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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洪明

盼望着，盼望着，春节的脚步近
了，
“ 回家过年”成为中华儿女们的共
同心愿。但这个再平常不过的想法，
在很多电建人的心里却成了遥不可
及的奢望。心底也曾无数次泛起回
家过年的念头，但却终究抵不过一个
不能回家过年的理由：坚守！
万家团圆时,将士未下鞍。在大
洋彼岸，在异国他乡，各条战线上的
电建人，依然努力奋战，无悔坚守，为
即将迎来的祖国 70 岁华诞献礼。
最 忠 诚 的 守 候, 在 最 遥 远 的 天
边。让我们沿着中国电建“走出去”
的足迹，听一听身在海外、心系祖国
的 电 建 人 ，这 个 春 节 不 能 回 家 的 理
由，又会给我们讲诉些什么……
NO.1 卡西姆港发电有限公司生
产技术部副主任 张 鹏
理由：2018 年，卡西姆发电量突
破 75 亿度，是集团海外投资电站年发
电量突破 100 亿度的贡献大户。2019
年 ，还 得 撸 起 袖 子 加 油 干 。 春 节 期
间，机组高负荷运转，除了运营值守
外，还要加强与巴国家电力公司密切
联系，开展对 500 千伏送出线路的巡
视。虽不能回家过年，但听爸妈说，
我的海外“事迹”，让左邻右舍、亲朋
好友都翘起了大拇指，给咱中国人争
了光，心里美滋滋的！
NO.2 老挝南欧江发电有限公司
移民征地办公室业务主管 欧海庆
理由：两年时间，自己完成了从
一名 211 大学的水电工程硕士到一名
移民征地员的转变。身体变壮了，老
挝语更“溜”了，成为对外协调的一把

高原上的坚守

好手。南欧江近 7 年多的开发建设，
给两岸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和实惠，让中国电建美名远扬，这让
我们在三级电站的移民搬迁工作异
常顺利。这个春节，我们将启动三级
电站移民生计恢复工程，新修的道路
也将周边的 10 几个村子连成了一个
交通网，彻底改变村民出行靠水路的
历史……
NO.3 老挝南欧江梯级水电站调
度中心主任 张冀
理由：南欧江水奔腾不息，
清洁电
流源源不断。这个春节，
一如既往在调
度中心值班加班，
但心里却涌动着一种
别样的幸福感。因为，
老婆孩子来项目
上看我了！温柔妻子陪伴左右，
一双儿
女围绕膝下，
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早就
盘算好了计划：先熟悉营地里的活动
室、
藏书屋、
健身房和KTV，
再去河边的
一处漫滩烧烤野营，更少不了 80 公里
外的琅勃拉邦……
NO.4 孟加拉发电有限公司工程
部技术员 石伟体
理由：巴瑞萨燃煤电站项目计划
于 2 月 15 日达到试桩条件，为了这一
目标的实现，移民征地、证照办理、关
系协调等工作快速推进。目前，正值
孟 加 拉 旱 季 ，是 地 基 处 理 的 黄金时
间。作为工程部技术员，这正是我发
挥专业特长的时候，春节期间理所当
然要留守现场。虽然，在海外漂泊了
近 10 年，这却是我第一次在孟加拉过
年，
感觉很特别，
项目公司各种文体活
动、饕餮大餐一定少不了，真的很期
待！

NO.5 澳大利亚牧牛山发电公司
业务主管 高志鹏
理由：今年，是我入职海投公司
的第 3 年，参与的是中国电建首个发
达国家市场、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
年纪轻轻，责任不轻，目前项目进展
一切顺利，计划于 2 月底进行第一台
风机吊装，待到 8 月底，首批风机将在
塔斯马尼亚州中央高地欢快地旋
转。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我必须坚
守岗位，站好这一班岗。爸妈常说，
好男儿志在四方，儿子一定不会让你
们失望的！
NO.6 老挝南俄 5 发电公司安全
环境部主任 王 红
理由：今年，是来南俄 5 工作的第
8 个年头，有 7 个春节都是这大山里过
的。现在，爱人退休后，追随我到
这大山里，孩子们也都成家立业，同
样干的是电建这一行，和我一样在项
目上过年，干工作的劲头一点不输
年轻时的我。这个春节，我们还要
去 20 公里外的南汀村走访，听听村
民还有那些需求，看着大山深处的一
座座村庄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再苦心
也甜。
NO.7 柬埔寨甘再项目公司副总
经理 郑勇
理由：春节前将开展 PH1 水电站
G1、G3 机组 C 级检修，春节后 PH1 水
电站 G2 机组 C 级检修以及 PH2 水电
站 G2、G4 机 组 A 级 检 修 也 要 马 上 。
发电机组可以好好休整歇一歇，也就
注定了我们的春节是紧张忙碌的。
大家伙在发电厂房里加班加点，埋头

苦干，让我深受感动。我辈从未忘忧
国，电建热血在山林。今年，是祖国
的 70 岁华诞，每每想到这里，就忍不
住心潮澎湃，唯有踏实工作，努力奋
斗，才能不负祖国重托，为祖国华诞
献礼。
NO.8 老挝水泥工业有限公司动
力车间主任 陈晓云
理由：每年的春节，也是老挝水
泥销售的旺季。11 个春节，8 个在生
产线上度过。现在，
“ 狮牌”水泥连续
11 年位居老挝水泥行业销量第一位，
也已成为中老铁路建设项目最大的
水泥供应商。动力车间负责保障整
个水泥生产线的供电、供水、供气和
自动化控制系统的正常运行，不得有
丝毫松懈。同时，作为公司“周末影
院”的“总负责”，春节期间还要为中
老 同 事 直 播 央 视 春 晚 ，献 上 贺 岁 大
片，充实忙碌而又欢乐温馨，这是每
年春节的主色调。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我们奔向五
洲四洋，
这是电建人
“走出去”
的铿锵步
伐，
这是电建人践行
“一带一路”
的责任
担当，这是电建人对伟大祖国的无悔
誓言。
坚守，是为了更好的团圆；奋斗，
是电建人的本分。千里万里走不出对
你的思念，
我和我的祖国永远在一起。
用脚步丈量世界，
用赤诚感知祖国，
我
们是新时代的奋斗者、追梦人、实干
家。我们所做的工作，让梦想绽放，
让人生出彩，让家人骄傲，让祖国荣
光，让世界惊叹！
作者单位：
电建海投公司

年的味道

职工摄影园地

严开

席湘平

不忘初心，是事业伊始的承诺与信
念。

他叫高磊，一位年轻、成熟的 90 后男
孩，从小就没离开过父母身边，在踏出校
园步入社会的那一刻选择了水电事业。
出发前夕，他对工作的地方充满着幻想，
但就在抵达工地现场的一刹那，这种从来
没有领略过的荒凉突破了他内心防线。
他曾经历思想斗争，有过怨恨和委屈，但
他说：
“幸运的是我坚持了下来，看到了自
己的成长。”
他叫陈坤，在一次长时间离家后，回
去看望还在读小学的儿子，儿子好久没见
到爸爸了，在他回项目的那天儿子拉着他
的手说“爸爸你陪陪我，这次别走了。”他
嘴里答应着，却最终将心底最朴素的情感
收了起来，悄悄地离开。
他叫李建，我们的项目经理，一位把
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交给水利事业的“老战
士”，毅然在雪域高原最艰苦的地方默默
奉献着，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
年，壮心不已”的勇气激励着自己，也激励
着身边的人。”
一直以来，水电人把机器轰鸣的施工
现场当做金戈铁马的战场。水电之战，打
的是进度，打的是质量，打的是效益。他
们与日月星辰为伴，默默无闻地奉献着青
春年华,用黝黑的皮肤和匆忙的身影诠释
青春的价值。
愿年轻的我们能和老一辈水电人一
道共同谱写水电建设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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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兴地来到国外工作，再平平安安地
回到祖国回到家。”这也是每个员工心
中最朴实的愿望。扎扎实实把控好每
个环节，认认真真完善好每个细节，体
现在平时的一份关爱、一句叮嘱里，日
积月累，水到渠成，方能造就这平凡中
的非凡。
还记得 2017 年 11 月 3 日下午 2 时
11 分，科特迪瓦的国家电网因故造成系
统崩溃，全国大面积停电。正在发电的
苏布雷两台机组也被波及，解列停机。
作为科国最大的水电站，电网总调要求

年的味道
是家里的饺子
味道胜过佳肴
温暖漫过雪花
飘向远方
年的味道
是母亲做的饭菜
沉甸甸的爱
做满十几碗
装也装不完
年的味道
是电建人的脚步
岁岁年年永不变
丈量四季
开花结果
年的味道
是电建人的忠诚
一家不圆万家圆
为了每一个节点
依然会努力坚守

新春送福

电质量、质保期的服务质量，形成了最
终产品的整体质量，确保了电站的安全
运营。而这次成功的“黑启动”，已成为
这“一条龙”的质量、安全保障链上最精
彩的
“画龙点睛”之笔。
其实，执行一个项目不也像是一次
带着任务的“飞行”吗？栉风沐雨，穿云
破雾，风尘仆仆一路行来。这个项目曾
经历过筹备期的战乱冲突，施工期的局
势动荡，还有疟疾、伤寒这些本土顽疾
的轮番“围攻”，如今已是应对从容，相
安自如。记忆中留下更多的是一个个

一路平安
张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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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晨

拎着大包小包，出现在呼啸的列车
们的成长速度远大于你的预期，愿她童心
上，融进到奔涌的人潮中，不知拥挤，不惧
不泯、健康茁壮，
将快乐与希望永驻心底。
遥远，不怕疲惫，温暖在心中升腾，笑容在
与久别的同学来场聚会。去弥补周
脸上绽放。因为，前方即是家的方向。
年聚会未能到场的遗憾，一起回忆青春，
离出站口还远，你一眼看到那两个熟
相互祝愿，更要将电建人精准扶贫的丰硕
悉的面孔，你加快脚步。女儿快乐得像只
成果，
“ 一带一路”上的感人故事，与他们
小鸟，展开双臂扑进你的怀里，
“ 爸爸，我
共同分享，让他们关注中国电建、记住中
想你！”妻子顺势接过行李，
“路上累不累， 国电建、认同中国电建。
爸妈正在家里等你。”
给坚守岗位的同事通个电话。春节，
还没来得及敲门，父亲已经迎了出
是团圆相聚的美好时光，但也是某些项目
来。
“先坐下歇歇，饭马上就好。”声音来自
保电施工的关键时刻。他们或坚守在雾
正在厨房忙活饭菜的母亲。
浓林茂的深山，或活跃在大漠异域的海
给妻子的围巾，给女儿的芭比，还有
外，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享受那份“岁月静
给父母的保暖内衣，你兴奋地一件件从行
好”，
他们毅然选择了负重前行。
相对于其他人的春节，长期漂泊的电
李箱里拿出，
“ 辛苦你了、开心每一天、身
体安康”，一句句真挚的祝福拉开了家人
建人亦感弥足珍贵。放下工作，放松心
情，和家人一起贴贴春联、包包水饺、看看
团聚的序幕。
陪父亲说说话，陪母亲聊聊天。无所 “春晚”；亦或抛开繁华都市的喧嚣，带家
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语笑喧嚣
谓“中心”，无所谓话题，谈谈项目上的生
活，
说说领导同事的关心，
你会从中发现他
中感悟不一样的诗与远方。
今年的立春与除夕同天，岁穷月尽，
们难以言表的亢奋、
牵挂落地的安心；
你也
会发现他们斑白的双鬓。原来，自己如此
除旧布新。我们为“过得很充实，走得很
坚定”的 2018 倍感欣慰，更为“蓝图尽展，
着急回家，是想去追赶他们老去的速度。
给妻子放天假。卷起袖口，抄起拖
辉煌可期”的 2019 充满向往。在新时代通
往美好生活的大道上，我们都在努力奔
把，去体会一下里里外外打扫卫生的那份
琐碎；放下手机，拿起课本，去感受一下辅
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快看，窗外绚烂的烟花已经升起，积
导孩子作业的别样
“艰辛”
。让妻子去美美
容，
邀闺蜜逛逛街，
和同学聚聚会，
毕竟，
在
聚力量的大地与朝气蓬勃的笑脸已被悉
没有认识你之前，
这些所谓的
“放飞自己”
， 数照亮；新年的钟声，蕴藏着奔腾的力量，
早已出现在她司空见惯的生活里。
马上就要敲响，让我们屏住呼吸、共同起
身，一起为祖国祝福，
共同为世界喝彩。
与孩子一起去追逐童年。带她去看
一场《小猪佩奇过大年》的动画电影，与她
暖阳如歌，春风十里，愿更多笑容绽
放在春光里。
探讨今年圣诞老人会送什么礼物的那份
神秘。最好的陪伴是彼此心灵的慰籍，他
作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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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机轻轻降落在宽敞平直的跑道
上，开始平稳地滑行。
我的思绪也在滑行：从这条熟悉的
跑道曾多次出发，现在又是归来，回家
了。关于这条跑道，要说最难忘的事
情，还得算是去年夏天，在远离这个地
方的西非，我和大家一样瞩目它——那
天是 2018 年 5 月 14 日。
那天，被称为“民航史奇迹”的川航
3U8633 航班备降事件引发全球关注。
这个从重庆江北机场起飞前往拉萨的
航班起飞 42 分钟后，在 9800 米高度巡航
时，驾驶室右侧内挡玻璃出现网状裂纹
并发生爆裂脱落。凭借过硬的飞行技
术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机组成员驾驶飞
机安全返航备降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所
有乘客平安。这次 34 分钟的全手动备
降过程，也被称为是中国民航史上的一
次“史诗级”飞行。因在此次特大险情
中的出色操作，机长刘传健被授予“中
国民航英雄机长”称号，机组全体成员
被授予
“中国民航英雄机组”荣誉。
走下机舱，登上接机的摆渡车，车
窗上贴着两张喜庆的长幅大红贴纸，分
别写着“新年快乐”
“ 欢迎回家”。透过
窗户，我凝望眼前那条曾吸引万千世人
目光的跑道。正有飞机在跑道上起飞，
据称这里大约每 90 秒钟就完成一次起
降，出港进港的任务异常繁重，眼前一
派平安祥和的忙碌景象。我又想起那
架飞往拉萨的非凡航班，耳边响起歌曲
《向往神鹰》的动人旋律，而飞扬的思绪
把我带去的却是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在
遥远的非洲大陆，我刚从那里回来。
回想起来，在苏布雷工地，项目运
作实施历经五载春秋，可能跟同事们讲
得最多的就是这样的话：
“ 希望大家高

杨蕴华

为祖国贺岁 为电建坚守

笑容绽放在春光里

在雪域高原有一种美丽的野花，它，
喜爱高原的阳光，耐得住雪域的风寒；它，
颜色随着季节变幻，美丽而不娇艳，柔弱
不失挺拔，它就是被藏族人民称为“纯洁、
幸福”之花的格桑花。
在雪域高原雅鲁藏布江边有这样一
群人，他们克服高原缺氧等恶劣自然条
件，日夜奋战在高原水电工程一线，他们
就是被藏族人民亲切地称为电力“格桑
花”的 DG 水电站建设者。
DG 水电站地处青藏高原，
高山大川环
抱，
是著名的
“三高一深”
（即高原、
高山、
高
寒；深涧）之地。这里海拔 3400 米,地势险
峻、
高寒缺氧，
含氧量只有平原的60%；
这里
的寒风异常刺骨，
尤其是冬季，
零下 20 多摄
氏度，
风吹到脸上如刀割一般。
除了恶劣的气候，让人难以忍受的还
有“寂寞”。来到了这人迹罕至的大山里，
就等于告别了外面繁华热闹的大千世
界。即使站在山顶向山谷大喊一声，连回
声也会被淹没。
然而，不忘初心，是迷途困挫中的责
任与担当。
“ 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
神、海拔高追求更高”这是 DG 水电站工地
内的一组激励牌，它很形象地反映了水电
建设者工作环境和条件的艰苦，以及勇于
承担、无私奉献的大无畏精神。
如果没有去亲身经历，根本无法想像
那种条件是何等的艰苦，但是他们在那里
一呆就是两三年，甚至五六年,努力把每一
项工作做到力所能及的极致，只为心中那
最初的
“水电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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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布雷尽快重新启动机组发电，带动电
网恢复供电。非常时刻，险情就是命
令！项目部快速反应，周密部署，启动
应急预案，一个半小时后首台机组“黑
启动”成功，接着另外两台机组也相继
开机，满负荷运行。
危难之处显身手。这次极为罕见
的突发事件骤然降临，被快速、妥善，堪
称完美地处置，在不经意间再一次证明
了中国制造、安装、运行的发电、输变电
设备的质量优良，性能可靠，在关键时
刻经受住了考验，也让业主和法国监理
公司对中国质量、中国技术有了崭新的
认识，对中国电建人刮目相看。
眼见为实，正是水电五局在苏布雷
水电站建设期的施工质量、运行期的供

友好的微笑、一声声善意的问候；是日
常工作里中科两国人员的顺利沟通，相
互理解；是日复一日建立起来的真诚信
任和珍贵友谊；是年复一年辛勤劳作后
收获的丰硕成果和由衷赞誉。1 月 21
日，苏布雷项目受邀参加中国驻科大使
馆在阿比让举办的 2019 年新年招待会
暨中科经贸合作颁奖典礼，中国驻科大
使和科国外交部秘书长授予中国电建
“中科经贸合作奖”
。
载誉而归。在已经完成的项目即
将结束，新的项目即将开始的这个短暂
交替与过渡的时候，我更多地感受到这
是一个高效通畅的系统、奋进和谐的团
队。一个集体如同一个人一般协调和
融洽，一个人又体现着一个集体的面貌

水电十二局

和水准。就像在刚完成的飞行中，机组
的出色表现就是一个专业的样板、行业
的标杆。在旅途中，我们的角色是乘
客，享受机组提供的专业、优质的服
务，而在项目上我们又是服务于业主
的专业承建商，是优质工程的提供
者。在这“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
世界里，相互依存，彼此信赖，携手
并进，臻于极致。
曾有人讲过：送别乘坐飞机的人时
不 应 说“ 一 路 顺 风 ”，而 要 说“ 一 路 平
安”。天路迢迢，前程漫漫，放眼这风起
云涌的小小寰球，多少普普通通的人写
就拼尽全力、逆风飞飏的人生。2018 年
11 月 16 日，刘传健和其他 8 位共同经历
过惊心动魄生死考验的机组成员第一
次复飞，执行成都往返北京的飞行任
务，从这里又重返蓝天。他坦言：
“像我
们民航经常说的，真的不需要什么英
雄，不需要什么杰出人物，需要的是大
家都安全。”
走进熟悉的机场航站楼，大家排队
入海关、取行李、过安检，这宁静有序的
场景所展现的一切是多么让人动情。
这次我和近 20 名同事一道，乘坐同一架
次航班回国，尤其是在春节前的这个时
点，最渴望的是看见亲人翘首以盼、洋
溢期待的笑脸。我又想起刚才在摆渡
车上看见的那两句温馨的祝愿：
“ 新年
快乐”
“ 欢迎回家”，心里满是暖暖的幸
福感。我们知道：人在旅途，将来的我
们还会从这里再次出发，风雨无阻，带
着美好的祝愿，像凤凰一样展翅翱翔，
放飞心灵，通达天下。
祝人间万家团圆，万事如意，愿大
家一路平安，一生平安！
作者单位：水电五局

年的味道
芳香而悠长
天南海北 国门之外
电建兄弟姐妹们
有着火一样的情怀
作者单位：
水电十一局

顾衍 摄

猪年说猪
于天放
猪年到，和大家一起说说猪。
猪，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俗
话说“没吃过猪肉，还没有见过猪跑
吗”。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
址就出土了陶猪，说明在新石器时代
猪就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了。
猪有明星。猪中的明星非常有
名的，并且还是天庭的元帅，就是
“猪八戒”啊！很多人对猪的称呼，
也因此改为“二师兄”了！猪有猪
歌。就是 《猪之歌》，“猪你的鼻子
有两个孔，感冒时的你还挂着鼻涕
牛牛。”猪有榜样。就是汶川地震中
的猪坚强。《啥是佩奇》 更是让猪在
春节前火了一把。
经常说，
“ 笨猪，记吃不记打。”这
充分说明，对猪不了解。猪要是撒起
欢儿来，几个人都收拾不了。君不见
新闻中经常报道，高速路上“二师
兄”“赛跑”，需几名大汉才可以将
其擒回。猪还可以缉毒，网上显
示，猪很早就走上了缉毒的岗位！
宠物猪更是招人喜欢。当然，猪还
可以牧羊，电影《小猪宝贝》，也有人
译为《小猪为了不被宰杀，苦练牧羊
本领，最后成了一只牧羊猪》，就是很
好证明！
相传，猪也是依靠自己努力才成
为生肖。排生肖那天，有时间规定，
要求在某个时辰必须到达。用今天
话说，开考半小时后，考生一律不得
入场。猪半夜就出发了。结果，到了

南天门，惨了，还是误点了!可猪不放
弃，凭着自己皮糙肉厚，苦苦哀求。
也可以理解为，死乞白赖坐南天门不
走了！感动得马、牛、羊、鸡、狗等朋
友一起为其求情，可见猪的“人缘”，
不，
“ 猪缘”有多好！这才感动了天
神，把猪放进了南天门，虽然是十二
生肖最后一名，但也是榜上有名！
至于说猪“记吃不记打”。这正
是我们要向猪学习的。猪是乐天派，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先开心地吃饱，
睡足。什么时候见到过一头猪看着
星星失眠了？猪告诉我们，生活中有
太多不容易，我们当然要去面对，要
去奋斗，可如果天天背着一个大号的
思想包袱，能跑多快？仔细想想，好
像我们在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没有这
么大度。也许工作有很多不顺心，也
许生活有许多不开心，也许家庭有很
多不知心，想这些甚至抑郁了，有用
吗？那就放下这些不顺心、不开心、
不知心，去以更高热情、更大激情、更
强努力，弥补昨天失落，享受今天生
活，争取明天未来。
猪年到了，我们向猪学习！有人
说，好吧，向猪学习，吃，睡！那您可
弄蹭了！新的一年，您坚持运动，如
果可以在猪年结束时，比猪跑得快！
那说明您真的身体倍儿棒了！开心
吧您就！
猪年就要到了，祝大家猪年快乐!
作者单位：集团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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