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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长燃公司
业务骨干
柳彦

人生格言：
正直坦荡
表里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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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4 日下午，
江苏海事局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办公室副主任、江苏
海事局机关党委副书记陈勇
等一行 4 人来到江苏中长燃
公司走访座谈，征求服务港
航企业单位的意见和建议。
在江苏公司机关会议
室，陈书记开门见山地介绍
了此行的目的，表示开展走
访座谈是江苏海事局为有效
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广
泛听取工作服务对象的意见
和建议，改进提升海事局作
风建设的重要环节，欢迎大
家多提宝贵意见。与会人员
发言踊跃，从不同角度客观
反映了对海事局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反映了作为航运燃

供企业的服务诉求和需要协 以协调解决。
江苏中长燃公司班子成
调解决的问题。陈书记边听
边记，不时与大家沟通交流， 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
解疑答惑。座谈结束时，陈 了座谈。
书记表示，一定将大家的诉
• 李俊利 报道/摄影
求带回去，尽最大的努力予

——记临港经济开发区优秀共产党员柳彦同志
柳彦同志是我公司一名长期奋战在
业务战线上的经营骨干，也是“以公司
为家，忠诚奉献”的杰出代表，亲眼见
证并亲身参与了公司从小到大、由弱转
强、由连年亏损到稳健发展的全过程，
他自己也在不断地学习历练中逐步成长
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不断追求进步终如愿。1994 年 5 月，
刚过完 24 岁生日的他便加入到江苏中
长燃公司这个大家庭。时光荏苒，近 20
年的青春岁月挥手已过，当年的毛头小
伙子已经成长为成熟稳重的业务骨干。
参加工作不久，他就提交了入党申
请书，凭着进取之心他不断成长，秉持
“正直为人、宽厚待人”的人生观，辛
勤付出默默奉献，他始终保持着入党的
热心，坚定政治立场，端正入党动机，
终于在 2009 年 6 月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
党员。之后，他把过去的经历当作一种
考验，把今后的工作做为自己践行党员
宗旨的具体实践，更加努力工作，积极
投身于学习，为公司的经营发展尽心竭
力地做贡献。
不断加强学习，业务素质过硬。柳
彦同志在长期的业务工作中，始终把学
习放在重要的位置，刻苦钻研业务知识，
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经营管理水平，由于
他雷厉风行的作风，经常使得事半功倍，
工作业绩十分突出。2007 年，公司开展
保税油业务，他被委派牵头负责该项工
作，为了能迅速上手，他带领同事们从
零开始，学流程、“泡现场”、办手续，
连续多月放弃休息休假时间，逐步使
“保税油”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在他的
带领下，公司保税油供应量由 2007 年的

4200 吨增长到近年来的 10 万吨的规模，
并先后开通了南通、江阴、常州、张家
港、太仓等多个港口的供应业务。2012
年公司在启东港的保税油业务也正式开
通，市场覆盖进一步加大。他本人也因
此多次被上级评为“业务工作先进
者”、“市场开拓先进个人”等。
为人正直热情，作风求实，乐善好
施。作为在业务战线上工作的同志，因
为手中握有资源，难免会要经受各种诱
惑，尤其在油源紧俏的时候。他以“正
直坦荡，表里如一”作为自我要求，始
终严守工作纪律，恪守公司制度，主动
接受监督，从言到行都真正做到了“正
人先正己”，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敢抓敢
管。为了加强现场监管，他经常亲自赶
赴现场，以不定期抽查、台账检查等方
式对供应服务进行监管，如若发现不良
苗头，在对人员及时批评教育的同时，
更在“制度完善”与“执行力”方面下
功夫、勤监督。尤其是油库库存管理方
面，每次进油、调油都是亲自或指定业
务人员到场参与，对每个环节都进行严
格把关，确保了油品颗粒归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柳彦同志近十
余年来，爱心流淌，默默无闻地为贫困
地区 36 名孩子捐资助学，先后通过不同
形式的捐款合计约 15 万元，他的事迹在
长江航运报等报纸报道后才为人所知。
多年来，柳彦同志扎实有效的工作、
甘于奉献的态度、正直热情的为人赢得
了大家的一致认同与敬佩，践行了共产
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 江苏中长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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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理公司顺利开展含水矿理货业务
本报讯 9 月 24 日下午，
随着“豫信货 11739”监装
任务结束，外理公司顺利完
成了易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
(以下简称含水矿)的首单理
货业务。此单业务是受广寿
集团委托，装船货物为镍矿，
外理公司负责货物取样、送
检和监装。公司领导高度重
视，亲临作业现场指导操作
人员取样、监装等具体工作，
确保各个环节不出现任何差
错。
近年来，由于载运含水
率超标货物的船舶遇大风浪
造成沉船事故屡有发生，交
通部为加强水路运输安全管
理，发布了《水路运输易流
态化固体散装货物安全管理
规定》(638 号文)，其中第
八条明确规定：易流态化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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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散装货物适运水分极限、
含水率检测所需的取样、制
样、送检以及装船过程的监
装工作，托运人或其代理人
应当委托理货机构进行。
理货机构参与含水矿安
全管理工作，不仅是一项新
增业务，更是一份社会责任。
外理公司密切关注 638 号文

件的贯彻落实情况，积极推
动含水矿理货业务的开展，
通过实施培训学习、与其它
口岸理货公司交流与沟通、
与海事、商检及港口集团有
关部门沟通协调等一系列措
施，为顺利开展含水矿理货
业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 徐峰 报道/摄影

本报讯 2013 年 8 月 6 日下午，长
江江阴通信管理处在处主任张志忠、书
记潘雷的带领下，大家集中学习了《习
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就上海局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落实及开展进行
了深入的座谈。
会上，江阴处领导，听取了一线职
工代表们的意见。各与会代表积极发言，
反映了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尤其是
工作在一线及退休职工代表们认真准
备，积极发言，积极肯定了江阴处近年
来对于退休和工作在一线职工们的关

怀，在对组织关怀表示感谢的同时，希
望能为单位更好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
献。
最后，江阴处书记潘雷对会议进行
了细致总结，并强调江阴处要结合实际，
按照有关要求，积极征求退休干部、一
线职工、青年代表、党外人士及党员群
众等各层面意见，把“照镜子、正衣冠、
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贯穿教育实
践活动始终，切实做好党的群众路线的
学习和落实工作。
• 长江江阴通信管理处 报道

浅谈和谐

和谐，配
合得当和匀称
的意思。形象
一点说呢,和谐是一种自然美:青山绿
水，那是一种恬静，春梅绽雪，那是一
种素雅，霞映池塘，那是一种绚丽。这
里的美，美在自然，美在和谐，若“登
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便谈不上和
谐了。
和谐是一种默契：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宝黛初会，心灵感应，
似曾相识，息息相通，这是一种和谐，
夕阳西下，两位银发夫妇相携相扶，漫
步在故乡小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
处处亲切，处处情深，这是一种和谐，
海峡隔不断柔情，风风雨雨几十年，终
究达成“九二”共识，实现两岸三通，
这又是一种和谐。
和谐更是一种不可违的规律：月亮
绕地球转，地球绕太阳走。它们不离不

弃，相伴相守，
时时如此，阴
阳相济，和谐
相处。有人想打破世界的这种和谐，可
结果呢？沙尘来了，风暴来了，厄尔尼
诺来了……
自然需要和谐，人类社会更需要和
谐！
和谐需要宽容，海纳百川，容天下
难容之物，心怀豁达，体谅他人，相逢
一笑泯恩仇。
“锱铢必较”不会产生和谐，
争功诿过，不曾产生和谐。和谐需要信
任，信任凝聚人心，人心产生力量。
音调和谐可以悦耳；环境和谐可以
怡情；心态和谐可以健身；家庭和谐可
以幸福；国家和谐可以发展；社会和谐
可以进步……
只愿自然和谐，春雨知时润万事，
阳光有意暖千家。
• 杨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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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田港
——我梦牵
萦绕的地
方，她承载着我太多的光荣和梦想，
在这片土地上，我洒过汗水，更有
过成功的泪水；有过困惑，却不失
希望。她，记录着我的成长历程，
有过欢乐，有过痛苦；她，珍藏着
我与同事和朋友们最诚挚的情谊。
遥想当年，1985 年进入黄田港
工作，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与这片
土地结下不解之缘。年轻时心高气
傲，总以为生活处处是充满精彩与
激情，当面对这一份理货工作时，
才慢慢发现与感受到了那份真实的
平淡。
曾记否，那无数个寒风凛冽的
夜晚，夜在黑暗里沉睡，码头上却
是灯火通明，人裹着厚厚的军大衣
仍挡不住彻骨的寒气丝丝渗入，虽
然戴着厚厚的手套手指却还是冻得
发麻无法写字，用力哈气、搓手，
咬牙坚持理好每一件货物。
曾记否，当理货数字发生纠纷，
和师父毅然跳下船舱，在昏暗闷热
的船舱里，拿着手电和粉笔，一件
件将货物重新清点，当最后确认数
字正确时，早已是汗流浃背脑袋发
晕。
曾记否，多少个清晨，天才蒙
蒙亮，街上悄无声息，告别温暖舒
适的被窝毅然起身，骑上自行车奔
向码头。
曾记否，下班回宿舍，和朋友

人生努力的
方向。竹密
不妨流水
们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或围坐在 过，山高岂碍白云飞，追求是一种
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或为了一 态度，是一种志向，志向决定了我
们的命运。尊重、包容、平等，无
步棋，争得面红耳赤。
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从事何种工
曾记否……
感谢生活！因为辛苦，我具备 作，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了勤奋；因为枯燥，我具备了坚忍； 黄田港人，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因为责任，我具备了担当。暮然回 创一流港口，创一流业绩。
鱼对海说：“你看不到我的泪，
首，我终于发现，这就是平凡工作
因为我在水中。”
赐予自己的最丰厚的回报。
海对鱼说：
“我可以感觉到你的
黄田港的日子渐行渐远，回想
泪，因为你在我的心中。”
起这一切，我不禁感慨万千。
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时，我就为
向黄田港致敬，是黄田港给了
我立身的根本、未来的寄托，是黄 之深深感动了，如此平凡、却又如
田港让我在忙碌中成长，在成长中 此真挚。我不也是条小鱼吗？而黄
思索，在思索后成熟，在成熟中对 田港正是我生命的大海，就像鱼离
开了水难以生存。一个人若没有了
每一个“黄田港人”充满敬意。
向困难致敬，港口的历史从来 可以为之奋斗的事业，将迷失自己
不缺乏危机和斗争，但坚强的港口 的人生方向。黄田港，我庆幸自己
人在风浪中胜似闲庭信步，因为我 选择了你——我的骄傲。虽然我们
们赤胆忠心，因为我们未雨绸缪， 即将离别，开始新的征程，但我将
永远眷恋着这片土地。悄悄的我走
因为我们真诚服务。
向前辈致敬，是前辈们开创了 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挥一挥衣袖，
港口事业的序曲，并让我们学会了 带去一片片思念的云彩！
如何做人、如何做事。正确的人生
· 许晓峰
观和工作态度是前辈们留给我们的
宝贵财富，让我们在沃土中成长、
在成长中战斗、在战斗中坚强、在
坚 强 中 努 力 地 扮演好 事业的 传承
者、坚守者、发扬者。
向理念致敬，是“求真、务实、
开拓、创新”的理念使自己找到了

下班的路上，遭遇了“东
边日出西边雨”的景象。东
城上公交车时，还是晴空万
里，走着走着，就发现路面
尽湿，西城竟然下过雨了！
在车中朦胧的望去，行人们
打着伞匆忙赶路，就如那被
吹落的梧桐树叶一
般，在风中微颤着四
散而开。突然间发现，
这样的一场雨，竟让
我发觉有些凉了！
日出日落，雨过
天晴，暑往寒来，白
驹过隙，我也在不知
不觉中，慢慢老去了。
每天叹息着时间
总是不够用，很多事
想做又未来得及做。
何曾想，年少时总是
抱怨生活无聊，无事
可做。如今伤感着韶
华易逝，岁月匆匆，
还没尝够成长的滋
味，就被生活压得喘
不过气，出现初老症
状了。此刻忆起那么多年挥
霍无度的青春，方知一寸光
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原来，我现在羡慕的一
切，都是我曾经拥有过的，
而这一切都在岁月中被慢慢
侵蚀，被彻底遗忘，就像从
未感觉过这些的真实存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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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中 秋
这是一个温馨的夜晚，
人们把思念捏成一个圆圆的
月亮，惬意地品尝着一种向
往和想象。
这是一个民族古老的特
产，这是一个民族传统的节
日。
在这个节日里，无论你
在山南水北，抑或是云下海
上，都会在金桂飘香的夜晚
举杯邀月。游子的凄苦、友
人的孤寂、放飞的思念、远
古的情愫，都将在这一方雅
致的宁静里，这一壶浓香的
美酒里，有最美好的流露。

于是，中秋节处处欢声
笑语，大街小巷人来车往，
处处充满人情味，为的就是
赶一回团圆饭。
于是，中秋节的月亮最
明亮最圆满，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可谓此时游子
最好的写照。
又见中秋，又见明月，
回看家人，且让我们坐在圆
圆的月亮下，慢慢地欣赏夜
景，细细地品味人生的奥妙，
感受生活的真谛。一缕月光，
如流水，绵绵潺潺……
· 安娜

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一年一度的中
秋节到了！在这个本该阖家欢乐的团圆日，
虽然不能和家人一道在家或外出享受节日
的欢愉，但可以在单位值班休息时间提笔
写下一点点淡淡的中秋回忆，也算是一种
守望的幸福。
对中秋节有感受始于一首老歌：“八
月十五月儿明，爷爷为我打月饼，月饼圆
圆甜又香，一块月饼一片心……”在我的
记忆中，中秋总与月饼相连。可儿时家里
穷，每年中秋前父母只能节俭地买上两三
个月饼和两三只苹果，由于兄弟多，一到
中秋之夜，母亲就将隔夜买好的少的可怜
的几个苏式月饼和苹果、菱角等作为供品
拿出来，放在月光下的小桌子上，再点上
三支清香对天祭拜，现在想来大概就是祈
求家人平安之类吧。等供上个把小时后收
拾收拾，然后开始吃月饼。每到这时，母
亲总将其中一个一切两半，爷爷奶奶每人
一半，然后将另外两个叠在一起均匀地横
竖切上两刀共分成八份，兄弟五个加上姐
姐和父母正好每人一份。而我们这些孩子
在这个时候是最开心的，虽然分到的月饼

年少时的我有着无限的
激情，就像夏日般的火热，
浑身散发着无所畏惧的气
息，在人生的道路上横冲直
撞。就算受伤，也是不知疼
痛，好似没有心肝一样勇往
直前，从不回头看看走过的
路。现在，行进的速
度越来越慢，不时如
履薄冰小心翼翼，不
时驻足不前左右观
望，不时战战兢兢畏
首畏尾。这样的心境，
不知是成熟了还是老
去了……
现在的我，如秋
天般，激情早已沉淀，
更多的是反思和积
累。开始追悔当初的
热情用在了错误的方
向上，如今想要纠正
方向，多么困难，早
过了那说走就走，说
做就做的年纪。
可我心中的梦想
依然炽热，它就像我
人生之路上的指南针，让我
在城市里闪烁的五彩霓虹灯
中，即使身再躯疲惫而目光
却愈发的坚定。
告别了夏天，在昏黄而
温馨的灯光下，我朝着家的
方向继续前行。
· 梓墨

略显凉意的秋风
带着一丝萧瑟
拨弄得江潮滚滚东流
独步星空下的码头
凝望银盘似的月亮
思绪随声声汽笛
游荡在虫儿呢喃的夜晚
远处飘来阵阵月饼浓香
夹杂着几多喜悦欢聚
扎龙自然保护区琪鹤源

· 乐澄 摄

· 沈洪益

士兄弟，我们就叫它“遇难”吧!当晚戚家
军在营官兵饱餐了一顿“遇难”后，一声
炮响，奋勇杀向倭寇营地，成功地击退了
倭寇，冲出包围，获得最后胜利。为了纪
念民族英雄戚继光及其戚家军抗倭救民的
功绩，东南沿海一带地区的人们在每年的
中秋节都要吃“遇难”。“遇难”与“芋
艿”偕音，后来人们便慢慢习惯地称“遇
难”为“芋艿”。记得小时候每到中秋，
家家户户隔夜就会将芋艿去皮，用凉水浸
泡防止表皮变色。我家也不例外。第二天
母亲起个大早将糖烧芋艿做好，每人吃上
一碗香甜美味的芋艿，美好的中秋节就这
的中秋佳节。相传在秦汉时，就有了以自 粮断炊，军中有点惊慌。戚继光传令一边 样开始了。
又 到 桂 花 飘 香的 中 秋 时 节 ,人 到 中
然崇拜为特征的秋季祭祀活动。自汉以后， 加紧防守，一边派战士去挖野菜来充饥。
祭祀的色彩越来越淡，祭月渐渐变成了赏 戚继光正在发愁时,忽有军士来报，山上发 年，已过不惑而知天命的我，在这样的节
月。中秋节成为一大节日，大约始于唐代， 现一种大叶子的植物，为数不少，经挖掘， 日感慨颇多，也越发懂得“珍惜”二字，
见《唐书 ▪ 太宗记》（八月十五中秋节）。 见其下面有许多毛茸茸的块根，经去毛后 希望每个人心中能将幸福装得满满，珍惜
中秋节盛于宋朝，明清至今一直勃兴，百 露出白白的“肉”，煮熟尝食其味甚好， 今天，同样珍惜未来！知足而常乐。所谓
年来已成为众多民族民间习俗与古国风 食后耐饿。戚继光亲自取食后非常高兴， 节日，就是人生旅途中一个个驿站，提醒
情。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也就是分享月饼 查问起该植物的名称，大家都说不知道。 我们幸福的存在，让我们能坐下小歇，好
记地最深，后来生活条件逐渐好转，也不 戚继光感慨地说：由于我的麻痹大意，才 更加坚定地继续行进，也使日复一日的生
过是趁全家老小团聚之时，杀个鸡或鸭， 出现今日的困难，为了不忘这次遇难的战 活能更加美满！ (陆德良）
不多，但每次都会将酥松的饼皮剥下一层
又一层，没完没了地将散落的饼皮送到嘴
里，连极小的碎屑也不肯轻易放过，珍惜
得当宝贝一样，吃到最后手指会朝那些现
在看来不起眼的小碎屑轻轻一按再送入嘴
边，吃月饼的馋瘾就如此简单化解了。如
今的孩子幸福得要啥有啥,大概不会再有
这种体验与感觉了。
农历八月十五，是我国历史传承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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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买上几个月饼，一家人共同分享。在过
去这就可视为是上户人家，很少见有像今
天这样趁着家人团圆的日子摆酒庆贺的，
但每年中秋芋艿是每家必不可少的过节食
品。据说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戚继光及其
戚家军：有一年的中秋佳节，在一个山地
上宿营的“戚家军”某部，正在兴高采烈
地庆祝胜利，欢度中秋，不料被一股偷袭
的倭寇所困。适逢军中粮草不多，面临绝

忆中秋 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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