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叶月下小景曳带领我们进入另一
个世界袁一个为人类所疏忽尧历史所遗忘的山寨遥那些处
于我们视线之外的地方总与神秘尧封闭尧质朴这些词联
系在一起袁一如高中时读过的叶边城曳遥

处于都市繁华喧嚣中的我袁对于触不可及的地方总
怀有无比美好的情感袁无法言喻遥就好比我们总是与周

围的人亲近着袁却又时常向陌生人倾诉尧寻求依靠一般遥
有时袁距离的确很美袁它将看不到的阴暗面隐藏袁我们尚
可用想象去填补空白遥

沈先生的文章我读了很多袁他的话语向来平淡如水袁
没有那样的扣人心弦袁 因此我们总能不急不缓地翻页往
下读他的文字遥这便是他的魅力吧遥

殷 王 瑞 渊黑龙江局一〇八队冤

文学的力量

知道善良袁 选择善良遥
两个阶段袁 两个层级遥
从 叶我不是药神曳 到 叶哪吒之魔童降世曳袁 让我于心

底涌起四个字 野选择善良冶遥 两个完全不同题材尧 不同形
式的影视作品袁 却给我留下了相同的感悟袁 人生处处需
要善良袁 要知善选善遥
人性善恶总在一念之间袁 没有绝对的善袁 亦无绝对

的恶遥 叶哪吒曳 中袁 申公豹尧 龙王似是绝对的反派袁 可
申公豹也是元始天尊座下弟子之一袁 若真的恶袁 如何能
够得到天尊的认可并成为其徒弟钥 他被不公对待后黑化袁
一念之间的善恶遥 而龙王是想让自己的后代获得可以得
道成仙的生活袁 或许是因为通过正规的方式和途径让他
们看不到希望遥 哪吒看似混世小魔王一个袁 然而在听到
自己是 野灵珠转世冶 和大家会为自己庆生的时候也会瞬
间喜悦袁 说明在哪吒的内心深处袁 极度想融入大家袁 也
极度想被认可袁 然而却总被大家的误解打回原形袁 难道
说哪吒的内心不够善良么钥
电影中袁 很多情节都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到院 选择

善良的结果会让事情的走向完全不同遥 李靖夫妇选择善
良袁 引导哪吒走向正道袁 不放弃自暴自弃的哪吒袁 给予
哪吒最美好的教导袁 建立深情如山的亲子感情袁 构建以
爱为基础的亲情关系袁 使哪吒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遥 哪
吒在知道身世后发现父亲竟愿意用命换自己的命的时候袁
选择善良袁 回去解救苍生袁 才使得陈塘关化险为夷曰 敖
丙在能够让自己得道成仙的当口袁 选择善良袁 执意救下
太乙真人和李靖夫妇袁 才使得因入魔而无意识的哪吒恢
复记忆曰 也是敖丙在天劫咒触发后袁 选择善良袁 才得以
让混元珠合体袁 共同抵抗天劫遥
每个当口袁 他们都选择善良遥 其实他们也可以有别

的选择袁 可以选择任其发展袁 选择不回头袁 选择不救人袁 选择保全自己袁 那
就是另一番景象了遥

野我命由我不由天袁 是魔是仙袁 我自己说了才算浴冶 这是电影中哪吒最燃
情的话袁 他认命或不认命袁 全在于自己的选择遥 生是魔丸又如何钥 心向善袁
即便是魔丸亦可以解救众生遥 看多了人生百态袁 才更能够分辨何为善何为
恶袁 何为冷漠何为热情袁 何为正确何为错误遥 可是如何选择袁 却叫众生苦
恼遥 能时时事事选择善良的人袁 值得敬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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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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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说院野家庭是人生
的第一个课堂袁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遥冶 人生是从家庭开始的袁 家庭
不只是人们的住处袁 更是人们心灵
的归宿遥 我的父母亲都是优秀的地
质勘探工作者袁 也是我人生中最特
别的老师遥

从记事起袁 由于父母工作繁忙袁
我就被送到了外婆家遥 每年暑假我
都会去那个叫做海拉尔的陌生城市
探望父母袁 过年的时候父母也会来
外婆家探望我袁 这样一过就是十年遥

在我的童年里袁 父母的身影很
少遥 放学铃声响起时袁 校门外等待
我的永远是外婆遥 尽管外婆和身边
的亲人给我的爱并不比父母的少袁
但是在老师布置 叶我的爸爸妈妈曳
这样的作文题目时我都会困惑袁 小
小年纪的我开始懂得思念袁 就像父
亲尧 母亲思念我那样遥 大千世界里
最亲密的一家人袁 却在两个城市袁
因此有了三份牵挂遥

小学毕业后袁 我回到了父母身
边遥 许多人见到我才知道院 原来他

们有一个这么大的女儿遥 那时我才
明白父母的工作是地质勘探遥 他们
有时会带我到办公室袁 一边工作一
边给我辅导功课袁 偌大的办公室里
堆满了办公用品袁 一摞摞的文件夹
里是他们夜以继日赶出来的报告袁
一张张图纸上是我看不懂的图案遥
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办公室柜子里陈
列的一块块岩石袁 它们形态各异袁
使我对地质勘探这个行业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遥

当时袁 父亲和母亲刚来到这个
城市不久袁 一切都需要他们努力打
拼袁 每晚我睡了他们才加班回来袁
他们没有周末和假期袁 有时甚至忙
碌到忘记家中还有等待他们的我袁
有时又会担心我的安危遥 我懵懵懂
懂地明白袁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
了我袁 并且也在无形中为我树立了
榜样遥 回到父母身边的我重新开始
享受父爱母爱袁 以至于尽管现在我
已经成年了袁 仍被很多人说像小孩
子遥 我一度认为我的童年是从回到
父母身边开始的遥

父亲对我十分严厉遥 在外婆家
生活的那段时间袁 他只主动给我打
过一次电话遥 他在电话里说梦见我
了袁 十分惦念我遥 这是父亲第一次
用言语向我表达思念遥记得小时候刚
学会数数时袁 我开心地向所有人炫
耀袁每次还没数到一百就有人连连夸
赞袁只有父亲耐心听完袁还纠正数错
的部分袁告诉我一百离一千一万还差
得很远遥那时候在我的世界里袁一百
就是终点袁 一百是我认为最大的数
字袁所以父亲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
身上袁同时又激起了我的求知欲遥

父亲的严厉和认真让我不自觉
地疏远了他袁小时候只要有人问我喜
欢爸爸还是妈妈袁我就会毫不犹豫地
说院野妈妈浴冶 但越长大我越能理解父
亲的心遥 父亲在工作中十分严谨袁他
希望我也成为一个严谨尧 实事求是尧
有责任感的人遥他一直教导我不许浪
费袁要勤俭节约袁在我们父女之间袁可
能说得最多的就是 野不许冶 和 野不
能冶袁 我在许许多多个 野不能冶 中成
长袁 也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形成了

遵纪守法尧 勤俭节约尧 自食其力的
好习惯袁 他教我的一切都让我成为
一个更忠诚尧 更正直的人遥

母亲和父亲恰恰相反袁 她是这
个世界上最善良温柔的女人袁 她积
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感染着身边所有
人遥 小时候每次母亲和父亲一同去
外婆家探望我时袁 她都会多陪伴几
日遥 那时的陪伴弥足珍贵袁 我希望
和母亲一日都不分离遥

有一次袁 母亲回来刚好赶上了
由我主持的小型晚会遥 母亲在班级
的那头望着我袁 我前所未有地紧张袁
想尽力向她展示在她缺席的时光里
女儿的进步袁 并让她看到我正如一
棵茁壮的小树竭力汲取阳光并奋力
生长遥 我的花朵自顾自地开放着袁
这段 野野生野长冶 的童年经历是最
令我难忘的时光遥

母亲是宽容的袁记忆中不管我和
谁发生矛盾袁即使对方做错了袁母亲
依然会批评我袁教导我要大度袁不斤
斤计较袁对每一个人多一份理解遥

母亲是孝顺的袁是外婆最贴心的

小女儿袁 也是包括父亲在内的家庭
成员中奶奶最偏爱的人遥 奶奶只来
家里住了几天就再也不来了袁 父亲
多次询问原因袁 奶奶这才道出了实
情院 母亲对奶奶太好了袁 让她不习
惯遥 奶奶一辈子都生活在农村袁 一
切都是自己动手遥 母亲如亲生女儿
般照料奶奶袁 为她端洗脚水尧 按摩袁
带她旅行袁 这让奶奶受宠若惊遥 奶
奶也心疼母亲袁 经常嘱咐我要照顾尧
理解母亲遥 母亲常教导我孝顺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袁 不要等到 野子
欲养而亲不待冶 时才追悔莫及遥 在
母亲身上我学到了很多遥

高考结束后袁 我毫不犹豫地填
报了地质工程专业袁 毕业后和父母
一样光荣地走上地质勘探岗位遥 我
要把汗水洒在梦想的土壤里袁 成为
像父亲那样优秀的地质勘探工作者曰
我要把品德写进生命的长河里袁 成
为像母亲那样高尚的人遥

家庭是我永远的港湾袁 父母是
我永远的良师益友遥 我们将一路相
伴袁 砥砺前行浴

殷 刘思达 渊内蒙古煤勘集团二三一公司冤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
轰鸣的机器
敲响黎明的钟声
耸立的钻塔下
厚实的手掌
推动钻机的手柄
转动的钻具
钻探地球的心脏
为了钻探的使命
分秒必争
为了确保钻孔质量
铢量寸度的钻孔
尺尺丈量着你辛勤的汗水
钻采的岩芯
层层记忆着地球历史的年轮
身为钻探人
用汗水探索
发现着石油煤炭
探采甘甜的井水
沁彻世人的心田
烈日造就你健硕的体魄
冬雪见证你满腔的热情
荒山野岭轰鸣的机器
为你奏响前进的赞歌
漆黑夜晚漫天的繁星
为你点亮前进的明灯
当时代已经繁花似锦
你始终坚守着钻探人的初心和使命
曾经的追风少年
转眼间
已成为年过半百的钻探精英
纸短情长
诉不尽当初年少
岁月悠悠
道不尽绵长的乡愁
钻探人
用青春践行自己的钻探梦
用奋斗助力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用生命书写执着的钻探人生

殷 宋海书 渊一勘局科教中心冤

钻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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