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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红日升袁一路
春风畅遥 万里碧波滔
天袁极目苍穹朗遥 闲庭
丝绸之路袁牡丹郁金竞
芳遥 恰逢新时代袁环宇
升平处袁处处建设忙遥

谋共赢袁议共建袁求共商遥一带联通欧亚袁丝
路变通途遥 一路串起洲洋袁国亲民意交融袁音律
倍铿锵遥 嫦娥舒广袖袁击节当空扬遥

作者单位院下凯富峡施工局

水调歌头·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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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日袁距五四运动恰逢
百年遥百年之内袁御环四宇袁安
国富民袁顺达天意袁此中之功袁
青年自属其一遥

遥想百年之前袁民族危急
存亡之际袁青年云集于天安门
下袁 奔走疾呼袁野外争主权袁内
除国贼冶袁 群情激愤袁 慨然在
胸遥 适迎国内思潮涌动袁革新
必行袁叶新青年曳尧新学会初建袁
惟新思想萌芽袁普天下意气风
发袁是惟豪壮也遥 遂举国有志
之士袁皆以断发之志袁誓死相

抗袁反野条约冶袁拒签字袁国土不
可断送袁人民不可低头浴

然则今之青年乎钥 夫如浩
瀚长史袁今日以指畴昔袁我辈
青年有不输尧舜之志袁亦有不
弱于鹏举之能袁更有革天变地
之作为袁 是以中国愈加强盛袁
扬名四海袁叱咤八方遥 江河山
水袁若何之雄美曰文化思想袁若
何之先进曰 保家卫国之师袁若
何之骁勇曰 航空航天之器袁若
何之尖端遥 乾坤之下袁日月同
辉袁今之中国袁大鹏一日同风

起袁扶摇直上九万里遥
如我袁 虽身在华夏之外袁

筑大坝袁建厂房袁集民之所愿袁
举吾之所能袁予之光明遥 而如
我者袁有千万人往矣袁去之山
丘之间袁往来沟壑之地袁能移
万丈山海袁可行千里之路遥

梁公曰院 男儿志兮天下
事袁但有进兮不有止袁言志已
酬便无志遥故我辈青年当志存
高远袁胸怀家国袁可主沉浮袁可

担重责袁不负山河锦绣袁不负
国之所托遥

青年兴则国家兴袁青年强
则国家强遥使举国之青年而奋
发图进也袁则吾中国为新时代
之国袁中华复兴之中国梦翘足
可待也遥 故今日之责任袁不在
他人袁而全在我青年遥 日行千
里袁心之所向遥高山流水袁云淡
天长遥潇潇暮雨袁血洒湘江遥天
地玄黄袁宇宙洪荒遥我欲擒苍袁
有谁可挡钥

一带一路袁贡献力量遥 百
年五四袁初心不忘遥下个百年袁
与君共享遥 待得风起袁扬帆起
航遥

美哉袁我青年中国袁脚踏
四海曰

壮哉袁我中国青年袁斗志
昂扬遥
作者单位院下凯富峡施工局

“五四”青年说
当你背起行囊，告别母校和同窗；
当你擦干眼泪，惜别家乡和爹娘；
你对自己说，要让梦想飞翔，
书写青春的模样。

砂石土料磨糙了你的手掌，
炎炎烈日晒黑了你的脸庞。
冰凉的仪器考验着你的坚强，
凛冽的寒风锤炼着你的臂膀。
你比太阳起得更早，
又和它一起迎接月亮。
你比风雪更早上岗，
又和它一同奔忙。

你是一名施工员，
每周有七个工作日，
工作服是你最美的衣裳。
你是一名测量员，
脚底的茧子比袜子还要顽强。
你是一名试验员，
为了一份数据，
已记不清有多少不眠的晚上。
你是一名海外建设者，
远赴异国他乡，
拓展全球市场。

你是父母的儿女，
但回家的路那么远，愧疚那么长。
你是孩子的父母，
但成长陪伴那么短，思念那么长。
你是爱人的臂膀，
却只能依依不舍与寸寸牵肠。
你把亲人的照片看了又看，
把他们的笑脸印在心上。

你还有这样一个家，
在深山里，在荒漠中。
在隧道、矿山、公路；
在京沪、武广、青藏。
在这个家，
有人为你的人生大事操心，
为你的不断进步赞赏。
在这个家，
有人为你的业务提升高兴，
为你的创新增效鼓掌。

虽无戎装披在身，
也有豪情高万丈。
虽未对镜贴花黄，
也是最美女儿装。
是辛劳的奉献者，
是无悔的建设者。
把青春浇注在路基里，
把重任扛在肩膀。

十一局人这个名字，
将永远铭记在祖国建设的史册里，
熠熠生辉，闪烁光芒！

作者单位院三分局

十一局人

诗 弦 轻 扣 马文潇

祁海生书法作品 业精于勤

刊头绘画 水建军
本期编辑 王建贞雨 露

张晓臣

人生的路上袁 有一条路每一个
人都非走不可浴 这条路袁不是每天
上学或下班回家的路袁亦不是金榜
题名尧功成名就的路袁更不是洞房
花烛尧 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的
路袁而是年轻时走过的弯路遥

在青春的路口袁 曾经有那么一
条小路若隐若现袁召唤着我遥

母亲拦住我院 那条路走不得
噎噎

我不信遥
母亲心疼地看了我好久遥 在路

上袁我跌倒尧碰壁尧摔跟头袁甚至头
破血流遥 我何曾不想回去走其它的
路浴 可是袁回头看看来时的路袁总有
许多复杂感触袁 我走的那么辛苦袁
好不容易走到这地步袁不被了解的
痛楚袁到不了爱的净土袁是你让我
越过冲突袁陪我走过风雨险阻遥 这
条路袁 如果一开始就能看见幸福袁
拥挤的人群必定堵塞慢慢路途袁如
果这条路是通往爱的旅途袁也许过
程注定要荆棘密布遥

正当我坐下来喘息的时候袁我
看见一个朋友袁 自然与我一般年
轻袁正站在我当年的路口袁我忍不
住喊院野那条路走不得遥 冶他不信遥 我
看了看他袁 看了自己袁 然后笑了院
野一路小心遥 冶

那一天袁我不得已上路袁为不安

分的心尧为自尊的生存尧为自我的
证明遥 路上的辛酸已融进我的眼
睛袁 心灵的困境已化作我的坚定遥
在人生的路上袁不摔跟头尧不碰个
头破血流袁 怎能练出钢筋铁骨袁怎
能长大成功钥 在路上袁我们也许伤
痕累累尧也许痛苦不堪袁可是袁我们
终究完成了一段路的这头到那头袁
实现了人生渡河的此岸到彼岸袁也
许身心俱疲尧也许曲曲折折袁但是
我们终究是走过来了遥 如果袁当初
我们在人生的岔路口可以有另外
的选择袁也许走那条路的时候会很
舒心很灿烂袁可是袁我们并没有走袁
谁又知道会走出怎样的精彩呢钥

在路上袁用我心灵的呼声曰在路
上袁为我生命的远行遥 记得刚来十
一局的时候袁 我的老师跟我说院我
们今天的状态是当初选择的结果袁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袁永远不要觉
得还会有最好的选择袁因为到最后
你会发现袁你总会觉得自己有更好
的选择袁可是这些选择你并没有验
证过遥 你跌跌撞撞袁落得这一身伤袁
就是为青春画下的残妆遥

把弯路走直是聪明的袁 因为找
到了捷径曰 把直路走弯是豁达的袁
因为可以多看几道靓丽的风景遥 在
路上袁我砥砺前行遥

作者单位院郑州公司

在路上

李 赛曹 乐

本报讯 渊记者 倪萌聪冤 弘
扬工匠精神袁致敬榜样力量遥 5 月 6
日袁由河南日报社主办尧河南省工
程建设协会等协办的第三届野工匠
精神尧筑梦中原冶河南城乡建设发
展大会在郑州举行遥 公司荣获野河
南十佳高质量发展标杆企业冶称
号袁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杨和
明获 野河南十大工程建造大师冶称
号袁公司副总经理王波峡获野河南
十大杰出工程建造师冶称号遥

近年来袁公司不断发挥属地化
优势袁大力开拓中原市场袁在河南

承建了郑州三环尧陇海尧南四环尧东
三环尧 贾鲁河等一大批重点工程袁
为中原出彩做出突出贡献遥

公司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李
朝晖作为获奖企业代表在大会上
发言遥 他说袁水电十一局大力倡导
野敬业尧精益尧专注尧创新冶的工匠精
神袁着力打造一支覆盖广泛尧数量
充足的知识型尧技能型尧创新型工
匠队伍袁坚持把工匠精神融入到工
程施工的每一个工序袁在国内外创
造出诸多安全尧文明尧环保尧精细尧
优质的工程产品遥 未来袁围绕打造

畅通郑州尧 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袁水电十一局将继续大力传承工
匠精神袁用思想和灵魂尧用品质和
情怀铸造更多更精的工程产品袁报
效国家尧回馈社会尧惠及百姓袁争做
出彩河南人袁让河南高质量发展的
野颜值冶更高尧活力更足袁以优异的
成绩向建国 70 周年献礼遥

期间袁与会嘉宾围绕野装配式
建筑在城乡建设中的使用与困
局冶尧野EPC 模式下全过程管理的困
局与破解方案冶等热点问题进行了
探讨交流遥

公司荣获“河南十佳高质量发展标杆企业” 标题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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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南阳世界月季大观园开园
月 日上午，园区面积世界最

大、月季品种世界第三的南阳世界月
季大观园隆重开园。

南阳月季园项目建设面积
亩，居世界第一；月季栽植 余种、

余万株，居世界第三，是亚洲独一
无二的集月季品种展示、研发、销售和
旅游、休闲、购物为一体的超大型主题
公园。

世界月季联合会原主席
在接受采访中说，中国电建

在这么短时间里建成这样美丽、令人
惊叹的园林，干得漂亮！本次月季洲际
大会会长 表示，中国
人工作实在太努力了，建了这么大一
个园子，月季、文化、湖水相融在一起，
非常美。渊王建贞 张涛 柳士奇冤

荥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张玉峰荣获野河南省
劳动模范冶称号

荥公司连续两年获云南省施工企业信用评价
野AA级冶

荥我公司获股份公司 2018年度野质量管理先
进企业冶称号

本报讯 渊记者 李锵
王雪清 通讯员 席湘平冤
为贯彻落实郑州市关于加
快贾鲁河工程建设精神袁确
保 2019 年实现贾鲁河圆满
履约袁5 月 6 日上午袁郑州市
贾鲁河综合治理生态修复
工程召开野四个起来冶誓师
大会袁通过开展野让红旗飘
起来尧党徽戴起来尧党旗竖
起来尧 劳动竞赛开展起来冶
党建主题活动袁再次吹响决
战贾鲁河的号角袁进一步在
贾鲁河全线营造火热的大
干氛围遥

誓师大会要求广大参
建者争创野贾鲁杯冶袁传承发
扬野贾鲁工匠冶精神袁牢固树
立精品意识袁 全面规范作
业袁强化规范化管理尧精细
化管理袁 始终坚持安全为
本袁质量第一袁以负责担当袁
快速推进贾鲁河综合治理
生态修复工程建设袁为加快

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贡
献力量袁为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遥

公司工会主席李克涛
对上一阶段劳动竞赛活动
开展情况进行了总结袁对下
一阶段劳动竞赛活动进行
部署动员遥

会议宣读了开展野四个
起来冶 党建主题活动的决
定袁为蓝绿线工程项目进行
了授旗遥 蓝绿线工程项目党
组织负责人代表作了表态
发言遥 全体参会人员在野让
红旗飘起来尧 党徽戴起来尧
党旗竖起来尧劳动竞赛开展
起来冶横幅上签名遥

据了解袁贾鲁河蓝线工
程将加快扫尾及移交进度袁
绿线工程将快速推进剩余
地被种植尧灌溉管网尧给排
水管网尧园路尧广场尧建筑物
等施工遥

红旗飘起来 党徽戴起来、
党旗竖起来 劳动竞赛开展起来

贾鲁河工程召开“四个起来”誓师大会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李金平冤
2019 年元旦辞旧迎新之际袁中央
电视台叶远方的家曳摄制组聚焦
赞比亚袁走进百亿工程要要要下凯
富峡水电站项目遥 4 月 19 日袁中
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重磅播
出叶凯富埃河畔的中国情缘曳袁以
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为背景袁讲述中
国水电给当地带来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遥

2016 年 8 月袁央视中文国际
频道将镜头对准野一带一路冶袁以
400 集的超大规模倾力打造百集
特别节目叶一带一路曳袁作为叶远
方的家曳栏目推出的第八部大型
系列特别节目袁叶一带一路曳树立
全球视野袁力求让全世界真正了
解野一带一路冶倡议袁表达中国

野和平尧友好尧互利尧共赢冶的理
念袁突出野一带一路冶打造命运共
同体尧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的时代精神遥

叶凯富埃河畔的中国情缘曳以
中国水电招聘中心尧凯富埃镇商
业广场尧项目工程建设尧中赞员
工衣食住行尧国企海外社会责任
为切入点袁展现了中资企业干工
程搞建设袁切切实实给当地人民
带来的巨大变化遥

下凯富峡水电站项目充分
利用海外分局管理前移的优势袁
高度重视打造企业品牌影响力袁
积极与当地主流媒体及中国驻
非媒体保持着良好的联系袁展示
了中资企业在野一带一路冶上取
得的巨大成果遥

《凯富埃河畔的中国情缘》亮相央视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张原

礼冤 4 月 25 日袁莫桑比克马
卡雷塔内大坝加固项目正式
开工建设遥

马克雷塔内大坝加固项
目是莫桑比克政府改善全国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袁 是促进扎省农业的重要
步骤袁通过该项目袁加扎省绍
奎区的农业灌溉将得到进一
步的完善袁 极大的促进该区
域的农业发展遥 同时马卡雷
塔内大坝对于预防疟疾袁提
供清洁用水也将起到极大的
作用遥

该项目位于莫桑比克南
部加扎省林波波河上袁 项目
主要工程为在大坝下游河床
上建设钢板桩墙渊主墙+锚固
墙冤袁以及水土保持尧环境保
护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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