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寿七旬袁千山起舞袁万水腾欢遥望神州大地袁福光普照曰沧溟长空袁
紫气缠绵遥旗奋飘飞袁欢歌嘹亮袁火树银花不夜天遥新时代袁正民族复兴袁
快马加鞭遥
今朝国泰民安袁念历史尧峥嵘岁月艰遥恨列强进犯袁蚕食疆土曰狼烟烽

火袁破碎河山遥几代天骄袁斩妖除盗袁万马奔腾战正酣遥民作主袁越周期规
律袁寿比南山遥

冲锋号袁嘀嘀吹曰
战鼓声袁阵阵擂曰

野三调冶战事袁道道催遥
将军跨战马袁士兵披铠甲袁

过五关袁斩六将袁
野三调冶项目好儿郎曰
送月亮袁迎太阳袁

野三调冶工作忒紧张曰
咬紧牙袁憋足劲袁

野三调冶项目要跟进曰
各要求袁紧紧叮袁

野三调冶质量不放松曰
巧干活袁齐努力袁

野三调冶出个好成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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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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院 安徽省合肥市潜山路猿苑园号 邮编院 圆猿园园猿员 联系人院 谢杰 电话院 园缘缘员-缘缘远远园怨苑 员猿怨缘远怨缘员园园远

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袁 走的人多了袁
也便成了路遥 要要要鲁迅

作为地勘战线上普普通通的化验
员袁 我们一直工作在化验岗位上遥 在
这个平凡的岗位上袁 留下过我们拼搏
的身影和无私的奉献遥

上世纪 80年代初袁 我们十几名刚
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到第一勘探局
一一九队化验室遥 那时的化验室只是
十几间简陋的平房和几台上世纪 50年
代的旧设备袁 除了两名老同志从事过
化验工作袁 我们这些年轻人对化验一
无所知遥 当时袁 开展化验工作困难重
重尧 举步维艰遥

为了打赢化验工作的翻身仗袁 在
队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袁 技术负责人曲
金钟工程师带领我们袁 以极大的热情
投入到化验室重建工作中遥

数九寒天袁 我们自己动手袁 在室
外支起了大锅熬石灰水袁 你提一桶白
灰粉刷墙壁袁 他端一盆油漆油饰试验
台袁 我擦拭仪器设备袁 她清理环境卫
生遥 就这样袁 一天干下来袁 油漆和白
灰弄了一身袁 汗水尧 泥水湿透了衣裳袁
腰酸胳膊痛袁 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尧 叫
累遥 当我们欣赏着洁白如雪的墙壁尧

亮洁如新的玻璃器皿尧 擦得锃亮的工
作台和新添的化验仪器时袁 幸福的泪
水湿润了双眸袁 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
生遥

化验室建成伊始袁 曲金钟自编教
材袁 亲自讲课袁 言传身教遥 他从基础
管理抓起袁 为确保化验指标的科学准
确袁 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袁 尤其
强调严格执行操作规程袁从制样尧分析
化验到数据报告的各个环节袁 层层把
关袁严格控制遥我们的工作快速地步入
了正轨袁可系统内仍有人对我们的化验
结果持怀疑态度袁这像一盆冷水泼到我
们的身上袁 让我们感到从未有过的压
抑遥消沉意味着失败遥冷水是压力袁更是
动力袁我们相信自己的实力遥

1981年 9月袁 我们参加了全国煤
田地勘系统化验质量统一检查遥 当时袁
我们虽然没有 野争金夺银冶 的实力袁
但通过强化自检尧 寻找差距袁 我们相
信一定能够经受住考验遥 不知经过多
少个日夜的拼搏袁 我们终于迎来了初
战告捷的喜讯要要要一一九队化验室取
得统检第六名的佳绩遥 同时袁 参检项
目 野煤中碳酸盐二氧化碳含量冶的测试
合格率 100%遥

逆水行舟袁不进则退遥这场胜利极

大地增强了我们的
信心遥为了做到万无
一失袁我们在技术上
更加精益求精袁操作
上更加一丝不苟遥功
夫不负有心人袁1983年袁 在全国 40余
家参检单位中袁我们的统检质量排名第
一袁从而开创了一个队级化验室在全国
统检中夺标的先例袁获得煤炭工业部地
质局尧煤炭科学院的重视和好评遥

我们还多次应煤科院尧北京煤化所
邀请袁参与了叶煤中碳酸盐二氧化碳含
量国家标准曳 国家标准的验证试验尧煤
质化验质量检查袁以及对外技术交流用
的 CRCI尧CRII 系列国家一级标准煤
样的试验工作袁并得到充分肯定袁同时
赢得了一些在全国煤炭系统颇有影响
力的化验室和化验单位的信任袁承担了
一七三队和其他单位的样品化验任务袁
并在一勘局第二次科技大会上被授予
特别奖遥我们的脸上挂满了获奖后的喜
悦遥然而袁我们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与
兄弟化验室的差距遥百尺竿头袁更进一
步遥于是袁我们加快了内外检的频率袁努
力提高化验员的业务技术水平袁同时邀
请专家传经送宝袁 外派人员学习深造袁
极大地提高了化验队伍的整体素质遥

在 1985 年 9 月的又一次统检中袁
我们再次荣获第一名袁并被煤炭部授予
先进集体称号遥曲金钟连续两年被邯郸
市评为野劳动模范冶遥1986年袁化验室参
加了野煤炭部劳动模范巡回报告团冶袁到
各局尧队汇报我们的先进事迹遥

一一九队化验室小有名气后袁 有
许多单位不远千里派人来参观学习袁
许多参观者惊奇地问院 野你们就凭十
几间简陋的平房尧 十四五名无大专文
凭的年轻人和那几台极其平常的设备
仪器而夺冠钥是否还有什么秘密武器钥冶
曲金钟回答道院野论条件和设备袁我们与
你们有着很大的差距遥我们能在两次统
检中获得好成绩袁一靠理想尧二靠纪律遥
理想鼓舞我们勇于创业尧 锐意进取袁为
攀登质量高峰而百折不挠曰纪律则使我
们养成了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袁自觉把
守着每道工序的质量关遥这就是我们的
秘密武器吧遥冶

30多年过去了袁 难忘的岁月仿佛
就在眼前袁往事历历在目尧清晰如昨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虽已过去一个多月
了袁 但正寒窗苦读的我袁 还沉浸在万众欢庆的鼓乐声中激动不
已袁 我不禁想到了舅外公的工作单位要要要几十年如一日为新中
国能源建设无私奉献尧被誉为野奉献光明的使者冶和野共和国长
子冶的中国煤炭地质总局遥

话题还得从今年春节说起遥在亲友们的邀请下袁定居北京的
舅外公也回湖南过年了遥2月的湘北异常寒冷袁亲戚朋友都围着
火炉取暖袁如叶围炉夜话曳般谈天说地遥最令我感动的是听舅外公
讲述煤炭尧化工地质人的奋斗历史和光辉业绩遥我对总局的印象
是从他带回的一个手提袋开始的遥 袋子上印的 野奉献光明的使
者冶7个红色大字和野中国煤地冶的 LOGO引起了我的注意遥在
好奇心的驱使下袁我询问起手提袋的来历袁话匣由此打开袁于是
大家围成一圈袁看着炉内煤球燃起的红色火焰袁聚精会神听舅外
公娓娓道来噎噎

总局的前身是 1953年成立的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地
质勘探局袁至今已走过 66年的风雨征程袁目前是国务院国资委
管理的百家中央企业之一袁是国内规模最大尧业务范围最广尧技
术力量最强的综合性地质勘查企业集团袁也是煤炭尧化工资源勘
查的行业管理机构遥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袁经过广大地质职
工的艰苦努力袁 新中国煤炭尧 化工资源勘查事业得到了迅速发
展遥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袁广大地质工作者响应毛主席野开发
矿业冶的伟大号召袁高唱叶勘探队员之歌曳袁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
里要要要大漠戈壁留下了他们战斗的足迹袁 白山黑水印下了他们
劳动的身影袁江淮大地见证了他们火红的青春袁南岛椰林刻下了
他们成长的年轮噎噎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袁 从长城内外到大
河两岸袁他们转战南北尧四海为家尧风餐露宿尧意气风发袁用勤劳
的双手为共和国建设添砖加瓦袁 将全部精力奉献给了新中国煤
炭尧化工地质勘探事业袁实现了野献了青春献终身袁献了终身献子
孙冶的人生追求袁先后完成了 4次全国煤炭资源预测尧2次全国
化工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袁 为国家能源和粮食安全作出了彪炳史
册的巨大贡献要要要共查明煤炭资源储量 10000多亿吨袁磷尧硫尧
钾等化工矿产储量 100多亿吨袁提交各类地质报告 10000多件曰
先后发现了准格尔尧兖州尧神府等 100余个大型和特大型煤矿区袁青海钾盐尧云南昆
阳磷矿尧贵州开阳磷矿等近 100个大中型化工矿山曰为准格尔尧潞安尧平朔尧晋城等
几十个大型矿区提供了水源基地曰 共提交煤炭资源量 240亿吨尧 煤层气资源量 15
亿立方米袁磷尧钾尧铁等矿产 20多亿吨曰有 100多项科研成果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袁
15人荣获野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冶遥他们无愧于野奉献光明的使者冶和野共和国长子冶的
光荣称号浴

舅外公的一席话深深地感动和教育了我遥我终于明白院原来司空见惯尧俗称野乌
金冶的煤炭竟然有着那么不平凡的经历袁从地面勘探到从几千米的地下将其开采出
来运往全国各地袁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献出光和热袁这背后有着多
少人的艰辛付出啊浴我发自内心地为煤炭尧化工地质人而骄傲袁更为他们自豪遥虽然
我还是个中学生袁但我要立下远大志向院从现在起发奋读书袁练好本领袁将来无论在
什么岗位工作袁都要以煤炭尧化工地质人为榜样袁努力做一个为祖国尧为人民奉献光
和热的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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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立冬袁 才猛然在满地狼藉的落叶里触
摸到了岁月遥

岁月是用时光来计算的遥 那么时光又在哪
里钥 在钟表上尧 日历上袁 还是行走在窗前的光
影里钥 窗户如一部相机袁 记录着窗外变换的风
景遥

当南来的第一缕春风拂绿那灰了整整一个
季节的山头袁 我便迫不及待地仰望院子里那几
棵杏树袁 充满了期待遥 从杏树上最先看到的是
杏花遥 在某个午后袁 粉色的花骨朵突然齐刷刷
地开了袁 让我整个人似乎也明媚成春光袁 心里
满是欢喜遥

秋风一场一场地撵走夏的炎热袁 院子里的
杏树叶开始变黄遥 一个落雨后的夜晚袁 我独自
站在树下袁 看一片一片飘落的黄叶袁 就像一个
个舞者为自己悄然而逝的生命起舞祭奠遥

晚秋袁 我去了一个叫吴城的地方袁 第一次
看到杏叶红了遥

远远望见一大片的红从什么地方落下来袁
还没来得及落地袁 就被那婀娜的枝干接住了遥
一棵棵杏树袁 像是一个个风韵犹存的妇人袁 从
孕育到果实坠满枝头袁 再到一片一片的红叶做
成盛装的衣裙遥 杏叶的红袁 是从黄中慢慢晕染

过来的袁 如画笔在调色板上调出的渐变色衔接过渡一般遥 那轻轻浅
浅的红浮在叶子上袁 如姑娘捻着兰花指般轻盈遥 这浅浅的红不是静
止的袁 似乎是用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轻轻地尧 缓缓地飘浮袁 仿佛不
经意间就会浮到天空之上遥

踏入杏林袁 就融进了红叶的世界遥 那红袁 有如少女的腮红袁 总
是让人想伸手抚摸袁 也想把它抹在自己的脸上添一抹灵动遥 处于这
红云浮动之间袁 色彩在我心里散发着甜蜜的味道袁 总想把脸贴近那
红袁 也总想把心贴近那红袁 然后让自己成为那红叶中的一员袁 热情
而又温暖遥 置身于这红叶的拥抱中袁 如果这满树满枝的红是一场盛
会袁 那么俯首便是一场秋离袁 地上袁 一片一片黯然失色的枯叶袁 聚
集在一起就成了浓浓的依恋袁 融入那无边无际的秋里遥

殷 平艳丽 渊陕煤地质物测公司冤

战野三调冶

光热源
渊第 834期冤

叶新疆独库公路曳
山 峰 摄

渊陕煤地质一八六公司冤

殷 何 攀

沁园春窑贺国寿

殷 高晓慧 李建民 渊一勘局一一九队冤

怀念化验室的难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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