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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感 驿 站梅雪娇诗 弦 轻 扣

爸爸工作很忙
我把对爸爸的思念
都装进了画里
我希望
我的画能带我
去旅行
去爸爸工作的地方
看看真正的盾构机

画中的这个人很酷
他黑黑的皮肤
三头六臂刀枪不入
他答应我的话
还没有算数
亲爱的爸爸
我愿沿着画的轨迹
去追随你的脚步

我在中原
她在特区
我和妈妈相隔着 1300 公里的距离
春去冬来、寒来暑往
我甘做一只逆风飞翔的小候鸟
哪怕羽翼稚嫩
哪怕万山阻挡
我眼里的焦点始终在远方
一个有着妈妈温暖的地方

南与北、东与西
我们的坐标相隔千里
爸爸妈妈
你们时时刻刻都出现在我的梦里
但我知道
城市交通需要你们
国家建设需要你们
复工复产需要你们
你们不在家的日子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牵手在云端
爱意在心底
爸爸妈妈
我爱你们挺拔的身躯
我更爱你们坚持的事业
和脚下的土地

爸爸妈妈
我想把心里的祝福都送给你们
当微风吹过麦浪
当河水流过桥旁
当月光洒满山岗
当夕阳映红脸庞
每一个黎明
每一个黄昏
风起的时候
就是我祝福你们的时候

走进“印象”
在五彩的画笔中追寻
漫步“云端”
在时空的长廊牵手
吐露“心语”
在稚嫩的声音里感动
特别的“旅行”

特别的
“旅行”

伴随着一声啼哭袁 你来
到这个多彩的世界袁 完整了
我们这个小家遥 七个月过去
了袁 你成长路上的每个第一
次都弥足珍贵遥

爸爸说的野早慧冶遥 你第
一次伸开手掌袁翘动小指头袁
爸爸开心的说院儿子袁早慧浴
那时的你还不满一周遥

你的笑遥 第一次微笑袁轻
轻地撩动了嘴唇袁 爸爸高兴
地说袁儿子要笑了遥 之后你越
来越多次的微笑袁 从微微一
笑袁到张嘴大笑袁从只有口形
到发出声音袁每一次你一笑袁
全家跟着你乐遥

吃手和口水遥 刚过满月
几天袁抓到你第一次吃手袁还
没有几天呢袁 你就开始疯狂
的吃手袁 然后是更加疯狂地
口水大战遥 为了给你培养一
个讲卫生的好习惯袁 只能一
天 N 多次换围嘴袁 但是夏季
来了之后袁 热又称为新的大
敌袁只能撤掉围嘴袁接踵而至

的一天 N 次换衣服......
早教遥 为了给你更好的

启蒙袁 也为了弥补爸爸不能
经常在身边陪伴的缺失袁妈
妈 野斥巨资冶 给你安排了早
教袁 不足百天的你开启了你
的小课堂遥 第一节课上你的
表现袁 为今后的早教旅程开
了个好头遥 如今袁已经从早教
的学阶一升班到学阶二袁一
点点成长袁一点点进步遥

三翻和六坐遥 都说野三翻
六坐九爬冶袁可是你在三个月
的时候丝毫没有翻身的迹
象袁这可急死了妈妈袁各种训
练袁邻居的阿姨尧奶奶都说胖
宝宝翻的慢袁不着急遥 终于五
个月后的一天你有了第一次
翻身袁 在妈妈昭告全世界之
后袁你又拒绝翻身袁终于在快
六个月大的时候你开启了
野翻滚冶的人生遥 同样在野六
坐冶的时候你延续了野三翻冶
的传统袁满七个月才坐稳袁可
是那又怎样袁 开心宝宝你仍

是会坐了遥 接下来袁妈妈就开
始期盼你野爬冶的里程碑什么
时候竖起来钥

一直以来袁 陪伴你时间
最多的应该是奶奶袁 尤其在
妈妈上班以后袁 她独自在家
带你袁 每天要给你洗脸尧洗
手袁穿衣服尧喂辅食袁哄你睡
觉袁陪你玩耍噎噎

虽然你还很小袁 但是在
你的成长路上袁 妈妈在尽力
培养你一些习惯和能力袁希
望对你的成长和性格形成有
帮助袁 也是为咱们这个小家
家风的形成奠定基础遥

希望你成长为一个讲卫
生讲文明的人袁 从出生第一
天开始每天给你洗脸洗手洗
屁屁袁 满月之后也开始每天
洗澡袁 出门一定要穿上纸尿
裤和下半身衣服袁 杜绝随地
大小便遥

希望你成长为一个讲礼
貌的人遥 在家里袁奶奶每帮你
做一件事情袁 妈妈要替你给

奶奶说谢谢袁 当然妈妈在做
错的时候也要向你道歉曰在
外出时袁 电梯里遇到夸你可
爱的叔叔阿姨袁 妈妈要替你
说谢谢袁 还要引导你和他们
互动遥

希望你成长为一个独立
的人遥 所以有些时候会对你
野不管不顾冶袁 在你学习翻身
时袁 妈妈看着你那么努力费
劲袁并没有施以援手曰现在的
你会坐了袁 在妈妈和奶奶吃
饭时袁 选择放你坐着独自玩
耍曰在你想要玩一个玩具时袁
会引导你自己去拿遥

以后袁你会慢慢长大袁妈
妈需要教你更多道理袁 还要
立很多规矩袁 只是为了让你
成长为一个善良的尧 对社会
有用的人遥

等待你慢慢长大袁 期待
你给家里带来更多的惊喜遥

作者单位院工程公司

你的成长
李 玮

绘画叶美人蕉曳 许敏作品

作者单位院地下掘进分局

力量

为预防事故的发生袁确
保安全度夏袁 现给大家讲一
下中暑的预防和基本急救知
识遥

中暑是人在较热的环境
下由于身体热量不能及时散
发尧 体温失调而引起的一种
疾病遥 那么我们如何防止中
暑呢钥

1尧 充足的睡眠养足精
神遥夏季昼长夜短袁保证充足
的睡眠是增强人体调节能
力袁防止中暑的最有效措施曰

2尧 适当饮水补充水分遥
高温酷暑的夏天袁 不论运动
量大小都要及时补充水分袁
不要等口渴时才饮水曰

3尧补充盐分遥 夏季户外
作业时袁 由于汗液的大量排
出袁 可以适当增加盐分的摄
入量曰

4尧合理安排劳动时间 袁
尽量避开正午时间户外作
业遥

一旦发生中暑袁 应立即
采取如下措施院

1尧 立即将患者移到通
风尧阴凉尧干燥的地方袁如走
廊尧树荫下遥

2尧平卧袁解开衣领袁脱去
或松开外套遥 若衣服被汗水
湿透袁应更换干衣服袁同时开
电扇或开空调袁以尽快散热遥

3尧 用湿毛巾冷敷头部尧

腋下以及腹股沟等处袁 有条
件的话用温水擦拭全身袁同
时进行皮肤尧肌肉按摩袁加速
血液循环袁促进散热遥

4尧意识清醒的病人或经
过降温清醒的病人可饮服绿
豆汤尧淡盐水袁或服用人丹尧
十滴水和藿香正气水等解
暑遥

5尧一旦出现昏迷袁立即
拨打 120 电话袁 求助医务人
员给予紧急救治遥

在感觉到头晕尧眼花尧耳
鸣尧心慌尧恶心等先兆中暑症
状时袁 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
视袁 切勿任其发展导致中暑
加重遥 作者单位院局直

生活小百科：如何做好夏季防暑
标题新闻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杨金霞 张
增民冤 日前袁 公司水利市场开发再
传喜讯袁 相继中标湖南省资水犬木
塘水库工程灌区九龙岭隧洞工程 I
标段和引汉济渭工程黄金峡水利枢
纽机电设备安装与调试工程遥

九龙岭隧洞工程为犬木塘水库
工程灌区的一部分袁隧洞全长 19.26
公里袁城门洞型袁净空底宽 5 米袁高
5.14耀5.34 米遥 公司主要负责该项目
1#尧2#尧3# 施工支洞及附属工程施
工遥主要工程量为院地下洞挖 36.7 万
方袁钢支撑 1561 吨袁钢筋制安 4657
吨等遥 工期 1674 天遥

黄金峡水利枢纽位于陕西汉中
洋县境内汉江干流上游峡谷段袁是
该流域规划梯级开发的第一个电
站袁素有野汉江第一峡冶美称遥 黄金峡
水电站为坝后式半地下式厂房袁电
站主厂房全长 93 米袁 净宽 22.7 米遥
泵站主厂房全长 130 米袁 净宽 22.7
米遥 合同主要施工内容包括院河床式
泵站安装 7 台设计扬程为 108.5 米尧
单泵流量为 11.67 立方米/秒的立式
单级尧 单吸离心泵电动机组及附属
设备安装袁坝后式电站安装 3 台 4.5
万千瓦的轴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
及附属设备安装遥

公司中标两项水利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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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王建贞冤 6 月 9
日上午袁公司通过现场+视频的形式
召开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动
员部署会议袁公司领导张玉峰尧夏水
芳尧杨和明尧郭彦明出席会议遥

公司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张玉峰
在会上做动员讲话袁他指出袁一要提
高政治站位袁 全力推进专项整治取
得实效遥 二要认清严峻形势袁把安全
生产工作摆到突出位置遥 要清醒地
看到袁 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给安全
工作带来的叠加风险不容忽视袁海
外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袁 外部监
管空前严格袁 特别是在当前疫情防
控尧安全生产尧自然灾害风险野三叠

加三碰头冶的情形下袁我们要切实把
安全生产摆到突出位置遥 三是以整
治行动为契机袁 有力提升安全生产
管理水平遥 要切实抓好疫情防控常
态化条件下安全生产工作袁 要切实
抓好年度安全生产重点任务落实袁
强化安全平台运行袁 强化管理制度
落实袁强化分包安全管理袁强化标准
化建设遥 要切实完善风险分级管控
与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遥

张玉峰强调袁 要切实抓好汛期
安全生产工作遥 分局和各项目部从
现在开始就要行动起来袁 做到预防
到位尧措施到位尧检查到位尧管控到
位袁 分包商必须纳入到安全管理体

系中去袁对所有的在建项目袁尤其是
防汛压力比较大的水电站和水利项
目要做一次全面的检查袁 确保汛期
不出现任何问题遥 要切实加强过程
监督袁严肃追纪问责袁全力推进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取得实效遥

公司总经理尧 党委副书记夏水
芳主持会议袁 并对贯彻落实会议精
神提出要求遥 他指出袁要提高站位袁
统一思想袁 切实推进专项整治深入
开展遥 整治要坚持长短结合遥 要迅速
行动袁认真落实会议精神遥

公司副总经理郭彦明对公司
叶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
方案曳进行了具体说明遥

公司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进行动员部署

本报讯 渊记者 倪萌
聪 张超冤 6 月 8 日袁 公司
与渑池县政府在渑池县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袁我公司党
委书记尧 董事长张玉峰袁总
经理尧 党委副书记夏水芳袁
副总经理宋维侠与渑池县
县委书记杨跃民尧县委副书
记刘军伟尧常务副县长王凤
杰等共同出席签约仪式遥

张玉峰对渑池县县委
县政府多年来的支持和信
任表示感谢袁并介绍了公司
近年来的发展情况遥 他说袁
公司扎根豫西 60 余年袁以
实际行动回应三门峡政治尧
经济尧社会尧文化尧生态等重
大战略需求遥 渑池是三门峡
的重要增长极和理想投资
热土袁希望双方能以此次签
约为合作的新起点袁以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国家战略为引领袁把企地

优质资源与优势特点结合
起来袁把先进的技术与科学
的管理结合起来袁把广阔的
市场与开放的理念结合起
来袁把合作的真诚与高效的
机制结合起来袁 共同讲好
野黄河故事冶袁实现双方优势
资源最大化遥 公司将充分发
挥产业链一体化和工程总
承包优势袁以实力铸造精品
工程袁 用质量打造民心工
程袁 用匠心凸显渑池特色袁
助力激发和增强仰韶文化
自信袁全力为渑池实现高质
量发展保驾护航遥

夏水芳与王凤杰分别代
表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遥 期间袁双方就战略合作
进行了深入交流遥 张玉峰一
行还对相关项目进行实地
考察袁了解投融资方案与规
划情况遥

公司与渑池县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
玉龙 王雪清冤 5 月 30 日袁
随着 2 号楼主体工程的顺
利封顶袁由公司承建的中牟
洺悦家园项目顺利实现全
部 6 栋楼房的主体工程封
顶目标袁标志着工程进入二
次结构施工阶段遥 公司副总
经理兼工程公司总经理宋
维侠出席封顶仪式遥

中牟洺悦家园工程总
建筑面积约 5.8 万平方米袁

由 1-5 号塔楼尧6 号楼配套
用房及地下车库组成遥

项目部坚持推进项目
管理 野质量安全标准化尧双
重预防体系建设尧 扬尘治
理尧野BIM+智慧工地应用冶
进程袁加强组织领导袁强化
培训宣贯袁 狠抓执行落实袁
项目管理野标准化+智能化冶
建设工作成效显著遥 项目部
自行创建 BIM 模型已构建
了全要素的应用平台遥

中牟洺悦家园主体工程全部封顶阴张玉峰一行拜访三峡基
地发展有限公司

阴河北抚宁抽水蓄能有限
公司总经理赵渝佳一行到访我
公司

阴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
次监督工作联席会

阴公司党委巡察组进驻九
分局巡察

阴赞比亚主流媒体聚焦下
凯富峡水电站进度

阴公司四项科研课题通过
股份公司科技成果鉴定

天， 万平米，这个房建工程加速度！

月 日，由公司承建的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项
目南校区七栋楼主体封顶，进入了二次结构施工阶段，北校区
各栋楼主体过半，项目部 月至 月 天内完成了建筑面积

万平米，实现了关键节点工期目标，干出了水电十一局房建
工程加速度。（贾宇哲 翟向东 文 张涛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