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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新梦想 开启新征程
囊，不得不挥泪相别，不得不再次踏上
能使梦想生根发芽的新征程。
和回家时的情景一样，春运丝毫不
会厚此薄彼。转辗于汽车、火车、地铁、
飞机之上的你，豆大的汗水布满了额
头，顾不上擦，源源的汗水浸透了衣裳，
你丝毫不会在意。因为交通工具不会
等着迟到的你，复工日期不会迁就缺席
的你，你只有奔跑，只有在“春运”的人
海中拼出最后一丝力气，然后暗道侥幸
地靠在座位旁边歇口气。离家的距离
越来越远，你终于平静了心情，恢复了
正常的呼吸，记忆如同潮水般打开了闸
门，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年年相
似，回回相同。
告别黄土高原、路过“天府之
国”、翻过海拔 4298 米的折多山、穿过
川藏公路无数个隧洞与桥梁。你看着
皑皑白雪在山风中被吹散、跌落，嗅
着成片油菜所散发出的清香，目光所
及成群的牦牛在蔚蓝天空下悠闲地吃
着草、喝着水。你的心早已飞到了工
地，飞到了机械轰鸣、人声鼎沸的施工
现场。
历经几天奔波，你终于又回到了川
西高原，回到了当前已建和在建世界第
三高坝的主战场，开启了心的梦想之
旅。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梦想，你也毫

不例外，因为我们知道你背起行囊的原
因就是因为怀揣新梦想。两河口水电
站的世界地位、一二·五联合体的内在
特征，无一不说明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
的机遇，更是一个值得造梦的平台。浩
大的工程、精益化的管理水平、诸多国
内之最的工艺工序，值得你去造梦，值
得你去追梦，更值得你去圆梦。
你怀揣着干好工作，多挣工资，改
善家庭生活水平的新梦想；你怀揣着锻
炼自己，提升自我，今后能够在工作岗
位上独当一面的新梦想；你怀揣着学好
本领，练好技术，成为某个方面首席“工
匠”之新梦想；你怀揣着积累资源、成就
自我，迈向更高平台的新梦想。你的每
一个梦想都是值得我们去尊重、都是值
得你自己为之去奋斗的，因为它是你生
活的方向，是你生活的动力，是你人生
的追求。
怀揣新梦想，就要开启新征程。成
功者与失败者的区别在于，成功者始终
坚信自己终将会成功，并坚持不懈为自
己的梦想而努力；而失败者则不然，要
不就是开好了头却没去坚持，要不就是
只是想想而已，未曾付出行动。如今，
行囊已背起，梦想已清晰，2019 已起航，
你需要做的就是开启新征程。
几天时间，数万个去年奋战在两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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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橄榄绿到水电蓝

张渊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不到半个月
的假期在春节的热闹氛围中快速流逝，
快到你还未来得及将“最长情的告白”
尽情表达，还未等到故乡门前那棵老杏
树抽枝展叶，还未等到黄土高坡那沉睡
已久的大地冻土复苏，离家的车辆却已
缓缓向前驶去，车轮扬起的尘土在亲人
们不舍的目光中拖成了长长的牵挂，愈
来愈浓。
车渐行渐远，心愈来愈痛。此时此
刻远行的人们无一不历经着内心的煎
熬，在种种不舍面前，生活才是永远不
变的主题，远行是为了生活、生活成就
着梦想，梦想开启着征程。来自祖国
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电建人还未来
得及将上一年的疲惫洗净、将上一年
内心所储藏的温情流露，便已匆匆背
起行囊，带着妻儿，怀揣梦想，挥别父
母，踏上征程。
无数个电建两河口人、无数个类似
两河口水电站的工程、无数个中国奇迹
的缔造者，组成了亿万个流浪在外的
“你”，无奈地书写着“春运”的脉络，习
惯性地诠释着生活的骨感。城市建设
需要你、基础设施需要你、能源发展需
要你，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
中国“港”、中国“网”等等无数个中国名
片更需要你。于是，你不得不背起行

本版编辑

口工地的“你”一一到岗，冰释了两河口
的冬意，火热了两河口水电站的施工现
场，热闹了两河口水电站的大坝心墙。
推土机、挖掘机、振动碾、装载机、自卸
车、洒水车等各台机械设备各司其责，
施工员、质检员、测量员、安全员等各专
业人员迅速就位，起航的号角就这样于
春的希望中奏响。你精神饱满、斗志昂
扬，及时启动了工作模式，开启了新的
征程。
背起行囊，怀揣新梦想，开启新征
程。这是你新一年的美好愿景，更是你
新一年的肩负使命。这样想着，这样念
着，离别之痛就暂时封存吧。听，对讲
机里又传来了呼唤你的声音……
作者单位：水电十二局

郭晓东
那一年，我是一名解放军陆军装
甲兵
现在，我是一名水电员工

拼搏的是节点
那一年，我是一名武警部队消防
兵
现在，我是一名水电员工

那一年，我从国内到海外
漂洋过海奔赴非洲坦桑尼亚
冲在第一线，全心搞施工，和黑人
兄弟打成一片

那一年，我从尖刀连来到冲锋队
听着钢筋混凝土的交响和机械的
轰鸣
立足新岗位，努力干工作，品尝了
胜利的甘甜

从橄榄绿到水电蓝
我，坚持的是初心
怀揣的是理想
不变的是信念

从橄榄绿到水电蓝
我，不同的是战场
相同的是志气
践行的是誓言

那一年，我是一名武警部队内卫
战士
现在，我是一名水电员工

曾经我是橄榄绿 现在我是水电
蓝
我坚信，在公司党政领导班子的
坚强带领下
公司的发展一定会更加欣欣向荣
广大员工一定会更加拥有幸福
感、获得感！

那一年，我从西北到中原
扎根郑州都市耕耘三环陇海
抓思想政工，搞后勤行政，为了交
通的蓝天
从橄榄绿到水电蓝
我，变换的是环境
行的是自身硬

职工摄影园地

作者单位：
十一局

牵挂年年 思念绵绵
郭宇

雪原飞驰展英姿

电建地产

戴继刚 摄

腊梅绽放迎新春

水电七局 杜志明 摄

书法作品

电建人生

项目上的团圆年
王琳颍

水电十一局

祁海生 作

训斥，并保证以后再也不会私自出去
放鞭炮了。
正月十五吃元宵，寓意着团圆美
满之意。小时候，一听说吃元宵，我
就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第一个跑到
饭桌前，妈妈知道我最喜欢吃黑芝麻
的，所以每次妈妈都会将第一碗黑芝
麻 馅 的 汤 圆 端 到 我 的 面 前 ，顾 不 得
烫，我用筷子夹起汤圆就往嘴里送，
还没咀嚼几下就咽下肚了，然后又迫
不及待地去夹第二个，这时，妈妈总
是会心地一笑，说：
“慢点吃，别着急，
后面还有很多。”小时候的汤圆馅料
都比较粗，做工不是太精致，不像现
在的汤圆馅料流沙绵密，口感润滑，
但是，不论现在的汤圆有多好吃，我
心里念念不忘的一直是儿时的记忆，
难忘的是妈妈味道。
“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
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
如银。”正月十五元宵之夜，独自站在
项目部的院子里，抬头望着那一轮洁
白如玉的明月，回想起小时候元宵节
家里的鞭炮、妈妈的味道，忽然间感
觉自己已经回不到那个记忆中的年
代了，特别怀念。有一种牵挂叫做心
照不宣；有一种味道叫做妙不可言；
有一种感觉叫做有你相伴；有一种祝
福叫颐养天年。时间，在妈妈脸上无
情地留下了衰老的痕迹，但它也沉淀
了岁月静好的美丽。好想再回到小
时候，坐在桌前静静地等待，吃上一
口妈妈做的汤圆，咬出的却是浓浓的
牵挂和伟大的母爱。
作者单位：水电六局



大红灯笼高高挂，美食福气全到
入的成员，来自项目驻地肯尼亚西部
地板和操作台面都能
家。大年三十一大早，食堂吴大厨就
希亚郡，是吴大厨新发现的好苗子， 映出人影；消毒柜严格
领着他的徒弟们开始装点食堂了，红 “炊事班”重点培养对象。
按规定通电，对餐具进
彤彤的大灯笼、吉祥美满的中国结、精
敬业的“炊事班”
行 消 毒 处 理 ；主 副 食 、
致细腻的对联和福字淋漓尽致地展现
“项目干活这么辛苦，早出晚归， 生熟食、操作工具等必
出新春佳节的喜庆气氛，咱们的肯尼
风吹日晒的，让大家吃饱吃好，这是我
须存放有序，使用前须
亚帮厨们似乎也被这节日气氛所感
的责任！”这是吴金海常挂在嘴边的
严格检查卫生情况；同
染，今天干起活儿来格外卖力，不一会
话，也是他的行动指南。
时食堂工作人员必须搞
儿，整个食堂焕然一新，喜气洋洋。
羔羊虽美，众口难调。项目职工
好个人卫生，每天做到
幸福的“炊事班”
来自五湖四海，在饮食上的个人喜好
洗头洗澡洗衣服，穿着
这里是电建市政公司肯尼亚恩佐
和口味总会存在差异。为尽可能满足
精神有朝气，杜绝邋遢
亚灌溉项目，如果要评选项目上“幸
职工要求，食堂主动了解大家喜欢的
和脏乱现象。
福”的部门或班组，那

大家都会把票投给食
“炊事班”
全家福。 王 超 摄
堂。在鲜有女性的国
异域生活
饭直接送到床头，嘘寒问暖、忙前忙
外工地上，吴大厨一
食堂严于律己
后，总少不了他。
人带着 3 名肯尼亚女
的作风，为项目
最让我感动的是，吴金海主动找
徒弟，组成了项目的
后勤管理起到
“炊事班”，
“ 幸福”指
了 示 范 作 用 。 项目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收集到
了项目全体职工的生日信息，在每
数爆表的同时，工作
尤其是在 3 位肯
王超
位 职 工 生 日 当 天 ， 都 会 为他端上长
认真负责，服务温暖
尼亚女帮厨的
寿面和糕点，过上一个简单却特殊的
人心，赢得了项目职
引领下，
很多肯
菜式和口味，结合肯尼亚当地食材供
生日。没有任何人要求他这么做，他
工的一致好评。
尼亚当地雇员也开始重视个人仪表和
应情况，排出每周的菜单，公示在食堂
却主动做到了，一些简单的细节，温
吴金海大厨来自山东德州，跟随
工作形象，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里，请大家提意见和建议，及时做调
暖了项目职工的心田，赢得了大家的
市政公司出国工作至今，也有 10 个年
温暖的
“炊事班”
整；吴大厨还琢磨研究国内菜谱和肯
一致称赞。
头了，始终在肯尼亚西部区域工作，他
食堂工作是非常辛苦的，
天不亮
尼亚特色菜，学习新的菜式和做法，每
一名中国人和 3 名肯尼亚人来自
厨艺精湛、功力深厚，一手川菜和鲁菜
就得忙活早饭，
夜已深还在准备第
2
天
周更换一至两道新菜，尽心尽力变着
不同国家，相聚在一起，组成了项目的
做得出神入化，对肯尼亚当地菜式也
的食材，
日复一日，
从来没有清闲的时
花样丰富伙食内容，做到荤素搭配，色
颇有研究；尤妮思是大师姐，来自肯尼
候。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吴金海心中 “炊事班”，12 平方米的操作间是他们
香味俱全，确保职工吃饱吃好。
的舞台，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是他们
亚西部霍马贝郡，加入市政公司有 8 年
始终记挂着项目的每一名职工。每次
整洁的“炊事班”
的乐器，他们用自己全部的热情，为大
时间了，作为吴大厨的大弟子，蒸、炒、
到饭点，
他都会观察谁没来吃饭，
并主
一个干净整洁的就餐环境，让大
家演奏了一首“肯中合璧”的交响曲。
煮、炖样样行，已具备独当一面的实
动打电话询问是否留饭；
每次职工回
家吃得卫生和健康，是项目食堂的服
因为有他们，项目部生活更加有滋有
力；格蕾丝是二师姐，来自肯尼亚东部
来晚了，
他都会陪在食堂，
聊聊工作和
务理念。
味；因为有他们，肯尼亚这片土地上才
蒙巴萨市，学艺 3 年来，包子、馒头、水
家常，
等他吃完了才会去休息，
绝不让
在吴金海的坚持和以身作则下，
洋溢着幸福、温暖和感动。
饺等面点是她的拿手好戏，俨然成为
晚
归
的
职
工
孤
零
零
一
个
人
在
食
堂
就
餐厅和操作间每天清洗 3 次，要求做到
作者单位：
电建市政公司
项目招牌白案师傅；露西是去年新加
餐；每次职工生病，往往都是做好病号

从舌尖暖到心田





深夜航班载着我抵达杭州，结束了
魏哥的爱人多年独自在老家侍奉
今年最珍贵、最不舍的春节假期，带着
公婆、抚育子女，因为魏哥常年的异
对家的无限眷恋，回到了水电六局大江
地工作，加之今年的工作需要，使得
东项目部的宿舍。宿舍门口赫然贴着
这个平日便聚少离多的家庭改变了往
的福字，让我感怀起春节期间留守项目
日过年的模式，到项目过年，成了一
的人们。
家人最难得的事。一家 4 口短短几天的
留守员工将普通的宿舍，精心装点
团聚，在这一年中也将是最珍贵的回
了一番，让这个异乡的“家”也多了些年
忆。
的味道。忙碌一年，终于盼来这一年一
留守的人中，还有司机张志云与后
次的休假，原本可以回家孝敬双亲、约
厨隋霞两口子，他们已经连续 3 年没有
约亲朋，但是他们却因为工作职责，需
回太平湾老家过年了。为了在春节休
要留守项目部，其中的酸楚不言而喻， 假期间给留守同事提供出行便利与可
但他们却无怨无悔。
口的饭菜，张叔、隋姨毫不犹豫地接受
今年春节，志哥夫妇与车妈妈一同
了领导的安排，成为最坚实的后勤保障
在项目上过了第一个年。2018 年初，张
组。没有长期坚守在项目的人，是不会
全志，也就是志哥担负起项目经理的重
与项目结下这份“项目缘”，更难体会到
任，爱人车万超在项目从事经营工作， 这份“项目情”。让他们欣喜与盼望的
去年结束产假，便带着刚刚几个月的儿
是，同样身为新入职六局的女儿也来到
子来到项目上，与她一同来的还有车姐
项目，让这个平时三人两地的小家欢聚
的母亲。为了能给女儿缓解带娃压力， 在项目的大家里。
保障女儿安心踏实工作，这位 60 多岁的
这一个个小家就是万千水电人家
东北母亲，人生中第一次乘飞机，来到
的缩影，自古忠孝难两全，在水电人家
这个数十年里未曾了解与涉足过的江
体现得淋漓尽致。有家的地方没有工
南小镇。一家 4 口租住在距离项目部仅
作，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那是无数水
百米远的民房里，开始了水电人四海为
电人今后或多或少、或近或远，将要成
家的工程生活。
为的生活模式。
曾经与车姐唠家常时得知，车爸爸
生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将要为
早些年去世了，车妈妈一人拉扯着 3 个
之奉献的也不单单是我们自身，那是无
女儿，生活的艰难令车妈妈看起来比同
数如车妈妈一般的父母，将原本可以安
龄人更瘦弱。另外两个女儿都在东北
享晚年的时光，贡献给了水电人，成为
老家过着安稳日子，为了支持车姐的事
了“老飘族”，亦或者成为无人照顾的
业，解决车姐的后顾之忧。车妈妈毅然 “空巢老人”；是无数如魏嫂一般的妻
离开了东北老家，带着厚重的爱来到杭
子，独自扛起家庭的重担，成了赡养老
州。自此她便和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
人、教育子女的贤内助。
年轻人一样，告别远方亲人故友，离开
上善若水，大爱无声。在“奉献我
一人，幸福千万家”的当下，可敬可爱的
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熟悉环境，去适应与
东北差异巨大的南国气候。在这完全
水电人家选择了“你陪项目我陪你，妻
陌生的异地他乡，每日照顾小外孙、准
儿老小陪项目”，正是这些根深蒂固的
备好热气腾腾的饭菜，成了她这一年里 “奉献精神”，构成了水电人干事创业的
的日常工作。
强大支撑，而正是这种奉献，将让无数
来自河北的项目部经营经理魏洪
水电人同心戮力，建设出一个个优秀项
刚，今年也在留守之列，远道而来的妻
目，铸就着辉煌的水电时代。
儿，让魏哥在这个异乡也有了团圆年。
作者单位：
水电六局

正月十三，一场大雪一路相送，
直 至 我 踏 上 回 项 目 部 的 火 车 ，出 门
前，看着妈妈斑白的鬓角、微红的双
眼，一股浓浓的不舍悄然涌上心头，
好想抱着妈妈在她耳边轻轻地告诉
她 ，今 年 儿 子 在 家 陪 您 过 十 五 元 宵
节。可是现在长大了、工作了，必须
扛起肩膀上的那份担当，为自己内心
的使命负责，我知道，以后陪妈妈过
元宵节的日子将会越来越少。
如果思念有声音，那一定是最动
听的音符；如果牵挂有旋律，那一定
是最美妙的乐章。随着火车缓缓驶
离，带有节奏的声响，将脸贴在车窗，
闭上眼睛，脑海里不断播放着小时候
过元宵节，家里鞭炮的气息和妈妈的
味道。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再也体
会不了儿时的欢快，回不到记忆中的
乐园，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存储，想家
的时候再拨开点点回忆。
元宵节，又称灯节，时间为每年
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正月十五，也
是中国春节年俗中最后一个重要节
令。观花灯、猜灯谜、放烟花、舞师
子、看冰雕、踩高跷等，这些都已经成
为每年元宵节必有的习俗活动。记
得小时候，每当过十五，家里就会买
一些烟花炮竹，那时候我们还小，家
里的大人不允许我们放鞭，于是，我
这个做哥哥的就带着几个妹妹偷偷
地拿几盒划炮，然后约上几个儿时的
玩伴，在荒地里、在河面上肆无忌惮
地嬉闹。炸过鱼、摸过虾、轰过鸡、炮
过鸭，玩得不亦乐乎，然后穿着湿漉
漉的衣裤，回到家里被爸爸妈妈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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