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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中午时分袁 饭后的午睡是
大人小孩非常惬意的时刻遥 然而袁经
常是在大家刚刚入眠之际袁村里的某
个地方会忽然响起几嗓子喊叫声院野快
点快点袁 雨要来了袁 赶紧收东西喽
噎噎冶声音落处袁从睡梦中惊醒的大人
小孩便都慌手慌脚地开始忙碌起来遥

我们乡下当时把这种情形叫做
野抢雨冶袁就是抢在雨落下之前袁把晒在
外头的东西抢收到屋里去遥 每每这个
时候袁大家都会恨恨地说一声院这个死
天袁睡个午觉都不让人安心浴

等大家冲出屋外袁 经常能看到从
西南天际涌起一个大云团袁云团下面
是一片雨幕袁它们一起向村庄这边飘
移过来遥我们大家得跟这个云团比赛袁

必须在它到来之前抢收晒在屋外的东
西遥 一般的衣服被子不费时间袁几下
搞定袁最费时间的是抢收稻谷等粮食袁
有的人家摊晒在打谷场袁有的人家摊
晒在大篾席上袁归拢尧装筐这个过程比
较耗时间遥 家庭人多的还好说袁大家
一起上阵袁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曰但那人
少的家庭袁 或者大人中午不在家的袁
野抢雨冶就够呛了袁经常是稻谷还没收
完袁云团雨幕就过来了袁晒了大半天的
稻谷就被雨淋了遥 因为有了经验袁有
些人家估摸着抢不过来袁一般会带上
防雨布什么的袁一旦来不及装筐的袁就
立马用防雨布遮上袁上面压上收稻农
具或者石头什么的袁倒也挺管用遥

夏天午后的雨袁大多时候是阵雨袁

来的很急袁先是看着还远袁不一会儿就
来到了跟前袁噼里啪啦地从天上猛倒
下来袁很是有气势遥 有时候袁它是太阳
雨袁明明日头还挂在天上袁明晃晃地照
着袁却就是下起了雨袁很有情趣遥

雨住云收袁 经常会看到天空中挂
着一道圆弧形彩虹袁煞是美丽袁这是我
们儿时常见的一道风景袁我们乡下叫
它野毛影冶袁老人说袁那是龙在吸水袁等
它吸够了吸饱了袁不知什么时候又会
下雨了遥 呵呵袁现在想来袁挺有意思浴

雨走了袁地干了袁如果离天黑还早
的话袁我们又得把稻谷挑出屋开始晒
开遥 忙忙碌碌的农人袁忙忙碌碌的生
活袁虽很辛苦袁倒也简单尧自在浴

作者单位院局直

“抢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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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袁母亲高兴也好袁忧伤
也罢袁 脸上总是挂着不扬不抑的
微笑遥

父亲是一位水电建设者袁长
年在野外工作袁 没有时间守候家
庭遥 这样袁照顾孩子尧操持家务的
重任都落在了母亲身上遥 父母抚
养我们四个孩子袁吃饭尧穿衣等用
度自是不菲遥 别人家的家长因抚
养儿女入不敷出袁常常打骂孩子袁
不让孩子读书曰而我们家袁却是一
派升平袁到什么季节吃什么菜袁应
什么时令穿什么衣袁规范有序遥

在我记忆中袁 是上班的第一
天袁我去单位报到袁领导安排我去
项目上工作袁让回家收拾行李袁明
天就走袁我无语袁我迈着沉重地步
伐一步一步地走回家袁 妈妈在门
口接我袁 亲切地问我院野工作安排
好了吗?冶我嗯了一下袁就一声不
吭地进了我的房间遥 妈妈跟着走
了过来袁问我院野你怎么了钥快跟妈
说袁别闷在心里浴 冶我抽泣着说院
野妈妈袁领导说我明天就去项目上
工作遥 冶妈妈叫我出来袁亲切地对
我说院野你在家袁妈妈太娇贵你了袁
到项目上要认真的工作袁 别怕吃
苦袁工作表现好袁才行噎噎冶

随着天气渐渐的变凉袁 冬天
来到了袁万物凋零袁光秃秃的山袁
光秃秃的树袁看不见一丝绿色遥我
身上虽然穿着厚厚的保暖衣仍感
觉到冷遥这让我时时想起了她袁就
像书中说的院有一个人袁她永远占
据着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袁 你愿
用自己的一生去爱她曰有一种爱袁
它让你肆意地享用袁索取袁却永远
不要你任何的回报遥这一个人袁叫
母亲袁这一种爱袁叫母爱浴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袁 母亲
很早起来给我做好早饭袁 叫我起
床袁冬天的清晨袁天有点凉袁我从

被窝里爬出来袁穿好衣服袁洗漱完
毕后袁大口吃完饭准备去上学遥一
个熟悉的身影向我跑来袁 老妈拿
着外套袁对我说院野穿上外套袁现在
天气转冷了袁这段时间有冷空气袁
很容易感冒的袁要多穿件衣服袁小
心着凉了遥 着凉了又得打针尧吃
药袁很麻烦的噎噎冶野好啦袁好啦浴冶
她边说边给我穿外套袁 先是把衣
服披在我的肩上袁 再把我的右手
放进袖子里袁然后是左手袁接着拿
来书包给我背上遥 在去学校的路
上袁我的确感到有点冷袁但是丝毫
没有改变老妈在我心里的位置遥
她永远是一个唠叨的人遥 到了学
校袁我很快的脱下了外套遥外面下
起了大雨袁刮起了风遥雨点打在窗
户上都是铿锵有力的袁像在打鼓袁
颇有节奏遥放学了袁雨还是这么下
着袁风还是这么刮着遥我赶快穿上
外套遥 我总是觉得妈妈的唠叨是
可有可无的袁 但失去后才觉得它
是多么的重要遥 母亲为子女做了
很多很多袁 却被自己的孩子一句
话而感动袁感到知足遥世界上任何
的爱都没有母爱伟大袁 因为母爱
是世界上最纯洁的遥 从母亲的泪
花中我懂得了母爱袁 懂得了它的
无私和伟大遥

此时寒冷又把我从回忆中拉
了回来袁我现在也为人之母了袁每
天早晨我也学着母亲的教导袁来
教育我的子女遥 我的孩子都给我
的母亲叫野冰心奶奶冶遥 现在母亲
已是七旬老人了袁 干瘪的身躯已
经失去当年的生机袁 而不变的是
她那不扬不抑的笑容袁 我心中感
慨母爱无限遥

母爱无言袁 但是又有谁能偿
还这份沉甸甸的爱浴

作者单位院大禹公司

这个冬天，
我又想起母亲

两千载前袁 先祖自长安始袁
扬帆远航袁渡沙渍袁涉鲸波袁开东
西之路袁成凿空之旅袁通友好之
窗袁书发展新篇遥

古丝路横亘万里袁 延千年袁
有要义袁其为院和平合作袁开放包
容袁互学互鉴袁互利共赢遥 此乃人
类文明之贵有遥

桃李不言袁下自成蹊遥 四载
以降袁天下拥者众遥 商互通袁款共
筹袁势互补袁心相通遥 此皆告天
下院一带一路顺时潮袁适至道也遥
文明者袁弃隔阂袁去冲突袁呼风
雅袁赢互尊也遥 和时兴袁战时衰遥
天涯陌路袁不若共暖温床遥 以合
为要袁寻语弃抗袁寻伴弃盟遥

开有益袁闭致后袁谓一国也袁
开如破茧成蝶袁 虽有历时阵痛袁
但将易生袁 一带一路以开放为
导袁决计长远遥 融商贾袁互联动袁
相兼互促袁抓大放小袁普惠万民遥
一带一路根植厚壤袁 面向环宇袁
泽被天下袁不问来处袁凡共事者袁
共富贵遥

古语云院不积跬步袁无以至
千里遥 一带一路为大业袁十一局
高举野六三冶战略大旗袁行野三百冶
行动之事袁跨五湖袁越四海袁为之
践行遥

作者单位院非洲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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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遇乐窑
大美中华曳

大美中华，
山青水秀，芳春
来早。百业蒸蒸，
和风八面，处处
阳关道。任谁有
兴，乘龙过海，云
谷驾虹飞绕。问
人间、何方最胜？
风景是这边好。

一呼是大，
一呼是快，微网
惊呼未了！春雨
滋根，春苗成树，
喜神州妖娆。洞
开智慧，凝神聚
力，唤起全民创
造。纵啼遍、哀猿
何奈，金轮朗照！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贺伦 李金平冤 12 月
20 日袁 莫桑比克 LM88 公路项目举行通车
仪式袁 菲利佩窑纽西总统出席仪式并揭牌剪
彩袁 对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给予高度评价袁
受到当地各大主流媒体关注和跟踪报道遥

纽西总统在讲话中指出袁这条公路升级
改造于 2017 年 6 月开工建设袁 历时两年半
如期完工袁值得尼亚萨省以及所有莫桑比克
人民高兴和欢呼遥该条道路与马拉维边界连
接袁延伸段直通坦桑尼亚袁其顺利通车运行
对于提高沿线百姓的交通便捷程度和出行
安全尧完善莫桑比克国家道路交通系统以及
加强尼亚萨省的对外联系和贸易畅通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遥

剪彩仪式后袁纽西总统在马桑古洛-姆
伊达路段亲自试驾袁并在个人社交账号发布
动态院野在方向盘前的几公里我感到十分的
满意和骄傲袁也感受到了成千上万本省同胞
的欣慰和满足遥 冶

莫桑比克 LM88 公路全长 88.88 公里袁
全线穿过两市一县袁覆盖人口约 40 万遥

莫桑比克重要的国际贸易道路

公路建成通车
莫桑比克总统菲利佩·纽西出席
通车仪式，揭牌剪彩，试驾发推

本报讯 渊记者 龚家卉冤
12 月 16 日袁 公司党委组织召
开领导班子中心组学习贯彻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
讨会遥 公司在郑领导班子成
员尧高管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
加了专题研讨遥

在交流研讨中袁公司党委
书记尧 董事长张玉峰指出袁认
真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袁对于我们国有企业
做优做强做大尧向世界一流企
业迈进有着非常强的指导和

启发意义遥 张玉峰强调袁企业
管理制度管长期尧 管根本袁要
系统梳理尧完善与执行遥 好制
度的得来非一日之功袁应该坚
定制度自信并长期坚持遥 广大
党员干部要有强烈的道路自
信尧理论自信尧制度自信尧文化
自信袁包括坚定搞好国有企业
的信心与决心袁把我们的制度
坚持好尧巩固好尧完善好遥 好制
度不是尽善尽美袁应该突出问
题导向尧 目标导向和结果导
向袁不断巩固与完善遥 要构建

系统完备尧科学规范尧运行有
效的制度体系袁 加强系统治
理尧依法治理尧综合治理尧源头
治理袁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
治理效能遥 要进一步强化制度
建设与制度执行袁这是推进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遥 制
度必须为战略服务袁要加大研
究力度袁用新的制度尧规定尧办
法来落实和推进战略遥 要强化
制度梳理与建设袁形成好制度
与效能的良性互促袁坚持提升
制度执行力袁紧盯关键制度的

完善袁不断推进企业高质量发
展遥

与会其他班子成员紧密
围绕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袁结合各自分管领域工
作实际袁认真交流了自己的认
识体会和思考感悟遥 大家表
示袁要坚定制度自信袁严格制
度执行袁维护制度权威曰要坚
持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
的各个环节袁积极贯彻新发展
理念袁努力构建现代企业管理
体系遥

公司党委召开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会

本报讯 渊记者 倪萌
聪冤 12 月 23 日袁 公司召开
项目履约及安全生产专题会
议袁 全面梳理当前公司项目
履约及安全工作存在的问
题袁分析查找原因袁研究解决
办法袁要求严格制度执行袁做
好过程管控袁确保公司 2019
年各项业务圆满收官遥

公司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
张玉峰在会上指出袁 贯穿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袁 一定
是高质量的履约遥近段时间袁
公司部分项目履约出现了一
些问题袁履约质量有所下滑袁

这种局面与公司当前发展需
求不合拍袁 与公司 野诚信履
约尧安全履约尧规范履约冶理
念不相符遥张玉峰指出袁我们
企业在抗风险能力方面袁既
没有野铜墙铁壁冶包裹我们袁
保护我们袁也没有野金刚不破
之身冶遥 靠什么把项目做好袁
让企业不被击倒袁生存下去钥
只能靠严格的制度和严格的
管控袁靠大家强烈的责任心遥
我们要时刻认识到自己的短
板和差距袁 必须一直保持危
机意识袁 我们没有生存的舒
适区袁 永远没有遥 张玉峰强

调袁在履约管控上袁要严格制
度的执行袁强化过程的管控袁
保持高度的敏感性袁 知道问
题发生在哪里尧是否严重尧可
能会带来什么问题并及时采
取措施遥 公司和分局要严肃
对待项目履约的考核和奖
惩袁 及时对那些不称职的项
目经理进行调整和更换遥 同
时袁 公司将进行体制机制调
整改革袁 为优秀的干部提供
更好的平台遥 领导干部要时
刻保持危机意识袁 提升个人
学习能力袁增强进取心遥就做
好岁末年初的工作袁 张玉峰

强调三点院 一是各单位要做
好盘点遥在建项目要做到野干
上去尧算出来尧拿得到冶遥二是
各单位要充分重视安全生产
工作遥 三要切实做好分包队
伍结算和农民工工资发放工
作遥

公司总经理尧 党委副书
记夏水芳主持会议并指出袁
当前公司项目履约及安全生
产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年初制
定的目标仍有差距袁 大家必
须时刻绷紧项目履约安全生
产这根弦遥

时刻绷紧强化履约安全生产这根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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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南三环东延工程荣获鲁班奖

月 日，从建筑业科
技创新暨 年度中国
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
程）表彰大会传来喜讯，由公司
五分局参建的南三环东延工程
（南台路至 辅道）荣获中国
建设工程鲁班奖。中国建设工
程鲁班奖创立于 年，是中
国建筑行业工程质量最高荣
誉。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获得
鲁班奖 项。

（郭怀斌 李科科 文图

阴张玉峰到深圳茅洲河全面消黑
项目调研

阴公司召开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
工作部署会

阴中电建十一局工程有限公司正
式晋升为野双一级冶资质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