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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宣传是一个企业与外界交流
的桥梁,是树立单位形象的重要平台，展
示单位活力的窗口。
——
—记丰宁项目部焊工班“女焊子”王晓红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四个月
的新闻宣传学习生活已经过去，对我来
周静
新
说是新阶段的开始。才接触新闻宣传的
时候感到很迷茫，
经过培训后觉得自己
提到电焊工这个职业，人们一般 理操作车间，将操作工具摆放整齐，用 子，
她是这个年龄段的成功者！
党 闻
联想到的是高大威猛的男士，然而在 剩的焊条收集整理，绝不浪费任何一
作为水电三局的一线工人，
她将自 才真正涉入这个领域，这是一种质的蜕 群 宣
燕山脚下的丰宁电站，我却遇到了丰 丁点材料，在工作中，她是工友们的榜 己最美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水电事业， 变，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通过四个 超 传
“女焊子”
——
为祖国 月的实时写作与教育培训，与之前天真
宁项目部焊工班唯一的
— 样。
在火花四溅的岗位上默默奉献，
培
的想法相比，现在更多的是认识和感
王晓红同志，她就像一朵美丽的焊花，
她虽然是一名普通的母亲，但在 水电事业不断增砖添瓦。
训
绽放在滦河河畔。
她的教育下，女儿却成为了他人眼中
她是我们千千万万水电建设者中 悟。
新闻绝不是你想什么就写什么的,
有
如果只是仅仅看她娇小的身躯，“别人家孩子”
，公费出国留学，研读硕 的一员，如那弧光中洒落的一簇簇“焊
，不择地势，不畏风霜，不断绽放着 而是要客观地描述事实。我们在日常的
谁也不曾想到她是一名电焊工。一副 士，成为工友孩子们的榜样。
花”
感
工作生活和学习中, 要不断提高对工作
墨镜、一个面罩、
一套被弧光烤褪色的
她用淳朴的语言教会女儿做人， 光芒！
的理解力、生活的执行力和学习的创新
工作服，
是她的标配装扮。
在女儿遭受挫折时，她用自
力,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件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另外，
王姐告诉我电焊作业时无论气温 身经历不断鼓舞女儿、激励
要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位去观察研究,这样才能写
多高都必须领口、袖口扎紧，即使这 女儿。
出最真实的新闻。
样，工作服也常常被电焊火花烧出一
她对女儿的爱如醉人的
新闻就是要对最近发生的, 有报道意义的事件及时
个又一个破洞。而电焊作业稍有不慎 春风，如润物的细雨，是相伴
报道,这就需要我们要有一颗善于思考的心，
同时还要进
眼睛就会被弧光灼伤。
女儿一生的盈盈笑语，也是
行文化的更新与储存。写好一篇新闻报道,我们不能凭自
在丰宁项目部的各施工作业区都 女儿飘泊天涯的缕缕思念。
己的主观意愿去评判，在拿捏词汇的时候更是不容有一
有王姐的杰作，风水管法兰盘焊接、爬
她是一名普通的水电建
丝的随意，
新闻是一种特殊的文稿，我们必须准确、及时、
梯、护栏、混凝土溜槽以及竖井溜管缓 设者，瘦弱的身体肩负着工
精炼的去写作，站在客观的角度去落笔。这就要求我们要
冲器等工程施工辅助件。
作与家庭的双重责任，但是
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 锻炼自己的日常写作能
她用铁屑粉尘化妆青春的容颜， 她没有屈服，生活也没有将
力,不断提升自己。
用面罩工装武装娇小的身姿，当她手 她压垮。
要写好新闻，就需要敏锐的双眼去观察世界,要有新
持面罩引燃焊条，美丽的弧光在她的
她对所从事的职业拥有
去留心生活中的点滴，从细节出发，
闻敏感性和主动性，
掌控之下走出漂亮的焊缝。飞舞的焊 担当，绝不推卸责任；她牺牲
从大局收尾，
写出的东西才更有特色。
如果想作一名优秀
花映红了她的脸庞，银色的弧光谱写 自己的青春年华，成就祖国
的新闻工作者,就应该用眼睛多观察身边的人和事,多看,
了一曲爱岗敬业的赞歌！
的水电事业。
多问,多学,善于去发现新闻。有了身边的人和事做素材,
勤俭节约是中华名族 的 传统 美
她的所作所为诠释了
我们的写作才会更加真实，
更贴近生活,贴近读者的心。
德，王姐不但在生活中勤俭节约，在工 “工匠精神”的内涵；她有一
写作,需要持之以恒。一篇好文章离不开字、
词、
句子
作中亦是如此。
份兢兢业业做了一辈子的工
的合理搭配与筛选，特别在新闻编写过程中更是尤为体
每次焊接工作结束后，她立刻清 作；她有一个引以为傲的孩
现，
既要把一件事精炼简短的写清楚，还要概括出写作的
意义与目的，并且保证其中的真实性与目的性,就需要们
不断的积累素材，拓展自己的知识面。我们不仅要持之以
恒的阅读，
还要不停的去写作，
或许柳暗花明就在眼前。
曹莹
四个月的新闻宣传培训让我明确了今后的方向，也
科技的发达，
乡愁的气息，
一封家书，
清楚的让我认识到该怎样去做这份工作。做这项工作，不
让人们即使远在天涯，
夜深人静时，
承载着莘莘游子对家的渴望，
仅开阔眼界，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得到明显的提升；
交流也十分的便捷。
沐在银白的流光中，
一封家书，
更重要的是不断促使自己学习各方面的知识, 不断的充
亲人之间的交流跃然于指间，
静静播撒。
寄托着亲人对你归家的期盼，
实自己、
提高自己。
键入文字——
—表达感受。
落叶翻滚，
一封家书，
学会给自己充电，储备知识和能量，让自己随时有
然而有的人，
奏响乡音，
拼满了对亲人深深的思念。
“电”可用。
却怀恋那用纸质媒介，
默默延伸，
传递亲情的美好时光。
流进心房。

“焊花”
绽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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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家书 拼满思念

扎根燕山脚下，
无悔热火青春

星光闪闪，
天各一方，
缀成小小的，
一封家书。
张张信笺，
款款深情。

从未哪一刻是如此的眷恋，
想要留在您身边，
陪伴渐渐苍老的您。
原来，
时间最深刻的痕迹，
是刻在了他们深深浅浅的皱纹里。

芳华正茂 青春无悔
王向军
青春，因成长而绚丽多彩，因拼搏
而富有激情，
因奉献而值得尊重。
一路走来，陪伴我最多的是父母，
还有对我不离不弃，时刻为我遮风挡
雨的哥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是他们
给我最大的呵护，他们用农村人的质
朴和言行举止，让我学会了善待生活、
更要善待自己。
善待他人，
回望 20 多年的风雨征程，诗意般
的画卷，有自我的细心经营，更有别人
精心的点缀，在最美的季节，青春让我
遇见最美的邂逅——
—我的梦，我的三
局。当青春遇上三局，注定会碰撞出
“爱情”的火花，理想与现实交织融合
在一起，奋斗的号角点亮黎明前的战
歌，青春开始书写新篇章。
入职四年多，踏上三局这片热土，
足迹遍布青海玛尔挡、新疆克州、湖北
孤山，从宽旷无垠的大西北到柔情似
水的江南水乡，三局人在咆哮的母亲
河畔与多情的汉江岸精心耕织，筑梦
传奇，挥洒青春，用“自强不息，勇于超

越”的企业精神，践行新时代青年人乐
观向上的理想追求，
用敢做、敢为、不畏
艰险的决心与毅力奋勇直前，在与时间
赛跑的进程中创造奇迹。
是参与者又
作为其中的普通一员，
是见证者，
青春在记忆中镌刻着无悔人
生，从高原、从戈壁、从平原走来，有苦
涩、有辛酸，在泪水和汗水包裹的青春
里，却更多是成长后的收获，付出后的
喜悦。亦师亦友填补了思乡的情怀，让
我感受到父母之外的另一种陪伴，兄弟
不再局限于亲戚间的血缘关系，从陌路
到相识相知，再到一生的挚友，脚下的
路变得越走越宽，随处相逢是朋友，它
给人一种无比安逸的舒适感。长幼尊卑
不再是家族中不可逾越的红线，
谈笑风
生间多了一份尊重与信赖，
到处洋溢着
家的温馨与欢笑。
这就是青春，花一样的季节，不一
样的征程，
在相遇相知中要常怀感恩之
心，
多一份真诚，
少一些抱怨，走过路过
随处是风景，
人生处处是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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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维富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2018 年 7 月 17 日，
一个别人眼中并不那么特别的日子，但对于我
们这群来自大江南北的孩子来说，却是从学生
时代正式走上基层工作岗位的时间。
离开象牙塔已经数月有余，
秋去冬来，
日子
过得还算可以，项目部的领导同事从最开始的
工作生活也渐渐步入正轨。
陌生逐渐变得熟悉，
曾经一心向往大城市，现在扎根大山深处，人生
果真计划赶不上变化，在这大山深处，处处是
层林尽染思乡
景，
处处有情。秋辞稠夏叶辞木，
绪。这里没有城市里的灯红酒绿，
没有那里的车
如流水马如龙，
更没有记忆深刻的小吃街。但是
却有着每个水电人的执着，
有着自强不息，勇于
超越的精神食粮。在这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
默默无闻，
为了祖国大业，
世纪工程——
—丰宁抽
水蓄能电站背井离乡，奔赴远方，
他们是一群可
更是一群勤劳的人。他们身上有着水电
爱的人，
人的烙印。在这里，
我再一次感受到了父辈那一
代人的艰辛，他们的不易，相比当下，我们这群
90 后的孩子真的很幸福。
尚未配妥剑，转眼便江湖，
刚刚告别大学生
涯，
转身却步入工作的征途，
从此成为一个社会
人，
或许是不适应这个落差，
或许有自己独特的
想法，或许有更好的的发展机会，
或许……我们
寸署难留。而
之间有人选择了离开。天波易谢，
我、我们依然在这巍巍燕山脚下，在这大山深
处。这里是很平凡，但这里却很让人成长。清晰
历经一天的时间
记得 17 日那天离开西安古都，
晚上 11 点才到达项目部，沿途的山路十八弯，
放眼望去，
只有群山峻岭和盘旋公路，下车的那
一股凉意只冲脑门，
一种荒凉不言而喻。
一刻，
电话 02986178686 转 8831 8837

对于从小长在农村的孩子来说还好，一切
都在意料中。急急忙忙收拾好床铺便在困意的
诱惑下进入了梦乡。伴随着汽车声，
仓促的脚步
声到达了第二天的清晨，早餐过后相关负责人
带领我们熟悉了工地及厂房，工程规模可谓浩
浩荡荡。遇水架桥，逢山开路。基层工作，就这样
在日复一日的工地厂房中慢慢拉开了帷幕，而
自己也从一开始的茫然不知，慢慢的开始对工
作熟悉，会去认真的学习了解施工方案，作业指
数月的日子，真的很快，
导书等文件。仔细回味，
从一个毛头小子，开始成长为他们眼中的小包；
从一开始一问三不知到如今软件操作的小能
手；从之前的腼腆不知道如何打开话题到现在
的无话不说。许多的改变真的就这么不经意，没
灯红酒绿；也没有
有去憧憬大城市的车水马龙、
去懊恼自己为什么会选择这份工作、背井离乡，
便只想认真当好大山的
扎根深山。而今的自己，
孩子，成为项目部真正的一员，融入这个大家
庭，用双脚去丈量这里每一寸土地，用双手去奋
斗属于自己的时代。许多时候可能梦想很远，
但
此时此刻它很近，它就是团队成员的一个会心
微笑，一个点头认可，一句这个小伙子年轻、积
极、
能干。
作为奔赴在一线生产的基层人员，作为当
时代的青年，应当时刻以劳动模范为榜样，用实
际行动逐梦人生，无悔热火青春。干一行，爱一
以
行，
精一行。勤于多思多想，
练就一身真本领，
过硬的技术，卓越的能力争做新时代的大国工
匠。即便征途坎坎坷坷，一路的荆棘，但只要我
们坚定理想信念，发扬水电人的精神，终会“山
。
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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