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 徐晶晶 渊青海局煤勘院冤

保持微笑

我爱笑袁 开心了会笑袁 难过了也会给自己
一个微笑遥 不是因为我没有烦恼袁 而是因为我
知道笑容是世上最好的良药袁 能治愈自己袁 也
能感染别人遥 现在很多人脸上的笑容越来越
少袁 总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遥 若问其为什
么袁 回答皆是生活太累尧 压力太大遥

为什么会这么累尧 压力这么大钥 人们每天
都在不停地忙碌拼搏袁 由于忙碌得太久袁 大家
似乎早已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东西袁 那就是脸上
的微笑尧 心中的快乐遥

也许当一个人的心真正沉静下来的时候袁
便能真切地感受到天空格外湛蓝尧 阳光分外明
媚袁 感悟到拥有生命的美丽与快乐袁 体悟出未
来的光明灿烂袁 便会拥有唯美尧 善良尧 健康的
心灵遥

保持微笑袁 把每天当作新的起点吧浴 带着
微笑去工作袁 你会少一些抱怨袁 多一些拼搏曰
少一些沮丧袁 多一些快乐曰 少一些困惑袁 多一
些坚定曰 少一些失利袁 多一些辉煌遥

微笑是世界上最好的礼物袁 它使赠送的人
心情愉悦袁 同时使收到的人变得富有遥 微笑能
化解令人尴尬的僵局袁 沟通彼此的心灵袁 使人
产生安全感尧 亲切感尧 愉快感遥 所以袁 带着微
笑去工作袁 将会有意外的惊喜等待着你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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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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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我和我的祖国曳 票房已接近 29
亿元袁 这在主旋律电影中是一个非常
不错的成绩遥 那么它的魅力在哪里
呢钥

据说电影之前的名字叫 叶我的祖
国曳袁 但是总导演陈凯歌坚持把名字
改为 叶我和我的祖国曳袁 因为他认为
野吾国吾民冶 是不能分割的袁 就像王
菲演唱的电影主题曲 野我和我的祖
国袁 一刻也不能分割冶遥 陈凯歌总是
能在各个环节将电影雕琢得神采飞

扬袁 叶我和我的祖国曳 也不例外遥
叶前夜曳 里面的工程师林治远袁

一个典型的理工男袁 专业尧 一丝不
苟遥 当他看到各种力量为了配合他而
汇聚起来袁 众志成城袁 不分你我袁 无
关身份袁 于是他开始狂奔袁 拼命地奔
向天安门广场遥 当他终于克服恐高袁
爬上 25 米高的旗杆袁 奋力完成任务
后袁 回敬给由王千源饰演的军人一个
大大的军礼遥 在 25 米高的上空袁 林
治远完成了精神的升华遥

叶相遇曳 的隐忍和克制袁 就像高
远的秘密身份袁 或许我们永远无法知
道为了给祖国研制威慑性武器袁 这些

人为此究竟牺牲了多少袁 也正是这
些牺牲袁 燃起了新疆罗布泊上空那
一朵绚丽的蘑菇云袁 将中国推向世
界遥 钱学森有句话很经典袁 手上没
有剑和有剑不用不是一回事遥 谈判
桌上比拼的重点不是话术袁 而是看
谁有随时能掀翻桌子的能力遥

当 叶相遇曳 的忧伤还在萦绕的
时候袁 徐峥的 叶夺冠曳 来了袁 楼梯尧
屋顶尧 天台等到处都散发着上海特
有的气质遥 乒乓小子冬冬在面临好
友告别和维修信号的两难选择时袁
到底该怎么抉择钥 当巨大的红旗在
楼顶飘下袁 当街坊邻居齐声高呼着院
野加油浴 加油浴冶 冬冬的爱国情结被
彻底唤醒袁 披着床单的 野披风少年冶
终于将女排夺冠的最燃瞬间展示给
大家遥 稚嫩少年尧 花甲老头尧 拌嘴
夫妻袁 瞬间爆发出火焰般的国家荣
誉感袁 这是女排精神的闪耀袁 更是
平民的高光时刻遥

叶回归曳 讲的故事袁 在我小时候
的记忆里很清晰遥 当年袁 我和家人
一起围坐在电视机前袁 看着两个仪
仗队一个降国旗袁 一个升国旗袁 庄

重的画面清晰地印在了脑子里遥 这么
多年过去袁 我依旧庆幸自己在懵懂的
年纪里能够拥有这个大事件的印记遥
民族的屈辱和振兴交织在同一个画面
里袁 没有呐喊的口号袁 没有渲染的情
愫袁 就是那个国旗被升起来的画面袁
萦绕了我 20多年关于爱国的记忆遥

叶北京你好曳 里的葛优再次诠释
了那句话 野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冶遥 有
一种吊儿郎当 野顽主冶 范儿的张北京
总是能不停地戳中笑点袁 当他拿到一
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门票要送给儿子
做生日礼物时袁 却发现门票被 野调
包冶 了遥 我们在心疼张北京颜面尽失
的时候袁 其实更心疼失去父爱的四川
小子遥 所以袁 当张北京最后把票送给
汶川地震伤痛者的时候袁 我们发现其
实最吊儿郎当的人却是最情深义重
的遥

陈凯歌的 叶白昼流星曳 是极其浪
漫的袁 秉着 野扶贫先扶志冶 观念的退
休扶贫干部老李带着两个问题少年朝
着日出策马奔腾袁 年轻的热血肆意飞
扬遥 当神舟十一号飞船如白昼流星般
划破天空袁 着陆在内蒙古广漠的土地

上袁 古老的传说被眼前的景象印证袁
少年心中的那团火被燃起来了袁 这团
火就是希望遥 人袁 失去什么都不能失
去希望袁 扶贫也是如此袁 野扶志冶 就
是给大家希望和信心遥

当 叶护航曳 里面的战斗机呼啸着
向我们飞来袁 我突然想起了开国大典
时周总理的话院 飞机不够袁 我们就飞
两遍遥 如今的我们强大了袁 祖国的上
空被强有力地保护着遥

叶前夜曳 的紧张尧 叶相遇曳 的克
制尧 叶夺冠曳 的豪迈尧 叶回归曳 的庄
严尧 叶北京你好曳 的强盛尧 叶白昼流
星曳 的飞扬尧 叶护航曳 的飒爽袁 七个
故事袁 七个历史事件串起了新中国七
十年的风雨征程遥 让我感动的是袁 七
个故事从大的事件切入袁 呈现出来的
都是平民化的视角袁 并镶嵌进我们每
个人的生活袁 也正是这一个个鲜活
的尧 奋斗的尧 平静的个人推动着中国
前进的滚滚车轮遥 毕竟袁 潮水的方向
不取决于波浪袁 而是取决于日复一日
的涓涓细流遥 也正因为如此袁 当我看
着这七个故事时袁 几度哽咽袁 因为吾
与吾国袁 一刻也不能分割遥

殷 徐秋艳 渊陕煤地质物测公司冤

吾与吾国
要要要观叶我和我的祖国曳有感

凝望着袁龙江地勘的原野山脉
印证了我们从容而淡定的足迹
遥看着袁煤田勘探的晴空瀚海
见证了我们艰苦而执着的跋涉

亲爱的地勘人
你是否记得
怀揣着梦想踏入地质院校的我们
意气风发袁年少轻狂

可敬的地勘人
你还是否记得
追寻着理想走入勘探一线的我们
踌躇满志袁斗志昂扬

那一抹迷彩绿裹着的是生命
回眸七十载岁月袁我们不能忘记
伟大的中国天翻地覆慨而慷
我们体验着地勘人的苦乐时光

那鲜艳的血色浸染的是激情
回望六十五年光阴袁我们还要铭记
一〇八勘探队踏遍沟壑山冈
我们体会着钻探者火热的向往

过往袁不是我不想把你留恋
是岁月的侵蚀
让我的棱角渐渐消磨
但我们洗尽了沧桑袁更加阳刚

过往袁不是我不想把你挽留
是生活的历练
让我对未来更加执着
让我们充满梦想袁更有力量

未来袁你可曾听见
地勘转型的号角吹响生命的乐章
未来袁你能否看见
绿色地勘的画卷绘出幸福的篇章

从此袁生态地勘就像花儿
有了阳光的照耀
缤纷闪亮
探求着属于自己的矿床

从此袁地勘健儿就像鱼儿
有了氧气的充盈
昂扬向上
追寻着属于我们的荣光

地勘改革创新
因我们是地勘人而担当
无怨无悔
我愿追寻到地老天荒

地质转型升级
因甘愿当钻探者而肩扛重担
义无反顾
我愿执着至岩深煤旺

我们笃行致知
不忘初心袁深情守望
让每一个地勘日子在担当里
有激情尧有快乐袁更有执守的远方

我们砥砺前行
牢记使命袁默默探矿
让每一名地勘勇士在奉献中
有担当尧有幸福袁更有希望的模样

殷 张利波 渊黑龙江局一〇八队冤

期盼着 地勘的远方
要要要致敬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光热源
渊第 830期冤
鲁晓华 摄

渊物探院冤

有这么一支队伍
一支驻守边疆的地勘战队
扎营在绝迹的戈壁
头顶是湛蓝的高空
身后是连绵的天山
烈日下
山上的积雪那么遥远

夏日清早
向着黑黑的轮廓飞驰
雪山对面
天地交接成一根长线
身后背着一轮纯红大圆盘

疾奔在坚硬的戈壁上
没有任何阴凉
吹不起一丝微风
辽阔旷远的戈壁
只有鹰在高空盘旋
落下苍凉雄壮的剪影

傍晚十点
圆盘内大火燃尽
残阳似血
戈壁依然蒸腾
只有峻冷的皑皑白雪
一直无声地背靠着我们

殷 夏 画 渊山东局物测队冤

野外地质勘探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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