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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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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花开了袁 大片大片的白袁 大团大团的粉袁
杏花尧 桃花尧 梨花如赶赴一场盛会袁 袅袅婷婷争相而
来袁 明艳热烈地盛放着遥

隔着玻璃袁 我仿佛闻到了花香袁 闻到了春天的味
道袁 一颗心便开始萌动袁 痒痒的袁 想立刻转身袁 不管
不顾地扑到春里尧 花里遥

桃花开得满眼都是袁在花间徜徉袁那红红粉粉的花
儿开得浓烈袁 开得奋不顾身袁 空气里全是那粉色的迷
香遥我的心一下子就被俘获了袁变得软软的尧湿湿的遥

走过桃红小路袁 又是一处杏花满园遥 杏花没有
桃花那般娇艳妩媚袁 在白中透着轻轻浅浅的柔美袁
不浓艳袁 不热烈袁 就那么静静地优雅着袁 宛若烟雨
江南中撑着油纸伞走在青石巷的女子袁 抿嘴浅笑间
全是丰富的内涵遥 杏花的一树枝干傲然于世袁 并不
是高冷地拒人于千里之外袁 而是它本高洁明净遥 杏
花之美是骨子里透出的淡尧 雅尧 静袁 是质本洁来还
洁去的冰清婉约遥

小径迂回曲折袁 偶有几树梨花跃入眼帘袁 绽如雪
白袁 花中有叶袁 叶中有花袁 在细细嫩嫩的小小绿叶的
映衬下那般纯美袁 如穿着雪白裙裾的少女默默颔首袁
低眉间满含娇羞遥 这样的纯美袁 让我汹涌的心潮慢慢
平静下来遥

在这样的花事前袁 我轻嗅花香袁 恍如回到古老的
岁月袁 那个弹着箜篌的女子啊袁 站在绿树白花的篱
前袁 微风拂过袁 花瓣飘落声
声慢噎噎

抬起头袁 望向平静广
袤的天空袁 这多情的花
事 尧 恬淡的花香 袁
这脚下生生不息的
一片绿意袁 再一次
洇湿我的心遥 美总
会袭击人袁 并让人
心醉遥 拾花酿春袁 与一
朵花对望 尧 相知 袁
我对任何人不能说
的话袁 全都与花说
了袁 只因美好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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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
春日戈壁勘探忙袁
树荫下面等秋凉遥
连天烈日分早晚袁
车辙晚霞两中央遥

渊二冤
测线网联戈壁上袁
五月征衣展红装遥
多少日月相轮替袁
物探地质走四方遥

殷 王 晶 渊山东局物测队冤

五月袁戈壁滩上的地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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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对我非常严苛袁 不论我做什么
她都能挑出毛病来遥 可母亲在外人面前
又总说我懂事尧 听话袁 不让她操心袁 满
脸的自豪遥 我总是摸不透她的心思遥

我在十九岁生日时收到了大学录取
通知书袁 滴酒不沾的母亲喝了一小杯白
酒后话就多了起来遥 她说我性子调皮袁
总喜欢干些危险的事袁 她不约束些袁 我
肯定要闯祸曰 她说我做事不细心袁 不骂
着训着如果养成了坏习惯袁 学习生活都
要遭殃曰 她说我逃过学尧 撒过谎袁 不提
点着袁 我就 野长歪冶 了曰 她说我性格坚
毅能扛事袁 比性子敏感的妹妹让她放心曰
她说我有主见尧 拎得清袁 就算出门在外
也不用担心我受委屈噎噎我一直以为她
是嫌弃我尧 不在意我的袁 直到那时我才
知道她是实实在在关心着我袁 只不过因
为不懂沟通袁 母女俩别扭了那么多年遥

十九岁以后袁我和母亲俨然成了野闺
蜜冶袁她会跟我说些家庭琐事袁我也经常跟
她聊一聊校园里的新鲜人尧新鲜事遥

我知道父亲从前吃了很多苦才有了
一个家袁 所以他 野无原则冶 地对母亲好袁

有时候连我都觉得母亲矫情袁 有小性子遥
我和母亲交心以后才开始正视她的辛苦和
付出遥

母亲心灵手巧遥 她上有年长多岁的兄
姐袁出嫁前家务全然不通袁嫁给父亲后她自
己买了图册学习剪裁尧绣花遥我小时候的书
包是母亲用碎布头拼接的袁 她还别出心裁
地用白布做了花边袁很是好看袁惹得不少同
学要跟我换书包遥那时候袁晚上没有其他消
遣袁 母亲一边看着我们写作业袁 一边纳鞋
底尧绣鞋面袁我和妹妹的鞋面上总有各种各
样漂亮的图案遥有我和妹妹做活招牌袁很多
人来我家找鞋样尧花样袁后来还有人找母亲
帮忙裁剪衣服袁做添丁进口的棉袄尧棉裤遥
农闲时袁家里总是很热闹袁一群婶子尧大娘
跟着母亲学裁剪遥

我和妹妹结婚时陪嫁的床上用品袁一
半出自母亲的手遥 她拉着父亲去布匹市场
找花色尧挑材质袁裁剪尧缝合尧滚边袁一点点
做了十几套出来遥虽然没有市面上的华丽袁
却是最贴心尧贴身的温暖遥

母亲吃苦耐劳遥父亲一生奔波劳碌袁母
亲一生相伴相随袁和父亲恩爱了一辈子遥在

我小的时候袁父亲常年在外打工袁母亲在家
操持家务尧春耕秋收尧照顾孩子袁十分辛苦
忙碌袁有时候累得坐着就睡着了袁因此落下
了肩痛的毛病遥我那时候还特别调皮袁心里
总埋怨她袁现在想想真是惭愧遥

我升初中那年父亲出了车祸袁 家里断
了经济来源袁 母亲硬是每天忙完家里大小
事情后袁 去村里蔬菜收购点帮忙洗菜尧捆
菜遥夜里下大雨袁她一个人扯着塑料布去谷
场遮盖刚收下来的麦子遥记忆中袁原本胖胖
的母亲在短短三个多月里瘦得眼窝都深陷
了袁白了一半的头发遥父亲看着她的白发直
掉眼泪袁连说自己不中用袁让她受苦了遥母
亲还安慰父亲说这是家里遗传的袁 不到四
十岁就会长白头发遥

母亲深明大义遥 我小时候她经常跟我
说袁要对自己的选择和做过的事情负责任遥
我那时候不懂袁总认为她就是不想管我袁长
大后当我独立生活了才知道当年母亲对我
的教导是无比珍贵的遥大学毕业时袁因为我
要从父母身边前往千里之外的江西袁 当时
很犹豫袁 担心离父母太远以后照顾不了他
们遥父亲还有点担心袁母亲却说院野只要是对

你有好处的事我都支持遥 从你上大学那天
起袁 我和你爸就做好了你不在我们身边的
准备遥冶

母亲通情达理遥 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年
我和婆婆拌了两句嘴袁 觉得委屈便给母亲
打了电话遥母亲说院野婆婆就算有错袁就冲着
她给你带孩子的情分袁你都要让着她尧对她
好遥在你最难的时候的情分袁这辈子都不能
忘遥冶后来袁我和婆婆关系处得非常好袁有次
聊天说起这事袁婆婆当时眼睛就红了袁说我
母亲是个好人遥

母亲是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高中毕业
生袁一直关注时事尧法律袁每天拉着父亲一
起看叶新闻联播曳叶焦点访谈曳叶今日说法曳等
节目遥她总说袁思想不进步就会和我们没话
聊袁家里的气氛就冷了遥受母亲的影响袁父
亲总觉得自己还很年轻袁 什么事还想和年
轻人比一比遥母亲有时会唠叨他几句袁可说
着说着自己又笑了袁说心态年轻点儿好袁活
得长久遥

现在村里人都说母亲有福气袁 三个女
儿个个过得好袁又孝顺遥我们父女则一致认
为袁福气是母亲带给我们的遥

亲爱的妈妈袁我想对您说院对不起
记得上初中时袁 特别流行随身听袁

那时价格还不便宜袁 为了让我学好英
语袁 妈妈给我买了一台遥 拿到随身听袁
我迫不及待地往腰上一挎袁 别提多神气
了遥 到了冬天袁 早晨上学的时候天还没
亮袁 见我要带着随身听骑车上学袁 妈妈
觉得不安全袁 一再嘱咐我骑车的时候不
能听遥 只顾着神气的我哪里听得进妈妈
的劝告袁执意要带着袁妈妈便追出了门遥
最后我不耐烦地将随身听丢给妈妈就骑
车上学去了遥

出了门袁我心里开始后悔袁当时天还
没大亮袁我隐约觉得随身听打到了妈妈遥
中午回到家袁看到妈妈肿起的嘴唇袁我心
里特别懊悔袁 但碍于面子我没有向她道
歉袁现在想起来真的是满心愧疚遥亲爱的
妈妈袁我想对您说院对不起浴

亲爱的妈妈袁我想对您说院谢谢您
都说野养儿方知父母恩冶袁直到有了

自己的孩子我才悟到这句话的含义遥
父母总想给孩子最好的袁 半点委屈

都不想让他承受袁 只要孩子稍微闹点情
绪袁 就会马上把他抱在怀里袁 为他的每
一点进步欢呼雀跃袁 总想把孩子的每一
个成长瞬间都记录下来遥 仔细想来袁我
也曾是父母手心里的宝袁 也曾让他们牵
肠挂肚袁 也是在他们的百般呵护下一天
天成长袁 他们用无私的爱给予我数不尽
的关怀遥

初为人母袁 在体会着女儿带给我的
惊喜与幸福的同时袁 伴随而来的是无数
个难眠之夜遥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袁年过六旬的妈妈义无反
顾地帮我扛起了生活的重担遥她不仅帮我带女儿袁还无微不至
地照顾着全家人的生活袁总是变着花样地做好吃的饭袁想让我
吃得好一些遥妈妈有腿伤袁为了不耽误我和爱人的工作袁她总是
趁我们休息的时候再进行治疗遥

妈妈袁您为我操碎了心袁感恩您为我做的一切遥亲爱的妈
妈袁我想对您说院谢谢您浴

亲爱的妈妈袁我想对您说院放心吧
已经而立之年的我在妈妈的眼里还是个未长大的孩子袁她

总是叮嘱我上班路上骑车要慢点儿尧风太大要戴口罩尧下班不
用着急回来噎噎听着妈妈的唠叨袁我心里美滋滋的遥亲爱的妈
妈袁我想对您说院放心吧浴

妈妈袁您就是我坚强的后盾尧幸福的港湾袁您的孩子已经长
大了袁现在正值奋斗的年纪袁我会努力诠释好每一个角色遥我要
努力工作尧积极生活袁用双手为家人撑起一片蓝天遥我会像您爱
我一样去爱护我的孩子袁成为您的骄傲袁成为孩子的榜样遥

妈妈袁您为我操劳了大半生袁我要牵着您的手袁度过每一个
春夏秋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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