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12 专 刊

编辑：刘 杰 电话：6877832 版式：衡仙蕙子
2018 年 5 月 16 日
星期三 农历四月初二

地质改制创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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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陆煜
单 位：
人力资源部
职 务：
副主任
年 龄：
43 岁

陆煜：
陆煜
：
感恩中逼自己长成大树
陆 煜 口述
本报首席记者 田华英 记录
相传佛祖释迦摩尼曾考问弟
子:“一滴水要怎样才能不干涸？”
弟子冥思苦想：孤零零的一滴
水，一阵风能把它吹干，一撮土能把
它吸干，其寿命几何？弟子们百思
不得其解。
“把它放入江河中去。”释迦摩
尼说。
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一滴水，因
为融入了地质工程公司这条浩荡的
江河，不仅感受到了来自江河的温
暖和力量，更在河流中找到了自己
的位置，永不干涸……
我叫陆熠，今年 43 岁，是地质
工程公司人力资源部副主任。
43 岁了，但同事、同学和朋友们
都夸我年轻干练有朝气心态好，就
连儿子都夸我是“学习达人”……

奋起直追
这些夸赞其实我受之有愧，因
为这些夸赞，是地质工程公司这个
家给予我的，这个大家庭给予了我
像天空一样广博、像海一样深邃的
包容、关爱和支持。
1995 年 7 月，从独山子石油学
校钻井专业毕业，我经过“双选”来
到井下作业公司。
有了工作后才发现，学钻井专
业的女生毫无用武之地，我很着急，
好在实习时一次偶然机会被借调到
地质大队整理资料，由于工作表现
出色，一年后被选入地质大队，担任
数据录入员。
虽然实习时计算机学得快，我
被调到了地质大队，但那时的 DOS
数据库、偶然的程序调试，对于学钻
井专业毕业的我来说是陌生的，我
急。更让我着急的是，地质大队的
同事和师傅们居然都是高学历，一
抓一大把本科生，而只有自己是中
专生，身处其中的尴尬难受得让人
如坐针毯。还有让我着急的呢，这
些厉害的人特别爱学习，几个月后，
第一个教我数据库的师傅辞职到西
安读硕了，身边的人都在进步!
着急没用，只能奋起直追。
为了适应工作岗位，1997 年，我
报考了西安石油学院在克拉玛依电
大开设的计算机应用专业函授班，
在工作之余给自己充电、加油。
就在我安心工作、学习的时候，
1998 年，地质大队面临改制。
从国有企业到改制企业，从国
企干部到改制企业员工，一时间，大
队人心惶惶，
议论纷纷。
我对企业改制概念完全无感，

周围很多好心人告诫我，改制企业
今后的发展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劝
我三思而行，但我却毫不犹豫选择
跟随企业改制。怕啥，我还年轻呢，
大不了再换工作就是了。
没想到，
这一干就是 20 年。
现在想想，当时自己那份不怕
的底气一方面是年轻，更大的底气
则是在地质大队养成的积极学习、
积极面对困难的习惯和基因。
每年 5 月 8 日是地质工程公司
的节日，这一天，是我们从地质大队
改制为地质工程公司的日子。
改制后，公司的“内核”发生了
质变，大锅饭打破了，不论资排辈
了，能力为上了，而此前地质大队积
累的爱学习的氛围和基因在此时刻
开出了无数朵花。
随着公司改制，我调到了公司
企业管理中心，带领文印小组负责
公司的各类文印和资料工作。
在此期间，我还先后担任公司
共青团总支副书记、书记工作，和团
员们一起圆满地完成了为聋哑学校
打扫卫生、为地质公司和幼儿园老
师联谊牵线、组织承办以地质公司
冠名的 2000 年克拉玛依市地质杯
五人足球运动会等活动，也先后被
评为克拉玛依市优秀团干部和公司
双文明先进个人。
工作勤奋、有效率，2004 年，刚
休完产假的我被调入才成立的人力
资源部。
刚到新部门一个月，领导就安
排我到乌鲁木齐参加为期 10 天的
人事局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学习。
工作任务那么重，
一心想着单位
工作的事，
我不想去，
没想到却被领导
一顿教育：
作为管理人员，
不学习新的
管理知识，
光扎到资料堆里怎么能干
好工作……

胸有成竹
我认识到，学习和工作是同等
重要的，也才真正理解了公司一再
提倡的“工作即是学习，学习即是工
作”
的理念。
为了干好工作，从未接触过人
力资源管理的我开启了“边工作边
学习”的疯狂模式。
2005 年，通过国家人力资源管
理师技能三级考试；2006 年，通过劳
动类经济师的国家职称考试。
2016 年，担任人力资源部副主
任之后，经过一年的准备，我又报考
了国家级人力资源管理师技能二级
考试。连续两个月，每天晚上看书
到深夜 1 点多，儿子都夸赞我是“学
习达人”。8 月，我拿到了国家二级
人力资源管理师的证书。

拼命逼着自己学习，因为“身边
都是优秀的人”。
2014 年，跟随公司财务总监宋
咏梅到全国各大院校去招聘时，总
监的工作作风让我汗颜不已。
20 多天的招聘过程中，每到一
个城市和去一所大学招聘，宋总监
都对当地的城市和院校提前做了详
尽的功课，包括相关院校的背景、人
才培养情况等都特别了解，和院校
洽谈过程中胸有成竹，自信而有力
……

幸福满满
那一刻，我终于知道总监的自
信、优雅和优秀背后，都是精心地艰
苦付出和积累；我也终于知道，地质
公司的每一位女性，都特别自信的
原因了。
经过那一次，我明白了那句金
言：多跟优秀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
得越来越优秀，
至少有优秀的欲望。
让自己也变得优秀自此成为我
努力的方向。
地质公司其实是在用心培养每
一名管理干部。
每天晚上 11 点，我必看公司的
微 信 群 ，那 是 一 个 几 百 人 的 微 信
群。微信群的创始人是公司老总，
群名称是地质公司微信矩阵群。
这个矩阵群既是工作通知群，
更
是一个学习平台，从老总到普通员
工，都可以随时在群里推送学习内
容，
有人生感悟，
有管理心得，
有网文
推送，
有自家原创，
每有新文推出，
大
家就文章内容各抒己见，
即使春节期
间，
员工们也一边在微信群中拜年道
贺，
一边分享交流好的文章……
你一言我一语的过程，
拓宽的是
思维是思路甚至眼界，
积极向上不断
学习的能量也在彼此之间蔓延。
通过这些无所不在的学习，让
我意识到，管理是有引导性的，薪酬
制度是为公司整体目标服务的，尤
其是薪金福利制度的设置，更具有
激励、引导的作用。
现在，
我已经从原来的只埋头看
数据，学会了多学习政策、努力做到
学好政策、
用好政策的大局思维。
每年油田公司招考，地质工程
公司不仅鼓励公司青年员工报名，
还在考试前给报名员工放假让他们
复习，考上的员工该开相关技能等
级证明的都给开，甚至为考上油田
公司的员工送行，没考上的公司继
续留任……
地质工程公司业务全在野外，
工作辛苦，每年招聘新人和培训新
人的任务特别重，每年 11 月至次年
的 1 月，地质工程公司都会利用冬
休的时间对员工进行全员覆盖式培

训考试，各种各样的考核从未间断，
以至于有人因为地质工程公司考试
太多而辞职。
我们好不容易培养的技能人才
白白放走，关键是公司领导还支持，
刚开始，我想不通。
“不怕员工走，就怕员工不提
高，因为总有人愿意留下来。”老总
的大局思维让我明白了“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的真理。
工作很重要，
平台更重要。
每年年底，在大家相对轻松的
时候，却是人力资源部最忙碌的时
候，也是压力最大的时候。
在地质公司待过的人都知道，
地质公司机关的工作不好干，公司
领导管理要求高，外部市场变化影
响大，改制单位人员流动频繁，极大
增加了职能部门工作的难度，特别
是人力资源部，员工事务管理工作
更是繁杂、锁碎，太忙太累的时候，
干了工作受委屈的时候，离开的念
头也时常会冒出来，但最后，内心深
处的那颗对公司深深感恩心都让我
选择了留下。
因为没有公司，就没有今天自
信、幸福满满的我。
2004 年，在公司组织的一次体
检中，我被检查患有卵巢囊肿，之后
“恶性肿瘤必须尽快进行卵巢切除
手术”的复查结果，让刚刚当了母亲
的我和丈夫从幸福掉入冰窟窿。

失声痛哭
我和丈夫都是外地孩子，
父母不
在身边，
举目无亲的我们陷入茫然之
中，
只好机械地准备住院手术。
没想到，老总知道后，一边安排
公司帮助办理转院手续，
一边亲自到
乌鲁木齐了解情况，
在医生通知家属
在手术单上签字的那一刻阻止了手
术，
“这样的手术决不能轻易做。
”
后来，在老总的帮助下，我又找
了更权威的医院进行复查。
复查结果证明，那是一次严重
的误诊，所谓的卵巢囊肿不过是产
后的生理现象。
拿着最终的诊断书，我和丈夫
抱头痛哭。那喷涌的泪水里，有对
健康失而复得的喜悦，更有对公司
如父母般关爱的感恩。
不光我，公司的每一个人，每一
个遇到困难和走入困境时的每一个
人，都曾经和我一样，享受着公司如
家一般温暖的关爱。
这份关爱，让我们在感恩中成
长为一颗颗大树。
我更相信，当一颗颗如巨伞一
般的树荫手拉手连成片的时候，就
是地质工程公司最辉煌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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