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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拨回至2012年。那一年，我国成功发
射第十一颗北斗导航卫星；那一年，神舟九号飞
船成功发射，与天宫一号完成首次手控交会对
接；那一年，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女孩从百万大
学毕业生求职大军中突出重围，找到了人生的第
一份工作。

她永远记得2012年6月。她换乘两趟公交
车，从相隔十七公里的师范学院摇摇晃晃、辗转来
到海湾大桥收费站。站在办公大楼前，扎着高高的
马尾，踏着白板鞋，背着粉色小背包的她，望着“交
投集团”四个红色大字，不施粉黛且稚嫩的脸像一
朵充满了水分的花，旁若无人地盛开来，原来幸福
也可以那么的简单。那时的她，除却一腔热血、滚
烫的梦想和对生活的热爱，一无所有。

她在交投的第一份工作是广告公司综合管
理部文员。彼时，还是职场新人的她，也曾遭受
冷眼和嘲笑，孤独而彷徨；也曾因不会写一份请
示报告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也曾因没有完成
好上级领导交办的工作而陷入自我怀疑……真
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于是，她收起
初出茅庐的腼腆和羞涩，谦虚地向身边的每一个
同事请教，她还买了一摞公文写作学习资料自
学、琢磨，一点一点地钻研，直到弄懂弄通为止。
那些年，她硬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虚心好
学的钻劲，逐渐从一名职场小白转变成一名职业
者。时光飞逝，彼时，已经在广告公司工作了四
年的她，看到昔日的同窗好友混得风生水起，而
自己却依旧碌碌无为，一事无成，她再一次陷入
了深深的迷茫……坚持还是放弃？留下还是离
开？她不断反复地问自己。

“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总有一
天，你的坚持会像束光一样，冲开桎梏，散发属于
自己的光芒，照亮前行的路。”她在日记中写道。
因着对工作的热爱和忠诚，所以她最终选择了执
着与坚守，因为她始终记得自己那颗曾经想为交
投贡献微薄力量的懵懂初心。

所有的坚持，终将美好。2016年6月，一纸
调令让她来到了海东大道项目分公司。此前，她
一直渴望到项目一线，到那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地
方去。她至今仍十分清楚地记得，那是她第一次
踏上海东快线，当她看到龙王湾大桥犹如蛟龙出
海，长虹卧波，横架在粼粼碧波之上时，那一刻，
她枯槁已久的内心顿时翻江倒海、万马奔腾，她
似乎看到了梦想最初的模样，心情一如那日的阳
光般明媚。

中文系毕业的她，曾经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工程“小白”——不清楚工程类文件批转流程、听
不懂工程联席会议、写不出一份工程类会议纪要
……《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说：“一个平凡而普通
的人，时时都会感到被生活的波涛巨浪所淹没。
你会被淹没吗？除非你甘心就此沉沦！”她不甘心
就此沉沦，因为打败她的从来都不是困难。为了
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快熟悉工作，不清楚文件批转
流程，她就反复查看以前的文件资料和请教身边
的同事；听不懂工程联席会议，她就一遍又一遍地
反复听会议录音；不了解工程术语，她就戴着草
帽，顶着大太阳，跟着工程技术人员到工地现场一
点一滴地从零开始。那段时间，她就像一团海绵
一样竭尽所能地汲取知识和养分，努力地向前奔
跑。她本是个柔弱的女生，多愁善感，偶尔也会委
屈得哭鼻子，但在和项目分公司筑路者们相处的
无数个日日夜夜，他们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
不掉队的刚毅和果敢深深地触动了她，感染了
她。她看到了每一个扎根于平凡岗位中的他们，
用执着与坚守诠释初心和信仰，用工匠精神践行
使命和担当。正是那段青春的峥嵘岁月，让她遇
见了最平凡、最可爱、最可敬的他们，也遇见了更
好的自己。

如今，昔日与她并肩作战的小伙伴们，一个
个像蒲公英的种子般撒播在交投的每一个平凡
的岗位。而她，依旧坚守在那里，坚守在海东项
目分公司，以热爱，以忠诚。

她，就是我，我就是七年前那个普通而又平
凡的女孩。这就是我的成长之路、追梦之路，始
于平凡，陷于梦想，忠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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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命呼唤担当，担当引领未来。未来的我
们，要以果敢刚毅的品格，坚定不移的信念，舍我
其谁的勇气，热泪盈眶的感动，不忘初心，又不止
初心，鼓足干劲，以新担当新作为共筑交投梦、交
通梦，为湛江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打造现
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积极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而不懈奋斗，共同迎接湛江振兴的壮美前
景!

爱与诚
海东分公司 沈婉倩

立足平凡，收获梦想
奥体公司 钟帆

平凡的交通梦
路桥公司 黄大增

平凡的脚步 梦想的江湖
大桥公司 黄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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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平凡做起，从小事做
起，立足平凡，认认真真，刻苦耐劳，克难攻坚，
持之以恒，才能取得成功，收获梦想，成就理想。

立足平凡岗位，从底层干起，从基层干起，脚
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收获或富可敌国，或
走上令人敬仰的领导岗位，或成为明星等令人羡慕
的美好梦想。这样的范例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普通
人都是立足平凡，甘于平凡，工作兢兢业业，刻苦
耐劳，任劳任怨，忠于职守，发扬螺丝钉精神，在
平凡的岗位上挥洒汗水，激扬青春，让青春在平凡
中闪光，让青春在平凡中谱写不平凡的乐章。他们
的梦想是为工作的企业或单位创造更大更好的经济
效益，或提供自己更好的服务，最终目的是为人民
服务。

无论是立足平凡，通过不懈努力，化茧成
蝶，获得飞升，走向辉煌的人生，还是立足平
凡，甘于平凡，犹如机器上的螺丝钉，默默无
闻，忠于职守，都是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国家建
设添砖加瓦，都是值得令人肃然起敬的，都是值
得大书特书的。平凡中孕育伟大，平凡组成伟
大，平凡走向伟大。正是千千万万平凡的普通
人，组成了伟大的中国，正是他们，立足平凡，
为梦想而努力，为梦想而工作，为早日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工作、而学习，为早日实现伟
大的中国梦而奋斗！

立足平凡岗位，始于平凡岗位，通过努力做好本
职工作，勤奋学习专业知识，刻苦钻研技能，掌握更
多知识和技能，从而化茧成蝶，华丽转身，让梦想照
进现实，收获美好的梦想，进而为社会、为国家贡献
更大的力量，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贡献更多的力
量！如此，更显难能可贵。

记得2015年加入交投集团的大家庭，成为奥体
分公司的一员时，起初对“保安”一职的概念与内涵
认识不足，片面地认为：奥体保安曰常工作不过是巡
逻，管理车辆停放秩序而已，既简单又轻松，与一般
单位、厂企的看门老头差別不大。但随着工作旳展
开，逐渐对奥体保安一职具有深刻的认识：奥体保安
不仅要具备超强的体能，要熟悉一场四馆两中心各办
公用房、各设备用房、各监控中心、各消防中心、场
馆内外各消火栓、各个火警报警按钮、各安防报警按
钮等等设施设备的具体分布位置，还需具备消防的基
本知识，熟练掌握消防灭火器的操作，消火栓的使用
方法，了解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工作原理，熟悉消防
灭火系统的工作流程等等。

2015年5月刚入职奥体公司时，由于对奥体一
场三馆两中心设备设施、火警报警、安防报警、烟
感报警等设施的具体分布不清楚，接到监控中心、
消防中心发出火警报警需现场检查核实的通知时，
我无所适从，不辨西东，找不着北，当时急得满头
大汗，好不容易才找到报警位置，解决问题。此
后，我决心掌握各设施设备的具体分布位置。通过
查阅奥体各场馆建筑施工平面图，深入各场馆内，
了解各设施设备的分布并画出图形，做好记录，经
过一段时间，终于将其深刻于脑中，完美地解决了

此问题。2015年 8月广东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前，
湛江市防爆支队到体育场开展排爆防爆检查工
作，到D区检查时，支队领导询问我：D区有多少
间办公及设备用房？我即时快速且准确地报出数
字，支队领导向我竖起了大拇指，给予我赞赏与
肯定的目光。

在集团领导和公司领导的重视和要求下，奥体
保安队不定期举办了消防培训、消防灭火演练、防暴
演练和体能训练。使我从对消防知识一窍不通到掌握
基本消防技能，基本达到扬敬选董事长在省运会期间
对我们提出的“精神振奋，反应迅速；设施良好，保
障有力，；环境洁净，力争圆满"的工作要求和工作标
准。奥体中心是政府的形象窗口，也是交投的形象窗
口，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交投和政府在人们心
目中的良好形象，所以在执勤时严格要求自己。着装
方面：衣服整洁、笔挺，帽子戴正，皮鞋一尘不染；
用语方面：礼貌客气、有理有节；走路姿势：昂首挺
胸，不徐不疾；指挥交通：大型展销活动或大型文艺
汇演活动结束后指挥交通、疏散车流时力求达到交警
的指挥水平，手势做到标准、正确。

为提高个人综合素质，工作之佘，我努力学
习物业管理、会展管理、消防安全等方面的知
识、技能，以期更好地为交投服务，为奥体服
务，为人民服务！

只要付出，就有收获。2015 年、2016 年和
2017年，我分别被集团和奥体公司评为优秀员工，
得到了物质上的奖励和精神上的鼓励，获得了全面
的肯定与认可。这是我在交投大家庭里收获的第一
个梦想。

为了收获、成就更多更大的梦想，我参加了全
国统考的自学考试，历时三年，现已全部通过15门
课程的考试，即将取得本科学历证书。这是我的第
二个梦想。

为继续提升个人综合素质，更好地做好本职工
作，我购买了一级消防工程师教材，自学了消防安
全技术、消防安全综合能力、消防安全案例分析等
科目内容。我给自己制定了目标：三年内通过考
试，获取一级消防工程师资格证。这是我的第三个
梦想。

保安的日常工作是单调枯燥且辛苦的。头戴炎
炎烈日，脚踏滚滚热浪，我们勇往直前；寒风凛
冽，风雨交加，我们不畏缩；踏着晨曦，送走晚
霞，我们在岗中。披风沐雨护奥体为人民安全呕心
沥血，合力齐心谋大业替交投发展保驾护航。虽然
辛苦，但非常有意义，为作为交投奥体的保安而感
到骄傲和自豪。

每当想起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的中国共产党
党员先辈们和广大人民群众为建立新中国而抛头颅
洒热血，这点辛苦又算得了什么，根本不值一提！
虽然我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俗话说“金无足
赤，人无完人”，而且我在不断地进步，不断地完善
自己。我期望早日加入党组织，接受党的考验与磨
炼，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为国家的伟大建设
而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是我的第四个梦想。

还有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许许多多更
美好更远大的梦想等待着我去收获、去实现。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坚信：
只要立足平凡，努力拼搏，就必定会收获许许多多美
好的梦想！

同事们，朋友们，让我们立足平凡，去收获梦
想吧！

回望新中国70年不平凡的历程，从站起来到富
起来，从改革开放到中国梦，七十年砥砺前行，中国
已巍然屹立于世界，今日之中国让人震撼，特别是"
大交通带来了的大发展"。而生长于这个伟大时代
的我，开始了我的平凡交通梦。

说起交通的变化，我的家乡徐闻县这些年可谓
是翻天覆地，面容一新，农村公路硬底化的建设覆盖
率达到了97%，在各市县（湛江市）中名列前茅，实
现了交通带动农业、渔业等产业多并发展的构想。
记忆犹新，儿时最向往的地方是镇上的集市，天气好
时我经常跟随长辈到市圩玩耍，购买玩具。这是儿
时最大乐趣。但一遇到下雨天，泥巴坑槽小路便阻
挡了我们前往集市的脚步，少了许多的童年乐趣，这
是儿时对路的唯一认知，没有勾勒出别的太多想法，
只是单纯的讨厌下雨天，这也许是我们同龄人中最
失望的事情之一。后来因为家里原因，我们家搬到
一条省道的边沿上,新址不远处就是这条省道的道
班。因小学时的伙伴大多是道班工人的子女，我时
常到道班院子里玩耍，耳濡目染，让我对公路养护有
了一定的认识，但也说不上那是梦的开始。直到
2003年，徐闻县掀起了建设农村道路硬底化的高
潮，“镇(乡)通村、村通村”等硬底化建设成为当时新

农村建设的代名词。在政策允许和政府的支持下，
徐闻县农村公路建设铺天盖地、热火朝天，处处皆是
修路者。民间也喊出了“想致富，先修路”的口号，人
人参与，到处可见欣欣向荣景象，似乎人们都在迎接
着美好时代的到来。那时，想成为一名修路者是小
伙伴们唯一的梦想，大家都觉得那是一个值得尊重
与钦佩的职业，当然，我也不例外。这是我对路的认
识的懵懂时期。

2008年我踏入大学校门，学习专业是城乡规
划。看似专业与交通方面无关，但深究城乡规划，
到底还是根据道路网络的建设来完善城乡区域的整
体规划。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活动中，导师们介绍了
东莞市著名的桥梁建筑——虎门大桥，又一次勾起
了我曾经懵懂的路桥梦。回校查阅虎门大桥的简介
与解说，瞬间被震撼了，那一刻让我真切地感受到

“天堑也能飞渡，人力巧夺天工”的中国智慧。也
在那时起，心中埋下了建造桥梁的梦想。毕业后，
我进入了徐闻县交通系统，在环雷州半岛一级公路
徐闻段指挥部工作，正式进入交通建设行业，开启
了修路塔桥梦。置身工地体会颇深，建造路桥是一
个漫长并且很艰辛的过程，日夜加班加点、日晒雨
淋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工作的不确定性也是一种
常态。人来人往，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坚守，靠的
是一种信念和梦想。回想有感，当你坚持走过这一
段，而这些艰辛又能成为你的一种习惯的时候，或许
你的想法会回到原来最初那个点，那就是筑路人是
值得人们的尊重，而平凡的交通梦也将会在你的心
中延续发展。

2018年中旬，我加入了湛江市交通投资集团旗
下子公司湛江市交通路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来到
这，我切身感受到了“平凡岗位展现不平凡价值的交
通梦”。此刻，我想郑重地向在一线作业的养护工人
们致予最崇高的礼仪，向路桥公司的一线养护人员
敬礼！我觉得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每当
我行驶穿越于海湾大桥、雷湖快线返回家乡时，都因
为自己是一名路桥养护人而自豪，橙色标志服的身
影显得很魁伟，他们似乎在修幅整理着自己儿女的
衣装，点缀着这座滨海城市的光彩，他们用智慧的双
手谱写着湛江公路事业的崛起，坚守保养着这份美
好的建筑果实。“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
干”，养路人的确没有什么惊天动地，叱咤风云的壮
举，一身灰尘泥巴，但他们是伟大的，他们是补路修
桥精神的体现者，他们凭着对公路事业奉献的信念
与梦想，以“位卑未敢忘忧国，平凡岗位赤子心”的精
神，向我们诠释了什么是忠诚，什么是奉献。无私无
畏，不怕艰辛，坚守普通岗位，默默无闻地工作，只为
给人们提供畅、洁、绿、美、安的公路通行环境。正是
因为有了千千万万的养路人，才有了阡陌纵横的路
网，才有了四通八达的平坦大道，才有了耸立在戈壁
瀚海的丰碑。我因我是湛江交投的一员，是一名平
凡的养路人而自豪！

今日，我国经济的崛起，综合国力的强大，人们
生活质量的提高，都离不开大交通带来的效益，而我
国的交通网络建设却离不开在一线艰苦奋斗的建造
者与养护者。他们的奉献不求回报，只因为他们都
有一个平凡的交通梦。

我有一个梦想，
让所有的种子都萌发希望，
让所有的花朵都开满大地，
让所有的星星都璀璨闪亮，
让所有的爱心都洒满人间，
让所有的路直通大街小巷，
让所有的桥贯穿东南西北。

我有一个梦想，
看交投集团的蓬勃发展，
看海湾大桥的秩序井然，
看海东大道的畅通无阻，
看雷湖快线的四通八达，
看奥体中心的巧夺天工，
看调顺大桥的雄跨两岸。

有梦的地方就有路，
有路的地方就有交投人留下的足迹。
有水的地方就有桥，
有桥的地方就有交投人洒下的汗水。
在路与路相通，
桥与桥相连的地方，
就是交投人梦想的天堂。

每一次，我看到放线、测量、取样、开挖路槽时，
每一次，我看到工地热火朝天时，
每一次，我看到铺路架桥十八般武艺时，
每一次，我看到攻坚克难时，
我看到了交投人不懈的努力，
我听到了交投人激昂的声音，
我明白了交投人坚定的初心，
我才知道桥有情、路有语，
我才知道每一座桥都有一种精神，
我才知道每一段路都有一个故事，
我才知道每一个交投人都有一种奉献和付出的决心。

再平凡的花朵，
都有寻求绽放的梦想，
再卑微的生命，
都有追寻不平凡人生的权利。
人生如江湖，
处处是苦难，
困难和挫折会磨练翅膀，
跌到了，不要心伤，
爬起来，依然向前，
我们披荆斩棘飞向高处。

昨天是历史，
今天是起点，
明天是蓝图。
润泽的是平凡，
七彩的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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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