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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公务员于跃：

努努力力工工作作，，充充实实快快乐乐

去年夏天，22 岁的于跃被五莲县
洪凝街道办事处录取，工作认真、待
人接物灵活主动的他，工作不长时间
就被派遣到五莲县政府办公室跟班
学习，拉开了紧张工作的序幕。

政府办公室的工作繁忙，每天要
从早七点多开始工作，有时要到半夜
才能结束。同时为了保证县内突发事
件能及时报告、群众反映问题能及时
受理，办公室的值班电话需要 2 4 小
时畅通，于跃对这个工作非常上心。

从单位到家只有十分钟的路程，
但是出于对工作负责，他往往一周只
能回家吃一顿饭，更多的时候，办公
室、单位宿舍就是这个年轻公务员的
家。

4 月 20 日下午，周末加班的于跃
在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刚
刚参加工作的那段日子，确实很难适
应角色的转变。一下子从家里的独生
子、学校的自由侠，突然变成了需要

承担工作职责、代表政府形象的公务
员，确实觉得压力很大。”

在去年临近春节的时候，因为下
班后有紧急工作，于跃忙到很晚才到
食堂吃饭。当时食堂的工作人员已经
在清扫卫生了，菜已经全部卖光，馒
头也都凉透了。

做饭的阿姨心疼他吃着咸菜和
凉馒头，就从留给自己吃的菜里匀了
一份给他。这让他非常感动，更加坚
定了要努力工作的信心。

如今，于跃参加工作也已经半年
多时间了，在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悉
心帮助下，他也逐渐熟悉了工作，领
导交办的任务努力去完成。

他自己积极调整心态，学会在繁
忙的工作寻找快乐。同时他还不忘给
自己“充电”，利用零散的休息和空闲
时间学习与工作相关的材料，不断提
升自己的文字水平，目前已经发表了
多篇政务信息。

1990年出生的贾贺，是日照市公路局
工程处的员工。说话时带着腼腆微笑的
他，在工程处已经工作三年了。

2011年4月刚进入工程处时，他被分配
到修理厂做机械修理工作。“修建道路的
这些大型机械，用时间长了难免这里那里
出点毛病。”贾贺说。开始的时候，贾贺是
跟着师傅学，师傅在修理的时候，他就在
旁边打下手，看着师傅如何将修理机械，
更换零部件。

修理时需要一丝不苟的态度，这是贾
贺从师傅身上学习到的。他刚进入修理厂
时，维修工人比现在少一半，为了能及时
将机械修理好重新去修建道路，贾贺经常
和师傅一起加班加点。很快，贾贺也能灵
活修理十几种机械了。

在平时修理的过程中，经常需要调
车，于是贾贺也学会了开各种机械。去年6

月份，他也开始上路开胶轮压路机了。
“第一次开是去整修青岛路，当时特

别兴奋，那感觉跟自己刚拿上驾照后开属
于自己的第一辆车一样。”忙活了一天，他

也不觉得累。
此后，迎宾路、335 省道、沿海公路、204

国道的整修也留下了他的身影。而给他印
象最深的是去年 6 月份的迎宾路大修，因
为在那里，他经历了上路开机械后的第一
次加班。

“因为那时正赶上旅游旺季，早点修
好了，就能早点为来日照旅游的游客提供
方便。”贾贺说，当时为了能提早修好，贾
贺和同事连轴转，最忙活的一天，贾贺只
睡了一个多小时。

夏天烈日炎炎，在闷热的驾驶室内开
着压路机压在近100℃的沥青上，对贾贺来
说是个巨大的挑战，但他更愿意把这看做
对自己的“磨砺”。

贾贺说，来到工程处这三年，他收获
很多。师傅手把手地教，让他掌握了牢固
的本领；领导在食宿上悉心照顾，让他感
受到了单位的团结；他和同事之间也建立
了牢固的友谊。

“这份工作让我感觉很踏实，我会好
好干下去。”贾贺说。

日照市公路局工程处员工贾贺：

能能修修十十几几种种大大型型机机械械

个人简介：贾贺，男，
1990年出生，毕业于潍坊交
通职业学院，2011年进入日
照市公路局工程处工作。

工作感悟：繁忙的工
作让我感到踏实，我会在
这个岗位上好好干下去。

本报记者 化玉军

中石化日照公司举近日办“岗位学雷锋 争做好员工”青工演讲比赛，来自机关和加油站一线的18名青工参加了此
次比赛。比赛过程中，选手们慷慨激昂、声情并茂，结合岗位工作，表达了如何弘扬雷锋精神，开展志愿服务，做到爱爱岗敬
业、岗位成才，在新时期充分展示青工风采。

编者按

任静，1990 年 11 月出生，
2011 年 6 月参加工作，中石化日
照公司市区片区管理科管理员。

据统计，日照市区片区仅 21

站一座加油站每月捡到的加油卡
就有200多张，经核实之后，里边余
额超5000元的就有30多张，超过
2000元的近百张，面对数额如此大
的诱惑，市区21站没有一起因为

加油卡丢失而引起的投诉，仅捡
到加油卡而受到客户高度赞扬的
已经超过百次。

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回忆工作
中点点滴滴，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雷锋精神我做到了吗？

我听见了，有的人在心里默
默地说：“我做过，但从来没有跟
别人谈起过，我觉得帮助别人这

是应该的”；有的人骄傲地说：“我
一直在做好事，帮助别人我也会
很快乐”；有的人说：“做好事？那
得看有没有好处了。”

反思自己，我属于哪一种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雷锋身

上所具有的“信念的能量、大爱的
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
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好写照。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以雷锋崇
高的精神信念为方向，大声告诉
全世界“中国这头和平、可亲、文
明的狮子已经醒了”；作为中国石
化年轻的一代，我要在自己的平
凡岗位上，发现身边的雷锋精神，
以他们为榜样，时刻自省自己的
言行，鞭策自己的德行，做一名乐
于奉献的好员工。

>>任静：努力学习身边的雷锋

>>户善利：捡到七千余元加油卡拾金不昧
胡善利，1990 年 5 月生人，

2011 年 9 月参加工作，中石化日
照公司五莲片区管理科管理员。

记得有次上夜班，凌晨两点多
巡站时发现自助加油机旁边有一
张客户卡，我怀疑是客户不小心丢
失的，我便把卡放到加油机中查询
了一下，这一查把我吓了一跳，这
卡上还有七千多元的余额，客户姓
陈，油卡也没有设密码。

我想顾客可能还没发现，不
能耽误了人家的正常使用啊！我
和同事马上去查看了当晚的监

控，发现有辆浙江牌照的车在半
小时前急匆匆在自助加油机加了
二百块钱的油就走了。

我们便叫醒了当时在站休息
的发卡员，通过发卡网点查到了
客户的手机号，及时跟陈先生说
明了情况，大约又过了半小时，陈
先生返回到了加油站。我们跟客
户核实了信息后把加油卡归还给
了陈先生，陈先生激动地握着我
们的手不停说谢谢、谢谢！

陈先生说，因为夫人身体不
太好急需去青岛就诊，路上急匆

匆的也没注意，这多亏了你们啊，
本身自己身上带着现金也不多，
路费全在这张加油卡上，把卡丢
了可就坏大事了，真是太感谢你
们了。随后陈先生掏出几百块钱
说，小伙子别嫌少，你们辛苦了，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我们连忙让陈先生收起钱，我
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客户的事就
是自己的事，这样一来所作所为就
变性质了。还是嫂子的身体重要，
咱有缘再聚。陈先生说：“好，那咱
有缘再聚，谢谢你们了！”，“祝您一

路顺风”。简单告别后，我们把陈先
生送出加油站，看着陈先生的车渐
行渐远。此时东方的天际露出了鱼
肚白，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就像雷锋说的那样，一滴水、
一束光、一颗粮食、一粒螺丝钉，
都应该发挥好自己的本职作用，
完成自己应尽的使命！我们员工，
特别是一线的青年员工，我们更
要像雷锋那样，乐观面对，转变观
念，开拓新境界，创造新生活，做
生活的强者，做困难的克星，争做
企业好员工！

>>郑钧之：身边“雷锋”层出不穷
郑钧之，1990 年 1 月生人，

2013 年 10 月入职，现在中石化
日照公司办公室工作。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
会自动成真。要想获得幸福，梦
想成真，就要辛勤劳动，诚实劳
动，创造性劳动。

在我们公司，存在着普遍而
积极的雷锋精神。例如市区的36

站员工张振华，在工作过程中，
捡拾到客户的钱财，及时的送还
客户，虽然是一件不起眼的小

事，却充分表现了一名普通员工
的高尚品格和良好的社会公德。

当然这之类的事还有很多，
又例如岚山片区的站长苗强在工
作过程中，及时的发现由于雾霾
天气造成车上的灰点较多，客户
在加油过程中擦拭车辆，影响经
营安全的问题，便购买了水管，在
加油站空闲处设立起临时自助洗
车点，为顾客提供了便利，也为我
们公司提高了声誉。这些看起来
的小事，却像星光一样，汇聚起来

凝结成我们中石化的品牌形象。
这都是因为我们中石化员

工在工作过程中辛勤劳动，诚实
劳动，创造性劳动。中石化之所
以屹立于世界五百强之列，正是
因为每一个以身作则，以雷锋精
神为榜样的员工。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在我的周围，都是一些优秀
的同事，在他们身上体现的雷锋
精神，让我时时觉得受益良多。
就拿最近的一次全市一线基层

档案干部职工最美档案人评选
活动来说，刘宗惠被推荐为最美
档案人候选人之一。

我们都知道她在公司工作
近三十年，一直任劳任怨做好档
案管理工作，工作经验丰富，为
人亲切温和。在平时的日常工作
中，更是严谨认真的执行每项工
作，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时，
还热心帮助他人。在她身上充分
体现了做人诚信、办事认真、勇
担责任、常怀感恩的员工理念。

日照市公路局工程处员工贾
贺。本报见习记者 李威言 摄

本报记者 许妍

个人简历：于跃，男，五
莲人，1991 年生。2013 年毕
业于山东农业大学，同年参
加山东省公务员考试，考入
五莲县洪凝街道办事处，目
前在五莲县政府办公室跟班
学习。

工作感悟：在很多人的
眼中，“ 90 后”还是些初出茅
庐的孩子，但是，走上工作岗
位之后，面对肩上的担子，年
轻不是出错的借口，唯有不
断努力进步，才能青春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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