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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建爱情月圆夜

印象赤湾

倒流，又好像 8 年时光从未流走，这时
看，你们每天每年都在过情人节呐！
光，流走了吗？遗憾吗？
这些小破烂可都是见证呀！
去往非洲前的一个礼拜，二狗在
星辰流转，
沧海桑田，
小陈在非洲，
二狗在祖国，能有幸一起走过 9 个年头
家给小陈收拾行李，一会儿想起电蚊
香液要不要多备几瓶，一会儿担心防
已经是上天和神明多大的恩赐。古人
晒霜买得不合适，内衣袜子买了几十
尚且说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
何况
条还是怕不够用……翻着翻着，二狗
是技术如此发达交通如此便利的二十
从小陈衣柜的最下面翻出了一个心形
一世纪，他们再不用担心断了联系，也
枕套，那是上大学时流行十字绣，从来
无需惧怕兵荒马乱，只要互相认定，小
只会翻墙爬树溜旱冰的二狗买了材料
陈每天都在陪二狗过情人节。
包，憋了一个暑假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小可爱，醒了吗？我吃了一小块
淡紫色的爱心如同玫瑰，一团团一簇
巧克力哦。北京时间中午 12 点，赞比
簇盛开在素净的棉布上，线条歪歪扭
亚卢萨卡时间早晨6点。情人节快乐！
”
扭却也生动别致。随着一同被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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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还 有 8 年
前二狗给小
陈做的钥匙
扣 卡 包 ，7 年
前小陈和二
狗一起撑过
的 雨 伞 ，6 年
前小陈为二
狗买爱吃的
面包办的会
员 卡 ，5 年 前
二狗送小陈
出国用的记
事本和笔袋
…… 往 日 欢
快跳跃的时
光终于又倾
泻而出，提醒
即将分别的
团团圆圆年夜饭 贺 伦摄于下凯富峡水电站
两 个 人 ：你

有句歌词唱的是“遇见你的时候
走到了一起。被官宣的一瞬间，二狗
所有星星都落到我的头上”，小陈和小
震惊之余，还油然而生了一股子强烈
二狗何其幸运，就这么在落满星星的
的幸福感，老同学解释为“两个老大
世界里一起走过了 9 年时光！
难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原来如此，
说是一起走，却更像两条不同频
二狗再一次窃窃地偷笑，这说明自己
率的波浪线——一个在南方学校间奔
真的快了……还没笑够呢，就听见室
波上课，一个在北方城市准备出国考
友对男友说：“明天情人节，你要怎
试；一个走出校园开始上班，一个走出
么过？”
祖国开始留学生涯；好不容易聚在北
情人节？2 月 14 日了？明明今天
京半年，小陈又随着公司大部队去往
才正月初九！二狗一脸愤然，拨通了
辽阔的非洲大草原——恋爱谈了 9 年， 远在赞比亚的小陈的电话：
“ 我说，今
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到 3 年，难得在波
天是 2 月 13 号啦！时间飞快呀！”
“嗯
峰和波谷相遇那么一下，便又天各一
嗯，我来了 36 天了。”
“不不不，我是说，
方了。有时候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是
明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嗯嗯，正月初
哪里来的勇气能坚持这些年的异地孤
十啦，快过元宵啦。”
“不不不！明天是
寂、生病伤痛的日子，可感情明明就是
圣瓦伦丁节呀！”
“ 哦，哈哈，那你打算
这么单纯的东西，你相信他、他相信
送我什么？或者要给我发个红包吗？”
你，两个人都争取一下、包容一点、牺 “……你的二狗要下线了……”
牲一些，不就够了？
玩笑归玩笑，仔细想来，小陈和二
正月初七，二狗大学闺蜜给二狗
狗这些年，没在一起过过什么情人节，
发来消息：
“ 十一结婚，来当伴娘。”笑
认真一起过生日也只有两次。第一次
得二狗合不拢嘴，闺蜜与男友都是小
是刚开始谈恋爱的那一年，两人约上
陈和二狗的大学同学，最初大家一起
各自的室友同学，在校外一个烘焙店
恋爱、组团约会，后来就成了闺蜜约会
动手做了个沉甸甸的水果蛋糕，还在
时遛着二狗，再后来大家各奔东西，每
里面撒满了跳跳糖，分享蛋糕时，所有
次团聚依旧是三缺一，终于等到闺蜜
人的嘴里都充斥着甜甜的气泡炸弹，
开始筹备婚礼了，二狗竟然比自己要
欢脱得就像大学操场上飞奔的短跑健
出嫁了还开心，她窃窃地偷笑，这说明
将。第二次则是 8 年后的北京，在有舞
自己也快了……正月初九，二狗在家
池和表演的俄罗斯餐厅，在罐焖牛肉
和高中同学聚会，又被虐了。说来神
和奶油煎牛舌以及各种味道的簇拥
奇，二狗的高中班级有着某种魔力，迄
中，依然有蛋糕，纯洁的奶油上依偎着
今已自产自销了 3 对神仙眷侣，就在这
两只轻巧的白天鹅，周围有玫瑰花瓣
一天，二狗高中的上下铺室友和二狗
点缀，身边少了大学损友，却也幸运地
铁了 10 几年的损友也宣布脱单，正式
有姐妹兄弟的祝福，一切都像是时光

职工摄影园地

诗 歌

为爱同行

唐琨
负面情绪；干净整洁的环境可以提升精
气神，驱使自己向环境靠近，有效提高
工作积极性。我想，我们要打造的就是
一个这样积极向上的大环境吧，一个让
工作人员舒心、安心的施工环境。
初出校门，来到离家千里的地方，
父母总是不放心，每次电话都要叮嘱我
注意安全，工地人员混乱，能少去一些
地方就少去一些。我总是不厌其烦地
告诉他们，我们的工地安全得很，我们
有保安人员，有监控设施，还有我们的
管理人员在，大家每天都开安全早班
会，一遍又一遍提醒大家要注意哪些事
项。好几次我还看到我们项目的管理
员对安全帽穿戴不规范的工人进行严
厉的批评，然后又亲自将工人的安全帽
扶正，规范穿戴，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
他们，工人们拍拍脑袋乐呵呵地走开继
续工作。在这样管理监督到位、安保设
施齐全、工人认真配合的地方，怎么会
不安全呢，我倒总是想多去工地记录下
他们奋斗的身影和幸福的笑容呢。
在赤湾停车场项目，员工生日的时
候大家会亲切地送上祝福；盛夏和寒冬
时会组织送清凉与温暖；
国庆、中秋之际
全体员工共度佳节，
一片欢声笑语；
虽然
员工犯错时有严厉批评，但会始终并肩
解决难题；面临重要任务时，所有人互
相配合，一起奋斗。
如果你再问我工地是怎样的？像家
一样的温暖整洁，
这就是我的答案。
作者单位：水电八局

范岩玉
站在阳台上，
闭上眼睛，伸开双手，
拥抱冬日里和煦的阳光，
幸福不禁洋溢在脸上。
终于告别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我来到了国内首个百万千瓦级
EPC 水电站项目——杨房沟水电站。
这里没有城市的喧闹繁华，没有方
便快捷的高铁，
却有着一尘不染的质朴与单纯的
快乐。
这里没有炫彩靓丽的衣衫，也没有
高跟鞋踩出的节奏，
却有他早出晚归时甜美的笑脸。
这里没有安静的作业环境，
却有着水电人不屈不挠奋进的信
念。

红红火火中国年

流浪的背后，是守望



春节期间，中国科幻巨著《流浪地
推演下，俨然在劫难逃。然而中国人从
星球殊死一搏。在危急时刻：西方允许
球》恢宏上映，在新年伊始点燃了华语
来有着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
投降苟活，东方崇尚搏命亮剑；西方人
电影世界。该片格局宏大、气势雄浑， 埃”
的弥天大勇。羁绊我的是木星，
就扫 “见当下，见自己”，东方人“见天地、见
史诗般波澜壮阔，让东方面孔融入甚至
荡木星，阻挡我的是银河，便横渡银河。 众生”。
“流浪地球”这样的解决方案，不
隐隐主导着人类命运的走向与轨迹，华
在木星被点燃的那一刻，我心中激荡： 符合西方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最优原则，
夏民族重新走回历史舞台的中央，参与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
因此不可能成为西方解决复杂问题的
起全人类的喜怒哀愁。有人说《流浪地
种不屈不挠，正是所谓：在困难面前，有
选择；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形成了更
球》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在我看
条件要上，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具有决策刚性、资源保障、执行力效果
来，也许中国早已改变了自身的文化话
《流浪地球》中有中国式的牺牲与
的特有社会组织运行模式，这种模式所
语姿态，在用东方的声音、东方的哲学， 取舍。与西方世界的逃出生天、从头再
蕴含的格局与境界，是时间迭代与历史
讲东方的主张。该片成功跳出了以往
来不同，中国人讲情感和责任。面对一
积淀赋予中华民族在哲学领域的精神
美式科幻大片的惯性思路，完成了科幻
个岌岌可危的星球——那个在 46 亿岁
能量：一个民族穿越几千年传承至今，
影史上一系列的思维突破：

《流浪地球》中虽然也有突出的个
人，但是叙事对象已经明显转向社会群
影院人语
像。当面临全球危机，全人类结成命运
共同体，共面剧变，放下分歧，凝聚大
同。这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流浪地球》表现出了中国特有的
战 略 智 慧 及 方 法 论 ：天 行 健 ，自 强 不
黄皓皓
息。曾经我们“后羿射日”，今天我们
“夸父追日”。从前的太阳不再温暖我
高龄才诞下我们的母亲，我们不抛弃、 也许在技术层面暂时落后那些后起之
们 ，与 其 舍 弃 地 球 ，不 如 寻 找 新 的 太
不放弃，一如“目连救母”，纵然万劫不
秀，但在哲学层面，我们更知道应该珍
阳。这是所谓：敢叫日月换新天。
复，也要义无反顾。这是所谓：去国怀
惜什么。形而上者为之神，形而下者为
《流浪地球》中人类应对危机的勇
乡，难离故土。
之器。历史向前，千百年的岁月里，他
气、毅力以及大局观，不再是西方式个
《流浪地球》中带着地球流浪的浪
们“成器”，我们“通神”，一切在危难时
人冒险的刺激，而是集体决策、集体担
漫与勇敢，充分体现了东西方世界在世
刻，高下立见。
当、集体执行的壮烈。美式大片往往用
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巨大差异。影
一个民族和国家，有了争雄地表的
急智，化解大厦将倾、狂澜即倒；而我们
片最后，地球联合政府放弃地球、让所
实力，才会有仰望星空的意愿。
《流浪地
“风物长宜放眼量”，选择用 2500 年时
有救援人员回家的决策，看似尊重人
球》在中国出现绝非偶然，它是一个国
间，100 代人传承，穿越荒芜、忍耐荒凉、
性，但其格局和境界始终困在了个体的
家和民族的实力积累达到一定高度和
战胜慌恐，纵然今生无果，也要造福后
“小我”。西方的三观看重人类个体，而
深度的文化必然。在这部影片里，首先
人。这是所谓：功成不必在我。
东方的认知则俯仰天地。即便论证救
感受到的是强大的国家意志，和基于强
《流浪地球》中人类遭遇的最大危
援方案无效，我们也要为全人类和整个
大软硬实力的历史干预与参与能力和
机木星，在全世界顶级智库和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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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瑜

多数电建人都会在异地恋中修成了正
果。
既 选 择 与 你 相 伴 ，便 只 顾 风 雨 兼
程。经历了风雨，才会倍加珍惜这份来
之不易的幸福。电建人的工作里充满
了使命和担当，妻子的柔情里全是理解
和坚强。这份理解，与节日无关，与陪
伴无缘，虽有怨言，从无表露一二；这份
坚强，与生活抗争，与重担鼎力，纵有千
斤，总独自默默承受。
这份理解和坚强，在巨大的勇气和
付出后，终能化解一切世事烦扰。聚少
离多是常态，泰然从容是心态，阳光健
康是状态，留下一个安宁稳固的大后
方，前线才能义无反顾打胜仗。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
梦人。”坚守岗位，坚守梦想，把对妻儿
和祖国的思念化作奋进的动力，激励着
我们昂扬的斗志、砥砺着我们铿锵的步
伐，让每一个平凡的岗位和工作，都洋
溢着一种幸福感、仪式感和成就感。
一 念 起 天 涯 咫 尺 ，万 般 忆 远 近 相
安。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
切都是幸福的模样。电建人的爱情，没
有轰轰烈烈，也没有缠绵悱恻，有的只
是平凡真实的感动和温暖向善的力量。
电建人说，工作已无憾，为夫心有愧，此
生何其幸，妻贤家和兴。她却说，愿君
捷报频传，再创优异佳绩，你安心在外
打拼，我在家等你凯旋……
又 是 一 年 月 圆 夜 ，月 下 为 你 许 三
愿。愿奋进追梦的电建人，总能被生活
温柔以待；愿世间可得双全法，不负凌
云不负卿；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
共白头……
作者单位：
电建海投

工地是什么样子的？想象中的工
地是灰尘烟土漫天飞。脏、乱、无秩序，
似乎就是工地的代名词。
初到赤湾时，我跟随着师兄师姐来
到施工现场，了解这片我将要挥洒热血
的地方。炎炎烈日下，闪着光芒的黄色
安全帽，汗水打湿了橙色的工装，工人
们弯着腰专心致志地工作着。整齐的
着装，干净的场地，勤恳的工人，我对工
地的印象在这一刻有了变化。
在进入赤湾的施工现场前，大门的
旁边放着一面穿衣镜，我连忙整理了下
自己的着装，并偷偷为头戴安全帽、身
穿反光背心的自己加油打气，然后抬头
挺胸地走过装有智能刷脸识别系统的
大门。我想工人们也是这样常常在这
镜子面前整理自己的着装吧，看到着装
干净利落的自己，大步昂扬迎接每一个
崭新的日子。
过了大门，进入施工现场，我看到
堆放得整整齐齐的施工材料，每一样都
分门别类，置放有序，令我诧异不已。
在一次工地拍摄时，看到现场的值班人
员有的拿着扫把认真地打扫清洗着现
场的卫生，有的在细致地整理施工材
料，我突然明白了，也想起我们项目经
理曾说过的一句话：
“ 施工现场你无法
做到一尘不染，但是绝对要做到整整齐
齐，工程施工的美在于横就是横，竖就
是竖。”据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人是一种
容易受到环境影响的生物，长期呆在脏
乱的环境，容易让人产生暴躁、焦虑等

杨蕴华

小陈和他的小二狗

留影
元宵节在中国古代又被称为上元
节，是农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花
好月圆，张灯结彩，结伴出游，少不了才
子佳人间的眉目传情，暗生情愫……
这里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
阑珊处”的浪漫巧遇，这里有“月上柳梢
头，人约黄昏后”的些许期待，这里有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的怅
然若失。元宵节真可称之为中国的爱
情节，但在这些爱情故事里，却总透着
一丝丝的遗憾和缺失……
这不禁让人想到了电建人的爱
情。因为工作性质使然，很多电建人都
有过异地恋、异国恋的曲折，都经历过
两地分居、来回奔波的考验，这一份份
短则离居两省，长则跨越大半个地球的
电建爱情，虽有缺憾、遗憾乃至抱憾，却
总给人以温暖且坚定的力量。
电建人的婚恋一直是个老大难问
题，然而不经意间的惊鸿一瞥胜却人间
无数。芸芸众生处，茫茫人海中，总有
一位“她”会走近电建人，让人们相信缘
分的存在，爱情的降临。
然而，这份懵懂情愫刚刚萌发，电
建人却整理戎装、背起行囊，奔赴异国
他乡。从此，一处相思，二处闲愁，一段
异地恋情拉开了序幕。
相恋的人总盼相守，相守总怕时光
匆匆。这需要一份坚守和等待，虽然电
建男友只是住在电话里、屏幕中，花前
月下不常有，儿女情长难厮守，咬牙痛
恨异地恋，怎奈何偏偏喜欢他。
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既然相
爱牵手，就勇敢坚持下去，熬过去了，那
就是一生。庆幸的是，再远的距离，再
长的时间，终究会败给真正的爱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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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四局

意愿，没有足够深厚强大的历史掌控
力、战略定力、技术执行力，无法参与和
主导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基于自
身内功的强大自信。继而，我们深切体
悟到，工业文明的深厚底蕴，带给一个
国家和民族的追求以无限的梦想张
力。强大的工业格局与技术深度，给予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考视角以与之匹
配的高度，人类的想象力总是与他掌握
的工业与科技之力密不可分：人类有了
铁犁，会思考开垦大地；人类有了指南
针，会思考出海远航；人类有了空气动
力学，才会仰望头顶上的天空。“流浪
地球”不是杞人忧天，是工业科技给了
我们穷极宇宙的视界。最后，我感慨这
盛世之下，中华民族积蓄千年的梦想，
终于释放出对宇宙与未来的最勇敢幻
想。每一个时代的兴起、发展、衰落、复
兴都有其内在逻辑、层次与节奏：没有
和平我们渴望和平，没有富裕期待我们
富裕，没有强大我们憧憬强大。当一个
国家和民族和平、富裕、强大之后，会自
觉升华和觉醒思想和灵魂的境界，会为
更崇高和高贵的精神和内心世界，做最
热切的探索。于是才有刘慈欣这样属
于我们民族的科普科幻作家，站在历史
和文明的高度，以华夏文明的视角和知
觉，去触摸，我们头顶之上，穹顶之中，
璀璨的群星。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地球从未流浪，
坚守就有希望。今天，
在
这里，
诞生了一个由华夏民族来高声叙事
的——中国宇宙。请让我们，以赤子之
心，
朗声高颂：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作者单位：电建总部

在你迎面吹来的风里，车轮轻扬的
尘土里，
肆意洒在身上的阳光里，都有一种
别样的味道，
—— 那是幸福的味道，
—— 那是久违的味道。
因为我的爱人在这里，
有爱的地方才有家，
有家的地方才有温暖。
作者单位：水电七局

郭明星 摄

品味时光
王志霞
对镜梳妆时，蓦然惊觉眼角已经在
不知不觉中新增了细纹；埋头伏案时，
同事从身后惊呼，你长白头发了，心中
总会生出几分黯然。每每看到新生入
场，那一张张朝气蓬勃、像陶瓷一般光
洁的脸上写满了年轻，好羡慕啊。当初
初涉人生时那一幕幕仿佛还在眼前，一
晃自己竟已有了 20 年的工龄，而今人已
步入中年。花谢了还会再开，草枯了还
会再生，日落了还会 再起，而时光于我
们，却是一去不复返啊！她像一把双
刃剑，既让我们品尝了爱情的甜蜜、
友谊的醇香、亲情的温暖……也让我
们感受了失败的痛苦、困难时的无
助、寂寞时的孤独…… 当我们意识到
它的珍贵时，它已经将我们远远地抛
在身后。
记得小时候，常常盼日落、盼新年、
盼长大，少年的心里，总感觉有数也数
不尽的时光可以挥霍，未来有太多的梦
想要去兑现，而时间却永无止境。长大
后，才知道，现实太残酷，梦想太奢侈，
有时它残酷到让梦想在心里发芽的机
会都没有。于是我们开始忙碌着生存，
忙碌着成家，忙碌着立业，忙碌着维护
既有的一切，生怕失去；忙碌着填补内
心的欲望，企盼更多。生活就像是个无
底洞，而我们也在这个怪圈中来回挣
扎，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殊不知时光就

这样悄悄流逝了。
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才发现日头已
落西山；在碌碌无为中，秋来了却没有
享受到丰收的喜悦；在惊慌失措中，一
年的日历也撕去了最后一页，只留下怅
然的我们，无奈地去迎接戛然而止的新
年。蓦然回首，身后却还是一片荒凉，
我知道，那一定是我荒废了时光，她长
不成别的，只好为我长成蒿艾野草，摇
曳在我的周围。我痛苦、伤心、失望，希
望时光再给我一次机会，可她只会默默
地注视着我，不抛弃我，也并不等我，像
月光的清辉，像树梢的雾岚，始终萦绕
在我的周围。似乎在沉静中，为我送走
昨 天 ，迎 来 明 天 ，也 酝 酿 着 生 活 的 希
望。于是我只好回头告诫自己，珍惜
她，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去呵护她赐予
你的每一分、每一秒，毕竟，光阴长存而
生命苦短!
一颗露珠，在草叶上只驻留一个清
晨，却在晨曦里留下了晶莹剔透的一抹
光彩；一朵小花，有时候开不过午后，却
把一段清香撒给周围的土地。而我们，
怎样才能在时光的背影里，留下人生最
美丽的幻影？怎样才能在阅尽了人间
春色，尝遍了生活百味时，让自己不留
下遗憾呢？
我陷入了深思……
作者单位：宁夏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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