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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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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袁 第一勘探局科教中心组
织退休老职工尧老党员召开了野我看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新成就冶 专题座谈
会遥老同志们忆往昔尧说发展袁畅谈了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遥

以前袁我只知野邯邢会战冶袁却不知
其真正的由来袁 今天终于补上了这堂
历史课遥

听野邯邢会战冶历史袁感受煤
炭行业一步一步走向辉煌的艰
难历程

野邯邢基地是上世纪 70年代国务
院和中央军委批准建设的袁 是一个以
邯郸为中心的钢铁尧煤炭尧化工尧机械尧
建材等综合基地遥 李先念副总理当年
称院邯邢基地完全可以建成耶中国的鲁
尔爷遥超过十万名技术工人尧三十万工
作人员从全国各地移民邯郸尧邢台袁第
一勘探局也在那时成立噎噎冶

听野邯邢会战冶奋斗史袁感受
老一辈人献身地质事业袁奉献青

春与力量的地勘精神

野我以前是教书的袁后来为了响应
祖国的号召来到这里遥 我把青春和最
好的时光奉献给了地勘事业袁 真正看
到了新中国的成长遥冶

野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出
生的遥从新中国成立到耶西南会战爷耶邯
邢会战爷袁我都亲历过遥虽然现在年纪
大了袁但是新中国成立前后袁以及参加
工作后每个阶段的经历都烙印在了自

己的脑海里遥耶邯邢会战爷时期袁无论生
活尧工作条件多么艰苦袁我们都没有一
句怨言袁在思想上没有任何负担袁心中
只有一个理想袁就是要报答共产党袁铆
足劲加油干袁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去遥
我目睹了新中国的成长袁 也切身体会
到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遥我自豪我是中国人袁是共产党培养
了我袁我要报答共产党袁这是我们这一
代人心中共同的理想袁所以不论是耶邯
邢会战爷还是耶西南会战爷袁哪里需要我
就到哪里去遥冶

听故事袁感受时代变迁尧社会
发展

野上世纪70 年代我来到这里遥那
时我们的脚下是一片水塘袁人烟稀少袁
我们用石头和炭渣填起袁打好地基袁才
盖起现在的办公楼遥 现在单位周边高
楼林立袁出门就是公园袁我们的生活水
平实现了质的飞跃遥国家面貌尧百姓衣
食住行有了很大变化袁真切实在袁我们
有目共睹遥冶

野工资从过去的几十元到几百元
再到现在的几千元袁连年增长遥回忆过
去的衣食住行袁再看看现在袁切身体会
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遥 祝愿一勘局和
科教中心越来越好遥冶

野刚到邢台时袁只有一条街袁一座
楼遥当时流行一句话院一条街袁一座楼袁
站在中间看两头遥 如今的邢台车水马
龙袁人们生活富足遥我很幸福袁感谢共
产党遥冶

言语朴实而感人袁 感情真挚而热
烈袁这些老同志都是野邯邢会战冶的元

老袁他们有的与共和国同龄袁有的见证
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沧桑变化遥
从寻找煤炭到如今的煤炭保有量位居
世界第三袁 从一穷二白到如今的世界
强国袁70年袁 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曰70年袁 生活水平实现
了质的飞跃曰70年袁 人民的幸福感尽
情流淌遥

从前的故事历历在目袁 我们也仿
佛看到了老一辈人当年奋斗的身影遥
这不仅仅是一次座谈会袁 更是一堂生
动的启蒙课遥 我们年轻一代一出生就
享受着新中国带给我们的幸福生活遥
如今袁 我们正值青春年少袁 莫负好时
光袁要像前辈一样袁传承地勘精神袁投
身地勘事业袁 参与到祖国的建设发展
中去袁让青春因奋斗而精彩尧因梦想而
绚烂浴

殷 臧春业 渊一勘局科教中心冤

青春与记忆

野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
洗刷了我们的帐篷冶
五十年前
我们唱着这首歌
背起了行装
怀着一颗火热的心
为了祖国的建设
为了国家的富强
踏遍青山寻找地下宝藏
加入到地质勘探队伍之中
淮河之滨迎接晨曦
长江两岸留下我们的足迹
黄山之巅我们送走晚霞
多少个日日夜夜
我们在煤油灯下
学习文化知识
学习勘探技术
学习地质科学
多少次风风雨雨
我们踏着泥泞的山路
在山涧中穿梭
在风雪中行进
虽然我们很艰苦
但这是为了祖国的富强
虽然深山很寂寞
但这是为了祖国的繁荣
不惑之年

我们迎来了新的挑战
全身心投入新的建设
盐田港湾远眺香港
黑土地上穿越松花江
东海之滨嵊泗列岛迎来日出
昆仑山上送走最后一缕霞光
在新的挑战下
面对花花世界
我们始终保持一颗不变的心
任尔东西南北风
始终牢记党的教导
廉洁奉公是我们的初衷
清白做人是我们的本质
这样才能对得起
共产党员的称号
这样才能骄傲地说
我是共产党员
五十年风雨路
四十年勘探史
回忆青春
我们没有虚度
我们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我们为祖国的富强贡献力量
虽然我已年近七旬
但仍有一颗火热跳跃的心
只要是祖国需要
只要是党的召唤
我仍然义无反顾
投入到火热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殷 徐开建 渊安徽局二队冤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要要要献给火红的青春

他们深山荒漠伴骆驼
他们密林草丛逗虫蚁
他们身着红衣涉荒凉
他们满身泥泞蹚风雨
他们看山能推沧海
他们命石能见日月
他们满腹经纶却不善表达
他们满腔热情却远离亲人
他们感谢家人鼓励
他们感激爱人支持

披荆斩棘是他们的初心

探藏寻矿是他们的使命
他们面对岁月不曾失语
他们抵抗孤独常怀诗语
他们歌唱祖国万岁
他们歌颂亲人伟大
他们不曾奢望荣华
他们希望岁月静好

他们从不伟大
他们并不渺小
他们不是别人
他们就是地质人

殷 刘 腾 渊青海局煤勘院冤

歌颂地质人

我是周杰伦和五月天的 野粉丝冶袁 10岁时听到周杰伦演
唱的歌曲 叶忍者曳 里那句 野有一种神秘袁 凝结了空气冶袁 便
跟随着旋律一起摇摆遥 后来袁 我又缠着爸妈买了专辑 叶范特
西曳袁 野泛黄的春联还残留在墙上袁 依稀可见几个字岁岁平
安冶 野当古文明只剩下难解的语言袁 传说就成了永垂不朽的
诗篇冶 野广场一枚铜币袁 悲伤得很隐秘袁 它在许愿池里轻轻
叹息冶 噎噎我很喜欢这些歌词袁 听歌时不知不觉便跟随歌词
进入新的意境中袁 随着音符游荡在奇异世界里遥

在我上初三时袁 五月天的一首 叶倔强曳 鼓励了我遥 野我
不怕千万人阻挡袁 只怕自己投降浴冶 这首歌给人以勇气袁 纵
然世界与你为敌袁 也没什么关系袁 只要坚定信念袁 即使逆风
飞翔袁 也要握紧双手袁 决不投降遥 听五月天的歌袁 也迷上了
阿信写的词袁 野如果要让我活袁 让我有希望的活袁 我从不怕
爱错袁 就怕没爱过冶遥

周杰伦和方文山总能搭配出完美的歌词遥 野愁莫渡江袁
秋心拆两半冶 野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袁 炊烟袅袅升起隔
江千万里冶遥 歌词体现着古风的意境袁 也让我那时的文风不
自觉地向古风靠近袁 行事风格淡然了很多遥 一杯淡茶袁 一盏
明灯袁 两个好友袁 谈古论今袁 便是一天遥

阿信的词特点很鲜明袁 野善恶的分界不是对立面袁 而是
每个人那最后纯洁的防线冶 野放弃规则袁 放纵去爱袁 放肆自
己袁 放空未来袁 我不转弯袁 我不转弯冶遥 阿信就好比你的贴
心朋友袁 当你跌倒后袁 他会站在你身旁袁 告诉你 野站起来袁
不要怕浴冶 这让那时沉迷古风的我找到了新的路口袁 做自己
该做的事情袁 虽然不是拯救地球那么伟大袁 至少也要实现自
己的梦想袁 这就是五月天给我的力量遥

野我不转弯冶 不知不觉成为我的信念袁 鼓励着我袁 无论
脚下的路多难走袁 无论前方是否有荆棘袁 只要心中有目标袁
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袁 创造出自己的天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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