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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 曾瑾在给友人介绍自己曾瑾在给友人介绍自己

的作品的作品。。

②② 曾瑾在工作室刻画作品曾瑾在工作室刻画作品，，

她认为作品是内心的一面镜子她认为作品是内心的一面镜子。。

③③ 曾瑾对陶瓷器形有自己曾瑾对陶瓷器形有自己

独特的理解独特的理解，，这是她在挑选器形这是她在挑选器形。。

①①

②②

③③

宁 静 作 笔 绘 心 于 瓷
图/文本报记者 高兴贵

在景德镇一个幽静的工作室里，一杯

清茶，几缕浓香。古朴茶几旁有位丽人，

气质高贵而又亲切可人；展柜里是各式样

的陶瓷，虽形不同，但都超凡脱俗而又根

植传统，正如工作室名字——东方秀。这

些艺术品，皆由丽人所做，丽人便是曾

瑾。“瑾”有美玉之义，亦喻美德。人如其

名，在景德镇这个陶瓷艺术家“工厂”，曾

瑾就是块不可多得的“美玉”。

曾瑾作为新生代女性陶艺家的代表性

人物之一，是独特的。她把女性特有的细

致与柔美融合在一起，辅以大气包容的个

性，借助泥与火的升华，开创了独具“曾瑾

特色”的釉上、釉下、半刀泥及多种综合装

饰手法。从艺 20余载，曾瑾是名副其实的

获奖专业户。她的作品在各种博览会、设

计大赛上获得金奖达数十次，更获得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百千万工程人才、全国

“巾帼建功”标兵等荣誉称号。

取得如此成就，有对陶瓷艺术的一片

真心和挚爱，更是内心对生活热爱的外化

于形。正如她的自述：“我用宁静的心去

观察、解读生活，用宁静的心去描绘生活，

每一件作品便是我心灵的独白。”儿时的

她最爱的还是用自己稚嫩的小手，学着父

辈们的样子，把一块块泥巴捏成各种各样

的形状，再描上自己心目中的色彩。曾瑾

尤其爱莲，为了画好莲、读懂莲，曾瑾时常

会背上画板，长时间独自一人与莲相伴。

综合装饰镶器《絮曲》，器型被设计成“S”

形，宛若一位翩翩起舞的少女，器型的动

配上荷的静，不用刻意描绘，荷的摇曳多

彩就已展现得淋漓尽致。

寻觅色彩中的和平与安宁，是曾瑾作

品的主旋律，追求和谐与空灵，“便会明白

博大可以稀释忧愁，宁静能驱散困惑”。

宁静当笔，作画于瓷，也正因为陶瓷大师

们宁静的心，千年的陶瓷文化才能生生不

息，薪火相传。

近日，中铁二局镇龙见习基地的会
议室内，一场“梦想导师”拜师仪式正在
举行。去年大学毕业的张培善，如愿地拜
项目书记马朴亭为师，两人郑重地签订
了合约。

张培善选择马朴亭并不是因为他是
领导，而是因为马朴亭为人处世让整个
项目部心服口服并充满敬意。

马朴亭的经历很是“传奇”，出身农
民工，由于工作出色转成正式工；当过协
警，办过大案，抓过“红通”要犯；参加过
抗震救灾，火线入党；为农民工维过权，
成为农民工的贴心人；研究过“互联网+”
管理，成为创新管理的领头人。2012 年，
他还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只有一句话的入党申请书

传奇经历源自马朴亭不断追梦的
历程。

马朴亭出生在川陕革命老区苍溪
县。1991 年，想闯出一番天地的他离开
老家到中铁二局建筑处打工。由于干过
各个工种，所以他很快就适应了建筑处
的 工 作 。因 为 一 直 有 个 当 兵 的 愿 望 ，
1994 年马朴亭又转岗到中铁二局公安
处第七公安分处第四派出所当上了协
警。虽然是“编外警察”，马朴亭也干得

十分带劲，曾经抓到过公安部通缉的
“红通”要犯，也曾 4 小时内破获特大盗
窃案，所在派出所多次受到上级表彰。

2000 年，马朴亭又回到了建筑一线
工作。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地震发生，
正在成都曦城项目部工作的马朴亭受命
组建第一支 100 人的抢险突击队，赶赴
汶川地震灾区。

当时灾区情况未明，面对未知的
危险大家还是有所犹豫的。这时项目
经理张华大声地说：“我是共产党员，
我报名。”随即，泥工班长张清也说：

“我也是党员，给我报上。”党员机修工
周德全也挤了上来⋯⋯在党员的带动
下，不到 1个小时，就有 100多人报名。

当时的场面触动马朴亭，他觉得党
员是好样的，便萌生了入党的想法。

5 月 13 日凌晨 4 点，包括马朴亭在
内的 300 名抢险突击队员到达都江堰，
与先期到达的中铁二局人员会合，成为
第一支进入都江堰的央企抢险队伍。在
都江堰，他们先后救出 70 多名被埋人
员，其中 12名幸存者。

5 月 28 日一早，马朴亭带领 21 名抢
险队员，奔赴深山中的燕子岩大桥搭设
脚手架加固桥墩。从红白场到燕子岩有 8
公里，没有路，越往里走越危险，但看到
前面山谷里鲜红的党旗迎风飘舞，马朴
亭知道，党员同志已在他们之前向广岳
铁路的深处挺进了。当天晚上，为了搬运
施工材料和工具，他们在这条“死亡之
路”上来回跑了四趟。经过两天两夜连续
作战，并在断粮一天的情况下，马朴亭和
队友们按时完成了抢修任务。

当项目部的领导去灾区一线看望抢
险队员，问他们还有什么需要时，马朴亭
脱口而出：“我想入党。”

他从工具包中拿出记事本，郑重地
写下入党申请书，上面仅有一句话：“如
果我不幸遇难了，这就是我的遗书；如果
我还活着，这就是我的入党申请书。”

6 月 4 日，中铁二局党委在广岳铁路
抢险现场举行了“抗震救灾火线入党宣
誓仪式”。面对党旗，马朴亭举起右手庄

严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预备党员。

临危受命创新管理方式

2016 年初，中铁二局深圳公司镇龙
项目的施工形势十分严峻，被业主点名
批评，信誉垫底。此时，马朴亭临危受命，
被调到镇龙项目，组织上希望利用他的
经验扭转形势。

到岗后，马朴亭一方面摆问题、查原
因、算细账，千方百计地调动员工积极
性，强攻文明施工、进度滞后短板；另一
方面进一步明确领导班子职责，调整部
署，凡不尽职尽责者即被问责。经过半年
努力，到 2016年 6月底，项目的被动局面
彻底改观，工地面貌焕然一新。同年 9 月
底，施工生产再创新高，10 月 6 日，提前
一个月完成盖板浇筑，受到业主称赞。

更为人称赞的是，马朴亭又有了新
梦想，开始利用“互联网+”创新管理模
式，实现了农民工实名制管理。

“你看，这就是我们委托开发的人事
管理 APP，有了它我们能随时掌握农民
工工作信息。”马朴亭给记者演示了“中
铁二局镇龙项目部人事管理”APP。

马朴亭拿起一个安全帽介绍说，我
们的门禁卡是设置在安全帽里，工人可
刷安全帽进出场，系统记录刷卡信息形
成人员考勤及人员进出场情况。

“我们自己设置了一个黑名单，将施
工现场的三违责任人，以及涉及抢偷赌
等不良行为的人员列入黑名单，将来不
再聘用。”马朴亭介绍说，在农民工施工
现场和住地项目的地方都设置了二维
码，只要用手机一扫，即可知道农民工工
资发放、安全生产等各方面的信息。

“未来，我们还将联网推出亲情视
窗，在实名制员工通道安装一个摄像头，
24 小时在线直播员工、农民工上下班情
况，家属均可通过网页观看。”马朴亭说。

为农民工“飞车”讨薪

由于表现优异，经过多年发展，马朴

亭破格由农民工转为正式工，从工人做
到了管理岗，现在已经成为中铁二局深
圳公司镇龙项目部党委书记。虽然当了
领导，但是在工人们眼里，老马还是那个
老马，处处为农民工兄弟着想。

2016 年 12 月 10 日上午，正在办公
室埋头工作的马朴亭，听到了一阵急促
的敲门声。

保安队长赵云海满头大汗地说，一
家劳务公司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导致工
人们情绪激动，开始闹事儿。

马朴亭很快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马上安排赵云海先去生活区安抚被欠薪
的农民工，防止情绪失控。他自己去联系
该公司的负责人。

当过协警的老马对于法律条款非常
熟悉，对该负责人反复强调他们的行为
已经触犯了法律。经过多番沟通，该负责
人同意拿出 250万元来支付工资。

可不曾想，12 月 20 日下午，马朴亭
又接到电话，说发放工资的人仅发了 30
多万元工资，就携款跑了。老马一下就急
了，安排项目上的人兵分两路去追。

“一定要把他追回来，绝对不能让他
把农民工的钱卷跑了。”老马一边赶路一
边给该负责人打电话。终于，在去往深圳
的高速路口追上了发工资的人。再次经
过协商后，对方终于答应继续为农民工
发放工资。

第二天清晨五点多，马朴亭一行人
赶回项目部，立刻组织农民工发放工资，
录像拍照，全程监督，直到工资全部发放
完毕。

这样的故事在老马身上还有很多，
为了维护农民工的权益，老马经常四处
去讨薪。截至目前，帮助农民工追回被拖
欠工资 910多万元。

为了保障更多农民工的利益，马朴
亭还运用法律知识，为公司起草了《农民
工法律援助办法》《农民工维权管理办
法》《农民工义务权利告知书》等 6 份文
件。有人说这事本不该他管，可他总笑呵
呵地说：“我也曾是农民工，知道他们不
容易，需要更多人的帮助。”

“ 传 奇 ”农 民 工
——记中铁二局深圳公司镇龙项目部党委书记马朴亭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齐 慧

人物小传：

马朴亭，男，中共党员，中铁二局深圳公司广州地铁 21 号线镇龙车辆段党委书记。他出身农民工，由于工作出色转成

正式工；当过协警，办过大案，抓过“红通”要犯；参加过抗震救灾，火线入党；为农民工维过权，成为农民工的贴心人；

研究过“互联网+”管理，成为创新管理的领头人。先后荣获国务院国资委“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国务院国资委“优秀共

产党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取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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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居民李麦玲家中珍藏着一本
《毛氏世谱》，其中载有“家训十则”，要求家里人必须孝老
敬亲、夫妻恩爱、严管子女、勤俭持家、和睦乡邻。

《毛氏世谱》最早修订于清朝同治七年（公元 1868
年），1997 年第三次修订。现存毛氏同治世谱一部、毛氏
民国世谱一部、毛氏现代世谱一部。这 3 版世谱，既是一
部百年家族史，更是毛家先辈的美德史。

“家训”的每一条，李麦玲一家人都要严格遵循，尤其
对第十条“在政府机关供职者，要洁身自律、勤政为民、廉
洁奉公、尽职尽责”，更要铭记于心。

李麦玲和丈夫毛杰都在税务部门工作，公公毛吉祥
和婆婆邹雪云常常用家谱教育和提醒他们，办公道事、做
清白人。对于公公婆婆的叮嘱，祖训家规的训诫，李麦玲
夫妻始终牢记于心。税务工作处在各种利益交织的风
口浪尖上，平时亲朋好友所求事情也比较多，李麦玲夫妻
严格要求自己，绝对不办违反原则的事。

他们儿子叫毛正立，是爷爷起的名字，寓意他像祖
辈、父辈一样堂堂正正、清清白白。18 岁的毛正立，从爷
爷那听了毛家先辈恪守家训的故事，颇为自豪。“那是中
国社会动乱不堪的年代，毛家一支迁入陕西扎根后，山东
同乡的毛家人落难到此。彼时的庄基地，对于处在忍受
饥饿之苦的农民来说，算是家中最宝贵的财产，为了让同
乡人不再受奔波之苦，先辈将自己的一院庄基地分给并
不熟悉的家乡人。”时至今日，每当家族中的亲人出现经
济矛盾时，毛祥吉老人总是用先辈的故事警示后人。

丈夫兄弟三人，各自成家后，公公婆婆更是把家风传
承当作使命，每逢家中晚辈结婚成家、新生命诞生、考取
学业或者工作职务变动等大事儿，便拿出世谱提醒教育。

“家训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精神的一种传承，它就
像一只很特别的闹钟，有很强的警醒和提示作用。”李麦
玲形容道：“在世谱的约束下，我们一家人坚持做到传承
家风，遵循祖训、廉洁奉公、尽职尽责。我们觉得遵循祖
训、传承家风是最大的孝道，也是最大的爱。”

陕西西安市碑林区李麦玲：

家训就像叫醒闹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佳佳吴佳佳

在山东新泰市聚野家庭农场，“80后”焦圣贵正和工人
炒制蒲公英茶叶，揉捻、杀青、炒干、烘干，做得有板有眼。

“以前只把蒲公英当成野菜吃，现在开发成具有清热
解毒、利尿散结功效的茶，市场上供不应求，我正打算与
别人合伙扩大生产规模。”面色黝黑、略显清瘦的焦圣贵
告诉记者。

大学毕业后，焦圣贵曾在泰安市科技局工作了 5
年。他注意到，每逢周末，越来越多的城里人跑到乡下挖
野菜。他开始琢磨：野菜除了具备天然有机、营养丰富的
因素外，还兼具医疗保健价值。在人们追求返璞归真中，
是否蕴藏着商机？2007 年夏天，他从野外收集了一些荠
菜、面条菜、灰菜、苦菜、白蒿等野菜种子，利用每周一次
的闲暇时间，在自家农田里试种。一年下来，他试种的 3
亩地赚了 3 万多元。种野菜的收入比板栗、山楂、桃树可
观多了。于是，种野菜自主创业的念头，犹如地里一茬茬
生长的野菜，一发而不可收。

2011 年，焦圣贵感到自主创业的时机已经成熟，但
刚一表露出要辞职的想法，就立刻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

“好不容易供你上了大学，你现在要放弃铁饭碗，回村里
重拾土坷垃？这让我们的脸往哪里搁？”然而，焦圣贵主
意已定，他详细给父母讲他的野菜“生意经”。在他的坚
持下，父母不仅尊重了他的选择，还成了他的种植顾问。

无疑，创业的过程是艰辛的。“原以为，自主创业就是
告别朝九晚五，没想到现在经常是朝六晚十。”焦圣贵苦
笑道。2015 年 10 月份，在大棚上作业时，他一不留神摔
下来，造成右脚足骨粉碎性骨折，住了一个月医院，脚上
打了 1块钢板和 7个钢钉。

为让野菜长“大”变“壮”，2013 年，他在新泰市泉沟
镇小良庄村通过土地流转，注册成立了新泰市聚野家庭
农场，建立了中国野菜野生水果种源基地。另外，他还发
展林下畜禽养殖及水果精品百果园，开发了野菜及野生
水果的深加工。焦圣贵说，他将继续丰富完善野菜品种，
扩大种植面积，探索更多野菜的深加工方法和工艺，通过
一二三产融合，促进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焦圣贵：

种下野菜收获梦想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肖根法

焦圣贵在基地查看野菜生长情况。 王金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