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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出偏关往西北方向行驶袁
约 40公里左右进入老牛湾遥 一路
上道路迂回袁 只容得下一辆车缓
缓通过遥

我坐在后排袁 时不时屏住呼
吸袁 提着一颗心看窗外峰峦渐次
开阔袁 走过的路如腰带般折折叠
叠绕至山下遥

终于至一村庄袁 车停下来遥
我推门下车袁 一股清甜的气息瞬
间把我包围遥 那是花蕊的气息袁
苹果的尧 梨的或杏的袁 新鲜而蓬
勃袁 沁人心脾遥 我竟有些迷醉袁
顾不得引路人的介绍袁 径自循着
花香找去遥

原来不过是谁家门前的一小
片果园袁 几株开花的树如少年般
沐浴在阳光里袁 风过处袁 花瓣如
细雨簌簌而落袁 踏着风的足迹袁
穿过尘埃飞旋的光柱缓缓飘飞袁
如片片粉霞遥

一时间我竟有些看傻了袁 恍
然仿若时空穿越袁 这青石土房袁
山野果树袁 像是从童年梦境里穿
梭而来袁 跨过城市的喧嚣和聒噪遥

同行的人大约也被迷住了袁
大声唤我去看美景遥 我随着声音
一路下坡袁 石板路在脚下欢快地
唱着歌遥

视线开阔处是黄河宽阔的腰
身袁 水面如碧玉一般袁 深邃而沉
静袁 绕着山脊缓缓流过遥 远处山
坡上袁 一段残毁的明城墙俯视着
脚下蜿蜒而行的黄河袁 像用目光抚摸着历史沧桑遥
阳光明亮袁 天空湛蓝袁 周遭宁静袁 我坐在河堤上袁
浸泡在阳光中袁 就像喝着上好的女儿红遥 我已沉
醉袁 仿佛置身桃源仙境袁 我不想说话袁 只想在阳光
里一醉方休遥

野天下哟黄河九十九道弯袁 亲不过我这水来袁
爱不过我这山袁 厚不过这黄土袁 高不过这塬遥冶

噎噎噎噎
不知是哪里传来的山歌袁 声音悠扬澄澈袁 我忍

不住在心里低声唱和着院 野美不过羊肚子毛巾三呀
么三道道兰遥冶 忽然泪就涌了上来遥

中午时袁 引路人带我们到村民家里吃当地饭袁
恰好就是门前有果树的那家遥 村民极瘦袁 却硬朗袁
热情地招呼我们到窑洞里坐下遥 这里果然是冬暖夏
凉袁 炽热的阳光顿时被挡住了锋芒遥

午后袁 在村里逗留了半天袁 我们终于是要走
了袁 踏着归途一步一回头袁 也许此生再也不会逢着
这样的桃花源遥

车渐渐远去袁村庄也在视野里渐渐消失袁像一场
美梦遥

光热源

这是一群神秘的人
左手拿着罗盘
右手拿着锤子

腰包里还装着放大镜
远看像个要饭的
近看像个拾炭的

一问才知是搞勘探的

这是一群传承的人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踏上探索地质学的勘探之旅
有了更多先进的装备和仪器

可从老地质员那里传承下来的野老三宝冶
始终在年轻地质员的必备行囊里
就像工匠精神和野三光荣冶
一直在地质人的心尖上

这是一群豪迈的人
无论是荆棘密布的深山丛林
还是空旷苍凉的戈壁沙漠

无论是傲雪凌霜的寒冬
还是骄阳似火的酷暑

青山绿水中欣赏着人间的至美
海阔天空里燃烧着生命的热情

这是一群无悔的人
野草丛生的踏勘本无路

但地质人走得多了便成了路
风雨兼程的辗转无庇护

但地质人却誓要踏遍祖国的锦绣河山
似水年华像指尖流过的细沙不经意间滑走
但地质人深深地扎根收获了枝繁叶茂

这袁就是我们
这袁就是地质人

普普通通却又真真实实
在崇山峻岭中骄傲着自己的拼搏
在万水千山中拥抱着灵魂的礼赞
地质人用劳动袁装点祖国的江山
地质人用智慧袁谱写华夏新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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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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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老公院

前几天翻了翻我们曾经的聊天记录袁 那
时我们刚结婚不久 袁 你每次出差离家前给我
的叮嘱袁 不过是些 野出门记得带钥匙冶 野又
不能陪你过生日了冶 野今年的情人节我也不
能陪你了冶 之类的琐碎话语袁 时隔多年袁 再
看倍感温馨遥

知道你是学地质的袁 经常出野外工作袁
我很理解袁 因为我的父亲同样是地质专业出
身袁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袁 他常常出差遥 所
以我选择像我的母亲一样袁 理解你尧 包容
你遥 结婚以后袁 我们一直都是聚少离多遥 在
我怀孕待产时袁 儿子深夜高烧时袁 我生病卧
床还有痛失至亲时袁 无数个孤苦无助尧 渴盼
有你在身边的夜晚袁 你也仅能靠一个电话来
安慰我遥 直到我在电话这头无助地哭着对你
说院 野你快回来袁 我妈妈要永远地离开我们
了噎噎冶 电话那头的你或许被我吓到了吧钥
你立刻做好工作交接袁 连夜赶回来陪我遥 你
辛苦地忙活了几个日夜袁 我都看在眼里袁 其
实我很满足了遥 因为我知道彼时袁 你或许应
当在山西尧 在山东尧 在陕西尧 在内蒙古尧 在
新疆等地风里来雨里去袁 或是在冰天雪地尧
崇山峻岭尧 戈壁沙滩中穿行袁 或是经受着风

沙洗礼尧 烈日炙烤遥
你的运动鞋和袜子磨破了一双又一双袁

脚上都起泡出茧了也不在乎遥 你常说院 男儿
志在千里袁 足下这点算啥浴 曾经总是责怪你
穿鞋子那么费尧 那么脏袁 帮你洗袜子时也总
是抱怨你袜子上的一个又一个洞袁 但想到你
在野外工作中的辛苦袁 我又怎么忍心对你有
丝毫埋怨钥 只盼你在外一切安好浴

都说北方女孩能干彪悍袁 大大咧咧袁 只
有你看到我是怎样从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
娇娇女袁 磨炼成随时撸起袖子提米扛油抱快
递的女汉子遥 家里的灯泡坏了袁 我便自己踩
凳子上关掉电闸袁 又踩着椅子踮起脚尖去更
换曰 窗帘尧 衣架尧 木门坏了袁 我拿起锤子尧
螺丝刀便开始敲敲打打遥 你不在身边的时
候袁 我只有自己可以依靠袁 除了逼自己一天
天变得强大以外别无选择遥 生活就是这样袁
它不会给我们叫苦和埋怨的时间袁 而我们都
要学会长大遥 现在你终于知道为什么你在我
身边的时候我会变得很懒遥 我常常撒娇开玩
笑地说院 野因为有你在袁 我从来不麻烦我自
己呀浴冶 你可知每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袁 我的
内心有多高兴尧 多满足遥

我在家感受到生活的不易袁 而长年工作
在外又何尝不是你心头无法消解的愁遥 每次

出差离家袁 我知道你有多不舍遥 我替你收拾
临行衣物袁 不言不语袁 怕你在外冻着饿着袁
便默默地在行李箱里尽可能地塞满厚衣服和
零食遥 但你临走检查行李时却统统拿了出来袁
只带上换洗的简装遥 你总是不在乎地说院
野这就是哥的工作袁 哥很重要浴 岗位上没有我
不行浴 我得赶紧过去噎噎冶 而我早已习惯了
你的离开遥 每天晚上一个电话或者一次视频
藏着你对家太多的牵挂袁 宝宝出生后你仅仅
陪伴我们十几天就走了遥 每逢过节回到家袁
宝宝见到你的第一句话一定是院 野爸爸袁 你
回来了浴 你是不是不走了钥冶 野爸爸你什么时
候走钥冶 野爸爸袁 我不想让你走冶 噎噎你不能
陪伴宝宝一天天长大袁 心中该有多少遗憾啊遥
野爸爸袁 你再不陪我玩袁 我就要长大了浴冶 你
满怀愧疚袁 长年奋斗在野外一线无法照顾家
庭袁 你说你不是一个好丈夫袁 不是一个称职
的爸爸袁 但面对党旗袁 你可以无比自豪袁 因
为你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遥

再忆起我们刚认识之时袁 为响应中国煤
炭地质总局尧 第一勘探局 野走出去冶 战略袁
你打了一个电话便只身去开拓蒙古国市场遥
你跟我说蒙古国施工环境较差袁 语言不通交
流困难遥 虽然山川辽阔袁 但住在荒无人烟的
戈壁上袁 灌木尧 毒虫很多遥 有一天袁 你晚上

回去袁 看到当地人站在毡房外不敢进去袁 你
进去一看便发现一个火柴盒大的毛茸茸的黑
蜘蛛趴在毡顶上遥 当地人叫它 野黑寡妇冶袁 可
以一口咬死一头牛遥 每天晚上睡觉袁 你都要
在床边洒上一圈水袁 防止毒虫遥 你当时拍照
片发给我看袁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危险和死
亡离你那么近遥 你还说蒙古国天气变化快袁
之前还出着太阳袁 一片云彩过来就下起了冰
雹袁 晚上若下一场雨袁 床边就成了小河遥 你
们每天早上四点半就出发袁 天上挂星星了才
回来袁 岩石样尧 土样在身上一背就是一天遥
早晚冷得裹棉被都扛不住袁 中午却热得连穿
背心都满身汗噎噎翻着你的旧照片慢慢回忆袁
我想对你说院 老公袁 你辛苦了浴

时光荏苒袁 七年已过袁 没有奢华的片段袁
只有再平凡不过的温馨遥 我们共同携手走过
了七年袁 看似闲庭信步袁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
努力奔跑袁 为了各自的梦想袁 为了成为更好
的自己遥 今生能够与你同行袁 何其有幸袁 往
后余生袁 愿时光静好与君语袁 细水流年与君
同袁 繁华落尽与君老浴

再啰唆一句吧袁 别嫌我烦院 一个人在外袁
尽量规律作息袁 少抽烟喝酒袁 别忘记家中有
人牵挂浴

你永远的胖媳妇

殷王兆琦 渊一勘局一一九队冤

这袁就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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