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只有天在上袁更无山与齐遥 举头红日近袁回
首白云低遥 冶站在贵州盘州碧云洞外的山峰之巅袁
我想起了宋代寇准的叶咏华山曳遥

盘州双凤古城袁 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二年
渊1389年冤袁距今已有 600多年历史遥 站在山上俯
瞰古城袁轮廓依然显现袁明代的古城楼尧古城墙尧
普安州文庙尧文笔塔尧武笔塔袁还有清代的凤山书
院和数不清的大小寺庙若隐若现遥

双凤古城人杰地灵尧人才辈出袁很多文人墨
客都曾经撰文把普安州第一进士蒋宗鲁尧明代吏
部尚书王祚远尧叶梅花缘曳 的作者任璇尧叶啖影集曳
的作者范兴荣等载入盘州的光辉史册遥 随着明代
大旅行家徐霞客的到访袁 碧云洞尧野文运盘州冶更

是声名远播遥
有朋自远方来遥 不管天阴天晴尧刮风下雨袁不

管路有多远袁如果你来袁我会等你遥 我要带你去乌
蒙大草原看野佛光冶尧吃烤洋芋尧喝水泮酒曰我要带
你去胜境温泉泡泡澡尧吃杀猪饭尧喝碧云茶曰我要
带你去哒啦仙湖游船尧吃野生鱼尧喝鲜鱼汤曰我要
带你去妥乐看千年古银杏树尧吃银杏果尧喝银杏
酒曰我要带你去竹海情人谷幽会尧吃竹鼠尧喝竹根
酒曰我要带你到丹霞山看大雄宝殿尧观叶贝叶经曳尧
吃素饭尧喝山泉水曰我要带你去红果新城看万家
灯火袁漫步东湖尧南湖袁吃盘县火腿尧喝人民小酒曰
我要带你去双凤古城登古城楼尧逛东王庙尧游水
星寺尧吃凉粉尧喝双凤酒噎噎

南湖的红船
开启了初心的远航

井冈山的烽火
确定了革命的航向
战争的硝烟

凝聚起民族团结的力量
黎明簇拥着朝阳

绽放出万丈光芒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忆往昔 岁月峥嵘
看今朝 盛世中华

70年披荆斩棘
70年风雨兼程

70年前百废待兴
70年后百业昌盛
不忘初心
永远跟党走

2018年 5 月 14 日袁川航 3U8633航班
空中遇险袁历经揪心的 34分钟后袁机上 128
人全部安全落地遥今年国庆档电影叶中国机
长曳再次回顾了这个真实的事件袁带领所有
观影者一起感受生命的意义袁 让我们看到
了危急时刻的中国力量遥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袁 一次从重庆飞往
拉萨的日常行程袁 乘客里有即将跟家人团
聚的藏族母子尧嚣张跋扈的土豪尧独自旅行
的文艺少女尧前去悼念战友的老兵尧恋人未
满的朋友和一些外国旅行者等袁 这就像是
大千世界的一个缩影遥 当大家还沉浸在旅
程的喜悦和期待中时袁在万米高空袁飞机副
驾驶一侧的风挡玻璃突然爆裂袁 飞机剧烈
颠簸袁 客舱释压袁 大量机载自动化设备失
灵遥 在副驾驶员半个身子直接被甩出窗外
的极端险情下袁机长刘传健历时 34分钟用
36个精准无误的动作拯救了全机人员的生
命遥 他在安全落地后对第二机长和副驾驶
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院野我们还活着遥冶野活着冶
这两个字道出了劫后余生的传奇袁然而袁每
一个传奇背后都隐藏着坚守和执着遥 在这
背后袁我们看到了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时袁
人性的唯美袁个体迸发的智慧袁集体的民族
凝聚力遥

影片的最后袁飞机安全着陆袁机长通过
广播向旅客致歉袁因为没有准时尧安全地把

他们送到拉萨机场遥这一段触动了我袁这就
是中国民航精神袁坚守源于责任袁奇迹源于
专业遥这也印证了影片结尾机长的那句话院
敬畏生命尧敬畏职责尧敬畏规章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袁 刘传健表示院
野我不是英雄袁 英雄属于我的机组袁 还有
100余名乘客遥 感谢机组临危不惧的配合
疏导袁 感谢乘客听从指挥的理解支持遥冶
英雄不一定要牺牲袁 但一定要专业负责曰
不一定要感天动地袁 但一定要坚守执着遥
他只是千千万万个英雄中的一个袁 却值得
亿万个我们去铭记遥

英雄不是天生的袁 英雄都是在平凡的
经历当中袁 作出了不平凡的事情遥 每年
叶感动中国曳 栏目里都会有一些人物和团
队袁 具有让人感到心灵震撼的精神力量遥
他们更多的是一些来自民间的普通人袁 没
有公众人物的名声袁 没有名门望族的光
环袁 有的是经年累月的坚持袁 带给人们看
似平常的感动袁 却在平凡中造就了伟大遥
比如捐出毕生积蓄 1000 万元的普通退休
老人马旭曰比如在边境扫雷行动中袁为救战
友失去双手和双眼的战士杜富国曰 比如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戍守海疆的奉献精神的守
岛英雄王继才遥正是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人袁
凝聚成了我们的中国精神袁 一起撑起了我
们强大的祖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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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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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的夏天袁 因为母亲身体的原因袁
我把她接到了自己身边袁 希望能给她更精心
的照顾遥

在陪伴她的四十多个日日夜夜里袁 我和
母亲有了四十多年来未曾有过的贴心细致的
交流遥

母亲给我讲述了发生在她身边的很多事
情袁 诉说了很多悲喜交加的经历遥 这时袁 我
才深切地感受到袁 作为勘探队员的妻子和地
质工作者的母亲袁 她曾有过那么多的焦虑与
骄傲遥

嫁给父亲之前袁 母亲其实并不知道地质
勘探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遥 她只知道父
亲长年在野外袁 风餐露宿遥 工作生活条件的
艰苦程度到底如何袁 其实并不在她想象的范
围之内遥

嫁给父亲之后袁 因为探亲袁 母亲从富饶
的关中粮仓来到了茫茫的戈壁荒漠遥

那时候的野外生产环境极其恶劣袁 钻工
们戴着安全帽袁 扳着牙钳袁 在隆隆的钻机声
中挥汗如雨尧 满身泥泞曰 他们头顶烈日尧 脚

踩寒露袁 生产用的材料尧 钻机的搬迁几乎全
靠马拉人扛曰 他们住宿的帐篷袁 夏天闷热潮
湿袁 冬天寒冷刺骨遥

母亲说袁 当时她从水池里端出的一盆清
水袁 待黄沙扬起袁 马上就变成了半盆黄汤遥
由于远离都市和村庄袁 饮食条件就更为恶劣袁
经常很久都吃不上蔬菜水果袁 鸡蛋和肉类就
更是奢侈品了遥

母亲说袁 生活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袁 她
开始担心父亲袁 担心饮食不规律尧 营养不良
影响身体健康袁 担心烈日狂风尧 蚊虫叮咬造
成身体伤害袁 担心自然灾害尧 人为因素造成
损害等安全隐患遥

母亲说袁 各种各样的担忧袁 让她一度非
常的焦虑遥

看到钻工们那么辛苦袁 勤劳善良的母亲袁
尽一己之力袁 帮他们拆洗被褥尧 缝补衣裳尧
蒸馍做饭遥

当母亲走近他们时袁 她被他们那种热爱
地质事业尧 献身地质事业袁 以艰苦奋斗为荣
的创业精神和奉献精神所感动遥 他们以苦为

乐的情怀袁 他们为国找矿尧 报效祖国的坚定
信念袁 鼓舞她支持父亲为地质勘探事业奋斗
终生遥

母亲说袁 从那时起袁 她对父亲充满了敬
佩袁 她为自己能嫁给地质勘探队员而感到深
深的自豪遥

当我长大之后袁母亲毅然决然地把我送进
了地质队遥

母亲说袁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袁她也曾不
安尧焦虑过遥因为她担心身为一个柔弱的女孩
子袁我不能像父亲一样深入钻机袁参与到一线
的生产工作中遥母亲怕我不能安心工作袁也怕
我无法胜任工作袁就鼓励我不断学习袁不断提
高自己遥

当我通过不懈的努力袁由参加工作时的初
中学历袁 到获得大专学历并考取中级职称袁成
为一名专业技术人员袁 能以扎实的业务素质尧
高效的办事效率服务于野外生产一线的时候袁
母亲说她由衷地感到骄傲遥

我对母亲说袁当初袁我们只有手把式钻机尧
往复式泥浆泵尧马车尧老式嘎斯汽车遥如今袁我

们已经拥有了像 TSJ-2000 型尧ZJ40/2250L这
样的大型钻机袁机器设备都是数控的袁职工的
住宿条件和工作环境都有了很大的变化遥

我对母亲说袁六十多年来袁陕西省一九四
煤田地质有限公司几代地质人跋山涉水尧呕心
沥血袁发扬野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尧以找矿立功
为荣尧以艰苦奋斗为荣冶的野三光荣冶精神袁为陕
西省奠定煤炭资源大省地位作出了很大的贡
献袁赢得了政府和社会的赞誉袁荣获了野全国煤
炭工业地质勘查功勋单位冶野中国百强地质队冶
等称号遥

我告诉母亲袁 如今在新的管理体制下袁一
九四公司不断扩大服务领域袁谋划野大地质尧大
市场冶的发展格局袁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袁在做
强地勘主业的同时袁 着力提升专业技术水平尧
装备水平尧施工能力和队伍整体素质袁在地勘
延伸领域实现新的突破袁 以更坚实的脚步尧更
努力的拼搏谱写更精彩的辉煌遥

听我说了这些袁 母亲禁不住感慨万分遥她
说袁家有两代地质人袁她真的很骄傲袁尽管她曾
经那么地焦虑遥

一曲叶我们这一辈曳袁
荡起我心中的涟漪遥
祖国的发展与变化袁
流有我们辛勤的汗水曰
祖国的发展与变化袁
留有我们奔波的足迹遥

我们要要要共和国的同龄人袁
见证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袁
见证了祖国母亲从贫弱到富强袁

见证了我们对祖国历史担当的心绪遥

我们要要要共和国的同龄人袁
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贫困袁
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磨难袁
经历了上山下乡的锤炼袁
经历了下岗不解的疑虑遥

我们要要要共和国的同龄人袁
看到了蘑菇云在空中泛起袁
看到了卫星在天上轮回遥
耳听着叶东方红曳的晨曲袁

看到了祖国建设日新月异尧一日千里遥

我们要要要共和国的同龄人袁
迈步走进了改革发展的新时期袁
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四十年袁
北斗卫星聚齐袁国防利器披靡袁

祖国发展翻天覆地袁
百姓生活一步一个脚印攀上云梯遥
野一带一路冶重新绽放了丝路花雨袁

大国担当让世人见证着东方巨人的屹立遥

我们要要要共和国的同龄人袁
古稀之年的我们依然挚爱这片土地袁

为她奋斗尧担当尧拼搏进取遥
辛勤耕耘总会硕果满地袁
党和祖国永远在我心里遥

殷张 岩 渊陕煤地质物测公司冤

用平凡的执着坚守中国力量

殷王巧文 渊陕煤地质一九四公司冤

母亲的焦虑与骄傲
殷陈丽娟 渊福建省一九六大队冤

永远跟党走

殷贾焕军 渊一勘局科教中心冤

我与共和国同龄

殷王 浩 渊贵州局一五九队冤

碧云山峰瞰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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