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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中国

梧桐山

夏来了

蔡鑫

蔡鑫

蔡鑫

这是一个沧桑的地方 沉思默想蕴涵在这片土地上
心灵的深处是爱的国度 有着无限的明媚阳光
月上柳梢是史诗 大漠残阳即离骚 桃红醉了李白 心在飞翔
飞翔在上下千年思想的边疆 我在想
我在想 心之中国是风霜的作品 一如时尚的清香在飘荡

吾同于心 自此成山
在簕杜鹃丽色无边的土地上
冬之梧桐山是思索和探进的地方
关于旧的声音和新的希望
总是在拓荒时留下深浅不一的印象
我听到了观念的蕾苞和风雨 碰撞的声响
曾有的叹息和争吵都化作前行的方向 一路芳香
吾同于心 自此成山
在甩开破烂旧鞋和脱下褪色的衣帽
春之梧桐山滋长着智慧和光芒
思想的花蕾像春风里精致的灯笼
一路沿着繁杂的枝杈殷勤地张结和释放着心的阳光
没有梧桐花开 却见梧桐山色的清扬
这就是无到有的开创 留在心中的梧桐花香
吾同于心 自此成山
有谁能把思想写得那么鲜艳夺目 那么灿烂光亮
夏之梧桐山盛开的绿意遮掩着人们的笑脸
快意飞流之观念的瀑布激起千层浪
山、
海和这个曾经的小镇享受着和谐的阳光
能够坦然迎向生命中的波折和拓荒
梧桐山一如一位真正的牛者
吾同于心 自此成山
试剑石和磨剑石把思想之剑试了又磨 磨了又试
秋之梧桐山好像一部厚重的词典
叶落心地时的脆响 以新陈代谢的不朽方式
继续和持续着思想的历程
激荡起再一次的生命讯息
为希望而成熟的下一个硕果而提前思索和探索
勿需任何装饰的梧桐山 才是厚道和善的本色
勿需任何空想的梧桐山 才是民风淳朴的滋味
梧桐山 以你真情实感 脚踏实地
奉献出你对社会和人间的思考和探索
给一路走来的人们以和谐的思想 吾同于心 大同于世

心之门 打开了心门 即是希望
从黄河泰山的顶峰俯瞰暮色苍茫
开心胸 阔眼界 小溪小流朝向大江大河 才是希望
希望在贫瘠的田野上 用小米和步枪 开垦出富裕的诗行
看看 大漠孤烟直 直的是希望的脊梁
映日荷花红 红的是希望的大疆
希望的种子尽收在华夏儿女的心上
心之途 走在心途上 便是坚强
任何的构想都是空白纸张 现实中有一马平川 也有惊涛骇浪
唯有手执斧凿 管它悲凉 还是浩浪
冲决千古陈腐的岸堤 挺的就是中国的脊梁
任何的苦难不过是沧海一粟 沧海一声笑 笑却了凄凉
任何的叠嶂只是一缕青烟 一路上 有中国胜利的曙光
在铁锤和银镰的光辉里 心途上 坚强就是中国的方向
心之道 共享着心道 处处阳光
飞天的音符从敦煌壁画飞落在高楼大厦上
伴着尧时的歌声 千年的风雅颂 像太阳花一样绽放
天地一体 命运同体 生活空间里有蓝天和白云相伴
我对心之中国深情地回想
从生存到生活 从生长到成长
心之门 心之途 心之道 心在飞翔
心之中国是风霜的作品
无论何时何地何风何雨 我都在想

雅万高铁四号梁场原架梁范围
981 榀箱梁架设全部完成
6 月 12 日，中国中铁四局承建的印尼雅万高铁四号
梁场原架梁范围 981 榀箱梁架设全部完成，在雅万高铁
全线率先完成原箱梁架设任务，实现雅万高铁建设又一
里程碑进展，为保证“G20 和 630”两个目标顺利实现奠
定了坚实基础。全长 142 公里的雅万高铁全线共有 3 座
梁场 ，其中中铁四局承建的四号梁场原架梁范围承担
981 榀箱梁架设任务。四号梁场是中国高铁“海外第一
梁”的诞生地，也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首座海外“智慧
梁场”。
（李金朋）

在暗香浮动的季节 热情的音符飞落在树枝上
歌声越过树叶叠起往事的墙 滋味在徜佯
漫游在落英缤纷的感触中
积蓄成一种对您深邃与悠远的眼神 望远方
心灵在不远处展开歌声的翅膀
我们无法抹去叶儿散发的余香 回忆就像一壶茶香
悠然的爬山虎印记布满了墙 那是我的眼神 充满了芳香
生活空间有蓝天和白云相伴 也有暴雨 终究会散场
我对每段往事深情的回想
一如无悔划过天际的日月流光
歌声中有时光的影子和飞翔的翅膀
在抒情的风中释放着生命中的热情和梦想
多少情怀在红瓤里化作了清凉
多少思绪在冰水中溶成了爽朗
多少沉默在阳光明媚蓄积出我的眼神 好像一池荷塘月色汪汪
几多艰辛 几多坚信 眼神不再迷茫
从冷酷眼光到每次友善笑声 每一次在无奈中酝酿成坚强的眼光
从百般挑剔到每处响起掌声 每一次在无助中积蓄出奋斗的眼光
我微笑前行 风中雨中
在暗香浮动的季节 我的眼神 充满了芳香
眼神如花 花盛开的地方
总是有风雨的故事在滋长
不管烈日还是夕阳 微笑的种子在生长
站在写满浩渺往事的墙角旁
一缕素朴的清香在飘荡 好像这夏日的阳光 真像那沉默的眼光

中铁四局合肥四水厂迁建项目
开展主题茶话会
在 6 月 3 日端午佳节到来之际，
中铁四局合肥四水厂迁
建项目开展了“弘扬传统文化 共度浓情端午”主题茶话会
活动，
让员工们在欢度端午佳节的同时，
去感受传统文化的
魅力，
凝聚奋进的力量。活动中，
项目书记为大家诵读了阿
紫所作的诗歌《读中国》，诗中深情讴歌了中华民族悠久的
历史和光辉的奋斗篇章，让员工心中激起对祖国的无限热
爱，
并凝聚起奋发向上的力量！随后，
大家共同观看了视频
《端午节里的家国情怀》，进一步体会到一代代中国人的爱
国之情、
强国之志和报国之行。
（严红）

中铁十一局电务公司引江济淮项目
进入导地线展放阶段

中铁四局市政公司合肥四水厂迁建工程
项目部开展农民工职业健康体检

5 月 29 日，由中铁十一局电务公司参建的引江济淮项
目在供电线路 A44#塔—A49#塔耐张段成功展放第一段导
线，标志着引江济淮阚疃南站、西淝河北站供电线路工程
进入导地线展放阶段。自进场以来，该项目部始终严守安
全防线，紧抓生产进度，严格执行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
质量规范和强制性标准，认真落实工序“三检”制度，严格
控制每道施工工序质量，克服了工期短、协调范围广、疫情
管控期间物资材料及人员进场难等诸多不利因素，顺利完
成了系列节点目标。
（魏峰 樊鹏超）

为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切实保障农民工身心健康，
6 月 9 日，中铁四局合肥四水厂迁建工程项目部联合局体
检中心开展了“真情关爱农民工 健康体检进工地”活动，
为工地一百余名 50 岁以上的农民工进行了职业健康体
检。
“通过职业健康体检，帮助农民工了解其身体状况，并
对潜在的疾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体现了企业以
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同时有助于实现项目安全生产。”项目
负责人表示。
（严红）

中铁十一局电务公司
上紧安全生产职责“发条”
自 2021 年 9 月 1 日新《安全生产法》正式实施以来，中
铁十一局电务公司继续紧抓安全生产工作。该公司以“安
全生产专项治理百日行动”活动为契机，全覆盖地开展岗
位安全职责检视、剖析活动。截至 5 月底，36 个在建项目
全部开展了岗位安全职责检视、剖析会议。在检视剖析会
上，从项目经理开始，参会人员对照各自岗位的安全生产
职责，深刻剖析自己是否逐条落实、逐条履责，并制定了下
一步的改进措施。该公司领导和安全质量监督部负责人
全程参与并进行点评。
（董浩飞）

中铁四局宁马城际铁路一分部
爱心助考暖人心
6 月 7 日，2022 年高考如期而至，中铁四局宁马城际
铁路一分部党支部联合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交警大队、
花山区城市管理局组成志愿服务队到马鞍山市二中考点
外，开展“情暖学子 助力高考”志愿者服务活动。6 月 7 日
一大早，志愿者们便来到马鞍山市二中考点外，在交警与
城管的指导下，按要求支起帐篷，摆好桌椅板凳，并将提前
准备好的口罩、2B 铅笔等物资摆放在桌子上，以供考生和
家长们不时之需。据了解，高考期间，中铁四局宁马城际
铁路一分部还开启“静音模式”，全力为高考考生提供安
静、舒适的考试和休息环境。
（徐磊磊 谷敏）

中铁四局市政公司无为二期项目部
多措并举助力 2022 年高考
为给全体考生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考试、复习及休
息环境，6 月 7 日至 8 日，中铁四局市政公司无为二期项
目部精心组织、多措并举，合理安排现场施工，用实际行
动为高考助力。一是大干快上，抢抓工程进度。项目部
合理倒排工期，在高考前已恢复城市主干道路面工程，确
保了高考当天道路通畅。二是调整计划 ，减少施工影
响。项目部暂停易产生较大噪音污染和扬尘污染的施工
作业，同时安排材料车辆错峰行驶。三是加强排查，筑牢
安全防线。项目部加强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确
保高考顺利进行。
(梁之强 蒋文晗）

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坚持“四个狠抓”全力奋战二季度
为实现
“时间过半、
任务过半”
目标，
江苏省海安经济技
术开发区财政局多措并举，积极制定有效措施，以“四个狠
抓”
着力做好二季度财政工作。一是狠抓财政收入组织，
千
方百计挖潜增收。对下一阶段性任务再细化、
责任再落实；
二是狠抓资金支出进度，
全力保障重点项目落地。督促项目
业主加快项目实施进度，
尽快发挥资金效益；
三是狠抓民生
保障工作，支持社会事业发展。着力强化重点民生领域保
障；
四是狠抓债务风险防控，
确保财政稳健运行。（顾盼盼）

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强化安全生产 筑牢安全防线
近日，为进一步夯实安全基础，切实提升“安全生产
月”活动质量和实效，江苏省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召
开动员部署会、播放广播、悬挂横幅、举办专题培训等方
式，围绕安全生产设施管理和防疫物资储备等情况开展检
查。开发区坚持深入企业一线，按序时进度有序推进安全
检查工作；加强消防安全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突能力，加
强督查考评，奖优罚劣、失职追责；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
任，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和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提升，
筑牢安全防线。
（储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