片祥和欢快的气氛

中，格力艺术团为与会嘉宾和

员工表演了自编自导的精彩节

目，让大家品尝了一顿美轮美

奂的视听大餐。

2010年力争突破 500亿元

█ 2009 年公司调整产品

结构，三季度主营收入增速加

快。预计 2009全年公司销售收

入基本与 2008年持平，但净利

润将会有较大幅度增长。

█ 对于国内企业而言，中

央空调生产企业都是从家用空

调发展起来的，相对外资品牌

历史较短，但国内企业具有本

土化的优势及渠道优势。2010

年公司将在中央空调业务上加

大投入，并逐渐培养更多具有

中央空调安装资质的经销商，

市场前景值得期待。

█ 2009 年受国外消费不

振的影响，公司空调出口业务

下滑。2010年公司将加大自主

品牌的建设，不断提高自主品

牌比例，以提高出口业务的综

合毛利率。预计今年出口收入

的增速将大于内销，有望达

40%以上，对 2010年全年的销

售额将有较大贡献。

（摘自《中国证券报》）

①

② ③

淤 朱江洪董事长尧 董明珠总裁
和全体演职人员合影留念

于 1400 多名格力人和珠海市
委市政府领导尧 各界嘉宾欢聚
一堂袁喜迎新春

盂 受日本大金工业株式会社井
上会长的嘱托袁 大金员工专程
从日本来到珠海袁 为大家表演
了精彩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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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18 日，深圳市

格力销售公司为庆祝区域销售

公司成立十周年举办主题为

“感恩十年，再铸辉煌”的大型

庆典活动。

下午四时整，应邀的经销

商齐聚会议室开始了轻松惬意

的茶话会。会议打破以往的传

统，经销商踊跃发言，气氛活

跃。与会经销商针对 2010年市

场发展趋势、市场操作规范、经

营心得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晚上六时许，一场声势浩

大的中华醒狮舞在锣鼓喧天中

为庆典晚会拉开序幕。

会上，由公司骨干合唱的

《众人划桨开大船》鼓舞了在场

每一位格力人，也为晚会节目

正式开始拉开了序幕。来自专

业演员的《激光舞》、《变脸》、

《杂技》、《魔术》等表演震撼全

场。来自公司员工自编、自导、

自演的节目更是让观众惊喜万

分：一部模仿春晚节目《小崔说

事》的衍生小品《格力人有话

说》更是凸显员工的创作和表

演才能。台上的精彩演出、台下

的热情欢呼，把晚会推向了一

个个高潮。

晚上十点二十分，随着音

乐《明天会更好》激昂旋律的响

起，演员、嘉宾、员工登台齐唱，

共同祝福格力的明天会更好，

歌声响彻会场，划破夜空。

十周年庆典既是十年来经

销商与员工的重大聚会，也是

对深圳格力过去十年的总结，

在未来，深圳销售公司将凭借

着强大的企业文化和集体的拼

搏精神，在广大经销商的支持

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占

鳌头。 （深圳销售公司李远昌）

感恩十年 再铸辉煌
深圳格力销售公司成立十周年纪念

本报讯 2009 年 11 月初，

格力商用空调成功斩获柬埔寨

金边钻石岛城项目。

此次中标标志着中国商用

空调第一次晋身柬埔寨国家级

重点开发工程。

该项目全部采用格力 GMV

系列产品，目前，部分大厅已经

完工并使用。客户对工程安装相

当满意，并表示以后的工程都将

采用格力的产品。

柬埔寨金边钻石岛城项目

是柬埔寨政府目前最大的在建

工程，将成为金边最高档的富人

区，此区域内标价一百万美元的

在建别墅已经销售一空。由柬埔

寨加华银行方乔生先生投资的

钻石岛会议中心工程，位于此项

目的中心，以后将成为柬埔寨政

府活动、国际会议以及大型国家

级宴会庆典的首选场所。

此外，格力空调还进驻了柬

埔寨金边最大的书局———和平

书局，目前有六家分店，均采用

格力的座吊机、风幕机和电风

扇。客户已接受了格力的产品，

并表示以后的工程都会选用格

力的产品。

（出口部 彭鸿）

格力商用空调晋身柬埔寨
国家级重点开发工程

本报讯 11月 23日，60余

名印尼格力经销商抵达珠海总

部访问。

印度尼西亚处于热带赤道

地区，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空

调市场，每年销售量在 100万

套左右。近年来印尼经济的快

速增长，拉动了空调市场的可

观增长。

印尼作为格力较早开拓的

海外市场，近年来，凭着格力一

贯的产品品质，随着海外自主

品牌推广力度的加大及当地代

理 PT.GREE ADHI KARTIKA 成

功的市场运作，格力在印尼的

销量逐年递增。

印尼的经销商们纷纷表

示，此次来访不仅见证了格力

的飞跃发展，整洁有序的工业

园区和一流的实验室也给他们

留下了深刻印象。

（出口部 彭鸿）

印尼格力经销商
来访珠海

图为柬埔寨国家级重点开发工程要要要钻石岛城项目

图为柬埔寨和平书局门店

本报讯 12月 7 日，家住

云岗的王女士接到了一个让她

惊喜的电话。格力空调云岗专

卖店工作人员通知她，格力正

在举行“格力专卖，感恩回馈”

活动，因为她三年前在云岗专

卖店买了一台格力空调，现在

凭当时的购机发票，可免费办

一张“格力专卖会员卡”，成为

格力专卖店会员，享受积分、免

费清洗、再次购机享优惠等服

务。同时，她还可以免费填写一

张“格力专卖 感恩回馈”抽奖

券，有机会中空调游珠海。这意

外的惊喜一时让王女士不太敢

相信，直到她看到格力登在媒

体上的“会员招募”广告后才确

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并很快到

格力云岗专卖店办了张会员

卡。

12月份，像王女士这样因

为之前购买了格力空调而成为

格力专卖店会员的老用户不在

少数。这得益于北京格力正在

积极推广的“格力专卖 感恩回

馈”活动。作为 2010 年元旦促

销活动序曲，“感恩回馈”活动

意在打造各专卖门店与老用户

之间交流沟通平台，通过会员

卡作为纽带，促使老用户推荐

消费或再次消费。同时，免费的

抽奖活动实践了“格力空调消

费绝非一次性买卖”的承诺，让

老用户感受到购买格力空调有

着更多的实惠。

为了展示专卖店在服务等

方面的独特优势，北京公司策

划了首场全市范围内大型感恩

活动，回馈老用户，推广会员

制，建立门店与消费者间的互

动平台，帮助门店锁定消费群。

目前各门店积极行动，利用会

员制推广期免费办卡机会，联

系老用户，发展新用户，为此后

的销售奠定客户基础。

又讯 2010 年的第一天，北

京销售公司 5家新开业的专卖

店，举行开业典礼。

根据北京销售公司新年度

渠道战略规划，2010 年度北京

地区的专卖店以超过竞争对手

一倍以上的数量领跑北京家电

市场。此外，在专卖店质量和区

域布局上也让竞争品牌望尘莫

及。早在几年前北京销售公司

就开始布局北京最重要的家电

商圈三环沿线，目前已形成以

格力中塔专卖店、马甸专卖店

为旗帜，安贞专卖店、联想桥专

卖店为标杆的三环格力专卖体

系。目前三环上的格力专卖店

已达 10家，分布在几乎所有重

点家电商圈。

随着元旦期间格力中塔

店、大悦城店的盛大开业，北京

地区格力专卖体系已全面进入

商圈店面时代。对商圈店的经

营，北京地区经销商表现出了

极大的信心。

（北京销售公司 吴巧梅李金侠）

北京全面推行专卖会员制
专卖店体系已进入商圈店面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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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战

喜欢古朴的东西，哪怕一

件旧器，一款衣式，一座老宅，

一方旧习，只要是包涵了地域

文化，或者悠远历史的东西，对

我而言，都有着厚重的诱惑。对

甘家大院的向往，大概始于此

吧。

如果说“城市是靠记忆而

存在的”，那么，这座南捕厅十

九号，著名的“九十九间半”，清

代中国最大的平民住宅———甘

家大院，在人们心目中凝聚成

的崇高地位就不难解释了。这

座距今已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甘

熙宅第，（南京政府将其定名为

“甘家大院”），是清道光初年江

宁的甘福修建。甘熙是甘福的

次子，为晚清著名文人，曾经中

过进士，生平著作甚丰。相传甘

氏为金陵望族，甘氏父子曾遍

访吴越，收集书籍十万册，建藏

书楼，名津逮楼，并因此留名青

史。

甘家大院从南捕厅十五号

到十九号，现为南京市民俗博

物馆，按区分别展示不同的内

容：十五号是南京传统民居厅

堂展示，可以体会清末民居的

居宅理念；十七号展示南京地

区民俗技艺；十九号的南京传

统民居图片展，有秦淮河的河

房河厅建筑、多进穿堂建筑及

精美的木雕、砖雕、石雕等建筑

构件，是研究南京地区明清民

居的宝库。

甘熙故居其实总共有房间

三百余间。因皇家规定民间住

宅不得超出百间，甘熙曾在朝

为官，深知法规，故对外宣称

“九十九间半”。

尽管坐落在闹市之中，甘

家老宅里却极其幽静，仿佛一

位阅历颇丰的老者，在嘈杂的

人群中气定神闲地摇着扇，呷

着茶，眯缝着眼睛哼唱京剧，全

然不为外界所干扰。这个形象，

让我想起“大隐隐于市”。甘家

大院一点也没辜负大隐士这一

身份，在繁华的都市里，以他特

有的气息为人所敬重。

我就是怀着这种敬意进入

门厅的，从门厅、大厅、内厅、主

人房、佛堂、洞房、闺房、书斋，

园子，无论是园里的一丛芭蕉，

还是伸展到阁楼的枇杷树，还

是园角的石桌石凳，还是池里

的一群游鱼，在厅堂和楼阁间

穿梭的感觉，比幼年于老村的

一进进房屋前后迂回绕行时的

快乐多了一份底蕴，内心充实

着那么一份安详，和一缕对老

宅昔日风华的联想。

时值冬至前夕，近午，久违

的阳光照在老宅黑幽幽的瓦

上，落在天井中的青砖上，罩住

了曾经名声大振的逮津楼，铺

在庭院里的草地上，连带不小

心洒落在几位闲庭信步般的参

观者身上的那两束，———时光

是这样的安闲，仿佛流年并不

曾带走老宅的繁华，亦仿佛被

阳光下蹦跳的麻雀渲染了生

气，此时恬静，正如从老宅的

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沉稳一般。

甘家大院并不仅仅是房屋建筑

的展示，民俗技艺展示区里，展

示现场有老艺师表演皮影戏、

泥人、魔术、九连环、剪纸等当

时盛行的一些民俗技艺。这里

是手艺人的天堂，心灵手巧足

见市场，也足见当时市井生活

之热闹。这些艺技是祖国的瑰

宝，充分显示了传统手艺的源

远流长。展区有一个房间里是

微型的街景展示，卖白玉兰的，

擦鞋的，磨刀的，补器皿的……

听着当时走街串巷卖白玉兰的

大妈的叫卖声，流连在旧时的

街头铺子前，印象里依次延伸

出儿时对街道的认识，有那么

一些似曾相识的记忆随之涌

来，仿佛一部旧电影，把熟悉

的，不熟悉的民俗风情一一回

放。

让我逗留最久的，当属十

九号的民俗图片展区，其中有

一组民俗民谣图片让人由衷地

感受到老南京的浓厚风味。像

脍炙人口的《数九歌》：一九二

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

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

九燕来，九九加一九，春牛遍地

走。小时候也是倒背如流的，如

今，偶尔才会从老人的嘴中听

说，今天正好来温习一遍。

还有《夏日数九歌》：一九

二九，扇子不离手；三九二十

七，冰茶甜如蜜；四九三十六，

争向露头宿；五九四十五，炎秋

似老虎；六九五十四，乘凉不入

寺；七九六十三，床头摸被单；

八九七十二，子夜妹夹被；九九

八十一，家家打炭急。这倒是第

一次看到，倒是很形象的。

还有一些耳熟能详的民

谣：干净冬至邋遢年；若要富，

冬至吃块热豆腐；早上立了秋，

晚上凉飕飕。立秋过后，还有

（秋老虎）一头；二月二，龙抬

头，家家接女诉冤仇；七月半，

烧锅的和尚也上台；三月三，荠

菜花赛牡丹，女人不戴无钱用，

女人一戴粮满仓；（拜年儿歌）

拜年拜年，好话在前，洋糖一

包，十三两五钱，头一磕，有吃

有喝，手一伸，瓜子花生，脚一

跷，桔子香蕉，杯一拿，洋糖热

茶，要走要走，欢喜团到手，多

谢多谢，明年再会；新年到，真

热闹，敲锣鼓，放鞭炮……

这些民谣，幼时常听父母

祖辈说唱，并不见得有多稀奇，

倒是现在，不但极少听到，也成

了博物馆的珍藏了。一边数唱

着民谣，一边感受着壁画上从

春初到冬末的各种民俗风情，

从中华门城楼放风筝，清明时

节上坟，端午吃粽中秋敬月，到

过年时的热闹忙碌，一路而来，

情景交融，把民间最传统最古

朴的习俗周全得反映了出来，

非常有趣味。怪不得古人会想

到收集民风整理《诗经》，民俗

文化集中了老百姓的灿烂智

慧，真正是老百姓的史诗呢！

回头再看那些精美的雕刻

物件，一扇雕花窗，一口老井的

井栏，都让人由衷感叹古人在

没有现代机械辅助的情况下制

造出如此精致的物件的神奇。

感谢这些老建筑得以让我们再

次认识到那些能工巧匠们技术

的精湛，深刻感受到劳动人民

智慧的伟大！

门外，是现代科技与时尚

结合的都市靓景，门内，是一派

平和安宁与沉稳结合的气

候———甘家大院，一如繁华都

市里的隐士，记载着甘家荣耀

的历史，更记录着老南京的风

华无限。他是一部南京的民俗

史，用他的宽厚、博大保留着为

我们逐渐模糊的记忆，相信他

亦将以他深厚的内涵继续影响

到我们的子孙后代，把有关民

俗历史的经典流传下去。

甘家大院：闹市中的大隐者
文 /江苏销售公司 吕萍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

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诗仙的这首诗，经过千百年，依

然博得世人的喜爱，成为有关

于思念的永恒经典。

诗人的床，须是挨着窗的，

所以那皎皎月光如水而泄，顺

着夜空的雾气，沿着思念的想

象，漫过窗台，浸满了卧室。一

扇小小的窗，外边是无垠的月，

里面是对月思乡。此情此景，被

窗子嵌成的一幅画面，就无比

的清澈和幽远。

窗前月，由此扮演了柔情

无限的主儿，很多时候，成为了

思念的“罪魁祸首”。

“明月夜，短松岗”，苏轼在

数十年之后依然深深的思念着

亡妻，“十年生死两茫茫”，就着

月夜，在松柏依依的山岗，焚一

柱心香，思念袅袅升起，不知何

时泪水早已沾湿诗人的衣襟，

忧思找不到释放的出口，在茫

茫的月光里流浪。

然而，时代变迁，现今人们

不会有古人那么多的机会，那

么多的空间和时间去品味月

色。高楼林立，阻隔住月光的洒

落；喧哗拥堵，斩断了月光的蔓

延。我们的心却找不到拒绝思

念的理由，无缘于月光如水从

窗前一直流泻心间，但是心里

总是会有一扇窗，向着归家的

方向，挂满了思念的珍珠。

每每风起，连串的思念之

珠轻轻撩动我们的心弦，在月

华似水的夜晚，我们更是情不

知所起，一发不可收。不管是月

牙弯弯的耐人寻味，还是月圆

饱满的盈盈可爱，都让人神往

之。

站在窗前，我们窥到那亘

古不变的月色，曾制造过千差

万别的情景：“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遥寄的是美好的祈

愿；“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

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泼洒出无

边无际的寂静与落寞；萧何月

下飞马追韩信，那丝丝略带寒

气的月光，是否为“成也萧何败

也萧何”埋下伏笔？火烧赤壁，

那云层间若隐若现的冷月，是

否也曾料到三国鼎立的局势？

窗前的月色，总是随着世

人情绪的起起伏伏呈现出不一

样的韵味。闲适满足的时候，那

月色永远是美好的；空虚孤单

的时候，那月色笼罩着忧思；不

幸厄运来临的时候，那月色便

蒙上了些许不安和冷酷。

从古至今，月亮永远是那

个月亮，在人类浩浩荡荡的文

明中一路洒落，更在中国的文

化书卷里永远散发着永不消逝

的香气，成为一种不朽的意象，

让世人油然而生难以言传的情

结。

时光流转，此情可待。

窗 前 月

望月图 画 /凯邦电机陈洪

文 /筛选分厂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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