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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1年起，他先后在东江军分
区、粤中军区司令部任作战参谋，第
一次见到了相机。作战前要收集地形
情况，为研究作战方案提供参考。他
和侦察科的战友要提前外出侦察地
形，将看到的现场用手绘图和相机拍
回来。“当时有一个参谋就负责拿一
部德国莱卡相机，需要用菲林拍照。
相机是解放战争期间香港的同志从
九龙海关缴到的。”虽然不是负责拍
照，但有时他们调好光圈、快门，也会
让路华帮按一下按钮。冲晒出来的相
片，成为参谋部制定作战方案的重要
的参考。

“有时爬到山顶上，从镜头里看
到远处的风景都清晰可见，觉得祖国
真美。”路华更坚定了保卫祖国大好

河山，留住美好风景的决心，也让他
对摄影有了浓厚的兴趣。转业后，
1957年他被调到石岐车站工作。“当
时觉得中山到处风景都很美，于是常
借别人的相机到处拍。”

在他的《影像中山五十年》里，第
一张就是蓝天白云下，一辆汽车从绿
树掩映的弯道中驶出来。这张1957年
拍摄的黑白照片，漂亮的如同风景明
信片。路华回忆起那个秋天的午后，
他和妻子正在西郊公园散步，刚好看
到这一幕，于是他随手拿起相机就拍
了一张。用着借来的相机，路华陆续
拍了许多那个年代的中山风景照，岐
江桥、烟墩山、孙文西、青云桥……这
些相片都成为了如今中山珍贵的旧
影像。

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新生代员
工认为，传统的刻板的管理方式和工
厂氛围，让新生代员工觉得企业没有

“人情味”和吸引力，这是辞职的直接
原因。来自云浮、22岁的林嘉柳，中专
毕业后经朋友介绍到中山，第一份工
作在火炬区一家外资工厂流水线做
组装。“天天组装一样的产品，一样的
动作，每天 8个小时，每隔半个月调
一次白晚班，工作很平淡。”辛苦加上
觉得学不到东西，不到半年他就辞职
了。

小张是东区一家 24小时便利店
的员工，今年 19岁，他刚来这家店不
到一个月，也没有长期做下去的打
算。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同事基
本没有干完 3个月的，便利店比较自

由，管束也比较少，自己尤其喜欢上
夜班。“晚上来买东西的人少，玩手
机、听歌都可以。”

网友郑海航表示，员工说辞就
辞，大部分原因在公司。工资低，如果
不加班就养活不了家庭，工资福利不
到位怎么继续做下去？企业还是得在
提高工资福利方面想怎么留住人。

也有不少年轻人从自身经历中
体悟到“说辞就辞”虽然是个人选择，
但漫无目的地换工作只会荒废时光，
如果“熬一熬”也许就在磨炼中成长
了起来，稳定下来才能找到方向。网
友胡大仙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他
刚出来工作几年，干不到 3个月或 1
年就换，前 5年感觉完全荒废，后面
开始慢慢规划，踏实了很多。

市公证协会换届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陈娟）4月

13日，中山市公证协会召开第五次会员代表
大会暨第三届理事会换届选举大会。会议选
举产生了中山市公证协会第三届理事会成
员，市政协副主席、市司法局局长林少棠出席
会议。

近年来，我市公证协会充分发挥协会的
职能作用，全面加强公证行业规范化管理，服
务中山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中山市公证协会章程修订案》《中山市
公证协会监事制度草案》《中山市公证协会第
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中山市公证协会第
二届理事会财务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山
市公证协会第三届理事会成员，其中李粤杏、
植才坚分别当选为新一届公协理事会会长、
副会长。

林少棠肯定了第二届理事会为全市公
证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寄语新一届协会
会长、理事发挥好“头雁”作用，做到善于谋
划、精于管理、行于坚实，努力推动我市公证
事业新发展。林少棠要求，新一届理事会以
及全体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牢牢把握公证工作正确方向，进一步加
强公证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有信念、精
业务、恪诚信”的公证队伍；充分认清新形势
新任务，不断提高公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
力；要进一步加强行业监督指导，不断维护
和提高公证公信力；要全面强化协会自身建
设，不断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石岐区总结调解经
验编印《人民调解手册》

说身边事育身边人
助力基层矛盾化解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陈娟）记
者 4月 12日从市司法局了解到，由石岐司法
所编印的《中山市石岐区人民调解工作手册》
近日出版。该“手册”及时总结了石岐司法所
调解素材和工作经验，通过“说身边的事，教
育身边的人”，为辖区人民调解员提供生动教
材和实用工具书。目前，该“手册”已发放至辖
区社区、行业性、专业性等调解组织供学习和
使用。

该《手册》涵盖了石岐各级人民调解组织
近年来总结提炼的常用调解方法、注意事项、
档案制作要求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手册》
精选 10个典型案例，均为近年来发生在石岐
区并由基层人民调解员调解成功的真实纠纷
案例，内容涉及相邻权、婚姻家庭、人身损害
赔偿、医疗损害、工程款给付等多种纠纷类
型，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可有效帮助辖区人
民调解员学习调解技能、借鉴调解方法，便于
开展矛盾纠纷调处工作。

近年来，石岐司法所每年调处劳资、医
疗、涉农等各类民间纠纷300多宗。今年1月，
石岐司法所获“全国先进司法所”称号,成为全
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司法所。去年11月，石岐司
法所的调解经验吸引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
道《小区大事》栏目组到我市实地采访拍摄。

路华从事摄影创作68载，连续50多年用镜头记录中山巨变。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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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有关年轻人“说辞就辞”频繁跳槽现象的报道引发各方热议

“互怼”之后 寻求共识
《过了试用期就是“老员工”？》本报3月19日见报

后，经中山日报微信公众号发布，年轻人“说辞就辞”现
象引发热议。记者进一步了解发现，跳槽频繁是目前较
普遍存在的现象。新生代员工和用人企业各自“倒苦
水”，企业认为部分新生代员工心态浮躁，难以静下心
来沉淀技术，提升自我；新生代员工则认为，企业不了
解年轻人的需要，传统的管理方式留不住员工。专家表
示，职业精神中需要有“敬业价值观”，正是因为稀缺，
才引发共鸣和关注，这方面需要积极引领。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匡和平
曾主持 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专项《敬业价值观引领高职学生
社会责任感培育研究》课题研究。在
他看来，年轻一代成长的环境跟父辈
大不一样，而且大多数为独生子女，
种种原因造成了他们独立性和吃苦
耐劳精神先天不足。

他总结这一代年轻人的特点是：
好奇心强，容易接受新事物；信息丰

富，视野宽阔，同时过分依赖网络；自
私且受挫能力弱，相对缺乏团队精
神。成长的环境和就业导向偏重于技
能和功利性，导致他们认知结构对社
会缺乏适应力，潜质得不到发挥，更
无法应对各种竞争和挑战。在现实
中，年轻人形成了一种利己的倾向，
认为为自己争取利益合情合理，少了
对他人的考虑，少了一份责任担当，
有些年轻人对自己都无法负责任。

匡和平认为，应该在全社会弘扬
劳动光荣的观念，要公正对待劳动，
而不是鄙视劳动；企业也要担负起社
会责任，公正对待年轻人的劳动，不
要把年轻人视为廉价劳动力，年轻人
付出了劳动，要给予相应的劳动报
酬。他表示，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
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
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营造尊重劳
动的浓厚氛围，引领正确的价值观。

新生代员工：
企业要多考虑员工需求

企业：一直在改善用人环境但收效不大
用人方也觉得自己很“冤”，一直

在不断改善用人环境，希望多培养新
人留住新人，但往往一个很简单的原
因就“功亏一篑”了。

“饭堂的菜不好。”香山衡器人力
资源部高级主任周婧听多了这类投
诉，有些习以为常了。有的年轻人就
因为这辞职，还有人给出的辞职理由
是工作地点比较偏僻。去年底，香山
衡器公告停止一个华南现代中医药
城的募投项目。由于项目周边环境和
配套设施尚未完善，加上距离城镇中
心区比较远，公司为了照顾职工需
求，自建宿舍、开设接送巴士等，但离
职率一直比较高，怎样招人也不能满
足人员短缺的现状。

她表示，其实企业也一直关注
员工的需求，比如对于新员工，会专
门安排速度调慢的生产线，并且让
关键岗的老员工带着新员工适应工
作；工作地点偏远的地方，公司也安
排班车接送，但年轻人的投诉和离
职仍然比较多。后来公司因为招人
难调整了工作部署安排。“其实年轻
人只要肯坐下来，长期干，也能出成
绩；从普工到生产线骨干、班长、车
间主任，企业也会给予员工晋升机
制。”

中山市企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熊川也遇到这样的烦心事。
最近公司刚走了两名大学生，均只
工作了 2 个星期，其中一人主动辞

职，一人是被辞退的。主动辞职的大
学生能力比较强 ，公司本打算好好
培养他成才，也对他进行了挽留。但
这名大学生认为，这份工作经常跟
工厂打交道，他不太感兴趣，宁愿去
做更为新潮的新媒体。另外一名大
学生上班第一周，从来没有准时上
班过，经过提醒后终于能准时上班
了，公司专门安排了经验丰富的老
员工带着他去给客户做培训，希望
他能快速成长起来，结果他在培训
时打瞌睡 ，被客户反馈到熊川这里
来，这种行为对公司的形象造成了
影响，只好辞退。

周婧说，不少员工只看眼前，缺
乏长远规划。

专家：还需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本报记者 黄启艳 黄凡

九旬老人路华从事摄影创作68载，连续50多年用镜头记录中山巨变

为时代留下更多珍贵影像

说到路华，中山许多资深影友都听过他的大名。他拍
摄了许多中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珍贵老照片，还曾出
版个人影集《影像中山五十年》。可很少人知道，他接触摄
影，是因为战争。峰火岁月中，他一手拿枪，另一手拿相
机，拍下作战地形图；在和平年代，放下枪的他仍拿着相
机，几十年不断地拍摄田园风光、城市风景，直至90岁高
龄仍不停歇。他说：“祖国处处风光都很美，要想办法留
住。”

今年 92岁的路华，接触摄影 68
年，拍摄照片无数。在他家客厅墙上
最正中位置，挂着的却是一张合影。
合影中，他与几位老同志坐在第一
排，挂着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纪念章”。1927年出生的路华，经
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家里还曾
是中共从化县党支部在吕田的一个
秘密情报站。回忆抗日的峰火岁月，
路华念念不忘的是恩师李云。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特派员李云
以教师的身份到了路华的家乡吕田

车步围，明为办学，实为领导从北地
区党组织和武装斗争。李云在教学的
同时，还会讲一些抗日故事，教唱抗
日歌曲，如《松花江上》《黄水谣》等。
少年路华不仅学会了读书写字，心中
还慢慢燃起了爱国抗日的火苗。“保
卫国家、保卫家乡！”1945年，18岁的
他加入共产党，成为交通员，经常在
夜晚随李云外出工作或送信。在后来
的革命斗争中，路华又当过情报员、
指导员，在炮火中成长为一名保家卫
国的战士。但他从没想过这拿枪的手
有朝一日会拿起相机。

在炮火中成长为一名战士

退休后，为了能更好地整理照片
资料，路华 81岁才开始学习使用电
脑，还跟着时代的潮流去学习使用平
板电脑、微信、修图软件等。电子科技
大学的几位师生感动于老人的执着，
近年也不时前来帮忙，代他将一些资
料用电脑保存整理。“要做好一件事就
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接受新事物，学习
新东西，光靠老经验是不行的，就好像
摄影一样，不去学习了解最新的数码
相机功能，怎么可能拍得好照片。”

2008年，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

他出版了个人影集《影像中山五十
年》。2018年，路华又自掏腰包出版了
个人第二部影集《岁月沉勾——路华
摄影集（二）》。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中
山群众在孙文西路举行庆祝、1963年
的圣狮大队、1973 年的中山水上人
家、1983年的中山纪念堂开幕典礼、
1987 年外国游客在岐江桥头跳舞、
1994年正在建设的中山港……翻开
影集如同坐上时空机，体验着新中国
成立后中山70年的社会发展。但已出
版的两本影集还只是路华众多旧照中

的小部分，见证了中山五十多年发展
的他，很希望能为社会留下更多影像。

在他的第二本影集序言中，他写
道：“希望能够成为人们回眸了解祖
国历史，认识祖国今天建设成就的一
扇小窗。站在个人角度，今生业余爱
好摄影，又能为社会做点事，不悔时
间乐在摄影中。”

祖国处处风光都很美，烽火岁月
中他用枪去保卫大好河山；和平年代
里，他用相机去留住美景。这位老人，
用一生的奋斗来诠释对祖国的爱。

作战参谋学拍地形图

曾多次为《南方日报》供图
1962年，路老先生在中山县郊区

公社柏山大队拍摄的夏收照片在《南
方日报》见报后，就成为了他摄影生
涯的转折点。“从那时候起，我就成了
一个半专业的摄影记者，参加新闻报
道组，专门拍摄中山农业生产的照
片，供给南方日报社。”从 1962年到
1965年《南方日报》共刊登了路华拍
摄的 15幅照片。有时报社还会打电

话到县委办公室，让人通知路华去拍
摄一些指定题材的照片。如 1964年，
在平沙农场拍摄广州知青参加劳动
的照片，就是应报社的要求。

路老先生说，以前交通、食宿都
非常不方便，有时候去其他地方拍一
张照片，要第二天才能坐车回来，因
为石岐车站的一些线路一天就只有
一班车。

拍摄这些照片，用的都是单位
配给的或借来的相机。直到 1982年
离休后，路华才拥有人生中的第一
台相机。“退休后喜欢什么就拍什
么，人文、文化、环境、田园风光都
拍。”如今，他还常在自家的屋顶拍
夜景。他说，繁华的城市入夜后，灯
光成为新的风景，但这些风景常被
人忽视。

为整理旧照81岁开始学电脑

》》》上接01版
■加快建设大湾区生物医药科技国际合

作创新区
4月 2日，中国科学院药物创新研究院华

南分院正式落户中山，为中山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新添了一支“国家队”。研究院将集中双
方的优势资源，力争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具有
影响力的药物创新中心。生物医药产业是中
山的传统优势产业，产业基础扎实，相关企业
超过200家，产业链完善，国际合作基础广泛，
2018年实现健康医药产业总产值超过 800亿
元。《规划纲要》提出“支持中山推进生物医疗
科技创新”吹响了产业加快发展的号角。

梁卫华表示，为加快建设大湾区生物医
药科技国际合作创新区，我市正积极争取将
创新区纳入省重点工作和省落实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工作方案的重点平台，开展编制
创新区发展总体规划研究并拟定我市年度工
作计划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积极向国家和省
争取在我市开展生物医药创新、医药审评审
批、医疗保险改革等方面的政策试点。

目前，为发挥生物医药科技项目载体的
引领作用，我市为支撑创新区建设已开展了
多项重点工作。如已与澳门特区政府正式签
订《关于共同创建国家生物医药科技创新区
合作框架协议》；已与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签约
共建中国科学院药物创新研究院华南分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药学院中山学院等；已落地
推进香港大学与广东药科大学在中山共建生
物医药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分中心以及生物
医药创新平台等。

在此基础上，我市将进一步推动生物医
疗科技创新，加强与港澳在生物医药、医药产
品、基因技术、体外诊断试剂等方面高端医疗
技术合作，积极争取生物医药、健康医疗等先
行先试政策和国内外创新生物医药项目落
户，促进生物医药创新研发和创新医药成果
产业化，将创新区打造成为大湾区生物医药
研发和制造基地、国际高端医疗和科技服务
集聚区、健康领域高层次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并为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以及就业、创业、学
习、生活等提供更加便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