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光如流水遥 年轻时的我
们都希望美好的青春时光会一
直都在袁 可是当你脚踏实地地
走过之后袁 才明白原来任何事
情都是有时间节点的遥 我们不
能责怪时不待我袁 正因为如
此袁 我们才会更加珍惜当下的每一天遥

每个人的一生中会经历很多难以承受的事情袁 原本
我们以为自己会被压倒袁 可是人的本能远比自己想象的

强大遥 每次到了生命的十字路口
不知将要走向何方袁 转身一看袁
曾经并肩而行的小伙伴也渐行渐
远袁 直到最后都成为彼此的回忆袁
即便如此袁 曾经的美好回忆也永
远留在了我们的脑海里遥

我们每个人都在坚强地生活袁 越长大越害怕跌倒袁
我们需要以更加豁达的心态面对生活遥 当我们勇敢面对
生活的时候袁 就会发现生命中不一样的美丽遥

殷 赵 菁 (一勘局科教中心)

时光碎片

殷 俞解星 渊福建省一九七大队冤

夏荷夏雨夏护

2019 年 7月 25日
星 期 四

责任编辑院 薛 菲 编辑院 郝智宸在匀韵晕郧 酝耘陨 阅陨 在匀陨 月粤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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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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苍茫的草原上袁 已经看不到
起点袁 也看不到终点遥 周围一片荒
凉袁 只有凛冽的寒风和泥泞的草地遥

一个小红军深一脚浅一脚地行
走在草地上遥 骨瘦如柴的他袁 步履
蹒跚袁 如果不是靠手中的木棍支撑
着袁 也许一阵风就会将他吹倒遥 已
经来不及考虑饥饿袁 满目的苍凉和
落日的余晖袁 让他的眼神中充满着
恐慌遥

他本不是一个人袁 一路跟随着
老班长袁 两个人相互照应遥 确切地
说袁 是老班长一路照顾着他袁 如果
没有老班长的照料袁 也许他早已跟
许多人一样袁 永远地沉睡在这片草
地里遥 一路走来袁 老班长把能找到
的吃的都尽量多地留给他袁 自己吃
得很少袁 即便是这样袁 他们也已经
有三天没有吃任何东西了遥 在这片
茫茫的荒野里袁 只有枯萎的草在风
中飘零袁 连草根都已经被他们挖出
来吃掉了遥 小红军很累袁 实在走不
动了袁 老班长让他在石头旁的空地
上先休息一会儿袁 自己去寻找可以
充饥的东西遥 他又累又冷袁 眼皮都
支撑不住了袁 昏昏地睡去遥 等他醒
来时袁 老班长已不在身旁袁 他的身

上多了一件老班长的破旧军衣遥 老
班长去找寻食物袁 但还没有回来袁
在已经黯淡下来的天地间袁 只有他
一个人遥 他捡起身旁一直陪伴着他
的那根木棍袁 挣扎着站起来遥 举目
望去袁 满眼的苍凉袁 除了荒草还是
荒草袁 看不到尽头袁 也看不到人影遥
一阵冷风吹过袁 穿过他布满窟窿的
棉衣袁 直击他瘦骨嶙峋的身体遥 他
瑟瑟发抖袁 把棉衣裹得更紧了遥 天
马上要黑了袁 他要去寻找老班长了袁
他有点害怕袁 可是他必须鼓足勇气袁
如果找不到老班长袁 也许今晚袁 他
就要埋葬在这茫茫的草地里遥

他一边走袁 一边四处张望袁 渴
望能看到老班长或是其他人的身影遥
这一路走来袁 他和老班长也遇到过
几个人袁 但更多的是同志们的尸体遥
牺牲的同志们袁 大多是饿死或者冻
死的遥 一个月前袁 他就碰到了一群
牺牲的同志袁 他们衣着单薄袁 坐着
围成一个圈袁 圈里是一个燃烧殆尽
的小火堆遥 他们太冷了袁 那曾经跳
跃着小火苗的火堆袁 可能是他们活
下去的唯一希望遥 但是袁 没有食物袁
没有终点袁 当无情的冷风将最后一
点希望吹灭的时候袁 他们的心也随

之冷却遥 他们静静地围坐在那个已
经熄灭了的火堆旁袁 走完了人生的
最后一段路遥

几天前袁 他遇到了一个落队的
奄奄一息的伤员袁 腿上缠绕的绷带袁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血迹哪里是污泥遥
他和老班长用了很长时间才把伤员
唤醒遥 这个伤员在阻截敌人的追兵
时袁 被炮弹炸断了一条腿遥 负责照
料这个伤员的同志袁 搀扶他行进着遥
然而袁 两人不慎踏入了一片沼泽地袁
那个同志用尽全身的力气袁 将伤员
推了出去袁 自己却永远留在沼泽地
里遥 老班长要背着伤员继续前行时袁
伤员拒绝了袁他说不要在他身上浪费
精力了袁他注定属于这片草地袁他不
想成为老班长和小红军的累赘袁他希
望老班长和小红军能够走出去遥老班
长的坚持没能换来伤员的同意袁最终
他们只能与伤员挥手告别遥

小红军继续慢慢地向前挪动着
脚步袁 此刻太阳已经落山了袁 天色
也渐渐暗下来遥 他现在的目标就是
赶快找到老班长袁 有老班长在身边袁
他就有安全感遥 可是袁 四下却空无
一人袁 月亮也躲在云层的后面袁 只
吝啬地洒下一点点光袁 周围一片昏

暗遥 小红军艰难地前行着袁他用力支
着木棍袁防止自己摔倒遥饥肠辘辘袁他
能清楚地听到肚子对他提出的抗议袁
但是却没有食物袁 除了荒草还是荒
草袁他只能坚持袁再坚持噎噎

突然袁 前方草地上出现了一小
片微暗的光遥 小红军心头一振袁 直
觉告诉他袁 那里有水遥 水袁 救命的
水遥 小红军奋力地向着那片光走去袁
此刻他已经顾不上饥饿和寒冷袁 能
够喝一口水是多么幸福的事情遥 小
红军用尽全身的力气袁 向着微光的
方向挪动脚步遥

越来越近了袁 突然袁 小红军愣
住了遥 那确实是一小块水坑袁 在幽
幽的月光下袁 反射出微微的光遥 但
是在水坑的边上袁 有一个光着身子
的人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袁 那看起
来似乎有点熟悉的背影袁 在昏暗的
月光下泛出惨淡的光遥 终于袁 小红
军挪到了那个背影跟前遥 是的袁 那
是老班长袁 在老班长身边袁 放着一
身破破烂烂却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
和一条腰带袁 在衣服前面的地上袁
写着三个字 野走出去冶浴

小红军的眼眶湿润了袁 他知道
老班长已经牺牲了遥 老班长找到了

这块水坑袁 却舍不得喝一口袁 他把
水和自己的衣物都留了下来袁 留给
后面的同志袁 希望他们能够走出草
地遥 他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袁 自
己却永远留在了这片草地遥

小红军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眼
泪袁 他把老班长盖在他身上的那件
棉衣脱下来袁 包住老班长已经冰冷
的身躯袁 希望棉衣能够温暖老班长袁
能够把老班长再唤醒遥 但是袁 老班
长已经无法再醒过来袁 他的身体依
旧冰冷遥

许久袁 小红军擦干了眼泪袁 缓
缓地站起身来遥 他站在老班长的对
面袁 深深地鞠了一躬遥 他从地上捡
起老班长的遗物袁 不舍地抚摸着袁
仿佛衣服上还留有老班长的气息遥
此刻袁 他坚定了信念袁 要坚持走下
去袁 按照老班长的嘱托袁 走出这片
草地遥

小红军收拾好东西袁 转身向老
班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遥 然后袁
他看了看前方袁 勇敢地向前走去遥

水坑边袁 老班长依然端坐在那
里袁 昏暗的月光洒落在老班长身上袁
反射出点点的光遥 那是一座丰碑袁
一座草地上不朽的丰碑遥

殷 边 亮 渊中化河南局冤

草地上的丰碑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袁 一大批毕业生离开象牙塔袁
步入职场袁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旅程遥

在进入职场之前袁 你是否对自己的未来作了许多设想袁
你踌躇满志袁想在新的平台和环境里大显身手尧证明自己遥步
入职场之后袁却发现理想和现实有很大的差距遥

我们努力考上好的大学袁读了研究生袁就是为了以后能
有一份好的工作遥但是参加工作以后袁许多工作必须在生产
一线进行打磨和锤炼才能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遥就像我们
从事的地质行业袁需要到工地上去看一看袁才能弄明白钻机
是怎么运作的袁 钻杆打下去带上来的土质都是什么样的遥只
有弄明白这些袁才能做出合格的施工设计遥毕竟纸上得来终
觉浅袁绝知此事要躬行遥

初入职场的你袁不妨将在校园中获得的荣誉和光环主动
野清零冶袁重新自我定位袁调整心态袁踏上一段新的学习之旅袁
甘于到生产一线去磨砺自己袁认真从小事尧琐事做起袁向单位
的同事虚心求教袁把领导安排的每一项工作当作一项技艺去
心无旁骛地钻研遥野松柏之质袁经霜弥茂遥冶只有经过一件件小
事的磨砺袁才能拥有成就大事的基础遥不积跬步袁无以至千
里曰不积小流袁无以成江海遥骐骥一跃袁不能十步袁驽马十驾袁
功在不舍遥只有把每一件琐事都做好袁才能不断夯实根基袁为

即将到来的野大事冶蓄力储能遥
在初入职场的你看来袁有那么多该干的

事都塞进了你二十几岁的生活袁爱情尧工作尧
婚姻尧梦想袁以及和这个世界和平相处的方

式遥前方布满了危机尧匮乏尧纠结尧迷茫尧
不安全感袁我们期待所有的问题都能迎

刃而解袁但也渐渐地意识到袁只有那些不好解决
的问题才能促使我们不断地成长遥

人在事上练袁刀在石上
磨遥成才者的共同点是抓住
机遇尧虚心好学遥 从一件件
看似简单尧微不足道的小事
做起袁肯吃苦尧爱钻研袁才能
破茧成蝶袁干出一番事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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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历史名城袁 位于
东南沿海袁气候宜人遥 位于市区的东湖公园袁
是人们最喜欢的休闲去处遥每到夏天袁东湖公
园里那碧波荡漾的湖水尧亭亭玉立的荷花袁总
能给这个热浪扑面尧充满活力的刺桐城袁带来
一份清凉尧一份绿意尧一份宁静遥 每当夜幕降
临的时候袁 陪着妻子走在东湖公园的人行道
上袁望着这片绿意袁看着这万紫千红的夜景袁
远处传来袅袅的南音袁不禁想起叶荷塘月色曳
来袁就多了一点优雅袁心中多了一点幸福遥 每
当走到东湖公园的龙门袁看着湖水起伏袁心中
也多了一份责任袁当湖水越过龙门袁便意味着
夏雨的到来遥

夏天袁总是伴随着雨季到来遥 夏雨袁给炎
炎夏日带来了一丝凉意遥 夏雨袁总是那么急袁
不似春雨绵绵袁 不似秋雨淅沥袁 不似冬雨轻
柔遥 夏雨袁哗啦哗啦袁如果下得太大就会给一
些地区带来地质灾害遥

今年夏天与去年相比袁雨水更加充沛尧更
加集中遥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袁我们福建省一九
七地质大队的地质灾害应急小组袁 活跃于泉
州市尧安溪县尧莆田市尧仙游县等地袁在狂风暴
雨中有我们的身影袁 在雨后的烈日中依然有
我们的身影遥 我们愿意在狂风暴雨中守护地
区的稳定袁 愿意在雨过天晴后守护泉州美丽
的风景袁不管是狂风暴雨还是烈日高照袁我们
都愿守护这份幸福袁 因为这是一九七大队地
质灾害应急小组的责任与担当遥

孩童时
路的远方是什么
是焦急等待的伙伴
是父亲回家的三轮车
是急切地盼望长大

求学时
路的远方是什么
是国道两旁的树木
是拥挤的火车站台
是跃跃欲试的渴望

工作时
路的远方是什么
是朝发夕至的高铁
是天涯比邻的朋友
是伟大民族的复兴

殷 邹雅思 渊江西局地勘院冤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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