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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意间春风拉开了帷
幕遥

似人面的挑花袁 淡着胭
脂匀注的杏花袁 一树雪白的
梨花袁李子花遥 白的袁粉紫的
玉兰袁 还有各种不知名的花
儿遥 春天袁是花的海洋遥 它们
争奇斗艳袁它们风姿绰约遥也
许它不一定开在你经过的路
边袁 也不一定能走进你疼惜
的眼神里遥

但它必定开在所有故事
的开端遥

听听它们的真实声音袁
又看看它们鬼斧神工的瑰
丽袁怕太匆匆袁所以画下时光

的一角遥 这一角象征我们的
职工在赤诚地播种袁 用勤奋
灌溉袁用坚持耕耘遥

我想袁 那是春天最美的
花遥 作者单位院六分局

春日物语

我有一个梦想，
乘着大大的海浪，
游遍世界的各个国度，
心怀电建人扎根的远方。

我相信砂轮机转得够快，
就可以点亮我心中的梦想，
天空中次出的花火，
星星坠落在地的闪亮。

导链拉伸的速度，
千斤顶承载的重量，
水准仪放射出点线，
整个蜗壳精准安装。

水轮机从天际缓缓落下，
发电机有条不紊地组装，
定子无缝对接，
转子妥妥当当。
远看，
厂房，
K50 塔吊来来往往，
厂房的人影匆匆忙忙。

响彻天际的声音，
是大坝爆破的声响，
RCC 混凝土分层浇筑，
翻升模板节节组装。

无边的夜空里，
调压井深邃的目光，
压力钢管无限向前推进，
引水洞向远方眺望。

我相信摊铺机铺的够快，
就可以点亮我心中的梦想，
钢轮碾、胶轮碾紧随其后，
沥青路面也绵延远方。

我相信盾构机钻得够快，
就可以实现我心中的梦想，
地下的王国电建来开创，
而今更是不同凡响。

我相信绿水青山保持得够好，
就可以点亮我心中的梦想，
水环境治理成效显著，
满目便是碧波海浪。

责任，创新，诚信，共赢，
造就中国电建的疯狂，
一带一路党旗红，
让中国电建享誉八方。

我还有一个梦想，
在七大洲、四大洋奔涌，
在世界之巅上描绘，
中国电建锐不可当。
作者单位院下凯富峡施工局

我有
一个梦想

那是一年前的这个时候袁
20 个小时的航班把我带到这
里遥

20 个小时前袁北京的凌晨
灯火璀璨袁 秋意习习曰20 个小
时后袁赞比亚的下午流金砾石袁
烈日炎炎曰刚下飞机的时候袁是
紧张而害怕的遥 机场移民局问
我你是哪个公司的袁 我看着提
前备好的那张纸上的 Sinohy鄄
dro袁不知道该怎么念要要要一切
都仿佛还在昨天遥

这一年的生活袁 赞比亚带
给我的是内心的平静和安宁袁
一切都是最原始自然的状态遥
孩子可以在地上打滚袁 滚得满
身灰尘也不会挨骂袁 笑声清脆
而明朗袁像极了小时候曰牛羊从
路边经过袁 司机会礼貌的停下

车袁 没有牧者没有缰绳任其自
由行走袁 听说丢了也会被邻居
送回来曰 晚上袁 天空深蓝深蓝
的袁有满天的星星曰在市区很难
看到整齐修长的植物袁 不修剪
不移植袁大到需要几个人合抱曰
行人的脚步从来都不会匆匆忙
忙袁 都是慢悠悠的看看天看看
云看看草看看人遥

市区相当繁华袁 人群不熙
熙攘攘但车辆却川流不息袁有
Picknpay 商业中心袁 来自世界
各地进口的商品袁 优质奶源不
含添加剂曰有星期天市场袁极具
特色的黑木犀牛或者花花绿绿
的短袖裙子曰有 JCS 生活园区袁
中国超市尧江西瓦罐尧河南烩面
和四川盖浇饭曰 有珠宝奢侈品
店袁坦桑蓝尧红宝石尧碧玺尧水

晶尧玛瑙袁陈列在柜台里耀眼夺
目袁 和中国的城市比起来也毫
不逊色遥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在赞比
亚晚上能看到个 LED 灯都是
非常高级的啦袁 除了市中心有
路灯之外袁 其他的地方都是黑
漆漆的遥从 21 世纪的中国过来
的我袁根本无法想象院没电是什
么意思钥 一般家庭的照明是煤
油灯或者点炭火袁蜡烛都很少遥

眼前这片陌生的土地袁又
想起大家口中所提到的赞比亚
到底是怎样的遥 在原始的草原
森林中袁有河边洗澡的河马袁打
着喷嚏的大象袁超高的长颈鹿曰
在首都卢萨卡袁 有各个样式的
商场尧 咖啡厅尧 川流不息的车
辆曰 而在远离城市的郊外和大

山中袁 是赞比亚真正的生活写
照袁没有路灯尧没有公路袁只剩
一条卡富埃河静静流过遥

蜿蜒的入场公路有 30 公
里袁 两旁是高低不平的原始山
林从中间切开连接着国家干道
T2 公路和赞比亚民生工程下
凯富峡水电站遥这 30 公里的距
离我心绪难平袁荒无人烟袁各种
叫不上名字的树袁正值旱季袁满
眼望去都是焦黄色遥

这个 365 天袁我看到袁大坝
日夜兼程袁厂房拔地而起曰我听
到袁四周虫鸣鸟叫袁当地员工载
歌载舞曰我读到袁主流媒体对中
国水电好评如潮噎噎我觉得袁
我是自豪的遥

作者单位院下凯富峡施工局

在这希望的田野上

成长是无尽的阶梯遥 一
步一步的攀登袁回望来时路袁
会心一笑; 转过头袁 面对前
方袁无言而努力的继续攀登遥

学会成长袁 就是学会在
逆境中求生存袁 逆境就像大
海中的岛屿与暗礁袁 只有经
过奔流洪水的撞击袁 方能溅
起美丽的浪花浴学会成长袁就
是要学会奋斗袁 让奋斗之花
遍地盛开曰 让奋斗的清泉在
泉眼中喷涌而出曰 让奋斗的
雄鹰在蓝天下翱翔曰 让奋斗
的果实丰硕地结满大树下浴
人生总要有所目标袁 知道自
己为什么而努力袁 为什么而
拼搏袁其实结果不重要袁重要
的是过程袁没有侥幸的成功袁

只有加倍的努力尧 每一发奋
努力的背后袁 必有加倍的赏
赐遥奋斗不是心绪来潮袁奋斗
不是一时努力袁 奋斗的背后
有很多东西袁 有坚韧袁 有顽
强袁有拼搏袁还有尝试遥 只有
经过一番刻苦奋斗才有获得
成功的可能遥

人生只有一条路不能选
择--那就是放弃的路曰只有
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
长的路遥 让我们在慢慢人生
路中袁抵得住逆境中的坚持袁
经得起奋斗中的考验袁 心怀
感恩袁笑对人生袁学会欣赏成
长路上的景色袁 更加幸福美
好的成长吧浴

作者单位院郑州公司

学会成长

张晓臣诗 弦 轻 扣
李金平

曹兴博

曹兴博 摄

谢玉宇

下凯富峡水电站工地

刊头绘画 水建军
本期编辑 王建贞雨 露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柳
世奇冤 日前袁 公司总经理尧
党委副书记夏水芳到南阳
天池项目察看施工进展情
况袁慰问参建员工袁对项目
部下一步施工提出希望和
要求遥

在施工现场袁夏水芳察
看了上下水库大坝筑坝尧上
水库左坝肩趾板开挖尧扩库
区开挖和下水库大坝基坑
水平趾板浇筑等施工部位袁
详细了解工程施工进度尧质
量和安全文明施工情况遥 夏
水芳指出袁一是在保证施工
进度的同时袁 严抓现场安
全尧质量和文明施工袁加大
宣传力度袁 展示施工形象袁
展现企业信誉袁以现场促市
场袁全力确保二季度施工任

务目标完成遥 二是持续做好
经营管理工作袁狠抓成本管
控袁扎实做好基础资料收集
和整理袁加大目标考核奖罚
力度袁做好与业主尧监理和
设计单位的沟通交流袁力争
实现 Q2 标扭亏尧C1 标止亏
的目标袁 提升企业经济效
益遥 三是年轻干部在做好日
常工作的同时要加强学习袁
积极参加建造师等相关专
业考试袁提高专业技能持证
比例袁促进项目管理水平提
升袁为企业发展做出更大的
贡献遥

截至目前袁 该项目 Q2
标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85%袁
C1 标上下水库两座大坝筑
坝工作进展顺利遥

夏水芳到南阳天池项目调研时指出

保进度 抓质量 树形象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尚晓
蕾冤 4 月 5 日袁公司党委书
记尧董事长张玉峰到郑州贾
鲁河工程调研袁察看工程施
工进展情况以及工程综合
治理效果袁对下一步工作提
出具体要求遥 公司副总经理
兼郑州公司总经理宋维侠袁
工会主席兼郑州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李克涛一同调研遥

来到贾鲁河工程施工
现场袁张玉峰察看了高新惠

济区尧金水区和郑东新区等
标段袁详细了解当前绿化施
工的进展情况袁现场查看施
工图纸袁 询问苗木种植尧透
水混凝土尧透水砖尧花岗岩
铺设和排水沟等施工情况袁
对透水混凝土尧绿化种植工
作给予肯定遥

张玉峰指出袁一是工期
管理方面要有新方法袁要做
到每日的任务量有计划尧有
部署尧有落实遥 总承包管项

目袁项目管工区袁层层有重
点尧有侧重袁稳步推进工程
进展曰二是质量袁就是野认
真冶二字遥 在质量和安全制
度执行尧检查尧考核中袁下大
功夫袁做细做实工作袁保质
保量完成工程施工袁为圆满
实现野五一冶的既定目标而
努力遥

宋维侠尧 李克涛指出袁
要在野细冶的方面下功夫袁坚
持样板引路袁切实做到每周

一考核尧一评比遥 各项目要
确保苗木到位袁 抓好质量袁
压实责任袁问题不野隔夜冶袁
严格做到野八个百分之百冶遥

截至目前袁为实现贾鲁
河工程野五一冶前夕蓝线工
程基本完成尧绿线工程大头
落地尧野五一冶实现分段开放
入园的目标袁沿线各标段已
全面掀起大干热潮袁奋力冲
刺野五一冶各项既定目标遥

张玉峰到郑州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调研时强调

为圆满实现既定目标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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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龚
家卉 通讯员 张予冤
日前袁 我公司获股份公
司 2018 年度质量管理
先进企业袁 公司职工于
景波尧 田卓伦获股份公
司 2018 年度质量管理
先进个人遥

2018 年袁 公司承建
的工程质量稳中有升遥
其中袁 郑州陇海路快速

通道项目 BT 桥梁工程
获得国家优质工程奖曰
深圳市轨道交通 7 号线
工程获得中国土木工程
詹天佑奖曰 郑州 107 辅
道快速化工程 PPP 项目
1-5 标桥梁工程尧南水北
调中线一期宝郏一标工
程尧 中牟县雁月湖水系
治理工程获得河南省优
质工程奖遥

我公司获评股份公司
2018 年度“质量管理先进企业”

本报讯 渊记者 王建贞冤
4 月 11 日至 12 日袁 中国土木
工程詹天佑奖二十周年庆典暨
第十六届颁奖典礼在京举行袁
公司承建的深圳地铁 7 号线
BT 项目荣获第十六届中国土
木工程詹天佑奖遥 这是继 2017
年荣获野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冶
之后袁 该项目斩获的又一重要
奖项袁 体现了中国电建在建设
野创新地铁尧科技地铁尧智慧地
铁尧美丽地铁冶上取得的突出成
就遥

在 7 号线袁 公司承担了深
云车辆段尧西丽站尧西丽湖站尧
西西盾构区间尧 站后常规设备
安装尧试车线隧道及 B 线路隧
道等施工袁 其中多个项目为 7
号线之最遥施工中袁广大参战职
工发扬野知难而进尧学习创新尧
拼搏实干尧善做善成冶的地铁精
神袁盾构实现野房屋无开裂尧地
面无塌陷尧居民无投诉冶和野管
片无错台尧方向无误差尧洞壁无
渗漏冶袁单线最高月进尺 660 米
的好成绩袁 刷新深圳地区有史
以来盾构施工进度最快尧 质量
管控最好记录遥 开挖土石方
432 万方袁 创国内城市地铁车
辆段工程土石方开挖量之最遥

深圳地铁 7 号线的圆满履
约袁 为公司开拓深圳区域市场
奠定了良好基础袁 在深圳地铁
4 号线尧9 号线尧10 号线尧12 号
线的相继中标中袁 深圳地铁 7
号线功不可没遥

詹天佑奖是跨铁路尧 城市
轨道交通尧 大型公用与民用建
筑等领域的重要奖项袁 宗旨是
表彰奖励科技创新与新技术应
用成绩显著的土木工程建设项
目袁 获奖工程反映了中国当前
土木工程在规划尧设计尧施工尧
管理等方面的最高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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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吴
青依） 4 月 4 日 21 时 32
分袁水头部位到达白桐干渠
达景观水闸袁标志着由公司
承建的南阳月季园项目水
系正式开始蓄水遥

为了保证园区水系顺
利蓄水袁工程总承包部组织
各项目经理部对水系高程
进行复测袁对水系垃圾进行
清理袁对水系沿线质量和安
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袁设立
安全告知书和警示牌以及
溺水救生设施袁在沿白桐干
渠两侧布置安全警示带渊警

示标识尧救生绳尧救生圈尧救
生衣尧救生筏冤曰制定应急预
案袁进行预案交底遥 对所有
蓄水部位派专人进行实时
观测曰投入专用设备袁对入
园水体进行清渣过滤袁保证
入园水质遥

清澈见底的渠水在现
场作业人员的引领下缓缓
流入月季园袁 清流婉转袁水
润万物袁极大地抚慰了建设
者多日以来的疲惫遥

月季园项目水系蓄水
计划 4 月 15 日完成袁 蓄水
量 39 万方遥深圳地铁 号线深云车辆段

南阳月季园项目水系蓄水

詹天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