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月 春花换春果的季节
我们踏着暖风
把环境调查的硕果收入囊中
齐心协力化为劳动的喜悦
我们在风中起步
稳步求发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是我们的誓言

五月的风
吹拂着我们荡漾的心扉
我们收获了今天 展现了未来
让无限的风光
伴随着美丽的彩霞 憧憬着明天
五月的风
温暖着我们每个人的脸庞
一切都充满着美好

殷 裴敦泉 渊山东局五队冤

五月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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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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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唐诗袁 喜欢它意气风发的
风采尧博大空明的意境遥喜欢唐诗袁就
像长途跋涉之后于湖光山色里小憩一
样袁让我劳累之心顿消袁瞬感轻松遥我
始终认为袁一个人如果能与唐诗为伴袁
就拥有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遥

每当身心困倦的时候袁 我就会一
遍又一遍地吟诵那些山岳一样的诗
句袁那些流水一样的诗句袁那些花朵一
样的诗句遥野天姥连天向天横袁 势拔五
岳掩赤城冶野当流赤足踏涧石袁 水声激
激风吹衣冶野春风桃李花开日袁 秋雨梧
桐叶落时冶 噎噎有时我会吟得如痴如
醉尧 神采飞扬袁 有时又会诵得泪色涟
涟尧感伤无限遥

唐诗是一座灵魂的宫殿遥 当痛感
人生的无奈时袁我就会敲门而入袁面壁
朝圣遥 我渴望以它的清纯洗净我身上
的污垢袁 以它的深刻剥离我的浅薄遥
我渴望它能给我一双轻盈的翅膀袁 让

我在 野明月松间冶 的幽静里飞翔袁 让
我在 野清泉石上冶的晶莹里飞翔袁让我
在野独坐幽篁冶的淡泊中飞翔袁让我在
野弹琴复长啸冶 的豪放里飞翔噎噎这
一切是多么激情澎湃而又平和自然袁
多么清新灿烂而又缤纷美丽遥 沉静其
中袁 我无需去屈就尧 迎合什么遥 那种
快乐能让我回归于清醒也践行于真
实遥

我喜欢唐诗袁 喜欢它醉人的意
味遥 野千里莺啼绿映红袁 水村山郭酒
旗风遥 南朝四百八十寺袁 多少楼台烟
雨中遥冶 野君问归期未有期袁 巴山夜
雨涨秋池遥 何当共剪西窗烛袁 却话巴
山夜雨时遥冶 漫步诗里行间袁 我会遥
想当年的袂舞笙歌尧 痴爱深情遥 一个
朝代的兴衰袁 一段恋情的缠绵袁 触动
我的情怀尧 拨动我的心弦遥 我惊异于
唐代诗人书写历史沧桑与儿女情长时
那种共有的凄婉与美丽袁 就像花香浸

过的雨声袁 悄然洒进我的心野袁 也走
进我的梦乡遥 这使我喜欢在雨天读
诗袁 而那种 野野渡无人舟自横冶 的宁
静袁 那种 野天街小雨润如酥冶 的温
润袁 总让我沉浸在追怀人生旧事的意
境里袁 亦远离浮躁的世事袁 而拥有一
片清亮的天地遥

在唐诗里小憩袁是一种休闲袁更是
一种修炼遥诗中的哲理和智慧袁诗中的
激情和神韵袁诗中的笑意和泪水袁不仅
蕴藏着阔宇天地的大美袁 也蕴藏着永
恒不灭的力量遥野无边落木萧萧下袁不
尽长江滚滚来冶野长风破浪会有时袁直
挂云帆济沧海冶野沉舟侧畔千帆过袁病
树前头万木春冶野兴酣落笔摇五岳袁诗
成笑傲凌沧州冶噎噎诵之品之袁就有了
激情的迸发尧智慧的集合袁就有了浪漫
的畅想尧力量的凝聚袁就有了一种灵魂
的光芒袁 让我多了一份自信和昂扬遥

我时常揣测唐代诗人的神色袁 是

捻须而吟袁 还是仰天长啸钥 是怅然浅
唱袁 还是黯然沉思钥 当我想象着那倾
心而歌的动情时袁 我的耳畔就有了滟
滟的千里水波袁 绵绵的青山鸟鸣噎噎
而双目如诗尧 心翼如画袁 也向往如诗
如画的人生了遥

我无法说清这种情怀袁 只能说唐
诗让我变得宁静而又浪漫袁 也让我有
了一种古典的忧伤遥 野前不见古人袁
后不见来者遥 念天地之悠悠袁 独怆然
而涕下遥冶 我可以在诗中哭泣袁 也可
以在诗中欢笑袁 还可以在诗中散步袁
亦可以在诗中沉思遥 我可以没有金钱
和权力袁 但一定要有唐诗遥 我无法拒
绝它经典的优雅和辉煌袁 我需要呼吸
它芬芳的气息袁 我需要它抚慰我的心
灵噎噎

我在唐诗里小憩袁 就像一片废墟
被一支蜡烛在瞬间里照得透亮袁 那是
我渴望的诗一样空灵的生命遥

殷 茹喜斌

在唐诗里小憩
有这样一群人袁 他们平凡而普通袁 默默播撒着

辛劳的种子袁 奉献着青春的光和热遥 他们不辞劳
苦尧 饱经风霜尧 忍受孤独袁 甘愿坚守旷野和荒山袁
献身岩土事业袁 他们就是用汗水和青春钻探出未来
的当代钻探工人浴

从驼铃叮当尧 飞沙走砾的新疆戈壁滩到四季冰
封尧白雪皑皑的青藏高原袁到处都留下了岩土人忙碌
的身影和创业的足迹遥 他们凭着坚定的意志和无私
奉献的情怀袁把钻塔一次次地安装尧立起袁又一次次
地拆卸尧运走遥他们兢兢业业尧默默无闻袁为企业的发
展贡献着力量遥

5月 12日袁 我随项目组人员去香格里拉项目施
工现场采风袁 目睹了汽车钻在转场时出现的陷坑情
况遥 当时袁 大半个车轮陷入坑中袁 车身倾斜袁 车上
的设备摇摇欲坠遥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袁 三名钻探工
人不顾满地泥沙袁 毅然钻入狭窄的车身底部进行操
作遥 因为空间狭小不能使用铲子等工具袁 工人师傅
们就用双手将车轮周围的泥沙挖出来袁 再垫上石
块遥 整个过程中师傅们不得不保持跪姿袁 两个膝盖
被石子硌得生疼袁车底的扬尘也让人止不住咳嗽遥即
使是这样袁他们也没有半句怨言袁而是以最快的速度
帮助汽车钻出坑遥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苦战袁岩土工人
们终于在挖掘机的帮助下安全顺利地恢复了生产遥
辛苦了半天的工人师傅们终于可以坐下休息一会
儿袁脸上挂满了笑容遥

这样的事对于钻探工人来说很平常遥 他们在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虽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袁 却让人深
受感动遥 当我们在为一点点困难叫苦不迭的时候袁
一线工人们却在艰苦环境下无言坚持袁 默默奉献遥
与他们相比袁 我们的困难何足挂齿遥 每当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袁 想想在烈日下
辛苦劳碌的工人们袁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坚持呢钥

多年来袁 一线钻探工人们始终如一袁 无怨无悔遥 不管是炎炎烈日袁 还是
凄凄风雨袁 他们始终用不屈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品质诠释着坚韧不拔的 野岩
土人冶 风采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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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有所思袁 夜有所梦遥 有的梦袁
无端无据曰 有的梦袁 美妙天真曰 有的
梦袁 稀里糊涂曰 有的梦袁 令人恐惧曰
有的梦袁 发人深省噎噎

每个人怀揣梦想袁 因人生追求不
同而相异遥

野苟利国家生死以袁 岂因祸福避
趋之遥冶 这是民族英雄林则徐被贬后
与家人告别时的人生遥

野我自横刀向天笑袁 去留肝胆两
昆仑遥冶 这是大义凛然尧 视死如归的
谭嗣同的人生遥

野干惊天动地事袁 做隐姓埋名
人遥冶 这是老一代科学家的人生遥

春天播种袁 夏天管护袁 秋收冬
藏袁 粒粒皆辛苦遥 这是农民脚踏实地
的人生遥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
关键时刻袁 白衣战士不怕苦尧 不怕
累袁 舍小家为大家袁 义无反顾地成为
野最美逆行者冶袁 以大无畏的精神投入
到抗疫工作中袁 成为我们新时代最可

爱的人袁 他们的人生无怨无悔遥
野人生如梦袁 一尊还酹江月遥冶 金

钱尧 名利很容易让人迷失本性袁 但对
于将功名利禄全抛下的人来说袁 珍惜
时间袁 珍惜人生袁 方不再感叹人生如
梦袁 方不悔今生虚幻如梦遥

人生如白驹过隙袁 说长也长袁 说
短也短袁 关键是不虚度光阴遥 生死构
成人生袁 对于名垂青史尧 比泰山还重
的人来说袁 他的人生怎会如梦如幻钥

人生在勤袁 不索何获遥 野三十而
立袁 四十而不惑袁 五十而知天命袁 六
十而耳顺袁 七十而从心所欲袁 不逾
矩遥冶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袁 都应该有
所收获袁 做到不迷惑尧 少疑惑尧 不怨
天尤人尧 能上能下能容忍遥

人生从来不是梦袁 人生本就是一
段不断前行的旅程袁 不可能总是一帆
风顺遥 一个真正有所追求的人袁 会根
据自己的追求制订计划袁 并踏踏实实
付诸实施遥 让自己逐渐变得充盈尧 有
力袁 只有这样才能过上无悔的人生遥

殷 王 浩 渊贵州局一五九队冤

人生从来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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