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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长在祖国西北的新疆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

市，那里，是新疆棉生长的摇篮。我的童年也与棉花有

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大片的试验田，是我儿时最大的游

乐场，那里的棉株、野花，狗尾巴草，陪伴了我度过那些

快乐的时光。

那时我未满六岁，幼儿园放假的时候我无处可去，

父亲就把我拉到农田，给我戴上巨大的草帽，告诉我可

以在这片农田上放肆奔跑。当然，我也不能随便去破

坏地里的棉株。农田很大，我总是会跑着跑着就迷失

在一片绿色中。我看见许多小蚂蚁从隔壁葡萄试验田

那边搬运着一颗绿色的葡萄走向他们的小家。他们总

是小心翼翼的绕开这些棉株，它们难道也知道这是棉

农们今年的希望吗？我揪下狗尾巴草别在耳朵上，采

下野花做成花环献给父亲——幼儿园的老师也会给表

现好的小朋友奖励小红花呢！但父亲要做的工作太多

了，他常常农田实验室两头跑，没有时间和我玩耍，于

是我只能对着棉花发呆。

我的父亲是北疆最大的棉花基地的一名科研员。

父亲说他之所以在高考时填报农学，是因为他打小就

和棉花生活在一起。早些年兵团响应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开始大面积种植棉花。我的父亲正是在那个时

代出生的。从他有记忆开始，农田里便生长了大片的

棉花。那时祖父常常告诉父亲，正是那片雪白的棉花

在供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父亲说，“棉花”在他心里

的地位和“家”一样重要。

父亲的心情也随着棉花而变化。他有时很快乐地

炫耀：“这一代棉花发芽率很高啊！”有时对着一组枯萎

的棉株，不满地嘟囔道：“哎，抗病性还是没有变化，这

可怎么办啊。”在工作中，硕士学位的他却依然对自己

的学术理论不够满意。为了家乡的棉花育种事业在本

土更好的发展，他选择来到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攻读博

士学位。父亲一辈子都在守护那片白色，别人问他怎

么想的，他打趣说：“我这辈子也就能种个棉花了。”

那分明是一种自豪的语气。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等棉桃慢慢长大。在九月的

某个日子里，深绿的农田渐渐变黄，然后就会浮上一层

无瑕的白，那就是真正的棉花了。农田的枯黄就被大

片的白色所覆盖，丰收的季节到了。将近十月，父亲一

边忙着用采棉车采摘棉花，一边从不同的植株上采样

并送检实验室。这个时候我就不能跑到田里面乱疯

了，需要腾出位置给这些大家伙驰骋。偶尔也能见到

住在附近的棉农，他们看见我会惊奇的说：“啊！你是

不是那个少数民族专家的儿子！”然后他们会高高兴兴

的用夹杂河南口音的普通话夸赞我的父亲是多么平易

近人，怎样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他们还会成群出现

在田边，手里举着刚采好的棉花，向彼此热情地招手，

乐呵呵地笑着，笑得比棉花还要纯洁。他们还塞给我

一团棉花，问我是不是很白很柔软。我望望手中的棉

花，又望望天空，十月的晴空万里无云。“一定是天上的

云朵变成了这些棉花。”我告诉他们。

然后，我也长大了，离开了父亲和那片绿色，来到

四千公里外的华东地区读书。去的地方多了，见识也

变广了，却发现那些城市千篇一律的玻璃大楼也没什

么特别的。有时我出神的望着玻璃大楼反射下蔚蓝天

空的朵朵白云，会觉得那是挂在天上的棉花；我的心绪

却早已跑回故土，寻找长在地上的云朵。洁白的云海，

轰隆的采棉车，棉农的欢笑，那何尝不是幸福的生活？

偶然听到新闻，无赖媒体终究是没有放过那片白

色，诬陷所谓“被迫劳动”，声称要抵制新疆棉花。他们

给我纯白的回忆泼出了脏水，棉花在他们的有色眼镜

下蒙上了一层灰褐。家乡的一切都湮没在虚无的“真

相”中。也许，人们再也不相信棉花是白色的了。

可是我知道，家乡的棉花，从来就是白色的，而且

永远会是白色的。 指导老师：倪慧瑾

在我的记忆深处，有一张和蔼睿智的笑

容，它载着父爱，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难以磨灭。

记得在我上幼儿园时，父亲就开始让

我背古诗。但有一个疑团时常萦绕在我的

脑海：爸爸为什么要我背那么多的古诗？

那些不就是古人写的诗吗？现在又不讲古

话，背它干嘛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背古诗曾是我童

年时的一大梦魇。每当我看到书房里被

塞满书的三个大书橱时，一种莫名的厌恶

感就会油然而生。我也曾想逃避背古诗，

因此也受过父亲的责备，可之后父亲大都

仍以和蔼的笑容待我。每当我熟练地背

出一首诗时，父亲也总是微微颔首，嘴角

露出一丝微笑。

在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学校组织古诗

文比赛，我获得了校级一等奖，并代表学校

参加市级比赛。激动的我一放学就迫不及

待地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此时，父亲的脸

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是一种可掬的笑

容，也是久违的笑容，他拍拍我的肩膀，鼓

励道：“你虽然在你们学校里是一等奖，但

不要骄傲自满，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你要

继续努力！”我懵懂地点了点头，却仍对他

没有表扬我而失望。

那天晚上，父亲熬夜给我整理出了小

学必背的全部古诗，并以那些古诗为基

础，筛选出了其中的高频字，为我整理出

了飞花令。第二天早上，父亲跟我说以后

抽空就多背背。那时，我看到了父亲睿智

的笑容。虽然我参加的古诗文市级比赛

才获得三等奖，但父亲的脸上也还是露出

了一点点笑容，那是欣喜的笑容，但更像

是鼓励我的笑容。“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

无涯苦作舟。”此刻，我对这句名言有了更

深刻的理解。在学习古诗文的道路上，父

亲一直与我相伴，虽然很辛苦，但每一次

进步，他脸上欣喜的笑容便是我最大的骄

傲。

在我上中学后，父亲就要求我阅读《三

国演义》等原版的古典名著，并叮嘱我遇不

懂的字一定要查字典并做好笔记。每当语

文考试获得高分时，我终于领悟了父亲的

教诲。

父亲是第一个带我穿越古代的人，使

我知道了农耕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起居生活；《论语》中的人生哲理；不为

五斗米而折腰的高尚情操；精忠报国的爱

国情怀……到现在我终于发觉，原来父亲

是那么的用心良苦！

时光如流，岁月不居。父亲的脸上渐

渐多了一些岁月留下的痕迹，但每当我需

要鼓励时，他的笑容依旧是那样可掬；每当

我学业有进步时，他的笑容依旧是那样和

蔼；每当我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他的笑容

依旧是那样睿智。父亲对我的爱化作他和

蔼的笑容，如同一枚印章已经深深地印在

了我的脑海中，伴我成长。

指导老师：陈伟英

地上的”云朵“

本版长期向全区中小学生征集

作文、书画、摄影、剪纸等各类作品。

作文要求：

1.文体不限，形式不限；

2.文章具有真情实感；

3.严禁抄袭；

4. 邮 箱 ：jsxyjsxy2404201924042019@sina.@sina.
comcom；；

5. 来稿请注明学校、年级、班

级、姓名，以及家庭住址和电话号

码，便于稿费发放。

征稿启事

金山中学新疆部 艾法儿

父亲的笑容
蒙山中学 初二（1）班 赵欣宇

花 （国画）金山世界外国语学校 高二（2）班 周柯妤 作

下午三点，阳光照在湖面上，比我小

指头还小的鱼儿们悠闲地在水面游来游

去。我想抓鱼玩，就做了一个长柄网兜，

与爸爸妈妈一起去捕鱼。

这些成群结队的鱼儿看起来优哉游

哉，“少年不识愁滋味”，警惕性却很高，看

见网兜来了，就尾巴一甩，躲进水底了。

爸爸告诉我，鱼喜欢在水草边活动，要有

耐心，把网兜放在水草间隙静静地守株

待兔。我按照爸爸的方法试了一次，哎

呀，网兜被水草缠住了。鱼全跑了，真是

太可惜了。爸爸给我做了一次示范，只

见他轻轻地把网兜放在水草旁边，等鱼

慢慢靠近。终于有几条小鱼慢悠悠的逛

到了网兜边，爸爸把网兜朝着鱼儿游来

的方向轻松一提，就网住了几条小鱼。

我也迫不及待的试了一次，哇，四条，这已

经创造我的捕鱼记录啦！网了几次之

后，我嫌这样太慢，实在是考验耐心，就自

创了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我把网兜斜

着伸进水里，快速滑过水草，再舀起来，就

网到了几条来不及逃走的小鱼儿。

一个钟头的功夫，看着战利品时，我

激动地发现已经抓了好几十条了。这些

小鱼儿在桶里漫无目的地游着，时不时

还撞到桶壁上，晕了几秒又苏醒过来。

我忽然想起有一种小鱼足疗，可以去除

脚底的角质。但这么小的桶，我的脚看

来是伸不进去了，于是我用手粘了一点

饼干末伸进去。果然有用，这些小鱼儿

争先恐后地朝我的手指围过来，用他们

细嫩的嘴巴啜咬着饼干末，我感觉痒酥

酥的，“手疗”的滋味也棒极了。

玩了一会儿，妈妈说：“天快黑了，小

鱼儿要回家吃晚饭了。”于是，我恋恋不

舍地把这些鱼儿又放归了湖里。也许，

等明年它们长大了，我把脚伸到水里，它

们会认识我，给我来个真正的足疗吧。

指导老师：徐翔

渔趣
金山实验二小 四（9）班 邢彩奕

指导老师：张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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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食堂”为啥能“火”
有一句话叫做“要想留下员工，先要留住员

工的胃”。但是想要拴住员工的胃，哪有那么容

易？

对于这一点，上海金山工业园区的不少企

业深有体会。

地处上海远郊的这个工业园区，占地面积

约 58 平方公里，在地企业近 400 家。由于地理

位置比较偏僻，园区周边餐饮配套比较少；又

因为面积广阔，园区统一建食堂也不现实。

为此，这些企业给职工解决午餐的主要途

径就是订盒饭。但是，统一外送的工作餐样式

单一，因为路途远、需要配送物流链等原因，食

物口味总是差强人意。很多职工表示，午饭也

就是图个饱，距离吃得好却还有很大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对工作餐普遍表示不

满意。因为公司统一订餐，基本就是快餐盒饭，

选择性比较小。”上海皓月电气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张明透露，他们公司以外地员工为主，“大家

都是五湖四海过来的，有些人喜欢吃辣，有些喜

欢重油的，统一订盒饭真的众口难调。”

为了解决员工就餐问题，皓月电气更换了

多个午餐供应商，但是收效甚微。“第一个月还

好点，两三个月后大家就又吃腻了。再比如说，

今天突然想吃个馒头了，但是主食只有米饭。”

张明苦恼地说。

园区内的上海金纳淋浴房制造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王芳表示，职工吃饭难题已经困扰了

这家小公司许久，公司也想了各种办法，比如给

大家统一订工作餐，但是不尽如人意。大家普

遍反映吃得不好，折腾了好一阵。

如果职工想改善伙食，自己点外卖呢？记

者站在园区内，尝试打开外卖App查询发现，最

近的餐饮店距离有 2.6公里，哪怕是非就餐高峰

时段，外卖送达时间至少也要半小时。

“上海市区会好一点，外卖多，选择也多。

我们工厂在定业路上，算是离朱行镇很近了，但

是也有两三公里，更别说更远的企业了，有时候

点了外卖，人家都不一定愿意送。”在园区内上

班的蓝领小王告诉记者，“中午一共就 1 个小时

休息时间，就算我骑电瓶车过去吃，一来一回路

上也要不少时间，如果遇上大风大雨天气就更

麻烦了。”

建不建职工食堂？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要解决职工就餐难题，为啥不办个职工食

堂？记者调查发现，园区企业各有各的现实难

题。

“总共十几个人，专门建个食堂是不现实

的，对于企业来说，成本太高了，随便找个阿姨

烧饭，光人工就要三四千元。”金纳淋浴房制造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芳说，他们公司全部员

工加在一起只有十余人。

记者调查发现，不只是像金纳这样的小企

业“办不起”食堂，哪怕是员工过百的企业也有

自己的难处。

“无论是从成本控制还是管理角度来说，自

己办食堂的难度都不小。”张明全程经历了皓月

电气自办食堂的整个过程。他告诉记者，建立

职工食堂，首先需要建立一支后勤保障队伍，要

么调配人员，要么重新招聘，这就涉及到人力工

资和时间成本。

组建起后勤团队后，食堂管理也有新的挑战。

首先要申请营业执照和餐饮服务许可证。

皓月电气仅申请审批“两证”，前前后后就花费

了大概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办好证以后，食品

安全、油烟排放、餐厨垃圾也要有人管理。”张明

透露，截至目前，仅食堂（含早中晚三餐）的设

备、人力等前期投入，已接近700万元。

园区内首个“共享食堂”现身
吸引了不少周边“邻居”

就在去年，皓月电气的职工食堂正式开张

了。之后，它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味缘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

张明就是这家新公司的负责人。而从职工

食堂到“餐饮公司”的转变，则源于降低成本的

无奈之举。既然投了那么多钱，园区里就餐需

求又那么大，那就索性把内部职工食堂改成“共

享食堂”吧，吃的人多了，采购和用工成本还能

再降下来。

“共享食堂”开张后，起初试点经营早餐，慢

慢地覆盖至午餐。

采访当天中午，记者来到了位于上海定业

路上的这家食堂，沿着标识走进去，通过体温测

量后，扫一扫二维码，绑定手机号。

正是吃饭高峰时间，一排溜的职工排着队拿

取餐盘后，人脸识别确认信息，即可自助选餐。

电子屏上显示着今日菜单：红烧大排、干煸

鸭块、干锅千叶豆腐、茄子土豆、蒜泥菠菜、百叶

海带汤，主食则是米饭。

如果想吃面食也没关系，左手第一个窗口

还提供汤面以及各式浇头。荤素搭配，品种丰

富，粗算下来有十来样菜品。

价格如何呢？红烧鱼块 3.12 元/50 克，烧鸡

3.56元/50克，经济实惠。记者选了两荤一素，再

加一碗海带汤，算下来还不到10元。

吃得好不好，归根到底企业职工感受最深。

皓月电气设备科员王杰，在企业工作了 10
年。“最开始是吃盒饭，我们这些男同志，干的都

是力气活，有时候一份盒饭不够吃。领两份吧，

又吃不完。而且菜没得选，今天想吃馒头了，但

是不一定有。”王杰坦言，工作餐不好吃，一度成

为大家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现在我想吃什么点什么，味道也不错，每

个月还有新菜，确实比过去好了不少。”王杰说

着，还给记者晒了晒这几个月的午餐费用，除

去企业提供的每餐 12 元补贴，一个月下来，有

鱼有肉，吃饱吃好，自己掏腰包，才花了十几

元。“你看看，午餐费最多的一个月，我才花了

20 多块。”

就在隔壁企业上班的蓝领赵姐告诉记者，

“以前我们自己带饭，加热需要微波炉，十几个

人等两台微波炉，吃完了还要洗涮。现在有了

共享食堂，不用排队等着热饭，环境又好，吃完

就走。我们公司补贴 12 元，所以自己基本上不

花钱。”

据介绍，“共享食堂”开张后，不但以员工价

对“邻居”开放，还和周边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其

他企业的职工来这里就餐，可享受午餐餐补，即

每顿午餐费用总额，减去公司餐补金额。多的

部分，员工自己支付。而餐补部分，则由两家企

业按月结算。

金纳淋浴房制造有限公司就是用这种方

式，按照每个员工每顿 12元的标准，向“共享食

堂”购买了服务。

“我们统计下来，基本上员工自掏腰包的情

况不多，12 元餐补基本能覆盖一顿中饭。你想

吃得更好些，自己加个一两元，也就够了。”张明

表示，目前早餐、午餐“共享食堂”模式已经比较

成熟，之后将推出晚餐“净菜”服务，附近企业的

双职工可以提前预约，订制晚餐半成品以及第

二天的早餐。

共享模式计划向内复制
更多职工将享受“15分钟就餐圈”

“成本比较高，需要承担食品安全责任，前

期还需办理各类审批手续，这给企业办职工食

堂设置了门槛。通过共享方式，将企业盈余资

源分享给周边企业，资源充分利用，解决的不仅

是一家企业的职工就餐问题，周边一公里辐射

范围内的企业都可以享有这一优惠，确实是大

大方便了企业和职工。”上海金山工业园区企业

服务中心主任沈军告诉记者。

据沈军介绍，在园区内的近 400 家企业中，

截至 2020 年底自建食堂的企业仅有 59 家。园

区另外设置了一个早餐的集中就餐点“鑫港

湾”，但只能同时供应早餐 400份左右。无论从

供应量还是产品种类上来说，都无法全面满足

整个园区的职工就餐需求。

沈军认为，皓月电气开办的“共享食堂”的

午餐供应量超过千份，但是企业员工就餐量仅

有三四百份，“这么多供应量，可以充分挖掘利

用。”

据了解，早在去年，上海金山区商务委、经

委在前期调研中就发现，在上海金山工业园区

内，有部分企业可提供用餐服务，甚至有盈余资

源可以辐射到周边企业。皓月电气有限公司的

共享食堂，正是金山工业园区内解决企业职工

就餐问题的先行试点单位。

为此，上海金山区商务委、经委不但为试

点企业提供政策引导，还牵头联系了金山区

内大型中央厨房，提供新鲜实惠的食品原材

料。

“起初是早餐试点，效果不错。不少企业职

工从靠路边摊解决早餐问题，到有了固定、干净

的就餐场所。同时引导皓月电气将共享早餐延

伸至午餐和晚餐，甚至夜市，满足周边企业加班

族的用餐需求。”上海金山区经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在“共享食堂”出炉的过程中，工业园区管

委会也充分发挥“店小二”的作用，对企业办食

堂给予充分支持。

譬如，在企业申请营业执照和餐饮服务许

可证时，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协助企业办

理，减少了跑腿次数。

在周边道路规划上，为企业开辟早餐亭、停

车位，吸引周边企业员工来就餐。

“运营了几个月后，我们也在园区企业内开

展问卷调查，29 家企业对共享模式给出了正面

评价，大家反响热烈，要求推广的呼声很高。”沈

军透露，工业园区支持也欢迎有能力的企业释

放自己多余的能量，帮助周边企业共同解决职

工就餐难的问题。

“目前与我们签合同的周边企业已有 6 家，

还有3家企业有合作意向，正在谈合作细节。”张

明对“共享食堂”模式的推广有信心，“现在还有

员工规模上千的大企业联系我们，一方面是学

习取经，另一方面是寻求合作。”

“从目前单月营收情况来看，基本持平。等

规模化后，客流量增多，成本降低，将实现更好

的盈利水平。”张明透露，正在计划今年上半年

向园区内复制一两家新的“共享食堂”，并增加

夜市。“园区里休闲娱乐设施少，夜生活单调，我

们也想打造一个员工休闲区。”

（转载自“劳动观察”）

◀
园
区
职
工
在
﹃
共
享
食
堂
﹄
用
餐

◀
员
工
排
队
取
餐

▶
餐
费
自
动
感
应
计
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