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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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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似箭袁岁月如梭袁中国共产
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遥 回首百年风
雨袁回首百年荣光袁中华民族由弱变
强遥此时的东方袁14亿中华儿女并肩
站立袁以一往无前的姿态袁胸怀爱党
爱国的丹心袁 在这片热土上继续奋
斗着袁此刻在他们面前袁野十四五冶的
恢弘画卷正徐徐展开噎噎

党的百年华诞即将到来袁 在这
特殊的日子里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尧
每一个老百姓都有千万句心里话想

对党诉说遥我脑海中袁记忆的大门也
缓缓打开噎噎

野共产党教会我写自己的名字冶
我的童年是在姥姥家度过的遥

1929年出生的姥姥是一个生在旧社
会长在红旗下的普通中国妇女遥 出
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的她袁 经历过国
破家亡尧 背井离乡的悲惨生活遥

野最恨的就是耶二狗子爷袁中国人
欺负中国人冶袁 姥姥每次说起这些袁
布满皱纹的脸总是止不住地抽动遥
野耶二狗子爷就是汉奸反动派遥冶姥姥
解释道袁野共产党来了就教俺们怎么
打鬼子袁后来俺就跟着俺娘去了解
放区遥 在那里袁 大家伙儿一起劳
动袁那时候没有细粮袁共产党和老百
姓一起吃饭袁吃的是红薯叶子饼袁虽

是饥一顿饱一顿袁 但那味道可香
哩浴冶

后来我上了小学袁 我问姥姥有
没有上过学袁 姥姥说院 野俺咋没上
过袁 以前俺家里穷上不起学袁 去了
解放区以后袁 共产党就组织妇女们
上夜校袁 白天在地里干农活袁 晚上
村子里的妇女们就跟着老师一起读
书尧 识字袁 俺可不是文盲浴 也正是
共产党教会俺写自己的名字浴冶 说
到这里袁 姥姥的脸上浮现出满满的
自豪遥

像姥姥这样旧社会出身的妇女
还有很多袁 她们感激党给她们的一
切遥 正如姥姥所说袁 是共产党教会
她写自己的名字遥 在那个时代袁 共
产党不光让身处苦难之中的民众拥
有了属于自己的姓名袁 更是让积贫
积弱的中国得以在世界发声袁 让贫
苦的中华民族推翻 野三座大山冶袁让
他们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耕
种尧收获袁重获新生遥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1949年出生的大舅是一个有着
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遥年轻时袁大舅
在山西省一个小城市参加工作袁后
来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被厂子委派去
了工农兵大学读书袁 成为家里的第

一个大学生遥野党让我走进了大学学
堂袁我学习技术不光是为了自己袁更
为了把先进的知识带到车间班组袁
带到普通生产工人身边遥冶 大舅秉
承着这样的想法袁 学成后回到原来
的厂里工作袁 从普通工人干起袁 与
其他职工一起研究技术方案尧 破解
难题袁 在党组织的关怀和职工群众
的帮助下袁 他一步一个脚印袁 最后
荣任厂长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袁 野春
天的故事冶 传遍大江南北袁 中国开
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袁 前进中的
中国以更快的速度走向世界尧 融入
世界遥 经济领域的巨变引起人们思
想领域更深层次的变革遥 上世纪九
十年代初袁 大舅响应党的号召袁 解
放思想袁 辞去工作袁 独自来到深圳
特区袁 从零干起袁 当起了技术员遥
因为有了更多的机会尧 更强的挑
战尧 更大的舞台袁 大舅更加坚信
野幸福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冶遥

作为一名技术工人袁 他不怕
苦尧 不怕累袁 用多年从事技术工作
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迅速适应并融入
了新的集体遥 他还积极融入当地基
层党组织袁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
脑袁 不断解放思想袁 十年如一日袁
爱特区尧建设特区袁最后扎根特区袁

在建设国家的同时也较早地享受到
了改革开放的野红利冶遥

让铮铮誓言化作点滴行动

野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袁 拥
护党的纲领袁 遵守党的章程袁 履行
党员义务袁 执行党的决定噎噎冶

我举起右拳袁 对党许下铮铮誓
言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袁后来
我又成为一名党务工作者遥 因为工
作关系袁我常与党史尧党报为伴袁从
党史和单位的发展史中袁 我不仅因
革命先烈为国捐躯而感怀袁 还发现
原来在我们身边就有许许多多的鲜
活人物袁 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老党员尧先进工作者袁他们的事迹同
样可歌可泣袁值得我们学习遥

他们当中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技术骨干尧有先进妇女生产集体尧有
数十年如一日野开文明车冶的好司机
噎噎从他们的闪光人生中袁 我感受
到了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袁 那就是
要将对党的忠诚落实到具体行动中
去遥 也许我只是一枚小小的 野螺丝
钉冶袁 但也渴望在平凡的岗位上展
现 野大作为冶遥 在每天的工作中袁
能否发挥主动性袁 服务身边职工群
众曰 能否不怕困难尧 不讲条件地完
成工作任务曰 能否真正发挥好 野喉

舌冶的作用袁讲好党的故事尧传播党
的声音噎噎这都是我衡量自己是否
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标准遥我
们千万名共产党员只有做好自己的
本职工作袁 才能为社会尧 国家提供
更可靠的力量遥

我的小家是中国家庭的一个缩
影遥 在我家的三代人中袁 有在党的
带领下翻身得解放的姥姥袁 有乘着
改革开放的东风袁 奔向新生活的大
舅袁 还有像我一样接过共产主义精
神的 野火炬冶袁 传播党的声音的党
务工作者袁 我们一家三代人心中都
有着一个相同的声音院 跟党走尧 知
党恩尧 报党情遥

2021 年是建党 100 周年袁 是
野十四五冶 规划开局之年袁 是我国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尧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关键一年遥 当前袁 各单位掀起
党史学习教育热潮袁 引领所有党员
学党史尧 悟思想尧 办实事尧 开新
局遥 回顾党的百年历史袁 我们不仅
要牢记党的丰功伟绩袁 更要着眼新
征程袁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袁 自
觉肩负起党和人民的重托袁 从小事
做起袁 赓续辈红色血脉袁将我们的青
春和汗水奉献给敬爱的党和这个闪
光的时代浴

殷 李 颖 渊一勘局冤

三代百姓事 拳拳爱党情

如同母亲对孩儿的呼唤
隔得再远袁都能听见
只因母子血肉相依心相连
哪怕相距万水千山
也会毫不犹豫奔向母亲身边

作为一名党员
我也时刻听从党的召唤
以先驱和前辈为典范
为共产主义早日实现
在上下求索中寻觅答案

我听见了
那是李大钊野青春中国冶的呐喊
我看见了
这是毛泽东叶为人民服务曳的宣言
我还听见
习近平野我将无我袁不负人民冶的实践
还有董存瑞野为了新中国袁前进冶的高喊
刘胡兰野怕死不当共产党冶的豪言
我惊叹邱少云在烈火中经受的考验
我感受到雷锋对待同志春天般的温暖
正是这千千万万共产党员的牺牲奉献
正是这一次次高尚的行动和真理的召唤
续写下我们党苦难辉煌的壮丽诗篇
铸就了我们国家强大的社会主义政权

今天
迎来第一个百年的重要节点
站在野两个大局冶的时代前沿
母亲精神焕发袁风采依然
再一次发出进军新征程的呼唤
像无数先烈一样
我们听党指挥袁勇往直前
哪怕噎噎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也要冲锋不止
用生命去拥抱
拥抱那灿烂的明天

冬去春来袁 杨柳吐绿袁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大地遥 不知不觉中袁 春天来了遥 草儿绿了袁 枝
条发芽了袁 遍地的野花尧 油菜花开得灿烂多
姿袁 它们沐浴着春晨的曙光袁 在风中摇曳尧 轻
摆遥

春天袁 人们走进自然袁 放飞身心袁 精神抖
擞遥 历经风雪磨砺的树枝袁 一改僵硬呆板的冬
姿袁 仪态轻柔娇嫩袁 充满着青春的气息遥 了不
起的小草也给大自然增添了许多生机袁 草地一
块绿尧 一块黄袁 像是听到了冲锋的集结号袁 争
先恐后地钻了出来遥

春天像一幅画袁 让我们的眼睛阅尽五颜六
色遥

春天像一袋肥料袁 让小草尧 大树尧 花儿快
速成长遥

春天像一瓶香水袁 让花朵散发芬芳遥
春天代表着万物复苏袁 让我们一起投入大

自然的怀抱袁 感受绚丽多彩的世界吧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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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第 958期冤
叶工地上的春天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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