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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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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袁 我受邀参加黑龙江工
业学院举办的 野首届秘书周冶 活动袁
并与该院人文社科系秘书学专业的
年轻人交流秘书工作经验遥 一个多
小时的专题讲座袁 对我来说既是一
个小结袁 又是一次磨炼遥 我从事了
多年的宣传报道和文秘工作袁 像一
滴默默无闻的水袁 也有一点点叮咚
声响遥 若要谈起做好这项工作需具
备的素养袁 就要围绕 野学冶 野思冶
野行冶 这三个字来说遥

真学窑一滴向真之水

因热爱而治学尧 因酷爱而博学
是做好秘书工作的源头活水遥
要用滴水穿石和水穿缝隙的钻

研精神来治学遥 我在千军万马过独
木桥的时代便有志于学习新闻学和
秘书学袁 但高考并未如愿袁 进入了
一所师范院校就读袁 毕业后便成为
一名教师遥 可我无论是在大学时代袁
还是走上三尺讲台袁 始终没有放弃
我所热爱的写作袁 在专注教育领域
和文学领域写作的同时还自学公文

写作等知识袁 这些都为我走上现在的岗
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遥

要有滴水涌泉和滴水成溪的使命感
博学遥 从事秘书工作需要懂得文学尧 哲
学尧 社会学等不同门类的知识袁 虽然这
些知识我都在持续地学习袁 可走上地勘
单位的文秘岗后发现自己的知识还是比
较贫乏袁 特别是地质学专业的知识都是
空白遥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袁 我必须学习
一些地质知识袁 这一学就是两年多袁 这
让我认识到博学不光是本领袁 更是一种
做好本职工作的使命遥 我们都知道厚积
才能薄发袁 厚积靠什么钥 靠的就是不断
地自学遥

箴思窑一滴向善之水

品行向善袁 修身治国袁 既是雨露袁
又是阳光遥

思想境界高袁 就必须有上善若水的
品格袁 也要有海纳百川的修为遥 文秘工
作者既要有极强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归
属感袁 也要有对单位的忠诚感和敬业
感遥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袁
话语中不仅流露出东方智慧与民族自豪

感袁 同时也有对契约精神的高度认同
与遵循袁 这就是既有民族情怀袁 又有
国际视野的企业家遥 从事秘书工作也
是如此袁 原则问题不打折扣袁 严格依
法依规做事袁 既要有坚定的思想信
仰袁 又要有工作底线袁 更要有端正的
品行遥 唯有如此袁 才能在秘书岗位上
有所作为遥

思辨能力强袁 要有水流低处的从
容袁 还要有水淬尘渣的本领遥 先哲智
慧如江河一样流经千年袁 汇入到当
下袁 涌入到我们的血脉之中遥 我们念
兹在兹的各种东方智慧或圣人哲学思

想的核心目标都是 野造人冶 要要要锻造

人才袁 都是要唤醒生命自觉地生长袁
形成完美的人格袁 即其 野唤醒内心冶
达到 野高处冶 的目标是相同的袁 但是
达标的方法不同遥 儒家重在 野教冶袁
因而确立了更多的规范标准曰 道家重
在 野育冶袁 所以提供了更多的途径袁
天道尧 地道尧 人道等各行各道遥 当然
儒家和道家思想中也有糟粕袁 我们要
能够辨别出来并剔除袁 这就是思辨遥
从事秘书工作需要有这种思辨能力遥

臻行窑一滴向美之水

行稳才能致远袁一滴水从江河之源
汇入大海袁不可谓不远遥

躬行应成自觉袁既要有滴水泽物的
奉献袁更要有缓波叠浪的守望遥 秘书工
作有很多具体的分类与分工袁但任何一
类秘书工作都是繁琐细碎的袁所以在工
作中就要有甘于奉献尧 甘当人梯的精
神遥 在实际工作中袁秘书除了要练好嘴
功尧眼功尧腿功尧心功外袁最关键的还是
要练好笔功袁成为笔杆子遥

笃行必成追寻袁要有水聚成流的视
野袁更要有江河入海的格局遥 从事秘书
工作久了袁可能会感觉枯燥无味袁但只
要重新审视这个职业袁便会发现其实每
个人在社会中生存袁 本无高低贵贱之
分袁只是职业分工不同导致了生活方式
的差异遥 要知道袁 无论在哪个行业尧哪
个岗位上都应该逐渐向上向真向美袁这
就是追寻遥 我们都是追梦人袁我们需要
具备更宽阔的职业视野和更大的人生
格局遥 即便当下的路上还有荆棘袁当前
的日子尚在苟且袁但只要努力袁未来一
定可期遥

殷 张利波 渊黑龙江局一〇八队冤

一滴水袁也要叮咚
要要要文秘工作心得拾零

甜酸苦辣咸袁 构成味蕾的体验曰 人生百态袁 调和生
命的五彩缤纷遥 物各有性袁 看山得山袁 见水是水袁 却也
同样看山得水袁 见水是山遥 人如五味袁 调和杂糅遥

人生是甜遥 从我们呱呱坠地那一刻起袁 就注定那一
天是甜的遥 生命的第一要素就是甜遥 入学是甜尧 毕业是
甜尧 恋爱是甜尧 结婚是甜尧 生儿育女是甜尧 知天命是甜尧
耄耋也是甜袁 人生如饮甘露袁 笑看潮起潮落遥

人生是酸遥 人有七情六欲袁 势必就会酸遥 看到喜欢
的人不在身旁袁会酸曰遇见难过的事憋在心上袁苦涩难当袁
哭不出来袁也排不出去袁是酸遥一种酸味袁百态人生遥

人生是苦遥天命不可改的遭遇是苦袁无力回天尧无法改
变的无奈是苦遥总而言之袁吃得苦中苦袁方为人上人遥

人生是辣遥 火辣的人生袁 火辣的性格袁 再内向的人
也有火辣的一面袁 在自己得意的一面袁 在自己擅长的一
方袁 终归傲视群雄袁 看天边云卷云舒遥

人生是咸遥 拥有了甜酸苦辣袁 自然而然就调出了咸遥
在路上奔跑袁挥汗如雨袁大汗淋漓袁留在嘴里的味道袁是咸曰
拼搏的味道袁是咸曰不惧风雨袁一路向前的味道袁是咸遥

人如五味袁 方多姿多彩袁 方才为一个完整的人生遥
如项羽袁 火辣的人生开创西楚霸王的伟业袁 破釜沉舟让
各路诸侯作壁上观袁 努力打拼属于自己的江山遥 他也遇
到过败仗袁 苦在刘邦袁 垓下之战一败涂地遥 甜也虞姬袁
酸也在虞姬袁 虞姬虞姬奈何兮浴 他在虞姬身上品尝到了
爱情的甜味袁 却也在乌江边品尝到了酸的滋味袁 无奈袁
愤怒的霸王在乌江边自刎遥 再如彭德怀元帅袁 小时候母
亲去世袁 父亲病重袁 不得不靠砍柴等为生袁 可在苦味生
活中袁 遇到周瑞莲袁 首次品尝到爱情的甜味遥 在湖南陆
军讲武堂学习时袁 有很多抱负未能施展开来袁 是苦遥 百
团大战开创了彭德怀元帅火辣的人生遥 野谁敢横刀立马钥
唯我彭大将军浴冶 毛主席如此赞扬彭德怀元帅遥 五味人
生袁 令人生更加丰满袁 更加有血有肉遥

人如五味袁 酸甜苦辣咸在人的一生中不断调配袁 融
入到生命中袁 消化在血液里袁 别是一番风情袁 别是一种
滋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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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热源
渊第 798期冤
叶虞美人曳
仙麦龙 摄

渊航测局遥感信息公司冤

如果风可以吹散戈壁的热气
可以把队旗立在祖国大地之上
可以把地震测线布满山脉河流
如果风可以把河流清净
可以把欢笑换成对能源的热爱
可以把对远方的思念换成对工地亲近
这是风吹出来的人生
这是大海培养的胸怀
这是整个工地上一步一曲的踏实

这场爱是对地勘的深读
这场远行是对戈壁沙漠的承诺
那艰苦的环境是仰头一轮明月
那风吹过的河海是大地上璀璨的珍珠
我们每一步的前行
都是对每一天早晨的微笑
都是对万家灯火光辉的印记

殷 王 晶 渊山东局物测队冤

物测队的工区
干地质的都知道这么一句话院

嫁人不嫁地勘郎浴 为什么钥 有前辈
流传下来的形容勘探队员的顺口溜院
远看像要饭的袁 近看像逃难的袁 上
前一问原来是搞勘探的遥 无非觉得
他们不顾家袁 每天穿得脏兮兮袁 不
能陪伴在家人身边遥 但是我要说的
是院 嫁人当嫁地勘郎遥

他们朴实无华袁 可以为你遮风
挡雨曰 他们心思细腻袁 尽可能多地
为你考虑遥

我曾经听一个退休老同志聊起
他们在老挝的日子袁 他们吃过的苦
绝不是我们能体会到的遥 他们下河
洗澡要插一根树枝袁 知道是干什么
的吗钥 你一定不会想到那是防止蟒
蛇突然袭击用的遥 在野外袁 他们穿
梭在深山老林袁 无处洗澡袁 实在无
法忍受袁 就在山涧河流匆忙洗一下袁
以除掉一天的疲惫遥 但山上有蟒蛇袁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袁 所以
才会想出这么个保命的法子遥 蟒蛇
来了袁 插在河里的树枝就会晃动袁
河里的人可以以最快的速度上岸遥
这得需要多么敏捷的身手啊浴

晚上陪伴他们的不是电视和手
机袁 而是大蜘蛛尧 大蜈蚣浴 他们和

它们两两相望袁 但终究抵不过瞌睡
虫袁 只要它们不来冒犯袁 他们首选
的肯定是补觉浴

在印度施工的时候袁 因为那里
的特殊气候袁 以及常见传染病袁 勘
探队员们得时刻防范疟疾袁 但仍然
防不胜防袁 有的人差点为此把生命
留在了印度遥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袁 唯
一让他们开心的袁 就是项目验收时
心里的那份自豪感吧浴

如果我是勘探队员的妻子袁 我
自以他们为荣遥 为了祖国需要尧 为
了社会需要袁 他们甘愿舍小家为大
家袁 去往荒山野岭袁 风餐露宿尧 跋
山涉水尧 披荆斩棘袁 在他们身上袁
始终闪现着地质人 野三光荣冶 野四
特别冶 的奋斗精神遥 他们用自己的
专业知识袁 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袁
奉献青春尧 挥洒汗水遥

随着山风飘荡的是那首 叶勘探
队员之歌曳院

是那山谷的风袁 吹动了我们的
红旗袁 是那狂暴的雨袁 洗刷了我们
的帐篷遥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袁 战
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遥 背起我们的
行装袁 攀上那层层的山峰噎噎

殷 胡 静 渊江苏局物测队冤

嫁人当嫁地勘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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