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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洽谈会暨春季人才云服务交流大会通知
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定于2019年3月2~3日（星期六、

日）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呼和浩特市东二环与大学东路东口交汇处）举

办“2019年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洽谈会暨春季人才云服务交流大会”。洽谈
会预设620个展位，提供3万多个岗位。参会人员必须携带二代身份证入场。

联系电话：0471-6928041 6601324 网址：http://zph.nmgrc.com

诗人济慈说：“一个人，
看着一朵花慢慢地开放，是
一生最大的幸福。”诗人说
的是独自一人时的精神愉
悦之感，我却从诗句中读出
了“一朵花”的魅力。一朵花
的魅力该有多大？一朵花让
一个人长久凝视，浑然忘
我，直至与花融为一体，静
静享受人世间最大的幸福。

花是美丽的精灵，是
美好事物的代表。花也是
奇妙灵动的隐喻，所有美
好的事物，都如花朵一般
灿烂，如花朵一般芬芳。一
朵花，能够让我们长久驻
足，也会让我们奔跑而至。

前不久，我和几个朋友
一起出门。寒冬季节，四野
萧条，一切都封冻着，没有
半点生机。忽然，一个朋友
喊起来：那里怎么还有花
呢！我们顺着她手指的方
向，飞奔而去。平日里我们
的脚步也像冰封了一样，迟
缓而麻木，可如今我们在花
朵的召唤下，不约而同地奔

跑起来。我们每个人都睁大
了探寻的眼睛，脚下生风，
朝着一朵花奔跑而去。

那是一盆小小的风信
子，一看就是养在温室里
的。这盆风信子有着紫色
的花穗，还未盛开，很娇柔
的样子，在寒冬里瑟瑟抖
动。这花在这样的环境下
出现，真像是突然间降落
凡间的仙子似的，她在苍
寒之地迷了路，不知所措。
这花哪里来的呢？环顾四
周，我们发现，不远处有一
个温室大棚的花圃，上面
有“出售鲜花”4个粗糙的
大字。一定是有买花人骑
着车子来买，看着哪盆都
喜欢，买的多了，车子驮不
下，那盆小小的风信子便
掉下来，落入这严寒的天

地之间，被我们发现。
这样的解释够合理了

吧。一个朋友双手捧起风信
子说：亲爱的花儿，你被我们
发现，算是有缘吧，我把你带
回家好好养着，不辜负你，也
不辜负那个买花人，这算是
你最好的归宿吧！我们都笑
她：拾金不昧，拾花也应该不
昧。她莞尔一笑说：万两黄金
抵不上鲜花一朵，拾到花，是
人与花的一种缘分，爱花，就
带她回家吧。

风信子有了这样的归
宿，也不枉我们一群人朝
着她飞奔而去的向往和关
注，怜爱和珍惜。我想，只
有花有这样的魅力吧———
即使是如此小而平凡的风
信子，也让我们一群人朝
着她奔跑而去，驻足围观，

爱护善待。
朝着一朵花奔跑，是

诗意温情的，这也体现了
我们对生活的领悟能力。
记得老树画画中有一句：
荣辱得失算什么，此生只
向花低头。向花低头，是对
生活的深情表白。懂得生
命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便能活得通透许多。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
西都相当富有诱惑力。金
钱、别墅、豪车、珠宝、名牌，
如此等等，很多东西都有着
一双媚惑的眼睛，迷惑众
生，让很多人为之疯狂。喧
嚣和浮华之中，名与利的追
逐，得与失的算计，荣与辱
的计较，都会让人的心越来
越麻木，麻木到对一朵花开
视而不见，甚至对满园春色
熟视无睹。即使得到的再
多，丧失了朝着一朵花奔跑
的能力，便会迷失快乐幸福
的方向。老树是多么智慧通
达，荣辱得失算什么，此生
只向花低头，我们只为美低
头，其余的一切不过是掠过
眼前的风景。

浮士德看到美好的事
物会喊：“你真美啊，请停
一停！”爱生活，为美停留。
我们看到美好的事物，可
以朝着她奔跑而去。爱生
活，追逐美好。心怀美好，
朝着一朵花奔跑，无论你
身处何境，跑着跑着，就跑
到了和煦温暖的春天……

文/马亚伟

60多年前，这里还是
一派大漠孤烟、长河落日
的荒僻沉寂景象。只要不
是风沙天，抬头就是蓝天
白云。

工业新城崛起

坐落在大西北大河大
漠大山之中的这里虽有相
对独立的地貌特征但无独
立的行政区划，原始到甚
至没有一个正式的地名。
在政务院总理和地质部长
的办公桌上有一份文件叫
桌子山地区；在绥远省的
文件中称为伊克昭盟鄂托
克旗阿尔巴斯苏木第三
区；当地牧民又称作“稀里
俄博”的地方，然而随着一
支地质队的到来彻底改变
了这里的一切：这里发现
了富集的煤炭、石灰石、
铁、铅、锌等资源；绘就了
钢铁、煤炭和化工的主导

产业的工业新城的发展宏
伟蓝图；拟建的包兰铁路
两过黄河，拐了一个倒

“几”字弯，通达这里；荒原
上勾勒出了火车站和未来
的城市中心的坐标；绥西
工业区工矿城市布局、交
通主干线等方面建设初步
有了指导意见；对未来城
市建设布局及防洪提出了
明 确 的 要 求 ； 在 桌 子
山———卡布其地质勘探中
形成了海陆变迁海域沉积
相与油气理论，在地质界
引起轰动反响，进而运用
这一科学理论为模板，类
比推断，相继在松辽平原
的大庆、新疆的塔里木发
现了大庆油田、塔里木油
田；与桌子山岩画对话解
读“天书”、拍下了建国初
期原始的照片；年轻的地
质学家在拉僧庙大殿下远
眺夕阳西下的黄河、大漠，
豪情万丈，意气风发，挥笔
写下了《拉僧庙赋》沧海变
桑田，我国著名区域、油气

地质学家关士聪院士以及
由他率领的地质部地质队
的到来，沉寂的群山开始
沸腾，这里的历史开始改
写，开始书写一座现代化
的工业新城崛起在西部亘
古荒原上的华美篇章。

提交7篇报告

1953~1957年，新中国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
施。根据“一五”计划，建设
了以“156项”为核心的近
千个工业项目。钢铁作为
大工业的基础。我国将兴
建武汉和包头两个新的钢
铁基地。对包钢所需的铁
矿，1927年7月，地质学家
丁道衡带领他的团队首次
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体。
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
派出白云鄂博地质调查队
（241地质队），对白云鄂博
展开大规模地质普查。提
交了大型的地质勘探报
告，保证了建厂的条件。那

么满足包头钢铁基地炼钢
所需的焦煤资源以及石灰
岩等辅助原料在哪里呢？
为解决工业建设“等米下
锅”之急，周恩来总理将艰
巨的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地
质部部长李四光，旋即这
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年轻
的地质专家、地质部地质
工程师关士聪。

1954年盛夏，由关士
聪任地质队队长兼主任工
程师的地质部桌子山地质
队（205地质队）正式成立
了。他率领地质人员从北
京乘火车出发到达包头
市，与担任保卫任务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会合
后乘卡车沿绥宁公路经过
3天到达老磴口。在磴口将
物资运送到巴彦木仁后，
地质队由碱柜渡过黄河，
骑骆驼来到卡布其附近安
营扎寨，帐篷和简陋的地
窨子便是他们的临时用
房，历时两年对桌子山地
区进行了地质普查勘探。

作为单位的行政和技术一
把手，他总是身体力行，率
先垂范，带领为数不多的
技术人员走遍了地区的每
座山谷。

1955年4月初，桌子山
煤田详查的野外工作全部
结束，除少数留守人员外，
其他地质人员都撤回到张
家口基地。大家继续整理
资料和分别计算煤炭储
量，提交的报告则由关士
聪主笔，经正式评审后向
地质部提交了7篇报告。报
告为乌海市煤都的建立和
桌子山煤田的开发做出了
重要贡献。因而关士聪也
被乌海市首届科学大会誉
为“乌海市的奠基人”。

蓝图变成现实

往事并不如烟，一位
院士奠定了一座城的崛
起。随着包钢的建设、包兰
铁路的通车、万人上山大
会战、乌达海勃湾两市合

并、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
的发展，今天的乌海已崛
起为共和国版图上一座重
要的新兴工业城市，也是

“宁蒙陕甘”经济区和沿黄
经济带的区域中心城市。
有蒙、汉、回、满等40个民
族55万人口，被誉为黄河
明珠、乌金之海、书法之
城、葡萄之乡。关士聪院士
60多年前在这片土地上谋
划的一切均已由蓝图变成
了现实。

2018年是关士聪院士
诞辰100周年。60多年艰苦
的地质野外勘探生涯练就
了他乐观豪放、平易近人
的性格。他曾在桌子山、岗
德尔山顶上豪饮，以抵御大
西北的严寒。他四处奔波，
浪迹山野，发表的论著和报
告达400万字，他的“实践第
一，野外第一”已经成为一
代又一代地质工作者的座
右铭！也融入到乌海这座崛
起的城市的精神基因中代
代相传。 文/张百会

一位院士与一座城市的情缘
◎◎草原往事

思露花语
人生，知足常乐，这是禅修，生命，知止而安，这是

禅悟。

人生，有时只要转变即可，有时则需要巨变，甚至

蜕变，方可出现转机和改变命运。

时代讲究风尚，社会讲究风气，人生讲究风度，生

命讲究风骨。

人生，只要懂得善待他人，其实最终善待的正是

自己。

当视财物和名利为身外之物时，方可有弃恶扬善

的人生。

不与俗人斗气，不与庸人争名，不与小人同好，真

君子也。

痴，若是一种呆，则会沉滞；痴，若是一种傻，则会

沉寂；痴，若是一种迷，则会沉溺。

遇事，不矫情，不任性，方可活出真我本性；做人，

不违心，不逊色，方可活出真我本色。

依靠，一旦成为习性，损伤的是生存的自主意

识；依赖，一旦成为惯性，损害的是生活的自觉意

念。

安适则安逸，安逸则安定，故适者安生；安静则安

心，安心则安分，故静者安宁。

率真和真率真的有区别吗？前者是在率性中见证

真实，而后者则是在真实中彰显率性。

古语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其容，既要有宽

容的心态，又要有包容的心智，更要有容让的心

境。 文/巴特尔

朝着一朵花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