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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猫效应”，描绘的是一种典
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指的是人的不
满情绪和糟糕心情，一般会沿着等
级和强弱组成的社会关系链条依
次传递。由金字塔尖一直扩散到
最底层，无处发泄的最弱小的那一
个元素，则成为最终的受害者。其
实，这是一种心理疾病的传染。

一般而言，人的情绪会受到环
境以及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当一
个人的情绪变坏时，潜意识会驱使
他选择下属或无法还击的弱者发
泄。受到上司或者强者情绪攻击
的人又回去寻找自己的出气筒。
这样就会形成一条清晰的愤怒传
递链条，最终的承受者，即“猫”，是
最弱小的群体，也是受气最多的群
体，因为也许会有多个渠道的怒气
传递到他这里来。

现代社会中，工作与生活的压
力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这
种紧张很容易导致人们情绪的不
稳定，一点不如意就会使自己烦
恼、愤怒起来，如果不能及时调整
这种消极因素带给自己的负面影
响，就会身不由己地加入到“踢猫”
的队伍当中——被别人“踢”和去

“踢”别人。在现实的生活里，我们
很容易发现，许多人在受到批评之
后，不是冷静下来想想自己为什么
会受批评，而是心里面很不舒服，
总想找人发泄心中的怨气。其实
这是一种没有接受批评、没有正确
地认识自己的错误的一种表现。
受到批评，心情不好这可以理解。
但批评之后产生了“踢猫效应”，这
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容易激发更大
的矛盾。

其实，就在我们的情绪处于失

控边缘时，只要我们稍微让自己冷
静一下，不要在自己情绪激动时做
出决定，并用“尽管……但是……”
来开导自己。在处理事情之前，切
记要先处理心情。因为只有拥有
一个好的心态，才能防止我们情绪
化的，让自己有一些不理智的行
为。人是一种很容易接受心理暗
示的动物，那不防通过心理暗示告
诉自己，在遇到事的时候一定要冷
静。而就在这转念一想的同时，也
许就会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角
度，并会为对方寻找一个可能的理
由，及时的和对方做一个换位思
考，这时也就会有一个理性的判
断，对不良情绪就适时的做了一个
很好的疏导和化解。

作为一名咨询设计人员，站在
与业主对话的项目第一线，而业主
经常会因为项目不顺、遭到领导批
评等种种原因迁怒于我们。面对
业主踢来的不良情绪，如何中断

“踢猫效应”，让心理疾病的传染到
此为止不在公司内部继续蔓延，就
需要我们有一个理性的判断。对
不良情绪适时的疏导和化解，也就
能够避免更多不愉快事情的发生。

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心若
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
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
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
的人生跟着改变。”人生犹如跌宕
起伏的海洋，我们人就是那航海的
船，而情绪无疑就是那船上的帆。
只有我们适时的来调整帆的方向，
学会控制自己，才能战胜自己的命
运。要记住，笑对你的朋友，他们
是你最大的财富。
（工程设计院热工室一组 王 海）

3月3日下班时间，院领导紧急组织建
筑结构室周主任等 3 人召开碰头会，通知
第二天8点在局里进行一次2015年管理局
重点项目前期工作汇报会，对 6 大类近 50
个项目，投资19亿的前期工作情况做一个
汇报，并且将这个汇报最终定格在“结合
会”这个概念上，由周挺主任负责汇报。

虽然只是一个结合会，但 3 月 4 日早
上，当我提前了近 20 分钟来到单位时，周
挺已经在自己的座位上埋头熟悉着各种资
料，全神贯注地笔划着、低语着、演示着，俨
然一副即将面对总部一个重要汇报的架
式，这不禁让我心中一颤，而正是这一颤，
让“空杯心态”这个心理学中的用词跃进了
我的脑海。

何谓“空杯心态”？古时候一个佛学造
诣很深的人，听说某个寺庙里有位德高望
重的老禅师，便去拜访。老禅师的徒弟接
待他时，他态度傲慢，心想：我是佛学造诣
很深的人，你算老几？后来老禅师十分恭
敬地接待了他，并为他沏茶。可在倒水时，
明明杯子已经满了，老禅师还不停地倒。
他不解地问：“大师，为什么杯子已经满了，
还要往里倒？”大师说：“是啊，既然已满了，
为什么还倒呢？”禅师的意思是，既然你已

经很有学问了，何必还要到我这里求教？
这就是“空杯心态”的起源。其引申意思就
是对过去荣耀、挫折的一种舍弃，也是对自
己的一种否定，舍得之后才能获得更多。

是啊，从进入公司到现在，每个人每天
都在经历着大大小小的汇报，探索了一个
又一个未知，突破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在
每一次的经历中成长着、积累着。很多老
员工虽然已经经历了无数次总部汇报的洗
礼，却能依然保持着如此高的警惕性，用

“空杯心态”认真对待每一次汇报，这是一
种境界，一种榜样，更是一种责任。今年，
公司定格在“品牌推广年”，每一次结合与
汇报，无论有多小，都是我们品牌建立与推
广的机会，值得我们争取。在追求完美的
道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人生不能因小小的成绩就得意忘形，
或者甘于认命，尤其是当我们还是青年的
时候，更要学会空杯。既不能因一时的失
败或挫折而一蹶不振，更不能因小小的成
绩而得意忘形，社会在飞速发展，知识在加
快更新，我们要时刻“空杯”，才能取得更好
的成绩，才能助力我们的森诺品牌在今后
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工程设计院建筑结构室一组 唐 红）

有人说，假如你非常热爱工作，那么你的生活
就是天堂；假如你非常讨厌工作，你的生活就是地
狱。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有大部分时间是和工作联
系在一起的。责任就是对工作出色完成的保障，责
任就是忘我的坚守，责任就是人性的升华。

现代企业在用人的时候非常强调个人的知识
和技能，事实上，只有责任与能力并有的员工才是
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没有做不好的工作，只有不
负责任的人。每一个员工都对企业负有责任，不论
你的职位高低。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才会给别人信
任感，会吸引更多的人与自己合作。责任保证了服
务，保证了敬业，保证了创造，可以说，责任保证一
切。

华为、IBM、微软等优秀企业都非常强调责任
的力量。无论多优秀的能力，只有通过尽职尽责的
工作才能完美的展现。不知道用奋斗担负起自己
责任的员工，即使工作一辈子也不会有出色的业
绩。

拥有较强责任感的员工，往往能够用自己的行
动来解释、奉行和实践自己的企业文化，往往拥有
更强的企业归属感和荣耀感。

海尔的一名员工这样说过：“我会随时把我听
到的和看到的关于海尔的意见记下来，哪怕我是在
朋友的结合中、或是走在大街上听到陌生人说话。
因为作为一名员工，我有责任让我们的产品更好，
我有责任让我们的企业更成熟、更完善。”

如果一个企业的员工兼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优
秀的个人能力、那么他就会乐观的迎接挑战，乐意担负起实现公司
愿景的能力。目前我们的森诺公司正处于稳定发展期，在管理体
制上也正在努力向更加完善与合理努力改进。我们要从自身做
起，努力践行公司的文化理念，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和责任意识，
共同实现我们的“百年森诺”梦想。 （经济评价部 姜晓健）

“空杯心态”助力品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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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6日从中石化新疆煤制气外输管道
公司传来好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了《关于新疆
煤制气外输管道项目储气库工程节能评估报告的审
查意见》（发改办环资[2015]373号），标志着文23储
气库节能评估项目圆满完成。

3月26日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两年前的3月
26日，经过孙明磊主任和徐光明主任近半年的准备，
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正式委托我公司开展文23储
气库能评报告的编制工作。记得当时在徐主任带领
下参加天然气分公司的招投标会，顺利中标后大家
激动了好几天，这是截止到现在节能部收入最高的
能评项目。

【项目难度大】
公司承担该项目后，节能工程部和设计院天然

气化工室迅速成立以崔杰、张霞、罗炼刚、孙田田、郭
伟为主的项目组。储气库项目对于大家来说都是新
项目，工艺流程不熟悉，国内成熟的储气库案例不
多，可借鉴的资料少，每个人都感觉肩上沉甸甸的。

【评审要求高】
文23储气库是新疆煤制气外输管道项目的配套

工程，项目总投资约242.74亿元，其中地面工程60.71
亿元。2013年国家发改委复函（发改办能源[2013]
1844号）同意新疆煤制气外输管道项目开展前期工
作，该项目属于国家发改委立项的项目，项目的节能
评估等评审都需要取得国家层面的评审意见，对项
目能评报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项目历时时间长】
文23储气库项目的运作采用了与以往不同的运

作方式，以往都是可研报告成熟后才开始开展节能
评估工作，该项目采用的是一边前期评价一边完善
可研报告的思路，这两年可研报告出版了五版，能评
报告也编制了五版。

【编制规范变化大】
2013年承接该项目能评报告时，能评报告的编

制依据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工作
指南(2011年本)》，2014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
了2014年本的工作指南，对能耗设备、建设方案的评
估提出了更高、更细的要求。

虽然项目组对项目成员对项目不熟悉，大家发
挥主观能动性，广泛收集资料，加强技术调研，尽快
掌握了储气库项目的有关知识，坚定了信心，为编制
好报告奠定了基础。公司领导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充分利用好公司已有专家资源的基础上，又特聘
了国家节能中心专家张国生老总和全国知名节能专
家樊文舫老师作为项目组提供指导，使项目组成员
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项目初稿完成后，在北京先后邀请了国家节能
中心的专家黄兴、许铁、赵国星、余绩庆、魏志强等对
项目进行指导，公司员工精诚做事、踏实做人的态度
也深深感染了几位专家，专家们将他们多年积累的
经验和技术倾囊相授，使项目组成员受益匪浅。

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的能评报告评审
会上，专家在听取了本项目的汇报后，对项目节能评
估报告编制的逻辑性、完整性和条理性给予了充分
的肯定，认为报告分析全面、评价方法合理。同时，
惠熙祥等专家对报告也提出了储气库能耗的动态测
算等更高的修改完善要求，这确实给项目组提出了
难题。项目组成员通过参加国际能效评估师
(CMVP)培训的契机，借鉴国际上先进的IPMVP四
类方法中的方法B，采用拟合曲线法，计算得到了储
气库的全库容动态能耗数据，得到了评审组织单位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程宇鹏博士的高度肯
定。

回首文23节能评估项目的整个过程，虽然经历
了许多艰难和辛苦，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个人
能力和水平得到了质的飞跃，感谢公司提供的优秀
平台，让我们完成了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节能工程部 罗炼刚）

2015 年机制专业迎来了全新
的机遇。大型站场改造类项目《临盘
采油厂临中污水站扩建工程》和《孤
岛采油厂孤五联合站原油脱水系统
改造工程》的承接使得机制专业的业
务量达到空前的规模。

《临盘采油厂临中污水站扩建工
程》是公司一个动用机制专业全部力
量的项目，该项目涉及污水罐 9 座，
包含一次除油罐、混凝沉降罐、缓冲
罐、反冲洗水罐、回收水罐等污水处
理的全流程，覆盖金属储罐、非金属
储罐的新建、更新、改造及维修等业
务类型，折合1#图纸80余张，机制部
分工程费近800万元，非标设计费定
额达97.8万元。《孤岛采油厂孤五联
合站原油脱水系统改造工程》涉及新
建及改造大型油罐2座，机制部分工
程费达到近350万元。

大型站场项目使得机制的业务
范围不再局限于几方乃至几百方的
小储罐，大型储罐设计也给机制专业
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在2015年
新常态下，胜利油田储罐隐患治理项
目正展开前期调研，该项目涉及胜利
油田大量老旧隐患储罐的改造、维修，预示着2015
年机制专业业务量将迎接更大的挑战。机制专业
的发展离不开公司及院领导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市
场人员的辛勤努力，机制专业的不断发展将为公司
长足发展添砖加瓦。

（工程设计院水室一组 吴宗新 宋海涛）

3月27日下午勘探开发部第一次“英语角”活动
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勘探开发部刘伟主持。

活动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由刘伟介绍澳
大利亚的风土人情，自然地理等，通过讲解让我们对
澳洲的人文、气候、城市、资源分布有了一定了解，
PPT的展示也让大家对澳洲的美丽风景叹为观止。
第二部分是分组讨论环节，大家分组用英语讨论各
自准备的材料，通过交流让大家克服了不敢开口说
英语的障碍。第三部分是个人的英文自我介绍，这
个环节更是锻炼了自身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口语。

本次活动的目的是让部门员工重视日常英语的
学习，英语是一项日常应用最为广泛的语言，是公司

在开拓海外市场阶段对员工的基本要求，因此学好
英语对每个业务人员都非常的重要。

通过本次活动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英文的平
台，重新燃起了我们学习英语的热情，英语学习是长
期积累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注
定没法成功，在以后的工作中，要有针对性的给自己
规划英语学习的内容，坚持不懈，相信自己的英语水
平肯定会有质的飞越。最后，重温新东方老师的一
句名言“Tomorrow due west！”（“明天航向正
西”——哥伦布鼓励船员坚持不懈的一句话，最后终
于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勘探开发部 杨斐然 吴江南）

3月是个万物复苏的时节，首席专家李英带领
我们一行7人，走进西南石油局办公大楼第一会议
室。就在这里，整个西南局300多口勘探井和开发
井的钻井工程造价定额修编工作，仅仅用了十五
天，便被各位同事从“大而长”锻造成了“高而尖”。

这是一场“小战役”——几个晚上没有怎么睡
觉，被同事亲切地称为“老段”“小翟”的段志刚和翟
永明是这样形容的。为了保障按时交付项目阶段
性成果，在接到西南局造价中心指示后，面对数据
中林林总总的材料名称、费用和使用数量，还有各
种凌乱、绕口、从未听说过的化工添加剂，一向忙碌
惯了的老段还是不由得心中一紧。

“工作都是人做出来的，我们要在心里给自己
立下‘军令状’！”老段和小翟对着他手下的几个

“兵”坚定的说到。或许上天更喜欢在困难的时候
提出考验，几次甲方更高的修编意见又进一步加大
了工作的难度。

接下来的几天，忙碌和沟通已经变成了每日
工作中必逢的事物。拷贝、分类、计算、对照，讨
理还理，讨价还价，安抚“兵”心，忧心每个表、每
个数……

阶段性的内容沟通完成，大家心里都很高兴，
“当时真该写一个真的军令状，挂到墙上多有意义
啊。”听到这句话，老段不说话，却还是他那一贯憨
厚的表情笑着，这个军令状一直在他们心中，在我
们的每一次工作中。

“抢”时间、“抢”效果、“抢”进度！全体成员团
结合作、继续奋战中……

合理调配资源是这次战役的最大的亮点。
根据每个人专业背景，划分四个小组，钻井液

量化组、固井量化组、测录量化组、汇总服务组，采
用流水线的方式，将大量的数据往前推进，将时间
价值最大化。

修编定额满足实用价值是这次战役的最大收
获。

突显它的实用性是这次修编工作的真正意义
也是它最大的难点，汇报成果是现场展示，现场运
用，为适应快速、准确实现计划投资分解的要求，持
续深化“量价分离”的造价管理建设，我们继续努
力。 （节能工程部 肖 斐）

2015年，环境工程部积极开拓外部市场。一季
度末，部门承接了新疆勘探项目管理部委托的6个
环评项目，这是公司第一次承接新疆市场的环评业
务，部门领导与同事在欣喜的同时，也冷静分析了
面对的困难。首先，对项目所在地情况不了解，没
有相关资料可用；另外，对于当地环保部门的具体
管理要求不明确。

为顺利完成项目，为今后新疆市场的经营打下
良好基础，环境工程部专门量身打造了一套合理的
工作计划。在项目启动前，充分做好内业工作，搜
集当地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及要求，并对已经通过评
审的单井环评表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分析。随后，一
室主任赵凯立即动身前往新疆，在半个多月的时间
里，他赶赴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塔城地区、阿勒泰

地区、农七师等地进行了实地踏勘，并与当地的环
保局、环境监测站结合，取得了第一手资料，明确了
当地环保部门的具体要求，为项目的顺利完成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目前，这一批项目正按照计划稳步
推进中，业主单位对部门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认可。

在赵凯主任完成本阶段工作准备返程前，业主
单位强烈要求他与部分相关领导座谈。在座谈中，
他对公司的发展历程及主要业务板块发展情况进
行了简单介绍，并重点汇报了环境工程部近几年的
重点项目及主要开拓的市场领域。座谈中，业主单
位领导表示森诺公司的专业服务让他们舒心、放
心，并表示会进一步加强合作。迎难而上、勇往直
前，部门上下信心满满，在新疆市场结出新的、丰硕
的果实。 （环境工程部二室 孟 伟）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文23储气库能评通过国家发改委评审

勘探开发部开展“英语角”活动

迎难而上 勇往直前
——环境工程部积极开拓新疆环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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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军令状”

部/室

勘探开发部

后评价部

经济评价部

节能工程部

系统工程部

环境工程部

管理
和信息化部

工程

设计院

市场部

油室

天然气
化工室

水室

建筑
结构室

热工室

电信室

造价室

地质组

开发组

（一室）

（二室）

通用室

专业室

（一组）

（二组）

（三组）

（四组）

（五组）

（一组）

（二组）

（一组）

（二组）

（三组）

（四组）

咨询组

建筑组

结构组

（一组）

（二组）

（一组）

（二组）

（三组）

第一周

姚坤乾

刘春明

隋汝科

段志刚

宋少君

李 梅

栾熙明

乔鹏飞

张 鹏

杨 玲

张亦彬

马 菲

李 炎

王 芳

赵浩浩

梁文豪

提 阳

田建平

宋纪委

张世英

张嘉会

张立栋

夏 琰

王辉辉

王学良

胡向阳

闫筱歌

王炎明

第二周

孔文良

姚坤乾

刘春明

李明全

翟永明

吴成利

王继成

康 蒙

乔鹏飞

周伟强

隋卫卫

程建国

宋 振

李 炎

曹 刚

赵浩浩

王春岚

提 阳

田建平

邓佳美

朱 悦

宋项青

刘 洋

迟寰宇

王 海

钱 猛

吕展辉

曲彦东

许钦一

闫筱歌

许卫国

第三周

王晓磊

石达友

韩德辉

燕春如

张际国

张同秀

刘玉卿

孙洁萍

孙 康

李 照

隋卫卫

马玉涛

宋 振

王素贞

路 敏

李国锋

梁文豪

侯 静

刘 辉

王 丹

崔光涛

王松浩

张立栋

黄另贤

邵 峰

张广峰

王辉辉

曲彦东

许钦一

刘 伟

胡希东

第四周

杨华平

姚坤乾

刘春明

隋汝科

翟永明

徐 谦

邓华卫

王长迪

朱启胜

王洪浩

安秋英

郭海春

马 菲

薛 松

王辅晓

代立胜

李 亮

杨书环

陈友先

刘晓雨

段夕强

王松浩

迟寰宇

黄另贤

朱兴文

李帅帅

吴增强

曲彦东

胡向阳

邱兆春

杜继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