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斗转星移袁岁月如歌袁
地质人与新中国走过了七十年光辉历程袁
一起见证了共和国发展巨变袁
托起几代煤田地质人的梦想遥

站在一穷二白的起跑线上袁
煤田地质人没有彷徨袁
新中国煤炭工业的每一个矿区尧每一个矿井袁
无不留下了煤田地质工作者的足迹遥
面对一次次考验和挫折袁
煤田地质人没有气馁袁
披荆斩棘一路前行袁
正如乌黑的煤积聚了千年的力量遥

在祖国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袁
发生着一个个感天动地的奋斗故事袁
煤田地质人以忠诚铸魂尧以责任立世袁
演绎出一曲曲壮丽的历史华章遥

在砥砺前行的改革开放时期袁
野找米下锅冶转型融入地方 袁
在市场竞争中实现凤凰涅槃袁
新时代地质经济道路越走越宽广遥

艰苦奋斗七十载袁
始终没有淡去心中独存的执念袁
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袁
以艰苦奋斗为荣袁
以找矿立功为荣袁
在长期的坚守和不懈的奋斗中彰显价值袁
让信仰与初心跨越时空恒久流长遥

辉煌与共七十载袁
秉承庄严使命担当报效祖国袁
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热爱的事业袁
刻印在艰难跋涉的每一个脚印上袁
我们毫无遗憾尧倍感荣光遥

几多沧桑袁几多收获袁
如今我们韶华不在尧白发如霜遥
抬望眼袁何惜桑榆晚,
九万里风鹏正举袁
煤田地质人又一次扬帆远航遥

殷王新波

辉煌与共七十载

埃及袁 一个拥有古文明的国
度袁 几乎三分之二的国土静静地沉
睡在撒哈拉大沙漠之中遥 几千年
来袁 一望无际的沙漠守护着古埃及
的文明遥 由于参加水井工程施工的
缘故袁 我来到了埃及沙漠腹地袁 开
始了人生第一次沙漠之旅遥

当时正值 9月袁 红日每天从地
平线上冉冉升起袁 湛蓝湛蓝的天空
好像离我们很近袁 一丝淡淡的云飘
在空中袁 好像那里有生命的存在袁
令人心驰神往浴 这里没有大海的惊
涛骇浪袁 没有祖国江南那样的鸟语
花香袁 没有大都市的喧嚣霓虹袁 更
没有婀娜多姿的姑娘遥 茫茫无垠的
沙漠袁 给人以悲凉的感受遥 遥望东
方袁 对家乡的思念不断涌上心头袁
完全体会不到歌曲 叶热情的沙漠曳
中的感觉遥 词曲作者当年赋予沙漠
浓烈的激情袁 而我却如何也找不到
那样的灵感和心境浴

黄沙漫漫袁 微风徐徐袁 但无沙
尘景象遥 沙粒如小米袁 甚至比米粒
还细袁 细得让人忍不住轻轻抚摸遥
在这里踢几脚沙袁 打几个滚袁 倍感
痛快淋漓浴 若有一群顽皮的小孩
儿袁 这里一定是他们嬉戏打闹的
野胜地冶遥 穿越时空袁 难以想象是谁
给人类送来这么多沙粒钥 难以想象
这广袤的沙漠成百上千年沉睡在这
里袁 顿感自然界的伟大和神奇浴

每当太阳高悬头顶袁 天地之间
仿佛钢炉袁 热烘烘的气流炙烤着沙
漠里渺小的生命袁 包括我们这些钻
工遥 这种热度几千年来在沙漠里横
行肆虐袁 再坚强的汉子也被晒得色
如铁铜袁 难怪上帝赐予阿拉伯人棕色的肌肤袁 可能是
让他们以此抵御这里热的灾难袁 繁衍后代袁 生生不息遥
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见证遥 每当夕阳西下袁 余晖
染红了整个天际袁 任其肆意发挥袁 因为这里没有任何
工业污染遥 如此美好的景色袁 常常只有我一人独自欣
赏袁 没有多少摄影爱好者能够拍到遥

驱车行驶袁 不尽沙漠滚滚而来袁 见不到一点甘泉袁
亦见不到一株绿色的草苗袁 偶尔有几只土豆大小的田
鼠活蹦乱跳遥 这些小家伙始终与人类为伴袁 在这环境
极恶的沙漠里顽强生长遥 据说沙漠里还有狐狸袁 可我
未曾见到遥 也许它们都是沙漠的主人袁 很难想象它们
靠什么维系生命遥 放眼望去袁 沙漠的局部也有面积不
小的衰草在微风中摇曳袁 想必这里曾经也是碧草茂盛尧
景色宜人遥 据埃及当地人讲袁 这里曾经下过瓢泼大雨袁
但后来再也没有下过袁 所以这些草便枯萎了遥 故事听
起来让人伤感要要要若没有上天的恩赐袁 无情的沙漠就
会吞噬生命浴 我想可能就是这些草根微薄的营养养育
了沙鼠和沙狐袁 难怪人们对绿色世界有着无穷无尽的
追求噎噎

夜幕降临袁 天空中繁星点点袁 沙漠中一片孤寂遥
不远处传来隆隆的钻机声袁 仿佛地壳深处的天籁袁 那
是钻工们在启动钻机遥 他们来到这埃及沙漠第一次钻
掘沉睡千年的冰泉袁 是人类罕见的举动浴 顿觉他们的
神圣伟大袁 亦觉自己沙漠之旅的无限精彩遥

埃及沙漠之旅袁 我人生的重要旅程袁 难以忘怀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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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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院 安徽省合肥市潜山路猿苑园号 邮编院 圆猿园园猿员 联系人院 谢杰 电话院 园缘缘员-缘缘远远园怨苑 员猿怨缘远怨缘员园园远

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野我们都是神枪手袁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
个敌人袁 我们都是飞行军袁 哪怕那山高水又
深噎噎冶 这首耳熟能详的叶游击队之歌曳袁反映
了抗战时期袁 坚持在太行山脉敌后抗日的八
路军和游击队战士们艰苦卓绝而又乐观豪迈
的战斗精神遥每当听到这首歌袁我内心都会涌
起对当年在晋察冀大地上英勇抗战的八路军
战士深深的敬仰之情遥

初秋时节袁 物探研究院机关两个党支部
联合开展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党日活
动袁组织党员到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参观袁
使我有机会沿着当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抗
战的八路军战士的奋斗足迹袁 接受了一次革
命传统教育遥 院长和党委书记等几名院领导
也以机关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了这次活动遥

院党委书记非常重视此次活动袁 在机关
党支部微信群里对党员提出了参加活动应知
的几条要求袁 特别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说的 野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冶
这句话遥 因为这次党日活动是一次红色之
旅袁 所以大家出发不久袁 便在汽车上展开集
体唱红歌比赛袁 两支队伍各自亮开歌喉袁 高
唱革命歌曲遥 一路上汽车奔驰袁 车内歌声嘹
亮遥 在这激扬旋律的鼓舞下袁 大家精神异常
饱满袁 心中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
主义情愫遥

经过 3个多小时的颠簸跋涉袁 我们终于
到达目的地要要要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遥该
纪念馆位于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镇袁 是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遥馆内
分为展览区尧室外雕塑区和后山旧址区遥展览
馆前广场中央袁放置着一块巨大的自然卧石袁
上面镶刻着毛主席的亲笔题词 野模范抗日根
据地晋察冀边区冶袁红色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遥 展览馆正门上方悬挂着由薄一波同志题
写的野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冶牌匾袁展览馆
建筑物最上方挂着一条红色横幅袁上面野不忘
初心尧牢记使命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不懈奋斗冶的大字格外醒目遥我们在此合
影留念后袁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袁依次进入各展
室参观遥

在纪念馆展览大厅袁 映入我们眼帘的是
一组抗日军民奋勇向前的立体塑像袁 展现了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同仇敌
忾尧共赴国难的壮烈场面袁给大家以强烈的视
觉震撼遥在雕塑的一侧袁摆放着一面党旗和入
党誓词展板遥于是袁我们面对党旗袁站成三排袁
庄严地举起了右手袁在组织部部长的领誓下袁
一起重温入党誓词院野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冶野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冶 噎噎雄壮有力
的誓言在大厅里久久回荡着袁让人心潮澎湃尧
壮志满怀遥

经过讲解员的解说袁 以及观看馆内珍贵
的照片尧历史文物等袁我对晋察冀边区革命历
史和晋察冀军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
光辉业绩有了初步的了解遥1937 年 11 月袁八
路军 115师在聂荣臻的率领下袁深入华北地区
展开游击战争袁 建立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

察冀军区遥由于处于敌占领区心脏地带袁抗战
期间共作战 3万多次袁歼灭日伪军 35万余人袁
被中共中央誉为 野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
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冶袁为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遥而河北省阜平县城南 40华里的城南庄晋
察冀抗日根据地袁 是抗战时期我党领导创建
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遥

参观完纪念馆展览区后袁 我们在讲解员
的引导下袁来到后山旧址区参观遥旧址区有两
重院落遥 前院矗立着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
臻的铜像袁塑像气势恢弘尧英武逼人遥后院是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袁三排简陋的土坯房袁
其中有毛泽东尧周恩来尧任弼时等同志曾用过
的宿办室袁 还有军区作战科尧 电话室和会议
室遥据说袁这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河北唯一
完整保留的机关旧址及毛主席进京之前唯一
完整保留的居住旧址遥

1948年 4月袁 毛主席率中央机关从陕北
来到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城南庄袁 在此工作
居住了 46 天遥其间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扩大会议遥在会上袁毛主席等听取了一线指挥
员粟裕的工作汇报袁 并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
比状况袁审时度势袁调整了南线战略袁为三大
战役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遥在这里袁毛
主席还修改了叶中共中央纪念野五一冶劳动节
口号曳遥野五一口号冶第一次具体描绘了新中国
的蓝图袁成为新中国成立的动员令遥

旧址区后面不远处的后山脚下袁 有一条

120多米长的防空洞袁 是由当时晋察冀军区
工兵连的战士们人工挖凿而成袁 主要用于躲
避敌人空袭遥 讲解员介绍说袁 有一次国民党
军队的飞机来袭袁 曾在院内投下两颗炸弹袁
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就曾在这防空洞里
避险遥 如今袁 这条防空洞依旧保存完好袁 供
前来参观的人们瞻仰遥 我也随大家一同进入
洞中参观袁 虽然现在洞内有电灯照明袁 但仍
感凉气袭人袁 阴暗潮湿遥 而在战争年代袁 连
电灯也没有袁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在
这种危险艰苦的条件下袁 和敌人进行着一场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袁 并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
的伟大胜利遥

走出防空洞袁 我们一起登上了后山坡遥
放眼望去袁 但见蓝天白云袁 阳光明媚袁 青山
巍峨袁 树木葱茏袁 使纪念馆愈发显得庄重肃
穆而大气磅礴遥 此时此景袁 让我想起毛主席
离开晋察冀边区仅 10个月后袁 在党的七届二
中全会上曾语重心长地说过袁 野夺取全国胜
利袁 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冶 野但革
命以后的路程更长袁 工作更伟大袁 更艰苦冶
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尧 谨慎尧 不骄
不躁的作风袁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
奋斗的作风冶遥 是啊袁 新时代的长征路很长袁
我们还在路上遥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袁 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袁 继续沿着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懈奋斗袁 永
不停歇浴

殷华 野

初秋袁我行走在晋察冀边区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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