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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一直在争论的一个

话题是“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

无论是书中还是书外之人，大家各

有其看法，或许连作者也不清楚到

底哪个才是合理的。而由这两个说

法涉及到的人物，宝玉、黛玉、宝钗、

湘云四人的命运因此而纠缠不清。

黛玉因喜爱宝玉，故对此说法

耿耿于怀，多次因“金玉良缘”一说

与宝玉吵闹，表面看来是耍小孩子

心性，深入了解才知满是情愁爱意

相纠葛。黛玉美的清瘦雅致，容姿

秀丽，娇弱纯真，宝玉初见为之迷

心，取字“颦颦”，足显宝玉爱之切，

而在此之前两人从未相见，这难免

让人想到“木石前盟”之说，冥冥之

中自有定数。黛玉是来报恩还泪

的，所以她进贾府后始终一副愁态，

袅娜风流又弱柳扶风，真如香草般

柔嫩娇小。她的美不同宝钗的温婉

大方，亦不同湘云的热情奔放，但是

在这柔弱的身体里，蕴含着强烈的、

足以反抗封建礼教的力量，让人惊

叹、欣慰又欣赏。

黛玉的美无时无刻不惹人怜

爱，揪人心弦，一举一动让人提心吊

胆，生怕一瞬间便香消玉殒。她喜

孤静淡雅，高洁纯粹，号称“潇湘妃

子”，足以显示她的清高自守，立于

窗前，仿佛遗世独立，与世俗格格不

入。她虽内慧外秀，终是单纯灵动

罢了，少了宝钗的圆滑世故，少了世

人的城府人情，少了湘云的开朗热

情，她注定孤独寂静，愁容满面。封

闭自我的人又如何能与世人交好？

幸得宝玉与之同好，心意相通，由此

产生情缘，奈何他人并非自己，终是

有着隔阂，这才有了争吵，有了醋

意，有了伤愁。黛玉的“小性子”从

未无理取闹，无论是“珠钗花”事件

还是“敲门”事件，她的任性和刻薄

从来都是因为宝玉，宝钗和湘云不

喜她，殊不知黛玉也不喜她二人，宝

钗与宝玉有着“金玉良缘”之说，湘

云与宝玉又乃青梅竹马之情，黛玉

自是心有牵扯，惶恐不安，而发作于

表面便引人不快，这也是因为她纯

真无良，势单力薄所致。宝钗通晓

世故又有家人相扶，即使有所不满

也能机智表达，湘云本就开朗直率，

遇事直言不讳也无人恼她，独黛玉

茕茕独立，无人撑腰，又客居他处，

唯一知心人也被她们纠缠，难免心

生愁闷，葬花也就合情合理，既无人

诉说，便移情托物，自然之大总有我

泄愤寄愁之物吧。有人怨恨黛玉纯

真，若她世故聪慧些万没有如此多

事，然而，黛玉若真世故了，宝玉也

不会喜欢她，这大观园里也就无清

净之处了，幸得黛玉之真，这贾府才

有些趣味，这时代才有些希望，若乌

烟瘴气覆盖严密反而会让社会和世

人窒息。

黛玉更为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她

的才情。大观园里满腹经纶之人数

不胜数，独黛玉的才华横溢与诗人

气质魅力独特，因着她淡泊雅致的

性子和生活，她的诗如其人一般钟

灵敏秀、愁肠百态又美幻迷离。园

中每每作诗，黛玉多是张口就来，即

笔而作，轻松飘逸间便拔得头筹，羡

煞旁人，其一首《咏菊》，由书中到书

外，一直被世人称赞。由其诗可看

出，黛玉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而她

并未借此炫耀，作诗比赛本就无所

藏捏，黛玉才情出众屡获第一也就

无可厚非。香菱找黛玉学诗时，黛

玉并未因香菱身份而看不起她，反

而悉心教导，其真性情令人赞叹。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

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这是黛

玉宝钗的判词，由此可知，黛玉即使

再有才学情怀，终是独自离去，终被

掩埋。而宝钗美德傍身，聪慧机智，

终是嫁与无爱之人，深居家中。如

此结局，还是难逃“木石前盟”与“金

玉良缘”之说，“玉”和“石”都是他，

“木”和“金”都要依附他，终究他了

了与“木”的盟誓，全了与“金”的缘

份，却因不能两全而毁了三人的命

运。都说宝黛二人相知相爱，理应

有缘，虽是奇缘也有可能在一起，而

黛玉没能嫁得宝玉，伤心离世，是说

这奇缘乃前世之约吗？“若说没奇

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

如何虚事终虚化？”“缘”字一说，扑

朔迷离，宝、黛、钗在这一字里苦苦

挣扎，却无好果。

湘云本与宝玉是青梅竹马，如

此情意可谓珍贵至极，难怪黛玉为

此使“小性子”。然湘、宝二人却各

有所嫁娶又为何故？作诗玩耍之

余，轻易看出湘、宝二人情趣相近，

爱玩乐，意相近，也正因为二人从小

的情意，宝玉只当湘云是妹妹，无男

女之情。黛玉虽说也是妹妹，但黛

玉从南方外地而来，宝玉新奇又觉

容颜姝丽，便心生爱意，而宝黛二人

同样反对封建礼教，反感社会制度，

便心意相通，宝、湘只是心意相近罢

了。

宝玉、黛玉、宝钗、湘云四人的

命运与爱恨难以言说，自古以来有

拥林者，有拥薛者，周汝昌先生又是

拥湘者，这三位女子也是与宝玉最

为亲近之人。三人性格不同，结局

也不同。性情相似者可玩耍，性情

相通者可爱慕，性情相补者可宜家，

这也是婚姻之道吧，虽不说多严密

却也有一番道理。

他人桃花灼灼，嫁娶婚配，我自

焚烧诗稿，伤痛离世，百态生活也是

千篇一律，世态炎凉亦为世事人情。

万花丛中一莲独开难免怪异，即使

莲洁秀美，终为异类，去其莲而保万

花，顾全大局方为大道，当时当日，

大道即为封建礼教。黛玉如此喜

花、护花、惜花之人，终因靓丽独特

而凋落，成为葬花中的一朵。（焦化

车间门昊堂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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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的忙碌生活让本就有些浮躁的我脾气变得更

加暴躁，母亲大人开导无果后，就莫名端来一盆花托我

照顾。迫于母亲威严，于是我随地一搁任凭它自生自

灭。几天后偶然相视一望，竟然发现不经意间长出一

点新绿，令人欣喜。细看它：素面朝天，没有花枝招展，

却努力的向着阳光攀爬。即使没有足够的水分与阳

光，也依然活的光鲜。我忽然觉得，生活就该这样，心

中向阳，处处花开。

渐渐地喜欢上了养花，一有空闲就给它松松土，施

施肥。孩子们也会和我一起发现点滴变化。每当看到

花盆在自己的打理下长出一片新叶，吐出一朵新蕊，就

像发现孩子学会新的见识一样，给我带来满满的成就

感。偶尔心情烦躁时，那片葱葱郁郁的景色就会拂去

我心中的沉闷，让我的心情豁然开朗。

世事漫随流水，何不留一芳清香在心中，给生活一

抹新绿，与花草一起共享。让生活有花有实，有香有

色，有喜有笑，这就是真正的我！

养花

质检部/李凯锐

一直喜欢刘若英，听说他要把后

来拍成电影，着实让我们这喜欢她的

90后兴奋了一下。

这是一部关于遗憾与错过的电

影，井柏然与周冬雨主演，文艺才女

刘若英通过电影来诠释爱情的遗憾，

诉说后来的故事，然而它不是刘若英

的故事，而是属于我们大家的故事。

乌漆漆的电影院里，摸黑找着自

己的位置，抬眼望去屏幕，他们在回

老家过年的绿皮火车上相遇了，因为

一张火车票，开始了他们之间的故

事。

镜头一转，就是十年之后，他们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重逢，相视对望

的笑容里满是遗憾，无奈，复杂，酸

楚，甚至是痛心。

回忆像是开了闸的水，奔涌而

出——

十年前他们还是疯狂爱着彼此

的北漂青年，没有房子，没有钱，但

他们有一颗彼此相爱的心。

在窄小出租屋里，他们欢乐的吃

着一碗面；在寒冷的冬夜里，为了省

钱，她拒绝打车；把人家丢弃的沙发，

当宝贝一样捡回来。

最幸福的时光，却是在一无所有

的时候。后来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

我们。

重逢对于他们来说，或许毫无意

义。

原来慢慢愈合的伤口再一次被

剥开，无奈的互相打趣，“本来明明可

以是正宫，现在却被当成小三”。

笑着笑着，他们却哭了。

“I miss you”，

“我也想你”，

“不，我是说，我错过了你”。

……

后来，时间终于让他们明白，当

初困在内心的自卑，才是他们分道扬

镳的理由。

“如果当初你没有走，后来的我

们会不会不一样”?

“如果当初你赶上地铁，我会一

辈子跟着你”。

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每个人都有过去，也都有后来。

“再见，林见清”！

“再见，小晓”！

人生或许就是由许多遗憾组成，

很多曾经以为会走一辈子的人，却在

成长的岁月中走着走着就散了，处着

处着就淡了。那些曾在我们生命中

刻画出的人，往往就是在不经意间越

走越远。

正如影片开头，小晓问见清“有

没有人的一生，能够一直幸福”，见

清回答她“幸福不是故事，不幸才

是”。

当见清努力变成了小晓希望他

变成的样子，而小晓已经不是当年

的样子。

“爱的时候，我们也在长大”。

只是有些人朝着不同方向在渐

行渐远，在成长的路上没人能够陪

你走一辈子。

“缘分这东西，不负对方就好，想

不负此生真难”。

但是不管怎样，都要感谢红尘里

的驻足、相爱，感谢曾经一起度过的

欢乐，也曾拥抱了时光，温柔了岁月。

后来的我们
加氢车间/滕慧

（恒源石化工程项目部、总经理办公

室联合报道）为加快恒源石化搬迁项目设

计进度，5月22日，恒源石化搬迁入园项目

详细设计协调会在2号会议室召开。集团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高传成，副总经理王延

龙、刘峰、马传波，工程项目部及华东设计

院的项目相关专业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双方就搬迁入园工程的工厂总

平面、总流程、储运及重交沥青装置详细

设计的有关问题展开讨论。此次会议，双

方就详细设计中的问题达成共识，华东院将尽快发布总平面布置图，在此基础上进行详勘布点，并于6月6日前完

成布点图。此次协调会的召开将加快详细设计的进度，推进和及时衔接搬迁项目现场施工。

公司搬迁入园项目详细设计协调会召开

国家商务部对加工企业申请原
油非国营贸易进口资格公示，

我公司榜上有名！
（恒源石化总经理办公室报道）5月23日，商务

部对辽宁、陕西、山东、河南和湖北等省11家加工

企业申请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资格进行了公示。公

示期自2018年5月23日~2018年5月31日。我公

司榜上有名！

根据商务部《关于原油加工企业申请非国营贸

易进口资格有关工作的通知》(商贸函【2015】407

号，下称407号通知)的规定，商务部对我公司的申

报材料进行了审核。经审核，公司符合407号通知

的要求。

劳动让我们更美丽
——公司团委“绿色行动·义务除草”志愿

者除草活动圆满成功

（本报讯）为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提升团队协作

力、增进员工感情，5月25日，集团公司开展“绿色行动·

义务除草”活动，公司团员青年及志愿者13人在工会的带

领下，将林子镇德宝路玫瑰园及松树苗圃近2亩地中的杂

草进行清理。

除草中，大家协同一致、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充分发

挥团结协作精神。通过开展此次义务除草活动,不仅改善

了工作环境,也充分展示了公司员工勤劳、踏实、肯干、团

结一致的良好风貌,大大提高了员工主人翁意识,进一步

增强了团队协作能力和集体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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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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以来，三催化车间胺液系统在正常操作条件下

各液位不断上涨，新胺液再生塔操作波动增大，不利于溶

剂再生效果，进而影响脱硫效果，导致干气不合格。车间

领导根据实际情况，立即对其展开一系列排查，同时，制

定相应解决方案。

为保证安全生产，减少操作波动。5月 2日，经过共

同商讨，决定对新旧再生塔进行切换。车间积极组织人

员对旧再生塔展开采样、物料分析、贯通工艺流程等一系

列工作，随着工作的有序进行，塔底重沸器开始建立液

位，缓慢升温，建立塔内循环，逐步把物料从新塔全部切

至旧塔，直至新再生塔和整个系统完全隔离。

随后，在安全绩效提升项目组领导的指导下，车间组

织人员对新再生塔展开检修工作，新再生塔蒸塔除臭、钝

化，阀门上锁挂牌，塔底气相出口、塔底出料口加盲板进

行有效隔离，检修工作一气呵成。

此次检修工作严格按照新版作业许可管理制度执

行，整个检修过程中把系统隔离、上锁挂牌等学到的相关

理论知识运用到了实践中，既提升了职工对新版作业许

可管理制度的熟练运用能力，也为今后各项工作的开展

打下有力的安全保障，让遵守、干预，尊重的HSE黄金守

则深入人心，扎根恒源。

把新版作业许可管理制度运用到实践中
——三催化车间胺液再生塔检修纪实

本报通讯员 王 培

众所周知，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是一款常见的抢险

救灾防护工具，必须要时刻保证其配件的安全有效性。

近期，安全管理部合理安排时间，根据防护器材配

件的使用年限标准以及老化情况，对各车间正压式空

气呼吸器附属配件进行逐一排查、调试。

首先，安全管理部到各车间对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逐个进行排查登记，根据其参数的标准先进行调试，无

法校正的配件对应其规格型号，进行拆解、更换、组装，

并向各车间安全员及员工详细讲解附属配件的名称及

其各自所起的作用，进一步规范了防护救援器具的使

用，增强了员工的安全防护意识

更换配件，力保安全
本报记者 朱海红

污水厂格栅井汇集来自全厂各装置的污水、污油，防

火工作尤为重要，在炎炎夏日来临之际动力污水车间居

安思危，未雨绸缪联合安全部围绕格栅井着火险情进行

了一次全面演练。演习地点设在污水厂南地井，车间领

导高度重视，亲临现场坐镇指挥，宣布开始，岗位一操巡

检发现南地井有浓烟冒出，紧急汇报班长，班长立即汇报

车间领导并及时报警，迅速采取应急措施通知电工断电

防止灾情进一步蔓延。车间领导统筹安排合理调度，所

有人员密切配合有条不紊，紧密协作更改流程，控制火

势，引导指挥车辆，接到险情报警后消防队迅速到达现场

并紧急部署和车间人员默契配合内外联动迅速扑灭火

灾，消除了险情，随后岗位人员开始清理现场，恢复流程，

保证生产系统平稳有序运行，一场精彩绝伦的演练落下

帷幕。

演习结束后，车间领导对此次演习给出了很高的

评价，同时也指出了演习过程中的一些不足：演习过程中

巡检人员面对险情沉着冷静，方法得当岗位人员职责分

工明确，操作技巧娴熟，事后处理工作迅速周全，整体演

练堪称完美，但是一些细节方面有待提高，“九层高台，始

于垒土，”这就要求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演练，在演练中

找出不足并去不断完善做到尽善尽美才能真正提高员工

整体安全意识与团队协作能力，真真正正的为安全生产

保驾护航。

沙场点兵精演练，极致发挥助生产
本报记者 杨延刚

本报记者 庞泽堂

质量管理部，顾名思义是为保证产品质量检测而存

在的。为进一步确保化验数据经得起考验，近日，质量管

理部新增两位“成员”，一位是美国 lece公司红外定碳仪，

型号 sc744，用于分析催化剂中的碳含量，由于以前用吸

收法分析，稍有漏气就会造成分析不准确，且耗时长，现

在用红外线光谱检测，样品不用提前处理，且进样量等因

素对于结果准确性影响较小。另一位泰州升拓 TSG-
2000全自动酸值测定仪，主要处理分析油品中的酸值，较

以前操作更加简便，样品提前处理步骤减少，分析准确度

进一步提高。

质量管理部：为质量保
证做到更近一步

本报通讯员 刘瑞敏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对安全生产和设备管理的要

求越来越高。为了实现设备的精细化管理，运行保障车

间对混合加氢装置区地面上的每一台仪表设备进行了仔

细统计和整理，将设备的工位号、工艺描述、介质、工作温

度、工作压力、化学特性、以及与控制系统连接方式等信

息制作成标示牌，并将标识牌悬挂于每一台设备上，使每

一台设备的基本信息一目了然，这样设备在使用和维修

过程中，对其危害可以提前进行防范，避免因不熟悉流程

带来安全隐患，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也为设备的

管理提供了方便，可谓一举多得。

把信息写在牌上，把安
全放在心上（本报讯）5月25日下午3:00，恒源石化开展5月

份党员活动日。在党支部书记汤亮的带领下，全体起

立奏国歌，重温入党誓词。共同观看习近平在纪念马

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并由支部委员领读

学习《党章》总纲部分，在会后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投

票选举了机关一支部“最美共产党员”。

牢记使命,紧绷廉政之弦
——恒源石化全体党员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本报讯）近期，恒源石化开展了签订2018年度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书活动，以层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按照“一岗双责”和“谁主管、谁负责，谁负责、谁承

担责任”的原则，党委书记王有德与各党支部书记、各

党支部书记与各个党员层层签订2018年度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书，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实现党风廉政建

设监管全覆盖。据悉，该责任书中明确要求，签订人要

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带头贯彻落实党委各项规定。

通过层层签订责任书，进一步明确了抓好党风廉

政建设的工作要求、责任主体、责任内容以及责任考核

与责任追究，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有人抓、有人

管，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为廉洁

恒源、文明恒源提供了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集团公司 2018 年上半
年员工考核举行

（本报讯）5月31日上午，集团公司2018年上半年员

工考核笔试环节在四楼大会议室举行。

考核采取待岗人员与在岗人员同时考核的方式，考

核时间于5月28日开始，历时3天，近300人先后进行了

民意测评与理论考试，其中有12人参与竞岗。

考核由企业管理部、人力资源部组成考核办公室，严

格按照各单位上报的考试方案进行全程监督，强化考场

纪律要求，严格把关考试人员情况，合理安排民主测评考

核内容，力求公正客观地完成考核过程。

集团公司2018年度
厂级安全教育培训活动

圆满完成

（安全管理部、总经理办公室联合报道）根据公司年

度安全培训教育计划，5月16日至5月18日，集团公司在

四楼大会议室进行了2018年度厂级全员安全培训教育。

培训前，安全总监陈德志做了培训动员，并对山东省近年

来典型事故进行深刻剖析与讲解。

此次培训为期三天，培训人次近900人。为使培训

效果达到最佳，公司安委会提前部署、合理安排，安全管

理部、设备管理部、运行保障车间的培训师分别就安全生

产法律法规、山东省双体系建设、职业健康管理、设备安

全管理、电器安全管理等内容进行授课。每期培训结束

后，采用随机抽卷方式进行安全培训考核。

厂级安全教育培训的开展，能够促进公司员工对《安

全生产法规》及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初步了解，增强工作

中安全意识主动性和自觉性，对于有效预防生产安全事

故，起到积极作用。

宁鲁石化来我公司学习
（本报讯）5月26日，宁鲁石化12名员工来我公司三

催化车间学习。学习内容主要包括主风机及离心机两大

机组的正常操作、开停机方式、事故预案及相关注意事项

等内容，通过学习，宁鲁石化员工对机组运行有了初步的

认识，为今后大型机组的开工操作打下基础。

为响应公司号召，跟上国际化

恒源发展的脚步，积极发挥技术骨

干模范带头作用，引领和传承恒源

精湛技艺，培养青年员工综合素养

能力，三催化车间进行了岗位技术

能手评选活动。5 月 22 日在车间

内部进行第一轮评选，半年平均成

绩加全员投票之和，最终确定了6

位候选人进入第二轮；5月25日在

东四楼会议室进行了第二轮决赛，

公司副总经理马传波、杜桂先，人

力资源部部长李勇亮，及其他相关

部门领导担任评委，全场分现场笔

试和演讲答辩两个环节，经过激烈

紧张的比拼，最终，催化段李春梅、

气分段沈如虎脱颖而出，成为三催

化车间本次岗位技术能手。接下

来，两位将与车间其他员工进行双

向选择，确定师徒关系，针对性的

一对一进行专业知识培训学习。

岗 位

技术能手

选拔只是

开 始 ，我

们要以此

为 契 机 ，

掀起全员

学习的热

潮 ，做 好

“ 传 、帮 、

带”，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氛

围，传承恒源精湛技艺和优秀文

化，增强恒源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

力，助力国际化恒源创造新辉煌。

能手

当技术能手·做传承先锋
——三催化车间岗位技术能手评选

三催化车间/刘光侠

恒源石化召开5月份“党员活动日”

图为三催化车间岗位技术能手比赛现场图为三催化车间岗位技术能手比赛现场

图为公司竞岗考核现场图为公司竞岗考核现场

图为图为20182018年度厂级全员安全培训教育现场年度厂级全员安全培训教育现场

图为恒源石化图为恒源石化55月份党员活动月份党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