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 沙国顺 渊河南局三队冤

大气 豪气
傲气 骨气
要要要国庆大阅兵尧群
众游行观后感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阅兵仪式是今年
国庆节万众期待的一件事遥当天袁我和孩子早
早地端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着阅兵式的开始遥孩
子不时地提出些问题袁我就详细地向他介绍领
导讲话的意义及相关程序的作用袁为他更好地
观看阅兵补补理论尧历史等方面的野功课冶遥

阅兵和群众游行活动如期而至袁我们仔细
观看了全过程袁孩子赞不绝口袁我也不时发出
惊呼和感慨遥方阵如流袁战车如云袁武器鲜亮袁
士气高涨遥 阅兵和群众游行活动充满着大气尧
豪气尧傲气和骨气遥我为大气所折服尧为豪气所
感动尧为傲气所震撼尧为骨气所动容遥

大器方显大气袁阅兵场面的宏大尧群众游
行的壮观尧场景布置的精心尧程序设计的严谨袁
无不让人动容尧折服遥一个备受瞩目的大国展
现的是大气尧大方袁释放的是友好尧合作袁传递
的是和平尧发展袁追求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遥

阅兵式充满了豪气遥威武帅气尧整齐划一
的方阵就像钢铁长城般坚固曰气势磅礴尧战绩
傲人的装备向世界亮出中国的野肌肉冶曰凌空呼
啸尧穿云破雾的野战鹰冶形成强大的空中保障曰
百分之百中国制造的武器输送着克敌制胜的
新鲜血液和力量遥新时代的军队袁新时代的军
魂袁新时代共和国军事力量的整体实力袁使每
一个中国人都感到自豪袁 那豪气冲天而上尧迎
风破浪尧所向披靡遥

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
地位袁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前进步伐遥冶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定自信让
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袁 这份自信和自豪来自于
频频亮相的高精尖武器袁 来自于党的英明领导
和野人民万岁冶的中心地位袁来自于中国整体实
力的超水平飞跃遥

群众游行浓缩了 70 年的历程和辉煌遥以
野自由尧生动尧欢愉尧活泼冶为基调的游行袁没有特
意的表演袁却演绎出各个时代的特征和成就曰没
有特意的安排袁每个人都以最自然尧最亲切尧最
真实尧最朴实的感情和行动为新中国庆生遥少男
少女骑着自行车穿梭出年代的风景袁 一片鲜花
方阵再现了春潮滚滚的改革开放袁 靓丽的青春
和鲜花绿叶尽显伟大复兴的决心和梦想遥 我们
以骨气克服了所有的艰难困苦袁 我们用骨气建
立了新中国尧开辟了新时代遥

骨气是中华之魂尧未来之炬遥

殷 万长茂 渊江西局冤

壮丽七十年
金秋十月忆沧桑袁两弹飞天动地扬遥
攻守东风如遁甲袁搜寻天眼赛网防遥
辽航南海驱狼豹袁北斗量星锁宙洋遥
5G华为赢美霸袁民族复兴有栋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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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院 我公司是以生产销售柴油机尧 发
电机组尧 农业尧 工业用离合器机组的专业企业遥 发
电机组类产品符合国标郧月圆愿圆园要怨园或陨杂韵愿缘圆愿要缘之
规定曰 农业工业用离合器机组可实现多点输出袁 并
可根据用户需要单独设计加工中间车系统袁 产品稳
定尧 可靠袁 广泛用于煤田勘探尧 浅层石油钻井尧 热
水井钻探等行业遥

主要产品院 员援 以上柴 野东风冶 牌源员猿缘尧 远员猿缘尧 员圆灾员猿缘柴油
机配套的离合器机组袁 本机组含院 水箱尧 电池尧 离合器尧 柴油
机尧 公共底盘以及用户需要的多点中间车系统遥

圆援 缘园要员园园园运宰柴油发电机组袁 本品以上柴 野东风冶 柴油
机尧 兰州发电机尧 沃而沃柴油机尧 康明斯柴油机尧 野兴锋冶 牌柴
油机尧 斯坦福发电机等为主要配套产品袁 并可实现自动化尧 并车
等技术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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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美丽的祖国袁 是我生长的地方袁 在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袁 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遥

要要题记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最爱国袁 大概是冰

箱里装满各种海鲜的时候袁 是一年一次旅行
的时候袁 是通过互联网为父母异地订票的时
候袁 是看到妈妈旅行时在朋友圈里发照片的
时候袁 是每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袁 是每个安然
入睡的夜晚遥 我深爱着这片土地要要要中国袁
我生在这里袁 也长在这里遥 这里的人民用智
慧造出核弹尧 火箭和太空站袁 体育健儿不断
突破自己袁 打破世界纪录遥 这里的人民有信
仰袁 民族有希望袁 国家有力量遥

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兵

1937年袁 日本侵略者全面进攻中国遥 他
们曾夸下海口袁 三个月灭亡中国遥 可是他们
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袁 一寸山河一寸
血 袁 十万青年十万兵遥 野最后一碗米当军
粮袁 最后一块布做军装袁 最后一件棉袄盖在
担架上袁 最后一个儿子送他上战场遥冶 无数仁
人志士用钢铁意志尧 血肉之躯袁 铸就了誓死
保卫祖国尧 保卫人民的钢铁长城遥 终于袁 我
们胜利了袁 1945 年 8 月 15 日袁 日本宣布无
条件投降遥

前辈袁 你们看见了吗钥 今天袁 祖国已不
再弱小袁 红旗之下盛世一片遥 山河犹在袁 国

泰民安遥 作为这个时代的受惠者袁 我为祖国
的强大感到自豪和骄傲袁 谁也无法阻挡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遥

愿以吾辈之青春 护这盛世之中华

2008年的元旦之夜袁 寒霜刺破霓虹袁 奥
运会倒计时牌前袁 万人拥簇袁 这个古老的国
度张开双臂袁 迎接四海宾朋袁 准备向世人展
示大国崛起的新风貌遥 可老天似乎想给中国
人民再多一次的考验袁 5月 12日袁 汶川发生
了里氏 8.0 级地震袁 举国默哀袁 时任国务院
总理温家宝在第一时间飞赴灾区一线袁 百万
志愿者奔赴灾区袁 和人民子弟兵尧 白衣天使
共同行动袁 不分你我袁 不求回报袁 日夜救援遥
一个能出动十万军队救援的国家袁 一个总理
两个小时就赶到灾区的国家袁 一个因民众争
相献血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国家袁 永远不会被
打垮浴 面对灾难时的众志成城尧 攻坚克难让
我为祖国热泪盈眶袁 因为有一种力量叫中国浴

十多年过去了袁 今日的汶川袁 民居白墙
青瓦袁 校园书声琅琅袁 公共服务设施完善遥
如果奇迹有颜色袁 那一定是中国红遥 灾难袁
考验了国家和民族的力量袁 而中国以一切为
了人民的初心与担当为原动力袁 用短短十一
年时间袁 使汶川从满目疮痍到生机盎然袁 让
中国人民知道袁 国家是强大的后盾和保障遥
这一次袁 我对中国有了更真切尧 更深沉的爱遥

世界还是昨日世界 中国已非昨日
中国

野崛起冶袁 是世界描述中国近 20年来发展
最常用的词遥 回望 20年袁 野复兴号冶 领跑世
界袁 国产品牌席卷日本袁 中国研制的世界最
快超级计算机全部采用国产芯片袁 嫦娥四号
探测器成功在月球背面的预选区域着陆袁 港
珠澳大桥落成袁 库布其沙漠从 野死亡之海冶
变成了一处 野希望之地冶 噎噎

这是伟大民族的华丽转身袁 这是属于伟
大人民的辉煌业绩遥 曾有英国学者在演讲中
这样说院 野20世纪是美国的科技爆发时代袁
21世纪是中国的科技爆发时代遥 而中国将在
不久的将来超越美国袁 成为全球第一大科技
大国遥 我们以往总以刻板的传统印象来看中
国袁 可事实上袁 现在的中国和以前的中国不
一样了袁 他们有总人数比我们总人口都多的
科研后备军团袁 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遥冶

身为一叶无轻重 愿将一生献宏谋

2019 年袁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袁 中国已
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尧 全球最大消费市场和
最大的工业国袁 在多个领域是当之无愧的世
界第一遥 在中美贸易战中袁 叶新闻联播曳 直
接对美国宣言院 对于美方发起的贸易战袁 中
国早就表明态度要要要不愿打袁 但也不怕打袁

必要时不得不打遥 面对美国的软硬两手袁 中
国也早已给出答案要要要谈袁 大门敞开曰 打袁
奉陪到底遥

这一次袁 我们展现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
妥协尧 决不向霸权低头的坚定态度遥 我们有
信心尧 有底气尧 有韧性尧 有力量袁 我们的信
心和底气袁 来自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尧 生生不
息的奋斗精神袁 我们接受一切诋毁与赞美袁
迎接所有质疑和挑战袁 但我们从来不懦弱怕
事袁 且永远傲立于世界之林遥 我们经历了太
多的困难和挫折袁 才有了今天的成绩袁 愿祖
国越来越强大遥

今天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遥 没
有人会忘记袁 这一路上袁 多少风霜雨雪袁 多
少激流险滩袁 多少荆棘坎坷遥 一代代中国人
不屈不挠尧 挺起脊梁尧 奋起抗争袁 进行了一
场场气壮山河的斗争袁 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
泣的史诗袁 创下了一个个叹为观止的人间奇
迹遥 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袁 从
富起来到强起来袁 迎来了民族伟大复兴的光
明前景遥 这是中国梦袁 也是我的梦遥

殷 侯 婷 渊甘肃局一四五队冤

我爱你中国

光热源
渊第 823期冤

叶我爱北京天安门曳
霍 湘 摄
渊中煤建工冤

江天辽阔
十月的大地秋色浓浓

南飞的雁行
携满秋的斑斓
吟出排排诗行

秋风捧着镰刀收获满地金黄
那铁锤与弯刀淬火锻打的光芒

灿烂十月红色的海洋
那最明亮的红

燃遍中华儿女的心田
喜悦 在十月蒸腾
自豪 在心中激荡

殷 梁彩霞 渊山西局一一五院冤

喜悦在十月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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