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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生涯

摆脱驴子命运，变身千里马
白龙马随唐僧西天取经归来，名动天下，被誉为“天下第一名马”。白龙马想念家乡，找驴，
羊，
牛等儿时伙伴玩，
驴迫不及待询问成功秘诀，白龙马说 ：努力工作！
这时，
驴委屈的嚎啕大哭 ：为什么自己这样努力工作却一无所获？
白龙马说 ：
“我去取经时大家也没闲着，甚至比我还忙还累。我走一步，你也走一步，只不
过我目标明确，
十万八千里我走了个来回，而你在磨房自己的小圈圈原地踏步。”
驴愕然 ：
什么是目标？...
像驴一样勤奋，工作却原地踏步 ；像驴一样劳累，得到的却是皮鞭，这是很多职场人真实
的体验和感受。其实，摆脱驴的命运，变身职场千里马得到赏识并重用，并不是没可能。读读下
面的文字，
或许我们能从中找到突破口。

全力以赴！没有借口！马上行动！

你是否只做一样工作？
寓言一 ：动物们要举行一场联谊
会，领导秘书狐狸对驴说 ：
“ 你的嗓门
高，来曲独唱吧。”驴说 ：
“我不去，我唱
得很难听。”狐狸说 ：
“那你去试做主持
人吧。”驴说 ：
“ 我不去，我形象不好。”
狐狸说 ：
“ 那你干什么？”驴说 ：
“ 我只
拉磨。
”
狐狸说 ：
“好，
你就去拉磨吧。
”
在职场，不能像驴一样只知埋头
拉磨，除了本职工作，公司里的其他事
情都应该尝试着主动去做。如果什么事
都不去关心，什么情况都以本职工作为
挡箭牌推托，久而久之，你就只能原地
踏步。

你是否只耕耘不收获？
寓言二 ：老虎下山视察，看到其他
动物都在玩，而只有驴在拉磨。老虎顿时
赞不绝口 ：
“ 有这样勤奋的员工，是我们
动物王国的幸事！”秘书狐狸对老虎说 ：
“驴很勤奋没错，但是，磨上已经没有东西
了，他还在拉磨，这不是制造假象吗？”老
虎一看，
果真如此，不禁摇头叹息。
驴子的勤劳毋庸置疑，没有功劳也
有苦劳的结果，虽然让人不便指责，却让
人叹息，在职场，你忙碌与否并不重要，老
板看重的是你把工作做好了没有。与其劳
而无功地超负荷工作，不如抽时间静下来
思考如何提高效率，增加效益。

什么是真正的事业？
什么叫事业

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干一件一生都干不完的有意义的事，顺便赚点一
生都花不完的钱! 真正的事业，
一定不是为了自己！你的起心动念，
决定了事
业的高度！这就是所谓起点即巅峰！

什么叫团队

一起经历过风雨洗礼、跌宕起伏、浴血奋战、荣辱与共、艰难困境，依然迎
难而上，创造奇迹，那才叫团队! 如果你的员工缺乏团队精神，请让他记住这
句话 ：
一点水，
如果滴在马路上，
很快就会死亡 ；
而滴入大海，则永远是生命！

什么叫目标

朝思暮想、
做梦都想、
时刻都想，
而且一想起就热血沸腾，
那才叫目标! 有
目标的人，睡不着 ；没目标的人，睡不醒。很多人就是没睡醒的时候，别人已经
成功了！ 管理团队的入口，
就是让每个员工进入目标状态！

什么叫信念

经历过冷嘲热讽、人情冷漠、三番四次的跌倒打击、几乎绝望的境地且还
咬牙前行，那才叫信念! 身为领导者，不是跟员工比你的能力有多强，而是你
的信念有多强！——马云

什么叫坚强

经历过半夜抱头痛哭、经历过内心的孤寂与寒冷而依然坚定初衷，那才
叫坚强! 人生不是在巅峰的时候表现你多么伟大，而是看你跌入低谷的时候
能否反弹。
——曼德拉

什么叫淡定

面对诱惑而毫不动心、面对打击而面不改色，纵然困难重重也微笑前进，
那才叫淡定! 面对成功，
你仍然可以坦然从容！面对失败，
你仍然可以坚定执
着！

寄语

有目标的人在奔跑，沒目标的人在流浪 ； 有目标的人在感恩，沒目标的
人在抱怨 ；给人生一个梦，给梦一条路，给路一个方向！跌倒了要学会自己爬
起来，受伤了要学会自己疗伤！ 生命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沒有等待出来的辉
煌！

你是否是保值品？

你是否有合作的胸襟？
寓言三 ：驴发现墙头上有一
簇青草，
非常眼馋，
可又够不到。
这
时，它发现墙角有把梯子，但驴怕
搬来梯子后，需要羊帮忙扶梯子，
青草要被羊分吃，
便干叫了几声放
弃了。
驴吃不到青草，不是它智力
不行，而是它没有合作的胸襟。个
人的才智、力量终究有限，要想有
一番作为，需要合作伙伴。在与人
合作之前，
你就要有与人分享成果
的准备。因为合作既包括工作，也
包括分享。

寓言四 ：年终大会上，驴又没
被评上
“劳模”
。
驴委屈地向秘书狐
狸申诉 ：
“ 为什么我最勤劳、最辛
苦，却年年评不上先进？”狐狸笑
着说 ：
“ 是啊，你拉磨的本领无人
能及，可是，我们已经改用机器拉
磨了。”
时代在前进，公司在发展，如
果固步自封，迟早会被淘汰。做个
保值品其实并不难，
只要你关注市
场的发展方向，关心企业的需求，
学习新的技能，那么，你不但是一
个保值品，还是一个增值品！

扬帆起航正当时
滨州项目部运砂船安全管理侧记

记忆

记忆是我走过没有你的人海
是我挥一挥手
送别亲人时的情怀
记忆是我看到天边那一道彩虹时的
欣喜
是我看到一朵花盛开时的欢愉
记忆是初次相遇时的那个黄昏
是四目相视时羞涩的晚霞
记忆是一杯醇厚的老酒
浓郁芬芳
悠远绵长
记忆是一首诗
悱恻缠绵
满怀忧伤
无论世事多变迁
无论岁月多沧桑
记忆是每个人心中
一朵永不凋零的花
一首没有名字的歌
祭奠青春
眺望明天
（稿件来源：中交天航滨州项目经
理部 新宇）

2015年，滨海公司滨州项目部承揽
了滨州港海港港区3万吨级航道疏浚工
程的建设任务。在这么一个庞大的工程面
前，每个人都深深感受到了一份压力、一
份责任，同时“优化流程提效益”的理念在
大家心中悄然而生。为了将工程做好、工
作做实、管理做细，高质量、高效率的推进
工程开展，大家通过不断尝试新的管理方
法，逐步优化了管理流程、完善了管理程
序。
运砂船舶的管理一直都是水工工程
管理的一个重点和难点，主要表现在船舶
使用的无序性，由于船舶受天气、价格、市
场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加剧了现
场运砂船舶使用混乱的问题，给项目带来
极大的安全风险。
项目部为解决这一难题，组织召开了
多次运砂船舶专项整治会议，着力对运砂
船舶管理流程进行反思与改进。大家集思
广益，想办法、定措施，梳理出运砂船舶管
理的“杀手锏”。
早上天还未亮，施工员宋迎宾就收
到了一条运砂船舶发来的信息 ：
“ 鲁济宁
4113已于4:30到达滨州港。”这条简短的
信息正是项目部对于现场运砂船舶管理
的一个缩影。在整治过程中，项目部首先
第一步就是对运砂船舶的固定，统一汇总
形成运砂船舶台账，实现船舶数量、船舶
名称、船舶服务对象的“三固定”。在固定
运砂船舶的基础上，项目部对每条运砂船
舶安排一名固定的项目部管理人员，负责
运砂船舶的日常管理及实时监控，实现定
船定人定责管理。
充砂袋施工是滨州项目部本年度主
要工作之一，在流程改进初步实施的过程
中，仍然出现了施工进度不平衡的问题。
项目部通过再次梳理管理流程，发现症结
在于运砂船舶上报信息与现场实际不匹
配导致的船舶调配混乱。为保证充砂袋施

工进度的同时，控制好安全风险，项目部
对运砂船管理流程进行了进一步优化。首
先，项目部全员出动，对现场运砂船舶进
行了全面的摸排，选定船况较好的砂船固
定造册。其次，打破部门界限，把以前多部
门多条线管理的模式变为单线管理，简化
管理流程，同时合理做好运砂船舶的分
配，提高了运砂船管理效果。再次，严格执
行航行信息上报制度，信息按照始发地出
发时间→到达滨州港时间→施工上线时
间→施工完毕离港时间→到达始发地时
间五个关键时间点进行上报，并由专人做
好信息的记录工作。最后，项目部每天通
过碰头会的形式对当天船舶上报数量与
实际吹砂方量进行计算验证，核实协作单
位上报船舶数量的准确性。
管理流程的规范化和简单化，提高了
施工生产的效率，使得充砂袋施工提前半
个月完成了既定目标，得到了业主单位的
高度赞扬。船舶等待时间的减少以及航行
过程的全程监控，不仅确保了运砂船舶的
施工安全，也调动了运砂船的积极性。
“现
在运砂船进场手续简单了，卸砂快了，我
们能多跑几趟，赚钱自然多了。下次你们
哪里有工地，一定记得叫我们的船啊。”运
砂船船长笑着说。
当被问及现在的感受时，小伙子们一
定会斗志昂扬，充满激情的回答 ：
“我们都
卯足了一口劲，不管今天多累、多辛苦，一
切都要向前看，付出总会有收获。”运砂船
舶管理流程的优化和改进让项目部管理
的面貌焕然一新，激励了项目部全员的斗
志，推动了工程有序平稳的开展。
滨海公司滨州项目部正是秉承着“迎
难斗浪、锐意进取”的天航精神，迈过一道
道难关，寻求一次次的改变，在山东滨州
这片土地上，开拓属于自己的一方沃土。
稿件来源 ：中交天航滨州项目经理
部 杨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