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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道人间好个秋

看着光影中交相辉映的金黄色叶
子袁 我才惊觉袁 原来已是深秋遥 秋风
四溢袁 轻抚过绿色的松柏袁 染红了枫
叶袁 让原本灰寂的季节袁 生出了些许
活力遥
秋给人的印象总是凄冷的袁 像是
一个高冷美人袁 孤芳自赏袁 不让人靠
近袁 散发着冰冷的气息遥 古代的才子
们好像都不大爱写有关秋的诗袁 即使
描写也是一种凄凉的景象遥 曹操写秋院
野秋风萧瑟袁 洪波涌起遥冶 杜甫眼中的
秋是这样的院 野万里悲秋常作客袁 百
年多病独登台遥冶 马致远在 叶天净沙窑
秋思曳 中这样写道院 野枯藤老树昏鸦袁
小桥流水人家袁 古道西风瘦马遥 夕阳
西下袁 断肠人在天涯遥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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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袁秋也是美丽的袁是那种清清
冷冷的美遥那漫山遍野的金黄只是它美
丽的一角袁飞来又去的大雁袁谱写着生
命的匆忙遥秋波荡漾袁湖水的波痕随着
秋风缓缓地前行着遥 婀娜多姿的秋菊袁
明艳且美丽遥人们可以于田野中拾得谷
穗袁闻着稻浪带来的清香遥
秋是惹人爱的遥 街头巷尾有炊烟
升起袁 为秋的冷色调增添了一丝暖意遥
忽地刮起一阵风袁 风中是甜甜腻腻的
红薯香夹杂着玉米的香甜袁 又到了吃
烤红薯的季节袁 热腾腾的袁 好像一下
子就暖进了心里遥 顺着红薯的香袁 我
仿佛被带到了它生长的地方遥
野喜看稻菽千重浪袁 遍地英雄下夕
烟冶 要毛泽东在
要要
叶七律窑到韶山曳 中

这样描写秋的丰收遥 稻香四溢袁 又是
一年丰收好时节遥 每逢这个时候袁 日
子总是热闹的袁 于我而言袁 虽然仍旧
是朝九晚五的生活袁 伴着晨曦袁 踏着
夕阳袁 偶尔与城市的路灯做伴袁 但是
秋来的时候袁 日子就多了些许期盼遥
春耕夏长袁 秋收冬藏袁 农民是最开心
的袁 果子熟了袁 粮食丰收了袁 生活来
源解决了袁 辛苦却也快乐遥 人们割稻尧
扬净尧 晒干袁 等到夜晚袁 那些储存好
的粮食就会散发出阵阵稻香遥
粮食于人们而言是万物之重袁 是
生命的供给遥 幼时我学的第一篇诗文
便是 叶悯农曳遥 野锄禾日当午袁 汗滴禾
下土冶袁 为我们描绘了农民在土地上辛
苦劳作的情景遥 野四海无闲田袁 农夫

面对疫情要有良好的心态

犹饿死冶袁 更是提醒我们要珍惜每一粒
粮食袁 珍惜每一种幸福遥
万物结果袁 春华秋实遥 漫山遍野
的金黄仿佛为秋镀上了一层金光袁 柔
和的夕阳与成片的稻浪相互交融袁 仿
佛天地都融为一体袁 连风都温柔了许
多遥 徜徉在稻田边袁 清香拂去了多少
烦恼遥 小小的米粒袁 供养着成千上万
的人袁 日复一日袁 年复一年袁 岁岁年
年地生长遥
秋就是这样的可爱袁 在让我们看
到尧 感受到它的美丽的同时袁 又时刻
提醒着我们袁 它是炙热而又清冷的遥
看天空云淡风轻袁 望远山一片金黄袁
盈一怀风香满袖 袁 吟一阙秋水长天遥
于秋里袁 望向更远的远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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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美青春 无悔选择
要电影叶秀美人生曳观后感
要要

面对不断变化的疫情发展袁
面对让人心情复杂的数据袁
面对超常态的工作和生活袁
面对正反两面的各类信息袁
面对时间带来的心理变化袁
面对今后艰巨的工作任务袁
面对天南海北的关切问候袁
面对疫病蔓延的持续抗争袁
面对中央提出的攻坚任务袁
面对全国人民的鼎力援助袁
面对上级的系列指示精神袁
面对坚守战斗一线的勇士袁
面对驻村支教挂职的战友袁
面对支援地质事业的同行袁
面对他们袁 我们什么心态钥
我们应该结合实际做什么钥
我们用什么样的良好作风袁
做好现在的紧急重点工作钥
我们应该在上级的期待中袁
充实自我去迎接更大挑战遥
我们越是艰难越要向前走袁
共产党人传统优良的作风袁
野三光荣冶野四特别冶的好传统袁
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的内涵浴
以相信科学为耀袁

以轻信谣传为耻袁
以相信组织为荣袁
以道听途说为辱袁
以爱岗敬业为上袁
以贪图安乐为下遥
向一线战斗逆行奉献者看齐袁
向身边守岗尽责的模范学习袁
向提供服务无私同行者致敬浴
无须抱怨袁
因为我们同在一种境况袁
不必焦虑袁
因为有解惑祛病的专家学者袁
不去寻觅袁
因为我们煤田地质人心在一起浴
特殊的时期测试着个人的心理袁
特别的日子检验着个人的性格袁
特置的环境展示着个人的品质袁
特定的措施验证着个人的作风浴
相信组织袁相信科学袁
良好心态袁面对现实袁
听从指挥袁保重身体袁
期待佳音袁共享成果浴
稳中求进袁健康发展浴
地质加油袁乌市加油浴
新疆加油浴中国加油浴

11 月 2 日袁河北涿州又是一个风和日丽尧艳阳高照的晴天遥傍
晚时分袁我和久未谋面的老战友姚运坤袁相约来到拒马河畔散步遥
对比市内川流不息的汽车和行人袁 城外似乎清静多了要要
要伴
随着晚风送来的丝丝凉意袁我俩站在西关大桥凭栏远眺袁只见西方
天际青山如画袁彩云似锦袁落日熔金袁远处偶尔传来几声久违的鸡
鸣和犬吠袁天空中不时飞来几只不知名的小鸟袁古城范阳诗一般的
田园秋色真叫人赏心悦目浴此情此景让人仿佛穿越到了初唐袁感受
着王勃野落霞与孤鹜齐飞袁秋水共长天一色冶之意境遥
我和老战友沿着拒马河边走边聊袁聊着对军营生活的回忆尧
对人生冷暖的感悟尧 对时事政治的看法袁 还有对家庭琐事的烦
恼遥我们古今中外尧天南地北尧人情世故无所不谈袁以致对 107 国
道上飞驰而过的滚滚车流全然不觉袁 直到东方天际升起一轮金
黄色的圆月噎噎
很快我们就漫步到了矿山局家属院的南大门遥 当我俩进入
大院来到老战友住的 16 号楼时袁 他并没有上楼回家的意思袁原
来是想继续送送我遥经过一番推让袁老战友一直陪我走出大院北
门袁看我步入华灯初上尧人流如织的范阳路后才止步遥
在回家的路上袁我看到整治一新的范阳路两边袁霓虹灯闪烁
的店铺袁来往穿梭的机动车袁悠闲漫步的路人和鼓乐齐鸣的广场
舞袁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幸福感浴我们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袁是
伟大的党和亲爱的祖国给予了我们和谐安宁的美好生活袁 能与
肝胆相照的战友在明月点缀的夜晚一路同行袁海阔天空尧信马由
缰袁放飞思想的翅膀袁探讨人生之真谛袁交流生活之感悟袁真乃一
大幸事也浴野天下第一州冶的晚秋景色袁虽不如江南水乡那样浪漫
热烈袁但也是如此令人陶醉浴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珍惜今天的幸福
生活和千金难买的战友情谊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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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记冶红色工作服袁她仿佛跃动的仙子
一般闪烁在百坭村的各个角落遥 黄文秀
带领着她的野地表最强战队冶袁从帮助村
民解决砂糖橘只开花不结果的难题袁到
帮助黄大贵重拾信心找回桂芳袁 再到帮
助老银匠住上新房子噎噎她在危险的山
路上驾驶袁 别的女孩车上放的大多是毛
绒玩具袁 黄文秀却放着准备赠予老乡的
家禽遥看到这里袁我就知道这个女孩非常
不一般袁 但最让我敬佩的是她那不一样
的选择袁 投身扶贫工作的那份初心和坚
持袁对于扶贫工作野不获全胜尧决不收兵冶
的那份担当袁面对艰难险阻勇往直前尧奋
不顾身的精神遥
黄文秀来时惴惴袁去时匆匆袁留下
了勇敢的身影和最美的韶华遥 生活中袁
黄文秀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曰电
影里袁这一方水土和她一起成了银幕上
最秀美的人生故事遥
不论是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袁还是
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袁愿我们都能以榜
样为镜袁有担当尧能奉献袁只争朝夕尧不
负韶华袁尽职尽责做好每一件平凡而不
平常的事袁无愧于青春尧无愧于时代尧无
愧于人民袁用心尧用情尧用力书写属于自
己的秀美人生袁相信中国的明天也将随
着奋斗的我们而更加壮美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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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如果你提前了解了你作出的种种
选择之后要面对的人生袁你是否还会有
勇气前来钥 你的勇气来自哪里钥冶 电影
叶秀美人生曳 一开始就抛给了我们一个
灵魂之问袁而黄文秀给出了她坚定的回
答院野我的勇气来自于我的生命与土地
一起生长的情感基因袁我的勇气来自于
改变生活现状的一种期待袁我的勇气来
自于这个时代给予我的必胜信念和一
往直前的坚持遥冶
这部电影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真
实尧感人袁坐在放映厅里袁随着影片的播
放袁 我仿佛置身于秀美壮丽的山村中袁
跟随主人公一起经历了那一段青春洋
溢的时光遥正是因为沉浸其中尧感同身
受袁所以结局更让我心痛不已尧感触良
多袁也让我对影片一开始的问题有了更
深刻的思考遥
故事从黄文秀研究生毕业后开始袁
她放弃了在繁华大城市工作的机会袁毅
然回到家乡担任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
坭村驻村第一书记遥她说院野我身上有一
根绳子袁连着前面的人袁也拽着后面的
人遥冶于是袁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袁黄文
秀倾情投入尧奉献自我遥
通过光影袁 黄文秀生前的扶贫故事
徐徐展开遥身穿象征着激情与能量的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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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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磁钻铤

型高科技企业遥主要产品有各种规

整体加重钻杆 73.03 88.9 114.3 127.0 139.7 168.3

格型号无磁钻铤 尧 无磁承压钻杆 尧

普通钻铤

88.9 104.8 120.7 127.0 158.8 165.1 171.4 177.8 203.2 241.3

整体加重钻杆尧方钻杆尧普通钻铤袁

方钻杆

63.5 76.2 88.9 108.0 133.4

以及客户定制的非标产品等遥

接头

转换接头尧提升短节尧定向接头

类别

陈
怡
辉

规格渊mm冤
88.9 104.8 120.7 127.0 158.8 165.1 171.4 177.8 203.2 241.3

无磁钻铤
Non-magnetic Drill collar

钻铤
Drill collars

济源市东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整体加重钻杆
Integral heavy weight drill pipes

方钻杆
Square Kell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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