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袁2018如期而至遥
值此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袁我代表万里扬集团,
向集团各产业尧各领域尧各基地的全体员工尧员
工家属袁向所有客户尧合作伙伴袁向长期关心支
持万里扬事业发展的各级领导尧 各界人士袁表
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诚挚的新年祝福浴
过去的一年袁万里扬的创业信念与创业精

神在深化袁发展步伐更加稳健遥 一分耕耘袁一
分收获袁2017年集团实现营业收入尧利税再创
新高袁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尧社会贡献力进一步
提升遥
这一年袁 万里扬股份 CVT19无级变速器

荣膺 2017中国十佳变速器大奖袁6AT 变速器
试制成功袁融资租赁经过几年摸索确定了业务
方向遥 企业管理尧文化尧品牌建设等方面框架基
本形成遥 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明显袁被中央文明
委授予野全国文明单位冶称号遥

这一年袁 万汇通能源 2.4万 KW光伏电站
建成发电袁四川 26万 KW水电站只用了 30个
月建设竣工袁 2017年开始实现盈利遥 按发电尧
配电尧售电尧电力服务尧储能节能等不同业务建
立组织架构袁组建团队袁做好了五年规划袁并逐

步走上企业运营正常轨道遥
这一年袁万里神农有机缓释技术成为浙江

省化肥减量增效主推技术袁实现化肥减量 20%尧
水稻产量稳产高产袁品质提升袁获得了浙江省
农业丰收奖遥 万里神农品牌逐步建立袁与浙大
共建健康产业发展研究院袁 产学研深度合作袁
开展健康种植模式研究和技术服务遥

这一年袁我们广大员工尧特别是一线员工袁
辛勤奋斗在各自的岗位袁默默奉献袁让我感到
万里扬的这些普通劳动者是真正值得我们钦

佩的袁是他们的付出让万里扬向着未来的目标
又走近了一步袁他们都是奋斗者遥

过去一年的工作与成就袁进一步向外界展
现了万里扬坚定的创业初心尧激昂的创业精神
和坚实的发展步伐遥 进入 2018年袁迎来我国改
革开放第 40个年头袁万里扬与祖国同行袁我们
正以更加积极尧更加自信的姿态袁敞开怀抱迎
接新时代的到来遥

高楼万丈平地起遥 我们必须一步一个脚
印袁踏踏实实干好工作袁把万里扬五年尧十年规
划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遥

万里扬股份要始终坚定创新发展袁让万里

扬制造尧万里扬创造成为国家级尧世界级的精
品遥 当前处在传统汽车与新能源汽车的变革
期袁我们要坚定 53211战略不动摇袁坚持野两条
腿走路冶袁 既要有战略定力尧 做好传统汽车产
品袁又要积极尧稳扎稳打地进入新能源汽车领
域遥 压力大尧担子重袁需要我们付出加倍努力遥

万汇通能源虽遇到国家大力推进电力体

制改革的好时期袁 但改革的道路是不会平坦
的袁我们要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袁逢山开
路袁遇水架桥袁百折不挠袁冲破层层阻力袁抢占
制高点遥
万里神农要把握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良好契机袁高举野健康农业冶的旗帜袁以更
快的速度袁把技术转换成生产力袁让研究成果
尽快产业化袁为农业尧为农村发展贡献力量遥

要大力弘扬新时代工匠精神和劳模精神袁
把品质作为永恒的追求袁从产品的制造者转换
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袁让万里扬制造尧万里扬
创造成为中国制造尧中国创造的代表袁赢得社
会的尊敬遥

要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开发遥 大力培育高
技能员工队伍尧高水平人才梯队和高层次管理

团队三支队伍袁不断优化人才生态袁让更多人
才的创造活力在万里扬竞相迸发袁让他们的聪
明才智在万里扬充分展示遥
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价值创造型企业袁是

万里扬的愿景目标袁我们不会动摇遥 各级领导
者要坚定万里扬价值理念袁 自我提升境界袁让
思想行为始终紧密契合新时代脉搏袁把万里扬
的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袁率先垂范袁带好团队袁
拼搏进取遥
习近平主席说院野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遥 冶

我们全体万里扬人要有高远的眼光尧坚毅的品
格尧昂扬的斗志袁勇于担当争做新时代奋斗者袁
拼搏进取走高质量发展道路袁为促进万里扬的
跨越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袁向改革开放 40周年
献礼浴
最后袁衷心祝愿大家万事如意尧阖家幸福浴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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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 2018
新年贺词中袁有一句朴素而深刻尧
平实却充满力量的话院 幸福都是
奋斗出来的遥 奋斗袁也是万里扬最
核心的文化力量遥
黄河清董事长说院 实干才能

梦想成真遥 只要我们保持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

姿态袁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实现遥 奋
斗在向前的路上袁 时间总是过得
飞快袁转眼又是一年遥 透过万里扬
2017年的新答卷袁 可以强烈感受
到奋斗的野精气神冶遥
日月开新元袁天地万象新遥 新

的一年袁万里扬的航线已经明确袁
这艘驶向世界的巨轮正乘风破浪

前行遥 在这里袁每位万里扬人的奋
斗都被赋予了特殊意义袁 它不仅
是实现个人成长的阶梯袁 也是促
进万里扬前行的动力遥
奋斗者袁有坚定的方向遥 把自

己的个人奋斗融入到万里扬走向

世界的目标中去袁 勇于担起责任
和使命袁始终坚定方向不动摇遥
奋斗者袁有激情的态度遥始终保持对工作的

热忱袁用真心热爱袁尽职尽责袁在急难险重任务
前挺身而出袁尽一切可能把事情做好袁体现人生
价值遥
奋斗者袁有务实的作风遥 一切从实际出发袁

尊重客观规律袁不池于空想袁不骛于虚声袁脚踏
实地袁任劳任怨袁既要敢于探索尧勇于创新袁也要
善于提炼尧精于总结遥
奋斗者袁有乐观的奉献遥奋斗是一个艰苦漫

长的过程袁 不可能一帆风顺袁 也不可能一蹴而
就遥这就需要我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袁长期不
懈地思考尧学习尧实践袁无私的奉献遥
这是中国最好的时代袁 也是万里扬正在经

历的精彩时代遥新时代袁属于坚守者尧奋进者尧搏
击者袁属于每一个为了梦想而奋斗的万里扬人遥
让我们用奋斗定义自己的明天袁 用奋斗书写万
里扬的未来袁用奋斗创造更好的 2018浴

用
奋
斗
创
造
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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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 1月 18日召开的政协第十一
届浙江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上袁 万里扬集团吴月华总裁当选为政协第十
二届浙江省委员会委员遥

吴月华袁万里扬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袁兼任
浙江省工商联常委尧金华市政协常委尧金华市
婺城区政协副主席尧金华市工商联副主席尧金
华市婺城区工商联渊总商会冤主席渊会长冤遥 曾

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尧 中国杰出创业女
性尧中国优秀经济女性尧浙江省劳动模范尧浙
江省魅力女浙商尧浙江省巾帼创业带头人尧光
荣浙商尧浙商温暖者等荣誉称号遥 渊徐蕾冤

万里扬集团吴月华总裁当选
政协第十二届浙江省委员会委员

本报讯 1月 24日袁 万里扬集团党委书记
吴羽飞一行走访了革命老区沙畈乡银坑村袁并
送上了慰问金遥
吴羽飞一行察看了村广场尧道路等基础设

施袁参观了粟裕纪念馆尧挺进师展览馆遥 他表
示袁近年来银坑村变化非常大袁建设革命纪念

馆有利于发扬革命精神袁传承红色文化曰同时袁
通过对红色文化的挖掘袁打造地方特色袁也为
乡村建设提供了一条良好的发展道路遥随后在
与村两委干部进行座谈交流中袁双方就推进乡
村持续发展问题深入探讨袁吴羽飞代表万里扬
集团给银坑村送上了 2万元的帮扶资金遥

长期以来袁 万里扬集团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袁重视文化建设袁关怀革
命老区袁帮助乡村发展袁为贫困群众化忧解难遥
2018年袁万里扬集团不忘初心袁矢志不渝地继
续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力量遥

渊企业管理中心 郑岚芝冤

万里扬集团党委书记吴羽飞慰问革命老区

本报讯 近日袁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基地又一款新产品要要要WLY7TS60变速
器试制成功 袁 这是继 2017 年成功推出
WLY7TS40变速器后袁 七档变速器系列里诞
生的又一名新成员遥

WLY7TS60 变速器最大输入扭矩可达
600N.m袁七个前进档尧一个倒档遥 带 0.8的超
速档情况下袁 头档速比为 9.2袁 总速比高达
11.04袁 是定位于重载型轻卡及平板型自卸车
的一款中高端产品遥通过多年的潜心研究袁万
里扬在商用车变速器的换挡性能方面积累了

丰富经验遥WLY7TS60引用了多年研究成果袁
如采用了选挡清晰 袁 换挡吸入感强的
WLY6TS55操纵结构曰借用了 G系列模块化

的大容量尧短行程同步器等遥
该产品七个前进档为单箱结构袁 通过

CAE轻量化设计袁重量为 151Kg袁仅比同扭矩
的六档变速器重 3Kg袁 比同扭矩的带后副箱
的产品轻 60Kg之多遥该产品在重载型轻卡及
平板型自卸车领域袁 是取代六档和带后副箱
产品的最佳选择遥六档变速器带超速档后袁头
档速比最大一般为 6.5左右袁 而重载型轻卡袁
既要保证空车跑的快袁 还要保证重载下的爬
坡性能袁故带超速档后袁头档速比一般要求 8
以上为佳遥 而万里扬七档箱系列正好满足了
重载型轻卡的市场需求遥

同时袁传统的带后副箱产品袁如野653H冶尧
野8JS85冶产品袁由于副箱串联于主箱之后袁多

两级传动袁理论上传动效率要比单箱结构的
产品低 5%左右袁 故WLY7TS60要比市面上
的 野653H冶尧 野8JS85冶 产品节 油 遥 此外 袁
WLY7TS60变速器若采用倍档速比设计袁除
爬坡档外袁 其余速比与主箱的速比重叠袁具
有传动效率高尧重量轻尧成本低的优势遥 与发
动机和传动轴的前后接口袁及侧面吊装孔位
置与市面上的 653相同袁方便了主机厂的匹
配设计遥

WLY7TS60是万里扬商用车变速器研发
团队在完成 TS尧G 系列产品后又一成功设
计遥 随着这款新品不久后批量化投入市场袁可
以预料必将再次引起行业的强烈关注遥

渊商变研究院 程森冤

WLY7TS60变速器试制成功
万里扬七档变速器系列再添新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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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窑文化

汤圆一直都有着十分美好的寓意院阖家团圆浴 印象中
的春节总是要与汤圆黏在一起的遥 南方很多城市的汤圆
都是甜味的团子袁 金华这个城市中有我钟爱的母亲包的
带尾巴的咸味汤圆遥

记得每逢农历十月左右袁 母亲便会将刚收割回来的
糯米用水泡起来袁泡的时间很长袁快赶上一个月了遥 而在
这个浸泡糯米的过程中每隔两三天需换一次水袁 不然糯
米就会发出一阵阵酸味遥 故而每年泡糯米以及之后晒糯
米袁对父母来说可谓是一等一的大事遥 待到磨汤圆粉的时
候袁母亲总是要去打听哪家碾米厂碾的粉更细袁而父亲在
年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晒糯米以及押送糯米粉了遥

每年的除夕吃完年夜饭收红包是惯例袁 而之后包汤
圆似乎也是母亲的一个习惯了遥 少时母亲会在馅料和汤
圆粉之间多做考究袁唯恐两者不平衡袁而今双手粗糙的
母亲在平衡这两者上已是信手拈来了浴 窗外小孩子们扎
堆玩炮竹袁夜空中绽放朵朵烟花袁待我们耍完回来后袁汤
圆早已包好用纱布盖着了袁椭圆形的带着尾巴袁好似涂
了米粉的放大版的蝌蚪遥 野阶馥舒梅素袁盘花卷红烛遥 共
欢新故岁袁迎送一宵中冶袁每次都嚷嚷着守岁,要和父亲去
放开门红包袁而每一年却在叶联欢晚会曳中进入梦乡袁想来

也是可惜遥
而今袁村上的同龄人在除夕这天早早回家袁自己也懒

于出门遥 年夜饭罢父亲坐在灶台前烧柴火袁我也喜欢围在
母亲身边看着她包汤圆袁听着她说以前的芝麻趣事院你和
邻居吵嘴袁自己架着梯子把人家的烟囱给堵了袁你说说你
一个女孩子家家怎么能噎噎而父亲听得咧开嘴笑得不亦
乐乎袁笑声溢满整个厨房遥

新年的第一天一早便从稀落的爆竹声中醒来袁 母亲
为我们准备好汤圆袁还要撒上葱花遥 小时候总是和老妈再
三强调不要放葱花袁可她每次都忘记曰那时汤圆皮坚决不
吃袁老爸也总是将我碗中的皮挑出来放到他的碗中遥 而今
葱花尧汤圆皮都能下口了袁父母的两鬓却染上了白霜袁眼
角爬满了皱纹遥 空气中弥漫着烟火的气息袁乾坤空落落袁
岁月去堂堂浴

年少不更事袁无忧无虑袁过年的很多小美好都是黏着
汤圆一直保存在记忆中遥 科技越发进步的现在袁过年亲朋
好友即使聚在一处袁人手一部手机低头玩手机似是常态袁
那种充满温情亲情的交流似乎越来越少浴 新的一年即将
来临袁我们或许可以放下手中的手机袁和家人一起吃碗热
腾腾的汤圆袁唠唠家常浴 渊零部件金华基地 李杭铭冤

汤 圆汤 圆

今年是我大学的第一年袁 从家乡安徽到广西上
学袁也第一次充分感受到了除家乡之外的春节习俗遥

在我的家乡袁大年三十晚上十二点后袁人们会把
面做的野元宝冶和香烛放在门槛上袁意为野开门发财
财源广进冶袁在肥西尧六安一带袁这一习俗被当地人们
所遵从遥大年三十晚上十二点后袁守岁的人们就关上
了大门遥 当地风俗是袁关上大门后就不能再开袁一直
到年初一早上袁烧了香袁燃了烛袁再开门放炮遥正月十
五后袁送野元宝冶的人会挨家挨户的讨野吉利钱冶遥在阜
阳地区的乡村袁 人们过农历新年时有一个自古沿袭
下来的传统民俗袁从大年三十晚上直到年初一袁厅堂
中点燃两只红蜡烛袁再摆上鸡尧鱼尧肉等贡品袁这段时
间屋内的红烛不许灭遥蚌埠地区的习俗是袁过年家家
蒸大馍和团圆饼袁蒸好了放在盛粮食的笆斗里袁饼一
般连续摞三四层袁上面用面粉做一对小龙袁预示子女
成龙凤袁配莲子尧红枣则是红红火火袁年夜饭必须有
一条鲜鱼预示着野年年有余冶遥皖北人年夜饭吃饺子袁
皖中和皖南人在吃饭前要放鞭炮袁贴春联和祭祖袁年
夜饭要有鸡和鱼遥 年初一清早起床后袁 要开门放鞭
炮袁吃枣尧栗子尧鸡蛋等袁然后外出向亲人拜年袁初一
不劳动遥 因此有野赶忙三十夜 清闲初一朝冶的说法遥

在南宁地区除夕这一天要多煮米饭袁俗称野压年
饭冶袁预示着五谷丰登尧米食充足遥而大年初一则是壮
族最隆重的节日袁因为这一天活动是最丰富的遥大年
初一天刚亮袁家家户户的姑娘都要去河边挑水袁到了
河边或者取水处袁先把香插好袁用红纸包好的钱币作
野利市冶往水里投放袁还要捡几块与家畜相像的石头遥
回到家里袁就把这些石头放进猪圈尧牛栏袁祈求六畜
兴旺遥挑回新年的头一担新水袁这一天壮族人是绝对
不喝去年存水的袁 因为他们相信大年初一的水最纯
净尧最吉利袁可以给一家人带来整年的好运气遥 壮族
人没有作揖尧跪拜尧握手的习俗袁而是直接通过语言
和丰富的表情来表达自己的节日问侯袁因此在春节袁
壮族人是不会给长辈磕头拜年或者作揖的遥 南宁周
边的壮族地区袁还有在大年初一抢头鸭尧抬纸狗拜年
的习俗遥 大年初一家家户户吃年粽袁家里的小孩子尧
年轻人早就跑出去放炮竹尧舞春牛去了遥舞牛人用系
作精巧的野春牛冶表演袁一人在前撑着牛头袁一人在后
弯腰拱背甩尾巴曰 后面由一个手拿犁架的汉子驱赶
着野春牛冶袁簇拥着春牛的还有敲锣打鼓遥 唱春牛歌袁
浩浩荡荡袁喜气洋洋遥
中国人总是习惯用食物的借口来庆祝相逢与团

聚袁除夕佳节人们横跨千里袁归心似箭袁不舍昼夜的
旅途袁为的是一顿象征团圆的年夜饭袁用以回味一年
中的酸甜苦辣遥一年终了袁不论你们经历了困苦还是
喜悦袁能够在一年伊始与最爱的人们团圆袁本身就是
种幸福遥

渊乘变制造部王晖之女 王珉琬玥冤

印象春节印象春节

春联又称对子尧门对袁是中国人过年的重要标志遥 在
除夕前的日子里袁家家户户弹尘大扫除之后袁贴上窗花和
对联袁过年的气氛油然而生遥

炮竹声中一岁除袁 春风送暖如屠苏曰 千门万户瞳瞳
日袁总把新桃换旧符遥 最早的春联是刻在桃木上的袁后来
改写在红纸上遥大部分家用对联贴的是五字或者七字遥除
了双开大门口尧柱子上要贴对联袁单门上也贴袁那四方的
叫斗方袁一般有四个字袁或者是写野福冶到了遥 农村里袁在鸡
鸭猪牛舍上会贴野六畜兴旺冶袁在谷仓上会贴野五谷丰登冶袁
在灶台上会贴野灶王爷冶和野上天呈善事袁下界保平安冶袁在
菜橱上会贴野山珍海味冶袁在家门口大树上尧农用车上会贴
红纸噎噎能贴的地方都是红色的袁图个吉利和喜庆遥

过去贴春联是为了辟邪消灾袁如今是文化传统袁是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袁寄托新的一年能带来好运遥 野家兴人兴
事业兴袁福旺财旺运气旺冶袁野家接吉祥万事兴袁门迎富贵
百事旺冶袁野一帆风顺年年好袁万事如意步步高冶以上的三
幅对联都是七字袁上下联讲究的是对仗工整袁意思接近遥
野兴冶野旺冶相对袁野年年好冶对应野步步高冶遥 一般来说袁如尾
字是三声尧四声的渊仄声冤是上联袁如尾字是一声尧二声的
渊平声冤是下联遥 上下联平仄错落袁读着才有韵味遥 除了平

仄声之外袁有些还有尾字押韵袁韵母相同遥 总体来说袁上下
联的内容都是相近或者有因果关系袁 所以在张贴对联的
时候袁千万要注意上下联袁不要贴反了遥
不同职业的家庭对联也有所不同袁 从内容中就可以

表达自己的心声院野生意兴隆通四海袁财源茂盛达三江冶是
做生意的袁野人开致富路袁猪拱发财门冶是养猪种地的袁野党
心尧民心尧万众一心袁科学发展春风起袁国运尧家运尧宏图大
运袁社会和谐旭日升冶是公务员党员的遥 还有歌颂祖国大
好河山的对联袁有恭贺新春的对联袁一般会出现野繁荣富
强冶尧野春回大地冶尧野喜气盈门冶的词汇遥
以前市场上没有卖对联袁都是请人来写袁请村上的年

长者尧知识分子执笔挥洒一番遥 后来市场上出现了书法精
湛的老年人献爱心活动袁 只要大家提供红纸袁 免费写对
联遥 如今都是印刷品袁一到过年袁集市上就挂满了对联供
你挑选遥 版面也不是简单的红纸黑字袁有边框和花纹袁有
底图和其他色彩遥 每到过年袁贴春联都是我们的工作袁我
们也很乐于承担此项任务遥
春联表达了一个家庭对未来的美好追求和向往袁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袁它蕴含太多的哲理和智慧袁需要我们去
传承遥 渊商变企业管理部 王恒彬冤

春 联春 联

老更惊年改袁闲先觉日长遥 可能真的年纪大了袁天气
转凉最先套上了秋裤袁买上了手套袁捂起了热水袋还嫌不
够袁加上抖腿取暖才能勉强抗住袁宿舍的床也让我搬到了
空调正对面遥 临近年底袁尽管新年气氛不浓袁心里却惦记
着院快过年了遥

中国人偏爱在一年的终末做生活工作总结和来年的

目标或者展望袁鲁迅曾经说过:世间本没有新年目标袁做得
人多了袁大家也不当真了遥 想了想自己去年定下的新年目
标:找个女朋友袁现在看来好像这个目标似乎有些好高骛
远袁不知道今年能否实现袁或者可以调整为:参加几次相
亲钥 插句题外话袁突然想起一个说法袁目标的制定需伴着
可实现的明确步骤袁 然而对于一个新年目标为找对象的
有为青年袁将找对象拆出操作步骤也实在是太过无趣了遥
说回新年目标的事袁大家不要理前面鲁迅说的话袁其实他
没说过遥 新的一年袁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袁长了一岁袁对于成
年人来说袁老了一岁袁这是废话袁但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袁
生活总归要向前看袁有个目标总是好的遥 工作上的目标应
尽量详细袁生活上的目标应尽量模糊袁其中的差别也好理
解袁工作是自我要求袁生活却是个人体验遥

说年总离不开除夕夜遥 当我还是个熊孩子的时候袁大
年三十是不睡觉的袁我们这儿有些地方有守岁的风俗袁我
家也一度都这么守袁直到某一年袁我爷爷不在了袁我爸就
再也没提过守岁的事袁放我跟我哥到处去疯遥 有一年的大
年三十袁我跟我哥把路边一片农田的稻草堆全给点了袁前
面烧着火袁我们后面追着跑袁完事儿回去袁就两炭黑人袁一
身的稻草灰袁幸而有正月十五前不生气的老传统护着袁否
则一顿胖揍免不了遥 关于除夕夜的记忆大抵都是如此袁大

年三十夜袁从不干好事遥
除夕夜还有个重要的活动袁看春晚遥 我看的最后一届

春晚袁说不清哪一年了袁只记得当年的小品是小沈阳和赵
本山演的遥 春晚陪我和我的家人度过了很多个除夕夜袁那
个时候袁跟父母还有更多的话可以聊遥 还有压岁钱这事袁
没有为人父母的经验袁 不清楚父母给我压岁钱的时候是
否真的希望它有压岁的作用袁倒是我参加工作以后袁开始
给父母压岁钱袁那个时候总不可避免地想:如果压岁钱真
的能压岁的话该多好遥
生活中不如意者十有九点九九九袁 幸好所有的不如

意者都有个暂时的中止符袁 去年的不如意处就让它们扣
在去年吧遥 新的一年袁祝各位万事如意遥

渊内饰景德镇工厂 尹作勋冤

年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