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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电建都是歌
每一名电建女工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
真的机会，她们的人生更阳光、更灿烂，电
建的未来才会更明亮、更美好。
才艺，让她们更优雅。会工作，更会
生活，一个女人有多热爱生活，她就会变
得有多美。她们站在那里，本身就非常美
好。硕大的安全帽遮不住她们秀丽的容
颜，厚重的工作服藏不住她们妙曼的曲
线，她们也爱漂亮、懂生活，她们也有情
趣、会浪漫……工作中要忘记性别，生活
中要记住性别，她们如花儿般，自在地开
着，美丽、优雅、从容。
她们以柔性的力量，时刻彰显着女性
智慧，装点女人独有的风采。闲暇之余，
她们更注重心灵的润泽，更注重情怀的积
淀。笑对花开花落，凝目云卷云舒，她们
用心抒发，用情感受，绽放着属于自己的
精彩人生。
感悟，让他们更执着。寻梦、追梦、圆
梦是精彩人生的三部曲，在这条路上，她
们既有家庭生活的小幸福，也有投身电建
的大情怀。她们自然，质朴，不雕琢，不做
作，灿烂的笑容，朴实的话语，诠释了电建
半边天的幸福梦想。
巾帼心向党，扬帆新征程，担当时代
重任，感受榜样力量。不断加强学习，
加强
实践，
永不自满，
永不懈怠，
激扬巾帼之志、
奉献巾帼之力、
彰显巾帼之美、
唱响巾帼之
歌，把自身的奋斗与追求融入实现中国梦
的时代洪流，
未来必将一片美好光明！
休言女子非英物，电建巾帼谱华章。
祖国的大厦，有她们的添砖加瓦；公司的
蓝图，有她们的增光添彩。走在春光明媚
的新时代，激发“她魅力”，焕发“她风采”，
弘扬“她力量”，花开圆梦，一路芬芳，让光
荣之花、梦想之花，开满我们的大美中国、
大美电建！
作者单位：
电建海投

黑色的天幕渐渐低垂下来，天边
最后一丝光晕也不作停留地消失殆
尽。不似往常般热闹，整栋大楼静悄
悄的，只剩应急灯忽明忽暗地跳跃。
那些穿梭的身影、调笑的打闹、张扬
的脸庞似乎从未存在过。事实上，昨
日之前这里还人声鼎沸、生气盎然。
此时，唯有空气中飘荡着随风而来的
鞭炮响生生不息。
辞旧迎新，犹如一艘时空飞船，满
载希望与幸福之光，引领我们向前奔
走。
凭栏倚望万家灯火。不，今日不
同昨宵，万家灯火只余星星点点的荧
光。2018 年伊始，我还坐落闹市，身
处繁华的明珠酒店。2018 年末端，乔
迁 新 居 的 我 ，望 着 沉 静 广 阔 的 兴 隆
湖，感受湖心荡漾开来的清风，静候
时光翻滚出新的年岁。
抬眼望去，墨蓝色的流云缓缓摆
动，如湖里那几尾黄金龙，划出优雅
的弧度。少有这般静谧安详的时候，
就连思绪也随这长夜空灵起来，过往
随着飘扬的情绪摇曳心间。
回望 2018，365 个日夜，我们走过
千山越过万水，经历坦途跨过沟壑，
每一瞬都值得细细品味，每一刻都值
得铭记珍藏。无论得失成败，但凡过
往，皆为序章。

2018，留给我们太多的震撼和感
动。开年喜迎十九大，国人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攻坚克难，意气风发走上新征程；
“一
带一路”倡议 5 周年，重走“海上丝绸
之路”，不仅是对历史的感怀，通经贸
更是串人心，同呼吸共命运的誓言从
愿到行。当然，还有改革开放 40 周
年。当我们震撼于这 40 周年的伟大
历 程 时 ，感 恩 感 动 感 怀 自 豪 充 斥 胸
口，止不住要喷薄而出。40 年，浓缩
在一段时光里，映射在每一个国人身
上，那些小小的剪影中，是我们国家
波澜壮阔的 40 年，亦是个人激情昂扬
的青春岁月。改革的春风继续吹，前
进的步伐不停歇。
2018，其实只是苍茫时光中的一
个小小节点。因为一如既往、不改初
心的努力，在 2018 这个平凡却不平庸
的年岁有了回应。可以说，水电七局
没有辜负国家的期望、家人的信任。
在这个改革激荡的年代，我们始终以
最真诚的姿态稳步前进，以创新为动
力，以科技筑品牌，用品牌创名牌，一
个个精品工程、一座座世界之最在我
们的耕耘下崛地而起。无论何时，我
们从不敢懈怠，用智慧、用汗水，不忘
初心、坚持不懈地拼搏。
于是，我们立足国内，首次承建的

地铁项目深圳地铁 7 号线获国家优质
工程金奖；建成世界第一高双曲拱坝
锦屏一级水电站大坝；开挖完成世界
最大地下工程白鹤滩左岸地下厂房；
在雅砻江杨房沟水电站书写国内首
个百万千瓦级 EPC 水电传奇；中标世
界第一高堆石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
站大坝、金沙江上游装机容量最大电
站叶巴滩水电站、成都天府国际空港
新城起步区道路工程 PPP 项目等；詹
天佑奖、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以及 2018 年四川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第一位……一项
一项的荣誉随着时间的推进共赴未
来。
于是，我们飘洋过海，在马来西亚
呼吸充满棕榈栖息的空气，将文化出
海的理念变成一座座建筑落地生根，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屹立不倒；在
美丽的婆罗洲岛热带雨林里，被称为
马来西亚的“三峡工程”，且荣获堆石
坝国际里程碑工程奖的巴贡水电站
呈现“高峡出平湖”的壮阔景象。跟
随“一带一路”的步伐，我们在巴基斯
坦、在印度尼西亚，挥洒热血青春，缔
造一个又一个奇迹工程；我们还到过
地 球 的 另 一 端 —— 马 其 顿 ，建 造 的
KO 高速公路不仅开阔了马其顿的道
路 ，也 打 开 了 它 的 视 界 。 更 重 要 的

诗 歌

永远在路上
王路明
5000 年灿烂文明 博大精深
40 年改革开放 波澜壮阔
醒来了 东方巨人
腾飞了 中国神鹰
这是希望的黎明
这是生机的春天
改革的脚步愈发紧凑 铿锵有力
开放的大门徐徐开启 无限期待
40 年前
小岗村 18 个鲜活的手印
见证着国人对改革的渴望
40 年前
实践与真理的大讨论
酝酿着中国对开放的憧憬

电建女工有力量

水电十一局



回顾历史
我们不忘国耻、浴血奋战
放眼今朝
我们挺立脊梁、策马扬鞭
展望未来
我们初心不改、扬帆起航
作者单位：
湖北装备

书法作品

跑下去 天自己会亮



都算数！”
我的心猛地颤了一下，身体里像是
有什么东西在消散，又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生长。是啊，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
一步都算数；人生也没有白吃的苦，现
在吃的苦是为了将来的幸福。
项目部许多前辈最宝贵的青春年
华，都献给了水电事业，没有抱怨和质
疑。反观当下，我们时时都用“条件”这
把尺子来丈量自己的人生；工作讲条
 件，
生活讲条件，对困境逆境或躲避、或
溃退。很多人的一生，其实就是放弃的
异域生活
一生，有的人大学放弃学习，有的人工
作放弃积累；有的人才入职几天就想着
跳槽，总认为人生可以踏上“跳板”，对
工作没有足够的耐心和韧性，殊不知，
没有足够的积淀，人生更容易进入瓶
王许锐
颈。他们不明白，放弃和逃避其实就是
输了，输给了自己。
位。一天的工作下来，回到宿舍，看着
他说：
“ 苦是真的苦，累是真的累，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要来这个
镜子里的自己：衣服上汗渍和油污纷乱
但你同时也是真的幸运。”
偏僻落后而贫苦的地方？我的内心已经
地叠在一起，头发和脸上盖满了黄黄的
我撇撇嘴不以为然。
有了答案：
为了西非三国的发展，
为了给
尘土，42 摄氏度的阳光将我的脸晒得焦
他顿了一下正色道：
“ 古伊那水电 “一带一路”
作出水电人的贡献，
也为了在
红，嘴唇是干裂的，眼睛因为汗水的浸
站是个大项目，你有幸参与进来，能够
风中踢球的那群孩子的笑脸。
泡隐隐作痛。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看
学到的东西和获取的进步无疑是巨大
现在的我依旧坚持每天奔跑，但已
见自己居然在外形上有了如此剧烈的
的。可能现在你的付出和坚持暂时看
不再是漫无目的。黑夜中，虽然不知道
转变，我心里震惊得抽痛了一下。
不到成果，但是不要害怕，你不是没有
要去哪儿，也不知道还有多远，但我知
我这才意识到，我马上要面对的生
成长，而是在扎根。”
道只管跑就是了。未来是什么样，交给
活，理想中含着“异域风情”充满诗意以
听完他的话，我陷入了沉思。
未来的自己去回答，我不用为了天亮去
及浪漫情调的幼稚想法在此刻已被冲
等工作完成送我回到宿舍，我默默
跑，因为：
击得体无完肤。
打开车门下车，他握着方向盘转过头来
跑下去，天自己会亮。
后面连着几天都在拷问自己：
郑重说道：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
作者单位：十五局

40 年的艰苦奋斗，
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40 年的社会进步
让
“两个一百年”
蓝图为期不远

水电十二局

为什么要来这么偏僻落后的地方？
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会有收获吗？
我该不该放弃？未来是好是坏？
我每天晚上带着这些问题，漫无目
的地奔跑，直至大汗淋漓、浑身湿透，但
依然没有答案。
一天晚上和师傅一起加班，
他问我最
近觉得怎么样，
有什么话尽管说。我大胆
说出了内心的疑惑和几句抱怨的话。

曾记否
那耳熟能详的《春天故事》
曾记否
那激情澎湃的《走向复兴》

吴少波 摄

吴高新 作

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
东风放纸鸢。”
再有一些时日，柳树枝叶间会吐出穂
状花序，即柳葚，使三春烟景娇黄袅娜，继
而苍翠临举了。柳葚乃种子，成熟后若棉
絮，因风而起，人称“扬花”
“ 柳花”、
“柳
絮”。柳葚似花却非花，实为种子漫天飞
舞寻觅植根之地。
由此感悟“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意。
感悟江南的烟雨，
不全是细雨蒙蒙所为，
而
是风拂柳絮、
淡雾迷濛、
远观如烟所致。
柳絮轻飞曼舞之状，不仅像雪，而且
其色也似雪，也像白发。难怪杜甫感叹：
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意思
是说：二月已过，三月来临，人渐渐老了，
像这样的春天还能遇到几回？感叹春光
易逝，人生短暂。
诗经《釆微》中也有名句：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是说：出
门时是春天，杨柳枝条依依飘扬，而回来
时已是雨雪交加的冬天了。叹人生之路
如旅途，岁月无情催人老。
其实也不然。二月是年方及笄的处
子，青涩外见初熟，恬静里发好奇，酣睡时
枕美梦，腼腆中露俏皮。因此，拥有了二
月，便拥有了春天，拥有了四季，拥有了生
机盎然的世界。
走进满目新绿的春天，有早春二月柳
在心湖上拂荡，有湖畔之梦伴无尽之遐
想，生命还会苍老吗？
作者单位：水电十四局

经过 10 个小时的颠簸车程，我们转
进一条土路继续行驶 30 分钟，这才看见
了项目部：数排整齐的宿舍，一个美观
的办公区。我第一次看见了成群的黑
人，风里带过来小男孩们踢球时发出的
笑声，对于我而言，这是走进另外一个
世界的幻境里去了。
第二天我们穿着绣有“中国水电”4
个字的深蓝色工服，奔赴各自的工作岗

是，这一路，有相遇的欢笑、有别离的
愁 绪 ，有 诚 挚 的 友 情 、有 刻 骨 的 爱
情。我们带着一颗真心去遇见更美
的真情。
即便如此，我们深知，脚下的浪没
有消停的趋势，等待我们的依然是波
涛汹涌的宽阔海洋。再多的成就已
随时间的定格停在 2018，它既是荣耀
也是鞭笞，意味着接下来要更努力，
更坚定。
岁月之河，从远古流向未来。我
们幸运地在属于现在的河段上焕发
风采。纵使时光之里山南水北，我们
依旧要越过山川大海，在人来人往的
热闹里相遇。
时间流淌，缓慢而疯狂。耳边的
滴答声狂乱作响，2018 最后的光晕在
指尖一逝而过，此时可能体会到逝者
如斯的慌忙和无奈。但又如何，前路
浩浩荡荡，万事尽可期待。
2019 的明媚阳光如期而至，水电
七局在晨光熹微里熠熠生辉，属于未
来的轮廓渐渐清晰明朗。念过往，迎
未来，是我对 2018 最后的告白。前路
很长，步伐要稳，
背影要美。
山河逶迤，无尽无涯。只要步履
不停，我们终究会踏遍世间，看遍耀
眼繁花。
作者单位：水电七局

职工摄影园地

陈锐弟



来到古伊那项目部之后，我每晚都
会绕着项目营地跑步，无关减肥瘦身，
只是为了思考自己来这里的意义。
两个月前，
得知自己要去马里之后，
我结束了一切的琐事，
谁也没有告别。出
发前，
和父母聊到半夜，
爸爸多是鼓励，
妈
妈则默默帮我检查行李，
最后塞进去一大
包常用药品并叮嘱几句。
“这几盒是驱蚊的”
“这两种是治拉肚子的”
“这几盒是治感冒的”
“……”
我说：
“妈，我吃不了这么多药。”
她说
“你不用吃才最好！”
奶奶握着扇子靠在沙发上不住地
叹气，我说了句儿孙自有儿孙福之后再
不敢看她，怕掉眼泪。
第二天一早关了门出来，也这样关
上了我一度熟悉的生活方式，向未知的
非洲大陆奔去。截至此刻，我对马里的
认知也仅局限于它是在撒哈拉沙漠的
西南角以及它是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
经过 18 个小时的长途飞行，飞机缓
缓降落在巴马科机场，我的心跳得很
快，不知是对万里之外家乡的思念还是
对未知新生活的好奇和恐惧。在代表
处短暂休息一晚后就马不停蹄地赶往
古伊那项目部。皮卡车很快驶离了市
区，举目望去，寂寞的大风呜咽着吹过
无际的灌木丛；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
壮而安静的；大地在炎炎烈日的炙烤
下，转为一片诗意的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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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悦

早春二月柳
早春二月，乍暖还寒，河塘岸边柳，率
先从严冬中苏醒过来，最早感受春光，报
送春信息。那最先从枝条上拱出的两片
嫩叶，像两只刚刚睁开惺忪的眼睛，望着
无处不萌芽的世界痴痴遐想。
柳树喜水，多生长在湖之畔、河堤上、
池塘边、沟渠旁，在路边、田坂、公园、庭院
也常见。早春时节，柳芽初萌，色泽呈鹅
黄色，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条条垂枝上。那
些嫩芽如梦初醒，在和煦的春风中舒展，
弥漫着别样的柔情。因其如睡眼初展，故
称之为柳眼。
“何处生春早，春生柳眼中”。春风使
朦胧柳眼慢慢睁开，初生柳叶呈嫩黄色，
又称之为柳黄。那柳黄之色，柔和如破壳
而出的小鸡雏之绒毛。柳黄之状，又形如
嗷嗷待哺的小鸟张开嫩黄的嘴喙。一不
留神，会被它啄得心痒痒的。
柳黄渐浓后，变成了浅绿色的柳叶。
柳叶细长，宛如美人之眉。
“碧玉妆成一树
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
那如帘垂地的柳条柔软而细长，轻拂
堤岸，情意绵绵，撩得人心都飘荡起来。
真是会得离人无限意，千丝万絮惹春风。
早春二月柳，在河塘水边，在湖畔堤
岸，总少不了笼烟织梦，醉眼迷濛。我尤
喜爱早春景色，那柳条如线未成绵之时，
总是衬着一种美妙的氛围。
此时此景，不由让人想起清代诗人高
鼎题为《村居》的诗句：
“草长莺飞二月天，

杨蕴华

迎光而行

留影
春风入怀踏歌来，大地如黛添异彩。
在这个春天的节日里，在这个芬芳的日子
里，因为有她们，才有了生命的延续；因为
有她们，才有了家庭的温暖；因为有她们，
才有了这个世界的多姿多彩与美丽。
春风拂面，姹紫嫣红，让我们走近她
们，
聆听她们的动人故事，
领略她们超越的
勇气、创新的志向、实干的精神、温暖的情
怀，
为她们点赞喝彩，
感受她们用坚强独立
和似水柔情，
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时代芳华。
职业，让她们更自信。在中国电建的
各条战线上，都有女员工忙碌的身影。在
缺乏鲜花浪漫的项目工地，在嘈杂繁忙的
生产车间，在通宵达旦的设计案前，纤瘦
的臂膀同担建设的重担，柔弱的声音也有
奋进的呐喊，凭着对职业的热爱和执着，
成为公司发展不可或缺的驱动力，擎起了
电建的半边天。
因坚守而可贵，因敬业而美丽。每一
天，
我们都可以看到她们，
在拥抱挑战，
开创
未来，
虽然前方有鲜花，
也不乏险阻，
但前进
的脚步却从未停歇。你缜密的心思、
卓越的
才华、
穿梭的身影，
自尊、
自信、
自立、
自强的
精神风貌，
让这个春天更加摇曳生姿。
理解，让她们更从容。有位哲人曾经
说过，女性常常把她们的伟大，通过最平
凡、最自然、最真切、最具体的人生实践来
表现出来的，因为她们心中追求高尚情感
和道德的信仰。是的，她们总是在默默作
着贡献，取得的成就，很多都是自然、平静
的过程，她们用行动展示了新时代女性的
独特魅力和社会价值。因为你们，更加坚
定、更加从容、更加自信的姿态，让这个时
代大放异彩；因为你们，付出的汗水、泪
水、欢笑和包容，让这片土地充满生机和
蓬勃的力量。
我们更应该为每一位电建女工提供
更好的保障，更强的助力，更大的舞台，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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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的日子
李文
冬去春又来……
有意无意间翻开相册，看着自己
和家人以前的照片，像是隔着一个很
远的年代，把一张一张的照片按时间
顺序连接起来，我似乎感觉到了时间
流逝的步伐和节奏，每一段历程的自
己都有不同的容颜，所有的一切，都
是在匆匆的忙碌中流逝着，是在不经
意的茶余饭后中悄悄流逝的；回头一
看 ，发 现 我 们 竟 已 走 出 那 么 远 的 距
离，再也走不回去了；波澜不惊的生
活竟然没在这段生命历程中留下一
个醒目的坐标，留给我们的只是沧桑
的岁月和额头上无法消失的、越来越
多的皱纹。
年轻的时候只顾走路，无暇停下
来好好看看周围的风景，等停下来又
总忍不住要回头张望，然而回望的风
景已经没有了相应的心情伴随，似乎
一切的景物都在模糊中变形、变形，
在这些模糊的风景中，让我们终生难
忘的惊喜或刻苦铭心的记忆太少太
少了。 然而这就是生活，是我们百姓
平平常常的生活、平平淡淡的日子；
这种平常、平淡与我们年轻时烂漫的
想象有着很大的差距，但却让我们实
实在在地感受到现实的残酷。

夜深人静的夜晚，与爱人静静地
看电视剧，我们一边被电视上的剧情
吸引，一边吃着茶几上的零食，暖暖
的灯光下舒适而温馨。看完一集电
视剧后，没有忘记给在另一个城市的
女儿打个电话，电话那头女儿的声音
明快而清晰，一切都那么自然，一切
都那么程式化，但一切又都那么看得
见、摸得着。
就在那个瞬间，
我突然明白，
上帝
没有把惊喜一次性给我，
但却把它掰碎
了一点一点地分配在我平淡的日子里，
让我一点一点地享受着人生的乐趣、
幸
福，
承担着所有的烦劳、
苦痛；
上帝没有
让我一次性地经历惊心动魄的情感经
历，
却让我的人生拥有着恒久的温馨和
不离不弃的坚守与承诺。
一根木柴，炽热的火焰虽轰轰烈
烈，
但不会燃烧得太久，
微弱的光亮虽
平庸却可能照明整个夜晚；一腔热血
的激情挥洒虽可贵，细水长流的平淡
更能体现生命的价值。苍天让我这一
生做个平凡的人，
我就选择平平淡淡，
选择和家人静静地厮守；
平平淡淡的日
子要经营好其实也不简单；简单的人
生要过得精彩，其实也大有学问。
作者单位：水电十四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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