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王丽莉 渊一勘局一二九队冤

不蒸馒头争口气

去年门口的桂花开得特别晚遥
当时我心里想着袁 等桂花开了袁要
去摘一把袁 回来做桂花糯米藕袁想
想就忍不住流口水遥后来袁我一直
在等花开袁 可是花儿都快谢了袁我
也没抽出时间去摘一朵遥 其实袁哪
里是花期不等人袁人生中很多事和
很多人都不会在原地等你袁等待的
结果袁 就是和想做的事情擦肩而
过袁空留遗憾和怅惘遥
我们时常会说袁 等我闲下来袁

我一定要把之前那部特别火的电
视剧给追了曰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袁
我一定要去新开的那家火锅店尝
尝鲜曰 等我出完差袁 我一定回家
多陪陪孩子曰 等我放假了袁 我也
一定要回去陪爸妈吃顿饭遥 可后
来袁我有空了袁那部剧却已经下架袁
我也不想看了曰 火锅店也换了厨
师袁不是原来的味道了曰在出不完
的差中袁 孩子无声无息地长大了曰
等有时间了袁父母也老得没有力气
为我们做饭了遥
所有的事情袁 都少不了一个

野等冶 字袁 等将来有时间袁 等不忙
了噎噎等来等去袁 这个野等冶就变成
了一种假设和意愿遥
等退休再去旅游袁 也许你退休

了就没这个心情了袁或者身体素质
和家庭会制约你出行曰等有时间了再运动袁也许身体已
经每况愈下曰等有空了袁父母可能已经等不到了噎噎

人生很多事情不能等袁 很多不定的因素会成为理
想和计划的绊脚石袁一等也许就等成了永远遥与其千万
次地设想袁不如实际行动一次遥不要等到花儿都谢了袁
只能空留遗憾在心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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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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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我们是这样一个群体要要要远离城市袁离
开父母袁撇下妻儿袁跋山涉水袁居无定所袁有
时甚至与外界断绝联系遥 我们以苦为伴袁却
乐在其中曰我们不懂浪漫袁却热情无限遥 我们
献身自然资源事业袁 用青春和汗水书写华
章袁这就是我们河南煤田地勘人遥

在外地施工时间长了袁总是盼着回家遥
手机视频里许久不见的儿子正手舞足

蹈袁 开心地叫着院 野爸爸袁 爸爸噎噎冶 杨
占军归心似箭院 来新疆伊宁四个月了袁 终
于可以回家了浴 一个电话打乱了他的思绪袁
技术人员焦急的声音响起院 野井筒检查孔
施工现场的任务比想象中更重袁人手实在不
够啊噎噎冶面对大家和小家袁他的天平再一
次失衡了噎噎放下电话袁杨占军将回家的车
票装回口袋袁毅然奔赴项目现场遥

杨占军已经数不清与妻儿分开了多少
个日夜遥 2009年袁河南省煤炭地质勘察研究
总院党委抢抓战略机遇袁 向新疆等西北省
渊区冤拓展地质业务遥 杨占军主动野参战冶袁义
无反顾地远赴千里之外的边疆一线遥

奋斗之路布满荆棘袁 创业艰辛难以言
表遥 挑战着戈壁荒凉与狂沙肆虐袁忍耐着思
乡之情与寂寞孤独袁这个倔强的汉子斗志昂
扬遥 新疆恶劣天气多袁每逢沙尘暴来袭袁院子
里停着的皮卡车都被飞沙走石敲打得遍体
鳞伤遥 杨占军只把头用大毛巾一裹袁便冲向
项目现场遥 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沙尔湖工
地袁哈气成霜袁滴水成冰袁钻机都被冻上了袁
为了确保工作进度袁杨占军带领工作人员用
火烤了一天袁钻机化开了袁他的手已失去知
觉遥 有付出就有收获袁野先进工作者冶野优秀共
产党员冶野劳动模范冶噎噎荣誉虽耀眼袁却道
不尽他多年的坚守与奉献遥

地勘人不仅为国探矿袁 还投身 野一带
一路冶 和 野脱贫攻坚冶 中遥 2014年袁 崔占
锋告别妻儿袁 带队远赴坦桑尼亚遥 动荡的
政局袁 干旱的天气袁 埃博拉病毒尧 霍乱等
传染病都没有挡住他们服务 野一带一路冶
的步伐遥 几年来袁 他们完成省财政地勘项
目 3个袁 申请多个矿权遥

2018年 7月袁 坦桑尼亚项目告一段落袁

本以为可以回来享几天儿女绕膝的欢乐袁可
是脱贫攻坚急需人手袁崔占锋被河南省煤田
地质局选派到上元村袁加入到野脱贫攻坚冶战
役中遥 时间紧尧任务重袁他吃住在村部袁走村
入户尧建档制表袁迅速摸清情况袁积极研究政
策袁为群众解决了不少难事袁村民们都亲切
地称他野崔书记冶遥

贫困户王苏峰的孩子意外摔伤了袁崔占
锋看在眼里袁急在心上遥 为了给这户人家减
轻负担袁他冒着酷暑袁顶着烈日袁一次次往返
于村子和县城之间袁反复与保险公司沟通协
调袁最终袁理赔款全额拿到了袁孩子的伤也治
愈了袁愁容满面的王苏峰露出了笑容遥 崔占
锋说袁那天是他最高兴的一天袁用汗水和辛
劳换来村民展颜一笑是扶贫人的担当遥

用真心换真情遥 10个月下来袁崔占锋成
了乡亲们的知心人袁是行动不便贫困户的开
心果袁是留守贫困儿童的辅导员遥 哪家孩子
上几年级了袁该看什么书袁买什么辅导教材袁
他都 野门儿清冶遥 村民们提起他都直竖大拇
指遥 群众的困难一个个圆满解决袁结对帮扶

的家庭都挂上了野脱贫光荣户冶的牌子袁而崔
占锋再一次奔赴坦桑尼亚遥

这些仅仅是零星点滴袁此时此刻袁仍有
千百名地勘工作者挥汗在一线施工区袁奋战
在异国他乡袁在山川河流里找矿探宝遥 他们
走出的每一步袁 背后都是父母心切的惦念袁
儿女天真的念叨袁爱人倚门而望的不舍遥 他
们耐得住寂寞袁守得住初心袁能点石成金袁让
铁树开花袁用坚守与奉献铸就金色勋章遥 野既
然选择了远方袁便只顾风雨兼程遥 冶这是地勘
人的情怀袁更是奉献绿色发展的永恒担当浴

越过山丘看大海袁拨云见日光明来遥 近
年来袁在河南局野四梁八柱冶架构下袁在地勘
人无私无畏的奉献中袁全局尧全院呈现出一
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遥 如今袁大刀阔斧的机构
改革赋予了我们新的职责和新的机遇袁同时
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尧更高的要求遥 让我们
继续围绕野一张蓝图保发展袁一体共治建生
态冶的工作思路袁激发新动力袁作出新业绩袁
初心不改尧逐梦前行袁为谱写更加出彩新篇
章作出应有的贡献浴

殷王 琼 杨 明 渊河南煤勘总院冤

把担当的种子埋入绿色发展的土地

经济建设稳步向前袁大国重器入水上天遥
改革之路行稳致远袁贡献世界屹立前沿遥

野四个伟大冶使命召唤袁十四坚持行动指南遥
双创引领解放发展袁中国特色胜利之源遥

野一带一路冶五洲相连袁中国方案世界点赞遥
强军固防能打胜仗袁野一国两制冶统一在望遥

民主法治统一战线袁繁荣文化践行三观遥
决胜小康扶贫攻坚袁美丽中国顺应自然遥

打虎拍蝇反腐倡廉袁从严治党应对危险遥
加强领导团结动员袁中国梦想必定实现遥

殷 肖锦良 渊福建省一九七大队冤

强盛中国

中国梦袁是国家的梦袁
是强国梦袁是国家富强的梦袁
国泰而民安袁民富而国强袁
它将引领中国人民走向新的航程遥

中国梦袁是民族的梦袁
是民族复兴梦袁是民族精神凝聚梦袁
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博大精深袁
我们有辉煌的历史袁更有广阔宏伟的未来遥

中国梦袁是人民的梦袁
它源于人民袁归于人民袁
人民是中国梦的主体袁它根植在人民心中袁
它依靠人民来实现袁不断为人民造福遥

中国梦袁是每个中国人的梦袁
它对每个中华儿女都有殷切的期望和嘱托袁
每个中国人都是中国梦的参与者袁
每个中国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它紧紧相连遥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竭动力袁
它正指引当代中国向着更加辉煌的明天迈进袁
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新中国袁
将迎来举世瞩目的七十华诞遥

七十年风雨兼程袁
七十年光阴荏苒袁
七十年砥砺奋进袁
七十年筑梦之路遥

青年作为实现中国梦的主力军袁
有义务扛起实现中国梦的大旗袁
让我们为中华崛起而奋斗袁
让我们为民族复兴而呐喊浴

殷 张园园 渊水文局二队冤

中国梦 我们的梦

野不蒸馒头争口气冶袁是我上初中时英语老师激励同学们好
好学习的话遥 每当我们有所懈怠尧稍有放松时袁她就会像知心姐
姐一样袁课下与我们拉家常尧聊学习袁没有一点上课时严厉的样
子遥

对待我们袁她有一种野恨铁不成钢冶的担忧遥 我们都来自农
村家庭袁父母很少与孩子沟通袁接受的大部分教育来自学校老
师遥 野不蒸馒头争口气冶袁便是她的口头禅遥 那时候的农村袁生产
技术落后袁生产工具笨重袁农民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讨生活袁
耕地用的是马和牛遥 她希望我们通过自身的努力过上更好的日
子袁所以袁她时常用野不蒸馒头争口气冶激励我们遥

早自习时袁她会第一个到教室袁盯着我们读书袁晚来的同学

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遥 临近中考时袁她看到教室里没几个学
生袁就在校园里寻找遥 当她发现一帮人正在校园的一角嬉闹时袁
便把学生劝回教室袁站在讲台上袁瞪着眼睛说院野不蒸馒头争口
气袁都这个时候了袁你们还有时间去玩闹钥 冶

同学们在她的激励下袁以优异的成绩告别了初中生活遥
30年过去了袁野不蒸馒头争口气冶 这句话时刻在提醒我院要

努力袁不懈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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