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家乡袁人们总会有很多感慨遥
我也想说说我的家乡袁 那是我跟随父
母生活了三十年的小城市要要要铜川遥

铜川曾经以野煤冶著称袁被冠以野煤
城冶之称遥在辉煌时期袁你可以随时随
地发现煤的影子袁听到关于煤的话题袁
也可以看见煤燃烧的烟雾噎噎那个时
候袁野煤冶是铜川人心中的主题曲袁是人
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资袁
可以说无野煤冶不谈袁无野煤冶不欢遥
如今袁 随着时代的发展袁 公交

车尧 出租车随处可见袁 很多家庭还买
了私家车袁 人们不再为出行而发愁袁
徒步健身成为人们日常锻炼身体的一
种方式遥野煤冶 也渐渐淡出人们日常生
活的视野袁取而代之的是天然气尧电等
清洁能源遥

现在的铜川正慢慢转型为一座旅
游养生城市袁 虽然老城区依然是两条

不宽的马路袁 但是刚刚发展起来的新
区街道纵横袁道路宽敞整洁袁路旁绿树
成荫尧高楼林立遥

这个不是太发达的小城市袁 没有
大城市的繁华尧喧嚣尧浮躁和繁忙袁有
的是安然尧寂静尧祥和的生活状态袁节
奏慢而有序遥 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来去
从容袁没有过多的压力和烦恼袁有充足
的时间去品味人生尧享受生活尧修身养
性遥这是一个充满幸福感的城市遥

夏天袁这里昼夜温差很大袁干爽而
舒适袁是避暑休闲的好地方遥冬天虽然
有些寒冷袁但是天气晴朗袁雾霾少袁空
气质量相对较好袁 是最宜居的绿色生
态城市遥

这就是我的家乡袁 它亲切尧 和
蔼尧 真实袁 是我安顿心灵尧 洗涤灵魂
的地方袁 也是我放松心情尧 快乐生活
的地方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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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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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眨眼袁 野5窑12冶 汶川大地震已
经过去了 11个年头遥 作为江苏煤炭
地质局的一名地质工作者袁 我和同事
一起进入灾区参与救援袁 并很幸运地
平安归来遥 以前我一直认为幸福是锦
衣玉食尧 鲜衣怒马袁 是前呼后拥尧 高
居庙堂袁 是身体健康尧 心情舒畅袁 抑
或是四世同堂尧 尽享天伦遥 从灾区归
来后袁 我觉得袁 好好活着就是最大的
幸福遥

2008年 5月 26日
下午举行了授旗仪式袁 我和另外

9 名同事一起穿着橘红色的工作服遥
生态环境公司总工程师袁修锦代表救
援队从局领导手里接过了鲜红的 野江
苏长江地环公司地灾治理专家服务
队冶队旗遥局领导作了动员讲话袁告诉
我们这是一项无上光荣的任务袁 要发
挥地质专长袁不辱使命袁为灾区人民解
决难题遥同时袁嘱咐我们一定要注意人
身安全袁平安归来遥局里高度重视这次
救灾工作袁为适应灾区路况袁还专门购
置了 2辆全新越野车供我们使用遥

2008年 5月 31日
27 日一早袁 我们踏上了入川之

路遥经过三四天的长途跋涉袁我们进入
了重灾区遥

从成都出发前往什邡的路上袁到
处都是帐篷袁由于余震频繁袁许多市民

晚上都不住在小区里遥 离核心区域越
近袁房屋受灾情况越严重袁从断壁残垣
到支离破碎袁甚至是一片瓦砾废墟袁有
些地方因为巨大滑坡袁 整个房屋都被
埋在山体下面遥在地震波的作用下袁公
路被拉扯得扭曲变形袁 不是崎岖不平
就是被滚落的巨石挡住袁 或是出现巨
大的断裂遥我们走走停停袁空气中弥漫
着一股说不出的味道遥 连日的舟车劳
顿中袁我的胃里开始翻江倒海噎噎

傍晚时分袁在蓥华镇公路旁袁我们
选定了一块相对平坦的地方作为工作
安置点遥灾民也很热心袁虽然经历了大
悲大痛袁但看到我们的到来袁纷纷帮我
们卸车平场遥

2008年 6月 1日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袁洛水镇尧蓥华

镇的小学生集中在临时安置点上袁镇
上已经搭起了教室袁有的正在上课遥当
我看到孩子们脸上再次洋溢出的笑
容袁 想到失去亲人的孩子和失去孩子
的父母袁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遥

镇旁的一片空地上袁 新翻出来的
红色泥土和白色石灰显得与周围很不
相衬遥未燃尽的香烛尧黑色的灰烬尧叠
放的果品袁提示着这是一片坟地遥一排
排整齐的红砖竖在地上袁 上面用黑漆
刷着数字袁99尧100尧101噎噎来不及写
名字袁来不及竖碑袁一切都太突然遥

偌大的一块空地上袁 一块黑色的

墓碑十分醒目遥碑文显示袁姑娘的生命
被永远定格在 18 岁遥 与周围的墓相
比袁这个墓显得很野豪华冶袁不仅有墓
碑袁而且还摆满了一束束鲜花袁墓碑正
前方还摆放了一盆鲜活的兰花遥

从扫墓的灾民口中得知袁 姑娘生
前是一名教师袁 墓地里面葬的大部分
都是学生袁当她救出一名名学生袁再次
冲进将要倒塌的教学楼时袁 楼房轰然
倒塌袁她的生命戛然而止遥她本应该和
她的学生一起过儿童节袁 然而在大义
面前袁她却毅然选择了舍身遥

2008年 6月 13日
这些天整天都在爬上爬下摸排灾

情遥 地震后的雨水特别多袁 偏偏这里
是山区袁 泥泞尧 闷热尧 潮湿尧 蚊虫叮
咬噎噎身上起了好多湿疹袁 奇痒无
比遥 当地老乡告诉我袁 要吃辣椒祛
湿遥 几顿辣椒吃下来袁 上火尧 口腔溃
疡尧 便秘又接踵而至遥

连日的奔波劳累袁 使我实在没有
精力写日记了遥 睡觉也是颇不得安
宁袁 帐篷里面潮湿闷热袁 湿气太重袁
身体有些不适遥 于是我从废墟中找到
老乡不用的门板袁 垫在湿漉漉的褥子
下面袁 才算是有了床遥

作为地质工作者袁 我们的救援任
务是摸排主要受灾区袁 从地质角度给
受灾群众提供专业安置点遥 我们根据
地势和地质条件袁 将许多村民从随意

选择的安置点调离危险区袁 避免余震
或次生灾害的二次伤害遥 看着灾民一
双双感激的眼睛袁 听着 野川普冶 口音
的一声声感谢袁 我突然觉得地质人好
伟大遥

上午应村民邀请去排查和评估袁
由于山体滑坡和余震不断袁 大大小小
的石头不时滚落下来将路堵住遥 为了
第一时间赶到村里袁 我们一行 5人简
单分工袁 2人搬开滚石袁 3 人站在远
近尧 角度不同的地方观察袁 然后告诉
他们石块下落的情况遥 滚石搬完后袁
我们再飞速跑过危险路段遥 不足百米
的距离袁 数十秒时间袁 我感觉竟是那
么漫长袁 一边抬头看着滚落的岩石袁
一边快速奔跑通过袁 稍有不慎袁 就有
可能被压在下面遥 生与死擦肩而过袁
梦幻与现实交织在一起噎噎

在抗震救灾的 30 多天里袁 我每
天都被感动着尧 触动着遥 在自然面
前袁 芸芸众生是那么不堪一击曰 在灾
难面前袁 灾区人民表现出的那种勇敢
与团结尧 自强不息与艰苦奋斗的精神
让人敬佩不已遥 人间自有真情在袁 宜
将寸心报春晖遥 救援时我们听得最多
的歌曲就是 叶我们是一家人曳 叶让世
界充满爱曳遥 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尧 支
援灾区的大爱无疆精神让我热泪盈
眶遥 不管遭遇多大挫折袁 我们都应该
珍惜生命尧 珍惜当下袁 因为好好活着
就是最大的幸福遥

殷 杨国栋 渊江苏局生态环境公司冤

好好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野盛年不重来袁 一日难再晨遥冶 时光就是这样匆匆

而过袁 如白驹过隙一般遥 每当我阅读朱自清的散文
叶匆匆曳 时袁 心中都会涌现出一种感觉袁 那是对时光飞
逝的惋惜袁 也是对逝去时光的留恋遥 朱自清在文中发
出连连追问袁 想要在这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留下些游丝
样的痕迹遥 也让我不由得思考袁 如何能在有生之年活
出意义尧 活出价值袁 如何才能不忘初心尧 牢记身上所
担负的地勘使命遥

高尔基曾说院 时间是最公平合理的袁 它从不多给
谁一分袁 勤劳者能留下串串果实袁 懒惰者只有一头白
发袁 两手空空遥 谁想让时间过得快点袁 谁想让时间过
得慢点袁 那都是不可能的遥 只有珍惜分分秒秒的时间袁
才可能成为时间的主人袁 不被时间所奴役遥 而眼下袁
我们正面临地勘事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袁 时间不会
等我们袁 而地勘事业的转型升级更不会等我们遥 我们
是想虚度光阴袁 碌碌无为袁 等待他人的努力成果去坐
享其成袁 还是该脚踏实地尧 奋勇拼搏袁 争当改革发展
浪潮中的新时代弄潮儿钥 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遥 因
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虚度光阴来让自己的灵魂获得快
乐和满足遥

不忘初心再出发袁 牢记使命勇担当遥 身为青年一
代的地勘人袁 是不是应该庆幸自己生在了这个时代钥
是不是应该感谢地勘事业给了我们这个舞台袁 让我们
可以拥有一份事业袁 可以拥有一份理想并为之努力钥
答案一定是院 是的浴 那么就请从现在开始珍惜时光袁
看看你的专业知识还有哪些没有学到袁 看看你的工作
还有哪些没有完成袁 看看你的理想又有哪些没有实现浴
及时当勉励袁 岁月不待人遥 愿我们在改革发展的浪潮
中追逐时光尧 追逐自己尧 追逐梦想浴 在地勘事业转型
升级中提高认识尧 转变观念尧 开拓市场袁 在城市地质
产业中抢抓机遇尧 整合资源尧 优化升级袁 在推动地勘
经济可持续发展中作出积极的贡献浴

时间如流水袁 有去无回遥 我希望在读完散文 叶匆
匆曳 后袁 我们既可不负时光袁 也可热爱生活和事业浴
初心和使命也必将是激励我们地勘人不断前行尧 奋勇
拼搏的不竭动力遥 为了不 野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袁 转眼
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冶袁 我们就要主动出击袁 积极作
为袁 投身新常态下地勘事业的转型发展袁 以解放思想尧
改革创新的精神为地勘事业转型升级贡献一份青春的
力量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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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不停歇袁
驶过中国盛衰尧 荣辱遥
历史时针转到了共和国 70华诞袁
仰望长空袁 思绪万千遥

曾经的中国袁
祖国贫穷落后尧 内忧外患袁
饱经沧桑尧 历尽磨难遥
五岳低头呻吟袁
黄河长江咆哮哭泣遥
然而袁 中国没趴下袁
挺直脊梁袁 不断奋勇抗争遥
1949年 10月袁
北京天安门城楼惊雷般的呐喊袁
中国人民重新站起来了袁
睡狮己醒展雄风袁

中国巨龙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遥

沧桑岁月虽留痕袁
繁荣盛世正展现遥
中国空间站建设袁
嫦娥四号奔月袁
蛟龙号海底深潜袁
辽宁号驰骋在蓝色海洋袁
天河一号世界一流袁
5G领跑世界袁
中国高铁尧 高速公路世人羡慕袁
野一带一路冶 贡献中国智慧尧 力量袁
提供了中国方案遥
中国 野五位一体冶 全面协调发展袁
人民幸福安康享太平遥

殷 高和生 渊江西局地勘院冤

共和国 70华诞礼赞光
热
源

渊第 812期冤
叶婀娜多姿曳
仙麦龙 摄

渊航测局遥感信息公司冤

殷 袁红霞 渊陕煤地质一九四公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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