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孙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袁她总是在我因
为做好了一件事情而骄傲的时候袁给我当头
一棒袁让我收起骄傲的尾巴袁踏实做人曰她也
总是在我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袁觉得事情做
不好的时候袁鼓励我袁告诉我院野女儿袁你是最
棒的袁妈妈相信你浴加油浴冶对袁我今天要讲的
这个人袁就是我的母亲要要要老孙遥

我总是习惯叫她老孙袁这个在平常人眼
里再普通不过的称呼袁在我的心里袁却有着
不同寻常的意义遥在我看来袁老孙是我的母
亲袁也是我成长道路上的老师袁更是我无话
不谈的好朋友遥

我一直是一个不自信的人袁但是老孙总
是鼓励我尧支持我袁帮我树立信心遥毕业之
后袁和众多毕业生一样袁我总觉得自己还挺
厉害的遥可是直到上班之后才发现袁人外有
人尧天外有天袁感觉自己什么也干不好遥因为
工作接触的都是之前从未了解过的领域袁所
以我每天都是在新奇与失落交替的心情下
度过遥即便是因工作上的不顺利已经偷偷哭
过好几次袁每当向老孙诉苦的时候依旧会控
制不住自己的眼泪遥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一个周末袁老孙来
西安看我袁中午给我做了饭袁但是由于工作
的原因袁我吃到一半就要赶去公司遥那天袁我
熬了一个通宵写方案遥没有经历过这种高强
度工作压力的我袁瞬间就崩溃了袁在公司边
哭边写方案遥这时袁老孙给我打电话告诉我
她已经回家了袁叮嘱我记得按时吃饭袁别伤
了胃遥挂掉电话后袁她大概也察觉到了我的
崩溃袁又发了微信给我袁为我加油打气遥也就
是这一次袁我完成了人生中第一个过百页的
PPT方案袁并且很好地完成了活动的策划与
执行遥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袁老孙的鼓

励与支持使我一次次地重树信心袁 更加努力
地做好每一件事情遥

老孙大概是不希望我的人生走一点点偏
路袁所以恨不得将她知道的尧认为的尧坚持的
所有的道理都讲给我听袁 比如诚信袁 比如守
时袁再比如自强遥以前不懂的时候袁总是觉得
老孙很啰唆袁可是现在想想袁我是有多幸运才
能遇上一个这么好的母亲遥从小到大袁她告诉
我不能失信于人袁 所以老孙对我总是说到做
到袁答应我的事情从来不会马虎曰她告诉我要
守时袁所以每次赴约袁她总是第一个到场曰她
告诉我女人要自强袁 所以她对待工作总是认
真负责袁对待生活也总是积极向上遥

之所以说我庆幸有老孙这样的好朋友袁
是因为老孙还是一个民主的母亲袁 她会与我
平等相处袁 尊重并征求我的想法和意见遥 我
和老孙基本上是无话不谈袁 我会很啰唆地跟
她讲我今天都发生了什么搞笑的事情袁 我今
天又怎么不开心了袁 或者我遇到了什么难以
解决的问题遥 她也会告诉我哪些地方做得不
好袁 最近是不是又浮躁了袁 不应该这样做袁
等等遥 一步一步地袁 我在她的鞭策下逐渐成
长起来遥

关于老孙袁我想感谢的太多遥感谢她一次
次地给我足够的勇气与信心袁 让我去面对挑
战曰感谢她在我浮躁骄傲的时候袁敲打我尧点
醒我袁让我更好地尧脚踏实地地往前走曰感谢
她在我委屈难过的时候给我安慰曰 感谢她愿
意分享我的快乐曰 感谢她会因为我胃不好却
酷爱吃火锅而学做火锅给我吃曰 感谢她因为
我只喜欢吃她做的手工棍棍面就在周末早起
做给我吃噎噎

谢谢你伴我成长袁谢谢你教我成长遥谢谢
你袁母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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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里
五十载风雨路
求探索袁谋发展

日益成熟逐渐露锋芒

在路上
抗震校安袁我们迎头上
员工上下共图强
历艰辛袁自难忘

脱贫攻坚袁创先争优
树立新风尚

民建尧工建尧煤矿
服务公众谱写新华章

在路上
我们风雨同舟

一起走过漫长的日子
那滋味

只有我们能体会

回头望
一路走来

那带着阳光的脚印
闪闪发光

一幢幢高楼尧厂房
一座座桥梁尧煤矿

兰煤人勇于创新尧不懈奋斗的精神
一代代传承和发扬

在路上
五十载相濡共勉
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
续写新篇章

万众一心齐迈进
破风浪袁创辉煌
我们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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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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城墙袁 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尧 保存
最完整的古代城垣袁 现为国家 AAAAA级旅游
景区遥

游西安城墙是我多年的愿望遥 我第一次
到西安是在 1977年袁 当时只是到东门尧 北门
的外部观看了这一雄伟的建筑遥 1981年参加
工作后的几十年来袁 我从榆林往来西安无数
次袁 也曾不止一次游览过钟鼓楼尧 大雁塔尧
秦始皇兵马俑尧 乾陵尧 法门寺尧 壶口瀑布等
陕西名胜古迹和风景区袁 到城墙上看过灯展袁
但始终没有完整地徒步游过西安城墙遥 我很
高兴能参加陕西省能源化学地质工会 11月 1
日组织的城墙健步走活动袁 实现了自己完整
游一次西安城墙的愿望遥

8时 30分袁 天有点阴遥 西安城墙健步走
活动在南门启动遥

站在城墙上袁 城内城外宽广的马路袁 高
大的建筑物袁 熙熙攘攘的人流和南来北往的
车流一览无余遥
登上南门城墙后袁 我简单步量了一下城

墙顶面的宽度袁 大约 15 米遥 顺着南门城墙袁
我往西走袁 边走边看遥 先后经过西门尧 北门尧

东门袁 时走时停袁 每一座城门尧 箭楼尧 敌楼尧
角楼都不放过袁 看了个仔细遥

南门袁 名为永宁门袁 始建于隋开皇二年
渊582 年冤袁 当时叫安上门遥 唐末天佑元年
渊904年冤袁 韩建 渊驻防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冤
为加强防守对长安城进行了一次改建袁 将其
留作南门遥 到明代袁 改称为永宁门遥 城墙上
的箭楼在 1926年的西安保卫战中被毁袁 现在
的箭楼是 2013年在原址上重建而成的遥 如今
的南门袁 是西安城门中资格最老尧 沿用时间
最长的一座城门袁 也是西安城墙各门中复原
得最完整尧 最漂亮的一座城门遥

离开南门袁 我继续西行袁 到了西门顺台
阶下到瓮城遥

西门本是唐皇城西面中门袁 唐末韩建缩
建新城时被保留下来遥 明洪武七至十一年
渊1374要1378 年冤袁 明代扩建城墙时位置略向
南移袁 取名安定门袁 寓意西部边疆安泰康定遥
这座城门原有三重门楼院 城楼尧 箭楼尧 闸楼遥
三道城墙袁 城楼在里袁 箭楼居中袁 闸楼向外遥
门楼下均有拱券式门洞袁 洞高宽为 6 米遥 城
楼与箭楼之间有方形瓮城袁 平时是出入通道袁
战时是防守要地遥 西门箭楼是我国迄今为止
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堡遥 现城门内为西大街袁
门外为西关正街遥

参观完西门袁 我左右环顾袁 参加健步走
的同事已远远地走在了前面遥 我沿途在城墙

上仔细认真地观赏了陕西省唯一的藏传佛教
寺院要要要广仁寺袁 虔诚地找到了那棵具有百
年树龄的菩提树袁 然后急匆匆向北门前进遥

北门袁 又称安远门袁 在唐代北门是迎宾
的主要门袁 是北边城墙最具有标志性的城门袁
被称为古城第一门遥 野安远冶 二字是继承中
原汉族朝廷对边远少数民族采取的怀柔安抚
政策袁 希望边远少数民族对朝廷知恩归顺袁
北部边塞长远安定袁 不起战乱遥 可是历史总
是避免不了刀光剑影袁 北门城楼在辛亥革命
时毁于战火袁 1983年整修城墙时只恢复了原
来的箭楼袁 现在北门部分正在维修遥

雨停一阵下一阵袁 我在雨中漫步袁 向东
门走去遥

东门的正式名称是长乐门遥 东门与南门
大致相似袁 也有三重门楼院 闸楼尧 箭楼尧 正
楼遥 闸楼在外尧 箭楼在中尧 正楼在里袁 箭楼
与正楼之间有一瓮城遥 整个城墙构成一个严
密的防御体系袁 城外有宽阔的护城河遥

据说袁 明末李自成的起义军攻打西安就
是从东门攻入的遥 当时袁 李自成看到悬在城
门上的 野长乐门冶 匾额袁 对身边将士说院
野若让皇帝长乐袁 百姓就要长苦了遥冶 将士们
闻听此言袁 群情激愤袁 纵火烧毁了这座城楼遥
直到清代袁 才又重新建造遥 西安事变前袁 张
学良将军曾在东门城楼上组建教导队和学兵
队遥 现在袁 这一旧址已被修复作为西安事变

纪念地之一遥
从东门出来袁 继续南行遥 雨停了袁 我一

阵快走袁 下午 3点多袁 终于到了城墙南门的
出口处袁 顺阶而下袁 与城墙挥手再见袁 顺利
完成了城墙徒步游遥

这次城墙徒步游袁 历时 6 个多小时袁 看
了尧 逛了尧 长知识了袁 大西安厚重的历史文
化真是令人叹服浴

现存西安城墙为明代建筑袁 全长 13.74千
米袁 城墙高 12米袁 顶宽 12~14米袁 底宽 15~
18米遥 该城墙始建于隋朝袁 历经唐尧 宋尧 明尧
清诸代不断维修加固袁 得以保存至今遥 其规
模之宏大袁 保存之完整袁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能够阅读尧 分析和体味中国古代历史的有效
载体遥

西安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袁 在中国历史
上建都朝代最多尧 时间最长遥 作为古都型历
史文化名城的西安袁 城墙无疑是她最亮丽的
名片之一袁 是其鲜明城市个性的显著标志和
重要体现遥

西安古城墙凝聚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
智慧袁 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尧 经济尧
文化尧 军事尧 建筑和城市建设等提供了不可
多得的实物资料袁 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遥

天气原因袁 急急匆匆袁 很多东西只是粗
略浏览袁 未及细细品味袁 以后我还会再来一
次西安城墙徒步游遥

殷拓宝生 渊陕煤地质集团冤

雨中西安城墙徒步游 殷康 建 渊甘肃局兰煤院冤

在路上
要要要庆祝甘肃局兰煤院建院五十周年

时间在一段地质测线之间搭起空间
一眼群星和一往情深并联
如果有一种恍惚在戈壁滩头
那是遥远故乡安睡儿女的梦呓
天上的流云和脚下的大地
一起藏在地质包里
即使罗盘被代替

也有回家方向的指引

从南到北
山河湖海和不尽路途

我们用脚步不停书写地质故事
眼睛里藏着遥远期望
万家灯火和一树繁花

在消瘦黝黑的肩膀上盛开

一段故事袁一段岩层历史
一段故事袁一段峥嵘地质岁月

殷王 晶 渊山东局物测队冤

冬季的工地

光热源
渊第 835期冤

叶大唐芙蓉园秋色曳
仙麦龙 摄

渊航测局遥感信息公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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