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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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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鹅袁 鹅袁 鹅袁 曲项向天歌遥 白
毛浮绿水袁 红掌拨清波遥冶 每当听到
咿呀学语的女儿慢悠悠地读诗时袁 我
便会想起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教我的
诗句袁 那时候还不明白其中的意思袁
总觉得像是在读儿歌一样遥

随着年岁的增长尧 人生阅历的增
加袁 我似乎对最初的音律启蒙诗有了
更多的体会遥 野疏影横斜水清浅袁 暗
香浮动月黄昏遥冶 林逋的这首 叶山园
小梅曳 似乎写尽了梅花最美尧 最清新
脱俗的一面遥 然而袁 王安石的叶梅花曳
却没有多余的修饰袁 自然朴素地流露
出他推行变法的孤独和执着的心境袁
正如梅花般坚韧而富有生机遥

这世间简约背后的复杂尧 平凡背
后的伟大往往最令人动容袁 也最令人
记忆深刻遥

年少时袁我们积极向上袁努力活成

自己想要的样子遥 一如李白的 野仰天
大笑出门去袁 我辈岂是蓬蒿人冶袁 意
气风发袁 立志此生必有一番作为袁而一
路跌跌撞撞袁 身心疲惫的时候似乎已
走入了王国维的人生三重境界之 野昨
夜西风凋碧树袁 独上高楼袁 望尽天涯
路冶遥正是这段时间的迷茫尧追寻和沉
淀袁让我们体会到世事艰难袁也明白了
人或许倾尽一生也终究是一个合格的
普通人袁 体会普通人应该有的悲欢离
合和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遥

野行到水穷处袁 坐看云起时遥冶 世
界没有变袁 只是人对待世界的心态变
了遥 我们不再执着于看遍世界最美的
风景袁 而是顺其自然地一边生活一边
发现它的美好袁 发现那些存在于每个
人生命中的小确幸遥

世事无常袁 人到中年之后难免会
有重要的亲人或者朋友离开遥那时袁才

忽然意识到人的生命是有尽头的袁人
与人的缘分亦有终结的时候袁 当下的
一切都会随着无常世事而变迁遥 于是
便想到了野洛阳亲友如相问袁一片冰心
在玉壶冶野劝君更尽一杯酒袁 西出阳关
无故人冶遥我们无法时刻与亲人尧朋友
相聚袁相聚时更应珍惜遥

野怀君属秋夜袁散步咏凉天遥空山
松子落袁 幽人应未眠遥冶野浮云一别后袁
流水十年间遥冶韦应物的怀旧诗意境最
为深远遥话说世间难得一知己袁那些嬉
笑怒骂皆是共鸣的时光袁 值得一辈子
去珍藏遥

回望过去袁 并不是执着于那些逝
去的美好袁而是叩问自己的内心袁给人
生删繁留简袁明白什么是自己想要的袁
过好当下的每一天袁充满信心袁卸下包
袱袁笃定前行遥

越往前走袁 对山水田园诗越是喜

欢袁 特别是王维的画中有诗尧 诗中有
画袁在返璞归真的道路上袁他的自省无
人能及袁 禅意的境界空灵悠远遥野不知
香积寺袁 数里入云峰遥 古木无人径袁
深山何处钟遥 泉声咽危石袁 日色冷青
松遥 薄暮空潭曲袁安禅制毒龙遥冶周国
平说院野人生任何美好的享受都有赖于
一颗澄明的心袁唯有内心富有充盈袁方
能从容抵抗世间所有的不安与躁动遥冶
所以不是风动袁而是人的心动袁修心为
本袁心若不动袁风奈我何遥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袁 却处处是
修炼场袁 感谢那些与我并肩同行的袁
也感谢那些让我跌倒的遥 正如那首诗
所云院

春有百花秋有月袁
夏有凉风冬有雪遥
若无闲事挂心头袁
便是人间好时节遥

殷 柏知渊 渊四川局一三七队冤

诗 忆 随 笔
一人袁一车袁一转台袁浓缩了送水工二虎子的一辈子遥
前几天袁我看了一部话剧袁故事的主人公二虎子从农村

到城里打工袁找了一份送水的工作遥虽然累袁但是二虎子说院
野我有的是力气袁我要凭着我这股力气努力挣钱袁然后找个
媳妇遥冶之后袁他如愿以偿袁不仅遇到了心爱的妻子袁还凭着
努力拥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送水公司遥从此袁这车水的重量
加上媳妇和儿子的重量就成了生活的新重量袁 二虎子的心
里也有了新的规划遥

生活不易袁一人一车袁承担起了生活的重量袁一日一年袁
为了生活从未停下脚步遥用二虎子的话说就是院不管生活多
么困难袁只要身上有劲儿使袁就要不停地往前走遥

慢慢的袁二虎子的生活逐渐好了起来袁儿子也考上了大
学遥二虎子本以为艰苦的生活熬出头了袁谁知这时候妻子却
生病了袁 并且得了不治之症噎噎二虎子第一次觉得送水的
车太重了袁似乎真的蹬不动了袁回头看看生病的妻子袁想想
刚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儿子袁他并没有泄气袁依旧努力地送
水遥然而袁妻子还是离开了袁欣慰的是儿子如愿以偿地成为
一名小有名气的画家遥

这也许就是生活本来的模样袁正如故事中一样袁原本可以是完美的结局袁但
是妻子的离开让原本幸福的家庭出现残缺遥生活中不只有美好袁也会有遗憾袁所
以我们要珍惜眼前每一个人遥

其实这不仅仅是二虎子的一生袁也折射出我们每个人的一生袁从二虎子的
身上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遥 我们也会想起曾经在工作中努力打拼的自己袁
想起当年未能完成的心愿遥

少年不识愁滋味袁年少时我们不懂父母的不容易袁如今而立之年的我们袁也
扮演着当年父母的角色袁渐渐体会到生活的滋味袁也慢慢承担起生活的重量遥有
多少次我们徘徊在崩溃的边缘袁工作的压力尧家人的不理解袁让我们感觉生活真
的很难袁但是想想肩上的重量袁咬咬牙还是给自己一个微笑袁告诉自己袁明天会
更好遥

人生的舞台上袁我们每个人都是主角袁所有的剧情都没有彩排袁好的坏的都
不会重新上演遥生活总会留有遗憾袁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生活所给予的袁然
后继续前行袁努力奔跑袁一路向前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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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地质集团益尔康公司冤

孩子院
这是爸爸给你写的第一封信遥 此

刻袁 你已经在睡梦中了袁 你的嘴角还
挂着甜甜的笑遥 我猜你一定在做美梦
吧袁 是梦见了爸爸明天陪你去公园游
玩的情形吗钥

孩子袁早些时候你便问我袁今年的
儿童节能不能陪你过遥 我含糊其辞袁生
怕看到你失望的眼神遥宝贝袁请原谅爸
爸袁因为工作原因袁爸爸明天又将食言
一次遥

孩子袁你总是问我袁为什么我总是
不在你身边遥是啊袁爸爸总是缺席你的
每一次重要成长袁你的生日尧你的家长
会尧你的第一次正式演出尧你第一次站
上领奖台袁甚至在你生病时也没有时间
照顾你噎噎记得有一次你发高烧住院袁
我远在工地袁都是妈妈在医院里一天一
天地陪着你遥每每想起袁我便很自责遥

孩子袁也许对你而言我不算是一个
称职的爸爸遥 缺乏对你的照顾和陪伴

是爸爸最大的愧疚袁 妈妈的理解和支
持是对爸爸最大的宽慰遥 孩子袁 此时
此刻袁 爸爸眼里含着泪水袁 心中五味
杂陈遥

我最亲爱的孩子袁希望你能理解爸
爸袁爸爸是一名地质工作者袁为祖国探
寻埋藏在地下的宝藏资源是义不容辞
的责任遥这些宝藏一般深藏于渺无人烟
的高山与大漠深处袁爸爸有时一走就是
很长时间袁而这些地方有时甚至连信号
都没有袁所以工作之余爸爸也不能与你
视频连线遥虽然没有爸爸的陪伴袁但你
依然勇敢尧坚强地成长起来袁并给了爸
爸很多鼓励和惊喜遥

在这里我要谢谢你袁 我的孩子袁我
的宝贝遥我希望你能知道袁我也想像其
他爸爸一样陪你幸福成长袁 然而职责
所在袁 我只能选择远方遥 爸爸希望你
长大以后也能成为一个有责任尧 有担
当袁 对国家尧 对社会有用的人遥

爱你的爸爸

殷 王 朋 渊山东局三队冤

写给孩子的一封信

廉洁是一棵松袁
无惧万木凋零之冬袁
哪怕凝霜摧殄之寒袁
她依然卓然高枝,
葱郁翠绿遥
廉洁是一朵花袁
无论是在残塘淤泥袁
抑或是污淖渠沟袁
她依然香远益清袁
艳骨芳存遥
廉洁是一片云袁
无论是凝成水珠,
或结成冰露袁
她依然晶莹剔透袁
清白人间遥
廉洁是一首曲袁
不群与靡靡之音袁

哪怕曲高和寡袁
她依然明月相照袁
悠扬山间遥
廉洁是一种境界袁
无论山呼海啸袁
无论电闪雷鸣袁
她依然倚楼听雨袁
云卷云舒遥
廉洁是一种品质袁
无论周遭颜色再好袁
哪怕万般争芳斗艳袁
她依然初心不改袁
清气长留遥
廉洁是一种美德袁
无论年华更替岁月荏苒袁
她依然根植于心袁
永不凋零遥

殷 阎红玲 渊陕煤地质物测公司冤

廉洁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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