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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长燃公司
副经理
郑光

人生格言：
得之坦然，
失之淡然，
顺其自然，
争其必然。

2013 年 4 月 24
日下午，江阴市第六
届运动会职工部拔河
比赛如期在江阴市体
育中心室外灯光篮球
场开赛。本次比赛共
有 18 支代表队，每队各为 12 人，以末
位淘汰方式晋级。比赛中我公司代表队
全力以赴，展现自我。经过艰难的耐力
较量，最终我公司代表队获得第六名的
佳绩，江阴市公安局荣获冠军。 此次拔
河比赛，不仅锻炼了员工们的体魄，培
养了员工的意志品质，更增添了团队的
凝聚力，比赛各单位也加深了彼此之间
的友谊，为创建和谐社会增添了一抹亮
色！ (缪建峰 图/文)

—— 记优秀共产党员郑光同志
郑光同志作为一名在业务管理岗位
工作多年的老党员，多年来他时刻将党
的信任、组织的重用作为自已不断前进
的新的起点，信念坚定，兢兢业业，无
私奉献，深受职工尊重。
他密切关注市场动态，不断创新营
销模式，严格业务工作流程，严控经营
风险，为江苏公司稳健经营和扩销促量
做了大量工作。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
关注国际国内油价变化，查看每站销售
情况。新的成品油调价机制一出台，立
即拿来学习吃透，组织业务部门学习，
真正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雷厉风行，作风扎实，深入基层。
执行力强，是上级和班子对他的一致评
价。为做好总部下达的市场调查任务，
他 50 多岁的年纪还亲自带队到船舶集
中地，登上爬下，深入船民，先后走访
100 多条船舶，掌握了大量详实的第一
手数据，进行量化全面的分析，形成了
高质量的调查报告，获得总部的高度肯
定。为切实提高加油站
经营管理工作，他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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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顺安公司值
班调度接到紧急
通知，迅速派遣两艘大马力拖轮赶赴“停 14 号锚
地”协助韩国籍“水易”号海轮脱离搁浅地带。刚
刚完成港作任务准备返回基地码头的顺拖 8 号轮立
即改变航向，全速疾驰，率先赶到事故现场！
情况比预想的严重很多，由于是重载搁浅，惯
性作用力的巨大作用，使得船底大部分冲上江底浅
滩，被粘土层吸住了，不但吸住了船底，又因为船
底 V 字形型态结构影响，左舷部分船体也被吸住，
所以摆在眼前的是既搁浅严重又左倾严重的危险化
工品外籍海轮。但我们全体 8 号当班船员，及后来
从家中睡梦里被急召而至的顺拖 9 号船员都没有畏
难、畏惧情绪现象发生，在当班驾驶朱铭君、王宏
两位同志带领下，忙而有序，正确默契地执行着现

装卸作
业部奥龙挂
车经长时间
高强度的使
用，受力较
重的挂轴套
管出现了断裂，如购买新的更
换，只能购买到挂轴总成，需
要五千多月，为节约成本，公
司有关领导汇同机务科、维修

队一起商讨修理方案，决定只
对断裂的轴套管进行更换，经
晶体分析，并合理选用材料，
精加工后并对材料进行热处
理，再采用二氧化碳进行焊接，
增强了抗弯、抗压强度，经汽
车队使用后，反响良好，对今
后类似的车况修理积累了宝贵
的经验。
• 唐友明 文 宦华健 图

场抢险总指挥的
各 项 操 作 口
令…….
由于指挥得
当，措施到位，险情得到了缓解和控制，然而要想
彻底摆脱搁浅状态还需在现场坚守两个多小时，潮
水涨到相当高位时才能顺利脱险。因此对我们船员
的考验还远没有结束，在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里随
时会有新情况发生！尽管此时段是人最容易困倦之
时，大家也工作一整天了，而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坚
持，因为懈怠的结果不仅涉及现场船舶、
装卸作业部
船员的安全！还要考虑到上万吨危险化工
10t-30
门机所
品泄漏到长江里的严重后果！
配备的
双索
3³
随着抢险工作的胜利结束，带着现场
抓斗，由于长时
总指挥的谢意，参与救助两艘拖轮划破夜
间的使用，出现
幕凯旋返回大港公司基地码头。
不同程度的磨损
· 徐太平 报道
和部件损坏，抓斗斗体角度变化很
大，增大了阻力，造成抓取量减少，
效率降低，给生产带来一定的压力。
装卸公司有关领导，针对存在的问
题进行分析、探讨、定改造工艺，
度，以制度来管理人、约束人， 能避免各类事故的发生，真正 由机务科带头，维修队实施，对抓
做到全员会“四险”，提高岗 达到要全灵、零事故的安全目 斗斗体重新按规范放样，制作，改
位技能，掌握应急处置能力， 标。习惯有可能会改变，但制 变斗体合理抓取角度，对斗口板、
规范员工行为。如果说零事故 度是必须遵守的，保障安全的 刃口板主要磨损部位，将装载机斗
运动是一种理念的话，那本质 不是习惯，而是制度。所以， 口板换下来的 NM400 斗口耐磨板利
安全班组建设就是实现零事故 从这种意义上讲，本质安全班 用到抓斗上。斗体底板、墙板在原
运动的必然条件，没有标准、 组建设不是零事故运动的重 有基础上将钢板加厚，销轴进行热 成本，改制后，经使用，效果明显，
没有制度，再好的理念也难实 复，而是零事故运动的进一步 处理，大大提高了抓斗的耐磨性和 第二台同类型抓斗也在改制中。
现，只有让好的习惯变成制度、 深入，是习惯到制度的升华。
使用寿命，同时也节约了很多修理
• 黄建明 文 宦华健 图
变成规章，安全才有保障，才
· 王加宾

༇ൔ

࠭ഃူ৺Ꮵࣅࡵ۾ᒠڔཝۂᔝ
零事故运动的最终目标是
要全灵、零事故，通过零事故
运动，达到本质安全 170，即
本质安全人，本质安全物，本
质安全环境和本质安全管理，
其中最主要的是突出以人为
本，消除习惯性违章，养成一
个遵章守纪的好习惯，而本质
安全班组建设的最终目标，就
是让好的习惯形成一个好的制

挂帅，驻船蹲点一个星期，与员工一起
同吃同住。身体力行，务实深入的作风
为党员干部作了表率，更感染了职工。
他上班总是早早在岗，下班经常忙
到夜晚。家在南京，但一个月大部分周
末时间都是呆在办公室研究处理工作。
只要客户来电话，无论何时都是客客气
气，想方设法为客户排忧解难，千方百
计为公司争取客户，博得品牌好评。他
为工作默默无闻、无私奉献工作态度体
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的奉献精神。
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生活简朴。
他深知管好每滴油，管好手中权并非易
事，而是要面临很多诱惑，为此他主动
接受各方面监督，严格依法依规办事，
同时不断教导下属要廉政更要勤政，并
率先垂范，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
情操。
他以崇高的职业理想，严谨的工作
作风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体现了一名共
产党员的本色，感染和激励着身边的每
一位同志。
· 江苏中长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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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副刊
翻阅自己的生命历
程，已经有多久没有和家
人、朋友喝茶、看云，聊
聊过去、现在和未来，多
久没有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可以静
听铁马冰河入梦，更多的是在迷茫
与焦虑，紧张与无序的生活中度过。
怎么会这样呢？难道从容闲适
的生活只是偶然间的光顾吗？
我觉得，现在生活的无目的性，
是陷入迷茫状态的罪魁祸首。人生
虽短暂，可是在这有限的人生中，
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从
这头到那头。人只要活着，就要做
事，做的事情有大有小，有好有坏，
但总得有个可以证明自己曾经存在
过的人生目标。现在的人们，尤其
是现在的 80、90 后，对人生目标和
职业目标的规划太模糊了，自我心
灵的封闭使谈论人生目标显得奢侈
而遥远，这是一种可悲的行为。我
的内心告诉自己，人生必须要有生
活目标，有自己努力的方向，否则

同则在于人们的思考程
度，生活就是一本书，我
们只有在努力充实自己的
过程中感悟思索社会人
生，才能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越来
越清醒透彻，生活才能变得从容而
有规律，做起事情来才能随心所欲。
试想，如果我们总是被社会的假象
所迷惑，总是被无聊的欲望所牵拌，
还有多少时间来提升自我、享受生
命呢？古语云“无欲则刚”
，在今天
开放的社会思潮中，人们的享乐主
义情绪越来越高涨，精神和肉体的
欲望越来越多，乱花渐欲迷人眼，
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太多，对什么都
感兴趣，都想体验一番，人生自然
就变得迷乱而浅俗了，也就忽视了
最本质高贵的东西。
只有从容的生活，才能使自己
有足够的定力和能力来驾驭这多彩
的人生，才能使自己变得更加理性
和深刻，才能使自己在闲适和幸福
中度过一生。 (李慧)

从容的生活
如同行尸走肉。这个目标可以不那
么明确，但总要有个努力前进的方
向，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摸索，使自
己的方向日渐明晰。我们都不能先
知先觉，只能尽力朝着自己内心的
理想王国进发，路上可能会出现些
许变化，但这并不影响离自己目标
越来越近的路径。所以，在认识自
我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人生目标，
是一种摆脱迷茫与困惑，走向从容
与坚定的首要选择。其次，人类认
识社会和人生的局限性也使得生命
变得迷乱而无序。我们都在成长，
都在感受着世界变化，自己的认识
也随之发生变化，但是，人们对社
会与人生的认识程度有所不同，有
的较为深刻彻底，有的较为粗浅鄙
陋，这与人们的年龄、生活阅历、
知识层次有关，但我觉得最大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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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
怀念的
白菊 重 要
又到清明时节
和煦的春风
融化了封存一冬的冰雪
恰似大地的乳汁
哺育四月鲜花的烂漫
然，独有她
一身洁白的装饰
宛如高雅的贵妇
淡淡的清香
飘洒着一缕悠悠的哀思
世人钟情于她
因为她把四月
点缀得如此深沉
更富爱的诗意

清明时节
新生事物
都有来处
本是根也
根在人类
父母子女
有子成父
新父新母
动物世界
有脉有承
后人貹前
还有所留
感恩戴德
逝去怀念

· 沈洪益

阳春三月正是踏青的好时节，
也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
三月艳阳天，神奇的造物主赐
予万物一样的暖阳、一样的春风，
向一切热爱生活的人们，敞开了她
那缤纷艳丽的胸怀，粉红的桃花妩
媚动人，那金黄色的油菜花
也不卑不亢，向人们露出阳
光般的笑脸，犹如灿烂的群
星，映黄了郊野，吸引着踏
青赏花的城里人，纷至沓来
观赏这里的田园风光。
她们的生命是属于泥土
味十足的乡野，在田野、在
河边、在脚下杂草丛生的路
旁，不论身处何地，只要是
有泥土的地方，农家种下了
油菜籽，也种下了希望，她
们就扎下根来生长；也不论
旷野的自然环境是多么苍
凉，任凭风雨肆虐、霜雪侵
凌，她们也要把绿色的枝叶
伸展到各个角落，让生命在阳光下
绽放出金灿灿的花朵。
有道是 “好花留待踏青人”，
走出喧嚣的闹市，来到乡野，就能
发现它没有平常庄稼地那一望无垠
的葱绿，却拥有漫天盖地的金黄。

万物复苏
各有天地
谁能无本
根深叶茂
犹如父母
终有永别
有女成母
又有子女
存此定律
各代不同
前人所愿
续继之人
生时孝敬
代代更旺

· 徐太平
在这里，粗壮的油菜花开得最美、
最热烈！成千上万簇拥在一起，以
一样的金黄和高度享受春光，成块
成亩地连成一片花的海洋，到处呈
现激情澎湃、气势磅礴的景象。
步入田埂，满是馨香的甜味儿，
奉献芳香，是油菜花绽放生
命的价值取向，也是走向辉
煌的最终归宿。她们的芬芳
充溢着油香，浓郁得醉了游
人，更乐得辛勤耕耘的庄稼
人合不拢嘴。用不了几天，
满眼灿烂的花朵，就会变成
丰硕的籽实，是一种优质油
料及蛋白质资源，是烹饪的
佳品。
在春天百花园里，没有
名气，没有地位，几乎没有
立足之地的油菜花，却在属
于自已的天地里，带着对庄
稼人的感恩之心，默默地奉
献出自身的实用价值。“平
常”、
“不稀奇” 的油菜花，仿佛也
是有灵性的，不仅让踏青赏花的游
人不虚此行，陶醉于自然的生态美，
愉悦了身心，也让一切热爱生活的
人们明白 “平凡中孕育伟大”这
句话的道理。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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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即景

淡淡的一抹嫩绿，
不经意间挂上了倒垂的
柳梢，在和煦的风中慵
懒地飘荡，沉寂了一冬的冰雪，融汇成一条条涓
涓溪流，奏响出春天的脚步。
春天来了，洁白而硕大的迎春花，迫不及待
地怒放在光秃秃的树丫上，招惹得早归的候鸟们
驻足恋色，欢唱着生命的韵律，不远处那一片，
去年年底，儿子从大学匆匆回来。晚饭
时，突然说：“寒假去贵州毕节支教。”我和
妻子都吃一惊，我们活得又忙碌又糊涂，没
想到这种事。我问他：“怎么去？”“来回机
票你们支持一下，其余部分我平时课余家教
攒的，节约用应该够了。”
“为什么到贵州山区参加大学生支教，
而且是春节前。”我油然不解。他不语，事后
妻子告诉我，他说：
“我要像爸爸那样，一切
都靠自己。”于是我对他肃然起敬，并感到他
一下长大了。那个整天和我打闹、较量，被
我呵护的男孩已然倏忽远去。人长大，不是
身体的放大，不是唇上出现的胡须和颈下凸
起的喉结。而是一种成熟、一种独立人格的
出现。但究竟他是怎样不声不响、不露痕迹
地渐渐成长，忽然一天这样地叫我惊讶，叫
我陌生?曾几何时，太多关注自己的工作、公
司的事务、身边的团队，整天忙碌而又纠结，
因而忽略了早已悄悄发生变化的儿子。
我把这感觉告诉朋友，朋友们都笑了，
原来在所有的父亲心目里，儿子永远是夹生
的。
对于天下的男人们，做父亲的经历各不
一样，做父亲的感觉却大致相同，这感觉一
半来自天性，一半来自传统。

虽依旧泛着残黄，却夹
着点点心率的草坪上，
一两对如漆似胶的情
侣，早已耐不住严冬的寂寞，闲适地享受着阳光
的妩媚。
若夫春早，初雷数声，残冰几块，春眠不觉，
花落梦在，早春是一个梦的起点，不论前方多么
艰难曲折。 (沈洪益)

儿子从小由父母带大，记得一个夏日的
周末，我和妻子回西石桥看望父母和儿子。
那时我父母住在学校教工木楼上，母亲拉着
我们闲聊，儿子在我们身边跳来跳去，一个
星期不见，显得特别亲热。突然我发现没有
儿子的声音，回头看到儿子的双腿倒竖在水
缸里，一个箭步冲过去，一把拉起儿子，发
现儿子脸色发青，嘴里直往外喷水。事后和
朋友说起这一节往事，那份得意，那份神气，
那份英雄感。也许这也是一种自享，享受一

ঊ
种做父亲尽天职的快乐，父亲天经地义是家
庭和子女的保护神，天职就是天性。
至于来自传统的做父亲的感觉，便是长
者的尊严、教导者的身份、居高临下的视角
与姿态……每一代人都从长辈那里感受这种
父亲的专利，一旦他自己做了父亲就将这种
传统原原本本继承下来。
这是一种“传统感觉”也是一种“父亲
文化”吧。
我们就是在这一半天性一半传统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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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对于一个走向成年的孩子，千万不要把
他当做孩子，他需要的不是父亲的呵护，而
是朋友式的疏导，我尽量不向他讲道理，哪
怕这道理千真万确，我只是把这道理作为一
种体会表达出来，我们对彼此的世界不打扰、
不闯入、不指手画脚，这才是男人间的做法。
我深知他不喜欢用言语表达情感，而崇尚行
动本身，他习惯克制激动，同时把这激动用
隐藏的方式保留。
我们的性格刚好相反，我学会用他这种
心领神会的方式与他交流。比方我在书店买
书，常常会挑选几本他喜欢的书，回家后不
吭声往他桌上一放，他也是这样为我做事，
不喜欢渲染，而把父子之情看得天经地义。
如果这需要印证，就去看一看他的眼睛——
起拳头，儿子离家出走，妻子随后追了出 儿子望着父亲的目光，总是一种彻底的忠诚。
去……当时我一个人失落地坐在桌边，回想
“三八”妇女节，妻捧着一个大邮包，
起了和儿子相处的点点滴滴：上小学时，儿 进门就对我说，儿子从苏州邮了一包进口食
子一个人交学费，爷爷住院儿子放学回来送 品给我。这就是儿子，除去血缘上的父子关
饭，我喝醉了酒，是儿子扶我上楼……往事 系之外，又是一个朋友，是一个忘年交，而
串联起来，我便开始一点点向他走近。也许 只有真正成为这种互为知己的忘年交，我们
这就是儿子的“叛逆期”，需要做父母的引导， 才能圆满地获得做父子的幸福，才拥有了实
被理解是一种幸福，理解人也是一种幸福。 实在在又温馨完美的人生。
他早就有一个自己的世界，里边有很多发光
· 许晓峰
的事物，直到今天我才探进头来。我终于明
美地又糊涂地心安理得地做着父亲，自以为
对儿子的一切了如指掌，可是等到发现儿子
长大成人才惊奇地发现自己竟对他一无所
知，心里充满着失落和挫伤感。这也许就是
人们所说的“代沟”，这需要做父亲重新审视
和儿子相处之道。
记得儿子上高二时，迷上的游戏，我和
妻子每天苦口婆心，大道理讲了一遍又一遍，
儿子不声不响，照样我行我素，成绩一落千
丈。我怒火中烧，一怒之下剪断了网线，挥

ᔇ!

EMAIL:78296161@163.COM

邮政编码:214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