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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每当耳边响起那熟悉的旋律
我都会心潮澎湃
充满激情

我的祖国啊
黄河壶口的惊涛是你的气概
珠穆朗玛的雪域是你的风采
你每一座山峰都那么巍峨
你每一条河流都那么宽阔

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中华儿女
你用健美的体魄告诉我家的魅力
风中爱你塞北飞雪
雨里爱你江南荷香

唐诗的早晨 宋词的黄昏
敦煌的飞天 丝路的驼铃
轩辕的古树印刻着你沧桑的年轮
伟岸的长城挺立起你不屈的脊梁

胸装中国心
腔满中国情
中华儿女勇担当
苦难辉煌留篇章

从青藏铁路飞驰的列车上
我看到了中国心的坚韧不拔
从野蛟龙号冶下潜纪录的一次次刷新里
我读懂了中国心的孜孜追求
从港珠澳大桥贯通的超级工程里
我见证了中国心的厚重博大

一个民族 从历史长河中跋涉而来
闪耀着文化自信的煜煜光芒
一个梦想 在千万人心底升腾而起
凝聚起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
庄严的使命召唤着我们
共同的事业激励着我们

开拓创新是煤航人鲜明的风格
精益求精是煤航人做事的模样
无论身处何种岗位
无论职务高低
这个集体中的每一名成员
都以饱满的热情 严谨的态度
对待工作 迎接挑战

中国心 煤航情
攻坚克难 与时俱进
铸就煤航精神
科技引领 创新发展
塑造煤航品牌

看啊
中国梦正以巨龙腾飞的姿态在天边盘旋
煤航人正以只争朝夕的干劲整装出发
征程万里风疾劲
重任千钧再奋蹄
新时代的煤航人正向着既定的目标
风雨无阻 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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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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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参加工作来到单位袁 我们
这一辈的年轻地质人手中都有一本
被称为 野宝书冶 的珍贵地质勘查报
告袁 这本报告被年轻同事们视为
野宝贝冶袁 不仅仅因为它是一本地质
资料袁 更因为它是一本值得推敲学
习的地质 野教科书冶遥 几个月前因为
要写一篇展现我们地质人 野三光荣冶
精神的稿子袁 我想到了这本 野宝书冶
的主编周老先生袁 为了解更多关于
甘肃煤田地质局一四九队地质人的
故事袁 我专程拜访了这位八十多岁
的退休老专家遥 这次采访让我内心
久久充盈着感动遥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周老先生是甘肃局一四九队的
一名地质老专家遥 上世纪五十年代袁
为响应国家的号召袁 20岁出头的他
报考了长沙中南矿院的地质专业遥
毕业分配时袁 因大西北地质人才紧
缺袁 他义无反顾地申请到大西北袁
到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袁 被组织分
配到了当时的西北煤炭地质局遥 当
时的地质勘探方法还有很多空白袁
开展地质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袁 一切工作都是新课题袁 没

有太多资料可供参考袁 也没有太多
经验可以借鉴袁 就在这样不断的学
习和钻研中袁 他开始了自己的地质
人生遥

骑马跑普查的年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袁 百废待兴袁
落后的大西北更是条件恶劣袁地质队
员们背上一兜干粮和咸菜骑着马去
跑普查袁 等干粮吃完再返回驻地袁补
给后再接着跑遥那个年代的地质人一
年到头都在野外奔波袁一家人只有到
年底才能团聚遥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
境下袁周老先生作为大西北最初的地
质工作者袁 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院
从窑街到天水尧从宁夏到靖远袁他普
查的足迹遍布大西北曰在靖远煤田地
层分析中袁对当地泥盆纪部分地层的
名称进行命名曰 在海石湾井田勘查
中袁探明储量 3 亿吨袁主持提交的勘
探报告获得部级表彰遥

这本获得部级表彰的野宝书冶袁这
本凝聚了周工和一代地质人心血的
勘探报告袁不仅体现了项目的勘探程
度袁还体现了其研究程度遥海石湾地
区地质条件复杂袁 报告对其构造程
度进行了专题研究袁 包括瓦斯研究尧

油气研究遥 当时袁 地质经费很是艰
难袁 为争取时间袁只要钻孔稍有进度袁
他就算整晚不睡觉都要赶到钻机去曰
为认真分析研究资料袁他总是熬到很
晚袁还常常把自己锁在办公楼里遥 凭
着这种钻研技术的劲头袁面对部里五
个专家一个月的严格审查袁报告顺利
通过袁还得到了原煤炭部的表彰遥

在这些成绩的背后袁 一个参数
的求证就是一个长夜的坚守袁 一段
文字的修订就是一屋资料的搜寻袁
设备落后尧 资料匮乏尧 条件艰苦尧
家人牵挂尧 身心劳累袁 无法一一细
数遥 正是这些奉献了青春尧 智慧乃
至生命的地质人袁 为我国工业化发
展提供了充足的矿产资源袁 支撑了
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遥

差点把孩子生在路上

采访过程中袁 我问周老先生的
夫人院 野周工的工作这么辛苦袁 一
年回不了几次家袁 你一定承担得更
多吧钥冶 老夫人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
事院 野我们刚结婚时因为工作关系
分隔两地袁 一个在河南袁 一个在甘
肃遥 有一年袁 我预产期快到了袁 等
着他来河南接我去兰州袁 好方便照

顾袁可就是迟迟等不来人袁因为他工
作实在太忙了遥 他好不容易请了假袁
我都快要生了袁他接我到兰州的第二
天袁孩子就出生了遥孩子出生当天袁他
在病房门口说了一声耶我走了啊爷袁就
又去野外了遥冶 周工看着老伴袁 接着
说院野我记着当时是红会矿区大会战袁
打上来的岩芯地层难确定袁贺工叫我
赶去分析袁所以当天就要出野外遥冶在
老人平淡的讲述中袁我听到的不是妻
子对丈夫的埋怨袁而是一个地质人家
属对丈夫工作的理解和包容袁一个地
质人对家人尧 对工作的牵挂和热爱遥
什么是爱与责任钥我想袁地质人的家
国情怀很好地阐述了爱与责任袁为国
家事业奋斗是责任袁互相支持前行就
是爱遥

就是热爱

我问 80多岁的周老先生院 野是
什么动力袁 让您为我们的地质事业
奋斗了一辈子钥冶 他回答说院 野就是
热爱袁 名和利都不需要袁 这都是我
分内的工作遥冶 我反复听着这一段采
访录音袁 眼里含着泪水袁 也在内心
深处拷问自己袁 什么是热爱钥 是满
足于城市的生活袁 还是满足于能应

付工作钥 我想都不是袁 热爱不应该
局限为一种个人主义袁 而应该包含
对国家的热爱袁对事业的热爱袁对生
命的热爱遥

我问老先生院野您有什么想对我
们这辈年轻地质人说的吗钥冶 他缓缓
说道院野技术上要精益求精袁 要实践袁
地质工作是要多出去看的袁 坐在办
公室干不好地质工作遥 时代在进步袁
新地质人要有新追求袁 脚踏实地多
研究袁 地质精神要传承下去遥冶 当我
后来对年轻地质人讲述这些的时候袁
内心仍然深受感动遥 老一辈地质人
给了我们新一代地质人不懈奋斗的
无限勇气袁 给了我们开拓进取的不
竭动力遥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
永不褪色的 野三光荣冶 精神袁 传递
着地质人无私奉献的正能量袁 留下
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袁写下了永不褪色
的青春遥

回想采访周老先生时的点滴袁
我的心中满满都是感动袁 老一辈地
质人的足迹将继续指引年轻一代地
质人在新时代继往开来遥 我们的初
心永远不会变袁 我们的使命永远不
会变袁 我们的热爱永远不会变袁 因
为我们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浴

殷 李欣远 渊甘肃局一四九队冤

一次难忘的采访
殷 梁 柱 渊航测局冤

中国心 煤航情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日子里袁 每
当我回忆起自己曾走过的日子袁 内心总是难以平静遥
我大半生的经历袁 都是与地质工作联系在一起的遥

江苏煤炭地质局是我奉献青春尧 实现梦想的地方遥 我刚
刚进入这个光荣队伍的时候 袁 正是国家改革大船刚刚
启航的时刻遥 我见证了改革大政方针给地质队伍带来的
新鲜活力袁 也有幸参与了这场伟大的变革遥
地质人是开路先锋尧 是 野四化冶 基石袁 我们只有把

脚跟深深地扎在祖国的大地上袁 才能无愧于地质尖兵的
光荣称号遥
地质工作袁 看起来是浪漫的袁 实际上是枯燥的曰 看

起来是与自然为伴袁 实际上是与艰苦为伍遥 走南闯北尧
四海为家袁 风餐露宿尧 摸爬滚打是我们的生活常态袁 是
我们的工作模式遥
无数次的一线工作袁 无数次的钻机搬迁袁 都给我留

下了难忘的记忆遥 尤其是在工作环境极其艰苦的龙固和
微山湖沼泽地及湖上的地质施工场景袁 已经成为我的经
典记忆遥
我清楚地记得袁 那是 1988年 6月 16日遥 那天凌晨

2点我们就起身了袁 4点不到袁 就爬上卡车向微山湖工
地奔去遥 两个小时后到达工地时袁 天才蒙蒙亮遥 随后袁
一场水中鏖战打响了遥 我们在齐腰深的湖水中扛起一根
根钻杆袁 一块块钻塔部件尧 地梁木和各种工具袁 然后把
部件装上船运往新工地遥 我们与冰凉的湖水搏斗袁 与泥

泞和汗水搏斗袁 在沼泽地里不知道摔倒过多少次袁 头上脸上都沾满了泥
水曰 我们忘记了疲劳与困顿袁 饿了就在湖边搭起炉灶烧饭袁 累了就躺在泥
水里小憩一会儿遥 晚上 10点钟袁 我们才从芦苇荡里向外撤袁 随后分乘小
船和快艇袁 又用了一个半小时才登上岸遥 那一次袁 我们在微山湖的芦苇荡
里几乎奋战了一天一夜浴

如今袁 我已经离开地质队伍多年了袁 但是每每回想起过去的经历袁 内
心依旧充满温暖遥 我为我们的队伍感到自豪袁 为昔日的战友感到自豪遥 我
坚信袁 今日的战友们一定会把不畏艰险尧 奋力进取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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