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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青春如雨
口 陈振宇
青春，捉摸不定，犹如雨的千丝万缕，偶然间充满着脑海的思绪，来去匆匆。刚伸手去抓抚，却已站在时光的末班车中，怀念逝
去的日子，只为我们曾经来过。我们终究还是在人间，食人间烟火，恋世间情爱。在人间看花开花落，望云卷云舒，我们终究忘不掉
那些曾经的绚烂。——题记

甘泉

弘扬企业文化 展示供水风采

Sanya Sino-French Water Supply Company Limited

昨天，落雨的夏日。满怀欣喜，憧憬，还有些许的失落踏入泥泞的校园，开始拼搏自己的青春。彷徨过，失落过，也辉煌过。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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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泥土，躲进草隙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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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仿佛如落雨，可以晶莹剔透，也可以不惹尘埃，却不能时光永恒。自信的划过长空，辉煌了瞬间，不免还要落下，汇入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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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泪是笑的。
转身的瞬间，日历匆匆掀过四年，我们所谓的梦想，希望似乎应该近了，可为什么还是满脸的迷茫，没有方向？
匆匆走过的人群，每个人都很忙碌，能有多少人明白自己在为何奔波？也只有好好的装扮自己的青春，让它有意义，让它缤纷多彩，

饮用水宣传周 邀请三亚市民参观荔枝沟水厂
本报讯（记者

也不枉此生•••••

吴英模

沈晔文）“这水怎么是红黑色呢？”“这个水源池的水会有鱼儿游进来吗？”……荔枝沟水厂的

恍然间，原来青春如雨，时而猛烈，时而温柔，只是与你倾心否？

工作人员对大家七嘴八舌的提问耐心地回答。5 月的第 3 周是饮用水宣传周，5 月 20 日，三亚市卫生监督所特邀请市民、学生

而此刻，青春如花，开满在花季。在冬天来的时候枯萎，留下的只是满地的落寞。在你不愿意相信的日子里，她离得远去，属于

参观荔枝沟水厂，了解“放心水”的生产过程。
当天上午，30 多名市民、学生一起到荔枝沟水厂，参观了自来水的原水引入、反应沉淀、消毒处理等生产流程，见证了荔

你的青春渐渐的画上了句号，唯剩下满脸愁容的你在悄声哭泣。
有时候在想其实上帝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拥有最美好的青春，只是有些人会在最美的岁月里收获最美的回忆，而有些人

枝沟水厂将原水转化为“放心水”，送入千家万户的过程。
“这一墙之隔，水的颜色和浊清程度为什么差别这么大？”站在过滤池和沉淀池中间的市民陈先生问道。荔枝沟水厂厂长

却抱着悲伤的回忆啃噬，以至于错过了那些擦肩的美好。
可惜、可怜、可叹，可又能怎么样呢？总是有无数的人一次次的去重演历史，将每一次被时光掩埋的故事重新翻开，你有没有看
到霉的痕迹？没有，因为你不曾真正的封锁所有的难过，还有那些青春的秘密。那些不断被偷走的青春，几时才能动摇你的心呢？
或许时间就如白驹过隙，穿梭在岁月的年轮里，看着我们渐渐变老。当皱纹爬上了我们的脸颊，我们才开始的惊慌失措，那青春，

黎明行说，这主要通过沉淀来实现。当未经沉淀的水从过滤池通过一根根连通的斜管从下往上流向沉淀池时，杂质就会通过斜
管下方的孔过滤掉，从而使水变干净，成为半成品。
黎明行介绍，自来水生产分为混凝（反应）
、沉淀、过滤、消毒、输水五道工序。原水从水库进入水厂后，用聚氯化铝作为
混凝剂，充分反应后除去水中的杂质。生产中，水处理经过沉淀、过滤后，再次进行消毒。水厂采用二氧化氯作为消毒剂，彻

那细腻的皮肤，哪去了？慌了、怕了、呆了。
青春就像这一场雨，来得轰轰烈烈，逝去却也无声。在每个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如一场噩梦敲击我们的心，渴望雨快点停，还我们
一个晴天。在每个眉开眼笑的日子里，希望这场雨就在这样下一辈子，因为我们害怕雨停人散。
是的，岁月似水，匆匆而过，青春似花，渐渐枯萎。在我们的生活中，谁能留住岁月呢？没有办法，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最美
的岁月里做最刻骨铭心的事情，让每一束光都照进我们的心，让心里的种子慢慢发芽•••••

底去除水中的大肠菌等病原微生物。消毒过程中，水厂严格控制二氧化氯的投加量，减少产生氯酸盐等副产物，使出厂水质符
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此次邀请市民走进水厂活动是三亚饮用水宣传周活动之一，目的是加强水厂与用户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增进市民对自来水
生产工艺的了解，见证自来水的生产过程。
（三亚日报）

不知不觉，耳边又响起那首歌，“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她身
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她们都老了吧？她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水质中心)

爬临春岭

口 林作亮

今天一早，三亚阳光灿烂，暖意融融，应儿子的强烈要求，我们一家驱车前往市区的临春岭。一到山脚，仿佛到了另一世界，
车水马龙的嘈杂轰鸣戛然而止，灼人的阳光也变得温柔可人，眼睛逃不脱漫天铺陈的葱翠，清风迎面吹来，一阵绿浪铺天盖地汹涌
而来，全身清透舒畅。
我们一家三口迫不及待钻入山中石道拾阶而上，一路叙说着家乡的故事。
周围林木肆意生长，郁郁葱葱，要不是脚下蜿蜒的石阶硬生筑出道径，我们早

保障“五一”劳动节期间安全供水

就被无尽的绿意吞噬。栖在林中的鸟儿、蝉儿，时而对歌合鸣，引诱着我们到
林中探密。渐入山林，我们变成了落网的鱼，灌木、藤条、枝桠编织成的大网
本报讯

，企图将我们俘获。

保障“五一”劳动节期间的安全供水，2016 年 4 月 19~22 日,公司安委办陈德诚主任带领公司工会、行政部、供

水部等一行 5 人对公司各单位进行“五一”节前安全检查。

登到山顶，站在瞭望塔上，极目远眺，整个三亚尽收眼底。远处海天一色
，凤凰岛扬起风帆引领着三亚湾里大大小小的船只，三亚河影映着蓝天白云在

19 日，检查小组首先对公司机关及客户部进行检查，要求对机关大楼的消防设施以及电线电路进行定期检查。随后检查小

市区蜿蜒流淌，眼前丘林连绵，青山如黛。陶醉在这赏心悦目的山海林中，我

组分别来到荔枝沟水厂、青田供水二期、青田水厂及管网部，认真听取了相关负责人对安全隐患的汇报。在检查过程中,检查小

对三亚的亲切感和归属感油然而生，流连忘返。只有像这漫山的草木，随遇而

组对供水部及管网部提出了四点建议。1、已进入夏季，天气炎热，易引起火灾，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尤其要加强仓库的管理。

安，深深扎根，才能张开生命的脉络，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2、要全面检查落实好灭火器的数量及充实量，该换的要换，量不足的要及时充装。3、密切关注水质的变化，加强水厂的安保
工作，落实好出入厂区登记制度。4、管网施工要严格按照中法水务的职安健要求进行安全施工。 (安委办 林 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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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水综合 ◆

三亚开展饮用水宣传周活动

公司举行“知行合一 中层干部管理能力提升“培训
本报讯 2016 年 4 月 14--15 日，公司在公司二楼培训室举行了“知行合一 水务企业中层班干部管理能力提升”培训，来自
厦门卓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高级讲师张朝法先生为公司 50 名中层管理人员授课。
本次培训针对我司中层管理人员必备管理技能的强化训练，培养管理者的现代化管理意识，提升学员的综合管理技能，掌握
企业管理的可操作性实用技能，提高分析问题与决策的能力。在培训过程中，张老师采用“应用—活动—发表—反思—理论”的
体验式学习模型，切实提升学员对培训知识的掌握度，从而能够处理复杂的问题。
在培训班上，张朝法老师主要讲授了《管理者职业素养》、
《领导艺术》
、
《时间管理》、
《沟通技能》
、
《团队管理》等核心管理
课程，张老师通过大量的案例研讨、丰富的培训活动等手段，使培训讲授寓意深刻、风趣幽默、形式多样、课堂活泼。许多学员
表示，培训课程令人深省、令人回味，受益匪浅。
（行政部 林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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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英模） 2016 年 5 月 18 日，三亚市卫生监督所联合三亚市疾病防控中心在市疾控中心门口开展饮用水宣传咨询
活动，指导市民安全饮水、健康饮水。
自 2012 年起，我国把 5 月的第 3 周确定为全国饮用水卫生宣传周，本周也是我国第五个饮用水宣传周。宣传周期间，三亚将举
办系列宣传活动，旨在广泛深入普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知识，增强全民饮用水卫生安全意识，预防疾病，维护健康。
当天，在市疾控中心门口开展的饮用水宣传咨询活动，通过发放饮用水知识宣传资料、讲解饮用水认知误区、解读饮用水卫生法
规，让广大群众获得饮用水卫生科学知识，提高自我防护能力。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咨询，或是驻足阅读饮用水卫生知识展板，
或是领取宣传资料。
记者了解到，饮用水宣传周期间，还将邀请市民走进水厂，了解饮用水的生产过程，加强水厂与用户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增进市
民对自来水生产工艺的了解。
（三亚日报）

荔枝沟水厂参观感悟
几天前，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三亚中法供水

荔枝沟水厂位于三亚市荔枝沟，是三亚市第一期供水工程，

荔枝沟水厂的生产厂区，该厂位于三亚市荔枝沟，是三

1977 年建成投产，日供水能力为 2.4 万吨/日；经过一系列的工艺

亚市第一期供水工程中的制水工程， 1977 年建成投产，

改造和扩建，日供水能力提高到 5.5 万吨/日。水厂主要供应三亚

日供水能力为 2.4 万吨/日；经过一系列的工艺改造和扩

市河东区、荔枝沟、凤凰镇和海坡区域的用水，占全市供水量的

公司举行“五一”职工趣味游戏活动及羽毛球比赛

建，日供水能力提高到 5.5 万吨/日，最高可达 6.8 万吨

20％左右。

本报讯 2016 年 4 月 26 日，“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公司在金鸡岭水厂篮球场举行“五一”职工趣味游戏活动，

/日。水厂主要供应三亚市河东区、荔枝沟、凤凰镇和海

共有 7 个代表队，42 名员工参加。公司工会主席周廷栋、部分员工及家属到场观看，呐喊助威。

坡区域。水厂占地面积 25 亩，采用常规水处理工艺。

荔枝沟水厂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原水取于水源池－福万水库
和半岭水库经加药、加氯、反应、沉淀、过滤等工艺流程后进入

参观过程中，黎厂长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了整个生产

清水池，经过供水泵房的提升，出厂水由一条 DN800 管道向凤凰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队员们在活动中既放松心情，又体会到团队精神的重要性。比赛现场热闹非凡，欢声笑话，加油声、

工艺，让我们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了解我们日常生活中

镇和海坡供水，另一条 DN600 管道向河东区供水。水质检测中心

喝彩声此起彼伏，始终洋溢着活力与朝气。

的自来水是怎么经过水厂的处理流进千家万户。

专门负责对公司的出厂水、水源水和管网水进行检测，确保水厂

本次活动设有接力游戏和无敌风火轮游戏两个项目，旨在丰富员工文娱生活，培养更强的团队意识和员工的凝聚力。活动

趣味横生的接力游戏，让我们体会到在完成一项任务时，要靠团队成员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无敌风火轮游戏，让大家感受
到领导的作用在一个团队里十分重要的，如果任务布置不合理，整个团队一团糟；在短短的半天活动中，大家相互配合，团结
协作，完成一次次挑战，同时明白要想达到目标，必须讲求战略、战术，互相配合，共同努力，朝同一目标奋力前进，才能发
挥团队最大的力量，取得最终的胜利。
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最终荔枝沟水厂代表队、公司机关代表队和供水部代表队队分别获得接力和无敌风火轮游戏第一、
第二和第三名。通过活动，队员们之间加强了沟通协调，充分发挥了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体现了三亚中法供水人顽强的拼
搏，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另外，公司还举行了羽毛球比赛。容跃、容飞、许生刚和卢文柳、陈秀美、邢柳珠分别获得男女单打一二三名；尹海雄、
容飞，容跃、潘孝楼，李有驹、邢海获得男子双打一二三名；邢柳珠、谢周慧和卢文柳、张欣子获得女子双打一二名称；容跃、
王文玉，容飞、邢柳珠，李有驹、谢周慧获得男女混双一二三名。
（ 行政部 林作亮）

水厂采用常规水处理工艺，包括混合、反应、沉淀、
过滤及消毒几个过程。原水进入反应池前加入氯化铝、

的出厂水和管网水水质合格。
我们生活在南方，水还算是很充足的，本以为水来的很简单，

高锰酸钾，从反应池流出的矾花水进入沉淀池后，沿水

经过一个下午的了解，发现水的净化是很复杂的工程，使我对节

区整个截面进行分配，进入沉淀区。沉淀池底部具有网

水的意识更加深刻。有的地方因为水的缺乏，所以珍贵，水是生

格状结构且底面从进水口呈 45°倾斜面，便于加快沉淀

活必须的，水的多少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与安定，在学校里我

速度,上层水由隔板上部小孔流出进入过滤池。

们可以通过把洗衣服的水收集起来，用来冲厕所，把原先随手浪

中控室是整个生产厂区的指挥中心,厂区中所有的

费的水好好利用，从而做到节约用水。

检测仪表将数据实时反馈至电脑上，工人进行监控记录

看着水一层层被净化，不禁会想到，水有时候给人们带来无

数据，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进入过滤池的水利用虹吸原

限幸福，有时又带来无情的灾难。其实，水的善与恶，全在人于

理将水注入过滤池，利用石英砂等有空隙的粒状滤料层

人类，生态破坏、水土流失、环境污染……人们在对大自然肆意

通过黏附作用截留水中悬浮颗粒，从而进一步除去水中

掠夺的同时，大自然也给人类以相应的处罚。一句广告词说得好：

细小悬浮杂质、有机物、细菌等。过滤后的水经地下管

“如果不珍惜水资源，地球上最后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

道进入清水池，检测合格后的自来水通过输水管网送给
千家万户。
整个行程中，黎厂长非常认真的解释我们所提问题，

时间匆匆，经过了一个下午的参观，到了离开水厂的时候，
大家一起向厂长表示了感谢。感谢他为了我们讲解了许多关于水
的知识，让我更加深刻的了解了节约用水的重要性。水是生命之

给我们上了一堂有意义的课。让我们了解日常生活中的

源，我们要保护每一滴水”
，这句话说得没错，如果没有了水，地

自来水的点点滴滴来之不易，珍惜水资源，保护水资源，

球就会干裂；如果没有了水，就没有了我们这个美丽的世界，我

节约用水。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李梦博）

们要爱惜每一滴水,保护水资源。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曾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