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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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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叶东风雨曳 里有这样一幕院
李小冉饰演的中共情报员不幸被捕
后袁 受尽敌人的严刑逼供遥 敌人丧心
病狂地将她的腿一次次打断后再一次
次接上袁 原始的野蛮式刑罚给她的心
理和身体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遥 但是
偏偏这样一个弱女子袁 在如此残忍的
酷刑面前袁 展现了一名共产党人的坚
贞不屈遥

我们何其有幸袁 生在这盛世年
代袁 山河犹在袁 国泰民安袁 没有围追
堵截尧 战火烽烟袁 少了枪林弹雨尧 生
死考验遥

每当我坐在庄严肃穆的党员活动
室袁 都会这样问自己院 学习了这么多
先辈尧 榜样的英雄事迹袁 假如有一天
党组织需要我用生命去捍卫一个秘
密袁 自己能不能经受住敌人的严刑拷
打钥 此时袁 我的脑海中就会出现烧红
的烙铁尧 泛着寒光的钳子尧 沾了盐水

的鞭子噎噎仅仅是这些想象的场景袁
就足以让我颤抖遥 我不敢想下去袁 迅
速抽离袁 然后默默告诉自己袁 我们有
幸生活在和平年代袁 有什么理由和借
口不去努力呢钥

初心源于信仰袁 是灵魂的安顿之
处袁 是人安身立命之本袁 是一切行为
的内在动力遥 因为有了信仰尧 有了初
心袁 人才能超越肉体的躯壳袁 变得无
所畏惧尧 无坚不摧袁 散发出 野敢教日
月换新天冶 的伟力遥

几年前袁 我曾看过一篇记录赵一
曼遭刑讯细节的文章袁 仅仅是文字的
描述袁 就已让我体会到切肤之痛遥
1935年 11月袁 在与日军作战中袁 赵
一曼为掩护部队而腿部负伤袁 之后在
昏迷中被俘遥 敌人为了从她口中获取
有价值的信息袁 对她施以惨绝人寰的
酷刑遥 面对种种折磨袁 赵一曼坚贞不
屈袁 始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袁 最后被

残忍杀害遥 赵一曼没有给儿子留下任
何物质遗产袁 只留下了一封遗书遥

野噎噎宁儿啊浴 赶快成人袁 来安
慰你地下的母亲浴 我最亲爱的孩子
啊浴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袁 就
用实行来教育你遥 在你长大成人之
后袁 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
牺牲的浴冶 这是一颗许党报国尧 超越
生死的初心袁 也是无数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成立血染中华大地的共产党员
的初心遥

从喊出 野我是您的儿子冶 的焦裕
禄袁 到 野宁肯少活 20年袁 拼命也要
拿下大油田冶 的王进喜袁 再到 野干革
命要干到脚直眼闭冶 的杨善洲袁 在站
起来的浴血斗争中尧 富起来的艰辛探
索中尧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袁 一批批
党员干部用实际行动把共产党人独有
的那份初心注入了时代的脉搏袁 写在
了人民群众的心里袁 为了信念不畏牺

牲袁 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袁 艰苦岁月默
默奉献袁 为国为民披肝沥胆遥

永葆初心才能勇担使命袁 知道我
们要干什么尧 如何去干袁 进行一场
野自我革命冶袁 不断完善自己的价值体
系遥 我想袁 这正是开展 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的意义遥

野它为着向往阳光袁 为着达成它
的生之意志袁 不管上面的石块如何
重袁 石块与石块之间如何狭袁 它必定
要曲曲折折地袁 但是顽强不屈地透到
地面上来遥冶 这是一棵草为自己的初
心所作出的不屈努力遥

我们生逢伟大的时代袁 肩负伟大
的使命袁 更应该坚定方向尧 砥砺前
行遥 在 叶平凡的世界曳 里袁 孙少平
说院 野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袁 时时都
会感到被生活的波涛巨浪所淹没遥 你
会被淹没吗钥 除非你甘心就此而沉
沦浴冶 也许平凡的我们没有干一番大

事业的雄才大略袁 但是我们可以像
螺丝钉一样袁 用执着尧 专注谱写一
首只属于自己的赞歌遥

岁月不居袁 时节如流遥 每一个
日出日落的背后袁 总有一种精神袁
让我们泪流满面曰 总有一种力量袁
让我们执着坚守袁 这便是初心的力
量遥 它让港珠澳大桥总工程师林鸣 5
天 4 夜坚守岗位袁 只为一个伟大工
程的完美曰 它让康巴汉子斯那定珠
用 8 年光阴为与世隔绝的故乡修出
一条 野天路冶袁 只为一句承诺遥 初心
的伟力是架在 野不可能冶 与 野可能冶
之间的桥梁袁 让天堑变通途遥

守住初心袁 心灯长明袁 路再遥
远袁 也不会迷失方向遥

请记住袁 我们是地质工作者袁
寻着李四光等老一辈地质学家的精
神之光一路前进袁 终会敲开宝藏的
大门遥

殷 张海霞 渊青海局冤

初心的伟力

亲爱的自己院
你好浴 也许你已经猜到了袁这

是一封来自未来的信遥不错袁我就
是未来某刻的你遥你一定很好奇未
来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遥我只能告
诉你袁 未来充满了无数的未知袁但
又有无限的可能遥不过有一点可以
肯定袁 那就是未来的我贫穷或富
有尧疾病或健康袁完全取决于现在
的你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遥

关于健康袁也许你会说自己年
龄已经有点大了袁身体也开始走下
坡路遥你也想锻炼袁但总说今天太
累了袁明天再做吧袁或者是下周尧下
个月袁甚至推至明年遥当然袁我不会
责备你袁毕竟我就是你袁你的未来
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遥我只想告诉
你一句话院种一棵树袁最好的时间
是十年前袁其次便是现在遥所以袁从
现在开始袁一切并不晚浴

除了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外袁
积极乐观的心态也是必不可少的袁
没有人愿意与一个充满负能量的
人做朋友遥仔细想想袁你也一定愿
意与优秀又阳光的人做朋友吧钥那
么袁就请先努力变成那个你喜欢的
自己吧浴

关于财富袁我想说袁在这个世
界上袁唯有健康最宝贵袁这里的野健
康冶既包括身体袁也包括心理遥

除了健康袁多读书尧读好书也
是一种财富遥不管处在人生的哪个

阶段袁 读书永远是最正确的选择遥
因为在书中袁你会汲取知识尧获得
力量袁改变看待问题的方式遥总之袁
读书可以使你清醒尧强大袁无论是
工作尧学习还是生活袁都要认真读
书袁并勤于思考遥

在工作中袁 你要认真仔细尧
踏实勤恳袁 不管什么时候袁 也不
管在哪个岗位上袁 都要积极勇敢尧
不懂就问尧 随时 野充电冶袁为单位尧
为集体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遥因
为除了父母袁 单位对你也有一份
野养育之恩冶遥

对待生活你要一丝不苟袁充满
感恩之心袁热爱生活尧热爱生命尧热
爱人生中每一段旅程袁哪怕是上下
班途中遥无论是红的花尧绿的草袁还
是在滚烫的沙地上爬行的蚂蚁尧树
枝上垂下的一根蛛丝上努力攀爬
的蜘蛛袁它们都是一个个鲜活又可
爱的生命遥有幸看到这些袁你的生
命是不是又丰富了很多呢钥

请善待每一天袁无论工作还是
生活遥

最后袁我想借用时下比较流行
的一句话送出美好祝福院愿你三冬
暖袁愿你春不寒袁愿你黑有灯尧雨有
伞袁愿时光能缓袁愿故人不散袁愿你
一路上有人伴袁许我送你悠然自在
一米阳光袁照在你美丽如花一般的
脸上遥

未来的你

殷 赵灵子 渊陕煤地质一八六公司冤

给自己的一封信

清晨袁 我推开办公室的玻璃
门袁精力充沛地坐在被隔开的属于
自己的办公小天地袁 晨曦洒在脸
上袁一天的工作从此刻拉开帷幕遥

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袁
更要体现人生的价值袁这就需要我
们为之付出更多的努力与汗水遥

工作中并不缺乏乐趣袁而是缺
少善于发现乐趣的眼睛和善于聆

听的耳朵遥
每当我感觉力不从心的时候袁

就会抬头仰望一下天花板袁把这里
想象成属于我们的绚丽舞台袁慢慢
地将心沉淀下来袁一场音乐盛宴即
将闪亮登场遥

同事敲击鼠标的滴答声就像
梅雨季节的水滴一样滋润着我的
心田袁 伴着键盘弹奏出优美的音

符袁 鼠标也开始前后左右翩翩起
舞遥 优美的舞姿让我如痴如醉袁美
妙的旋律给我以心的慰藉袁 此时袁
工作的疲惫也会一扫而空遥

宝剑锋从磨砺出袁 梅花香自苦
寒来遥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付出
为人生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遥 也愿
我们每天敲下最后一个音符的那一
刻袁能有着战士收刀入鞘的骄傲遥

殷 颜 旭 渊内蒙古煤勘集团一五三公司冤

奋笔疾书的舞台

那个学地质的姑娘
懵懂间走进大学学堂
不知未来如何

不知所学将走向何方

那个学地质的姑娘
绿色森林中的一朵芬芳

不知何为柔弱
只知奋力拼搏有担当

那个学地质的姑娘
一心一意踏入行业汪洋

山间荒野走过
涂画出一抹别样风光

那个学地质的姑娘
兼顾三重身份的小小宝藏

酸甜苦辣尝过
依然不变地斗志昂扬

那个学地质的姑娘
面对行业走势不再明朗

仍然信念坚定
用行动书写一曲荡气回肠

殷 韩 秋 渊江西局地勘院冤

那个学地质的姑娘

有时候袁
为了数据精准袁
一张图改了又改曰

有时候袁
为了数据真实袁
一个点查了又查遥
我们都是奋斗者袁
工作再苦再累袁
从不抱怨曰

我们都是追梦人袁
路途再长再久袁
心底甘甜遥
阳光下袁

背着沉重的仪器袁
对准每一个点袁
记录所有的数据曰

黑夜里袁
计算精确的坐标袁
绘制每一张图袁
憧憬世界的美好遥
一个标杆袁
一颗匠心袁
把握毫厘遥

走过喧嚣街道袁
跨越崇山峻岭袁
跑遍各个角落袁

用赤子之心建起测绘的精准坐标袁
用一腔热血绘制祖国的宏伟蓝图遥

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袁
不畏艰难尧勇往直前袁

在建设美丽祖国的新征程中袁
挥洒着热血与青春浴

殷罗冬梅 渊福建局测绘院冤

测绘人 国土情光
热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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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颖 摄

渊一勘局一一九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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