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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港分公司
环保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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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集团公司十佳文明职工高鸣洲同志

高鸣洲同志自 2001 年进港参加工 己也满意。大港分公司仓库的工作是人
作以来，对工作尽心尽力、任劳任怨， 少量大，每天都要在现场巡查、监督、
先后做过装卸公司的理货员、理货组长。 规划，为了提高库场堆存率动足脑筋，
2011 年大港分公司开港之际，高鸣洲同 工作环境也是相对恶劣，最繁忙时几个
志服从集团公司的安排，担任大港分公 星期不休息也是常事，但是高鸣洲同志
司仓库副主任一职。任职以来，在各级 从没感觉到苦和累，把工作当做一种享
人生格言：
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支持下，高鸣洲同 受来做，从没因为仓库的安排不合理而
自身严不 志认真学习，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开拓 影响公司的生产。对于客户的要求尽量
创新，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勇挑重担， 满足，哪怕自己多走几趟，多问几句，
令则行，自身 自身综合素质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也从没因仓库的因素而影响客户的收、
一、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身思想 发货。此外，针对大港分公司是新成立
不严有令不
政治素质。高鸣洲同志虽然不是党员， 的单位，在公司领导的指导下，着重做
行。
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平时 好仓库管理的建章立制工作和日常管
强化政治理论学习，坚持执行党的路线、 理，建立堆码标准和收发货控制流程，
方针、政策，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
“三 能严格按制度进行管理，严格考核。
三、团结同志，关爱职工。日常生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十七
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通过电视、报刊 活中，无论是和邻里交往还是和职工交
和书籍自觉学习；同时，他加强业务知 往，高鸣洲同志都能做到热心、热情，
识学习，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使自己 尽自己能力去帮助他人；仓库是个窗口
的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得到相应的 单位，他能以一个文明职工的标准严格
提高，高质量完成本岗位工作；并且学 要求自己，时刻牢记领导的信任和安排，
习了经济、科技、管理、法律等方面知 处处以大局为重，正确处理好集团、客
识，通过学习，自身觉悟和个人综合素 户、个人的关系，确保了工作顺利开展。
目前，高鸣洲同志服从公司工作安
质全面得到了提高，为更
好地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 排，担任大港分公司环保队队长一职，
入职以后，高鸣洲同志依然恪尽职守，
础。
二、爱岗敬业、踏实 并保持他的一贯作风：尽心尽力，从我
工作。工作中，高鸣洲同 做起。立誓今后还要在党组织、领导和
志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对待 同志们的帮助下，发挥特长，改正不足，
工作，自觉做到无事不用 振奋精神，拼搏进取，全力以赴做好本
本报讯 7 月 12 日，正值高 魏有城在靖江宏博、江阴大桥加 况，要求加油站扎实做好夏季安
心、无事不精心，力争让 职工作，为港口美好的明天作出自己的
温酷热的盛夏时节，骄阳似火， 油站慰问时，亲切地与一线员工 全工作。并就今年第 7 号超强台
客户满意、领导满意、自 努力。 (大港分公司办公室)
热浪滚滚，气温高达 36℃以上。 交流防暑降温常识和中暑自救知 风“苏力”的防控工作，现场进
为保障生产一线员工身心健康和 识。同时希望员工们努力奋战下 行了具体布置和安全应急预案演
安全生产，江苏中长燃公司党政 半年，扩销上量，战酷暑、多创 练，做好准备，迎战“苏力”，
确保高温、汛期、台风季节，安
工领导分头带队，到下属四座加 效益。
在加油站现场，公司领导还 全生产。
油站和基地、油库开展高温慰问
活动，在炎炎夏日为一线员工送 检查了 加油 站 安全管理工作情
· 朱平 报道/摄影
去一份清凉与关怀。
在常州炮子州、南通天生港
加油站，公司经理罗红春看望慰
本报讯 “通信处吗？我是江 VHF 话筒不能正常呼叫，工作出
问了高温一线的加油站员工，给
阴引航基地调度，我这 VHF 出现 现异常。经过一番娴熟的检查，
他们送去了绿豆、白糖、饮品、
问题，影响调度工作，麻烦你们 技术人员迅速找出了故障点和故
蕲艾沐浴膏等防暑降温物品，还
快点派人来检修” 电话那头声 障原因，原来是 VHF 话筒与主机
为加油站配备了藿香正气丸、十
音十分焦急。 7 月 11 日正午时 连接的线缆水晶头出现了问题，
滴水、人丹等防暑药品。并代表
分，长江江阴通信管理处运维班 导致无法正常通信，重新更换水
公司经营班子，感谢生产一线加
组接到江阴引航基地调度室报修 晶头后，问题解决，消除了隐患。
油站员工为公司经营作出的不懈
江阴处快速优质的服务获得
电话。
努力，
“你们顶烈日、战高温，大
江阴引航基地是我处重要支 了引航站上下的肯定和赞扬，在
家辛苦了。”并叮嘱员工注意防暑
持保障单位，接到报修电话后， 接下来的工作中江阴处一定充分
降温，做好劳动保护，有效预防
江阴处技术人员本着优质服务的 发挥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积极
高温中暑。要注意饮食卫生，确
理念，顶着烈日高温，带齐工具 确保汛期辖区安全形势稳定。
保员工吃好休息好，切实保护好
后立马驱车赶到基地，通过与基
· 长江江阴通信管理处 报道
员工的身体健康。公司党委书记
地调度工作人员的沟通，了解到

高鸣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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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处组织党员赴长兴
新四军纪念馆参观学习
为了让新员工
熟练掌握理货基本
技能，提高理货英
语对话能力，帮助
新员工更好更快地
胜任理货工作，也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
的整体业务水平，
提高理货员服务质
量和服务水平，外理公司于 7 月 12 日上
午在公司会议室组织了针对一线理货员
的相关培训。本次培训的重点在关于残
损、批注、签单的理货英语以及船图规
范、过驳交接、内部记录等工作中所遇

到的新情况，新内容。外理公司一向视
理货质量为生命线，公司领导也一直把
提高理货质量作为重点来抓，通过此次
培训，为打响江阴中理的质量品牌奠定
了良好基础。 (肖振 图/文)

本报讯 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 92
周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发扬党
的优良革命传统，增强党员的责任感和荣
誉感，7 月 6 日，长江江阴通信管理处与
长江张家港通信管理处组织全体党员来到
被誉为“江南小延安”的长兴县，参观新
四军苏浙军区旧址纪念馆，进行革命传统
教育。
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坐落于苏浙
皖三省交界的长兴县槐坎乡，是以抗日战
争后期新四军苏浙军区军民在粟裕、叶飞
等将军带领下抗击日伪军史料为内容，依
托革命文物建立起来的。纪念馆内现陈列
历史照片 1000 余幅，收藏文物 920 多件，
院内有粟裕将军的纪念墓，有新四军烈士
的纪念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苏浙军区
旧址纪念馆和新落成的“江南红村”展览
中心。伴随讲解员的解说，了解了新四军
苏浙军区部队抗日斗争的历史；重温了新
四军发展壮大的艰难历程；看到了新四军
当年穿过的军衣、草鞋；感受到新四军战
士艰苦朴素、甘于奉献、严守纪律的优良
品质。这一切都使大家深受感动和教育。
此次活动，全体党员接受了一次深刻
的革命传统教育，大家纷纷表示：要发扬
革命先烈精神，坚定信念，勇于创新，充
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立足本
职岗位，勇于开拓创新，为本单位发展贡
献力量。
· 长江江阴通信管理处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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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
工作，一个
生中值得回
战士有了思
忆的往事很
想问题，连
多很多,但
排干部和班
—— 回 忆 当 兵 的 日 子
在我的记忆
长，都会主
中最值得回忆的就是当兵的 刚开始炒肉时，我都不知道 动地和他谈心，及时地做思
日子。八一即将来临，想起 如何炒，只好把老炊事兵请 想工作。当战士生病后，连
那当兵的日子还真有些念念 来教我；第一次蒸馒头时， 里也会让我们做病号饭，给
不忘。
也不知道该放多少碱，结果 他端到床前。有一次接到家
30 余年前的 1982 年 10 碱放多了，蒸出来的馒头和 里的信，说父亲生病住院了，
月，我和许多热血青年一起 窝头一个色。经过实践，慢 我很着急，干部及时给我做
从黄田港坐船去部队参军当 慢地就给战友们做出了可口 工作，并写信询问情况，还
了兵，也就有了最值得回忆 的饭菜。再后来，由于工作 特批我几天假，让我回家看
的年月。当我穿上崭新的军 的需要我也就有幸参加了等 望父母，使我很受感动。部
装时，心里感到无比的喜悦 级厨师的培训，从而不断增 队的好传统和好作风，值得
和激动，回想起小时候和邻 强了业务能力。
地方的领导干部学习。
居小伙伴拿着树枝当枪玩打
部队也是一个最能锻炼
那时候还搞演习，演习
仗时，就想什么时候能够成 时我们炊事班全体出动，背 人的大学校，我在部队先后
为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 着行军锅、担着油盐等东西， 加入了共青团和党组织。一
盼望着能长大当兵，昔日的 粮食由各班负责背，我们炊 转眼 30 余年过去了，如今我
梦想成真，看着崭新的军装， 事班先走，一路上老百姓看 从部队回来并在当初启程的
想着今后拿起真枪时的威 着我们就说,这是伙头军,我 黄田港上班也有 17 个年头
武，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高 背着大铝锅和锅铲还很高 了，我还是有很强的组织观
兴。到了目的地,连队去演 念和纪律性，作为食堂带班
兴。
人们常说部队是一个最 习,我们就挖坑埋锅做饭,焖 组长，我没有特殊情况一般
能锻炼人的大学校，这话一 一大锅饭,做一大锅汤,炒一 总是提前到，这是一直以来
点不假，因为我就有最切身 大锅菜,等演习回来了,饭菜 养成的习惯。
也好了,平常吃不了那么多,
的体会。
在八一即将到来之际，
那个时候部队人与人的 而在野外吃得光光的,大概 我还是非常留恋部队的生
感情非常深厚，部队的思想 是野外吃得香吧,那个时候 活，我思念“一颗红星头上
工作也做的特别好，这种真 野外做饭是很开心的事。
戴，革命红旗挂两边”那当
部队有着严格的组织纪 兵的日子。
挚的战友情，令我终生难忘。
我在炊事班时，战士们做饭， 律性，有着良好的思想政治
· 陆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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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睡梦之中，电话铃声骤响。
“老何出事了！”听筒的另一头传来
急促的声音。
“谁？谁出事了？”
“老何，装卸工老何出事了！老何
的脚被带钢压到了！”
我浑身一个激灵，睡意全无。
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我在脑海里不
停捕捉事故可能的情形，还有老何那张
熟悉的面庞。
老何是我们公司的老装卸工了，平
时工作一丝不苟，安全上面更是不敢有
丝毫的怠慢。
就在白天，老何还跟我谈了一些安
全工作中的问题。他有些抱怨现在队里
干活的工人不够，工班上面难以安排不
说，安全工作还让他操碎了心。
不过，他突然又笑了笑，他说明天
可以回趟家了，好久没回家了。
“很好啊，可以回去看看老婆孩子
了。”我也为他高兴。
“呵呵，都老夫老妻了。”老何憨厚
的脸上泛着红光。
可是，没想到，夜里，就……
“这条腿肯定保不住了。
”
“医生，您想想办法，他还年轻啊。”
“我知道，我一定会尽力。但是，
这只脚肯定是保不住了。”
“医生，你尽力吧。”

老何苍白无力的嗓音，面无表情。
他颤抖着拿过笔，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下
自己的名字，无力的倒在床上。
在漫长的手术等待中，我们都为老
何的事难过，也听同事们讲述了事故的
经过。
“唉，如果他是站在带钢的旁边，
而不是站在带钢倒下的方向上，就不会
出这样的事了……”
“如果他叫铲车先把带钢铲下来，
而不是站在堆子上去剪包装带，那也就
不会出事了……”
“如果带钢倒下来的时候，他是往
旁边跳就好了……”
“如果……”
可是，安全工作中没有如果。一切
的如果，都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作赌注啊。
而且，这个赌注，太过沉痛！
天色大亮的时候，老何被推出了手
术室。他的右脚已被截去，所幸，膝盖
保住了。他苍白的脸上，挂有泪水淌过
的痕迹。
剩下的，唯有安慰。
安慰受伤的人，也想告劝作业线上
的弟兄们：安全工作真的没有如果，侥
幸心理和麻痹思想实在是我们安全的大
敌！
· 余金龙

许多平铺直叙的日子以后，一次偶 天地的；高度决定了层次，层次决定了
然的远足，你或许会发现，原来在生命 视域，视域决定了心境。
平原的边缘，在你生命的底蕴中，原本
这种高度，我们可以是足不出户地
有山。
从前人写的书里发现，我们还可
世界充满了起伏变化，它以
以从世界文明，社会昌盛，科学
不同的高低差异铺展着各异的风
进步中感觉得到，个人可以超越
景，又以大自然的平衡之手，着
攀缘的客体，也成为海拔的主体。
意营造了险峻处的美丽，这一哲
“达到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
理也体现在一句唐诗里：
“欲穷千
身”。立身于人类功利的山峰，那
里目，更上一层楼。”
是杜甫恒古千秋的境界，欲高处，
在人们的生活中，不乏喜乐
又见“会当凌绝顶，一览纵山小”
或忧郁，一个朋友对我说，何不
的雄奇。
去登山，在山上可以俯瞰朝霞落
这种高度原来就坐落在你内
幕，感受天广地阔的景致，还可
心，耸立在幼时的志向里，绵延
以大喊大叫，听听山高旷远的回
在壮年的走向中，人在山中，才
声。“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知道白云也可以抓上一把，苍翠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增君。”须得
竟有清甜味道，人在山中，才知
身经心历。山与你互相等待很可
道，高度永远是一个变量，而快
能在一生中失之交臂，让你一辈
乐则是跋涉过程的函数。
子委身在平原。在一座座万年山岭的大
生命中原本有山，高山里，必有昂
山面前，以苍天的眼望去，人便缩成蚂 扬的生命。
蚁，倘若以蚂蚁的眼望去，人又是顶立
· 杨国平

不
妨
去
登
山

徐霞客故居
外婆家的老屋，位于古老的小镇，临
着街。
我只知道小镇古老，却不知其历史。
于是动笔前，特意百度，网上介绍说：曲
塘镇始于唐，建于宋，因曲水流连，荷塘
月色而得名，倒也是名符其实的千年古镇
了。
镇上的路一律是青石铺就的，两
旁是低矮的房，青瓦白墙木板门。外
婆家的屋子便是其中的一处，三间房，
一个临街敞开的小院。
老屋背阳的一面，爬满了爬山虎，
长的极为茂盛，小小的吸盘紧紧吸附着墙，
倔强的攀爬，就这样蔓延了整整一面墙，
看着生机勃勃，满满的绿，倒也觉得清爽。
两扇对开的木板门，轻轻的推开，便
是“吱呀——”一声。屋子里是昏暗的，
圆木梁子的尖屋顶，留一面玻璃，作为照
明。阳光透过玻璃投射过来，形成了一注
光圈，尘埃在阳光里漂荡，像舞动的精灵。

· 乐澄 摄
屋子里的那张古床很是有特色。高高
的塌，床架子上的镂空雕刻花纹，左、右、
后面都有围子，也都雕着花纹。现在想来
是很有韵味的，古老而质朴。只是当时，
我总是不忍要抱怨，因为常常一不小心会
在架子上磕了头。
老屋的厨房是挨着主屋的西墙搭的，

老
用的还是老灶头，烧柴火拉风箱的。大灶
头上嵌口大锅，灶膛里的炉火烧得旺，风
箱拉得呼呼有声。每次回去，我就端张小
板凳坐在那，拉风箱，木头的把手，磨的
时间长了，很圆润，哼哧哼哧的拉，全是
图个新鲜、好玩。
屋子不大，每当逢年过节家里人都聚
齐了，不免显得拥挤。搬两条长条凳往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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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它在初春，枯枯的枝桠上发出了嫩芽，
嫩芽长叶，又开出嫩黄的小花，密密的小
黄花，虽不显眼，可是，不妨碍它热闹的
开放；花开结果，果实由绿变红；冬天来
了，叶落枝枯，等待下一个轮回。外婆从
不刻意去打枣子，随果子被鸟吃了，或是
掉落下来。一次结果的日子，我在家，尝
了一个掉下来的枣子，很甜。我问：
“为啥不打枣啊？这么甜，不吃可惜
了。”外婆笑着说：
“不是怕伤了树么？
树也疼哈！”
老屋不知道有多少年岁了，墙体
吧，外婆给种了点蔬菜，应着节气，变化 都有些歪斜了，还漏雨钻风，夏热冬冷，
着品种，很尽心的侍候着，冬天拉塑料布， 住着并不舒坦。舅舅家买了套商品房，就
怕冻着；初夏就给搭棚子，好让黄瓜、丝 临着老屋，请外公外婆过去住，可他们总
瓜爬藤。就这么巴掌大的地，蔬菜倒是不 是推脱着不去，情愿守着破旧的老屋。
如今，小镇改造，老屋被列入拆迁范
愁吃的，新鲜绿色。
有一颗枣树，种了好些年了，枝干很 围，眼看着就要没了。外公、外婆终于很
细，不算茁壮，但经了这么些年，个子倒 无奈的搬出了老屋，带着满满的不舍。
是窜出来很高了，大约有两层楼高。眼看
· 了了
子里一摆，嗑瓜子、闲聊、晒太阳，一只
猫也蹲在脚底，蜷缩着，闭着眼；我们皮
孩子还特意把窝里的几只小绒鸡放出来，
看它们满地跑，逗着玩。外婆纵容我们，
也不管。可大人们要说啦：
“小心把外婆种
的菜给糟蹋啦！”
门前的小小的一块地，也就三米见方

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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