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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的好快袁我们迎来
了 2019 年袁一切的匆匆忙忙袁
让我无暇顾及一切遥 所以袁若
不是假期的缘故袁我可能还未
意识到 2019 年的到来遥 诚然袁
当我们走过忧悠岁月的年纪袁
时间的脚步更加愈发匆匆袁每
步都充满了对过往的留恋遥

尽管长久以来袁我都将春
节视为新一年的起点袁但却不
得不承认新的一年已经来了遥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袁每逢节
日袁朋友圈尧微信尧微博尧QQ 空
间等媒体上必定热闹非凡遥 特
别是在新年到来之际袁 除了
野新年好冶的祝福袁更多的是伤

春悲秋的时光感怀袁或者正能
量满格的人生寄语遥 一条一条
的浏览过去袁我突然被一位朋
友 发 的 一 条 朋 友 圈 吸 引
了要要要野大家新年快乐哦!没有
总结和展望袁所有的现在都是
最好的时光遥 冶也许这只是朋
友的随手所发袁但却让我感受
到了她一如既往的豁达和清
淡遥

正如那句 野不念过往尧不
畏将来冶袁 跟随着时间的脚步
从旧年走到新历袁何不把新与
旧的交界点看作是一个转折
点袁一个必须经过却又不会久
留的转角遥 在这里袁我会短暂

停滞袁因为对过去有太多的感
怀曰在这里袁我会痛并快乐的
出发袁因为对未来有太多的憧
憬遥 所以袁绕过这个喜忧参半尧
甜蜜与苦涩交杂的转角袁我们
会发现袁走或停尧去与留袁一切
的一切袁都是时间给赋予的美
好遥

当一切都是新的袁新的年
华崭露头角袁新的生活拉开序
幕袁新的梦想开始播种噎噎我
们也许在怀疑院是否能完全接
受时间所带来的由旧到新的
改变钥 我们也许会犹豫院是该
留恋昨天袁还是要迎接明天钥

新与旧尧 过去与未来袁犹

如光与影袁相伴相生又相互对
立遥 我所能做的袁不是在这种
临界状态中寻找新鲜的空气袁
而是勇敢地迈进新的一步遥 当
一切都是新的袁 我突然意识
到袁在北方袁元旦也好尧春节也
罢袁都是属于冬季的节日遥 有
时我也会小小地抱怨院为什么
新的一年偏偏要从冬季开始
呢钥 寒冷的空气不会将所有的
野新鲜冶冻结吗钥

当一切都是新的袁我在沉
淀点点回忆袁也在保存丝丝感
动遥 纵然此时的野新冶会变成彼
时的野旧冶袁我也不会在乎了袁
因为一切都是一个过程袁我们
又何必在意起点或终点呢|钥把
握眼前尧把握今天袁才不会辜
负了这一切的野新冶遥

当一切都是新的袁我们又
要启程了遥

作者单位院一分局

当一切都是新的

我爸和我妈袁就像地球的
南极和北极袁一个属火袁一个
属水袁一个属虎袁一个属兔袁性
格截然相反袁可就是这样完全
不同的两个人在我面前上演
了一场爱情大戏遥

那年我爸 21 岁袁 我妈 20
岁袁在媒人的介绍下袁我外公
率先见了我爸遥 那个时候爸爸
家里特别穷袁因为我爷爷是孤
儿出身袁从小到大一直靠要饭
儿为生袁再加上爸爸兄妹五六
个袁 所以结婚前看家的时候袁
面对着仅有两间茅草房的父
亲袁 我妈是死活不同意的袁但
我外公却看上了这个个头不
高却壮实有力的男人遥 他觉得
男的会个工匠的手艺又会外
出挣钱袁嘴巴又会说袁就不能
只看眼前遥 就这样三下五除
二袁我爸征服了我外公袁用两
间茅草房娶了我妈遥 一年后袁
便有了我姐遥

结婚后袁父亲靠干工匠活儿
为生袁闲余时间还要种地打农
药袁 母亲则专职在家带小孩遥
很快袁父亲的手艺做的风生水
起袁干脆当起了包工头袁还糖
衣炮弹轰炸我妈袁使得我妈在
婚后第三年就又给他生了个

大胖儿子遥 至于我袁那当然就
是意外中的意外了袁是不是亲
生的袁有待考量袁我只知道袁每
次当我开玩笑地问我爸院野老
老鲁袁快说袁我是不是捡来的袁
你都有个女儿又有个儿子了袁
怎么可能又生我呢袁你快告诉
我亲爸是谁袁我得去找他去浴 冶
老爸总是一副胸有成竹志在
必得的态度告诉我院野对袁你啊
就 是 当 年 我 和 你 妈 一 起 捡
的遥 冶

多年后袁当我对着镜子四
目对视袁 看看自己这张大嘴
巴袁 再看看他那张大嘴巴袁才
发现他妹的袁亲生的不能再亲
生了浴 ?这对夫妻袁真是夫妻同
心袁其力必超生啊浴

印象中袁年轻时候的爸妈
是经常吵架的袁 一个急性子袁
一个慢性子袁一个嫌弃对方干

活干的太慢袁一个抱怨对方一
天就想把所有事情做完袁于是
就今天吵袁明天吵袁白天吵袁晚
上继续袁我总是能看到我妈大
晚上把被子一抱气冲冲?地自
己住在二楼袁也经常发现我爸
宁可几天吃泡面都不吃我妈
做的饭袁可是当不管他们谁先
到家袁就会问我们野你妈渊爸冤
呢钥 冶

野凡啊袁在干嘛呢钥 冶
野没事啊袁爸袁怎么了钥 冶
野我在家你妈老骂我袁说

我一天到晚就会看电视袁不帮
她做饭浴 冶

冶哦袁那我帮你批评批评
我妈去袁谁让她欺负你浴 冶

野算了袁还是别批评了袁我
怕你跟我站在一边袁 你妈难
过浴 冶

爸爸老了袁也愈发的像个

小孩子一样需要人娇惯袁可是
对妈妈的爱却比之前更加浓
烈遥

冶娃儿袁你没事的时候多
给你妈打打电话袁 开开视频袁
我怕你妈一个人在家孤单遥 冶

野爸袁我们几个全部都自
食其力了袁 你就不要再折腾
了浴 冶

人之到老袁早已将自己置身
于事外袁想的惦记的心心念念
的却全是?另外一个人袁这些
事我未曾和我妈说过袁但从我
妈的笑容上我知道袁她自从嫁
给我爸后袁 就再不曾后悔过袁
我爸也果真没有让外公失望袁
从两间茅草屋袁到最早一批搬
离农村迁移城镇袁 我爸的心
酸袁我妈懂袁我妈的默默陪伴袁
我爸也懂遥

作者单位院基础分局

我爸和我妈

某年袁某月袁某一天袁
时辰尚早袁晨光微张遥
玉兰花树下袁是我袁
享受肆意逃窜的芬芳遥

花儿还打着瞌睡袁
任周围蜂鸣蝶唱遥
我静静地闭上双眼袁
穿越一秒钟的时光遥

深蓝色的隧道袁
通往未知的远方遥
我纵身一跃袁
在异域展开翅膀遥

我低空盘旋袁
看遍了长城的成长曰
那时硝烟弥漫的战场袁
红旗在高高飘扬遥

有一位老人袁
在南方画了一个圈袁白发苍苍曰
一夜之间袁经济如春雷一样炸响遥

远方浦江叠起的浪袁
摇落了天上的星光遥
流光溢彩的世博园袁
自信地给全世界开讲遥

上一个百年袁
流经长江的梦想曰
今朝早已袁
在课桌上翻开新的篇章遥

下一个百年袁
中国梦花开何方曰
我仰望着星空袁
看到来自未来世纪的荣光遥

我收紧了翅膀袁
倚在教室窗外的一旁曰
窗外春和景明袁
窗内书声朗朗遥

我挥舞着翅膀袁
翱翔在东海之上曰
那时袁风吹雨狂曰
海平线上袁我也未感绝望遥

有一道光袁刺透黑暗袁
驱散了久未散去的阴霾曰
哦袁那道光是他发出的袁
来自中南海那个神圣的地方遥

我自由自在地飞翔袁
狂风却自我逞强曰
我看到那蓝色的隧道曰
像个孩子样躲进她的臂膀遥

耳边是嗡嗡的蜂鸣袁
睁开眼袁花儿还是娇羞的模样曰
我看着手腕上的表袁
时间刚刚过去了一秒遥
作者单位院下凯富峡施工局

一秒钟的时光

诗 弦 轻 扣 张晓臣
王 菁

刊头摄影 吕建军
本期编辑 王建贞雨 露

杨廷泽 书法作品

绽放

鲁宗凡

标题新闻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2019 年 1 月 4 日 第 1513期
主办院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投稿邮箱院
baoshe@cwb11.com
网站院
http://www.cwb11.com
河南省连续性内资〖三门峡〗003号

TODAY'S SINOHYDRO BUREAU 11

本报讯 渊记者 王建贞
张超冤 2018 年 12 月 26 日袁公
司隆重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暨国际业务实施 30 年遥 集团公
司党委常委尧副总经理李燕明袁
曾参与和见证水电十一局国际
业务建设与发展的电建集团职
工董事尧工会主席王禹袁电建股
份海外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尧
电建国际公司总经理宋东升袁
电建海投公司党委书记尧 董事
长盛玉明曰 国际业务合作单位
代表尧 兄弟单位和海外业主代
表曰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尧退休老
领导尧老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遥

在座谈会上袁李燕明充分
肯定了我公司 30 年来的发展
成就和奋斗历程袁 对我公司国
际业务发展提出殷切期望院一

是要积极借助股份公司的品牌
和影响力袁 进一步开拓好海外
市场曰 二是运用好产业链一体
化优势袁和国家野一带一路冶等
宏观政策相结合袁 通过我们的
能力孵化项目落地曰 三是要做
好履约袁提升 EPC 总承包能力袁
打造自身特色曰 四是加强属地
化管理曰五是强化风险管控袁形
成有效的控制曰 六是积极实施
人才属地化管理袁 建立完善外
籍人才录用尧培训尧聘用尧晋升
的规章办法袁 做好海外员工的
人文关怀袁 保证海外项目运作
平稳有序遥

在庆祝大会上袁 公司党委
书记尧董事长张玉峰说袁30 年国
际业务发展取得的成就袁 主要
是因为十一局人有一个永不服

输尧追逐梦想的坚定信念曰有一
种勇于进取尧 百折不挠的创业
精神曰有一套实事求是尧科学精
细的管理模式曰 有一种正直做
人尧用心做事的文化氛围曰有一
群乐于奉献尧 忠诚敬业的专业
队伍袁还有一方精诚合作尧荣辱
与共的战略伙伴遥 今天的国际
业务内涵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袁
必须发扬国际业务优良传统袁
坚持野三个不动摇冶袁推动国际
业务在新时代重整行装再出
发遥

电建国际公司总经理宋东
升代表电建股份海外事业部尧
电建国际公司袁 也以一名老员
工的身份袁向十一局全体员工袁
尤其是国际团队表示祝贺和感
谢遥 他说袁所有成绩的取得袁是

十一局几代人努力的结果袁他
们不但付出了汗水和智慧袁有
的甚至付出了生命遥 相信在电
建集团的坚强领导下袁 十一局
的国际业务一定会有一个更加
美好的未来遥

公司国际业务实施 30 年
野特别奉献奖冶 获得者于立波尧
多成群尧齐百利尧孙守良尧张卫
东尧武富光尧葛占杰尧程天龙尧雷
春华尧雷敬义袁野好妻子冶获得者
刁莹莹尧王玉莹尧王利娟尧王怡
晗尧毕飞尧刘秋荣尧宋春玲 尧时
艳珂尧周翠珍尧翟永平袁野突出贡
献奖冶获得者石宣喜尧宁顺才尧
刘元广尧李珊珊尧李惠珍尧杨社
亚尧余刚尧张至森尧周庆国尧彭朝
辉先后上台领奖遥

禹行四海三十载 不忘初心启新程

公司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暨国际业务实施 30年

深圳地铁 10 号线凉帽山车辆基地

获全国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

日前袁 中国建筑业协会发布
2018 年在全国范围组织学习交流
的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
准化工地渊国家 AAA 级标准化工
地冤名单袁公司承建的深圳地铁 10
号线 1013-2 工区凉帽山车辆基
地主体工程榜上有名遥 这是该工
程继获得 野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
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冶尧
野广东省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全
生产标准化工地冶等奖项后袁获得
的安全文明施工领域的国家级荣
誉袁进一步树立了公司品牌袁彰显
了公司的良好形象遥 渊张金山冤

阴张玉峰等被股份公司评为改革
开放 40周年先进典型人物

阴公司与河南国浩物业签订家属
区物业管理分离移交协议

阴我公司与国家电投广西公司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

阴公司召开清欠民营企业账款部
署会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王宇冤 2018 年
12 月 31 日袁公司首个海外燃煤电站项
目要要要津巴布韦旺吉电厂三期扩建项
目冷却塔基础开始开挖袁标志着项目主
体工程正式开工袁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
津巴布韦的业务市场袁同时标志着公司
向新的海外业务板块的积极迈进遥

该项目位于津巴布韦的工业重
镇要要要北马塔贝莱兰省的旺吉遥旺吉电
厂原有机组因年久失修袁 设备老化袁发
电效率低下袁三期扩建后将极大扩充旺
吉电厂的总发电容量遥我公司负责承建
电厂燃料供应系统尧水处理系统尧供水
系统尧附属生产系统尧脱硫装置系统范
围内的所有土建工作及旺吉电厂升压
站尧旺吉变电站等所有土建工程遥 目前
各区域营地已全面入住袁拌合站尧仓库
和综合加工厂等其他临建正在逐步完
善袁煤场开挖尧循环水泵房尧冷却塔基础
开挖和旺吉变电站等工作面全面展开遥

该项目是公司在津巴布韦继卡里
巴南岸扩机电站后承建的又一能源项
目袁不仅是中资企业在津巴布韦有史以
来承建的最大项目袁也是津巴布韦独立
以来最大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遥该
项目建成之后旺吉电厂将承担津巴布
韦全国用电需求的 60%遥

公司首个海外燃煤电站
项目主体工程开工建设

中新网加德满都 12月
16日电 (记者 张晨翼) 尼
泊尔当地时间 12 月 15 日
中午袁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
(下称中国电建)承建的尼泊
尔上博迪克西水电站修复
项目顺利实现导截流工作袁
比原计划提前一个半月遥

据该项目经理朱晓峰
介绍袁 完成导截流工作后袁
将开始大坝右岸的重建和
维修工作遥

该项目是中国电建集
团在尼泊尔承建的第 11 个
项目袁 延续了该集团高效尧

务实的工作风格院自项目于
今年 2 月开工以来袁目前时
间已经达到总工期的 50%袁
而产值完成了约 60%遥 其
中袁沉沙池修复工作比原计
划提前了 2 个月遥

该项目业主博迪克西
电力公司评价说袁中国电建
施工效率高尧质量高袁值得
我们借鉴经验遥

上博迪克西水电站于
2001 年正式建成发电袁装机
总量约为 45 兆瓦袁 是尼泊
尔境内博迪克河流的最上
游梯级的第一座水电站遥

中企承建的尼泊尔上博迪克西水电
修复项目提前实现导截流工作

本报讯 渊记者 王建贞冤
日前袁中国电力建设股份公司对
2017 年度新闻宣传工作先进集
体尧优秀个人及好新闻作品进行
表彰袁我公司新闻中心连续五年
被评为野标兵记者站冶遥

据了解袁公司新闻中心两位
同志分别被评为标兵记者和优
秀记者曰叶这里的石头会唱歌曳尧
叶卡里巴袁 赞比西河上的品质皇
冠曳等 7 篇作品分别获得中国电
力建设报好新闻一尧二尧三等奖
和副刊好作品奖遥

近年来袁公司强化对意识形
态领域的领导袁新闻宣传工作坚
持正确舆论导向袁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袁紧跟时代不断创新袁充分
运用各类宣传载体和外部媒体
力量袁 大力塑造企业良好形象袁
强化宣传引领鼓劲作用袁品牌文
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袁为公司深化
改革和做强发展营造了良好氛
围尧 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撑袁
为公司野决胜耶十三五爷尧再造一
个十一局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遥

公司新闻中心连续五年被股份公司评为“标兵记者站”
揖中新网铱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李超
高翔 冤 2018 年 12 月 21
日袁中牟项目部组织召开人
文路跨贾鲁河大桥竣工验
收会袁经过参建各方联合验
收袁一致认为贾鲁河大桥工
程资料完整尧 工程质量合
格袁 各项指标符合技术要
求袁同意通过竣工验收遥

人文路跨贾鲁河大桥
工程位于郑州国际文化创
意产业园区人文路与贾鲁
河交会处袁 总长 890 米尧宽
55 米袁 钢箱梁总重量 3273
吨遥 该桥主塔为预应力混凝
土构件袁主塔上塔柱垂直高

度为 71.6 米袁 与地面夹角
60 度曰装饰塔为凤首箜篌造
型袁兼具景观功能和配重功
能袁共布置 18 根斜拉索遥 斜
塔形式及高度在国内外均
为罕见袁宽度上为同类型桥
梁亚洲之最遥

在贾鲁河大桥的建设
中袁项目部通过合理组织施
工生产袁采用新工艺和新技
术袁先后解决了钢箱梁吊装
等多项技术问题袁以及桥梁
合龙时钢梁受气温影响会
热胀冷缩等难题袁开展多项
科研技术创新袁有效保证了
主塔施工的质量和安全遥

中牟人文路跨贾鲁河大桥通过竣工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