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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6 日，山东省十二
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临沂市委原副书记吕明
辰，临沂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王军平，临沂市人民政府原
副市长陈义卿，临沂市人民政

府党组成员、临沂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主任朱玉良一行到新型
建材园区调研。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庞玉坤，众信建材公司
经理刘成伟陪同。

吕书记一行首先听取了园

区产品的整体介绍，并察看了
芯摸振动生产工艺车间、预制
方涵、大型预应力和非预应力
桥梁板、预制构件生产场地及
沥青、混凝土拌合站生产情
况。各位领导对我公司在新型

建材上研发投入给予肯定，特
别是对新产品方涵、暗涵及彩
色透水地坪给予高度评价，并
希望继续强化产品质量把控，
确保以优质的产品投放市场。
众信建材公司 李 娜

临沂市委原副书记吕明辰一行到新型建材园区调研

2 月 7 日除夕上午，市住
建局局长张卫强、副调研员宋
振宇一行到西安路祊河桥施工
现场看望并慰问坚守一线的工
作人员。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庞玉坤及领导班子成员陪同。

张卫强局长深入施工现
场，详细了解工程建设进展情
况，慰问正在岗位上的干部职
工。他指出，西安路祊河桥是
中心城区“三环十五射”现代
城市道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密切中心城区各区域之
间联系的重要节点工程。大家
在春节假期仍坚守工作岗位，
加快工程建设进度，争取工程
早日完工。借此机会，代表局
领导班子对向坚守在一线的广

大干部职工表示感谢，并祝大
家新春愉快，身体健康。

截至当日，西安路祊河桥
已完成工程造价 2 . 96 亿元，
占总工程量的63.5% 。

一公司 宋仕芬

市住建局局长张卫强到西安路祊河桥工地慰问

2 月 18 日至 19 日，董事长、总经理
庞玉坤、副总经理沙攀峰一行 5 人到徐州
市政建设集团参观学习。徐州市政建设集
团董事长赵中良、总经理梁东风热情接待
并进行座谈交流。

座谈中，我公司一行听取了徐州市政
建设集团发展情况介绍，并着重围绕股权
设置与管理、管控模式、薪酬分配、检测
中心运营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办公室 徐 震

2 月 27 日，河南省新乡市市政工程处
党委书记郭金光一行10 人来我公司考察交
流。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庞玉坤、副总经
理刘金宝、沙攀峰及相关部室负责人接待
了来访客人。

庞玉坤对郭金光一行的到来表示欢
迎，并简要介绍了公司发展情况，希望今
后加强沟通交流，促进共同进步、共同发
展。座谈中，双方围绕公司工程管理、薪
酬管理、财务管理、机械设备管理等方
面，进行了对口交流。

来访客人还参观了新型建材园区。
办公室 徐 震

新乡市市政工程处来公司考察交流

公司赴徐州市政建设集团参观学习

公司举行 1-2 月份绩效会议

3 月 2 日，公司举行 1-2
月份绩效会议。公司领导班
子，中层干部及各岗位骨干参
加会议。

会议分为三部分，首先是
绩效办展示 1-2 月领导层、
一线单位和二线部室达标率，
副总经理沙攀峰主持授旗仪
式。然后由一线单位、二线部
室汇报1-2 月工作情况及3 月
工作预期。最后由相关职能部

室展示奖惩并总结。
本次会议是月度绩效会模

式调整后的第一次会议。会议
的一大亮点是各部门不再各自
汇报本单位达标率，而将重点
转为工作成绩及管理短板的展
示，通过展示不断提升管理水
平，实现自我挑战。同时将各
部门资源需求在绩效会议上进
行兵棋推演，通过推演将资源
需求全维度地呈现，是否满足

资源需求一目了然。经过供需
双方充分沟通交流并经绩效委
员会批准，现场“扎口袋”，
直接扎紧形成决议，并由绩效
办负责跟进。

会议的另一个亮点是红蓝
旗制度及授旗仪式。每月公司
主要工作展示内容为营业收
入、降本、质量、安全、回款、基
础管理等模块，公司对每一模
块进行排名，对第一名授予红

旗单位，对末一名授予蓝旗单
位。红旗单位代表作经验分享，
蓝旗单位代表作表态发言。初
次授旗由公司领导进行授旗，
其余月份根据排名变化，由各
单位负责人之间进行交接。名
次未发生变化时，旗帜单位负
责人直接上台展示旗帜。通过
授旗，进一步激发了生产单位
的荣誉感和竞争意识。

绩效办 陈 辰

春节前夕，公司离退休
老干部和困难职工的冷暖记
挂在公司领导心头。 2 月 5
日上午，受董事长、总经理
庞玉坤委托，公司领导王金
诗、王建民代表公司到离退
休老干部、职工遗属和困难

职工家中走访慰问，把公司
的关怀和温暖送到老同志和
困难职工的心坎上，向大家
送去节日的问候。

每到一户，公司领导都
与老同志们促膝谈心，详细
了解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和

家庭生活情况，向他们简单
介绍了公司 2015 年的发展
情况，并送去节日慰问品和
慰问金，给老同志和困难职
工送上新春的祝福。

老同志们对公司长期以
来的关心和照顾表示真诚的

感谢，并纷纷表示，今后要
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公司
的发展，建言献策，发挥余
热，为促进公司事业发展做
出自己的贡献。

工会 马溧伟

公司领导春节看望离退休老干部 2 月 26 日，费县梁邱镇孔家汪村主任
徐燕带领部分党员群众代表来到我公司，
赠送“大爱无疆，扶贫助困”锦旗一面。
公司工会主席王金诗接待来访客人，并进
行了座谈交流。

2015 年，为帮助孔家汪村改善村容村
貌，我公司向该村捐助了价值十余万元的
钢筋和水泥，用于该村学校附近道路建
设，切实解决了群众学生出行难问题。

办公室 姜璐琪

费县孔家汪村向公司赠送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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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6 日中午，随着一
声声礼炮的响起，温泉路
(三和东街)跨线桥正式通
车。

三和东街跨线桥位于北
京东路与温泉路交汇路口，
是莒南到临沂的交通要道，
为了能够早点让跨线桥通
车，缓解春节期间的交通压
力，负责施工的一公司不分
昼夜，加班加点，终于完成
了合龙后的后续施工，温泉
路(三和东街)跨线桥正式通

车。
2014 年 9 月，温泉路

(三和东街)跨线桥开工。由
于处于交通要道，无法实行
全封闭施工，只能采用区域
封闭施工。施工人员克服交
通拥堵、施工材料运转困难、
地下管线影响等困难，将 34
颗端承桩逐个击破，于 2015
年 9 月桩基全部完成。
2015 年 12 月 13 日，温泉
路(三和东街)跨线桥比原计
划提前 16 天顺利合龙，跨

线桥主体施工全部完成。
温泉路(三和东街)跨线

桥全长396 .96 米，分为 5 联
11 跨，主跨(上跨温泉路)为
40+60+40 米预应力混凝土
连续梁，两侧均为32 米标准
跨径的等高预应力混凝土连
续梁。主线标准段双向四车
道，宽 18 米。跨线桥的通
车极大缓解了从市区开往莒
南方向的交通压力，方便了
广大市民的出行。

一公司 蔡成龙

温泉路(三和东街)跨线桥春节前正式通车

春节过后，西安路祊

河桥加快施工进度，推进
工程建设，截至 2 月 29
日，大桥已完成总工程量
的 64% 。灌注桩基础共
完成262 颗，完成总量的
96% ；承台、墩台柱施工
各完成 60 个，完成总量
的96% 。

主桥钢塔柱吊装施工
全部完成， 0#块施工完
成， 1#块完成首次浇
筑，西侧钢箱梁结合段满
堂支架搭设全部完成。东
岸水中引桥箱梁完成，西
岸水中引桥第二联和东岸
陆上引桥正在进行张拉、
压浆，现场已具备支架卸
落条件，西岸水中引桥第
一联箱梁具备顶板浇筑条
件。西岸陆上引桥支架搭

设全部完成，正在进行底
板钢筋、模板施工。东岸
水中引桥、 WN 匝道桥
护栏施工完成 120 米，桥
面铺装层施工机械进场，
具备施工条件。 NE 、

ES 地道桥施工完成。SE
匝道、NE 匝道路基回填
完成。排水管道施工完成
2500 米。

一公司 侯玉娇

西安路祊河桥加快进度

大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4%

临港拌和站位于临沂市
临港开发区团林镇唐家林村
锦绣二路与锦绣三路交汇
处，占地面积约 31350 平方
米。拌和站驻地是原先中建
八局的拌和站，基础设施齐
全。 2016 年 2 月 1 日，高

都拌和站所有设备已搬至临
港拌和站，顺利完成了搬迁
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
临港站的全面建站工作。

截至 1 月 31 日，拌和
厂区地面及基础建设完成。
2 月 16 日开始进行拌和主

楼的搭建， 17 日拌和主楼
及附属设备已安装完成。近
期正对拌和设备线路及管道
进行铺设，预计 3 月 10 日
完成建站并试运行。

路面公司 程全全

临港拌和站紧锣密鼓建设

预计3 月 10 日完成建站并试运行

在2015 年度“十佳员工”评
选中，经过自下而上的层层选拔
评比，最终，一公司朱文杰在众
多参选员工中脱颖而出，以第一
名的成绩当选年度十佳。在公司
2015 年度表彰暨文艺汇演中，颁
奖词中评价他是--“能打敢拼，
素质全面的优秀项目经理。”

“干工程最重要的就是细心
和责任心”

2009 年 7 月，朱文杰从江西
理工大学道路桥梁专业毕业，来
到临沂市政，成为了一名施工技
术员。“干工程最重要的就是足
够的细心和责任心”从进入市政
大家庭的第一天，朱文杰的导师
一公司经理郭春强就这样告诉
他。

2009 年 9 月，在清河北路西
段道路工程中，朱文杰负责一个
石砌箱涵的放线。每天一大早，
他就背着水准仪、抱着图纸来到

施工现场。先把前一天砌筑的石
墙一块一块的检查一遍，生怕哪
一块丁石位置不对，哪一块跑石
尺寸不足。工人师傅开始砌筑
前，他一定会将高程测量一
遍，保证从顶推算下来的砌石
层数为整。在施工现场，他每
天盯着砂灰搅拌的工人，一包
水泥几锨砂都要给工人反复强
调，从不敢马虎，因为他清楚
干工程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保证
质量。在工地忙忙碌碌一整
天，每到夕阳西下的时候，带
着浑身泥土和一颗踏实的心，
大步走在自己放线整理平整的
路基上，感觉浑身充满能量。

2010 年初，朱文杰参与了人
生中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桥--临
西十二路跨涑河桥梁工程。一进
入工地，他感觉自己像是一块缺
水的海绵进入了大海，需要汲取
的知识太多了！桩基灌注前的泥
浆稠度、含砂率如何检测、承台
钢筋的绑扎间距、墩身的垂直度

如何效验、混凝土分层浇筑的厚
度、支座安装的高程、坐标控
制，预应力管道布设、张拉应力
和伸长量的控制等等。图纸规范
是他的老师、年长的施工员是他
的老师、监理是他的老师、工人
师傅也是他的老师。除了每天抱
着图纸去完成自己的高程放样
外，朱文杰还会去各个施工面学
习、翻看图纸，一定要弄清楚图
纸上的东西，是如何实施出来
的。

桥梁工程对高程和坐标的要
求明显精细，每天下班回到宿
舍，朱文杰都会把当天的高程和
坐标再重算一遍，把第二天可能
会用到的数据提前算好、备用。
2010 年 9 月，临西十二路跨涑河
桥工程竣工，朱文杰负责的高程
和坐标放样没有出现一次错误，
该工程 2011 年被评为“山东省市
政金杯示范工程”。

(下转三版)

年 轻 就 要 拼 搏
——— 记2015 年度十佳员工朱文杰

市政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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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万象更新。
2 月 27 日，沂南县夏庄至
竹泉道路工程正式开工。

2 月 23 日，公司中
标沂南县夏庄至竹泉道路
工程二标段，全长 3.945
公里，工程造价约 3200
万元，计划工期 90 日历
天。主要工程为路基土石
方、路面结构层、小型结
构物和其他附属工程。接
到中标通知后，负责施工
的六公司立即组织人员进
场查勘现场、建设项目部
驻地、进行前期测量等准
备工作，之后施工队、机
械等陆续进场， 27 日正
式开工。

作为沂南县 2016 年

的“一号工程”，该工程
要求 5 月 1 日前实现通
车，工期紧、任务重。项
目全体人员干劲十足，充
满斗志，决心全力以赴，

拼搏两个月，保质保量完
成任务，打响新年第一
仗，为公司在沂南市场的
良好形象继续增光添彩！

六公司 韩继富

沂南县夏庄至竹泉道路工程开工

六公司打响新年第一仗

新春伊始，公司经营
工作捷报频传，先后中标 3
个项目 5 个施工标段，分别
为临沂机场片区排水方涵
施工项目一、二标段，沂
南县夏庄至竹泉道路施工
二标段，临沂市兰山区义
堂镇二支渠整治项目一、二
标段，累计中标额 7406 . 92
万元，迎来了新一年的开
门红。

做好经营开局工作，
是全年工作的重头戏。
2016 年是经营工作攻坚克
难的一年，在中央进一步
简政放权的新政策下，建
筑业市场将消除市场壁
垒，全面打开，招标投标
逐步正规化，竞争日渐激
烈。在新的市场环境中，经
营工作由简入繁，面临新的
巨大挑战。经营战线全体家

人不断拓展思维，迎难而
上，合理分配既有资源，
分公司经营专员长期驻守
经营公司，强化内功，不
断拼搏，牢固树立“每一次
投标都是打一场必胜的硬
仗”的思想，以“四个凡是”
为行动准则，努力使经营工
作迈上一个新台阶，争取
全年经营工作的胜利。

经营公司 李源泉

公司经营工作喜迎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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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就要拼，团队不养懒
人”

2010 年底，踏实能干的朱文
杰被提拔为施工队长，并参加了
临沂市第一座全互通式立交桥--
双岭路立交桥的施工。

双岭路立交桥作为我市对外
联系和城市外环路的重要交通枢
纽，是临沂市西北角重要的交通
节点。整个立交桥工程设计为
“全苜蓿叶形”，以双岭路为主
线地面道路，西外环上跨双岭
路，为立交第二层，西外环主线
桥长 393 . 5 米，主线桥标准桥宽
为 25 米，双向六车道布置，桥梁
全宽 35 米，是我市设计标准最
高、建设规模最大的城市互通立
交桥。

当时，朱文杰负责双岭路以
北区域的施工，而北侧的桥梁工
程占全部桥梁工程量的 2/3 。当
上施工队长，技术、施工、协
调，繁杂的事务纷至沓来。这边
立柱报验完钢筋，那边承台等着
混凝土浇筑，这边箱梁高程放
线，那边需要支座安装，这边箱
梁浇筑那边护栏报验模板。朱文
杰谨记 “年轻就该拼，团队不
养懒人”这句话。除了中午吃饭
回项目部，他整天抱着图纸穿梭
在工地上，每天脑子里的有一根
弦都紧紧绷着。

施工期间，朱文杰通过提前
看图纸发现其中 PM7-PM9 两端
横梁处的预应力张拉槽口过于靠
近横梁，如果按图施工那么两个
横梁的主筋将会被全部割断。他及
时汇报并联系到设计方，设计承认
图纸槽口过于偏向两端，为保证
横梁整体性将槽口重新设计，避
免了工程可能造成的损失。

2011 年 9 月，双岭路立交桥

通车，这一年半的施工让朱文杰
有了很大的历练和提高，施工技
术是他的强项，组织协调也能轻
松应对了。

顶住压力，勇挑重担，无怨
无悔

2013 年 8 月 15 日，备受各界
关注的金雀山路立交桥开工，朱
文杰被任命为项目经理。金雀山
路立交桥位于金雀山路大桥与滨
河路交汇处，是我市极其重要的
交通干道。工程的最大特点就是
地理位置重要、领导关注度高、
交通组织复杂，施工面临巨大压
力。

工程开工的那天起，他就感
受到了沉甸甸的担子，原来作为
一名独立的项目经理，工程的方
方面面、项目的点点滴滴都要考

虑周全，要管理起一个让领导满
意的项目是多么的不容易。

工程分三个阶段组织，下穿
地道、金雀山路桥东西方向、右
转匝道桥梁，造价 3760 万元。进
场后他首先研究清单和图纸，对
现场的交通组织和施工顺序做了
详细的计划，由于措施费包干，
通过优化便道方案一项就节省了
成本，为整个工程打下了良好基
础。

作为一名项目经理，要考虑
工程的各个方面，而金雀山路立
交桥的工程进度是业主和广大市
民最为关注的事。工程开工以
来，根据工期安排，原计划 2014
年元旦金雀山路东西方向通车。
为了保证原定的时间，通过分析
当时气温条件，项目部决定购买
锅炉蒸汽养护伸缩缝混凝土，保
证质量，保证按期通车。为减轻

滨河路解放路立交桥的通行压
力，方便市民出行，朱文杰带领
项目人员争分夺秒、加班加点，
通过技术方案的分析、施工措施
的保证，最终比原计划提前 7 天
恢复通行。

金雀山路东西方向通车后，
按照要求， 2014 年 5 月 1 日匝道
桥通车。项目部罗列完施工内
容，发现按工期根本不可能。朱
文杰立即找来劳务队，把剩余内
容一项项罗列、一天天安排，最
终决定 24 小时两班倒，人员机械
全部满负荷运转，只有这样才能
在 5 月 1 日完成。新一轮的鏖战
开始了， 3 台吊车 11 台电焊机 4
台装载机轰鸣不停，人员一刻不
休，因为他很清楚只要有一丝的
松懈，这个目标就完不成。虽然
工期极其紧张，但对于工程质量
朱文杰丝毫没敢松懈，关键工序

施工时他从没离开过工地一步，
整整两个月吃住在工地。 2014 年
5 月 1 日，经过全体人员的艰苦
鏖战，金雀山路匝道桥胜利通
车，工程还先后被评为“山东省
安全文明工地”、“沂蒙杯示范
工程”，给各级领导、业主单
位、广大市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
答卷。

2014 年 10 月，朱文杰来到
温泉路(一标段)工程担任项目经
理。温泉路项目南北范围长 1570
米，东西范围长 950 米，总造价
约 1 . 2 亿元。其中包括温泉路地
道桥、三和东街跨线桥、李公河
东西支小桥、排水明渠、排水箱
涵、电力方涵、雨污水管道和道
路工程等 10 余个分部工程。交通
组织、深基坑降水、施工面交叉
对他提出了更高的施工组织要
求。

“进度不能落后于其他标
段，质量目标是中国市政金杯”
这是公司对温泉路项目的要求。
截至目前，温泉路完成的箱梁外
观质量、挡土墙外观质量、防撞
护栏的外观质量在公司质量联检
中多次受到表扬。在进行地道桥
施工的时候，他请教了多位公司
领导和水利专家，开挖方案通过
多次对比，选择了井点真空降水
和放坡开挖的组合模式，大大降
低了成本。在工期方面，温泉路
地道桥、跨线桥分别比其他标段
早通车40 天、 60 天。

“年轻就要拼”，短短几年
时间，朱文杰从一名刚刚毕业的
学生，一步一步成长为施工员、
施工队长、项目经理、分公司副
经理，回首过去的苦辣酸甜他无
怨无悔，今后，他将继续脚踏实
地，埋头苦干，为公司发展贡献
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2 月 26 日，公司在二楼会议室
举行了第一期读书沙龙活动。有关
部室、生产单位读书爱好者 19 人参
加。

本期分享了《为什么幸运的人
总幸运，倒霉的人老倒霉》读书体
会。作者斯宾塞·约翰逊，其代表作
品《谁动了我的奶酪》、《一分钟
经理》。斯宾塞教授在这本书中总
结了一套非常简单实用的“幸运选
择法”，核心的是 Yes/No 的选择
系统。成功人士与失败者的差别在
哪里？并不光是努力工作的程度或
够不够聪明，还在于一个人是否
“会”选择。要不断作出更好的决
定，既要保持头脑的冷静(问自己一
个实际问题：是不是正在满足自己
真正的需要，告诉自己所有可以选
择的方法，并对事情深思熟虑)，又
要保持内心的热情(问自己一个私人
问题：作这个决定对自己是不是诚
实，有没有相信我的直觉，是不是
还应该得到更好的)。

该活动的目的是营造读书氛
围，在阅读中开阔视野，增长知
识，学以致用，帮助解决工作生活
中遇到的问题；通过搭建交流平
台，共同学习，更新观念，促进工
作创新，创建学习型单位。主题是

“阅读·分享·快乐”，通过读书分
享活动，培养爱读书、乐分享的习
惯，在阅读中寻找价值，实现快乐
工作、品味生活。

作为创建学习型单位的形式之
一，该活动定于每月第四个星期五
下午举行。现已开通“一起悦读”
微信群，已有近70 名同事加入。

办公室 姜璐琪

公司举行第一期读书沙龙
避免在片面的事实基础上，

作出片面的决定。
要不断作出更好的决定，
既要保持头脑的冷静，
又要保持内心的热情。

我运用头脑
问自己一个实际的问题

而且，
我询问我的内心

对自己提出一个私人的问题。
然后，我要倾听自己和其他人的回答，
并以此为基础作出更好的决定。

我运用头脑
问自己一个实际的问题

我是不是正在满足自己真正的需要，
告诉自己所有可以选择的方法

并对事情深思熟虑？
□是 □否

这个决定是我想要的，还是我需要的？我需
要获得什么信息？我有没有创造出新的选择？如
果我做了某件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然后呢？

我询问我的内心，
对自己提出一个私人问题：

我作这个决定对自己是不是诚实，
有没有相信我的直觉，

我是不是还应该得到更好的？
□是 □否

我是不是在对自己说实话？我觉得这样做对
吗？如果我无所畏惧，我会怎样做？

如果答案是“是”，我就照这个决定去做。
如果答案是“否”，我必须重新考虑。

我更好的决定是什么？

“是”或“否”思维导图

作出更好的决定

温泉路(三和东街)跨线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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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
看近却无”。初春的小雨降温让
人们把刚刚脱下的厚重棉衣又重
新穿上，尽管倒春寒的威力不
小，可是仍然阻挡不了大地复
苏，万物回春。

正月里来是新春，树梢上、
屋檐下还挂着冰棱儿，可冰棱尖
儿上融化的水滴昭示了春天的到

来。去户外吧！去田野里，去山
涧中，去小河边吸一口新鲜的空
气，春风拂面，忽而从那一堆枯
黄的颜色中发现一抹淡淡的绿
色：哦，春天来了！想起朱自清
的《春》：盼望着，盼望着，东
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生
命孕育的季节，田野里，丛林

中，到处都是出入成双的小动
物，它们在孕育生命，在计划着
自己的将来。在这风和日丽、阳
光明媚的早春季节，我也整装待
发，跟从春天的脚步，做好规
划，行动起来，加油！送给春天
出发的自己！

二公司 代英鑫

出发到春天去

寒冷的冬季，人们行色匆
匆。这个季节没有鸟语花香，没
有绿荫成林，只有赤裸的树枝、
散落一地的枯叶，随着阵阵冬风
来回翻滚。

然而行驶在公路，你会和我
一样惊叹：那个原本黄土笼罩的
阴霾田野，不知何时，已悄悄披
上了青绿的麦叶，让这个沉寂的
冬天充满了无限生机，充满了无
限希望。

如果说，人有初生牛犊不怕
虎之气势，那么青麦就有萌生不
畏寒的勇气。在麦子的“童年”
记忆里也许只有寒冷与冰雪，但
它还是在坚强的生长着。也许是
为了在春暖花开的季节自由地舒
展，也许是为了金秋时节的收
获……小小的麦子却蕴藏着让人
钦佩的力量，这是大自然的奇
迹。

再看麦的青，这是一种颜

色，也是一种意志。一种区别与
春、夏、秋的标志。这种标志不
会因深冬的严寒而褪色，也不会
因冰雪的覆盖而气馁，因为麦的
心中有一个信念，它们会怀揣这

种信念，去等待春天的来临。没
有艳丽的颜色，也没有迷人的花
香，但终有一天会成长为灿烂的
金色。

路面公司 苏大伟

麦 青

春节伴随着鞭炮声悄然远
去，春天在万物复苏中来了。
经过春节假期的休息和调整，
有的人已经精神倍增准备开始
新的一年的奋斗打拼，有的人
可能还沉浸在节日的余韵中，
精神状态不佳。

事实上，春节期间很多市
政家人仍然坚守工作岗位，确
保节日期间生产、施工不受影
响，忙碌的身影一刻未停。我
们应该以他们为榜样，在度过
春节长假后，尽快收拾心情，
全身心投入工作，让节日里蓄
积的能量充分发挥到工作中，
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一年的挑

战。
常言道，“一年之计在于

春”。在这万物竞发的大好春
光里，我们每个员工都应该开
好头、起好步，将年前工作与
年后工作有机衔接起来，尽早
启动、及早推进、赶早努力，
使工作呈现出新的气象，使全
年工作再上一个台阶。

新年已过，让我们用榜样
收心、用责任收心、用务实收
心，耕种好春的希望，争取一
个良好的开局，为公司新一年
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公司 庞广站

用责任收心

转眼间，满载着祝福与欢笑
的春节过了。下班回家的路上，空
中飘起了细碎的雪花，雪地上，风
吹着金黄的落叶旋转前行，像一
群你追我赶欢快玩耍的孩子，看
着这样的情景，我不禁又想起了
远在东北的故乡--黑龙江。

故乡的冬天虽然没有五彩缤
纷颜色，却有蔚蓝的天空、洁白
的雪地和温暖的阳光，放眼望
去，每个角度都是美轮美奂的景
色。冬天的黑龙江，有一种独特
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眼球。远
远望去，黑龙江像一条雪白纯洁
的丝绸，蜿蜒盘旋在黑土地上，
好似龙在飞舞。清晨，寒气凝成

的薄雾笼罩在江面上，蔓延到江
边的村落中，袅袅的炊烟混入雾
中，屋舍若隐若现，宛如仙境；
正午，阳光照耀着冰面，使冰面
上的雪闪着七彩的光，格外迷
人；傍晚，夕阳夕下，霞光泛
起，江面上的雪白里透红，朦朦
胧胧，不禁让人沉醉。这样的美
景虽然已成过去，我却永远也不
会忘怀。

这个冬天的大范围降温，故
乡也遭遇了罕见的低温零下
32℃。热水泼撒向空中，直接速
冻成冰晶。可即便这样冷，人们
也不会把自己藏在屋里，仍会把
身体裹上一层又一层衣物，像个

大粽子一样，在街上走着，笑
着；还有好多外地游客不远万里
到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游玩，那
里的冰雪动漫、冰雪演出、冰上
杂技和冰雕展览，磁场般吸引着
世界各地的人，被誉为“冰雪迪
士尼乐园”。

此时此刻，我在临沂，这里
有大美的沂蒙山，蜿蜒的沂河
水，更有热情似火的临沂人。有
公司这个施展拳脚的平台，还有
故乡做我坚实的后盾，我会更加
努力工作，为市政、为临沂、为
中国这个大家庭贡献出自己的一
份力量。

辰坤置业 徐云凤

瑞雪映景 清晨，欣赏火红的的太阳
照耀大地已经成为一种奢侈的
享受。走出家门，整个城市被
一片白色笼罩，周围原本美丽
的景色也变得模糊不清。不要
以为来到了蓬莱仙境，其实是
置身被雾霾笼罩的琅琊腹地。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
牵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的
脸”。一出门发现外面灰蒙蒙
的一片，就像走进了一个没有
四季，没有颜色，只有白色陪
伴的世界一样。走在马路上，
五米之外都看不见人，呛人的
空气弥漫的四周，这个世界，
仿佛万物都没有了生机。

雾霾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许
多不便，引起交通堵塞，带来
各种疾病。以前只有白衣天使

才会佩戴的口罩，如今已成为
家庭必备。已经不记得从何时
开始，打开手机，第一时间首
先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
PM2 . 5 已经成为每个人津津
乐道的话题，成为大家心中关
注的焦点，而最近几次的“爆
表”更让人忧心忡忡。

雾霾不是杀手，它只是一
把利剑，而握着剑柄的其实是
人类自己。只有人类尊重大自
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才能
既保护自然环境，又保护自己
的生存环境。让我们行动起
来，从自我做起，阻止雾霾天
气的发生，找回蓝天、碧水、
绿地、新鲜的空气，找回我们
美丽的临沂。

二公司 刘 金

霾中感想

清晨，餐桌上的两束百合
已盛开，露出几个细小的花蕊
顶着鹅黄的花粉，散发着淡淡
的清香。外面已是冰天雪地，
身处温室的百合自然不觉寒
意，她们用生命展示着美，短
短的一生，即便寒冬还在傲立
绽放。其实，鲜花绿草、朝阳
落日、雨露风雪，有心哪都是
风景，有情哪都会美好。

一点平淡，几处闲情。脚
踩在这片被雪覆盖的故土，听
着雪花飘落窸窣的声响，看着
旁边树干承受不了雪的积压而
耷拉下去的落寞，身后留下一
串不知是谁的脚印，走在雪
上，每踩下一脚都能发出清脆
又沉闷的声响，像是一不小心
踩碎了它的脊柱；阳光洒在雪

面，尽显了雪的晶莹，此刻才
感受到阳光无与伦比的温暖。

都说文字是苍白的，无法
描绘眼前的景，不能写尽自己
的情，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
的真切。就像这北国的雪，虽
然已经停了，而心里却一直在
下雪，堆砌着难以言说的感
受，又像梦一场，徒留自己去
回味。一阵风在耳边耳语，打
个回旋又吹往另一个方向，带
来另一种温暖的问候。

景依旧，情还在，趁阳光
正好，趁微风不噪，趁繁花还
未开至靡荼，趁这雪还意犹未
尽，该拿起身边的吉他，弹奏
属于自己的冬季恋歌。

路面公司 高 硕

雪的随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