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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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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7日袁一个初春的普通日子袁
天气乍暖还寒袁农历正月二十三袁是我
70岁生日袁按照民间的风俗袁老年人男
的过九不过十袁 所以我今年也没有正
式过生日遥 回顾自己经历过的酸甜苦
辣尧悲欢离合袁思绪万千袁感慨颇多袁但
谁知噩耗随之而来袁 这竟是我一生作
为儿子过的最后一个生日遥

2月 28日上午袁在安徽凤阳老家袁
保姆扶母亲起床后袁 在没有任何症状
的预兆下袁母亲突然进入弥留状态遥 她
没有任何遗言袁 也没有与我的弟弟妹
妹说一句话袁 安详平静地离开了这个
世界和她疼爱的子女们遥

弟弟和妹妹得知消息后袁 急忙打
电话给我遥 但是他们没敢说实情袁就说
母亲情况不太好袁正在抢救袁让我火速
回家遥 我买了一张最近时间的火车票袁
即刻从涿州赶回老家袁 但当我赶到家
中时却只看到了放在灵堂前慈母的遗
像袁 母亲她真的走了浴支撑家的一片天
塌了袁家中弟弟妹妹哭成一团袁我强忍
住撕心裂肺的悲痛袁没有放声痛哭袁因
为我是家里的长子袁加上去年 10月份
我才得过一次脑出血袁 要考虑精神稳
定的因素袁我都要忍着袁不能大哭遥 26
年前袁 老父亲就是因为突发脑溢血去
世的遥 因此袁我只能把悲痛和思念深深
地埋在心底遥

我从 15 岁离开家去安徽蚌埠读
高中以来袁在外辗转漂泊了 55年遥 母
亲就像一盏灯袁不管我走到哪里袁心中

总能想到看到那盏明灯袁 灯光照耀的
地方就是母亲遥 我就像飘在天空的一
个风筝袁 而母亲就是那放风筝的牵线
人遥 如今袁我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袁
随风飘荡遥
在我的记忆中袁 母亲是不会离开

我们的袁 她的生命是那样的顽强 袁 96
个春秋九死一生袁 历经磨难遥 我的家
乡就在铁道游击队活跃的山东微山湖
老游击区遥 父母结婚以后袁 父亲 1942
年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袁 很快转为八
路军遥 抗日战争时期袁 母亲虽然没有
参加八路军与日军战斗袁 但她积极参
加妇救会的工作袁 那时母亲只有十七
八岁袁 每天都在筹军粮尧 做军鞋袁 积
极支持父亲他们抗战遥 听她说起当时
的危险经历袁 我都感到母亲在当时危
险环境下的不容易遥 一次是被日军和
伪军包围了袁 她拉着一匹马的缰绳袁
才被带出包围圈遥 还有一次袁 她和一
批群众被日军抓住袁 挨个翻包袱袁 看
有没有做军鞋的袁 发现就要杀头袁 她
的包袱里就有两双做好的军鞋袁 眼看
还有两个人袁就要翻到她的了袁日军吹
哨集合撤退走了噎噎

解放初期袁 她脸上长了疔疮很危
险袁 有次都穿上了寿衣但又顽强地活
了过来遥 近几年来袁 母亲随着年龄的
增大袁 多次住院遥 医院发过多次病危
通知书袁 但她都能顺利转危为安袁 平
安出院遥 这次她走得竟是如此的仓
促袁 连抢救的时间都没给我们留下遥

她没有见任何人袁也没留下什么遗言曰
她不愿意让她的子女们再次经历生死
诀别的痛苦袁 只是自己平静又安详地
到另一个世界去了遥

母亲一生勤劳善良尧任劳任怨袁共
生育了六男一女袁由于生活困难尧条件
艰苦袁有三个孩子夭折了袁她含辛茹苦
地把我们兄妹四个养育大袁培养成才遥
解放战争后期袁父亲转为第三野战军袁
参加了解放华北战役尧淮海战役袁以及
解放中南尧大西南等多次战役袁远离家
乡遥 解放后袁又参加了抗美援朝袁一直
到 1954年才返回国内遥 那些年母亲和
父亲很少联系袁独自支撑着家袁与兄嫂
和睦相处袁抚养着我遥 我和母亲相依为
命袁过着十分困难的生活遥 直到父亲从
朝鲜战场回来袁我们才可以随军袁被父
亲接到军营后才开始过上好一些的生
活遥 母亲一生善良尧随和袁与邻居相处
得也很好袁她去世后袁以前的老邻居知
道消息袁特地派孩子前来吊唁遥
母亲一生十分节俭自立袁从不希求

外援遥 随军后袁她带着孩子随当铁道兵
的父亲先后在广西尧福建尧新疆尧内蒙
古尧河南尧湖南之间搬迁袁一直到父亲
转业到安徽后袁才算安下家来袁她这种
自力更生的品德也影响了我的一生遥
记得上世纪 60年代初袁父亲受命担任
新修的湘黔线上娄底火车站第一任站
长袁新修的火车站也就是几间房子遥 为
了渡过困难时期袁 母亲在火车站旁边
开垦了一小片荒地袁种了不少蔬菜袁又

养了一头小猪袁天天和老乡去野地里打
猪草袁保证了我们一家人大半年吃油和
荤菜遥

我离开家以后袁弟妹们也都逐渐长
大袁成家结婚生子袁这时候母亲就成了
一个野大管家尧大保姆冶遥 身上带着各家
的大门钥匙袁对每家都事无巨细袁到谁
家都抢着做家务事遥前几年在我家里住
了一个月袁 吃过饭她总是抢着刷碗袁我
知道她心里想的是野我还是有用的人冶袁
所以每次都满足她的要求袁哪怕有时再
重刷一遍遥

慈母高堂今不在袁 孝子床前泪空
流袁野树欲静而风不止袁 子欲养而亲不
待冶遥 没有在母亲床前膝下侍候她老人
家一段时间袁 临走前也未见她最后一
面袁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遥 耳边响起母
亲常说的那句老话院野山高高不过太阳袁
儿大大不过爹娘遥冶在母亲眼里袁我永远
是她的大儿子遥

96岁的母亲也是快到期颐之年遥
寿终正寝袁无疾而终袁这也是她一生勤
劳尧善良修来的福气和善果遥 亲爱的母
亲袁愿您在天堂和父亲相依相伴袁快乐
生活遥

殷 常化群

怀 念 母 亲
清明前夕袁 物探研究院机关第一尧 第二党支部

联合开展 野缅怀革命先烈袁 勇于担当作为冶 主题教
育活动袁 组织党员到狼牙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
学习袁 重温入党誓词袁 以这种形式进行革命传统和
理想信念教育遥 我尽管已是第三次登临狼牙山了袁
但每一次的感受都不一样袁 每来一次都会受到一次
教育袁 心灵得到一次升华袁 思想得到一次净化袁生
命受到一次震撼遥

当日清晨袁我们乘车出发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
簸袁 抵达了位于河北省易县境内的狼牙山五勇士陈
列馆遥 一名女讲解员为我们详细生动地介绍了五勇
士的英勇事迹袁在场的党员们深受感动袁年轻的女同
志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遥我的眼睛也湿润了袁既为
年轻的八路军战士悲壮的牺牲感到心痛袁 也为英雄
们舍生取义的壮举感到骄傲遥

透过泪水蒙眬的双眼袁透过朝雾弥漫的山峦袁我
的脑海里好像又回放了一遍叶狼牙山五壮士曳这部电
影袁 仿佛看见五勇士在高耸的山峰上向侵略者投出
的最后一颗手榴弹袁 仿佛听见他们跳崖时高呼的口
号响彻在天地间噎噎

抗日战争时期袁 日军为了围剿晋察冀抗日根据
地袁纠集了大批的鬼子和伪军向根据地进犯遥八路军
某部七连六班五名战士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袁 牵着
2000多名日伪军边打边撤遥为了不让鬼子追上主力
部队和根据地群众袁班长马宝玉毅然决定袁把敌人引
向狼牙山悬崖绝路遥在战斗中袁他们的子弹打光了就
用石头砸噎噎就这样袁坚持了将近一天时间袁胜利完
成了党交给的任务遥这时袁面对围上来的鬼子袁他们
扔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袁随后砸烂枪支袁昂首挺胸迈
向悬崖袁高喊着野中国共产党万岁冶的口号袁纵身一跃
跳下山崖遥马宝玉尧胡德林尧胡福才三人为国捐躯袁壮
烈牺牲遥 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宋学义被悬崖上的树
枝挂住而得救袁 两人伤愈后袁 重返部队继续坚持战
斗袁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遥

参观完陈列馆袁大家怀着对先烈无限的哀思与无比敬仰的心情袁沿着当年
英雄战斗过的山路袁奋力向上攀登遥尽管有的同志气喘吁吁尧大汗淋漓袁但都坚
持登上了山顶袁 汇聚到了由聂荣臻元帅亲笔题写的 野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冶塔
前遥瞻仰完纪念塔袁机关两个支部一同举行了重温入党誓词仪式遥两名党员共同
举着鲜红的党旗袁大家随着第一支部书记的领誓袁共同举起了右手袁面对党旗庄
严宣誓院野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袁拥护党的纲领袁遵守党的章程噎噎随时准备
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袁永不叛党遥冶高昂的誓言声袁回荡在山间袁令人激情澎湃尧
热血沸腾遥在我们身旁袁有零散参观者驻足观看袁并深深地凝望着党旗党徽遥我
猜想袁大概他们心中也回响起当初面对党旗立下的神圣誓言吧遥

今天袁虽然五勇士的壮举已经过去了 70多年袁但是袁他们英雄的事迹尧不屈
的精神尧民族的气节袁依然是我们的光辉典范和学习榜样袁将永远激励我们努力
工作尧奋斗拼搏尧开拓进取遥只有这样袁我们才能告慰那些为了我们今天幸福生
活而牺牲的先烈们的在天之灵袁让他们在九泉之下能够露出欣慰的笑容遥

在返程的汽车上袁 大家好像都累了袁 各自在座位上沉思遥 伴着车身的晃
动袁 我闭目歇息袁 脑海里却想了很多很多袁 终于一首小诗 叶春天的祭奠曳 完
成腹稿要要要

让我们把战争的灾难记取
今天的幸福才会倍加珍惜
面对虎狼的垂涎欲滴
善良的人啊袁更要提高警惕
擦亮猎枪
拂去弓箭上的灰泥
时刻准备斩杀入侵之敌

将历史和现实经常梳理
发展建设是硬道理
国防却是保障和必需
唯如此袁中华民族方在世界屹立
这不仅是吾辈的夙愿
也是对先辈最好的慰藉
正如每年花季
我们会为英烈洒下一片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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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地质队员
头顶烈日 身披月光
皮肤散发着由外向内的黝黑
眼睛闪烁着野外勘查的敏锐
困了就在蚊虫袭扰时咬咬牙
累了就在山间小憩时跺跺脚

嗓子哑了但快乐着
受委屈了但坦荡着
孩子说
我陪她的时间比她的玩具都少
父母说
我面对的危险比他们一辈子都多

我是一名地质队员
踏着清晨的日出
披着点点的星辉

有时候紧急出发
仅仅是项目里的一次日常
有时候苦口婆心
仅仅是上表登记的一次答疑
有时候按部就班
仅仅是电脑屏幕前的一夜不眠

我是一名普通的地质队员
在平凡之路上坚守着 执著着
也许在风和日丽时常被人遗忘
但在崇山峻岭间都有我的足迹
我可以是标注线路的红蓝铅笔
我可以是记录数据的工作笔记
我可以是跨越荆棘的登山战靴
但对我爱的这片土地
我可以在平凡中顶风冒雨
更可以在平凡中坚守担当

殷 罗文岳 渊四川局一三七队冤

我是一名地质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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