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的生机盎然袁 夏天的
烈日炎炎袁秋天的硕果累累袁冬
天的寒风凛冽袁 这是我们所见
的一年四季袁 但是在钻机上却
有着不一样的野春夏秋冬冶遥

春

野竹外桃花三两枝袁春江水
暖鸭先知遥 冶没错袁钻机上的工
人们便是诗文中的野鸭冶遥 当嫩
芽还未抽枝尧 桃花还未盛开之
时袁 他们便提前一步预示春天
的到来袁 将身上厚重的冬衣换
成了轻便的春装遥在这里袁你虽
看不见杨柳依依袁 但能看见黄
色的旗帜随风飘扬曰 你听见的
不是叽叽喳喳的鸟鸣袁 而是由
春雨尧 春雷和机器的轰鸣组成
的交响曲曰你闻不到花的香味袁
却能感受到春天黄土的气息遥
春天袁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袁也是
工人们走向新征程的季节遥

夏

野仲夏苦夜短袁 开轩纳微
凉遥 冶夏天是钻机上最难熬的季
节遥 毒辣的太阳把工人们的脖
颈晒掉一层皮袁 飞扬的尘土让
他们勿闻勿看勿言袁 干燥的环
境让他们嘴唇干裂遥让人头晕尧
乏力的中暑就像是工人们的毒
药袁 最好的解药便是用藿香正
气水泡茶遥夏日常见的短袖尧短
裤和拖鞋在这里是不可能出现
的袁为了安全袁工装尧工鞋还有安全帽一样都不能少遥
夏天袁 是热闹的季节袁 也是工人们为这片土地奉献
汗水的季节遥

秋

野秋风萧瑟天气凉袁 草木摇落露为霜遥冶 对于秋
天袁工人们是后知后觉的袁直到晚穿棉袄午穿纱袁他
们才发现袁原来秋天真的来了遥这种后知后觉袁工人
们是欢喜的袁因为它意味着熬过了又一年的酷暑袁接
下来是收获的季节遥农民袁收获的是稻谷曰果农袁收获
的是硕果曰他们袁收获的是一个又一个工程的竣工遥
秋天袁是大雁南归的季节袁也是他们思念家乡和亲人
的季节遥

冬

野北国风光袁千里冰封袁万里雪飘遥冶你会认为这
是一种夸大的描述袁但在工人们的眼里袁冬天就是这
个样子的遥一天一夜的雪袁便会造成封路袁为了工程
车能顺利进出现场袁他们会拿起铁锹尧扫帚清出一条
十里长的路遥 冬天的低温对工程造成的影响更胜于
夏天的酷热袁厚重的冬衣尧机器的上冻还有雨雪的肆
虐遥冬天袁是万物休眠的季节袁也是钻机上的工人们
结束一年奉献尧踏上归程的季节遥

钻机上的一年四季和我们的一年四季一样袁也
不一样袁一样的是都有着春夏秋冬袁不一样的是钻机
上更能体会到春夏秋冬的多姿多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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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赞地质人
时光袁不徐不疾
走过三叶虫袁走过副栉龙
走过奥陶与白垩
走过莺飞草长的暮春
走过奔放旷达的仲夏
走过眼角的皱纹
苍老袁未老
此刻袁正停留凝滞
在贺兰山巅尧黄河岸边
望你巍峨屹立袁如史册古籍般
叠叠嶂嶂
望你苍劲翠绿袁如成年男子般
蓄发活力
煤尧气尧水尧热尧金属尧石膏
你以万种风情袁千种姿态袁百般注解
流畅如行云流水袁嶙峋似鬼斧神工
如波涛拍岸袁似云髻巧盘
把一截一截时光斑驳成七彩山川
子夜月半
不解几亿年前特提斯海浮游生物的喁喁细语
未时骄阳
不解莫霍面下喷薄而出熔浆的顿挫铿锵
而我袁肩负使命似的
独爱探求你的神秘
倾听山前冲积扇的砾石心语
窥探苏峪沟冰碛物的纵横心绪
感知一眼眼暖泉的汩汩温情

碰触一条条矿脉的有致凹凸
拨动泥盆红色砂岩层理的琴弦
摩挲贺兰山东麓断裂糜棱岩的线理
合奏一曲元素迁移的精灵乐章
用我的方式袁解读你
你可知晓
这片土地啊袁我恋得深沉

有人说袁归去来兮
你是源头袁亦是归宿
从贺兰山到云雾山
从天环向斜到腾格里早古生代增生楔
从黄土丘陵到荒漠草原
一石一砾袁一世界
是我一生的爱恋啊
轻拨晨雾初露袁朝阳恰好
一曲激昂的叶勘探队员之歌曳唱罢
坦荡征途袁风正帆悬
勇立时代潮头
不忘初心袁守正创新
地质转型新篇章
正待我爬坡过坎袁用情绘就
似锦缎般华美的神州大地上袁千古八荒
你袁继续守望
我袁续写荣光
时光袁如水
流淌袁复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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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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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到红色袁 我就想到了您袁 您是朝
阳袁 驱赶了黑暗袁 播撒了光明曰 当看到红
色袁 我就想到了您袁 您是烈火袁 燃烧了自
己袁 奉献了光热曰 当看到红色袁 我就想到了
您袁 您是热血袁 激荡着真理袁 扫除了差谬曰
当看到红色袁 我就想到了您袁 您是红旗袁 指
引着方向袁 集聚了力量遥

当红船划出细细的波浪袁 人民的思想得
到了启迪曰 当红旗漫卷西风袁 觉醒的工农焕
发出排山倒海的力量曰 当红星照亮黑暗袁 中
华的脊梁雄起在世界的东方遥

党啊浴 亲爱的母亲浴 轻轻的呼唤袁 隐含
着深情遥

党啊浴 您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遥 为了
祖国袁 为了人民袁 为了幸福袁 多少优秀儿
女袁 抛头颅尧 洒热血袁 舍生而取义尧 舍己而
为民遥 您的赤子之心袁 就像一个巨大的 野孵

化器冶袁 唤醒了中国人民院 井冈山上的翠竹尧
淮海战役的小推车尧 横渡长江的木船尧 站岗
放哨的小八路噎噎英雄的人民尧 英雄的事迹
写满了反抗侵略尧 反抗剥削尧 争取自由尧 争
取独立的中华史册袁 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
力量和伟大创造遥

党啊浴 您始终怀着一颗奋斗的心遥 在一
穷二白的基础上袁 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袁 带
领全国人民袁 发扬不怕苦尧 不怕牺牲的精
神袁 勒紧裤腰袁 克服艰难险阻袁 独立自主地
建立健全了完整的工业体系遥 研制了 野两弹
一星冶袁 拥有了国家安全的 野定海神针冶曰 培
育了杂交水稻袁 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大
计曰 击败了以美国为首的 野联合国军冶袁 教
训了不可一世的 野南亚霸王冶袁 赢得了几十
年的和平遥 奋斗焕发了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生
气袁 扬中华文明之光袁 长中国人民之志气袁

领世界潮流之先遥 正应了习近平总书记那句
至理名言院野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遥 冶

党啊浴您始终怀着一颗改革的心遥当建设
陷入瓶颈尧 当制度缺乏活力尧 当人民呼唤改
革袁您没有犹豫尧没有躲避袁而是果断担当袁高
举改革的大旗袁以打破旧世界的胆略袁掀起世
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尧 人口最多的国家的
伟大改革遥 在很多人的不理解甚至疑虑和彷
徨中袁野红手印冶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遥 农民
获得满满粮仓尧满满幸福后袁社会上改革的呼
声更高了遥 您因势利导袁全面扩大了改革的范
围和力度袁野深圳速度冶野特区奇迹冶 激发了城
市改革尧经济改革的热情袁改革风起云涌袁成
绩突飞猛进袁效果全面开花遥 改革就是一种态
度尧一种力量袁更是一盘大大的棋局尧战略的
棋局袁以永远在路上的韧劲袁在通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上行稳致远遥

党啊浴您始终怀着一颗大同的心遥当世界
命运共同体的声音传遍全球袁赢来全世界越来
越多的和声袁中国智慧尧中国声音尧中国力量尧
中国方案正在为世界作出前所未有的贡献遥
大同思想袁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的智
慧袁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尧新世界尧新
挑战尧 新秩序的准确定位遥 人类命运共同体袁
顺应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袁回应了人类生存
发展的呼声遥 世界惊回头袁大同思潮涌袁先哲
的智慧尧人类的期盼尧世界的潮流汇聚在历史
和现实的交汇处袁推动着人类发展的境界和高
度遥 顺境中袁 共同体有无限的优势曰 逆境中袁
共同体有无尽的力量遥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步
一步在实践尧 在提高尧 在升华袁 正在走向世
界的大同遥

红色的党袁 永恒的心遥 我看到了红色袁就
想到了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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