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李紧紧握着已经没水的茶

杯袁 眼睛直直盯着墙上的钟表袁双
手不停地在杯子壁上搓着袁一个小
时又过去了噎噎

他已经在大力家坐了三个小

时了袁除了大力媳妇偶尔过来给他
添杯水袁就只有钟表的野滴答冶声伴
着他遥

野滴答尧 滴答冶 的声音直击心
脏袁让他越来越烦躁袁他几欲起身
回家袁可又默默忍住袁他在心里对
自己说再等一个小时袁再等一个小
时袁如果大力再不回来袁他就回家遥

这是他第三次登门拜访老同

学大力了遥
自大力仕途节节攀升后袁 老

李就很少来大力家了遥 这些年袁
他一直过着一种安分守己尧 兢兢
业业的生活袁 从毕业分配到这个
单位以来袁 他就一直在加工车间袁
连个野窝冶都没挪过遥而大力的人生
与他截然不同袁从车间尧办公室尧市
场营销部袁再到分公司副总尧总经
理噎噎直到现在的集团总经理遥

其实袁 老李这人特自尊袁 他
压根不想来找大力遥 可是袁 这次
媳妇菊芳下了最后 野通牒冶袁 如果
老李再不找关系 袁 他们就 野离

婚冶遥 被菊芳逼到这份儿上袁 他不
得不来找大力遥

第一次来袁 他吃了个 野闭门
羹冶袁 没见到大力一家人遥 第二次
来袁 他喝了四杯水袁 等到晚上十
一点袁 还不见大力回来袁 只好告
辞遥 这次是第三次遥 他知道贸然
来大力家不合适袁 可是联系几次
都没联系上袁 秘书不是说他在开
会袁 就是在接待袁 或者就是在考
察袁 他连电话都打不通袁 只好来
家里碰碰运气了遥

正当老李坐立不安时袁门野嘎
吱冶一声开了袁大力一脸疲惫地回
来了遥老李脸上一喜袁一个箭步冲
上前袁接过了大力手中的包遥

大力一愣神袁 一转眼见是老
李袁 随即招呼说院 野老李啊袁 你
来了遥冶

等大力坐定袁 老李就想和大
力说说他的事袁 可是张了几次口袁
又不知道从何说起袁 只好尴尬地
笑笑遥

大力见老李脸憋得通红袁双手
不停地在两腿间搓着袁 就开口道院
野老同学袁 实在不好意思袁 听秘书
说袁你打过几次电话袁我最近工作
比较忙袁 晚上刚开完一个视频会
议袁一忙就忘了回复你袁实在是不
好意思啊浴冶

老李连忙摆手说袁野没事袁没
事遥冶

时钟野滴答滴答冶地往前走了

好几秒袁 大力正准备说话袁 就被
老李的话给打断了遥 只见老李深
吸了一口气说院 野是这样的袁 我
找你是为了孩子的事袁 你也知道袁
小李毕业一年多了袁 菊芳听说咱
们单位办公室有个空缺袁 就让我
找你帮帮忙遥冶

大力一听袁满口答应院野好像是
有这么一个空缺袁只要小李各方面
条件符合岗位要求袁 举贤不避亲袁
我可以给推荐推荐遥冶

老李瞬间松了一口气袁握住大
力的手连说野谢谢冶遥随后袁他小心
翼翼地拿出了菊芳准备的两条烟

和一盒人参袁放在了桌上遥
大力一看袁 连忙让老李装回

去袁 他说院 野老李啊袁 咱们都是
老同学了袁 能帮我就帮了袁 你这
样很明显是让我犯错误啊袁 赶快
收起来遥冶

老李一想袁也对袁国家对反腐
倡廉抓得这么紧袁 这样做的确不
妥遥他不再推辞袁把东西一收拿回
家了遥

回到家袁老李给菊芳把经过一
说遥菊芳一听袁连连叹息说院野唉袁叫
你办个事都不会办浴我听说这求人
办事啊袁一定要送礼袁礼都没送出

去袁谁给你办事钥冶可是袁老李总觉
得大力不是那样的人遥

一个月过去了袁 没一点儿消
息遥

两个月过去了袁办公室的招聘
快结束了遥

三个月过去了袁办公室新招的
小刘已经上班了遥

老李终于想通了袁觉得菊芳说
得真对袁好像当时大力并没有答应
自己袁 只是说条件符合了就推荐袁
不过这个条件啊袁就不好说了浴

想通后的老李越想越憋屈袁什
么人啊袁不帮就不帮袁还这么冠冕
堂皇遥

四个月后的一天袁在大力的连
环 call下袁 老李终于接听了大力的
电话遥

两天后袁小李顺利进入了市财
务公司袁从事财会工作遥

经过充分了解袁 大力觉得小
李性格比较内向尧 不喜欢交际袁
写作和协调能力一般袁 但是学习
能力较强袁 又是 野211冶 重点大学
毕业袁 成绩较好袁 所以推荐小李
去了市财务公司遥

老李终于笑了袁他就知道大力
不是那样的人浴

殷 王晓云 渊陕煤地质一八六公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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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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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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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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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芳华袁 在人的一生中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袁
但也足够蓄满一杯感念袁积成一段经历遥 时间像一双
有魔力的手袁 而我们在岁月的打磨下悄悄变了模样遥
时光荏苒袁 转眼我参加工作已经到了第十个年头袁青
春一点一滴地流逝着袁我也在成长着遥

十年前袁我还是一个青涩而稚嫩的小姑娘袁刚刚
告别象牙塔般的大学生活袁对一切都充满了新鲜和好
奇遥二十岁出头的年纪袁觉得时间仿佛多得用不完袁觉
得自己拥有无限的可能性遥 我怀揣梦想用心经营生
活袁感受生活赐予的美丽袁享受生活的每一次给予袁怀
着满腔热情走上工作岗位袁于是人生有了许多的第一
次院第一次近距离了解地勘行业尧第一次去野外项目
部尧第一次见到矗立在大山深处的钻机噎噎

十年后袁我已到而立之年袁为人妻为人母袁到了上
有老下有小的阶段袁慢慢体会到人生中甜蜜的负担与
生活的压力遥 比起想留住青春的尾巴袁我更想让自己
成长的速度快于父母老去的脚步袁能够让他们安享晚
年曰 想让自己强大到可以为年幼的孩子遮风避雨袁做
她温暖的港湾遥 面对付出了十年青春与汗水的事业袁
也多了一些从容和勇气遥 虽然自己的工作平凡而琐
碎袁难有轰轰烈烈尧惊天动地的壮举袁但勤勤恳恳尧脚
踏实地是我一直以来的不懈追求遥 认真做好每一件
事袁迎接好每一个挑战袁在工作中找到奋斗的乐趣袁就
是自身价值的体现遥

十年光阴过袁恍惚如梦醒袁我从最初的无忧无虑尧
单纯天真到现在的成熟谨慎遥 虽在前行中也遇到坎
坷袁但还是追逐着最初的梦想遥 因为袁无论岁月如何改
变袁我都不忘初心袁永远年轻遥

殷 张 曼 渊一勘局一一九队冤

十年踪迹十年心

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袁 那充
满希望灿烂的岁月袁 你我为了理想历
尽了艰苦袁 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
笑袁 但愿你会记得永远地记着袁 我们
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噎噎

罗大佑在 1977年创作的这首 叶闪
亮的日子曳 温暖而宁静袁 42年来点亮
了无数人的生命遥 在中煤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这个大家庭里袁 也有一群人像
这首歌一样袁 点亮了中煤建工年轻却
不平凡的生命袁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
字要要要野建工好青年冶遥

一名分公司副经理袁 在新年的第
一天给每个兄弟姐妹都送了一张亲笔
写下的贺卡遥 分公司成立的两年间袁
他们让中煤建工这个美丽标识在交易
大厅的电子屏幕上骄傲地闪烁了一次
又一次遥 他说 2018年感恩一切袁 2019
年再创佳绩袁 这个夙愿正在一步步照
进现实噎噎

一名建筑施工项目的负责人袁 几
乎天天都与钢筋水泥为伴遥 去年的父

亲节袁 女儿为他精心准备了礼物袁 但
一直等到晚上十二点袁 终究还是没能
亲手送给他遥 孩子的成长袁 他错过太
多袁 项目的成长袁 他从未缺席袁 那份
礼物他会珍藏一辈子噎噎

一名顺利通过了一级建造师考试
的姑娘袁 当大家祝贺她的时候袁 她总
是笑着说是运气好遥 殊不知要付出多
少辛劳才能撑得起这份运气遥 我猜袁
无数个黑夜里她挑灯夜读的身影一定
特别动人遥 去年她步入了婚姻殿堂袁
这是最好的新婚纪念噎噎

一名记录者拍下了我们的标杆工
程要要要咸阳博物院项目现在的样子遥 5
年时间里袁 在这个形如北斗七星的唯
美架构里袁 从南到北袁 从白到黑袁 他
走过千千万万遍袁 等到博物院开放的
第一天袁 他一定带着孩子再走一遍袁
告诉孩子这里最初的样子噎噎

一名还不到 24岁的姑娘袁 在工作
的时候却像铁娘子一样飒爽利落袁 为
了赶在春节前顺利办理银行承兑汇票

的各项手续袁 她在银行待了整整两天遥
如果说幸福的深度依赖于等待的长度袁
那么在资料通过核验那一刻夺眶而出
的泪水袁一定带着幸福的味道噎噎

一名年轻的财务人员袁 去年 5月袁
临危受命开始兼职负责一项十分棘手
的税务注销工作袁过程异常艰辛遥他鼓
励自己说袁逢山开路袁遇水架桥袁有什么
过不去的坎遥这道坎袁他当然过去了遥都
说宝剑锋从磨砺出袁一直在超越自我的
他一定会越来越强大噎噎

我所在部门的负责人袁 为了在春
节放假前完成机关办公楼的所有翻新
工作袁 再一次牺牲了自己的宝贵假期遥
我与他共事八年了袁 也渐渐明白袁 或
许这不是牺牲袁 这应该叫成全遥 记得
我上班的第一天他告诉我袁 要想遗憾
少一些袁 付出就要多一些遥 此时此刻
虽然他无法听到我的这番话袁 但我依
然想告诉他袁 这句话我一直记得噎噎

从一粒沙到一座城袁 从一席土方
地基到一幕灯火阑珊袁 从一砖一瓦的

精雕细琢到垒石成城的匠心独运袁 从
平地筑梦的薪火相传到安得广厦千万
间的一脉相承噎噎像这样的建工好青
年如浩瀚的苍穹般星河璀璨袁 像这样
闪亮的日子如晴朗的夜空般星罗棋布袁
它们绚烂着年华袁 点亮着前路袁 温暖
着你我遥

如果可以的话袁 我真想告诉一百
年前的热血青年院 百年以后的中华之
今朝袁 山河犹在尧 壮美依然袁 百年以
后的中华之后辈在你们为之呐喊尧 为
之奋斗尧 为之梦想的好光景里袁 那么
珍惜尧 那么努力尧 那么用心地把这些
日子过得如此闪亮浴

我想袁 让青春无悔的最好方式就
是让她尽情地怒放袁 这样袁 当有一天袁
我们老了袁 步履蹒跚尧 双鬓斑白袁 站
在幽静的时光中读着青春这部诗集的
时候袁 我们每个人都能骄傲地对自己
说院 虽然辛苦袁 但如果时光倒流袁 我
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人生袁 因为我们曾
经拥有闪亮的日子浴

殷 杨金玉 渊中煤建工冤

闪亮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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