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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胤今年 12岁。她妈妈是
光明乳业常温营销中心的一名销
售稽查员，每天都与销售数字打
交道。小佳胤参观过妈妈工作的
地方，妈妈也会给她讲很多关于
光明乳业的故事和道理，让她受
益匪浅。小佳胤说道：“从妈妈
身上，我学到了做任何事都要严
谨 仔 细 。 作 为 一 名 光 明 乳 业

‘牛’人的牛娃，常被班里的同学
亲切地叫‘小光明’，我希望自己
能够成为一个能常给大家带来

‘光明’的人，每一天都开心和快

乐，充满希望。”
一代代光明乳业人的坚守与

传承，铸就了百年乳企的品质与
品格。他们用平凡书写了不平凡
的篇章，并将这份光明品格深深
烙印在企业发展脉络中，代代相
传。百年光明成就“鲜”美人生，
五代“牛”人的故事是无数光明乳
业人的缩影，他们在自己的岗位
上深耕细作，以“让更多人感受美
味和健康的快乐”为动力，坚守城
市“新鲜”第一线，为滋养国人美
好生活贡献光明力量。 唐朝

光明乳业五代“牛”人 匠心传承成就“鲜”美人生
当一个品牌成为一代人甚至几

代人的共同记忆，因岁月沉淀而历

久弥新，必有其刻骨铭心之处。关

于光明乳业的故事，我们要从 20世
纪初开始说起。

2021年，正值“光明”品牌诞生

70周年，跨越世纪的风雨历程，在

牛年之际，光明乳业五代“牛”人讲

述了他们与一头牛、一瓶牛奶、一条

生产线、一辆送奶车的故事，述说着

光明乳业的历史与传承。

从 18到 60岁 他用一生诠释“匠心”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周美根
18岁来到光明乳业旗下的益民食品
一厂，从维修员做起，到60岁退休，一
路见证了上海的“光明”成为全国人民
的“光明”。

42年生产线设备维修保养工作，从
刚进厂时的人工加半自动化生产线到
现在的全自动封闭式管理生产，周美根

不断对自己提出高要求，参加各项专业
技能培训，不断读书学习。他对设备反
复调试，按照实际需求进行改造，最终
将非乳品生产线设备成功改造成为乳
品生产线。他用严苛的态度，剖析每一
个安全隐患。他经常主动放弃休息时
间第一时间对设备进行抢修、调试。

“作为一名工厂维修员，从学徒

到带学徒，每天看着机器有序运转就
是最满足的时刻。”这种满足，来源于
坚守，而这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正是
出于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与敬畏之
心。正如周美根所说：“‘光明’不止是
一个品牌，更是一种品格。”而这种匠
心精神也在周美根带徒弟的过程中
代代相传。

把好第一道关口 48岁的她凝聚光明力量

48岁的张敏忠作为光明乳业华
东中心工厂的品控员，她自 2003年
加入光明乳业，是乳品八厂合并搬
迁至华东中心工厂实验室的第一批
员工。

18年的耕耘，只为把好第一道

关口。将日常工作中多条繁杂的规
范标准熟记于心，将专业体现在服
务的每一处。“作为一名工厂品控
员，每天为出厂的产品打上合格，保
障消费者的饮食安全，就是最骄傲
的时刻。”像牛一样坚韧不拔的精

神，让张敏忠在工作中总是能葆有
不断学习与克服的力量。还有两年
多张敏忠就要退休了，她说很骄傲
自己是光明乳业人，光明力量就是
坚持不懈，她会将这种精神与坚守
传承下去。

做好奶源保障工作 36岁的她以爱养牛

一杯好牛奶的历程，从奶源开
始，守护奶牛，就是守护光明乳业品质
的开端。来自光明乳业牧场的挤奶

工黄后勤，是一位与奶牛接触了10年
的光明乳业“牛”人，凭借丰富的经验，
她已熟练掌握养殖工作体系，除时刻

关注奶牛的行为状态和原奶的各项
指标外，现在的黄后勤更能够凭借肉
眼看出奶牛、牛奶的异常情况，第一时

清晨的使命必达 24岁的他与城市共成长

凌晨 2点多，24岁的光明随心
订送奶员欧阳青龙已经穿好工作
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要先
到达配送站开始错峰取奶，无论
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他都要把新
鲜牛奶准时送到每一户市民家
中，这是每一位光明随心订送奶
员们的清晨使命。

“我的岳父岳母也是随心订
的送奶员，经过他们的推荐，我也
成为随心订的一员。妻子小时候
父母送奶刚要出门时，她便开始
哭，只好把她放在奶车后面跟着

一起摇晃，在需要送奶上楼时更
是一手抱着她一手拎着奶瓶送
奶，叮当作响的奶瓶碰撞声已成
为我妻子的儿时记忆。”现在，欧
阳青龙的岳父岳母到了退休年
纪，他自己也加入了送奶战队。作
为一名“新晋”送奶员，欧阳青龙也
已经习惯了每天凌晨送奶路上的
玻璃碰撞声，看到奶箱被小小奶瓶
塞满就很满足。“每天被人期待着，
我觉得生活很美好。而我心中的
光明力量就是，每天按时按量把光
明牛奶送到客户家里。”

“小光明”大梦想 12岁的她向梦出发

间进行有效处理。她表示：“我和
牧场的奶牛们建立了很深厚的感
情，每天看着这些‘牛孩子们’开开
心心地挤奶，满满的新鲜牛乳被挤
出，我就感到很开心，对待奶牛就

像是对待孩子一样，每一头牛都有
自己的身份标签，以爱去养牛，用
心去观察每头牛的状态，才能让它
们健康成长，这样也能做到健康的
牛产出健康的奶。”

史上最强春节档虽已落幕，但
春节档的硝烟仍在弥漫。

21日晚，电影《你好，李焕英》以
上映10天破40亿的成绩，创中国电
影市场最快破 40 亿纪录，并以
40.24亿元票房反超《唐人街探案3》
（下称《唐探3》），成为2021年的“春
节档之王”。一周前，贾玲刚凭该片
35亿的票房成为中国影史票房最高
的女导演。贾玲和《你好，李焕英》
何以接连创造诸多票房奇迹？

击中观众内心亲情软肋

影片《你好，李焕英》以贾玲自
己的亲身经历和“子欲养而亲不
待”的遗憾，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不仅获央媒发文力挺，更引发几代
人的共鸣。全国各地的儿女们，纷
纷翻出家里的老相片，晒出自己的

“李焕英”。
如果说亲情绘就了这部电影

温暖的底色，那么，真挚的表达演
绎则赋予了影片直抵人心的力
量。很多观众都说，是带着看喜剧
的心情走进影院，却被一个又一个
温柔又惊喜的细节击中，在被温情
包围的剧情里越陷越深。

今年春节档，出人意外的，贾
玲首次执导的影片在一众大片中
杀出血路，票房与口碑齐头并进，
成为最大的一匹黑马。但这并不
用神话贾玲和《你好，李焕英》，正
如很多专业影评人所说——“其实

可以更好一点的”“它的表现手法
很拙劣”。许多观众也表示看见了
贾玲初执导筒的稚嫩，“影片故事
很简单，笑点和泪点的营造仍是小
品的套路。”但单是贾玲对母亲那
份真实、真挚的爱便打动了无数的
观众，母女间真挚的情感内核触碰
到大家内心柔软之处。观众任女
士就表示，“平心而论，电影有很多
不足，堆砌的段子，为搞笑而搞笑
的对话，但一切都抵不过影片传递
出来的真情。”

观众为真诚与共情买单

逆袭，再次成为春节档的关键
词。

大年初一，当《唐探3》首日票
房势如破竹地突破10亿元时，可能
很少有人会想到，当时票房不足3
亿的《你好，李焕英》能实现逆袭。

名不见经传的影片票房逆袭
大制作的情况并不鲜见：2018年的

《红海行动》，2019年的《流浪地球》
都经历了从不被看好到强势逆袭
的过程。《红海行动》让观众感受大
片视觉刺激的同时产生了极强的
自豪感。《流浪地球》不仅体现中国
科幻电影的极大进步，片中的父子
情、战友情等同样让观众感动。

尽管票房并不能代表一部影
片的所有价值，但观众是在用真金
白银表明自己的态度，“创作者用
真情实感赋予作品灵魂，观众就会
投之以回报”，很多观众表示，“希
望国产电影多一些温情和真诚，少
一些流量小鲜肉和商业套路，毕竟
大家最终买账的是共情，其他的都
是浮云。”

截至昨日 17时，《你好，李焕
英》的实时票房为42.56亿元，超过
《复联4》成为中国影史票房排行榜
第四的影片，并直追排名第三的
《流浪地球》46.9亿元的票房成绩。

本报记者夏明勤

本报讯（记者夏明勤）22日，作家
出版社发布2021新书计划，为建党100
周年献上最珍贵的礼物。 其中，我省
作家陈彦的《喜剧》、吴克敬的《乾坤道》
在列。

作为陈彦“舞台三部曲”的第三部，
《喜剧》以喜剧笔法写就喜剧演员（丑
角）悲喜交织、跌宕起伏、动人心魄的
生命故事。作者以贺氏一门父子两代
人的生活和命运为主线，在戏与人生
的交相互动中牵连出广阔的人世间各
色人等的生命情状以及诸般际遇所致

之起落、成败、得失、荣辱，表达了对戏
曲与历史、时代和现实关系的透辟理
解。

吴克敬的《乾坤道》陕北风味浓郁，
从一群北京知识青年到陕北插队写起，
讲述了他们在老八路的带领下，建设陕
北、扎根陕北，他们的子女也回到陕北
的故事，歌颂了共产党为人民的幸福生
活所作的贡献与奋斗。

此外，作家出版社还将推出“红色
经典初版影印文库”、王松的《暖夏》、关
仁山的《日夜》等献礼作品。

由三秦都市报、三秦网、秦闻客
户端联合西安市灯谜学会共同推出
的迎春灯谜竞猜活动已经发布两期
谜面，读者及网友直呼太难了！其实
猜射灯谜是有方法的。西安市灯谜
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雪江告诉记
者，灯谜主要归纳为会意和离合两大
类，今天接着给大家介绍一下会意类
的灯谜如何猜射。会意类灯谜主要
利用汉字一字多义的特点，在谜面上
取某字的一个字义，在谜底上取另外
一个字义，有点像日常生活中的“歧

义”，这是最正宗，也是用得最普遍的
一种猜谜方法。所以在猜这类灯谜
时主要从字词的意思上去揣摩。比
如：饭后去划船（猜五字口语），谜底
是吃饱了撑的。谜面中的“饭后”就
意味着“吃饱了”，而谜底中“撑”字其
在口语中的本义是指“饱胀到容不下
的程度”，而放到谜面中则是“用篙使
船前进”，即“撑船（划船）”，这条灯谜
就是通过“撑”字字义的变化使面底
丝丝相扣，显得诙谐有趣。

本报记者成东丽

陈彦吴克敬新作献礼建党100周年

专家教你猜灯谜

1.淡 2.吹 3.牵 4. 封口者 5.牛至 6.辛丑 7.视频号 8.北大街
9.年三十的歌 10.正阳大道

今日谜面
1.辛丑年到西安（10笔字）
2.方寸之间人挺立（8笔字）
3.空竹嗡嗡声（2字手机APP）
4.全民戴口罩（3字食品）
5.有分有和度一生（2字水浒人物）
6.大丈夫金榜题名（2字陕西地名）

7.窈窕淑女何处有（3字西安景点）
8.子丑寅卯排属相（2字游戏名）
9.春风得意马蹄疾
（2字西安路名二）
10.探花入镐京，京城来传言
（5字陕西报刊名）

昨日谜底

《你好，李焕英》
缘何创造诸多票房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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