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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济评价部为主的勘探开发
党支部第五责任区共有党员 8 名，群
众 5 名。在今年的低油价形势下，为
适应新常态、渡过“寒冬期”，责任区
本着实现公司专业化发展的目标，以

“内外兼修强内功，集思广益厚储备”
为宗旨，扎实有效开展责任区各项活
动。

【强化谈心，创新改革，理出管理
新思路】

经济评价是公司的传统业务，作
为新成立的经济评价部，年轻员工居
多。非经济学专业出身，如何做好专
业化服务，成为了谈心谈话的主题。
责任区为实现部门精细化管理目标，
摒弃以往工作方式，创新采用经济评
价项目分单位负责制，16家二级单位
分配固定到个人。在新的管理制度
下，年轻员工得以快速成长，业务水
平稳步提升。而“一对一”的服务方
式也极大增强了员工责任意识、极大
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拉进了与客户
之间的距离，沟通交流更加及时、顺
畅。

【强化学习，内外兼修，年轻党员
成长为成技术骨干】

新常态下传统经济评价业务遭遇
新的挑战，各级领导高度关注经济评
价工作，并提出更高深度要求。年轻
员工能否从容应对、满足客户需求而
倍感压力，为此今年以来责任区党员
同志积极谋划、想点子、出主意，一方
面，部门主任带领党员、技术骨干放眼
长远、拓宽视野，主动走出去到中石
油、中石化等经济研究科研院所调研
取经，重新审视并补充完善评价方法
及部分参数的修订；“打铁还需自身
硬”，为实现公司“把党员培养成技术
骨干、把骨干培养成党员”的人才培养
战略目标。针对责任区年轻员工居
多，应用评价软件无法实现所有项目
评价工作的新问题，为此责任区年初
经讨论制定了阶梯式学习培训方案：
第一步：重新强化经济评价基础知识
和评价软件应用培训，提升经济评价
业务熟练应用水平；第二步：全员开展

“经济评价 EXCEL 表制作”培训及演
练，降低了对评价软件的依赖性，更重
要地是能够灵活应对新类型项目的效
益评价业务，周灿、姜凯等年轻党员快
速成长为技术骨干，在工作中已能独
挡一面。

【集思广益，党员率先垂范，创新
研发新业务】

面对今年经营形势严峻、营收目
标难以实现的困境，积极开展经济领
域延伸产品研发，责任区组织全部成
员开展头脑风暴会议、经验分享会
议，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相互启发，
结合部门前期在各经济研究院所调
研取经、胜利财务成本对接调研等情
况，成立以党员姜晓健、李明全为组
长的两个研发小组，先后完成《胜利
不同油藏类型成本取值标准研究》，

《投资项目跟踪评价方法与模板》、
《胜利分公司投资规模优化方法》等
新项目，为客户投资优化及考核管理
提供了决策依据和技术支撑，在稳定
经济评价传统业务市场的同时，也拓
展了新的业务领域，部门整体业务水
平得到显著提升。

【党群齐心聚力，转观念、变方式，
厚积待发应对“寒冬期”】

我们大家都熟知”成功永远属于
有准备者”这句话，为从容应对新常
态，今年以来责任区组织多次讨论会
议，意在“寒冬期”积蓄实力、过后厚积
薄发。针对今年经济评价业务“有市

无价”的市场形势，讨论分析决定在高
质量完成现有工作条件下，改变工作
思路、转变工作方式，积极提前谋划，
即转变“坐等市场老业务”为“主动出
击拓展新业务”，要求责任区成员与各
自负责的二级单位客户主动交流，了
解甲方需求，主动出击，积极到现场直
接推介新产品，主动挖潜客户潜在需
求。老党员姜晓健率先垂范，精心准
备制作经评业务交流及新产品推介
ppt制作，先后跟胜采、海洋、现河等单
位进行面对面交流，不仅争取到胜利
采油厂投资规模优化、海洋采油厂技
改投资项目评价等新业务，同时为年
轻员工进行交流材料培训和经验分
享，为下步新业务的拓展做好积累和
准备。

新常态下市场形势依然严峻，但
第五责任区每个党员群众都满怀信
心，相信在公司领导和上级党委正确
领导下，经历博观约取，必能厚积薄
发，顺利度过“寒冬期”，为公司的品牌
推广贡献力量。
（勘探开发党支部 姜 凯 闫爱梅）

这个礼拜回家了一趟。
上班这么久一直没回去过，父母见我

想念的很。晚饭过后，全家人闲坐在沙发
上，爸妈看着电视，而我在随意地翻阅报
纸，一切与过去一样。突然我被一句短评
吸引住了：“总有一天，你的父母会再也听
不懂你说的话，他们只能一边要你保重身
体，一边在等待中垂垂老去”。细细再看
一遍，喉咙发梗，眼前一片水雾，我不动声
色的把报纸放下，仰头靠在沙发上，闭着
眼睛努力不让父母看出我的异样。待眼
泪全部溜回去后，我偷偷看向身旁专心看
电视的父母——还好没有惊扰到他们。
扔下报纸，无心再看。

妈靠在我身边，她顺手接去了我刚合
上的报纸慢慢阅读，我略有些紧张，怕她
会看到那句让我震颤的话。不晓得妈当
年送走姥爷时是什么心情，会不会如我想
象那般哭到肝肠寸断。在外人眼中的她
勇敢而又坚强，但我眼中的她是脆弱的，
她需要我的保护，而我，需要更勇敢一点。

“勇敢”似乎是一副万灵的药，嚼碎了，咽下去，可以
用来对付深夜在窗帘上颤抖发笑的树影；可以用来对付
夏天悠然的从天而降的那种名叫“吊死鬼”的青虫；可以
用来对付冬天清晨必须要离开被窝那一瞬间刺到人血
液里的寒冷；可以用来对付那些只会欺负别人的大孩子
们；可以用来对付那些连说话都带着一股子封建气味的
长辈，以及他们嘴里宣告着的，这个世界庄严的准则。
没错，我得再勇敢一点。

我把工作中发生的趣事新闻，用妈能听得懂的话讲
给她听；跟着她一起逛逛超市卖场，学习居家过日子；不
再参加那么多的聚会活动，把时间留在家里，陪妈一起
聊聊天，聊聊她年轻的事，聊聊那时的我爸。用赚来的
第一笔工资给妈买点东西，看她收到礼物时眼睛传达着
喜悦的惊讶；做一顿丰盛的晚餐，饭后接过妈手中的碗
筷，轻声说一句“我来吧”。

我想妈年轻时一定很出众，从她现在的样子我就可
以想象出。她当年一定是个温柔娴静的姑娘，美丽大
方。随着岁月流转，一点点如美酒般变得醇厚慈祥，却
依旧美丽。我喜欢拿着木梳摩挲她的头发，夸她漂亮，
她会立刻反驳，也会笑弯了眼睛，深深的鱼尾纹延伸到
发际。

与妈不同，爸不是这么温柔、这么能让人亲近的。
小时候每当他用响亮的声音喊我时，我总会扬起小脸清
脆的答应他，仿佛一株寻找阳光的向日葵。那时候，父
亲就是我的信仰。

二十年来，他一直尽心扮演好一个严父的角色。对
父亲，我多半是畏惧的，他很严厉，不准我做很多事。他
总是认为我不够勇敢，这个词专用在我掉眼泪的时候，
比如我受伤，或者遇到困难。他略微弯着身子，盯着我
的眼睛，寂静之中我一边流泪，一边觉得自己抽鼻子的
声音格外刺耳。父亲总会慢慢的说：“照照镜子去，你真
不勇敢，这个样子很不好。”他通常在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站起身，挺直了腰板，然后把挂着眼泪鼻涕的我一个人
留在那里。当时我会觉得冷漠的他太不近人情，我只能
在一个人的时候把“勇敢”反复咀嚼。但也正是父亲的
话激励着我，不再畏惧，一次次勇敢的面对挑战。他并
不是一个粗鄙的父亲，不是的。他讲话的时候抑扬顿
挫，声音算得上浑厚，遣词造句间，自有一种从容不迫
——他曾经作为毕业生家长代表，在我们母校的礼堂对
着一千多人念发言稿，演讲结束之后我们班主任给了我
一个前所未有的微笑——我感觉他给我挣足了面子。

很快，爸到知天命的年纪了，而我印象中的他仍是
年轻的。他高大勇猛，健壮有力，那时我眼中的父亲无
所不能，他就是世界。可如今我站在他的床前，看着他
沉睡之后依旧线条严肃的脸，眉头所处的“川”字纹是那
么扎眼。突然间领悟，原来我从来没有这样俯视过他。
阳光中那些嬉闹的小尘埃微微惊扰了他紧闭的双眼。
父亲正在沉睡，岁月让他苍老，懈怠了他面部的棱角。
他已不再年轻。不过还好，他还有我，他的生命也会用
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第二天就要离别，等车时爸一直沉默，而妈在旁边
反复叮嘱我要注意身体，钱不够了就和家里说……唠唠
叨叨间突然有些不舍，好想一直留在爸妈身边。就写一
封信吧，愿鸿雁替我传达，送去我的家乡，告诉我的父
母：请放心，我会好好的，连带爸那份，还有妈那份，一定
好好的。 （工程设计院水室四组 刘怡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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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党员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出成
效，以促进公司各项业务的高效发
展。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出实效，就
需要把业务和政治相结合。早在上世
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很有
针对性：“搞业务的同志，钻业务多，不
讲政治。业务不能无政治，任何业务
都有人与人的关系，这就是政治。现
在业务部门不大注意政治。业务无政
治（观 点 、立 场 、相 互 关 系 等）不
行” 。其实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这段
话，我们可以通俗地理解为思想政治
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体现在人与人的关
系处理上。

勘探开发党支部由勘探开发部、
经济评价部、后评价部和管理和信息
化部共四个部门的党员组成，业务涉
及勘探开发地质研究、经济评价、管理
咨询、信息化等咨询业务。针对支部
内承担的业务种类多、员工出差频繁
的现实情况，为把支部各项工作做好，
进一步增强支部组织的凝聚力和感召
力，一年来，支部委员组织开展了多种

形式的党员学习活动、党员群众教育
实践活动，也已取得了好的效果。

年初支部组织召开党员大会，认
真总结支部上年度思想政治工作开展
情况和成绩，并客观分析了新常态下
存在问题，结合业务特点制定了全年
思想政治工作部署和改进方案。支委
讨论分析发现，尽管随着近年来持续
开展的党员责任区、组织谈心等工作，
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以往那种简单地传
达精神、读读报纸等说教式的局面，但
仍然感觉抓思想政治工作总给人一种
严肃有余、活泼不足之感。正是基于
这一认识，年初伊始，我们支委会多次
对这一主题给予了关注和讨论，分析
认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党群关系还不
够紧密、实际业务工作中政治意识还
不够强所致。为开创支部思想政治工
作新局面，支部多次讨论后逐步达成
了共识，制定“业务工作讲政治”的改
进方案。

我们支部以年轻党员为主，他们
既有强烈的组织观念和政治参与意
识，更有年轻人特有的创新思维和新

想法，理应在正确理解公司党委有关
精神的基础上，将业务与支部工作结
合起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参与到支部的全年的工作计
划的制定及实施中来，特别是通过补
充新鲜血液来进一步激活支部工作。
为此，我们一方面将有责任心且党员
群众信得过的年轻党员补充到党员责
任区负责人的位置上，先后选拔姜凯、
张志超等5名年轻党员为责任区区长，
为基层党组织结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
力；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一对一谈心
活动，并做好谈心记录，认真对待谈心
中发现的每一个问题并及时解决，认
真对待谈出的每一条建议，组织讨论
后予以采纳并实施。如以党小组为单
元进行工作部署，以小问卷的方式，将
当前的形势与党的基本知识结合起
来，采取在工间休息时一问一答（对出
差在外的同志则在腾讯通上留言征
答）的形式开展，党群关系全覆盖；思
想政治学习与业务结合方面，在支部
全体党员范围内开展“三严三实” 闭
卷考试等学习活动，每位党员对照“三

严三实”要求切实落实到实际工作
中。党员“讲政治”率先示范在前，如
党员苟立平勇挑重担，带领吴杰等年
轻员工长期奔赴在延长一线现场办
公；通过党员导师带徒示范，姜凯、张
志超等同志已在工作中可以独当一
面，在年轻党员中树起一面旗子。七
个责任区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而且
从开展效果来看，党员群众的反响很
好。

我们今年在支部思想政治工作上
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对“思想政治
工作是做好业务的前提”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但下步如何持续开展还有待
进一步改进、完善和固化，为更加有助
于我们公司经营发展目标的实现，切
切实实地把公司党委各项要求贯彻执
行好，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水平，为打造
森诺品牌、森诺文化，积极调动党员群
众的精气神，营造更加严肃而又活泼、
群众乐于接受的思想政治学习和工作
氛围，为公司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可
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和新的贡
献。（勘探开发党支部书记 姜 祥）

八月十三号，随师父第一次出海调研。出发
前海港上飞过三两只信天翁，预示着此番航行的
好运。

船舱里坐满了去海上平台作业的人，舷窗外
的堤岸向后退去，起航了。头顶上晴空万里，海水
平静碧蓝，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远处雾气浮动，
模糊了海天的界限。

小船在昏沉的睡意中行进了两个小时，海洋
平台仿佛赫然出现在眼前。漆红的钢结构在四顾
无垠的海水里岿然站立，沉默着经受风浪的洗
礼。钢铁巨兽高耸，攀爬起来更比想象得不易。
工服、安全帽加身，只一会儿就里外湿了个透。斜
眼一看，简直要笔直栽进百尺高的海水里，腿有点
发软，赶紧夹着身子拾级而上。

这次去往的海四管理区的三个平台，每一个
都分成三层，每层各司其职，保证着生产作业的正
常进行。老师傅前面带路，耐心为我们讲解着各
种设备与流程，前辈们也就存在的问题调研取证、
积极沟通。我听得一知半解，却一刻也没闲着，在
一旁做着记录。平台上师傅们的工作日常里，怕
是很少见到像我们一行四个，常住陆地上的人吧？

下午四点，太阳西斜，我们收了工，一行人坐
在平台上等船。师傅们敞着衣襟站在船头，船顶
上晾晒着小鱼儿，信天翁绕着小鱼儿打转，有那么
一刻我忘记了工作的劳顿，望着海面出神。过去
的一个月，我离开学校来到了公司，身份从学生变
成了职场人，适应着陌生的环境，结识了全新的朋
友，一切的改变悄无声息。

生活。生活就像是大海，如此平静甚至单调，
却盛装了所有的语意，我将随着波涛浮沉，体会它
广袤的深意。

可能狂风骤雨有时，但我的心永系着碧海蓝
天。

（工程设计院油室三组 马文康）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
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七夕仿佛就在这
温婉含蓄的浪漫中悄然而到。

“和我结婚吧。”
“可你还不了解我啊”
“从现在开始我会去了解你，用一生的时间”
曾经被电影《魂断蓝桥》中的青年上校罗伊劳.

克宁对芭蕾舞演员玛拉.莱斯特深情表白而感动
过。

“我不是因为爱你而要跟你结婚，而是因为只

爱你，所以才要和你结婚的啊，你这个充满魅力的
女人啊。”

曾经因韩剧《秘密花园》中的金洙元对吉罗琳
告白而激动过。

“由我给您幸福，也没什么不好”
曾经在日剧《花样男子》中牧野杉菜对道明寺

的抒情而语而沉醉过。
……很久以来，总认为这浪漫情景总是那么

遥不可及。
2015年8月20日（农历七夕）18：20，忽然听到

浪漫抒情的弦乐，此时一只布朗熊公仔从门口跳
着走来。部门办公区里顿时鸦雀无声，幸福总是
来的如此突然。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相爱
的人，心也是相同的。沉浸在电脑前工作的胡玮
璇已然接收到了幸福的密码，她起身静止深情凝
望着走来的布朗熊公仔，用手捂着嘴试图遮掩着
激动的表达。当布朗熊公仔走到她的面前，取下
戴的公仔头套，部门里瞬间爆发了热烈的掌声，空
气中也嗅到了幸福融化的甜蜜。

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祝愿部门里能经常迎
来这幸福的时刻。

（环境工程部一室 赵 凯）

前几天偶然间读到中国当代著名文艺批评家、
诗人谢冕先生的《读书人是幸福人》的文章，想起来
自己真的好久没有完整读过一本书，不免有点自嘲
和自责，这也唤起了我逛逛书市的想法。

这几年东营的书市发展很快，书店走进大商场
已不是新鲜事，黄河路的百货商场里就有一家万叶
书苑。书店面积并不大，经营理念也不同于其它书
店，店里没有导购员，也不以孩子们的各类畅销辅
导书作为主营业务，自然也就少了家长们“抢购”辅
导书那种喧嚣。走进书店里你会感觉是那么的优
雅、那么的寂静，冥冥之中有一种神圣的意境，犹如
走进书海，任你悠闲的鉴赏、品味书籍的清香……。

女儿高一后选读文科，我也就顺势提醒她应该
多拓展下自己的文学知识，闷热的夏天和女儿逛逛
书市自然也就成为我的一种消夏选择。不同年龄
的人对读书的理解和需求也不尽相同，好几次和女
儿逛这家书店，女儿自己尽情寻找她所喜爱的名家
著作，我则独自寻觅属于我的精神食粮。我对小说
类的书籍不太感冒，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去沉醉于
书中故事情节所带来的刺激，到是喜欢那些篇幅不
长富有哲理的书籍和文章，品位对人生的感悟……

对我来说，逛这家书店更多的是享受这种优雅

放松的环境与氛围。不管大人小孩，也不管因何走
进书店里，大家都那么刻意、轻轻地挪动脚步，生怕
惊扰他人找书、读书的思绪。店的最里面设有茶
座，要上一杯淡淡的咖啡，信手陶醉、悠闲而急促地
翻阅着挑选来的书，随着书中的情节无所顾忌地共
鸣与感概，那境界正如一位读者在书店留言墙上写
的那句话：“静静地读、慢慢地开心”……

其实我们每个人抽点时间逛逛书市、读读书并
不是难事，难的是怎么在茫茫书海中怎么找到为自
己所欣赏的书，在读书中充实精神慰藉，让我们拥
有另一个更为浩瀚丰富的世界。就像在当今快速
发展的社会环境里，找份工作就业并不难，难的是
在成千上万的企业中怎么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平
台。回味我们每个人加入森诺团队时，一定都是带
着实现人生愿景的梦想而来，满怀激情地融入森诺
大家庭中，立志在森诺大舞台上展现自己的魅力，
实现人生价值。公司这几年着力打造森诺品牌、塑
造森诺文化，其实正是为我们打造更好更大的平
台，营造森诺人自己的文化氛围和舒心的工作环
境。快乐工作、快乐生活其实是一种心态，只有我
们不断提高自我，胜任岗位，并对所处岗位怀有认
同与敬意的心境，才会享受到工作带来的快乐和价
值，才会分享到融入森诺团队的荣耀！打造森诺品
牌，我们既是受益者也是参与者，为了森诺美好的
明天，我们一起携手努力吧！

（工程设计院水室 黄松芝）

出 海 小 记

七夕的幸福

找 书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