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老挝首都万象前往南俄5水电站，
只有350多公里的距离，却需要一整天的
时间。因为，它在北川高原最偏远的大山
深处。这里云蒸霞蔚，满眼碧绿，是修心
养性的好地方，但倘若让你半年才出一次
山，没有亲人陪伴，少有外人来访，日子
会陡然变得苦涩且冗长。

在南俄 5 水电站待了一周，由衷敬
佩坚守在这里的电建人，他们与大山为
伴，与碧水为邻，甘守寂寞，默默奉献，
但我从他们脸上却未曾看到过一丝的
苦涩与倦意。他们洋溢着微笑，挥洒着
激情，每天忙于机组运维、大坝线路巡
检。更让人欣喜与感动的是，他们竟然
把这绿色汪洋里漂浮的一叶扁舟，营造
成一座“疯狂动物城”，让一切都变得生
动、鲜活起来。

门卫：黄牛
来到老挝，第一个给我印象深刻的

动物便是黄牛。在山间旷野、道路两旁
常见三三两两悠然散步、昂然品嚼的黄
牛，甚至漫步到公路中间也毫无“羞涩
难堪”之感。

这时，我们往往会放慢车速，直到
牛群前几米处停下车。不用按喇叭，只
需稍许静待，牛群会知趣地让出通道，
待你通过后，又自然合拢。

南俄 5 的同事告诉我，老挝黄牛大
部分都是散养在山间野外的，崇信小乘
佛教的老挝人淳朴善良，少有鸡鸣狗盗
之事。牛食芳草，饮甘露，逍遥自在，浑
然天成，主人只需每半月上山给牛饮些
盐水即可。

在南俄 5 项目营地大门周边，我也

发现了几头黄牛，同样过着悠闲舒适的
日子。虽然，这里离最近的村庄也有 30
多公里，但牛在天地间，却喜欢和人相
处，沿着曲折山路，来到南俄 5的门前，
就此安家落户。

因为，这里有牛儿最喜欢的芳草，
甚至连它的主人喂食盐水的工作也由
电建人代劳了。牛儿则成了门前的“减
速带”，车辆出入自然放慢速度，从未惊
扰，牛儿见状扇动眼眸，抬头摆尾，意思
是：放行通过。

保安：大黑
大黑是营地里一支狗群的首领。

大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狗”，打小就来
到项目营地，几年的功夫就繁衍成了 6
只小黑的“大家族”。

从小与中国人接触，大黑和它的家
族成员们，对中国人的形态、举止乃至气
味都有着一份格外熟悉，有份天生的亲切
感，即便是我第一次来到南俄 5的中国
人，它们也会跟你“自然亲”，凑在你身边，
或卧或站，摇头晃脑，从不狂吠。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曾是妇
孺皆知的歇后语，但大黑偏不信这个

邪，天生捕鼠的绝技，让项目营地里的
老鼠从此绝迹。但更让人惊叹的是大
黑从小就胆大心细，格外警惕，竟然练
成了抓蛇的绝世高手。每当项目营地
遭受毒蛇骚扰入侵，大黑必一马当先，
挺身而出，曾制服过长达2米的眼镜蛇。
现在，每当中国员工从项目营地步行到
两公里外的主厂房，大黑一个眼色，家
族中的一名成员就会自然跟上，护送中
国员工去厂房，安全到达后再返回营地
待命，俨然成了训练有序，恪尽职守的

保镖。
这大黑家族在项目营地可谓神一

般的存在。
巡警：白鹅
但要说营地里最神气的动物，就要

数那4只昂首挺胸的大白鹅了。
项目营地的菜园子、餐厨区以及草

坪道路上，常见4只大鹅步调从容，大模
大样，犹如京剧里的净角出场般场面。

但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自然知道
家禽界战斗力爆棚者非大鹅莫属。看
似与世无争，逍遥自在，毫不相干，却傲
然挺立，实在是一个厉害角色。你撩猫

逗狗都可以，就是不要轻易惹大鹅。
这些家伙，整天昂着脑袋，到处晃

悠，伸长了头颈，左顾右盼，嚣张得很。
它的叫声，音调严肃郑重，似厉声呵斥，
看到不明生物闯入，它必然厉声叫嚣，
引吭大叫，不亚于狗的狂吠。

倘若不服，胆敢挑衅，便撑开1米多
的翅膀，两脚腾地，伸长脖子，呼啸而
来，这排场阵势，足够吓退一切对手。

所以，大白鹅当仁不让成为了项目
营地里的巡警，负责厂区内的治安工作，
所有动物在它俩跟前都得老老实实。

同事们告诉我，大鹅的粪便还有防
蛇驱蛇的奇效，因为蛇的身体表面呈酸
性，鹅的粪便呈碱性，当蛇爬过有鹅粪
便的地方就会产生化学中和反应，从而
使蛇失去体表保护……

有了这么多“明星大腕”，大山里的
电建人还嫌不热闹，在开垦的菜园子里
还养了30只鸡和20多只羊，在办公楼前
的大水池子里放养了从南俄河里捉来
的几十条罗非和鲶鱼，因为营地里的老
鼠已被大黑家族包揽，一只白猫和它的
5 个孩子成功刷卡下班，过上悠然自得
的日子……

人最怕的是孤独寂寞，在这大山深
处，最不缺的就是孤独和寂寞。好在，
这群电建人，懂得苦中作乐，自得其乐，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共生，让岁月
变得温润，让生命发出光辉。

这群电建人，对这里的生灵是这
样，对这里的山水是这样，对这里的人
儿更是这样。

作者单位：电建海投公司

本版编辑 杨蕴华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2019 年 4 月 25 日中国电力建设报
文化·生活

本报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22号中国电建A座1417室 邮政编码:100048 电话:58368970 58368597 传真:58382537 E-mail:zgdljsb@powerchina.cn 新华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书法作品

职工摄影园地

异域见闻

大山里的“疯狂动物城”
刘向晨










“爸爸，学校要求家长给孩子写
一份 18 岁的成人寄语。”接到女儿的
电话，我竟有些语塞，匆匆聊了几句
就挂了电话。

不知不觉间，女儿已经18岁了，记
忆里她还是那个追着我跑的小姑娘。

结婚后，我们的孩子在不知不觉
中来临，看着爱人日益隆起的肚子，
初为人父的我颇有些不知所措的茫
然，但更多的是对孩子各种美好的期
盼。随着预产期的临近，爱人休了产
假，由父母代为照顾。当时正逢项目
施工大干，我只能继续坚守在一线。

一天爱人打电话，埋怨道孩子预
产期是几号，你还记不记得？光知道
干你的工作。预产期就在这几天了，
还回不回来，难道不要我们了。

我突然警醒，是啊，孩子的预产
期到了，便匆忙向领导请了假赶回家
里。到家第二天，孩子就出生了。

在产房门口护士抱着包裹里的
孩子说：“女孩，6斤8两。”我向包裹上
露出的孩子小脸看去，小家伙竟然也
在睁着眼睛看我。

我瞬间就觉得那是犹如惊鸿般
的一睹，那是深深的血脉联系，让我
一阵一阵的激动，那是我的女儿，我
的宝贝。

孩子未满月时，就接到单位电话
工作任务繁忙，需尽快赶回项目。无
奈之下，只有说服爱人、拜托父母，便
匆匆赶回项目上班。

就这样由于工作的关系错过了
女儿的满月、百天、生日，迄今甚至都
没有参加过女儿的家长会。

作为千万水电建设者中普通的
一员，和大多数水电职工一样奔走在
祖国的山山水水之间，和家人聚少离
多，其中的思念和牵挂不言而喻，但
更多的也只能是在电话里唠唠家常。

因此，在女儿小时候的记忆里父

亲先是照片，后来是QQ视频时出现
在屏幕中的陌生人。每次回家总是
要和我认生好长一段时间，才能慢慢
地亲近起来，紧接着就是送行时女儿
不舍地嚎啕大哭。

随着我日渐走上项目管理岗位，
回家也就更少了。女儿慢慢长大，我
和她的接触却越来越少，距离感也逐
渐形成。

为了改善这样的状况，有一年暑
假爱人带孩子来项目看我。谁知当
时又是正逢施工高峰期，每天早出晚
归，吃饭都很少和他们在一起。爱人
说：“本来是想让你和女儿多聚聚，多
一些沟通交流，增加你们父女之间的
感情。可是你却一天到晚忙得见不
到人影。”我沉默了很久，无言以对。

我把爱人和女儿带到施工现场
的一处高地，指着繁忙的施工现场对
女儿说：“孩子，你看那里有许多和我
一样的叔叔、伯伯，为了水电建设工
作日复一日地辛勤工作，无论风吹日
晒、过年过节总是时常坚守工作岗位
上。他们也和我一样有父母妻儿，也
和我一样和家人聚少离多。”

自那以后，女儿似乎懂事了很
多，和我的交流也慢慢多了起来。

时间总是一刻也不停息，不知不
觉女儿已经18岁了。

我亲爱的女儿，你在缺少父亲的
照顾下长大，18岁预示着你已是法律
意义上的成人，我希望你学会成熟、
独立、奋斗、理性、坚强和有担当，这
些都是需要你在今后认真地思考和
践行。人生的道路必然不会平坦，面
对坎坷你必须有勇气去面对，要不断
总结提升自己，善事善成。我衷心地
祝福你，我的女儿，珍惜美好的时光，
把自己磨炼得更加睿智、坚强，用不
懈的努力打造美好的明天。

作者单位：水电十一局

走出校门步入职场，一路下来，已
从一个青涩少年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年
人，历经各个单位、各种岗位的历练，有
汗水，有泪水，有感悟，有教训，当然也
有成长，有收获。除了为人子、为人夫、
为人父，更多的时间我的角色是公司的
一份子，生活的重心、内心的充实已经
不可避免地与工作的成绩和公司的发
展紧密联系并交融在一起，我喜欢这种
感觉，喜欢这种水乳交融、荣辱与共的
关系。在这样一个阶段，如何给予自己
定位，如何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挑战，成
为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日前，习近平主
席在访问欧洲回答意大利众议长菲科
提问时指出，“（当选中国国家主席）这
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我将无
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
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一
语点醒梦中人，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多年
的中年人感到茅塞顿开，这才是这个阶
段应有的心境。

步入职场早年：我仅是我。
2005 年，“满怀憧憬、意气风发”是

最初的梦想，也是在初涉职场汲取知
识、汲取能量的最初动力，工作中所学、
所悟均是围绕提升自己、强大自己这个
目标。勤奋、刻苦、激情是这个阶段的
关键词，尽管天资愚钝，所幸我严格要
求了自己，也确实这样去做了，没有辜
负工作单位、工作岗位的培养，实现了
原始技能的积累。然而这个阶段不是
终点，等待我的是更多的挑战。

工作多年之后：我不再是我。
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的磨练和角

色的转变，让我再难专注单一“自我提
升”，“独善其身”不再适宜，而是要学会
更系统地思考、学会统筹，学会以综合
最优为目标去开展工作，去挖掘潜能，
去突破，去攻坚，去承担更多的责任，去
理清各项工作的逻辑关系，去求解复杂
社会变量影响下的难题……这个阶段
我认为更多的是打磨心智的过程，是找
准工作定位，培养解决问题思路的过
程。“弱化自我意识，学会换位思考，强
化全面共赢”，是这个阶段的关键词，很
幸运，我也基本悟出了这个真谛。

总结深思之后：我将无我。
时光年轮飞转，皱纹逐渐显现，知

识技能、心智思维也在以多变的节奏曲
折提升。随着阅历的丰富，似乎对工作
的理解有了新的感悟，思考方式得到改
进，一切都在继续，这个时候，我是谁不
再重要、主观情绪和自我意识不再困顿
自己，周边因素的影响似乎也不再显
著，“一切有利于公司发展”已成为我价
值选择的重要遵循，此刻个人与公司已
经很难清晰地作出区分，一荣俱荣一损
俱损。此时的我意识到，个人似乎已由

“我仅是我”、“我不再是我”，潜移默化
地演变为“我将无我”。感恩这种变化，
感恩这种变化带给自己的充实和坚定，
接下来的工作、生活将开启新的征程，
我将无我，不负年华，不负公司。

作者单位：电建租赁

我将无我，不负年华
梁宝慧

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是谁？迈过崇山峻岭，跨过山谷沟

壑，与水结下情缘。是谁？与江河为
伴，与山川为邻，一生四海为家。是
谁？被烈日晒伤了皮肤，被汗水打湿了
脊背，心中依然满怀热血……

是他们，从三峡水电站、黄河小浪
底水利枢纽、南水北调工程一路走来，
建设了一大批举世闻名的水利水电工
程；是他们，实现了非水电市场一次次
地突破，成就了非水电领域一次次地辉
煌；是他们，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的江
河上，留下了电建人智慧的结晶。

他们在平凡中孕育伟大，他们用辛
勤的汗水浇灌希望，他们坚守着各自的
岗位，铸就不凡的业绩……他们有一个
共同的名字：电建人。

五月，因为“五一”，你是红色的，是
劳动者心中的热情。还记得那个普普通
通的水电测绘职工刘宏兴，在他身上我们
感受到了电建人“自强不息 勇于超越”的
精神，由他负责和参与完成的多项研究课
题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他对
待工作的那一腔热情，让他在平凡的岗位
上铸就了不平凡的业绩。

五月，因为“五一”，你是黄色的，是
劳动者手中的力量。还记得那个积极
乐观，坚韧不拔的女工程师王小二，祖
国西部的许多山川都留下了她的足
迹。王小二时刻保持前行的姿态，永不
衰竭的动力，在她弱小的身体里蕴藏着
巨大的能量，她朝气蓬勃、自信笃实的
精神激励着每一位前行路上的电建人。

五月，因为“五一”，你是蓝色的，是
劳动者眼中的希望。还记得那个投身

“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先锋蔡斌，他 20
年如一日，长年从事海外施工，不仅要
适应艰苦的环境，还要承受远离家人的
孤独，他用青春和汗水书写出一个电建
人的电建梦。

然而，在我们的身边还有太多如同
他们一样的电建人，他们将交通的便捷
带给远方的游子，让夜晚的光明走向千
家万户，用辛勤的汗水铸起高楼大厦。
他们舍弃了小我，远离了小家，用双手
和智慧默默无闻地创造着人类的文
明。每一天，他们都在价值创造的征途
上奋力前行，每一步，他们都在创新变
革的浪涛中蜕变成长。

是的，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幸
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
幸福，奋斗就是咱电建人的本分。面对
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还需提振精
气神，鼓足实干劲，以心无旁骛的战略
定力、敢想敢干的拼搏冲劲、锐意进取
的创新精神、持之以恒的执著坚守，乘
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在“一带一路”的
广阔天地，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
性劳动，做努力奔跑的追梦人，谱写电
建无尚荣光，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五月，请用掌声迎接我们的劳动
者；

五月，请用怀抱拥抱我们的劳动
者；

五月，请用光芒照耀我们的劳动
者。

五月，在这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
让我们再一次向这些幸福的缔造者致
敬！

作者单位：水电四局

五月，致敬我们的劳动者
王怡方

我的女儿十八岁
陈宏照

心情放歌

圆 梦 水电十一局 吕建军 摄 同心协力 水电十二局 李 伟 摄

许吉如曾在《超级演说家》中做过
一期让国人热泪盈眶的演讲，有这样
一句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她说：世界
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可是家里这么
好，我随时回得来。这句话在当时给
了我很大的感慨，这让我明白决定我
们周游世界的也许是我们厚实的钱
包，但走出国门后依旧可以随时随地
回来的那份自由则是基于我们背后强
大的祖国。

我不禁想起，一百多年前那段风
雨飘摇的历史。曾经屹立千年不倒的
东方古国，再没了当初横扫八荒的气
势，四周列强环伺，好似一头头看见美
食的豺狼，随时准备在这头沉睡的雄
狮身上撕下一块美味的肉脯。直至今
日，也依旧不敢忘记圆明园冲天的大
火，不敢忘记一次次侵华战争后所签
订的屈辱条款，更不敢忘记南京大屠
杀中消失的 30 万同胞。国将不存，人
人自危，就是对当时最真实的描述。

安全感，对于当时的祖国来说是
一种奢望，对于当时的人民来说更是
一个遥不可及的梦，那时我们所烦忧
的不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也不再是
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而是生命的无
常。面对这山河沦陷，列强肆掠，有人
选择麻木的苟延残喘，但有人选择精
卫填海、愚公移山般的抗争，最典型的
便是那个时代的青年，一群放到今天
也可被称为80后90后的年轻人。是他

们，在那个家国破落的时期勇敢地承
担起了民族独立，国家复兴的历史重
任；也是他们，力挽狂澜于既倒，匡扶
社稷于将倾，拯生灵于涂炭。

我知道一名叫做李叔同的青年在
辛亥革命成功时，谱写了一曲慷慨激
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我还知道一
名叫做李大钊的留日青年学生，为反
抗“二十一条”而发出《警告全国父老》
通电，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
誓死抵抗；我更知道我们敬爱的周总
理在 12 岁时就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
而读书”的远大抱负。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
天。面对着军阀割据、列强环伺的困
境，他们毫不气馁，毫不退让，毫不妥
协，勇敢地承担起了青年之责任。你
看秋瑾，虽为女子，却也写下了“拼将
十万头颅血，需把乾坤力挽回”这样荡
气回肠的诗句；你再看黄花岗 72 烈士
之一的林觉民，年仅25岁的他，为了国
家，仅以一纸《与妻书》与尚有身孕的
妻子诀别，之后便义无反顾地奔赴战
场，同年便英勇就义；你再看赵一曼，
身陷囹圄而坚贞不屈，怒斥日军侵略
行径：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
就是反满抗日……真的，不去了解也
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在那个战火纷飞
的年代中有多少青年前辈为了国家独
立，民族存亡而壮烈牺牲。

梁启超先生曾说过：今日之责任

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强则国
强。他们做到了，那数不清的青年志
士，不论富贵贫穷，也不论贫贱高贵都
毅然决然为了革命理想而抗争，或以
笔为戎挥斥方遒，或战场冲杀以战止
戈……正如此，才有了 1949 年的举国
欢庆，才有了今日之中国！

今年是建国70周年，五四运动100
周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早已成为
了记忆中永恒的伤疤，可偶尔的触碰，
依旧隐隐作痛。但是今天，我们的国
家站起来了、富起来了、强起来了，我
们不会恃强凌弱，也不会任人欺凌，我
们默默守护着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更不遗余力地守护自己的人民。也
许，今天的我们无法从那些冰冷的文
字中感受到那份历史的沉重，对于今
天国家的富强更没有一个直观的认
识，但是，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到那份触
手可及的安全感。

正如开篇所说：家里那么好我随
时可以回，而这份随时可以回的自由
正是基于我们日益强大的国家所给予
我们的那份安全感。当我们走出国门
收到当地大使馆的那条关心的短信，
当灾难来临时中国速度震惊世界，当
一个个受害者安全归家，我们可以真
真切切地感受到那份踏实，那份心安，
那份安全感。而那份安全感，是那么
难能可贵，因为即便是在相对和平的
今天来说，战争、冲突、恐怖袭击依旧

威胁着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和平与安
宁，而我们，即便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
国公民也可以在祖国的庇护下享受到
那份安稳。

是的，也许时至今日，中国护照的
免签国家依旧比不上英美，但是正如
大家所知，中国护照的含金量并不在
于免签多少国家，而在于你碰到麻烦
和危险时，祖国能够接你回家！

少年强则国强，中国强则中国少
年强。今天，祖国愈发强大，她所给予
中国青年最好的礼物便是这份安全
感，基于这份礼物，我们可以免受漂
泊、恐惧，可以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
事，可以自由地选择去外面的世界闯
荡，并受人尊重，更可以在想家的时候
随时随地地回来。也同样是基于这份
礼物，我们更加自信、优秀、强大，而源
于这份优秀和强大，祖国也将因此而
日益强大，因为中国强唯有中国少年
更强，因为他们终要担负起让祖国更
加繁荣、富强的时代重任。

今年，是建国 70周年，70年间，在
我们众志成城的建设中祖国变得愈发
强大，而祖国也用这份强大庇护着她
的人民。在此，向那些为了国家独立
富强而献出鲜血和生命的前辈们致
敬！向即将或者已经担负使国家更加
富强的我们致敬！向那个给予我们自
由、独立和安全感的国家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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