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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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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的头上已出现了白发袁 脸
上也已刻上了岁月的痕迹袁 但那个面
庞却依旧还是那样年轻帅气浴 那炯炯
有神的双眸袁 挺直的鼻梁袁 清瘦的脸
颊袁 特别是那股威武不屈尧 富贵不淫
的清气袁 一直刻在了我的骨子里尧 渗
透在我的灵魂里尧 存活于我的脑海
中浴 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时袁 我都泪浸
双眼尧 情牵梦萦袁 在心底深情地呼唤
一声要要要爸爸浴

尽管我一直不愿意相信袁 不愿意
接受这个事实袁 但爸爸确实已离开这
个世界 42年了遥可是爸爸离开的时候
都还不到 40岁袁 他一生短暂而平凡袁
成了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袁 成了那个
年代尧那些岁月的见证者浴

我的爸爸陈美炎 1938 年出生在
广东省海丰县袁1958年作为屈指可数
的优秀毕业生从彭湃中学被保送至北
京地质学院渊现中国地质大学冤探矿工
程系学习遥在校期间袁爸爸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并任系党支部成员袁 还获得了
千里马奖章遥 自踏入北京地质学院校
门那天起袁 爸爸的命运就与煤炭地质
勘探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遥 他踏过的

荒山留下了他的足迹袁 打过的钻井早
已抖动过地球袁 写过的论文见证了他
的博识和敬业袁 做过的工作笔记见证
了他的严谨和求真袁 一份份工作总结
和思想汇报见证了他对党的忠诚浴

1963年毕业前夕袁爸爸听了周总
理在人民大会堂作的动员广大毕业生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报告袁 毅然
响应国家号召袁 主动放弃了留在北京
工作的机会袁 积极要求到找煤第一线
去袁 由此分到了内蒙古煤炭工业管理
局工作遥

1969 年袁爸爸响应毛主席野要迅
速改变北煤南运冶的号召袁放弃了呼和
浩特舒适的工作环境袁 带着妻子和孩
子举家迁往广东袁支援三线建设遥在短
短七年多的时间里袁 他的家搬了十几
次袁常常是到了一个地方袁托运的行李
还没有打开袁 就又要到另一个地方去
了遥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袁哪里需要就
到哪里去遥尽管如此奔波劳累袁爸爸却
丝毫没有怨言袁时刻将野为祖国找煤冶
作为己任袁 在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
励自己的同时袁 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感染着家人遥

作为地质队技术负责人袁 爸爸始
终战斗在钻探一线遥 地质队的钻机一
旦开了就不能停袁 每天 24小时开着袁
钻工三班倒袁 爸爸也经常连续跟班作
业不倒休遥经常是打完一个钻孔以后袁
就拆钻架尧机器袁搬到新的钻点袁再安
装钻架尧机器袁然后开钻遥 当时一年到
头都搞大会战袁春节也不放假遥每当钻
机打完一个孔要搬家时袁 队里都会开
动员会袁队长的口头禅是野老婆孩子一
起上冶袁于是全体机关尧行政尧后勤人员
便一起出动到山上去野搬家冶袁抬钻机尧
水泵袁扛钻架尧钻杆遥 爸爸每次都一马
当先袁他身材高瘦袁算不上强壮袁但一
样跟大家一起抬水泵尧扛钻杆袁跟工人
们打成一片袁 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架
子袁赢得了工友的敬佩和尊重遥

钻机打钻难免会出事故袁 主要的
事故是卡钻尧断钻袁一旦发生了就要想
方设法将折断后留在孔里的钻具打捞
上来遥每逢这个时候袁爸爸总是第一个
赶到钻机旁袁与工人协同处理袁即使是
在夜晚也不例外遥 记得有一个位于湖
南与广东交界处叫梅田的钻探点袁由
于地处偏僻袁钻机离项目驻地很远袁而

且要走个把钟头的山路遥 当地冬天阴
冷多雨袁爸爸经常在寒冷彻骨的雨夜袁
穿着雨鞋尧雨衣袁打着手电筒袁拄着棍
子袁一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上赶袁
那是一种怎样的情形袁 其艰苦是不言
而喻的遥处理事故也非易事袁有时一连
好几天都处理不好袁得天天跑钻机袁一
呆就是十几个小时袁 经常弄得满身满
脸泥浆遥每每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袁爸爸
曾经的同事无不竖起大拇指袁 对他由
衷地表示佩服浴

在爸爸的遗物中袁 还保留着入党
誓词尧党章和党费证遥作为党支部的成
员袁 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亲人谋
取过利益袁 也从未做过有损于共产党
员形象的事情遥爸爸对自己尧对家人严
格苛刻袁对别人却热情似火遥 当年袁他
被称为地质勘探队里的野活雷锋冶遥 每
当大家有事相求袁他都会热情相助遥每
逢出差回来袁 大包小包带回来的都是
为同事们代采的物品袁 却很少给自己
和家人带东西遥家人埋怨他不近人情袁
他却总说院野我是党员袁 还是要尽可能
为大家多做一些遥 冶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袁 作为一

名知识分子袁尽管备受歧视与排挤袁但
爸爸依然没有丧失自己的政治信仰袁
没有放弃对远大理想的追求遥 在繁重
而艰苦的工作之余袁 他仍然挤出宝贵
时间袁 撰写了大量的专业论文和工作
笔记袁 为地质工作奉献出了毕生的智
慧和力量遥 然而袁 他没有等到拨乱反
正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那一天袁1977
年不幸病逝于调转途中袁年仅 39岁遥

爸爸自毕业至去世前的短短十几
年间袁在煤田地质勘探工作中袁无论在
什么地方袁无论做什么工作袁总是兢兢
业业尧勤勤恳恳尧积极认真尧任劳任怨袁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袁 在中国煤炭地质
工作的历史长卷上留下了平凡而又精
彩的一笔遥

爸爸虽然离开我们已经 42年了袁
但他优秀的个人品质和忘我的工作热
忱袁仍然值得我们学习浴爸爸用其短暂
平凡但又精彩厚重的一生袁 诠释了老
一辈知识分子尧老一辈地质工作者野舍
小我袁 成大我冶 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
念袁 这种理想和信念也必将影响和鼓
舞我们坚定理想尧 不忘初心尧 不畏艰
难尧笃定前行遥

殷 陈 猛

人生啼血 岁月含泪
要要要忆我的父亲陈美炎

芳心如故 芳心如故
古老的宅院生长一棵桃树
这个春天姗姗来迟
我想看看她那盛开的笑靥
倒春寒的日子里
我在寻觅
她那款款而来的脚步

芳心如故 芳心如故
不觉之间她又暗香吐露
栽一棵桃树许是偶然
必然的是
任时光悄悄流逝
她只静静滋养她的心
奈何春秋几度
时光彼岸 花开原处
这幢古老的宅院
宅心仁厚 芳心如故

殷 臧志奇 渊总局冤

芳心如故

有你的地方就是五色海洋
无论大雨滂沱
还是天空明朗
总有一股力量为你游荡
哪怕失忆将自己遗忘
还是倒流了时光
总在生命的角落
为你留下刻骨铭心的力量
地老天荒
把你信仰

注院把你信仰袁信仰生命袁信仰信念遥

殷 戴 俊 渊贵州局一一三队冤

把你信仰

一场春雨过后袁 空气中都混杂着花朵的香气
和新鲜泥土的味道袁 此时春的气息最是浓厚遥 小
草偷偷冒出绿尖袁 花骨朵竞相开放袁 慵懒的阳光
催人眠袁 广场上孩子们的笑声如同清新淡雅的音
乐袁 让人踏上了春的旅程遥
又是一年桃花开袁 周末趁着好天气带着孩子

去公园迎接春天遥 公园一角漫山的桃花开得甚是
娇艳袁 花丛里有在拍摄婚纱照的袁 有三两好友相
互拍照的袁 有妈妈为宝宝拍照的袁 好不热闹遥 应
是都明白桃花的盛开就是在迎接它的枯萎袁 因为
花期是短暂的遥 这让人不禁思考袁 这短暂的花期
如同人生袁 有像这般在城市的公园成片成片盛开
的袁 有山林里漫山遍野盛开的袁 也有悬崖上独自
盛开的袁 还有庭院里蓬勃盛开的袁 终归是盛开过
也将会枯萎遥
从桃林出来袁 走在湖边袁 春风微微地吹着袁

很是舒服遥 靠近偏僻角落的湖边袁 几个戴着鸭舌
帽的中年人正在钓鱼袁 那悠闲而惬意的身影袁 让
人好生羡慕遥 此时我都想冲到商店买一套垂钓设
备也坐在这里袁 但我知道在这温暖的阳光下我定
会睡着袁 更别谈钓鱼了遥
与身边三三两两的外地游客擦肩而过袁 看起

来他们好像在讨论着什么新奇的事情袁 神情是快
乐的遥 我想我是不是也该出发了袁 开始一段新的
旅程袁 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游

客袁 看一眼陌生的桃花遥 想法一旦冒出便一刻也等不得袁 拿出手
机袁 通过微信联系了好友袁 如有默契般地相约袁 没有犹豫袁 三言
两语便敲定了下一场旅程遥

青山碧水皆诗意袁 黛瓦白墙入画框遥 春天的气息浓厚且带有诗
意袁 河边的垂柳挂着绿芽袁 一场春风吹过袁 摇曳着袁 倏然间又长高
了遥 绒绒的小草如地毯般铺在路边袁 映入眼帘的全是蓬勃向上的绿
意遥 每一个生命都是独有的景致袁 在结局到来之前袁 请用最美的微
笑温暖自己袁 走向远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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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盏灯
会在那一刻点明
恰似夜空中最亮的星
指引众人一路前行
也似一只雄鸡
啄破黎明
唤醒沉睡的人

你看那浩瀚大海
带领一支铁军
激起创业热情
我愿做一个忠诚的兵
砥砺奋进

又见那盏灯
在黎明时分点明

殷 刘德兵 渊四川局一三七队冤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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