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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毕业将近六年，东南大
学这句校训始终被我镌刻于心，并努
力实现于行。以德立身，以勤立命，
在我看来，是毋庸置疑的人生信条。
社会五光十色，城市的霓虹灯下总是
明里暗里潜藏着种种诱惑，让我们有
很多放纵自己、放松德行、放弃勤奋
的借口和机会。然而，在我看来，这
些都不足以成为理由。德行潜流于
心，自然不会放松，勤奋镌刻于行，自
然会拒绝惰性。问题的根源，或许在
于自我修炼尚且不足或者意志不够
坚定。

首先，“德行”是什么概念。“以德
服人”这句话，想来大部分人都有耳
闻。“德”存于心，自然为人正直坦
荡，宽容有度，温和有礼。然而，我
这里想谈的“德”，更多的是担当，对
家庭、对社会的担当，更重要的，是
对自己的要求。作为已经成年的青
年一代，除了子女、学生这一个身
份，社会上，我们是一个经济独立、
有自我负责能力的独立个体；家庭
里，我们已经可以开始承担相当一
部分，原本由父母承担的家庭责
任。一句话，内心可以住着一个孩
子，然而我们已经是一个成年人。
此次疫情期间，新闻报道中我们已

经看到很多曾经被社会老一辈训诫
的90后，甚至00后，危急时刻毅然
扛起社会责任，战斗在最危险的疫
情一线。民航也是如此，我看到无
数青年员工身先士卒、兢兢业业地
战斗在一线岗位，没说苦，没喊累。
如果通过这次共同抗疫，能让青年
一代更多地认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
和担当的话，也是一件幸事。“德行”
并不需要轰轰烈烈，更应该是“润物
细无声”的存在，是默默地尽责，是
无声地担当，也应该是更加细节上
对职责的敬畏和谨慎。成为一个怎
样的人，怎样更好地为人，应该是进
入社会的青年一代需要深刻思考的
问题。将“德行”深化于心，融汇于
行，以德立身，更应该是青年一代的
人生追求。

其次，“勤奋”的必要性在哪里。
跟上一辈相比，我们成长过程中的物
质条件必然好了很多。因为大多数
都是独生子女，又在东方传统文化
的语境之下，无论我们是否成年，是
否成家，父母都习惯了继续牺牲自
己的时间、金钱来给我们爱，给我们
关怀。这原本非常合理，然而我们
忽略了一个问题，接受父母给的这
些爱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因为有了
无限可以依靠的退路，就多少有了

惰性。我们这里谈勤奋的必要性，
是因为这世界上没有无限期可以依
靠的港湾，也没有无条件永远存续
的爱，最终，我们只能靠自己的能力
立足于这个世界，去跟所有的未知
性、可能性抗衡。如果已经有了家
庭，更应该深刻的认识到，这个家，
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我们父
母的。勤能补拙，勤也是立命之
本。从大局上说，中国人民、中华民
族都是靠一双双不懈努力的手勤恳
劳作，才闯过了五千年的风雨，才创
造了如此灿烂的农耕文明。从社会
微观来讲，绝大部分的家庭，都是靠
着日复一日的勤恳工作，才一砖一
瓦地创造了我们今天得以享受的物
质条件。我们，也不会是例外。勤
劳，将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永恒的主
题。我们今天强调的终身学习，要求
比效率，比态度，其内核，也正是比勤
奋。这个比较，在我的理解，外化于
跟别人的竞争，更重要的是，要跟自
己竞争，争取成为更加向上的自己。

以德立身，以勤立命。这些话听
上去非常老套，然而不无道理。青年
一代要活在当下并没有问题，但是我
们还是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
武装自身，成为未来中国更好的依
靠。 旅客服务保障部 张翮

以德立身，以勤立命

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在现
实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言谈交
往能让你感到如沐春风。

因为工作原因，以前我经常跟着
师傅来办公楼财务送舱单，盖章签
字，由此认识了财务的劳姐。劳姐是
机场有名的老好人，见谁都是笑呵呵
的，脸上永远红光满面，为人实诚、乐
观开朗，在她眼里好像从来没有过不
去的坎儿。那时候她的办公室，养了
许多花，芳香四溢，姹紫嫣红，红绿交
汇，煞是好看，让我大开眼界，羡慕不

已。花花草草固然美好，然而她阳光
的心态和笑对人生的态度却深深烙
在我心里久久难以忘怀。

当前的这场疫情，或许夺走了我
们太多的东西，原本平静的生活被彻
底搅乱，连自由的呼吸都不能再随意
拥有，或许失去的时候才懂得可贵。
面对不幸，坚强承受，勇敢面对，而对
于失去释然淡然，不争不怨。有句话
说的好：一切错过的都是为了更好的
相遇，一切亏欠都是为了更好的拥
有。或许你错过了一次机遇，但重新

审视，重新规划，再度出发，才会有一
个更好的自己。

心有阳光人自暖，这个春天，不
独孤，不寂寞。打开一本书，让书香
缠绕，让阅读陪伴，让心灵放飞；下一
次厨房，做几道家常菜，与家人好好
品味家的味道，弥补一下过往的亏
欠；拿起手机，传递正能量，为一线加
油，为中国加油，为奋战在抗疫一线
的勇士们加油，愿我们怀着阳光的心
态，静待花开，走出家门，拥抱春天。

人力资源部 于丹

心有阳光人自暖

两月前，单位领导与我们分享了“李明辰解读《机
长的一万天》”一文，通过聆听品读，我发现作者不仅
用思维导图的模式概括了《机长的一万天》一书，更是
通过采访航空公司现役飞行员和列举实例，结合飞行
职业特性为我们解读了《机长的一万天》这本书展现
给民航执业者的核心内容。作为从事管制工作近二
十载，并有带新经历的我，这解读不仅触动我要去细
细品读此书的神经，更是让我对多年的工作经历有了
新的反思和沉淀。

业精于勤，行成于思。作者用错误反馈、经验积
累、问题解决和打磨训练几部分，让业内外人士了解
了飞行员保障飞行安全的执业操守。经过思考，我认
为这套模式也适用于我们的管制工作。

建立及时、完善的错误反馈系统对于管制员尤
为必要。航空管制工作是为安全飞行提供保障服务
的，管制员是飞行员飞行信心的来源之一。因此，作
为管制员，我们同样没有机会犯错误，从2002年德国
乌伯林根空难、2016年“10.11”事件可以得出，管制
员的一个失误甚至一句口误都会造成无法令人承受
的沉重后果。管制室不具备为我们提供错误反馈的

“黑匣子”装备，执业以来，对新管制员，我一直在重复
着这样一句话“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子，放下话筒后，一
定要及时总结、寻求最佳指挥方案，并分别记录下
来”。毕竟，经验是建立在教训之上的，能够不用亲身
经历教训，举一反三，总结可用经验更是必要的。前
事不忘，后事之师。

在实操工作中，我们往往要求按部就班地完成
每一句指令、每一个环节，通俗点说就是“墨守成
规”。规章制度、工作手册往往是总结前人经验、甚至
以鲜血为代价，经过反复验证而得出的结论。因此，
严格遵守已有运行手册和规章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作为管制工作实操平台，我们只需使用已有的成熟解决方案，不能以创新
为首，更不易胆大激进。新颖的管制思路、技巧，在没有经过现实操练和
考究，往往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风险。要提升自身技能，就需要投身线下的
模拟机练习中，反复训练打磨使之成熟，进而形成制度。

特情的出现，隐患的源头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先治标，后治本”
同样适用于管制工作。当紧急情况出现时，与时间赛跑很重要，这时我们
必须“先治标”，只需知其然，而不需知其所以然。解决问题、解除危机终
究是第一要素。从管制员的角度，清晰关键的指令是机组规避风险的首
要因素。飞行员不仅需要设备为其提供短暂且必要的处置时机，更需管
制员在其忙碌时给出简洁、淡定的辅助指令。危机解除之后，我们才可以
回到文章的第一步——反馈、总结、成文，这应该就是“立本”吧！

作为一名从业近二十载的老管制员，我从未认为自己可以用已有的
经验从容安全地处置任何特情。虽说处理紧急情况时的心态是可以训练
出来的，但这绝不是在实操工作中萌生的，因此，线下的模拟机训练就显
得尤为重要。新入职的管制员可以将自己的奇思妙想融入到各种特情场
景中，进行反复打磨训练。周而复始的练习，不仅可以让我们熟悉各种特
情性质，更能提升我们处置特情的心理素质，从而在紧急情况真实发生时
处理得游刃有余。

作者对《机长的一万天》的解读，不仅触动了作为守护航空安全一员
的我对工作的思考，也挑起了我品读《机长的一万天》一书的欲望。这应
该是一本值得反复品读、细细琢磨的文章。希望通过品读这本书不但可
以提升我的职业素养，更可以帮助我像作者田口美贵夫机长那样安全无
事故地完成我的管制职业生涯！ 航务保障部 杨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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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你们都是海边一卵石平
凡无奇

每日也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为生
计奔波

你们是人夫、人妻、人子、人母、
人父是万家灯火中的一盏

你们是平凡人拥有平凡的生活
当汹涌袭来你们却责无旁贷
扛起了本不属于平凡人的重担
你们离开了家离开了亲人离开

了那些平凡的生活
前路茫茫生死不知但是你们却

义无反顾
你们许是还未结婚的情侣许是

刚新婚的夫妻
许是两鬓斑白的退休人员许是

家有生病父母的儿女
你们是最平凡的人却没有一丝

的怯步
你们觉得这是你们的工作你

们的专业守了大家才有小家
当汹涌袭来无数的平凡人都

站了起来
用自己的方式抹去黑暗催散

雾霾点燃希望
平凡的卵石筑起了道道壁垒

阻挡住这来势汹汹的恶魔
用信念用温暖用行动去感化

每个平凡人的内心
有人倒下了却有更多的平凡

人不畏生死驻守住我们的家园

终于山河无恙而你们却离开
了春天很好却很想你

街角的笑语我们平凡的生活
所有的一切因为有你们

永远不会忘记忘记这段不平
凡的日子忘记逝去的你们

永远不会忘记忘记我们所有
的平凡人携手相助的日子

听那响起鸣笛看那盛开的菊
花

我们缅怀先人悼念亡者感恩
英雄铭记那些勇敢与爱

你们并未远离你们留给我们
的未来我们会珍惜

你们未尽之事我们会继续践
行

平凡的你们谱写了不平凡的
赞歌展现了我中华精神

安息吧 平凡的你们
安息吧 我们的英雄

安全检查部 孙茜

平 凡
——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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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冰是一名护卫保障部的普
通员工，2006年进入烟台机场工
作至今已有14个年头了。张冰对
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任劳任
怨，精于业务，对待同事就像春风
一样和煦，就像一位久别重逢的老
友。他总是热情地对待每一个人，
正是因为充满热情，对于再平淡的
事情也会用精益求精的态度去完
成。因为他知道，现在的每一件小
事、每一次努力，都是通往美好生
活的铺路石。

工作之余，张冰的最大爱好就
是摄影。摄影是一门独特的爱好，
一旦入门，就会深深植根于爱好之
人的生活当中。虽然带给每个人的
变化不尽相同，有多有少，有大有

小，但影响却是久远的。也许天空
的蓝在很多人眼中都一样，而在他
的镜头里却有不同的天空。平时留
意观察的他可以利用手中的相机、
手机将那些美好的人物、风景留住，
即使是其他人眼中的平淡无奇，也
会成为他眼中的星光灿烂。

也因为这份热爱，给予张冰发
挥才能的舞台。机场的多次活动
中都有张冰忙碌的身影。拍摄、选
片、剪辑、成片一气呵成，过程里付
出了艰辛，历练了心智，满足了期
望。这种幸福，懂的人自然会懂。
获得是一种快乐，奉献更是一种享
受，摄影人苦在其中，乐在其中，感
动常在！

护卫保障部 李涛

蓝天的摄影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