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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使命 奋勇担当
努力提升企业高质量发展软实力

本报讯 2018年 11月 16日下午袁公司野砺能冶奖
渊助冤学基金捐赠仪式暨与北京科技大学土木与资源
工程学院野党建+产学研冶双提升结对共建活动启动
仪式在北京科技大学举行遥 会上袁双方签署了野砺能冶
奖渊助冤学基金协议袁并根据双方制定的野党建+产学

研冶双提升结对共建实施方案为 10名互聘人员颁发
了聘书遥 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李金海尧党委副书记
孙茜尧总工程师刘卫东袁北京科技大学基金会办公室
主任吕朝伟尧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院长金龙哲尧土木
与资源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纪洪广出席了本次活动遥

公司野砺能冶奖渊助冤学基金是依据公司与北京科
技大学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签订的战略协议袁 本着
培养人才尧鼓励先进和回馈社会的原则袁每年向学院
捐资伍万元人民币袁用于资助教育事业发展遥

野党建+产学研冶 双提升结对共建活动是双方党
委为充分发挥党建工作引领作用袁通过机构同设尧人
才共建尧组织共建尧活动互联等方面的结对共建袁凝
聚双方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智慧和力量袁 将党的政
治优势尧 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产学研协调发展的强
大动力袁 努力实现党的建设双提升袁 产学研用双促
进遥 其中人才共建方面袁 公司遴选当前六项重要工
程袁聘任校方教师作为野科技委员冶进驻企业袁不定期
为工程建设提供技术支持曰 校方以此六项重要工程
为载体袁 建立北京科技大学土资学院大学生实践基
地袁公司技术专家尧项目负责人尧党支部书记作为实
践基地野实践指导老师冶袁全程参与实践指导遥

本次活动的顺利进行袁是双方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的进一步落地袁也是公司野产学研冶深入开展
的有力举措袁 公司将通过探索与高校组织共建尧
工作互助尧资源同享尧经验共鉴等有效途径袁推动
公司党建尧人才建设尧科技创新等各方面的全面
发展遥 渊张志伟冤

本报讯 近日袁 公司总经理杨谦一行到集团参
加野关于 i城建信息化建设的深度交流冶活动遥 公司
经理助理孔令全尧副总会计师蔡宗桂等机关相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了此次活动遥

集团办公室副主任兼信息化负责人王绍康在
交流会上详细的介绍了集团信息化管理系统在野十
一五至十三五计划冶期间的发展与成果遥近年来袁随
着集团信息化管理系统的不断完善与突破袁其成果
已达到同行业领先水准袁 并将在 2020年末实现信
息化系统建设的新阶段遥

交流会上袁 杨谦与王绍康对信息化建设和 i城
建平台的推进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袁就公
司目前运行的信息化管理平台与集团 i城建信息化

系统关于对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袁对业财一体
化袁安全尧质量尧项目管理袁以及智慧化工地的建设
与未来集团 i城建系统的相互融合进行了深度交
流袁为公司未来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建设与发展把脉
定向遥 渊孔令全冤

信息化管理

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袁实现企业管理现代化
的过程袁它是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先进的管理理念相
融合袁转变企业的业务流程尧传统管理方式和组织
方式袁重新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袁提高企业效率和
效益尧增强企业竞争力的过程遥

运 筹 帷 幄 着 眼 未 来
要要要公司信息化管理建设与集团深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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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党员深入推进纪律
建设的政策理论水平袁 增强全体党员的纪律意识和
规矩意识袁近日袁公司开展以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曳为主要内容的讲党课活动遥

公司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孙茜以叶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曳为主要内容袁围绕党的十九大精神袁
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围
绕中心袁服务大局袁将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尧实践和
制度创新成果一一作了讲解遥

孙茜指出袁新条例主题鲜明尧思想深邃尧高屋建
瓴尧博大精深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袁此
次新修订的叶条例曳共 142条袁与原叶条例曳相比新增
11条袁修改 65条袁整合了 2条遥 修订后政治性更强袁
内容更科学袁逻辑更严谨袁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更强袁
是对全党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集大成的重要修
订袁是一个党和党员行为上划时代的重要修定袁是一
个凝聚全党智慧尧顺应人民期待尧对我国党建发展作
风建设最新成果遥

此次党课活动袁旨在将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曳重要精神内化于心袁外化于行袁以优良作风袁齐心
协力袁克难攻坚袁将重点尧难点问题贯彻扎实推进袁不
断提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体党员
干部头脑袁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袁开辟党建工作发展新局面袁力争推进
公司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遥

公司机关副部长以上尧 各基层单位领导班子成
员参加了此次党课活动遥

本报讯 2018年 11月 15日袁 公司世园会园艺小镇项
目最后一段清水混凝土在D1区文创中心的斜屋面顶板浇
筑完成袁工程全面实现主体结构封顶遥 同时袁这也标志着世
园会园艺小镇要要要这一国家级重点工程建设取得了激动人
心的阶段性成果袁项目全面进入装修阶段遥

公司世园会园艺小镇工程包含 12个单体袁 所有单体均
为不对称结构遥 其中C1区为钢结构建筑袁D1区为清水混凝
土建筑袁D2区为 10米深基坑施工袁C2-C6区尧B1-B2区及
D3-D4区为古建施工袁所有单体屋面都为斜或曲屋面遥此外袁
市政管线错综复杂袁交叉于各个单体之间袁呈现野三纵两横冶的
分布特点遥要想圆满完成施工任务袁必须在有限时间内逐个攻
破各个单体的特点及难点袁施工难度非常之大遥

为了保证 201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正常举行袁 会场内
所有项目必须在 2018年底完成施工任务袁 考虑到冬施的影
响袁项目部只有 4个月宝贵的有效工期遥 7月 20日开工伊始袁
长达月余的雨天袁又耽误了近一个月工期袁时间迫在眉睫浴 在
公司领导的密切关注及机关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袁项目部领
导精心组织袁 管理人员在坚持科学施工的同时严抓进度尧质
量袁 短短的 3个月时间袁 不但克服了单体不同标高造成的困
难袁克服了D2区深基坑施工及数次设计变更的影响袁还解决
了D1区清水混凝土施工复杂工艺等诸多技术难题遥 项目部
全体员工舍小家尧为企业袁战酷暑尧斗严寒袁团结一致袁奋力拼
搏袁终于在 11月 15日完成了D1区顶板浇筑袁项目主体结构
施工全面完成浴 与此同时袁 项目 B尧C两区外檐装修已完成
80%袁地下二次结构施工完成 30%袁七米路各管线施工完成遥

至此袁园艺小镇这项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冶已完成大
半袁项目建设获得建设单位高度认可袁工程顺利通过北
京市结构野长城杯冶验收遥

世园会项目经理贺志伟表示袁 全面进入装修阶段
后袁世园会项目全员将继续绷紧野抓进度袁重质量袁保安
全冶这三根弦袁逐一攻克接下来的各个施工节点袁给公司
以及建设单位交一份圆满的答卷遥 渊王吉冤

管理

匠心助力科技腾飞 初心彰显国企风范
公司再收锦旗一面

本报讯 11月 28日袁北京欣奕华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彦军尧京东贝渊北京冤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经理
田志军一行莅临公司袁将绣有野匠心助力科技腾飞袁初
心彰显国企风范冶锦旗送到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李
金海的手中袁并感谢公司在京东贝科技园施工建设中
的辛勤付出遥 公司副经理涂春立尧工程总承包部党支
部书记等领导见证了这一光荣时刻遥

期间袁王彦军一行在李金海等领导的陪同下共同参
观了公司办公区尧信息化大屏尧职工之家尧荣誉展示墙袁李
金海向来访领导一一介绍了公司的发展历程袁信息化管
理模式袁职工之家的建设和近年来获得的荣誉等袁王彦军
一行对公司的管理模式及发展中取得成果连连称赞遥

据了解袁 从公司工程总承包部 2016年 2月正式
进入京东贝科技园项目施工到今年全部厂房的竣工

验收袁始终坚持野高质量尧高标准尧严管理冶的管理理
念袁 精心打造 6万平米科技园厂房施工的每道环节遥
施工期间袁该项目部强化管理尧科学施工袁秉承野一诺
千金冶的履约精神袁合理安排雾霾等不利条件施工袁用
城建人的铁军精神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袁用实际行
动完成了甲方交给的一个又一个任务袁全面展示了公
司铁军风采袁赢得了建设方的高度赞扬浴 (乔彬)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公司开展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曳专题党课活动

北京世园会园艺小镇
工程混凝土结构封顶

中共北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院
经集团公司党委常委会议研究袁同意丁学良尧涂春立同志为北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副经理人选渊试用期一年冤遥
2018年 11月 7日

关于丁学良等同志任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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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自今年工程总承包部在全部项目部开展

野紧抓黄金期袁掀起秋季施工高潮冶以来袁延庆小学工程和
北京体育大学田径馆工程施工紧锣密鼓科学组织遥 截至
目前袁以上两个在施工程按照既定目标全部实现竣工遥

延庆小学工程建设包括食堂尧体能检测室尧主席台
和钢结构连廊等施工项目遥 项目部于 5月 19日进场袁为
最大限度的减少对教学的影响袁项目部利用暑假期间施
工袁并将施工现场与教学区进行了隔离袁严防学生进入
施工现场发生安全事故遥 为进一步控制扬尘袁项目部购
置了雾炮机尧防尘网保证了良好的场区环境遥 为确保工
程按期完工袁项目部克服施工场区临近居民区尧不能夜
间施工等困难袁增加劳务人员袁合理安排各工序施工班
组穿插作业袁有效保证了施工进度遥

北京体育大学田径馆工程袁楼层高尧施工紧袁项目
部合理安排屋面防水施工与地下水电安装同时施工袁
大大缩短了施工时间遥 施工时采用满堂红钢管脚手
架袁降尘喷淋系统绕施工现场一周袁降温除尘设备南

北通风袁为工程的施工提供了有力保障遥据了解袁北京
体育大学体育馆是北京近现代建筑袁为更好的完成建
设方交给的各项施工任务袁 项目部积极克服层高尧跨
度大尧拱形顶尧粉尘密度大等困难袁科学施工尧紧密组
织袁并于约定时间全面实现竣工遥 渊乔彬冤

本报讯 近日袁
由市政分公司承担
施工的传媒大学暖
气管网改造工程按
期顺利完成并正式
供暖遥 该工程造价
2230万元袁 工期 4
个月遥工程共分四个
部分院南区尧北区尧中蓝公寓尧家属院曰改造暖气管线及生活
热水一万余延米袁管径D50--D300遥 由于传媒大学前身是
由北京广播学院和中国矿业大学两个学校合并组成袁早期
市政管线都是各自的完整系统袁合并后随着大学各项事业
的不断发展袁地下原有老旧管线已显得不堪重负袁再加上通
信网络的爆发式的发展袁大学校园内的地下管线错综复杂袁
保护好其他管线的正常运行也是本次施工的重中之重袁确
保广大师生的正常生活学习不受影响遥

本次施工改造的供热管网绝大部分都是使用超过

30年的老旧管线袁跑冒滴漏严重袁多处暖沟内大量污水
常年浸泡袁校园内部分道路狭窄袁很多时候施工机械无
法展开袁只能依靠肩挑人扛袁作业条件很差袁由于暖沟内
有大量的网络光缆运行袁沉积多年的污泥只能人工一锹
一锹的清理袁切割旧管更要加倍小心遥

工程施工进场正值假期酷暑难耐袁也是学校改造施工
的大好时期袁传媒大学校园内多个项目同时施工袁施工穿插
干扰非常严重袁随时调整方案袁互相配合协调袁影响学校正
常开学的施工区域各施工单位都在抓紧抢工袁我方暖气施
工主要在路上袁施工压力更加紧迫遥 在基建处尧后勤处领导
的积极支持配合下袁我方采取多作业面集中精力袁南区尧北
区尧中蓝公寓同时展开施工袁确保了开学前恢复生活热水袁
恢复路面及园林景观的节点工期袁校领导给予高度赞扬遥

传媒大学学生多袁教授多袁校园内施工安全尧人员管
理尧环保尧消防等各方面都更为严格袁项目部坚持例会制
度袁各项规章制度认真落实袁狠抓文明施工袁狠抓职工素
质教育袁充分展现了北京城建八公司企业形象遥

从酷夏到寒冬袁经过项目部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袁10
月 19日顺利完成了竣工验收并进入试运行阶段袁11月 7
日正式供暖遥 通过这次暖网改造袁校园供暖条件采暖面积
得到大幅提升袁生活热水的供应更有保障遥 渊刘红文冤

本报讯 2018 年 11
月 16日上午袁集团法务
部和公司在公司机关报
告厅联合主办一场主题
为 叶企业知识产权法律
风险探析曳的培训讲座遥
集团法律事务部副部长
胡其兵携全体部室成
员尧集团一尧二尧三部以
及多家城建二级公司单
位的总法律顾问尧 法务

系统业务骨干和相关部门参培人员共 40余人参会遥
公司作为首次联合培训的试点单位袁得到了公司领导
的高度重视袁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李金海尧公司法务
系统及相关部门尧项目部人员参会遥

培训授课人卓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郜晓礼律师
为与会人员呈现了一场精彩的讲座遥内容涵盖了知识
产权法的法理知识尧建筑业企业知识产权案件纠纷的
攻防策略和技巧袁更提炼出企业知识产权的管理要点
等精髓遥 培训会期间袁还同步设置了叶企业知识产权法
律风险探析曳微信交流群袁围绕本次知识产权课程的
相关内容与大家深入沟通交流袁为大家解答实践中的
困惑遥 讲座通过典型案例讲解袁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企
业所遇到知识产权相关问题袁现场问答热烈袁培训氛
围活跃遥

此次培训开创了以集团公司为主办方袁 联合集
团其他部室或其他二级公司共同主办法律培训的新
模式遥 培训讲座是根据主办方结合近几年来国资委
市管企业涉及的知识产权类案件数量和金额增幅明
显尧集团内部知识产权法律纠纷业务量扩张的特点袁

抓住高频案件所涉及的法律焦点问题袁 充分考虑集
团范围内各单位对法律专业知识的需求袁联合筹划尧
组织具有针对性尧实际操作性的法律知识培训遥自下
而上的主观学习意愿和自上而下的积极推动部署两
股动力一蹴而就袁此次联合主办叶企业知识产权法律
风险探析曳培训讲座圆满成功遥此种联合培训模式将
会全面推动依法治企的步伐袁 起到真正加强依法治
企的培训效果遥 渊聂晶冤

笪 讲师介绍：

郜晓礼律师 1994
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法律
系国际经济法专业袁国
际经济法学学士 袁1994
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袁
1996年通过企业法律顾
问资格考试遥 郜晓礼律
师在代理客户参加国
内尧 外仲裁和诉讼以及
为客户提供轨道交通沿线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渊包括土
地和房地产冤尧地铁线路车辆段上盖综合开发工程尧市
政用房尧交通设施用地尧联合投标尧地铁站一体化项
目尧公司并购尧土地一级开发尧拆迁尧安置尧补偿尧房地
产建筑尧开发尧设计尧销售尧物业管理等法律服务方面
已有二十多年的执业经验遥郜晓礼律师入选国家发展
改革委 PPP专家库渊法律类冤遥

集团法务部与公司联合主办《企业知识产权法律风险探析》的培训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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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建筑工地扬尘治理现场观摩会
在新郑碧桂园项目召开

本报讯 11月 24日上午袁新郑市建筑工地扬尘治
理现场观摩会在新郑碧桂园项目召开遥新郑市副市长
赵敏祥尧住建局局长李宗元尧公安局副局长高伟民等
相关部门领导出席现场遥

新郑碧桂园 2号院项目是由碧桂园集团开发的改
善型住宅项目袁总建筑面积 13.64万平米袁分别由 8栋高

层尧9栋多层洋房及一层地下车库组成遥 在施工期间袁为
积极落实环保部为完成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曳所制
定叶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曳袁
新郑碧桂园项目针对施工场区开展了有效的扬尘治理
工作袁从野杜绝尧疏导尧封堵尧抑制尧化解冶等方面制定扬尘
治理措施袁奉行野责任划分尧全员管理尧长效管理冶的施工
理念袁得到了新郑市各方领导的认可与肯定遥

在观摩过程中袁副市长赵敏祥对项目在扬尘治理工
作中采取的措施给予了充分肯定袁并对扬尘治理工作给
予了好评遥 他指出袁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任务艰巨袁责任重
大袁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尧市政府的决策部
署上来袁精准发力袁务实担当袁确保圆满完成扬尘治理相
关目标任务袁切实履行环境保护的责任与义务遥

新郑市 200余家建筑工地项目经理等参加了此
次现场观摩会遥

工程总承包部：延庆小学工程项目
北京体育大学田径馆工程项目陆续竣工

市政分公司传媒大学暖气管网改造工程
按期顺利完成并正式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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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春升同志袁毕业于中国煤炭经济
学院工程管理专业袁 自 2001年参加工
作以来一直从事经营管理和项目管理
工作袁历任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尧项目经
营副经理尧经营部部长尧项目经理等职
务袁 先后参与组织总参动员部干部经
济适用房工程尧中国人民解放军 61646
部队 8504工程业务楼尧 中国人民解放
军 61683 部队 8557 工程综合业务楼尧
沁园春景二期 01 -0053 地块 1#尧2#尧
3#尧5#尧6#尧8#及 1#地下车库尧房山区
窦店镇 01-0050地块 2#尧3#尧5-10#住
宅楼及 1# 地下车库工程等多项工程
的施工遥 担任项目经理以来袁创北京市
优工程 3 项袁 北京市绿色安全工地 1
项袁 北京市绿色安全样板工地 1项袁全
国詹天佑优秀住宅小区金奖 1项遥

任职以来袁该同志认真学习贯彻科
学发展观袁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
规章制度袁认真钻研业务知识袁不断提
升项目管理水平袁 总结出独有的一套
项目管理办法袁 多次带领项目团队在
工程质量创优尧工期履约尧安全文明施
工尧 成本节约和新技术应用等方面取
得优异成绩遥 个人先后多次获得野劳务
管理先进工作者 冶尧 野双文明先进个
人冶尧野优秀共产党员冶野北京市优秀项
目经理冶等荣誉称号遥

一、严格执行合同，认真履行承诺

该同志以诚信为本袁信守承诺遥 担
任项目经理期间袁 严格遵守施工合同
约定袁认真履行合同中责任和义务袁科
学合理组织施工生产袁 确保每个工程
均按照合同要求的各项条款按期尧保
质尧保量完成遥 对劳务分包合同袁他更
是信守承诺袁按时足额发放工人工资袁
担任项目经理以来袁 所负责工程从无
拖欠劳务工人工资行为遥

二、严格质量管理，争创优质工程

该同志始终认为质量是施工企业

管理与发展永恒的主题袁 是企业的生
命遥 在其负责的工程项目中严格执行
施工图纸尧相关技术规范和图集标准袁
始终贯彻野六管一控冶的管理理念袁采
用野方案先行尧过程控制尧明确责任尧奖
罚并举冶 的方法和原则袁野将质量意识
灌输到每一名成员袁 将质量观念体现
在每一道工序冶遥 施工过程中他牵头制
定叶质量目标设计曳袁成立工程质量创
优领导小组袁设立质量总监岗位袁明确
质量管理责任袁合理优化施工方案袁同
时积极推广应用建筑业新技术尧 新工
艺尧新材料尧新设备遥 建立完善的质量
检查制度袁 加强对关键工序和重要部
位的检查监督遥 从材料进场到各项工
序施工袁严格执行野三控尧三检冶制袁从
基础管理上保证了各项工程的施工质
量遥 他负责的项目一次交验合格率全
部达到 100%袁并做到了交房野零投诉冶遥
沁园春景二期 01 -0053 地块 1#尧2#尧
3#尧5#尧6#尧8# 及 1# 地下车库工程获
野北京市结构长城杯冶袁 项目部也因此

被授予 野质量创优贡献奖冶袁房山区窦
店镇 01-0050地块 2#尧3#尧5-10#住宅
楼及 1# 地下车库工程获得 2016 年度
北京市结构长城杯金质奖工程袁 沁园
春景二期居住项目 01-0053 地块工程
获得 2016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优秀
住宅小区金奖遥

三、坚持绿色施工，重视安全文明
施工

该同志坚持野绿色施工尧以人为本冶
的管理理念袁 把安全文明施工作为现
场管理的核心之一遥 施工过程中重视
危险源的辨识与预控袁 严格落实北京
市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各项现场管理制
度遥 建立安全文明施工管理组织机构袁
设立安全总监岗位袁 严格逐级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制袁 并提出 野全员安全管
理冶理念袁针对工程现场实际情况袁制
定切实可行的安全保证措施袁 对安全
薄弱环节和关键部位进行重点整治与
监控袁在工人入场安全教育尧特殊工种
持证上岗尧临边洞口安全防护尧消防尧

临时用电管理等各个环节加强监管袁
积极消除各类安全隐患遥 每个工程都
严格按照标准化工地的要求进行规
划袁合理布置袁并进行常态化管理袁对
安全工作野零容忍冶袁所施工项目从未
发生过安全生产事故及社会媒体曝光
事件遥房山区窦店镇 01-0050地块 2#尧
3#尧5-10# 住宅楼及 1# 地下车库工程
获得北京市绿色安全样板工地遥

四、加强成本控制，确保项目盈利

该同志除担任项目经理期间袁一致
从事经营工作袁 对项目的成本控制有
着独到的见解遥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袁认
真抓好项目成本管理工作袁 他把经营
成本列为项目管理与控制的核心袁作
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遥 在项
目施工之前袁 根据施工图纸及工程特
点袁 他牵头组织项目经营人员编制工
程经营成本设计方案袁 做到工程施工
前就心中有数袁 施工中做好计划成本
和实际成本的对比袁做好野二次经营冶遥
项目所有的大宗材料尧机械设备尧劳务
分包尧专业分包全部经过投招标袁真正
做到野货比三家尧物美价廉冶遥 另外袁重
视施工过程中各类变更尧洽商尧签证等
原始资料的编制整理工作袁 以及过程
中经营盘点与经济活动分析工作和坚
持月度预结算制度袁 以便随时掌握项
目阶段性经营成果遥 担任项目经理的
所有项目经营成果均为盈利遥

翟春升同志凭借多年施工管理经验
和一股敢打善拼的韧劲袁 表现了一名共
产党员无往而不胜的风采袁 带领一个平
均年龄只有 35岁的团队勇往直前袁战无
不胜遥

优秀项目经理 本期：翟春升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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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情歌唱晚秋袁飘零木落醉枫叶袁迷人的秋天袁
天高云淡袁云卷云舒袁枫叶是火袁美过初恋遥

不要说落叶渲染了秋色袁 也不要说一季落花沧桑
了流年遥

一滴秋露袁几缕秋风袁遮掩了多少人的心事袁但却
安排了一眼的寂寞遥

一切的美好袁只因为懂得才有存在意义袁所有的存
在都离不开这广袤的大地袁让我们端一杯菊花酒袁饮一
盏寂寞的残红秋吧遥

花不会因为你的疏离袁来年不再盛开袁人却会因为
你的错过而转身成为陌路遥

纵算水尽山穷袁落叶成空袁那老去的年华依旧可以
风姿万种遥 纵算岁月朦胧袁天涯西东袁依旧可以寻觅当
年遗落的影踪遥

很多事就如天气袁慢慢的热或者渐渐地冷袁等到惊
悟袁却已过了一季遥

坐望秋色袁凝望一池秋水袁眺望南山的红叶袁仰望
云卷云舒袁山尧云尧水尧树之影重重叠叠袁纯净无尘的秋
色在心中渐渐升起遥

有些故事袁除了回忆袁谁也不会留曰有些无奈袁除了
沉默袁谁也不会说曰有些东西袁除了自己袁谁也不会懂遥

生命就像流水袁有湍急袁有回旋袁有冲破艰难险阻
直奔大海的勇气袁也有随遇而安袁歇息的时机袁那些不
快的事袁连带着回忆袁总要过去袁也只有在颠沛之后袁才
能印证时间在内心留下的痕迹遥

不知谁在倾听一叶知秋的美丽袁 思念就像秋天的
落叶袁落地成伤遥

秋风吹黄了夏日的绿袁带走的是黄叶袁带来的是新
生袁秋去秋来袁四季更替袁生命的轮回袁渴望心灵的想
通袁回忆逝去的记忆袁哎噎噎这多情的秋啊遥

云水禅心不一定花开如梦袁 流年在时光的树上开
出淡雅的花袁岁月在时光的心中留下刻骨的痕袁这浅浅
的相遇也只能静静收藏遥

你看这记忆的山水袁云烟雾绕袁一涧溪水袁些许鸟

叫袁几许花开花落袁最不愿说沧海了桑田袁但还是镜里
烟花袁流年远去遥

看着这片片落叶袁枫叶染红了秋色袁真所谓一花一
世界袁一叶一菩提啊浴 然而生命终究只有一回遥

秋天的落叶是深深浅浅的袁斑斑驳驳的袁就如同人的
记忆浅浅深深袁点点滴滴遥 想忘忘不了袁想舍弃又不舍得袁
那一世的长情谱一首长相思吧遥 要冷了多少凄凉袁漫了多
少青丝袁化作多少烟雨袁吹散了多少世间向往遥

落叶荒芜了谁的只言片语袁 秋风又扫落了谁的思
念情绪钥 这个秋天你要和谁走过袁谁又是你这季节的回
忆遥 拥有宁静的心灵袁才会发现意想不到的美丽遥

每一片叶子的叶脉都有神迹袁 它记录了我们的人
生轨迹袁有的叶子陨落枯萎袁有的叶子重新生长袁也许
人也是这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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