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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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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 7月 1日袁 刚刚走出校门的我袁 走
进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 渊集团冤 二三一有限公
司袁 成为一名地质工作者遥 2020年 3月袁 我接
到通知袁 再过一个多月我就要光荣退休袁 即将
离开我为之奉献了青春和热血的地勘事业遥

30 年袁 弹指一挥间遥 从懵懂的职场菜鸟袁
到结婚生子为人妻为人母袁 从专业岗技术人员
到党务工作管理岗袁 角色尧 岗位虽转变袁 不变
的是自己对地勘行业的挚爱遥

20岁袁 我的未来不是梦遥 我的父亲是上世
纪 50年代末的地质工作者袁 一直从事最艰苦的
野外勘探工作袁 曾参与草原牧区 野百眼机井大
会战冶袁 被牧民老乡亲切地誉为 野草原挖井
人冶遥 1983 年袁 我的哥哥接替了父亲的工作袁
也成为一名地质队员袁 五一牧场袁 五九煤田袁
呼和诺尔尧 得尔布尧 胜利煤田等区域袁 都留下
了哥哥勘探的足迹遥 野探一个煤田袁 树一座丰
碑曰 踏一方热土袁 留一片美名冶袁 父亲和哥哥
为地方煤炭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袁
野天堂草原献宝人冶 是对父辈和哥哥的美誉遥
地质包尧 地质锤尧 罗盘袁 蓝天白云青青草袁 钻
塔耸立钻机鸣噎噎父亲和哥哥的描述袁 勾勒出

我少年记忆中地质工作者劳作的最美画卷遥
1990 年袁 走出湖南株洲煤田技校的我如愿以
偿袁 兴高采烈地跟父亲和哥哥一样袁 也成为一
名地质工作者遥 梦想袁 在那一年袁 如约实现遥

30岁袁 奉献地勘终无悔遥 献身地质勘探行
业袁 就要与她同甘共苦尧 同舟共济尧 共同成长遥
我们这一代地质人经历了煤田地质行业近十年
的调整期和 野阵痛期冶袁 地勘行业一度处于低
谷遥 没有地勘项目袁 职工工资发不全袁 技术人
员想方设法找饭吃袁 干起了多个工种遥 我所在
的地质科成立了毛衣编织组袁 我们调侃自己是
野织女冶遥 科里集体承包了单位的饭店袁 一部分
女职工又去当了服务员袁 我的切墩技术就是那
两年在饭店工作时练出来的遥 为了保留技术力
量袁 尽可能地防止技术人员流失袁 我们被分散
到了其他部门遥 我在修理部当过洗车工袁 在水
泥管厂做过核算员遥 偶尔需要提交一个地质报
告袁 我们就从各个部门再回到地质科噎噎就这
样袁 我们坚守着袁 艰难地挺住了袁 迎来了地勘
行业崭新的春天遥

40岁袁 走出低谷现辉煌遥 伴随着地勘行业
从低谷中走出袁 二三一公司也迎来了最辉煌的

时期袁 几年间累计探明煤炭资源储量近 600亿
吨遥 五一牧场煤田的资源量大于 50亿吨袁 使得
内蒙古自治区煤炭资源储量在 2007年当上了全
国 野大哥大冶袁 其标志性意义极其深远曰 2012
年 1月 13日袁 呼和诺尔整装煤田的发现被 叶中
煤地质报曳 头版头条刊登报道噎噎我的工作岗
位也从技术岗调整到了党委工作部门袁 专职从
事党务工作遥 我曾作为先进典型当选了呼伦贝
尔市第三次党代会代表袁 也曾获得自治区国土
资源厅尧 呼伦贝尔市尧 呼伦贝尔市国资委尧 内
蒙古煤田地质局等授予的优秀党务工作者尧 优
秀共产党员尧 优秀通讯员等荣誉 30多个袁 多篇
党建工作论文发表并获奖遥 在这个蓄势勃发的
年代袁 我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二三一公司发展壮
大的每个关键时刻袁 在行业报刊尧 网站等媒体
发表各类稿件百余篇遥

50岁袁 站好最后一班岗遥 从去年开始袁 二
三一公司党委工作部的力量得到加强袁 两个年
轻的同志充实到党务工作者队伍中袁 我为自己
即将到来的退休提前作着准备遥 党务工作者要
具备对岗位的敬畏和对党务工作的热爱袁 旗帜
鲜明讲政治袁 岗位的特殊性和对党务干部的政

治要求促使我们要不断努力学习袁 以适应新形
势新任务对党务工作者能力和素质的要求遥 我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和感染着年轻的同事袁
勉励他们做讲政治尧 勤学习尧 敢担当尧 守清廉
的党务工作者遥 此外袁 如何尽快把他们培养起
来袁 如何尽快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和素质是我
所思所想最多的袁 自己的 野传帮带冶 作用要发
挥好遥 我通过日常工作中的指导尧 命题式的培
训等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遥 对于不同公文的起
草尧 党委工作部日常工作处理等袁 我一点一滴
毫无保留地倾我所有传授给他们袁 脚踏实地站
好最后一班岗袁 担负起自己肩上的责任袁 不辜
负多年来单位的培养和教育袁 无愧一名党务干
部的初心和使命遥

2020年袁 注定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遥 这一
年袁 虽不能与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战斗到
最后袁 但是我会一直关心和关注煤勘事业在转
型发展尧 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取得的丰硕成果袁
也会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工作和努力遥 只争朝夕袁
不负韶华袁 退休生活不应该只是柴米油盐围锅
台袁 还应该有诗和远方遥

寒冬已去袁 春暖花开遥

殷 潘冬梅 渊内蒙古煤勘集团二三一公司冤

致 自 己
要要要写在即将退休之际

今年的春天袁因为一场疫情袁除了上
班和采买生活物资袁 其他时间只能窝在
家里袁不能踏春袁那就野吃春冶吧浴

野一畦春韭绿袁十里稻花香遥冶韭菜袁
春季第一菜袁野吃春冶首选它遥韭菜是寻常
百姓家里餐桌上常见的袁像韭菜炒鸡蛋尧
韭菜煎饼尧韭菜盒子尧韭菜饺子等遥细想
想袁韭菜好像和什么食材都可以搭配袁可
煎可炒尧可蒸可煮袁无所不能袁百搭而不
违和遥即使在菜肴里充当配角袁也是不能
少的遥一旦少了袁味觉上似乎就少了一丝
滋味遥春天的韭菜是一年里最鲜美的遥

吃韭菜袁 就从一道猪肉韭菜饺子开
始吧遥 一块肥瘦相间的猪肉加上几把鲜
嫩翠绿的韭菜袁和面剁馅袁全家人围坐在
一起袁你擀皮来我包饺子袁唠着家常袁不
一会儿工夫袁 饺子就摆满了案板袁 麦穗
饺尧元宝饺袁寓意着五谷丰登尧财源滚滚遥
点火烧水袁水开煮饺子袁一个个寓意满满
的饺子像雪花一样落在沸腾的锅里袁上

下翻飞袁香味顺着热气四散袁让人迫不及
待想吃上一口遥待饺子上桌袁早已按捺不
住袁吃着热乎乎的饺子袁喝着芳香四溢的
红酒袁那叫一个惬意!

韭菜盒子也是我家饭桌上的宠儿袁
尤其是两个女儿袁特别喜欢吃袁隔三岔五
就缠着我做给她们吃遥 适量的面粉用热
水揉成软一点的面团袁 盖上湿布醒发 20
分钟遥然后将四五个鸡蛋打散袁入油锅炒
散袁一把韭菜洗净切碎袁一勺虾皮洗净沥
干袁放入炒好的鸡蛋中袁加盐尧姜粉尧五香
粉等调味料袁最后加一勺色拉油拌匀遥醒
好的面团揉匀分成小剂子袁 取一个搓圆
按扁擀成圆形袁 放一勺拌好的韭菜鸡蛋
馅在面片的一边袁对折袁按紧边袁然后用
手在边上折出花边袁 放入平底锅用小火
烙至两面金黄袁即可上桌遥两个女儿看见
焦黄的韭菜盒子袁口水直流袁迫不及待地
抓起一个就往嘴里送袁烫得嗷嗷直叫袁还
是不肯放手袁让人忍俊不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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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左 晔 渊陕煤地质一八五公司冤

春来韭菜香

一朵轻描袁一朵淡写
一朵风淡袁一朵云轻

最寒冷的时候
脱我旧裳袁着我战袍
虽生死难料吾往矣

乃是举重若轻的典范
一袭白衣

人们谓之曰天使

当霞光映照你们的脸庞
我读出了你的心语

长于此树
一朵花儿的责任而已

那一天袁
野疫冶气障目袁
一声令下袁

援鄂号角四起遥

那一天袁
你们积极请缨袁
不顾母唤儿啼袁

出征的誓言坚毅如磐遥

那一天袁
抗疫战袍加身袁
勒痕烙在脸上袁
眼里闪着希望遥

那一天袁
野疫冶虐疯狂袁
战旗如画袁

你们用担当筑成了墙遥

那一天袁
战野疫冶初捷袁

荆门樱花次第开袁
凯旋在望遥

那一天袁
仁心无疆野疫冶毒亡袁
举杯酬英雄袁
大爱誉神州遥

殷臧志奇 渊总局冤

今春的花朵

殷王素静 渊内蒙古煤勘集团一五三公司冤

赞最美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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