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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凡的岗位收获梦想
——湛江交投集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征文比赛获奖作品评述
湛江市作家协会秘书长、湛江红土诗社社长 墨心人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也是企业的灵魂。一
个企业的文化搞得好，企业单位会给人一种赏
心悦目、春风飘荡、富有内涵的感觉，员工的
精神面貌也会让人感觉到富有朝气、充满激
情，处处都是满满的正能量。湛江市交投集团
在公司内部举办征文比赛，已经不是第一次，
记得在 2017 年初，他们也搞过一次主题为“春
风里——爱党、爱国、爱家、爱交投”的征文
比赛，邀我对参赛作品做过一次评述。我因此
对湛江市交投集团有了一些认识。那年他们有
十八条道路和一个民心工程要做，任务十分繁
重。两年多时间过去了，现在他们又举办了主
题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平凡、收
获梦想”征文比赛。我在这些作品里，看到了
企业的过往业绩，感受到了企业管理者的良苦
用心。他们用这种做法来引导员工们充分认识
到自己工作岗位的重要性，把“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要求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去，用文
化自信支撑起企业精神，在员工中刮起了“思
想 风 暴 ”， 同 时 也 是 一 次 精 神 洗 礼 ， 激 励 大 家
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因此，一个企业搞文学征文比赛，看似不务
正业，却是把“正业”务到了骨子里，让文化在
单位里潜移默化，在员工身上飘荡留香。

这次征文比赛获得一
等奖的叶康维写的 《路的
传承》，从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的传承，联想到了道
路施工和养护的利益大众
的路的传承，是一个新颖
的发现。作者从参与海湾
二期工程的施工建设入
手，到工程竣工后的道路
养护工作，引入“我奶奶和我父亲”的感人至深
的往事，为自己的“不忘初心”做了很好的铺垫
和情感抒发。二等奖有两篇作品，其中沈婉倩的
《爱与诚》，以第三人称“她”来写自己在交投集
团工作的经历和心路历程，角度不错，行文像影
视旁白一般娓娓道来，自有一番韵致。结尾一段
话升华了主题，说得很好：“每一滴汗水都能折射
出太阳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照亮梦想的天
空。企业之兴，不仅在于人才精英，更在于扎根
岗位中平凡的你我，有一分光，发一分热，于平
凡中发光发热，于平凡中成就不凡。”另一篇二等
奖获奖作品是陆宇婷的 《梦想，芬芳着我与他的
芳华》。作者把公司拟人化，以“他”来代称，把
“我”和“他”的故事结合在一起，从一个档案管
理员的角度，像讲述一段爱情故事一般讲述自己

和公司的故事，追随者
“ 他 ”， 伴 随 着 “ 他 ”， 为
“他”痛苦为“他”快乐，
情景交融，写法独特。
三等奖获奖作品有三
篇，其中钟帆写的 《立足平
凡，收获梦想》 给我留下了
较深印象。作者是集团某分
公司的保安人员，他讲述了
自己对工作的深刻认识及自我完善、升华的过
程，在平凡的岗位上，表现出了不平凡的胸襟及
积极向上的精气神，文字干净，言之有物。这个
保安形象，让我看到了交投集团员工昂扬的精神
面貌。一名普通员工能如此发奋，企业何愁不兴
旺发达。另一篇三等奖获奖作品，是陈璐璐写的
《立足平凡岗位，绽放人生光彩》，讲的是收费员
的工作，有时，为了 5 元的长短款，当班票管员需
要核对几千张小票找寻差错的源头。这些平凡而
琐碎的工作正是票管员对工作岗位的高度责任感
的默默体现。作者说：“在她们岗位工作上，标准
早已变成习惯，习惯已然成为标准。”这种表述很
好。还有一篇获得三等奖的作品，是黄淑芳写的
诗歌 《平凡的脚步，梦想的江湖》，用直抒胸臆的
手法，表达了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及与企业甘苦

与共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能从中看到一种骄傲和
自豪的的情绪在流动，最后几行是这样的：“我有
一个梦想，/一个交投人的梦想，/甘于平凡，奋
勇前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忘来时路，
不罔肩头担，/和交投共同收获梦想，/和交投共
同蓬勃发展！”
其他 10 篇获得优秀奖的作品，这里就不一一
评述了。这次比赛的 16 篇获奖作品，有 15 篇散
文，1 首诗歌。交投集团属下有众多的分公司及许
多不同的工作岗位，如收费员、路政员、道路养
护、保安、财务、档案管理员、工程技术人员、
后勤行政人员等等。这些作品有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作者基本都是从各自的工作岗位出发，通
过日常工作琐事来表现深刻的主题，让员工们认
识到，“把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在平凡的
工作岗位收获人生梦想”的道理。在艺术表现手
法上，也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有些角度和写
法，令我意外和惊喜。
湛江市交投集团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教育融合到具体的工作中去，通过征文、演讲、
外出参观学习、上党课、培训等形式将教育落到
实处，公司领导亲自带头，员工积极响应参与，
齐心协力，收效显著。这种做法别出心裁，值得
推广。

“立足平凡 收获梦想”
——湛江交投集团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征文比赛获奖作品选登

路的传承

梦想，芬芳着我与他的芳华

惠湛公司 叶康维
小学时我读书认字，老师告诉我，世界
四大古文明只有中华文明能传承五千年至
今。而我在修路建桥工作后，更是认为这传
承千年的中华传统美德也是路的传承！
2012 年，我 24 岁。辗转在广州、成
都和厦门工作后，我还是回到湛江，对比
其他城市的腾飞发展，湛江略显落后，我
脑海里有个想法，就是用自己所学去建设
家乡。很幸运的是，我抓住机会加入了交
投这个大家庭，投身于海湾二期工程的建
设。
回湛江的第一年，工地内外、城市街头
甚至漫山遍野都是雨水，这对海湾二期赶工
程进度造成致命打击，更是令我们的信心和
士气受到了空前挫折。2012 年 8 月底的一
天，湛江市领导班子撑着雨伞，站在泥泞的
路基上，听着交投一众工程师的施工介绍
和零星的诉苦，面色凝重而庄严。身边的
雨越下越大，在 10 米开外的我一心想往领
导边上靠，听听可否有利于施工的工作安
排，只可惜雨实在太大了，我只能听到雨
水滴滴答答地打在雨伞上，但是从市领导
的口型中我看到了他在说，“要想办法克服
一切困难，加快施工进度，开通湖光快线
保障民生，不能让湛江市民在等下去
了”……
正是有了政府的这一句话，我们就用
热血和激情去“与天气斗”，细雨时我们拉
工程废料去填筑便道用来行驶重型施工车
辆，便道被压翻浆了我们继续填，一遍一
遍又一遍不厌其烦；我们甚至争取暴雨后
的短暂时间安装钢筋和模板，抢着晴天浇
筑混凝土，看到完成的每一根桩基、一条
立柱、一片箱梁，我们都充溢着胜利的喜
悦；晚上 12 点，我们还蹲在路边，边数着
黑夜的星星，边数着压路机碾压路基的次
数，一群二三十岁的楞头青享受着不一样
的工作激情和浪漫……
转眼到了 2017 年，我 29 岁。海湾二期
工程已经建成通车，路上桥上车水马龙，
我站在路边默默地注视着过往车辆，百感
交集。这已经是我来湛的第五个年头了，
以前部门的经理、公司的总工都已经陆续
离开，去往更高的平台，而我则选择留下
继续承担着守护道路的使命！古人言，三
十而立。奔三的我在经历海湾二期施工阶
段的洗礼，知道男人需要承担责任，而我
的责任就是在海湾二期建成通车后管养道
路桥梁，方便市民使用道路。于是我开始
全新的工作挑战，只是这次我身边已经没
有了那些能在我工作迷茫时给我提供意
见，在我面对失败时给我鼓舞，在我想要

放弃时给我支持的领导和同伴们，我心里
忐忑不安……
在道路养护时怎么进行道路封闭？在
施工作业时如何合理安排工作区域以节约
成本？沥青路面出现小坑槽该用什么材料
进行修补……在实际工作中，面对的困难
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多，我心情烦躁，不断
的打电话向前辈咨询技术指导，不断的查
阅规范试图去解决问题，每天忙得晕头转
向，心情因此低落，甚至一度产生放弃的
想法。但也正是那一年，党召开了十九大
会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主题，
给我当头一棒！我当初为什么放弃外地的
工作回湛江？我当初为什么要选择修路建
桥的行业？海湾二期施工结束后，我为什
么选择坚守而不是去外面闯荡？我冷静了
下来，我的初心是什么？
我想了很久很久，我的初心到底是什
么？后来有一天，我回农村去看望奶奶，
奶奶和我闲聊的时候又一次提起小时候跟
我说过的那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湛江，一个风雨交加的夜
里，东海岛东简镇的一户人家，一位年轻
的母亲抱着未满周岁的婴儿来回踱步，
她眼里呛着泪水，怀中的婴儿头上血伽
正在冒血，丈夫外出工作未归，她一个
人不知所措。那个时候，离岛的唯一工
具只有小舟，于是母亲一家一家敲门求
船夫开船去霞山送医，但是谁都知道，
外面风云交加又是夜间行船，此时出海
就是听天由命！终于有一位青年船夫被
母亲的救子之心感动，答应她急行夜间
出海！上船的时候谁都不知道，小船上
的三个人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太阳！幸
运的是，小孩最终得救了，母亲把这个
故事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告诉她的
子 孙 ， 教 育 子 孙 们要学会感恩，学会报
答社会，学会帮助他人……
这个故事正是我奶奶和我爸爸的故
事，再后来就有了我。我从小听着这个
故事长大，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有条道
路连接东海岛和霞山，奶奶和那个伟大
的青年就不要冒险出海去市区了，岛内
人 民 生 活 也 能 方 便 很 多 …… 这 不 就 是 我
的初心吗？
原来自小开始，我就在心中埋下建
设家乡、帮助身边人、报答社会的种
子，也正是因为这样导致我在每一次人
生道路的选择时潜移默化地做出判断。
我选择的是坚守中华传统美德，坚守那
条我曾经洒下泪水汗水的海湾二期道
路，坚守路的传承！

大桥公司 陆宇婷
深夜里，一束光，
一杯茶，我品读着严歌苓的《芳华》，
即使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依旧引起共鸣：命运相逢，
行至不惊处，回看皆芳华。
这是我与他芳菲年华的故事。因为梦想，我们相遇。
从初见开始，
就与之结缘，
然后相知、
相爱、
相守……

蓦然回首 亦如初见
时间拨回到 2011 年。记忆中，刚离开象牙塔的我，
一脸青涩稚气的容颜，
穿着一身白衣黑裙，心怀最初的梦
想，坐上 41 路公交车，穿过 3981 米的海湾大桥，来到他
的面前。那时的他，也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切从
零开始，虽然很艰难，但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让我与他
激情澎湃、干劲十足。
初见，我便感受到了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是他的梦想。是的，我对他一见钟
情。那时，我就下定决心，他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而
他，亦待我如爱人一般，包容我年少时的轻狂和执拗，给
我机会，让我从一名平凡的收费员，逐渐成长为可以独当
一面的档案管理员。
初见情深，
激情干劲，
是我与他芳华里最初的模样。

一路同行 冷暖相知
九载栉风沐雨行，
九载创业谋发展。我紧随他的步伐，
一年又一年，
见证了他的发展和壮大：
2012 年，
签订《两路
一桥》合作协议，
融到第一笔 15 亿元资金。2014 年，
湖光
快线完工通车。2015年，
雷湖快线通车。2016年，
海东快
线通车。2017 年，军港大道通车。2018 年，调顺跨海大
桥、空港大道动工建设。资产从零到现在总额达到约 177
亿元。每一年，
都是任务繁重艰巨的一年。我深知他的不
容易，
有过压抑、
有过迷茫，
但他懂得调整自己的状态，
无畏
失败，
为了梦想继续奋勇前进。很庆幸，
每一年，
仍是硕果
累累的一年。
而我，虽然没有专业的路桥知识，不能走在前线，为
他排忧解难，为他遮风挡雨，但我可以跟在他身后，做他
坚强的后盾，让他无后顾之忧地去拼搏。我们从事的每
一个岗位，都是一个企业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每项工程
里，档案充当着贯穿始终的角色，是项目建设的重要依
据。作为一名档案管理员，我清楚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
要将我所学的专业知识尽情发挥出来，保护好这些资料，
为他维护自身权益作好保障。为了离梦想更进一步，我
努力学习档案知识，
参加各种培训班，考取档案上岗资格
证，评上档案管理员的职称。我有今日的成就，离不开他
的悉心栽培。
冷暖相知，共同成长，是我与他芳华里最美的模样。

逾越难关 相惜相爱
2017 年，是海湾大桥最艰难的一年。
“ 三大重任”如
同三座大山压在我们每个大桥人的身上。原定 4 月恢复
收费的任务，因各种原因而延迟。原定 5 月动工的灯饰
亮化，因图纸审核等问题而延迟。原定 6 月动工的大桥
钢箱梁桥面铺装，因流程繁琐而延迟。我们感到沮丧、感
到彷徨、不知所措。此时，一首歌回荡在耳边：
“如果梦想

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
形的翅膀。”
对，我们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怕什么！死磕
到底吧！且看，我们身前有他！带领我们发挥无所畏惧、
团结一心的交投狼精神，不知疲倦奔赴广州，不怕丢脸蹲
点省政府，面对阻力，
“真刀真枪”解决难题！
忘不了，在恢复收费的激流中，我们众志成城。
忘不了，在灯饰亮化的施工中，我们争分夺秒。
忘不了，在大桥钢箱梁铺装的号角中，我们通宵达旦。
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
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血战湘江》
里斩钉截铁的精神如此振奋人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在这场
“三大重任”的战斗中，做到了不怕日晒，不怕雨
淋，不怕熬夜，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去！虽然这场战斗我
们伤痕累累，但我们仍然是胜利的！因为我们收获了更
加坚定彼此、更加惺惺相惜的信念。用一代人的芳华，换
几代人的芬芳，值得！
逆风翻盘，向阳而生，是我与他芳华里最帅的模样。

同路朝夕 永远相守
回首过去，是为了珍惜，为了超越。展望未来，是为了
期待，为了实现。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这么长。
千山万水脚下过，敢闯善为路桥人。他未曾停下追
寻梦想的脚步，争取项目，修路架桥，融资发展，成立商贸
公司、湛蓝公司……而我将继续追随他的步伐，在这平凡
的岗位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工作，随时准备为他
牺牲一切。
让我们把那些年挥洒过的汗水种在心上，
开出梦想的
花，
可以在疲惫的时候，
闭上眼睛，
感受收获的芬芳。

结 语
不知不觉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我九年的时光，我已不
再是那个年纪轻轻的少女，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人
在我身边调侃，你还有芳华吗？我一笑置之。
谁说现在是 90 后、00 后的天下？
只要梦想依在，便是最好的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