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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我的 家庭 

向 Rabbinald 

对亲爱的朋友 Pasquale,

谁的精神可以在和平中老

是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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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相信你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认为我的工作是

非常幸运. 在几乎十八年中它已经给我在整

个世界移动,见到新人们和知道不同文化的机

会.  

这个也许是我们一有的想法,上船航行轮船的,

特别对于喜欢我的那些海员的工作. 比这个

更错误没有什么是那里实际上.  

在假日,我在一正餐期间和某些我的登上尊重

过去同事讨论的过去之前,真是荒唐的写这书

在我的最后合同期间大约三个月前被放回原

位.  

从那时起很多东西已经改变. 那里今天是一

和工作时间有关新规则,假日在一个合同和另

一个时间之间持续,但是特别是,与在过去相

比,肯定有多得多的尊敬每一个人.  

为我船已经为了保命是一种春天板;他们已经

给我更好些的认识我自己和调和我的个性的

机会. 同时如果我设法使我的梦成为现实,我

必须要对航行轮船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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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在世界建立一间房子和现在分开居住在

另一个的我自己. 

但是上帝仅知道我必须为这个全体付出的价

格!  

我受到的损害从我的寂寞,处理人物，其已经

伤害我离开我的家庭,不能请求任何对他们中

的任何一个人特别是我是的援助远感情的很

多是试图的漏出. 从他们把在那时刻发生处

境归咎于一切和每个人.  

同时今天我发现有一些记忆仍然是在我的心

脏中的友好人们.  

仅有的那个是我过去经常向每一个晚上说话

的是我的日记.  

 我过去经常写作他们中的每一个合同二人.  

 它是唯一的我正打开我的心脏,关于我没有秘

密或者羞耻告诉它所有的.  

已过去的九月份,我是在菲律宾那里我现在居

住的菲律宾的北方中 Baliwag 中.  

在从 我的老房子迁移到新的那个之前,我正准

备我所有的材料和 同时包装各种各样盒,我为 

后面找到我所有的 航行轮船的日记,自那以来

其 1997 年 9 月 1 日,我 有的 白天开始向前板

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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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我是一个总是附属于我的母亲的城郊腼

腆男孩的时刻和用头脑套被我的父亲说什么

是圣经.  

我和一正常一不同除了肯定在外面任何偏见

或许过去经常举行我自己的揭幕式学习和仅

工作忽视我的有我的自己家庭梦.  

以后十八年最后那个梦见成为现实和这里在

Baliwag 中我已经建立我的房子和家庭.  

我再读那所有的日记最后十八年和搜寻他们

我再次在体验那些.  

后退上船我为新合同保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

加印,随着和你全体分担不总是是愉快的经验

的目的和在那正餐以后,我开始写这书.  

我不知道如果我将通过有我的精神饱满回到

过去机会再次做它.  

轮船已经给我钱,机会进行投资,力量和在饭店

生意中职业,但是我付给的价格仍然是非常高

是真实的.  

我的个性以及我的身份已经改变.  

我错过我的家庭的支持很多年. 我是不能在

他在医院中生活的极限几乎仔细处理任何家

庭典礼两次帮助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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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兴的东西我更多对感到遗憾的. 所有

的是在我身上的仇恨被最后满足的要求更多

平静地和我开始过第二部分我的生活.  

我不停地上船工作但是如今合同时间短缺得

多. 用四个月时间在船上,我们每一个合同仅

两个月假日之后度过.  

仍然几年和我正计划 从航行工业退休设法发

现一繁忙和同时照看我自己工作海岸方面娇

惯我的美丽猫.几年我在过去度过困难的 但

是他们已经毕竟给出他们的水果. 

我不想要使人们泄气和我一样但是我愿意仅

仅强调家庭的重要性,承担一个海员的职业. 

和你的心爱的人没打中几年不回来不幸返回!  

 

 

Michele  Villa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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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几乎十八年已经过去,我开始登上航行轮船工

作的是 1997 年 9 月的第一天,但是我仍然记住,

就好象它就在昨天.  

 与此同时我正在居留 Parco Salario 晚上门房

罗马的改变,在七月中的一个晚上它完全已经

开始.  

我刚刚完成大学作为译员和翻译和得到我的

度,从我的房子里出发,我总是已经想要和渴望

碍事过我的自己生活和虽然我已经有一份工

作,但是我一直在寻找另外一个离开的解决方

案.  

我的决定不被一个家庭和经济上的处境也口

授在那时刻非常丰富. 因为错怪选择和太多

的对他的朋友的信任,和他已经勉强整个家庭

深渊,我的父亲被债务的,上到他的脖子束缚.  

据说 从到地狱去 天堂一迅速使用但是是相反

的例如我自己的相反盒子,那个终年地留下未

来的几年的手势在生活中和在总和那个使一

些更好懂得和欣赏有他们价值的全部东西. 

我买"Il Messaggero",本地报纸,我在一般情

况下使用每一个星期五,做的某样东西已经什

么时候出版登公告工作. 我正浏览在接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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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旁边坐着页. 我的梦是要成为机舱服务员,

今天,我仍然做着梦,不幸对于我能不再被年

龄由于我的意识到的. 在,我的视力有关一小

结构页的根源停止的出其不意的同时,我正阅

读聘任. 一个酒席承办公司用设有总部使用

面谈 

 工作人员是在热那亚中上船航行轮船的.  

在那几年",爱小船的"神话仍然是有活力和进

入踢意大利人头脑的和在这次大意大利人航

行公司已经开始积累和开始的时间他们的大

容量运送.  

我决定就一片计划下列的晚上寄送我的课程

纸写传真机号.  

我做那样.  

到来在早晨,加工地方,大约十分钟回到我的,

我拨在机器上传真机号和发出我的提要. 我

不是对到达有信心这么多一因为直到那时刻

我已经从所有的那里我已经适用的公司收到

总是负应对圣歌,面试他们.传真机在热的纸

上印传送收据.  

第一步被走了. 在这个时候我必须等待一仅

可能电话.  

下列的在大约九点钟早晨,我的移动电话响. 

我回答尽快,为一在热那亚中会晤和一个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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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烈德国口音被称为 Helke 的女士告诉我

她已经收到我的课程和她已经发现它有趣的

和她正邀请我.  

也因为我没有预期某人将已经这么快和我接

触,同时,被使惊讶和使我迷惑不解.  

我答道我会以为关于以及其它等等它热那亚

从罗马足够极不在和随着夜班工作我将不会

能旅行和使会晤难堪.  

Helke 回答我如果改变主意,我想要和她给我

留下她的私有数在任何时刻和她联系. 

那我回来在我的工作以后休息认识到的早晨

移动但是我不能睡觉.  

我不停地认为或许那个将已经是正确的我的

机会离开和开始过我的自己生活.  

仅有问题在起作用是要被给予热那亚和请求

某人取代我两天.  

我和我的工作同事之一 Roberto 谈话请求他

包括我的责任两天告诉他我必须不解释太多

离开了两三天.Roberto 接纳我的请求和接受

包括我的权宜之计消磨离开.  

我回来呼吁 Helke 和她为会晤和我订约会. 

她是非常很高兴从我后退听见.  

  向集会的地方,她给我所有的必然信息和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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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我的父母我必须为一求职面试离开两

三天几.  

下列的早晨,我去那里我在的早下午到来的热

那亚抓住火车的. 第一我走了的东西是要寻

找 一个饭店 ,度过晚上和我能为一近阳台找

到普林西比岛的地方但是比一个饭店更多,它 

在低价格是一个青年招待所的. 

它是唯一的我能提供的然后我没有任何另一

选择.  

我得到房间和改编我的东西;以后我断定闲逛

因为那个是也我的访问城市第一次,一点儿在

整个港口区域.  

同时我正也想一想第二天下列日子. 晚上要

很长时间和我没有管理围绕一个作家准备讲

稿变成一皱纹怎样在会晤第二天和思考检点

可能问题能所能是的的行为.  

最后早晨落到很早些时候和我去招待会,我镇

定我的单子在附近和我去一个酒吧罢工吃早

饭.  

晚些时候我朝着经由 Dei Marini 抓住一辆出

租车. 这个是 Helke 已经给我的地址.  

当我到达我的目的地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一

地方我没在怀孕了中. 我是船舶修造厂的有

点,用含有全部结束移动食物项目卡车和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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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一处叉子-抬起的夸张的交通. 我是几乎

害怕已经达到错误地方.  

我打开我的袋和再次检查没有问题是在正确

地方中的本领. 然后我看见另一人们和我相

信他们是在我的同一处境中. 我找问如果她

为会晤在那里一个女孩商量. 她对我微笑和

点头,因此我加入组和同时如果我确切地记得,

我们沿着四楼越过广场然后上楼梯.  

这里被找到和我联系的酒席承办公司的办公

室.  

我们同时是大约十五人. 我们被使在一间在

一张大长方形的桌子周围房间中接纳. Helke

女士站在在我们前面面对的地方,一旦通过会

晤,就,和她开始给我们一些普遍信息和航行

公司关联,我们理应用柜台操作员的作用工作.  

第一当它可以似乎是共用东西时,我们中的一

些问的东西是所提供的工资. 为第一或多或

少等于 一百六十万里拉合同 0 美国美元. 

我的那时候薪水是仅一百二十万 lire. 所以

为我提供工资已经是较好得多的,也认为一个

月 我 已 经 犯 八 十 万 lire 三 年 返 回

Findome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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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两个候选人站起来和离开说他们

是并非有兴趣. 我正思考: 那个是好! 至少

我将有更多机会.  

那时我们开始为会晤真正试验,换句话说证明

是外国语言语言的知识试验.  

我们被给一文本被用英文从意大利文翻译,很

简单我将说,把轮船,请求得到招募人员的航行

公司已经的在出售中使的旗帜船下水的和对

新的描述联系起来.  

以后我们随着某些谈话以一个口头试验结束

和处境和在英语,法国和德国或者西班牙语中

饭店生意关联.  

由于我 已经对饭店经验很了解,我从那观点

感受到我自己非常舒服.从高中学校的时间起

了解外国语言已经总是是我的激情. 此刻我

能流利说六种语言.  

为午饭时间已经到来和同时试验的结论.  

最后的那个左边是一个人的和 Helke 的会晤.  

征兵人员没有为我们提供午饭服务我们在那

里能吃一些小吃,和我们被告诉在附近有一个

酒吧.  

大约两和三十在下午,在回来去罗马抓住火车

之前,我回到到办公室与 Helke 进行最后的面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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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邀请坐在一间房间,其连同 Helke 有四十

岁,没有怀疑其将不通过的另一个人,一个大约

三十五-的高,微小和美丽妇女的上在任何人的

眼睛中不被注意到的. 

她的名字是维罗妮卡. 她是非常有礼貌和有

礼貌和在已经邀请我不必拘束之后,我们开始

最后会晤.  

如果 i 上一艘航行轮船的有一上船申请一工

作特殊理由和我怎样在等待生活要是,我被问

我.  

我的反应是清楚和简明:  

"我认为它是和爱小船"不同一点!.  

维罗妮卡回答我微笑:  

"这个是肯定"!  

会晤随着告别的通常句子维持大约十五,二十

分钟:  

"我们将尽快,在一个星期"以内你让你知道.  

我正思考: 这里是另一个在水中洞! 或许我

将去已经避免来这里,因此我能已经省一些钱!  

我从未是一个忍受人和仍然今天仅仅等候了

甚至一单一的分钟的想法使我挫败.  

那样我对女士两者说再见和离职. 为了回到

罗马,我去火车站再次抓住一辆出租车. 或多

或少以前一小时我仅仅等候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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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火车接近 Civitavecchia 到来的时候,我的携

带式活动电话开始响.  

我知道它是 Helke!  

它不能除此之外是,我没有预期任何其它呼叫.  

我已经表达我所有的为通过那会晤所作的努

力!  

我确实应该得到一对这一切的酬谢!  

我接电话, 对于其它新的信息和信息此外和它

是确实她的宣布我被认为是我取得工作的资

格和她将已经和我联系. 

我已经把这个全体认为是一命运,最后, 向不

稳定 处境其把在的在那些几年我的一生中黑

暗,最后答案描绘成一复苏的记号向前我的所

有的挫折和问题. 

我到达家对任何人和我没有提到任何事情.  

我也必须返回 Parco Salario 夜班将就一下.  

我的母亲问我怎样会晤已经去在一个星期以

内左右和我仅仅答道我将已经有一些新闻.  

那晚上在起作用我是在一好情绪中很充满喜

悦和松弛的和它还没有在我身上发生在非常

一些时间中.  

最糟糕的已经结束,会晤已经不错和我正给一

新生活和职业创造条件.  

我需要仅仅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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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完成我的在六早晨但是大约十一午后

点的改变 因为他已经突然有一承诺和他不能

来对时间产生影响,Roberto 给我打电话 请

求也取代他在早晨一中. 

我接受. 此外我欠他已经一惠助.在早晨九点

钟我的 cellphone 再次响. 这次是维罗妮卡

女士关于我的时间表告诉我.  

所有的准备好下列的星期.  

因为我没有预期它能已经那样快发生,我是几

乎石化.  

当然我 展示我的高兴和感谢,若非在一个 月

中,因为我必须辞去我的被随着一正常合同使

用当前工作的职务, 但是 我 回答她我不能上

船. 

维罗妮卡是非常同情和告诉我事实上没有真

的问题和 9 月 1 日我将有连接处对我轮船 在

巴里让与财产. 

我在起作用给我的父亲打电话和我告诉他我

已经受到确认任务.  

他问我如果我将接受它.  

我的反应清楚是一"同意"和不两次思考决定. 

在电话的另一面方面有一安静的时刻. 我的

父亲也大概了解到我离开家的时间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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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rizio,居留的主管没有舒适采取我的请求

辞职和请求我留下. 我拒绝它.  

那个八月的月把一眼睛的闪烁传入.  

我再一次回到热那亚. 我那时间乘汽车去和

经过马里奥,我的兄弟辈伴奏.  

我为最新细节和有裁缝的车间的地址以前收

集我的制服什么地方上船再一次有一次和维

罗妮卡的会见.  

我被也告诉跟随过程和要求文档.  

和平常一样维罗妮卡是非常友好和好说话的

和仍然今天我随着伟大影响和尊重记住.  

她问我如果我有很少一点更多问题要问. 我

问她如果有机会偶尔去远足和什么样的种类

的衣服我是所谓出产和我.  

她微笑和她给我分配轮船的行程.  

在夏天和加勒比海岛上的土著和在冬天中地

中海的. 她也建议给不同的用于将已经发生

的各种各样乘务员党的布带来向前板,谈一些

那里友谊和乐趣是有关第一线的环境.  

我相信任何人将已经是随着已经找出这样一

工作的观念十分引起! 在全世界旅行和获得

乐趣!  

在我前面未来无可置疑是难以置信. 它是就

象已经在抽数码赌戏中赢得一累积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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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幸是在那时刻我有的想法.  

仍然今天人们有的趋势要相信海员有一个非

常惊险和舒适生活但是现实一次和什么起作

用和勘探不同得多是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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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八月第 31 在清晨我和我的家庭留下罗马向巴里.

在小汽车,一黑爱法罗密欧 164 里面,我是连

同我的父母,我的姐妹和我的正驾驶的兄弟辈. 

旅程是相当长和非常安静. 我正连续不断想

一想我的新工作和它将有什么种类的冲击骗

我. 我正也看我的母亲的脸真的我的选择地

和我非常了解她并非高兴; 我是孩子的最后

仍然留在家以某些方式和她是也意识到被我

的 做出决定井被目前境况迫使.或许我将已

经必须留下和帮她更好些应付临时,其我也身

边带着结果留下记号剩余物十五年的我的生

活的情势至少我的支持地. 有时将是对有一

水晶球要对我们中的每一我们之一人搞清未

来将确实保留的必要的. 它将帮助我们处理

毫无疑问,做出正确选择和更好些管理处境其

能出现的. 一些以和我的父亲词交换但是有

关没有什么. 关于中午我们去巴里到达和我

们寻找一地方吃饭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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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我们在一家典型餐馆中吃午餐,但是食物

是特殊没有什么,和在午后 01.30 点我们正寻

找一个饭店我度过晚上. 我们在闹市区中发

现一. 和我的父母告别根本不是值得怀念. 

我的父亲仅仅不时吩咐我是小心和到家打电

话. 我的母亲和我的姐妹没有说一专一词. 

下午很要很长时间和我在房间中花费它听音

乐和阅读一点儿. 也因为我是缺少现金,我没

有就象罢工感觉.  

饭店房间被我的父亲付和 我我身边带着 仅二

十万里拉,或多或少在当前交流 0 欧元. 

下列的早晨我把饭店遗留在大约 09.30. 因

为轮船到达计划中午,它是并非对早些时候去

港口必要的. 我抓住一辆出租车和在大约半

支莲我已经是在等候桥墩靠码头轮船. 我问

一个人谁在那里一些信息.  

幸好他是我们港口代理人. 相信我是一个上

船客人,他吩咐我留下行李在桥墩找到笼子之

一前面面对. 多谢我对有敏捷的上帝告诉他

我是一个乘务员成员.  

从在热那亚中总公司我没有收到任何在关心

中非常特有信息.  

维罗妮卡仅仅告诉我和我将已经必须的一同

工作接待员领班被命名为 Manu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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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轮船用我的紧挨着我和我行李被延迟

的,所以我正坐在一根系船柱的顶部上的正等

待轮船到达. 

进入与此同时我正也环顾四周注意到准备好

进入一会儿上船另一人们.  

它不肯定是类型的我正寄希望于的客户但是

相当相反的.  

有多组人们,大概家庭,其去港口伴随新度蜜月

的人为他们的蜜月航行搭伙的.  

调和那里是表现,看起来他们必须动身去一世

界旅行或者永远移居,不反而意识到那个他们

正仅仅很少一点英里离开的方式. 人们能听

例如短语:  

 "不忘记当你是到国外"的时候,打电话,和他们

似乎是随着"到国外"词强调一不可逾越的距

离或者那些正去的人们的状况休奢华的和难

忘假.  

它必须对于那样大概最被也认为他们的它是

第一次他们正离开他们的家的和上船他们是

非常笨拙和为每一个小东西需要帮助.  

不幸在上可以看到在轮船上一能碰在一起的

电影,这个客人的和不是多数非常达到妇女,寻

找他们的意气相投的人,出名演员和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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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前后 我开始仍然在一远距离方面看见轮

船和她似乎已经是非常巨大. 

在午后 01.30 点第一移居事务长向允许我的

组 ,使乘客开始 为在巴里游览和在很少一点

分钟 Robinson 以后离船登岸上船来自甲板三

进出通路和护送我向卡房间位于甲板七向完

成所有的上船过程. 

至少现在我是上船和长和一阵阵等候已经结

束. 

不久我将已经开始钻研在一国际环境中招待

会.  

完成各种各样移居过程,Robinson 去 Manuela

的位于甲板五的办公室伴随我.  

我被非常好心接待在那时刻,在她的办公室中

和我被也向她的父母介绍为一航行是上船.  

 我被 在英语,法国和德国中 问一些普遍关于

我的工作背景的信息和 简洁谈话的经验测验

我的外国语言语言的知识. 

Manuela 也对我说她已经从与我的技能有关

总公司已经受到正反馈的和这个当然给我一

额外推动和一强烈的尽快,开始的愿望.  

她给我小旗帜,把别在和知道语言有关短上衣

上. 四旗帜. 我感觉到确实以我自己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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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以后她去我的小屋伴随我,甲板五向前

数目为 50005.  

非常小但是单一的!  

对于我它挺好,我发现它非常舒适和从开头起 

舒适. 

我开始打开我的行李再次和当完成的时候,我

回到她的到办公室.  

Manuela 我问如果我我已经身边带着所有的

制服和她加去饭店商店收集我的时期制服和

失踪的附件.  

我问她礼貌请求某人护送那里我不要还是熟

悉轮船布局. 她呼吁 Enrica,一个从开头起

她对于的尽最大努力的造成我那不勒斯人女

孩费神.  

还推理未知!  

什么时候我从饭店商店收集所有的必然附件,

我回到我的小屋,我穿制服和我重新回到信息

办公室.  

除了 Paola 以外,一个秘鲁人女孩,我从开头

起发现一非常敌对环境;我的同事是充满着愤

怒和苦涩. 这些之一作为征兵人员基督教徒,

一个非常被糟蹋掉的家伙,一名向前板和不久

把摩纳哥弄进去更前事务长领班的儿子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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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的公司是. 他没有犹豫是否像一伟大

名人炫耀夸耀他有"联系". 

他也是非常接近 Enrica 和它是对于我非常困

难适应那环境.  

如果我正请求得到一信息,我被不完全的和清

楚的蓄意使我成为错误给它.  

那样我一结束我的为我维持一白天十一小时

是一个品牌新雇员工作办公室的改变,我过去

经常立即去我的小屋.  

我也宁可吃我的单独有不要有处理我的同事

任何事情秩序饭.  

在晚上,我请 Manuela 到两个星期的工作之后,

已经当我是海岸方面的时候,从前做它.  

因为两前一天她有一和 Chiara,夜班接待员的

分歧,她也承认我的请求.  

Manuela 是是和我相信她仍然是尽管从几年

现在一个可爱和有理解力的女孩我不和我至

少听到来自她的消息但是当在一好情绪中的

时候,我必须不幸加和用 a 缺点:  

如果她没有喜欢某人,她正考验完全她最好困

难的时间随着一点机会取得成功给出这个人.  

我以塞布丽娜,一个从米兰领班真的是在很好

和我们接待员的关系中的女孩开始夜班. 我

们俩作为在一艘完全和在那里我工作的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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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饭店不同轮船中接待员是新和在第一工作

经验.  

语言知识由于我的 Manuela 指示我在电话开

关板旁留下. 我被仅仅给几指令怎样向前使

用它和我向同样地通常某些我的同事询问的

同时他们不要给我恰当信息和解释是非常小

心.  

在那晚上,我的头之一,在大厅中心地区中全景

的电梯之一停止和一些内部客人一同工作.  

我是意识到我需要从引擎部门给某人打电话,

但是我没有认识详细谁. 所以我开始检查电

话簿和我拨总工程师的数目,相信他是负责人. 

不幸在早上 02.00 点他被唤醒和他对于这个

是很失望.  

我们说坏消息比好那些更迅速扩展!  

下列的 Manuela 被已经为另一战争世界准备

的早晨.  

她在办公室好像尖叫方面给我们打电话 a 疯

狂,已经已经被告知事实. 她也在等待我相信

a 严厉从 Roberto 责骂我们饭店主管.  

她没有请求得到任何解释和她没有想要听任

何借口.  

她仅仅告诉我们: "你们俩在心中是退休了低

能者和先天愚型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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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记得她使用也什么样的另一进攻性词

描绘我们.  

如果我是身体很好留下那工作和告诉她:"与

你"性交! 我将已经不要两次思考.  

不幸我不在那状况 被动地和仅我必须接受那

词滥用. 

塞布丽娜被立即从夜班开除和用另一女孩,西

尔维娅代替. 她在开关板旁也取代我和我被

移动到前部书桌.  

Manuela 没已经考虑到一小细节:  

西尔维娅让一语言知识与我家的人和她不能

说德语相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较低.  

那样时间的绝大部分,我必须在前部书桌中断

我的工作为她和当一语言障碍出现的时候,接

电话.  

两 三 以 后 几 天  更 早 到 达 在 土 耳 其 中

Kushadasi,另一问题发生.我们为那一群三百

居住在的已经预订在所有的靠泊港中私有游

览的航行让上船板.  

旅行领袖已经请求在早晨在七 o 钟旁给出一

个在每一个人小屋中催醒电话.  

Manuela 为这个 标示基督教徒 在完成他的轮

班之前,和他向移交忘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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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的早晨,我看见他在对我和西尔维娅有效

的他忘记他被给分配的任务 06.00 在今天上

午的和向移交非常早些时候到办公室的它. 

我们中的三人开始给所有的在他们的小屋中

组的客人打电话和在早上 07.15 点之前我们

已经给出所有的催醒电话. 事实被再次向

Manuela 的这次逐字使另一丑闻成为的耳朵

报告大声喊叫再次和使用一种亵渎的语言. 

她似乎是神经倒塌靠近一.  

这个的结果是,被给像平常一样,谋杀地让前

一晚上已经在 10.00 晚上在完成她的轮班的

我和塞布丽娜离开一写作警告和基督教徒因

为不可接触者. 因为她是并非负责的,西尔维

娅没有得到任何事情.  

我问 Manuela 那决定的理由和我被给的答案

是:  

"你在生意中是新和你必须为它"付出代价!  

极限是甚至 Nathalie 也得到一个法国女孩,其

不是甚至在办公室,已经在黑暗中为事实完全

完成她的在午后 07.00 点然后责任中的发生

写作警告.  

每天歧视和偏袒的插曲变得越来越共用和我

被使开始够了有环境和工作指责我自己做出

的选择那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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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约早上 09.30 点,我完成我的轮班和我已

经也结束 出席 Manuela 的据我看来是未被证

明为正当的丑闻.所以在那个以后我重新回到

我的在床上小屋和就座,我开始恳求把什么正

发生归咎于一切和每人挫折和失望对我. 

在大约午后 02.00 点 Manuela 给我打电话请

求我回来再次到她的办公室.  

我刚刚睡着了!  

我对她答道五分钟我需要穿好衣裳.  

我穿上我的 制服, 一 指甲肉当着我面冲洗和 

从我的小屋 出去她想要还有什么的思考. 

她在她的办公室中欢迎我微笑在家里和请求

我成为我自己. 以后如果我好吧是和如果第

二天,在 Volos 希腊的港口中我是有兴趣,她

向我询问在游览中护送一群德国客人.  

这个当然被应该是在我的工作轮班以后做.  

我给出她的建设性答案,和我为建议感谢她.  

她也接着说从那一天在午后 04.00 点她将已

经使一训练我们全体计划开始公司新. 它几

乎是在我的休息的中间. 我回来答道它好吧

是和我请求得到批准离开.  

提到下列的几星期或者记住是不价值.  

因 为 我 不 能 在 午 后 02.00 点 以 前 和 在

04.00p.m 睡着了,我感觉到完全疲惫不堪,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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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醒来被为维持大约二十天的训练程序为提

供衣服.  

在我的夜班轮班期间与此同时我是在办公室

中,我开始再次为我的提要做对其它公司送信

希望发现某样东西较好的准备.  

工作量和压力是如此强烈在办公室中若非为

严重问题或者发生处境,我们不要谈论彼此已

经点达到以至. 

这个是并非但是对轮船的整个饭店部门和那

里我工作的仅信息办公室有关. 当他向前爱

时,从事务长领班或者饭店主管极大的压力的

被呼吁,那我有 我已经上船的 以后几乎两个

月碰在一起机会. 

在午后 09.30 点一晚上,我 为 我的 轮班去办

公室 和什么时候到来我注意到不管怎样如果

他们已经已经结束 工作,我所有的同事在那里

站在在外面书桌. 

再次一个极大问号向上放进我的头脑.  

"什么正根据现在"? 我向我自己询问.  

我输入在发现 Manuela Roberto 和 Jorge 后面

办公室和我中正把是的现金漂浮物算在内的

行政主管被为小费钱交流书和邮票销售等等

把托付给每一个操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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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她有的盒方格图案,一大的量的钱正已经

没打中以来,Manuela 在脸中是黑暗. 我们过

去经常当我们是破产的时候,向我们现金漂浮

物"借钱"和我们一得到我们薪水把它推迟了.  

轮到我来我被问打开我的安全盒.  

我用现金漂浮物在里面拿我的小金属盒和我

交上来对饭店主管. 他也请求我打开非常粗

鲁地它. 他用来招待像垃圾相信人们是像一

个高傲男人的. 他开始把所有的在现金,硬币

和邮票中钱算在内. 有一过多的一万里拉. 

他从表面上看我和问我那差异的理由.  

我回答一些晚上以前我已经照顾的客户已经

把尖头装在我上.  

他向我的眼睛直接看我谈论 没有问题下次那

里真的不略是另一有分歧. 

也许他正认为我正做 a 种胡闹或什么的相似. 

老实说我真是做一种类个人的增加邮票的价

格的职责一致我的选择和这个是真正的在多

余部分中有一万里拉的理由.  

我点头表示和收集我所有的抚养材料在保险

柜中把它推迟了.  

在信息办公室挑战是现在有关以及 Manuela

的迸发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