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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禁想到，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

他们谈笑如故，可还是不难看出岁月给每个人带来的改

变。倒是刘峰和小萍显得更为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

温和。原谅我不愿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荧

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看完《芳华》，我们会把黄轩饰演的刘

峰定义为“好人”，因为：做梦都想去

上的大学，有人更需要，他便拱

手相让；战友让他带去修

的手表，太过名贵没人

敢修，他便自己研究后

修好；战友结婚，为了

给他省钱，他自己买材

料亲手做了两个沙发；

南方的女战友，不喜欢吃

饺子，他就煮挂面给她吃；食

堂煮破没人吃的饺子总是他主

动打来吃；就连猪跑了，别人也第一时

间是叫他来帮忙。他竭尽全力地帮助所有人，大家

也热情地叫他活雷锋。可刘峰的善良在好人总是难做

的浑浊的背景下，显得那么单薄，好人在那个时代并没

有一生平安。他喜欢文工团的女独唱，那个叫林丁丁的

姑娘。在一次“冲动”的告白后，刘峰尝试拥抱林丁丁，

却不幸被路过的男战友撞了个正着。男战友们看到后

的第一句话是：“好啊林丁丁，你居然敢腐蚀活雷锋!?”林

丁丁怕这样传出去自己就算跳到黄河也难以洗清了，只

好向组织告发：刘峰是强行“猥亵”她。

而这次不大不小的“猥亵事件”却成了刘峰人生

的分水岭：他被下放伐木连。下放连队前，之前受他帮

助的战友，只有小萍一个人去送他。随即又参加中越自

卫反击战，战斗中一心寻死的刘峰失去右臂落下了终身

残疾。转业后的刘峰来到海口，不再是战斗英雄，也不

再是雷锋楷模，他只是底层一个最不起眼谁都可以欺负

的残疾人。岁月漫漫，芳华刹那，特殊的年代，刘峰的善

良只剩下卑微个体的苟延残喘。但电影

的最后说：之后的他，看起来那

么知足，那么冷静。

每个人都爱刘

峰，可惜却没人喜欢

他。正如一句话所

说：“直到有一天，

你看看自己的周

围，发现大家都爱

你，但没人喜欢你，

那将是最孤单的感觉。”

我想，没人喜欢的刘峰，他

的孤独是蚀骨的。大家爱你只是

出于对某种身份的认同，只是自己的利益得到

了维护，那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他们爱那个没有缺

点，没有死角，甚至有点虚假的你，却不喜欢偶尔有点小

确丧，有七情六欲，甚至稍显放肆的你。

在那个年代，好人不配有青春。是啊，好人难做，

太难做了，可我们就因此不再做好人了吗？捷克首位民

选总统哈维尔曾说：“我们坚持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这

样做了会有效果，而是坚信，这样做是对的。”我们选择

做一个好人，我们选择做善良的事，不是为了回报，只是

因为这是对的。

善良，也可留一世芳华，不是吗？

记得前几年，“租个女友回家过年”的新闻火爆网

络，到了适龄还没找到心仪的她，家中父母大人催得

紧，男孩子只能用租女友回家过年的方式让父母安

心。显然这是个下下之策，但也能感受到催婚对于子

女的压力与苦恼。春节的朋友圈里，“催”成了高频词

汇，单身的被催找对象，结婚的被催要孩子，有孩子的

被催要二胎……有报告显示，今年大量90后为逃避春

节回家被催婚，选择了外出旅行。

然而跳出烦躁与苦涩，催婚背后蕴含的却是家人

深切的无奈与满满的爱。当子女们逐渐进入适婚年

龄，父母也随之步入中老年。身体的衰老、疾病的频发

让他们逐渐感受到自己能够给予子女们的照顾与陪伴

越发有限。对于子女能否过好这一生的担忧让他们变

得焦虑，进而演变成了不断地催促与施压。世事艰难，

经历大半辈子的父母家人更能体会到生活的不易，他

们希望自己的孩子都能够早日找到对的人，在未来的

日子里，遇到困难相互扶持，相互爱护，相互陪伴，共用

同携手走完这一生。他们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

爱意。

因此，与其烦躁逃避，不如多一些理解体谅。面对

崭新的一年，不放弃对于爱情的追求与渴望，也不轻易

向这个焦急的世界妥协投降，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或

许是大龄未婚男女面对催婚的更好选择。2018年，愿

我们都能以梦为马，择爱成家。

前段时间，最后一批90后在网上突然晒出18岁的

照片，回头一想，18岁好遥远。翻出QQ相册寻找自己的

18岁，咱也追风一下。于是保存了照片发了一个朋友

圈。

2008年——2018年，十年之间如白驹过隙。十年之

间的人或事，你还记得多少？十年之间的付出，十年之

间的收获，又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回忆。十年匆匆而过，

往昔的悲欢离合犹如过电影一样，浮现在脑海中。

那年正好微风不燥，同年步入德职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年

之久的光阴。那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也差一点

就转折（she）。

在学校的两年半的时光应该算是这辈子最惬意的

时光了吧。宿舍中只有我们兄弟四人，特别自在。后

来，都步入了社会，饱受岁月的沧桑。

有天晚上，在微信群说：“我们从08年认识到现在已经十

年了，十年的光阴成就了我们的现在。”好吧，我们现在

也没啥成就。都说十年过的太快了，让我们从一个懵懂

的少年成长到现在快要奔三的青年，让我们从情窦初开

发展到现在快要成为人父的时期，让我们从一个阳光的

帅气小伙胖成现在的“小木墩”。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

对我们某些人来说其实就是一把猪饲料。

人生有多少个十年，每个人的十年又会有多少人参

与，又会有多少人在你的十年中路过，犹如一趟开往终

点的列车。何时上车，何时下车都像是上天安排好的。

不是所有的离别都会换来再相会，有的时候就是突然断

了联系，就像从来没有相遇过……

时光荏苒，珍惜自己人生的每个十年，珍惜每个十

年中所有相遇的人。相信十年中除了收获事业，你应该

也收获过爱情。也许那段感情并不是陪你走到最后的

那个。但他会在你的回忆中刻下一段美好并深刻的记

号，你是否会在内心说出“感谢曾经有你”。

且敬往事一杯酒，愿无岁月可回头。放下过去，奔

赴未来，对曾经的往事说:祝我岁月无波澜，愿你余生不

悲欢。匆匆那年，匆匆而过。让我们目视前方，去创造

出未来更美好的下一个十年。

在黑夜里上路

把心沉浸在夜的静谧里

一路上有星光闪烁

一路上有月光皎洁

一路上有夜风轻拂

一路上有故事中那动人的情节

星星

闪烁的是希望之光

只要前行的脚步不停

希望就不会停

月亮

照亮黑暗的旅程

在黑夜中

找准人生的航标

夜风

吹走白日的烦恼

夜风中

坚定的步伐一步步迈出

迈出的是一种沉稳

迈出的是一种豪迈

而故事中那动人的情节

依旧还是一场梦

飘荡在

那一份人生的回忆里

岁移韶华更，青春难有恒。

斜阳掩薄雾，逝水绕孤城。

日暮千愁起，歌缓百感生。

卿卿何处求，共订万年盟。

文/

张

震

留
一
世
芳
华

“催婚”背后
——无奈与爱

文/张树强

匆

文/李传昊

在黑夜里上路
文/刘家敏

文/

徐
祥
宇

匆 而过
的

十年

无题

正确把握住，始终把握好，习近平

同志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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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每一位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入春以来，质

量管理部开始针对联合普肯专家之前为科室提出的各

项安全整改建议逐一完善落实。

在二月，寒风瑟瑟之中，质检中心大楼和南区化验

室增设两条应急逃生通道，确保了在险情发生时每位

员工都能及时逃离现场，为大家的生命安全筑起第二

道防护墙，温暖了每位员工的心灵。

在三月，春暖花开之际，中心大楼液化气分析室独

立风机的正式投入使用，降低了室内易燃易爆气体的

浓度，最大限度减少了有毒有害气体给人带来的隐形

伤害，为员工安全拉起新的防护网，绽放了每位员工心

中的花朵。

在四月，春雨潇潇的当下，中心大楼留样室的成功

迁移改造，消除了之前仅一墙之隔的高温室里多台高

温设备带来的安全隐患，把全员心中的“定时炸弹”彻

底拆除。

一项项的安全整改正在有条不紊的落实着，为岗

位员工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后在工作中，质量

管理部将继续脚踏实地为全员的安全铺路搭桥，去建

设大家心中最舒适安全的美丽家园。

质量管理部——安全整改进行中
本报记者 朱 磊

为加强作业许可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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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控制作业环

节风险，真正做到施工规范、职责明确，从而达到安全

生产的目的。为此，三催化车间积极有序推动安全管

理工作，车间单独整理出一间签票室，使各类作业票的

签批、保存更加规范，以确保其准确性、安全性、有效

性。

近期，车间管理人员及抽调班组专职人员配合隔

离方案编制工作，从原始材料的收集，到方案的编制和

最终审核，他们密切配合，忙而不乱，加班加点，经过近

期不断的努力，截至目前，装置动设备隔离方案已编制

完成，静设备已部分完成，剩余工作正稳步推进中。

安全绩效提升，持续推进中
本报记者 刘光侠

本报记者 马晓萍

绿色发展——油气回收升级改造

近期，油品车间油气回收设备为适应环保深度处

理的需求，旧的设备报废退出历史舞台，新的油气回收

现已正式安装投用。

油气回收是与清洁生产、资源利用、达标排放结合

的重要工作之一，油品发放底部装车的全面改造成功，

旧的设备已满足不了需求，车间领导顺势而动，马上申

请了新的油气回收设备，在对设备相关资料进行了全

面了解和精确的现场勘测后，短时间内就确定了施工

方案，2月份车间与安装公司，厂家，仪表等在保证“安

全、销售”两不误、“兵马未动，安全先行”的原则下，在

相关部门的积极协作下，经过近一个月的时间，3月中

旬，油气回收装置更换工作圆满竣工并投入运行，容量

增大、技术先进的新装置投入运行后，不仅更好地回收

油品在装卸过程中排放的油气，防止油气挥发造成的

大气污染，

消 除 了 安

全隐患，也

为 我 们 公

司 赢 得 更

多 的 机 遇

与利润。

精准校验 确保安全

可燃/有毒气体报警器能够连续、准确检测环境中

可燃/有毒气体的浓度，如果现场有可燃或有毒气体泄

露时，报

警 器 会

第 一 时

间 发 出

声 光 报

警，并将

气 体 浓

度 传 递

至室内控制器显示。我们可以立即采取安全措施，防

止事故发生。近期，运行保障车间积极与可燃气体报

警器厂家（深圳特安）联系，免费为我公司 365台可燃

气体报警器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对每一台报警器

的灵敏度、线性度、高低报警值、现场声光报警等进行

了全面检测，及时纠正报警器报警误差，排除仪器故

障，构筑起一道可靠的安全屏障。

本报记者 庞泽堂

针对水合反应器催化剂使用周期长，异丁烯转化率

低的现实状况，为提高转化率，减少异丁烯的浪费，提高

公司效益，三催化车间自 3月 30日开始着手对醚化反应

器的开工切换准备工作。

4月 3日，在丹东明珠厂家人员的现场指导下，对醚

化反应器树脂催化剂进行填装、人孔回装、冲压试密，车

间领导提前将切换方案发至操作室供大家讨论学习。截

至 10日，甲醇浸泡、甲醇回收完毕，达到开工切换条件。

切换过程密切关注反应器压力及各段温度变化，车间考

虑到切换过程中会出现MTBE甲醇含量超标的现象，提

前联系生产管理部改不合格罐，经过紧张有序的调整，11
日6：10分MTBE合格外送。

经过2天的开工观察，异丁烯转化率由原来的0.8左
右提高到 0.95左右，在开工过程中车间严格履行操作规

程，极大地保护了催化剂的活性，延长了使用寿命。在同

行业中这种催化剂一般也就 2年的使用寿命，而我们却

延长到了5年的使用寿命，厂家人员为此感到惊叹不已。

车间领导要求我们珍惜这次开工切换机会，认真学

习，关注每个参数的细微变化，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

为将来装置平稳运行、优化操作打下坚实基础。

醚化反应器一次性开工成功

本报通讯员 张 瑞

安全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人类的生活生产样样都离

不开安全。生活生产需要安全，而安全也是保障生活生

产，安全与生产是对等的，没有了安全谈何生产，生命之

花只有安全的衬托才会绽放的更加精彩。

安全，在唇齿的开合之间，是一个普普通通很容易说

出来的却又极其沉重的一个词，一念之差，一个鲜活的生

命就此凋零，留下的是亲人永远的伤痛与回忆，近几年来

安全形势一直不容乐观，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事故案例

层出不穷，越发引人深思：很多企业和单位，安全制度没

少订，安全教育没少做，安全管理没少抓，为什么落实不

下去，执行力不强？究其原因，员工觉得这些都是外界强

加给自己的，只是被动地接受安全防范的知识和意识，没

有在思想意识上高度重视安全，安全流于形式，生命是极

其脆弱，不堪一击，如果我们对血淋淋的惨痛事故再熟视

无睹，也必将痛食其果。

安全责任，大于天。安全意识越发引起人们的重视，

通过各种安全管理制度及安全教育培训，安全理念才能

入脑入心，深处扎根。养成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一个个

安全制度，才能当成是有效的保护屏障；一次次安全教

育，才能当成是善意的提醒。使人们真真正正的明白“安

全为了谁”，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转变让人终身受益。

本报记者 杨延刚

与安全为伴

（本报讯）4月12日，由县委宣传部、县文体广新

局、县妇联、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诵经典美文

建书香犁城”经典诵读比赛决赛举行。来自全县各

乡镇街道及县直单位的 14 组选手参加。我公司韩

伟、许明玉诵读作品《不朽》荣获大赛二等奖。14日，

许明玉作为全县代表选手之一参加德州市诵读大赛

荣获三等奖。

本报记者 王 涛

“我是一名恒源石化员工，企业因我而发展，家庭由

我而幸福，我工作的安全和质量，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和

荣誉……坚决做到：遵守规章制度、遵守规范规程、遵守

劳动纪律，杜绝事故、保证质量、不留隐患！我将以实际

行动，确保公司生产安全、质量合格！”4月9号早上，恒

源石化安装公司点名完毕后，全体员工在安装公司院内

开展安全质量宣誓活动。

石化的检维修，是安全质量风险较高的作业，长期

作业状态下，各类人员的安全质量意识容易出现松懈，

思想容易麻痹大意，使得影响安全和质量的不稳定因素

增多。为切实做好安全质量工作，有效预防和控制各类

安全质量问题及隐患，坚决遏制各类事故的发生，确保

施工现场规章制度落实、施工作业“零违章”、施工现场

“零隐患”、设备状况“零缺陷”、实现作业任务“零事故”，

安装公司强化组织领导，明确安全质量保障目标，对各

工程队提出以下要求：

建立班组长安全质量保障责任制
工程项目是安全质量的责任主体，班组长既是作业

班组的直接管控者，也是安全质量控制的直接责任人，

因此在安全质量管理中起着关键作用。实行班组长安

全质量责任制，就是通过明确班组长安全质量责任，将

技术、安全、质量、作业标准落实到作业班组，从源头上

强化过程管理，实现安全质量有效管控。实行班组长安

全质量责任制，把实行班组长安全质量责任制作为项目

管理实验活动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加强作业层管理，强

化作业班组建设，完善项目安全质量管理责任体系，不

断提升公司安全质量管理水平，起到标本兼治的作用。

组织开展各类专项教育活动
针对工程队的特点，组织开展各类有针对性的专项

教育培训。培训对象包括管理人员、安全质量管理人

员、班组长、特种作业人员。讲清当前面临的安全质量

严峻形势，对安全质量工作进行一次再动员、再安排、再

部署，从思想上、认识上、行动上重视安全质量，提高做

好安全质量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让相关人员从思想

上充分认识到安全质量的重要性，从意识上感到安全质

量的责任重大，从理论上掌握安全和质量预防、控制、操

作知识，全面武装公司人员的头脑。

开展安全质量排查和整治
针对近几年发生的安全质量事故案例进行深刻反

思，从思想上、制度上、措施上、执行上查找存在的问题，

排查整治工作覆盖所有工程队，覆盖所有工点、作业面，

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同时突出重点，安全以重大隐患

为排查重点，质量以质量通病为排查重点。加强监督检

查，强力消缺整改。强化检查频次、强化组织领导、强化

整改落实、强化问责处罚，严格做到“四个到位”，以此来

切实提高全安装公司安全质量管理水平。

对安全质量管理建立奖惩机制
实行班组长安全质量管理责任制后，谁管理的区域

出问题谁负责，把每一次发现的问题当做事故来对待，

总结分析原因后通报处理，举一反三，避免不再出现类

似问题；鼓励全员参与管理，积极献言建策，对大家反馈

上来的实用建议通报表扬并进行奖励，通过这种方式调

动全员积极性，发扬人人都是主人翁的精神，为今后排

查安全质量隐患及时整改、提升再上一个新台阶。

安全质量宣誓活动的安排，旨在让员工明确安全质

量责任，弘扬安全文化，提升安全质量意识。今后，安装

公司员工不论在任何地点作业，每周一早上都要进行安

全质量宣誓活动，要将岗前安全誓词宣誓、企业安全承

诺书与企业安全文化结合起来，贯穿于常年工作之中，

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及“零事故”理念，将安全质量第一

位的理念深入人心，提升安全、质量操作技能；继续开展

现场自查自纠，采取一切办法和措施，保障安全质量制

度和措施落地，保证安装公司安全质量管理目标的实

现、为恒源石化的安全护航做出自己的贡献。

掷地有声 庄严宣誓

公司在市县级诵读比赛
中荣获嘉奖

4月11日，特殊作业管理制度

培训在四楼大会议室举行，公司运

行保障车间、安装公司、三催化车

间参加了培训，生产管理部徐士

立、设备管理部张海昌、安全管理

部赵传伟、运行保障车间张永志授

课。

此次培训的内容包括动火、临

时用电、高处安全作业、动土安全作业、断路安全作业、盲

板抽堵安全作业、吊装安全作业、受限空间作业八大特殊

作业及能量隔离共9个管理制度。

为了将本次特殊作业管理制度培训做的更加务实、

有效、圆满，培训师针对公司目前发展

运行状况，结合安全绩效提升项目的

推进情况，与安全绩效提升项目组专

家、领导分别从各项制度的定义、人员

职责、适用范围、安全技术措施、事例

分析等方面展开深入讨论，研究，积极

充分备课，力求培训内容最大化的贴

近工作实际，培训效果最大化的支撑

安全生产操作。

此次培训为期两天，培训人次达260余人次。预计

下一步将组织培训人员进行考试，在试点单位三催化车

间实施运行新的管理制度。

特殊作业管理制度培训圆满完成

近期，集团公司新员工岗前培训在办公楼三楼会议室、部分生

产单位开展，培训活动自4月3日开始，预计15天。培训分为企业

综合理论与现场实践实习两部分，内容涉及公司企业文化、发展及

历程、规章制度、职业素养、生产工艺、主要产品、安全常识、个人防

护及灭火器使用演练及现场实际操作等。

企业管理部、生产管理部、设备管理部、质量管理部、运行保障

车间、安全管理部、总经理办公室、人力资源部及部分生产单位等领

导进行相关内容的授课。

集团公司新员工岗前培训进行中
许明玉许明玉((左左))、、韩伟韩伟（（右右））

——记集团公司安装公司集体宣誓活动

图为公司新进职工进行岗前培训图为公司新进职工进行岗前培训

图为特殊作业管理制度培训现场图为特殊作业管理制度培训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