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阵荷香里袁遇见你
洞悉你的内心袁仿佛你的美是一种尘世的修炼
你来自湖水深处袁同时提升灵魂

来自一滴水珠上的宗教袁出淤泥而不染
这出水的芙蓉袁仿佛蚌珠艰难孕育才能换来的高贵与雅致
仿佛花仙子的手掌袁捧出的一轮明月

身处一个浮躁的年代袁即便泥沙俱下
你却总对周遭深怀感恩之心袁以修养教育真理
以身影匡正世风袁在碧波荡漾的水乡

在这旖旎的民间袁你定用去前生五百次的回眸
换来我们今世的相遇袁即便艰难如此袁我依然钟情于你
中通外直尧不蔓不枝的品性袁向上袁向上

你用一生一世的香
让浮雕般的美袁定格成一种情操的走向和追求
出水芙蓉袁让古典美成为美德的源头

殷 马亭华 渊江苏局金石稀土公司冤

出水芙蓉
饭后散步袁偶尔路过狗尾巴草的

领地袁忍不住驻足袁时光仿佛随着它
们回到了 20年前遥

我是由外公外婆带大的袁自小便
对老年人有一种亲切感遥 看到老人袁
就会想起外公外婆袁总是忍不住和他
们攀谈两句遥

今天有幸偶遇狗尾巴草袁便摘来
几根袁熟练地把它们编织成一只小兔
子遥恍惚间袁仿佛又看到外公笑意盈
盈地教我和妹妹制作小兔子的情景曰
仿佛又看到外公借由灯光投射到墙
上袁教我们用手指比划老鹰飞翔的样
子曰仿佛还能看到他和外婆对我们的
无限宠溺袁但这终究只是仿佛噎噎

小时候的我渴望长大袁但现在极
其不愿意长大袁 因为长大意味着离
别遥如果曾经我懂袁我绝对不会去惹
他们生气曰如果曾经我懂袁我绝对会
更加珍惜天伦之乐的时光曰如果曾经
我懂袁 在他们舍不得我远去的时候袁
我会扑到他们的怀抱里遥

思念是一种美丽的孤独遥现在的
我经常回忆起小时候在他们身边的
欢乐时光袁也渴望能够在梦里经常与
他们相见遥 思念更是一种温馨的痛

苦遥我常常故作坚强袁但想起他们袁仍
然是扎心般地痛袁或许笑着笑着就哭
了袁或许哭着哭着就笑了遥哭是因为
思念无边袁笑是因为回忆依旧很甜遥

外公外婆渐渐变老袁 岁月蹉跎了
他们的背影袁 岁月也在催我长大遥 我
因外出求学而离开他们袁 现在想来袁
只有无尽的后悔围绕着自己遥 我本可
以在寒假暑假都如小时候那样缠着他
们袁 因为要顾及自己的小家袁 看望老
人的次数从一年的无数次变成一年一
两次遥

外婆即将远去的那几天袁 我还
在挂心着个人的事情袁 纠结着遇到
的挫折遥 临行前一晚袁 外婆出现在
我的梦里遥 第二天接到电话后袁 我
是一路哭着往家赶的遥 外婆走后的
第七个年头袁 外公去和外婆相聚了遥
这一次袁 我选择了陪伴遥 看着瘦骨
嶙峋的外公袁 往日的一幕幕涌上了
心头遥 外公驾鹤西去以后袁 我长跪
在他的灵前深深地怀念我和他们这
一世的缘分遥

我在两位老人的呵护下长大袁
这份恩情却没有来得及回报遥 如果
有来世袁 希望我们可以重逢浴

殷 胡 静 渊江苏局物测队冤

狗尾巴草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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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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院 安徽省合肥市潜山路猿苑园号 邮编院 圆猿园园猿员 联系人院 谢杰 电话院 园缘缘员-缘缘远远园怨苑 员猿怨缘远怨缘员园园远

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游览泸定桥

这次旅行的第一站是泸定桥遥泸
定桥位于四川省西部的大渡河上袁
1935年袁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野飞
夺泸定桥冶袁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
的历史纪念地遥

84年后的今天袁 我站在大渡河畔
泸定桥边袁 看着湍急的河水奔流而下尧
波浪翻滚袁 晃动的桥面让人胆战心惊遥
当年以 22位勇士为先导的突击队袁冒
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袁 在铁索上匍匐前
进袁一举消灭桥头守卫袁取得了长征途
中至关重要的胜利遥那些革命先驱不怕
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让我无比敬佩袁他们
是我永远的学习榜样遥 游览泸定桥袁更
让我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遥

穿越二郎山隧道

雅安市天全县二郎山是川藏线上
从成都平原到青藏高原的第一座高山遥
二郎山隧道位于二郎山山腰袁 全长
8660米袁1996年 7月开工袁历时 5年完
工遥开工时是国内最长尧埋藏最深尧海拔
最高尧 地应力最大的特长山岭公路隧
道遥二郎山隧道开通后袁人们不用再担
心翻山越岭有危险了袁5分钟就能穿越
川藏线上的第一高山遥

几十年过去了袁 川藏路不断改建
修缮袁从砂石路改建为柏油路袁千千万
万的车与人从这条路上通过袁 成百上

千吨的货物从这条路上源源不断地运
进藏区遥 也许现在的我无法深刻理解
这条隧道所带来的便利袁 但曾经参加
过川藏路修筑的人们却一辈子也不会
忘记那段岁月遥据统计袁当年筑路部队
在修建川藏公路二郎山险峻路段时袁
每公里就有 7 名军人为它献出生命遥
今天的我在感受一路风光和隧道带来
的便利时袁 更应该永远铭记修筑川藏
线的无数英雄为此付出的牺牲袁 永远
铭记他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作出的
无私奉献遥

鲁朗小镇藏汉情深

鲁朗国际旅游小镇是由广东省援
建西藏林芝的重点旅游开发项目遥我们
在小镇扎西岗村住宿一晚袁小村里的藏
民新居是在国家扶贫资金的帮助下盖
起来的遥每户民居各具特色袁带着浓郁
的藏族风情遥圣洁宁静美丽的自然风光
和民宿舒适的住宿环境让旅途中疲惫
的游人有种回家的惬意和满足遥

在与藏族老阿妈的聊天中我了解
到袁国家的援藏项目建设尧精准扶贫政
策给藏族同胞带来了福祉袁藏民的生活
越来越稳定尧富裕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年来袁 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
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袁巍然屹立在世
界东方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袁整个藏区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袁美丽的鲁朗小镇让我有
了野东方瑞士冶的感触遥

可可西里偶遇藏羚羊

7月袁 美丽的可可西里草地泛绿袁
生机勃勃袁 大家都盼着有看见藏羚羊
的好运气遥 说话间袁 车驶过了昆仑山
口袁进入一望无际的可可西里遥突然间
幸运降临袁4只藏羚羊在草地上低头悠
闲地觅食遥 我们一行人赶紧拿出相机
给藏羚羊拍照遥 发现异常的藏羚羊并
没有逃走袁时不时抬头看看我们遥国家
的一系列濒危物种保护政策让藏羚羊
渐渐有了安全感遥 这段时间藏羚羊基
本都到卓乃湖和太阳湖等地产仔袁一
路走过袁 偶尔有三五成群的藏羚羊闯
入视野袁给我们带来惊喜遥

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袁贯彻创
新尧协调尧绿色尧开放尧共享的发展理
念袁 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空间格局尧产业结构尧生产方式尧生活
方式袁 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
间和空间遥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让人
民享受到更加美好的生活遥

冻土层上的青藏公路

走在漫长的青藏公路上袁 除了藏
羚羊带给我们惊喜外袁 路基边一排紧
密分布的铁杆子让我很是好奇遥 起初
我以为是太阳能路灯袁 可又看不到灯

头和灯管袁 在网上搜索查询一番才豁
然开朗遥 原来那些插在路基旁的铁棒
叫做野热棒冶袁又叫无芯重力式热管尧热
虹吸管袁是一种高效热导装置袁具有独
特的单向传热性能袁 热量只能从地面
下端向上端传输袁 以保持公路沿线多
年冻土处于良好的冻结状态袁 从而预
防道路受到破坏遥

青藏线是中国无数建设者和科研
工作者心血的凝聚袁 那一个个矗立的
杆子是青藏线生命的支撑袁 也是中国
科研工作者专门为在冻土上修路而设
计的袁是世界专利袁独一无二遥开车经
过的我内心默念着那些可爱的建设
者袁 为中国人的科技创新精神而自豪
和骄傲浴

这趟十六日的西藏之行让我终身
难忘遥一望无际的草原尧巍峨险峻的雪
山尧 奔腾澎湃的江水尧 静谧妩媚的湖
泊尧 姹紫嫣红的花海将永久留在记忆
的最深处遥

70年来袁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
民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袁 祖国的大好
河山让每个中国人骄傲袁 更让世界各
国瞩目遥

殷 朱改香 渊河南局物测队冤

川进青出西藏自驾游随感

说起家风袁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钥是野忠孝仁义冶袁还是
野勤俭恭良冶钥有人说袁家风是横在心中的戒尺袁规范着我们的
行为曰也有人说袁家风是融入骨血的教养袁端正着我们处世的
态度遥

我们熟知的包拯袁他的家风是野廉冶袁因此有了后来野不要
庐州府一转袁只取护城河一段冶的佳话曰再如曾国藩袁他的家
风是野勤冶和野俭冶袁因此成就了野千古第一完人冶的美名曰更如
野红顶商人冶胡雪岩袁他的家风是野诚信冶袁因此获得野经营之
神冶的称号遥纵观历史袁有良好家风的家族无不流芳百世尧千
载扬名遥

那么你的家风是什么呢钥我的家风是野孝冶袁就像母亲小
时候常唱给我的歌谣院尽孝道袁讲传承袁一辈做给一辈看袁一
辈讲给一辈听袁一辈跟着一辈学袁一辈一辈传家风遥

还记得那个公益广告中为妈妈洗脚的男孩吗钥野妈妈袁洗
脚遥冶 稚嫩的声音传来袁 仿佛吹散了年轻母亲身上所有的疲
惫遥广告里的母亲贤惠孝顺尧以身作则袁而孩子有样学样袁从
小就懂得要孝顺长辈袁这是一种传承遥

我家也是一样袁 外公是个读书人袁 我从小就知道黄香温
席尧子路负米等故事遥等我再大一点袁母亲跟我讲外婆的事遥那
时粮食不够吃袁外婆总是想尽办法去张罗袁甚至跑几十里路换
一点白面回来袁 做成面条端给曾外祖父吃袁 哪怕只有一块好
布袁也要给他裁一件衣服遥外婆总说院野孝是德行之首袁是立人
之本遥做好人袁先得有孝心遥冶母亲也是如此袁有什么好吃的总
是第一时间拿回去给爷爷奶奶袁至于端茶倒水尧洗衣涤器就更
是平常了袁甚至为了照顾老人的生活习惯袁母亲还经常半夜起
来做饭袁十多年来从未懈怠遥小时候袁我常不理解母亲的辛苦遥她说院野老人为家操
持尧辛苦一生袁如今老来如孩子袁我们为人子女的袁要学会反哺和感恩遥冶

我受母亲的熏陶多年袁始终秉持与人为善之道袁怀揣一颗温暖纯良之心遥野百
善孝为先袁常存仁孝心袁则天下凡不可为者袁多不忍为袁所以孝居百行之首遥冶这是
我写给自己的一幅字袁悬挂在房门口袁时刻提醒自己长存耐心尧孝心及善心遥上班
以后袁时间并不像以前那样自由袁我便经常在网上买点零食寄回去袁或者周末回
家时给母亲带她爱吃的鸭脖袁给父亲买一顶帽子遥后来袁为了能让母亲感觉到我
一直在她身边袁我就养成了给她发微信的习惯袁有时讲一个笑话袁拍食堂的饭菜袁
偶尔也撒个娇袁就是想告诉母亲自己一直都陪伴着她遥

重家风袁传孝道袁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遥我们的人生何其丰富袁有阅不尽的世事
繁华尧经不完的起起伏伏袁然而人生终究是短暂的袁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袁于短暂的
一生尽心尽力地去爱身边的人遥野老吾老袁以及人之老遥冶让家风里的仁孝成为我们
身上最温暖的标签袁让我们基因里面的长情永远传承下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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