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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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院 安徽省合肥市潜山路猿苑园号 邮编院 圆猿园园猿员 联系人院 谢杰 电话院 园缘缘员-缘缘远远园怨苑 员猿怨缘远怨缘员园园远

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姻网址院www.zmdxw.com 姻邮箱院zhongmeidizhibao@126.com 姻地址院北京市丰台区靛厂 299号渊邮编院100039冤 姻综合部电话尧传真院渊010冤88249691 姻采编中心电话院渊010冤88246688-2405 姻广告联系电话院13703321689 姻定价院园援缘园元 姻印刷院保定日报社印刷厂 姻本报广告代理院北京晟浩中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院13520764392

七十载袁 是从襁褓到古稀的成
长曰 七十载袁 是春来夏往尧 秋收冬藏
的更迭曰 七十载袁 是斗转星移尧 沧海
桑田的变迁曰 七十载袁 更是新中国披
荆斩棘尧 繁荣富强的见证浴

要要要题记

渊一冤
2003 年袁 小学遥 野升旗仪式袁

现在开始遥 第一项袁 升国旗噎噎冶 作
为升旗仪式的主持人袁 每到周一早
晨袁 我都会严肃认真地讲出这几句
话遥 在如此庄严而神圣的时刻袁 听着
慷慨激昂的国歌袁 一个个小脑袋齐刷
刷地向上抬起袁 向着飘扬的五星红旗
行注目礼遥

这么多年过去袁 同学们的面庞早
已模糊袁 而那录音机里播放的国歌却
始终在耳边回响袁 野我们万众一心袁
冒着敌人的炮火袁 前进噎噎冶

渊二冤
2005 年袁 初中遥 好朋友给我们

看家住北京的姑姑买给她的漂亮裙
子袁 让我们很是羡慕遥 抛开裙子不
谈袁 光是冠以 野北京冶 二字就足以让
人觉得多了几分尊贵遥 那时袁 北京于

我还是遥不可及的梦袁 对北京的所有
印象就是课本上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广
场尧 四处林立的高楼大厦曰 就是倪萍
主演的电影 叶美丽的大脚曳 里袁 那群
孩子初到北京时的羞涩和手足无措遥

我常常想袁 我什么时候能有机会
去看一眼北京钥 会不会像他们一样如
同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而胆怯不安钥

渊三冤
2008年袁 高一遥 炙热的太阳地

烘烤着正在军训的我们遥 军训的时间
正好赶上北京奥运会的召开遥 每天的
训练刚一结束袁 大家就急忙奔回教室
一起观看运动赛事遥 虽然很多运动项
目我们并不熟悉袁 但只要看见中国队
员上场袁 我们就无比激动袁 为他们呐
喊袁 为他们自豪遥

那一年袁 中国以 51枚金牌高居
金牌榜首袁 是奥运历史上首个登上金
牌榜首的亚洲国家遥

渊四冤
2015 年袁 研究生遥 我终于有了

一个身份可以在北京这个城市好好成
长袁 挤一挤地铁袁 转一转景点袁 随着
人潮袁 体验快节奏生活袁 感受北漂的

积极进取遥 多少怀揣梦想的年轻人迎
着北京的朝阳启航袁 哪怕伤痕累累袁
也要将不服输刻进骨子里遥

即便现在袁 每当想起在北京那段
充满活力与向往的日子袁 我依然热血
沸腾遥

渊五冤

2018 年袁 工作遥 我所在的部门
以前主攻区域矿产地质调查袁 常年奋
战在高海拔无人区野外调查的第一
线遥 近些年为了响应 野建设生态文
明冶 的时代要求袁 我们开始转型升
级袁 奋战在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要要要川
藏铁路的建设上袁 奋战在秦岭国家中
央公园尧 绿色矿山的建设上袁 奋战在
城市地质尧 军事地质尧 农业遥感的第
一线遥

如今袁 录音机早已升级为智能手
机尧 平板电脑尧 笔记本电脑遥 在这个
信息爆炸的时代袁 全球资讯尧 新闻随
时可知袁 仿佛世界就在你我耳边遥

如今袁 高铁尧 飞机快速普及袁 一
天就能往返北京遥 天南海北不再制约
国人的脚步袁 办公尧 旅游变得高效便
利袁 发达的交通大大缩短了彼此的距
离遥

如今袁世界的领奖台上袁处处都有
中国运动健儿的身影遥 国人凭借自己
的不懈努力袁 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地绽
放光彩袁让五星红旗愈发光芒万丈遥

如今袁 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尧
文化中心尧 国际交往中心尧 科技创新
中心袁 各行各业的精英尧 数以万计的
高新技术企业汇集于此尧 辛勤耕耘袁
让她跃居世界一线城市之列遥

如今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遥
节约资源尧 保护环境袁 就是为子孙后
代谋幸福遥 我们深知过度开发给大自
然带来的破坏有多严重袁 我们开始审
视自己尧 善待自然遥

2019 年袁 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周年遥 这 70年袁 我们挥汗如
雨尧 乘风破浪曰 这 70 年袁 我们不畏
艰险尧 勇往直前曰 这 70年袁 我们欣
欣向荣尧 蒸蒸日上遥 我坚信袁 只要
14 亿中国人众志成城尧 携手共进袁
祖国的明天会更加美好尧 更加辉煌浴

殷 张珊珊 渊航测局冤

小我眼中 大国崛起
1921年袁 中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

上胜利闭幕袁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遥 中国共产党
虽历经磨难袁 但一路披荆斩棘尧 砥砺奋进遥 他们袁 翻
越了万重雪山袁 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曰 他们袁 走过
了波澜壮阔的光辉岁月袁创造了人类史上伟大的奇迹曰
他们袁不忘初心袁蹚过激流险滩袁开启了一个又一个胜
利航程遥

时至今日袁野红船精神冶 依然关乎我们党和事业的
根脉遥 中国革命的航船从这里扬帆起航袁 它所蕴含的
野开天辟地尧敢为人先冶的首创精神袁野坚定理想尧百折不
挠冶的奋斗精神袁以及野立党为公尧忠诚为民冶的奉献精
神袁跨越了历史的长河袁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袁
激励着我们奋斗至今遥

观看爱国主义影片叶忠诚与背叛曳时袁我看到了第
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之初是多么举步维艰尧 困难
重重遥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各种磨难困苦袁遭受了各种
严刑拷问袁遭到了各种暗杀屠害遥那一刻袁我的眼眶湿
润了袁那火红的烙铁尧灼热的炭火仿佛烙在尧烧在我的
身上袁那枪林弹雨尧长枪短刀仿佛穿透的是我的心脏袁
那身心上所遭受的折磨仿佛考验的是我的意志与骨
气遥感同身受的同时袁我一次次地在想袁他们也是血肉
之躯袁怎么能够受得了那非人的折磨与拷问袁怎么能够
抵挡住那些枪林弹雨钥 党纪如铁纪袁 为了惩处党内奸
细袁王荷波和杨匏安等先烈不惧艰险尧不畏胁迫袁誓死
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心日月可鉴尧可歌可泣遥

为了革命袁 为了人民幸福袁 范阿根的母亲即使心
中再苦也要挂起门前那盏红灯笼袁毅然决然大义灭亲曰
知识分子杨匏安面对暗杀与威胁依然从容不迫袁 宣传
新思潮曰 何梦兰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对叛党的未婚夫
果断举起手中的狙击枪袁替党对他执行死刑遥像他们这
样的人还有很多袁 正因为我们的党成立之初有太多太
多这样大义凛然尧不惧生死尧坚守初心尧誓死革命的钢
铁战士袁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和和平盛世遥他们
流血不流泪袁 他们的生命尧 他们的意志在烈火中永生
不灭遥

如今的蓝天下袁生机盎然袁欣欣向荣遥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袁我们的事业蓬勃发展尧勇往直前遥想一想袁那鲜艳的五星红旗上流
淌的是谁的鲜血钥 通往今天这条恢弘磅礴的道路上前仆后继的是谁的躯体钥那
在历史的巨轮中生生不息的是谁的意志和灵魂钥是我们的共产党人袁是我们的
革命先烈遥此刻袁我想说院我热爱中国共产党袁我热爱中华民族袁我热爱孕育了先
进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片广袤的土地要要要伟大的中国遥

野红船冶依旧袁精神永恒袁我们时刻铭记着来时的不凡道路袁坚守初心袁立志
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袁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勇往直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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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风拂面升国旗
红旗飘飘吟盛世
戴徽贴红展新貌
乘风破浪砥砺行

万众一心升国旗
牢记使命表决心
凝聚筑梦献智慧
倾尽全力人心齐

长征精神显神威
野双百冶励志圆梦行
野一带一路冶谋略远
狮醒龙骧世界惊

巍巍中华升国旗
意义深远表衷情
豪情满怀齐努力
耀我中华日月新

殷 肖永喜 渊福建省一二一大队冤

70华诞升国旗

渊第 824期冤
叶灯火阑珊曳
禹冀云 摄

渊二勘局印务公司冤
光热源

当我迈进陕西省一三一煤田地
质有限公司的大门时袁 心中百感交
集袁 因为从这一刻起我就真正离开
了记忆深刻的学校生活袁 成为一名
地质工作者遥 也正是从 野入门冶 的
那一刻开始袁 我逐渐认识了地质工
作者需要以怎样的卓绝和无私无畏
的情怀袁 才可以寻找到一处处矿藏袁
实现地质找矿事业的重大突破遥

野外实地学习是我们新职员工
作中必不可少且相当重要的环节遥
这些野外地质工作袁 带给我的不仅
仅是工作尧 学习的机会袁 也让我深
刻体验了野外工作的艰辛袁 而这份
艰辛并不是在学校能够体会的遥

野外工作中袁 酸甜苦辣的滋味

都有袁 而每一种味道都有它的意义遥
一次次的野外记录拼接在一起袁 在
地质图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地质
工作者的脚印袁 我们能在地形图上
看到每一座山头的情况袁 也能看见
每一个底层分界线的具体位置袁 更
能看到大家付出的艰辛和汗水遥 大
伙儿凭借着热情和执着袁 誓要完成
好每一环节的任务遥

每个矿区都是一代代地质工作
者艰难勘探下来的袁 干好地质工作袁
首先就要对前人的工作和学习有一
个理性的认知袁 这个认知过程便是
一代代地质工作者思想与精神的传
承遥 我们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看得更
远袁 干得更出色遥

殷 程 珅 渊陕煤地质一三一公司冤

地质工作初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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