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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拼命女郎”
王陈绩：
特殊岗位上的
“女人花
女人花”
”②

开得了万吨巨轮，守得住海洋安全
■全媒体记者 彭新启

忙应急、值夜班、爬机舱、做调查，她
干起活来就是“女汉子”……十年前，她是
一名船舶驾驶员，曾驾驶万吨轮航行于长
江口繁忙航道，如今，她是一名海事工作
者、是一名应急值班员、是一名海事调查
官，在深圳最东部 142 公里海岸线上奔走
着，与她的同事们一起，默默守卫着一方
海洋和船舶平安。她就是深圳大亚湾海
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王陈绩。近日，记者
跟着王陈绩乘坐海巡船来到大鹏半岛水
域体验海事一线工作环境。

江南女子加入“跑船”行列
“您瞧！在我左边便是大亚湾 2 号锚
地。去年 9 月，受台风‘山竹’的影响，一
艘工程船在那走锚，船上共有 73 人，情况
非常危险。我们通过海事监管服务平台
第一时间观察到这一情况，迅速组织调配
拖轮开展紧急救援，确保了船舶和船员的
安全。”王陈绩告诉记者，大鹏地处深圳东
部，被业界称为“海上能源重地”。作为海
事监管单位，大亚湾海事局 50 多名职工
守卫着 3 座万吨级油气码头、2 座液化天
燃气（LNG）码头、1 座核电站码头，该区
域每年有近万艘危险品船舶进离港。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活跃着 7 名女职
工，她们坚守一线，用行动撑起大亚湾海
事监管“半边天”，
王陈绩便是其中一位。
王陈绩来自浙江嘉兴，从小在海边长
大，对大海有一种深深的眷恋，梦想有一
天自己能够在大海里驾驶巨轮。于是，在
大学填报志愿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
海海事大学航海技术专业，从此闯进了
“跑船”这个属于男人们的行业。大学期

■王陈绩在大亚湾华安码头检查危险品船舶靠泊情况
间，王陈绩潜心学习、刻苦钻研，四年后成
功考取了无限航区船舶驾驶证书，并获得
“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的光荣称号。
2008 年，王陈绩报考了深圳海事局，
从此结缘深海，成为一名基层一线的海事
工作者。盐田海事处、通航管理处、大亚
湾海事局，一路走来，她从未放弃过最初
的信念。如今，历经职场十余年的磨练，
王陈绩对应急指挥、船舶管理、通航管理、
海事调查等海事监管一线业务“了如指
掌”，曾多次获海事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巾
帼建功女职工等光荣称号，去年还被评为
“深圳市五一巾帼标兵”。

扎根一线
守护船舶安全“生命线”
在王陈绩看来，每一次救援就是一场
与时间赛跑的行动。

中建三局二公司华南公司引导职工将环保理念深入
到建设工作中

72 名志愿服务者“植树迎春
植树迎春”
”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王艳 通讯员
吴清慧）3 月 11 日，
“守护青山·绿色发展”
主题公益植树活动在广州市华南植物园
正式拉开序幕，
中建三局二公司华南公司
的 72 名“春晖”志愿服务者在现场种下数
十株巴西樱桃、柠檬、番石榴等品种的树
苗。
据了解，参与此次公益植树活动的
志愿者分别来自中建三局二公司华南公
司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中山等地的建
筑工地。为了提高树苗种植的成活率，
更好地履行植树义务，两人一组对每株
树苗实名挂牌，每月进行跟踪养护，将培
植工作落实到每一个参与者，确保“春种
一株苗、秋收一片林”。
志愿服务者们已多次参与基础设施
工程、棚户区改造工程等民生项目的建
设，他们在城市的民生改善和生态保护
方面有着独特的感受。与钢筋混凝土打

了 25 年交道的女职工李群说：
“绿色植被
的防护可减少土壤、空气及噪音污染，有
效降低生态负荷，在绿色施工中效果明
显。在建筑企业工作，我们在环境改善
上有着更沉重的担子，更应当积极地参
与到全民义务植树运动中。”
如何吸引职工主动参与环保活动，
在公益事业中最大程度地释放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并将环保理念深入到日常
建设当中，中建三局二公司有着一套“秘
诀”。中建三局二公司华南公司党委副
书记、工会主席周始全告诉记者：
“ 企业
覆盖全国建立了数个志愿服务品牌，将
职工作为组织和参与活动的主体，融入
到一个长效化的机制当中，使大家将公
益事业作为企业发展过程中‘服务民生、
服务社会、服务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
节持续推进，切实让每一位职工担起环
保的责任。
”

彭新启/摄

2015 年 10 月 4 日 6:37，一阵急促的铃
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大鹏湾华安码头东
侧一艘施工船受台风“彩虹”影响发生走
锚，
主机失控，
船上12名船员危在旦夕！王
陈绩迅速赶往一线现场，发现该船已发生
倾斜，迅速落实应急救援分工，调配拖轮、
转移船员、稳定船舶、排水堵漏、检查溢油
等等，
经过近3 小时的救援，
该船12 名船员
成功撤离，
失控船舶得到有效控制。
2017 年 4 月 26 日下午，一艘 LNG 船
舶出现海上无法通讯的异常情况，王陈绩
接到救援电话后，迅速与同事登轮开展检
查，
直到晚上 9 点才成功排除异常故障，
并
对船方提出了安全管理建议。该船的俄
罗斯船长对王陈绩敬业的态度竖起了大
拇指表示赞赏，对中国船舶检查官高效务
实的办事作风给予了肯定。在王陈绩和
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
深圳港 LNG 海上运

输 12 年平安无事故，大亚湾辖区近 10 年
未发生海上污染事故，安全管理成效显
著。
“忙应急、值夜班、爬机舱、作调查，在
王陈绩身上看不到江南女子的特质，她干
起活来就是‘女汉子’。”深圳大亚湾海事
局副局长洪汇勇如此评价王陈绩。为搭
建起海上搜救指挥体系，王陈绩主动带领
应急指挥中心同事开展法律法规研究，携
手地方政府 23 家成员单位、辖区 36 家港
航企业开展专业调研，并于 2018 年 7 月率
先成立大鹏新区海上应急管理工作小组，
让水上应急救援工作日趋规范化。
王陈绩还是深圳海事局仅有的 2 名
女性持证海事调查官之一。由于辖区危
险品码头众多，休闲船舶作业点错综复
杂，作为一名海事调查官，查明原因，判
明责任是她的职责，不论是面对渔船与
公务船碰撞双方各执一词，还是对肇事
逃逸船舶“中达油 16”细致排查寻找蛛丝
马迹，她都能发挥女性温柔坚韧、观察入
微、耐心沟通的特质，并总结出一套“调
查＋调解”的工作机制，和团队成员一
起，高质量完成海事调查任务。
如今，王陈绩已是两个儿子的妈妈，
每天下班还得照顾孩子，直至深夜 11 时
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家人总是担
心她的工作环境，但她觉得“只要管理做
得好，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工作中，她
也一直践行着这个理念。
回顾过往走过的路，王陈绩笑着告诉
记者：
“面对学习、工作与生活，只有踏踏
实实做好当下每一件事，才有实力迎接每
一个挑战。
”

珠海金湾携手中建钢构举行“雷锋月”座谈会

职工齐议
“钉子精神”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郗建新 通讯员
张文昶 赵杰）3 月 12 日，
珠海市金湾区三
灶工友驿站携手珠海市西城社区养老服
务站，
并联合中建钢构珠海长隆马戏馆项
目、
中建钢构珠海长隆海洋馆项目的志愿
者，组织了“携手志愿行，共筑中国梦”为
主题的弘扬雷锋精神座谈会。来自中建
钢构的青年职工和来自各行各业的 37 位
退休老党员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大家就“什么是雷锋精
神、对雷锋精神的理解、如何弘扬雷锋精

神”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其中，在讨论对
“钉子精神”的理解时，来自中建钢构的
职工认为：
“ 钉子精神”就是把自己当成
一颗钉子，在祖国和企业需要的地方做
好自己的工作。”一名曾在大庆油田工作
的老党员胡争宇说道：
“‘钉子精神’还应
该是在人生中敢于挤、敢于钻，把自己当
成一颗钉子去面对各种压力和挑战。”而
对于爱国精神和敬业精神，78 岁的退伍
汽车兵周生，以他五十年的开车生涯从
未出过事故做出了完美的诠释。

中建五局东莞分公司组织员工爱心献血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王艳 通讯员
王探君 丁芝芝）3 月 13 日，中建五局东
莞分公司组织员工在南城区海德广场开
展“雷锋精神·热血传承”公益献血活动，
共有 40 余名员工参加。
在东莞市血液中心工作人员的指导
下，献血员工经过自助填表、体检、化验
等程序，符合条件的人员在献血车前排

起长队，踊跃献血。除了提前报名的公
司员工，其他听闻献血活动的员工和一
些路人也自觉加入献血行列，活动现场
热火朝天。许多员工表示已多次参加无
偿献血活动，他们表示，能够奉献爱心、
帮助他人，感到开心骄傲，也很值得，能
通过献血这种方式为社会公益事业尽自
己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