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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历教育：
1、高升专：建筑工程、道路桥梁、工商企业管理、电气自动化等

2、专升本：土木工程、工程管理、机械工程、市场营销、会计学等

报名时间：春季即日起，至2020年3月28日

适合在职人员，尤其是施工单位职工。学习方式灵活，工作学习同时进行。

（二）培训项目：
1、建筑类八大员培训

2、代评各专业初、中、高级职称

咨询电话：（027）85731605 15527752955
QQ：2856719592 2933512903
联 系 人：甘老师 18086013311（微信同号）

马老师 15527752955（微信同号）

李老师 19947669135（微信同号）

地址：武汉市江汉北路34号九运大厦B座2301室

想要提升学历，节省费用，学习、工作两不误，就请来我们这里报名学习吧！

“一年净赚上百亿元，京沪高速铁路加

速冲击 IPO”的消息，近段时间在网上炒得

沸沸扬扬。证监会已经披露了“京沪高速

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的 IPO 招股说明书。

据统计，2018年京沪高速铁路运送旅客达

到 1.92亿人次，营收达到 311.5亿元，净利

润达到102.4亿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从 2011年 7月 1日正式开通

运营至今仅仅 8年就能成功盈利，成为中

国高速铁路王冠上的明珠。

作为京沪高速铁路的参建者，中铁二

局京沪高速铁路项目材料厂的员工们，谈

及当年在山东德州运河之滨日夜鏖战的情

景，依然记忆犹新，感到非常自豪。

接到快上京沪高速铁路项目的通知，

距 2008年春节已经不远了。作为开路先

锋的领头雁，中铁二局物资人掀起了“今年

春节不回家，山东德州过大年”的争上京沪

高速铁路项目材料厂的报名热潮。在物资

公司成都分公司经理办公室，每天都要接

待好几批前来报名的员工，报名的电话更

是频繁响起。这一方面让领导们感到欣

慰，一方面也让领导们难以取舍。但紧迫

的时间也不容过多考虑，只坚持一个标准，

上去的人必须是精兵强将。

2008年 1月底，由物资公司成都分公

司副经理杨影带队的“中铁二局京沪项目

材料厂筹备组”一行5人飞抵济南，来到地

处黄河故道、运河之滨，自古就有“九达天

衢”“神京门户”称谓的山东德州。

鞭炮响起，烟花燃起，春节到了。材料

厂的员工们一边思念远在家乡的亲人，一

边还在收拾房间，在建“家”的忙碌中度过

了一个没有家人在身边的春节。正月初

六，他们开始分组外出调查施工物资资源

情况，重点是业务主任霍滔带队的砂石料

资源调查。由于当地是平原，砂石料资源

严重匮乏，这让调查组的同

志吃尽了苦头，只能到数百

公里外的河北正定、衡水、

涿州以及泰安大汶河流域

等地摸排寻找。

员工们均没有在北方

生活过，只知道北方的冬天

很冷，却没有真正尝到过朔

风的厉害。身体强壮的小

庞竟说：“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在四川过冬

天，毛衣都不穿。这里再冷，也不过是多穿

一两件衣服的事儿。”

出门就是顶头风。汽车向北行驶，西

北风对着吹来，司机立即感到了很大的阻

力，没有一片叶子的树枝都被吹得向后深

深地弯着身子，车窗玻璃噼啪作响。“肯定

是风中夹着沙砾，你只要听到这声音就知

道风有多大。”司机一边紧握方向盘，一边

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哦！”

下午到达正定的一个石料场。窗外风

舞沙飞，尘烟蔽日。刚打开车门，夹着沙砾

的风便向车内扑来。“哎呀，确实厉害！”司

机赶紧重新找了一个建筑物的背风处停下

车来。“大家要把棉衣裹紧，戴上帽子。”霍

滔一边下车，一边嘱咐大家。

呼啸的寒风吹过，几个人在石场转圈

察看。“简直要把人吹倒，我的眼睛里都进

沙子了。”不信邪的小庞只这一走便服了：

“冷得我直打哆嗦。”“大家

尽量将身子前倾，并把帽子

的帽沿压低以挡沙子。”霍

滔说。小庞伸手去压帽沿，

刚有一仰头的动作，帽子便

被风吹去，在空中翻着跟斗

飞向远方。

来到石料场老板的办

公室，大家围着火炉，这才

发觉原来已被冻得不行了，边烤火边打着

寒颤。供料老板见此情景，立即叫人送来

一杯杯重新加热的红糖水，大家才慢慢地

暖和起来。问明情况后，精心取了样品。

回程的车上，霍滔拿出饼干，大家真也

是又冷又饿。到了德州，几近子夜，由于当

时还没有厨师，几个人又忙着洗菜做饭，折

腾好一阵儿，才吃上热饭热菜。“这个石场

的产能低，质量也不敢保证。大家要做好

多跑路的准备，抓紧多跑几个地方，摸清资

源情况。”霍滔边吃饭边勉励大家道。

接下来的日子，员工们除了在严寒里

顶风冒雪地奔跑，还是奔跑。是呀，霍滔在

与笔者谈及调查的艰辛时说：“能在有暖气

的房间里坐上一会儿，都是奢侈的事情。”

发源于“沂蒙七十二崮”之首的旋崮山

北麓的大汶河，是黄河在山东的唯一支流，

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自东向西“倒流河”。

由于上游广泛分布着不同地质历史时期古

老的火成岩岩体，经过数千年大浪淘沙，积

聚起丰富的河沙资源。但经过近年来的掠

夺式采挖，如今的河道满目疮痍，河沙的含

泥量越来越重。用于高铁建设必须进行清

洗。这就使得单个沙场的产能与我们需求

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必须寻找和选择更

多的沙场，才有可能保证施工用料。

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快速地跑路寻找，

在大汶河流域的沙场里，留下的是材料厂

员工们深深的足印。

用霍滔的话说，“行程起码超过 1万公

里，硬是脚都跑大了。”

2008年 4月 18日，随着温家宝总理的

一声令下，全长 1318公里的京沪高速铁路

全线开工。中铁二局人在鲁冀交接的德

州、吴桥拉开战幕。随着工程摊子的铺开，

“粮草”开始吃紧。资源就那么多，高速铁

路、高速公路、房地产、地方建设等各大

项目都在争抢，考验中铁二局物资人的时

候到了。

钢材供应趋紧。“徐恩章，你去钢材供

应商处蹲守，拿不到钢材不要回来。”杨影

的口吻就像冰冷的钢铁。徐恩章赶紧上

路，走出办公室都没来得及回头一看。经

过艰苦的蹲守和协调，催到钢材后，徐恩章

又在吴桥火车站狭小的货场里，扯一块烂

席子，以站台为床天为被，清点、装卸、分

拣、转运、送料，那被蚊子叮咬的满脸红包

和满身的汗臭味，让同事们、供应商印象深

刻。

武汉理工大学、湖北工业大学

2020年招生信息

运 河 之 滨 脚 步 飞
—— 中铁二局京沪高速铁路项目材料厂保供追记（上）

□ 廖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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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多少次的梦中相见，多少次的

痛苦却不能表露，而梦中的您，身影依然

那么熟悉，声音依然那么清晰。都说时

光可以淡去一切记忆，但在时间的烟尘

里，痛苦有时候总比快乐还要清晰，时间

的流逝并没有淡化我对父亲的思念。

三年前，正是您享受一生辛劳和奋

斗换来的美好生活与荣誉的时候，享受

儿孙们孝敬您的时候，然而三年前的今

天，您却告别了我们，告别了这个您曾经

生活了的世界，驾鹤西去。

您是一名军人，曾参加过对越自卫

反击战，退伍后回到家乡担任了村党支

部书记，这一干就是 20多年。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农村没有电、没有公路，家家户

户温饱都难解决，所以经常会因为田边

土角、房南屋基的发生纠纷。这些

纠纷，都得靠您一家一家的调解。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您白天忙

于农活，只有依靠晚上的时间去解

决这些今天看似鸡毛蒜皮的事情，

您经常是半夜三更才回家，有时候

因为应酬也会喝得烂醉，尤其是有

朋自远方来，您说过“宁伤身体，不

伤感情”，或许您的一生真的就应验了这

句话，伤了身体，母亲也因为担心您经常

要守到半夜等您回家。在您的这 20多

年的村干部工作中，尽心尽力、格尽职

守，或许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吧。

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家家户户一到

晚上点的都是煤油灯，用的是手电筒，镇

里的小型发电厂根本无法满足全镇群众

的电力需求，何况还要往县里输送。直

到八十年代初您才通过各方面努力为村

里并线联网，接通了高压输送电，后来重

建了村小学，慢慢的田里的水稻不再是

顺田弯，开始了“条条称、宽窄行”增产增

收，地里种的也不只是玉米，而开始种植

起烟叶。

本想您会因此闲下来，可不曾想您

又开始发动村民修路。您说，“在当年我

们拉高压线进村的时候就因为交通不便

吃了亏，人家一天可以竖起5根电线杆，

而我们只能竖立 1根，靠的还全是劳动

力，要想富，先修路。”就这样，从全村没

有路发展到 10条路、20条路，到后来的

家家户户路连路、地连路，虽然都是泥

路，却为耕种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加上机

械化的配合节约了不少的劳动力。

直到 2000年，村里开始有了驻村干

部，村党支部书记不再由村里选举产生，

父亲也因为思想跟不上改革开放的步伐

而退居二线。

回眸，曾经年少时的无知和顽皮给

您带来了多少麻烦，您经常要为我“赔不

是”“擦屁股”。听到这些，我就知道晚上

又免不了一顿“干笋子炒腿精肉”了，罚

跪也是逃不脱的。

您的一生看似平静却过得很坎坷，

只是您不愿意说，不愿意表露，在您身

上，我有难忘、感动、愧疚，让我一生难忘

的有四件事。

记得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一天，

因为好动、顽皮，在课间与同学玩“冲鸡”

游戏，不小心一个跟斗栽地，把左边锁骨

摔断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只知道手抬

不起了，强忍着疼痛上完了下午的课

程。放学回家，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手

疼得连碗都端不起了，您还是发现了，我

也哭了，在您逼问下我说出了实情。您

二话没说，放下碗筷背着我就往镇上的

医院走，这一背就是 20里路，您没有休

息一下，直到B超结果出来，医生打上绷

带说“还好是断的中间，问题不大。”您这

才松了口气。随着时间的流失，我也渐

渐的长大，不再因为放牛吃邻居庄稼、欺

负邻家小孩而受到体罚……您也慢慢变

老了。

2003年的夏天，我高中毕业，考了个

不入流的大学。那段时间，父亲经常独

自一人坐在屋檐下长叹，时不时地深吸

几口手中的香烟。我知道，您为难了，为

高额的学费愁，更多地是为我将来的就

业愁。本应该是在秋收后才慢慢松动的

土地，您却在这几天忙碌起来。原来，您

是要赶在我和妹妹上学前翻松这片土

地，卖掉家里的的“老伙计”。当那天牛

贩子赶走老水牛把钱递给您的那一刻，

我看到您眼圈红了，只是强忍着没有让

泪水流出来……您坐在牛棚外面点燃了

一根香烟，深深的吸着，一句话也没说，

久久的。

2013年 7月，您被查出了鼻咽癌中

期。我们一家犹如噩梦般，无法接受这

样的事实，一个一生都在做好事、一生都

在为别人着想，走路连一只蚂蚁都不会

踩死的人；农田里干活时看见乳臭的小

鸟因为飞不高而栽在水里都要去先把它

扶上岸才干活的人，怎么就会得了这样

的病？可现实还是打破了一切的不可

能，将这噩耗降临到了您身上。在医院

治疗期间，一天晚饭后，我陪您散步，您

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我这病好不

了啰。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这耳根后

肿块还没消。”当时怕您接受不了，我们

并没有告诉您检查结果，可整个病房都

是不同的癌症患者，每天的话题都是化

疗、放疗、细胞培植等，那么睿智、敏感的

您又怎会不知道呢？只是不说出来！您

的眼泪流出来了，我顿时鼻子也酸了，只

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那么的无助和

无奈，面对您的眼泪我却束手无策。

2016年，是您患癌后的第三年，您说

近来腰痛得非常厉害，到医院一检查，噩

梦再一次击垮了我们全家——您的癌细

胞已经扩散至全身，深入到骨髓，再治疗

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了。看似您无所谓的

样子，其实也不知道您偷偷地哭了多少

次——您还没有看到孙儿们上学、成才，

结婚、生子，还没有看尽这个突飞猛进、

日新月异发展的新时代，您舍不得呀！

过去，您常说：“我们家从四川到贵州，遇

到了饥荒、大集体，几代人生不逢

时，父亲、姐姐、弟弟都没有活到一

个花甲，我最大的心愿——60周岁

就满足了。”可是医生给您宣判的却

是只有 1个月，离您的 60岁生日还

差 2个月呢！我再一次沉默了、感

觉到多么的无助和无奈，生无可

依。或许是您抗拒病魔的毅力，或

许是老天的眷顾，农历三月二十二日迎

来了您的 60大寿。一家人早早地就开

始忙碌起了。晚饭时，至亲好友、侄儿侄

孙、左邻右舍、老战友都来了，或许是因

祝福而来，或许是因为要见您最后一面

而来……叫兄弟的、叫大哥的、叫姑父

的、叫外公的、叫爷爷的、叫老祖爷的，都

在围着您转，您很高兴了。我也因为无

助、愧疚地把自己灌醉了。

我记得，您生日后的第八天，您在我

的怀里，我却再也没有感受到您背心的

温暖，您就安详地走了，没有留下一句

话，就安然入睡，再也没有醒来……

或许，终有那么一天，所有的记忆，

都会被时光带走，而这一段段记忆，我却

刻骨铭心，岁月的痕迹无法磨灭，您留给

我一生的牵挂——父爱！

我们可以一起照张相吗？用英语表达这句话难吗？说不

难，只需要有一点英语基础就可以了，说难，因为无法准确表

达，或者难以开口，往往就会失去沟通交流的机会。

为了说好这句话，我还特别查询了百度并把“Excuse me,
could you take a photograph with me?”练习了很多遍，目的就是为

了11月1日，找机会和“老外”合影留念。

国家商务部援外培训项目“2019年发展中国家铁路基础设

施建设投融资与管理研修班”在西南交通大学举行，该班旨在

展示和介绍中国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与管理方面的技术，

参培人员为相关发展中国家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与管理

等方面的官员和技术人员。按照工作安排，11月 1日上午，来

自保加利亚、黎巴嫩、加纳、突尼斯、肯尼亚、巴拿马、古巴、乌兹

别克斯坦 8个发展中国家的 18名人员要到中铁二局贵阳轨道

三号线 I标项目参观和研讨交流，我到现场拍照。

是日一大早，11月的在南方，阳光虽明媚，但小寒风还是吹

袭着，算是带有点冬天的味道了，因为工作原因，心里流过一阵

“暖流”。我按时来到贵阳轨道交通三号线 I标项目中曹司站等

待外国友人参观。

研修班人员如约而至，实地参观了中曹司站施工现场，西

南交大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国际培训部主管李奕萱老师负责

全程翻译。18名研修班人员对该站顶板施工工艺流程及钢筋

加工厂大加赞赏，有说有笑，一路都在不停地拍照和录像，认真

听取翻译讲解，说的最多的就是“Very good！”“Good！”其他的，

似乎听不太懂。只怪自己当初英语听力基础不扎实，毕业之后

又丢掉了，不然，完全可以与他们交流沟通几句，也向他们讲解

一下多彩贵州、爽爽贵阳林城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新月异的变

化和交通基础建设的突飞猛进。尽管，“I am not good at
English，may I speak Chinese?”在嘴里来来回回很多次，在肚子

里面早就翻江倒海，可是，还是没有勇气表达出来。记得9月份

爬长城的时候，本来想邀请老外合影，向老外讲解一下长城是

多么的伟大壮观，就是因为英语不好没有实现。

走出钢筋棚，来到项目驻地，他们参观项目党员活动室、职

工书屋，还相互拍照合影，突然，我发现机会来了，我直接走到

一个老外的面前，说“Hello，Can I photo with you?”总算“吞吞吐

吐”的表达了，但是看到老外一脸茫然和蒙圈的表情，我感觉自

己估计表达错了，急忙用手语比划，找人拿着相机对着我和他，我面带微笑连忙对他说了

两遍“Photo together”，他马上领会了是“合照”的意思，他微笑着答应了，还很友好地邀请

一块儿来的人和我合影。这样，一句完整的英语没有说完，总算和几个老外合影成功了。

随后，在研讨会中，咱们企业的代表向研修班人员详细介绍了项目的总体情况和企

业的发展历程、基本概况，研修班人员就工程建设中的运营维护、合作模式等问题与我方

人员进行了深入研讨。研修班人员对中国铁路发展速度和水平尤其是高铁、城轨技术频

频点赞，同时表示在新时期“一带一路”理念倡导下，一定会积极做好友好交流的传播者，

不断为深化在各领域的发展搭建起沟通合作的桥梁。

“Excuse me, could you take a photograph with me?”虽然练习了很多遍，虽然从初中开

始接触英语到大学毕业也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不知道在各种考试的题海中遇到过多少

次，更不知道在假想和老外沟通交流的过程中设想了多少次，直到关键的时候还是没有

表达清楚，这说明，没有实战的机会和语境，也难怪自己无法表达清楚。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发展，随着基建行业不断“走出去”和“引进来”，随着

“地球村”不断近距离的接触，随着中铁二局海外项目日益增多，曾经很多所谓的“假想”

“设想”都会不期而遇，那时候，我们都将要跨越语言的“鸿沟”，打破沟通交流的“界限”。

适者生存，这就需要我们不停地“温故而知新”，不停学习，不然，那时候就不再是“我们可

以一起照张相吗？”那么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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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我一生的牵挂
□ 刘万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