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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妇为女儿买了个火火兔玩具。那天播放儿歌时，

一首优美、轻柔的《竹蜻蜓》慢慢嵌入耳中。其中有句歌

词：等我拥有勇气和力量，也去看看世界有什么不一样；

等我拥有勇气和力量，就可以实现期望和梦想。

勇气，它让人勇往直前，是人生道路上不可

缺少的东西。“勇气”二字不仅包括代表拼

搏向上的“勇”字，还包括能展现精神

面貌、人格魅力的“气”字。还记得

儿时学游泳时，到了河边准备下

水却又退缩了。当看到小伙伴

们在水中自由的追逐嬉戏时，

不由自主的向前迈了几步，手

也跟着比划起来。一个趔趄沉

入水中喝了几口水，等反应过

来时乱抓一阵后终于浮了上

来。我照着小伙伴们教的方法去

做，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慢

慢地我的身子才像木板一样平衡地浮在

水面，双手不断划动，双脚不停甩动，游向前去

了。勇气如同温暖的阳光，让因胆怯而心灰意冷的我内

心得到活力。

我们欣赏勇气，因为它是一种突破自我、毫无畏惧的

气魄。真正的成功不是战胜别人，只有战胜自己的人能

取得真正意义的成功。乌江自刎的项羽虽然英勇一生，

但在那生死抉择的瞬间却选择了放弃。他不知一生与他

作对最终战胜他的刘邦也曾失败过无数次，但坚强的体

魄和坦荡无畏的勇气使他不断正视困难、突破狭隘的自

我，从而走出贫困、摆脱痛苦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勇气在刘邦的心里面如同甘甜的河流，使他

那因磨难而千沟万壑的心灵得到滋润。

不曾记得哪一位哲人说过：给我

力量，去接受那些我无法改变的事

情；给我勇气，去改变那些我可以

改变的事情；给我智慧，去看清两

者之间的差别。近一年来自己的

些许往事一瞬间已然涌上心头，

只愿东方的上帝赐予我接受现实

的勇气，赐予我改善那些可以改变

的事情的力量。

每个人的一生总有太多的坎坷与磨

难，只是坎坷与磨难的形式和程度不同。经

历过了，便是成熟的开始。当你真正拥有了能够

应对磨难与坎坷的勇气和力量时，便已然成熟了。

等我拥有勇气和力量，也去看看世界有什么不一样；

等我拥有勇气和力量，就可以实现期望和梦想。

风褪去了冬的凛冽，略显温柔的吹在身上，乍暖还寒

的河水上漂游着几只野鸭，它们时而交颈时而追逐，悠闲

的享受着春的暖意。

枯草乏绿的郊外，鸟声鸣鸣，打破了天空的寂静，春

浅笑嫣然在一声声惊艳里走进，水草蒹葭的两岸，氤氲着

一路走来的容颜。

正如苏轼所写的那样，“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

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当春天以主角的身份推开三月的门楣，于是，小城的

朝暖暮凉开始粉墨登场。

人们更是在厚衣薄山的更换中品味怡然，如梦的过

往人生，也随了一季春色逐渐情浓。

一些心海里的情绪因了一点春色而零落，红尘的故

事缤纷多彩，一味素色的光阴，亦可以悦纳一份平静悠远

的春韵。

当春风吹来温暖的气息，一路小跑着步入春天的诗

行，当太多太多诗句从脑海里浮出，我的笔尖却戛然而

止。

有关风花雪月的文字，沾满春色阑珊的美丽，迢遥千

万里，倾诉多少事，以随着笑谈而去。

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终将已

落成那年菊花残的过往，不

知被风吹去何方，日

渐微凉。

多 少 的 痴 痴

念念缠绕着春暖

花开，轻捻这一瓣

樱花的香。

你看，浅浅的

春分，拂

开 一 扇

窗，在这

微 微 冷

的早春，

心 中 藏

着 多 少

情 与 爱 ，

当他掠过身

旁，我体会到

了这份岁月静

好。

年 年 花 开 ，年

年花又落，岁月的轮

回终不负流年，这一开

一落的瞬间，惊艳了多少

目光，散发出生命的灿烂。

有时候，我真想伸出沾满沉香的手，抓一缕绚丽的时

光，留住生命最多彩的美。

披一身阳光，安静的站在温暖的远处，让沉溺的幸

福，沉淀处一份唯美，在岁月里轻舞飞扬。

时光清浅，岁月悠扬，但愿有人陪你颠沛流离，有人

陪你风雨相依，纵然，你不是我的所有，但我随风给予你

的叮咛，“冷暖自知，珍重加衣”。

接孩子放学回来，他自动进入看动画模式，我

在厨房做饭，听到一阵歌声传来：小孬种，小呀小孬

种，叮叮叮叮……我大火！臭小子听的什么玩意！

出来准备大吼一嗓子，结果看到字幕：小闹钟，小呀

小闹钟，叮叮叮叮……

初春的时节，天气多为晴天。蓝色的天空飘着几

朵淡淡的云。

初春，乍暖还寒。几缕微风吹过如一丝丝寒气飞

来，让人衣衫一紧。今年的春天，风还是和往年一样，

时而像妈妈的手，轻轻地抚摸着脸颊，有时又像是后妈

的巴掌，左一下右一下的猛抽。天气愈来愈暖，万物也

在惊蛰过后苏醒过来。

“春雨贵如油”是北方初春体现雨水的可贵。入夜

后，酝酿了一天的雨滴悠然飘落。春雨无声无息滋润

着大地万物。早上醒来，推开窗，一股清新湿润的空气

迎面吹来。让我闻到了初春的味道，那是儿时梦境中

新鲜的芬芳。

温和的午后，和煦的微风迎面吹来丝丝凉爽。望

着淡蓝色的天空，几张似薄纱的白云，心中微波荡漾，

这便是如画的春天。

“一年之计在于春”。悠然漫步在老家的田间小路

上，看那一片片绿油油的麦田逐渐苏醒；林间的小草像

一个个精灵偷偷的露出了头。春天万物复苏，春天充

满希望。刚过完新年的人们都各自奔赴自己的岗位，

带着新的梦想走向春天……

初 春

楼道门口放着一灭鼠器。

一天，霖霖问：“这是什么？”

妈妈：“这里面放的是老鼠药。”

霖霖：“老鼠药，是老鼠感冒时吃的药吗？”

……

一次带孩子在超市买牛奶，碰到一哥们。打过招

呼，孩子按程序说了声：叔叔好！哥们听了很高兴，知

道我们在选酸奶后，不假思索的从货架上拿了两箱安

慕希扔到我的购物车里，口中说到：“给孩子就得喝好

滴！别客气，拿回去喝！”我有些不好意思，推让道“这

是揍嘛，挺贵贵滴!”哥们说“给孩子滴，行了，我先走

了，你们逛吧”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心里一阵暖意流

过，这小子平时不大靠谱，今天倒是挺大方！直到我来

到收银台结账我才恍然大悟：这小子，假场面儿啊！

又一次，还是带孩子在广场上玩，碰到了另一个哥

们儿。看到孩子，他跳到孩子面前面目狰狞地说：“叫

大爷！”

孩子吓了一跳，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大爷！”这小

子马上喜上眉梢说到：“好孩子，真听话哈!比你爸强多

了，让他叫我一声大爷费老鼻子劲了！”我……

一回，一同学结婚，我们七八个一伙儿坐一桌，嬉

笑怒骂好不热闹。开席后，上了一道凉菜，小巧别致色

泽艳丽。一小子近水楼台先得月，服务员还没走就没

出息地来了一大筷子，刚放到嘴里就低头不语做仔细

品味状，还竖起了大拇指。见状，第二个小子也来了一

筷子，立刻也摇头晃脑，双手点赞。真有这么好吃？就

是量少点啊！服务员刚走我们就一哄而上，把剩下的

都抢了！看到每个人都吃到嘴里，第一个小子就开腔

了：擦，这芥末油不要钱啊！辣死我啦！

一帮损友，一群戏精！

春之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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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有德

当选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首任轮值会长

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第四次会员大会于3月27日下午在杭州西子宾馆成功召开。大会投票选举了轮值会长、副会

长、监事长和秘书长。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有德当选第一任轮值会长。山东金诚石化、张家口联合石化、海澳集团、四

川巨能等34家企业被选为副会长单位。大会推选第三届理事会会长张跃为终身名誉会长。



HSE黄金守则——“遵守、干预、尊重”
HSEHSE管理体系指的是健康管理体系指的是健康（（HealthHealth）、）、安全安全（（SafetySafety））和环境和环境(Environment(Environment））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领导和承诺是领导和承诺是HSEHSE管理体系的核心管理体系的核心。。

““遵守遵守””———遵守当地法律法规—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各项各项HSEHSE管理规定管理规定；；

““干预干预””———任何员工都有干预不安全行为或违章行为的权利和义务—任何员工都有干预不安全行为或违章行为的权利和义务；；

““尊重尊重””———尊重员工风俗习惯—尊重员工风俗习惯、、信仰信仰，，员工之间要彼此尊重员工之间要彼此尊重，，尊重也意味着当发生违章行为时尊重也意味着当发生违章行为时，，首先要弄清楚员工为什么会违章首先要弄清楚员工为什么会违章，，是否存在一些客是否存在一些客

观原因观原因，，怎样正面引导和帮助员工做到不违章怎样正面引导和帮助员工做到不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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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省化工产业安全生

产转型升级工作调研组在市、县级

领导的陪同下，来我公司全面展开

评级评价工作，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刘峰在会议室与小组专家进行座

谈交流，并结合实际汇报评级评价

工作的开展情况。公司各部门全

力以赴，积极迎查，评级专家现场

打分，各工作小组根据评级情况进

行全面总结，形成企业评级评价报

告，最终公司顺利通过“四评级一

评价”评审和验收工作。

为推动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转

型升级，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文

件要求，我公

司积极组织筹

备，严格按照

新一轮化工生

产企业安全、

环保、节能、质

量评级和转型

升 级 评 价 标

准，对照指标

内容逐项落实，做到全覆盖、无死

角，从而有力促进公司安全环保形

势持续稳定发展。

我公司顺利完成

省级“四评级一评价”的评审和验收工作

3月15日—18日，公司聘请山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相关专家为公司员工进行了为期4天的职业健康体检，

参与健康体检人数为752人。体检项目包括：B超（肝

胆、脾肾）、内科、血常规、心电图、肺功能、电测听、高仟

伏胸片等。通过开展定期职业健康查体、危害因素环境

检测，及早发现职业病和可疑职业病病人，保护职工的

健康权益，全面掌握职工的身体状况，对职业病早预防、

早发现、早治疗，降低职业病对职工的危害。

近日，我公司物流车队被市政府安全生产

委员会评为“2017年度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先进

单位”；此外，还荣获德州市交通运输局颁发的

“全市交通运输系统安全生产工作先进企业”，

物流车队安全员王欣同志荣获全市交通运输系

统“最美安全卫士”。

近年来，我公司物流车队按照“深入推进、

强化监管、重点突出、全面提升”的工作方针，认

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决策

部署，将安全生产作为公司基础工作来抓，持续

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安全生产

百日攻坚、党的十九大安全生产大检查等专项

行动，深入查找隐患、全力督促整改，力求工作

实效，有力保障安全。

下一步，集团公司将持续强化监管力度，加

快推进信息化建设，着力构建安全综合治理体

系，为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作出更大贡献。

我
公
司
物
流
车
队

获
多
项
市
级
荣
誉
表
彰

3 月 30 日下午 3：00，恒源石化机关一支部 3 月份党

员活动日召开，此次会议由支部书记汤亮主持，在唱国

歌、重温入党誓词后，汤亮带领全体党员共同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对新时代山东工作提出

的总要求，并带头详细解读了林春元及李远征同志在全

县基层党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使会议精神真正深

入到每位党员。最后，会议就2018年度党建工作突破项

目进行讨论。

为 保 证

春季安全生

产 ，增 强 安

全管理部与

生产车间的

救援协调配

合能力，3 月

20日下午，三催化车间与安全管理部在车间脱硫装置

举行硫化氢中毒预案演习。车间熊主任、安全部盛部

长现场指挥。随着演习开始，巡检员发现险情汇报、紧

急处置，流程改动、人员抢救，警戒疏散，演习紧张有序

展开。通过这次预案演习，检验了演习的可行性、可操

作性；检验了安全处与三催化车间应急救援配合能力

和协同指挥作战能力，切实提高了车间员工在遇到突

发状况时的紧急处理能力和自我防护能力。

联合演练，提升技能，增强应急救援能力
——三催化车间、安全管理部关于硫化氢泄漏事故联合演习

本报记者 张 瑞

阳春三月，天气渐暖，为了迎接多雨天气到来，

根据车间的统一安排，加氢车间开始对本车间各装

置螺栓、阀门进行保养、维护。一切都是本着安全、

环保、利废的原则，穿着工作服，佩戴安全帽，带好

劳保手套先将螺栓阀门上的尘土油污擦拭干净，再

利用置换下来的废机油进行逐一保养。确保所有

螺栓阀门都能达到正最佳的使用状态，为每台设备

的良好运行奠定基础。
本报记者 周 阳

螺栓保养，为设备良好运行保驾护航

三催化三机组一直以来发电量较高，又因热电厂供

暖设备停用造成发电量的减少，恒化二站热电由4#北恒

带载，致使4#北恒功率因数仅仅依靠二站高压电容已无

法保证。三催低压电容已使用十年之久，故障率越来越

高，重新购买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焦化装置运行负荷较

低，投用高压电容补偿足以保证其功率因数，无需再进行

低压电容补偿，使很多低压电容器闲置。

电工车间领导反复研究，本着节能降耗的宗旨，决定

将焦化部分低压电容挪至三催化低压配电室进行再利

用，使其价值真正得以体现。虽然都是低压电容，因其类

型不同，结构不同，其体积、安装及各方面都不尽相同，安

装起来难度较大。重新安装的电容器体积较大，柜内安

装空间不足，需要重新加支撑架，重新测量打孔，重新设

计柜内元件的摆放及连线。另外，还要保证其散热距离、

安全距离符合规定。拆卸电容器，柜内空间的重新设计

安排，电容器的重新安装到位，大家集思广益，众志成城，

一干就是半天，来不及喝上一口水。就这样，历经两天的

时间，共计从焦化移至三催配电室12组低压电容器。目

前，所更换电容器已全部投入运行，即为恒化二站功率因

数保持在最佳状态提供了有力保证，又为公司节约了部

分改造资金。

本报记者 刘世华

——三催化低压电容器改造更换纪实

移花接木只为节能

近期，恒源石化安装公司组织全体员工分批次进行

安全技能培训。此次培训内容主要涉及国家安全法律法

规、焊接操作规程、气瓶使用操作规程、正压式空气呼吸

器使用及注意事项。

在法律法规、焊接操作规程、气瓶使用操作规程的学

习环节，通过对课件内容的解读,结合在施工过程中遇到

过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使每位员工通过学习不仅提高

安全意识，更主要是通过培训使每位职工都具备对现场

安全隐患进行独立排查的能力，为今后安全体系在现场

的实际应用奠定基础。在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的培训环

节，邀请安全管理部相关人员现场指导，从开始佩戴到作

业后进行拆卸的每一个动作，以及作业过程中可能会遇

到的问题进行一一讲解，现场示范。此次安全培训的目

的是提高全员的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提升安全技能

水平，防止事故的发生，从而实现安全生产。

加强安全培训 提高安全技能
本报记者 王 涛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对生产设备的科学、精

细化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仪表车间积极行动，

建立全面准确的设备管理台帐，将厂区所有负责装置合

理划分，落实到人，对负责装置内的调节阀变送器等设备

一一登记，并抽调专人对登记内容一一校队，确保设备信

息准确无误后将设备信息仔细录入纸质设备管理台帐和

电脑设备管理台帐软件当中，并对每一台设备的维修和

更换做好记录。通过科学合理的设备管理，大大提高了

设备的维修效率，减少了设备的故障率，保障生产装置更

安全更平稳的运行。

精细化管理助力企业发展
本报记者 庞泽堂

为使壳牌安全管理体系尽快融入日常的检

修工作中，让实际工作与作业风险防范相结合，

使其能够为我们提供安全保障，钳工车间将每月

技能培训与壳牌安全管理体系融合为一体共同

培训，使培训效果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培训现场采用边培训边讨论的方式让全体

员工共同参与，使培训内容更加丰富、实用。员

工在培训现场相互讨论时加深了对作业风险的

认识，并总结了工作经验，使其安全技能与检修

技能同时得到了较大提升。这一培训模式为下

一步更好的执行壳牌安全管理体系奠定了良好

基础。

安全与技能培训相结合

让安全管理体系“落地生根”
本报记者 韩洋洋

3月26日，计量中心组织职工观看了《江西丰城发电

厂“11.24”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和《临汾

市山西华翔集团有限公司“2.27”较大事故》，通过视频学

习，让我们认识到只有做好安全，才能保证生产，要始终

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积极学习，不断提高安全意识与

劳动技能，齐心协力，确保安全生产，安全计量！

安全——学习永无止境
本报记者 李治震

关爱职工健康 体检温暖人心关爱职工健康 体检温暖人心

为加强项目施工过程中 HSE 重点环

节管理，确保高风险作业安全措施得到有

效落实，快速掌握作业许可现场管理流

程。3月28日，作业许可现场管理流程模

拟实操培训在二催化装置开展，专家杨震

授课，公司部分高、中层领导及安全管理

部部分人员共17人参加了培训。

进入实训现场前，杨震专家首先从施

工前的准备、作业许可证申请、作业许可

证受理、作业许可证签发、作业界面交接、

作业方现场安全技术交底、开工条件确

认、受控作

业、作业许

可证续签、

作 业 许 可

证 关 闭 十

个 施 工 现

场 管 理 环

节 进 行 全

面、系统讲

解。同时，

根据公司作业许可管理环节涉及的作业

许 可 申 请

人、作业许

可签发人、

作业许可部

门（公司）批

准人、业主

代表、属地

监督人、安

全监护人、

隔 离 执 行

人、停送电人、气体检（监）测员、审核员进

行模拟授权。随后，杨震专家带领大家来

到二催化装置，以事先准备的重顶循泵检

修为课题展开作业许可现场管理流程模

拟实操培训，现场模拟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杨震专家耐心做了讲解。

实施作业许可管理，是通过危害识

别，制定完善的工艺方和作业方安全、技

术措施，明确相关人员职责和工作标准，

强化沟通，有效控制直接作业环节风险，

确保工艺安全，真正做到施工规范、职责

明确，从而达到安全生产的目的。

安全绩效提升：作业许可现场管理流程实操培训

公司举行3月份党员活动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