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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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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袁你没有想到袁我也没有想到袁我们都没
有想到袁2020年春节竟会以这种方式来临遥但我
们可以肯定地说袁鼠年孟春暴发的这场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袁 特别是我们全国军民团结一
心尧众志成城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而进行
的人民战争袁一定会椽笔郑重地记载在中华民族
的历史进程中遥

都说袁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遥因为历史既
能反照现实袁也能照亮未来袁而诗歌则是文学大
军中记录历史尧书写现实尧讴歌时代的轻骑兵遥在
这场严峻而悲壮尧痛苦而震撼的全民战野疫冶中袁
诗歌以其感人流泪的语言和大爱如海的深情袁展
现了中华民族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坚强不屈尧奋
勇向前的战斗精神袁真诚而炽热地赞美了那些抗
疫军民袁赞美了那些舍生忘死的白衣战士袁赞美
了那些普通而平凡的逆行英雄遥

朋友袁宅在家中的这些日子里袁你是否感到
了幸福钥作为社会的细胞袁我们每一个家庭在这
延长的假期里袁能和亲人团聚一堂尧安然无恙袁是
多么幸福呀浴可你是否知道袁这幸福是多么的珍
贵和不易浴正如有人说的那样袁野哪有什么岁月静
好袁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冶袁我们能够宅得幸
福袁是因为有那么多逆行者在防疫第一线袁用自
己的行动甚至生命在保卫着我们的健康安全袁我
们真的要感谢尧感恩呀浴在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度
里袁虽然我们遭遇了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袁但大

多数家庭能够平安生活袁 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遥
在这特殊的日子里袁家庭更和睦了袁男人更有责
任感袁女人厨艺与日俱增袁孩子们开启了网上课
堂袁人们更热爱自己的祖国袁更珍惜今天幸福的
生活袁更关心自身的健康体魄遥而且袁你还会发
现袁由于物质生活的充足和保障袁精神生活也随
之高涨袁人们吟诗抒怀尧直抒胸臆袁抗疫诗歌如潮
水般涌来袁将我们包围着尧浸润着尧感动着袁仿佛
每一个人都成了诗人遥的确袁也可以这样说袁时代
的诗人有时不只用纸笔写诗袁而是用行动尧用热
血和生命来书写自己的人生诗篇袁 谁能说李文
亮尧钟南山本身的行动不是一首辉煌的诗呢浴

诗言志遥诗是激情的产物袁只有在极度的状
态尧极端的情感下袁才有可能产生好的诗歌作品遥
正因如此袁每当国家面临着重大灾难和危急的时
刻袁一首首旗帜鲜明尧鼓舞斗志尧感人肺腑的诗歌
便应运而生袁也应了那句野国家不幸诗家幸袁赋到
沧桑句便工冶遥疫情袭来袁全国煤炭渊田冤尧化工地
质行业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也纷纷拿起笔来袁创
作出一大批抗疫诗歌作品袁对鼓舞全行业干部职
工防控疫情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遥

这次疫情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大考袁也是一次
检阅遥疫情发生后袁党中央果断作出部署袁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主持召开会议袁对疫情防控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和批示遥 大批有责任有担当的医护人
员袁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袁人民军队调兵遣将

驰援武汉袁大批国有企业工程建设者日夜奋战火
速建成雷神山尧火神山尧方舱医院袁展现了中国速
度尧中国智慧尧中国力量袁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
强大凝聚力和优越性遥

如今袁 我国疫情防控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遥在继续抓好疫情防控特别是严防境外输入病
例的同时袁 我们还要积极有序地推进经济建设袁
全力以赴做好复工复产工作袁这也同样需要我们
国有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的坚强不屈尧 拼搏奋斗遥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作为国企中的央企袁被誉为我
国地勘行业的野共和国长子冶袁要成为复工生产的
排头兵尧先遣队袁就要有不怕牺牲尧无私奉献尧运
筹帷幄尧决战千里的胸襟和气概遥纵观新中国成
立 70年来的奋斗历史袁 我们从来都不是一帆风
顺的遥远的不说袁就说近 20年来袁我们就遇到了
很多艰难困苦袁SARS尧南方雪灾尧汶川地震噎噎
祖国母亲遭遇了多少天灾人祸遥 面对这些困难袁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统一指挥下袁我们都坚强
地挺过来了袁勇敢地走过来了遥 历经险阻袁 愈挫
愈坚遥

在每一次抗击灾难时袁中央企业都发挥了重
要作用袁体现了为国分忧尧敢于担当的社会责任
和家国情怀袁听从号令袁奋勇冲锋遥按照党中央尧
国务院尧国资委及总局党委的决策部署袁物探研
究院 2月 10日开始复工袁 当时涿州驻地几乎没
有企业上班遥

说句实在话袁每天上下班的时候袁走在空荡
荡的范阳路上袁心中难免有些紧张遥有两次我下
班回家对妻子说院野我感觉有点热袁我好像快耶疑
似爷 了遥冶 妻子说院野是吗袁 我怎么也感觉有点热
呀浴冶胆怯归胆怯袁玩笑归玩笑袁在院党政领导的
以身作则和坚强带领下袁我院各部门各单位负责
人坚守岗位袁靠前指挥袁员工能来单位上班的就
来单位上班袁因防疫要求不能上班的便在家中利
用网络办公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疾风知劲草袁板荡识诚
臣遥能不能打好尧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尧
总体战尧阻击战袁是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尧干部的
重大考验遥在这次疫情防控的战役里袁我们和总
局所有兄弟单位一样袁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遥下
一阶段袁就要在复工复产持续抓好经济建设这个
中心任务上取得新的突破袁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一个重大课题遥站在 2020年春天的门槛袁我们物
探人要成为总局 野三个地球冶 战略愿景新理念
的坚定执行者尧 勇敢探索者尧 深入实践者袁 全
面加强党的领导袁 强化管理尧 开拓创新袁 把停
工耽误的进度赶回来袁 把落下的项目补上来袁
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程度袁 相信我们一定能够
完成这个课题遥

有一句话说得好袁野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袁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遥冶也许春寒料峭袁也许会
有飞雪袁但春天毕竟来了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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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的幸福与逆行的坚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袁全国 300多支医疗队驰
援湖北遥 轻轻地你们来了袁白衣天使们用柔弱的身躯
践行着自己的誓言遥不负使命袁勇挑重担袁你们是最美
丽的逆行者遥 两个多月的抗疫战争打得实在艰辛袁四
万多医护人员冲锋在前袁多少泪尧多少汗袁多少辛苦和
煎熬袁多少压力和感动袁难以言说遥你们都是父母的孩
子或者孩子的父母袁今日的胜利袁实在来之不易遥

春暖花开袁这场战野疫冶已取得阶段性胜利遥你们
的付出袁我们都记得遥至今很多画面都会浮现在我们
的脑海里袁满脸的勒痕尧虚弱的身体尧坚定的背影袁这
一幅幅画面曾经给了无数人巨大的力量要要要活下去
的力量尧坚持下去的力量尧战胜疫情的力量袁你们用单
薄的肩膀扛起了中国人的脊梁遥

现在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袁你们陆续返回自己
的家乡遥看着你们挥手告别袁眼中是浓浓的不舍遥你们
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中国人的精神品格遥中华民族一
路走来袁经历了太多的艰难险阻尧沧海桑田袁唯一不变
的是中华儿女坚强不屈尧团结一心尧迎难而上的中国
精神遥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袁你们是
那一道白色的风景线遥大灾面前有大爱袁你们挥一挥
手袁不带走一片云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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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说
曾经人们总称你们为野白衣天使冶

现在你们有了新的称呼
大家亲切地叫你们野口罩英雄冶
尽管我不知道你们是谁
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

可每当看着身穿白色防护服的你们
望着护目镜下你们的眼睛
我便觉得如此安心
病魔带给了我绝望
幸好有你们

让我在绝望中看到了生的希望

我想对一直身处险境的武警官兵说
在家你们是父母的孩子
当你们穿上军装的那一刻

便是国家的依靠
你们奔波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
为留住生命努力争取时间
有你们的地方就是安全
有你们的身影就是保障
有你们的守护就是踏实

我想对默默奉献的科研学者说
事了拂衣去袁深藏功与名
你们总是默默潜心科研
但也依然事事心系疫情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科普防疫知识的袁是你们
用毕生所学研制病毒疫苗的袁是你们
用科学知识击破疫情谣言的袁依然是你们

我想对正在急速成长的青年学生说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耀眼的
正如你们一样有着全新的活力
虽还不能身披白袍尧奋战一线
但网络的宣传中有你们的声音
社区的防疫工作中有你们的脚步
乡镇街道的志愿服务中有你们的背影

个人的能力虽然有限
但集体的力量是无限的

我想对给予工作支持的普通群众说
出门戴口罩的你们

不参加群众聚会的你们
开窗通风勤洗手的你们
多运动多健身的你们
不信谣不传谣的你们

在家做好防控疫情工作的你们
都是在为国家作贡献的你们

春天的脚步渐渐近了
樱花将灿袁雾尽风暖袁疫情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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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野你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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