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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野青春冶一词袁不同人有着不同的解读袁有人说
青春是无畏的资本袁有人说青春是梦想的摇篮袁还有人
说青春是迷茫的年岁遥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袁各式
说法充斥视野袁不由发人深思要要要青春到底是什么钥

革命前辈的青春袁是在战胜腐朽中生长出的新芽袁
是传播新思想袁是救万民于水火袁是周恩来的野为中华
之崛起而读书冶袁 是北大学生的抗日游行罢课宣言袁是
陈延年烈士的坦然赴死绝不跪下遥

父母辈的青春袁是嫩芽抽枝袁绿意盎然袁是改革开
放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袁是唱着野咱们工人有力量冶挥
洒的汗水袁是信息科技初入千家万户袁带来旧传统与新
事物新观念的碰撞遥

而今天袁我的青春袁是树干茁壮后的枝繁叶茂尧绿
荫蔽天袁是求知若渴的聆听袁是教室里的奋笔疾书袁是
纷至沓来的试卷习题和得偿所愿后的欣喜遥 在同一片
阳光照耀的土地上袁此刻还有千千万万个野我冶袁他们有
人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袁有人在保卫祖国的边疆袁更多
的人袁奋斗在许多平凡的岗位上遥

回望过去数十载袁无论是革命前辈尧父母一代袁还
是我们这一代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袁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理想袁每一代人的青春里都有其为之坚持尧为之努
力奋斗的目标袁 而这种目标都将作为漫长人生中一段
旅途的指向标袁 注定将故事的主角引向更光辉灿烂的
远方遥

思绪至此袁青春是什么袁于我已经有了明确而响亮的答案要要要青春是拼搏尧是
奋发尧是昂扬袁青春是敢于直面挫折的勇气袁也是时代的担当遥

以千万青春之我袁创青春之民族遥生逢盛世袁作为新时代的青年袁我们站在诸多
为时代长城添砖加瓦的先辈肩膀之上袁理应从上一代手中接过发展的接力棒袁慨然
阔步袁昂首向前袁放大每一份微小的闪烁遥 而每一片星光都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梦想袁或许时代无法记住每一个人的名字袁但它始终在那里袁始终熠熠生辉遥

此刻袁我坐在书桌前敲下这段文字袁抬眸恰好望见高考前贴在书架上的野拼搏冶
二字袁时隔几年袁不少记忆已经模糊泛黄袁而贴纸却依然如新遥
每每坐在桌前袁总能忆起当年挑灯夜战的无数夜晚袁辛苦有之袁疲惫有之袁坚毅

更有之遥若想无悔于自身袁拼搏是最好的答案袁读书如此袁工作亦如是遥唯有砥砺袁方
可前行遥 奋斗吧袁你我正当年遥

巍巍泰山袁 滔滔黄河袁 山河壮
美遥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开辟出齐鲁大
地的山川秀丽袁 也把无数的资源宝藏
深埋在这块神奇的地方遥 在这里袁 有
一群可爱的人战斗在它温暖的怀抱
中遥 他们或风餐露宿尧 跋山涉水袁 或
坐定后方尧 指挥保障遥 他们用青春践
行一份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要要要为祖国
找矿遥 他们与石头深情对话袁 在探寻
宝藏的征程中铸就苦难辉煌袁 把一生
献给了平凡而伟大的事业要要要山东煤
田地质事业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地质科学

家的感人事迹袁展示了一脉相承的野爱
国尧创新尧求实尧奉献尧协同尧育人冶的科
学家精神遥 在大地之子李四光尧中国地
质事业创始人丁文江等地质先辈的影
响下袁以首届野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冶获
得者尧 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
院的创立者陆忠骥为代表的山东煤田
地质科技工作者袁 无私奉献尧 上下求
索袁他们的人生追求揭示了野特别能吃
苦尧特别能钻研尧特别能开拓尧特别能
奉献冶的山东煤田地质人精神遥 一代代
煤田地质工作者接续奏响了一曲忠于

祖国尧无怨无悔的野共和国恋歌冶遥
陆忠骥老先生工作的第一个地方

就在我的家乡袁我聆听着新中国第一代
野开采光明 奉献温暖冶的煤炭工作者的
故事长大袁循着野唤醒宝藏 奉献希望冶
的人生梦想来到了山东局研究院遥在组
织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申报材料
时袁陆忠骥等老前辈的感人故事深深地
打动着我尧教育着我尧鼓励着我遥新中国
成立初期袁为了给百废待兴的社会主义
建设提供煤炭资源袁我们的老前辈不分
领导干部还是普通职工袁全都盯靠在施
工一线袁不计报酬袁任劳任怨袁不分昼夜
地为祖国寻找着希望遥那时候没有现在
这么先进的设备袁他们靠着满腔的爱国
热情袁靠着求实的科学态度袁靠着崇高
的理想信念袁使新中国迅速摘下能源贫
困的帽子遥

1981年袁 作为济宁煤田二号井地
质报告主编的陆忠骥袁 面对着满墙的
图纸兴奋地向大家报告院野据初步计算袁
我们这个矿区可以获得 8亿吨煤炭储
量噎噎喂浴大家别抽烟了袁别抽烟了浴 冶
大家怔住了袁这屋里没有人抽烟啊浴野那
是下雾了钥 冶野房间里哪有雾啊钥 冶噎噎

原来是陆忠骥长期伏案工作袁积劳
成疾袁眼睛看不清物体了遥 医生的诊断
结果是青光眼后期袁视神经已经凹进去
了袁 必须尽快手术治疗遥 经过手术袁虽
然双眼保住了袁 但每只眼睛都挨了一
刀袁左眼的黑眼珠永远失去了那自然的
圆润遥 当这一切都过去后袁他又惦记起
那没有完成的地质报告袁 未经医生同
意袁他告别了妻子儿女袁又返回沸腾的
野外工区袁继续和同事们一块儿指导勘
探施工袁编写报告遥 就在当年袁报告编
写完毕袁凭着优质的设计尧施工和质量袁
夺得了我国煤田地质界第一个优质报
告奖袁工作成果一度让英国专家折服遥

1991年袁 陆忠骥带领团队耗时 6
年破解野巨野之谜冶袁让一个蕴藏着 51
亿吨煤炭的特大型煤田傲然于世曰1986
年袁受命为中方专家组组长袁12年投身
中日合作勘探开发项目为国争光曰1989
年袁荣获首届野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冶遥
此外袁还有我国电法勘探事业拓荒

者洪仁恕袁 地质事业的攀登者胡成藩袁
山东煤田测井学科带头人周克成袁地震
技术的野常青树冶杨奎遥 他们不为严寒
酷暑而抱怨袁 只为工作神圣而自豪曰他

们不为日夜忙碌而懈怠袁只为使命远大
而骄傲遥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无悔
地奉献给了煤田地质事业遥

步入新时代袁虽然有些设备已经淘
汰了袁有些技术方法已经落后了袁但这
种精神却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遥作为年
轻的煤田地质人袁如何接过这象征光荣
传统的接力棒袁 并不断地传承下去袁创
造出新的辉煌袁是摆在我们面前最紧迫
的课题遥我想破解这一课题的关键词就
是爱国尧求实尧奉献遥

渺小的个体袁在呼吸之间袁每天把
自己的气息弥散于无垠的宇宙遥短暂的
生命袁在一呼一吸中袁时时让脉搏跳动
的音律回荡在千百年的时空遥 于是袁有
了伟大袁有了永恒遥在野科技创新与科学
普及成为创新发展两翼冶的新时代背景
下袁作为奋战在地质科普战线的青年工
作者袁我们要学习好尧传播好老一辈地
质人的精神袁传承好尧践行好新时代科
学家精神袁在地质报国的豪迈征程中奏
响青春赞歌袁做到心中有梦尧敢于追梦尧
勤于圆梦袁 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尧山
东省野三个走在前冶和山东煤田地质事
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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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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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万大庆 渊山东局研究院冤

爱国 求实 奉献
要要要科学家精神点亮青春梦想

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
清晰照在黑黝黝的脸庞
我深情祝福你袁中煤地质人
勇敢地张开翅膀
美丽绽放

每段征途灿烂灯光闪亮
钻机的歌唱伴我入梦乡
我深情期待你袁中煤地质人
带着美好的希望
美丽飞翔

华丽转身袁你已披上了新装
巍峨的钻塔洋溢着钻速的时尚
我满怀祝愿你袁中煤地质人
承载着煤勘人的愿望
和谐向上

敞开双臂拥抱这世界的芬芳

机器鸣响袁演奏着美丽乐章
我深情期盼你袁中煤地质人
带着煤勘人的欢声
铸就辉煌

宝藏富饶昭示着圣地的曙光
煤勘人汗水滴滴洒在前进的路上
我真挚祝愿你袁中煤地质人
让我们一起成长
乘风破浪

张开翅膀袁美丽绽放
载着希望袁美丽飞翔
承着梦想袁铸就辉煌
幸福和谐袁茁壮成长
可爱可敬的煤勘人袁我们在一起
奏响这美丽的乐章
吹响号角袁乘风破浪
砥砺前行袁美丽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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