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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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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袁与书卷里的春天相伴袁最是
快事遥

这书多是旧书遥如案上的叶唐诗选
注曳叶宋词三百首曳叶古代散文选曳噎噎
书页已经发黄且有破损袁 满是陈年的
气息袁 但文字却灵秀清丽袁 如草木新
芽遥野草长莺飞二月天袁 拂堤杨柳醉春
烟冶野小楼一夜听春雨袁 深巷明朝卖杏
花冶野东风忽起垂杨舞袁 更作荷心万点
声冶遥这般灵动的春天袁就生长在平平
仄仄的古韵里遥读之袁令我心旌摇曳尧
情思葱葱袁 仿佛穿越了历史的烟雨日
月袁与诗人一同披一身蓑衣袁荡一叶扁
舟袁或伫桃花潭边袁或观春雨梨花噎噎
我的心野上也生出漫漫的春色遥

读书最宜春夜遥月明风清时袁一盏
台灯袁一杯绿茶袁任那银白微黄的月色
泻进窗棂袁轻叩我的心扉袁这是怎样温
润芳香的春夜呢钥

这书是我的旧知袁 是我牵手的情

人袁自然与我一同且听风声袁也吟起那
野夜月一帘幽梦袁春风十里柔情冶袁或是
野满城春色宫墙柳冶的词句来袁这又是
怎样的春色尧春意尧春情尧春爱呢钥书卷
里的春天袁让我的尘世日月如此多情尧
如此清纯尧如此温暖袁虽无缘千年前的
春花秋月袁却也是野绿杨烟外晓寒轻袁
红杏枝头春意闹冶的红艳袁即使困意袭
来袁那也是枕书而梦袁梦有春花了遥

春天袁万物勃发的季节遥我要像树
木一样葱翠袁像绿草一样无涯袁像小溪
一样清澈遥我要生长袁要结出丰硕的果
实遥野迟日江山丽袁 春风花草香冶野好雨
知时节袁 当春乃发生冶野云想衣裳花想
容袁春风拂槛露华浓冶噎噎如此的春风
十里袁如此的江清日丽袁如此的云轻花
艳袁 让我心生倾慕袁 爱也盈溢曰 让我
心灵的翅膀扑棱棱飞动袁 如同我梦中
花开的声音袁 如同我盼着秋实累累的
渴望遥

捧卷在手袁 这些旧书在我眼前生
动起来遥 千年前的春天袁 仿佛在我眼
前行走起来遥 曾经的烦恼和伤感尧 坎
坷和悲伤袁 都在这春色里融化了尧 消
失了遥 我行走在暖暖的春风里袁 情浓
了尧 爱真了遥 此刻袁 抚摸着一本本旧
书袁 它们依然保持着初时的温度袁 依
然拥抱着我的痴爱遥 书卷里的春天于
我不离不弃袁 一朝相遇袁 便成了白首
终老的伴侣遥

我的许多书就放在窗台上尧 枕头
边尧沙发上袁随处可见袁随手可翻遥它让
我心有春风袁思有丽彩袁满怀风月遥即
使在雪天袁只要读几句春天的文字袁心
中就会有柳絮轻扬尧春云舒卷袁就会有
早莺争暖尧新燕啄泥袁更有着野雪消门
外千山绿冶的兴奋和激动噎噎

想起丰子恺的一段文字院野春的景
象袁 只有乍寒尧 乍暖尧 忽晴尧 忽雨是
实际而明确的遥 此外虽有春的美景袁

但都隐约模糊袁 要仔细探寻袁 才可依
稀仿佛地见到遥 这就是所谓 耶寻春爷
罢钥冶春在细微处袁春在朦胧中袁 春在
发现美的眼睛里袁 更在热爱生活的心
灵里袁 在你追求人生的路上遥 我们都
以为花是春的作品袁 其实春工不在花
枝袁 而在于草遥 看花的能有几人钥 草
则广泛地生长在大地的表面袁 普遍很
受大众欣赏遥

书中春天袁 有着花草树木尧 人间
情暖袁 有着清风暖阳尧 流水烟云遥 我
愿和它相拥相亲袁 聆听它的吟诵袁 陶
醉于它的哲思慧语遥 让我陶醉的春
天袁 就藏在这些书卷里遥

我想做一只小鸟栖在这春天的花
枝上袁 我想做一朵彩云飘在春天的长
空里袁 我想做一眼清泉叮咚在春天的
黎明和月夜里噎噎我想让我的生命中
永远都有春天的色彩袁 甚至在我告别
世间时袁都枕着一卷书中的春天噎噎

殷 茹喜斌

书卷里的春天
媳妇儿院

这几天最让我高兴的事就是气温在逐渐上升袁 你在
室外执勤时不会再挨冻袁 更重要的是北京和全国的疫情
正在得到有效控制袁 你和同事们所负责的社区楼宇实现
了有序复工复产和零感染袁 我为你们取得的成绩感到由
衷的高兴遥

作为一名街道下沉的 野红心志愿者冶袁 你被分配参
与北京西站南广场写字楼的防疫工作遥 这是一个高层楼
宇群袁 体量大袁 人员复杂而密集袁 随着入驻其中的中小
企业陆续复工袁 防控压力很大遥 还记得刚开始开车送你
执勤时袁 你跟我说紧张害怕袁 我给你讲起了小段子院
野作为伟大的哲学家袁 怎么能紧张呢钥 你现在见了陌生
人就直接问他们三个人生终极问题要要要你是谁钥 从哪里
来钥到哪里去钥冶逗得你呵呵傻笑遥我希望这样的小笑话能
给你繁重的防疫工作带来一些温暖遥 后来你跟楼宇上班
的人野脸儿熟冶了以后也逐渐开起了玩笑袁一句野感谢您为
人类卫生健康事业作出的贡献冶常常让人忍俊不禁袁也因
此更加配合你的工作遥遇到诸如野每天都查体温尧出示证
件袁烦不烦冶的牢骚袁你也能用一句野我们就爱跟长得好看
的搭讪冶轻松化解遥我悬着的心也逐渐放了下来袁因为你
不光卸下了心里的包袱袁还在努力摸索合适的工作方法遥

每天上午你与同事要登记 1500多人次袁连喝水的时
间都没有曰 下午入户走访袁 负责两栋楼在册的 160家企
业袁每天挨家挨户敲门袁给企业发放宣传资料尧填表登记袁
提示防控注意事项袁一天下来工作很累遥

有时候企业还不配合你的工作袁 记得你说第一次入
户走访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对你们的工作不屑一顾袁 态度
很轻蔑遥 那天回家你很郁闷袁 得知情况后我和你一起分
析袁他们对你们有误解袁可能还是不了解你们的工作遥由
此袁你想到楼宇里年轻人居多袁再去走访的时候袁除了发
材料和表格以外袁 你还主动介绍了你们党群服务中心青
年汇的活动袁以及其他一些针对企业的服务遥事实证明你
的努力没有白费袁 第三天早上你在楼下测体温登记的时
候袁 这家公司的员工主动跟你打招呼袁 态度明显有所改
善袁还说起公司外地返京员工的隔离情况遥

虽然现在北京的防疫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袁 但随
着境外输入疫情防控压力的加大袁 守望一方安全的街道
社区工作者们仍然奋战在防疫一线遥你常说袁比起全国那
些已经透支健康甚至献出生命的战友袁 能健康地为人民
服务也是一种幸福遥作为家属袁虽然不能代替你奋战在防
疫一线袁 但我一定会在干好本职工作之余做好后勤保障
工作袁我和父母尧儿子都会做你坚强的后盾袁和你一起乐
观面对遥虽然咱们的儿子太小还不会说话袁但父母会把他
照顾得很好袁请你一定放心浴孩子是未来也是希望袁像春
天一样袁让人看到生命蓬勃的力量袁让人相信胜利的曙光
就在不远的前方浴

你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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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向着太阳微笑曳
黄 娟 摄

渊一勘局冤

春风是奔跑的梳子
跑到大明湖里
推开冰窗
梳理出波光粼粼
或明或暗交相辉映
一城山色半城湖的风景

春风是奔跑的梳子
跑到湖岸边
梳理出万千绿丝绦
如美丽的少女
舞动柔美的青春
合唱着春天的故事

春风是奔跑的梳子
顺流寻踪
探访到七十二家房客
梳理出丝丝弦乐
邀来众多名人雅士
吟诵泉水叮咚佛山倒影

春风是奔跑的梳子
温情于我
吹落身上厚重的包裹
梳理着烦乱的思绪
在小沧浪亭诗集中徜徉
变成一条清心自在的鱼

殷 张文涛 渊山东局冤

春风是奔跑的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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