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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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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其初心袁始终不变遥春去秋来袁多少煤田地质人在
这片土地上奉献了自己袁守护着这片富饶的土地遥贵州省
煤田地质局一一三队现有 411名退休职工袁 他们都曾在
这片土地上奉献过青春遥当初袁他们怀着赤诚之心来到贵
州贵阳袁为这片土地谋求发展袁努力拼搏遥在告别之际袁他
们又将未完成的野果实冶传给下一代袁毫无保留遥

贵州局一一三队于 1953年 5月 31日在吉林省桦甸
县成立袁1956年 12月袁为了支援大西南的开发建设而南
迁到贵州袁是一支有着 66年历史的野老冶队遥不管世事如
何变迁袁一一三队都保持着刚到贵州时的那一份初心袁并
耕耘至今遥最初袁这条路是孤独的袁队里的耕耘者在跌跌
撞撞中不断摸索尧不断奋斗尧不断努力遥至今袁一一三队施
工钻孔 1000多个袁钻探工作量 60多万米袁地质测量 4000
多平方公里袁水文地质调查 1000多平方公里袁累计提交
各类地质报告 160余件袁 探明煤炭资源量 40多亿吨袁完
成 106 层次的煤层注入 辕压降试井及原地应力测试尧90
层次的煤层气含量测定工作袁 完成 123层次的勘探钻孔
煤层瓦斯压力测试遥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袁日积月累袁从少到多袁奇迹就可
以创造出来浴 即便这 411名员工因退休无法继续贡献力
量袁我们也不会忘记这一群怀着赤诚之心而来袁坚守着初
心离开的可爱的人遥

野特别能吃苦袁特别能忍耐袁特别能战斗袁特别能奉
献冶袁这就是老一辈的奋斗精神遥如今袁一一三队上下都铭
记这份精神并贯彻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去遥感知初心尧坚守
初心尧践行初心袁认清使命尧扛起使命尧不辱使命遥这一群
可爱的耕耘者虽然退离工作岗位袁 日常的生活方式也发
生改变袁但是他们的野初心冶永远不会变遥66年来袁一一三队走过了多少风雨袁送走
了多少奋斗在勘探事业岗位上的辛勤工作者袁又迎来了一批批拥有激情与活力的
年轻奋斗者袁日月交替袁唯有那份初心不改袁唯有那份坚定不移遥

新竹高于旧竹枝袁全凭老干来扶持遥一一三队不会忘记老一辈的付出和努力袁
这片土地也不会抹去他们曾经行走的痕迹遥回顾过去的岁月袁披荆斩棘袁风雨磨
砺袁即便有那么多困难袁一一三队人依旧是不畏风雨尧不畏挑战袁始终站在奋斗的
前线遥有多少一一三队人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奉献给勘探事业袁贵阳的煤田留着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的身影袁也留着一一三队人不忘初心的精神遥

接过新时代尧新发展火炬的我们袁更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袁为一一三队的建设
和发展增添动力袁为这片土地的富饶而努力奋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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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场上灯火通明袁 吊车长长的
野手臂冶 正牵引着一根巨大的套管缓
缓垂落遥 他收起仪器袁 疲惫地走出
井场袁 靠着一棵柳树坐在地上遥 黑
暗中袁 他茫然地望着远处的井场和
在灯光照耀下忙碌的人们袁 思维好
像抽离了身体袁 正随着南去的列车
一路飞驰遥

四月份的江南小城袁 柳丝在如
烟细雨中翩翩起舞袁 郁金香托着粉
腮含羞欲放遥 他和她并肩坐在校园
风景优美的云梦湖边袁 她倚着他的
肩袁 幽幽的发香散发在空气中遥 他
氤氲在她青春的气息里袁 如醉如痴遥
野我问了导师袁 面试应该没有问题袁
你呢钥冶 他心里一凛袁 他没有告诉
她袁 其实自己根本没有参加研究生
考试遥 父亲在几个月前专门又给他

打了电话袁 让他毕业后马上回北方
老家袁 父亲所在的地质队面向全国
重点高校进行特招袁 他正好符合条
件袁 不用走考试程序袁 可以直接上
岗遥 这对他来说一方面是学有所用袁
另一方面也算子承父业遥 他知道袁
父亲是怕他留在南方遥

他嗫嚅着袁 那句回答像含在嘴
里的一口热汤袁 吐不出袁 咽不下遥
她抬起头诧异地看着他院野怎么了钥冶
野我可能得回去上班遥冶野回去钥咱们不
是说好了一起考研袁一起留在南方
吗钥冶 他没有说话遥 她无言地瞪着
他 袁 目光里的寒意割得他生疼 遥
野那个小地方你还没待够吗钥 难道你
真的要一辈子爬山钻沟吗浴冶 她说
着袁 像是从腹腔深处吐出一口浊气袁
然后一扭身袁 气呼呼地走了遥

不久后袁 他开始了爬山钻沟的
生活袁 而她带着理想和对他的怨恨
飞去了比江南更南的地方遥 那些斑
斓的青葱往事缓缓地扇动着翅膀栖
息下来袁 每当他干完活儿休息或夜
深人静的时候袁 便如蝴蝶一般冲破
记忆的茧袁 翻飞成无边的思念遥

他很快便适应了自己的工作袁
也开始在行业内扎下根来遥 工作给
他带来了身体的劳累袁 也带来了精
神的充实遥 每当他跟着老师傅们出
野外干活儿袁 听他们讲着年轻时候
的故事和几十年的工作经历袁 总是
会被深深感动遥 栉风沐雨尧 筚路蓝
缕的工作经历锻炼了他们坚强的性
格袁 更养成了他们乐观的人生态度遥

她已很少来信息袁他也很少打扰
她遥他想袁最好的爱应该是祝福吧遥

野嘿袁想什么呢钥冶不知谁拍了他
一下遥他一惊袁回过神来遥野没想什么袁
累了袁发发呆遥冶他掩饰地笑笑遥野该观
测了吗钥冶野结束了袁不用观测了袁咱们
回驻地吧遥冶说着袁同事把他拉起来遥
远山幽幽袁在夜色里连绵起伏袁他忽
然发现袁远处一轮浅笑的明月挂在天
际袁 圆圆的轮廓像他此时的心情一
样丰满袁 光晕抚摸着水乡百转千回
的小桥流水袁 岸上小巷阡陌袁 灯火
阑珊遥 他在心里低低地呼唤着她袁
哦袁 你看你看袁 月亮的脸噎噎

殷 靳非芬 渊山西局一一四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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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滩中起炊烟袁
几人围坐饮食餐遥
狂风骤起沙遮眼袁
俯首躬身步履艰遥

冬去春来辞旧岁袁
寒暑更迭几得闲遥
山高水长足为尺袁
测绘书写新诗篇浴

殷 孙 彬 渊宁夏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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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蔡 磊 渊陕煤地质物测公司冤

野三 调冶 赞
国土野三调冶号角响袁战鼓如雷气势昂曰
各地政府齐行动袁排兵布阵显神通遥

上级统筹措施强袁任务明确计划详曰
各方联动求实效袁攻坚克难勇担当遥

规范细则牢遵守袁实事求是为准则曰
严守质量生命线袁不忘初心砥砺行遥

测绘儿郎不畏险袁跋山涉水调查忙曰
铿锵玫瑰不言苦袁夜以继日志昂扬遥

平凡工作铸辉煌袁成果功绩载史册曰
汗水挥洒润疆土袁青春绘就新蓝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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