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端午袁小南风清淡极了
雨水接踵袁我比江边的百姓更爱屈原
五月夹杂着悲欢而来
我的诗友们此刻正在向屈原敬礼
沙哑的野天问冶像一场话剧

多少人还在默默地守望
被锣鼓声惊醒的鸟群驮着忧伤的落日
滑翔在楚国的天空
日历扇动着羽翼袁像仙鹤
汨罗江是一条穿越黎明的遥远曙光

屈原的声音袁在天地间回荡
野路漫漫其修远兮袁吾将上下而求索冶
一条江水运载龙舟和真理
五月的鸟鸣啼破了苦胆
五月初五的眼泪将我的内心滴疼

殷 马亭华 渊江苏局金石稀土公司冤

又到端午

岁月不曾冲淡人们对他的怀念袁 时光不
曾磨灭他对人民的奉献袁 年华不曾忘却他对
故土的眷恋袁他就是周恩来遥 野几回回梦里回
延安袁双手搂定宝塔山遥冶延安袁当我未曾踏入
过那片土地的时候袁 它就以独特的魅力令我
心驰神往遥去年袁我心怀对革命圣地的由衷敬
仰走进枣园和杨家岭革命旧址袁 延安精神就
深刻地印在了我的心里遥红色研学之后袁再看
叶周恩来回延安曳 这部电影更使我心潮涌动袁
仿佛又把我带回到了那个热血的年代遥

野我们国家干部都是人民的公
仆袁应该和群众同甘苦袁共命运遥 如
果图享受袁怕艰苦袁甚至走后门袁特
殊化袁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遥 冶周
恩来是这样说的袁 更是这样做的遥

他的一生袁 为了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袁 鞠躬尽瘁袁
死而后已遥 他始终把人民放在心里尧 放在第一位遥
1966年袁 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袁 周恩来第二天就
赶往还有余震的灾区袁 慰问受灾的群众袁 陪着人民
共渡难关遥 电影中的一幕幕至今还在我脑海中挥之
不去遥

身为国家总理袁 他的早餐也只有一碗米饭袁 就
着简单的两个小菜遥 他的衣服穿了又穿袁 领子磨得
都不能用力清洗遥 他虽然身患重病还依然不眠不休
地坚持在工作岗位袁 同越南同志一夜洽谈袁 陪同他
们回延安遥 百忙之中袁 他去看望了为救自己而牺牲
的战士小曹的母亲袁 亲自为她穿针袁 为她戴上老花
镜遥 延安人民吃不饱饭袁 他看在眼里尧 疼在心上遥
可即便是这样袁 野老汉们冶 依旧把自己舍不得吃的
小米带给总理遥 他鼓励人民把延安发展好尧 建设
好遥 他以身作则地告诉了我们要发扬延安精神遥 而
我们袁 身为新一代的青年人袁 也必须培养这种不畏
艰苦尧 无私奉献的气概和精神袁 为祖国付出自己的
微薄之力遥

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上袁 习
近平总书记说院野周恩来袁 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尧 不
朽的名字遥 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尧
很自豪浴 冶这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缅怀袁更是我们
万千民众的心声遥 周恩来的骨灰被撒在了他挚爱并
且为之奉献了一生的祖国大地曰 十里长街送总理表
达了人民群众对他的拥护尧爱戴和怀念之情遥

他永远是人民心中的好总理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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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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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长白袁 鹤舞向海袁 放眼望
去尽收三国遥

净月神秀袁 寒江雪柳袁 查干冬
捕冰湖腾鱼遥

大自然用鬼斧神工雕琢出了吉
林省这千百年不朽的传奇袁 就在这
资源丰沛尧 山水秀丽的地方袁 有这
样一群人一直奋斗在它最温暖的怀
抱中遥 当人们被朝阳唤醒袁 准备起
床开始新一天的生活时袁 野他们冶
可能已经忙碌了一个清晨曰 当人们
深感乏累 袁 被月光催促入梦时 袁
野他们冶 可能依旧在伏案工作袁 进行
当天的数据处理和总结曰 当夏季烈
日的炙烤和冬季漫天的风雪逼得人
们无法出门时袁 野他们冶 可能依然
在坚守阵地遥 野他们冶袁 就是吉煤地
勘人遥

无论是在大山深处袁还是在车水

马龙的城市袁 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遥
或许他们的身材不算高大袁但身姿却
宛如山岳曰 或许他们的容貌不算俊
秀袁却承载了岁月的风霜遥 既然投入
了大山的怀抱袁 就必须学会坚强曰既
然选择了地勘事业袁就必须无怨无悔
的付出遥

记得在第一次野外作业中袁10公
里的山路成为我人生中的第一个野长
征冶遥 午后休息时袁我顾不得满地的泥
泞袁 找了一段枯树枝一屁股坐下去袁
汗水伴随着粗重的喘息袁流经脸颊最
后浸湿了衣襟袁劳累和疲倦化作一个
又一个问号袁不停地在脑中回响院野我
这是在干什么钥 地勘工作都是这样的
么钥 他们都不累么钥 冶还没等我思考
完袁物测队的一个老师傅似乎看出了
我的困惑袁坐到了我身旁袁亲切地问
道院野小伙子袁走累了吧钥 冶碍于面子袁

我还是故作轻松地摇摇头院野还好袁还
好遥 冶没想到老师傅却用他那丈量过
大地脊梁的双手袁边替我拍去裤腿上
的泥土袁边说道院野别硬撑啦袁我都走
累了袁你还能不累钥 咱们的工作就是
这样袁时间长了谁都累袁但是累的时
候想想袁你为什么来到这儿遥 冶最简单
的话语袁 总是能解答最深奥的问题袁
老师傅几句话不仅道出了对于人生
价值的追求袁更是让我所有的纠结都
瞬间释然遥 远处的集合召唤声响起袁
老师傅双手一撑袁带头走上前遥 迎着
夕阳袁迈出的脚步依旧是那么坚定有
力袁只是不经意间袁一个原本应背在
我肩头的工具包被牢牢地握在了他
那双苍劲有力的手中遥

谁不想舒舒服服地待在家里袁谁
不想每天都陪伴在父母身旁袁但总要
有人付出辛苦遥 用无私的精神托起伟

大事业的梦想遥 野等闲识得东风面袁万
紫千红总是春遥冶 翻开历史的画册袁
回顾逝去的青春袁 我知道他们也曾
丹心如火袁 也曾雄姿英发尧 身手不
凡遥 每一条怪石嶙峋的山脉都遍布
着一代地勘人坚定的足迹袁 每一道
沟沟坎坎都填满了一代地勘人的辛
勤汗水遥 他们曾经披荆斩棘尧 筚路
蓝缕曰 他们曾经逢山开路尧 风餐露
宿曰 他们用自己的身躯化作一笔笔
的斑斓袁 为了地勘事业的崛起立下
了赫赫战功袁 为祖国的地勘事业添
上一道道绚丽的色彩袁 他们是新时
代的缩影袁 是新时代的楷模遥

野日月之行袁 若出其中遥 星汉灿
烂袁 若出其里遥冶 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年波澜壮阔袁 地勘人 70 年屡创功
绩袁 选择了地勘事业袁 就选择了肩
负重担遥

时至今日袁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
我们在实干中攻坚克难尧 彰显担当袁
以新的气象尧新的作为创造无愧于新
时代的新业绩遥 吉林省煤田地质局
野三抓尧三看尧三提高冶局风建设年活
动鞭策我们要凝心聚力尧 见贤思齐尧
加压奋进袁以新的姿态尧新的作风在
建设中找位置尧定目标袁争领风气之
先曰物测队提出野1590冶工作目标激励
我们要居安思危尧推陈出新袁以新的
思想尧 新的面貌不断提高战斗力袁助
力局风建设取得新成效遥

如今袁 新时代的气象更加恢弘袁
新时代的征程更加壮阔袁每一个地勘
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尧 开创者尧参
与者遥 让我们乘着新时代的东风袁让
这艘承载着地勘人伟大梦想的巨轮
继续劈波斩浪尧扬帆起航袁驶向充满
希望的明天浴

殷 吕守坤 渊吉林局物测队冤

唱响新时代楷模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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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第 794期冤
叶早安 晨之美曳
郭玉佳 摄

渊陕煤地质一八六公司冤

童年似水 袁 恍惚而
过曰 童年似梦袁 一晃而
逝曰 童年似歌袁 嘹亮清
脆遥 童年的许多记忆袁 细
小而琐碎袁 却缠绕着很多
欢笑袁 点缀在我们的岁月间袁 谱写成一首首思念的歌曲噎噎
那些深藏在记忆深处的人和事袁 伴着玫瑰花的芬芳袁 轻声吟
唱着岁月拉着我们奔跑的脚步声袁 吟唱着寂静的午夜时光走
过的滴答声噎噎

作为 70后袁我们的童年在田间走过尧在河里流过尧在树上
爬过袁一根绳子尧一条手绢尧几块石头就可以玩得酣畅淋漓遥三

五成群的孩子一起跳房子

渊格子冤尧 烤番薯尧 弹玻璃弹
珠尧 丢沙包尧 捉迷藏尧 跳鞍
马 渊一人双手撑在地上成拱
形袁 其他人轮流从他身上跳

过袁 这没点技巧尧 勇气还玩不了呢冤袁 又或者围坐在一台黑白
电视机前袁 看 叶西游记曳 叶霍元甲曳 噎噎炎炎夏日袁 吃的是
山上尧 田边的野果袁 那时没有冰箱袁 吃着几分钱的冰棒袁 嘴
里凉丝丝袁心里甜滋滋浴

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是童年袁 童年是人生最美最难忘的
梦袁愿我们都能保持童心袁永远快乐浴

殷 黄运娣 渊广东局一五二队冤

童年的记忆

压过来是整座大山
扑过来是狂风暴雨
拧紧的钻杆

拉长掘进的数据
疯转的钻头
冲向千米深层
撕裂岩石的坚硬
与尘封的历史私语
钻探队里没有女性
更彰显男人的雄威
每一个彪悍的躯体
憋足了粗犷力气
毛孔倾泻的汗液
把退缩搅拌成泥
与顽石和疲惫搏斗
抒写成励志诗
捞起的岩芯
像涅槃的凤凰
载一身无穷魄力

荧屏解开蕴藏的奥秘
键盘敲出的欣喜
是一个梦想的神话
终于放飞在大地
勘探袁勘探

在人迹罕至处扎营
在千山万壑间迁徙
用年轻与睿智
刷新史载的主题
用初心与执着
留下重墨的一笔

殷 段 磊 渊山东局二队冤

勘探 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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