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百人的歌唱袁
在山谷中经久回荡袁
我与远方的祖国袁
共同跳动着强有力的脉搏遥

远看高山巍峨袁
夹着蜿蜒连绵的长江袁
还有奔流向海的黄河袁
流传着无数动人的传说遥

我爱你袁我的祖国袁
爱你每一寸土地上的花朵袁
爱你包罗万象壮丽的山河袁
爱你不改初心不变的执着遥

我的祖国袁我离开了你的臂弯袁
在异国搞起建设尧勇敢开拓袁
我的皮肤还是黄颜色袁
我的眼珠还是黑的袁
你辽阔的怀抱盛满了我们所有的寄托遥

卡富埃河上的风云掠过袁
我们激昂高唱着院
我爱你袁中国浴

作者单位院下凯富峡施工局

我和我的祖国

李金平诗 弦 轻 扣

沈丽红

心 灵 空 语

初次与你遇见是在一
个阴雨绵绵的夏日袁我以为
夏日的中原不热袁透着点点
的清凉曰再次遇见你是在两
年后的一个夏日袁放晴的天
空炙烤着这片土地袁嘲笑着
自己曾经的无知遥

很快袁报到的日子到了袁在几天的培训
后袁大家各自被分到不同的地方袁而我袁到了
物贸遥 我并没有遭遇到那些让人觉得十分恐
怖的事袁更多的袁是感受到来自不同人之间
的问候袁而这些问候袁都在自己的成长中有
着不同的影响遥

在工作中袁 很多东西对我来说是新生
的袁这些便是需要去学习的东西袁当然袁这过
程中也出现过很多的问题袁有时候袁因为粗
心也会将一些数据弄错袁有时候袁也会因为
一些问题而引发争执袁更有的时候袁会因为
某一个陌生的问题去查找尧 探求解决的办
法遥 或许袁在有的人眼中这并不是好事袁可在
我的眼中是袁没有争执与磨合袁没有未知与
探索袁那么对于一个企业袁对于一个员工来
说袁未必会是一件好事袁真正能够共事的人袁
不就是那些有着争吵有着分歧却吵不散的
人么钥 若是一起朝某个未知去探索袁不也是
一个美的回忆么钥

一个朋友要去远方袁他给了我一些格桑
花的种子袁告诉我袁等到开花便来看我遥 短短
一个月的时间它便打出了花骨朵袁 我知道袁
这位朋友怕是要食言了遥

自然袁 也种下了一些其他花草的种子袁
因为意义袁 也因为这是对生活的一味调剂遥
本以为这样便好袁可生活永远给你留存着惊
喜袁渐渐的三叶草变得已经不再是曾经的三
叶草袁它开始长出四片叶子袁五片叶子袁这时
候的自己是快乐的袁 不仅是因为意外的新
生袁更是因为出乎意料的喜悦遥

许是遇见你袁在夏日的郑州袁夏日的电
建物贸袁遇见这一段美好遥

作者单位院河南中电建物贸有限公司

许我遇见你

2018 年 12 月 14 日第四版

地址院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莲花街 59 号 电话院渊园猿71冤86019288 邮箱院baoshe@cwb11.com 邮编院源50001 批准院省新闻出版局 发行院赠阅 印刷院河南日报印务中心

亲爱的宝宝院
生于 1994 年的我袁 到现在

整整 24 岁袁 有一位恋爱谈了快
四年的小娘子袁 只要地球不爆
炸袁以后她就是你的妈妈啦浴 虽
然我们俩还没有结婚袁但是我们
已经无数次幻想你会是什么样
子袁是长得像她多一点还是像我
多一点袁像我多一点的话会不会
长得很丑曰当我们一起逛服装店
的时候袁偶然看到有小孩子的衣
服袁也会停下来讨论着你穿哪一
件衣服会更可爱曰我们给未来的
你起了好多名字噎噎

现在呢袁爸爸正在很努力地
赚钱袁 想要买一个大大的房子袁
把妈妈娶回家遥 爸爸现在在非洲
赞比亚两个城市之间建公路袁妈
妈在一个大山里修水电站袁对
了袁 你还不知道非洲在哪里袁赞

比亚在哪里袁等你长大一些的时
候袁爸爸会握着你的小手在世界
地图上指出来的袁总之袁是个离
中国很远的地方啦浴

很幸运的是袁爸爸妈妈大学
一毕业就选择一起出国并且来
到了同一个国家袁两座不同的城
市袁如果开车的话袁爸爸需要坐
八个小时的车才能到妈妈工作
的地方遥 等你长大了袁会不会想
来看一看袁爸爸的这封信是在哪
里写的袁妈妈又是在怎样的地方
守望着爸爸遥

你是不是很好奇袁爸爸妈妈
是什么样子钥 爸爸偷偷告诉你袁
你的妈妈可是个大美人噢袁我挤
掉了好些个人才追上你的妈妈
和她在一起的遥 她呢袁漂亮的大
眼睛袁蓝色的瞳孔袁像苹果一样
的脸颊袁气质优雅袁落落大方曰可

是袁 可是爸爸总是很
容易就惹你妈 妈生
气袁爸爸就哄呀哄袁得
好久好久妈妈才能开
心起来遥 所以袁宝宝袁
我们以后不要惹妈妈生气好不
好遥

孩子袁我先要和你说一声对
不起遥 我多么希望袁你今后的每
一步成长我都能看得见袁可以陪
你欢笑袁陪你一起玩闹袁陪伴你
的成长遥 可是袁爸爸可能需要赚
足够多的钱袁你和妈妈才能过上
好的生活遥 爸爸妈妈还有爸爸妈
妈袁也就是你的爷爷奶奶和姥姥
姥爷袁都需要爸爸去爱他们如爱
你一般袁他们会老去袁爸爸也会
老去袁长大了的你会很爱很爱爸
爸妈妈吗钥 我的小宝贝遥

等你再大一点袁会踮起小脚

丫子慢慢走路的时候袁我希望不
论是爸爸还是妈妈都会为这一
刻给你鼓掌和一个大大的拥抱曰

如果你是个女孩袁我会亲自
向妈妈请教如何扎辫子袁每天早
上都给你扎全世界最好看的辫
子曰如果你是个男孩袁没关系袁爸
爸可能会陪你一起打游戏袁教你
念野a尧o尧e冶袁希望将来的你不仅好
看还够帅袁有知识还有情趣曰

你上了幼儿园袁有小朋友和
你一起打闹一起玩了袁如果喜欢
一个女孩子不要揪她的辫子袁你
要勇敢地告诉她袁 你喜欢她袁年
幼时光里的你们心里是不掺任

何杂质的遥
等你更大一些袁 上过了小

学尧初中尧高中尧大学袁有可能也
会读个硕士袁念个博士袁无论在
哪里袁无论什么时候袁我都希望
你可以学会好好保护自己袁健康
快乐地成长袁向妈妈学习好的教
养袁 向爸爸学习简单快乐的心
态袁未来你一定会很棒浴

对于另一半袁 如果你是男
生袁我希望你可以找一个和你妈
妈这样的女孩子曰 如果你是女
生袁我希望你一定不要找爸爸这
样的男生袁因为我会感觉全世界
的男生都配不上我的小公主遥

好了袁说了这么多袁你却还
没有出生袁多想把你的一辈子的
故事讲完袁等一年尧两年或者五
年后你出生了袁爸爸在慢慢的时
光里袁慢慢地和你讲吧浴

希望你生命里的每一个成
长的时刻袁我都不会错过袁我和
妈妈会一直爱着你遥

要要要你未来的爸爸
2018年 5月 27日

作者单位院下凯富峡施工局

写给未来的你

刊头摄影 陈德胜
本期编辑 王建贞雨 露

情 感 驿 站 张晓臣

张晓臣和李金平

孩子袁能静下来读书袁是自己的福
气遥

现在的你袁已经快两岁了袁关于读
书袁你已经有自己的懵懵懂懂的认知遥
每天会有一会会儿时间自己在沙发角
落拿着你的小画册翻翻袁 偶尔再撕几
页曰洗澡以后袁睡觉之前袁一定要拿着
一本自己觉得有意思的小画册要妈妈
讲遥

这只是刚刚开始袁 以后的你要慢
慢的养成读书的习惯袁 这将是你受益
终身的一件事袁慢慢你会体会到袁特别
是你到妈妈这个年纪以后遥 在这个过
程中袁我会一直陪着你袁给你尽可能正
向的引导遥

在我小时候袁 爸爸晚上经常会在
自己的房间看书袁在不大的卧室里袁放
着一个书桌袁 其实家里当时好像就那
么一个桌子袁刷着桐油漆还是什么袁颜
色也并不好看袁 开着瓦数只有几瓦的
昏黄的小灯泡袁灯泡因为常年使用袁上
面还脏脏的袁那时的我就很好奇袁也不
知道他在看些什么袁但是那个画面袁一
直记忆至今遥 但是在我上学的那些年袁
考大学的关键时期袁没有正确的读书袁
一直是我的遗憾遥 那时候的我袁不知道
自己喜欢什么袁自己的兴趣是什么袁也

没有努力的目标遥 大学只是人生的一
个中转站袁不是终点袁什么时候发现自
己的兴趣都不晚遥 人生很长袁希望你能
早一点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袁 并坚持
下去遥 这个世界上袁有很多事情袁坚持
了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遥

读书袁不拘泥形式袁不限制时间地
点袁读散文尧小说尧历史尧国学都可以袁
各方面的都可以涉及袁 只有了解的足
够广泛袁 才会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是
什么遥 包括音乐尧体育尧阅读尧烹饪尧绘
画袁这些不能增加分数的技能袁都可以
改善生活袁提升品味袁正是这些爱好袁
决定了你以后的生活质量袁 甚至是人
生方向遥

读书不只是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袁
学校的知识固然重要袁 因为我们所处
的社会袁 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
自己的生活袁 走出父母给你提供的生
存环境袁这是一条出路袁目前也许是唯
一的出路遥

静下心来读书袁 一本好书像一盏
明灯袁照亮你的一段时光遥 读书也是最
好的和自己相处的方式遥 在这个电子
APP 盛行的时代袁能静下来读书袁是你
的福气遥

作者单位院郑州公司

读书是福气

如 歌 行 板

刘望月

赞比亚下凯富峡项目百人大合唱叶我和我的祖国曳

殷晏志勇赴巴拿马调研指导工作
殷第五届中国消化道微生态学术会议暨

2018三门峡消化年会召开
殷宋东升到赞比亚下凯富峡水电站调研
殷安徽引江济淮集团公司总经理陈先明

一行到江水北送段调研
殷洛阳装配公司召开 2018年第二次董

事会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范娇阳冤 12 月 12
日上午袁 郑州地铁集团在由我公司承建的
郑州地铁 5 号线五龙口停车场项目举行综
合办公楼入驻仪式袁 标志着该综合办公楼
正式启用遥

综合楼施工以来袁参建员工严格标准化
管理袁从每一道工序开始袁对风水电安装尧
装饰装修的技术标准尧质量标准尧工艺要求
等方面做出严格要求遥 综合楼建设充分利
用新技术袁对综合楼风水电安装专业交叉尧
管线密集实施 BIM 设计技术袁建立三维模
型袁进行碰撞检测袁优化
空间布局袁 提升施工的
精确性袁 有效提高进度
管控能力遥

郑州地铁 5 号线

停车场综合楼正式启用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王欣冤 12 月

3 日袁 玻利维亚圣何塞水电站业主单
位要要要国家电网电力公司向我公司
发来表扬信遥

表扬信中说袁国家电网电力公司
热烈祝贺由贵公司承建的圣何塞水
电站工程 2 号调压井的顺利贯通袁为
二级水电站并网发电提供了保障遥 2
号调压井由于地质条件差袁边坡滑动
造成调压井断裂错台袁 导孔塌孔袁施
工无法进行遥 贵公司从大局出发袁克

服困难袁积极组织袁优化施工方案袁采
取边坡开挖卸荷袁反井施工变正井施
工袁 确保了 2 号调压井的顺利贯通遥
施工过程中袁 参建员工克服诸多困
难袁妥善处理各方关系袁如期实现了
重要节点目标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
评遥 做好工程履约的同时袁积极承担
和践行社会责任袁服务地方的经济社
会发展袁为玻利维亚的经济发展做出
了贡献遥

圣何塞水电站 2 号调压井贯通
玻利维亚国家电网电力公司发来表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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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贺伦 李金平冤 10 月
24 日袁2018 年野中国海外工程营地风采展示冶
活动评选结果出炉袁 赞比亚下凯富峡水电站
项目从 55 家企业 78 个海外工程营地中脱颖
而出袁 荣获由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颁发的
2018 年野中国海外工程杰出营地冶称号遥

下凯富峡水电站项目营地依山而建袁总
占地面积 182500 平米袁 采用阶梯状布置袁尽
可能减少对周围植被的破坏遥 营地安装了监
控系统袁屋顶采用绿色色调袁室外墙体经过喷
涂砂浆处理遥营地设置有中赞医务室共三个袁
有吸氧机尧红外线治疗仪尧超声雾化吸气机尧
拔罐器等基本设备袁 急救设备和急救药品齐
全袁满足项目医疗救护需要遥营地还开设有技
能培训学校袁免费为当地员工提供教育机会遥

下凯富峡水电站项目营地规划科学尧功
能齐全尧文化建设优异及人文关怀突出袁以其
安全尧环保尧实用尧美观袁充分展现了项目管理
水平的硬实力袁 彰显了企业品牌和公司形象
的软实力袁是积极践行野一带一路冶倡议尧打造
中国水电海外名片的成功尝试遥

赞比亚下凯富峡水电站项目

获 2018 年“中国海外
工程杰出营地”称号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孙留镇冤 12 月 8
日袁 随着 K686+300 处最后一车沥青混凝
土摊铺结束袁 巴基斯坦 M5 公路项目沥青
混凝土上下基层施工全部完成袁 向通车目
标又迈进了一步遥

M5 公路项目道路全长 34.1 公里袁设
计为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袁 沥青路面结构
设计为磨耗层和基层袁其中基层分为上尧下
基层两层施工袁基层沥青混凝土约 31.5 万
吨遥

自今年 3 月份开始沥青摊铺以来袁项
目部多次组织专题会议袁改进施工方案袁提
高施工质量袁 并邀请公司专家进行现场指
导袁形成标准化作业袁严格材料及各施工工
序质量控制袁保证了厚度尧压实度及路面平
整度等指标要求袁 为下一步路面磨耗层施
工奠定了坚实基础遥

巴基斯坦 M5 公路

上下基层沥青摊铺完成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李云
鹏冤 12 月 12 日上午袁 公司
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张玉峰到
郑州公司南四环项目调研袁
察看南四环工程进展情况袁
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
求遥 公司副总经理兼郑州公
司总经理宋维侠一同调研遥

在南四环项目郑少高
速尧028 桥尧萍湖路段等施工
现场袁 张玉峰认真了解各工
区的工程建设情况袁 重点对
匝道施工尧0 号块支架搭设尧
架梁设备投入尧 施工期间扬
尘治理尧 人工成本等情况进
行了详细询问遥 在节段梁拼
接施工作业面袁 深入了解节

段梁在架设过程中遇到的难
点尧 参数指标和施工进展情
况遥

就做好南四环下一阶段
工作袁张玉峰强调袁一是要抓
好成本控制袁 主要从统筹人
员设备尧施工工艺等方面袁做
到提高施工效率袁 从而解决
施工经营成本压力曰 二是各
参建分局在工期目标上要增
加紧迫感袁 在可施工工作面
上袁加快施工流水作业曰和其
他参建单位同台竞技过程
中袁不断学习创新袁争做四环
线建设的先进单位曰 三是在
全力加快工程进度的同时袁
要做好安全文明施工和质量

控制工作袁 特别是工程进入
节段梁架设作业袁 安全风险
较大袁要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袁
提高安全意识袁 保障高空特
种设备的作业安全曰 四是在
冬季施工中袁 围绕雨雪低温
天气中出现的各类安全风
险袁要做好防范措施袁加大检
查力度曰 五是要树立精品工
程意识袁 质量是工程的生命
线袁要加强对墩身尧0 号块浇
筑以及节段梁拼接的质量控
制袁争做精品工程曰六是要做
好施工经营结算工作袁 不断
控制工程的各项成本袁 严控
经营风险曰 七是要加大新技
术尧新工艺攻关袁不断优化施

工方案袁降低施工成本曰八是
要通过南四环工程的良好履
约袁不断积累业绩袁进一步拓
展公司的市场营销空间遥

宋维侠指出袁 要进一步
提高对明年 6 月底四环线通
车目标重要性的认识袁 加快
非主线可施工面及征迁工作
进度遥 严控质量袁时刻牢记安
全文明施工的红线意识遥 加
大节段梁拼接的工艺投入袁
确保在冬季施工中流水作业
加快推进遥 做好工程履约袁加
快经营结算袁 继续保持央企
优良传统风范袁 争创优质工
程遥

张玉峰到郑州南四环项目察看施工进展情况时指出

确保良好履约 争创精品工程

郑州南四环提前实现首榀 号块节段梁拼接架设

12 月 8 日上午 11 点袁 郑州公司南四环项目首榀 1 号块节段梁
提前 2 天实现吊装架梁目标遥 此次吊装的 1 号块节段梁宽 16.5 米,
高 2.2 米袁长 2.9 米.重 68 吨袁采用 260 吨汽车吊进行吊装遥在完成吊
装后袁项目部将进行节段梁的粗调尧精调袁以及 1 号块和 0 号块临时
锁定尧永久锚固尧湿接缝浇筑尧纵向预应力施工等工序作业袁确保短
线法节段梁 T 构悬拼顺利进行遥 渊张超 李云鹏/文图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