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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袁 爷爷就会给我讲一
个故事要要要风扫院袁日照灯袁弯
弯枕袁褴褛被遥

这个故事讲得是袁 从前有
个当官的人袁因为一生清廉袁惹
了不少当朝权贵袁 后来告老还
乡袁 家徒四壁袁 只能由风扫落
叶袁月光当灯盏袁手臂当枕头遥
爷爷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
们袁 无论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
身正气袁不可误入歧途遥

我后来才知道袁 这个故事
所阐述的不过就是穷困潦倒的
极致遥 不过袁爷爷如此说袁我也
就如此信了遥

我信的不是故事袁 是爷爷
想传达给我们的人生哲理遥

爷爷虽然没有读过几本
书袁没什么多高的学历袁但他的
一些人生感悟是作为晚辈的我
们所敬佩的袁它散发着最淳朴尧
黄土般扑面而来的气息遥 如此
鲜活袁 引导着我们踏实走好生

活的每一步遥
在家里排老小的我袁 总会

受到爷爷的偏袒袁 后来堂哥和
我依次考上高中尧上了大学袁爷
爷总会因有这样的孙子尧 孙女
感到自豪袁爷爷常常说袁如今时
代不同了袁女孩也得有知识袁可
以不过于要强但必须自强袁有
独立生存的能力袁 这样才能不
被时代所淘汰遥 爷爷会对我说院
野以后毕业工作了袁不能做对不
起人的事遥 领导安排的事要做
好袁更不要贪污受贿遥 冶我常常
哭笑不得袁 便说贪污受贿这四
个字我认识袁 可是贪污受贿真
不会呀遥

爷爷说人生呀袁漫长得很袁
有时候觉得迈不过去的坎袁总
会迈过去的遥 时间总会给你答
案袁 你只需要踏踏实实走好每
一步路遥

爷爷还说袁 有的人走路的
时候鼻孔朝天袁 看不起周围的

人袁 总有一
天悬崖会等
着他遥 所以
不要觉得自
己 地 位 高
了袁 就比别
人高一等遥

爷爷有好多浅显易懂的道
理袁常常围在一起的时候袁他便
会讲出他们那个年代所经历过
的生活袁 再从这一段段生活中
得出一些道理袁 这些道理便是
我们家的家规袁 这许多小道理
涓涓不息地融合在一起袁 变成
了我们家的家风遥

后来袁爷爷走了袁他却永远
活在我心里袁他的一言一行袁他
说过的话袁 都将影响着我们晚
辈袁生生不息噎噎

有时候袁工作上尧生活上不
顺心了袁心情会随之变得烦躁袁
偶尔会想起爷爷慈祥的笑脸袁
想到他历经人世间沧桑后的淡

定与从容袁 心里就会有丝丝地
安慰遥

一起都会好起来的袁 你所
经历的或许别人已经历曰 你将
要面对的袁 或许别人正在面对
或者已经面对遥

家风正则万事兴袁 政风正
则令畅通遥 愿我们每一个人袁无
论处在什么岗位袁 无论在哪个
级别上袁无论你离开家乡多久袁
都不要忘记自己的家风家训袁
时刻警醒自己袁不要走弯路尧偏
路袁廉洁自律袁不贪污受贿袁保
持本真袁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遥

作者单位院六分局

爷爷的“故事”

野你好啊袁新生活浴 冶
这是我踏上这片土地袁

对自己说的第一句话遥
毕业出国袁 是我人生的

一个转折点袁 曾经以为毕业
便是守在父母身边袁 做一个
贴心的儿子袁 却没曾想踏上
的却是这样一条异乡之路遥
都说袁自从离家袁故乡只有冬
夏袁再无春秋袁而现在我是彻
底失去了故乡的四季袁 像一
颗种子落在了赞比亚遥

懵懵懂懂的踏上了埃塞
航班袁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袁
带着父母 野儿子要吃得白白
胖胖呦冶的叮嘱袁我走了遥 来
时路上万丈高空许下的男儿

壮志袁 在落地的瞬间便化作
一团浓浓的乡愁袁解不开袁剪
不断袁理还乱遥

从北京越过赤道来到这
里的路是记不住的袁 心里只
有归营的那份安稳和初见下
凯富峡的激动遥 我们一众新
人的到来也给这里带来了新
的生机袁 接受了大家的关心
慰问袁 听着大家在这里的故
事经历袁 看着干净温馨的宿
舍袁也吃到了可口的饭菜袁我
很快就接受和适应了新生
活遥

记得参观工地的时候袁
看着眼前的一切袁 我的心里
藏了一份不与人说激动袁看

着获得境外鲁班奖的卡里巴
水电站工程袁 为这个国家的
良好发展发光发热袁 我也即
将成为一枚一颗小小 野螺丝
钉冶袁突然觉得自己充满了能
量遥

非洲有句谚语袁野一根原
木盖不起一幢房屋冶袁中国也
有句古话袁野孤举者难起袁众
行者易趋冶遥 意思就是在说只
有互利合作袁携手共进袁才能
获得合作共赢的积极效应袁
而我在做的袁 不就是中非合
作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
强调的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
非共同体而努力吗钥

转眼间袁 已经与这里相

处了二十天有余袁 我也已经
从新鲜感中沉淀下来遥 习惯
了隔着六个小时的时差袁和
家里报平安的节奏曰 习惯了
投入工作的汗流浃背袁 和工
友们精力充沛的日常曰 习惯
了心怀梦想与感恩的度过在
这里的每一天曰 也习惯了把
建设项目的那份骄傲与自豪
收于心底遥

这珍贵且美好的一段人
生经历袁 让我相信现在的安
排就是最好的安排袁 也很期
待每天一个新的开始袁 让我
把更多的故事袁讲给你听遥
作者单位院下凯富峡施工局

这是一封
初见的“小情书”

夜，已深不可见，
厂房的灯光凝聚在黑暗里，
砂轮的声响刺破寂静，
六个月夜班中坚守着的，是你。

跨过了一个半球，
在赞比亚与凯富埃相遇，
现场的事情忙完再来，
你又推迟了遥遥归期。

次第，日落偏西，
你身入东风李。

是你，
乘着轰鸣的皮卡车远去，
大坝又急着在夜里开仓，
一层层混凝土坐地而起。

是你，
如行者般穿梭在洞里，
拼接一节节压力钢管，
愈是往后，愈近归期。

是你，
还未等飞云过尽，
发电机已组装完成，
送来即将发电的惊喜。

晚霞依旧褪去，
朝阳一如往常升起，
这一隅之地，
全都是你。

山丘之间，沟壑之地，
孤乡僻壤，纵无所惧。

成百上千个地方，
千千万万个你，
孑然一身
自去开天辟地。
作者单位院下凯富峡施工局

是你

项目营地

诗 弦 轻 扣
张晓臣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
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黄河医院 徐惠书法作品 叶诫子书曳

本报讯 渊记者 龚家卉冤 上
半年袁公司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
深入贯彻落实公司第九届职工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尧项目管理暨
第四届项目经理年会各项安排部
署袁深入实施野六三冶战略,努力推
进野三百冶行动袁各项工作取得显
著成绩袁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遥

上半年袁 公司综合实力显著
提升遥 荣获全国建筑业 AAA 级
信用企业尧云南省施工企业信用
评价 AA 级尧 河南十佳高质量发
展标杆企业等荣誉遥 参与建设的
深圳地铁 7 号线工程荣获中国土
木工程詹天佑奖尧 郑州市 107 辅

道快速化工程荣获中国钢结构金
奖遥

上半年袁 公司国内外工程履
约卓有成效遥 郑州贾鲁河工程圆
满实现贾鲁河蓝线主体工程完
工尧 绿线工程大头落地的劳动竞
赛目标曰南阳世界月季大观园顺
利开园曰 郑州市轨道交通 5 号线
正式开通袁步入初期运营阶段曰郑
州东三环主线高架桥全线贯通遥
玻利维亚 I63 公路工程尧 圣何塞
水电站工程正式移交曰赞比亚慕
松达水电站项目顺利完工曰中国
水电培训学院取得赞比亚办
学资质遥

商贸服务业各单位苦练

内功袁不断开拓创新袁努力提升综
合实力遥 黄河三门峡医院正式挂
牌三级甲等医院尧千禧商贸公司
新增两家便利店双双开业尧三隆
概念店隆重亮相遥

上半年袁 公司党建工作扎实
推进遥 组织开展了野不忘初心尧牢
记使命冶主题教育系列活动尧工匠
精神为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活动袁学习强国平台广泛运用袁为
实施野六三冶战略尧推动野三百冶行
动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引领和思想
保证遥

公司上半年持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据统计，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亿元，同比增长 ，是集团

公司下达计划的 。截止 月底，新签合同项目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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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倪萌聪冤 6
月 26 日上午袁 公司党委在郑州
总部召开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第一次集中学习研讨
会遥 股份公司第四巡回指导组副
组长周春来袁联络员杨明玉到会
指导遥 会议由公司党委书记尧董
事长张玉峰主持遥

在对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曳等相
关资料进行认真自学与集中学
习后袁公司领导班子成员结合学
习内容与工作实际袁围绕野贸易
战背景下的企业发展与风险管

控冶这一主题袁进行了交流研讨遥
周春来对公司此次集中学

习研讨予以肯定遥
对公司下一步主题教育工

作开展袁张玉峰指出袁一要有时
间保证袁公司党委要统筹安排好
学习时间和相关学习活动袁确保
班子成员完成规定学习时间曰二
要围绕根本任务尧聚焦问题和工
作重点开展学习曰三要确保学习
取得实效袁不走过场袁不走形式袁
做到理论学习有收获尧思想政治
受洗礼尧干事创业敢担当尧为民
服务解难题尧清正廉洁作表率遥

公司党委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第一次集中学习研讨会

本报讯 渊记者 张超冤 6 月
28 日袁公司在三门峡召开商贸服
务单位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
题教育工作调研座谈会袁了解各
单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袁探讨
如何使党建与生产经营有效结
合袁 更好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遥
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张玉峰出
席会议并讲话遥

张玉峰在讲话中指出袁商贸

服务业市场空间巨大袁从公司层
面全力支持和推进商贸服务业
创新发展尧快速发展尧高质量发
展袁 打造质量效益型商贸服务
业袁具有央企品质尧地方特色尧竞
争力突出的商贸服务业遥 要有强
烈的发展紧迫感袁 对党忠诚尧个
人干净尧敢于担当遥 要紧密围绕
重点工作和目标任务袁增强党组
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遥

公司召开商贸服务单位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座谈会

本报讯 渊记者 龚家卉冤 6
月 27 日袁 我公司联合三门峡黄
河明珠渊集团冤有限公司在野万里
黄河第一坝冶要要要三门峡水利枢
纽工程袁共同举办野中流砥柱忆
初心尧黄河儿女担使命冶主题活
动遥70 余名共产党员齐聚三门峡
谷袁参观大坝和中流砥柱袁重温
入党誓词袁 举办主题座谈会袁接
受中流砥柱精神的普及教育袁聆
听黄河三门峡工程建设时期的

动人故事袁追寻初心记忆袁倾听
历史回响袁牢记使命再出发遥

公司党委副书记尧 总经理
夏水芳在座谈中说袁水电十一局
将始终不忘野中流砥柱冶之初心袁
牢记野黄河儿女冶之使命袁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袁 紧跟时代发展步
伐袁优质高效地完成各项建设任
务袁以更加坚定的政治责任感和
社会责任感袁立足新起点尧实现
新跨越遥

公司在黄河三门峡大坝举办
“中流砥柱忆初心、黄河儿女担使命”主题活动

本报讯 渊记者 王建贞冤 为
什么学尧学什么尧怎么学钥

7 月 1 日上午袁 在公司 2019
年渊第四期冤中层领导干部培训班
开班仪式上袁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
长张玉峰对学习的三大问题进行
了深入剖析袁并讲授安全公开课遥

张玉峰强调袁 一要在深化认
识上下功夫袁解决野为什么学冶的
问题遥学习是时代背景的需要袁学
习是企业发展的需要袁 企业要发
展尧要进步尧要在时代的浪潮中脱
颖而出袁就必须掌握战胜困难尧规
避风险尧赢得挑战的本领袁加强学
习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遥

学习是个人成长的需要袁 学历不
是能力袁学习力才是能力袁只有加
强学习尧善于学习袁树立终身学习
的理念袁 才能承担起推进企业健
康快速发展的艰巨任务遥 二要在
突出重点上下功夫袁 解决 野学什
么冶的问题遥 要加强理论学习袁坚
定理想信念袁重视哲学武装袁筑牢
思想根基袁强化业务知识学习袁做
好本职工作遥要敬畏法纪法规袁增
强野红线意识冶袁运用领导艺术袁提
升管理能力遥 三要在提高实效上
下功夫袁解决野怎么学冶的问题遥学
习的基础在于调查研究袁 学习的
关键在于持之以恒袁 学习的态度

在于积极主动袁 要结合实际创造
性地开展学习袁带着责任学尧带着
问题学尧 带着思考学遥 张玉峰指
出袁要发挥学习的引领力袁自觉结
合主题教育总要求袁 结合新时代
新形势新任务袁牢记初心使命袁勇
于担当责任袁敢于开拓创新袁把现
有资源科学调动起来袁 把一切有
利条件充分聚集起来遥

开班仪式结束后袁 公司党委
书记尧董事长张玉峰以叶责任尧使
命尧担当曳为题袁为公司中层领导
干部讲授了一堂紧贴实际尧 内容
详实尧发人深省的安全公开课遥

张玉峰对中层领导干部学习提出要求并讲授安全公开课

郑州南四环跨贾鲁河大桥首节钢箱梁吊装完成
月 日上午 时，随着郑州南四环跨贾鲁河大桥的架桥机的升降

绳徐徐落下，首节重达 吨的钢箱梁平稳吊装到位。 南四环贾鲁河
钢箱梁桥位于南四环贾鲁河即有混凝土桥梁之上，与即有混凝土桥梁
上下重叠。钢箱梁吊装采用专用架桥机悬吊式节段安装工艺，是公司在
国内钢箱梁安装史上首次运用。（李云鹏 陈亚东 文图）

阴公司获评 2018 年度郑州市建筑施工企业
信用评价 AAA级企业

阴集团来我公司进行党建课题调研袁对我公司
党建工作给予肯定

阴公司与三门峡黄河明珠渊集团冤有限公司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

阴公司中标引江济淮工程渊河南段冤PPP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