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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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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娟每晚
都要和远在巴
基斯坦施工的丈
夫杨志峰微信语

音通话袁可今晚他却
没有回音遥 在给孩子
喂完奶后袁 于娟一直

等待着尧等待着袁终于熬
不住了袁也不知什么时候昏昏睡去遥

第二天早上 6点醒来袁 于娟打开微信一
看袁凌晨 5点时分袁丈夫逐次发来的 5条微信
赫然在目袁她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院

要要要娟袁昨天夜里项目部驻地外发生了恐
怖袭击袁有 2名当地保安在袭击中身亡袁还有
几名保安受伤袁我毫发无损遥驻地停水停电袁网
络也中断了袁刚刚才来电袁网络总算通了遥

要要要闺女咳嗽好点了吗钥真想她呀噎噎当
然袁更想闺女她妈浴

要要要恐怖袭击时袁我们项目部成员都呆在
宿舍里袁望着夜空中的星星袁不约而同地想到
了祖国遥随着祖国的日益强大袁我们在异国他
乡越来越能感受到生活在祖国的幸福和美好遥

要要要娟袁我觉得夜空中那些闪耀的星星就
像你的眼睛袁特别明亮遥说真的袁遇到恐怖袭击
时袁一开始我还有些害怕袁可一想到你袁想到祖
国袁我就什么都不怕了浴

要要要怕打扰你休息袁 没敢用语音通话遥好
了袁不聊了袁你休息吧袁晚安浴不袁应该说早安袁
你那里已是黎明了浴

于娟看罢短信袁才知道昨晚丈夫为什么没
有和她通话袁 原来他那里发生了恐怖袭击遥还
好袁丈夫平安无事遥在轻舒一口气的同时袁于娟
又陡然增加了许多担心袁丈夫那里还会不会发
生恐怖袭击和动乱呢钥

躺在床上袁 望着女儿瑶瑶熟睡的粉红色
小脸蛋袁于娟的脑海里全是丈夫的影子遥恍惚
之中袁她一会儿好像看见志峰被枪打伤袁鲜血
流了一地曰 一会儿又仿佛看到夫君欢笑着向
自己奔来袁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噎噎终于袁
她的心绪平静下来袁 回忆起和志峰相识相恋
的日子遥

当年袁于娟可是个眼光高的冷艳姑娘遥也
难怪袁她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袁又是名牌大学毕
业袁工作单位也不错袁长得漂亮不说袁又兼有
模特身材袁所以男方条件一般的袁于娟都不去
看遥 那次要不是舅妈向母亲说了一大堆小伙
子的优点袁什么小伙子一心扑在工作上袁年纪
轻轻事业有成袁什么小伙子有爱心袁对父母孝
顺袁恐怕也就没有后来的这份姻缘了遥

当时两人一见面袁 于娟便被小伙子儒雅
的外表吸引了几分袁本以为搞地质勘探的人袁
一般都是性格粗犷尧又黑又壮袁没想到还有这
种玉树临风型的遥后来通过交谈袁于娟也觉得
这个男孩子不错袁 不但懂得多袁 而且风趣幽
默尧体贴人遥比如初次在茶吧见面袁他不仅让
服务生续水时先给女生续满袁 而且还主动帮
她打开茶杯盖袁同时借着两个人喝茶的光景袁
聊起了品茶的见闻袁虽然感觉有些卖弄袁但他
的眼睛里流露的全是温柔和真诚袁 仿佛这个
小伙子身上具备了所有好男人的品格遥 于娟
一下子沦陷了袁心如撞鹿袁暗想难道自己的白
马王子已经来了钥

初次见面后袁两人都觉得挺好袁便开始正
式交往遥 应该说舅妈介绍的这个男孩子真的
不错袁恋爱时处处让着自己袁婚后第二年便被
提升为国际业务部副经理袁 同事间有什么事
请他帮忙袁 他总是痛快地应承下来袁 认真去
办袁单位领导和同事们都喜欢他遥可事物都有

两面性袁男人的这些优点放到婚后生活中袁却成
了不能兼顾家庭和爱情的一个缺点遥他把精力都
投入到工作和事业中袁还有多少精力来经营家庭
和爱情呀钥以前还好一些袁自从出征巴基斯坦后袁
别说指望他照顾家袁现在就是一年半载见上一面
都难遥

为了响应国家野一带一路冶倡议袁中煤地物探
局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袁实施野走出去冶发展战
略袁与巴基斯坦一家国有能源公司签订了一个石
油地震勘探项目遥

实话实说袁巴基斯坦和我们国家的关系还是
很好的袁但经济比较落后袁而该项目正处在野一带
一路冶线路的重点地区遥从某种意义上讲袁在这个
时有恐怖袭击尧 经济欠发达的国度开展地震项
目袁也是为了支持当地经济建设袁展示中国地勘
央企勇作为尧敢担当的精神风貌遥

中煤地物探局巴基斯坦项目施工区环境恶
劣尧长年风沙袁夏天更是烈日炙烤遥于娟还清楚地
记得袁上次春节志峰休假回家袁人晒得那叫一个
黑袁差点都没认出来遥

这次袁为了保证施工进度袁项目部决定春节
不放假袁全体成员坚守岗位遥得知丈夫春节不能
回家袁于娟有些心疼和难过袁又有些失落袁微信语
音询问丈夫院野志峰袁能否请假回来几天袁看看父
母和孩子钥难道你就不想我吗钥冶

志峰答道院野想呀袁怎么能不想呢钥我做梦都
想你和孩子袁好几次我在梦中看见你穿着一身飘
逸的连衣裙向我走来袁可我张开双臂去拥抱时却
醒了遥娟袁你是我的好媳妇袁你应该理解我的职责
和难处袁作为项目负责人袁你说我能离开正在施
工的队友们袁自己请假回家过年吗钥我肯定不能
这样做浴媳妇袁你也会支持我的袁对吧钥冶

于娟嗔怪道院野就你会说遥行了袁不和你贫了遥
那你就再坚持一阵子袁 等工程一完就马上回来袁

别出去瞎跑浴冶
志峰由衷地说院野请娘子放心袁 我身在国

外尧心向祖国袁保证忠于党尧忠于人民尧忠于老
婆袁为国争光袁努力工作浴也恳请老婆大人保重
身体袁你既要上班袁又要带孩子袁千万别累坏了
身子袁有什么重活儿尧累活儿等我回去时让我
干袁把你和孩子的脏衣服都给我留着袁我回家
后一起洗浴冶

野呸袁你净说好听的遥等你回来洗袁那脏衣
服还不堆一屋子呀袁都味儿死了浴你想存心害
死我们娘俩袁重新再找一个是吧浴冶

野不敢不敢袁天大的冤枉袁我可没有这样的
想法遥我就觉得你最好袁比七仙女都好袁你要是
不在了我也不活了袁 随夫人而去了啦要要要冶最
后一句袁志峰有意学着京剧念白的韵味说道遥

于娟连忙打断话头院野行了行了袁人家和你
开个玩笑袁你别老不活不活的袁多不吉利呀遥我
告诉你袁必须好好活着袁注意安全袁回来不能有
一点儿伤袁少一个零件我饶不了你遥另外袁家里
你就放心吧袁我不会拖你的后腿遥好男儿志在
四方袁你在外面闯闯也好遥没准儿哪一天我就
带着瑶瑶去探亲呢浴冶

听罢妻子的话袁志峰激动不已袁又心酸不
止袁他有些哽咽院野娟袁你真好浴你知道我为什么
叫志峰吗钥就是志在远方的高峰袁攀登人生的
珠峰遥也许你觉得我事业还不行袁的确袁我才刚
起步遥但我想说袁在生活路途的跋涉中袁我已站
在了我的珠穆朗玛峰袁你就是我生命中最高最
重的支撑浴等着我袁回去后一定好好补偿你浴冶

野好啊袁我等你浴孩子马上要醒袁该喂奶了袁
先不和你说了遥冶于娟放下手机袁看着身旁过完
百日没几天的女儿袁眼中不禁泛起了晶莹的泪
花袁心中既有一份对丈夫工作与事业无怨无悔
的支持袁也有为自己及宝宝不能享受到夫爱和
父爱的委屈与忧郁袁可又有什么办法呢钥野既然
选择了远方袁便只顾风雨兼程浴冶看来这不单单
是一句诗袁也是地质夫妻的生活写照噎噎

殷 华 野

伤 别 离 粽子香甜醉怡人袁
共诉情谊酒一杯遥
端午筑牢防火墙袁
廉洁自律记心房遥
安全守岗探矿藏袁
齐心协力创辉煌遥

箬叶青袁艾叶青遥榴花团团织窠绫袁庭
院菖蒲倾遥

节亦亲袁语亦亲遥五月粽香端午情袁鼙
鼓号角声浴

有一些人 在端午的端口
坐在山头的山口
一轮弯月从汨罗江上被打捞起
有一些人 在端午的风口
吹来戈壁的伤口
一轮长河落日被地质的红旗染色

有一些人 他们常年枕着大地
枕着湖海江河
枕着对地质的一眼深眸
在青绿色的粽叶里把远方看透

千万里 落霞长满额头
千万里 岁月比岩石更加消瘦
端午的一只香囊 艾草里藏着爱与等候
风萧萧兮易水寒
我在背影里看见你走过沙漠的陈旧

又是一年端午节袁看着饭桌上的粽子袁我
想起了小时候和妈妈一起包粽子的趣事遥

那年我 10岁遥端午节的前一天袁妈妈买
了好多粽叶袁还有糯米尧红枣遥我一看就知道
又要包粽子了袁高兴地跟在妈妈身后袁看着她
将粽叶洗净尧煮好袁把糯米和红枣淘洗泡上遥

吃过晚饭袁 妈妈将包粽子的一应材料放
在院子里袁随手拿来一把椅子坐下袁开始包起
粽子来遥看着妈妈三两下就包好一个棱角分明
的大三角粽子袁我觉得简单袁便也拿起两片粽
叶袁像妈妈那样叠放在一起袁然后轻轻一折袁折
成一个小漏斗袁 接着抓一把糯米塞进漏斗遥可
是这边我刚把米塞好袁那边米就从底下的小孔
漏了出来袁我只好再往里塞米袁可还是往下漏遥

我塞得快袁它漏得快袁急得我出了一脑门子汗袁
一时不知所措遥妈妈看到后袁指点我漏斗口下
面要收紧袁还帮我把粽叶紧了紧遥被妈妈这么
一弄袁果然不漏了袁我赶紧往里面放枣遥我喜欢
吃枣袁便放了三四个进去袁把漏斗塞得满满的遥
妈妈见了笑着摇摇头袁没说什么遥我将多余的
粽叶折回来袁绕着旁边的角折了下来袁然后准
备绑绳袁结果一只手刚松开袁粽叶就散了袁里面
的糯米和枣全洒了出来遥我赶紧手忙脚乱地补
救袁害怕粽子再次散开遥我用下巴按着粽子袁用
一只手打结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包好一个粽
子袁这时妈妈早已包了五六个遥

野怎么样钥包粽子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吧钥冶
妈妈一边包着粽子袁一边问我遥

野也不难啊浴 你看我不是包好了一个吗钥
只不过不像您包的那么好看遥 我第一次包成
这样就不错了浴冶我沾沾自喜遥

野嗯袁不错遥既然不难就接着包吧遥你看还
有这么多袁我一个人得包到什么时候啊钥冶

野包就包浴冶我的倔脾气上来了袁加上想早

点儿吃到粽子袁就和妈妈继续包起来遥终于所
有的粽子都包好了袁妈妈端回屋袁开始煮粽子遥

两个小时后袁粽子煮好了遥妈妈说院野泡上
一晚袁明早就可以吃啦遥冶我可等不了袁非要尝
尝自己的劳动成果袁 结果一开锅盖我就傻眼
了袁只见妈妈包的粽子个大饱满袁我包的粽子
只见粽叶不见米袁糯米和枣全掉到锅里成了一
锅粥遥我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遥妈妈打
趣道院野今年端午节我们不光有粽子吃袁还有糯
米红枣粥喝遥冶 说着妈妈就盛了一碗喝起来遥
野嗯袁味道不错浴你要不要尝尝钥冶自己的劳动成
果说什么也得尝一尝遥我自己舀了一碗袁一边
喝一边向妈妈请教遥妈妈耐心地告诉我问题出
在哪里袁 最后她说院野包粽子看起来很简单袁当
你真正做的时候才知道没那么容易遥包粽子是
这样袁生活里很多事情也是这样遥我们总是眼
高手低袁只有吃了亏袁才会吸取教训遥冶

一晃 20多年过去了袁妈妈当年的话犹在
耳边袁时时提醒我不要再犯小时候的错误袁走
好自己的人生路遥

殷 左 晔 渊陕煤地质一八五公司冤

犹记当年包粽子

殷 王艳艳 渊陕煤地质油气钻采公司冤

钻台粽香情

殷 易 敏 渊湖南局一队冤

长相思窑忆端午

殷 王 晶 渊山东局物测队冤

那些地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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