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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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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袁文人墨客多以野巧笑倩兮袁美目
盼兮冶野回眸一笑百媚生袁 六宫粉黛无颜色冶形
容女子美貌遥然而袁自古巾帼半边天袁雄关艳阳
正当时袁古时不缺花木兰尧穆桂英袁今日不少任
长霞尧华春莹等巾帼英雄遥

叶铿锵玫瑰要要要奋斗的女性最美曳一书袁以
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袁 讲述了 45位在各行各业
兢兢业业耕耘的巾帼英雄遥坚定的职业信仰能
使平凡的职业者作出惊人的业绩袁勤奋的职业
精神能使普通的职业人永葆青春之光遥这些职
业女性的杰出代表袁以自身的故事向我们彰显
着野巾帼不让须眉冶的精神袁向我们讲述着新时
代女性的责任和担当遥

野心若兰兮韵自芳冶 的王玉萍不仅在工作
中成绩斐然袁更是热爱文学笔耕不辍袁出版了
散文集叶如歌曳袁并带领团队员工形成了热爱读
书的良好氛围曰野激情黑土冶的暴勇把汗水洒在
肥沃的黑土地上袁 作为一名现代农业科技人
才袁她没能给年幼的儿子许多陪伴袁却用实际
行动回答着野谁来养活中国人冶的诘问曰野俏娇

娘不输男儿郎冶的侯伟袁作为首都核心区架空
线入地工程大会战唯一的女指挥官袁靠自己的
智慧和勇气同儿郎们一起并肩作战曰野春燕衔
泥吐芬芳冶的马晓燕作为煤炭行业中的铿锵玫
瑰袁在行业整体疲软时接过野外拓市场尧内优业
务冶的重任袁以自己的学识尧胆量和勤奋使公司
营销产值实现历史性转折曰野铿锵冶杨柳印在古
田山水间一深一浅的脚印袁将她为人民服务的
信念播撒在了红色圣地曰韩京梅以野宝剑锋从
磨砺出袁梅花香自苦寒来冶的坚持诠释了飞航
精神和对祖国无限的爱噎噎她们袁用智慧和坚
持袁以及对职业的热爱和执着袁谱写了一曲曲
奋斗者之歌袁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楷模浴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自己的母亲遥 在我面
前袁她是温柔耐心的妈妈曰在工作中袁她是有着
大爱的白衣天使遥依稀记得 2003年野非典冶席
卷祖国大地时袁父亲在抗击野非典冶一线奋战袁
母亲把我送到了奶奶家袁 自己则在二线坚守
着袁以医院为家袁时刻准备着顶上一线遥当时的
我年幼不懂事袁 每天总吵着让母亲买好吃的遥

母亲趁着午休时间把吃的买好后放到家门口袁
便又匆匆返回工作岗位遥母亲从业 30多年袁从
未迟到一次袁现在到了快退休的年纪袁周末仍
然不放心袁总要去单位看看袁平时依然没有放
松专业上的学习遥 我和父亲经常说母亲觉悟
高袁她只是淡淡地说野这些是我应该做的冶遥

今年袁新冠肺炎持续蔓延袁在医护人员中涌
现出无数朵美丽的铿锵玫瑰遥在日常岗位上袁她
们兢兢业业尧默默无闻曰关键时刻袁她们舍小家
顾大家袁成为最美逆行者遥有多少年轻姑娘写下
野我单身没有牵挂袁请让我去前线冶的请愿书曰有
多少母亲放下怀中的孩子前往武汉支援袁 回家
后年幼的孩子却已不认识母亲曰 还有多少像李
兰娟这样的专家袁以高龄再度出征遥她们和众多
男性一样袁拼体力尧拼脑力袁她们是白衣天使袁以
自己的爱心和勇气温暖尧鼓励着身边的人遥

除了医护人员袁 疫情中各行各业的女性扛
起了半边天遥新晋野网红冶要要要外交部新闻司司
长华春莹袁是野迎春花冶袁也是野霸王花冶袁外形温
雅尧声音轻软袁但观点掷地有声尧不容辩驳遥疫情

期间袁面对外国政客的污蔑言论袁她作出了铿锵
有力的反击袁野柔中带刚尧绵里藏针冶成了她独特
的风格遥还有服务基层的公务员们尧社区志愿者
们和保障人们正常生活的一线劳动者们袁 其中
有不少女性袁她们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遥

所谓职业精神袁无非是诚心尧慧心尧爱心尧真
心袁以及初心和匠心遥只要有职业精神袁女子也
能撑起半边天曰只要有职业精神袁平凡的岗位也
能谱写不平凡的人生遥 作为一名初涉职场的新
人袁我一直在思考袁如何使自己的人生亦如玫瑰
般绽放袁 如何让自己亦拥有绚烂的人生历程及
职业生涯遥 书中一位位杰出女性的动人事迹给
了我指引袁身边许多人都是我的榜样袁她们让我
更加明白院奋进让我遇见更好的自己浴

殷 李 津 渊中化局地研院冤

自古巾帼半边天雄关艳阳正当时
要要要读叶铿锵玫瑰要要要奋斗的女性最美曳有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
会上曾说院野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遥冶在煤田
地质事业中袁这一份底色有着多样的色彩遥

这一份底色里有热烈的红遥 地质青年努
力探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袁 全力提升政
治站位的高度袁 奋力提高政治敏感的锐度袁时
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袁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煤田地质技术服务
的色彩遥

这一份底色里有森林的绿遥为了解矿区地
层及地质构造尧合理布孔尧有序推进生产袁地质
青年不问晴雨袁背起野外记录簿尧铅笔尧直尺尧
罗盘尧放大镜尧地形地质图尧面包和水袁手拿地
质锤袁肩扛砍柴刀袁穿梭在矿区的每一片森林
里袁一步一个脚印进行地质填图遥遇荆棘丛生
就用砍柴刀开路袁 遇峭壁嶙峋就手拉手下山袁
有时还会因为几个填图点不符合 野V冶 字形法
则袁便立即原路返回核实遥野穿越法有穿越法的
乐趣袁追索法有追索法的魅力冶是他们对自己
磨破的牛仔裤尧扎穿的鞋底的鼓励遥

这一份底色里有烈日的黄遥 炎炎夏日袁阳
光灼人袁为推进项目进度尧严把安全生产关尧严
控生产质量关袁地质青年不畏烈日袁蹲守在钻

机旁袁与钻机师傅做技术交底袁按标按表做岩
芯编录袁被汗水浸湿的衣服是他们工作的记录
仪袁脸上的汗水在阳光下格外耀眼遥

这一份底色里有傍晚的灰遥 地质青年时刻
秉持今日事今日毕的态度袁日出而作尧日落而归
是他们野外作业的常态遥余晖洒在地上袁提醒着
夜幕的降临袁也照亮了下山的路袁他们诙谐的打
趣声弥漫在傍晚的灰色森林里遥

这一份底色里有深夜的白遥地质青年有着
好学尧勤奋尧上进尧求知的态度袁更有着敢于在
领导面前发表看法尧大胆探讨的勇气袁深夜白
色荧光灯下的他们充满着无限激情遥

这一份底色里有灿烂的阳光袁有泥泞的山
路袁有葱郁的森林袁有虚心地求教袁有奋力地实
践袁有大胆地探索袁有苛刻的自我遥

地质青年用野三光荣冶精神武装头脑袁传承
和发扬老一代地质人的优良传统袁用新时代新
科技创新地质工作方法袁用野牢固扎实的专业
知识才是独立人格的基础冶 鞭策自己前行袁用
奋斗的色彩为地质事业的蓬勃发展画上浓墨
重彩的一笔遥

接续奋斗吧袁煤田地质青年袁让我们奔跑
在阳光和煦尧清风徐徐的道路上浴

殷 吴 飞 解 馗 渊贵州局冤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六十七载袁风雨同舟袁共历艰苦奋斗
六十七载袁豪气干云袁齐赴似锦前程

从冰雪走向草原袁从戈壁走向都市
从寒冬走向阳春袁从暗淡走向光芒

每一座拔地而起的钻塔
都凝聚着智慧与汗水的力量

每一座蕴藏丰饶的富矿
都汇集着使命和担当的荣光

披星戴月袁风雨兼程袁不忘初心使命
长风破浪袁笃定前行袁勠力革故鼎新

铁军征南北袁艰苦奋斗绘就万里宏图
技艺贯东西袁精益求精威震八方寰宇

谋方向袁促转型袁勇做改革尖兵
国企尖兵热血沸腾袁风华正茂创业路

创一流袁树风尚袁打造工匠精神
地质健儿摇旗呐喊袁硕果累累开新篇

有激情袁在状态袁携手同心谱华章
勇作为袁敢担当袁励精图治续辉煌

树雄心袁创伟业袁为江山添色
立壮志袁写春秋袁与日月增光

忆往昔袁峥嵘岁月六十又七载
看今朝袁神州遍布中煤地质人

岁月蹉跎袁时光荏苒
不负韶华袁只争朝夕

殷马亭华 渊江苏局金石稀土公司冤

筑梦地勘 赓续辉煌
要要要庆祝总局 67华诞

杨柳婆娑袁大雨又滂沱袁帐篷飞雨身欲
火袁满怀豪情为国浴

黄土高坡扎根袁踏遍九市二盟袁东风吹
破残云袁雨后又显彩虹浴

殷 贺永光 渊内蒙古煤勘集团一一七公司冤

清平乐窑雨天钻机

渊第 888期冤
叶驶向丛林曳
侯思雨 摄

渊陕煤地质物测公司冤
光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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