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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景行 匠心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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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读叶温家宝地质笔记曳有感
要要

越过叶温家宝地质笔记曳厚厚的
书脊袁 仿佛藏青的山脉还在延绵曰黄
绿黑白的书页层层叠叠袁宛若矿层的
断面依旧繁复遥这笔墨浓缩下的天地
间袁包容着可见的斑斓与不可言说的
深度遥
还记得王国维在 叶人间词话曳中
言院古今之成大事业尧大学问者袁必经
过三种之境界遥细读书中温家宝同志
倾注于地质事业的一生袁才知人生三
境界竟可以这般完美地达成遥

望尽天涯路
他像是山的儿子袁 深知沉得下
去袁才能走得更高更远遥
1968 年袁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的
温家宝被分配到甘肃省地质局担任
技术员袁负责祁连山和北山地区的地
矿调查工作遥当时的中国社会几泛波
澜袁而他选择留在勘探一线袁平静如
水袁安稳如山袁一干就是 12 载遥
这个背起沉重的行囊登上山脊
的年轻人袁 注定不凡遥 他在最好的
年纪投身国家需要的地方袁 用智慧
和专业精神支撑起一方建设袁 且在
坚定中始终保持着谦逊遥
在温家宝的笔记里有这样的总
结院 在野外考察中袁 我充分利用自
己在学校学习的知识袁 注意地质现
象微观与宏观的联系袁 把地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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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野外观察的实际相结合袁力求寻找
规律性的东西遥可见袁走进山区并非
年轻人头脑一热的盲目冲动遥那个年
代袁知识来之不易袁攀登真知的高峰
更是难上加难袁即使是地质院校毕业
的研究生袁 也只能通过双手去开拓袁
用双脚走出前无古人的路袁而他乐此
不疲遥
叶温家宝地质笔记曳 中影印的资
料里有他测绘的图表和工整的字迹袁
细致而严谨曰 工作中他力图学以致
用袁并能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尧升华规
律曰他不断探索和学习袁总期待着能
为地质行业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袁开
采无尽的宝藏遥
但理想如山巅磐石袁 在到达之
前往往要在山涧沟壑中迂回跋涉不
知多少次遥
温家宝说袁野我深知袁世间有些路
非要自己去面对袁 自己去跋涉的遥只
要有目标袁即使路再长再远袁 山再艰
再险袁 也得咬紧牙关走下去遥冶 看来
他早已知道路在何方袁 每一步都在
路上遥
野昨夜西风凋碧树袁 独上高楼袁
望尽天涯路遥冶 他知道袁 山越高袁 意
志愈坚曰 岭越远袁 胸怀愈宽遥 他立
志袁 一生将与高山为伴遥
做事当如此境界遥 平凡人中的
大多数都在喧嚣尘世中寻求所谓的

野成 功冶 之 道袁 往 往这 山 望着 那 山
高遥 其实走得过山路袁 经得起沉浮袁
心中理想不灭袁便没有什么可以将他
打败遥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一旦坚定了梦想袁便只顾风雨兼
程遥野衣带渐宽终不悔袁为伊消得人憔
悴遥冶此乃人生第二境也袁更是一种身
心的修行遥
正如古人云院野天将降大任于斯
人也袁必先苦其心志袁劳其筋骨袁饿其
体肤噎噎所以动心忍性袁增益其所不
能遥冶 那时的温家宝还是个有肺病病
根的书生袁 面对西北山区的悬崖峭
壁尧 沟壑纵横和不定期肆虐的洪水
与风沙袁 他硬是背着装满石头样品
的地质包袁 向着山脊出发袁 累了也
不敢坐下袁 生怕再也站不起来遥 几
年的野外生活将这个年轻人变得黝
黑而健壮袁 心性也被磨炼得更加从
容而强大遥
年轻时虽然艰苦袁 但退休后的
他却吟道院野梦里常回祁连山袁最忆荒
野找矿时遥冶 那一定是不管付出多少
血汗袁 梦里还会笑着流泪的日子遥这
本书是温家宝野用双脚走出来的冶袁真
实得可赴生命遥
山区的黑夜格外漫长袁 帐篷里
的一盏孤灯和同事们凑桌玩乐的欢

祖国袁 我的母亲袁 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
亲遥 十四亿勤劳善良的中华儿女袁 幸福和谐地
生活在您温暖宽广的怀抱里遥
祖国袁 您是最美丽的母亲遥 九百六十万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袁 处处花团锦簇尧 鸟语花香遥
大兴安岭的白雪皑皑袁 海南岛上的椰树婆娑袁
江南水乡的 野莲叶何田田冶袁 北国草原的 野风吹
草低见牛羊冶遥 大江南北袁 黄河两岸袁 到处是一
片欢乐祥和的繁荣景象遥
祖国袁 您是最慈祥的母亲遥 高原雪山尧 戈
壁草原尧 山寨竹楼尧 莲花开处尧 日月潭边噎噎
到处都有您关切的目光和殷切的期盼遥当大地震
颤的时候袁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袁当台风肆虐的时
候袁当我们孤立无援的时候袁您都会用那强有力
的臂膀保护着尧温暖着您的孩子袁使我们不再害
怕尧不再忧伤袁手挽手尧肩并肩袁将一个个困难成
功地踩在脚下遥
祖国袁您是最坚强的母亲遥五千年的灿烂文
明让世界为您震撼袁但更多的是重重磨难和无限
挑战遥1921 年 7 月袁 嘉兴南湖上诞生了一个光荣
的政党袁她像一盏明灯袁指引着祖国前进的方向遥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袁 无数中华儿女前仆后
继尧呕心沥血袁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尊严燃尽了青
春和生命浴
如今的您愈发显得年轻和矫健袁带领着您的
孩子大踏步地走在前进的路上遥您的儿女深深地
热爱着您尧眷恋着您袁紧紧团结在您的身旁袁为祖
国强盛奉献出全部的智慧和力量遥

笑声常常是温家宝读书学习的标配遥
用来维 持山 区 生活 的 四件 行 李中 袁
竟有一半是书遥 从 叶呐喊曳 到 叶史
记曳袁 从 叶 资治 通 鉴曳 到 叶马 克 思
传曳袁 反复的抄写尧 记录和笔记袁 让
他在边远内陆也不曾被时代抛弃袁这
也给了他对抗生活考验的强大精神
力量和惠及一生的睿智遥
做学问当如温家宝遥 无论环境
如何恶劣多变袁 他从不曾放弃学习袁
甚至四十岁之后还在苦读英语遥 后
来风度翩翩的温总理袁 谈吐间依然
出口成诗遥

灯火阑珊处
胸有远方则通达袁 心怀社稷自
顽强遥 转眼间袁 当年跋涉在祁连山
的青年袁 终于肩挑大任袁 成为人民
公仆遥
在管理工作的岗位上袁 他不擅
长待人接物八面玲珑袁 元旦之夜还
在办公大楼 里 思考 地 质管 理 工作 遥
被任命为地矿部副部长之后袁 他仍
然坚持读万卷书尧 行万里路遥
温家宝下定决心院野我不做那种
不学无术的领导者袁 也不做庸庸碌
碌的事务主义者袁 而要做一个有学
识尧 有头脑尧 有远见尧 有科学态度
和求实精神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遥冶
其实他一直是 野活着一天就要

奋斗一天冶 的坚定履行者袁 而站在
能够服务更多人民甚至直接影响人
民福祉的位置上袁 他更是不遗余力
地将自己的力量最大化遥
科学没有捷径袁 国家崛起更非
坦途遥 众里寻他袁 追逐理想的执着尧
忠于科学的严谨尧 不畏艰险的勤勉尧
饱读诗书的情怀袁以及献身祖国的赤
子心袁终于汇成一道微光袁至今仍让
无数地质人动容遥
书中反映出的许多问题也具有
前瞻性和现实意义遥令人印象最深刻
的是温家宝的低调与独立遥他曾两次
放弃提级袁并教育自己的子女不能依
靠父母遥当时的他就已明白人生的意
义所在院野人的价值不是用工资的多
少作为尺度的袁人对社会的贡献也决
不是以挣钱多少可以衡量的遥冶 温家
宝退休后袁 将 45 本陈旧泛黄的工作
笔记视为珍宝并悉心整理袁将毕生心
血呈现在世人面前袁足以让当下社会
中那些拜金主义的浮躁尧争名逐利的
喧嚣黯然失色遥
那时候袁日子很慢袁一生只够做
一件事遥而现在袁有多少人能够沉下
心来细读书中充实的一生钥又有几人
愿意慢慢感悟书中关于地质事业的
思考和人生的真谛钥
高山仰止袁 景行行止遥 地质人
的匠心犹在袁 何其所幸遥

光
热
源

渊第 833 期冤
叶宁静的清晨曳
仙麦龙 摄
渊航测局遥感信息公司冤

初心守望中国梦
十三年前
一群人因为一个使命聚集
艰苦奋斗袁自强不息
于历史的长河驻足回望
我眺望到
金隅嘉园拔地而起
汽车服务奖项累累
绿色印刷袁个性定制袁品牌出击

我眺望到
地质勘查工地
轰鸣的钻塔顶飘扬着一面党旗
风吹日晒中物业职工汗水流过发际
餐饮酒店里我们身姿优雅
建筑工地中日夜相伴钢筋水泥
曾经的风雨如磐
打不散一个集体眼神的坚毅
野11345冶发展理念
引领现代化企业集团的敬业与求新
惟智惟勤袁善作善成
凝聚起集体的奉献与忠贞
铿锵的誓言将你我手臂紧紧相连
中国梦是我们流转不去的信念
朝气蓬勃何惧风霜雨雪
企业背后是赫然挺立的大国泱泱
歌声在岁月里依旧嘹亮
二勘局怕什么前路崎岖漫长
满腔热血化作万丈荣光
七十华诞的祝福在这里振臂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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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人
荒滩戈壁人迹罕袁
夏阳似火冬至寒遥
勘探高塔滩中矗袁
探水寻煤苦向前遥
风餐露宿何所惧袁
泥泞满身志更坚遥
不求日夜亲友伴袁
只盼佳节共团圆遥
有朝一日资源现袁
铁汉终得笑开颜遥
积年累月数十载袁
勘探精神天下传遥
今时行业新发展袁
勘探转型需领先遥
不怕历程多艰苦袁
拨云见日辉煌天浴

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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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院 安徽省合肥市潜山路猿苑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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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院 圆猿园园猿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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