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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0月份货量9,359吨，较去年同期增加1,157吨，增长14.11%，1～10月累计总

货量82,170吨，较去年同期增加8,334吨，增长11.29%。 

    对货站人来说，今年的十月过的比以往都要匆忙一些。 

 

 

 

 

 

 

 

 

 

 

 

 

 

    我们才刚刚从 “莫兰蒂”的袭击下缓一口气，正是一片狼藉，百废待兴之际。然而，国庆货量高

峰又如期而至，甚至比起往年都来的还要猛烈。 

 

台风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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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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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竟然如此曲折。 

那先给自己一点鼓励吧。 

 

 

 

 

 

 

 

 

 

 

 

 

结果嘛，这么难的事情，当然我们货站人才能

做得到。 

经过了忙绿的国庆黄金周，我们依然没有停下

忙绿的身影。 

 

 

 

 

 

 

 

 

虽然，忙绿的十月已经远去，但是，多年以后

我们或许会想起，一起在厦门经历的那场1949年

以来最大的台风，想起那些人，那些事。 

愿《家》刊能为货站人记录下，这些点点滴

滴，和那时的货站人，那时的货站人精神。 

这是在货站里的一颗被台风吹断的大树。 

 

 

 

 

 

 

 

 

 

 

 

 

 

 

 

  

                    （国际进港部/查德） 

公司为感

谢员工为

抗台工作

作出的努

力，奖励

“抗 台

柚” 

国际出港

理货组召

开业务骨

干经验交

流会。 

公 司 开

展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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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岗 位

练 兵—

—危 险

品 知 识

竞赛。 

我们还迎

来了新员

工们 

（接右侧） 

抬头看时，我们感

受到了对大自然的

敬畏。 

低头沉思时，我们

感悟到了生命的生

生 不 息，无 所 畏

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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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九月份4条新国际航线开通运营，深圳机场国际定期

班机增至19个。自今年开年以来，深圳机场已开通近十条国际

航线，今年下半年，深圳还将陆续开通多条国际航线。预计到

2020年，深圳的国际航线将达至48条。 

深圳机场在国际航线上的连番布局，在机场密集的珠三角

航空市场泛起了涟漪。深厚的产业基础、庞大的市场需求叠加

深圳的雄心，给深圳机场国际航线的后续发展带来巨大的想像

空间。过往深圳机场专注于内地，香港机场主攻国际的默契似乎正在被打破。 

虽然香港机场客运量居三大机场之首，但从增速上来看，广州和深圳机场更占上风。在货运方

面，香港机场连续第六年成为全球最繁忙的货运机场。2015至2016年度香港机场年货运量达到430万

吨，稳居全球第一。但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上半年，香港机场货运量首次出现了-0.8%的下跌，而广

州机场与深圳机场货运量均处上升中，其中深圳机场上升了5.1%。面对周边机场的进取姿态，香港机

场国际航空龙头地位是否无虞？香港航空业会否重蹈港口码头被深圳赶超之覆辙？ 

为了拉动当地经济增长、提升城市形象，中西部城市不惜重金补贴，推动国内外航空公司在当地

开通国际航线。比如成都、重庆、武汉、长沙、西安和郑州，他们不仅争夺国际客运航线，还争夺国

际货运航线。对于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形成一股国际航线补贴潮，则是因为目前航空业大环境不

错。一是国民出境游和外国人入境游数量空前增多；二是国际油价在下行，国际航线的保本难度下降

了；三是“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实施，需要中西部城市大

力发展各自的航空枢纽。 

民航管理部门于今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民航改革工

作的意见》中提出，要疏解北上广三大机场的非国际枢纽功

能，进一步扩大航权开放，优化国际航权分配政策，为航空运

输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更多的航权资源。还提出，要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航权自由化试点，研究出台（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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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一市两场”国际航权分配办法。其中，所谓的“一市两场”，指的是一个城市两个

机场。“一市两场国际航权分配”，则指的是一个城市两个机场，其中一个机场全部，或者大部分以

国际航线为主。 

从《意见》的核心政策精神来看，民航管理部门是鼓励二线城市发展国际航线的。可以预见，二

线城市的国际航线开通热潮将持续升温。随着中西部城市开通的国际航线越来越多，香港地区和韩国

的航空公司受到的冲击最大，因为过去香港和韩国，一直是中国内地的主要国际中转地。 

                                                                 （来源：南方周末） 

台风，亦称飓风，我们敬畏且慎重对待。今年的台风大大小

小，有建国以来最大的“莫兰蒂”、也有带来强风雨的“鲇鱼”

等。面对台风，厦门机场总是严阵以待、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每次台风，元翔货站作为一线岗位，总高度重视、提前部

署，在台风登陆前做好防台各项工作。管理人员根据防台检查单

带领员工对防抗台风准备工作进行逐项排查：对库区卷帘门进行

堵塞防止雨水倒灌；对库区漏水点进行接漏并转移货物；对库区

货物进行加盖并重点对危险品、锂电池货物垫高、加盖2层塑料

膜，防止淋雨受潮；检查车辆充电区域的用电安全；对机坪侧及

陆侧室外的杂物进行清理，防范机坪FOD等。确保台风侵袭货

物、设备不受损。 

台风过后，到处一片狼藉，满路都是倾倒的树木、铁片、积

水。货站也难以避免受创，这时，部门领导就会立即组织人员提前到岗参加抗台抢险。像“莫兰蒂”

这次台风，许多员工家中受灾严重，但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一接到班组长的电话，立即赶往公司。他

们顾不上交通瘫痪，道路积水，排除重重困难第一时间赶到公司参与救灾，甚至有员工利用休息时间

参与抗台。到达现场后，抗台救灾人员根据公司的安排开展救灾工作：优先支援清理21-22号机坪

FOD，确保航班的安全起降；其次对进出港库区进行清扫、排水和整理，疏通库外生产通道以最快的

速度恢复生产。面对救灾过程中的困难，全体员工众志成城，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

性，自己动手解决。整个救灾到恢复生产，国际进出港仅用了4个小时，取得辉煌的战绩。 

付出总有回报，国际进出港经受住多次台风的严峻考验，没有发生一起货损索赔。灾后的生产迅

速恢复，航班保障没有受到影响。这都源于每位员工积极的抗台救灾工作，他们就是这么一群最可爱

的人。                                                              

                                                               （国际进港部/叶小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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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是沈海高速线上的一座小城市。每天只有一路公

交从村庄路口经过，车头放着一个牌子，写着始发站与目的

站。公交不刷卡，全凭售票员报站，没人喊下车就不停。平时

都是各个乡里的老大妈大爷们，拿着蛇皮袋去镇里集市，再一

袋袋地放在车上，一到周末就满车的初高中学生，大家挤得脸

贴脸也只为了能早点回家。我就生长在这里，熟悉它的每趟、

每个站，快到站了吼一嗓子，没觉得哪里不好。 

上大学那年，我对爸妈说：“念完书我还要回来的。” 爸

妈笑我，你还没到广州呢。“家里挺好的，干嘛想留在广

州？” 爸妈继续笑，你还没去过北京呢。那是我第一次坐火

车，第一次离开家，哐哧哐哧，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接下来这

几年，我又上了瘾似的去了很多地方。 

我发现，公交车除了直接报站的线，还有数字的，还有英

文的，公交车上的报幕会有几种语言；过了收车时间，还有夜班车。广州地铁串起了整个城市，珠三

角轻轨每天上天入地。厦门的快速公交，每个时刻间接不暇。 

早餐不只有白粥粉条，还有肠粉豆奶、热干面；喝的不仅有可乐雪碧，还有北冰洋唯怡。一坨面

可以直接用刀削，一片片滚入汤海，也可以拉成毛细，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也可以扯得像裤带，满一

海碗吃个痛快。我喜欢早茶虾饺叉烧包，土笋冻里面的小虫，让我惊吓却又充满好奇，我吃臭豆腐吐

过，对卤煮恨之入骨，但对新鲜事物的尝试让我乐在其中。 

我喜欢，在广州看夜场电影，行走在霓虹闪闪的城市里，感受自己的渺小；在桂林山水间划船，

享受生活的静谧；在张家界的群山中呐喊，倾听大自然给予的回音；在古城间漫步，摸索历史的踪

迹。哪怕是下班时候凌晨的厦门，也给人不一样的感受。 

我喜欢到处去看，看不同层次的城市生活，看不同文化的风土人情。也许我的那一点点经历不足

以说明什么，但是如果我没有走出来，我或者连走出来的概念都没有，永远当着成语里面井底的那只

蛙。走出来我才发现路上不止有一趟公交，生活也不止有我以为我会过的那一种。对我来说，趁年轻

到处看看，是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毕竟有很多选项的选择才能叫选择。我宁肯生活的A是我浏览

完BCD后选出来的，也不要因为只给了一个A，我就选A结束。（接下页） 

 

    抛开碎片化的网络信息，文字无疑是记录故事最好的载体，里面是最真的

情绪，情感是伤人的利器，这样的文字充满神器的魅力。有时候，文字只是用

来记录平常的点滴，可能凌乱但我知道你会懂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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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大家都说“世界这么大，你要去看看”。但是我们也许没有能力到外面去看，于是我

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把自己的时间放在了手机上，手机上可以看到各地风采，手机上可以知闻天下大

事，手机上可以了解很多我们不曾接触的东西……这个是事实。但是有多少人看手机是为了拓展知

识，开拓视野？不出去走走，你不会知道原来雨后的天空那么清澈，原来天天生活的环境是那么美；

你不会知道，生活里面还有那么多善良可爱的人们；你也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比你辛苦一万

倍的人仍在努力。放下手机，身边即美景。 

少年们，多出去走走吧！                                  （国际出港部/谢蝶） 

这次实习，除了让我对企业的基本业务有了一定了解,并且能进行文件组操作外,我觉得自己在其

他方面的收获也是挺大的。作为一名一直生

活在单纯的大学校园的我,这次的实习无疑

成为了我踏入社会前的一个平台,为我今后

踏入社会奠定了基础。 

首先，我觉得在学校和单位的很大一

个不同就是进入社会以后必须要有很强的责

任心。在工作岗位上，我们必须要有强烈的

责任感,要对自己的岗位负责，要对自己办

理的业务负责。如果没有完成当天应该完成

的工作，那职员必须得加班；如果不小心出

现了错误，也必须负责纠正。 

其次，我觉得工作后每个人都必须要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努力提高自己的职业素养，正所谓做

一行就要懂一行的行规。在这一点上我在实习单位深有体会。比如，有的事务办理需要工作证件，虽

然对方可能是自己认识的人，他们也会要求对方出示证件,而当对方有所微词时，他们也总是耐心的

解释为什么必须得这么做。现在商业企业已经纳入正规化管理，所以职员的工作态度问题尤为重要，

这点我有亲身感受。 

最后，我觉得到了实际工作中以后，学历并不显得最重要，主要看的是个人的业务能力和交际能

力。俗话说熟能生巧，在任何工作当中，做得时间久了的时候谁都会做的，在实际工作中动手能力更

重要。因此，我体会到，如果将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知识与更多的实践结合在一起，用实践来检验真

理，使一个大学生具备较强的处理基本实务的能力与比较系统的专业知识，这才是我们实习的真正目

的。 

                                                               （国际出港部/马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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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多次路过曾厝垵，却从未驻足过，直到今日我和友人来探索曾厝安。 

    刚到厦门的时候是阴天，还飘着毛毛细雨，但这阴霾的天气

没有压抑住这个地方，一进村，处处弥漫着清新和文艺的气息。 

    往里面走就能发现这里有很多很有特色的家庭旅馆，里面的

装饰很温馨，很有家的感觉。 在这里每一家店不仅有特色，连

老板也都很有个性，玩音乐的，画画的，写书的……不愧是个文

艺青年的聚集地。这里的游客也都很热情，好几次遇到来自各个

地方的游客，很有趣，在梦旅人的后院跟我们一去烤火，聊的有

来有去的。想必他们也跟我一样，来这里找找文（er）艺（bi）

青年的feel。 

    晴天见是一家很有特色

的店，正如它的名字一样

“晴天见”——晴天客满，阴天、雨天就关门了，就算有钱也买

不到。他们家的冰淇淋很有名，每天只卖一个口味，7天7种口

味，最受欢迎的是抹茶冰淇淋！还有这里的苦艾酒，话说“一杯

苦艾喝下肠，往昔回事忆心头”，作为文艺青年怎可不试试看？

在吧台喝上一杯苦艾酒，听着音乐，顿时有种陷进回忆里的感

觉。如果心中有一个深爱的人，恐怕真的是“回忆过去，痛苦的

相思忘不掉……” 

    苏若然，安置若然，一份简单、舒适的感觉，就静静的开在

晴天见对面。她是曾厝垵最大的咖啡厅，也有西餐和美酒，还可以播放

电影和歌曲。环境很小资，但比鼓浪屿便宜。许多人会喜欢海鲜粥，小

牛排，还有鸡尾酒。特色的东西可能是玫瑰房、漂流瓶、老祖母式的手

工小碎花钱夹……  

    还有老房子精品店、三年二班饭堂、曾氏宗祠里面的西餐厅等等，

这些都只是曾厝垵的一小部分，在我感觉，曾厝垵像是一个迷宫，如果

在这里迷失了;如果在这里走累；找家店，进去随便坐坐，也会是一件惬

意的事。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曾厝垵，我会告诉他我喜欢这里的慢生活，喜欢这里的空气和独特的气

息。                                                               （国际出港部/晏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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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住在厦门，还是没有什么机会去厦门的管风琴博物馆，所以本文严格意义上不算游记，仅供

好奇而又不能亲自来厦门看的人们看一看而已。它位于鼓浪屿岛内地势最高处的“八卦楼”上头。每

年特定的一些时间会有专业的管风琴演奏员在这里演奏，可惜我们来的不是时候...... 

首先便是长得一脸“我就是镇馆之宝”的Norman&Beard教堂管风琴，据说是中国最大的管风琴，

这个大家伙同时可以兼备电动鼓风和手动鼓风两项功能，估计响起来整个楼都会塌掉...... 这个管

风琴有1350个音管和32个音栓，同时谱栏里头还陈列着看似逼格很高的乐谱，可惜像素渣，还远距离

有警戒线，拍不到音栓的特写。  

为了看得更清楚我还对这架管风琴进行侧拍和俯拍，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有两套鼓风器件和很多

里里外外的管子，音栓有多少，这个管风琴能够模仿的音色就有多少。 

Norman&Beard仅仅只是“现在”最大的管风琴而已，从2012年开始，有一架7000+风管的管风琴

开始修复，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尾声，很可惜我没有看到，没有机会一睹真容。 

三家家用管风琴，还有那种带镜子的，只不过我嫌丑没拍。上面的音栓特写，大家可以辨认一下

有哪些音色,也非常有意

思。 

最后要介绍的是这个很

有趣的自动乐器，这个东西

是电驱动，利用了管风琴的

原理，通过特制的打孔的纸

（“乐谱”）来发出声音：

上图就是“乐谱”，这不仅

仅能够操控管风琴的鼓风，

而且也可以操控乐器左侧的

响板和右侧的鼓。 

    其实这些管风琴并

不单单是乐器，更承载了许

多文化和回忆，如果有兴

趣，请你也去看看他们吧。 

  （国际出港部/蔡贤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