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院野青年兴则国家兴袁青
年强则国家强袁 青年一代有理想尧
有本领尧有担当袁国家就有前途袁民
族就有希望遥 冶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袁
青年是企业的希望袁而对于正处于
转型期的地勘单位来说袁企业的发
展更需要一批素质高尧能力强的青
年后备力量遥

我从上大学开始接触钻探专
业起袁就给自己定下了目标要要要成
为地勘行业的中坚力量遥 2011年袁
我怀揣着这个梦想来到了陕西省
一八五煤田地质有限公司遥 在之后
八年的时间里袁有跟我一起参加工
作的年轻人因为环境艰苦尧业余生
活枯燥等原因袁相继离开了生产一
线袁我的心也有些躁动袁但想到自
己当初的梦想袁要是这样半途而废

又心有不甘袁于是我强迫自己静下
心尧俯下身袁要有干一行尧爱一行尧
专一行的精神遥 现在回想起来袁那
一个个伏案工作的夜晚袁那一滴滴
汗水和泪水袁不仅让我掌握了一定
的工作技能袁更磨炼了我的意志和
毅力遥 我开始享受工作带给我的充
实和进步遥 我知道成功之路在于坚
持袁现在的负重前行袁一定会换来
以后的岁月静好遥

近几年袁公司开展了井下钻探
业务袁这项业务主要由我们矿山钻
探工程处承担遥 作为工程处的一名
技术人员袁我深知巩固发展井下钻
探业务对公司转型发展的重要性遥
2016年 4月袁我们承揽了某煤矿的
井下引水工程袁 我是项目负责人遥
在项目即将竣工时袁由于孔口装置
没有安装好袁 钻孔发生了涌水袁巨

大的水流涌入巷道袁 情况十分危
急遥 当碗口粗的水柱从孔内喷射而
出时袁我立即带领工人开始了与涌
水的 野斗争冶遥 在巨大水压的冲打
下袁 浸泡在齐胸的冰冷基岩水里袁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战袁 我们终
于将钻孔水量控制在巷道排水能
力以内遥 记得那天袁 在工人们的
帮助下袁 筋疲力尽的我爬上车袁
当车行驶至井口时袁 看着一点点
靠近的亮光袁 感觉自己像是刚和
死神进行了一场搏斗遥 事后回想
起来袁 我觉得是责任给了我莫大
的勇气遥 我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
训袁 在以后的工作中袁 以精益求
精的态度尧 追求卓越的 野工匠精
神冶袁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袁 严格
要求袁 让自己做得更好遥

我家在关中袁 从我参加工作

起袁每次离家时袁父亲都会说院野榆
林太远了袁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
回来遥 冶每每听到父亲这么说袁我心
里总是五味杂陈遥 但我知道袁我学
的专业就是地质钻探袁我热爱这份
工作袁更要在平凡的岗位上用自己
的双手和智慧去实现理想遥

2015年袁 我的师傅临近退休遥
我问他退休了是否打算回老家安
享晚年遥 师傅却说院野老家是回不去
了袁我 16岁来到一八五公司袁如今
已是两鬓斑白袁40年了袁 盼望我回
去的人大都不在了遥 冶是啊袁师傅把
一辈子都奉献在了这里袁到了退休
年龄袁他眼中仍流露出对这份工作
的不舍遥 这让我明白袁生命给予勘
探工作者的最高奖赏不是财富的
积累袁而是奉献带来的精神满足遥

我在公司一本纪念册上看到

这样一张照片院 泛黄尧 模糊的背
景下袁 一群人像伏尔加河上的纤
夫一样拉着一辆卡车遥 我仔细辨
认后发现其中有几人竟然是身边
熟悉的人遥 那时他们也就 20 多
岁袁 纯真的笑容和热血的青春同
时被定格在这张老照片里遥 他们
对地质勘探工作的热爱像是夹在
这本宣传册里的一片红色枫叶袁
历久弥新遥 他们无私奉献尧 苦中
作乐的精神袁 值得我们每一个地
勘工作者传承遥

未来的路还很长袁 可能布满
荆棘袁 但我们仍要策马扬鞭尧 继
续前行遥 我相信袁 只要不忘初心尧
砥砺前行袁 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
做好每一件小事袁 再多的艰难困
苦尧 层峦叠嶂袁 终将成为我们身
后美好的回忆遥

殷 赵 菁 渊一勘局科教中心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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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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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姜 磊 渊陕煤地质一八五公司冤

策马扬鞭 逐梦前行

今年因为中考要用学校场地袁 所以学校给我们放
了三天假遥 平时在校寄宿的我袁 回到家中继续复习功
课遥 一天晚上袁 正当我畅游在书的海洋里袁 妈妈突然
推开房门袁 脸上写满惊喜地朝我喊院野王恩冕袁 你快来
看袁 咱家的昙花要开了浴 冶野真的呀钥 冶我立刻起身直奔
放置在客厅的昙花袁 只见几个倒挂在绿色枝条上的花
骨朵正慢慢张开它那雪白的花瓣袁 好似婀娜多姿尧 含
情脉脉的少女袁 避开白天的喧嚣袁 在静静的夏夜羞答
答地朝我们走来噎噎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看昙花绽放袁 洁白
无瑕的花朵是那样的娇艳动人袁 叫人赏心悦目遥 淡淡
的香味在微风的吹拂下顿时飘满整个房间袁 就连调皮
的弟弟也跑了过来袁 欢欣和惬意充盈在每个人的脸
上遥 我们都知道袁 昙花花期只有几个小时袁 为了留下
它美丽的 野倩影冶袁 爸妈拿出手机从各个角度拍个不
停袁 然后将图片传给了远在北京工作的舅外公一家袁
让他们也一同感受这份美好遥

与世无争尧 从不张扬的昙花袁 是万花丛中花期最
短的草本植物遥 野昙花一现冶 这个成语不正是它短暂
生命的真实写照吗浴 一现昙花犹如白驹过隙尧 稍纵即
逝袁 开花时总是含情脉脉地来袁 花谢时又静悄悄地
去遥 正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在 叶蝶恋花曳 中所感叹的那
样院 野最是人间留不住袁 朱颜辞镜花辞树遥冶 短短两

句词饱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袁 道出了人们对
青春岁月的留恋和韶华易逝的无奈遥 说话的

间隙袁 我已登上了四楼的露天阳台袁
凭栏远眺沅水两岸的万家灯火袁 仰
望晴朗夜空中那轮皎洁的明月和闪
烁的星星袁 思绪像长上了飞翔的翅
膀袁 不禁使我有了人生之感悟院
来去匆匆的昙花袁 即使花期如此

短暂袁 也要尽情展示它那优美的舞姿和
华丽的身影袁 用心诠释出生命的
真谛遥

作为 00后的学子袁 正赶上实
现中国梦的新时代袁 我多想变成那点
点繁星袁 永远镶嵌在辽阔的天幕上袁
为可爱的祖国增添无限光明遥 即使我
们的生命之于祖国只是一朵小小的花袁
但我从现在开始就要珍惜时光袁 努力
学习袁 刻苦锻炼袁 让自己的生命之花
绽放得更加绚丽多彩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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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似箭袁 日月如
梭遥 昨天你还与邻家小
孩嬉戏打闹袁 今天就坐
在了教室里勤奋努力遥
蓦然回首袁 不知已经过
去了多少个岁月遥 依稀
记得小时候袁 天空是那么蓝袁 躺在草地上是那么舒
心袁 每天都会与小伙伴一起玩到太阳落山才回家遥
无论闯了多大的祸袁 总会有人原谅你袁 父母也从不
会责怪你遥

你背上父母买的新书包踏入小学的校门袁 你是
多么地不舍袁 总是会哭上几回遥 从老师教给你的第
一个拼音尧 第一个数字开始袁 你便步入了知识的殿

堂遥 因为是人生的第一
堂课袁 所以你很有求知
欲袁 渴望能了解更多袁
知道更多遥 你开始有了
自己的想法和认识遥
随着年龄的增长 袁

你知道得越来越多袁 开始有了自己的追求和梦想遥
你为了它不断努力尧 不断向前袁 因而你的责任也越
来越重袁 你学会了不因小事而计较袁 学会了凡事以
大局为重遥

岁月虽然夺走了我们很多东西袁 但同时也给予
了我们对未来的憧憬遥 美好的回忆将永存于你心中袁
现在要做的是应对未来的准备袁 努力向前冲遥

祖国的星辰如此闪耀
蓝天为纸袁江山为砚
人民英雄手持一支正义凛然的大笔
栉风沐雨袁慷慨激昂
将苦难写成历史袁将岁月铸成丰碑
然后袁笔锋一转
迎来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锦绣山河

在一个崭新的时代里
满是杏花春雨的江南
湘潭的翠竹可做笔杆袁泼墨挥毫
一撇是雄浑的黄河长江
一捺是巍峨的黄山长城
那是立地擎天的汉字袁是一脉昆仑苍茫
是砚墨洗亮的日月

在一张宣纸上袁散发着艾草和麦秸的余香
有山丘和江河的幻象
有星辰及五千年的灯火
我的爱落在纸上袁只有一滴小小的墨迹
像一个飘荡的音符
像游子的追寻和叩问
而历史的天空袁呈现繁花似锦

我的祖国如此具体
从竹简到石刻袁从锦书到纸箔
旗帜飘扬袁白鸽纷飞袁天安门肃穆宁静
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袁每一面红都是血染的风采
举国欢庆的人群袁如沸腾的热血
那些铮铮铁骨袁已铸成巍然耸立的脊梁
启迪着一颗颗朗润的红心

山重水复袁柳暗花明袁翻开中国画卷
梦回故土的是一串泪珠袁炊烟袅袅
迎来火红的朝霞袁一个崭新的时代迎面走来
用勤劳和善良袁写下典雅精装的中国
写下阔步决胜小康的绚丽蓝图
写下感恩袁这甘之如饴的诗篇
我亲爱的祖国啊袁您是一卷永恒的星辰

怀抱汉字袁就能拥有故乡
每一个大写的汉字袁都在激起着内心的光芒
大河奔涌的狂草袁山峰巍峨的篆隶
每一个汉字都有祖先的呼吸
握紧山河的酒盅袁让如椽的大笔
在宣纸上排开豪放的步伐
顶天立地袁写下盛世中国的绝唱

殷 马亭华 渊江苏局金石稀土公司冤

宣纸上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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