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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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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是那山谷的风袁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袁 是那狂
暴的雨袁 洗刷了我们的帐篷噎噎冶 每当听到 叶勘探
队员之歌曳 时袁 我总会心潮澎湃袁 不能自已遥 回想
起自己刚到钻机时的情景袁 仿佛过电影一样袁 各种
场景历历在目遥

记得那是 1979 年的元旦袁 刚参加工作的我袁
随钻机从农学院驻地长途搬迁到安徽任楼遥 当时正
值交九袁 滴水成冰袁 阴霾的天空刮起凛冽的寒风遥
钻机二十几号人全副武装袁 厚厚的棉衣全都穿在身
上袁 仍然冻得瑟瑟发抖遥 大家坐在搬家的敞篷汽车
上袁 手脚麻木得好像不是自己的遥 到了驻地袁 工友
们一个个冻得像红脸关公袁 眉毛上都结了霜袁 又像
白眉大侠遥 大家搓着双手袁 嘴里哈着气袁 双脚不停
地跺着袁 但都情绪高昂袁 虽寒冷异常仍不忘嘻嘻哈
哈开着玩笑遥

机长彭庶统是煤田战线上的劳模袁到了工地袁他
便布置每个小班抽出一人帮厨袁搭厨房尧生炉子尧压
水遥 其余人卸车袁把行李搬到宿舍遥 当时淮北当地老
百姓的生活还比较寒苦袁 我们租住的民房是土坯墙
用麦草苫顶的草房袁窗户小尧光线暗袁墙壁用麦穰泥
抹平袁地面凹凸不平遥 当时老乡很少有闲房袁实在租
不到就只能住牛棚将就了遥 大家把板凳一支袁铺板一
盖袁行李一倒袁一个简易床就搭成了遥 这边还没有拾

掇利索袁那边就通知上钻机干活儿遥 经过几个小时的
舟车劳顿袁大家早已疲惫不堪尧饥肠辘辘袁但听到命
令袁仍迅速放下行李袁到食堂拿个凉馍边走边啃袁径
直向钻机走去遥

到了钻机袁我们开始整理野三大件冶袁摆放管材袁
挖泥浆循环槽等袁做开工前的准备遥这时的天渐渐阴
沉袁不一会儿就飘起了雪花遥 野三大件冶安装到位袁螺
栓固定好袁皮带挂上袁天轮尧立轴尧井口三点一线袁随
着柴油机马达声响起袁开始试车袁先抽水调泥浆遥 当
时的口号是野当天搬家袁当天开钻冶袁这次虽说是长途
搬家袁但职工们仍不含糊袁压缩时间袁尽可能往前赶袁
不能因为搬家影响工期遥 野开钻浴 冶机长手握闸把目
视前方袁一声令下袁老千米钻机转了起来袁硬质合金
钻头快速旋转钻破新地层遥

开钻时已近傍晚袁场房外的雪越下越大袁大地一
片银白袁我们来时的路已被埋得踪影全无遥机长安排
上中班的职工在钻场开始钻进袁 上夜班和白班的职
工回宿舍休整袁三班倒的模式正式开始遥

40多年过去了袁 当时在任楼井田的工友们全都
退休了袁 小伙儿变成了老叟袁 老机长也离开了我
们袁 但前辈以苦为乐尧 四海为家尧 乐于奉献的精
神袁 时刻感召着一代代勘探人袁 为探求祖国矿藏而
不懈奋斗遥

殷 李春蕾 渊中能化发展建设集团冤

人是漂泊的船 家是温暖的岸
要要要读叶和美家庭曳有感

殷 何党恩 渊安徽局三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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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中煤人
我们都有同一个梦
一代又一代地质人
足迹踏遍大江南北
一代又一代地质人
用大无畏精神谱写地质赞歌
舍去世间繁华
甘念乡野村土
听袁那沙沙的风儿在为你舞蹈
听袁那潺潺的流水在为你奏乐
世间的一草一木
都用热情
回应着你们的付出
67年的历程
67年的辉煌
硕果累累袁功勋卓著

今天是您的生日袁我的局
祝您如那蓝天的雄鹰
乘风破浪袁继续翱翔

巍峨耸立的钻塔袁屹立在茫茫戈壁袁
黝黑色的钻探人袁张开有力的臂膀袁
追寻袁资源强国的梦袁
追寻袁资源共享的梦袁
追寻袁绿色发展的梦袁
追寻袁和谐共生的梦遥
我知道袁您有父母尧有妻儿袁
我相信袁您有所有对美的追求袁
我知道袁这是咱钻探人使命的爱袁
我知道袁您的使命让您无怨无悔浴
让青春去镌刻资源的画轴袁
让岁月去探寻地层的繁华袁
我用沾满泥浆的臂膀来拥抱袁
这意志如磐石般的钻探人袁
我用布满汗水的笑容来迎接袁
这钢铁般身躯的钻探人遥

殷 鲜红兵 渊甘肃局一四五队冤

致敬最可爱的
钻探人

夜袁 在时间的流淌中静静地弥漫开来袁
微风轻拂着大地袁 携来一股清新的花草气息袁
我坐在房间的飘窗上袁 享受着月光的沐浴遥
漫步书香世界袁 读着 叶和美家庭曳 韵致的文
字袁 书中缕缕清新与芬芳让我的心灵受到了
一次全新的洗礼袁 也让我对 野家冶 这个词的
含义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遥

家是什么钥 家袁 是难舍的亲情袁 是温馨
的集体袁 是充满了爱的世界遥 在这里袁 父母
用慈爱的伞为儿女撑起一方晴空袁 儿女用孝
顺的心给父母奉上一杯香茶曰 在这里袁 洋溢
着浓浓的夫妻之情尧 伙伴之谊遥 家就是这么
一个温馨的港湾袁 是一把育树的黄土袁 是一
点柔和的灯光袁 是一把慈爱的花伞袁 是天边
一抹最美丽的云彩遥

我的工作单位距离家有 40公里袁 每天上
下班都要开车将近一个小时袁 这还是在不堵
车的情况下袁 但我丝毫不觉得辛苦遥 每天下
班袁 路边一排排路灯点亮袁 如一颗颗夜明珠
般布满了繁华的大街袁 夜晚浸泡在光的海洋

里袁 就像把一块黑色的幕布打扮成金碧辉煌
的世界遥

回到家一进门袁 就听见女儿唤着 野妈妈冶
向我飞奔过来遥 抱起这个小不点儿袁 幸福感
油然而生袁 顿时将工作了一天的疲惫遗忘遥
她以特有的馨香尧 温柔的姿势为我洗尽尘世
铅华袁 让我劳累的心得以宁静酣然遥

家袁就是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袁简单且温
馨遥在家袁可以随心所欲袁不用拘束尧不用害怕袁
自由自在遥 不管在外面碰到什么不顺利的事袁
只要回到家袁就回到了最温暖的港湾遥

说到女儿袁 我最应该感谢的人是我的婆
婆遥她是一个典型的山东农村妇女袁从小到大
没有离开过生长的地方袁年轻时也只是经人介
绍就近嫁到了邻村遥也许她从来也没有想过有
一天会离开熟悉的家乡袁到千里之外的另一个
城市生活遥

2018年袁 家里迎来了一个小宝宝袁 公公
婆婆非常开心袁 高兴的同时袁 问题也接踵而
来遥 我和丈夫都在贵阳工作袁 照顾孩子的重

任自然落到了老人身上遥 没错袁 对于我的婆
婆来说袁 要跟随我们到一个新的城市生活袁
面临着语言不通尧 习惯不同袁 没有亲朋好友
的陌生环境袁 这无疑是一个困难的选择遥 但
即使是这样袁 为了儿子和孙女袁 她仍然愿意
试一试遥如果没有她袁我也许不能在休完产假
之后立即返回工作岗位袁 继续从事自己热爱
的工作曰 如果没有她袁 我也许不能在工作中
投入百分之百的精力袁 保质保量地完成领导
交办的各项任务曰 如果没有她袁 我的宝宝也
许不会像现在这样健康茁壮地成长遥 我想说袁
谢谢您袁 婆婆浴 您为自己的家庭付出了一辈
子的心血袁 好不容易把两个儿女养大成人袁
他们也都各自成婚尧 生子袁 自己本应到了无
忧无虑享受晚年生活的时候袁 却依然为儿女
的家庭操心劳累遥 这就是我的婆婆袁 一个平
凡又伟大的女人遥

法国文学家雨果曾说袁生活中最大的幸福
是坚信有人爱我们遥幸福多种多样袁无论你在
外是否受欢迎袁是否有人爱袁家人总是在默默

地爱着你遥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充满亲情尧暖意
融融的家庭袁 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关心照顾尧宽
容理解尧尊重信任袁那么袁即使在寒冷的冬天袁
你也会倍感温暖和幸福遥

我和丈夫在大学里相遇相识尧 相知相爱袁
如今已经是我们相识的第 12个年头遥 我们之
间很少会有大吵特吵的事情袁遇事总能商量决
定袁尊重尧听取彼此的意见和建议遥即使有意见
不合的时候袁 也会有一个人在第二天作出退
让袁彼此心照不宣遥就像书中写到的那样院野婚
姻是双人舞袁一个人前进袁另外一个人就要后
退袁这样才会舞动出和谐之美遥冶

有一句话很美院阳光落在春的枝头袁日子
便绿了遥那么袁我们何不让阳光穿过心上袁让幸
福写在心里呢钥 让我们牵着一双想牵的手袁一
起走过繁华喧嚣袁一起守候寂寞孤独曰陪着一
个想陪的人袁高兴时一起笑袁伤悲时一起哭曰拥
有一颗想拥有的心袁 重复无聊的日子不乏味袁
做着相同的事情不枯燥袁让平淡的日子春风和
煦尧细水长流尧波澜不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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