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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的 3 月，临近毕业，同学们都在为了
找工作而迷茫、忙碌着，而我恰巧在宁波与二建
来了个不期而遇，怀着期待之情进入了二建进行
实习。面对即将开始的一段新的人生征程，我紧
张、兴奋、不知所措而又有一些期待。

还清晰地记得实习的三个月，我那怯生生的
模样，小心翼翼地向每位同事学习，不断地发现
着书本上所学与实际之间的差距，并在公司领
导、同事的指导下独立处理业务上的疑难问题。
回首三个月走过的路，有失败时的懊悔、也有成
功时的喜悦，但更多的是对未来无限的憧憬。心
中想的最多的一首词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此时，我的青春感言
是朝气蓬勃，敢想敢做，仿佛一切的美好都正在
朝我迎面扑来。

转眼到了 2014 年 6 月，我怀着兴奋之情正
式进入二建七分公司进行工作，并一直工作到了
现在。在二建的这 5 年工作生涯中，我竭力贡献
出了我的青春，同时二建也给了我相应的成长机
会。期间我从辅助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独挡
一面，在领导和同事的关心支持下，从一名普通
的职员成长为了财务科的科长助理。

于我而言，从踏入社会开始，我的青春就
已与二建密不可分了。期间，我的青春感言是
感恩与奉献。在这 5 年的工作中我有过挫折也
有过成功的喜悦，但不管如何我始终相信天道
酬勤的道理，而二建也是这样告诉我的。这几
年的工作让我体会到了这一点，即你为公司付
出了多少，公司就会回报给你多少，如果你愿
意把公司的发展当成自己的责任，那么公司自
然会提供你更多成长的机会；如果你以饱满的

热情和兢兢业业的工作对待公司中的种种事
务，那么你就会在公司的发展中得到非凡的进
步。

这 5 年来，我们见证了公司的飞速发展，
而我也在其中竭力成长。期间我经历了很多，
也逐步获得了一些人生领悟。激烈的竞争环境
能提升我们的生存智慧和技能，也会激励我们
迸发出更加蓬勃的斗志。在领导的关心和同事
的帮助下，凭着自己的努力和积极的态度，加
上平时工作中摸索与学习，我快速适应了会计
的工作岗位，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这些成
绩的取得是与公司发展的环境分不开的，最想
说的一句就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只
要努力，就会有所成就。

5 年来我一直从事会计的岗位，严谨和谦
虚的工作态度始终伴我左右。为了能够更好地
完善自己，期间我参加了公司组织的各项培
训，在学习后回到公司用于实践并将自己所学
教给其他同事；在平时与项目部等的沟通过程
中也能够学习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回到
公司我一定会将所学做相关记录，防止以后
遇到同样问题会措手不及；为了更好地处理财
务工作，我与科长一起共同探讨工作方法，在
适用后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也感到特别的
高兴。

能够成为二建的一名员工是我的荣幸，我感
受到了一种责任，也正如公司的发展理念，我将
继续保持对工作的激情，努力奋斗！虽然目前我
离自己的期望还有段距离，但我依然会积极努
力，与公司共同发展、进步。

二建，我的青春中有你，你的发展中有我。

我的青春在二建
阴叶 益

我喜欢各种美丽的花。玫瑰花凝重热
烈、舒展奔放，令我为之心动神往；荷花典雅
脱俗、冷艳幽香、出污泥而不染，令我为之仰
慕倾倒；菊花雍容端庄、秀外慧中，令我为之
赞叹敬重；牡丹花妖娆多姿、国色天香，令我
为之痴迷眷恋。然而，我更喜欢梅花。

红花需要绿叶衬，而梅花，没有绿叶衬
着，那光滑的枝干上，没有叶子。也许，她曾
经可能有过柔软的叶，窈窕婀娜的枝，但为
了抗拒冰雪的压迫，她变得冷峻而坚强。在
严寒吞噬了无数娇美的花卉之后，她，放弃
绿叶的衬托与呵护，依然傲立于霜枝之上，
闪烁耀眼的光芒，在阳光下，在严寒中缤纷
着淡淡的芳香，那迷人的香气，梦幻般轻轻
笼罩着冰冷的世界，她，为败落、稀零、单调
的冬季，增添了闪光的色彩。

寒梅，自古至今，也不知有多少文人墨
客为之争咏挥毫。王安石的“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是她，不畏严寒霜冻，超凡脱
俗、坚强不屈；“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
满乾坤”，是她，甘于寂寞，妩媚脱俗，淡泊
名利，默默无闻地付出和奉献，那香远益清
的幽香，给凝寒的天地带来一片生机，是尘
世间笑霜傲雪之花！陆游的“无意苦争春，
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
故”，是她，先春而开，无意于在春天与百花
争时光，不愿同群芳争艳斗宠，不是孤芳自
赏，而只愿生活在百花凋零的严冬，过一种
宁静的淡雅生活，独自去点缀自然，独留一
段暗香。

毛泽东的“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
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她，只做春
天的使者，在生命辉煌将逝去时，也不忘为
生机盎然的春做出贡献，当唤回春艳之花
时，明知自己将别离，却依然还在冷冽的天
寒中微笑着。

梅花，她是冬天最后仅存的花，还是春
天最早开放的花？冰天冻地，凛凛的瑞雪世
界里，凌厉的朔风中，万物在天空中，低下

高昂的头颅；连那拥有最坚定的意志；拥有
最坚硬的脊梁的榕树，都被吹折了，压弯了
枝干，梅花，踏着风霜来了，她傲寒独放。每
当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姹紫嫣红百花满园
的时候，她，又最先离去，把引来的春天留
在人间。

我，欣赏梅花，不只为其凌寒而来，迎
风冒雪的坚韧，更欣赏她默默开放的品格；
欣赏她毫不炫耀的气质，更欣赏她，无意争
春的豁达。

我，喜欢梅花，喜欢她清丽超然，清雅
脱俗，清正无瑕；喜欢她的孤傲坚强，在凛
冽的寒风中，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世界
里，依然傲然，绽放它那耀眼的美丽。

我，赞美梅花，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美，
是一种超凡绝俗的美，更赞美她的高洁、清
纯、淡雅。虽然，她，没有荷花的挺直，没有
牡丹的富贵，没有昙花瞬间的娇丽。但是，
她，如牡丹一样豪放，和菊花一样俊逸，与
玉兰一样清香，如荷花一样圣洁。大自然赋
予了梅一种无以伦比的高洁气质，天和地
的宽广给予了她广阔的视野和宽阔的胸
襟，晶莹冰洁的风霜雪夜不知不觉中，陶冶
了她的灵性，铸成了她的精魂；她的清纯高
洁会让人们不知不觉中为之倾倒、折服，为
之生畏，让人不敢逼视，不敢玩弄，也不敢
亵读；她的神圣，仿佛是广寒琼楼里飘下的
绝美的仙子。

“梅花香自苦寒来”，她，并非一朵让人
赏心悦目的花，她在冰雪中孕育，在严寒中
生长，她品格高尚，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铮
铮傲骨，她，不怕天寒地冻，不畏冰袭雪侵，
不惧霜刀风险，不屈不挠，昂首开放，独具
风采。她不可泯灭的美，令人肃然起敬。纵
然在凋谢之时，也将自己最后的生命化为
纷纷飘坠的音符，谱写出一曲感人肺腑的
迎春之歌，悄然把美好留下。

梅香沁人心脾，我赞美这不平凡的梅，
赞美这春天的使者。

春天的使者
阴冰 林

秋雨过后，降温了，寒冷的冬天，近
了……

这几天的宁波似乎结束了阴雨天气，太
阳会慢吞吞地挂在略带几片白云的天空中，
暖黄的光洒在身上，却隐隐带着些凉意。现在
的风也变得越发的狂烈起来，伴随着每一股
风的席卷，万事万物不情愿地啪啪作响，虽然
已置身在屋内，仍然能听见劲风撞门的声响。
每个人都一改常态，穿着厚厚的衣服，里一层
外一层地把自己深深埋在里面。尽管这样，人
们还是不停地跺着双脚，双手哈着气互相搓
擦着，嘴里不断冒出的白气在空中升腾着。傍
晚的天空也越加变得黑暗了，似乎已早早进
入冬天。

天气冷了，总会想起出门在外的父亲，工
作是否顺心。总会想起在异乡的亲人，生活是
否如意。总会想起当年的同学，何时再一起聚
餐，一起火锅。

天气冷了，是否会有人为你惦念？

印入冬天
阴刘四维

时间总是像指尖渡过的细沙，在不经意间悄
然滑落。转眼间我来到二建已经三年多了，依稀
记得 2015 年的夏天我背着行囊去公司报到，再
辗转来到台二电厂项目部，初生牛犊的我对工作
没经验，但还是怀着满腔热血而来了。

从踏出大学校门到进入项目部预算科，我经
历了人生一大角色的转变；从课堂上的理论知识
到施工现场的实战经验，我也经历了困难和挫
折。不过我很感谢公司给我安排了两位好师父：
一位不厌其烦地将我的几套图纸工程量从头到
尾检查错误，手把手教我如何使用计价软件，使
我仿佛回到了小学时代，感受到老师热情的教
导；另一位则是给我指明方向，放手让我大胆在
工作上施展。虽说新项目开始，两位师父都不在
身边，但是他们都会时不时地督促我、点拨我，以

致于我不会在工作中失去方向。所以说二建是
船，领导是帆，在人生航线中有他们的支持和庇
护，我们才能走得更长远，人生才会更精彩。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代又一代的老二建
人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推动着公司的发展，成就
了今日的辉煌。而我们应该传承和发扬他们的优
良传统和可贵品质，接好接力棒，进一步凝聚二
建人的精神意志，融入二建、忠诚二建、奉献二
建，促进形成众志成城、共荣共辱的团队氛围，让
我们二建再创辉煌。

我很庆幸毕业时我将简历投向二建，更感谢
二建给我这个机会参与到这个大家庭。在往后的
日子里，我将一如既往积极工作，自强奋进，一心
一意为公司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希望终有
一天，二建也能因我而自豪！

一路走来 一路感动
阴朱韦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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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杭州九峰垃圾焚
烧发电工程项目部获评 2019 年
度全国工人先锋号。

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发电工
程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
峰村，是浙江省重点民生工程。
该工程采用国内先进的机械式
炉排处理技术，工程建设 4 台日
焚烧处理生活垃圾 750 吨的机
械炉排炉，配置 2 台额定出力为
35 兆瓦的汽轮机和 2 台 40 兆
瓦发电机组，全年处理垃圾量
109.5 万吨，设计年发电量 4.8
亿千瓦时。项目总投资 18 亿元。
工程于 2016 年 1 月 8 日开工建
设，2017 年 6 月 21 日通过竣工
验收。

四分公司杭州九峰垃圾焚
烧发电工程项目部坚持高品质
建设，打造国际领先的环保示范
项目。在创造“九峰速度”的同时，不断在建设细节上精心打磨、
精益求精，努力做到尽善尽美。制定了工业工程民用标准的目
标，强化过程管控，每个环节、节点都有专人负责，不符合标准坚
决推倒重来，力求不留遗憾。单位工程 152 个，一次验收合格率
100%，被专家誉为远看好看、近看耐看、百看不厌的工程。

项目部坚持将绿色施工贯彻施工全过程，积极采用多项国家
重点节能低碳技术和建筑业十项新技术新工艺，通过电力建设绿
色施工示范工程验收，工程运行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二氧化硫、烟尘氮氧化物排放均远低于欧盟 2000 排放标准，
噪声指标优于国家标准；废水综合利用零排放，达到行业领先水
平。项目部获得优秀工法 2篇、实用新型专利 2个。为加速地方经
济发展、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和碧水蓝天工程做出了贡献。

项目团队成立以来，以创一流工作、一流质量、一流管理、一
流效益、和谐团队为目标，通过名师带徒、导师带徒等方式，加强

对青年技术人员的培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相继孵化出衢州项
目等四个项目团队，使得所在分公司在垃圾焚烧发电工程市场
占有率居全国前茅。

项目部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积极协助业主单位破解垃圾焚
烧电厂“邻避效应”，探索多方共赢的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子。在重
大工程节点施工前与政府召开协调会议，在群众了解的情况下
才正式进行各阶段施工，保证了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顺利建设，
把以前的一个矿坑建成了如今的花园式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厂，
使杭州九峰项目成为了一项重大的“惠民工程”，是国内成功破
解“邻避效应”，实现原址重启建设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典范，中
央电视台专门对“九峰项目破除邻避效应”做出了专题报道。

项目已获得省钱江杯、浙江省安全文明标化工地、省优秀质
量管理小组等荣誉，目前正在参评 2019 年鲁班奖。

（本报记者）

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发电工程项目部
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

（本报讯）4 月 2 日下午，省国资委副主任刘盛辉一行
赴安吉 PPP 项目(浙江自然博物院、递铺镇第三小学等)考
察调研。

刘盛辉充分肯定了安吉 PPP 项目的建设、运营及管控
情况。对下步工作，他指出，一要继续加强项目的风险管控；
二要加强项目运维阶段的管理；三要保证项目建设的质量
和浙建集团的品牌；四要加强项目公司的廉政建设。

浙建集团副总经理赵伟杰、我集团总经理丁民坚参加
调研。 （王国强 宋依婷）

省国资委副主任刘盛辉
赴安吉PPP项目调研

（本报讯）4 月 25 日，浙建集团监事长方霞蓓到我集团
检查调研，浙建集团监事会办公室主任毛晞、我集团领导班
子成员等陪同调研。

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海燕代表班子对方监事长一行的
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方监事长到任浙建集团后第一站选
择二建调研表示感谢，陈董汇报了我集团的发展历史、组织
机构、专业优势、区域拓展、品牌建设及 1-4 月份生产经营、
下一步工作安排等方面的情况，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丁民坚
介绍了当前业务对接情况，其他分管领导汇报了条线相关
工作。

方霞蓓监事长充分肯定了我集团在品牌建设、人才队
伍、区域拓展、企业管理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她认为二建集
团历史厚重，承建了许多大型、有影响力的项目，是一家令
人敬佩的企业；有品质、有文化，在工业、民用领域都获得过
许多奖项，值得自豪；有潜力、有自信，企业发展前景好。她
要求监事会要有针对性地发现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
且要出谋划策，助力企业健康发展。她强调二建集团领导班
子要继续保持良好精神风貌，努力拼搏，敢于突破，高质量
完成浙建集团下达的各项目标任务。

（吴华斌）

浙建集团监事长方霞蓓
到我集团检查调研

（本报讯）4 月 2 日下午，平顶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张雷
明，在副市长张弓及市直有关部门、湛河区政府负责人陪同
下，来到中南公司施工的河南平顶山双鹤华利药业迁建项
目调研。

张雷明一行来到项目办公区，详细了解项目概况与施
工进展情况。张雷明强调，河南双鹤华利药业迁建项目作为
河南省重点工程，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希望项
目各参建单位密切配合，圆满完成建设任务。

目前该项目已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下步中南公司及项目部将继续发扬“浙建铁军”精神，以在
建项目提升企业品牌和形象，扩大在当地的影响力，为扎根
河南市场奠定基础。

（张文言）

平顶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张雷明
到中南公司施工的河南双鹤
华利药业迁建项目调研

（本报讯）4 月 19 日，集团党委召开 2019 年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会议，总结 2018 年集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部署 2019 年重点任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海燕出席会
议并讲话，集团纪委书记陈旭辉传达学习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
全会、省纪委十四届四次全会及省国资委、浙建集团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精神。集团领导、中层管理人员、在甬项目
经理、集团总部管理人员参加会议，外区单位相关人员通过视频
参加会议。

陈海燕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 2018 年集团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成绩。她指出，2018 年，集团各级党组织坚决

扛起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推动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全面从严治党
取得新成效，“四个意识”更加牢固，“两个责任”深入落实，监督
执纪作用彰显，干部队伍建设全面加强，作风纪律建设扎实推
进，依规治党、依法治企成效明显。

陈海燕深入分析了当前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强调要继
续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牢牢把握促进集团高质量发展
这条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清廉浙建建设为抓手，严
格落实“两个责任”，综合运用“四种形态”，进一步扎实推进集团
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本报记者）

集团召开 2019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

（本报讯）4 月 3 日，郑州市郑东新区管委会召开 2019 年建
设工作会议，会上表彰了 2019 年郑东新区施工先进单位，因中
南公司施工的郑州大雍庄社区 A 区主体工程第一标段项目管
理出色，我集团被授予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 2018 年施
工先进单位。

郑州大雍庄社区 A 区主体工程第一标段项目自开工以来，
以创造品牌工程为目标，狠抓项目安全质量管理，认真落实安
全文明施工管理。2018 年，项目荣获郑州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
标准化示范项目和白沙镇先进施工单位，先后举办了郑东新区
项目标准化管理、扬尘治理观摩会和砌体质量观摩会，并在当
地 460 个在建项目中脱颖而出，成为荣获全区通报表彰的“四
好工地”之一，得到了业主和社会的一致好评。

（张文言）

集团荣获郑东新区
2018年度施工先进单位

（本报讯）集团获 2018 年度浙建集团“安康杯”竞赛
优秀企业。

阿克苏地区学前双语教育师资培训中心工程项目
部、湖州浙建钢结构公司、甘肃电投常乐电厂调峰火电工
程项目部获 2018 年度浙建集团“安康杯”竞赛活动优秀
项目（车间、班组）。

李展翘、夏寅森获 2018 年度浙建集团“安康杯”竞赛
安全生产标兵。

浙江省宁波市宁波科学中学基础设施 PPP 工程项
目部、宁波高新区滨江绿带整治工程五期 1 标段工程项
目部、郑东新区大雍庄社区 A 区主体工程一标段工程项
目部获 2018 年度浙建集团“美丽工地”。

（宣文）

集团获 2018年度浙建集团
“安康杯”竞赛优秀企业

（本报讯）日前，浙建集团命名了第二批“浙建工匠”。
我集团陈春雷被评为“浙建匠领”；周骁雄、李强被评为
“浙建匠师”；何松波、林欢、林辉、刘志国、钱晓炎、王凤
翔、吴侃、杨军梁、陆荷清、马娟娟、卞芳、赵雨艳、郭荣振、
单军伟、戴胜娟、孙成祥、李大磊、王明、劳巨佳、崔明星、
常志忠、朱未明、俞堃、白辉柱、祝丽妃、马绪、戴靓晶被评
为“浙建匠才”。 （宣文）

浙建集团命名第二批
“浙建工匠”

（本报讯）4 月 4 日上午，镇海区政府组织召开全区生产性
服务业与建筑业发展大会，何黎斌、林伟明等区领导出席，区委
区政府相关部门和 100 余家重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建筑业企
业负责人参加。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海燕应邀参加会议
并作交流发言。

陈海燕在发言中说，浙江二建自 1975 年以来扎根镇海，逐

渐发展成为“百亿集团”，多个领域市场竞争力全国领先，区建
筑业产值占比高，企业综合贡献较大。她表示，区委区政府适时
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建筑业健康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产业
扶持和奖励政策，导向精准、力度空前，为建筑企业降本增效注
入了新的活力，浙江二建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推进企业做优做
强，为镇海区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宋路遥）

陈海燕在镇海区生产性服务业
与建筑业发展大会上作交流发言绎近日，镇海招宝山

街道表彰 2018 年度经济
工作先进单位，我集团获
评 2018 年度招宝山街道
“年度突出贡献”企业。

绎中南分公司大雍庄社区 A 区项目
部获郑州市郑东新区先进施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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