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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青春冶是什么钥有人说青春是二十几岁时的芳华曰有人
说青春是激情和热血袁是赛场上的拼搏曰而我说袁青春是一
种记忆袁是一种精神袁一如当年的五四青年袁承载着野青春冶
的精神遥一代又一代青年袁在中国跌宕前行的潮流中袁扛起
时代责任袁奋斗人生理想袁他们的青春袁是整个时代的青
春袁也是整个中国的青春遥虽然袁那一代代人已经老去袁可
当我们再看他们的时候袁你能说他们不野青春冶吗钥他们依
然青春袁因为青春是一种精神浴
青春袁是肩上有责任遥野埋骨何须桑梓地袁人生无处不青

山遥冶17岁的毛泽东离家去湖南湘乡求学袁将这首诗写在纸
条上袁夹在父亲的账簿里表明志向和决心遥从那一刻开始袁
这一代青年肩负起中国革命之路的艰辛历程袁他们不断经
历失败与挫折袁却时刻不忘报国的理想尧肩上的责任遥一代
青年有一代青年的时代责任袁 负重前行才能走得踏实袁肩
负责任才能实现民族振兴袁 青年的人生才能得到升华袁人
生的价值才能得到彰显遥
青春袁是脚下有担当遥当前袁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袁面

对这场全世界人民的灾难袁中国恪守国际道义袁践行大国
担当袁同心协力共克时艰袁积极与国际社会分享研究成果袁

向 17个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袁为 100多个国家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噎噎国家之
所系袁青年之所在袁青年人脚下的担当之路袁就是中国梦的圆梦之路袁只有我们
青年一代用双脚丈量时代担当袁我们的事业才能越走越远遥

青年力量体现中国力量袁青春奋斗承载中国梦想遥青春袁是肩上的责任袁是
心中的使命袁是脚下的担当袁更是野中国精神冶袁承载着中国青年的理想袁带领中
国青年为中国梦不懈奋斗遥用野青春冶传递时代力量袁用野青春冶点亮人生之光袁
让我们带着野青春冶袁向更好的明天出发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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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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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原本是一杯白开水袁 平淡
无味袁 因为有了父辈过去的苦难故
事袁 当下的责任使命袁 对未来的向
往追求袁 才变得醇香美味遥 在青海
中煤地测绘有限责任公司 野三调冶
工作中袁 作业人员从轻松应对到咬
牙坚持袁 从随意自如到目光坚定袁
一步步打破自己的局限袁 实现自己
的蜕变遥

坚守要要要梅花香自苦寒来

从今年秋水长天到来年穰穰满
家尧 层林尽染袁 从一朝旭日东升到
翌日东方欲晓尧 朝阳初上袁 电脑是
我们最亲密的伙伴袁 影像是我们最
常阅览的风景袁 一片片暗色调陪我
们度过了春夏秋冬遥

过去一年袁 是我熬夜加班最频
繁的一年袁 通宵鏖战尧 黑夜突击成
为我们生活中最日常的事情遥 依稀
记得某天我深夜下班时袁 看到蹲坐
在楼梯间睡觉的外地实习生袁 心疼
与心酸瞬间涌上心头遥

外调工作早出晚归袁 风里雨里
从不停歇袁 一群人带着一身泥泞袁
顶着一头汗珠袁 冲进项目驻地袁 灯
光下黝黑的脸上透着饥饿与满足曰
做饭的大师傅每晚准备好饭菜袁 坐
在厨房简易的单人椅上像等待自己
的孩子们一样等待我们回来吃饭曰
内业姑娘们由于长时间盯着电脑袁
加上长期睡眠不足袁 气色极差袁 长
痘掉发袁 还互相调侃是 野黑黄红冶
皮肤组合曰 还有在凄冷的十月深夜
蜷缩成一团小憩袁 怕冷又强撑着不
敢睡时的心酸噎噎

一年的工作袁 印记在所有作业
人员心里的是大家勤恳踏实尧 兢兢
业业尧 默默坚持的模样遥 各种经历
不仅磨炼了我们遇到困难不轻言放
弃尧 不屈不挠的精神袁 也让我们收
获了一个团结友爱尧 互帮互助尧 奋
力拼搏尧 众志成城的 野三调冶 团队遥

亲人要要要几度乘风问起居

这个队伍里大都是有父母的孩

子尧 有妻子的丈夫尧 有孩子的父亲遥
作为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中的一分
子袁 我们是被家庭时刻需要的人袁也
是被亲人时刻牵挂心疼的人遥 野什么
时候回来冶是至亲常问的话语袁野过段
时间冶 成了我们望眼欲穿的期盼遥家
里漏水尧老母亲牵挂尧孩子生病尧小宝
宝不认识爸爸噎噎我们缺席于亲人
最需要陪伴和照顾的时光遥家庭聚会
无法参加袁最好朋友的婚礼缺席噎噎
任务在身袁责任在身袁工作好像成了
我们的全部遥 少了家里的顶梁柱袁妻
子蜕变成女强人袁 孩子变得乖巧懂
事袁父母虽年事已高袁却依然是孩子
们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柔的港湾遥

我们用这种方式袁致敬着我们的
工作袁回馈着我们的亲人遥作为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的野三调冶人员袁我们在
感到骄傲的同时也因冷落亲人而感
到愧疚遥我想这是每一个经历野三调冶
的人内心都面临过的矛盾遥

工作进度不能拖袁数据质量要保
证遥 为了如期尧 合格地汇交成果袁

不放假尧 不请假成了团队最一致最
默契的决定袁 大家放下个人琐事袁日
复一日地投入到工作中遥成果顺利汇
交袁亲人阖家团圆袁是我们每一个野三
调冶人员内心最热切的期盼遥我们期
盼长久的坚持与努力能换来一份满
意的成绩袁期盼能有自己的时间弥补
对亲人生活缺席的遗憾遥

曙光要要要宝剑锋从磨砺出

十年磨一剑袁一朝试锋芒遥经过
初期自查尧监理核查尧省上复核等工
作袁数据不断完善袁最后经过三天三
夜不休不眠的突击袁数据库成果完成
全面修改遥2019年 8月 21日袁我们的
数据终于如期上交至国家核查组遥高
强度作业模式终于结束袁每个人如释
重负袁步伐轻盈了袁笑容轻松灿烂了袁
好像向日葵遇到了太阳袁蝴蝶闻到了
花香遥

然而袁数据汇交只代表阶段性工
作的结束袁核查结果仍然让我们心里
忐忑袁 数据上交国家后袁 大家不安

地等待着 野考官们冶 的打分遥 可喜的
是袁 最终我们以 0.77%的错误率顺利
通过国家核查遥

野三调冶之路艰难而漫长袁我见过
外省单位作业人员野抛家弃子冶在这里
默默坚持曰见过刚参加工作的毕业生袁
体验了生活不易的真相后袁调整失落
的情绪袁为了给自己交上一份圆满完
整的考卷所付出的坚持与努力曰也看
到了最后一批 80后和最早一批 90后
面对生活的考验和磨难袁 毫不退缩尧
迎难而上的勇气和耐力遥

野三调冶 工作是一项重大工程袁
野三调冶 精神袁 不仅仅是面对工作的
繁重和紧迫袁 以最强的责任心袁 保
持昂扬的斗志袁 吃苦耐劳尧 持之以恒
的精神袁 更是处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压
力的时代的年轻人为了美好生活不断
奋斗袁 不低头不认输袁 怀着一颗炙热
美好而又坚强不屈的心袁 敢于冲破局
限袁 严格要求自己袁 创造社会价值尧
实现自我价值尧 追求卓越进步的矢志
不渝遥

殷 王辉元 渊青海局煤勘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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