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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张术平视察北京东路、滨河过街通道工程

9 月 23 日，由我公司承
建的采用 PPP 模式投资的北
京东路改造工程正式开工。截
至 10 月 6 日，雨污水管道、
下穿通道开挖、桥梁便道和桩
基施工等全面推进，累计开辟
工作面30 余个。

该工程是迄今公司承建的
最大单体项目，衔接长深高速
与主城区，建成后将成为连结
兰山区、河东区、莒南西部片
区的快速通道，并形成立体的
交通网络，是城市对外交通联
系的重要通道。项目建设可带
动乡镇城市化进程，体现城市
历史文化底蕴，展现城市良好
精神风貌。

北京东路改造工程西起温
泉路北京路立交，东至长深高
速入口，途经工业园区、九
曲、相公、汤河、郑旺等5 个
镇街园区，涉及 19 个社区，

总长约 17 公里，计划投资
19 . 6 亿元。按城市快捷路标
准设计，该工程红线宽 65
米，主路双向8 车道，设计时
速 80 公里，辅路设计双向 4
车道，设计时速 40 公里。主
辅路之间设置绿化隔离带，外

侧设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工
程内容包括道路、桥梁、雨
水、污水、路灯、交通设施绿
化及其他附属工程等，沿线共
设置大型互通立交 2 处(东中
环立交、东外环跨线桥)， 8
处跨河桥梁加宽改造， 19 处

南北向下穿通道(大型通道 7
处，小型通道 11 处，人行通
道1 处)。

国庆节期间，北京东路工
程参建人员坚守岗位，加班加
点抢进度，全力推进工程进
展。目前，工程正在积极推进
雨污水管道、下穿通道开挖、
桥梁便道和桩基施工，全线累
计开辟工作面 30 余个。截至
10 月 6 日，东外环跨线桥完
成桩基勘测和大部分便道硬化
工作，程子河桥完成桩基布置
和水准点布设工作，东中环立
交桥完成桩基勘测、便道清
表，正在进行桩基施工；全线
20 道下穿通道已经开工 11
道；雨污水管道施工进展迅
速，已累计完成沟槽开挖
4400 余米，安装2219 米。

项目公司 徐金平

公司中标承建北京东路改造工程

9 月 21 日上午，市委副
书记、市长张术平，副市长
马崑、边峰，市政府副秘书
长解曙光，市住建局局长张
卫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到我

公司承建的康和路滨河过街
通道、北京东路改造工程项
目现场视察。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庞玉坤陪同。

在工程现场，张市长听

取了工程有关情况汇报，详
细了解工程规划建设情况、施
工进度等具体问题和存在的
困难。他指出，重点工程建设
事关临沂长远发展大局，要紧

紧抓住当前施工的“黄金季
节”，千方百计破解瓶颈制约，
倒排工期、加快推进，确保
按期完成建设任务。

办公室 徐 震

10 月 9 日，重阳节当天，公司邀请离
退休老干部、老职工们欢聚一堂，共贺佳
节、共叙情谊，充分表达了公司对退休老
同志的深切关怀。公司领导班子、 50 余名
老同志出席茶话会。

茶话会上，董事长庞玉坤向老同志们
表示节日的祝福，分享了公司今年取得的
可喜业绩，并对近阶段各项工作进展和公
司发展前景进行介绍。他强调，临沂市政
每一步的发展，都凝聚着各位老前辈们的
心血和汗水，要把尊老敬老的传统永远的
延续下去，更要把老一辈留下的市政精神
和打拼下的坚实基业发扬光大。

人生最美桑榆晚，最是夕阳红满天。
公司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向老同志们送上了
礼物和祝福，重阳节茶话会及会餐活动在
一片祥和欢乐中圆满结束。

人力资源部 周 静

公司举行重阳节茶话会

9 月 20 日，公司召开“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暨当前党建重点工作推进会。公司
党委副书记沙攀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公司
属各支部分管负责人、党务工作者 20 余人
参加了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局党委有关会议精
神，对前期公司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党建档案检查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
了总结反馈，并就公司当前党建重点工作
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各支部要确保当前开展的
各项工作取得实际成效，对督导中发现的
问题及时整改；针对年度党建重要工作，
要制定具体活动方案，采取有效措施，推
进工作有序开展，不断提升基层党建工作
水平。

办公室 姜璐琪

公司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暨当前党建重点工作推进会

临沂市北京东路(S342 省道)改造工程总平面图

9 月 14 日、 15 日，公司工会主席王
金诗带队到部分在建项目、工地，看望慰
问一线施工人员，为大家送去节日祝福。

中秋节日期间，公司各在建项目、工地
仍在紧锣密鼓地施工，广大施工人员放弃休
息战斗在一线。在西安路祊河桥、南京东路、
王庄路、东风东关片区、康和路滨河过街通
道等在建工地现场，王金诗听取了各项目
施工情况汇报，并与项目员工亲切交谈，
嘱咐大家节日期间一定要注意安全，切实
做到安全、施工两不误。同时希望大家再
接再厉，克服困难，出色地完成工程建设
任务，为公司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工会 马 莉

公司领导中秋慰问一线施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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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为顺利完成全年施工任
务和目标，六公司充分利用秋季施
工黄金季节，组织开展了为期一百
天的施工大干竞赛活动。

自“大干一百天”活动开展以
来，各施工项目现场机器轰鸣，一
派繁忙景象。东关片区管道施工安
装平顺、回填密实，青石板铺装美
观实用。中环项目部认真研究施工
计划，争分夺秒加快施工。沂南项
目部根据剩余工程量，召开计划制
定专题会议，明确计划，责任到
人。

国庆节期间，现场人员依然坚
守工地，加快工程推进。截至目
前，东关片区完成海绵城市基础施
工 3000 平方，电力管道安装 3800
米，电力井室浇筑 4 个，路沿石安
装 1000 米，桥系梁浇筑 4 个。中
环北线完成路基整理成型 1500
米，电力方涵完成 550 米。沂南正
阳路已完成雨水管道 1920 米，污
水管道 1920 米，排水方涵 2 座，
过路管涵 1 道，完成主路基层水稳
摊铺 960 米，慢车道水稳摊铺 1920
米，路缘石安装1560 米。

六公司 任桂颖

国庆前夕，为庆祝伟大祖国 67 周
年华诞，重温红色经典，传承革命精
神，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9 月 28
日至 29 日，公司举办了“中国梦·市
政情”红色诗歌朗诵比赛。董事长、
总经理庞玉坤，党委副书记、副总经
理沙攀峰，副总经理刘彤出席朗诵比
赛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本次朗诵比赛以“中国梦·市政
情”为主题，
通 过 诗 歌 朗
诵，讴歌建国
67 年来取得的
辉煌成就，歌
颂党、歌颂祖
国、歌颂临沂
市政成长发展
成就。比赛共
有 26 组选手报
名参赛，设预
赛 、 决 赛 两
场。通过紧张
激烈的比赛，
最终，人力资
源部宋莹莹荣
获一等奖，绩
效办陈辰等 5

组选手荣获二等奖，经营公司穆丽等
8 名选手荣获三等奖。
比赛中，各选手从不同的角度抒发了
市政人对党热爱、对祖国热爱、对企
业热爱、对工作热爱的壮志豪情，展
现市政人了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风
貌，积聚正能量，弘扬主旋律，展望
中国梦、市政梦。

工会 马 莉

六公司开展“大干一百天”活动
“中国梦·市政情”

红色诗歌朗诵比赛圆满举行

工程建设

国庆节假期，西安路祊

河桥施工现场各参建单位人
员坚守岗位，抢抓工期，用辛
勤劳动来为祖国庆生。目前，
主桥已具备通车条件，功能照
明及景观亮化已开工，预计
通车前完成整体亮灯。

在大桥工地现场， 200
多名施工人员、 20 多台机械
不间歇作业，一片热火朝天
的景象。为早日完成主桥主
塔的涂装，施工人员每天早
上 7 点乘吊篮开工，连续高
空作业 12 小时，一日三餐都
在主塔上。在滨河西路，经
过 10 小时的混凝土连续浇
筑，挡土墙施工提前 3 天完
成，引桥 880 米防撞护栏在
节假日期间全部完成。

经过 7 天的努力，西安
路祊河桥已完成工程造价 4

亿元。主桥施工已完成 98%，
其中钢塔柱外漆涂饰完成
90%，铺装层、混凝土护栏基
座、机动车道伸缩缝安装全部
完成，目前正在进行人行道
板施工。引桥钢护栏安装完成
95% ，铺装层箱梁施工、轻

质混凝土施工、防撞护栏安
装全部完成。道路路基施工已
完成 9 3 % ，沥青面层完成
8 0 % ，道路水稳施工完成
90%，路沿石安装完成70% 。

一公司 侯玉娇

国庆假期尚未结束，桃源街、
安居街滨河路过街通道已完成主体
施工，分别于 10 月 4 日、 7 日恢复
通行，给假期外出刚刚返回临沂市
民一个惊喜。

自 9 月 30 日晚桃源街封闭道路
至 10 月 7 日中午安居街放行通车，
共用时 7 天。施工人员放弃节假日
休息，连续七天七夜奋战在工地。
特别是期间连续两天的降雨，项目
部为尽快恢复通行、降低交通影
响，冒雨坚守工地，保质高效完成
了施工任务。

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再次展
现了敢打敢拼、训练有素的过硬本
领。从破碎、开挖、垫层和底板浇
筑、防水层施工、预制箱涵吊装、
回填，到路面铣刨、面层摊铺，一
气呵成，工序间的准备工作和前后
顺畅衔接使整体施工保持了超高效
率。经统计，两个通道共开挖外运
土方达 6500 立方，仅运输车辆投入
达63 辆。

过街通道工程建设备受市民关
注，施工带来的短暂不便得到了市

民的谅解和支持。周边有夜晚散步
的市民向施工人员打听何时完工，
听到“三天就能通车”的答复，纷
纷表示施工速度如此之快简直不可
思议。对于通道施工所采用的新型
施工工艺，市民充满了好奇，有观
看箱涵组装和防水层施工的市民表
示“活儿干得真细，这个用起来放
心”。

三公司 亓树存

连续奋战七天七夜

桃源街、安居街过街通道主体完工并恢复通车

西安路祊河大桥主桥具备通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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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西安路祊河桥主桥
采用独塔混合梁斜拉桥，主桥
跨径 110m ，混凝土箱梁梁高
3 . 5 ～ 6 . 5m ，预应力钢筋混凝
土箱梁由纵向、横向和竖向形
成三向预应力体系。竖向预应
力钢束分布在腹板、横梁和拉
索锚固区，锚具采用可复拉的
低回缩群锚体系，钢束采用Φ
s15 . 2 高强度低松弛钢绞线。全
桥竖向预应力共分为Φ s15 . 2-
3 、Φ s15 . 2-5 和Φ s15 . 2-7
三种规格。竖向钢绞线预应力
具有长度短，数量多，压浆通
道容易堵塞不容易压浆，钢绞
线竖向布置容易遭到损伤，二
次张拉施工复杂等一系列问
题。

为了确保低回缩钢绞线竖
向预应力这一新型锚固体系永
存应力稳定可靠，孔道压浆密

实饱满，西安路祊河桥项目部
在充分研究 OVM 低回缩钢绞线
竖向预应力施工原理的基础
上，积极结合祊河桥主桥施工
现场情况，不断改进施工工
艺，总结了一套施工规范、快
速、高效的低回缩钢绞线竖向
预应力工程施工工艺。

一、预应力系统整体预制

竖向预应力管道采用壁厚为
2.5mm 无缝钢管，具有一定的支
撑作用，加之竖向预应力长度短
数量多，因此，钢绞线安装 P 锚
挤压套后即可安装锚板套入无缝
钢管内形成“钢绞线-管道”整
体。鉴于此竖向预应力可以在后
场平整场地内，批量施工备用场
需要施工时时快速运输到现场安
装。与普通钢绞线施工不同竖向

低回缩钢绞线 P 锚施工时，注意
压板和螺栓安装牢固，防止后期
钢绞线滑落。钢筋施工完毕后预
制的钢绞线-管道整体放入腹板内
指定位置，焊接定位。

二、P 端压浆管道施工

低回缩钢绞线竖向预应力压
浆从孔道下方 P 端压入，上方张
拉端排出。 P 端通常的施工方法
是将压浆用管道从管道下方开口
处穿入管道，这种施工方法有很
大的弊端，压浆管道容易受挤压
堵塞，后期无法压浆。

为了增加低回缩钢绞线竖向
预应力的压浆密实性，现场施工
时采用在管道上开孔焊接压浆用
接头的方式，外接大直径钢丝软
管作为其 P 端压浆通道。现场使
用这一组合压浆效果良好。

三、张拉端钢绞线及压浆通
道保护施工

张拉端施工首先要做到三封
闭，钢绞线与钢管之间封闭，锚
垫板上冒浆孔封闭，锚垫板外锚
槽盒封闭。锚垫板与钢管相对位
置需准确定位。现场根据锚垫
板、冒浆孔、钢管与混凝土顶面
相对高度位置，计算出钢管顶的
实际高度，从钢管顶下退 2cm 焊
接一支撑钢筋，使锚垫板落在支
撑钢筋上保证钢管不堵塞冒浆
孔、锚垫板相对混凝土面标高准
确。最后固定好锚槽盒后截取
80cm 长波纹管套在外露钢绞线上
保护钢绞线免受混凝土污染。

四、预应力二次张拉施工

第一次张拉施工按常规钢绞

线夹片锚固施工方法施工，第二
次张拉应在第一次张拉后 48 小时
内张拉。第一次张拉为 0 → 0 . 1
σ con → 1 . 0 5 σ con →持荷
5min →拧紧螺母；第二次张拉为
0 → 1 σ con →持荷 5min →拧紧
支承螺母→放张。第二次张拉前
应清理干净张拉槽口内杂物，安
装张拉用连接套和张拉用连接
杆，在连接杆外放置张拉用撑
脚。第二次张拉时千斤顶张拉连
接杆上的张拉螺母，将支撑螺母
及锚板拉开6mm 左右的间隙，拧
紧支撑螺母使支撑螺母与锚垫板
之间紧贴无间隙，然后放张千斤
顶。由于竖向预应力槽口在桥面
上且既深又小，当低回缩钢绞线
竖向预应力张拉压浆完成后，及
时进行封锚施工，防止锚固系统
锈蚀。

一公司 谢 斌

低回缩钢绞线竖向预应力施工方法研究

技术交流

“中秋”小长假、国庆黄金
周，当大多数正在享受悠闲的假
期时，公司在建项目人员放弃与
家人团聚的机会，坚守岗位，为
工程建设保安全、抓质量、赶进
度。在北京东路改造工程、西安
路祊河桥、外环东路、中环北
线、临港涛坪线等工地现场仍是
一派热火朝天场面。各岗位人员
正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加班加
点，确保工程正常推进。

北京东路改造工程全线开花
抢进度

节日期间，北京东路改造工
程建设者们加班加点抢进度，工
程现已全面进入施工状态。截至
目前，工程正在积极推进雨污水
管道、下穿通道开挖、桥梁便道
和桩基施工，全线累计开辟工作
面 30 余个，东外环跨线桥完成桩
基勘测和大部分便道硬化工作；

程子河桥完成装机布置和水准点
布设工作；东中环立交桥完成桩
基勘测、便道清表，正在进行桩
基施工；全线 20 个下穿通道已经
开工 11 道，雨污水管道施工进展
迅速，已累计完成沟槽开挖 4400
米，安装 2219 米。

西安路祊河大桥主桥具备通
车条件

假日期间，西安路祊河桥施
工现场各参建单位负责人、施工
管理人员和全体施工劳务人员放
弃休息，坚守岗位，工程各项工
作稳步有序推进，主桥具备通车
条件。

截至目前，西安路祊河桥主
桥施工已完成工程总量的 98% ，
其中钢塔柱外漆涂饰完成工程总
量的 90% ，铺装层已全部完成，
混凝土护栏基座施工已全部完成，
机动车道伸缩缝安装已全部完成，

目前正在进行人行道板施工。

涛坪线进入最后冲刺施工阶段

S341 涛坪线西延工程已进入
最后冲刺阶段，各项施工正在有
序进行中。

截至目前，路基工程已完成
工程总量的 93 . 3% ；水泥稳定碎
石基层完成工程总量的 92 .7% ；
水泥混凝土面层完成工程总量的
84 . 3% ；路缘石完成工程总量的
92 . 7% ；标志标线完成工程总量
的82.9% 。

外环东路一标工程顺利完成
主道摊铺

9 月 19 日，外环东路一标
工程顺利完成 K9+500-K12+
500 的沥青摊铺。外环东路一标
工程原路面路加罩沥青面层工
程量面约 78000 平方，需对老

路面进行铣刨找补。 8 月 3 0
日，随着铣刨机的轰鸣声，铣
刨工作正式展开。 9 月 8 日，
经过几天的紧张施工，已完成
铣刨任务，为后续施工奠定了
基础。 9 月 16 日沥青砼开始摊
铺，该结构层由 4 ㎝厚 AC-13
改性沥青和乳化沥青粘层组
成。施工人员以高标准严要求
的紧张施工，在保证施工质量
的同时加快施工进度。 19 日，
顺利完成沥青摊铺。

中环北线道路工程稳步推进

截至目前，中环北线雨污水
管线敷设完成 21000 米，完成工
程总量的 67% ，路基换填累计完
成 56 0 0 米，完成工程总量的
72% ，水泥稳定碎石摊铺 2600
米，完成工程总量的 33% ，底层
沥青铺筑完成 2000 米，完成工程
总量的 28% ，电缆隧道浇筑完成
4200 米，完成工程总量的53% 。

办公室 徐 震

致敬假期坚守岗位的建设者

市政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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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辉中程子河桩基定位中环北线施工现场 北京东路东中环桩基施工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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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可见千尺蒙山向天问，金峰叠起藴灵秀？
君可见万里沂河穿城过，银龙盘蜒向海流？
数叠好峰青列戟，几层晴嶂碧连空。
巍峨低视淮阴小，突兀高连泰岳崇。
涓涓流水下东蒙，淮泗同沾造化功。
参差楼阁崇云外，南北帆樯一镜中。
两岸晴沙芳草路，春明常侍舞雩风。
杨柳烟深波带绿，桃花气暖浪初红。
夜半银蟾印碧流，澄澄波底一轮秋。
分明水府开金镜，仿佛天河浸斗牛。
神龟流连忘东海，丹凤齐鸣捧金缶。
自古琅琊多圣贤，独领风骚堪王侯。
曾荀解儒各有见，蒙诸用兵自成畴。
二王洗笔兰亭就，鲁公抖墨舞恢弘。
红嫂舍身，抗日一门英烈；
淮海鏖战，中东二野纵横。
问英灵安在？
后生可记：
当年壮烈，那日从容？
改革既兴，兴振兴蓬勃之路；
胸怀再开，开现代物流之都。
凭栏望，
齐纨鲁缟，宝马雕车。
九县道路无豺虎，亭台楼榭十二重。
惊兮！羡兮！
旧城貌，换新容；不可没，市政功。
百里水乡跃飞虹，三河汇聚一隧通。
沂河两岸，双蛟竞彩，架城市之脉动；
祊河之上，四龙齐飞，现鲁班之天工。
城中立交，花开朵朵。遍地芳艳映苍穹；
地下管网，四通八达，处处顺畅水脉通。
过街通道，两天三夜显市政速度；
百万沥青，一月铺就筑铁军雄风。
三军上下齐用命，八百雄师震沂蒙。
有良才在内，
三尺斗室为营，方寸纸笔为剑。
殚竭萧张之智，尽逞管乐之能。
玉帐谈兵，运筹千里。短谋长策竞驰骋。
有精兵在外，
着金甲，顶红盔，面如韧铁，身似疾风。
劈山为路，铮铮铁骨撼西楚；
填河做桥，炯炯神威慑温侯。
从前沂城，或迷、或噪、或淤、或塞、或堵、或拥；
而今不迷、不噪、不淤、不塞、不堵、不拥，皆吾儿郎勇猛！
沧海桑田，
旧功绩过眼云烟，初心不改，一身浩然气正；
新鸿图看吾儿郎，钢筋铁骨，百年基业鹏程！

绩效办 陈 辰

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
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
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的风力飞
扬，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
光。如果有来生，要做一只飞
鸟，飞越永恒，没有迷途的苦
恼。东方有火红的希望，南方有
温暖的巢床，向西逐退残阳，向
北唤醒芬芳。——— 三毛·《说给自
己听》

我们都已走过了昨天。如
果，我们都希望有这样一个如
果，能够让一切重新来过，回到
最初，抛弃悲伤，丢掉包袱，去
完成在心中蕴藏已久的梦想，带
上年少时不羁的血性，独自一人
乘坐火车去遥远陌生的地方遇见
另一个自己。谁年轻的时候没有
迷茫过，最终我们也没有缺胳膊
少腿，就算带来了满身的伤痕，
那又能怎样，就算是无理取闹，

也要跟自己说句你是对的。这就
是我们大致相似却又不相同的昨
天。昨天，那场没有看完的电
影，没有听完的歌曲，没有写完
的日志，没有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旅行……这些，都已风尘仆仆的
定格在了我们的昨天。今天，还
在依旧鲜活的闪亮登场。人生没
有如果，也无法重来，人生就是
每天都在上映着没有彩排的现场
直播。努力投入到今天的角色中，
全情搏一个无悔的我们的明天。哪
怕明天，我知道会有悲伤，我也要
积极面对。有时候坚强，是我们根
本别无选择的选择。

明天近在咫尺，也远在天
涯。因为人生充满了变数，所
以，于世人而言，明天永远是
谜，是未知。时光从来都不会为
任何人停留，不管今天你是春风
得意，还是怀才不遇；不管今天

你是一帆风顺，还是举步维艰；
不管今天你是逍遥自在，还是身
受束缚；不关今天你是富甲一
方，还是一无所有，明天，已在
路上，正向我们走来。

颓废者，会让幸福悄然远
走；堕落者，会让美好戛然止
步。成败不过一步之遥，同样的
际遇，不一样的面对和处置，最
后会有不一样的明天和结局。唯
有今天的耕耘才能换来明天的馈
赠。明天是一片待垦的荒原，努
力者会让它生机勃勃、美丽如
画。明天，是没有尽头的时间隧
道，若要明天会更好，今天的我
们就必须全力以赴。千里之行始
于足下，明天是平淡还是出彩，
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取决于你今
天的选择和行动。你若盛开，清
风自来。你若付出，必有收获。

辰坤置业 邱建迎

人生没有如果

人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
说，就是一场自己对自己的战
争。每一个人的身上，都依附着
两个自己：好的自己和坏的自
己。让积极打败消极，让高尚打
败鄙陋，让真诚打败虚伪，让宽
容打败计较，让快乐打败忧郁，
让勤奋打败懒惰，让坚强打败脆
弱，让伟大打败猥琐。只要你愿
意，你完全可以一辈子都做最好
的自己。

三件让人幸福的事情：有人
爱，有事做，有所期待。有人
爱，不仅仅是被人爱，而且有主
动爱别人爱世界的能力；有事
做，让每一天充实，事情没有大
小，只有你爱不爱做；有所期
待，生活就有希望，人不怕卑
微，就怕失去希望，期待明天，
期待阳光，人就会从卑微中站起
来拥抱蓝天。

孤独是我们的思想，每个人
都会孤独，只有学会忍受，我们

的思想才会慢慢的成熟；寂寞是
我们的灵魂，不懂寂寞的人是没
有灵魂的，只有学会品味，我们
才能守护一方灵魂的栖息地。每
当繁华与喧嚣褪尽的时候，我们
忘我地根植孤独，培育寂寞，在
孤独中挺立自我，在寂寞中聆听
心灵的声音。

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动物
只有两种，一种是苍鹰，一种是
蜗牛。苍鹰之所以能够是因为它
们拥有傲人的翅膀；而慢吞吞的
蜗牛能够爬上去就是认准了自己
的方向，一直在为这个方向专注
和坚持，不为道路上的小风景停
留下来，它们要的就是最高的位
置，看到最好的风景！

人性最大的弱点就是想占
有，想占有自己喜爱的一切东
西，但人又是有思维的，这种思
维随时都在变，没有一种情感是
永恒不变的。所以，不要奢望你
能拥有多少，只需用一种平常心

态去欣赏一件事、欣赏一个人，
就像欣赏一幅画一样，你就会觉
得很陶醉很快乐，同时也会很坦
然。

婴儿出生时都是握着拳头，
仿佛是说“我什么都想要”。但
在离开人世时，人都是撒开双
手，仿佛是说“我什么都没带
走”。如果我们能多认识一些自
我的心灵，少一点名利的追逐；
多一些境界的提升，少一些物欲
的沉沦，就能过一个比较知足的
快乐生活。

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
别让心承载太多的负重；给自己
一个取暖的方式吧，以风的执念
求索，以莲的姿态恬淡，将岁月
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心
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
间，心中若有远方，何处不是风
景……

二公司 庞广站

一辈子都做最好的自己

八月的午后，我去完洗衣
服。衣服浸泡在水中，我放入一
些洗衣液，翻搓了几下。两只手
搭在盆沿上，眼睛直直地望着旁
边的池底。白色的池底上有一些
泥尘，我似是在看它却又无心于
它。在那一刻，时间与我仿佛一
同静止。倏然，周身浅觉一丝凉
意，原是一阵清风徐来。

我的思绪随风纷飞。向以
为，风是来带给人凉意的。今才
知，过去的我是何等无知。风是
自由地。我不确定它是否来自喜
马拉雅之巅；亦不知晓它是否去
向太平洋之上。但我知道，它来自
远方，它去向远方。风可以去向连
人的思想都无法企及的高邈天空
揣摩未来，风也可以来在古老村
落的残垣陋巷之间缅怀历史。风
总是喜好随性，无拘无束。

它若走得慢时，便是微风拂
面，花香盈鼻；它若走得急时，
便是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它若
兴致所至，跳起舞，你便有幸看

到龙卷风旋转地魔力。风不是刻
意为之，它带给大地的温抚不会
因人们的留恋而停留；它带给大
地的暴虐不会因人们的咒怨而减
少。因为风是自由地。

人们懂得了风是自由地，学
会追随它，“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人们善解风
的心意，“天苍苍，野茫茫，风
吹草低见牛羊”；人们偶尔也会

调侃风的不解人意，“东风不与
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风
依然是自由地。

忽然一只小蚂蚁落在我的手
背上，原来不只是人们懂得风的
自由。既然你是驾乘自由而来，
那你还是自由而去吧！我把手背
贴近地面，任它自由而去。

北斗公司 陈相君

追风者

将进酒

伴随着缤纷灿烂夏天的渐
逝，我们迎来了金桂飘香的秋
天，迎来一个让人成熟、让人
收获而又让人对未来充满憧憬
的季节。

呵，秋天是美的。姑娘的
眸子似秋，美在明澈；游子的
思绪似秋，美在缠绵；隐者的风
式似秋，美在澹泊。可就在这美
丽的秋季中，一起随缘而起。正
所谓“缘来则去，缘聚则散，
缘起则生，缘落则灭，万法缘
生，皆系缘分。”

是缘分，那看不见摸不着
而又神秘存在的东西，在这个
漫妙的秋季让人彼此相识、相
知、相熟。离别再聚是缘，萍

水相逢是缘，就连错过一生一
世都是缘。我想，在这金秋的
时节被缘分女神幸临莫过于最
好的事了。

当你我邂逅，或是麦浪滚
滚、瓜果飘香；或是天高气
爽、万里无云；或是枫叶正
红、落叶飘飘，我们因有缘便
可以携手为友，一起走过山坡
覆白雪水面凝银冰的冬，来迎
接桃花送走雪花春雨润醒万物
的春，来欣赏知了争相欢叫荷
盖展青霞的夏……呵，秋是美
的。美的让人欣喜，让人沉
醉。它来了，悄悄地向你走
来，你感受到了吗？

二公司 张庆艳

秋 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