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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港分公司
仓库理货员
张士强

人生格言：
勤勤恳恳
与人为善

10 月
15 日至 20
日，长江
航务管理
局在湖北
省兴山县
举办了第十三届“长江杯
中国象棋围棋邀请赛”。来
自长江港航单位的共 21 支
队伍参加了此次邀请赛。集
团公司组队参加并荣获了
围棋团体第四名和象棋团
体第八名的好成绩。
· 集团公司工会 图/文

ڐবጓĂಘ᎖ॢማࡼĐੑཽđ
—— 记集团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张士强同志
提起张士强，认识他的人都会竖起
大拇指称赞叫好，并称他为典型的“好
人”。张士强同志于 1981 年 6 月进港，
先后做过装卸工、理货员，后来一直担
任原集装箱公司理货仓库副主任，2012
年集团公司经营战略调整，集装箱公司
转让后，张士强同志服从集团公司安排，
调入大港分公司理货仓库上长白班。作
为一名老党员，工作中的他严谨求实，
兢兢业业，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
的先进性，曾被临港经济开发区评为
“优秀共产党员”。
“为人民服务”是张士强始终坚持
的一个工作标准。2012 年是大港逐步进
入正轨的一年，业务量的增加，导致人
员缺口较大的理货仓库更是忙得应付不
过来。张士强同志凭着共产党员不怕困
难的天性，及时调整心态，很快适应了
新环境，他坚信唯有学习才能加快转变，
才能跟上发展步伐，为此他抓紧一切机
会向仓库理货组长学习，向资深理货员
学习，张士强同志认真坚持的学习劲儿
赢得了同事们的敬意，也赢得了客户的
赞誉。
作为一名长白班的理
货员，张士强同志身兼数
职，平日里帮着理货组长
维护理货质量，仓库工作
繁忙时随时会被派出去理
货。一手抱着夹板，一手
握着笔，两眼紧紧地盯着
货物装卸中的每一个过
程，他说，进出港口的每
一票货物，都是我们理货
员的工作，我们不仅要确
认数量，更要保证质量，

江苏中长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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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23—24 日，江
苏中长燃公司组织各加油站休班
员工 20 余人分别在江阴大港基
地和公司机关集中开展了一次为
期两天的消防安全实操培训和消
防知识教育活动。
本次实操培训既是一次例行
演练，更是为提高新老员工应急
实操技能、促进以老带新而特意
组织的一次集中教育培训，实操
培训内容主要为灭火器使用、救
生衣穿戴、抛卷水龙带等加油站
基础安全应急技能。消防安全知
识教育则特邀长航公安苏州分局
水上消防支队消防工程师匡一虎
为大家授课。
23 日上午 9 点，在公司副经
理王书建简短的布置动员后，从
四个加油站集合过来的 20 多名
员工便分组按序进行实操演练。
不同以往的模拟操作，这次可谓
“真刀真枪”上阵。熊熊燃烧的
火盆，类型不同、大小不一的灭
火器材，让这艘已经早早退役的
老油囤的氛围一下转换到紧急状
态下的加油站环境中，在公司安
全设备部门人员现场指导下，新
老员工逐一进行灭火操作，干粉、
泡沫、二氧化碳等各类型灭火器
被他们轮番使用，中间穿插着每

种灭火器的用途、使用注意事项
的问答。与此同时，另一组员工
也紧张投入到抛卷水龙带技能实
操培训中，边操作，边指导，比
学结合，逐个试手。两个环节的
实操培训结束后，由安全设备部
门主管人员对救生衣穿戴进行再
培训，既有现场点评，也有常见
问题整改指导，让大家学得扎实。
实操培训结束时，不少老员工表
示，虽然消防演练经常做，但动
真格使用灭火器还真是不多，更
不用说每个都用了。这次实际操
练一把心里感觉踏实多了。
10 月 24 日，消防实战经验

丰富的匡老师站在专业角度，从
一个个曾经发生的惨痛案例讲
起，为大家带来了一堂生动深刻
的消防知识讲座，继而宣讲消防
安全无小事，让大家时时处处想
到安全，以扎实全面的知识技能
实现我要安全。
公司通过本次活动，不仅为
新员工办取了消防合格证，更通
过“请进来”消防支队专家授课
和“真枪实弹”演练提高了新老
员工消防知识技能，为全面决战
四季度上了安全工作第一课。
图为水龙带实操培训
· 李俊利 报道/摄影

因为任何差错都会影响到生产效率、影
响到公司对外的声誉和形象。
岗位上，几十年来他做到了遵章守
纪，始终如一。他准时到现场，提前上
岗定位，戴好安全帽，执行规章自觉性
高。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数年来，他
能模范执行岗位责任制，做到无违章，
无违纪，无“三岗”
（睡岗、串岗、离岗）
现象；他能立足本职，努力学习理货专
业知识和技能，积极参与质量管理，按
集团和公司的要求，做好新进员工的传
帮带工作，为营造大港分公司团结、和
谐、互动共进的良好氛围做出了自己应
有的贡献。
张士强同志不但工作认真，生活作
风上亦是严谨认真，朴实正派。他的思
想，他的行为举止，从不为社会上任何
歪风邪气所侵蚀；生活中他乐于助人，
时常利用早上和中午的休息时间主动打
扫仓库的卫生，非常照顾仓库里一帮 80
后、90 后的理货员，常常鼓励他们，和
他们谈心，深得“小年轻”的喜欢和尊
敬。
作为一名老党员，张士强同志深知，
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才能体现自身的
价值。时代在变，潮流在变，不变的是
他对事业的忠诚和坚持！他默默无闻地
奉献着自己的心血、智慧和真情，他的
人格魅力深深感染着周围每一个人，成
为了大港分公司理货仓库的楷模，鼓舞
和激励着理货组每一位新老员工！在理
货事业的征途上，他将继续以满腔的真
诚和无私的奉献站好岗，为江阴港的发
展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 大港分公司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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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中国港口行业发
展迅速，现阶段已经成为了世界
港口大国，但离世界港口强国还
有不小的差距。在几十年的港口
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
其中价格机 制改革问题尤为突
出。
近年来，物价水平快速上涨，
油价和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而
港口费率却十年未做调整，有些
费率甚至已经远远低于成本，而
不分区域不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差异，对港口实行一刀切的做法，
也无法适应地区和行业的可持续

发展。宏观上来看，整个航运业
的低迷也使得港口企业生产成本
不断上升。而《港口法》的实施
和港口企业改制后政企分开，再
加上多种投资经营主体进入港口
市场，使得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价格成为港口企业争夺市场的重
要手段，港口行业利润微薄甚至
亏损，这一切都决定了企业经营
异常困难。
改革港口价格管理机制、完
善港口收费规则已经迫在眉睫。
· 蒋小虎

快乐的奥秘
快乐是什么？有人说，笑容
满面代表着快乐；有人说，家和
万事兴就有快乐；有人说，有了
钱就有快乐；还有人说，完美爱
情就是快乐。而我觉得，快乐是
一种美妙的感觉，你会觉得很轻
松，心情很舒畅，快乐是生活中
每件小事，与人相处中的点点滴
滴，长辈上司的斥责与鼓励。
有人觉得自己很不快乐，快
乐好像并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事
情都与自己的预期背道而驰，认
为老天爷何其的不公，自己的要
求都得不到满足，心情压抑、郁

闷、愤怒、沮丧。
所谓境由心生，快不快乐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如果
你改变不了环境，那么就去适应
它。我们可以改变的是自己的心
态，凡事都保持乐观，用积极的
生活态度去面对一切悲伤和痛
苦，或许你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
获。
世界本来就不“完美”。如果
我们不去苛求完美，那么快乐这
档子事就简单的多了。人若知足，
才能常乐。
· 毛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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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副刊
青春是在你身上，你有人生最
宝贵的东西。
—— 德莱赛
有人说，人，总要为自己留下一
些让自己热泪盈盈的日子。青春，就
像哈姆雷特，一百个人的阅读，有一
百种诠释。而我的青春是我无法舍弃
的哀与乐，它是我漫漫人生路中的玫
瑰园。走过玫瑰丛，欣赏花的美艳时，
也得承受花刺的狠心，痛并快乐着。
转眼，童年埋在了十年前，少年
留在了八年前，青年离我最近，却让
我奢侈的浪费掉了。今年过去了一大
半，眼看着自己又要增长一岁。好快，
前两天去朋友家蹭了顿午饭，朋
友的公公婆婆快速的吃完了饭，把碗
往水池里一丢，人就出门打麻将去了。
我和朋友把饭吃完后，朋友也把碗往
水池里面一丢，转身就走，我觉得很
奇怪，问朋友：
“一共就几只碗，为什
么还要放在那边看着碍眼，不把碗洗
掉呢？”朋友笑着对我说：
“晚上我婆
婆会回来洗的。”我当时就觉得很惊
讶，然后她就对我说:“以前也是看不
过去，把碗洗掉了，收拾的干干净净，
但是，后来发现这成了家人依赖的一
种习惯，每次吃完的碗筷，家人都不

我的青春

梦，当你梦醒时分，它已经消失的
无影无踪。”我也曾经渴望过拥有海
子所言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好快！匆匆走过了 23 年的岁月，不曾 的无限幸福；活着拥有像三毛一样，
让灵魂流浪在撒哈拉沙漠里的无拘无
留下最美的印记。
回首已经不是那个青涩少年，少 束。但是现实与梦想之间，有着我所
了些许稚嫩，多了些许坚强。依旧在 无法逾越的鸿沟。面对这世界强加于
那个原点，却能画出一个更大的方圆。 我们的一切，我们都在挣扎，勇敢的
懵懂的记忆里我们经历了中考、高考， 挣扎。只是反抗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我不知道青春是一个怎样的概
年少无知的自己已步入社会，慢慢适
应着学校与社会的差异，看清现实的 念，如果用张爱玲的名言，那青春就
残酷，坚定目标，勇敢地向着自己的 像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而我
的青春，大概也似盛放的蔷薇般美丽。
梦想发起冲击！
莎士比亚说：“青春是短暂的美
· 钱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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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洗，而是等着别人去洗，就觉得
这是别人应该做的事情，偶尔哪天不
洗不收拾了，婆婆就会说我懒，连几
只碗都不肯洗，慢慢的，我也就学会
了把碗丢在水池里不管不问了。”
习惯，久而久之就成为了一种依
赖，一种“应该”。很遗憾的，我的这
位朋友，她和她的家人形成了一个坏
习惯。
懒于春耕的农民，能有五谷丰登

的秋天吗？懒于读书的学生，将来能
成为科学家、文学家吗？懒于参加体
育锻炼的运动员，能在国际比赛中夺
得金牌吗？不能，决不可能。还有极
少数人染上了盗鸡摸狗的坏习惯，从
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养成好习惯可以受益终生，坏习
惯却可能毁掉人的一生！好的习惯需
要持之以恒，不要以为一个小小的习
惯无关紧要，人们正在和将要面临的
许多成就或祸患其实就是由这些看似
不起眼的习惯形成的。
· 毛素芬

十月收获

九
华
山
风
光

十月秋风
丹桂飘香
和平信使
化一尾白羽
衔沉甸甸的收获
献给母亲的生日
祖国啊
汇纳百川的雄壮
奇峰峦叠的秀丽
激励一代代华夏儿女
拼搏在金色十月

·
左
西
龙
摄

· 沈洪益
3 月 28 日，经过“江渝 16”号五天四
夜的漂流，我在高港换乘“申汉”班轮，踏
上了我到江阴的最后一段旅程。
“……钢印……钢印”，一句句不着边
际的吴音腔让我的内心一紧再紧，江阴，到
底是怎样一个让我投奔的陌生城市？
轮船终于拉响汽笛，黄田港到了，江阴
到了。前来接我的师兄赵勇如期出现在客运
囤船上。在他的帮助下，我很快搬运简单的
行礼，办毕报到手续住进了位于办公楼四楼
的港口招待所宿舍。
“走，我带你吃饭去”，师兄热情地招
呼着。
“不不不，我在船上已经吃过了，你去
忙吧，谢谢您！”我没有说真话。
一切收拾停当，走出宿舍已经夜幕降
临。初春的江阴明显比重庆要冷，昏黄的路
灯下行人很少，过江长途大巴、重载货车来
来往往络绎不绝。一步三回头，经过十分钟
左右步行，我在黄田港汽渡入口附近的小店
里买了点生活用品。
没出门的时候恨不得马上离开，独自一
人遥想白发父母才发现乡愁是如此之愁，基
本一夜无眠。早早地我爬上办公楼顶，俯瞰
灯火流动的港区和奔腾不息的江水，一叶叶
扁舟或独自奔忙或成群结队浩浩荡荡挤进锡
澄运河。转身刹那，看见旭日阳光把我的影
子长长地印射在屋顶的断瓦上。是真的就这
样吗？没有人回答。
与重庆港的那些作业区一样，装卸公司
的办公楼也有些年份了，我被安排到货运仓
库从事理货员工作。面对那些既熟悉又陌生

的各类水运系统格式台账、记录单证，出身
水运管理专业的我还算有底。但是理货员之
间江阴方言的对话我基本一个字都不明白，
轮到向我分配任务时，主任、组长和师傅都
必须要用并不太熟练的普通话向我重新全面
交代。我感到我又进了一所新的学校。
到江阴十天左右，听说之前乘坐的“江
渝 16 号”轮路过但不停靠江阴，我欣喜若狂
地跑进调度室，请他们帮忙用高频让我与船
上的学长和同学通话。久违的亲情是如此之
近，又如此之远，匆匆说了几句赶紧放下，
没有手机没有固定电话的我感觉还应该说点
什么，于是怯生生地打听能不能再用一下。

夏天是个水果丰富的
季节。吃过的水果，只要
有种子，我都会把这些种
子种下，期待可以开花结
果。幸运的是，在一次给
花草浇水的时候，发现初
夏时种下的木瓜种子发芽
了！一棵很幼嫩的小苗从
土里冒出头来。我感觉很
惊讶，前几天都还没有注
意过它的存在。
自发现幼苗以来，便
无数次幻想这棵幼苗长成
的样子。很不幸的是，小
苗还没来得及再长高些，
就被老鼠咬断了。为此，
我伤心了好几天。
后来，又将吃掉的西
瓜，梨，包括南瓜冬瓜这
些瓜果类的种子埋在花盆
里。果然，又有一棵西瓜
苗破土而出了。这次，我
决定要重点保护它。每到
晚上，就把花盆搬到室内，
置于高处，这样倒也安然
无恙了几天。可是有一晚，
我忘记把花盆搬进来，当
我发觉了而后悔莫及的时
候，不出所料，小苗又被
老鼠咬了，虽没有咬断，
茎部却有很明显的“伤
口”。接下来的日子里，竟
只能看着西瓜苗逐渐枯
萎，我的心情也低落了起
来。
就在我为西瓜苗伤心
的时候，惊喜地发现土里
隐隐约约有一抹绿色，又
有植物要成长起来了！
在我为失去的木瓜苗
伤心的时候，我不会知道

动作交流使孤独的我们心领神会，以致于我
最初在黄田港大桥和港务局大门口、宿舍内
的照片都是那时留下的。
对江阴话的听力慢慢进步，理货员的生
活是辛苦的。因为不会骑车，我只好发挥四
川人的勤奋用双脚丈量宿舍、仓库、码头这
新的三点一线。冬天的江南时常寒风凛冽，
裹着大衣驻守在码头依然难以驱寒，库场上
的一潭潭积水，不经几时就结成白哗哗的冰
凌踩上去嚓嚓直响。港区的夏天真的很热，
到处都是钢筋、水泥让人无处躲藏。唯有春
夏还好，微风拂面波澜不惊之时，不仅可以
近距离体味大江东去的豪情，而且可以通过

લ ᄙ ভ  ፂ!
值班调度有些不高兴：“这么大的港口你以
为就专为你开个私人专线啊？是男朋友在船
上吗？”，我摇摇头又点点头再摇摇头，不
知如何表达。“最后一句啊，”他非常不耐
烦地说。于是我接过高频，激动地说了一句
“下次路过一定要在高频里叫我呀”，还没
有来得及等到回声我就赶紧放下，失落、无
奈得眼泪都差点掉了下来。
（多年之后才知道
那名值班调度是著名的俞刚铭先生）。
当时住宿舍的女同事甚少，工作之余我
与当时同样住在港口招待所的一群温州哑巴
成了朋友。她们白天的工作就是去渡口出售
一些类似于命相学的小册子，晚饭过后基本
无事，我们经常一道散步，简单的手语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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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果

与客户、船东交流，感觉自己虽为港口小小
职员，但我经手的些许记录，见证着国家和
国际的大交通、大物流。还有些热心的江阴
同事，他们不仅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而且
向我介绍江阴，帮助我适应江阴，朱阿姨送
给我的油漆一新的樟木箱子成了我后来唯一
的嫁妆，一口铁锅沿用至今。那时候在码头
上从事理货工作，即使夜班我都基本站着，
一方面是出于对客户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
对自己岗位价值的高度认同，不敢懈怠。
上班一年多以后，我开始学骑自行车。
那时候四号码头南侧的堆场堆满了成件的木
材。有一次中班我骑车从沿江路穿过，因为
避让不及一下子跌倒在木材之间的深坑里。

也许西瓜苗正在土里孕育
着，一旦有个合适的气温
和湿度，它就会破土而出。
在我为西瓜苗的出现而高
兴的时候，我也不会知道
也许藏身于房间某一角落
的老鼠正蠢蠢欲动，将幼
苗列为了它的目标。在我
为新生的，还未探出头来
的不知名幼苗而欣喜的时
候，我更不会知道，土里
是否还有其他的生命，或
者今晚老鼠是否还回来残
害幼苗。
当我为这一切时而高
兴、时而伤心时，我也不
会记起，是自己将各色的
种子撒在了土里。
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
系的。没有种子，何来幼
苗。就如佛家所言，没有
“因”又何来的“果”呢？
想通此处，便也释然，我
的一切情绪，在撒下种子
的那一天就注定了。
记不清是哪位诗人的
诗句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每一天的我都是不同的
我。我们每天面对的生活
是变化无常的，从清晨睁
开双眼，一切都是全新的
开始！而我们自己也从前
一天的经历中，有了不同
的收获。瞬息万变的生活，
瞬息万变的我们，明天的
生活，在今天就已开始铺
垫了，所有的明天都是从
今天走过去的。
那么，把握好了当下，
未来又能差到哪里去呢？
· 梓墨

两名巡逻的经警刚好路过听到声响冲了过
来：“啥人？”
“是我，”我忍痛爬起探出头来。
“这么深更半夜你在这里干什么？想偷
木材呀？”
“我是仓库理货员，我在这里练车”。
“理货员需要练车？你讲讲别样，老实
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真的是仓库里唯一需要练车的理货
员……”。
两个好人互相对视了一下没有再难为
我，交待了几句就放我歪歪扭扭地骑走了。
宿舍楼的同事年纪相仿，码头作业时不
同工种会经常搭档，在港区里比楼道里见面
还要客气，清瘦、幽默、爱多嘴的张海斌就
是其中的一个。那时候我们中的多数人都不
知道他患有很严重的肝病，直到有一天同事
突然告诉我说他走了。一个年轻人的突然离
去让宿舍的气氛变得十分凝重，总以为度日
如年的我们再次感受到死亡的冲击，偶尔光
顾的一只飞蛾、一只蝙蝠都会牵起我们对逝
者无尽的牵挂。有一次中班后回到宿舍，半
掩着门我去洗手间打水洗手，偶来的阵风吹
动室内晾衣绳上的衣物随风飞舞，吱吱呀呀
的奇怪声响和忽明忽暗的灯影摇晃吓得我瞬
间近乎凝固，哐嘡一声弃盆夺路而逃。从那
以后没多久，我就申请搬到了新宿舍。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这都是十几年前的
事了，那些关于黄田港的记忆还在继续。好
多领悟都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我会带到新
地方去继续品味、珍藏。
· 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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