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的太阳在海面升起
有道金光照在雨水流过的地方
那是八一军旗的光芒
是在人民需要的前方

东方的太阳炙烤着大地
厚重的脚步行走在大地之上
奔跑在洪水咆哮的前方
那是军绿色的风景

是在人民需要的地方

这是中国火红的太阳
这是中国热血的力量
挥洒在中国大地之上

这是人民子弟兵的力量
这是国家强大的力量
挥洒在人民生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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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袁 我怀揣着对军人的崇敬之情袁 第一次远离
父母袁 赶赴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袁 成为一名野战部队的
士兵遥

好男儿志在四方遥 上班不到一年我就参军了袁 走的
那天袁 单位领导特意将我送到火车站遥 就这样袁 我与邯
郸籍入伍青年一起坐着绿皮火车袁 开始了我的三年军旅
生涯遥

东北的天气很冷袁 经常都是零下一二十摄氏度袁 最
难熬的是晚上站岗袁 尽管身上穿着内里是长毛的军大
衣袁 可还是挡不住如刀割一样的寒风遥 好在营房有暖
气袁 加上玻璃是双层的袁 所以室内很暖和遥 有时天气太
冷袁 我们的训练课便改为室内政治学习遥

在部队的三年袁 我学会了包包子和缝洗被褥遥 每周
日连里会改善伙食袁 给大家包包子袁 因为人手不太够袁
需要帮厨袁 这时我都会主动报名遥 每次帮完厨袁 老兵都
会往我碗里放白糖袁 让我冲糖水喝袁 算是一种奖励遥

部队条件很艰苦袁 土豆和干豆腐皮成了我记忆里难
忘的主菜遥 俗话说院 吃饱了不想家遥 可对于生长在四季
分明的环境里的我来说袁 东北一年只有两季袁 一年只刮
两次风袁 一次就是数月袁 这让我永生难忘遥

记得有一次袁 班里的一个战士白天费了很大的劲用
8号铅丝拉好的横幅袁 第二天就都不见了袁 只剩下崩断
的铅丝头遥

冬天洗衣服和拆洗被褥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袁 洗好
后晾在外面袁 不一会儿就冻住了袁 像是铠甲一般袁 硬邦
邦的遥

虽然我们住的地方离市区不远袁 但我从来没有在外
面花钱找人清洗袁 而是一步步逐渐适应了寒冷的环境遥

有一次袁 我跟几个战友外出袁 在公交车上袁 听到一
个妇女呵斥她正在哭的孩子院 野你再不听话袁 长大了也
让你当兵袁 叫你吃吃苦遥冶

军人大概就是最能吃苦尧 最不怕吃苦的代名词吧遥
当兵三年袁 我只回过一次家遥 当兵的第二年袁 满头

白发的老父亲一个人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部队来
看我遥

我把思乡的情感和对亲人的思念袁
化作坚持下去的动力袁 刻苦训练袁 安心
服役遥

时间如白驹过隙袁 一晃三年的服兵
役期很快就要结束了遥 快退伍时袁 我所
在的部队遇上了 野九八冶 抗洪袁 让我在人生中又
一次得到磨练遥

我们被派到了抗洪一线遥 看着就快要跟岸堤
齐平的嫩江水从我们脚下飞速而过袁 我才真正理
解了什么叫 野沧海横流袁 方显英雄本色冶遥

我的一个老乡袁 跟着连里的三个人坐着冲锋
舟抢救老百姓袁 在失踪两天后袁 平安地带着救回
来的老百姓回到部队袁 因此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
为 野抗洪四勇士冶袁 他本人也荣立了个人三等功遥
我至今仍记得他们连队的防段横幅上 野喝令洪魔
行正道袁 敢做降龙急先锋冶 的标语遥

我们退伍时袁 当地的副市长在火车站欢送我
们时说院 野因为你们袁 堤坝被成功地守护住了袁
泛滥的洪水才没有倒灌进城区袁 你们保护了老百
姓和财产的安全遥冶 副市长一边说着袁 成群结队的
老百姓一边把成箱的面包尧 矿泉水尧 火腿肠尧 鸡
蛋尧 方便面往火车上放遥

那一刻袁 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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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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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依然是战士
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年代袁 我们享

受着幸福的生活遥 但是袁 年轻的朋
友袁 你们可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凭空而
来袁 它是由无数革命军人用自己的青
春尧 热血甚至生命换来的袁 这些和你
们一样年轻的军人在保卫祖国尧 抢险
救灾尧 抗击疫情的各种战斗中袁 作出
的牺牲和奉献无不让人为之感动和敬
佩遥

一年又一年袁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
兵遥 一茬茬的老兵退役走了袁 一批批
年轻的战士接过了老兵们的枪袁 继续
履行着保卫祖国的责任袁 为了和平而
坚守阵地尧 放哨站岗遥 而那些退伍转
业的老兵们袁 在各自新的工作岗位上
仍保持着在部队时的军人作风和优良
传统袁 让人真切感受到当过兵的人就
是不一样遥

在物探研究院袁 就有 30 多名当
过兵的人遥 他们之中不论是退休的还
是在职的袁 只要一说起那段当兵的历
史袁 都会格外自豪袁 格外激动遥

野八一冶 前夕袁 物探院召开退役
军人代表座谈会遥 作为相关部门工作
人员袁 我参加了座谈会袁 近距离接触
到这些当过兵的人遥 在他们身上袁 我
看到了一种激情袁 一种朝气袁 一种坚
韧顽强尧 勇敢向前的奋斗精神遥 他们
总让人感到其思想品质的高尚袁 精神
境界的充实遥

在座谈会上袁 我看到早已退休的
退役军人刘运启老前辈袁 他和家父是
原空军第六飞行学院的战友遥 刘老在
部队时从事飞机仪表维修工作袁 对复
杂的机械仪表构造了然于胸袁 并大胆
进行技术创新袁 取得了多项革新成
果遥 实话实说袁 当时若有评选国家科
技进步奖袁 刘老至少也能获得空军的
科技进步奖袁 可惜当时没有这些啊遥
野但我不后悔袁 因为我为空军的飞行
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遥 现在我虽然
退休多年了袁 但还关注着我们国家的
改革发展袁 同时也希望物探院越来越
好浴冶 如今已 80多岁的刘老这样坚定
地说遥

原院领导尉方也是退役军人袁 在
部队时曾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袁 退
休后又任院离退休党总支宣传委员尧
党支部书记遥 他热心公益事业袁 积极
参加院里和地方政府组织的演讲活
动袁 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 弘扬
主旋律袁 传递正能量袁 被干部职工和
退休老同志们称为 野红色宣传员冶遥
野我常想袁 当年我们一起参加自卫反
击战牺牲的战友袁 他们要是今天还在
世的话袁 看到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袁
看到自己流尽最后一滴血保卫着的父
老兄弟姐妹们安详和睦袁 一定会感到
无比欣慰遥 我们活着的人不应忘记他
们袁 所以我要宣传他们袁 让年轻的一

代继承他们的遗志袁 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浴冶 尉
方铿锵有力的话语久久回荡在会场
内袁 让人无比振奋遥

作为在职的退役军人袁 院务办的
办公园区主管贾平任劳任怨尧 勤勤恳
恳遥 他负责办公园区各种办公设施的
维修和采购袁 他的办公室又是他的维
修站遥 去年国庆节袁 为了配合物业疏
通办公楼厕所被污水堵塞的管道袁 贾
平连续加了三天班袁 每天一身汗水尧
一身粪水袁 回到家免不了让妻子心疼
和埋怨袁 他却笑着说院 野虽然咱们身
上脏了一点袁 可是大家节后来上班袁
办公楼就干净了袁 多好呀袁 这就是为
人民服务嘛浴冶 凭着这种朴素而崇高
的境界袁 凭着这种老黄牛一样默默无
闻尧 埋头苦干的品格袁 贾平赢得了领
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袁 多次被评为
院优秀共产党员和年度先进工作者遥
座谈会上袁 贾平平淡地表示院 今后要
继续发扬在部队时的优良传统和工作
作风袁 努力在本职工作岗位上贡献出
自己的力量浴

年轻退役军人李超袁 是物探嘉园
园区主管遥 在疫情防控期间袁 他坚决
响应院党委的号召袁 不忘初心尧 牢记
使命袁 率先加入小区临时党支部和党
员志愿服务队袁 勇敢地担负起小区防
疫的主要责任袁 以退役军人对党绝对

忠诚尧 对企业认真负责尧 对居民群众
高度奉献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袁 全力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袁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彰显出退役军人依然是军人袁 退伍不
褪色尧 退役不退志袁 在危险时刻永远
是人民战士的军人本色遥 鉴于小伙子
在抗疫期间的突出表现袁 院党委在
野七一冶 表彰大会上袁 授予他 野优秀
共产党员冶 荣誉称号遥

座谈会上袁 院党政主要领导要求
我们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好习总书记关
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的指示精
神袁 把党和国家对退役军人的关怀落
到实处袁 服务好退役军人遥 我听罢牢
记在心袁 暗下决心要努力完成领导下
达的任务遥 因为我觉得袁 这些参会代
表都无愧于退役军人这一荣誉袁 他们
为物探院改革尧 发展和稳定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遥 他们骨子里依然是军人袁
是战士袁 是我认为最可爱的人遥

野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院 不怕污
蔑袁 不怕恫吓冶 野战士自有战士的抱
负院 永远改造袁 从零出发冶 野战士自
有战士的胆识院 不信流言袁 不受欺
诈冶袁 这是著名诗人郭小川歌颂与赞
美战士的诗句袁 这又何尝不是对那些
虽已退役却依然保持着革命军人战斗
本色的同志们的真实写照呢浴

他们袁 值得我尊敬并用心来做好
宣传服务遥 我愿跟随他们一起前行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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