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10月 12日
星 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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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姻网址院www.zmdxw.com 姻邮箱院zhongmeidizhibao@126.com 姻地址院北京市丰台区靛厂 299号渊邮编院100039冤 姻综合部电话尧传真院渊010冤88249691 姻采编中心电话院渊010冤88246688-2405 姻广告联系电话院13703321689 姻定价院园援缘园元 姻印刷院保定日报社印刷厂 姻本报广告代理院北京晟浩中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院13520764392

济源市东方重工有限责任公

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石油钻具的新

型高科技企业遥主要产品有各种规
格型号无磁钻铤尧 无磁承压钻杆尧
整体加重钻杆尧方钻杆尧普通钻铤袁
以及客户定制的非标产品等遥

类别 规格渊mm冤
无磁钻铤 88.9 104.8 120.7 127.0 158.8 165.1 171.4 177.8 203.2 241.3
整体加重钻杆 73.03 88.9 114.3 127.0 139.7 168.3
普通钻铤 88.9 104.8 120.7 127.0 158.8 165.1 171.4 177.8 203.2 241.3
方钻杆 63.5 76.2 88.9 108.0 133.4
接头 转换接头尧提升短节尧定向接头

无磁钻铤
Non-magnetic Drill collar

钻铤
Drill collars

方钻杆
Square Kellys整体加重钻杆

Integral heavy weight drill pipes

济源市东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院0391-6658108 13849532358 18803903253
网址院www.jysdfzg.com

未来的自己院
你好浴
今夜微风轻拂袁 月光皎洁袁 你

手捧一本书坐在窗前遥 看着眼前的
这一幕袁 我决定给你写一封信袁 憧
憬未来袁 纪念现在遥
行走在人生之路上袁 静观花开

花落袁 耕耘春华秋实袁 我在阅读的
茫茫大海中尽情畅游袁 航向清晰遥
阅读之于人袁 能点燃希望袁 让人心
怀梦想袁 让人在漫长曲折的生命之
路上袁 永不迷失方向遥 擅阅读之人
心地善良袁 常阅读之人心灵纯洁遥
阅读可以净化人的心灵袁 让人在文
字之间袁 感受平静的喜悦袁 感受现
世的安稳与幸福遥
有人说阅读可以明目袁 可以医

愚袁 果真不假遥
阅读使人耳聪目明遥 阅读可让

人于目光专注中体验时光的安然袁
书中的每一行文字都能给人视觉冲
击袁 让人目不转睛地游走于精彩语
句之中袁 让人掩卷而思于文本深意
当中遥随着年龄的增长袁大脑思考速

度会下降袁 而阅读袁 能很好地延缓
甚至阻止认知功能下降袁 有助于预
防老年痴呆症遥

有人说阅读可以明志袁 可以驱
怯袁 果真不假遥

书籍是人们成长进步的阶梯袁
阅读可让人于铺开的文字画卷中超
越文本袁 不拘泥于一己之见的世俗
和偏执袁 不焦灼于烦心之事和困难
挫折袁让人于激扬文字中修炼意志袁
于修身养性中培养品格遥 阅读是黑
夜中前行之人心中的明灯袁 照亮奔
向目的地的路遥阅读时袁要用心去体
会文中所蕴含的哲理袁要走进书中袁
把书读薄袁读懂书本袁在自己和书本
共鸣的过程中读懂自己袁 通过读书
使自己志向更明袁 一扫在生活中的
懦弱遥人无志向袁 柔者无刚曰 为人
有志袁 前途有望遥 读书可使自己立
人之前袁 厚积而薄发遥

以前的我总以为阅读是为了追
求诗与远方袁 而现在的我和未来的
你都应该明白袁 开卷有益袁 不只是
心灵的远行袁还有当下的栖息遥读书

是精神的远行袁 也是精神的栖息
地遥 二者同时进行袁 又缺一不可遥
就如有人所说院 读书袁 是向内旅
行袁 去往精神世界曰 旅行袁 是向外
读书袁 探索天地苍穹遥 如今袁 在这
个快速发展的时代袁 有些人不会去
思考闲暇时间是用来读书还是旅
行遥 因为读书和旅行都不在他们的
选项之中遥 他们认为读再多的书似
乎对自己所追求的金钱和地位都是
没有裨益的袁 但正如德国作家赫尔
曼窑黑塞所言院野世界上任何书籍都
不能带给你好运袁但是它们能让你
悄悄成为你自己遥冶

真正的阅读袁 是指认真而缓慢
地品读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遥 品文
的过程中袁 人们需要投入足够的精
力与专注力去体会文字间的情感与
文化的底蕴遥 阅读让人专一而安
静袁 因而人们能够在阅读的过程
中袁排解一部分内心的焦虑情绪袁平
稳内心慌张或惊恐的情绪遥 有时分
散注意力能让人回避内心的阴郁袁
这是一种不错的解压方式袁 而安静

的阅读很好地满足了人们这样的精
神需求遥

阅读是心灵的旅行袁 在阅读中
享受心灵的洗礼遥 在读 叶为人民服
务曳这本书时袁回顾中国的历史袁我
再一次被深深震撼遥 为了实现民族
独立和人们解放袁 无数拥有崇高理
想的人们奉献了自己的生命袁 创造
了一个光明的未来遥 共产主义者的
初衷是以理想写作袁坚持信仰遥这种
优秀的力量坚定地代表着人民为伟
大事业而斗争的立场遥 新中国成立
伊始袁共产党人就培养了野敢教日月
换新天冶的英雄精神袁面对毁灭性的
破坏场面袁带领人民顽强奋斗袁描绘
出幸福的景象遥70多年来袁 我们克
服了困难袁取得了进步袁提高人们的
安全感尧成就感尧幸福感遥

清代文人张潮说院 文章是案头
之山水袁山水是地上之文章遥人生一
直都是在阅读袁野善读书者袁 无之而
非书院山水亦书也袁棋酒亦书也袁花
月亦书也曰善游山水者袁无之而非山
水院书史亦山水也袁诗酒亦山水也袁

花月亦山水也遥冶人生本就是一本无
穷尽的书袁走的每一步都是路袁也是
书遥品读人生袁也是品读一本书遥

阅读中袁永远会有奇遇遥有时袁
书里字字珠玑袁 一语中的地说出我
所思所想却无法准确表达的话袁像
一位知己曰有时袁书里的主人公内心
与我息息相通袁 在一个虚拟人物身
上袁我找到了深切的共鸣袁并与之度
过一段特别的时光遥

在书里袁 我体味不同的人生境
况和文化质感袁 在现实生活中不会
经历甚至无法想象的事情袁在书里袁
我全见识到了遥读书袁是向内挖掘认
识自我的过程袁 也是砌垒和建造心
灵大厦的过程遥人读书越多袁内心就
会变得越坚强袁越不会被环境困扰袁
不会被旁人左右袁不会被孤独俘获遥
读书让我们在充盈内心的同时更能
抵御外来的打击和磨难遥 未来的你
工作再忙袁也不要忘记读书袁因为袁
读书关乎心灵的滋养与成长袁 是一
件很重要的事遥

现在的自己

殷 姜梦荣 渊江西中煤冤

阅读要要要心灵的栖息与远行
我的祖国
您有高山巍峨
更有云海辽阔
您有大河奔腾
更有皎月醉荷

源远流长的历史啊
多少动人的传说在闪烁
璀璨夺目的文明啊
多少举世瞩目的奇迹点燃人类进步的星火

您也曾满目疮痍风雨难遮
您也曾内忧外患难抵岁月的蹉跎
但是中华民族从不惧命运的颠簸
一个声音高喊着
驱逐列强
还我旖旎山河

于是
苏醒的东方雄狮撕裂黑暗的沉默
冲天飞舞的巨龙再次喷出叱咤世界的风火
一个崭新的中国浴火重生

如今风雨不再 彩旗飘扬
从南到北尽是笑语欢歌
从东到西涌动稻花飘香
五千年的文明在这片热土上再次焕发光彩
五十六个民族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心手相连
中华民族苍劲有力地抒写着新的篇章

这就是我的祖国
任凭狂风暴雨永葆心中的希望
这就是我的祖国
充满智慧担当把握新世纪的航向
这就是我的祖国
无论走到哪里 永远令我热泪盈眶
这就是我的祖国
无论何时何地 我都要挽起您坚强的臂膀

殷李 颖 渊一勘局一一九队冤

我的祖国

夕阳西下袁我与丈夫尧女儿循着河边的栈道散步袁边赏
风景边聊琐事袁慢悠悠的步子拉长了美好的平淡生活遥
一对老夫妻迎面缓缓而来袁 老先生搀扶着腿脚不便的

妻子袁步伐细碎遥靠近时袁我才发现老夫妻竟是我儿时的邻
里遥他乡遇故人袁回忆如抑不住的洪水倾泻而出遥记忆中的
老先生还是青壮年袁是附近有名的赤脚大夫袁性格爽朗袁每
次遇见我们这群孩子袁不等我们开口问好袁就先热情地唤起
我们的小名遥他的妻子长相清秀袁可惜幼时不慎摔伤袁家境
贫寒又延误了医治袁落下了腿疾遥他心疼妻子袁便包揽了买
菜尧洗衣等家务袁偶尔去外地出诊袁都会提前为妻子备好几
天的食物遥夫妻俩日子虽清贫袁却也乐在其中遥后来袁他为了
带妻子多看看外面的世界袁用多年的积蓄买了一辆自行车遥
之后袁清脆的车铃声伴着小两口的谈笑声袁像一缕温暖的阳
光照亮了幽深的巷子袁 定格成物质贫瘠的年代里浪漫暖心
的记忆遥再后来袁他们随孩子搬去了外地遥

野多年没见袁变化太大了袁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遥冶老先
生一边激动地说袁一边还不忘搀扶着妻子遥是啊袁时光容易
把人抛袁曾经轻快骑车的年轻夫妻袁如今已是步履蹒跚的暮
年老人曰曾经稚嫩青涩的我袁如今也已步入中年遥岁月变迁袁

唯一不变的或许是老先生野执子之手袁与子偕老冶的初心吧遥那紧握的布满皱纹
的双手袁经历了多少次掌心的重合袁传递了多少回温情的相融遥

回想着老先生夫妻一路而来相伴相守的片段袁以及我与丈夫尧孩子这些年
来温馨相处的画面袁我眼眶一湿袁暖流涌上心头袁不禁握紧了一旁丈夫尧孩子的
手遥这或许就是我们芸芸众生在平淡生活的土壤里袁用真心滋养出的最真实最
美好的幸福花朵遥而我袁何其幸运袁能够在成长中遇见并学着感知这一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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