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版 2022年 9月 17日 综 合 责任编辑 王 赟

地址: 成都市马家花园路10号 邮编: 610032 电话: 编辑部 86442139 86443059 记者部 86442059 86443849 广告部: 86443429 广告许可证：5100004001020 印 刷:中铁二局印刷厂

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历史性突破
———纪念秦沈客运专线建成通车二十周年—纪念秦沈客运专线建成通车二十周年

□林 原

声场之上的月色

视域之下的月影

注定八月十五之夜

有青峦的丹桂

有河流的酒杯

看摇曳的树姿

饮芬芳的玉液

轻轻地把故乡叠得格外整齐

置放在异乡的心旌

干净得发亮的乡绪

颤动肉体和血液

吉祥水土上那些熟悉的人

那些历历在目的事

率领不懂的清风

其实无奈的细雨

列队在肺腑的原野

操练异在两地的情思

时光深深的院落里

吞咽凉意浓浓的星辉

品此夕何夕的滋味

仰望魂灵的头顶

平息五内波涛汹涌的水

让揉着双眼的手背

让抹着面颊的十指

把生命景象的情节

演绎成微末之处的故事

再一次回想起飞的双翼

再一次追忆嘹亮的汽笛

心啊——将遥不可及的距离

倾入倍是思念的锅底

用温暖的文火

煨熬最是情真意切的相聚……

两舷与江岸有着距离

月光在浪花上凝成了诗

风把甲板上伫立的人

带进情潮的波浪里

此刻用天上闪烁的星星

破译津渡上那双目送的眼睛

此刻用船头凿开的流水

注解码头挥手的五指

水手解缆的霎时

寓颠簸的旅程不知何时休止

船长起锚的瞬息

赋着陆的梦境注定要历经漩涡礁

石

离就离开了陆地

远就遥远了岸堤

被古人咏叹的七律

让来者吟诵的绝句

率领昨天的草长莺飞

和往昔鸟鸣林幽的山径

列队走过心之伶仃的原野

五脏萦绕李白银色的言语

六腑缱倦东坡的短冈松林

想刻进骨头深处之父母的叮咛

念流遍浑身血液之爱人的言语

忆耳畔儿女打来电话的声音

水静静东流而去

月慢慢独自西沉

烟波中毫不惹人注意的浮萍

以彻夜辗转的起伏

以两眼不眠的沉浮

依旧固执地坚信

螺旋桨的推动力

一定改变舵之航向的方位

向着苦心经营的期盼

逆航至泊停着月饼的港口驶去

……

八月十五的月和人（外一首）

□胡安超

八月十五的夜航船

2022年，秦沈客运专线建成通车二十周年。

二十多年前，中国投入运营的铁路线运行时速

一般在 60至 80公里之间，少数铁路线经过技术改

造提速可运行到 120公里。而今，纵横南北、驰骋

东西，时速 250至 350公里的高铁几乎遍布祖国大

地，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达 4万余公里，位居世界第

一。

二十年前坐火车从北京到成都，特快要 28个

小时、直快要 36个小时，现在坐高铁只需要 7个半

小时。

再回首，看今朝，感慨万千。是什么样的智慧？

是什么样的追求？是什么样的力量？是什么样的

劳动者？令祖国的铁路事业腾飞，让世界刮目相

看！

作为铁路二十年巨变的建设者，见证了这一伟

业。有幸参加了秦沈客运专线的建设，开启了这段

不平凡的时光，走过了难忘的岁月。

我国的“客运专线”，始于秦沈线。之前的铁路

是以客货混线、货运线、重载铁路线区分和运营的。

1999年 8月 16日，铁道部开工建设专为运输旅客

出行的秦沈客运专线，设计时速 160公里以上，预

留线下工程时速 250公里，这标致着我国高速铁路

的探索和建设正式拉开序幕！

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出访日本乘坐新干

线，列车飞驰过富士山的情景令人瞠目结舌，令人

难忘，让我们第一次对高铁有了见识；后来高仓健

主演的电影《新干线爆炸案》再次让我们对高铁有

了全新和更深的认识。从那时起，我心里就萌发了

为祖国建设高铁的梦想。

那么，什么铁路线能称高速铁路呢？根据当时

国际铁联（UIC）的规定：时速 200公里以上的客运

专用铁路即为高速铁路（简称高铁）。

建设什么样的高铁？如何建设？考验建设者

的智慧。

秦沈客运专线设计时速 160公里以上，预留线

下工程时速 250公里。从设计标准表面上看，介于

普速和高速之间；从最高决策者深层次的追求上

看，秦沈客运专线的目标时速是 250公里（目前我

国高速铁路的标准）。虽对外不明确提出建设高速

铁路，但对建设者而言就是建设高速铁路。这无不

彰显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低调做事的智慧，而这一

智慧贯穿秦沈客运专线建设始终，成为建设者能不

能把设计时速 160公里以上的客专线，建成开通时

速 250公里的第一条高速铁路客运专线的动力和

压力。

1999年，铁道部成立工程管理中心，秦沈客运

专线成为工程管理中心实行招投标的第一个项目。

中铁二局经过充分的准备，通过激烈的竞争，一举

中标土建 12、13标两个标段，后来又中标中国中铁

总包的箱梁制架标和D41标段电气化工程标，成功

跻身高速铁路建设之阵列。

土建 12标是以路基为主的标段；土建 13标是

以月牙河特大桥为主的标段，月牙河特大桥长 10
余公里，是当时我国最长的铁路特大桥。两个标段

特点鲜明，迥然不同，难点突出。

路基作为构成铁路的主要部分，其沉降和变形

历来是控制着铁路最高运行速度的重要指标，也是

高速铁路的建设难点之一。秦沈客运专线建设之

初，铁道部就明确要求必须把路基工程当作构筑物

来填筑，确保工后沉降不超标。更由于土建 12标

路基位于软土地基之上，难度陡增；土建 13标月牙

河特大桥是以桥代路跨越盐碱地、水稻田灌溉渠和

苇海，冬季和夏季直接影响大桥的施工方案、质量

和工期。

建设之初，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和技术，能参照

的只有铁道部发布的《时速 200公里新建铁路线桥

隧站设计暂行规定》以及路基、桥涵、轨道等专业的

施工技术细则和工程验收标准，如何运用《暂规》

《细则》《验标》把路基建设成坚固的构筑物，月牙河

特大桥如何跨越水稻田灌溉渠和苇海，成为中铁二

局建设秦沈客运专线的突破口和关键技术。

在铁道部党组正确领导和秦沈客运专线总指

挥部的直接组织指挥下，中铁二局调集精兵强将挥

师北上，通过仔细的施工调查，按照局明确的“科技

引路、集团作战、快速优质、誓夺第一”的战秦沈指

导思想，制定了“科技攻关破难题、施工组织上档

次、质量控制灭缺陷、高效推进树旗帜”的《施工组

织设计》，开工必优，全段创优。

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一、把秦沈客运专线建成中国第一条高铁，是

我们的追求。

深刻领会修建秦沈客运专线的意义和正确理

解铁道部党组高瞻远瞩的决策，明确提出把秦沈客

运专线建成时速 200公里以上的高铁就是秦沈客

运专线建设者的任务和目的。我们在全局范围内

广泛宣传和发动，提升参建者的使命感、责任感和

光荣感，激发参建者的激情和活力，变“要我建高

铁”为“我要建高铁”，让参建者日为高铁建设出新

思路而思，夜为高铁建设走新路子而想，从始至终

不断拼搏。

二、依靠科技，创新施工管理理念，开创七个

“首次”，提升施工手段，是我们破解难题最强大的

力量。

中铁二局首次在铁路项目指挥部设立科技部。

由总工程师牵头，成立秦沈客运专线科技攻关课题

组，通过请局老专家授课，讲解软土路基处理技术，

请铁科院参加监理和研究工作的研究员讲解高铁

路基的特点、难点和要点，请设计院工程师讲解客

运专线设计的关键技术、对策和《暂规》《细则》《标

准》，全面提高了建设者对高速铁路的认识，明确了

攻关课题，研究方向，为开局起步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铁二局首次在铁路项目建立了 3个拌和站。

其中，土建 12标和 13标各设立了 1个砼拌和站，土

建 12标段设立了 1个级配碎石拌和站。在铁路现

场设立拌和站，不仅在中铁二局是第一次，而且在

全路系统也是头一份。从拌和机到拌和站的提升，

是管理理念转变质的飞跃，是施工组织集团作战的

基础，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各自为阵的施工组织方

式。2000年，全路工程质量现场会在秦沈客运专

线现场召开，这一革命性的突破得到铁道部的高度

认可并要求在全路推广。

中铁二局首次修建了时速 60 公里的施工便

道。在许多质疑声中，我们力排众议，坚持这一标

准。事实证明，高标准的便道不仅大大提升了施工

效率，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全体员工的观念，提升了

质量意识。

中铁二局首次在路基填筑的每一条流水线上

配备了能实时传送压实数据的宝马压路机。虽然

压路机报告的压实数据尚未作为最终验收的依据

和标准，但实时报告能及时便捷地指导驾驶员的操

作，快速提高路基填筑施工水平，提升了施工效率

的同时也让我们见识了施工手段、施工设备的重要

性，从而更加坚定了我们不断加强和提高技术装备

投入的信心和决心。

中铁二局首次在辽沈大地开展冬季施工。月

牙河特大桥跨越盐碱地、水稻田灌溉渠和苇海，常

规的施工方案都需要修筑栈桥和筑岛，不仅投入

大，还可能破坏灌溉渠。通过反复论证，我们提出

“以动治冻，反季节施工”，将冻硬的大地和苇海变

成我们的施工便道和平台，将拌和站和砼罐车升温

保暖，在作业现场搭棚烤火，采用钻机施工桩基，井

点降水施工承台，冬季施工如火如荼。2000年春

节，蔡庆华副部长和秦沈总指郭守忠指挥长到工地

检查，仔细查看施工各个环节的条件和冬季施工标

准，抽查试验数据，充分肯定了“以动治冻”的方案。

通过 2000年的冬季施工，不仅提前了工期 5个月，

降低了成本，更重要的是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中铁二局首次使用 600T运架成套设备预制架

设了 24米 600吨级箱梁，为以后的 32米 900吨级箱

梁的施工做足了技术储备。

中铁二局首次在一个铁路项目月产值突破一

个亿。2000年 5月，秦沈客运专线土建 12标、13标

完成产值 1.12亿元，占总产值 5.6亿元的 20%，刷新

了铁路施工纪录。实现这一成绩得益于管理理念

的创新、大临工程标准的提高、装备和机械化手段

的提升、各流水线的高效合作以及团队的拼搏奉

献，为日后铁路大标段施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三、做到“四个坚持”，做一丝不苟“一次把事情

做好”的务实建设者，是我们对贺龙元帅授予中铁

二局“开路先锋”精神的传承和发扬。

坚持每道工艺试验段先行，是确保设计标准落

地、工程质量达标、项目开工的先决条件。进场之

初，受征地拆迁等条件的限制，不能展开施工，我们

就晚上组织培训，白天在临时用地上，先后开展软

土处理技术工艺试验、路基填筑工艺试验、路桥和

路涵过渡段工艺试验、级配碎石拌和、填筑工艺试

验，通过试验段工作积累的数据和经验，把书本上

的《暂规》《细则》《标准》与《设计文件》有机地串连

成为一体，编写了《秦沈客运专线路基施工方法和

工艺》，为路基施工做好了技术储备。

坚持质量工作先行制。在全管段建立起“一次

把事情做好”的质量理念，策划在先，谋定而动。始

终把工程质量优质作为建成第一条高速铁路的基

础。在质量面前，进度始终排在后面，对质量通病、

质量缺陷“零容忍”。让每一个参建者明白，想要

“一次把事情做好”就必须做到凡事“十二有”，即：

有意识、有时效、有责任、有研究、有试验、有手段、

有人才、有标准、有管控、有验收、有总结、有提高。

在此理念和集团作战思想下，全线统一划齐的质量

管理思路有了眉目，把传统的质量管理工作前移，

质量管理工作有了质的飞跃，体现在以下具体工作

中：

路基填料全段选用了 A组填料，高于设计标

准。

路基过渡段的搭接台阶采用先满填压实后切

割成型工艺，确保搭接台阶的外观和密实度。

路基填料按压实层厚 30厘米计算分区堆放、

晾晒填料，含水率达到最优含水率时开始路基平整

和压实流程。

路基平整和压实过程中，先推土机初平 1遍，

然后压路机静压 1到 2遍，再平地机精平 2遍，最后

压路机震动压实 4至 6遍成型，为确保路基纵横向

平整度和坡度，每层填筑前都采用网格型控制测

量，埋设基标。

路基基床表层和过渡段级配碎石由拌和站统

一拌和、统一配送，确保全段工程质量。

在保证级配碎石填层孔隙率合格的基础上，将

路基本体和基床表层级配碎石填筑标准的K30指

标和压实度指标在验标的基础上提高一个百分点，

作为内控标准，确保路基质量。

在路基填筑过程和成型路基的路肩上用红砖

砌筑成襟边，每 50米顺襟边做排水槽，确保路基表

层和坡面不受雨水冲刷。在 2000年的全路质量现

场会上，我们的路基样板段，尤其是过渡段和“襟边

路基”的质量和做法得到与会者高度评价。

路基附属的浆砌片石工程，在设计的标准上提

高强度指标 15%，同时统一了砌体结构的外型一律

为龟背型造型，并通过试验明确了什么是龟背型，

以及石料的尺寸、沟凹缝和凹缝的宽度和深度。每

个作业班组先试砌，验收合格后再全面展开施工，

确保了路基附属工程的内实外美。

为确保全线桥涵工程外观统一，尤其是月牙河

特大桥的外观美观，全线配置统一标准的钢模板，

并以结构类型进行配板设计，面板上刷光亮剂，确

保桥涵砼外观为镜面砼。桥梁采用定制大块组合

钢模，平面上按桥梁纵横向对称布置，组合时由托

盘至下排列；涵洞盖板采用组合式钢模，以盖板中

线对称排板，为确保涵洞八字墙的外观造型统一，

全段按照最高八字墙墙高，定制一米宽大型钢模，

并以八字墙倒角处向两边排列。使用钢模放在当

下是一般性要求，但放在 20多年前，就是开先河，

是要顶着“大手大脚”帽子的。

秦沈客运专线全面推广使用组合钢模，全面配

套拌和站、吊车、砼罐车、打桩机、钻机、软土处理设

备、自卸车、推土机、平地机、压路机、大型制运架箱

梁等设备，是施工迈出的一小步，却是铁路建设理

念转变和提升的一大步，秦沈客运专线的施工模式

就是当今铁路建设的雏形。

坚持全线月度质量检查评比。不断深化“高铁

在我心中、质量在我手中”以质取胜之道，将优质铭

刻于每个建设者之心，融入血脉，兑现事前的策划

和方案、工艺和标准，成为我们工作争创一流的实

际行动。

坚持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俗话说舞台再大也

是小，市场再小也是大。秦沈客运专线实行招投标

制就是引入竞争机制，我们在实践中也学习效仿取

得不错的效果。月牙河特大桥部分桩基础采用预

制管桩，进场施工调查时最有利的就近供应商是铁

道部部属某厂，但该厂不愿意降造供货，我们就在

全国范围内寻求供应商。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在

遥远的上海找到了供应商。部属厂放下了身价，与

上海厂携手供应了月牙河特大桥的预制管桩，当然

是在降造的基础上同条件供应。那时，物资还没有

实行集中招投标采购制，职业生涯第一次对部属厂

家说“NO”，居然成功了。尝到甜头后，我们又在寻

找钢砼结合梁的钢结构部分的供应商时如法炮制，

结果大出意料，又是远隔千里之外的厂家胜出，且

供应价大大低于近在咫尺的厂家。做这两件事，没

有上级的规定，也无行业的要求，却给了我们巨大

的冲击和启示：一是走进市场，引入竞争是企业发

展的必然之路，不仅可以降低成本，同时还能提高

企业的生命力；二是以人为本，企业的根本是企业

的员工，尤其是有思想、善创新、能成事、敢担当不

可或缺的员工；三是由此产生的蝴蝶效应，优胜劣

汰，让内部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竞争态势扩展到

各个领域，标志着秦沈客运专线的建设驶入“科技

引路、集团作战、快速优质、誓夺第一”的战略轨道。

2001年、2002年秦沈客运专线三次试运行，先

后跑出210公里、292.2公里、321.5公里的时速。

2002年 12月 30日，秦沈客运专线通过初验；

2003年 10月 11日开通运营，一开通时速就达 250
公里，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的第一次，开先河，成为中

国第一条时速超200公里的高速铁路。

在我即将退休之际，回望历史，二十多年前奋

战秦沈的画面历历在目，与我并肩作战的老战友詹

佑国、胡建、刘明山、万伟民、杜祖平都退休颐养天

年，在此祝福他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还有仍然奋

战在祖国各个建设领域的战友邹杰、陈晓波、刘宁、

董宁、王军、易图斌、付洵、梁恩华、刘向阳、张克平、

唐浩先、邹宏伟、王心利、曾敏、李政、杨守泰、王铁

军、李影平、唐海、陈世川、徐德军、蒲绍斌、朱兴云、

李强、罗久旭、申风、王树伟、刘建刚、殷正海、杨烈

红、何开伟等，在此祝他们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

绩。

参加秦沈客运专线的建设我深感自豪，如果这

辈子让我再做一次选择，我还会继续做筑路人，还

想再赋更多的《月牙河放歌》——

公元二〇〇〇年，正值中铁二局五十华诞，辽

西走廊苇海泛银，鸥鸣鹤舞，彩旗蔽空，群英展臂，

钻机怒吼，共谱秦沈客运专线之火红乐章。

月牙河与苇场相连，东起大洼，西至盘锦，北接

沟帮子，南临渤海，素有亚洲第一苇海之称，春夏碧

波万顷，浩然铺向天际；秋冬沟渠纵横，泥沼棋布，

可谓天堑横陈，令行人却步。

秦皇岛至沈阳客运专线开中国快速铁路之先

河，列车开通时速一百六十公里以上，运行时速二

百公里以上，乃中国铁路建设的标志性工程，高速

铁路之先驱。

月牙河特大桥长逾万米，飞架于秦沈之间，乃

全国铁路双线桥之首。大桥沉桩十八万六千米，桥

梁四百又十七孔，重二十三万余吨，建造大桥，罩科

技之光轮，聚专家之智慧，集巧匠之灵气，凝地方之

支援，令天堑地渊变坦途，辽西辽北成通衢，促经

贸，利往来，造福一方。

公元一九九九年五月，党中央、国务院一声令

下，中铁二局千余精良，陈师鞠旅，挥师北上。刹那

间，巧匠纷至，树“科技引路、集团作战、快速优质、

誓夺第一”大旗于月牙河畔；专家、巧匠云集，厉兵

秣马，剑拔弩张。

筹备之初，夏战三伏。顶烈日，架木为屋；披星

月，优化方案；掘沼泥填石料，巧跨苇塘。历时两

月，架设十千伏电力干线三十五公里，修筑时速达

六十公里的施工主干便道十五公里，日产千方的拌

和站拔地而起，开铁路施工之新理念。

十月十八日，三十余台钻机一字排开，齐声轰

鸣，初张大战帷幕。转瞬秋去冬至，朔风怒号，积雪

盈尺。众将士天寒不畏惧，依靠科技，以动治冻，购

火炉，置篷帐，掘坚冰，破冻土，井点降水，沉桩注

台，开北方冬季施工之先河。

鏖战半年，成桥六千二百余米，月成桥最高达

一千五百余米，创中铁二局纪录之最。

河水悠悠，涛声依旧。古人云：“行百里者，半

九十。”大桥尚未建成，更需诸公努力！精雕细刻，

夺鲁班金奖乃人生之伟业，国之幸事！

“五·一”乃全球劳动者光辉之节日，皓月当空，

推窗东望，见工地灯火璀璨，工人师傅仍彻夜劳作，

殚精竭虑，尽为国之第一。

余为优而思，为优而力，一座宏伟的大桥骤然

在胸，思之良久，欣然命笔。

下图为建设中的秦沈客运专线。

有人说，在最美好的年纪里，没有太多诗与

远方，反而囿于工作任务，限于高房价和生活压

力，加之刚步入社会，经验较少，工作思路也比

较单一，在工作中常常会走弯路，产生压力而倍

感焦虑，从而模糊了奋斗的色彩。

读完《以奋斗者为本》一书，我理解到作为

新时代的青年应该始终保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在面对市场的冲刷、竞争的压力时，我们想

要更好的生活、向往更丰盈

的生命，就要在平凡的岗位

上搭建人生的舞台，用拼搏

奋斗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青年是向着朝阳而生的，生

逢盛世，充满机遇，就应当带

着青年的心气，在风华正茂

的年纪奋勇拼搏，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平凡走

向卓越。

奋斗者首先应该是对工作充满热情的，认

同并热爱自己的事业，始终保持热情活力、斗志

昂扬的精神状态，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人生第一乐事是做到自己原本认为做不到的

事，第二乐事是做到别人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

一个对工作充满激情的人，做事会变得积极主

动，能完成很多困难的工作，同时这样积极向上

的人，永远都是企业最为欣赏的人。对于一个

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除了年轻，其他方

面并没有什么积累。但年轻也会带来很多的优

势，那就是可以保持热情，保持敢于拼搏、勇攀

高峰的决心。工作热情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情

绪，更是一种高尚珍贵的精神，能够不断使人前

进，并影响和带动其他人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工

作中，从而给自身创造更多的机遇。

奋斗者应该时刻具备危机意识，不断自我

批判。任正非说：“自我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

判，也不是为全面否定而批判，而是为优化和建

设而批判，总的目标是要提升公司整体的核心

竞争力。”想要获得更大的成功就需要不断自我

反省、自我总结，不断探索事物发展规律。具备

自我批判意识的人，善于听从别人的意见从而

完善自我，做到更优，放下面子接受批判。任何

一个企业的成功都离不开前人的经验和积累，

当经营逐步走上正轨之后，这就要求管理者深

入实践，掌握新知识，不断反思与总结经验，跳

出固有的思维圈子，从而使我们的战略思维尽

可能地贴近实际，使管理趋向合理正确。通过

自我批判，听清客户的需求，关注同行的优点，

打破自己的“壳”，发现自身的不足，从而避免固

步自封，安于现状。

奋斗者还应该有清晰的工作方向，明确自

己努力的目标。还记得大学最后一堂课是职业

生涯规划，老师曾说若将理想喻为帆，则规划就

为船，按照帆的方向前进才能划向洒满月光的

彼岸。很多时候我们由于缺少经验，处在人生

的岔路口时往往不知道如何抉择，容易迷失前

进的方向。所以我们在奋斗的时候一定要有战

略思维能力，抓住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

面，确定好目标的靶子才能百发百中，避免辛苦

的无效劳动。事先做好目标管理，让之后的工

作有一个明确的努力方向，从而快速完成任务。

如果没有在事前做好准备工作，那么在接下来

的工作中就不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

做，什么时间去做，很多时候

看似很忙，但大部分时间干

的都不一定是正确的事，只

会消耗自己的精力，徒劳无

功。

奋斗者绝不是单打独

斗，而是善于团队合作的人，

在团队里既发挥个人优势，敢于担责，又善于融

入组织，协同合作，遵守规则。一个人的能力终

究是有限的，不可能完成所有任务，就需要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立和谐共处的关系，增强

团结协作精神，在团队内部营造你追我赶、力争

上游的工作氛围。一个人可以走得更快，一群

人才能走的更远，当个人利益和团队利益挂钩、

个人行为与团队行为一致时，“共赢”触手可得，

剩下的就是坚持。

奋斗是青春最靓丽的底色，行动是青年最

有效的磨砺，奋斗永无止境，成长就永无止境。

欣赏一往无前的奋斗
□李思琪

““开路先锋杯开路先锋杯””征文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