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

2013 年 11 月

外理公司
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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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集团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徐峰同志

徐峰同志 1996 年参加工作，中共党
员，大专学历，现任外理公司副经理。
自从踏进理货公司的第一天起，他就下
定决心要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奉献在理
货事业上。他始终坚持认认真真学习，
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为人，发挥自
人生格言：
身专业优势，开拓创新，无私奉献。从
现场理货员到业务员，到业务科科长，
业精于勤
再到现在的副经理，一步一个脚印，他
行成于思
一直都怀着满腔的工作热情和过硬的专
业知识投入到理货工作中去，出色地完
成了各项理货任务，得到了领导和同事
们的一致首肯，也因此在 2005 年被江阴
港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评为“十佳文
明职工”，2006 年被江阴市文明办评为
“港口口岸工作先进个人”，2007 年被
江阴临港新城港口办事处评为“先进工
作者”，2010 年和 2012 年被江阴港港
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评为“优秀共产党
员”。理货工作平凡艰苦、枯燥乏味，
整天与数字打交道，但他热爱理货事业，
爱岗敬业，严格要求自己，充分发挥出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精业务、促生产
徐峰同志 1996 年毕
业于常州工学院计算机专
业，却与理货结上了缘。
刚参加工作时，他深感自
次竞赛的第一名、大通公司代表 大员工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加
己理货知识的匮乏，只有
队荣获了第二名、机关代表队荣 深了员工对消防器材的认识，增
通过勤奋学习、刻苦钻研
获了第三名，其余各代表队荣获 强了员工的消防意识。大大提升
来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
活动优胜奖。集团公司党委副书 了员工对消防的直观认知与团队
才能胜任本职工作。于是
记工会主席左西龙、工会副主席 协作能力，达到了全员共同提高、 他不断钻研各项理货业务
张兆江、安保部经理助理周余为 共同学习消防的目的，夯实了公
知识，虚心向身边的同事
获奖代表队颁发了荣誉证书和纪 司消防安全建设基石。
学习，在实践中总结经验，
图为参赛队员奋力“灭火”
念品。
把各个业务要点都记在随
通过本次比赛充分锻炼了广
· 吴荣 报道 蒋小虎 摄影
身携带的记事本上。他于
1998 年 11 月通过江苏省
英语等级中级考试，2000
年 7 月获得了南航的大专
文凭，2002 年 12 月取得
了交通部颁发的理货员证
书，2005 年 7 月获得水路
运输中级职称证书，2006
年 7 月成功取得了质检总
局颁发的商品检验鉴定证
书。这一系列成绩的取得，
为自身的业务知识打下了
坚实的理论基础，成为理
货公司业务的骨干力量。
徐峰同志凭着过硬的
电脑水平，开发了水尺计
量程序，并成功应用在业

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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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了认真贯彻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进一
步普及消防法律法规 和消 防 知
识，增强全体员工的防火意识，
掌握消防灭火技能，切实做好防
火工作，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8
日上午，在装卸作业部六号仓库
北举行了一场消防技 能竞 赛 活
动。参加此次消防竞赛的是来自
集团公司相关部门、单位的 7 个
代表队共 21 名选手。比赛共设二
个项目：一是队员配合、消防龙
带操作、水枪出水竞赛；二是灭
火演练。公司领导对此次消防竞
赛活动高度重视，集团公司党委
副书记、工会主席左西龙亲临比
赛现场观摩指导，为参赛员工助
威鼓劲。
比赛现场气氛高涨，参赛队
员们斗志昂扬、个个摩拳擦掌信
心百倍，他们抖擞精神、奋力拼
搏；接龙带、开消防栓等动作干
净利落一气呵成。
经过激励的角逐，装卸作业
部代表队以优异的成绩荣获了本

江阴中理成功举办乒乓球友谊赛
本报讯 为了丰富员工的文化
生活，营造团结合作的精神，增进
兄弟公司之间的交流，江阴中理于
11 月 8 日下午在港口集团黄田港港
区会议室举办了“第二届江阴、常
州、镇江中理公司乒乓球友谊赛”。
本次比赛为团体循环赛，每队 3
名选手参赛，各队选手出场次序由
抽签决定，按各队的总分决定比赛
名次。
各公司领导十分重视此次比
赛，均亲临现场为选手加油鼓劲。
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认真专注，
精彩场面此起彼伏，现场喝彩声、
助威声不断。比赛本着“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的原则，各个队员在比
赛中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经

过 9 轮紧张
激烈的角
逐，最终镇
江、江阴、
常州分获
一、二、三
名。
这次比
赛的成功举
办，不仅为
选手们提供
了切磋球技
的平台，还
为各公司提
供了彼此交流的机会，更展现了参
赛选手饱满的精神风貌及各公司精
诚团结的团队精神。

图为比赛实况
· 徐峰 报道/摄影

务上。水尺计量一直是公司业务方面的
难点，因为它涉及船舶原理、几何学、
物理学等多方面知识，对于计量人员的
业务素质要求较高。徐峰同志在没有任
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利用一切可以利
用的时间，或是上网寻资料、或是去书
店找书籍、或是打电话给已经开展水尺
业务的同行咨询有关疑难问题，通过各
种途径积极学习新业务、新知识。在掌
握水尺计量的业务知识后，制定出一套
行之有效的操作规程，并且运用计算机
编程，编写了江阴中理水尺计量程序，
开创了长江沿岸理货公司中的先例。利
用它，只要输入有关测量数据，就可以
直接得到货物重量和自动生成水尺计重
证书，既免去了繁琐的计算过程，又保
证了结果的正确性。这套软件在实际运
用中，大大缩短了船舶在港时间，得到
了船方和委托方的认可。不仅如此，他
把自己的电脑知识应用到集装箱理货
中，在他努力钻研之下，成功开发了集
装箱船图制作软件，有效地提高工作效
率，提高了理货质量。
拓业务、求发展
在国际国内的经济大环境处于紧缩
状态，外理公司的传统件杂货业务受到
冲击，理货公司必须寻求新的理货市场，
以增强抗风险能力。徐峰作为业务主管，
他深知开拓新业务对理货公司的重要
性，于是他一方面主动走访客户，及时
掌握理货需求；另一方面，利用中理系
统的资源，多方面了解其它理货公司开
展的新业务、新动向，以充分挖掘江阴
的理货市场。在他的积极参与和组织下，
公司成功开拓多项新业务，包括水尺计
量、集装箱监装、上海集装箱分流、整
船出口业务、电子舱单理货报告发送业
务、沥青容量计量、进口废钢船检验鉴
定业务、含水矿理货业务等一系列新业
务。每一项新业务的开展，都是一个创
新；每一项新业务的开拓，背后都饱含
他的努力和汗水。理货新业务的开展，
有效拓宽了理货的业务范围，为公司提
供了稳定的利润增长点，也为公司的健
康发展注入了活力。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生命价值
的追求。徐峰同志凭着对理货事业的执
著追求和敬业精神，以他的实际行动和
不平凡的业绩，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展示了年轻党员的勃勃生机和崭新风
貌，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 江阴中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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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30 日下
午，长江江阴通信管理处运
维班组接到长博公司暨阳轮
渡报修电话，称轮渡"江阴渡
7 号"的 AIS 设备出现故障，
工作不正常，希望我处派人
迅速过来进行维修。
在接到报修电话后，江
阴处立即启动运维管理机
制，带齐工具后迅速前往韭
菜港码头。
江阴处技术人员在了解
了相关情况后，立即对设备
GPS 天线、VHF 天线、主机、
配线盒各个接口及相应线路

进行了逐一排查，最后发现
GPS 信号不定位，判定是 GPS
天线故障所导致。在经过更
换 GPS 天线和重新调试后，
AIS 设备工作正常。
江阴处技术人员认真负
责的工作作风得到了“江阴
渡 7 号”同志们的积极肯
定。在接下来的服务保障工
作中我们将进一步贯彻上海
局工作会精神，全力确保长
江江阴段辖区内航行安全通
信畅通。
· 江阴通信管理处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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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副刊
黄田港，这
个毗邻长江畔受
长江水润恩泽的
港湾，上千年来
用她那宽大的怀抱一拨一拨
的吞吐着往来的货船与客
轮，成为江阴不可缺少的运
输港湾。而正是这座港湾，
在十多年前，抚慰接纳了一
个初来乍到、迷茫彷徨的青
年。
十多年前，刚从学校毕
业踌躇满志的我走向了这个
陌生新奇的社会，还记得初
到黄田港的那天，父亲背着
我的住宿用品一路送我到黄
田港大桥，看着桥下那滚滚
的长江水，桥上熙攘的车流，
父亲的眼湿润了，在父亲的
心里，这是我踏向社会，走
向未来人生的关键。我迷惘
的心突然变得坚定了，心里
有个声音在呐喊：“黄田港，
我来了！”
当我一步步走进黄田港
的怀抱，迎接我的是安静优
雅的黄田港，江风轻拂、江
水脉脉、汽笛悠扬。远处，
几台高大的门机兀自有序地
运作着，堆料的场地如一座
座静默的小山丘，我突然迫

修工成长到公司
管理层。一步步
走来，再没有当
初的迷惘与不确
不及待地想融入其中。
定，有的是一份归属感、责
现实与理想总是有着一 任心。冥冥之中觉得，与黄
定距离，我在黄田港的第一 田港不再是简单的工作与场
份 工 作 是 到 车 间 里 做 机 修 所的关系，而是一种血脉相
工，日复一日、满身油污， 连、不可分割的骨肉亲情。
辛苦单调的工作也曾使我迷
如今，我要离开这个一
惘过，是师傅的教导、同事 路陪我成长的港湾，随着滨
的帮助，慢慢地使我体会到 江花园城市建设的推进，黄
了生活的艰辛，也感觉到港 田港港口退城搬迁。新码头
口运转的不易。
的建设给企业带来了挑战，
在接下来的几年，我与 但 也 带 来 了 不 可 多 得 的 机
黄田港互相见证了彼此的成 遇。离开黄田港，虽然内心
长。从 1992 年黄田港码头开 有很多的不舍与留恋，但更
放，成为国家一类开放港口， 多的是对未来充满无尽的期
黄田港外贸量、吞吐量持续 待。
增长，港口建设日新月异。
今天，再一次站在这码
黄田港从一个长江边小小货 头，看江水浩渺，船只往来，
运站逐渐成长为长江沿线举 不禁感慨万千。再见了，黄
足轻重的货运港口。扩建 4 田港，我也将整理好心情，
号泊位，两港整合,企业从省 充实好行囊，准备向下一站
交通厅下放，政企分开，整 出发。 (刘小龙)
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体制、
机制的转变，仿佛成了黄田
港推进器。
与黄田港共同成长，在
领导、师傅和同事们的关心
支持下，我从一名普通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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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江阴
港，首先映入
眼帘的便是一
堆堆的钢材和
一堆堆未曾了解的矿粉、矿
石，跟了师傅学习之后，才
渐渐知道了这些货物的名
称，并熟悉了港口货场的整
体布局和场地所在方位。
作为一名理货员，熟悉
货主和场地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操作流
程。在学习中，也逐步了解
并掌握相关业务知识，无论

“中国梦”曾一度成为热议话题，
许多人也曾信心满满地扬言要实现中国
梦。但是，中国人现在的状态真的能实
现中国梦吗？
中国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
可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正渐渐地
变得单调、乏味。像《遥远的村
庄》中，人花共笑、人虫共眠的
场景我们今天可能再见到、感受
到吗？村庄带给我们的本色、自
然、静观、默想、独处、从容、
达观感喟早就迷失在大大小小的
诱惑中了。现代都市中的人都在
争名夺利，连精心思考的时间都
没有，何谈实现中国梦？
经济发展是很重要，可是为
了实现现代化大量地把乡村翻建
成城镇，我们不禁要问，人们得
到了多少，又失去了多少？
《遥远的村庄》中的生活简
单却不乏味，那是一种与大自然
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梦应该在
这样的关系上进行，而不是一味
地追求所谓的现代化，
《遥远的村
庄》中对环境的重视也值得我们深思，
在自然灾害频发的今天，每次灾害都带
给经济不小的冲击。如果多植树造林，
减少化工企业，是否可以降低悲剧发生

的可能性？
《遥远的村庄》中所宣扬的生活方
式与精神都是实现中国梦所需要的。它
告诉我们，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是永
远不可能被满足的，人的欲望会
越来越复杂，会在欲望中渐渐迷
失自我，离自己的精神世界越来
越远，如此也就无从去谈梦想，
去实现梦想了。所以把欲望简单
化才是最重要的，是追逐梦想、
实现梦想的基础。
《遥远的村庄》中的生活在
现实中已经难觅踪迹，那是因为
我们的需求太过复杂，不能忍受
简单、淳朴的生活，甚至有些娇
生惯养，不能像先辈们那样吃苦，
这也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阻碍。
中国梦的目的是要复兴中
国，我们必须保持精神的纯洁与
质朴。如《遥远的村庄》中所讲，
要去体味大地的气息，回归乡村，
去重新拥有乡村赋予我们的一切
美好。
惟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
地实现中国梦，复兴中国。
惟有这样，中国梦才不仅仅是梦，
而是可以实现的理想。
• 瑾瑾

中
国
梦

我
的
梦

好。从那以后，
我就知道安全
的重要性，只
有切身体会才
能真正明白安全至关重要。
在将近三个月的实习期
之内，我已经跟师傅、组长
以及主任学会了很多，也感
谢他们对我的照顾，我一定
会努力学习，做一名优秀的
理货员，不让他们失望，更
不让自己失望，我相信自己
能做好！
• 刘可可

江阴港实习感想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
当今科技的日新月异，灯可
谓是品种繁多，五颜六色，
形状不一，令人眼花缭乱，
却也实实在在地给我们的生
活增添了一种风采。
记得我小的时候，第一
次接触的灯还是父亲用药瓶
制作的煤油灯，我并不喜欢，
总想拥有一盏自己中意的
灯，于是我找来墨水瓶、薄
铁皮、剪刀等，偷偷地钻进
房里（因为当时是茅草房年
代，小孩是不允许玩火的），
先用剪刀将铁皮剪成了与瓶
盖一样大，再将它贴在瓶盖
上并钻个小孔，灯管则用铁
皮裹住筷子的下半截，经过
一阵敲打就有模有样了。听
说火纸导油性能好，不易产
生灯花。当时父亲是个机工，
这个自然就不缺，灯便这样
制成了。因为当时的煤油是
计划供应，所以只能用父亲
的柴油，我把做好的灯藏在
床底下，小心珍藏了很多年。
有一次，我跟哥哥们一
起看了一场露天电影《画
皮》，晚上从梦中醒来想起电
影中的场景异常害怕，只好

做什么货种都要看清控制单
上的相关要求，不懂就问。
实习期间令我感触颇多
的还是自身安全问题，记得
有一次做螺纹钢下栈的那
天，天气非常炎热，我就准
备把帽子拿下来，师傅立马
过来喝止我，让我戴好安全
帽，师傅说，不要站在机械
下面，而且安全帽一定要戴

缓步回到屋里。现在每每回
忆到那样的场景，总是禁不
住热泪盈眶。之后大哥参加
了工作，家里的灯才多了起
来，原来用的灯也就渐渐地
被淘汰了。
女儿幼时也拥有了一盏
灯，是我买给她的。那是盏
可充电、多灯珠的电瓶灯，
非常漂亮，她更是喜爱的很。
到了晚上，我总是在远处安
静地注视着，她习惯将小小
的方桌放在房间中央，两腿
盘起来坐在那里认真得做作
业、温习功课，在灯的陪伴
下，如今已考上了市重点中
学，相信她会有个非常美好
的明天。
灯给我们带来了光明，
定下了一个规矩，家中只允 如果将父母的关爱比作一盏
许用一盏灯，我的灯自然不 灯 ， 那 么 我 们 又 是 谁 的 灯
能再用，每天母亲收工回来 呢？试想世上善良的人们各
带些荠菜，算是给我们加菜， 个都是一盏灯，无私将光明
因为灯在厨房，而吃饭却不 带给他人，那么照亮的并非
在那儿，虽然只得“瞎”吃， 是地球的某一个角落，而是
但我们还是感到津津有味， 整个世界！而这样的世界，
特别是在厨房盛粥的时候， 才 是 人 类 穷 尽 一 切 所 追 求
母亲总是用捂着的灯站在外 地！
面，灯光照着我们，当我们
· 荣正亮
从厨房跑到屋里后，母亲才

点起了灯，在火红的灯光下，
方知这一切不过是个梦罢
了，后来才逐渐进入梦乡睡
了一个好觉。早上醒来遭到
母亲一顿训斥，原来我的灯
还是早晨被母亲吹灭的，母
亲告诫说这灯用着并不安
全，以后不可再用。现在想
来，想必是我当初的手艺还
欠火候罢。
后来父亲患病了，母亲

灯

编辑部地址:江阴市临港街道亚港路 1 号

电话:86847689

神农山顶
一日，想起以
前外婆做的茄合，
炸好以后浇上番茄
酱，酸甜香脆，十
分可口。就决定自己做点来吃。但是又
觉得外婆做的茄合，茄子总是切得太厚，
由于贪心，想多吃些肉，就把茄子切得
比较薄，中间的肉也夹得比较多。下锅
炸的时候才发现，茄子因为切得太薄，
下锅没多久就炸坏了，而夹在中间的肉
却还没有熟。同时，因为茄子已经炸坏
了，油直接接触到了中间的肉里，跟肉
里面的水分一相遇，瞬间都溅了出来，
我的脸和手上全都被油烫伤了。
就在我心里抱怨着茄子怎么这么不
经炸的时候，突然明白，原来外婆的做
法才是对的。做茄合的时候，必须把茄
子切厚一点，这样既可以保证在茄子被
炸坏以前，有足够的时间让里面的肉熟
透，同时厚一点又可以保持茄子的形状，
不至于炸坏了卖相太差，让人一望就食
欲顿失。
我吃着试验失败的茄合，回忆着，
终于知道，其实生活中的很多道理，我
们的父辈祖辈早就教给我们了。只是我
们也许觉得自己足够成熟了，能够跟着
自己的想法去做；或者认为时代不同了，
父辈祖辈已经过时了，于是就对这些经
验不屑一顾，坚持己见。最后，尝到了
失败的滋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回过

· 左西龙 摄

头来，才知晓那些
被我们抛弃的告诫
都是真理。
年轻的时候是
可以犯错的，谁人年少不轻狂。而且在
犯错以后，依然执迷不悟地向前横冲直
撞，头破血流也不足为惧。最后实在跑
不动了，才停下来，反思过去，不禁泪
流满面。
趁年轻的时候，多去做一些想做的
事，就算跌倒了，还有勇气，能够迅速
爬起来；趁年轻的时候，多去一些地方
走走，就算离家很远，也不会因思乡情
怯而止住脚步。人在年轻的时候，很冲
动，不会受感情的牵绊，想做就做，想
走就走。过了这段时光，遇到了事情越
多，经历越多，就会越来越感情用事，
激情也被岁月和世道慢慢磨去，更倾向
于比较安全可靠的办法去处理事情，也
不愿再动脑筋，不愿再做新的尝试。
好在，我还没有这样老去，好在，
我还有勇气直面错误和改正。虽然这次
失败了，我决定再做几次茄合，这次我
要先好好研究下食谱和各种食材，不一
定要用番茄酱，我也可以试试烹调其他
的味道，比如麻辣的，糖醋的等等。茄
合也不一定要炸，还可以用蒸出来的。
不过，唯一不变的就是，切的时候，一
定要按照外婆的做法，把茄子切厚一点，
到时候也请外婆一起吃。 (梓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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