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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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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看到奋战在野外一线的地质工作
者们那一张张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的脸庞袁
我就在想袁 他们年年岁岁与雪域高原尧 深
山戈壁为伴袁 在这背后不知发生过多少危
险尧 辛酸尧 不为人知的故事遥

2019年的冬天袁 在海拔 4000多米的雪
山上袁 我含着泪听完了接下来要讲的这个
故事遥

那是 2010年的 4月袁 青藏高原的大地
还未彻底苏醒袁 春与冬交替掌管着天气袁
海拔高一点的地区依旧冷风呼啸袁 白雪皑
皑遥 青海煤勘人还没来得及换上春装袁 就
打包好行囊袁 奔赴野外一线遥

故事的主人公耿庆明那个时候刚刚 20
岁出头袁 在青海煤炭地质局一〇五队还属
于一名新兵遥 十年前的木里雪山还是 野搓
板路冶袁 冰雪消融的季节袁 行路很困难遥 他
和另外两个同事历经千辛万苦才把一车野
外工作需要的物资拉到目的地遥 不巧的是袁
两个同事很快就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袁
所以不得不返回西宁遥

更不幸的是几天后一场大雪封了路袁
外面的人进不来袁 里面的人也出不去遥

寂寥的大山袁 孤零零的帐篷袁 耿庆明

一个人坚守了半个多月遥
我不知道一个人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

熬过那么多个日日夜夜是怎样的一种体会袁
但是我知道这里稀薄的空气尧 单调的色彩袁
怒吼的风声已经让我头痛尧 眩晕袁 在这艰
苦的地方能熬过一个晚上就算很厉害了遥

耿庆明说院 野在木里 13年袁 最难熬的
就是那半个月遥 孤单尧 害怕袁 每天晚上都
不敢睡觉噎噎冶 说起这些时袁 他极力克制
着情绪袁 但声音忍不住地有些颤抖遥

野我每天晚上躺在帐篷里袁 听着呼啸的
风声袁 盯着外面的拖拉机发愁遥 发电需要
手摇启动拖拉机袁 十分耗费体力袁 那个时
候还没有其他诀窍袁 总是发动不起来遥 只
能休息 10分钟袁 再去摇一次袁 所以每天晚
上都精疲力尽遥冶

野有一天晚上袁 我正对着夜空发呆袁 忽
然听到了异样的声音袁 定睛一看袁 一只熊
就在帐篷门口踱步遥冶

野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袁 害怕极了遥 要
是熊进了帐篷袁 我就成了它的美餐遥 这个
地方可是叫天天不应尧 叫地地不灵啊遥冶

野我不敢大声呼吸袁 将所有能够反击的
工具都放在手边袁 脑海中幻想着要是熊进

了帐篷我该怎样与它搏斗遥冶
野转念一想袁 我应该去把厨房那个帐篷

的门关得再严实一些袁 要是熊把食物都吃
掉了袁 我没有口粮了可怎么办遥冶

野观察了好长时间袁 都不见熊的踪影袁
于是袁 我轻轻推开厨房外的帐篷门袁 发现
熊正在厨房吃羊肉遥冶

野我急忙退回到帐篷里袁 腿都在发软遥
那一夜我一眼未合袁 感觉自己站在生死的
边缘袁 无力尧 无助遥冶

野熊来来回回在帐篷外徘徊了 3次遥 第
二天早晨视线清楚了袁 我才发现原来是两
只熊袁 一大一小袁 蹲在帐篷不远处遥冶

野它们吃了帐篷里的羊肉袁 还背走一袋
面粉遥 好在我有幸熊口脱险遥冶

野等两只熊走了袁 我一路奔跑着袁 去了
几公里外的一个钻机遥 机长给了我一个馒
头袁 一包咸菜袁 那是我至今都不会忘记的
一顿饭噎噎冶

野后来的几天袁 钻机上的同事只能每天
走很远的路来陪我过夜遥 因为工地上的物
资必须有人看着遥冶

野当木里的路终于通了袁 同伴们再次回
来的时候袁 我喜极而泣袁 像个孩子一样偷

偷抹眼泪遥冶
或许只有真真切切地经历了这些袁 才

能体会到当时的危险和恐惧遥 地质工作者
的艰辛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袁 但是他们的
勇敢和坚毅应该被记得遥

经过十几年的磨砺和成长袁 耿庆明已
经成为一名业务骨干袁 并且获得了青海省
先进工作者尧 野外青年地质贡献奖要要要金
罗盘奖尧 优秀共产党员等各种荣誉遥

不了解他的人也许会好奇院 耿庆明真
的那么优秀吗钥

优秀的衡量标准不一样袁 但他身上闪
烁着的地质 野三光荣冶 精神袁 十几年如一
日在野外一线坚守尧 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
是那么难能可贵袁 这是当下地质工作者最
应该具备的品质袁 值得我们学习遥

沉得住气袁 静得下心袁 才能在荆棘丛
中开辟出一条路来遥 眼下新冠肺炎疫情在
全球扩散袁 整个世界都很 野难冶袁 我们的事
业也必将承受重压袁 愿每一个青海煤勘人
都能做好应对困难的准备袁 扛过了这段艰
难的时期袁 便是财富遥

就像耿庆明熊口脱险后的感慨院 珍惜
生命的每一天袁 还能奋斗就很幸福遥

殷 张海霞 渊青海局冤

无人区 地质青年与两只熊的邂逅

我一度以为
春姑娘贪睡
会晚些醒来
直到我看见

宿舍楼前的那一抹绿
街道两旁的小花

断断续续的绵绵细雨
我才感受到
今年的春天
悄悄地来了

她给大地穿上新衣
她给人们带来希望

她带来了
我们熟悉的味道和颜色
她还带来了好消息

寒冬
他们温暖援鄂

暖春
他们平安凯旋
无论他们是
谁的爸爸尧妈妈
谁的丈夫尧妻子

抑或是谁的儿子尧女儿
去到疫情一线的那一刻

他们便成了
最美逆行者
我想

他们只是
和平年代有着英雄梦想的平凡人物
他们护那方土地和人民周全

他们一路打怪升级
是他们的坚守
唤醒了街道

唤醒了野热干面冶

这大概是那些可爱的人儿
为这个春天

谱写的最美妙的旋律

春暖花开
嘿
真好

殷 刘倩妮 渊福建省一九七大队冤

她来了

生命之于你袁没有绚烂的绽放袁没有耀眼的光彩袁没有数不
尽的丰功伟绩袁没有可歌可泣的辉煌事迹遥生命之于你袁是悄然
而至袁是悄然而逝袁是轻微的涟漪袁是普通的旅程遥

在生命的长河中袁也许你可有可无袁但是你终究是你袁你终
究在世间的轮回中走了一遭袁你经历了人生冷暖袁经历了悲欢离
合袁经历了坎坷挫折袁你就是你袁独一无二的你遥世间有你来过的
痕迹袁就像流星袁稍纵即逝袁却也在天际间划出了一道痕遥

你是为抗击疫情献出生命的医护者遥没有壮志袁野职责冶让你
野向死而生冶曰没有豪言袁野义务冶让你野逆风而行冶遥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中袁你是疫情抗击野主力军冶中的一员袁无数的你又组成
了一线野防护墙冶遥是你的辛劳袁换来了其他人的健康曰是你的牺
牲袁换来了后方的平安遥你是普通人袁多年后也许没人能够记得
你的名字曰你也是英雄袁挺身而出扛起了应尽的责任遥在这场战
役中袁你用自己的行动和坚守阐述了野普通人冶的大义遥

你是为抗击疫情献出生命的军人尧 武警尧 公安干警遥 野保
家卫国冶 是你的职责遥 枪林弹雨袁 你挡在了
第一线曰 洪水泛滥袁 你站在了最前沿曰 病毒
来袭袁 你跑在了最前面遥 你也是普通人袁 可
是在大灾大难面前袁 在国家需要尧 人民需要
的时候袁 你坚守在一线袁 用你的承诺尧 你的
肩膀尧你的牺牲袁扛起了人民的希望遥

生命何其伟大袁生命又何其脆弱曰人生何
其漫长袁人生又何其短暂遥在历史的星空中袁我
们只是微弱的星光袁 给漆黑的星空添了一点
色袁但这样也就足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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