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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曾听过这样一句话院野没有哪一
种生活尧哪一种年龄不会遭遇辛苦袁我们的奋
斗和努力袁不只是为了挣脱束缚袁更是为了可
以拥有更多选择的资格遥冶年少时虽不解意袁但
心里却播下了奋斗的种子遥其实我们小时候拼
命地读书学习袁 无非是想在步入社会之后袁可
以有更多的方式去雕刻时光尧编织生活袁而不
至于接受无法选择的被动与无奈遥 个人如此袁
国家亦如此遥

表妹明年就要高考了袁她常跟我聊上大学
学什么专业袁金融尧设计尧信息技术尧生物工程尧
动漫噎噎她想学的太多了袁因为每一个专业的
背后袁都是一个蓬勃如火的全新领域袁吸引着
一个又一个年轻人遥我们虽年纪轻袁但已不惑
于自己喜欢什么尧不喜欢什么袁不惑于选择什
么尧不选择什么遥我们有更多的选项袁里面有更
加精彩的内容袁无关出身袁不论阶层遥

时间拨回到 1978年袁 改革开放让我们更
加清晰地看见这个纷繁复杂尧危与机并存的世
界遥我们需要这个世界袁因为只有在人类文明
大格局中奋力摇橹袁才能更大程度地激发出民
族发展的动力遥青山依然繁茂袁人间正道沧桑遥
2001年袁我们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袁开启了近 20
年高速发展的新篇章袁我们从穿着草鞋奋力奔
跑到坐上高铁高速飞驰遥星辰流转袁岁月匆匆遥
2013年袁野一带一路冶 让我们以更加开放的姿

态嵌入这个利益共同体尧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
同体的大世界袁中欧班列一次次满载着希望奔
向远方遥

每次大时代的宏大叙事背后袁是无数个体
命运的巨变遥把蛋糕做大袁把口味变多袁把通道
打开袁把更多的选择送给人们遥

当前袁 中国发展的巨浪包裹着我们飞速
向前奔跑袁 每跑一步都会有一个更加多元和
广阔的世界在层层叠叠地展开遥 我看见新基
建在铺开画卷袁 5G开始重新定义生活袁 新能
源逐步发展为新动能袁新的产业链一步步完善
闭环遥每一层展开的新世界都是一个全新的舞
台袁我们努力将舞台造得更大尧更新尧更稳袁因
为舞台有多大袁节目就有多精彩袁表演的人就
有多明亮袁观众就有多喜欢袁而我们袁就会拥有
更多的机会遥

野你们拥有了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权
利要要要选择的权利冶袁因为拥有了选择的权利袁
便可以拥有更多的可能遥所以袁当我们努力去
创造选择袁国家也在努力给选择创造更多的机
会遥每一朵奔腾的野浪花冶在大江大河的臂弯里
呼啸着向前飞奔袁将脚下流淌的时间搭建成一
个个上升的阶梯遥也正是这条波涛激荡尧滚滚
向前的河流袁 载着更多民族飞扬的希望和梦
想袁使前浪拉着后浪尧后浪推着前浪袁一起创造
着更多可以选择的可能遥

殷 徐秋艳 渊陕煤地质物测公司冤

乘风破浪 奔腾不息

岁月匆匆袁韶华流逝袁
弹指一挥间袁55年艰辛袁55年腾飞袁
千锤百炼始成钢浴
55年来铸就行业野领头羊冶单位曰
55年来打造野客户信得过冶企业曰
处处折射着决策者过人的胆识与魄力浴
曾经追求袁曾经磨难袁
煤航人紧随时代的步伐袁一路走来曰
经历风雨袁经历辉煌袁
煤航人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今天遥
顶烈日袁冒严寒袁面对风险和困难袁
煤航人无所畏惧袁勇往直前浴
技术精袁质量优袁是煤航人的旗帜与方向浴
工期短袁成本省袁是煤航人的目标与要求浴
追求卓越袁开拓进取袁拼搏争第一袁
是煤航人不变的信念浴

煤航人热情奔放袁勇往直前袁
追求不止袁奋斗不息遥
技术赢市场袁诚信谋共赢遥
以信为本袁进取创新袁务实敬业袁
与公司共同发展浴
煤航人敢于挑战袁认真曰
煤航人一路执着袁实在曰
煤航人不求最好袁但求更好浴

55年袁对于一个人是知命之年曰
55年袁对于煤航却是硕果累累尧蒸蒸日上浴
煤航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袁
那是用心血培养的甘果袁
那是煤航人引以为傲的事业遥

面对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袁
煤航将成为建设野三个地球冶的主力军浴
煤航人有实力迎接更大的挑战曰
煤航人有信心创造更大的价值曰
煤航人要用劳动浇灌更加辉煌的明天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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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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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读书袁 有着一种特殊的感
情噎噎
小时候袁 我的第一本书是一本没有

封面的小人书袁讲的是女娲补天的故事遥
那本书袁 我让爸爸妈妈反复给我讲了很多遍袁
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
海里遥我想袁那本书带我打开了阅读的大门遥

那个时候可供阅读的书很少袁 由于家里没
有袁 每次串门袁 如果看到邻居家尧 亲戚家有
书袁 我都会缠着大人把书里的内容讲给我听遥
后来我上学识字了袁 就开始笨拙地自己阅读袁
叶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曳叶小红帽曳叶西游记曳
叶稻草人曳噎噎它们陪伴了我的童年袁而叶新华字
典曳则是我的良师益友袁出门必备遥就算是现在袁
每当回忆起那个时候的情景袁 留在我记忆里最
鲜明的感觉袁就是一种心灵的满足和宁静噎噎

上了初中袁我最高兴的是学校有一个图书
馆袁 每个学生一周可以从图书馆借一次书遥后

来我的同学说袁每个周五他都会看到我急匆匆
地走在去图书馆的路上遥就是在那段时间袁叶包
法利夫人曳叶安娜窑卡列尼娜曳叶红楼梦曳 开始走
进我的生活袁我不仅关注故事本身袁故事主人
公的悲喜也让我有了更多的思考院包法利夫人
的悲剧是谁造成的钥安娜由新生向绝望毁灭的
转化袁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哪些问题钥大观园
中一个个才女为什么都没有体现出自己的社
会价值钥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袁让我开始思考袁
作为一名女性袁我又能做些什么钥我的人生目
标是什么钥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钥

我把这些疑惑告诉了语文老师袁 她向我
推荐了 叶红岩曳袁 我如饥似渴地在书中寻找答
案遥 江姐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袁 视
死如归尧宁折不屈袁行将就义时她神态平静袁举
止从容袁梳理头发袁整理衣衫袁吻别野监狱之
花冶袁 始终带着胜利的笑容遥野如果需要为共产
主义的理想而牺牲袁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袁也

可以做到要要要脸不变色袁心不跳遥冶这一席话袁
充分展示了江姐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生死观袁
也深深地震撼了我袁一种坚定的信念平生头一
次潜入了我的内心遥通过阅读袁我慢慢认识了
越来越多的女性院 古代四大才女之一蔡文姬尧
和平使者王昭君尧首位女史学家班昭尧反帝反
封建革命的先驱者秋瑾噎噎她们都是中国历
史应该铭记的奇女子袁我也从她们身上看到了
更多的女性风采遥

参加工作后袁工作岗位由学校到工会再到
经营发展部袁不断发生着变化袁每一次变化对
我都是一种新的挑战袁工作内容不断超出我熟
悉的领域袁焦虑尧脱发噎噎为了调整心态袁心情
烦躁的时候我就会找本书袁 找个安静的地方袁
静静地看上一下午袁紧张尧疲惫在不知不觉间
烟消云散遥 也许我成为不了一个优秀的人袁但
是我知道只要努力就可以把工作做好遥作为一
名党员袁十二年前袁面对党旗许下的入党誓言

仍时时回响在耳畔曰十二年来袁我的信仰和初
心从来没有改变曰十二年后袁每一天都有新的
机遇和挑战袁我已经做好准备努力前行袁撸起
袖子加油干遥

现在袁 阅读成了我睡前必不可少的一件
事遥在书中可以和汪曾祺老先生一起品味人间
的温暖红尘曰在书中可以和林徽因一起去看杏
花烟雨江南的人间四月天曰在书中可以和食指
一起相信未来尧热爱生命噎噎所以无论身处何
方袁展开怎样的人生袁都要相信阅读可以带给
我们喜悦尧感动尧沉醉袁这是书籍绽放的光芒袁
也是阅读永恒的魅力遥

殷 李 琳 渊二勘局冤

阅读袁一场心灵的旅行
殷 樊 昀 渊航测局离退休中心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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