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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港分公司
生调科副科长
高元忠

人生格言：
用心学习，
认真做事，
提升自我，
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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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集团公司十佳文明职工高元忠同志
高元忠同志现任大港分公司生产调
度科副科长，他 1997 年参加工作，从第
一天走进港口的大门以来，高元忠同志
一步步从一名红光吊司机到班组安全
员、班长、生产作业指导员，到大港分
公司生产调度科的值班长，一直到现在
的生产调度科副科长，他始终认真贯彻
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遵守
公司的《安全操作规程》以及各项规章
制度。虽然不是党员，但处处以党员和
“十佳文明职工”的标准和条件严格要
求自己。多次获得各种荣誉，任班长期
间，带领班组成员取得了“一级班组”
的荣誉称号，个人也曾获得“港口安全
先进个人”称号。
工作中，高元忠同志能够认真完成
公司及部门的各项生产任务，优质并超
额完成岗位各项年度考核指标，不计报
酬，不怕苦、不怕累。特别是大港分公
司成立以来，因为人员比较紧张，生产
任务繁忙，总是需要加班加点，他不仅
要做好一个值班长分内的工作，还常常
需要从事机械司机的工作。为此，他总
是随叫随到，既是调度指挥，
同时又是生产线上战斗的一
份子。生产任务紧张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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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3 年 5 月 8 日，集团公司优秀班
组长培训在食堂二楼会议室如期举行，各二级单
位班组长及分管班组建设的有关负责人共 50 余
人参加了培训。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左西龙同志出席培训班并作了重要指示。
针对近几年新任班组长较多的特
点，此次培训公司专程邀请了在某外资
企业长期从事生产管理、班组管理的庄
老师，从班组长应掌握的基础知识、专
业技能及应有的工作态度出发，依照“先
做人后做事”的原则，引导全体班组长
建立正确的角色定位、自我认知及正确
的工作心态，为全体受训学员上了一趟
生动而深刻的班组长培训课。
培训结束后，所有参培人员对此次
培训的效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希望集
团公司在此次班组长心态培训之后能再
举办一些有关管理技能及现场管理的培
训。针对参培人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集团公司表示今后将继续开展多元化的班组长培
训，结合参观学习等方式，进一步加强感性认识
和理性认识的有效融合，为打造高素质的基层班
组打下扎实的基础。
·姚鸟平 报道
宦华健 摄影

元忠同志能从大局出发，主动加班，完
成困难性大的工作，为公司生产任务的
顺利完成尽自己的最大力量。
工作之余，高元忠同志还抓紧一切
时间进行学习，经常性和其他同志一起
探讨如何能更快更好地完成公司的生产
任务，如何科学合理地组织生产，安排
配置设备、人员、工艺，做到让客户满
意、让领导满意、让同志们满意。针对
目前的生产情况，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所以当班的工班效率总是名列前茅的。
高元忠同志深切知道，抓好工班效率的
前提是安全、质量、环保，他把这些当
成是工作当中的重点，时常提醒自己和
同事们常记脑海，并一直贯彻在行动中。
日常生活中，高元忠同志对人对己
从严要求，和同志们打成一片，无论是
邻里还是同事，都能和睦相处，互帮互
助，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高元忠同志说，荣誉只能代表过去。
他立誓今后将会一如既往在平凡的工作
岗位上展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态度，进
一步加强安全和业务知识学习，提高自
己的各种能力，从严要求自己，为港口
的发展尽心尽责！
· 大港分公司办公室

2013 年 5
月 17 日，第一
届“中理奋进
杯”乒乓球比
赛南京赛区预
选赛如期在南
京奥体中心拉开帷幕。本次预选
赛共有长江中下游的 12 家外轮
理货公司派员组队参加，设男子
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三个
项目，各项目的前三名将获得代
表南京赛区参加于 6 月下旬在北
京举行的决赛阶段的比赛。我公
司派出两位选手（徐峰/陈勇）参

加男子单打项目的角逐，在比赛
中，两位选手不畏强敌、敢打敢
拼，均以各自小组头名的身份进
入下一轮。在第二轮的比拼中，
两名选手都发挥出了自身最好水
平，分获 1、4 名，其中尤以徐峰
表现最为突出，他坚持既定战术，
沉着应对，最后以全胜战绩，获
得男子单打冠军，晋级北京决赛。
本次预选赛中，两位选手永不服
输、顽强拼搏的精神赢得了各兄
弟公司的普遍赞誉，同时也对外
展示了江阴中理人良好的精神风
貌。 (胡允茂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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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24 日，中长燃公司第二期“名
师带高徒”活动启动仪式在江苏中长燃公司常州
炮子洲加油站举行，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丁勇、工会副主席荣保国到场，为该司
新聘师傅颁发了聘书并赠送了学习书籍。
“名师带高徒”活动是中长燃公司为实现“十
二五”期人才强企战略而开展的一项长期重要活
动，两年一届。首届 49 名师傅结对指导的 171 名
徒弟已经顺利“出师”，极大充实了公司一线的
技术力量，成为各分公司管理和技术干部的重要
储备来源。
在启动仪式上，首先由公司丁书记
向江苏公司聘用的师傅颁发了聘书并赠
送了学习书籍，然后现场的六位徒弟正
式向两位师傅“拜师学艺”。江苏公司经
理罗红春在向师徒祝贺的同时欣喜地表
示：选点江苏公司作为新一届“名师带
高徒”启动仪式现场，是公司领导对我
们的关爱和信任，我们一定符合期待、
不负期望。并寄语学员立足岗位，打好
基础，脚踏实地，扎根成才。
公司丁书记向与现场人员详细介绍
了“名师带高徒”活动开展背景及首届
活动开展情况、以及新的嘉奖政策，并

从提高认识、精心组织、确保成效三个方面提出
了二届活动总体要求，并进一步强调各级工会组
织牵头发挥好活动的组织、协调、监督、保障作
用；师傅要精心组织，严格要求，教学相长；徒
弟要端正态度，勤学苦练，德才兼修，最后能顺
利“出师”，真正成为能赶上甚至超越师傅的“高
徒”。整个活动简短、隆重。
启动仪式结束后，公司丁书记一行还就中长
燃公司“优质服务长燃行”活动如何开展与加油
站职工进行了座谈。 (李俊利 报道/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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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提高江阴港港口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大港分公司员工
对于国家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
体系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
认识，促进大港分公司各班组长综
合能力的提升，有效提高各班组长
实施新课程驾驭新问题的能力，根
据集团总公司的安排，大港分公司
于 3 月 10 日至 12 日对大港各班组
管理人员共计 43 人进行了为期三
天的培训。
培 训 内 容 包 括 GB/T19001:
2008(idt ISO9001: 2008)质量管
理 体 系 、 GB/T24001: 2004(idt
ISO14001: 2004)环境管理体系、

GB/T28001:
2001(OHSAS18001:
1999)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三
大体系要求，通过专家张建国老师
的讲解，提升了各班组长对于这三
大体系的理论水平，专家还特意针
对大港分公司的现状，举例进行分
析，加深了学员们的印象，进一步
增强了对这三大体系的认识。培训
结束后，大家都纷纷表示：把握好
这次培训机会，认真理解新课标新
理念，主动学习，加强思考，积极
实践，狠抓落实，一定为大港更好
的发展打下结实的基础。
· 大港分公司办公室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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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副刊
现在的人很不
快乐，原因是想得
太多，比得太多。
这次五一去涟水外
公家，我感到很快乐。来到外公家，感到农村很
安静，可以倾听风过冠杨的声音，哗啦哗啦，似
小溪流水，可以细观竹林的舞蹈，婆娑莎莎，像
霓裳群舞，可以闭目听各种鸟儿的鸣唱，唧唧啾
啾，如音乐盛宴。还可以细细思量布谷鸟的叫声：
布谷谷。声音悠长幽远，好像很近又好像很远，
让人有种一睹芳容的冲动。
傍晚来临，叫唤了一天的鸟儿都累了，都归
巢休息了。农村更安静了，只见缕缕炊烟袅袅而
上，烟雾像轻纱，更像一场梦，风吹过，炊烟便
四散奔逃。吃罢晚饭，一个人出来看夜空，月亮
不知躲哪去了，只派了一颗孤星值班，还有朵朵
白云相伴。乡村没路灯，黑得很，冠杨林显得更
加高大，葱郁。
第二天一早，和小姨夫，大姨夫带着三个孩
子拿着相机出去闲逛，悠然自得。孩子们拍冠杨
林、拍竹林、拍桃树、拍油菜花、拍农村的住房、
拍稻草堆，看见什么就拍什么。这样边拍边走，
来到麦田边，好大的一片麦田，麦苗绿得养眼，
远处与天相接的麦田白雾蒸腾，麦田边的冠杨林
更是白雾弥漫，像牛奶，似白雪，昨夜的麦田做
了一场白色的梦，好凄冷的梦。孩子们兴奋地跑
到麦田边，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片。对于习惯城市

的孩子来说，也许
农村的生活更能带
来更多的新奇，或
者说孩子们更向往
这片乐土？但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真的很
快乐，从他们的笑声中就而然的体现了出来。走
在悠长的小道上，两边的冠杨林笔直矗立，一眼
望不到边。我姨夫帮小姨夫和我弟弟拍跃起的照
片，他们在路上试了一遍又一遍，两人跳得不亦
乐乎，终于拍好一张，孩子和大人都很高兴。我
在远处望着，想着，人有时可能太在乎一个结果，
忘记了过程，人才不快乐、不开心。我们只要改
变一下，重视追求的过程，淡看追求的结果，我
们就会觉得快乐竟如此简单，真的是我们聪明的
人类搞复杂了。孩子在回来的路上发现一颗蒲公
英，钻进草丛，小心翼翼地摘下来，孩子们手拿
蒲公英合影一张，笑得很甜、很美。来到后庄麦
田，发现麦田中竟有几株黄花，走近一看，原来
是油菜花，一只小蜜蜂在绕着花嗡嗡地飞。我个
人以为拍照更喜是拍风景，不是拍人到此一游，
有时人会破坏和谐社会的。美同时是靠心灵体
会，靠眼睛发现，一味坐在家中不能发现美、感
悟美的，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此
理，没有乐于发现的心灵，感悟不到美，没有走
进生活，看不到美。
世事皆如此，理论联系实际是没错的。
· 侯骏东

快乐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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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的季节，抬头仰望广场的
天空，总会发现草地上有奔跑的人们和
天空中飞翔的风筝，于是便有了敔山湾
的露营之约。
兴致所及，约上三两个好友带上帐
篷、风筝、零食等一切必需
品到敔山湾露营，在一片绿
地上空气果然不一样，早早
的草地上就已经有了嬉戏的
人群。抬头仰望天空，一只
章鱼缓缓的升上天空，无数条触角随风
飘动相当逼真，一阵风吹来，我迫不及
待地拿出自己的风筝，慢跑在草地上，
一会儿风筝也飞得老高，与我们的小狗
风筝并排的是章鱼、哆啦 A 梦、蜻蜓等

各种可爱的小动物。“妈妈，风筝断线
啦！”小朋友焦急地喊着，只见小朋友
的风筝缓缓地掉下来，幸好大人及时把
线拉住。记得以前电视里常说风筝是忧
伤的象征，那些无力的风筝，它们总是

微笑面对生活
生活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人便
是大海上的一叶小舟。大海不会总
是风平浪静的，所以，人也总是有
快乐，也有忧愁。
花开了，花也会谢了，不必为
它的凋零而暗自垂泪，也许它的凋
零是为下次花开更艳；叶绿了叶也
会黄，不必为它的枯萎而暗自黯然，
也许它的枯萎时为下次叶绽更鲜；
日升了日也会落，不必因暂时的黑
暗而忧伤惆怅，相信明天太阳依旧
会升起；月圆了月也会缺，不必因
暂时的离别而寂寞伤情，相信月亮
下次会圆的更完美。
生 活 并 没 有 拖欠 我 们任 何 东
西，所以没必要总是苦着脸。应对
生活充满感激，至少，它给我了我
们生命，给了我们生存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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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次想走出家门，
外面的世界太精彩，
是上苍的安排也好，
是前世的缘分也好，
这一切都不重要，
我们相聚在港口。
在这里，
我们打拼，
品尝工作中的酸甜与苦辣，
享受收获的喜悦。
在这里，
我们走平安之路，
奔小康生活。
· 李存旺

的感觉，直到脚酸脖子酸，才发现原来
放风筝也是件累人的事情。有人说，放
风筝的孩子是忧伤的，他牵不住地老天
荒，于是只好让它飘走，我却觉得现在
的放风筝是自由的象征，春风拂面异常
自在。在帐篷里喝喝茶谈谈
天，看着周围郁郁葱葱的草
地那是更加惬意了。
美好的时光总是如此的
短暂，每次放风筝都有回到
小时候的感觉，自由自在无忧无虑，风
筝飞得高高， 载着孩童们的欢笑，多么
期望一切能够倒带，时间停在那个风筝
漫天飞舞的时刻。
· 安娜

放 风 筝
那么无声地荡绕在苍穹间，的确，她飞
得不算高，对于天空，他只不过到了它
的脚趾而已。我也喜欢放风筝，似乎那
种仰着头望自己放飞的风筝是一种享
受，奔跑在空旷的草地上，有一种畅快

啃老族的话题

“啃老族”，相信大家都
知道这三个字的含义。或许
很多人都不屑做“啃老族”，
或许有些人就喜欢做“啃老族”，到底做
“啃老族”对不对呢？
中国的“啃老族”
，简单的来讲，有
三种情况：一是能正常工作有收入，并
能按时交纳生活费用的，但是依靠父母
出钱供其买车买房或者其他奢侈品的；
二是能正常工作有收入，不交给父母生
活费，甚至连妻儿也跟着吃喝父母的；
三是无工作没有收入，一切生活开销都
是由父母供给的。
或许，这第一第二种情况称为“傍
老族”更为合适，和父母互相依靠着过
日子，中国的新生代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几乎每一家有父母的都会这样过日子，

潇洒潇洒，但那也不是长久
之计。如果不傍着老人一起
搭把手，那这些问题又如何
靠着老人帮忙买买菜，做做饭，带带孩 解决呢？或许，有些人会不屑我的这些
子，接送小孩上学等等，这些好像成了 言词，认为这些都是借口，但又有几个
大多数老人退休后的必然工作。你能说 人是真正自己靠着自己在过日子的呢？
我不认为“傍老族”有什么可耻的，
这两种情况都是错的，不应该的吗？虽
然说不是必须这么做的，老人也应该有 和父母一起搭伙过日子，挺好，父母生
自己的生活，不能太惯着孩子，但是， 病了，我们照顾，我们有困难了，父母
没有父母的帮助，日子怎么过？现在不 帮忙，即享受了家人之间的亲情，又减
如旧社会，男人是顶梁柱，女人在家相 少了独居过日子时不必要的开支，互惠
夫教子就可以了，现在一般都是双职工， 互利。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做第三种“啃
，全部仰仗着父母过日子，不求上
都要上班赚钱才能养家养孩子，上班工 老族”
作到点才能回家，那孩子放学谁去接？ 进、害怕竞争、责任心差，勤劳勤俭意
下班回家再买菜做饭，等到吃的时候大 识淡漠，这样的人，该受到全社会的谴
家都已经前胸贴后背了，或许偶尔下个 责。
面条凑合凑合，或许偶尔能出去小饭馆
· 毛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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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跟
贫富，地位，处境没有必然的联系。
一个富翁可能整天忧心忡忡，而一
个穷人可能心情舒畅；以为残疾人
可能坦然乐观；以为处境顺利的人
可能会愁眉不展，以为身处逆境的
人可能会面带微笑……
一个人的情绪受环境的影响，
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你哭着脸，一
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对处境并不会
有任何的改变，相反可如果微笑着
去生活，那会增加亲和力，别人更
乐于跟你交往，得到的机会也会更
多。
喜欢微笑，不管是恬淡的还是
清冷的。喜欢在自己的世界里，沿
着自己喜欢的方向慢慢的摸索而前
行，让自己每次前行都是生命的一
次历练。很多时候，一直怀疑人生，
一直假设生活。不过，静下来后发
现，所有的一切都莫不过是生命的
符号，有时不需要波澜不惊，只需
适合自己最真的内心。
很多时候，我们都对人生充满
无限的幻想，在幻想里想多一份希
冀。让所有的快乐永远陪着我们前
行，可是日子并不会按着我们所有
的预设前行，总有这样那样的磕绊。
所以，无聊何时何地让自己多份微
笑，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每个人，走在人生的路上看都
不会一帆风顺的。有平原，也有高
山，还会遇到悬崖；有鲜花，也有
荆棘，还会遇到陷阱；有晴天，也
有阴天，还会遇到狂风暴雨；有悲
欢，也有离合，还会遇到生离死别。
但是，我们还是要一起走过，不如
微笑的面对这一切，任往事在风中
随风飘散成为过眼云烟。
· 钱吉

致小花苞
你在摇篮里安睡，
长长的睫毛盖着眼睛，
宽宽的前额高高隆起，
细细的脖子托着大大的脑袋，
就像纤细的花茎托着的花苞。
生命中多了一个你，
初次尝到做母亲的滋味，
各种艰辛夹杂着甜蜜。
把小小的你拥在怀里，
看你贪婪的吮吸着乳汁打着饱嗝，
看你忽闪着眼睛甜甜的冲我微笑，
被这样一个小人儿依恋着，
是怎样的甜蜜，
整个身心被幸福溢满。
臂弯里的你柔软弱小，
无时不刻不牵动做母亲的紧张神经。
怕你凉了，怕你热了；
怕你饥了，怕你饱了；
怕你撞了，怕你跌了；
小心翼翼，颤颤巍巍，如履薄冰。
你牙牙学语，会叫爸爸妈妈；
你蹒跚走路，迈出人生的第一步；
你搂着我撒娇说妈妈抱抱。
你在我的脸上一个湿漉漉的香吻；
哦，我的孩子，多么欣喜看到你的成长。
哦，我的小花苞，多么希望看到你带着
露珠在阳光下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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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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