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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孩儿他娘袁最近单位在新疆承
接了项目袁 恐怕有几个月不能回家
了遥冶

野上级有个突击检查袁 中秋尧国
庆我得在工地值守袁 不能陪你们过
节了遥冶

野娘袁今年春节回不去了袁您多
保重啊浴冶

相信这些话有一些人再熟悉不
过袁这些人就是献身地勘事业的人遥
每每遇到如此情景袁 他们的心里装
着的是无限愧疚遥

地质事业虽苦袁身为地质人袁却
甘之如饴遥 他们为地质事业前仆后
继袁致力于为国家提供能源保障遥

有一封写给妻子的家书袁 让人

读之动容遥野我在离家 200公里的工
地袁吃着泡面与咸菜袁仍然因为你生
我的气而对你放心不下遥冶野你老怪
我喝酒袁浑身汗味袁满脸灰尘袁可你
记得结婚照上的我吗钥 那时也是西
装革履袁十分帅气遥冶野老婆袁商量个
事袁 下次跟我吵架之前能不能看看
我厚重的眼圈和疲惫的眼神钥冶噎噎

还有写给父母的家书院野我也
怕袁您在电话那头小声咳嗽一下袁我
就担心您是不是感冒了尧不舒服了遥
想想七十岁母亲的期盼袁 我又是何
等的不忍遥虽然我离开家乡袁虽然他
乡变成了我的第二个故乡袁 但您在
的地方才是我心永远向往的方向遥冶

你们远离城市袁远离妻儿父母遥

高山雪原有你们的身影袁 深山野林
有你们的踪迹袁 再安静的夜晚也有
你们的坚守遥

与地质相恋袁 哪怕地老天荒海
枯石烂袁亦可在红尘中袁牵手走过花
开花落遥与地质相恋袁多少春秋多少
风雨袁那份深情早已深深藏进心窝遥

地质成果的取得袁储量的查明袁
都足以回报你们一年四季的辛劳遥
你们无愧于国家的信任袁 无愧于地
质人的身份遥

永远爱你们袁 为国家地质事业
无怨无悔付出的地质人遥 永远爱你
们袁 付出青春年华和满腔热情的地
质人遥任凭世界怎么变迁袁对你们的
爱从没变过袁也永远不会变浴

殷 胡 静 渊江苏局物测队冤

永远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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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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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月 2 日 00颐01袁 我刚刚
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家遥 在西安抗疫攻坚的关
键时期袁 很多人不禁会问院 你这个时候怎么还
到处乱跑钥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遥

2021年 12月以来袁 新冠肺炎疫情疯狂反
扑袁 12月 25日起袁 西安单日新增病例呈三位
数增长遥 一时间袁 医护尧 工作人员急缺遥 得知
西安各区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的消息袁 我便想
方设法报名遥

一连好几天袁 在加了五个群尧 询问了多个
志愿者协会之后袁 我终于成为莲湖区抗疫一线
的社区志愿者之一遥

2021 年 12 月 30 日袁 西安市当晚气温只
有-5益遥那天是我作为抗疫野大白冶光荣上岗的
第一天遥19颐00袁 我到达莲湖区公园天下小区袁该
小区属于管控区袁我负责小区物资的收发配送袁
一直执勤站岗到凌晨 1颐00才回家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9 颐00袁 我来到民航社
区遥 作为志愿者袁 我负责扫描二维码遥 很多老
人和小朋友没有二维码袁 因为设备故障袁 身份
证不能识别袁 只能一个号码一个号码地手动输
入遥 敲着敲着手指头就冻木了遥 可是想到这么
冷的天气袁 老人和小孩都在排队等着袁 便一刻
也不敢停下来遥

雪时下时停袁 而设备原因让进度变得缓

慢袁 排队的人冻得发抖袁 时不时有抱怨的声音
传进耳朵里遥 我们也冻得瑟瑟发抖袁 心里却火
急火燎遥

一直忙活到中午袁 为了不耽误工作袁 大家
互相替换着到角落扒拉一口已经放凉了的饭袁
就继续上岗了遥 我从没有过在雪地里吃饭的经
历袁 凉了的饭吃到嘴里却也觉得暖暖的遥

下午袁雪停了袁我们又辗转去了莲湖区其他
三个小区遥我依旧负责扫描二维码和录入信息遥

23颐50袁 一天的核酸检测工作全部结束遥 我
们终于可以坐下来安安稳稳地吃晚饭了遥 口罩
摘下来时袁 我的脸被压出几道印子袁 直到第二
天早上都还若隐若现遥

这一天里袁我先后去了四个小区袁穿了四次
防护服尧录入了约 2800人次的二维码和身份信
息遥那天袁西安气温骤降袁我们时不时会遇到违
反规定插队或者抱怨连连的人遥然而袁医护人员
遇到小宝宝会贴心地蹲下来做核酸袁 也会温柔
地提醒腿脚不便的老人野没事袁慢一点冶遥

有的医护人员在前两轮核酸检测时袁 连续
36小时上岗袁 有的半夜回家刚睡了两小时又被
电话叫醒袁去其他地方支援遥当了志愿者袁我才
第一次知道野防护服+口罩=勒得头晕冶袁也是第
一次感受到野戴手套+抹凝胶=渗骨头的凉冶遥这
只是我的一天袁却是医护人员的每一天遥

疫情无情人有情遥 虽是凛冬袁 可人心却很
暖遥

有热心居民给我们送了两壶热水袁 特意叮
嘱我们野多喝点热水就不冷了冶遥可一方面因为
穿防护服戴口罩不方便袁 另一方面大家都不想

停下手里的工作遥因此袁两壶水直到小区的核酸
检测都做完了袁也没有动过遥

有一个小区的阿姨袁在晚上 11点多核酸检
测结束后袁 给我们端来了现做的锅盔馍和油泼
咸菜遥阿姨说院野这么冷的天袁这都大半夜了袁哪
个娃不是自己爸妈的宝浴冶这句话让在场的所有
工作人员泪目遥

一瞬间袁一天来夹着雪花的风尧受过的白眼
和抱怨尧几百几千次手消后的刺骨袁对于我们来
说都算不上什么了遥突如其来的疫情袁让这个城
市凝聚力倍增袁 让温暖的爱意源源不断地流淌
在我们身上遥

2021年 12月 31日袁 是年末的最后一天也
是新一年的开始遥我怕家人操心袁一直瞒着他们
当志愿者袁远在北京的老爹还是知道了袁给我打
了视频电话袁野亲爱的闺女袁你辛苦了袁你是我的
自豪袁西安有难袁我们都要努力袁战胜疫情袁西安
加油浴闺女加油浴冶那一刻袁我再也忍不住袁眼泪
直流噎噎为了这场战役默默付出的人太多太多
了袁我相信如约而至的不止春天浴

作为志愿者袁我已经工作了五天遥我知道有
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热爱这个城市的普通人袁在
我们看不见的角落默默发光袁 正是这万万千千
的光聚集在一起袁照亮了整个黑夜遥我也坚信袁
西安会好的遥

殷 王 璇 渊陕煤地质一八六公司冤

野疫冶无反顾 向险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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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承父业事勘探袁
赓续血脉代代传遥
山高陡峭不畏险袁
峡谷幽深何惧渊浴
脚踏实地理想践袁
埋头苦干硕果添遥
无悔地质艰苦业袁
一生相许伴大山浴

岁月是首歌袁
光阴未蹉跎遥
追梦地质人袁
鸿志托山阿遥
风雨路坎坷袁
寒暑道嵯峨遥
赤诚大山子袁
一生无他择浴

殷 郭继生
渊山西省煤炭地质一一五勘查院冤

薪火相传

大山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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