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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得到了九十九分，
那么你就
为一个学生，
作为一名深化人员，
如果你只做
是一个好学生；
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准确率，那么你就算不上
是一名好的深化人员。”
言外之意，
深化追求的
百分之一百的效率，
百分
是百分之一百的细心，
之一百的责任和几乎为零的错误率。责任也就
只有在认真的态度面前才能绽放出它迷人的光
彩！
“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缘身在最高层”
，
责任
望得更远！
将使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站得更高，
难可是一大堆啊，有的是在刚开始熟悉图纸的
抬头看着一个个忙碌的身影和一张张可亲
如同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各有秋色，
而其中
阶段就发现建筑图和结构图有很多相矛盾的地 的脸，
方；有的是结构图中有些节点的尺寸表示的不 有一种美在于我们都知道周围的每一个人都需
不禁让我想起
详细；也有的是根据蓝图将结构放样出来后发 要彼此的关心和帮助。写到这里，
现有些构件是相互
“打架”
的，需要和设计员协 了小时候妈妈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一个女孩
看见一只蝴蝶被荆棘弄伤，
她小
商进一步调整它们的位置。虽然在进公司之后， 走过一片草地，
让它飞向大自然。蝴蝶为
我也看过几套与蓝图相对应的深化图，可等到 心翼翼地为它拔掉刺，
“ 因为你很
自己真正开始动手深化了，才发现看似简单的 了报恩化作一位仙女，向小女孩说：
我将让它实现。”
请你许个愿，
小女孩想了
一些东西实际上可并不简单。但是时间不等人， 善良，
“我希望快乐。”
于是仙女弯下腰在她耳旁
工厂在等着深化图来进行构件制作，工地正等 想说：
然后消失了。小女孩果真很快乐
着工厂发货到现场安装，可以说没有谁会因为 悄悄细语一番，
她年老时，
邻人求她：
“请告诉我
你遇到了困难而原谅你，遇到困难唯一的办法 地度过了一生，
仙女到底说了什么？”
她只笑着说：
“仙女告诉
就是全力以赴地去解决。正如英国王子查尔斯 们，
周围的每个人都需要我的关怀或帮助。”
所说：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你不得不去做的事， 我，
人们常说：
“ 真诚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之
这就是责任。”
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肩上背负
着的是一种责任，
所以工期太短，
我们就加班加 一。”幸福的轻钢深化一大“家”，我们因彼此
我们也不辞劳苦，
任劳任怨；
构件 的真诚感动着，我们因感动而拥有共同的快
点；
工程复杂，
制作困难，
我们在不违背设计的初衷下，尽量将 乐。我们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肩负起属于我
构件优化，
降低用钢量，
为公司赢得更多的经济 们 的 责 任 ， 因 为 我 们 拥 有 同 一 个 响 亮 的 名
—精工人！
利益。就如我刚进公司时王工所说的那样：
“作 字——

真诚着 感动着 快乐着

精工
文苑

瞧一瞧，我们轻钢深化这一大“家”
子，
原来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阴 轻钢深化设计室 章雪丽
屈指一数，我来到精工这个大家庭已经快
四个月了，回味这段日子以来的点点滴滴，总会
一次次地让我感动……
记得刚进公司时，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
面孔、陌生的工作，我开始变得紧张、焦急，这时
我们深化室的领导王立千主任耐心地教导我，
让我开始对深化有了认识，并逐渐形成了工作
的概念。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王主任一再地
鼓励我要向深化室的前辈们认真学习，努力工
作。他那种勤恳工作、以身作则的形象和平易近
人的待人原则深深地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还
有我们的副主任徐海琴，在工作上她不但有着
丰富的深化经验，在生活中更像一个大姐一样，
让人觉得贴心、
可亲。
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同事们总会热
心地来帮忙解答，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了，在这
里不能不提的是我的师傅毛蓉萍。
“我们一步步
走下去，踏踏实实地去走，永不抗拒生命交给我
们的重负，才是一个勇者。到了蓦然回首的一瞬
间，生命必然会给我们一个公平的答案和一次

乍喜的心情。”这句话是三毛留给我们的，
而现
在是我最想对师傅说的，因为从她身上我看到
了勤勤恳恳，踏踏实实；
因为我的每一次提问她
总会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
因为只有我听懂了，
才能看到她会心的微笑。如果生命只有在闪耀
中现出绚烂，那么也只有在平凡中折射出真实。
一个多月前，我从领导那里接到了一套图
纸，是关于浙江造船有限公司二期工程二次涂
装房的深化工程。望着桌上这一摞整齐的图纸，
我仿佛看到的是一种责任，而且除了责任还是
责任，心中这份沉甸甸的感觉似乎从未有过。这
时，徐工好象看穿了我的心思，她走过来，轻轻
不要太紧张，
虽然万事
拍着我的肩膀说：
“小章，
开头难，但是只要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去做，
肯定没问题。做我们深化这个工作胆要大心要
细，来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不苟是要牢记在心，
但也不能将它视作你工作上的包袱。别忘了还
有我们和你师傅在呢，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尽管
问，我们大家一起帮你解决。”
简短的几句话，
让
我感动了好久好久……深化刚开始，碰到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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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心态 活在当下
—读《阳光心态》有感
——
阴 精工世纪 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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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林花雨读书情
精工世纪第二届“金秋读书月”
活动圆满落幕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纯）金秋十
月，为激发员工阅读和学习的热情，积
极倡导全员学习、团队学习和终身学
习的新理念，弘扬读书明理、求知成
才、敬业奉献的新风尚，培养高素质职
工队伍，精工世纪开展了为期一个月
的“金秋读书月”活动，公司精选具有
历史性和教育性的书籍如 《细节决定
成败》、
《责任胜于能力》、
《菜根谭》、
《阳光心态》等赠送给各职能部、分公
司，员工们轮读后撰写读书心得并推
荐其他好书与大家分享。
为了将本届读书月活动办得新颖
有趣、意义深远，公司于 11 月 4 日在
风景如画、人文底蕴深厚的大香林风
景区举办了金秋读书讨论会暨金秋读
书月活动颁奖仪式，伴着爽爽秋风和
阵阵桂香，公司领导和读书心得的写
作人员们围桌而坐，共享读书之乐。
会上，过喜林书记对读书月活动进行
了总结，他认为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

式新颖、品位高雅，通过阅览大家的读
书心得，他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浓郁的
书香氛围。随后，写作人员纷纷谈起自
身的读书感悟，并与领导们深入交流
了各自的心得体会，还提出了许多建
议。孙国军总经理认真聆听了每个人
的发言，欣慰地说：
“我为公司培养了
一批优秀的员工而骄傲，在科技快速
不
发展的今天，每个人都应与时俱进，
断的提高自身修养和心理素养，所以
这样的读书活动应该持续、永续地开
展下去，渗透到企业的每一天！”
最后，经过综合评分，下列人员获
得奖项：
美文奖第一名：沈芳——
—《责任》、
《阳光心态 活在当下》
美文奖第二名：王银珠——
—《责任
胜于能力》
美文奖第二名：王秉斌——
—《精于
细微 功于品质》
美文奖第三名：金丽丽——
—《担负

沈林——
好我们的责任》
好书推荐奖：
—推荐《可以
张纯——
—《承担责 平凡 不能平庸》
美文奖第三名：
任 追求卓越》
上海分公司
最佳组织奖：
美文奖第三名：
沈林——
—《快乐也
副总经理徐进、首
总经理孙国军、
可以这么简单》
席技术专家茹曰松为获奖人员颁发奖
张纯——
好书推荐奖：
—推荐《做最 状并集体合影留念。精工世纪第二届
好的自己》
“金秋读书月”
活动圆满落下帷幕。

< 英语会话 >
A: I notice that your department now is
quite busy with some tendering, you are
always working late.
A: 我最近注意到你们部门都一直在忙于
投标袁你们经常工作到很晚遥
B: You are right. It is the key time; we
have to prepare the documents very care鄄
fully both from the commercial and tech鄄
nical point of view.
B: 是啊浴 现在是关键时刻袁我们同时要从
技术角度和商务角度仔细地准备文件遥
A: Can you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that
tender?
A: 你能告诉我一些关于这个投标的事情
吗钥
B: Eh噎 Sure. It's a new area which our
company has not specialized in before--Offshore oil platform.
B: 呃噎可以遥 这个标是我们公司以前没有
涉及过的要要
要海上石油平台遥
A: Good! It must have a high require鄄

ment on the technology since the bottom
parts will be underwater. Therefore, the
anti -corrosion would be a most principle
concern.
A: 很好啊浴 但是对技术要求肯定很高袁因
为底下部分是在水下的袁 因此防腐是个非
常关键的因素遥
B: Correct. We are now having some
professional forum for such technical dis鄄
cussion. Many experts in our company at鄄
tended that forum for the further decision.
B: 对浴 我们正在就技术问题进行专门的讨
论会遥 为了做出决定袁我们公司的许多专家
都参加了遥
A: I think on that forum the experts will
not only focus on the anti-corrosion, but
also other issues, i.e. the connection be鄄
tween the structural steelworks to the con鄄
crete foundations.
A: 我觉得专家们也不光会讨论防腐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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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叫我
不能及由它去。这不是教我们平庸，
们要放平心态。不要每次都说等到我达到什么
什么目标就好了，就开心了，不要把获得快乐
的日期往后挪，
那万一目标达不到是不是就一
直郁郁寡欢了呢？快乐是随时的，
与其煎熬着
等到预定快乐的刹那，
不如一直快乐地朝目标
不
前进，
可能还会事半功倍。要懂得享受过程，
要单单为了追求结果而错过了沿途美好的风
景。追求完美也没有错，
但是一味地追求就是
顽固了。
《奋斗》里面的陆涛因一毕业有贵人相
助意欲在房地产事业上大干一番，
年轻人不断
偏
地朝目标奋斗固然是好，但他做事太任性、
执、
欠考虑，
一个原计划 10 亿的土地被他好胜
在后来
的性格以 11.5 亿拍下，预算严重超支，
的开发中又不考虑大众的实际需要处处都要
用最好的，造价严重失控导致项目无法进行，
最终被迫低价转让给另外一个竞争企业。他也
从中吸取了教训，
牢记了“刹车”
的道理。
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
没有
彩排，
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
把握好每一次演出
走好每一小步，
才能跨
便是最好的诠释与珍惜。
好一大步。
每天给自己多一点自信，
即使生活有
一千个理由让你哭，你也要有一千零一个理由
笑。拥有阳光心态，
风雨过后才会有彩虹。
他们说一份好的工作意味着一个好领导、
一群好同事以及一份好工资。当然好工资要靠
自己奋斗出来。我很庆幸遇到了好领导以及一
群好同事，他们都有着阳光乐观的心态，
我们
每天在一起共事很开心。很喜欢他们为了工作
上的事争得不可开交事后又嘻嘻哈哈和睦融
融。领导幽默又不失睿智的语言总是能引得我
们哈哈大笑，
不仅缓解了办公室的气氛也赢得
效
了我们的钦佩。这样的团队才会精神抖擞，
风趣的胡头，
聪明的俞老
率倍增。儒雅的韩总，
师，爽朗的祝姐，苗条的梁姐，憨憨的小宋，羞
涩的杨子，
鬼灵的星星还有我和另外一个年轻
的小姑娘共同组成了一个小家庭，
每天一起工
化成一艘齐
作，
围坐就餐，
谱成一幅和谐的画，
心协力的帆船，驶在精工这片大海里，为精工
以及精工人的美好明天勇往直前！

献给辛勤工作在外的精工人

问题吧袁其他问题比如钢结构和混凝土基础
之间的联系也会是个重点吧遥
B: Yes.
B: 是的浴
A: A new area will have more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so you should have to put
into more efforts.
A: 新领域就有更多挑战和困难袁 所以你们
也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遥
B: We understand. Moreover, my own a鄄
bility is quite restricted; we have to jointly
have other colleagues' help. At that time,
the teamwork will definitely push the ten鄄
der forwards.
B: 我们都懂遥 况且你们自己的能力有限袁我
们要依靠同事的帮助袁那个时候袁团队精神
对推动项目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遥
A: Wish you luck!
A: 那祝你好运了浴
B: Thank you!
B: 谢谢浴 渊由海外部寿国柱供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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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本好书，就像品一杯好茶，一杯浓香
细
的咖啡又或是一杯甘醇的红酒，要慢慢看，
细品。公司 9 月份开展的
“金秋读书月”
活动使
我遇到《阳光心态》这本书，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
发现心情越来越轻松，
直至看完有一种豁然开
朗的感觉。这使我——
—一个刚刚大学毕业踏入
社会的小毛丫头的心灵像是得到了阳光的洗
礼。
书中一个个小案例很真实，很鲜活，都是
我们日常生活中能看到碰到的，
很有现实的教
育意义。屎壳郎、
草莓、
蜗牛、
砖块与罗汉等理
论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西方有一条格言
胜过怀着恨吃牛肉。这告诉
是：
怀着爱心吃菜，
我们做事看问题或者评价一个人关键是怀着
什么心态。心态好的人会用积极正确的心态对
待一切，做事有效率，遇到困难不逃避，去化
解。而心态不好的人看任何人做任何事都觉得
不顺心，
觉得周围的一切都跟自己过不去。其
实他是跟自己过不去。当一个人心情不好时，
那么面对
他的外表看起来是不亲切不舒服的，
他的人自然也提不起兴致来。心情越来越糟
糕，
办事效率大大下降，
甚至有走歪路的可能。
其实生活是一面镜子，你积极乐观地面对它，
它会报以微笑；
你愁眉对它，
它也会苦脸对你。
为什么不能怀
我们现在既然都有能力吃牛肉，
着爱去吃呢？那不是更美妙吗？
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反应
情绪极富传染性，
。
被吴维库博士定义为
“情绪传染的混沌效应”
一个经理骂了司机，司机感到委屈，回家找妻
子出气，
妻子心情不好又会骂孩子，司机晚上
睡不好第二天开车打盹整车人都会遭殃……
这让我想起去年震惊一时的杭州某高校一女
生惨遭的士司机迫害的事情。事后追踪报道，
那的哥是因为在家里与妻子吵架负气上班，
正
好遇到那女生也不客气，于是酿成了一桩惨
案。其实中间只要有一个人的情绪稍微控制一
下，
惨案也许就会得到控制。所以我们一定要
控制好自己的心态，努力朝阳光心态发展，
对
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都好。
阳光心态，
活在当下。力所能及则尽力，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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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汤雨声
早上还未从睡梦中完全醒来，
接到妻子的
电话，有意思的是要给我背吕本中的一首小
只
令：
“恨君不似江楼月，
南北东西；
南北东西，
暂满还亏；
暂
有相随无别离。恨君恰似江楼月，
待得团员是几时？”
满还亏，
我在自己的博客中曾写下：
“看过一期《赢
在中国》，
主持人对选手提问：
你认为自己最大
我在创业
的人格魅力在哪里？其中一人回答：
中，
持续四个月没有给员工发上工资，但员工
都依然跟着我干，
我认为这是我的最大的人格
魅力所在。评委马云老师马上说：
这是做领导
的耻辱而不是魅力！当时深为马云老师的口才
折服。
与熟 人聊 天 时 ，我 也 曾 开 过 玩 笑，我 是
一无所 有的，没有 固 定工 作，没 有稳 定的 收
入，没有房没有车，没有经济后盾，但我也结
婚了，这就是我的人格魅力。有时 也戏谑地
对妻子说：我的同学朋友有些混得不错了，
我以前也不比他们差，我觉得是你什么都不
要求我 ，让 我没有 什 么上 进 心，没有 压力 哪
有什么动力！妻子你这人哪能这样让我不思
进取呢？当然这也是调侃，倒也没觉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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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魅力。
说实话，当初来到绍兴遇到很多的困难，
似乎生活在梦魇般的日子，那时间深造没有了
希望，工作没有了头绪，而远在家乡的她现在
是妻子了，精神上心理上，还是物质上都给予
了我很大的支持，支持着我走出了那段困境，
我很感激。
我
我从事了新的工作，这两天即将远行，
知道妻子不想我去别的地方工作。这人也都说
不好，
相互的依恋却反而似乎有着很多说不通
的地方。我不想远离刚刚落脚稳定下来的绍
兴，
但我知道我更要有能力承担起一份家庭的
责任，我知道这样你一个人会很辛苦，希望妻
子理解！
今天我们很辛苦，
我不知道我的努力将来
是否会有好的收获，
但我始终怀着别人能拥有
踏上去六安的列
的我们以后也能拥有的梦想，
车。
我来到六安之后，新的工作环境，不止是
我一人工作在外，
领导同事也都是一月回家乡
每个人都很辛苦。
一次，
远离父母家人，
谨以此文，
献给辛勤工作在外的精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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