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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制止餐饮
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餐饮浪费
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他强调
要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切实培
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
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从2013年1月16日起，通过国
家行为倡导反对铺张浪费的“光盘
行动”实施，中国的餐饮浪费现象下
降了很多。但近年来，有的地区和
不少酒店餐饮企业浪费铺张的现象
再次抬头，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
响。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每年
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
2000亿元，我国人每年综合浪费食
物的总量，相当于约2.5亿人口一年
的粮食总需求量，这些数据令人痛
心不已！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
收，对粮食安全我们还是始终要有
危机意识，尤其今年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
了警钟。

一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一
粥一饭,恒念物力维艰！我们每一
个人都应该行动起来，拒绝“舌尖上
的浪费”，做“粮食守护者”，将“光盘
行动”进行到底。作为省属国有企
业，烟台机场集团迅速响应号召，机
务保障部也积极发出倡议行动，营
造“光盘行动”、拒绝“剩饭”的浓厚
氛围。机务保障部根据部门实际情
况，将厉行节约与倡导健康努力工
作生活方式有机结合，倡导员工取

食有度，培养节约粮食的好习惯、传
递勤俭节约的新风尚。

一、适量点餐，摒弃陋习。拒绝
浪费关键是要形成风气。抵制陈规
陋习，倡导低碳环保，从党员做起、
从干部做起。

二、敬畏粮食，尊重劳动。食物
浪费是一面折射社会文明的多棱
镜。浪费饭菜是不尊重别人劳动成
果的可耻行为。尊重他人的劳动成
果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自身文
明素养的体现。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
粒米、一滴油，看起来不起眼，却事
关个人温饱，事关国计民生。“光盘
行动”关键在人人参与。要在全社
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人人互相监督，让“舌尖上的浪费”
等不文明行为无处藏身，真正让“光
盘行动”成为一种自觉行为，才能更
加有效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从我做起!

机务保障部 孟庆东

“光盘行动”心得体会

针对当前新型毒品犯罪有所
反弹的严峻形势，配载控制科以习
近平总书记的“强调坚持厉行禁毒
方针，打好禁毒人民战争，推动禁
毒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的重要指
示为动力，结合烟台机场的安全专
项整治行动，配载控制科开展了禁
毒宣传教育工作，使禁毒意识深入
人心，进一步提升全员禁毒防毒法
制意识和拒毒能力。

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公害，是涉
及公共安全的重要问题，不仅会严
重侵害人的身体健康、销蚀人的意
志、破坏家庭幸福，而且消耗社会财
富、毒化社会风气、污染社会环境，
同时极易诱发一系列犯罪活动。习
近平总书记曾说过：“禁毒工作事关
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因
此，禁毒工作是事关人民幸福安康、
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重要工作。

配载控制科通过播放警示片
和PPT宣讲两部分内容开展了禁

毒宣传教育工作，值班科长结合
PPT内容对全员进行了讲解，重点
从新型毒品的概念、种类，毒品对
人体和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以及
吸毒人员的精神状态及现阶段国
家相关法律知识等进行了详细解
说。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案例，揭示
毒品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危
害，提升了全员辨识新型毒品的能
力和水平，教育员工不碰毒、不吸
毒、不制毒、不贩毒，号召大家共同
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配载控制科组织此次禁毒宣传
工作，让全体员工进一步认识到毒
品的危害，掌握了识毒、防毒、拒毒
的知识和技能，充分意识到毒品犯
罪离我们并不遥远，提高了安全防
范意识，使每位员工都能从自身做
起，远离毒品，传递禁毒知识，用实
际行动为维护烟台机场的全方位安
全贡献力量。

旅客服务保障部贾凡

远离毒品 珍爱生命

“安全”是民航工作永恒的主
题，“三个敬畏”也是近来民航人老
生常谈的话题，只有真正做到敬畏
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职责才能保
障机场每一架航班的起降平安。
作为机场供电保障部门，我们始终
把生命安全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
把落实责任放在先于一切的位置，
把制度执行放在重于一切的位置。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有且只有一
次。2020 年开年，一场“新冠肺
炎”席卷全球，疫情蔓延至今，数以
万计的人因此失去了生命。无数
医护工作者奋斗在工作岗位上，为
的是挽救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珍惜自己的生
命？身为电工，我们深知“电老虎”
的威力，在日常工作中我们要严格
按照规章制度进行操作，切实做到

“三不伤害”——不伤害自己、不伤
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我们要自
觉肩负起保护旅客生命安全的责

任，切实保障机场供电的连续性与
安全性，真正做到对生命负责。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有了规矩
不遵守也难成方圆。英雄机长刘
传健之所以能驾驶飞机带着整个
机组及所有旅客安全备降，除自身
过硬的心理素质外，更重要的是他
严格按照规程进行操作。在驾驶
舱风挡玻璃爆裂、飞机仪表盘失灵
后，他凭借平日里严格的训练，一
丝不苟地按照规程实施人工操作，
由此才控制住飞机，保护了所有旅
客的生命安全。从事电力工作，我
们要熟练掌握《电力安全操作规
程》中的每一条，并严格将其运用
在实际工作的每一步操作中。不
论是指令复诵，还是佩戴防护用
具，都不能抱有侥幸心理而省略。
我们要将规章制度视为工作的底
线，只有敬畏规则，严守规章才能
将电力保障工作做好、做扎实。

责任重于泰山。从发生过的

安全事故来看，其中大部分属于责
任事故，说明还有很多人在工作中
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无视责任其
实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位于
不同工作岗位的我们，因岗位不同
责任不同，但我们都应该尊重自己
的职业，明确自己的岗位责任，承
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职责。身为
机场电工，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机
场的供电保障、用电管理以及安装
服务工作。要认真做好每一次巡
检，用心做好每一次安装，谨慎做
好每一次操作，不论工作简单与
否，都要做到尽职尽责。

疫情当下，我们要共克时艰。
在这个关键时期，身为民航人，我
们不能松劲儿，要切实增强敬畏意
识，珍爱生命，遵章守规，牢固树立
安全责任重于山的思想，为早日实
现民航强国筑牢基础，为打赢疫情
防控战贡献力量！

场务保障部荀琦

牢记“三个敬畏”保障机场安全供电

明方孝孺言：“凡善恐者，必身
有所正，言有所归，行有所止。”此
句之意，凡知畏者，必言谨身正，语
有分寸，行不冲动。心有畏，行有
思，有畏心，能守正、襟怀坦白、堂
堂正正。常存敬畏者，方能成一君
子。敬为修也，亦行之际。存敬畏
之心，则是一底线之守。于空管言
也，安全乃吾之底线，持敬之心则
固守安底线之初心。英雄机长刘
传健尝言：为一民航人将“畏生、畏
章、畏职”。此三畏为了当民航之
精神。

吾为一名一线四年之管制员
攸事。保民之命为民航一事最大
之求，是民航业得恒之价也。以人
为本之世，必以生于最高之直位。
四年之前，初踏塔台，一手触话筒，
吾之师告余：“生出一切，安重于泰
山矣。”此非空言大话，反此一句真
真切切之大实。即此一言，素来都
是我作之铭，于空管言指挥稍有不
慎，酿成大过。每共空难皆非文之
数则轻，数之后，上百个活者生逝，
尤为上百个破家之无可救，万劫不
复。此四年之制事，吾素秉持于生
命之畏，直守而安事之底线。每一
步行之虽兢兢，然事之余而能卧榻

寐、无愧于心。
朱子于《中庸注》云：“君子之

心，常存敬畏。”凡善怕者，必身有
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
矩，亦不出大格。“敬”言自强，有所
为；“畏”厚德载物，有所不为。怀
畏之心，乃有冰之慎也；怀畏之心，
乃有战之察情；怀畏之心然后有服
之惧神；怀畏之心，有如负山之巨
责。安全是民航业之生命线，畏生，
保民命，是民航人之命与初心。为
管制员，一时都要急安之弦，切忌
怠，护旅生安之任，强使命当。章乃
从业者之刚克、事也，民航章修保航
空全行。谓章之畏是生之畏。为管

制员，日保着客运货运航班数百千
架次，所谓制熟用、通，知其然，莫知
其所以然。所以每一名空者以谓
生、章、职之畏融事中，吾能谨于一
指令，每一步骤，每一起落。惟于
例章程存畏，乃以己所及事为扎
实，为纤悉，至精。

话筒小，责千斤。句指皆关数
百名旅者身安。当敬畏生，力戒幸
与通思。而畏法，尽识与知规条背
之理与文。记“在岗一分钟，安六
十秒者警”，实尽善范先用，真以

“三畏”之精神保我心，以吾辈之
春，护锦绣之华。

安全质量监查部 谢冲

敬畏说

生命需要阳光，其实心态更需
要阳光。它能驱散内心的乌云，它
能洗涤无边的阴霾。拥有快乐心情
才能欣赏美丽风光，有阳光心态才
能感受幸福生活。

——《阳光心态》

阳光心态是一种积极、乐观、进
取的心理模式，它能使你深刻而不
浮躁，自信而不自大。阳光心态是
一种宽容、豁达、平和的处世态度，
它能让你达观而不自弃，谦和而不
骄傲。阳光心态是一种自信、自强、
坚韧的成功密码，能使你坚强而不
脆弱，勇敢而不莽撞。通过读《阳光
心态》这本书让我明白心态涉及的
范围很广，无论是你个人的为人处
世还是你工作的团队中出现的各种
问题，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是多么
的重要，往往我们可能因为心态的
问题，从而导致一件事情发展到一
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会
遇到各种麻烦和困扰；在工作中也
是如此，经常会遇到岗位不顺心，事
情处理不公平，好心未得好报，期望
中的事情落空等等种种的不顺心不
如意都在时刻的困惑着你。心中的
不甘，内心深处的委屈和对现实的
残酷不平，各种的心理想法都会随
之而来。对于这类事情，我们应该
如何去调整我们的心态至关重要，
处理不好心态就会造成心理积郁。
如果能够保持积极心态，心理就会
想得开，心胸就会豁达，就能够妥善
的对待、处理好这些事情，如果我们
总是纠结在这些事情中想不开，越
想越气，自控能力减退，情绪失去控
制，言行也会出现反常现象。甚至
为了一些小事，大闹一场，出言不
逊，开口伤人，会使你的人品大大降
低，甚至可能因为这一次的处理，导
致在下一次出现同样的情况时，心
态上发生一些变化，从而做出一些
过激、过急的行为。从而造成所做
的一切到头来都是伤害了别人，同
时也伤害了自己，回头冷静想想是
多么的不值得。对此，内心不禁要
问：到底我们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毋庸置疑是我们的心态出现了
问题，既然心态出现了问题，那就要
调整好心态，好心情才能欣赏好风

光。通过看《阳光心态》这本书，我
学到了塑造健康的心态，塑造知足、
感恩、乐观开朗的阳光心态，用阳光
的心态享受生活，善于发现美。生
活中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要
学会欣赏每一个瞬间。学会放下，
放下一些我们该放下的东西，学会
谅解、宽容。也会使我们深层次的
理解法律最终的目的不是简简单单
的只为了惩罚，而是去彻底的改变
一个人。这就在无形之中就解除了
我们心中的积郁，使我们有一个健
康的心态去面对下一次的挑战。拥
有良好的“阳光心态”就需要我们建
立积极的心态，积极的从正面去看
待问题，乐观的对待每一件事情，乐
观的去接受挑战和应对麻烦。

积极的工作态度能够激发自我
潜能，进而产生创造性的服务。如
何塑造阳光心态呢？首先，就要拥
有积极的心态，它将是你成功的起
点，积极的心态是乐观的心理状态
和积极的工作态度，我感觉它能激
发自我潜能，愉快地接受任务，宽容
待人，挑战极限。《阳光心态》这本书
就如一缕阳光，深深的刺透我内心
阴霾，照亮我的内心，让我深深的理
解感恩和知足，一种心态会出现两
种截然不同的后果。我认为塑造阳
光心态就应从自我做起，严格要求
自己，才能感染一个集体的每一位
成员都拥有阳光心态。

安全检查部于海峰

读《阳光心态》有感

安全检查部 赵爱玮 摄

落霞与彤云齐飞 实业公司 宫正华 摄

三个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