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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陈段旭

微风划过眉心穿过树梢，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溜进我单薄的衣衫，我不禁打了个冷颤，它似乎提醒我该振作起来了。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 2014 已经被我们远远的甩在了身后，如果说这一年我收获了什么，我会毫不犹豫的说，是平常心。从当初的
初生牛犊不怕虎到现在的平常心着实不易，年少的雄心壮志早已被磨损殆尽，往日那个心高气傲，好为人师的我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而现在更多的时候愿意多从别人的角度出发想问题，和朋友再也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因为意见的分歧争得面红耳赤了，遇到事情自己能
解决的尽量不麻烦别人，慢慢明白别人不帮你是本分，帮你是情分这句话的真实内涵。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每当闲暇之余我都会静静的坐下来反省自己最近的所作所为，回头看看自己曾经走过的路，辉煌过落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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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都说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才真正的懂得当所有的鲜花褪去，哪些始终不离不弃的才是最爱你的人。或许繁华已经不在，你会追悔
莫及，但是你始终得明白我们留不住岁月，而哪些年少嘻嘻哈哈的快乐却犹如陈年老酒值得我们永远珍藏。当繁华落尽，洗尽铅华，才
明白原来成长只是自己的事。我们为理想坚守，为生存挣扎，我们被遗忘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被迫忙碌着各种各样的工作，而当你被生
活折磨的死去活来时，你会发现所谓远大的理想不过是自己给自己画的一张大饼，只能够安慰自己罢了。
尼采在《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书中提到，所谓的成熟，不是被世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这不是成熟这是精神的早衰
和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的结果和丰收。而我心中的成熟则不是这样，我心中的成熟分为两
种，一种是精神上的成熟，即个人形成一套稳定和外界完善和互动的精神理念，能做到处变不惊，遇到各种不确定的情况哪怕是没有遇
到过的，也可以从容的一步步的解决。还有另一种成熟，即见多识广，在走南闯北中开阔自己的眼界，在无数的实践中建立属于自己的
准则和应对策略。2014 我知道你已经离我而去，你留给我一颗处变不惊的平常心，而你留给我最多的是遗憾和不甘，同时还有那些不如
意的人和事，而这些就让它随风逝去吧。

全力以赴保障今冬明春安全供水

公司走访重点保障供水单位

据了解，入冬后，随着游客量和候鸟老人的到来，三亚市

2014 年 12 月 15 日-16 日，陈汉伟副总工带领管网部、客

在感情的世界中有一句话叫用力过猛，而在理想的国度里有一句话叫过于执着。2015 既然你来到了，就让那些曾经的用力过猛和过

区用水量不断攀升，供水量达到历史最高峰值。下洋田、南边

户部、水质中心和安委办等人员走访部分重点保障供水单位，

于执着都统统见鬼去，要不我给你装个抽水马桶，你把我脑子里的垃圾都统统抽走如何？2015 我真的想和你谈谈，只希望在新的一年，

海、荔枝沟和三亚湾供水区域，以至部分地势高的片区供水不

保障今冬明春期间供水安全。

你能还一个阳光，一个满满正能量的追梦菌。(管网部)

足，出现白天没水，半夜有水的现象，给市民生活带来不便。

这次走访了阳光大酒店、海韵度假酒店、三亚湾迎宾馆、

目前，金鸡岭水厂、荔枝沟水厂和青田水厂都已满负荷供

三亚湾铂尔曼酒店、三亚山海天万豪大酒店、半山半岛洲际度

水，降雨量比去年同期减少，原水也受到一定调控。为解决用

假酒店、鹿回头高尔夫球会、鸿洲大酒店等重点用水户，与酒

水缺口，公司每天从西部水厂调七万多吨水填补市区供水不足

店主要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酒店水质、水压等相关用水

难题。近段时间每天平均供水量达 33 万吨，但用水缺口仍大。

情况，认真听取了用户意见和建议。

初冬雨情

口 李长缨

今年冬雨的脚步似乎慢了些，也许受大气候回暖的影响吧，在秋末的身影已悄然即逝一段时间后，让人心情有些郁闷之时，它才在
午后滴滴答答飘落下来，雨不是很大，却把秋日驱不散的余闷带走。

水量攀升 供水压力大增

为保障今冬明春高峰期安全供水，我司将全力以赴，积极

往年初冬到来之时，雨都下得稍早些，在天气预报播报降温时，它就已夹在寒风中下了起来，在未来得及披上雨具就打湿了头发，

采取应对措施，随时启动供水应急预案，加强生产设备维护保

钻进你的脖子里，冷不丁感到冰凉。它没有春雨纤细的绵柔，没有夏雨借风大作的狂劲，没有秋雨洒脱的释放，还没有感受寒意来袭，

养，保障水厂安全运行，减少计划性停水，同时加大西部向主

却是一股子的凛冽洗礼。路上行人行色匆匆，赶忙寻找避雨处或撑起了雨伞，五彩缤纷的雨伞像花儿一样在雨中绽放，给初冬带来些暖

城区调水水量，缓解供水矛盾，加快迎宾路 DN800 供水管工程、

意，在阴霾中增添了流动的色彩。此时的我，就想去寻觅一个舒适的茶吧，选择一处临窗的位置，喝上杯红茶或一杯热腾的咖啡，很惬

红沙遂道 DN800 供水管工程、
沿荔枝沟出口路至迎宾路 DN800

意暖暖地斜靠在椅上，细细品着其中滋味，两眼微闭地小憩一会儿，思绪万千。看着窗外闪烁迷彩的各种灯光，听着茶吧里悠悠动听的
乐曲，那是我最喜欢的状态。人生匆匆忙忙，都为奔生活有个好光景，有时且能过得去的情况下，能否放缓脚步行进的节奏，就给自己
这些微的空闲，足以让疲惫的身心稍稍歇一会儿，换一种轻松点的心态面对生活，那多好啊！
邂逅这姗姗迟来的初冬雨，雨水已是在玻璃窗上形成细流，心境似被打湿了，慵懒得想蜷缩起来，放空自己的思维，让世界就好像
静止似的。
窗外雨依然下着„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迎宾路天际大厦二楼

电话：
（0898）88662182 邮编：572000

供水管工程、青田水厂供水二期工程进度，克服困难，按时间
节点完成，保障三亚城市供水安全。

恭贺大家羊年吉祥，新
春愉快，工作顺利！

随后，走访小组向用户介绍我市目前的供水现状，要求他
们随时做好储水准备，错峰用水，一旦出现供水异常情况，及
时与我司联系，公司将全力帮助解决，得到用户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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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水务到公司进行职安健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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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偷用消防栓采水 一天查处 7 起

为倡导以人为本的职安健理念，实现全员职安健意识的普及和提高。 2014 年

力以赴 保障供水高峰期青田水厂的供水安全

2014 年 12 月 9 日，公司用水稽查队在市区查处了 7 起违规使用消防栓采水的情况，这当中既有清洗车违规采水用于道路清洗，

12 月 11-12 日，中法水务职安健南方区经理刘华军先生到我司进行为期 2 天的年度

也有工程施工方取水用于工程建设。这一行为系盗窃城市自来水，给我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职安健审核。
今年审核方法与往年一样分两部分进行：一、管理审核以会议现场提问和核对

9 日上午 8 点多，在金鸡岭路银海大酒店对面路段附近，公司用水稽查队队员巡查发现一辆环卫清洗水车违规擅自接用消防栓用

资料的方式进行；二、技术审核以现场查看和提问的方式进行。公司职安健协调员

水。队员们现场进行劝说阻止，但是司机的态度十分恶劣，并拿出铁棍威胁队员。而就在前一天的中午，稽查队员还在海韵路段附近

郑心保和安委办主任陈德诚在管理审核现场认真地回答问题。下午，刘经理在郑心

发现同一辆清洗车违规使用消防栓采水。

保协调员、陈德诚主任等人员陪同下到荔枝沟水厂和水质中心，认真查看了环境卫

据了解，在全市各主要路段铺设了专门用于绿化、环卫用水的计费水龙头，且水价低于市民生活用水。“有时候清洗车需要来回

生、总经理巡视整改内容、二氧化氯系统、投药间、反应池、沉淀池、清水池、泵

装水的确不方便，但是使用消防栓的水是违规的，而且这一现象还屡见不鲜。”公司用水稽查队副队长刘琼荣告诉本人，一辆清洗车

房和高低压配电室以及化验室危险化学品的管理情况。

水容量大约是 4 吨，接上消防栓龙头，不到 10 分钟就可以装满了，由于这些清洗车装水速度快，而且故意错开上下班时间偷水，稽

12 日，刘经理继续对青田水厂供水二期扩建工程和管网施工现场进行检查审核。

查队员查处工作难度较大。当天该车所属环卫局领导到公司表达歉意，并协商补交水费额度及新增专用水龙头等情况。

在管网施工现场，刘经理详细了解了现场员工对风险的辩识和认知，察看了现场的

据介绍，消防栓的用水是属于城市公益性用水，我市 500 多个消防栓是没有安装计量水表的，在不少人看来这就是“免费的水龙

风险控制措施。对现场员工安全意识和安全管理措施表示满意；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头”，建筑工地、市民一来图方便，二来觉得省水费，导致随意使用消防栓采水。不仅是现场巡查发现的偷水行为，不少消防栓的水

进行讲解分析，并要求及时整改，让职安健工作更上新台阶。（安委办 林浪)

市卫生局到我司水质监督检查
2014 年林作亮)
12 月 8 日下午，三亚市卫生监督所陈毓瑚副所长等一行 4 人到
(行政部
我司荔枝沟水厂和水质检测中心进行水质监督检查，旨在加强三亚城市供水
水质监管，确保城市供水水质，保障广大市民的饮水安全。
此次检查是在办理青田水厂、荔枝沟水厂和金鸡岒水厂城市集中式供水
卫生许可证的背景下进行。当天下午，水质检测中心潘孝楼主任向检查组汇

阀也频频出现漏水情况，多半是由于自行采水导致的。

公司第二届女工委会员代
表大会顺利召开

是商品，随意使用消防栓采水会导致我司漏失率增大，增加公司成本与负担，此类行为已经属于偷水，公司将依照《三亚市供用水管
理暂行办法》补交水费。同时希望广大市民依法用水，节约用水。

2014 年 12 月 16 日下午，公司第二届女工

琼州学院学生参观荔枝沟水厂

委会员代表大会在公司二楼大会议室顺利召
开。会议由公司工会副主席尹海雄主持，公司

2014 年 12 月 10 日下午，琼州学院生科院生态学大三的

工会主席周廷栋、副主席陈红及 28 名会员代表
参加了本次大会。

报了解原水、出厂水及管网水水质监控情况，随后检查组到荔枝沟水厂对出

当天，稽查队员共发现 7 起违规使用消防栓采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迎宾路、海韵路、金鸡岭路等路段。公司提醒市民，自来水

按大会议程，会议听取了女工委主任陈红

30 多位学生来到三亚中法供水公司荔枝沟水厂参观，学习了
解自来水的生产流程与工艺。这也是该学院连续多年组织学生

厂水进行现场提取水样检测，并听取了公司对防范各种突发性水质事故、水

所作的女工委工作报告，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

参观水厂，让同学们实地学习，增强专业知识及对水资源的了

源水质污染事故应急措施等相关情况的汇报。

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大会采取了无记名投

解。

检查组对我司采取措施确保城市供水水质安全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公
司防范各种突发性事故的应急预案比较齐全，针对水源水质污染事故制定的
相关应急措施的准备工作比较细化，经现场检测表明，我司自来水水质总体
良好，水质管理和检测体系完善，自来水水质指标符合国家标准。（ 林作亮）

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女工委员会委员
7 名，陈红当选为女工委主任。
最后，周廷栋主席代表公司工会作重要讲

学习了解“自来水”生产工艺

琼州学院生科院生态学任课老师王湘君告诉记者，自来水
的加工工艺与生态学的专业课程有着密切关系，每年校方会邀

州学院组织学生参观荔枝沟水厂

请中法供水的技术人员为学生们举办一系列讲座，也会组织学

话，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女工委一年来所取得的
成绩，同时对新当选的女工委委员表示热烈祝
贺。希望新当选的女工委委员进一步增强责任

生们实地体验、学习自来水的相关知识。
荔枝沟水厂厂长黎明行带着同学们进入厂区的原水池、反

感，树立大局意识，团结一致，以实际行动保

应池、沉淀池、过滤池进行参观。为同学们解答原水从何处来，

障三亚城市供水安全。（行政部 林作亮）

通过哪些环节降低原水的杂质、重金属、微生物，通俗易懂的
介绍自来水如何从原水加工合格输送到居民家中。首先来自全

市安监局领导到青厂检查
2014 年 12 月 17 日下午，市安监局领导一
行三人到水厂检查。详细了解青厂的液氯使用

市各中小型水库的地表原水通过管道输送到水厂，再流入反应
池内进行杂质分解，随后进入沉淀池进行杂质沉淀，再进入滤
池，经过消毒后，合格的自来水由输水管送至千家万户。在现

情况，查看了相关的操作规程和文件，并就目
前国内的安全生产形势、安全生产法等诸多问
题和我们进行了交流。（供水部 王敏）

场，同学们一边耐心听着黎厂长的介绍，并时不时提出专业问
题，在交流中加深对自来水加工工艺的了解。（ 林作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