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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公司已经一个多月了。虽然来公司的
时间不长，
但感触很多。特别是通过近一个月的
培训，
我们对公司有了一定的了解，也顺利的从
刚出校门的学生，转变为一个基本合格的精工
人。
我们这些刚走出校园的学生，初入社会，初
入职场，
就好比是一个个蹒跚学步的幼儿，
没有
目标，没有方向，也不知道该如何迈出这艰难
的、
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一步。此时，
是公司的各
位领导、
专家，
为我们安排培训，并从百忙之中，
抽出宝贵的时间，用和蔼的态度和亲切的语言
同我们交流，
用渊博的学识、
丰富的阅历和非凡
的见识给我们以教诲，并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
向。
感谢人力资源部的黄总监，以及张健和谢
吉两位老师，在为期 30 天的培训中，是他们为
我们的学习安排场地，调试仪器，主持培训，并
将公司领导的关怀传达给我们，让我们感受到
集体生活的温暖。从他们的日常工作中，我们感
受到了精工人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
和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他们用自身的实际行
动为我们上了一节“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精工员
工”
的精彩生动的课。
在一个月的培训中，公司先后通过组织讲
座、车间实习、观看影视资料等多种形式，使我
们了解了精工的企业文化、理念等核心价值观；
让我们了解了从原材料的进场到钢构件出厂所
经历的包括拼接、
数控切割下料、组立、矫正、钻
孔、锯切、锁口、拼装、抛丸、喷漆等在内的一系
列工序；让我们了解了从建筑项目信息的搜集
到尾款回收的包括信息搜集、信息筛选、立项、
编制投标资料、
投标、中标、合同的签订、
施工图
设计和深化设计、生产制作、现场安装、售后服
务、尾款回收等环节在内的公司的整个经营过
程；
让我们了解了公司所具有的包括无模成型、
超厚板焊接、
高强钢焊接、整体液压提升技术在
内的一系列国内领先技术；让我们了解了公司

具有华北、华中、华南、华东四大生产基地和年
产近 40 万吨的生产能力；
让我们了解了公司从
年产值几千万到如今年产值近 30 亿的快速发
展历程；让我们了解了公司具有重钢、轻钢、空
间特钢、
日本出口加工厂等生产体系；让我们了
解了公司具有建筑钢结构承包壹级资质、钢结
构设计甲级资质；让我们了解了钢结构仍处于
启动阶段的现状和钢结构必将在日后的各行各
业的生产建设中发挥愈来愈重要作用的发展趋
势。通过培训，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
选择
钢结构行业没错，
选择精工更是明智之举！
精工钢构作为一个具有全国 4%市场占有
率，
通过以“鸟巢”
“国家体育馆”为代表的精品
、
工程打造出来的钢结构品牌，具有合理、全面的
产品结构、
集设计、制作、安装于一身，具有先进
的管理理念和优秀企业文化的钢构集团，在经
受过激烈市场竞争考验的领导团队和经历过一
系列“重、大、新、难”实际工程考验的技术团队
的带领下，乘着我国钢结构产业快速发展的春
风，今后的发展之路必将愈走愈宽、愈走愈广、
愈走愈远。
培训结束后，结合公司的需求和我们个人
的专业、兴趣，公司把我们分配到各个部门，有
去施工一线的，有去做技术支持的，有搞工艺
的，
有搞设计的。不管在哪个岗位，
做什么具体
工作，我们每位新员工都将珍惜公司为我们提
供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督促自己从日常的工
作入手，
尽快适应工作环境，掌握相应的工作技
能，使自己早日成为一名能够满足公司要求的
人才。
“海宽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我们是鱼，
精
工就是那片海；我们是鸟，
精工就是那方天。精
工为我们开辟了一块让我们尽情展示才能的天
地，我们也祝愿精工在我们每一位精工人的共
同努力下，早日实现“成为钢结构行业领跑者”
的愿景，
并完成“成就事业，成就你我”的企业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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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中心印象记

八月份月度考核

优秀员工

阴 技术中心技术支持部新员工 李明强

时间不会总在它到来和离开的时候提醒你，若不紧紧地抓住它，你
会感觉它流逝的速度快得异常。所幸，在技术中心十天的工作与学习没
有带给我这样的感受。
这是充实而愉快的十天。
现在回头看，已经记不清第一次走进技术中心具体是在什么时候，
是由哪个楼梯哪一扇门进入，
只记得领导和同事们亲切和蔼的神情和欢
迎的目光。
出乎意料的是，
我们部门的领导都非常年轻，而且都很有亲和力。无
论是老员工还是新员工，
与他们交流都没有障碍。对我们新员工在工作
上和生活上可能遇到的困难，领导和老员工们都十分关注，这让我们非
常感动。
我们部门有一个可能会让公司其他部门同事都羡慕的优势，那就是
公司的几位专家顾问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们学识渊博，在钢结构领域里
享有极高的声望。难能可贵的是，
他们个个和员工们打成一片。在休息时
间，
他们甚至会走到我们旁边和我们谈心。在他们的指导和关怀下，
我们
相信自己会更加自信地成长。
其他老员工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也是无微不至。这一个月我们正在
参加深化部安排的深化培训，
很多时候在画图过程中遇到问题我们都需
要向老员工请教，
他们每一位都会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讲解，直到我们明
白为止。下了班以后我们和老员工之间的交流也很多，以后要面临的工
作、
各自的兴趣爱好等等都是我们畅谈的话题。前几天，
老员工们了解到
我们很想打乒乓球而没有球拍，就拿出自己的球拍让我们玩，有时候他
们也上阵和我们切磋球艺，
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
这几天我所遇到的，
不管是专家、
领导还是其他同事，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点，
就是敬业。对待工作，他们全身心的投入，有时为了在期限内完
成标书或者是其他任务，
他们甚至通宵工作。
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群可敬可爱的优秀员工，精工才会有今天
的发展，
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成长在这样一个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
团队中，
我感到无比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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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杨文柱教授“以师带徒”的工作思路
——
阴 技术中心 吴伟杰

为了真正体现公司“以人为本”
的核心理念，贯 彻公司 2007 年“关
注员工成长”的经营思路，集团公司
于 8 月 17 日下午在 轻钢浙江公 司
会议 室隆重举行 了 2007 届 大学 生
拜师暨专家师傅带 徒弟的签 约仪
式。我们技术中心三位员工有幸拜
在杨文柱教授的门下。杨教授作为
国内知名专家，现已 70 高龄，对工
作一丝不苟，鞠躬尽瘁，对我们这些
徒弟们也是严格要求，针对我们每
个人的特点，对我们提出了以下培
训思路：
一、思想品德方面的培训
衡量一个员工是否称职，应该
将品德放在首位。根据公司的部署，
安排杨教授作为我们的培训老师，
相信通过一年的言传身教，我们这
批年轻人的思想 认识能更上 一层
楼。我们将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做到先做人后做事，同时也更加热
爱我们的公司。
二、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
1、钢结构安装技能的培训
目前公司比较缺乏深层次的钢
结构安装技术人才，杨教授将指引
我们向这方面发展，掌握各种类型
钢结构的安装重点及难点，并且能
解决钢结构安装过程中经常遇到的
难题，特别是解决现场安装技术问
题，注重自学能力、思维能力、研究

闭眼半分钟

能力、应变能力、组织能 力、表达 能
力、观察能力及预见能力的培养。
2、
现场安全施工的培训
安全施工是我们建筑业的头等
大事，作为一名优秀的钢结构安装技
术人员，必须掌握各种作业下的安全
施工措施，尽量减少现场安全事故的
发生，安全技术措施也是一们很深的
学问，杨教授将对我们进行相关的培
训，系统学习《建筑安全工程》。
3、
各类安装作业指导书的培训
为了能提高专业水平，必须阅读
大量的钢结构安装书籍，如《起重设
备》、
《重型设备和钢结构吊装工艺与
计算》、
《安装》、
《施工技术》、
《建筑结
构》等，在阅读的过程中要认真做笔
记并且坚持每周写学习总结、心得、
体会等。
4、
现场实践的培训
钢结构安装千变万化，要将书本
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杨教授将带领我们掌握现场钢结构
的安装技术，理解结构吊装过程中的
受力分析等难题。
5、
论文与著作编写的培训
为了提高我们年轻人的写作水
平，杨教授要求我们在年内准备好
2-3 篇钢结构技术论文，同时协助他
参与编制新版本的《重型设备和钢结
构吊装工艺与计算》，编制时力求看
得懂、学得会、
用得上。

阴 李 英

每回乘坐大巴去省建设厅办理相
关业务都会在汽车东站下车，然后坐
上 502 路公交车。今天也不例外，
我乘
坐的 502 路公交车缓缓地行驶在美丽
的西子湖畔，在公交总公司的站牌下
靠站时，因上班高峰期很多乘客蜂拥
而上，待乘客站好坐稳后司机将车启
动。车行驶至艮山门路时，
一名刚上车
的中年男子突然大喊：
“司机师傅，请
停车，
我的钱丢了！这可是给孩子买药
治病的救命钱啊！”司机连忙问他什么
时候丢的，中年男子焦急地回答说，他
是刚发现口袋里的钱不见了。中途没
有乘客下车，
显然小偷还在车上。怎么
办？此时，
丢钱的中年男子和一些乘客
提议把车开到公安局，可这样的提议
立刻遭到另外一些乘客的反对，有的
乘 客嚷 嚷 着 说 有 急 事 或 上 班 要 迟 到
等，声称如果车去公安局，自己就要马
上下车。一时间，车厢里议论纷纷，乱
作一团。司机二话不说就把车停靠在
了路边，锁上了乘客上下车的门，然后
拿起扩音器对车内的乘客说：
“ 乘客朋
友们，谁家都有孩子，谁挣钱都不容
易。请大家换位想想，如果丢的是您的
救命钱，
您此刻的心情会怎样？拿钱的
乘客，我作为本车的司机，发自内心的

幸福 其实很简单

< 英语会话 >
A: What is your plan for this new job
since you are a green hand in this steel
structure field?
A: 你在钢结构这个领域应该还算是个
新手袁你对这份新工作有什么打算吗钥
B: You are correct. I am a new gradu鄄
ate and my major is not a relative one
such as architecture or civil engineering.
B: 是啊袁而且我还不是建筑尧土木等相关
工程的毕业生遥
A: Challenging! Have you got training
in the fabrication yard? It is going to be
a beneficial and worthwhile procedure.
A: 极富挑战啊浴 那你有没有在加工厂接
受培训啊钥 那将对你很有帮助也很值得遥
B: Yes. I am quite lucky that I can ac鄄
company a resident inspector deployed
by the employer to deal with some in鄄
spection in relation to welding and fab鄄
rication procedures.
B: 是的遥 我很幸运我能随一名业主方的
驻厂检测员一起处理一些和焊接尧 加工
有关的检测遥

A: Really! I am jealous of you! Why
not tell me something professional you
have learnt from him?
A: 真的吗钥我可真是嫉妒你啊浴为什么不
和我说说你从他身上学到了些什么专业
知识呢钥
B: Sure, I am glad to. As I know, the
inspector is to monitoring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s including the weld, primer,
packing and issue an inspection report
acting as a third party.
B: 当然袁我很乐意遥 据我所知袁他是来监
督产品的质量的袁包括焊缝尧底漆尧包装等
并作为第三方签发检验报告遥
A: umm, sounds very expertise. I have
questions when I am doing the detailing
design. I often notices some word abbre鄄
viation such as CP, PP, UT, MT, RT,
DFT, etc. what are they standing for?
A: 恩袁感觉已经很专业了袁我在做深化设
计的时候袁 经常碰到一些缩写的单词袁比
如 CP, PP, UT, MT, RT, DFT 等等袁这
些都代表什么啊钥

阴 张 君

B: OK. I could explain to you. CP and
PP are often used for welds; they are
standing for complete penetrate and par鄄
tial penetrate weld; and UT, MT and
RT are to be found in the crack detect鄄
ing, meaning ultrasonic testing, magnetic
testing and ray testing; the DFT is sup鄄
posed to appear in coatings, it means
dried film thickness. In fact, these abbre鄄
viations also made me confused some鄄
times.
B: 好的浴 我帮你解释一下 CP 和 PP 通常
用于焊缝袁 他们表示完全熔透和部分熔
透遥 UT袁MT 和 RT 通常出现在探伤中袁
表示超声波探伤尧 磁粉探伤和射线探伤遥
DFT 应该是在涂层中出现袁表示干漆膜厚
度遥 事实上袁我通常也被这些缩写搞得很
糊涂的遥
A院Thank you for your kind help浴 See
you later.
A: 感谢你的好意帮助袁回头见浴
B: Bye.
B: 再见遥 渊由海外部寿国柱供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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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把钱还给失主。如果确实有困难而
迫使你这样做，相信所有的乘客都会原
谅你，
但请您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把钱
还给失主。”
顿时，
车内鸦雀无声。司机
接着说：
“我的服务工号是 2037 号，每
天都在 502 路线运营，拿钱的乘客如果
有困难尽管来找我，我愿意尽最大的力
量帮助你，只要你把钱还给失主，我们
不会令你难堪。”此话一出，
车内静得连
掉一根针都听得清。司机接着恳切地对
乘客说：
“ 请大家协助一下，我数一二
三，
大家闭上眼睛半分钟！”半分钟后，
当我们张开眼睛时，奇迹出现了，钱被
人扔在车厢的地板上，车上响起了经久
不息的掌声。
闭上眼睛，不是包庇别人，不是迁
就别人，
而是给他人留出一点思考的空
间。针锋相对的较真，往往把别人逼得
无路可走，自己也伤痕累累。这件事虽
然发生在短短的几分钟，但它不仅拯救
了两个当事人，并且净化了我们每个人
的心灵。让我深有感触的是有些人明明
是一些工作上的小摩擦却把它当成深
仇大恨似的互相攻击，直至两败俱伤。
让我们向 502 路公交车的司机学习，学
习他的换位思考，学习他的包容心，学
习他的真诚待人！

邮编院312030

对于有的人来说，幸福也许是穿名牌，乘
宝马，住豪宅……可对我来说，幸福其实很简
单。
在繁星闪烁的夜晚，牵着心爱的人的手在
月光下散步，看萤火虫在草丛里时隐时现，听
虫子在耳边低吟浅唱，即使不说一句话，偶尔
交换一个微笑的眼神，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幸
福。
在一家人共进晚餐的时刻，有几个清爽可
口的小菜，边吃边聊着各自的见闻，相互交流
各自的看法，
那其乐融融的气氛，
对我来说，就
是一种幸福。
在阳光西斜、
微风轻拂的傍晚，
晚饭后，与
同事们一起三三两两地到外面散步，沿着蜿蜒
曲折的山路，
有的闲聊，有的哼着小曲，欣赏沿
途迷人的风光，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幸福。
突然前面的同事们发现了一处有山有水
的宝地，
大声招呼着我们一起过去。原来在两
边逶迤的山脚下，流淌着一条清澈见底的小
溪。溪两旁边的山真绿啊，山上大大小小高高
低低各种各样的树密密麻麻地生长着，
郁郁葱
葱的枝叶相互交错缠绕着，走进林中，你无法
看到蓝蓝的天空，
只有星星点点的阳光在树的
缝隙里跳跃，
让人有一种“树海深深深几许”的
感觉。
小溪的水真清啊，
清得可以看见水底的一
切，
溪边绿绿的水草在水波里荡漾，
小鱼小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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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里划过来划过去……引人注目的是小溪里那
些光滑洁净的石头，有的像只慵懒的小动物横
卧水中，溪水经过时与之相撞，
激起白玉般的浪
花，银白色的水珠便四处飞溅，然后再盘旋几
圈，才依依不舍地向远方流去；
有的像是天然的
石桌石凳，我们围坐在上面洗脸濯足、谈天、休
憩；
有的突兀在水里，
像小岛，
我情不自禁地爬上
去，
站在石顶，
张开双臂，
舞动衣裙，
那一刻，
幸福
溢满胸膛！
终于经不住溪水的诱惑，我们脱掉鞋袜，
跳
进水里，溪水亲吻着我们的脚丫，凉凉的，柔柔
的，润润的，舒服极了。我们打起水仗来，
水花在
我们的手里四处飘摇，笑声也在山谷里回荡，有
几只鸟儿被我们惊动了，在枝头扑棱棱的拍打
着翅膀。此刻，
每个人都忘情地玩耍，嬉笑，
平时
的喧嚣无影无踪，
一脸的幸福藏也藏不住。
被溪水淋湿了衣服的我们在巨石上驻足晾
衣，有些同事则在石缝里翻起了螃蟹，搬石头，
扯杂草，终于还是一无所获，
只有哗哗的大水奔
流而下……
玩累了，
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同事们前前
后后都打道回府了。我独自一人依然坐在溪水
边，听水声，看绿树。好奇怪的感觉哟，
此刻的我
既没有烦恼，也没觉得寂寞，在静谧的山谷中，
我只是那么真切地感受到了幸福和快乐！
我真的很想留住时间，留住这简单的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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