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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卸作业部
电工队队长

ྣፀནࡼဣছଜ!
—— 记江阴港劳动模范徐苏东同志

徐苏东

徐苏东同志，1990 年进港，在原装
卸公司下属港机厂做维修电工，曾荣获
“江阴市新长征突击手”称号。1996 年
调入装卸公司从事电机修理工作，2008
年担任装卸作业部电工队队长至今。
人生格言：
进港以来，他工作中始终坚持积极
主动、勤勤恳恳，他平时严格要求自己，
决心是成 能做到与广大员工同心同德，相互学习，
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在电工队人员较
功的开始
少的情况下，能克服种种困难，合理安
排维修人员，做到以老带新，认真对待
每一项维修任务，并做到加班加点，确
保了生产一线的需求。
一、熟悉业务，技术水平过硬。
他刚刚担任电工队队长的时候，面
对的是新的工作，新的开始，缺少过硬
的业务能力是没有办法开展工作的，为
此，他一方面研究各种设备的图纸资料，
了解工作原理，熟悉工作过程；另一方
面参与现场作业，亲自参与设备维修过
程，了解维修作业的每一个环节，结合
掌握的理论知识，加深对港机设备的熟
悉，同时也为以后科学合
理的安排工作打下了基
础。在较短的时间内，他
的业务能力就上升了一个
台阶，且取得了“技师”
职业资格证书。
二、工作认真，能打
本报讯 2014 年 1 月 14 日， 保证完成生产任务，加快维修进 夹角中开孔，用 4 把割炬加热，
硬仗。
装卸作业部 2-2#10T 门机下转柱 度，作业部领导不但组织各部门 使座圈产生膨胀。方案制定后，
作为一个基层的管理
轴承损坏，机务科与维修队立即 负责人参与研究，而且请来了维 有关领导、负责人亲临现场，与
人员，他能与普通职工一
组织维修人员进行突击抢修，由 修经验丰富已退休多年的严奇生 维修队人员一起冒着严寒，加班
起同甘共苦，工作中凡是
于该门机下转柱长时间没有拆卸 同志，召开专题会议，最终形成 加点，经过 6 天的艰苦努力终于
有需要，他从不推诿，不
过，加上港口矿粉作业较多，导 了维修方案：一、设立项目负责 完成了这项艰巨的维修任务，这
因为自己是一个队长就认
致矿粉粉末渗透到转柱轴承圈 人。由正副队长直接协调、指挥。 为今后大项目设备的维修取得了
为有事可以安排别人去完
内，引起定位月牙销及轴承座全 二、制作专用工具，先用 1800 吨 宝贵的经验。
成而不用自己动手，他经
部咬死，修理过程中，用以往传 千斤顶顶起，再压下去等办法，
常带领队内员工一起爬门
· 黄建明 报道
统的拆卸工艺已经不能拆除，为 把月牙销拔出。三、在支腿 4 个
机、爬灯塔，哪怕在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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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安公司注重
安全生产细节
本报讯 到 2013 年底，集团
控股的顺安公司位于大港港区西
北侧的拖轮基地全体船员，已经
连续 22 个月上下班途中无任何
大小事故发生。这一良好安全局
面的取得是来之不易的。
在此之前拖轮基地在韭菜港
旁边的引航中心码头，船员上下
班路途较短，路况也较为简单，
这种状况一直保持九年之久，大
家也形成了习惯。而自从 2012 年
初迁到了大港基地后，情况发生
了变化，原有习惯全被打破。因
为安全上下班、安全生产及家庭
幸福，是社会安定的前提，并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相关单位的利
益，为此，公司制订了新的制度
措施，希望全体船员始终保持警
惕，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这些制度措施中，除了强调
在城市道路上骑车，驾车，乘车
要遵守各项交通规则外，还特别
强调了进入大港港区门卫处、穿
越大港港区内道路及基地停车方
面的要求。例如，公司要求驾车
上下班的船员要有证礼貌出示港
区通行证，无证下车登记；夜间
经过门卫不得超过规定车速和开

闪光灯，影响门卫和保安视力；
进入港区要注意限速标志，遇见
货车要提前减速；在雨水道路上
要减速慢行，不要让泥水溅到上
下班或其他正在作业的人员；随
时根据港区货场变化和道路养护
状态调整行驶路线，在到达目的
地后车辆要有序停放，不得影响
港区货车及相关客户单位及其他
车辆通行……；等等。
公司针对近阶段大港港区
“限摩”使部分骑摩托车员工不
太方便的状况，要求他们主动配
合管理，顾全大局，自行解决困
难，始终将公司的制度放在第一
位。
公司特别强调上班期间，不
许饮酒，杜绝任何情况下的酒驾。
一经发现核实，后果将是被公司
除名！
严厉有时代表关爱，纵容时
常导致祸害，每个员工都应该明
白，任何处罚代价都远远小于车
祸事故造成的损失代价。远离事
故伤害，避免处罚，这就要求我
们现在和未来要始终遵守和执行
公司的各项制度和措施。
• 徐太平 报道

今冬明春，
顾名思义，它是
一年即将结束及
新的一年开始的
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往往倍受各
方关注、重视，源于过去的一年
各项工作总结能否圆满，新的一
年各项工作部署能否顺利。
进入冬季，天气渐寒，冰霜
雨雪，给人们工作生活带来诸多
不便，特别是安全生产方面更是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穿着臃肿
带来行动不便，各种反应的迟钝、
思想不集中加之恶劣的气候环
境，使得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
由此需要我们做好冬季“六防”

以后，知道生产有需要，必定赶赴公司
与当班电工一起解决问题。在氧化铝作
业或设备抢修等重要的生产任务时，他
一定会等到生产正常了才肯回家休息，
遇到问题打电话给他时，他都能第一时
间赶到公司亲自解决。
三、坚持学以致用，积极创新。
他始终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把提
高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并勇于创新、大
胆改革。在技术学习过程中，他不断总
结创新，做到学以致用，改造了 22#力
道吊的旋转电路、码头冲水用电泵的保
护控制，改进了 10 吨门机变幅电机缺相
及过流保护，对设备起到了保护作用。
他亲自制作了蓄电池充电装置，用于铲
车、装载机电瓶充电。虽然是“小改小
革”，却为公司节约了不少资金。
四、尽其所能，做到节能降耗。
他积极参与集团公司的“节能减排”
活动，宣传节能知识，工作中节约、合
理使用材料，加大用电设备的检查、维
护力度，减少电能的无谓损失；定时做
好门机等主要设备的用电计量；根据季
节变化合理控制场地照明时间；使用新
型 LED 手电和可充电电池，减少干电池
对环境的污染。他在维修的过程中，始
终是把“节约”放在第一位。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他总是把能修复的尽量修
复，不能修复的拆了当配件使用，做到
“修旧利废”、“节材降耗”。
他常用“求真务实，做一个锐意进
取的实干家”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工作
中他热情高、干劲足，开拓意识强。同
时，谦虚好学、为人随和、善于思考、
处事稳重，平时团结同志、尊重领导，
在同事中树立了一定的威信，相信他在
以后的工作中表现会更加出色。
· 装卸作业部办公室

欢乐的气氛中，
太需要别人的提
示和告诫，试问
此时具备自我约
束力的人又有多少？
因此，做好今冬明春安全生
产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但
我们应该勇于迎接挑战，努力提
高全体员工的岗位安全技能，增
强员工安全理念，全面提升员工
综合素养，只有如此才能够远离
事故，才能使社会和谐稳定、企
业健康发展，才能使千家万户处
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今冬明春谈安全

时光飞逝，一年
一度的新春佳节即将
来临，为了确保码头
有序安全顺畅地运
行，我们电吊班组深感责任重大，
安全工作应紧紧围绕本质安全班
组建设这一主题，根据天气、环
境等诸多因素，具体工作必须做
到冬季“六防”，针对电吊司机这
一岗位，我觉得必须做到以下几
点：
1、防滑：冬季室外温度较低，
尤其是码头前沿，有结冰的现象，
这就要求司机上下机做好切实的
防滑工作，防止失足滑倒以致有

工作的同时，坚决制止、杜绝“三
违”现象的发生，为全年度的安
全工作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安全工作没有终点，取得成
绩也只能说明过去，
“双节”接踵
来临，使我们又要接受新的挑战，
节假日期间，按照惯例大多是节
前突击大检查，节中则少有人问
津，特别是节中现场管理人员即
使发现违章违纪行为，往往都是
心慈手软、不愿较真，殊不知此
时大多数人的思想都陶醉在节日

• 王卫红

安全过春节
坠落的危险。
2、防冻：天气寒冷，每位员
工必须做好防冻保温工作，特别
要加强轨道的检查，防止积冰、
积雪、积料，影响门、桥机的正
常运行。
3、防阵风：天有不测风云，
阵风随时可能来袭，这就要求每
位在岗司机时刻做好防风工作。
4、防火：主要涉及到的是驾
驶室里的取暖器，希望每位司机

做到不开无人取暖
器，不开无人空调，
这样既做到了防火工
作，又做好了节能环

保。
5、春节期间朋友团聚，走亲
访友在所难免，要提醒大家的是：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切莫酒后
当班，更不要醉酒驾驶，这是关
系到生命安全的头等大事，切不
要踩这根导火线。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衷心
希望大家切实做好各项安全工
作，可以度过一个美好、祥和的
春节。 (马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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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副刊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我步入
黄田港的大门已近三十载，同时也见证了
港口从一个以手工作业为主，发展到了现
在高度机械化作业的时代。多少往昔，唏
嘘不已，不变的依然是那个滚滚东去的长
江，迎接着每一个绚烂的日出，目送着每
一个壮丽的日落。
遥想当年，怀抱着多少美好的憧憬踏
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现实却如一台磨
光机，无情地打磨懵懂无知的棱角。刚进
港口时，我被分入维修队做一名冷作修理
工。那时港口主要是装卸黄沙、煤炭，而
维修队则以修理 318 型浮吊和皮带机为
主。当时条件相当艰苦，很多工作基本依
靠手工作业，必要时还得肩扛背驮。记得
刚进维修队的那年冬天，每天清晨，我第
一个任务就是清洗乙炔发生器里面的残
渣。经过一夜的反应与冰冻，残渣恰似一
块冰坨，十分难洗，每一次咬着牙洗完，
汗水都能浸湿我的衣背。有一次气喘吁吁
的我望着乙炔桶里似乎有意与我为难的残
渣，再也坚持不住了，真想做一个摔手大

将军，一走了之。然而我的师父，一个为
港口奉献了一生、默默平凡的港口人，出
现在我的身旁，他那谆谆教诲也如影随至，
“小沈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
以一颗平常心，去坚持完成我们面对的责
任，贵在坚持嘛。”师傅没有用任何的豪言
壮语鼓励我干一番轰轰烈烈的惊天伟业，
却传授给了我朴实无华的工作态度。但比
黄金更贵的四个字“贵在坚持”，这是一种
人生态度值得用一生的时间去参悟，去领
会！
寒来暑往，如今的我也已为人师，对
每一个年青人，在生活或工作中遇到困难
之时，我也会告诉给他们这四个字加以共
勉。我想不管以后黄田
港会发生如何的变迁与
发展，
“贵在坚持”的人
生态度，一定能激励每
一个港口人以一颗平常
心，完成好历史赋予每
一个员工的责任。
• 沈洪益

2002 年 10 月，结束部队十二年军旅
生涯的我走进了黄田港，领导通过了解知
道我在部队从事飞机维修工作，就把我分
配到装卸作业部电工队工作，这就开始了
由军到民的转变，与黄田港结下了缘。
从踏入黄田港第一天起我就满怀信
心，要把在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这里，要
用坚韧不拔的毅力投入到工作中去，我想
要在黄田港干出一番事业。我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努力的；很想急切地融入黄田港
的大家庭中，理想很完美，可现实有差距，
部队和地方的差别太大，环境的不适应，
修理技术的不熟练，让我差点有点想放弃
的念头。维修电工不是一两年就能练成的，
需要多年的经验沉淀，
才能胜任这个岗位，这
才知道这些老师傅的历
练；还好在各位老师傅
的耐心指点下，领导的
关心和帮助下，我渐渐
地熟悉门机和其他设备
的工作原理，并具备独

立处理的能力。
几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个人是
在成长，而黄田港也在不断的发展，每年
自然吨的增长就说明了一切；而设备也在
不断的更新、改造，这就需要更强的业务
技能去应对，由于同事们的协同作战和领
导的认可，公司领导把我提为班长，后来
再提升为队长；作为一名党员就要起到模
范带头作用，曾先后三次被集团公司评为
“优秀党员”的称号。我就默默地在想，
黄田港这块宝地，是我实现个人价值的地
方，也兑现了当年的承诺。
可是，黄田港码头要退城搬迁，市政
府要加快推进滨江花园城市的建设，在这
曾经战斗过的黄田港，我有太多难忘的故
事；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现在，我被调
入技术发展部参与通用码头的建设，我要
把在黄田港学到的成熟的经验、更人性化
的管理制度带到新码头建设中，为集团公
司通用码头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回首黄田港，我真的很难忘！
• 张学荣

过新年，做
馒头，是每年必
做的事情，以前
都是自己做，或
者由姑妈们说好了去哪家一起做，那
叫一个热闹！现在做馒头，大家都是
图省事，找一家卖馒头的店进行加工，
把自己拌好的馅料往馒头店里一送，
等着拿就行。这样虽然省事，却也少
了不少年味，没有了以往的热闹劲，
现在的我非常怀念以前在姑妈家与家
人一起做馒头的时光。
过年过年，过完年又大了一岁，
年迈的父母脸上又多了一些岁月的痕
迹。小时候盼着过年，有新衣服新鞋
子穿，有压岁钱拿，有好吃的，不用
上学，还能走亲访友，热闹非凡。现
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新衣服新鞋子，
好吃的，平时都能有，这些要求并不
需要等到过年才能满足。然而现在的
“年味儿”远没有过往的浓厚了，要
不是看着春运那股回乡潮，都感觉不
出过年的氛围。唯一不变的，还是从
大年夜开始的那些噼噼啪啪的爆竹烟
花声。
或许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离家打拼
的人来说，我们是非常幸福的，天天

可以和家人团聚
在一起，共享天
伦，对于那些离
家在外的游子，
过年即代表着和家人的团聚，一顿香
喷喷的家乡饭，一句父母亲切的呼唤，
就是对双方最好的慰藉。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的发展，
现在过年的文化生活丰富了，都可以
不用出门在家看电视晚会，享受文化
大餐，但总感觉少了点什么，没有以
前那么快乐了，过年的乐趣也少了很
多。春节本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千
百年来形成的传统文化已经在国人的
心目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但是随着社
会的发展，过去那种传统的风俗文化
被“一省再省”，由以前大家族的团聚
变成了现在小家庭的团聚，由以前的
家庭成员的特色表演变成了现在电视
中的春节联欢晚会，各家各户门窗上
面帖的“福”字，也不是自己写或剪
的了，都是各种各样的印刷品。
但是，一句“过年没意思”
，却给
了我们一个警醒：人们不只是在怀念
曾经的朴实和纯真，而是在渴望更加
美好的未来。
• 毛素芬

最近几天都是以步行的方式上
班，走在路上的时候空气新鲜的令人
陶醉 。临近过年，路上的行人很多，
走到某个公交站台的时候，看到一群
带着行囊等车回家过年的人，他们脸
上洋溢着对回家的期盼，我想在那些
大包小包中一定会有给亲朋好友的礼
物，也许有给孩子尝尝鲜的特产，也
许有给老人防
寒保暖的衣
服，也许有给
爱人的贴心小
礼品……但是
不论哪样物品，都一定包含了对家人
的祝福和关爱。回家过年的脚步是匆
匆的，同时回家过年的脚步也是轻快
的，那是对亲情的一种渴盼，又是对
亲人的一种眷恋，一年四季忙到头，
就为了在这一刻让家人脸上露出笑
容。家，这个从小就不陌生的字眼，
是一个让漂泊在外的游子时刻牵挂的

地方，是一个能让你随时随地停靠的
港湾，是一盏不灭的温馨明灯。春节，
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仅是一个传统节
日，更是一份情结。哪怕路途再遥远，
尽管一票难求，仍然阻挡不了游子们
回家的脚步。
看着他们，我想到了那些奋战在
一线不能回家过年的同事们，他们也
有着一颗期盼
回家过年的
心，但是他们
在节日期间放
弃与家人团聚
的机会，舍小家，顾大家，坚守岗位，
尽职尽责，把工作摆在第一位，他们
凝聚成强有力的团体，在最需要他们
的地方奉献着、拚搏着，为了江阴港
美好的明天，尽他们最大的努力!
我想，在我们幸福过着年的时候，
一定不能够忘记那些坚持在工作岗位
的人们。 (刘晓芬)

过 年

祈福

· 左西龙 摄

晚上出门会友
的时候，望着车窗
外闪烁的各色霓
虹，刚开始看着很
耀眼，很漂亮，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后来，随
着公交车的移动，愈看愈入迷，突然，有种铺
天盖地的压抑感，似乎要把我卷进灯红酒绿的
世界。我有点头晕目眩，下意识地缩回了脑袋，
想逃离这个五颜六色的漩涡。
愉快的谈话结束后，我与友人各自回家。
还有一辆末班车缓缓驶来，车灯发出的光芒像
是灯塔的讯号，很温暖的感觉，指引我回家的
路。
夜凉如水，行人稀稀落落地走着。刚才还
耀武扬威的霓虹灯，有些已经偃旗息鼓了，剩
下的还在努力地妄图吸引路人的眼光。突然，
对黑暗的恐惧又袭上心头。害怕黑暗，是人类
的集体潜意识，是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远古
时期，人类社会并不像现在这般灯火通明，天
黑就意味着危险，甚至是死亡的威胁。初初走
夜路的时候，很害怕，提心吊胆的。途中听到
任何声音都很紧张，要停下脚步，观望四周，
然后加快步伐前进。现在都已经习惯了，反复
给自己强调要坚持唯物主义，也慢慢放松起
来。但是还是希望夜不要这么黑，有点光亮来
照明。
我突然觉得自己十分的矛盾，刚开始还讨
厌霓虹的炫丽，现在灯熄灭了一些，又害怕起

黑暗来。平时坐公
交车的时候从未在
意过车灯，在末班
车驶来的时候又觉
得很温暖。自己是不是很善变呢？很多时候，
我们对待事物的态度，都是跟随我们的需要来
改变的。需要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好；
不需要的时候，自然就会厌弃了，这些东西就
只有任由我们的心情来处置。
更多的时候，我们面对自己喜欢或者讨厌
的人，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是否也是由于他们有
利于我们或者是他们对我们做出的反应是否
符合我们的意愿。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一直以
这样的方式在与人相处。
其实，见面的这个朋友是一个初中同学，
读书的时候只是同学关系，没有多少往来。初
中毕业后不在一个高中，更是从来没有联系
过。只是由于我职业的关系，她才想找我谈谈
心，我不得不去。后来，我逐渐跟她熟络起来，
谈话的气氛也热烈起来。回头想想，我也犯了
这样的错误。
要真正做到心态平静，心胸宽广，还需要
时间来学习和改变。真正的成熟，是可以接受
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异，是可以宽容一切的于
己不利的事，是可以包容接受所有的不同，并
不因为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情绪而使态度和认
知有所改变。
• 梓墨

霓 虹 灯

编辑部地址:江阴市临港街道亚港路 1 号

电话:86847689

回家的心

EMAIL:316972209@QQ.COM

邮政编码:2144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