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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历教育：
1、高升专：建筑工程、道路桥梁、工商企业管理、电气自动化等

2、专升本：土木工程、工程管理、机械工程、市场营销、会计学等

报名时间：春季即日起，至2020年3月28日

适合在职人员，尤其是施工单位职工。学习方式灵活，工作学习同时进行。

（二）培训项目：
1、建筑类八大员培训

2、代办各专业初、中、高级职称

咨询电话：（027）85731605 15527752955
QQ：2856719592 2933512903
联 系 人：甘老师 18086013311（微信同号）

马老师 15527752955（微信同号）

李老师 19947669135（微信同号）

地址：武汉市江汉北路34号九运大厦B座2301室

想要提升学历，节省费用，学习、工作两不误，就请来
我们这里报名学习吧！

武汉理工大学、湖北工业大学

2020年招生信息

2009年 4月 24日凌晨，陕西神木锦

界亚华锦苑，物资公司榆神项目部办公

室灯火通明。窗外的风呼呼怪叫，风里

夹带的沙粒打得窗玻璃噼啪作响，混着

项目部副经理李荣庆敲打键盘的声音一

起回荡在办公室里。

“又是沙尘暴，这个鬼天气真不让人

省心。今天下午从山西出发的几十车石

料正在路上，明天早上就要到达，千万不

要出什么差错啊。”李荣庆一边整理资

料，一边为运料车队担心，打字的速度开

始变得慢了起来。

李荣庆下意识地看了一下电脑上的

时间，1时 35分。这要搁在往天该泡方

便面了，咋个今天却没有一点饿的感觉，

反而觉得肚子越来越胀，老想放屁可就

是放不出来。李荣庆用手使劲揉了揉肚

子，发现肚子在胀大，有些发硬，隐隐作

痛。李荣庆抓起茶杯，咕噜咕噜接连灌

了几口热茶，却越发难受起来，就连呼吸

也开始急促起来。这才意识到身体出了

状况，慢慢起身扶着墙壁挪到隔壁房间，

叫醒已经熟睡的司机。司机起来一看就

吓了一跳，豆大的汗珠挂满李荣庆的脸。

“你咋个了？”司机的声音有些发抖。

“不要惊动别人，你送我去二医院。”

李荣庆艰难地挤出一点儿笑。

司机赶紧扶着李荣庆来到

停车坪，驾车直奔神木第二医院

挂了急诊。检查、吊水、打针、吃

药，一路下来已是凌晨 3点。医

生初步诊断为供血不足引起的

胃肠功能失调，这也许是长年征

战雪域高原的一些后遗症吧。

从 2002年到 2006年长达 5年的时间，李

荣庆往返于拉萨和羊八井 100多公里青

藏铁路建设工地，参与和见证了世界海

拔最高铁路建设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同

时也透支了自己的健康。挂了大约半瓶

水，李荣庆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噩梦一

个接一个，不时惊醒过来，身上都是汗濡

濡的。

清晨 5时过，还打着点滴的李荣庆

就被手机铃声惊醒。是山西省兴县石料

场打来的，一问运料车到了没有，二说

石料场生产遇到困难，需要李经理去现

场进行协调。这个院怕是住不成了，好

在经过几小时的输液感觉好了许多，肚

子胀的症状也基本消失了。李荣庆刚接

完电话，门外就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

听到消息的员工和部分供应商来看他来

了。除了安慰一下李经理外，谈的都离

不开工作，特别是那些供应商，手里还

攥着大摞单据，不停地扯着经营上的事

情。

“工作上的事情回去再谈嘛，你们能

不能让李经理安静一会？”听得司机老张

都有些冒火。

“算了，反正液也输完了，身体也没

有大毛病，去开些药就回去吧。”李荣庆

用手在司机老张的肩上重重拍了一下。

提着一大包医生开的药，李荣庆刚

回到办公室，桌上的电话，腰上的手机

都响了起来。有施工单位来的，有石料

场来的，有供应商来的，有驻点员工来

的，一口气就接了五六个电话。大多数

问题都在电话上解决了，惟有兴县石料

场必须得亲自去一趟，因为石料场的生

产近于停滞，而眼下工程已进入决战阶

段，对石料的需求十分旺盛，这给分管地

材工作的李荣庆带来了空前压力，石料

的保供成为李荣庆案头压倒一切的工

作，只要听说那哪个石场有问题，就寝食

难安。

兴县地处数百公里外的山西省，要

去得快。李荣庆嘱咐司机准备点干粮和

水，自己则就着矿泉水吃了药，然后上车

直奔山西而去。望着急速消失在沙尘中

的汽车，送行的兄弟们热泪盈眶：“老天

啊，保佑我们的李哥。”

通往兴县的道路有几段路况比较糟

糕，汽车颠簸得很厉害，让本来身体还有

些虚弱的李荣庆十分难受，加之又是沙

尘天气，到达石料场已是傍晚时分。来

不及休息，赶紧与石料场的管理人员一

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又到驻地政府进行

协调，天黑的时候，总算将问题解决了。

谈判期间，虽然北方的傍晚气温凉爽，可

李荣庆仍不时用纸巾擦额头上冒出的冷

汗，对方不解。

当从司机老张口中探得李荣庆今天

早上是从医院拔下输液器一路颠簸而

来，感动得竖起大拇指久久不收，一边还

喃喃自语：“究竟图的啥？”

是啊，究竟图个啥？从参加工作起

十多年就扎根于工程建设的最前沿，与

追名逐利无关，却不乏抛妻别子之痛。

今年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接到他的电

话，总是“有啥子事，快说。不说挂啦。”

生硬的语气让李荣庆彻夜难眠。

参加工作就战斗在工地一线，宝成

复线、宝兰线、青藏线到现在的榆神高速

项目，李荣庆埋头工作。

2007年初，刚做完青藏铁路项目物

资供应清算工作的李荣庆，就跟随物资

公司领导来到陕西榆林参加榆神高速公

路项目的前期施工调查。原本想好好休

整一下的他，因为有在青藏铁路的石料

生产和管理经验，被任命为物资公司榆

神项目部的副经理，专门负责榆神项目

的砂石料供应管理工作。

砂石资源调查一路马不停蹄。由于

榆神沿线地区砂石资源奇缺，在 1个多

月的时间里，李荣庆带领地材部员工每

天就奔波在相邻的山西、内蒙等省区的

柳林、兴县、离石、包头、棋盘井、大青山、

卓资山等地，渴了喝矿泉水，饿了啃干面

包，将砂石料资源家底摸得清清楚楚。

接下来根据工程施工和资源调查的

具体情况制订砂石料的保供方案、服务

措施、招标方案，又是多少个不眠之夜。

在一次去兴县协调砂石生产的时

候，李荣庆无意间听到石场老板在交谈

中透露，过了年后省里要进行安全大整

顿，不符合规定的小矿都要关停整改。

李荣庆十分敏感地抓捕到这个信息的要

害，很有可能山西境内石料生产存在关

停的问题，这对下一步的砂石料供应可

能造成极大影响，应当早做准备。

回来即与经理谢会彬反复讨论研

究，都认为现在在建工程多，有限的砂石

料资源大家都在争抢，如果山西境内的

石料停产整顿，一旦榆神项目全线铺开，

那保供的压力将会压得项目部喘不过气

来。问题出现了，就要想办法解决，两个

男人陷入沉思。

“你看这样行不行？”两人几乎同时

说道。

“你先说说。”谢会彬拿起水杯朝李

荣庆笑了笑。

“我的意思是，冬季就要到了，西北

这边的气候寒冷，大部分工程都要进入

冬息。我们何不趁着这段时间大量储备

石料，以利明年的保供？”李荣庆将右手

散开的五指迅速捏成拳头向下用力一

击。

“我也是这个意思。”两人会心一笑。

说干就干。李荣庆立即着手编制冬

季备料方案，组织地材部作好冬储的准

备工作。冬季备料的战斗打响不久，就

传来工程延期开工的消息，但地材部员

工们放弃休假，坚持进行备料，数万方石

料将料场渐渐填满。

2008 年 9 月才正式开工的榆神项

目，按照陕西省的要求工期提前一年，

2009年底前必须通车。开工就是大战决

战。物资供应压力陡增。得益于去年冬

季的备料成果，砂石料的供应满足了施

工需要。

“今年冬季备料的任务更重，怕是春

节也回不去了。”2008年10月底，李荣庆

站在储料场边的小沙丘上，看着装载机

来往穿梭的繁忙景象对身边地材部的员

工们说。

当朔风呼啸，沙尘四起，雪花飞舞的

时候，李荣庆就带领他的团队奔忙在砂

石生产、运输、装卸、收储的工作中。最

高一天收储石料600余车12000多方。3
个月时间就收储各类石料 50 多万方。

每次到储料场，看到的都是繁忙的卸车

场景和路边长龙般待卸的运料重卡，再

看地材部的员工们灰头土脸地在沙尘中

上下奔忙，他都会及时提示大家做好劳

动防护，同时会在心里给自己和团队加

油：“挺住！坚持就是胜利。”

烦心的事也不少。生产线出问题

了，规格不符了，他立即驱车往返数百公

里去协调解决；由于待卸车辆太多，一些

司机便见机插队，引发司机之间的矛盾，

甚至相互拳脚相加，这个问题让李荣庆

费尽思量。在本就不宽的施工便道上，

一旦插进来，也掉不了头，好言相劝不

听，现场管理难度很大。司机们就把矛

头对准收储料的员工们，严重影响工作

的进行。

员工们只有通知李荣庆，李荣庆又

立即驱车赶往储料场。软的不行就来硬

的，抓住司机就大喊大叫：“你为啥子不

守规则？”1米70的个头，180斤的体重，

站在那里就像一座塔，一跺脚地下就沙

尘四溅的李荣庆，在气势上立马

压住了对方，司机不停地道歉：

“我错了，下次不敢了，让他们先

卸。”

虽然个案得到解决，但由于

都是随机在石料生产当地找的

到神木拉煤的空车，司机并不固

定，所以插队的现象屡禁不止。

李荣庆不得不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进行

整治。他首先制订出凡插队就扣方的规

则，并将规则在装料的石料生产场公示，

然后由驻点人员向运料司机逐一传达，

到了储料场卸车，一旦发现插队，坚决按

规则进行处罚，这样一来，插队的现象基

本得到了控制。

在榆神公司和两个标段指挥部的例

行检查中，各级领导看到储料场如大山

般日渐长高，都啧啧称赞：“物资项目部

好样的！”

说起这些，笔者曾多次追问李荣庆

的感受，他不是浅浅一笑置之：“没什么

好说的。”就是笑着摇头不答。问急了，

他来了一句反问：“当你看到你的辛苦有

回报时，你难道不感到自豪吗？”

“今天晚上就住在兴县，明天再回去

要得不？”吃完夜饭已近21时了，司机老

张问。

“明天有明天的事，短信都收了好几

条了。我知道你也跑得很累，今天晚上

我们轮流开车。”李荣庆点燃香烟使劲吸

了一口，噘嘴一吹，一个圆圆的烟圈向着

夜空慢慢飘散。

又是一个难眠之夜。李荣庆和司机

老张只能轮流打盹做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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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观看了中铁二局

以真实案件为原型拍摄的廉

洁教育微电影《镜中人》，颇受

感触。

剧中主人公贺文轩从一

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转瞬间变

成了一个贪污罪犯，涉嫌金额

巨大，美好人生就此毁于一

旦。试问这是谁之过，是财务

制度的漏洞？是本人品行不

好？是项目领导、指导老师的

“榜样”作用？作为企业纪检

人员，怎样抓早抓小，防患于

未然，怎样加强自身建设，抵

制诱惑，转身沉思，令人终不

可泰然处之。

一方面要加强法律法规

的学习，一定要知法守法，树

立“法纪至上”的理念，并严格

要求自己，“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从小事做

起，使遵守法律法规成为自己

自觉的行为。一方面加强政

治理论学习，积极参与公司、

项目组织的廉洁警示教育，形

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培

养良好健康的兴趣爱好，自觉

抵制金钱诱惑，要做到慎独、

慎微。

公司建立管理制度，就是

指导并约束管理人员，按照规

章制度办事。微电影中，项目

财务主管参加培训后，将财务

公章、私章、网银 U 盾全部交

给贺文轩管理，严重违反了公

司管理制度，贺文轩利用管理

漏洞，私自取款，截留劳务费

和材料款，项目部领导人员又因为信任贺文轩，对规章制度不予以

遵守，“用信任代替了监管”，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不能私

用。公私分明是企业加强管理的第一步，不能正确摆正公私位置就

会造成公私混淆，进而丧失原则，随后各种滥用职权、任人唯亲等腐

败现象都会接踵而至。微电影中，正是公私不分，以经营为名实为

私用设立小金库，为自己敛财。

为人师者，必先正其身。微电影中贺文轩参与了项目部“小金

库”事宜，对项目部领导和指导老师私分公款了如指掌，耳濡目染，

认为“他们都能拿，为什么我不能拿”，于是有样学样，开始各种套钱

行为。正是这种不健康、不正确的氛围，影响了贺文轩的价值观，我

相信如果将贺文轩换一个好的环境，用正确的方法引导和教育，他

不会毁掉自己，反而可能会将他培养成对企业有用的人才。

微电影以“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结尾，再次警示我们身为

企业一员，既不要，也不能去做毁坏参天大

树的蛀虫，同时，还要相互警醒和监督，共

同爱护和培育企业，这个我们共同栖身的

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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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苑
精 准 （黄朝华/摄）

退休证遗失作废 陈晓玲 第99350号（退休证号）

本报成都讯 1月3日，中铁二局摄影协会

2020年迎新春影友联谊会在公司2楼视频会议

室召开。

年会上，大家观摩了会员作品。影友们相

互切磋影技、交流畅谈、抽幸运奖，向荣获年度

12幅优秀作品的作者颁发证书和奖金。四川

省著名摄影家评委李绍毅、李丹对2019年度会

员获奖摄影作品进行点评，获奖作者纷纷畅谈

交流了创作心得。

协会名誉主席林原勉励会员和广大摄影

爱好者用心、用情、用功创作更多更优秀的摄

影作品，充分展现二局精神，为企业增光添彩；

努力开拓思维，不断提升审美素质和欣赏水

平；不断提升影像语言表现形式，创作出具有

独特视角和丰富艺术感染力的摄影作品。

四川省著名摄影家李绍毅分享交流了近

年来创作的《原乡》等两组摄影作品。

2019年，中铁二局摄影协会取得了丰硕成

果。1月 20日，四川省文联主办的《2018美丽

四川人人拍》摄影作品展开幕式及颁奖仪式在

成都文轩美术馆隆重举行，中铁二局摄影协会

会员 16 幅摄影作品入围、入选、获奖；9 月 20
日，会员 200多幅作品参赛中铁二局“新时代

开路先锋”杯摄影书画展暨第三届职工才艺双

年展。 12月 11日下午，协办的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中铁二局杯·全国铁路发

展成就摄影展”在北京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

展馆隆重举行，中铁二局员工创作的14幅摄影

作品入选。 （黄朝华）

上图（组照）是中铁二局摄影协会2020年

迎新春影友联谊会。 （本报记者 张鸿鹄

本报通讯员 袁业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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