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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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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远方忠诚的儿子袁 和所
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遥

2018年 8月袁 刚入职几天的我
就踏上了去往西北的征途遥 途中难
免有些忐忑和兴奋袁 忐忑的是能否
迅速适应和胜任真正的实践袁 兴奋
的是经过 20 年寒窗苦读和 7 年地
质专业的熏陶袁 满腔抱负的我脑海
里满是毕业时中国矿业大学学位授
予仪式上的标语 野广阔天地袁 大有
作为冶遥

内蒙古的天空繁星点点袁 我想
把它们做成心中的背景遥 凌晨 3点
半袁 经过长途奔波终于到达项目
部遥 推开门袁 迎接我的是光秃秃的
床板遥 简单收拾后袁 我就迅速躺在
床上袁 不禁思绪万千袁 我的地质生
涯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开始了遥 但我
相信我的地质生涯不会这么悄无声

息地就结束袁 因为我要做远方忠诚
的儿子遥

在床上只躺了 3个多小时袁 早
上 7点起床便投入到紧张忙碌的工
作中袁 直至下午 4点才吃饭遥 我在
心里默念院 劳动最光荣袁 一定要挺
住遥

这仅仅是开始袁 第二天半挂车
队载着钻机设备入场袁 现场一名工
人也没有袁 我虽然是地质技术员袁
但是卸车工作责无旁贷遥 繁重的体
力工作让我没有一丝精力去抱怨遥
晚上袁 拖着疲惫的身体袁 瞬间入
睡遥 我要承受住繁重体力劳动的考
验袁 因为我要做远方忠诚的儿子遥

在生产项目一线袁 施工组织方
案尧 作业规程尧 各项生产制度尧 各
项专项措施尧 各项安全活动袁 我尽
力做好每项工作袁 在编制过程中虚

心向领导尧 同事学习请教遥 体力劳
动之后袁 我开始了 野嘴力劳动冶袁
充分发挥沟通能力遥 资料编制完成
后袁 各项内容要找各部门领导签
字遥 我的工作需要往返于各个办公
室袁 这个过程看似可以用 野找冶 和
野签冶 概括袁 但实际工作内容和工
作量远不是这两个字就可以概括
的遥 去签字的过程中袁 我还需要熟
练地简要介绍项目情况袁 即便是这
样袁 工作才完成了不确定的 N 分
之一遥 我要经受住嘴力劳动的考
验袁 因为我要做远方忠诚的儿子遥

工作期间袁 受单位领导的信
任袁 我负责 野新疆三塘湖盆地煤层
气赋存特征的研究冶 这一科研项
目遥 我运用自己研究生期间所掌握
的知识袁 从各方面收集资料汇总袁
分析研判成文遥 2018 年 12 月 14

日袁 我作为科研项目研究人员袁 在
第一勘探局科研项目会议上对科研
项目进行了阐述和讲解袁 获得了领
导的肯定和专家的赞扬遥 这像一簇
火花袁 燃起我更高的工作热情遥

随后袁 单位领导又给予我新的
锻炼机会袁 前往井下施工项目遥 项
目上除了加倍的体力劳动和嘴力劳
动袁 还需要经常到井下工作遥 第一
次下井袁 幽暗的灯光下袁 百八十人
拥挤在罐笼里袁 井下的风混着几乎
肉眼可见的粉尘扑面而来袁 直下六
百米遥 井内阴暗潮湿袁 因为不是开
采面袁 到工作面的路上没有一点灯
光袁 只能加快脚步来掩盖心底的恐
惧遥 施工工作面在回风巷袁 那是井
下空气循环的末端遥 我要经受住下
井的考验袁 因为我要做远方忠诚的
儿子遥

今年 4月袁 我又参加了山西省
柳林区块煤层气勘探项目遥 项目住
宿条件艰苦袁 住的是漏风漏雨的帐
篷袁 风来了头发上落得都是灰袁 雨
来了被子湿得像可以拧出水的毛
巾遥 我学会了使用简易气测仪器并
开展实际工作袁 熟悉了甲方所需资
料的提供格式袁 了解了各类煤层气
报表的做法与检查方法袁 负责整理
最终的完井资料袁 对煤层气勘探项
目从设计到施工袁 再到最后资料的
提交袁 整体流程都有了充分的了解
和认识遥 我的地质知识有了用武之
地袁 并且随着实践更加丰富遥

在这一年时间里袁 我几乎全部
时间都坚守在野外工作第一线袁 对
父母不能尽到孝心袁 对新婚爱人有
着深深愧疚袁 但是我收获很多袁 毕
竟年轻就是奋斗的最大资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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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远方忠诚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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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袁 拥护党的纲领噎噎为共产
主义奋斗终身袁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袁 永不叛
党遥冶 怀揣着 1994年 10月 8日入党时的誓言和初心袁 作
为一名退休的老党员袁 我踏上了前往浙江新昌的追寻红色
足迹之旅遥

新昌留下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的足迹袁 虽然时间短
暂袁 但意义深远遥 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到来袁 播撒下革命的
种子袁 英勇顽强尧 艰苦奋斗尧 纪律严明的红军形象袁 更是
深深地烙在新昌人民心中遥

沿着蜿蜒的乡村公路前行袁 只见宁静的外婆坑村出现
在丛林深处遥 村办公室里挂着的照片袁 述说着这个小山村
30年的奋斗历程遥 野八十烟灶袁 四十光棍遥冶 全国劳模尧
村党支部书记林金仁这样形容 20年前的外婆坑遥 当时村
民人均纯收入全省垫底袁 当地人不愿意嫁到这里袁 很多人
为了结婚袁 只能到外省娶妻遥 依托党的扶贫政策袁 这个出
了名的穷村办起了工厂尧 红色旅游袁 一举成为江南第一
村袁 人均收入翻了几十倍袁 这里的小伙儿也成为外地姑娘
争抢的对象遥 山村小路上袁 没有一点垃圾遥 耄耋老人坐在
屋檐下袁 摇着大蒲扇袁 笑眯眯地跟游客打招呼袁 似乎在向
人们诉说着党的好政策和他们的好生活遥

在乡村小路上袁 到处可见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尧 遗
迹遥 作为一名有着 25年党龄的老党员袁 我的内心无比激
动袁 一个小小的山村浓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翻天
覆地的变化遥 想想我自己袁 参加工作时只有十几元的工
资袁 现在退休了袁 每月拿着 6000多元的生活费遥 这都是
因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袁 我们才能够安享晚年遥

短短的红色之旅重新洗涤了我的思想袁 更加坚定了我
入党时的初心遥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袁 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遥 退休不褪色尧 退岗不退责袁 虽然
退休了袁 但我始终是一名共产党员袁 必须时刻牢记使命担
当袁 不忘入党初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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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强大的
祖国袁 我也为有我的
她而感到自豪 尧 骄
傲遥 2018年 7月袁 我
与她从太原理工大学
毕业袁 一起来到航测遥感局袁 成为测绘人遥

身为测绘人袁 两地分居已成为常态遥 半年之后袁
我回到了西安袁 回到她的身边遥 野你黑了遥冶 她的眼
中泛着泪光遥

身为测绘人袁 我深知祖国需要我们袁 我们要为
祖国的建设和测绘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袁 这也是我

们来到航测局的初心遥
身为测绘人袁 我们

踏遍了祖国的每片土
地遥 我的祖国像一幅水
墨画一样袁 它是美丽

的尧 富饶的袁 更是伟大的遥
我为祖国感到自豪遥 伟大的祖国把我们团结在

一起袁 让我们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遥 我们要一起把
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尧 灿烂尧 辉煌遥

你那双迷人的眼眸向我传达着希望袁 我要把美
好的青春献给你遥 我爱你袁 祖国浴

让黑夜交出童年的记忆
让那些晃动的树影袁交出忙碌
让疲惫的虫鸣袁交出争吵
你看袁月亮的脸在悄悄地改变
让我们尊重夜晚

多少次袁低头赶路
竟忘记了头顶还有明月高悬
就像一直陪在身边的亲人
我们常常熟视无睹
甚至连春风般的问候也一并忽略

被风吹动的事物
都是我们遗忘已久的怀念
野谁此时没有房子袁就不必建造袁
谁此时孤独袁就永远孤独冶
放下手机袁读一首诗吧

此时袁只需抬头望月
此刻袁只需清空自己
想一想苦尽甘来尧大彻大悟的人生
陪陪家人袁共度美好时光
都成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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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望月

岩石破裂的声音
如平地惊雷袁响彻云霄
裂缝中
一个顽强的生命诞生
迎着一缕阳光
血液在沸腾袁激情在燃烧
此刻
一个信念植根黄土
一种信仰播种大地
不屈的灵魂注定精彩地绽放
倔强的生长必定伴随着坚强
如雄鹰展翅与风雨搏击
奋力挣扎着穿透云层
只为让一首诗更为雄壮激昂
如河流奔腾
浩浩荡荡袁永不停息
只为触摸每一寸荒芜的土地
如松柏列阵
听寒风呼啸
任凭无情击打
只为挺起脊梁迎风霜雪雨
如秋叶飘飘
舍弃对秋的眷恋
化作泥土不顾一切
只为把那份坚定埋得更深

红旗飘飘 清风依旧
一路前行 砥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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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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