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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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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雨像无数只调皮的小手
抚出了杨柳的新绿
清晨袁存了一夜的湿气
把钻塔也滋润成了黛色
勘探队员们早已穿戴整齐
带着火焰般的热情
昂首阔步走向钻场
一个个伟岸的背影
坚毅且深厚

最美的春色
在路边氤氲的花香中
在树梢清脆的鸟鸣中

更在每一个勘探队员的心里

武汉袁 76 个日与夜袁 每
一个 野逆行者冶 的冲锋与付
出袁 都值得我们铭记曰 抗疫战

场上袁 每一座城市奏响的志愿者壮歌袁 都值得
我们传颂遥

同心协力抗疫情袁万般感动涌心头遥
看袁 那位拖着疲惫身躯坐在餐车一角的人

是谁钥他的名字我们并不陌生遥野非典冶肆虐时袁
他说院野把重症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浴冶17 年过
去了袁84岁高龄的他再次野逆行冶袁挂帅出征袁来
到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湖北武汉遥 看着老人
在餐车睡着的照片袁我落泪了遥和爷爷一样的年
纪袁疫情到来时袁他义无反顾地冲到了最前线遥
他是我们十几亿人的依靠与寄托袁 他的名字叫
钟南山遥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从武汉蔓延开来袁全
国各省区市启动一级响应机制袁 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指挥尧亲自部署袁中国吹响了全面抗击疫情
的冲锋号角遥

野护士长袁我报名浴冶
野让我去袁我是共产党员浴冶
一封封志愿书尧请战信袁诠释了医务人员的

责任与担当袁全国各地的白衣天使袁一批又一批
抵达武汉遥看着手机里一条又一条野逆行者冶奔
赴一线的信息袁我心中是满满的激动与感动浴

渴了袁他们不能喝水曰饿了袁他们依然坚守曰
困了袁他们席地而睡遥

脱下防护服袁 汗水早已浸透衣背袁 展现的
是挺拔的身躯曰 摘下护目镜尧 口罩袁 脸上勒出
了一道道印痕袁 留给我们的是最美的笑容曰取
下手套袁泡得发白变肿的双手袁高擎的是生命的
希望遥

还有那些 80后尧90后袁让青春在战野疫冶中
闪耀袁用行动诠释不负韶华遥感谢有你们袁守护

着武汉尧守护着湖北尧守护着中国噎噎
使命在召唤袁志愿者在行动遥
疫情期间袁水文地质局形成联防联控尧群防

群治的防控合力袁 在组织干部职工做好自身防
疫工作的同时袁 积极筹措防疫物资驰援兄弟单
位湖北煤炭地质局袁并向河北工程大学袁邯郸市
丛台区光明桥街道办事处尧 邯山区浴新南街道
办事处所属 2个水文社区袁 天津市红桥区芥园
街道办事处等捐赠防疫物资袁 为疫情防控贡献
央企力量遥

听袁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遥
野我是央企青年袁能为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贡献自己的力量袁我骄傲浴冶这个声音袁来自水文
局的一名勘探职工遥

在邯郸市组建的疫情防控突击队里袁 又多
了一个人袁他的名字叫倪骏遥疫情期间袁倪骏通
过青年志愿者招募平台报名袁 正式成为邯郸市

疫情防控青年志愿者袁 随后又加入了邯郸市组
建的疫情防控突击队遥其间袁倪骏和志愿者们为
丛台区圆梦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搬运了大批消毒
液尧医用手套尧矿泉水等物资遥看到这些物资被
及时送至各医院和防疫单位袁 倪骏深深地感受
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遥

听袁这是谁的叮咛与思念钥
野安心工作袁家里有我袁一定保重身体袁我和

孩子在家里等你遥冶
野妈妈袁什么时候回家啊钥我好想你浴冶
野我不敢给妈妈打电话袁因为妈妈穿着厚厚

的防护服没办法接电话浴冶
野妈妈每天只能休息一两个小时袁我怕打扰

到妈妈宝贵的休息时间浴冶
一连串的关心尧疑问和犹豫袁这些声音来自

水文局物测队职工郑红雷和他的儿子遥
郑红雷的妻子李倩是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

疾控中心的取样检验员遥疫情期间袁她毅然踏上
了抗疫之路袁 每天穿着厚厚的防护服辗转多个
隔离点进行取样袁 有时一天取样数量达 200多
管遥她每天只吃一顿饭袁不敢喝一口水袁实在累
了袁就穿着防护服小憩一会儿遥

白衣天使袁你们是我们的骄傲遥你们辛苦了浴
春花烂漫时袁让我们共赴春光袁繁花与共遥

殷 王 川 渊水文局冤

野逆行者冶袁抗疫中最美的你

又是一度采食野菜的季候袁 人便坐不住袁
总想去郊野转一转遥

草色无空处袁随时有荠花遥春来袁春趣袁荠
菜也总是在春天恰到好处地出现遥野城中桃李
愁风雨袁春在溪头荠菜花遥冶性急的袁在清明时
节就化成碎碎点点的细花袁一片一片的袁在田
头地角袁在路边篱下遥此时袁高高在上的梅花尧
桃花尧玉兰已不见踪迹袁樱桃尧李子也已长出如
豆的青果遥

野花褪残红青杏小遥 燕子飞时袁 绿水人家
绕遥冶此时的荠菜袁填补了春天花谢的缝隙袁虽
不高大袁却在低浅处滋蔓出春天的无处不在遥

儿时袁 我总是在荠菜花开满山岗的时候袁
俯下或者趴下身子袁 向那碎白望去袁 一朵朵尧
一丛丛顿时变成了铺满的白遥 随着视角的改
变袁 那低矮的荠菜袁 那一株株个体连成的就
是一片丛林遥 野野芳发而幽香袁 佳木秀而繁
阴遥冶 那物理的植性便成了美学蔓延开去袁 强
大而美好遥

花开了袁荠菜的适食性不再袁便成了牛羊
的美味遥还记得我跟在外祖父身后袁捡拾被锄
头铲起的荠菜袁 那是为我的大奶羊准备的遥运
气好的时候袁我可以在一片低洼地发现荠菜花
的小海洋袁白茫茫一片遥

我挖荠菜的工具是一把小铲子或一把剪
刀遥荠菜那锯齿状的叶片呈放射状贴着地面生

长袁在杂草丛中格外显眼遥我拨开杂草袁将铲子
贴地斜插入荠菜根部袁右手一铲一挑袁左手顺
势拈起袁那荠菜便环抱根部呈卷缩状遥我左右
寻找袁 蹲下又站起袁 篮子很快被荠菜填满袁绿
色尧褐色尧浅黄色拥抱在一起袁饱满袁殷实遥它们
从山野尧从田间尧从四处汇聚到一起袁互相穿
插尧缠绕袁孤独的荒野让它们格外珍惜这聚会
的美好时刻遥

荠菜的美袁为文人墨客所称道袁而这称道
又使荠菜有了美学意味遥苏轼有野时绕麦田求
野荠袁强为僧舍煮山羹冶袁陆游有野长鱼大肉何
由荐钥冻荠此际值千金冶袁辛弃疾有野春入平原
荠菜花袁新耕雨后落群鸦冶袁郑板桥有野三春荠
菜饶有味袁九熟樱桃最有名冶遥而范仲淹在贫寒
窘困中袁虽属无奈袁却也将荠菜嚼出了美感袁他
为荠作赋袁赋中有句如此院野陶家瓮内袁腌成碧
绿青黄曰措大口中袁嚼出宫商角徵遥冶

荠菜有佳名美味如此袁古今人赏食有加便
是不怪遥

春风里袁我在湖城南郊袁山前有溪流潺潺袁
溪畔有绿野阡陌遥低头寻觅袁这里那里袁有荠菜
浅绿匍匐曰抬头望去袁远处近旁袁有荠菜花白如
雪遥套用白居易叶村夜曳诗句野独出前门望野田袁
月明荞麦花如雪冶袁有院独出南郊望田畴袁荠菜
繁集花如雪遥

春风送暖袁 荠菜花开遥

殷 武江平 渊浙江局一队冤

荠菜花开

殷 王兆琦 渊一勘局一一九队冤

钻场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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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一部诗集
处处充盈着花香和青草

甚至虫子的歌谣袁这些我都热爱
大地是诗集的封面

风轻轻地吹开袁每一页都很薄

在春天这部诗集里
鹅黄的衬纸袁铺开袁略显空旷

我希望春天的扉页有魏晋的风骨
山水袁相映成趣
最懂诗的村庄

像真理和词语最美的那部分

花朵是打开春天的按钮
月光是纯棉的

关于春天新鲜的词常开不败
它一直住在我的心里
温暖着慕名而来的读者

这风生水起的春天
原野回应着内心的律动和渴望

被风吹动了青春腰肢
阅读袁更像是一场春天的奔跑

亲爱的读者袁仿佛喷着蒸汽的火车
一头驶进了花朵的惊慌中

殷 马亭华 渊江苏局金石稀土公司冤

春天是一部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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