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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心存美好，持善而行

上海电建

巨 风
第一次读到“写有温度的新闻”这
优点，发现身边事的美好，减少抱怨
句话时，心里怦然一动，觉得这应该是
等负面情绪，树立正向信念，提高建
企业新闻宣传追求的境界。怎样写“有
立积极情绪的能力”。我发现新闻宣传
温度的新闻”，成了一个长久思考并实
工作就是这样一个“正念训练班”，我
践的问题。
天天做的工作就是在接受“正念训
站在新闻宣传的角度看企业久了， 练”啊。
心里都是感动的故事，眼里都是美好而
在工作交流中，有位同行说“企
上进的人，对人的心灵和精神是一种持
业新闻宣传做久了，发现自己做人越
续的净化，也是洗礼的过程。
来越简单”。在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做
我多次问年轻的同事，知道什么
到简单做人才是不简单，尤其是做到
样的人才会把工作做到感人、让我们 “简单做人复杂思考”更不简单。当你
能从中感受到人格魅力的地步吗？同
心无杂念全身心地投入到一篇人物通
事答了“敬业爱岗、勤奋执著、兢兢
讯、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中时，那种
业业”等一大堆褒义词。这个问题我
集中精力的平静就是幸福感，就是成
思考多年，想到的答案是：是那些在
就感。
工作中付出了心血的人，是那些以自
工作中，也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己的付出成全了别人、成全了大家的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愉快。身心愉快，是
人。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在我们
一种个体能力，也是综合素质的一部
的笔下，是我们人生的幸运，是写作
分，重要的一部分。
者的幸福。
我已近知天命之年，深知生活不仅
有位朋友邀请我参加一个“正念
仅是我所看到的那份美好，还有更多不
训练班”，主要内容是“发现身边人的
能讲述的故事，我心里也有很多说不出

的话，但是又怎么样呢？好人就是世界
对好人的最佳馈赠。
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
标好了价格。只要有了相对应的付出，
每个人都会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每一次新闻策划都是一趟寻找宝
藏的行程。每一次寻找，都是一次挑
战，挑战知识积累，挑战思想高度，更挑
战耐受力。
文章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一个字
一个字地校；一秒 25 帧的影像是一帧一
帧地剪辑；新媒体微信在没有编辑过的
人看起来没什么，每一行文字、每一张
照片、每一行分隔线，都要细致耐心地
调一遍，再调一遍.....直至参与的集体
人员全部满意为止。
新闻宣传是脚踏实地的工作，是在
繁华之中穿梭，却要耐得住寂寞的工
作；是把鲜花献给英雄，自己坐在台下
鼓掌的工作。唯此，
我喜欢。
有时候，查阅资料，看到自己写下
的数百篇或长或短的文章，那些故事犹

如天上的星星，闪烁着熹微而独有的光
芒。
记录下那些在采访中被感动的时
刻，记录下那些在企业发展历史上闪着
光芒的名字，这是新闻宣传工作的使
命，
也是新闻宣传工作的价值。
有时候想起那些在艰苦的环境里
坚守多年的同事们，我会想，这是他们
唯一的选择吗？答案是否定的。在人
们已经可以有多向选择的时代里，即使
在企业内部，他们也可以做出不同的选
择。虽然他们有自己选择坚守艰苦的
理由，但是他们不逃避不抱怨，已经值
得令人无比敬佩。唯此，
无他。
精彩的故事就在我们身边，等待着
那些温暖的心来讲述，
来记录。
我不会以价值判断表达道德评判，
我能做的，是写下真实的故事。故事温
暖，
我心亦温暖。
2019，心存美好，持善而行，以温暖
的心写下一个又一个温暖的故事，是我
的职责，
也是我的选择。

乔建平：笔耕 40 年，只因爱得深沉
程 雪
七月的阳光温暖而明媚，一如乔建
平对新闻热忱的心，带着这份“温度”，
他在排版室里做校对、看大样，熟练地
完成每一步骤。
在这普通而又特殊的一天，
《水电
工人报》总编辑乔建平正在进行职业生
涯中最后一次排版，这份即将付印的第
2309 期《水电工人报》将是他的最后一
期作品。
日子交织着泪水和欢笑匆匆流逝，
当人们看到这期报纸时，老乔已然离开
了工作 41 年的水电十二局，告别 37 年
采编审的岗位。
在这 40 年间，他带着企业报人的使
命感，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水利
水电事业发展一个个激动人心的瞬间，
记录下几代水利水电人的梦想与执着。

笔耕不辍 40 年，只因爱
得太深沉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
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幕。也在这
一年，以传递水利水电工程消息、讲述
水利水电职工故事的《工程战报》创刊，
1980 年改名为《水电工人报》。
彼时，乔建平还是钻探灌浆工学
徒。这个平时喜欢看《人民日报》、总是
向单位广播站投送“好人好事”稿件的
小伙子，在 1981 年加入《水电工人报》，

开始了长达 37 年职业新闻人的征程。
一张横跨 40 年的水电工
企业报的黄金时代
“一次写到食堂给夜班工人送夜
程蓝图
“一家企业、一个行业的兴衰发展
宵，我并没在那里采访至深夜，想当然
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企业报刊上反
近
40
年的职业生涯里，
始终有两种
地写上‘热腾腾的面条’，可实际上，从
映出来。”身为企业报人，老乔无疑是典
力量激荡在老乔的胸中：一种把他往回
食堂送到现场，盘中餐已经凉了。”第二
范，
“《水利水电工程报》标兵记者”
“浙
天被叫去现场的乔建平，和工人们一起 “拉”，拉回追求新闻事实的初心，一种
江省优秀企业报工作者”
“
浙江电力系
把他往外
“推”
，
推到十二局遍布在全国
吃下凉面条，两行热泪流下来，
“我暗下
统新闻工作先进个人”……这一串荣誉
各地的项目部。
决心，以后一定要深入新闻现场。”他
的背后，
是他对企业报的一份情怀。
展开
《水电工人报》
“十二局钢筋混
说。
《水电工人报》是浙江最早的企业
凝土面板堆石坝施工巡礼”专版，全国
多年来，新闻在远方，老乔一直在
报之一。在老乔记忆里，上世纪 80 年代
各地几十处面板堆石坝的照片映入眼
路上。有时一年出差 200 多天，他坐着
是兴办企业报的黄金时代，改革开放的
帘，他说，
“所有的地方我都去过。”老乔
火车、汽车、牛车、拖拉机、木筏，越过湖
影响深入人心，企业办报是凝聚人心最
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水利水电工
海，到人迹罕至的深山，在工程一线和
接地气的方法，铅字排版的传统新闻出
程发展的壮丽诗篇。
工人们同吃同住。直到退休前一个月，
2008 年 5 月，汶川大地震发生后， 版方式，承载了企业走近职工、职工了
他还在一市政工程施工队采访。
解企业的愿望。
距离震中心仅 17 公里的四川紫坪铺混
老乔挖掘新闻的方式有点“多”，多
如今，这个黄金时代尚未画上句
凝土面板堆石坝成了备受关注的工
站一会、多问一句、多看一眼成了这个
号，
它是企业和职工之间一条剪不断的
程。同时，
“
不到现场不死心”
的老乔再
老新闻人的习惯。也正因为站在山下
。
次踏上了征程。
“ 这是优秀施工队伍的 “纽带”
多驻足一会儿，让他找到了水利水电施
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仅是更好的
杰作，
是中国水利水电工程的骄傲。震
工队伍里一对默默奉献的测量工夫妇；
经济发展，更是让人们思想得到解放，
后检查表明坝顶仅沉陷 20 厘米~30 厘
采访中多问了一句，让他发现了生产车
这对企业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身为
米，面板局部受损，大坝整体“纹丝不
间里的“献血英雄”；多吃了一口菜，让
省企业报协会副会长、秘书长，老乔给
动”
。
”
他找到了根据工人口味和喜好做“拼
企业报定下“三贴近”的定位——贴近
“我最遗憾的是退休前夕没能去雅
盘”菜的炊事员……在他的笔下，这些
企业、贴近职工、贴近生活，要用熟悉的
砻江两河口水电站大坝工程采访。
”
由
平凡人物的执着，串联起水利水电工程
人物、身边的故事感染职工。
于这个世界第三高坝在高海拔藏区，大
的改革发展之路。
“把版面留给基层，把镜头对准员
家都拦着年过六旬的老乔，他说，
“不
“ 笔 耕 不 辍 40 年 ，只 因 我 爱 得 深
工”
是老乔给第 100 期《春和报》写下的
过，我一直关心这个工程，它是我国水
沉。”在老乔的心里，和一线工人亲密接
评语，
也是他自己坚持一生的新闻观。
利水电工程蓝图上的一个亮点。
”
触的那段时光，
像金子般地闪闪发亮。

明古鲁发电公司的三个
“花旦”
魏文刚

Yaya—文静贤淑善担当

印尼明古鲁发电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发电公司”） 综合管理部集行
政、人事、党纪工团及后勤服务于一
体。肩负着上情下达和下情上报的
“中枢”职能，承担着对外沟通与协调
的“外交”职能，担负着发电公司及
全体员工的后勤“保障”职能。发电
公司综合管理部现有中方员工 5 人，印
尼员工 4 人，除 1 名男性外，其他 3 名
都是女性，也是发电公司的当红“花
旦”。这 3 位 “ 花 旦 ”虽 不 能 花 见 花
开，但却能人见人爱，因为她们各有
各的神通，各有各的亮点，各有各的
担当。

Lena—聪明能干勇担当
Lena，全 名 Magdalena Chendra
Ayuningtyas，27 岁，明古鲁本地人。她
曾是明古鲁市区一家酒店的前台客
服。发电公司入驻明古鲁省后在与酒
店的业务交往过程，因热情周到的服
务及一口流利的英语给发电公司人员
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她亦是如此，对
Powrchina 这一名称“一听钟情”，随
即便开始通过网络搜集相关信息。当
得知中国电建是一家负责任的大型国
际化企业，明古鲁项目是明古鲁省的
标志性工程后，她毅然辞职投奔明古
鲁项目，成为明古鲁发电公司的一名
正式员工，从此加入了中国电建。主
要负责发电公司对外协调、访客接
待、会议筹备、物资采购等工作。她
因出色的工作表现也登上了电建集团
要闻和集团报纸。
工作中的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和聪
明能干是全体员工给她的标签。而她
最优的品质则是勤于思考，勇于担当。
如果预订酒店，她会主动提问是无烟房
间还是吸烟房间；如果采购排插，她会
问你是否一并采购转换插头；如果安排
会议，她会想到提前开空调、备茶水。
而这些看似日常和普通的举止，却颠覆

从左到右依次为：
Lena、Soraya Yulita、Mutia
了发电公司全体中方人员对国外员工
的认知，因为外籍员工能做到如此细心
和了解中方人员意图实属不易。2018
年 7 月，在发电公司召开的年中工作会
上，她毫无悬念地被评为发电公司“优
秀员工”称号，成为全体中国、印尼员工
学习的标杆。

Mutia—活泼外向敢担当
Mutia， 全 名 Mutiara Andiri， 28
岁，是最早一批进入发电公司工作的
元老级当地员工。已先后负责行政、
人事、后勤等多项工作，可以说是全
能的，而她的大学专业其实是一名工
程师。当问及是否会觉得专业不对
口，不利于职业发展时，她却不以为
然。用她的话讲“工作是没有区别
的，只要担得起，哪个部门都一样，
况且在这里我能感觉到我的价值”。她
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中方员工签证办理

及当地人事管理工作。在印尼劳工及
移民政策如此严紧的情况下，这项工
作尤为重要。
活泼开朗，敢于担当是她的标签。
签证工作要与移民局、劳工部、税务局
等多个部门打交道。除了需要将工作
做到有条不紊外，还需要具备有效的沟
通技巧。很少有人愿意与移民局等部
门打交道，但她却自告奋勇，勇敢地挑
起了这一重任。为了提高发电公司中
方员工签证办理效率，她会在拜访移民
局等部门时带上一些巧克力或糖果之
类的“随手礼”，从而很快与相关部门工
作人员建立了良好而又稳定的沟通渠
道，有效提升了工作效率。在工作之
余，她还会向中方员工学习中文，并习
惯性用本子记下每个字的发音和笔画，
因为她认为学习是一种习惯，况且是在
中资企业，如果学好中文会让她更加从
容地工作。

3

Soraya Yulita，25 岁，是当地员工眼
里的一枝花。Yaya 的上一份工作在苏门
答腊岛第一大城市棉兰，属于印尼国家
电力公司 PLN 下属单位，可以说是已经
端上了“铁饭碗”。然而，当从家人口中
得知有一家中资企业进入明古鲁省以
后，
她便开始动摇，
最终毅然辞职回到明
古鲁老家，带着自信和坚韧到发电公司
应聘。凭借文静的外表、流利的英语及
印尼国家电网公司（PLN）的工作经验，
她如愿以偿加入到了明古鲁发电公司。
文静贤淑、善于担当是她特有的标
签。刚入职发电公司，她也曾负责当地
人事工作。由于岗位调整，又果断放下
人事工作，担起车辆管理、函件管理、机
票管理等行政事务。看似简单，但却并
不容易。比如车辆管理，发电公司目
前有两处生活营地，且两个营地间的
路况非常恶劣，车辆如何调度、如何
维护车辆、如何确保行车安全等等，
她都有自己的套路，比如建立车辆维
修台账、定期对司机进行安全行车教
育等，各项工作井井有条，为公司正
常运营提供了保障。
3个
“花旦”
有不同的宗教信仰。Le⁃
na 是基督教徒，Mutia 和 Yaya 信仰伊斯
兰教，不同宗教信仰却毫不影响她们投
身发电公司的决心。她们常说：
“加入中
国电建是一种幸运，
如果可以，
我们不仅
要见证项目的建设，也要伴随项目未来
25 年的运营期”。她们认同电建海投公
司的企业文化，并以成为公司的一员为
傲，
因为这个公司有更高的薪资水平、
更
具包容的企业文化和更高素质的公司员
工。她们决心与公司共成长，在这里成
长自我，
并为明古
鲁 的 发 展 “一带一路”
贡献各自
的力量。

故事

教菲律宾小朋友
开开心心学汉语

本报讯 上海电建菲律宾考斯瓦
根现场项目部翻译陈燕珠在工作之余，
公益开办汉语学习班已有两个月了，
通
过向项目驻地附近村庄的儿童教授汉
语，
架起了一座中菲友谊之桥。
平安夜，小朋友们兴高采烈，早早
地来到了活动现场，并将自己准备好
的礼物，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一起，期待
着互相交换的暖心时刻。
活动开始，
项目部经理向小朋友介
绍中国团队建设考斯瓦根电厂的意义及
项目建设进程，
并赠送笔记本、
铅笔、
写
字板等学习用具。感谢当地小朋友对中
国文化展现的浓厚兴趣，
并鼓励孩子们
在快乐中学好汉语，
期望孩子们好好学
习，
长大后能到中国去看看。

随后，孩子们利用在过去两个月
里学到的汉语知识表演了精彩的节
目。首先是合唱单韵母歌，
“a,a,a,小孩
张嘴巴，o,o,o, 公鸡叫喔喔….”每个孩
子都大声地唱出他们对汉语的喜爱。
接着，小朋友们分成男、女两组比赛猜
汉语单词，老师举起汉语拼音卡，先讲
出英文释义者获胜。孩子们争先恐
后、不甘示弱。
最后在活动抽奖环节，除了孩子
们自己准备互送的礼物外，还有项目
部赠送的礼品，每一份礼物都有编号，
每一个孩子也有一个编号，抽到什么
编号，即获得对应编号的礼物。孩子
们收到礼物都格外兴奋，跳起了节奏
欢快的舞蹈。
(陈燕珠 龚洁庆)

电建国际

“你的眼睛，我来点亮”
志愿服务活动在第比利斯

本报讯 2018 年 12 月 10 日，中国
电建格鲁吉亚志愿者服务队到访格鲁
吉亚第比利斯市 No.202 盲人学校，举
行了“你的眼睛，我来点亮”爱心捐助
和志愿者服务活动。
在爱心捐助现场，
中国电建格鲁吉
亚志愿者服务队将捐赠的盲童专用玩
具交到孩子们手上。孩子们接过玩具
时，
那天真烂漫的笑脸和情不自禁的喜
悦，
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随后，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孩子
们给志愿者队员演示了如何使用盲人
写字板、盲人打字机等，介绍了他们平

常如何生活和学习。在互动环节中，
志
愿者同孩子们一起做感知游戏，
学习彼
此语言中的常见用语。
校方代表对中国电建捐助义举和
志愿者活动表示感谢，介绍了学校的
发展历史和生源、课程设置等概况。
据其介绍，来自社会方面的救助，中国
电建是首例，校方对此表示了极大的
感激之情，愿意同中国电建一起为中
格友谊出力献策。孩子们表示，他们
将努力学习，积极生活，不辜负中国志
愿者、盲校老师和社会各界的殷切期
望。
(何欣芸)

电建市政公司

向布隆迪当地捐赠
农业机械获赞誉

本报讯 2018 年 12 月 21 日，电建
市政公司援布隆迪农业示范中心项目
农业机械捐赠仪式在布隆迪基隆多省
进行。受到基隆多省省长、省农业厅
厅长的赞誉，为 12 月 22 日中布建交 55
周年贡献了一份礼物。
基隆多省是布隆迪农业大省，电
建市政公司承建的尼亚维亚莫农田水
利整治项目建成后，使当地人的收入
大为提高。与此同时，当地收割稻米
后，还是沿用木棍击打的原始方法进

行脱粒，
生产效率低下。
为帮助当地民众提高生产效率，
援布隆迪农业示范中心项目向基隆多
省农业厅捐赠了两台稻米脱粒机和五
公斤国产优质“川香五号”杂交水稻种
子，用以提高当地农产品的生产效率
和种子改良。农业机械得到当地村民
的热烈欢迎。机械及优良种子的捐
赠，提高了公司在当地的声誉，树立了
公司良好的社会形象。
(郭怀光)

水电八局

爱心捐赠马来西亚
当地孤儿院

本报讯 2018 年 12 月 7 日，水电八
局凯德隆项目部在马来西亚民都鲁市
Anak Yatim 孤儿院举办爱心捐赠活动，
得到当地社会和百姓的一致好评。
这间孤儿院位于民都鲁市郊，
属于
名为砂拉越孤儿院委员会的慈善信托
组织，旨在维护砂拉越州孤儿的福利。
该机构容纳了包括马来族，梅拉诺族，
伊班族，比达乌族在内的 86 名少年儿
童，
其中最大的上中学，
最小的7岁。

本次活动是由民都鲁市土地调查
局牵头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土地调
查局向本地企业发出援助呼吁，希望
能有更多人投入公益慈善事业中来。
对此，项目部积极响应，为孤儿院捐赠
了日用品、清洁工具等生活必需品。
当地政府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A 非常感谢 Sinohydro 在为推动当
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忘资助驻在国
人民。
(李文晴)

水电十一局

赞比亚下凯富峡施工局
向周边社区学校捐赠物资

本报讯 日前，水电十一局赞比亚
下凯富峡施工局志愿者协会向齐坎卡
塔区政府捐赠石子 20 吨，提供运输车
辆，帮助修建奇卡尼中学，并向那玛伦
杜小学捐赠书包和文具用品等，受到
区政府部门的赞扬和好评。
齐坎卡塔区教育委员会委员保罗
表示，赞比亚下凯富峡水电站项目，为
齐坎卡塔区的医疗、教育和健康方面
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这次奇卡尼中
学修建需要帮助，中国水电再次慷慨
解囊，
对我们来说是雪中送炭。

那玛伦杜小学建于 1946 年，距离
公司在赞的第一个项目上凯富峡水电
站约 7 公里处，地域偏僻，教育环境差、
教育资源短缺，了解情况后下凯富峡
施工局向那玛伦杜小学捐赠书包、笔
记本、圆珠笔等文具用品若干。
水电十一局下凯富峡施工局自成
立以来，加强对各项目的履约管控，同
时高度强调各项目要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造福当地百姓，广泛传播公司价值
理念，提高中国水电的品牌美誉度和
社会影响力。
(李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