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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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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说他跟妈妈的初遇是极其浪
漫的遥 爸爸年轻的时候是个小才子袁
喜欢吟诗作赋袁 妈妈则是出身书香门
第的大家闺秀遥 于是在媒人的介绍
下袁 爸爸便去外公家拜访遥 不巧的
是袁 妈妈那天刚好不在家袁 于是爸爸
便在妈妈的书房里面等遥 左等右等等
不来袁 眼看暮色渐红袁 爸爸便顺手在
妈妈案头的一本书上题了一首诗袁 随
即离去遥 妈妈回来后看见书上俊雅的
字和隽美的诗袁 顿生好感遥

但是妈妈却硬说袁 小的时候便见
过爸爸遥 十几岁那年袁 她看见外公家
门口蹲着个瘦高的后生袁 就是年轻时
的爸爸袁 像极了宝玉初见林妹妹时的
一句院 野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遥冶 于
是袁 在那个年代袁 爸爸妈妈的相遇羡
煞旁人遥

当年他们结婚没多久袁 爸爸便忙
于生计袁 工作地点路途遥远袁 需要骑
车两个小时遥 其实单位是有员工宿舍

的袁 但是爸爸不愿住袁 每天下班都要
风雨无阻地往家赶遥 于是袁 每天早上
天还没亮袁 妈妈便起床做早饭袁 红豆
稀饭袁 热锅馒头袁 两个炒菜袁 天天如
此遥

多年后袁 我也上班工作了袁 早已
习惯了为了早上能多睡一会儿袁 饿着
肚子上班袁 路上买早点随便凑合一下
的生活遥 有了孩子后袁 婆婆过来帮
忙袁 她坚持每天早上起来给我们做早
饭遥 我十分不解袁 觉得太过麻烦遥 婆
婆却说院野早上吃点热乎的早饭袁 上班
路上就不冷了遥冶

那一刻袁 我理解了妈妈几十年来
五点起床的坚持袁 为的就是爸爸能在
两个小时的寒风里胸口有份浓浓的温
暖吧遥 或许就是那份用爱熬制的早
点袁 成了爸爸不管严寒酷暑每天都要
雷打不动地往家赶的动力吧遥

后来袁 姐姐尧 我和弟弟相继出
生袁 家庭的担子愈发沉重袁 爸爸的工

作也越来越忙袁 加班成了常有的事遥
经常是妈妈在家早已把晚饭做好袁 却
在暮色中等着爸爸归来袁 有时候我们
实在太饿袁 妈妈就催促我们先吃遥 等
爸爸回来的时候袁 他俩就坐在一起袁
边吃边聊遥 爸爸会说起他当天的工作
内容袁 完成了一份重要的工作袁 还见
到了以前的同事袁 中午一起喝了点小
酒遥 妈妈会告诉爸爸今天小姨来家里
做客袁 姥姥的身体好多了袁 孩子们今
天考试一点都不紧张袁 艳儿还提前交
了卷遥 就这样袁 一顿饭他们能吃好
久袁 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遥 等到妈妈
收拾桌子洗刷碗筷袁 爸爸便会站在旁
边乐呵呵地接过妈妈递来的干净碗筷
放到橱柜里面遥 他们在厨房轻语依偎
的背影袁 成了我童年最清晰的记忆遥

去年过年回家时袁 我猛然间发
现袁 记忆中还年轻的父母已经悄然长
出皱纹和白发遥 我更加深刻地感受
到袁 我们长大了袁 父母就老了遥 爸爸

妈妈却说袁 是我们太矫情遥 是啊袁 一
会儿不见他们袁 两人不是在厨房一起
洗碗袁 就是在房间里面一起看手机上
好玩儿的视频袁 咯咯地笑出了皱纹遥
或许就是我们太矫情袁 在他们彼此的
眼中袁 爸爸永远都是外公家门前那个
黝黑的后生袁 在灿烂的阳光下笑出白
花花的门牙遥 妈妈则是书桌前娴静的
少女袁 吟诵着爸爸留下的诗句袁 芬芳
如华的脸颊与屋外的桃花交相辉映袁
亦如他们初识时的模样遥

父母的爱情袁 纯粹而简单袁 如一
汪春水袁 没有惊涛骇浪袁 却源远流
长遥 几十年来袁 他们将爱与包容袁 温
暖与尊重揉进水里袁 载着岁月的忧
愁袁 载着皱纹与白发袁 载着笑靥如
花袁 载着柴米油盐酱醋茶袁 慢慢地往
前走遥 问渠那得清如许钥 为有源头活
水来遥 在波光粼粼的水旁袁 我望着夕
阳下他们悠长的倒影袁 明白了爱最初
的含义遥

殷 徐秋艳 渊陕煤地质物测公司冤

父母爱情
与野清欢冶相遇袁在苏轼的词中院野蓼茸蒿笋试春盘遥人

间有味是清欢遥冶
在百度中搜索袁清欢释意为清雅恬适之乐袁或清淡的

欢愉袁而我理解为轻轻的欢乐袁淡淡的愉悦遥 光是这么想
着袁就感觉生活澄澈起来遥

尝珍肴而识果蔬原味袁这是清欢遥如东坡先生般袁饮一
盅浮着乳沫雪花的小酒袁 呷一口初春农家新鲜的野菜袁就
感觉是人生美事遥哪怕高官爵位随风去袁金银散尽一身轻袁
在春泥孕育的果蔬中袁时光发酵的美酒里袁依旧品得出生
活的甘甜遥

居高位而享田园之乐袁这是清欢遥如刘禹锡在叶陋室
铭曳中所说院野斯是陋室袁惟吾德馨遥苔痕上阶绿袁草色入帘
青遥谈笑有鸿儒袁往来无白丁遥冶抛下功名的光环袁放逐人性
的本真袁可以在东篱下采菊袁可以靠窗而抚琴袁在浮华世界
和觥筹交错中耕耘心灵的乐土袁以诗书为甘泉袁共筑浩瀚
精神家园遥

住闹市而闻鸟啼虫鸣袁这是清欢遥如楼下的邻家女孩袁
常常在阳台看到她背着书包去上学袁有时莫名地便站在阳
光里袁仰头闭眼袁微醺一般袁少顷袁又蹦跳着出了小区遥我
想袁她是在听春风的脚步和鸟雀的闲聊吧遥少年初生袁未染
尘埃袁人生处处是清欢遥

着布衣而笑对人生百态袁这是清欢遥如街边卖早点的
夫妇袁总是踏着晨光出摊袁将小小的棚子支得规矩而方正袁
餐桌也摆得整齐遥虽然只做简单的当地小吃袁却准备了十
余种配菜袁将放菜的保温桶擦得锃亮遥我想袁做这些事情的
时候袁他们是开心的吧袁不只是因为生计袁更因为他们心里
对生活无限的热爱遥

细细想来袁清欢种种袁处处可寻遥只是袁欲望像色彩缤纷的海洋生物球袁浸
泡在绚烂的五彩世界袁如刺鲀般鼓胀起身体袁堵塞了欢愉的通道遥于是迷蒙了
双眼袁于钢筋水泥中望霓虹闪烁袁如飞蛾扑火袁在四室一厅中向往着豪华别墅
的纸醉金迷袁在衣食丰腴中憧憬着衣香鬓影尧声色犬马袁背负着鲜花着锦的宏
图伟志袁焦灼于人外有人的妄自菲薄遥哪怕脂粉描摹微笑面庞袁而那一转身的
落寞袁已错过整季芬芳遥

其实无论古今袁清欢都是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袁是烟火俗事中的岁月静
好袁是沽名钓誉中的我心安然袁是放下包袱的轻松袁是挣脱枷锁的自由遥

红尘过往袁浊世沉浮袁有时需要慢下脚步袁听听内心的声音遥在繁忙中寻
一丝闲暇袁在清贫中找一点快乐遥愿你我回望来路袁褪尽铅华袁一如初时质朴
本真袁不求一世纯净袁但寻片刻清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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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烟雨迷蒙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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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勘局一一九队冤

荷叶扇子其实就是芭蕉扇袁 在我
们家那边袁 大人孩子都叫它荷叶扇袁
是夏天家里的必备品袁 也承载着我童
年的美好时光遥 现在我家里也有一把袁
用来哄女儿睡觉袁 每晚入睡前女儿都
会把扇子递到我手里袁 笑眯眯地说院
野妈妈扇扇遥冶 我看到她快睡着了就偷
懒不扇了遥 她总是提醒我院 野妈妈扇
扇遥冶 每当看着孩子甜甜地入睡袁 我就
会想起我和奶奶的荷叶扇子遥

小时候袁 我和奶奶一起住在乡下袁
当时家里也没有什么家电袁 夏天避暑
的方式就是在树荫下扇扇子遥 每天放
学回家袁 我都会看到奶奶在胡同口的
树荫下等着我袁 然后我就跑过去站到
她扇子能扇到的地方凉快一下遥 我总
是抱怨奶奶扇得太慢袁 于是抢过扇子
使劲给她扇几下袁 扇得奶奶睁不开眼
睛尧 张不开嘴袁 头发在风中凌乱才开
心遥 我还不时地问院 野奶奶袁 凉快

不钥冶 奶奶总是说院 野凉快袁 凉快浴冶
每次都是既开心又无奈的语气遥

夏夜里袁狭小的房间闷热不堪遥 吃
过晚饭袁我和奶奶便会坐在院子里看星
星袁 奶奶一边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袁
一边指给我看天上的牛郎星尧 织女星尧
天河遥 她常常会说院野过几天就凉快了袁
还会下雨袁天河里面白着呢浴 冶当时我还
是刚上小学的年纪袁完全不懂奶奶告诉
我的这些知识遥 牛郎星我很容易找到袁
天河却找不到袁更不理解天河野白冶是什
么意思遥 刚开始我还一直追问奶奶袁现
在想想袁这么抽象的概念让不识字的奶
奶解释真是难为她了遥

有时坐累了袁 我就会铺个席子和
奶奶一起躺下袁 享受扇子带来的微风袁
常常是她快睡着了袁 我还没有困呢袁
于是我会推推奶奶说院 野不要停遥冶 于
是奶奶又扇起扇子遥 我依偎着奶奶袁
幸福地入睡遥

殷 何静静 渊水文局冤

荷叶扇子

男儿不怕测绘难袁
千沟万壑举步艰遥
关外酷暑汗湿背袁
高原严寒冰凉肝遥
戈壁风沙袭人眼袁
险山荆棘恋双肩遥
更为美丽中国梦袁
测绘路上大步前遥

殷 程红梅 渊航测局冤

七律窑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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