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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白驹过隙。
从弱冠之年走到而立之年，一眨眼，十年过去了。还记

得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说：“一
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
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
虽然他这是在叙述一个人的一生，但我想这句话适用于我
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在每一个路口，我们都应停下脚步，
回首走过的路，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做到了无悔，无悔青
春，无悔他人，无悔自己。

回首逝去的青春十年，模糊的记忆慢慢清晰。08 年 7
月份，经历一整夜火车旅途，辗转来到宁波，彼时，我与二
建的情缘缓缓开始。央视曾经有个公益广告，广告的内容
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自踏上二建的这个舞台，我
才渐渐明白，我的青春舞台才刚刚拉开序幕……

2008 年 12 月，实习阶段，宁波发展大厦项目处于主
体结构施工阶段，为配合班组施工进度，每次楼层板混凝
土浇筑完成后，凌晨 4 点，我们必须配合项目上主管测量
放样的陈师傅进行楼层的轴线定位工作。寒冬里的凌晨四
点，仅能凭着星光。刚刚浇筑完成的混凝土上还散发着热
气，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一脚踩上铁钉。我清晰地记得我和
同学一起，辅助着陈师傅进行着一步一步的工作，找基准
轴线，吊线锥，引轴线，架设经纬仪，拉线、画点、弹线，复
核，一步步，看似最简单的工作，却是建筑物的基石，尤其
是陈师傅的工作态度，对我们的悉心指导，让我记忆深刻。
一年的实习生涯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课，也是我与二建协
奏的开始。

北仑中外运国际物流中心工程是我正式工作以来的
第一个项目，项目总的占地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有七个单
体，其中四个物流仓库的平均周长达到 620 米，我与另外
一同事一人负责两个仓库，虽然项目的施工难度不大，但
是对于管理人员的体力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对于刚刚工
作的我，是公司的领导、项目上的同事给予我无私的关心
与帮助，才让我慢慢开始了解明白公司的流程、制度，以及
我们在职业生涯中需要面对和准备的东西。短短八个月的
施工时间，让我对项目建设有了初步的认知与思考。

10 年年底，因工作调动，我来到集市港文体中心项
目，项目总建筑面积 3 万余平方米，但项目结构复杂，尤其
项目 A 块区域内含 50 米标准泳池以及 400 余人的专业
影剧院。项目地下室面积 1 万余平方米，其中部分区域标
高达到 13 个，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实在是一筹莫展。但正是
在二建这样的平台里，给了我们埋头前进的勇气。“不怕你
犯错，只怕你不做”，公司用这种近乎纵容的方式来激励我
们去探索。

在这里，我第一次编排了施工进度计划，第一次编制
了施工方案，第一次独立完成班组的结算，第一次了解了
什么是 QC 课题并完成了公司的课题发表；第一次深入了
解了标化工程的评选以及工程创优的概念，许许多多，一

次一次。在这里，我从简单变得充实。在一次次的检查中去
了解工艺的流程与要义，把一次次的整改当做是历练自己
的工具。

领导的鼓励，同事的勉励，自己的努力。时间是最公正
的裁判，增加你的年纪也会丰富你的眼界，精彩你的履历。
三年时光，我从懵懂逐渐开始清晰，从依靠开始独立。

富阳，杭州边上的一座小县城，一座美丽的风景城市，
被誉为杭州的后花园，因一条富春江闻名于世。元代画家
黄公望一幅富春山居图更是将富阳推上文化的新高度。由
二建承建的富春山馆更是被誉为现代建筑版的富春山居。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建筑设计大师王澍
老师借用诗中的意境，结合近山、远山的理念，融合当地的
山水风情，设计的富春山馆匠心独具，不但建筑装饰新颖
独特，独具一格，结构更是错综复杂，施工难度大。

建设富春山馆的这五年，感觉是职业生涯得到了升
华，让我对项目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原来建筑可以是一
件艺术品。这五年，不管是因为工作岗位的变化的不适应，
还是因为自身专业技术的不足，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
境与挫折，更是让我对二建有了更深的理解，企业的发展
追求，不应仅仅是在利润上，更大的应该是在对社会的责
任感上。面对项目的进度压力、质量压力、成本压力，二建
人不畏艰难，砥砺前行。回想桩基施工的艰难、双曲屋面架
体的策划和实际搭设情况、新工艺新技术的实施、G20 峰
会前的赶工措施，往事历历，现在想起，是酸楚，更是满满
的幸运与感动。时至今日，虽有新的困难在前方，我定不放
弃希望，哪怕是机会渺茫。

这青春十年，从中外运，集市港，再到富阳，三个项目，
三个阶段，吴庆兵经理总是时时为我着想，替我分压，语重
心长。我很庆幸，在人生漫长的道路上有这样的良师相伴，
并为我把控方向。我也知道还有更多的像吴庆兵这样的老
二建人在进行“传帮带”，为企业培养新的力量。

这青春十年，我从孑然一身走向婚姻殿堂；这青春十
年，我从为人子到初为人父。感谢所有在我生活道路上给
予我帮助的人们，是你们让我更幸福；也感谢那些给予我
苦难的人们，是你们让我更坚强。

回首这青春十年，我无悔于自己的选择，无悔于自己
的付出，更无悔于自己的坚持。

回首这青春十年，是对自己一个阶段性的小结，更是
对未来许下一个梦想。不管是徐徐漫步，还是昂首阔步，不
论是晴空万里，还是电闪雷鸣，我们始终与二建一起，始终
在前行的路上。

在路上，用我心灵的呼声；
在路上，只为伴着我的人；
在路上，是我生命的远行；
在路上，只为温暖我的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无悔青春十年，我

与二建永远在路上。

无悔青春十年 永远在路上
阴徐可冰

走过红尘喧嚣，时光深处是岁月的静美,
回首间，2555 个日夜从指间划过。不知不觉
中，我已经工作七年了。回首过往，有很多忙碌
与艰辛，但是更多的是感动、欣慰与收获。

青春岁月，唯有激昂的文字去填写，静静
默数这七年的过往，那是一些关于拼搏和情感
的故事。

从 2011 年 10 月 9 日到如今，这是我人生
的一个跨度。记得初到浙江二建时，我还是一
个青葱的少年，时至今日，我已经能独挡一面。
七年的时光，我辗转五个项目，从萧山天然气热
电联产工程、舟山保税大楼工程、华能榆神榆林
热电联产新建工程、华润锦州电厂工程到文成
县人民医院新建工程，一路走来，每一站都是新
的起点，每一次转换都是一次新的蜕变。

在成长的路上，我也有许多收获、许多自
豪。在萧山天然气热电联产工程项目部，是我
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个时候，除每天吃饭、
睡觉以外的所有时间，不是工作便是学习。我
学到了很多东西，过得非常充实。如今的我自
认为已经是文成县人民医院新建工程项目部
一名比较合格的质量员，进可奋笔疾书方案图
纸跃然纸上，退可激昂文字展我二建风采。虽
然有时比较累，但我非常享受现在的生活，工
作忙碌而有节奏，同事们相处十分融洽，每一
天都在充实中度过。学习、成长，依旧是我现在
生活的主旋律。

我永远忘不了萧山天然气热电联产工程
项目部的四个兄弟，那是我进入公司收获的第
一份友谊。四个兄弟，一起上工地做事，一起苦
中作乐。我们从不喊苦，我们彼此交流，相互学
习，互相扶持。那份纯洁无瑕的友谊，永远是我
美好的回忆。

随着时间的迁移，我认识了更多的朋友。
同届的小伙伴成了我的朋友，师兄们也成了我
的朋友。在项目上，大家给予了我许多生活工作上的帮助以及精神
上的宽容和鼓励，让我充分感受到了项目的温暖。

七年中，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师父王海群。在我印象中，师父
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但是他对我的指导从不含糊。记得我刚刚从
事质量员工作时编写的第一个资料就是烟囱单位工程和主厂房单
位工程项目划分表，在师父的指导下，我整整修改了五遍。师父一
遍一遍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分析我的不足，让我自己去寻找解决
的办法。师父很注意我各方面能力的培养，总是不断让我尝试新的
工作领域。在师父的帮助下，这七年来我不断地成长，形成了良好
的生活和工作习惯。

我需要感谢的还有很多，比如公司给予我的工作平台，领导对
我的关心，同事们七年来对我的帮助和宽容。依靠大家的助力，我
才能如此迅速地成长。

蜕去年少轻狂的浮躁，重新审视自我，我对自己的初步定位是
做好眼下的自己。我永远记得师父教导我说的，做人做事，切忌好
高骛远，要想有所收获，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走出属
于自己的路。后来公司领导又指点我：吃苦、用心、做好自己的本职
工作就是个人最好的表现，更为我指明了前行的路。

我不断地尝试着新的工作领域，不断地去学习新的知识，不停
地翻阅着图集，不停地向身边的人请教。项目部开展的活动，组织
的培训，我都积极参加，就连以前沉闷的写作细胞，也在项目领导
的指导下变得活跃起来。我向世界敞开了自己，只为了汲取更多的
知识，因为我不知道需要多少沉淀，才能构筑起我的建筑梦。

过去的七年，是一个关于拼搏和情感的光阴故事。故事里的人
和事永远印在我的脑海，不管是汗水泪水，叹息欢笑，都是激我奋
进的美好回忆。不管未来如何发展，我将执我所执着，继续抒写我
与浙江二建的幸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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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寄浙建匠人

大匠无声执斧绳，
开衢营造尽其能。
从来山挡八荒地，
一旦途通万户灯。
介甫策扬邦国庆，
少陵诗诵玉波澄。
经纶始定何多蹇，
不忘初心是股肱。

（二）
宁海招商大厦落成有感

掘地穿泉始筑基，
泥和血汗挂凝眉。
朝云顿暗倾盆雨，
落日斜红指令旗。
夕拾余晖归步急，
夜闻促织入眠迟。
三秋次第随风去，
楼宇冲霄即是碑。

（三）
安装公司团支部

组织开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保护环境主题活动有感

生态由来关你我，
青山绿水隐其中。
金银化自宜居境，
朝气催生满碧空。
游戏东钱湖畔北，
宣传水上乐园东。
天蓝云白好光景，
并立梧桐醉晚风。

组 诗
阴丁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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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8 月 8
日-9 日，浙建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沈德
法带队赴丽水市洽谈
深化战略合作，调研
丽水建筑业市场，对
接重点重大项目投资
建设。丽水市市长吴
晓东，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林亮热情欢迎
沈德法一行到访，双
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
合作洽谈。丽水市政
府秘书长刘志伟、副
秘书长王国锋、集团
副总经理刘建伟，我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陈海燕，副总经理
娄忠辉等参加对接洽
谈活动。

沈德法介绍了浙
建集团改革发展情
况，指出，近年来，在
丽水市委、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浙建集团与丽水市县两级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沟通频繁，感情深厚，双方通过“投融建”等模式创新，重点在基础
设施、新型城镇化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五水共治”以及房地产开
发等领域开展合作，浙建集团先后在丽水市下属县（市）龙泉、遂
昌、缙云、松阳、庆元、景宁等地投资建设，投资总额达 50 多亿元。
他表示，浙建集团与丽水越走越近、越走越亲，着眼于“培育新引
擎、建设大花园”新定位新要求，双方深化战略合作的空间巨大、
前景广阔。

吴晓东市长对浙建集团改革发展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对浙
建集团长期以来给予丽水的大力支持表示真诚感谢。他指出，
浙建集团对丽水的投资建设、灾后援建、人才输送、结对帮扶，
充分体现了国企本色和责任担当。他指出，对照全面推进浙江
（丽水）绿色发展综合改革创新区建设要求，发展任务艰巨，建
设体量庞大，非常欢迎浙建集团发挥国企优势，通过项目建设、
股权合作、产业投资等多种方式，在市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
进建筑工业化、城中村棚户区改造、下山移民搬迁、乡村振兴领
域、沿江绿道与“四好农村路”，以及通用机场等公建项目方面，
深化全域战略合作，助推大花园核心区建设，助推丽水市经济
社会发展。

林亮常务副市长详细介绍了全市建设领域改革发展基本情
况，推介了以安置小区建设为重点的棚户区城中村改造、以大通
道建设为重点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装配式构件为重点的建筑
工业化、通用机场建设项目、竹木制品加工与高山有机农副产品
配送、人才交流互动、低效用地开发、政府平台公司股权合作、重
点招商项目投资等内容。在洽谈合作座谈会上，双方谋划了深化

全域战略合作的框架路径。
通过友好洽谈，浙建集团与丽水市关于提升合作层级、深化

战略合作初步达成以下共识：第一，深化推进基础设施领域投资
建设合作。浙建集团在丽水以多种投资方式参与飞机场站、道路
交通、市政设施、旧城改造、水利水务、环境整治以及城市景观提
升等基础设施项目，助力丽水市加快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为加快打通“两山”转换通道夯实基础。第二，深化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合作。浙建集团在丽水以多种投资
方式开发建设城乡提升改造、危旧房改造、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和扶贫搬迁小区建设等项目，服务社会民生，推进城镇化建设。第
三，深化推进与县市区开展战略合作。扩大合作范围，提升合作层
次，重点就交通基础设施、旧城改造、竹制品加工、农产品配送等
项目开展深度合作。第四，深化推进科技人才创新合作。浙建集团
发挥技术优势，积极践行国家和我省建筑工业化重大部署，积极
参与丽水新型建筑工业化项目建设。继续推进人才双向交流机
制，创建人才互动平台，在专业技术、综合管理等岗位相互提供更
多挂职锻炼机会。

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海燕简要介绍了二建基本情况，
以及在丽水大市内承建的项目情况。

丽水市府办、市发改委、市交通运输局、市农办、市建设局，丽
水机场工程建设指挥部，市城投公司及所属旧城改造公司、安居
房公司，市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相关负责人，浙建集团董事会办
公室、党政办公室、经营管理部、金融业务部、总承包公司、PPP 中
心等参加合作洽谈。

（浙建集团）

沈德法一行赴丽水市
洽谈深化全域战略合作

（本报讯）8 月 17 日，镇海区委书记林雅莲，副区长
熊澎桥一行到集团走访调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海
燕热情接待林书记一行并介绍情况，集团领导陈春雷、王
剑平、娄忠辉、张培乔陪同调研。

陈海燕对林雅莲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集
团发展沿革、业务板块、组织架构以及今年以来生产经营
情况。她表示，集团自 1978 年整体搬迁至镇海以来，在区
委、区政府长期关心支持下，持续推进市场拓展和转型升
级，已发展成为产业链完整、专业门类齐全、市场准入条
件好的大型建筑企业集团，多项业绩在全国和全省建筑
业处于领先地位。希望林雅莲书记和区委、区政府一如既
往地支持帮助二建发展，集团将充分发挥综合优势，主动
融入，积极为镇海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振兴和城市品质提
升行动等多作贡献。

林雅莲指出，浙江二建发展历史悠久、综合实力雄
厚，长期以来扎根镇海，与镇海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为
镇海经济社会发展出了很多力，是驻镇企业的优秀代
表。通过走访交流，很欣喜地看到浙江二建在市场开
拓、项目建设、品牌创建、人才培育、创优夺杯、党建等
方面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为镇海区企业提供了思路
和样板。她期望，镇海区与浙江二建在战略合作协议框
架内，进一步强化沟通，进一步深化合作，开拓政企互
助共赢的新局面。

林雅莲一行还参观了集团展示厅和项目远程视频监
控系统，对集团丰富的品牌荣誉和新技术管理应用表示
印象深刻。

（党政办公室）

镇海区委书记林雅莲一行
到集团走访调研

（本报讯）8 月 20 日，浙建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光
锋；浙建集团党委组织（人力资源）部副部长陈传见分别到一分公
司宁波科学中学、董家畈集中居住区 A-2 项目进行高温慰问和
项目党建工作调研。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海燕，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陈春雷等陪同慰问调研。

在一分公司宁波科学中学项目，陈光锋亲切询问工人们的生
活情况，叮嘱大家要注意身体，特别是高温天气要做好防暑降温，

遇到困难可以跟项目、跟工会组织提，集团一定会尽可能地为大
家提供帮助。陈光锋要求，项目部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
作息时间，要多组织工人开展学习和休闲娱乐活动，加强后勤保
障，为打造产业工人队伍做好服务支持。

在董家畈集中居住区 A-2 项目，陈光锋听取了董家畈 A-2
项目党支部、安装公司党总支、安装直管项目部党支部和一分公
司董家畈 A-1 党支部的项目党建工作汇报，对各项目支部工作
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如何进一步做好、细化项目党建工作，服务
于集团经营、生产大局提出了建议和要求。他还与大家就发扬传
统工匠精神、打造品牌工作室；大学生薪酬体系、技能培养；稳定、
培育各类人才队伍；党员素质提高和奉献精神、项目长工作情况、
项目党建+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交流。 （孔圣扬 水上）

浙建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光锋
来我集团进行高温慰问和项目党建工作调研

（本报讯）8 月 9 日下午，2018 宁波市企业家活动日暨
百强企业颁奖典礼在宁波举行，集团公司荣获“2018 年宁
波市综合百强企业”。宁波市委副书记宋越舜出席活动并讲
话，向受表彰的企业表示祝贺，希望抢抓宁波创建“一带一
路”建设综合试验区、建设国家 16+1 经贸合作示范区、中国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机遇，乘
势而上、追求卓越，把企业发展融入宁波建设“名城名都”的
火热实践中。

据悉，2018 宁波企业百强榜由宁波市企业联合会、宁
波市企业家协会、宁波市工业经济联合会发布，包括“2018
宁波市综合百强企业”主榜单和制造业百强企业、服务业百
强企业、“宁波·竞争力”百强企业等 3 份分榜单。

（劳珊珊）

集团公司获评2018 年宁波市综合百强企业

（本报讯）8 月 1 日，省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项
永丹、省建设厅办公室主任包立奎一行，来到四分公
司施工的旺能环境湖州环保四期新建项目现场调研，
旺能环境总裁管会斌介绍了新建的南太湖环保四期项
目情况，并表示，将全力打造一座花园式垃圾电厂，
力争成为湖州城市新名片。项厅长一行与项目负责
人、工程技术工人沟通交流，深入了解城乡生活垃圾
焚烧处置情况，详细询问相关工作中的难点问题，探
讨解决办法。项厅长在仔细了解了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的运营状况后表示，要科学配置焚烧能力，在不断提
升现有垃圾处置能力的同时，更要关注以往填埋垃圾
的焚烧处理，做好城乡垃圾无害化处置。湖州市副市
长杨六顺、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美欣达集团总
裁芮勇及下属产业公司负责人、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
陪同调研。

（李龙江）

省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项永丹一行
调研湖州环保四期项目

（本报讯）7 月 13 日，共青团中央和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联合发文，命名表彰了 2016—2017 年度全国青
年岗位能手，集团职工、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安装有限
公司管工班长夏友谊荣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夏友谊出生于 1982 年，2001 年毕业进入浙江二
建工作，长期扎根一线从事管工工作，勤于学习、积
极创新，先后参建的长兴电厂、镇海油改气工程、宁
波港务大厦等项目获得“鲁班奖”“钱江杯”“全国安装
之星”等奖项，个人曾获宁波市管道工技术比武第一
名、浙江省建设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一名，并荣获
“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浙江金蓝领”“中国建设工程
施工优秀工匠”“浙江省技术能手”“十大建筑工人”等
荣誉称号。

（团讯）

集团职工夏友谊
荣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