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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动

文/李从梅

刚从学校毕业没两年，踏入社会着实还有些不适应，在
学校时学的又是教育，以至于思想中存在很多与现实社会
相冲突的东西。我是任性的，任性到任意妄为，无所顾忌，
我又是叛逆的，渴望自由，不愿意被束缚，很多时候我更愿
意独处，所以在外人看来我可能是高傲的，其实不然。工作
中我只是本分地做着分内的或是领导安排的工作，从不想
与其他人有更多的接触。因为家离公司有段距离，和厂车
又不顺道，每日我只有骑着我的电动小铁 驴上班，为 了早
晨多睡会懒觉很多时候早餐都是在路上解决的，我天生就
配有健忘的因子，很多时候会忘记吃早餐。又是一个烦人
的雨天，我不得不踩着点赶到公司，到了 公司就打 扫办公
“ 早饭
室卫生，突然老总拎来一份我超爱吃的 南瓜饼，说：
没吃吧，给你的。”惊愕中缓过神来，才发现早饭的确忘吃
了，肚子就跟着呱呱叫，感动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没想到平
时严厉的老总却给了我父亲一样的关爱。忘记了是在怎样
的狼吞虎咽中解决的早餐，可永远也忘不了那一份小小的
南瓜饼带给我的感动与温暖。
也许生活并不像我想象中那般残酷，人性还是有至美
的一面，工作还是充满着乐趣的。

时间消逝的很快，来到精工已有数月，在这里，我认识
了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这群人中有豪放爽朗的北方大
男人形象，也有文静温婉的南方小女子形象…相处一段时
间后，他们一张张脸庞都深深地烙在我的心头，他们的乐
观感染着我。
他，是他们中的一个，哈尔滨人，有北方人的豪 爽，也
有着南方人的细腻。因为彼此投缘，我们很快就成了无话
不谈的朋友。也慢慢了解到他的感情生活，他有个漂亮的
女朋友，但人在深圳。分隔两地，难免会有异地 的相思之
苦，只是每次跟我讲起她，他脸上洋溢的都是满满的幸福，
煞是羡慕死旁边的我们。
也许是太幸福了容易忽略问题的存在，也许是空间的
分手吧。犹
距离让人疲惫。那一天，她幽幽地在电话里说，
如平地春雷，在他心里炸开鲜红色的碎片。“嗯”他淡淡的
回答，似乎早有意料一般，波澜不惊。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四
个字轻易结束了一段海誓山盟的爱恋。分手了，没有任何
预兆，也没有任何理由，就这样分手了。
也许是心意相通，也许是曾经有过，我在心里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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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她突然在电话的那端哭出声来，撕心裂肺的哭 声生生
扯痛了他已碎成千万片的心…在他再三追问下，她断断续
续地道出了原委：原来前几天她肚子疼，不是别的，而是她
最担心的变成了现实——
—家族病。分手，是为了不连累他，
文/余国华
是情非得已，是最深刻的爱升华的情意。
命运就是这么的不公平，这么的作弄人，他的 生命都
沉浸在一片灰色之中。他说，
“ 我想去深圳！想去照顾她！”
的知道他极力压抑的悲痛，那种刻骨铭心的悲，和一直延 第二天，他就请假去买火车票，但已经没有座位票了，可他
伸到骨子里去的痛。那天，他出去喝酒了，喝得酩酊大醉， 不在乎；没有从杭州到深圳的车票了（绍兴到深圳比 杭州
第二天，就病倒了。我去看他，他淡淡地说，我把她一个人 到深圳的火车多坐 10 个小时），他也不在乎。就这样，他在
留在深圳，凭什么让人家等我，何况我承诺不了 什么…神 火车上站了整整 26 个小时，终于到了深圳。
情悲伤而沉痛。我没回答，因为我并没有能力平复他心里
国庆回来，他兴奋地告诉我们：她现在在那边调休，状
的这个创伤更无法改变这个残酷的事实，很多 时候，我们 态还不错，精神也很好。我知道因为她的生命中有他，那是
对于别人的伤痛总是那样的无能为力，而语言的安慰更是 爱情的力量…
前段时间，进行了岗位分配，他去了施工现场，离开了
苍白无力。我只是沉默地看着他的憔悴，真心的希望他可
以坚强的走过这一段。
我们，离开了绍兴。我们心中有着种种不舍，但更真心希望
没过几天，他终于还是忍不住给她打了电话，电话通 他们能像海燕一样能承受得住大风大浪，希望 她早日康
了，可电话的两端都已经失去了言 语，在几分钟的沉默过 复，有情人能早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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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冶精工建设者之旅首发团侧记
文/宋林

离 别

文/段潇凝

机场，月台，港口，诸如此类 的地方，永远都 造就着离
别。
人群，行李，情绪，诸如此类 的名词，永远都 装饰着离
别。
当朋友用微笑，拥抱，挥手完成了离别的程序，走进安
检口，我站在热闹非凡的大厅中央 ，却忽 然不知 道我应该
是什么表情。
再见，是离别的时候最常说的词语吧。可是究竟是期
待着再次见面，抑或是再也不见呢。
人生的常态大抵便是聚多离少。因我们的生命常常在
旅途，结束了前一段过程，转身便向下一个站点飞奔。
离别故乡，离别童年，离别明媚，离别忧伤。
每一天，也都在与自己离别，离别幼稚的语言，离别陈
旧的琐事，离别糟糕的习惯，离别肤浅的思考。
所以，我常常不认为离别是一个难过的字眼。
离别，是为了下一次更美好的相聚。
在冬天里，我们离 别炎热，是 要你更 好地珍 惜下一个
夏天里灿烂的阳光。
在喧嚣里，我们离 别宁静，是 要你更 好地珍 惜下一场
寂寞带来的安详。
接下来，很快就要与这一年离别了。
仔细想一想，这一年带来了很多，也带走了很多。
惟愿，可以与那些浮华，俗丽的泡沫彻底离别，摒弃心
灵的浮躁和空洞。
银色的机翼闪烁辉光，渐行渐远，成了夜空中的某点。
竖起衣领，把手塞进口袋，听 Sting。
市区里已经充盈了节日的气氛，霓虹，圣
诞树，铃铛，这个舶来的节日为我们再次带来
一个相聚的理由。
那一天，我们可以与离别说离别。

公司组织曾经参与国家体育场（鸟巢）、
上海 环球 金 融中 心等 项 目建 设 的 员 工到 场
馆现 场参观、游 览，亲身 感 受那 份属 于精 工
人所特有的自豪感、荣誉感和归属感。 16 日
是首发团出游的日子，车行 100 多公里，横
穿绍兴，经上虞、余姚到达慈溪。短短的两个
小时以后，我们已经到达了本次旅游的第一
站——
—杭州湾跨海大桥海中平台。
平台改造项目部的刘方经理等人热情地
接待了我们，向我们简单介绍了项目施工进
展情况：平台改造工程位于跨海大桥
K66+120 处下游 150m 处。由海中平台、观光
塔及连接栈桥组成。该工程由我公司施工总
包承建，目前海中平台部分主体钢结构一、
二节柱 已全 部 安装 完成 （共 分为 四 节柱），
观光 塔 最难 最 复杂 的柱 脚纠 编 处 理 部分 也
已进入收尾阶段。已完成钢结构安装约 5146
吨，占本 工 程总 钢结 构 量的 49.4％ ，改造 工
程的雏形已经显现。
杭州湾跨海大桥，可圈可点的是“两跨”
和“双百”。所谓“两跨”：一是跨越杭州湾天
堑，成 为世界 跨 海 大桥 中长 度第 一；二是 跨
越世纪，大桥的前期工作跨越 20 世纪与 21
世纪，大桥的使用寿命将跨越 21 世纪与 22
世纪。大桥也是“双百”工程，营运时间超越
百年，投资总额逾越百亿。在将来，海中平台
及观光塔的建成，又将为慕名而来的游客增
添更多的观光景点。我们的大多钢构件属于
外露直接可视部分，这就要求产品不仅要满
足焊接内在质量要求，更要追求外观感官 良
好。优秀的技艺和合格的产品才能配得上这
跨越百年的工程，能参与这样的工程更是作
为一个精工人至高无上的荣耀。
亲临现场参观的员工朋友们在感叹荣誉
的同时也亲身体验到现场施工条件的艰苦。
施工作 业面 狭窄，海上 风 急浪 大不 说，甚至

于施工人员的饮水和就餐都成了问题，更无
法与工厂的工作、生活条件相比。在离开的时
候，很多人若有所思，这一幕幕场景深深地触
动了大家的心灵。
接下来，我们沿杭州湾跨海大桥继续北
上，前往本次活动的目的地——
—上海环球金
融中心。在 2008 年国际高层建筑与城市住宅
协会所公布的高层建筑排行榜上，它以“最高
使 用楼层高 度”和“ 最高楼顶 高度 ”2 项 位居
全球第一。
随着人流，我们二十人一组乘坐“时空隧
道”般闪烁着蓝色光圈的电梯轿箱，以匪夷所
思的速度疾驶到 95 层——
—66 秒！紧 接着换
乘手扶电梯继续上升，耳朵里的不适感还没
有缓解过来，一座纯白色的观光天桥便如同
一幅画卷般呈现在大家的眼前。这里便是位
于 439 米高“观光天阁 97”。这里可以看到外
露的钢梁，两边是通透的玻璃幕墙，金茂大厦
的塔尖就在身边，似乎触手可及。
“欢迎您来到观光天阁。”随着电梯轿厢
的 开 启 ， 位 于 上 海 环 球 金 融 中 心 100 层 的
474 米高的观光天阁展现在大家面前。她是
目前世界上人类所能达到的大厦最高 高度。
观光天阁地板由一块块磨砂玻璃组成，有几
处已换成全透明玻璃，强烈视觉效果给人带
来极大的震撼。透过脚下的玻璃，你可以看到
439 米高的“观光天阁 97”里 面的情景，地 面
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像一个个小点在移动。于
是有人称奇，有人啧啧赞叹，也有人胆战目
眩。这观光天阁如浮在空中的桥，置身其中，
仿佛徒步迈入天际，感受身心与天空的融合。
短短一天的游览，我们穿梭于数个第一。
这里凝聚了我们的辛劳与汗水，这里彰显着
我们的付出与荣耀。点点滴滴的努力，凝聚成
世人瞩目的荣誉。只有更加勤奋的工作，用心
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本期英语角主要介绍与质量和检测相关的专业词汇和术语袁供参考和交
流学习院
1. TQC: Total Quality Control 全面质量管理
例句：1) Total Quality Control (TQC) is a better quality control system.
全面质量管理(简称 TQC)是一种较好的质量管理体系.
2) TQC over the project will be strengthened.对于这个工程的全面质量
管理将要加强.
2. NCR: Non-conformance Report 不符合报告
例 句 ：1) The resident consultant will issue NCRs to those quality defects after their inspection. 现场监理如果现场验收不合格的话，就会对不合
格的发出不符合报告。
3. Quality Inspector 质检员
例 句：Our site quality inspector will report to the Project Manager everyday.
我们的现场质量检查员将每天向工程项目经理汇报.
4. Quality Defect 质量缺陷
例句：1) The defect must be repaired at once. 缺陷必须立即修理.
2) Procedural control is quite important to reduce the quality
defects. 过程控制在减少质量缺陷方面很重要。
5. Elbow; Bend; Flange; Tee; Reducer 弯头;弯管;法兰;三通;大小管
例 句：We usually use elbow (bend, flange, tee, reducer) as a kind of pipe
fitting.
我们常用弯头(弯管、法兰、三通、大小管)作为一种管件.
检测常用语院
6. We shall take the sample to test its physical properties (mechanical
properties, tensile strength, yield point, percentage elongation, reduction of
area, impact value, Brinell hardness).我们将取样试验其物理性能(机械性能、
抗张强度、屈服点、延伸率、断面收缩率、冲击值、布氏硬度)。
上海事业部 寿国柱供稿

看 上去很美
摄 辕 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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