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坐公交车外出办事袁上车后我习惯
性地拿出手机准备支付袁司机师傅说院野今天
不能用手机支付袁只能用现金或刷公交卡遥冶
我掏出钱包袁发现没有零钱袁也没带公交卡遥
野美女袁我有零钱袁你拿去吧浴冶后面的一位大
妈递给我一枚一元硬币袁 替我解了燃眉之
急遥我一边感谢大妈袁一边拿出手机准备给
她微信转账遥野就一元钱袁不算啥浴冶大妈一直
推辞袁还提醒我以后出门带点零钱遥在这寒
冷的冬天袁我感到一阵温暖遥

有时候袁陌生人的一个微小举动袁甚至
不经意的一句话尧一个微笑袁就能让我们感
受到爱和温暖遥

我至今仍记得袁2005 年 7 月大学毕业
时袁我从学校出发到西安找工作袁火车在郑

州中转袁我只买到一张站票袁这意味着我要
站十多个小时遥

上车后袁我找了个地方站着遥一个 40多
岁的农民工大叔看我一直站着袁就热心地给
我让座袁他说院野女娃儿袁你坐嘛浴我家女娃儿
和你一样大袁也在外面上大学袁一个女娃儿
出门在外不容易啊浴冶

一路上他都没怎么坐袁途中每次我要起
身将座位让给他时袁他都借故离开要要要上厕
所或者去别的车厢找老乡聊天遥我知道他是
想让我心安理得地坐着遥就这样袁我坐了一
路袁直到我要下车时袁那个好心的大叔才回
到座位上坐下袁他还有十几个小时才到站遥

生活中的温暖袁有时候就是来自这些陌
生人袁来自这些生活中的小事遥

殷 左 晔 渊陕煤地质一八五公司冤

生活中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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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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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袁我们迎来了彬县大煤田
渊当时称彬县大煤田袁 后因煤田勘探
范围向长武扩展袁 改称彬长大煤田冤
发现 40周年遥

在彬县大煤田发现 40周年来临
之际袁我向建立了丰功伟绩的老一辈
勘探人致敬袁并以此激励后人弘扬战
天斗地尧无私奉献尧艰苦创业的革命
精神袁开创更加辉煌美好的明天浴

树立丰碑

1974年年初袁陕西省煤田地质局
一八六队调集精兵强将袁开始对彬县
西部地区进行煤田地质普查勘探遥经
过 3年苦战袁首战告捷袁于 1976年 12
月提交了叶陕西省彬县渊西部冤煤田地
质普查勘探报告曳袁 探明煤炭储量 84
亿吨遥

从 1977年起袁 一八六队开始对
彬县东部地区进行普查勘探袁后又用
3年时间袁 完成彬县东部地区普查勘
探任务袁 并于 1979 年 11 月提交了
叶陕西省彬县渊东部冤煤田地质普查勘
探报告曳袁探明煤炭储量 7亿吨遥

至此袁彬县地区煤田地质普查勘
探任务全面完成袁累计探明煤炭储量

91亿吨遥
彬县大煤田的发现和探明袁在中

国煤田勘探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浴

严格审查

重大发现袁可观储量袁增强了我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袁我要把彬县发现
大煤田报道宣传出去遥

1980年 1月 5日下午袁我带着装
有 叶彬县发现大煤田储量九十多亿
吨曳等两篇新闻稿件的信封袁骑车径
直来到陕西日报社袁将稿件交给报社
传达室遥

1月 18日上午袁陕西日报社打来
电话袁让我去对稿件进行核实遥我不
敢耽搁袁立即请地质技术负责人刘枢
带上地质报告尧资料袁驱车前往陕西
日报社遥

工业编辑部周编辑把主编审批
的稿件递给我看袁稿纸左侧一竖行红
字批语特别引人注目院野好新闻袁请与
单位核实后登报遥冶 周编辑说院野稿子
明天要见报袁位置已留下袁排在头版
头条遥因储量数字太大袁请你们来核
实一下遥冶

我指着鼓鼓的大地质包对周编

辑说院野资料全带来了袁你需要了解什
么袁由我们的地质技术权威刘工作详
细介绍遥冶

周编辑说院野不看资料了袁因时间
紧迫袁我带你们去见主编遥冶

主编十分严肃地说院野数字可靠
吗钥要知道袁一登报尧广播袁全国尧全世
界都会知道遥冶 我十分肯定地回答院
野地质报告上级已经审批袁 数字绝对
可靠浴冶 他又说院野让你们单位上级主
管部门签署意见遥冶

省煤炭厅办公室主任王新民看
了稿件袁 到有关处室询问情况后袁写
下 12个字院野情况属实袁数字准确袁可
予登载遥冶并加盖上野陕西省煤炭工业
厅冶的印章遥

当我们把稿件送回陕西日报社
工业编辑部时袁已是中午 12点遥周编
辑对我们说院野明天见报浴冶

公之于世

1980年 1 月 19 日早晨袁从 3404
厂的大喇叭里传来野彬县发现大煤田
储量九十多亿吨冶的新闻遥这是陕西
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早间新闻遥我的
邻居赞许地说院野你们一八六队发现

彬县大煤田袁了不起浴冶我感到光荣和
自豪浴

1980 年 1 月 22 日袁叶人民日报曳
头版头条刊登叶陕西省一八六煤田地
质勘探队探明彬县大煤田储量九十
多亿吨曳的新闻遥同时袁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在新闻中全天滚动播出遥红色电
波传遍大江南北尧长城内外袁犹如春
雷袁响彻神州大地袁响遍五湖四海浴

深远影响

一八六队探明彬县大煤田袁储量
90多亿吨袁 通过陕西省和中央报纸尧
电台的宣传袁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遥

中央和省领导同志及煤炭部等
有关部门十分重视袁把彬县大煤田列
入我国重要的煤炭后备基地袁要求继
续对彬县大煤田进行更高程度的勘
探袁 改变了彬县大煤田不再继续勘
探袁立即野下马冶的命运遥

一八六队职工得到了实惠遥经省
建行批准袁按照队职工两个月平均工
资袁每个职工领到了 80元奖金遥

一八六队声名远播遥职工探亲或
出差袁当路人知道他们是一八六队职

工时袁总会以敬佩的口气说院野你们找
到了一个大煤田浴冶

这为一八六队在 1993年被煤炭
部授予 野煤炭工业地质勘查功勋单
位冶荣誉称号奠定了基础遥

再立新功

从 1980年起袁 一八六队开始对
彬长地区有利地段进行详查勘探遥经
过 8 年奋斗袁 于 1987 年 10 月提交
叶彬长矿区煤田地质详查勘探报告曳袁
获得煤炭储量 62.8亿吨遥

从 1990年起袁 一八六队开始对
彬长矿区大佛寺井田进行精查勘探

渊一三九队参与钻探施工冤袁 历经 3
年袁于 1992 年 10 月提交叶彬长矿区
大佛寺井田精查勘探报告曳袁 获得煤
炭工业储量 11.6亿吨遥

其间袁 同时完成地方勘探项目 3
个袁获得煤炭储量 3亿吨遥

一八六队人为勘探彬县大煤田
奋战了 17个春夏秋冬袁 为国家提供
了一个大型煤炭后备基地遥多少人为
此奉献了青春年华袁有的人甚至献出
了宝贵生命遥他们的名字将与彬县大
煤田共存浴

殷 倪乃成 渊陕煤地质一八六公司冤

彬县大煤田公之于世始末
要要要庆祝彬县大煤田发现 40周年 西风漫卷红旗

照亮赤诚之心
步伐整齐
迎着晨曦一路前行

身背行囊 不忘初心
沿着蜿蜒道路
从低谷往云端拾级
直至海角天际
在风口浪尖留下永恒记忆

不是想等枫叶飘落的有趣
更不是想看远处绚烂的风景
在危于累卵中独辟蹊径
只为寻找坐标印记
向着诗的远方前进
是追梦人不变的心境

风霜如剑动摇不了意志决心
冰雪如刀磨炼出一支强军
留下一路脚印
成为永远回忆的最美心情

殷 肖永喜 渊福建省一二一大队冤

一路前行

在戈壁上 在田野上
在山水林草中
在湖区水面上
在每一个脚步中
地质勘探者总能听见
耳边的风声
他们看见风的影子
看见风从地质测线上穿过
看见风刻画他们的背影

这是一处地质勘探者的风光
这是一片地质勘探者的天空
在大地之上 他们仰望苍穹
每一个早晨都和太阳共舞
每一个夜晚都和群星共语

这是一群不断前行的地质勘探人
他们在风声的田野里负重前行
在田埂上和风声一起
畅谈万家灯火的明亮

殷 夏 画 渊山东局物测队冤

耳边的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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