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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王文琴 渊福建省一二一大队冤

中国梦 我们的梦
工业革命袁 追寻着能源立国梦遥
我们不会忘记袁 1968 年 10 月袁
为响应毛主席 野要迅速扭转变北煤南
运冶 的号召袁 一二一大队南迁到福建
龙岩袁 从此八闽大地有了第一支地质
勘探队遥 他们怀着找煤突破梦袁 探明
了 煤 炭 储 量 11.45 亿 吨 袁 成 就 了 龙
岩尧 永定尧 永安等 8 个煤炭生产基
地袁 改写了福建缺煤的历史遥
我们不会忘记袁 一二一大队全体
员工摆脱野等靠要冶思想袁走上了野自主
经营尧自我发展冶之路袁1998 年开始走
出省门袁博弈海外袁追寻资源强国梦遥
经过 15 年的南征北战袁该队业务拓展
到东南尧西南尧西北尧华北尧东北等 10
多个省区袁累计找矿 40 多亿吨袁完成
超千米钻孔 268 个袁其中大于 1200 米
的钻孔达 95 个遥
我们不会忘记袁 2014 年袁 传 统
地质勘查市场急剧萎缩袁 市场竞争日
益激烈袁 项目承揽难度加大袁 刚毅的
一二一人在 野美丽中国冶 野福建生态
文明先行示范区冶 的战略指导下袁 将
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尧 履行公益性地质
职能作为新的历史使命和政治担当袁
将 野做新时代永远需要的地质队冶 作
为发展目标袁 开始了对生态强国梦尧
美丽中国梦的强烈追寻遥 迈出转型步

伐是千难万难的袁 那时他们对如何融
入国家 野一带一路冶 无从下手袁 基础
性地质项目从 野零冶 起步袁 自然资源
调查评价从未涉及袁 地灾防治毫无经
验袁 介入环境检测的资质欠缺遥 一二
一人怀揣着支撑祖国发展的光荣梦
想袁 克服了重重困难袁 经过 5 年的转
型袁 在自然资源调 查尧 服务乡村振
兴尧 矿山生态治理尧 地灾防治尧 化验
检测尧 物探测绘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
破遥
什么是祖国钥 有人说院 野祖国袁
就是你的家尧 我的家尧 他的家袁 那亮
着灯的窗户噎噎冶 今年 8 月袁 我参观
了 野 大 潮起 珠 江要要
要广 东改 革 开 放
40 周年展览冶袁 一组组数字尧 一幅幅
图片尧 一个个模型既记录着举世瞩目
的中国速度袁 又见证着无数中国人为
中国梦奋斗的历程遥 也许袁 我们只有
将个人梦想融入到中国梦中才有价值
和意义袁 而青春正是筑梦的起点遥
回首往昔袁 1968 年袁 年轻 的一
二一人响应祖国号召来到陌生的南
方曰 1998 年袁 年轻的钻工们告别扎
根多年的闽西红土地和家中妻儿老小
前往云南开拓地勘市场遥 放眼现在袁
只要国家有需要袁 年轻的测绘人连续
数月奋战在野外一线袁 只为完成好国

土 野三调冶 任务曰 只要社会有需要袁
年轻的污染源普查组成员在时间紧尧
任务重的情况下袁 完成龙岩全市
7290 个污染源普查任务曰 只要人民有
需要袁 年轻的地灾应急队员立即奔赴
灾区一线袁 驻扎 6 天 6 夜开展应急救
援遥
翻看一本本装订成册的宣传报道
资料袁 上面记载着所有一二一人为实
现中国梦尧 追逐 地质梦而奋斗的历
程遥 我也是一二一人的一分子袁 曾经
用这支笔为地勘事业鼓与呼袁 记录闽
煤人尧 一二一人每一次的战天斗地曰
曾经尽心做好党建精神文明工作袁 让
党建与中心工作更好地融合曰 曾经用
心传授经验袁 让年轻人更好地胜任新
工作曰 曾经认真组织好每一项活动袁
丰富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曰 曾经积极
参加各类志愿服务袁 为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尽一份力量噎噎
心之所系是家国袁 情之所归是圆
梦遥 多年以后袁 当我老了袁 我可以对
子女说院 野我们地质人经历了一次次
机构改革袁 不变的是永远为祖国奋斗
的初心遥 妈妈曾经是一二一大队的一
分子袁 也曾经为 耶强局富队职工幸
福爷 的梦想而奋斗袁 曾经为实现中国
梦而努力过遥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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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苏旭楠 渊一勘局一二九队冤

他们

低头袁是泥泞不堪的小路曰
抬头袁是漫天飞扬的第四系曰
眺望袁是一望无际的荒凉遥
仰望星空袁遥不可及的星星袁
恰如总是踏不上的归途袁
这就是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环境遥
去不到的地方是远方袁
回不去的地方是故乡遥
他们没有时间陪伴家人到远方袁
也没有时间回到父母身旁尽孝遥
他们永远选择深山老林尧大漠边疆遥
不问出处袁不问归路袁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袁
那就是野一线地勘工作者冶
这袁
也是我的名字遥

渊第 828 期冤
叶笑脸曳
白延光 摄
渊陕煤地质物测公司冤

如今袁 我们出门基本不需要携带现金袁 只需要用手机
野扫一扫冶便可进行支付遥如此方便快捷的支付方式是十几
年前的人们想象不到的袁随着时代的进步袁手机支付已经成
为人们的重要野工具冶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后的今天袁国民经济飞速发
展袁 科技创新蓬勃向上袁 国人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便捷生
活遥 我出生在 1994 年袁 是近 20 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经历
者袁见证了自己和周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袁也见证了科技创
新成果为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袁 同时也感受到了伟大祖国
的繁荣富强遥
我的老家在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办杜陵塬上的一个小
村庄遥记忆中晚上的村子很安静袁静得有些吓人袁平时很少有
吆喝卖货的人袁偶尔来一个卖货郎袁大家都会围上去问问外
面的新鲜事儿遥慢慢地袁身边的一切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袁村子
里的野水泥路冶成了真正的硬化水泥路曰通过努力袁家里的生意
好转起来袁 村里的土房子都变成了红砖砌成的二层小楼曰年
轻人也开始走出小村子遥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院野只有进行了激情奋斗的青春袁只
有进行了顽强拼搏的青春袁只有为人民作出了奉献的青春袁
才会留下充实尧温暖尧持久尧无悔的青春回忆遥冶刚刚毕业尧初
入社会的我袁选择了航测遥感局作为自己青春奋斗的战场袁
我愿为祖国煤炭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袁 踏踏
实实工作袁不忘初心袁牢记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浴

殷

70 年袁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里
仅如一朵浪花袁但在新中国袁一个民族
迎来了从站起来尧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曰一个国家袁经历了从落后走
向先进尧 从东亚一隅之地走向全球的
伟大转变曰九千万党员袁践行着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尧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使命曰14 亿人民袁 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时代征程上砥砺前行遥70
年春华秋实袁 古老的东方文明大国焕
发出朝气蓬勃的全新面貌遥
值 得 骄傲 的 是袁 有 这么 一 个 群
体袁 他们工作在荒无人烟的旷野袁 跋
山涉水袁 与大山为伴尧 与寂寞同行袁
在艰苦的环境里为祖国找出富饶的地
下宝藏遥 70 年岁月如歌袁 他们逐梦
而行袁 用青春和汗水谱写了一个个献
身地质事业无上光荣的篇章袁 他们就
是地质人遥 在我来到福建省一二一地
质大队工作的 10 年岁月里袁 在这个
有着 66 年历史的功勋队身上袁 我深
刻感受到地质人与祖国同命运尧 共发
展的赤子之心遥
我们不会忘记袁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初袁 百业待兴袁 福建省一二一
大队的前身要要
要山东淄博矿务局钻探
大队于 1953 年 7 月成立了遥 他们扛
着红旗尧 唱着革命歌曲袁 投身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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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商 涛 渊山西局冤

放 驴 记

根据山西省煤炭地质局扶贫工
作的安排袁 7 月份我被选派到岢岚县
温泉乡土鱼坪村担任第一书记遥 土
鱼坪村距离县城 22 公里袁 是一个典
型的山区贫困村袁 是山西局帮扶的 7
个贫困村之一遥
到了村里袁 我认识的第一个人
就是土鱼坪村党支部书记尧 村主任
杨侠袁 一个 85 后的年轻人袁 一个执
着追求百姓 野小康梦冶 的共产党人袁
他用青春的汗水助力着农村的发展遥
这天袁 我和杨侠约好去村里的
党员合作养殖场看看袁 顺便体验一
下放驴的工作遥
从村委会步行 15 分钟就到了合
作社袁 我们做好准备工作后袁 拿着
皮鞭袁 赶着驴群就出发了遥 从养殖
场出来就是公路袁 车辆很多袁 我们
十分小心地赶着驴袁 时刻注意往来

的车辆袁 既要保证驴的安全袁 还不
能让它们受到惊吓遥
顺着公路走了大约 1 公里袁 公
路边有条岔路袁 我们就赶着驴从岔
路进了山里遥 一进到山里驴群就彻
底撒欢儿了遥 我们找了一块地势相
对平坦尧 青草较多的地方把驴群安
顿下来袁 让驴儿自由活动遥 驴儿开
始寻找着自己爱吃的青草袁 还有几
头驴妈妈时刻守在驴崽旁边袁 生怕
孩子跑丢了遥
3 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袁 已是中
午 11 点袁 天气逐渐热了起来袁 我们
便赶着驴群按原路返回养殖场袁 结
束了上午的放驴工作遥 这对于我这
个从小在城里长大袁 平时连驴都不
常见的人来说袁 是一段十分难忘的
经历袁 让我学到了知识袁 增长了见
识袁 也结识了朋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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