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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国际
货物病毒传播风险持续加大，烟台
机场每日近10架次国际货运航班
的起降，货运保障人员24小时轮班
值守，不分白昼黑夜，货机坪上的“大
白”在一次又一次的坚守中践行初心
使命，筑牢疫情防控“关键防线”。

根据民航局最新指示精神，货运
分公司需成立一支国际防疫保障组
进行全货机保障工作。保障组执行
14+7+7工作制度，员工在单位要连
续居住21天，劳动强度大，作业时间
长，精神压力大，许多员工都打起了

退堂鼓。外场监管部立即开展动员，
在不到一天的时候，迅速制定防疫保
障流程，选定保障人员，成立了一支
国际防疫保障组，负担起了烟台机场
所有的国际客、货机保障任务。

正值八九月份，货机坪上没有
一丝阴凉，保障组人员严格落实二
级防护穿着标准，厚重的防护服及
防疫装备的穿戴密不透风。盛夏时
节机坪上温度高达50多度，机舱内
更是闷热难耐，烈日的炙烤下工作
5-6小时，他们依然认真地监管着
装卸货物的每一个环节。高强度工

作下多名员工因高温出现中暑情
况，但为保障任务完成却不能第一
时间脱下防护装备。货运分公司制
定了严密的脱消制度，所有人员必
须按部就班地完成脱消流程，杜绝
意外暴露造成感染隐患。

每一架货班起落的身后，每一
辆拖头车驶过的车内都有“大白”辛
勤的身影。他们坚守一线，尽职尽
责，始终把安全责任与真情服务放
在首位，尽全力保障每一架航班正
点起飞，用心呵护“无声”的旅客。

货运分公司 曲治霖

忙碌在货机坪上的“大白”

行胜于言，不是不言，而是言必
求实，以行证言。“行胜于言”是清华
大学的校风，也是清华精神重视实
干、注重执行力的体现。正是这种
校风使得清华大学培养了一大批脚
踏实地、报国奉献的优秀人物。

那么什么是执行力呢？所谓执
行力，指的是贯彻战略意图、完成预
定目标的实际操作的能力。说白了
就是按质、按量、按时地完成任务的
能力。执行力对于个人、团队、集体
都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没有了执
行力，就没有了竞争力，缺乏执行
力，再美丽的蓝图也只会是水中月、
镜中花。“三分靠战略，七分靠执
行”，失去执行力，再好的战略和决
策都实现不了。

曾有人说过，“把一件事做好，
比你想把一件事做好，更能够让你
获得明显的愉悦感”。正是这种愉
悦感才让我们更加乐于学习，追求
新知，也正是这种愉悦感才让我们
更加注重细节地投入工作。可以
说，执行力才是塑造一个人的关
键。执行力强的人更加主动、更加
诚信，并敢于负责；对待事物更加善

于分析，应变能力更强；更具有创造
性思维和坚韧的品格。而执行力缺
失的人则自我要求标准低，做事情
浅尝辄止，意志不够坚定，拖延墨
迹，优柔寡断。有人说，“最消磨意
志、摧毁创造力的事情，莫过于拥有
梦想而不开始行动”。行胜于言，则
意气风发；行弱于言，则心灰意懒。

著名管理学家劳伦斯彼得曾经
提出的木桶原理，其核心内容是：一
个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
壁上最高的那块木板，而恰恰取决
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这就像一个
团队，团队成员的执行力参差不齐，
当团队执行公司下达任务时，执行
的结果最终取决于执行力最差的那
位。一个团队是由一群不同专业、
经验或背景的人组成，为了达到一
个共同的目标而组合在一起，每个
人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就像一个
机床，只有每个齿轮都运作起来，整
个机床才能够正常运转。只要有一
个齿轮停滞不前，则整个机床都会
瘫痪。所以说，执行力就是团队得
以良性运作、持续发展的推动力。

团队对于执行力的要求都是如

此，企业则更甚。“海尔”是一个称雄
国内外市场的企业集团，在海尔公
司，我们会看到一个这样的标牌：

“日事日毕，日清日高”。这就是海
尔的OEC管理模式。正是因为海
尔人以这个作为目标，才会让一个
濒临倒闭的小厂发展成如今的规
模。若不是当年张瑞敏砸掉的那76
台冰箱，若不是那些冰箱在每个人心
头刻下一道永不磨灭的伤痕，若不是
那道伤痕时刻警醒他们做好每件小
事，注重每个细节，那么海尔很有可
能成为当时行业的泡沫，被时代所
抹去。执行力是决定企业成败的一
个重要因素，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
形成的关键所在。它保证了公司的
大政方针得以贯彻落实，保证了公
司的工作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今日事，今日毕，言必行，行必
果，果必优”。执行力决定着企业的
成败，执行力保障着了团队的凝聚，
执行力改变着个人的命运。我们要
提高执行力，保持良好的工作态度
和工作作风，爱岗敬业，提高工作效
率，从而实现企业发展和个人发展
的双赢！ 通信导航保障部 付扬

行胜于言，言必求实

夜里的烟台机场，初秋时节天
边泛起鱼肚白，虽然对讲机里传来

“今天所有航班全部结束”的指令，
但是我们的夜间监护工作却从未
停歇。

入职烟台机场工作四年，我无
论是做飞机监护员还是现场调度
员，我所在的岗位一手托着飞机昼
夜的安保工作，一手托着登机桥的
操作工作。看似简单而乏味的工
作，背后却是厚厚章节的程序、标
准、制度、预案文本，需要烂熟于
心。“简行而厚知”，岗位上的每一
分每一秒，需要完备的制度保障以
养成优良的工作习惯，这就要求我
们像军人一样服从上级指令和要
求，对每一项制度规定、每一项工
作要求、每一个规范动作都要严格
遵从，不打折扣。看着航班有序的
保障，每一架飞机的起落，365个日
升日落周而复始，这就是我眼中的

执行力。
安全是民航业的生命线。民

航局局长冯正霖对安全生产提出"
脑紧起来，心细起来，眼亮起来，脚
勤起来，脸红起来，手硬起来"的要
求。这些看似朴实的叮咛，却点出
了每个监护员工作时的状态。英
雄的事迹总是发生在平凡的工作
岗位上，中国的民航事业大鹏展
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傲人的奇迹
——托举奇迹的力量离不开民航
人一丝不苟、严格执行工作规范的
执行力。我的岗位虽然平凡，但却
是机场这部结构精密、精确运行的
庞大“机器”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部
件。虽然渺小，但却肩负着安全至
上的责任。

民航事业的发展是每个民航
人在岗位上辛勤劳动换来的，就让
我们从严格执行自己工作职责做
起吧。 护卫保障部 李乐

我眼中的执行力

2021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
无条件投降76周年。抗日战争的
伟大胜利，不仅扭转国内的不利局
面，同时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胜利，这也让中华民族站在了新
的历史起点上。在日本宣布无条
件投降过去76年之际，我们更应该
铭记历史，捍卫和平。

对于中国人民而言，“8·15”是
存在于历史记忆中永远无法磨灭
的特殊数字。中华民族经过长达
14年的浴血奋战，付出3500万军
民伤亡的惨痛代价，得到来之不易
的胜利，迎来新时代的曙光！76年
前，世界各地的报道将胜利的瞬间
铭刻在了历史长河中。然而，随着
时间的推移，经历过那场侵略战争
的一代已成为日本社会的少数人
群，关于侵略历史的社会性“共同
记忆”日渐疏远，日本社会对战争
的反思正在被岁月“风化”。每年8

月6日和9日，日本广岛市和长崎
市都会举行原子弹爆炸纪念仪
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伪装成
二战的“受害者”，却鲜少提及遭到
原子弹轰炸的历史背景。自2012
年安倍再度上台后，在“战败日”的
致辞中仅仅表示了对战死的日本
士兵的悼念，对侵略和殖民的事实
含糊其辞，毫无反省和道歉之意。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种趋
势令人担忧，日本只有选择正视和
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才能真正取信
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尽，但当今
世界并不太平。我们必须以史为
鉴、警示未来，盘马弯弓、枕戈待旦，
既要敢于筑“血肉长城”，更要善于
筑“钢铁长城”，义不容辞地肩负起
强军兴军的时代重任，义无反顾地
担当起捍卫和平的历史使命。

运行保障部 刘盛源

历史记忆不容湮灭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
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
连接成整个陆地。”

有一个小姑娘，刚刚剪了短发，
她说“每次穿防护服戴头套的时候
扎头发太浪费时间了”；被旅客骂的
时候，她总是憋着嘴忍住眼泪，只有
工作结束后才打开手机找人倾诉。
在繁重的防疫工作中，她从来没有
退缩过。

她是张梦茹，今年7月1日调入
客保部防疫小组。进入小组后她主
要承担在中转登记处对转乘其他地
区旅客信息登记并协助其转机的工
作。7月下旬，全国疫情形势骤然严
峻，作为保障专班航班旅客的她也
从未害怕。“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全
国上下都在积极努力地抗击疫情，
没有什么可顾虑的”。这句话，她说
得坚定且充满了信心。

记得有一次，从沈阳飞来的专
班保障航班上有一个60多人的团

队，大部分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虎
头虎脑的很可爱。张梦茹带着他们
一个个登记个人信息，了解去向，发
现准备去海阳参加沙滩排球比赛的
他们并没有核酸检测证明，海阳当
地无法接收。看着孩子们得知无法
参加比赛后露出遗憾和失落的表
情，她心里一酸，询问海阳当地防疫
人员是否可以联系到赛事组织人
员，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参
赛。得到否定答复的她，开始帮教
练们改签团队机票回沈，值机、托
运、送到登机口，一切安排妥当。

好不容易休息了一会儿，张梦
茹又接到电话，海阳当地同意接收
旅客，代表着孩子们又可以去参加
比赛了。“当时内心很雀跃，虽然没
办法去看，但是当时的心情仿佛看
到他们现场比赛一样”。她马上进
入控制区找到孩子们和教练，得知
消息的孩子们激动得跳了起来。但
随之而来的取行李却让她犯了愁，

团队的每个人都带了两件行李，60
多人就是120件行李，这对分拣行
查部门都是个大考验。张梦茹先找
到科长帮忙协调快速取出行李，再
到行查部门帮忙一起把行李取出
来。天已经暗下来了，刚取完行李
的她又想到给孩子们申请方便面充
饥。从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张梦
茹一直在候机楼里奔波往返，没有
喝一口水，防护服里却满是汗水。
那天晚上她没有睡好，腰疼了一夜，
但是在梦里，她梦到了孩子们得知
能够参赛后的笑脸和每个来登记的
旅客都对她和善平和地说了“谢
谢”……

疫情期间，没有谁是一座孤岛，
打赢抗疫阻击战需要每个人的努力
和配合。在因为疫情防控政策而耽
误行程时，希望大家可以少些责骂，
多些理解，毕竟大家都在历史的洪
流中扛着巨大压力前行。

旅客服务保障部 白雨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

中秋天遇雨，百年未尝逢。圆月犹可慰，无月谁已
堪！静闻月泣空楼外，以一诗记之。

中秋独坐无月夜，谁愁作客雨乡人。
空酒盈觞心生雨，思声漫天月无痕。

中秋雨

《《中秋月语中秋月语》》诗两首诗两首

中秋别三月，雨初歇，月醉人，万物静若新生，兴然
诗之。

天赐三日酒，地醉八月魂。
湖上涟初静，孤亭倚玉轮。

安全检查部 战军戎

秋送雨

不停航施工 二期办工程三部丁巍

货运分公司李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