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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港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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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12时许，贵州省安顺市
一辆公交车，在行驶至虹山水库时，
冲入水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
故发生后，机场集团公司高度重视，
车辆服务科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
立刻召开安全会议，举一反三，健全
完善安防制度，及时消除风险隐患，
部署加强驾驶员安全出行工作：一是
坚持“安全驾驶，始于有备”的做法

养成良好的安全驾驶习惯，增强安
全驾驶意识。二是落实“一日三检”
制度（出车前，行车中，出车后），确
保车辆在每一次行车过程中的车况
技术良好。三是坚持落实好每个月
驾驶员的安全教育，让每一位驾驶员
思想都紧绷安全这根绳，不放松，不
懈怠，确保每一次出车的安全。

现正值雨季，强降雨易对行车

安全造成很大影响，加强对驾驶员
的安全教育工作非常必要。车辆服
务科通过这次公交车坠湖事件中吸
取教训，不断提高每一位驾驶员在
强降雨等恶劣天气下的安全驾驶意
识、驾驶技术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
安全行车无事故，为烟台机场更好
更快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综合保障部 陈冠雨

强化出行安全保障

烟台是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在
蓬勃大气的渤海之滨，有一座熠熠
生辉的建筑叫黄海明珠，当年是由
黄海社区村委书记王相泽同志提议
并主持修建的，建造之初，颇受争议，
然而现在已经成为烟台市的代表性
建筑。早些年机场未搬迁之时，每
每从外地出差坐飞机回家，都会在
黄海明珠上空盘旋一周，仿佛在告
诉外出的游子：家，已经近在咫尺。

小时候就会吟唱“大海啊大海，
就像妈妈一样，走遍天涯海角，总在
我的身旁”。异地求学近十载，归来
近乡情更怯。这个鱼虾肥美、百草丰
茂的地方养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
烟台人。自古以来，烟威地区就是重
要的盐税缴纳大户。如今，又成为胶
东大地上又一片经济增长的热土，海
的精神永存！

烟台的建筑，依海而建，东西
狭长，南高北低，符合山东丘陵地带
的造型布局，靠海吃海，是一辈又一
辈烟台人民最好的生活方式。在山
东这片古老又富有文化底蕴的大地
上，烟台也得到了很好的积累。丘
处机、戚继光等名人辈出，令人敬仰。

烟台，有着大海的奔放与豪

迈。作为改革开放最早的14个沿
海开放城市之一，这座港城在社会
主义建设大潮中砥砺前行。时间来
到2020年，烟台这座古老而又年轻
的城市，在习近平总书记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感召下，以大海
一般的开阔心胸，不断推进国有企
业的深化改革，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敢
闯敢干。一座座新的地标性建筑拔
地而起；一片片新的经济区域妙笔开
花；一个个新的建设项目如火如荼。
机场新建二期候机楼工程、塔山南北
变通途，潍莱高铁展新篇，还有万人
翘首以待的地铁项目开工……在这
里，机场梦、高铁梦、高架梦、地铁
梦、一个个具体而又鲜明的梦想构
成了我们心中的中国梦！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朋
友们，莫忘当年凌云志，要做人间第
一流！让我们满怀激情，以赶海弄
潮儿的勇气和担当，建设我们的城
市和家园，把年轻的热血挥洒在建
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
事业上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而努力奋斗吧！

人力资源部于丹

故乡赞歌

从儿时我们最早学到的“谁知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到《诫子书》
中的“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
养德”。勤俭节约作为一种高尚的
品德，自古就受到无数文人墨客颂
扬。改革开放40多年来，正是一代
代劳动人民继承了这份传统美德，
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无数的财富、
使我国在社会、经济等方面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如今，随着人
们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生活质量
大大提高，部分人却渐渐忘记了这
份传统美德。办公室里长明灯、洗
水间内长流水；一次性塑料袋、餐
盒、筷子等使用没有节制；桌上的菜
越来越多，吃完“盛宴”变“剩宴”。
诸如此类的铺张浪费风气似乎出现
了蔓延之势，这让倡导勤俭节约成
了当务之急。

李商隐在《咏史》中写到，“历览
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陆
游也曾说，“天下之事，常成于勤俭

而败于奢靡”。古今中外因浮华奢
靡导致败家亡国的事例比比皆是，
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也许有人
认为，我们国家已经很富裕了，GDP
早已跃居全球第二，社会的主要矛
盾也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了。但现实并非如此简单。我国是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并
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
段，石油、铁矿等重要资源对外依存
度超过70%，今年两会李克强总理
也透露我国还有六亿人月收入仅千
元。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勤俭节约
永不过时，我们没有铺张浪费的理
由，勤俭节约是国家更好更快发展
的必要前提。从经济学角度而言，
人类社会追求个人和集体的效用最
大化，而非商品产量和销售量的最
大化。通过节约，避免不必要的浪
费、提高物质资源的利用率，从而可
以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

勤俭永不穷,坐食山也空。对
一个家庭而言，开源节流、勤俭持家
才能更富裕；对一个国家而言，只有
节约资源，才能为未来发展赢得最
大空间。为了更好地构建“节约型
社会”，国家应该积极宣传“以勤俭
节约为荣，以铺张浪费为耻”的荣辱
观，提倡理性的适度消费和低碳的
生活习惯，坚决抵制铺张浪费、奢靡
享乐的不良风气；个人在日常生活
和工作中应该从节约一张纸、一滴
水、一度电入手，从我做起，从身边
小事做起：如做到人走灯灭、人走电
断、人走水停、如“能走不骑，能骑不
坐，能坐不开”的绿色出行、再如参
与按需用餐、不剩菜饭的“光盘行
动”。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
丝半缕，应念物力维艰。勤俭节约，
你我同行，绿色发展，利在千秋。希
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勤俭节约
的践行者、示范者和弘扬者。

旅客服务保障部 张杨

勤俭节约 你我同行

7月5日上午，安全检查部监护
科组织部分员工利用休息时间进行
1公里健步走活动。希望通过此类
活动，让大家体会节能环保、低碳出
行的理念，同时节约公共资源，提倡
上下班减少开车的频率，以公共交
通或者步行代替。这样不仅锻炼了
自己的身体，还为单位节能增效，也
为社会环保做出了贡献，通过这样
的点滴积累，最终达到健康和节能
环保的双赢。

步行活动结束后，监护科在大
家休息的时间，利用问卷网的平台，
在线上组织大家进行节能环保知识
问答，让大家更加深层次了解节能
增效、低碳出行带来的益处，把节能
环保、健康你我的精神传播到生活
的每一个角落。

安全检查部 杜佳杫

倡导节能环保 点滴从我做起

通导部空管自动化科积极响应
机场“节支增效”号召，节约用水用
电，杜绝长明灯、长流水现象。那么
如何在确保空管各系统运行稳定可
靠的前提下更多地节省设备维修成
本，大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后，发现
本科室所管辖的内话系统的耳麦和
手柄是易损易坏部件，报废的比例
较多，而一部手柄的购买费用可以
达到几千元。于是，大家密切配合
动手维修报废的耳麦和手柄。手柄
和耳麦通话不畅，大多是因为内部连
线接口松动脱线导致链路不通，而接
口部分的十个接头仅围绕在半个小
手指头大小的圆柱上，与接头的连接
线也是1mm左右的细线，非常不好
拿捏，维修起来相当困难。空管自动

化科的员工协同合作，小心谨慎地
在这个小部件上面进行焊接。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天的
集中维修，共维修好了6个手柄4
个耳麦，为机场节约了上万元的购
买经费，为机场的节约支出付出了
自己的努力！科室员工也在维修的
过程中巩固了自己对内话系统重要
知识点的掌握，提升了自己的维修
技能，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通
过这次维护维修大家也明白了“机
场是我家，节支增效靠大家”绝不是
一句空口号。在今后的工作中，我
们也会继续脚踏实地，立足于自己
的工作岗位，为机场的节支增效做
出自己的贡献。

通信导航保障部 赵惠滨张梦露

机场是我家
节支增效靠大家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
自古以来，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静以修身，俭以养
德”也是我们五千年来所秉持的做
人准则。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工
作中，节俭都是人人提倡赞美的美
好品格。

新冠肺炎疫情不止对我们的工
作生活造成很多不便，随着航班量
的骤然下降、客流量的不断减少，带
来的是营业收入的降低和各项成本
的增加，为我们的民航业蒙上了一
层厚厚的阴影。面对如此情况，机
务保障部对外开展资源互换，对内

开展节能减排的倡议活动，全力加
强对各种成本的控制。

在整合实施过程中机务部主动
联系航空公司签署利用桥载设备替
代APU，这样可以减少飞机停场过
程中飞机APU对燃油的消耗，从而
减少飞机废气的排放。机务部和驻
场航空公司还签署了对工具、工作
梯、轮挡的互援协议，这样可以更好
地做到资源共享，节省对设备、工具
的开支。另外 机务部内部落实固定
资产登记制度，对各种办公，生活设
施（沙发，桌椅，电脑）实行登记编
号，提倡大家爱惜使用，对于损坏的
设施，进行定期的上报，维修，从而
减少对新设备的采购。节水、节电
要求从每一名员工自身做起，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真正的做到“不以
善小而不为”。

北宋文学家司马光说“仁以厚
下，俭以厚用”，勤俭虽然只是简短
的两个字，却承载着我们中华民族
的处事精髓，凡事从节俭开始，从
自身做起。节俭你我他，发扬靠大
家。

机务保障部 周兴华

绿色生活 绿色倡议

雨天
煮一壶茶
任茶与水
在器皿里
碰撞、翻滚、交融、沸腾
就像是茶与水在相爱

因为水懂得茶
水释放出最好的能量
在水温柔的抱持下
茶慢慢地放松了身体
惬意地舒展
绽放出最美的芬芬

茶与水
合二为一
茶汤香浓
唇齿留香
回味无穷

一杯香茗

其实是茶与水的相互懂得

而你我也是如此啊
在这芸芸众生里相识
原就是莫名的缘
你若懂我
我也会一直守护
不离不弃

请你相信
总有一杯水是为茶而来
也总有一个人
会为你跨越千山万水
懂你、爱你

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因为爱着
所以宽容

通用机场分公司 张冬梅

懂 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