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窗外袁春天来了遥
杨树枝头袁毛茸茸的花絮袁

背靠着大地袁仰望着蓝天袁沐浴着阳光遥
杨柳轻扬袁白衣天使拨弄着丝弦袁

弹奏着春天的旋律遥
春天在哪里袁在枝头袁在田野袁
在火神山尧雷神山袁在人们的心田遥

殷 田山岗

早 春

穿着厚厚的防护服袁
看不清你的模样袁

但透过护目镜可以看到你坚毅的目光遥
戴着大大的口罩袁
遮挡着你的面庞袁

但亲切的话语可以感受你勇敢的力量遥
被汗水浸湿的头发披在疲惫的肩上袁
你的身影确是当今最美的时尚遥

你们青春年少袁
也是父母膝下撒娇的孩儿曰

你们重任在身袁
也是儿女背后依靠的母亲遥
只因穿上了那件白色的战衣袁

你们勇往直前袁
无惧生死袁

演奏出一场时代的交响遥

为了心中那个坚定的信仰袁
热爱祖国尧忠于人民曰

为了肩上那份沉甸甸的担当袁
救死扶伤尧忠贞职守遥
你们逆风而行袁

以柔弱的身躯为病人挡住肆虐的病毒曰
你们众志成城袁

用倔强的肩膀为人民构筑安全的屏障遥

巾帼不让须眉志袁
那战地盛开的白玉兰别样芬芳浴

殷 张晓芳 渊一勘局事务中心冤

皎皎白玉兰殷 张利波 渊黑龙江局一〇八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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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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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讶衾枕湿袁 复听雨如诉遥 去岁今时袁
母亲走了遥 此后袁 我常央她眷顾我遥 春日澄
明袁 母亲许是听到了我的心声袁 穿云沐雨入
梦来遥

那日清晨袁 母亲一如既往地洗漱整齐袁开
火做饭遥妹夫出门晨练时袁见她立于窗前赏花袁
回时见她双手叠于胸前泰然卧于床上袁一如平
时安睡遥灶上的火未灭袁厨间炊烟袅袅遥

子欲养而亲不待遥 母亲自是临花照窗而
去袁 我却失了分寸尧 呼天抢地遥 母亲生于旧
时袁 是一个灵秀自立的女子袁 她没有进过学
堂袁 只上了几天扫盲班袁 但账目清楚尧 字迹
娟秀袁 一生当家作主袁 掌握自己的命运遥 鲐
背之年后袁 她常常自言自语院 野就让我静静
地走吧袁 别拖累子女浴冶

挥挥衣袖她去也袁 无尽相思春水长浴 想
她布满菊花般皱纹的脸庞尧 粗糙的大手袁 念
她喋喋不休的叮嘱尧 鲁味的饭菜香遥

那年袁 我的先生远赴边疆袁 我从西穿城
至东上班袁 80岁高龄的母亲不容分说袁 自告
奋勇来郑照顾我和懵懂儿子的饭食遥 88岁时
她来郑小住袁 当时婆婆身体不适住院医治遥
一日清晨袁 我说午饭要给婆婆送饺子袁 中午
到家饺子已然包好遥 无论你多大袁 她总要顾
你温饱曰 无论她多老袁 依然要为你分担袁 这
就是母亲吧浴
从我记事起袁 日日醒来总见她临灯缝补遥

在母亲的飞针走线中袁 一家七口穿得光鲜整
齐袁 甚至还有几分时髦袁 总有玩伴艳羡遥 母
亲干净利索袁 家里窗明几净袁 地里她拿全村

妇女中的最高工分遥 年节时袁 村里的大姑娘
小媳妇总是拿了花布来家与她商议衣样尧 制
式遥 虽忙得废寝忘食袁 但她乐此不疲遥

后来袁 奶奶离世袁 我们兄妹相继外出求
学尧 工作袁 母亲便离开家乡袁 随父亲定居唐
山遥

年轻时袁 由于父亲的工作性质袁 母亲随
父亲走遍了大江南北袁 但故土难舍袁 他们心
心念念家乡故宅袁 相约百年之后回老家袁 伴
于李家故地遥 父亲去时袁 母亲送他回去遥 此
后经年袁 母亲牵挂不已袁 多次回老家祭扫袁
许是也常盼相伴于父亲左右吧遥

我们星夜兼程袁 送母亲回归故里袁 一路
恍惚袁 一路悲切遥 车至东营袁 乍见高速公路
电子屏上 野黄河入海袁 我们回家冶袁 骤然释怀

了几分遥 是啊浴 阅尽千山袁 历尽近百年袁 母
亲累了袁 纵然不舍袁 她还是悄然而去遥

素有野招远小北京冶之称的高家庄子村的
徐家二小姐袁地下赋存中国最大金矿尧胶东最
小村落里的李家好媳妇袁多少子侄尧甥媳心中
的慈爱长辈袁走完一生袁就要回家了遥 母亲爱
花袁公路两旁袁晚樱尧碧桃尧紫荆尧海棠袁竞相开
放尧姹紫嫣红遥车在花海中奔驰袁母亲许是在春
游赏花吧遥

离开故土几十年袁乡情难却遥临近村口袁已
是鞭炮齐鸣袁悲鸣不已袁倾村而出袁亲朋故友竞
相迎遥 应该是按母亲喜欢的方式袁将她安于父
亲身旁遥 我长跪坟茔前袁与父亲交代院野我把妈
妈给您送回来了浴 冶

春日迟迟袁卉木萋萋遥 爹娘袁你们还好吗钥

殷 李兆慧 渊河南煤勘总院冤

黄河入海 我们回家

煦风亲吻着我们的肌肤袁 让我们感觉到
春天的暖意遥 冰雪已渐渐消融袁 裸露出的土
地虽然还很坚硬袁 但已萌动出勃勃的绿意遥
枯枝映着天空袁 疏朗而瘦净袁 仿佛告诉我们
还未走出心灵的冬季遥 是啊浴 因疫情袁 我们
的心似乎还停留在冰封的冬天袁 还听不清叮
咚的跳动袁 不觉间袁 已来到清明遥

去年夏天袁 父亲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遥
因新冠肺炎疫情还未消退袁 今年清明我不能
回乡在父亲的墓前放一束花遥

人都有生死遥 有部电影叫 叶别告诉她曳袁
讲述的是一个要不要告诉身患癌症的奶奶她
已 野时日不多冶 的故事遥 电影中袁 家人担心
把真相告诉奶奶袁 会如一把柳叶刀一样割开
她生存的意志袁 但告别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袁
怎么办钥 电影给出的也是一个折中的答案遥

如何与所爱的人告别钥 我问自己袁 同样
不知所措遥

回想父亲即将离世的那段时光袁 弟弟虽
然也忙乱袁 但张罗起事来袁 有章有法袁 家中
的一切都由他来操办遥 姐姐也很有主见袁 做
事有条不紊遥 弟弟握着父亲的手袁 与基本无
意识的父亲唠嗑袁 似乎进行着一场心灵的对
话袁 而我望着喘息渐弱的父亲袁 说不出一句
话遥

同我和姐姐相比袁 弟弟经历过的挫折与
苦难要多一些遥 我和姐姐大学毕业后都有了

较为稳定的工作袁 生活比较顺遂遥 而弟弟高
中毕业就步入了社会袁 凭着自己的力量打拼
了很多年袁 虽然小有成就袁 但吃的苦比我们
要多得多遥

回想我们姐弟三人上学的时候袁 家境很
困难袁 连学费都需要父母到处去借袁 有时要
骑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朋友家借遥 也许是这
个原因袁 弟弟放弃了读大学袁 过早地走上了
社会遥

父亲患脑血栓病 20 余年袁 这是一种逐
渐加重不可逆的疾病遥 我们姐弟三人在不同
的城市打拼袁 父亲一直由母亲照顾遥 在父亲
病情逐渐加重的过程中袁 母亲的老年病也在
慢慢增多袁 小腿骨还骨折过一回遥 从那以
后袁 弟弟雇了一个保姆袁 但实际上照顾父亲
的事还得靠母亲遥

安宁疗护袁就是常说的临终关怀袁主要是
缓解躯体疼痛尧减少精神困扰尧疏导心理和情
绪遥我们姐弟三人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袁在这
方面达成了共识袁并且也是这么做的遥

我想袁 安宁疗护从本质上看就是维护每
个个体生命末期的尊严袁 但如何实现袁 还需
要去探索遥 当前袁 我只能告诉自己袁 余生不
管长短都不要慌张尧 不能绝望袁 坦然地看待
生死袁 尽最大的努力有尊严地走向死亡袁 也
尽可能地让自己临终的亲人有尊严地与这个
世界告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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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庚年幽梦中袁 冠状荼毒露狰狞遥初
心红日当空照袁春归花艳暖风轻遥

深海中袁山之峰遥戈壁荒漠有群鸿遥青山
绿水百鸟醉袁煤地群英踏歌行遥

殷 于 洋

鹧鸪天窑贺中煤地质找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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