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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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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徐又出新书了!
这位年近七十的退休老干部在退

休后的七八年中写作整理出版了两本
散文集袁一本叶向着阳光生长曳袁另一本
叶那一抹晚霞曳遥新近出版的叶那一抹晚
霞曳中许多文章都是他最近几年写的袁
如 叶心中的泉曳叶那声久远的赞许曳和
叶那一抹晚霞曳 都曾在 叶中国煤炭报曳
叶中煤地质报曳等报纸杂志和网站上发
表遥描述松藻煤矿企业发展史的叶那山
那矿那人曳一文袁更是写得波澜壮阔尧
豪情满怀袁 引得无数重庆煤炭人感慨
不已袁 成为重庆煤炭行业不可多得的
史料文章遥 是什么原因让这位老人这
样孜孜不倦地笔耕不辍呢钥 带着这样
的疑问我来到了老徐家遥

野爱好写作袁这与我坎坷曲折的人
生经历有关遥 也正是这些多姿多彩的
人生经历袁成就了我丰富的作品遥 冶坐
在老徐用阳台改成的书房里袁 吹拂着
嘉陵江上徐徐清风袁 老徐侃侃谈起了
他的过往噎噎

老徐本名徐万凯袁 是原重庆煤炭
工业管理局监察处兼离退休工作处处
长袁后因重庆煤炭系统机构改革袁退休
前两年调至重庆一三六地质队任纪委
书记袁 并在此期间成为中国国土资源
作家协会会员遥然而袁老徐却说他是一
个连初中都没能毕业的学生袁 这让我
又一次惊讶了浴

老徐说他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煤二

代袁 成长在渝黔交界大山深处的松藻
煤矿遥在矿子弟校读到初二时袁成绩优
秀的他却遇到了野文化大革命冶袁所以
连初中文凭都没有拿到遥

在农村劳动几年后袁 由于家中兄
弟姊妹多袁 招工回城无望的老徐只好
来到当地一个街道农具社袁 当起了为
农民打制锄头尧镰刀等农具的铁匠遥虽
说这比当农民好多了袁 但在那个文化
生活极度贫瘠的地方袁每当野咣当要要要
咣当冶的铁锤声停下后袁简陋的工棚里
就剩下几个无家可归的单身汉在没有
围墙的厂边游荡袁总感觉生命在荒废袁
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遥于是袁这个
懵懂少年开始了对人生的思索袁 怀着
朴素的求知欲袁 他找来了初中和高中
的课本袁 收工之后就在一个小凳上自
修这些课程遥 很快他就被高中语文课
本中的叶劝学曳叶过秦论曳叶孔雀东南飞曳
等经典篇章所吸引袁 一种原始的表达
欲望让他拿起了笔袁 记录自己的所学
所想所思袁 从此他养成了作笔记和记
日记的习惯袁 这也为他以后的写作奠
定了基础遥

1981年袁已在这个乡办企业工作
了十年的老徐袁 虽因踏实肯干被提拔
到了厂办公室工作袁 但当他知道煤矿
子弟可以以大集体员工身份补充井下
生产一线劳动力时袁为了野国有企业职
工冶的身份袁已经 31岁的他毅然决然
地回到松藻煤矿当了一名掘进工遥

虽然井下打掘进的工作比打铁还
辛苦袁 但老徐总感到在国有煤矿当时
红红火火的文化氛围中总有自己施展
拳脚的时候遥

一天袁 老徐站在井口的宣传栏前
看到了全国劳动模范矿工袁蜀继的事
迹介绍袁感慨英雄模范就在自己身边袁
为什么我们不能以广大职工群众更容
易接受尧 更喜欢的形式来歌颂宣传他
们呢钥怀着这种质朴的想法袁他写了一
首快板词送到了矿井口工会主席的手
上遥初创的作品虽然粗陋袁但经过矿上
野专业冶文艺工作者的修改袁由矿宣传
队登台表演袁大家纷纷叫好遥这极大地
鼓励了他写作创作的积极性袁 随后的
作品被不断送到井口工会和矿宣传
队遥 井口工会主席认为文艺创作最需
要的就是热情袁 矿山文艺骨干就是要
培养这样的人遥于是袁这名工会主席顶
着异议破例把老徐这名一线新工人送
到了重庆市总工会曲艺培训班学习袁
从此打开了他的文艺创作之门袁 也成
就了老徐未来发展的第一个阶梯遥

谈起这件事袁 老徐对这个当年的
野伯乐冶感激不尽遥 多年之后袁已是重
庆市煤炭工业管理局部门领导的老
徐袁 还专程到矿上看望这位退休的老
工会主席袁 为腿脚不便的他送去一根
精致的手杖袁 成为矿区一段感人的佳
话遥

在学习班上袁 老徐非常珍惜这来

之不易的机会袁勤恳学习袁精心写作袁
创作的四川方言叶考文化曳刊登在当时
的市文艺杂志上袁 创作的谐剧 叶卖白
菜曳 获得了四川谐剧大师王永梭的肯
定袁 并作为学员中唯一创作兼演员的
作品向市委宣传部和市总工会进行汇
报演出遥 随后袁这些方言尧谐剧作品也
在重庆各大矿区的舞台上广为传播袁
为当时文化尧 文艺贫瘠的矿区带去了
欢声笑语袁 也给他带来了命运的又一
次转变遥 当年松藻矿务局石壕煤矿投
产袁急需野文化人冶的石壕矿把老徐调
到了该矿任宣传干事遥就这样袁他走上
了野专业冶写作的道路遥在此期间袁他一
边勤奋工作袁一边自修成人高考袁所写
新闻稿件获得了中国煤炭系统好新闻
三等奖尧重庆市好新闻二等奖袁也是这
些作品使他走进了重庆市煤炭工业管
理局机关工作遥

在煤管局工作期间袁 老徐负责的
纪检监察部门和离退休部门都被重庆
市评为先进集体袁 他本人也获评重庆
市国企纪检监察工作 野十佳个人冶尧重
庆市老干部工作先进个人遥 职务从科
长尧副处长到处长袁最后成为一个单位
的领导干部遥在繁忙的工作中袁他仍然
挤出时间写作袁 作品多次在 叶当代党
员曳中获奖袁论文获得重庆纪检监察系
统一等奖袁4 次被叶重庆晚报曳评为年
度优秀作者袁 最终被中国国土资源作
家协会吸纳为会员遥

野因为写作成就了自己袁而又因为
成就让我有一种想与人分享的欲望袁
写作就成了我生活的一种乐趣遥冶老徐
说袁这也许就是他热爱写作的原因吧遥
2010年退休后袁 老徐仍在坚持写作袁
还完成了重庆能源集团陈列室的全部
文字写作袁参与了近 50万字的叶重庆
煤炭志曳的编纂写作遥他借编纂志书的
机会袁以史诗般的笔法写下了叶那山那
矿那人曳袁在重庆煤炭行业系统干部职
工中引起强烈共鸣和反响遥

采访到这里袁 我已不再感慨老徐
书中叶多彩贵州行曳的文采尧叶信仰的光
辉永恒曳的高尚尧叶我的父亲曳的真情袁
而是感动于一个命运如此多磨的人袁
是那么积极向上尧奋发努力遥 正如叶向
着阳光生长曳所写的那样袁只要向着阳
光的地方袁不为生不逢时而抱怨袁不为
环境所限而叹息袁 不为挫折和失败而
放弃袁坚持把自己美好愿望尧思维和行
动结合起来袁 就一定能谱写出自己人
生美好的乐章遥

野白日不到处袁青春恰自来遥 苔花
如米小袁也学牡丹开遥 冶只要自己努力
绽放袁 一个曾经在地层深处打掘进的
煤矿工人也能走上灿烂的文学创作之
路遥 叶向着阳光生长曳叶那一抹晚霞曳两
本书袁140多篇文章袁30多万字袁 不是
因为文章有多么优美袁 而是它承载的
人生是那么精彩浴

老徐袁为你点赞浴

殷 肖 锋

写作成就的人生

像春风轻吻脸庞袁像细雨滋润心田袁像阳光下绽
放的朵朵小花袁 像月光中湖面泛起的点点涟漪噎噎
母爱袁就是这般丝丝缕缕萦绕在身边袁那么轻盈袁那
么纯洁袁那么让人感到温暖与幸福遥

感谢您袁 用最质朴的爱温暖我长大遥 您不善言
辞袁却默默付出遥一碗荷包鸡蛋面袁一针一线缝制的
书包袁又或者骑自行车送我上学的日日坚持袁每一个
细节都让我感觉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孩子遥 有您
的呵护袁我的童年充满阳光遥

感谢您袁用最辛勤的汗水为家庭付出遥为了照顾
我们袁您放弃了城里的工作袁回到农村辛苦耕作遥岁
月无情地让您变老袁也让您放弃了年少时的梦想袁从
村里人公认的高材生变成了种田能手袁 一双满是老
茧的手袁从不停歇遥在平凡的日子里袁您给我们不一
样的感动遥

感谢您袁用坚毅的品质影响着我们遥遇到困难从
不服输袁是邻居们给您的评价遥每次放假回家袁长辈
就和我讲院野长大了袁 一定要孝顺你妈啊袁 她真不容
易袁培养出三个大学生遥冶老家人觉得女孩没必要读
那么多书袁但您从未多说什么袁只是做着自己认为对
的事袁有困难也坚持克服袁努力供我们上学遥当别人
认为您苦时袁 您的灿烂笑容里却总是洋溢着快乐和
满足遥

母爱之所以伟大袁是因为它的无私尧默默无闻和
不计回报遥我有太多的话想和您说袁有太多的感恩铭
记心中遥电话中袁您只谈喜不谈忧袁一直挂念着我们袁
对我们嘘寒问暖遥其实女儿已经长大袁只是为您做得
太少袁在这里我想由衷地和您说声院野妈妈袁我爱您浴
妈妈袁谢谢您浴我们一定会常回家看看浴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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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守望着那片沙漠
坚守着对祖国的承诺
身边有高大的钻塔陪着
有时乌云密布
有时大雨瓢泼
却无法让你临阵退缩

你眷恋着那座高山
心中梦想很多
朴实无华的背影也能气壮山河
帐篷里的灯光
诉不尽思乡的衷肠
化作一轮明月照在故乡的街上

不怕风尘仆仆
不畏艰难险阻
你们的身影在忙碌中穿梭
翻过丘陵山坡
走遍祖国每个角落
只为亲吻那茫茫的星河

追逐日升月落
奏响勘探之歌
提高了技能也磨砺了自我
拨开山谷迷雾
踏遍崇山峻岭
只为那心中的理想
让幸福之花开遍祖国的大地山河

殷 李 颖 渊一勘局一一九队冤

心中的理想

涓涓细流
汇集成河
遇圆则圆
遇方则方
浩荡不争先
盈科而后进
奔流到海
矢志不渝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上善如流
厚德载物
风雨过后
气贯长虹
静水深流
潮起潮落

殷 王 浩 渊贵州局一五九队冤

人生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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