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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晓蜜

刘晋豫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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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雪娇

在黄河三门峡医院援鄂医疗
队表彰大会上，刘晋豫的妻子汪
晓蜜代表援鄂医疗队队员家属进
行发言，和大家一起回顾那段难

忘的时光，分享他们“小家”的平
凡和伟大，道出了一位援鄂英雄
家属的心声，这也是 23 名援鄂勇
士每一个家庭的心里话……

液 一

第一次见到你们袁是在远
远的屏幕中遥 你们温暖如炬的
眼神尧灿若星河的微笑袁让人
仿佛感觉与君初相识袁犹如故
人归遥 见谅袁没有经过你们的
许可袁悄悄把你们的样子篆刻
在了心坎上袁我想要永远记住
恩人的模样遥

庚子年的春节前夕袁当我
收拾行囊袁从远方匆匆赶回家
乡袁未曾想袁生我养我的家乡袁
可爱的大湖北袁 即将蒙上雪
霜袁罕见的新冠病毒袁将她从
省会武汉团团围住袁从中心蔓
延向四方袁医院告急尧医生告
急尧药品告急噎噎冰冷的确诊
数据一天天增加袁若不及时救
治袁生命危在旦夕遥

一声号令袁 全国一盘棋袁
一省包一市遥 集中全国精兵强
将袁火速全力支援湖北遥 远在
黄河岸边的你们袁 闻令而动袁
义无反顾袁逆行出征遥 你们本
无铠甲袁白衣作战袍曰九时接
号令袁三刻别长发遥 一行 23 名
战士袁在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
里袁集合完毕袁待出发遥

这个春寒料峭的清晨袁号

令伴着逆行的身影遥 你们来不
及给白发苍苍的的双亲道别袁
也来不及与嗷嗷待哺的孩子
拥抱袁火红的请战书写满了勇
敢与坚强袁 你们斩钉截铁的
说院野现在正是国家考验我的
时候袁我要去前线袁我要救死
扶伤袁我要将一颗赤子之心献
给党遥 冶疫情当前袁你们怎样袁
我们的国家就怎样遥

23 人在方舱的 23 个日
夜袁你们用民族大义诠释了一
名医生的责任和担当遥 密不透
气的防护服包裹着你们瘦弱
的身躯袁沉沉的护目镜遮盖了
你们憔悴的面庞袁脸上的道道
勒痕袁那是革命的军功章浴 在
这场与病毒较量袁与死神赛跑
的战役中袁是你们用血肉之躯
将病毒阻挡遥 基辛格在叶论中
国曳里说院野中国人袁总是被他
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的很
好遥 冶而你们袁就是保护我们的
人遥

岁月静好袁是因为有人负
重前行遥 你们和千千万万个医
务工作者用 野人生自古谁无
死袁留取丹心照汗青冶的大无

畏精神点亮了江城的春天浴
作家梭罗在他的 叶瓦尔登

湖曳中袁曾说院野我看到那些岁
月如何奔驰袁 挨过了冬季袁便
迎来了春天遥 冶2020 年这个迟
来的春天袁是你们拼了命换来
的袁我们要倍加珍惜遥 如今抗
疫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袁但我们
丝毫不能放松警惕袁本着野宜
将剩勇追穷寇袁不可沽名学霸
王冶的决心袁和病毒顽强斗争
到底浴

春天袁在美丽的大自然中袁
更在我们每一个湖北人的心
里遥 风雨过后彩虹最美袁疫情
过后恩情更重浴 感恩有你们袁
我们才敢推门迎接春天曰感恩
有你们袁我至亲至爱的家乡才
从生死线走了出来遥

奔腾的黄河水啊袁 养育了
英雄的儿女曰 依依的丹江水袁
早已将我们心连在一起遥 今
天袁长江呼叫黄河遥 岂曰无衣袁
与子同袍遥 兄弟同心袁其利断
金袁胜利属于我们袁胜利终将
属于我们浴

作者单位院地下掘进分局

站在这微风和煦的春日阳
光里袁我的心踏实而温暖遥 回望
2 月 15 日出征那一天的情景袁
我终于觉得释然了遥

那天早上 9 点袁接到医院发
出的出征命令袁刘晋豫立刻进入
到严肃紧张的备战状态袁我匆匆
检视早已为他准备好的简单行
李袁 孩子们和爸爸拥抱告别袁耳
朵里是老人不舍的殷殷嘱咐袁那
时候我的心是慌乱而不安遥 虽然
他即将出发驰援武汉的事情已
经作为全家最重要的事情讨论
过无数次袁但是这个时刻终于来
临还是有些猝不及防遥 2020 年 1
月 25 日袁 军队医疗队到达武汉
支援武汉抗疫工作遥 刘晋豫在看
到报道后说袁如果有机会袁我希
望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袁去湖北
去前线尽一份自己的力量遥 我在
他的眼里看见了热血和坚毅遥 这
是当年非典疫情刚刚结束在川
北医学院校园里我们共同念出
希波克拉底誓言燃起的光芒袁我

理解袁我都懂袁我支持浴 出征是他
愿望达成的开端袁我应该为他感
到高兴和骄傲遥 但是前路危机重
重袁我心里怎能不担心钥 医院的
出征仪式庄重而感人袁我却没有
勇气参加袁我害怕我的眼泪会不
争气的流下来袁冲淡他出征的坚
决遥 我在手机里看着同事们发布
的出征仪式的照片和视频袁我告
诉自己袁出征我不能用泪水打湿
你的征程袁我只等春暖花开在山
花烂漫时迎接你凯旋遥

刘晋豫进入江汉方舱医院
的日子袁全家人的心都被武汉这
座城市紧紧地揪着遥 除了反复叮
嘱袁一定要认真防护袁好好工作袁
保重身体袁就是盯着确诊病人数
字遥 看到他发来的水汽雾花了防
护面罩的照片袁我着急这样的情
景该怎么工作遥 得知江汉方舱医
院的病人康复出院袁方舱医院正
式休舱袁 我们全家一起开心庆
祝遥 刘晋豫出征武汉的日子里袁
孩子们变得更加懂事和独立遥 2

年级的大女儿在家上网课袁不需
要我监督和陪课遥 4 岁的小女儿
早上起床能自己给煮元宵袁吃完
再自己洗碗洗锅遥 我的公公婆婆
一边要照顾 90 多岁高龄的姥姥
和外婆袁一边默默忍受身体的不
适和心里对儿子的牵挂袁帮助我
料理家务袁任劳任怨遥 同时我们
作为援鄂医疗队员家属也收到
了来自医院尧水电十一局党政工
团组织以及社会各界的慰问和
关怀袁让我们感受到社会各界对
援鄂医疗队员和家属的细致关
怀和温暖遥

没有一个寒冬不可逾越袁没
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遥 在十里春
风中我们一起迎到了我的家人
和同事的归来遥 人们说他们是白
衣执甲袁逆行抗疫的英雄曰他们
却说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到抗
疫斗争中的人民群众才是真正
的英雄遥 正是因为有祖国强大的
凝聚力袁才让各行各业的人们能
在各自的岗位上安居乐业袁磨练

技能袁提高修养袁在疫情
降临时袁 每一名中华儿
女都能从各行各业中化
身为战士袁召之即来袁来
之能战袁战之能胜遥 正是
因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有
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袁
舍家为国尧公而忘私尧舍
身取义的精神流淌在华
夏儿女的血脉中袁 让援
鄂医疗队员们敢于逆行
武汉袁 与病毒和疾病正
面交锋袁让火神山尧雷神
山医院的设计者和施工
者们通宵达旦抓紧赶
工袁 让工人们加班加点
生产医用防护物资袁让
军人和警察日夜值守任
劳任怨袁 让社区工作者
挨家挨户巡查防守袁让无数不知
名的普通人纷纷为打赢防疫攻
坚战无私奉献遥

再次向大家对刘晋豫他们
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深

深的感谢曰我为我是一名援鄂医
疗队员的家属而骄傲曰也为我是
黄河医院尧水电十一局一名职工
而自豪曰为工作生活在这样一个
温暖的集体而幸福满满遥

23 个日夜袁 于大部分人袁是
步履轻松的平常岁月袁 于黄河三
门峡医院 23 名逆行者袁是分秒都
无比珍贵的夜以继日遥危难时刻袁
离开亲人奔赴一线袁 需要多么强
烈的担当曰剪掉满头长发袁走进隔
离病房袁需要多大的勇气曰无惧无
畏面对高度传染的疫情袁 需要多
么顽强的毅力遥这些袁展现着他们
于危难前袁 无私的大爱和摧而不
毁的高尚理想遥

医者袁既有仁心袁亦有仁术遥
在观看 23 名黄河三门峡医院逆
行者纪录片时袁很多同事都哭了遥
这些可爱的医者袁 是我们熟悉的
同事袁是我们朝夕相处的家人袁是
我们一步步看着成长袁 真心敬爱
的白衣天使遥我们看到的是 23 名
医护人员的一张张笑脸袁 他们笑
着与家属分别袁 笑着踏上逆行之
旅袁笑着安慰病人袁笑着向我们报
平安遥 但是袁面对他们的笑脸袁我
们除了给予敬佩尧给予祝福尧给予
感恩袁也给予泪水遥没有谁天生就
是英雄袁只不过在关键时刻袁平凡
人披上英雄的外衣袁保护众生遥他
们所做的袁 不仅仅是保持自己强
大的内心袁 还要在严重的疫情面
前袁想方设法增强患者的信心袁将
温暖人心的力量进行传递袁 以灯
为心袁尽己所能遥

江汉方舱医院袁23 名医者袁与
武汉人民彼此守护尧生死相依遥 忘
不了他们临别时喊出野武汉加油袁
中国加油冶的坚定袁忘不了他们脸
上被面罩勒出的一道道印痕曰忘
不了他们摘下口罩后一张张美丽
的笑脸遥 每一份勇敢和担当袁武汉
人都以性命相托袁 展现出这个时
代的价值所向袁 这个民族的血脉
凝聚遥

中国人民面对困难袁 总是能
表现出惊人的团结遥 我们的文化
中袁素来就有野一方有难袁八方支
援冶曰我们的歌曲里袁无数次唱到
野万众一心冶曰我们的成长里袁总能
见证灾难前的一呼百应尧 平凡英
雄遥 正是这些品质袁让平凡的同胞
在疫情面前袁成为最勇敢的战士袁
承担最重的责任袁 甚至袁 不畏生
死尧舍己救人遥

在这次抗疫中袁 我们看到了
祖国在的实力袁 看到了民族的能
量袁也看到了医护人员尧志愿者尧
公交司机尧 快递员等无数同胞的
勇气和大爱遥 这些袁就足以让我们
穿透阴霾袁 激励我们扛住命运给
予的艰难困苦袁 扛得住自己所作
的任何选择遥 即使面对下一次挑
战袁我们也能够肩负这份荣耀袁坚
定前行的信念袁无问西东遥

作者单位院海外事业部

医者仁心 无问西东 致黄河岸边
的白衣战士

春光烂漫 迎你归来

鲁 丹

荦为广泛宣传黄河三门峡医
院援鄂医疗队在抗击疫情过程中
涌现出的先进事迹、高尚品格、优
良作风，公司党委专门下发通知，

决定在全公司开展向黄河三门峡
医院援鄂医疗队学习的活动。公司
各单位积极行动，学习弘扬医疗队
践行初心尧 不辱使命的忠诚精神袁

公而忘私尧 为企增光的奉献精神袁
冲锋在前尧 舍我其谁的英勇精神袁
坚忍不拔尧 恪尽职守的担当精神袁
来之能战尧 战之能胜的拼搏精神袁

激发干好工作的激情和动力。公司
职工也纷纷拿起笔，写下学习的体
会和感想，本报经过整理，特对这些
感悟陆续进行刊发。

老年大学董建华绘画

下凯富峡水电站大坝全线封顶

本报讯 渊记者 张超冤 4 月
9 日上午袁公司以现场+视频的形
式召开 2020 年度重大亏损项目
治理工作推进会袁公司总经理尧党
委副书记夏水芳出席会议并提出
要求遥公司副总经理尧总工程师杨
和明袁副总经理张涛参加会议遥

夏水芳指出袁 一是从公司层
面袁要推动项目区域化尧大项目管
理袁进一步释放人才资源曰加强分

局级管控袁科学评价项目经理袁运
用竞聘等好的机制袁 干部能上能
下袁激发担当作为遥二是从分局层
面袁要配齐尧配强项目班子袁强化
机关职能和管理意识袁各负其责袁
机动灵活袁帮扶项目早发现尧找出
路袁 切实解决项目遇到的实际问
题遥三是从项目层面袁要强化激励
措施袁加强成本管控袁突出问题导
向尧目标导向袁把影响公司高质量

发展的突出问题强化整改落实遥
同时要清醒认识海外疫情防控的
严峻性和复杂性袁 安排专人抓好
尾工项目袁 做好竣工资料验收等
工作遥通过召开此次会议袁既要总
结好的经验相互借鉴学习袁 也要
对较差的项目全面细致的剖析袁
清楚项目薄弱点在哪袁 引起大家
的警觉袁 更好地推动项目下一步
工作袁助推公司高质量发展遥

推动降本增效 提升发展质量

公司召开 年度重大亏损项目治理工作推进会

阴公司与黄河明珠集
团尧黄科院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

阴水电十六局党委书
记尧董事长林文进一行到访
我公司

阴由公司第六分局自

主研发的野一种用于弧形放
线及平面弧形平整度检测
装置冶科技成果获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

阴央视财经频道报道公
司下凯富峡水电站项目部
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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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龚家卉
倪萌聪冤 4 月 13 日上午袁公
司召开黄河三门峡医院援鄂
医疗队表彰大会遥集团公司党
委副书记王斌出席会议并讲
话袁工会主席王禹袁集团总部
相关部门负责人孙德高尧廖福
流尧陶永庆尧吴旭良尧贺宜袁我
公司领导夏水芳尧 张东生尧李
朝晖尧李克涛袁咨询程铁强参
加会议遥 会议由公司党委书
记尧董事长张玉峰主持遥

王斌转达了集团公司党
委书记尧董事长晏志勇和党委
副书记尧总经理孙洪水对援鄂
医疗队的亲切问候和崇高敬

意袁指出要充分认识中国共产
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显著优势袁要在抗疫斗
争和推动复工复产中进一步
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袁要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袁推动复工复产袁为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努力奋斗遥

张玉峰说袁23 名医疗队队
员冲锋一线袁彰显了中央企业
的责任担当袁发挥了共产党人
的模范作用袁凝聚了企业发展
的强劲动力遥 要大力弘扬援鄂
精神袁通过多种形式继续挖掘
医疗队员的先进事迹袁不断把

援鄂医疗队的抗疫精神转化
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遥 要持
续推动医院发展遥 要促进党建
与生产经营紧密融合遥

夏水芳要求各单位深刻
认识学习医疗队精神的重大
意义袁激励广大干部职工以更
加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心
投入到公司高质量发展当中遥

会上袁黄河三门峡医院援
鄂医疗队荣获野水电十一局抗
疫英雄集体冶称号袁程小宪等
23 名医护人员荣获野水电十一
局时代楷模冶称号遥 大会对黄
河三门峡医院援鄂医疗队 23
名队员进行了嘉奖遥

大力弘扬援鄂医疗队精神，坚决打赢防疫阻击战，全面做好复工复产

公司召开黄河三门峡医院援鄂医疗队表彰大会

标题新闻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张晓明冤
日前袁 云南省 2019 年度公路设
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结果出
炉袁公司以一分局云南建渊个冤元
高速公路在建项目为依托袁再一
次被评为云南省施工企业信用
评价 野AA 级冶遥 这也是公司自
2017 年参与云南高速公路建筑
市场以来袁连续三年被评为云南

省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最高等
级要要要野AA冶级遥

一分局云南建渊个冤元高速
公路项目克服诸多不利因素袁在
2019 年胜利实现了建渊个冤元高
速 125.5 米最高墩安全封顶尧大
山隧道双线贯通尧控制性工程包
家庄特大桥钢箱梁顶推启动等
重大节点目标遥

公司连续三年获云南省
施工企业信用评价“ 级”

黄河三门峡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 吴少波/图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王占超冤
4 月 16 日袁从广东粤海珠三角公
司一季度建设会议上传来消息袁
由我公司承建的珠江三角洲水
资源配置工程土建施工 C2 标在
一季度考核评比中从参建的 13
个标段中脱颖而出袁获得强制排
名第一尧综合考核排名第二的好
成绩袁并授予了流动红旗遥 公司
总经理尧党委副书记兼公司珠江

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领导小
组组长夏水芳出席建设视频
会遥

一季度袁项目部坚持防疫复
工两不误袁引进先进设备袁积极
处理好外部环境关系袁组织资源
24 小时作业袁 提前 14 天完成杨
屋检修支洞开挖支护 100 米尧V
类围岩日进尺 3.2 米等节点目
标遥

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在一季度考核评比中
获得强制排名第一、综合考核排名第二

月 日，赞比亚下凯富峡水电站大坝
碾压混凝土浇筑全线封顶，为大坝下闸蓄水
奠定了坚实基础。

下凯富峡水电站大坝坝高 米，坝长
米，坝顶宽 米，碾压混凝土总量约

万方。（李金平 贺伦 苏嘉琦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