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力建设报
编者按：三月，是属于雷锋的月
份。雷锋精神，一种激励我们半个多
世纪温暖前行的力量。
“ 一朵鲜花打
扮不出美丽的春天”。如今，在这个
春意融融、阳光明媚的季节里，到处
涌动着爱的暖流，一个个“电建新雷
锋”并肩前行，他们让空巢老人感受
到儿女般的关怀，让贫困群体有朋友
般的关照，让留守儿童有了父母般的
关心，让残疾人有了亲人般的体贴…
他们心怀善念、日行善举，力践初心
志不移，用忙碌的身影扮靓了祖国的
春天。
3 月 5 日，水电五局团委组织开展了
“青春建功新时代 志愿奉献我先行”主题
雷锋月系列活动，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制
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营造浓郁学习氛围，传承雷锋精神。
二分局成都地铁 18 号线土建 4 标项目部
团支部通过支部“三会一课”、班前班后会
等时间，积极组织团员青年说雷锋事迹、
讲雷锋故事，全面弘扬文明风尚；五分局
汝州项目部团支部组织项目青年同事观
看纪录片《世纪雷锋》，重温雷锋精神，提
高青年楷模意识；制安分局精河项目充分
利项目营地宣传栏、QQ、微信群等载体，
宣传公司历届劳模事迹，有力营造学习氛
围；白鹤滩项目“青年之家”利用夜校学
习，组织青年职工观看了电视剧《雷锋》，
学习了雷锋精神的本质和内涵，并交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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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五局

学习雷锋
“志愿奉献我先行”

观影心得。
开展青春志愿服务，彰显央企担当。
江习项目各团支部走进中山小学，通过为
贫困学生捐赠学习文具、学习书籍、娱乐
游戏等方式，向当地校园贫困学生送去了
温暖和关爱；三分局青年志愿者在“桃源
地坞”给当地困难村民送去大米、油等生

水电三局

“学雷锋”志愿服务情暖人心
3 月 5 日，在纪念“向雷锋同志学习”56
周年之际，为继续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大力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
常态化，
水电三局团委开展了
“志愿服务情
暖人心，
三局青年向春天报到”
学雷锋主题
活动。
在水电三局安康基地，各驻基地单位
136 名志愿者热情为广大群众服务。服务
项目包括磨菜刀、
皮衣和皮鞋擦洗上油、
熨
烫衣物、
体重测量、
诊疗、
医疗咨询、
量血压、
瓶装液化气和管道燃气安全使用宣传、电
脑系统维护、帮助离退休人员和职工家属
进行人脸识别认证、发放城市创建宣传单
等。三局志愿者们用无私的行动传承着
“雷锋精神”
，
传递着爱与正能量，
共帮助基
地群众打磨刀、
剪等 130 把，
擦洗皮衣、
皮具
163件，
擦洗皮鞋159双，
测量身高、
体重480
人次，
熨烫衣物近70件，
义诊450人次，
量血

压 360 人次，测血糖 370 人次，发放各类宣
传册（单）共 1350 份，帮助离退休人员和职
工家属人脸识别认证 89 人。参与此次志愿
服务活动的基地群众们纷纷对水电三局的
企业文化和职工素质提出赞扬与肯定，他
们用真诚的笑容表达着内心的感谢，整场
活动氛围浓烈。
在水电三局西安浐河综合办公区，水
电三局 6 个二级单位的青年职工积极参与
志愿服务，凝聚起广大青年立足岗位干事
创业的磅礴力量。60 余名青年志愿者统
一在浐河办公区一楼集结，唱响《学习雷
锋好榜样》，在“青春志愿，用心奉献，履行
责任，央企担当，实现新作为，传递正能
量 ”的 铿 锵 口 号 声 中 ，本 次 活 动 正 式 开
始。活动主要分为义务洗车和办公区域
大清扫行动。志愿者们按照前期分工，积
极投身于各项义务劳动。活动持续了近 3

活用品，结合当地脱贫攻坚任务，认真开
展“五洗一清扫”活动，引导当地村民养成
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郑州港区二标项目
总包部团支部组织团员青年来到当地敬
老院送温暖，给老人们购买了米、面、油、
水果等生活用品，陪老人们聊天，为 98 岁
高龄老人修剪指甲，做到物质慰问和精神
个小时。看着一辆辆沾满灰尘的轿车在
清洗后焕发出光彩，一块块黯淡的墙面瓷
砖在擦洗后变得明亮，志愿者们的心情也
变得敞亮愉悦。义务劳动结束后，部分单
位还组织广大青年职工集中观看了记录
片《永恒的雷锋》。
华中分公司、第四分局、勘测设计研
究院、路桥分局、设备物资公司等单位分
别在河南、新疆、
陕西等项目所在
地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学雷锋活
动；在海外项目，
设备物资公司中
老铁路项目的老
挝籍员工也参与
了项目部学雷锋
志愿者活动。
水 电 三 局
“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有传统、
有根基、有特色，
距今已开展了 30
余 年 ，沉 淀 了 水

华中院

本报讯 为提高新闻宣传质量，强化服
务中心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连日来，华中院
积极强化通讯员队伍建设，提出四项具体举
措，推动企业宣传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是坚持围绕中心，以股份公司宣传要
点为纲，找准撰写重点。该院按照“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的工作原则，要求通讯员紧密
结合当前工作，紧扣股份公司下发的宣传要
点，及时切入企业发展的关键节点，以重点
工程为依托，讲好企业故事，传播企业声音，
凝聚起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二是强化通讯员队伍建设，
全面改选通讯
员队伍。由于企业属性，
华中院的新闻通讯员
多为一线的设计人员兼职，
随着企业发展，
之
前的通讯员多已成长为技术骨干和企业的中
坚力量，
很难有精力来处理宣传工作。华中院

电三局老国企深厚的历史文化。此次“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的圆满举办，进一步
强化了水电三局广大职工群众的社会责
任意识和奉献意识，助推了水电三局企业
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激励着广大青年职
工继续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精神，实现工作新突破，传递青春正能
量。
（张 锐 曾 丽 吴 鲜 叶 军）

本报讯 山东电建一公司高度宣传
报道工作，把它当成是服务公司各项工
作的需要，
摆上重要位置，
要求各单位要
把宣传报道工作作为分内工作来抓，要
破除宣传报道与己无关，是软任务的观
念，要面对现实把做好宣传工作作为促
进工作上台阶的动力，
采取
“四个量化”，
确保宣传报道工作有组织、有内容、有计
划、有措施，
打好主动战。
一是量化宣传工作人员。明确宣传
人员，
每个单位都设立宣传小组，
党群主
责人员为宣传小组长，基层单位的各部
门都确定一名或一名以上兼职的宣传
员，
负责本部门的宣传工作。
二是量化宣传稿件数量。把公司宣
传工作目标进行分解，明确各单位的宣

当法缇玛的父亲得知自己的女儿正
跟中国人在谈恋爱时，便以坚定的态度
表示反对，甚至阻止他们继续交往。这

水电六局

掀起学用
“学习强国”热潮

本报讯 时下，
“ 学习强国”APP 成为很多人充实自我、提高自我
的“加油站”。水电六局党委号召各基层党组织积极做好“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推广使用，
目前在六局掀起了一股学用
“学习强国”新高潮。
水电六局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广应用，六局
党委一班人率先注册上线，并及时督导机关各部门及各党支部下载安
装软件，熟悉学习积分规则，分享学习心得。明确把做好“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推广使用工作，作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的重要举措。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主要内容，涵盖要闻、时政、经济、科技、文化、党史等诸多内容版块，通
过手机客户端，可以更加及时、方便地关注实事动态，倾听党的声音，
更好、更快、更准地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传达下去。一名分局党委
书记如是说。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学习强国”使用者、六局一名党员感慨地说：
“大家一起学习进步，一起努力奔跑、奋斗追梦”；一名青年技术干部谈
到，要让“学习强国”平台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精神提高的培训基地、充
电学习的“加油站”。让党员群众活跃用户的持续性、稳定性，让学习
成为一种常态。
在六局项目施工一线，
“学习强国”也掀起了一阵热潮。一名项目
员工说：
“学习强国给我们搭建了更好的学习平台，加快建立学习组织
结构，发挥党员干部在学习使用方面的表率作用。并且这种学习方式
也是日新月异。只有活到老，
学到老才能与时俱进，
不断进步。”
水电六局职工群众也纷纷下载“学习强国”APP，就连退休了
老党员听到了这个学习消息后，也争先恐后地下载学习，还有的老
同志，为了更好地学习下载“学习强国”，还把平常使用的老年机换
成了智能机。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让水电六局广大党员群众都能学有所获、
学有所悟、学以致用，成为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良好平台，为水电六局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标准的党员队伍
打下坚实基础。
（马 欣）

“学习强国”
成为
干部员工掌中宝

传工作指标，并由各单位宣传组长具体
分配到每个人，
使得人人心中有目标，
确
保宣传工作任务完成。
三是量化宣传工作奖励。对于在集
团公司网站、
《中国电建报》等媒体发表
稿件的宣传人员给予奖励，调动宣传人
员的工作积极性，形成争做优秀宣传员
的良好氛围。
四是量化宣传工作责任。建立宣传
工作完成情况通报制度，实行一个季度
一公布，即每个季度对各单位的宣传稿
件发表数量进行公布，对未完成宣传任
务的单位进行通报，督促宣传员认真完
成宣传工作任务；并把宣传工作纳入党
建暨精神文明工作目标考核范畴，与政
工工作评优评先活动挂钩。 （杜万朴）

最美的期待
龙 钢

党建之声

电建海投公司

“四个量化”
开创宣传工作新局面

积极推动新闻通讯员队伍换届改革，
截止到 2
月 18 日，
该院通讯员队伍换届完成，
通过通讯
员的新老交替，
为企业宣传工作增添了新鲜血
液，
提升了宣传质量。
三是提高思想认识，加强通讯员队伍培
养。积极培养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责任感
的通讯员，引导通讯员加强学习，在挖掘新
闻题材和宣传工作亮点等方面下功夫，在院
内形成比学赶帮的良好氛围，切实提升新闻
报送的质量和效率。
四是落实报送要求，
强化考核激励。该
院党群部制定了早收集、
早报送的原则和考核
办法，
突出新闻信息报送的时效性，
合理分配
各部门年度稿件任务，
将宣传工作与各支部
绩效考核相结合，
并定期进行通报，
切实调动
通讯员的写作积极性。
（王 峰）

你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是
聊天，再从语音聊天转变为
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恋？还是与爱人在时
电话、
视频聊天，
又从侃侃而
光中漫步到白头？
谈人生理想变成相互关心、
如果有一种爱情，跨过高山和大海， 情意绵绵，一切有如水到渠
跨过民族和文化，跨过时间和距离，只为
成，
两人发展成为情侣关系。
了和爱人在一起，不需要山盟海誓，牵手
终于，有一天许龙再也
的那一刻就知道，只能是一辈子。你期
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望，决定
不期待？
利用工作调休，从工地到伊
2019 年 1 月 14 日，在友谊之邦巴基
斯兰堡与法缇玛实现向往
斯坦，素馨花盛放，红色的土地，绿色的
已久的约会。为了控制情
植被，一寺一庙都在为一对新人祈祷、祝
绪并营造轻松地氛围，他与
福。中国电建水电七局的小伙子许龙坐
法缇玛把约会地点选在伊
在车里，20 分钟后，就可以看到他的新
斯兰堡最繁华的购物中心
娘，作为中国人，
许龙不懂巴基斯坦婚礼 “圣托瑞斯”
。
的习俗、也不知道新娘会是什么装扮，
这
在购物中心的车站，许
令他充满想象。但，毫无疑问——今天， 龙捧着精心挑选的玫瑰来回
她一定璀璨如星、皓洁如月。许龙手心
踱步，
他希望女友快点来，
因
慢慢渗出汗来，此刻，
他心情前所未有的
为他已经思念得太久；他又
澎湃，紧张、激动、兴奋以及长久期待后
希望她不要来，因为担心现
的放松，他们的爱情，
太不容易了！
在的自己不够好。
许龙出生于宁夏，
回族人。2016 年，
日夜思念的女友终于
从重庆交通大学毕业后进入水电七局，
被
来了，两个人害羞地互相问
派往“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
候，只能用吃饭、购物、缓解
廊”的卡洛特水电站工程参与施工建设。 尴尬的气氛，但仍然掩饰不
一次偶然，他登上 Facebook，在网络的海
住二人内心的拘束，加上周
洋中邂逅了当地姑娘 Fatima Nadeem，相
围不时投来异样的目光，着
谈甚欢、一见如故，
通过一段时间的文字
实让这对年青人在众目睽
沟通与交流，
许龙被这位善良、单纯的巴
睽之下好生尴尬，他俩人生
基斯坦女孩儿深深吸引，
她积极乐观的生
的第一次约会也就如此这
活态度，
让这位刚参加工作即远在异国他
般平淡收场。
乡、对未来感到一片迷茫、整日多愁善感
当一段纯洁的爱情开
的中国小伙儿心灵深处豁然开朗。同样， 始时，你尝到了它的甜蜜，
许龙风趣、真诚、尊重他人的态度不经意
也要接受它的苦涩。听说
间也已触动了女孩的心扉。由于许龙来
许龙和一名巴基斯坦女孩
自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
共同的信仰更加
儿恋爱了，同事朋友们都非常羡慕，
但是
缩短了两个来自不同国度青年男女间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异地恋、异国恋必须面
距离。渐渐两人从文字聊天转变为语音
对的问题也慢慢突显。

慰问都送到老人手里和心坎里；五分局机
关团支部来到两个共享单车停放地点，开
展“共享”畅通活动，沿路收集未规范停放
的单车，将其一一带到指定地点并整齐停
放；职教中心团委联合广元市公安局交警
三大队组织开展“向雷锋学习，礼让行人，
遵章行车，文明驾驶，构建和谐交通”活
动，他们统一披戴志愿者绶带，走在人行
通道，对过往的市民进行交通规则介绍，
搀扶老爷爷老奶奶过马路，得到过往市民
的赞许。
立足岗位创新创效，争当模范标兵。
一分局团委号召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
青年积极行动起来，深入开展节能降耗、
提质增效活动，开展青年创新创效、QC 小
组、合理化建议等活动，争作降本增效的
标兵。制安分局一水厂团总支组织全厂
职工学习雷锋精神，围绕中心工作，立足
岗位查问题、排隐患、解困难、做实事，广
泛开展劳动竞赛和技能比武，引导团员青
年积极参加岗位创新创效、降本增效等活
动，把学习雷锋精神转化为推动生产经营
中心工作的强大动力。二分局金堂项目
团支部开展“网络文明志愿行动”活动，营
造理性、和平、有序的网络舆论氛围，自觉
增强网络文明素养，遵守互联网法律法规
和网络文明规范；制安分局检修运维公司
团支部号召青年职工以敬业担当的时代
精神，充分发挥青年职工力量，绽放青年
风采；路营公司团总支结合业务特点，着
力岗位建设，提倡微笑服务、人性服务，进
一步完善服务标准、
服务规范。 (朱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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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队伍动起来
推动宣传工作提质增效

3

2019 年 3 月 7 日

梁惠琴

毛 樱

位持有国家公务员身份的老人，在庞大
的家族系统里一直拥有绝对的发言权，
父亲的阻挠好似一道无边际的屏障，要

本报讯 “学习强国，你下载了吗？”
“ 今天学了吗？积了多少
分？”春节假期后，类似的话语成为海投公司许多职工上班伊始的见
面问候语。自从服务党员学习交流的“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正式上线
以来，海投公司党委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意识，深刻认识重要意
义，大力推广使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使之成为广大党员干部职工
利用碎片化时间强化学习提升的重要媒介和渠道，在全公司营造了
“崇尚学习、加强学习”的浓厚氛围。
实现海内外全覆盖。海投公司党委下发通知，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全力做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推广使用工作，细致指导广大党
员职工下载注册使用。目前，海投公司除机关总部 16 个职能部门外，
在老挝、柬埔寨、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尼、孟加拉、澳大利亚、刚果
（金）、香港、新加坡、迪拜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的 30 多个各层级
公司，也已组织完成“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下载注册使用，
“ 学习强
国”已成为海投职工手机里的爆款软件。
形成人人参与学习。“学习强国”丰富多彩、贴近实际的精品
内容，让海投公司广大党员职工产生了浓厚兴趣。“‘学习强国’
里内容太全面了，既可了解最新的时政要闻，还可以学到最权威的
理论解读，甚至可以观看 《开国大典》《国家宝藏》 等正能量的影
视文艺作品，是我学习提升的好参谋、好助手。”巴基斯坦卡西姆
港燃煤电站共产党员康从钦说。
持续深入汲取营养。海投公司作为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平台和主
体，公司党委致力海外党建创新，激发基层党建活力实效，推动海
外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广泛
使用，使得海外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能够结合项目所在国工作实
际，方便快捷地从中汲取营养，给思想充电，为精神加油，在提升
海外党建标准化规范化水平的同时，有力推动海外投资事业的持续
健康发展。海投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盛玉明说：“‘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建设学习大国重要指示精
神的重要抓手，是公司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加强理论修养、提升综合
素质的重要途径，我们将持续强化抓好落实。”
目前，上强国、看时政、学理论、追视频、晒积分、谈感受，已成了
海投公司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的新风尚、新追求。 （刘向晨 杜 菲）

把两位情窦初开的年轻人
刚燃起的爱情之火瞬间熄
灭于无形。许龙不愿意就
此放弃，他坚持用自己的真
诚打动对方。但是许龙也
知道，感情面对的阻力远不
止于此。
他是因为工作才来到巴
基斯坦，随时可能因为工作
调动到离伊斯兰堡更远的地
方，
甚至离开巴基斯坦，
两人
的感情会不会因此而受影
响？另外，如果经常到伊斯
兰堡与女友约会，会不会引
起当地男孩的反感？这既是
许龙担心的问题，也是单位
领导和同事共同担心的问
题。因此，许龙身边自然也
会传来各种善意的劝阻。
在这样内忧外患的情
况下，两个人开始争吵，最
难的时候也提过分手，但是
一想到对方的好、双方奔着
结 婚 去 的 心 ，又 忍 不 住 联
系、和好如初。虽然两到三
个月才见一次，只能电话、
视频来慰籍相思，但大部分
时候，他们会在想念对方时
不 约 而 同 地 上 线 ，有 好 几
次，许龙想给法缇玛打电话
时，她正好打过来。这种心
灵的感应，使两个年轻人更
加坚定要在一起。
“ 和 她 在 一 起 时 ，我 的
世界都是她了。”两年来，因为性格和文
化的不同，
两人对待事物的观点有差别，
但许龙都会耐心解释、舍己求和。而法

缇玛又何尝不是全身心地依恋着他。
由于见面的机会弥足珍贵，许龙非
常珍惜与法缇玛在一起的分分秒秒，每
次都会尽量烘托开心的气氛，用许龙自
己的话讲：
“我最害怕自己的小女朋友沉
默，
因为她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女孩，
只要
她沉默不语，就一定有心事。遇到这类
情况时，我开导她，给她讲故事，聊着聊
着，
她就会开心得像个孩子。”
。
许龙对法缇玛的呵护与包容得到了
女孩父母的认可，加之对中国电建深入
了解后产生的信任，慈祥的老人勉励两
位年轻人一定要正确对待爱情，相互关
心、彼此珍惜，
不要因为恋爱影响工作和
学习，要有一颗上进心。许龙每次到伊
斯兰堡休假，老人都会邀请他去家里做
客，
给他做各种当地美食，
还主动把许龙
介绍给家族的其他亲友认识，为 pow⁃
erchina 点赞。
在伊斯兰堡
“伊甸园大酒店”许龙和
法缇玛在众多亲朋好友的共同见证下，
按
照巴基斯坦传统习俗隆重举行了婚礼仪
式。许龙的父母不远万里从宁夏老家提
前赶来巴基斯坦与法缇玛的父母共同操
持孩子们的婚礼。祝福声中、聚光灯下，
新娘的父母亲手把女儿的终身幸福托付
给咱中国电建的帅小伙儿手中，
新郎新娘
端坐在鲜花和纱幔装扮出的浪漫舞台上。
相爱的两个人就此决然放弃属于自
己的象牙塔，甘心投入单调的柴米油盐
的世俗生活，守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你许我一
生 ，我 呵
护 你 一 “一带一路”
世 ，做 彼
此最美的
期待。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