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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磨难和辉煌袁
伴随着时光流淌遥

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袁
在地勘人心间珍藏遥

迎朝霞袁披月光袁
铿锵有力的脚步声袁
在人迹罕至处回荡遥
你顽强拼搏袁积极向上袁
一心为国家探索地下宝藏遥

你冲破计划经济的桎梏袁
在市场大潮里敢拼敢闯遥
当地勘经济处于低迷期袁
你锐意进取袁迎难而上遥
你像一匹疾驰的骏马袁
奋勇争先袁酣畅奔放遥

树品牌袁 抓质量曰
强管理袁重科创遥
一心一意谋发展袁

谱写出一曲又一曲华章遥
阔步向前袁再创辉煌浴

我们的快乐很简单袁在荒凉里看到晚霞就可以曰
我们的快乐又不简单袁荒漠中飞沙走石经常蔽日遮天遥
我们的快乐很简单袁晴川相依绿水相映就可以曰

我们的快乐又不简单袁荒山相衬的野岭相对只见秋冬遥
我们的快乐很简单袁冬日帐篷里吃烤红薯就可以曰

我们的快乐又不简单袁冰雪覆盖的野外时常缺水少粮遥
我们的快乐很简单袁在工作区找到矿藏就可以曰

我们的快乐又不简单袁地质演化的多变总是耐人寻味遥
我们的快乐很简单袁在无人区找到信号就可以曰

我们的快乐又不简单袁信号销匿的盲区往往与世隔绝遥
我们的快乐很简单袁陪伴守护相知相伴就可以曰

我们的快乐又不简单袁流浪漂泊的聚少离多难掩血泪遥
我们的快乐真的很简单噎噎
我们的快乐真的又不简单噎噎

我们是地质人袁
我们也是乐观豁达的普通人袁

我们更是最擅长苦中作乐的一群人遥
生存本容易袁生活则艰难遥

只愿我们的说好不哭是真的不哭袁
希望我们的越过山丘也真的能一笑而过浴

殷 曹克华 渊安徽局物测队冤

光荣的地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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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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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述的老书记是 2006年 野中
央企业优秀党务工作者冶尧 江苏煤炭
地质勘探二队原党委书记孟金钟遥他
虽已 72岁高龄袁 仍担任该队离退休
党支部书记遥他贴近职工尧和蔼可亲袁
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野老书记冶遥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袁 老书记总
是随身携带一个巴掌大的小本本袁
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工作日记袁 可
以说袁 这个小本本就是他的 野百宝
箱冶遥

近日袁 我有幸走近这位年过古
稀的老书记遥 翻开他那一摞摞密密
麻麻地记载着几十年平凡岗位上点
点滴滴的工作日记袁 我仿佛看到了
一部二队的 野微型队史冶遥

上世纪 90年代中期袁 二队经济
处于低谷期遥 他在日记中这样描写
当时的情景院 野全队经济每况愈下袁
各种矛盾突出袁 思想工作较弱袁 职
工人心涣散袁 大部分职工请假在家袁
新来的大学毕业生纷纷离队遥 留下
来的人为了生活袁 有的去卖水袁 有
的到火车站拉活儿袁 有的到外单位
去当推销员遥 队伍到了最困难的时
期噎噎冶

1997年 10月袁 江苏局调整了二
队领导班子遥 此时袁 刚刚从丰县扶贫
归来并获得江苏省 野优秀扶贫干部冶
殊荣的孟金钟被任命为二队党委书
记袁 挑起了主持党委工作的重担遥 面
对这样一个局面袁 新领导班子并没有
畏惧袁 而是迎难而上遥

从老书记的小本本中可以看出袁
当时二队先行两大步遥 第一步是找业
务袁 让职工有活儿干尧 有饭吃遥 队领
导全力以赴分头跑市场袁 两个月内揽
到两项桩基业务遥 队领导还把在外打
工的职工召回来遥 经过思想发动袁 队
伍开进了工地袁 大家齐努力尧 共奋
战袁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遥 第二步
是发展传统地勘主业袁 重新进军钻探
市场遥 除承接地质勘查项目外袁 还承
揽井口检查钻尧 建井冻结钻尧 注浆堵
水等特殊钻井工程遥 这几个项目的承
接使职工看到了希望袁 并对新班子产
生了信任感遥 到 1998 年年底袁 全队
经济开始复苏袁 进入快速发展的轨
道袁 并以平均每年 30.06%的经济递
增速度发展遥

随后袁 二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
革袁 从 野三项制度冶 改革入手袁 缩减

机关工作人员袁 分流到各实体袁 机
关一人数职或一人多岗曰 中层和实
体负责人员实行公开竞聘曰 设立多
种经营实体袁 采取灵活经营办法袁
使职工和经营者明确责权利袁 从而
调动了职工积极性遥

为做好二队改革攻坚期职工思
想工作袁 老书记经常带着小本本深
入野外一线袁 贴近职工尧 了解职工袁
帮助职工排忧解难遥 他常说袁 好记
性不如烂笔头遥 在交谈中袁 老书记
记下职工特长尧 性格尧 家庭状况袁
心中装有活档案袁 才能有针对性地
开展工作袁 才能成为职工的贴心人遥
职工情况发生了变化袁 他也随时记
下来袁 便于掌握跟踪遥 每到一个工
地袁 职工们都会围上来找他问这问
那袁 老书记成了勘探工人的好朋友遥

有一次袁 老书记到工地检查工
作袁 一名工人反映钻机在管理上有
漏洞袁 分配不透明袁 打击了工人积
极性遥 老书记用小本本一一记录下
来遥 那段时间袁 他冒着酷暑 5 次到
山东单县的钻机了解情况袁 问题查
清后袁 召开会议解决此事袁 工人们
心服口服遥

九年间袁 老书记带领二队职工迎
难而上尧 顽强拼搏袁 在困境中探索袁
求生存尧 求发展曰 调整结构袁 努力做
大做强主导产业曰 勇于创新袁 深化改
革袁 职工队伍稳定袁 形成了一个战斗尧
团结的集体遥

日记中洋洋洒洒地记载着各种荣
誉院 野这期间袁 我队先后被评为 耶中
央企业先进集体爷 耶全国地质勘查行
业先进集体爷遥 我队领导班子也连续多
年被江苏局评为 野团结尧 廉洁尧 开拓冶
的好班子袁 还被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评
为 耶六好团队爷 等遥冶

2006 年 8 月袁 老书记光荣退休
了袁 之后他又担任了离退休党支部书
记袁 这一干就是 13年遥 小本本这样记
载着院 野今天队党委下文给我一顶
耶官帽爷 要要要离退休党支部书记遥 领导
有意袁 我亦接受遥 虽然这是个闲职袁
没有工资尧 没有级别袁 但我要认真去
做遥冶

十几年来袁 老书记凭着满腔热情
和 30多年党务工作经验袁 一直默默无
闻地奉献在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工作岗
位上遥 经常召开支委会袁 及时召开党
员会尧 上党课袁 引导离退休党员和职

工关心二队改革发展袁 支持二队转
型突破遥

2018年袁 二队面临着维稳的压
力袁 老书记挺身而出袁 旗帜鲜明地
坚决反对极少数受骗退休人员违规
上访遥 他又带着小本本袁 奔赴盐城
滨海尧 阜宁尧 建湖 3个县做转化工
作遥 日记中这样描述院 野在盐城的
3天袁 我冒雨挨家挨户走访了 9家袁
到这些我熟悉的退休职工家中袁 不
但做好了退休职工的工作袁 而且还
做通了其家属和子女的工作噎噎冶

今年 7 月 1 日袁 他获得总局尧
江苏局 野优秀党务工作者冶 称号袁
并前往南京参加表彰大会遥 回到徐
州后袁 老书记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院
野我要不断学习进取袁不忘初心和使
命袁继续发挥余热袁更好地展示一名
老党员尧 老党务工作者新时代的新
风采遥冶

翻阅着老书记一摞摞的小本
本袁 就像翻越一座座历史的山峦遥
野层峦叠嶂冶 承载着二队的故事袁
泛黄的纸张描绘着二队的历史袁 也
承载着老书记几十年呕心沥血的奋
战史遥

殷 罗 霞 渊江苏局二队冤

老书记的小本本

作为一名普通的制印员工袁 我有一
分光袁发一分热袁忠于职守袁默默无闻遥

曾经的我时常想袁 怎样做才算是爱
国钥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袁在平凡的生活
和工作当中袁爱国的心如何表现钥

直到进入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
公司袁在日常工作中袁我慢慢体会到了认
真工作就是爱国的表现遥 绘制祖国的版
图就是我们的工作袁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
里的国土尧 三百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就是
我们每天要面对的工作内容遥

我爱制印袁我爱祖国遥

爱国袁 不仅可以在国家危难之时袁
为祖国抛头颅尧 洒热血袁 还可以在平凡
的工作岗位上袁 以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
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遥 中国袁 一点都不
能少浴

我们的工作虽平凡袁 却意义重大曰
工作虽小袁 但绝不能马虎遥 中国袁 一点
都不能少要要要是我们地图中心每个人的
工作信念和准则遥

我爱制印袁我爱祖国遥
她是我的老师袁 给予我知识遥 我爱

你袁我的制印遥
她是我的母亲袁 给予我生命遥 我爱

你袁我的祖国遥

殷 高 筱 渊航测局地图制印公司冤

我爱制印
我爱祖国

殷 刘 腾 渊青海局煤勘院冤

地质人的简单与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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