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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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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拥抱祖国袁是上世纪 50年
代末遥我出生那一年袁恰好赶上国家遭
受三年自然灾害袁 生活十分艰苦遥但
是袁作为祖国的未来袁我能够在母亲温
暖的怀抱里成长袁沐浴灿烂的阳光袁看
到鲜艳的红旗遥那一刻袁父亲说院你们
是祖国的花朵遥
第一次认识祖国袁 是在矿区的露

天广场上遥 那里放映着震撼心灵的电
影袁在电影中我看到无数英雄儿女袁为
了民族解放事业浴血奋战尧壮烈牺牲遥
当我听到那首豪迈的歌曲 叶我的祖
国曳袁那一刻袁我开始懂得袁要做共产主
义事业的接班人遥

第一次表达爱党爱国情怀袁 是在
上山下乡的知青宿舍里遥 我怀着激动
的心情袁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袁
写下坚定的誓言要要要野为共产主义事
业奋斗终身冶遥那一刻袁我有了毕生追
求的目标袁 选择了一条革命先烈用生
命开辟的人生道路遥

那一刻袁是我人生的新起点曰那一
刻袁铸就了我的初心遥
从那一刻起袁 我的生命与祖国同

在遥同呼吸尧共命运袁朝夕相伴袁风雨相
随袁生死相依袁荣辱与共遥

从那一刻起袁 我的理想与祖国共
存遥无论我身在哪里袁始终不忘初心袁
牢记使命袁生命不息袁奋斗不止遥

从那一刻起袁 我的脚步与祖国同
行遥漫漫人生路上袁我披荆斩棘袁砥砺
前行袁坚定地追随共和国的足迹遥

从那一刻起袁我把自己交给祖国袁
把责任和使命担在肩上袁 用毕生的精
力和热血袁诠释对党对祖国的爱遥

做共和国的好儿女是我的初心遥
从背上新书包尧戴上红领巾那一刻起袁
我就开始学习雷锋精神袁 牢记党的教
诲袁在心田里种下爱党爱国的种子遥几
十年来袁看到祖国的日渐繁荣袁看到民
族振兴的希望袁 我心中激荡着做祖国
好儿女的情怀遥我告诉自己院拥有今天
的幸福袁要感恩伟大的祖国袁要做永远
跟共产党走的人遥于是袁我牢固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尧人生观袁认认真真做事袁
老老实实做人袁刻苦学习袁不断进取袁
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奋工作袁 用真诚和
汗水书写着多彩的人生袁 实践着跟党
走尧做共和国好儿女的誓言遥

传递新时代的接力棒是我的初
心遥步入花甲之年袁我心中增添了新的
使命感院传承爱岗敬业精神袁传递好新

时代的接力棒遥续写老兵新传袁一心用
老党员的思想尧 行为带动和影响团队
的年轻人袁 激励他们健康成长袁 盼望
他们尽快成为社会主义的栋梁之才遥
从那一刻起袁 我朝气蓬勃地走在革命
队伍的前边遥 骑单车登山比赛袁 我冲
在第一方阵曰 参加拓展训练袁 我是攀
岩队最年长的选手曰 学习 叶梁家河曳
活动袁 我以浓厚的知青情怀袁 创作了
诗歌 叶你从梁家河走来曳遥在中煤建工
的行列里袁 我要当一个传递时代精神
的火炬手遥

做岗位上的不老松是我的初心遥
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袁 是我这个
老建工人的座右铭遥多年来袁它警醒我
走好人生每一步遥现在袁我在认真做两
件事遥 一件是和年轻人站在同一条起
跑线上袁携手奔跑袁传递火炬袁展示风
采袁绽放活力遥另一件袁是向年轻的同
事们下战书院以工作岗位为平台袁来一
场擂台赛袁比一比袁赛一赛袁看谁能够
在改革创新尧 发展经济的大潮中永立
潮头袁 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曰 看谁能
直面艰难困苦袁 消灭前进路上的拦路
虎曰 看谁敢于向做强尧 做大的目标发
起冲锋袁 成为中煤建工的勇士浴

光阴飞逝逐华年袁 当以家国铭心
头遥 在前进的道路上袁 老党员当以火
热的激情点亮前程曰在奋斗的征程中袁
老建工人应老有所为袁再立新功遥虽然
我年过花甲袁但初心仍在袁斗志仍在袁
心中向往着沸腾的天地遥我坚信袁动力
不在于年龄的大小袁 而在于精神的强
弱遥只要心中装满家国情怀袁即便是 68
岁袁也可以活出 18岁的姿态遥在我 60
岁生日时袁我写下自己的人生格言院以
朝阳为伴袁以诗书为友袁以工作为乐袁
以敬业为荣遥

从那一刻开始袁 我再一次踏起青
春的节拍袁 融入火热的团队袁 与战友
们并肩前行袁 追逐崭新的目标遥 我要
让青春永远洋溢在脸上尧 绽放在灿烂
的阳光下曰 我要把青春理想延伸到今
天尧 明天曰 我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快乐
的音符袁 跳动在奔腾的旋律中袁 尽情
享受忘我工作带来的幸福袁 永远追随
共和国前行的脚步遥

殷 王 琦 渊中煤建工冤

初 心
以前袁 我在街上或者网上看到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袁

总是为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而感动袁 在心底默默为他们竖
起大拇指遥 也总想着有一天自己能成为一名志愿者袁 为社
会出一份力袁 给孩子树立个好榜样袁可是实际行动却总是在
工作忙尧孩子还小等各种理由下搁置了遥

当第一勘探局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团总支书记袁 也是中
心的志愿服务队队长杨红玉老师与其他同事谈论志愿者服
务周活动要要要去夕阳红颖达托老院进行服务时袁 我心底闪
过一个念头袁 不会唱歌尧 不会跳舞尧 没有任何才艺的我可
以参加吗钥 当我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杨红玉时袁她
热情地说院野欢迎你加入我们袁你可以陪老人聊天袁可以帮忙
打扫卫生袁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噎噎冶就这样袁我开启了人生
中第一次志愿服务活动遥

第二天一大早袁志愿者们带着精心准备的水果来到托老
院遥出来接待我们的是托老院院长陈大姐袁她干净利索袁面容
和蔼可亲袁向大家详细介绍了托老院的情况遥在陈大姐介绍
的过程中袁我们了解到目前有 60多名老人在此居住遥

这里的老人都穿得干干净净袁 房间里也收拾得比较整
洁遥大家将水果清洗干净袁把老人们搀扶在椅子上袁边分发水
果边与她们聊天遥其中一位 93岁的老奶奶声音洪亮尧性格开
朗袁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她儿孙满堂袁并且四个儿子会
定时到托老院看望她遥托老院的工作人员把每个老人都照顾
得非常好袁老人们在这里住得很舒心遥

快到中午时袁陈大姐告诉大家午餐是野菜馅的大包子袁于是我们开始擀皮尧
包馅袁其中一个阿姨教我们怎样把包子包得馅多皮薄遥大家都以为阿姨是托老院
的工作人员袁哪知阿姨也是在这里居住的老人袁老伴因病瘫痪袁儿女也要工作袁老
两口就住进了托老院遥阿姨说她在这里已经住了四年了袁院长的态度特别好袁时
间长了袁工作人员和老人都成了一家人遥说着说着袁阿姨还不失时机地做起了广
告院野夕阳红托老院干净卫生服务好袁 你们的亲戚朋友家有老人的袁 欢迎加入我
们浴冶阿姨的广告引得大家哈哈大笑遥

离别之时袁老人们拉着我们的手袁依依不舍地说院野谢谢你们来看我们袁记得
常来啊浴冶

这次志愿服务让我感慨颇深袁 虽然我没帮上大忙袁 但是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袁为社会尽一份力袁我内心也洋溢着满满的幸福与喜悦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袁愿人人都能点燃心中的爱之火焰袁奉献自己的一份绵薄
之力袁 用志愿者的肩膀架起一道爱心彩虹袁 将友爱和温暖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
人袁让世界变得更加和谐尧更加快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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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携月亮去了天边
月亮携星辰去了银河
星辰携织女去了远方

在远方
牛郎携老牛赶往天边
思念携亲情去了银河
亲情携向往去了远方

思念汇成河
想念流成江
无依无靠

却又有形有声

红旗招展
携信仰在空中飘扬

热血在心
携信念在胸中荡漾

人在老去
携时光在岁月中婆娑
时间伤害容颜
岁月磨砺精神
携理想在时空穿梭

呐喊携热情在红旗下嘶吼
热情携呐喊在时光中远去

携理想
携光芒
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盈眶

殷 戴 俊 渊贵州局一一三队冤

携

近日袁 我观看了爱国主义题材电
影 叶八子曳袁 影片中所表现出的母子
情尧 手足情尧 战友情尧 爱国情都让我
感到真实袁 并为之感动遥

首先让我感动的是母子之情遥 剧
中一名赣南普通农村妇女袁 是 8个儿
子的母亲袁 她含辛茹苦一个人把 8个
儿子抚养大遥 为了革命事业袁 为了家
国安宁袁 这名母亲把 8个儿子都送上
了战场遥 她像其他母亲一样袁 深爱着
自己的孩子们袁 在儿子们出征前连夜
给他们缝制保平安的肚兜袁 在白发苍
苍时孤独地站在村头的小路旁守望遥

其次袁 让我感动的是手足之情遥
影片虽然是一部战争题材的电影袁 但
演员们的深情演绎袁 将大牛与他几个
兄弟之间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遥 大
牛每牺牲一个弟弟袁 就会在手臂上刻
下一道深深的伤痕曰 大牛命令满崽去
给大部队送信时袁 出发前满脸的担忧
与不舍曰 在大牛中枪倒在吊桥上袁 敌

人不断地围上来袁 吊桥又不得不炸之
时袁 满崽那奋不顾身的表现袁 处处让
我感受到深深的手足之情遥

最后袁 让我感动的是部队中严明
的纪律袁 以及战友情遥 战场上没有长
兄之情袁 有的只是责任尧 纪律袁 以及
保家卫国之心袁 他们甘愿为此失去自
我袁 拼尽一切遥 当大牛误解满崽为逃
兵时袁 他拔出枪来准备枪毙了他袁 这
一刻的大牛不是满崽的哥哥袁 而是一
个排长袁 更是一名战士遥

所有这些感情在面对国家危难
时袁 都是以国家利益为上尧 以人民利
益为上遥 有国才有家袁 国兴则家昌袁
国破则家亡遥 在当今社会生活中袁 我
们更要团结一致袁 将国家的利益放在
首位袁 因为国家利益的最终受益者还
是家袁 是每个家庭成员遥 我们要铭记
历史袁 珍惜现在和谐安宁的生活环
境袁 因为那是先烈们用宝贵的生命打
拼出来的遥

殷 朱小花 渊江西局冤

感恩先烈 珍惜当下
要要要电影叶八子曳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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