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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爸爸袁学校要求家长给孩子写一份
十八岁的成人寄语遥 冶接到女儿的电话袁
我竟有些语塞袁 匆匆聊了几句就挂了电
话遥

不知不觉间袁女儿已经十八岁了袁记
忆里她还是那个追着我跑的小姑娘遥

结婚后袁 我们的孩子在不知不觉中
来临袁看着爱人日益隆起的肚子袁初为人
父的我颇有些不知所措的茫然袁 但更多
的是对孩子各种美好的期盼遥 随着预产
期的临近袁爱人休了产假袁由父母代为照
顾遥当时正逢项目施工大干袁我只能继续
坚守在一线遥

一天爱人打电话袁 埋怨道孩子预产
期是几号袁你还记不记得钥光知道干你的
工作袁 预产期就在这几天了袁 还回不回
来袁难道不要我们了遥

我突然警醒袁是啊袁孩子的预产期到
了袁便匆忙向领导请了假赶回家里遥到家
第二天袁孩子就出生了遥

在产房门口护士抱着包裹里的孩子
说院野女孩袁六斤八两遥 冶我向包裹上露出
的孩子小脸看去袁 小家伙竟然也在睁着
眼睛看我遥

我瞬间就觉得那是犹如惊鸿般的一
睹袁那是深深的血脉联系袁让我一阵一阵
的激动袁那是我的女儿袁我的宝贝遥

孩子未满月时袁 就接到单位电话工
作任务繁忙袁 需尽快赶回项目遥 无奈之
下袁只有说服爱人尧拜托父母袁便匆匆赶

回项目上班遥
就这样由于工作的关系错过了女儿

的满月尧百天尧生日袁迄今甚至都没有参
加过女儿的家长会遥

作为千万水电建设者中普通的一
员袁 和大多数水电职工一样奔走在祖国
的山山水水之间袁和家人聚少离多袁其中
的思念和牵挂不言而喻袁 但更多的也只
能是在电话里唠唠家常遥

因此袁 在女儿小时候的记忆里父亲
先是照片袁 后来是 QQ 视频时出现在屏
幕中的陌生人遥 每次回家总是要和我认
生好长一段时间袁才能慢慢的亲近起来袁
紧接着就是送行时女儿不舍的嚎啕大
哭遥

随着我日渐走上项目管理岗位袁回
家也就更少了遥女儿慢慢长大袁我和她的
接触却越来越少袁距离感也逐渐形成遥

为了改善这样的状况袁 有一年暑假
爱人带孩子来项目看我遥 谁知当时又是
正逢施工高峰期袁每天早出晚归袁吃饭都
很少和他们在一起遥 爱人说院野本来是想
让你和女儿多聚聚袁多一些沟通交流袁增
加你们父女之间的感情遥 可是你却一天
到晚忙的见不到人影遥 冶我沉默了很久袁
无言以对遥

我把爱人和女儿带到施工现场的一
处高地袁指着繁忙的施工现场对女儿说院
野孩子袁 你看那里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叔
叔尧伯伯袁为了水电建设工作日复一日的

辛勤工作袁无论风吹日晒尧过年过节总是
时常坚守工作岗位上遥 他们也和我一样
有父母妻儿袁 也和我一样和家人聚少离
多遥 冶

自那以后袁女儿似乎懂事了很多袁和
我的交流也慢慢多了起来遥

时间总是一刻也不停息袁 不知不觉
女儿已经十八岁了遥

我亲爱的女儿袁 你在缺少父亲的照
顾下长大袁 十八岁预示着你已是法律意
义上的成人袁我希望你学会成熟尧独立尧
奋斗尧理性尧坚强和有担当袁这些都是需
要你在今后认真的思考和践行遥 人生的
道路必然不会平坦袁 面对坎坷你必须有
勇气去面对袁要不断总结提升自己袁善做
善成遥 我衷心的祝福你袁我的女儿袁珍惜
美好的时光袁把自己磨炼的更加睿智尧坚
强 袁 用 不 懈 的 努 力 打 造 美 好 的 明
天遥 作者单位院三分局

我的女儿十八岁

建设的东风催促着，
筑坝惠民的使命提上了日程。
豫 M 牌照的先遣战车西上南下，
载着这支从三门峡出发的浩荡队伍，
拓土开疆，踏着青春的鼓点。

听老前辈说，
塞上的北风是干烈的，
原上的冰雪也还算清凉，
曾经那个阳光少年，
就这样不经意退去了一层稚嫩，
强行在脸上刻下深深的老练。

还记得二月许下的诺言，
悄无声息地偷走一个春天。
而我窗外的木棉却还肆无忌惮，
在枝头红得刺眼，
是在提醒我腊月的兑现吧！

一轮轮的草木枯荣，
记载着异国他乡的五载三年。
家，住进了天边温柔的彩霞，
你可是藏匿了我娇羞的新娘，
让我在一个人的黄昏迷醉。

深山的老林啊，
快停下你深情的吟唱，
我知道那是远方亲人的呼唤。
可冰封的东北雪原，
盼归的神经却假装麻木
在那热烈的劳动号子间。

在深山、在雪域、在大漠边疆，
再见豫 M 车牌的皮卡，
心间的雀跃竟无以言传。
聊慰异乡人思念，
更是水电人刚强不屈的标签。

作者单位院安装分局

大禹的传人

三月似多愁善感的女人袁或烟
雨朦胧袁或阳光明媚曰三月似刚柔
并济的女人袁 或 野草色遥看近却
无冶袁或野百般红紫斗芳菲冶遥 如诗尧
如画般的三月袁如歌尧如花般的女
人袁悄然合一在野三八冶女人节袁荡
漾在人生长河里遥

脱去冬日厚重的棉衣袁抖落一
身的风霜雪雨袁我们女人相逢在三
月里袁像鸟儿般轻巧袁像花儿般灿
烂遥 女人心情好的时候袁把自己打
扮得花枝招展袁放歌一曲曰女人心
情烦闷时袁背起行囊袁去欣赏祖国
的大好疆土曰 待岁月静好之时袁女
人品一茗茶香袁捧一卷诗书袁畅游
知识的海洋遥 女人当如三月天袁走
过白雪皑皑的寒冬袁孕育着绿意盎
然的盛夏袁 期待着硕果累累的金
秋遥 三月的女人有着天然的刚毅和
决断袁 有着特有的诗意和缠绵袁柔
软时像一捧刚发芽的嫩草袁坚强时
像枝条爆裂的花朵遥 女人当如三月
花袁野莫待无花空折枝冶袁 辜负了青
春好时光遥 三月的女人花抓住当
下袁尽情绽放院绽放着桃花般的美
丽容颜袁 绽放着光芒四射的才华袁
绽放着事业上的孜孜追求遥

作者单位院大禹公司

三月里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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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愈千钧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杨金霞冤 日前袁我
公司与中电建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尧 北京和泓风景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组
成联合体袁中标雄安新区 2019 年植树造林
项目 渊春季冤 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第三标
段袁中标金额 1.71 亿元袁标志着公司正式
进入雄安新区建筑市场遥同时袁公司中标郑
州市郑东新区十八里云溪项目渊水利部分冤
施工袁中标金额 3.46 亿元遥

雄安新区植树造林项目第三标段将建
设苗景兼用林袁面积约 7337 亩遥 主要施工
内容包括绿化种植尧 灌溉工程及有关工程
配套设施尧数字森林大数据系统尧基于区块
链技术的资金管理平台袁 包括但不限于工
程建设项目的设计尧采购尧施工尧管护等实
行全过程的承包及相应的措施遥

郑东新区十八里云溪项目起点为贾鲁
河与京港澳高速交叉口下游 150 米处袁终
点至万三公路袁主河道长 9.1 公里袁蓝线宽
80 米袁两岸十八里云溪连通水系长约 4 公
里袁连通水系段蓝线宽 45 米遥

公司中标雄安新区植树造林项目
和郑东新区十八里云溪项目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金明冤
3 月 6 日袁由公司承建的玻利维亚
圣何塞水电站项目收到业主尧监
理单位共同签发的移交证书袁标
志着圣何塞水电站项目施工内容
全部完成袁如期实现并网发电袁进
入 365 天责任期遥

圣何塞水电站项目是公司进
入南美洲市场的第一个水电站工
程袁 公司承担了其中最具挑战性
的引水发电系统施工遥 工程内容
主要包括 18.6 公里的超长小断面
引水隧洞尧库容 13 万立方的调节
库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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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水源冤 3 月 6
日袁 公司在坦桑尼亚召开 2019 年海外
市场开发会袁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张
玉峰袁副总经理尧海外事业部总经理刘
本江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张玉峰充分肯定了公司 2018 年海
外市场开发取得的成绩遥 针对 2019 年
国际市场形势发生的变化袁 张玉峰指
出袁要充分认识到做好海外业务对公司
发展的重要性曰要根据公司九届四次职
代会提出的野六三战略冶尧野三百行动冶要
求袁 使公司海外业务在未来 3 年达到
100 亿规模袁并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曰要牢
牢把握市场开发的规划和落实袁确保各

项目标顺利实现遥
针对下一步国际市场开发工作袁张

玉峰强调袁一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认
识袁要在中标质量和领域上取得实质性
突破遥 要充分展现自身优势和竞争力袁
敢于思考如何能在传统业务上进一步
加强拿到大单袁 在新领域上取得突破遥
二是要思考国际业务如何创新发展的
问题袁要着重思考如何在新能源尧新业
务和新模式领域取得突破遥 市场开发人
员要有主动出击的判断力尧顽强拼搏的
意志力尧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尧脚踏实地
的执行力尧所向披靡的战斗力遥 三是市
场开拓人员要有韧劲袁要有乐观和积极

的心态袁要时刻厉兵秣马尧整装待发尧接
受挑战袁只有这样不断准备袁才能抓住
机遇遥 张玉峰还对中东尧东南非尧美洲等
市场的开拓进行了具体部署遥

刘本江围绕创新业务的开拓指出袁
一是市场开发人员在创新业务方面不
能光喊口号袁要不等不靠袁将创新落实
到具体的行动当中袁有针对性地开展工
作遥 二是要通过坚持学习袁提高自身能
力袁 在深刻理解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突
破遥 三是要改变传统路径和传统方法袁
要彻底转变观念袁沉下心来研究袁真正
做到业务创新遥

公司在坦桑部署 2019 年海外市场开发工作，强调

在中标质量和领域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在公司向经营规模突破 300 亿
挺进尧 持续打造集团系统内领军型
企业的进程中袁2019 年袁 五分局的
阶段性工作重点和主要工作思路是
什么钥日前袁五分局制定下发 1 号文
件 叶关于大力推进分局加快转型升
级提高发展质量的通知曳袁对此进行
了安排尧做出了回答遥

五分局在 1 号文中提出袁 要牢
固树立发展所需的 野五个理念冶袁早
日把五分局建设成质量效益型和谐
美好分局遥 这为五分局下一步各项

工作提供了基本指导和遵循袁 既是
分局长远发展的现实需要袁 也是公
司相关安排部署的题中之义遥

管理总是一脉相承袁1 号文的
故事在五分局已经讲述了两年遥
2017 年袁五分局通过 1 号文叶关于
全面强化执行力的通知曳袁以野提质
增效冶为中心袁以野强化履约冶为切入
点袁以野强激励重约束冶为手段袁大力
强化执行力建设遥 2018 年袁五分局
下发 1 号文 叶关于进一步转变工作
作风的通知曳袁 提出工作要务实高

效尧目标导向尧开拓创新尧敢于担责尧
严格自律袁内部文函要简洁明了袁会
议要精简有效曰 分局领导和机关人
员要主动下访袁多到基层与一线袁充
分了解一线实情和职工呼声袁 营造
良好工作氛围袁 提高工作效率与工
作质量遥

围绕发展实际袁 坚持问题导向
和目标导向袁创新驱动袁立即执行袁
是五分局 1 号文的显著特点遥 关于
1 号文的新闻在五分局微信平台上
发布后袁 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和点
赞遥 网友黄河纤夫说院 抓执行力落
实袁抓作风转变袁实现转型升级袁稳
步走袁抓关键袁重实效遥 清晰的发展
脉络袁扎实的工作部署袁值得我们学
习和借鉴遥

野近年来袁五分局通过自我加压
和艰苦努力袁 实现了从困难单位到
骨干分局的华丽转身袁 为各单位追
赶超越树立了榜样尧增强了信心袁充
分说明了唯有对自身提出更高的要
求袁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遥 冶在公
司九届四次职代会上袁 公司党委书
记尧董事长张玉峰的肯定袁是五分局
1 号文成效的最好证明遥

五分局三发 1 号文

五分局的华丽转身，背
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 号
文给我们提供了一把打开其
发展密码的钥匙。

对此，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张玉峰指出，一个单位
的领导一定要清楚本单位在
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问题所
在，从而做到有的放矢制定
不同阶段的工作目标。企业
的管理要素是不变的，但管
理方式方法要不断创新。

从 1 号文中，我们看到
的不仅是管理的措施和办
法，更是责任、担当、思路和
作风，是与企业荣辱与共的
浓厚感情，是坚守阵地、久久
为功的坚定信念。

1 号文告诉我们，企业
的发展中，要始终坚持问题
导向和目标导向，抓住主要

矛盾，找出问题的关键；要有
前瞻性的眼光、系统性的思
维，环环相扣，步步为营，有
的放矢，如此才能为企业爬
坡过坎提供长久的动力和保
障。1号文还告诉我们，在企
业管理中，不能因循守旧、放
任自流，更不能刻舟求剑，以
不变应万变。当我们面对困
难止步不前，面对考验犹豫
徘徊的时候，往往也意味着
和发展的良机擦身而过，错
失了完善和提升自我的机
会。

“和分局一起成长，追逐
自己的梦想。”网友 Ly·M 在
微信上的留言，反映了当前
五分局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和高昂的斗志，这是最为珍
贵的。

记者手记院

担当作为 久久为功
开栏的话院公司九届四次职

代会明确要深入实施“六三”战
略，努力推进“三百”行动，持续
打造集团系统内的领军型企业。

公司新闻中心特在相关平台开
辟《“三百”行动》栏目，促进职代
会精神的深入贯彻落实。

玻利维亚圣何塞水电站工程全面移交

海外事业部供图

笪深圳市常务副市长刘庆生到深圳地
铁 12号线机场东车辆段调研

笪我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张玉峰尧电
建国际公司副总经理兼东南非区域部总经
理梁军到坦桑尼亚新瓦米大桥项目调研

笪公司召开贾鲁河尧 西流湖工程劳动
竞赛动员会袁提出确保野五一冶前贾鲁河蓝
线主体工程完工尧绿线工程野大头落地冶袁以
及五月底前西流湖项目具备通水条件

王建贞/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