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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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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维庚子袁今岁端阳遥熠熠夏日袁明时淑景袁观九州大
地袁丰功叠嶂袁游长安故都袁时和岁丰遥

端午传承袁千载习俗遥粽香复飘于阡陌袁龙舟竞发于川
泽遥汉武旧舍画额忙袁盛唐新馆泼墨香遥秦岭山下袁万家菖
蒲高悬袁渭水河畔袁遥敬清风楚相遥

文化自信袁 隽永精神遥 观南山之新竹兮袁 同陶潜之
雅志曰 聆仙籁于曲江兮袁 轶嵇康之瑶琴曰 寻玄灞之朗月
兮袁羡摩诘之清妙遥新禾覆陇袁识白老之佳思曰九天绝响袁感
屈子之壮怀遥

华夏儿女袁共驱瘟神遥庚子初袁新冠袭袁疫情倏散袁肆虐
五湖遥吾党举民本之初心袁扶危纾难袁凝宇内之忠义袁鏖战
疫毒袁血肉之躯筑堤之将决袁擎天巨柱立天之将裂遥军机起
而物资到袁白衣赴而病毒除遥国库为民之尽取袁医护为民之
竭力遥中央号召袁倾举国之力袁何艰不催钥党员引领袁凝万众
之心袁何难不克钥

以生以养袁万物复苏遥复工复产袁简政放权曰民企民生袁
免税拨款遥共产党人袁镕佑国祚袁守护民康袁诚一私之弗取袁
期民安而国昌浴抗疫英雄袁国之栋梁袁值此佳节袁蓂荚献瑞袁
悉品素手一觞浴

薪火传递袁实干兴邦遥物探儿郎袁心怀忠义袁防疫生产
两手抓曰胸藏家国袁立足本职建功业遥战疫祓袁百业兴袁手执
艾叶袁恭祝端阳浴

殷 党飞航 渊陕煤地质物测公司冤

端午赋

雨管风弦袁壮歌长吟遥
听岁月深处那一声铿锵的渔鼓袁
一卷深沉的叶楚辞曳袁
带来文明古国的神韵遥

一生住在水的中央袁
一首深沉的叶离骚曳袁
两千年澎湃赤诚袁
每一缕呼吸都有着忧愤的重量遥
千载不息的汨罗江水律动成一架大琴袁
置于人生中央遥
一江不息的波涛滋养了龙的传人袁
洗练出民族精神遥

千载不息的汨罗江水袁
滚滚流淌至今袁
从战国的击鼓中迸发出东方巨龙的身姿袁
奏响国富民强的时代强音遥
雄黄酒一杯袁祈祷岁月静美袁
调整心的琴弦袁
我来拨响五月瑰美的辞赋遥

殷 马亭华 渊江苏局金石稀土公司冤

端午的琴弦自小喜欢读书的我袁 在三十多年的人生阅
历里袁 究竟读了多少本书袁 恐怕连我自己也不
知道遥 一本本书袁 一个个故事袁 细细想来袁 回
味无穷遥 我徜徉在书的海洋里袁 如痴如醉袁 无
法自拔遥 在读过的众多书里袁 我最喜欢的是路
遥的小说 叶平凡的世界曳遥 叶平凡的世界曳 是
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共同的阅读记忆袁 人们可以
在小说里找到自己的影子袁 看到自己的人生遥
有多少人因为读了这样一本小说尧 认识了少平
这样一个小说人物袁 而改变了命运和人生遥 我
也是其中一个袁 平凡的世界袁 平凡的我袁 却不
甘平庸浴

我初读叶平凡的世界曳是上初二时遥 最初吸
引我的是小说那地地道道的陕北方言袁 让我这
土生土长的陕北农村娃读起来是那么的亲切遥
正是这种天然的亲切感袁 让我一下子就走进了
书中袁融入到故事里袁仿佛自己就是小说里的某
个人物袁小说里的一切都那么真实袁触手可及遥

只要一拿起这本书袁我就放不下袁恨不得不
吃尧不喝尧不睡袁一口气把它读完遥于是我一天到
晚将它带在身上袁 上课的时候将它偷偷地夹在
课本里或是藏在课桌里读曰下课了袁当别的同学
嬉戏打闹时袁我依然争分夺秒地读曰就连吃饭的
时候也不放过袁一边吃饭袁一边看书袁免不了被

父母责骂袁但依然我行我素曰晚上躺在被窝里袁
蒙着被子袁打着手电筒偷偷读遥我恨不得一天再
多出 24个小时来袁让我读个够遥厚厚的一套三
本叶平凡的世界曳袁我只用了三天时间就读完了遥
当我将书还给同学时袁她简直不敢相信袁因为其
他同学都是借了五六天或是十来天才还给她遥

记忆里袁 我很少如此疯狂地迷恋一本书遥
叶平凡的世界曳让我如痴如狂尧废寝忘食遥

熟悉的生活环境尧 熟悉的语言尧 熟悉的境
遇袁引起我深深的共鸣遥少平的经历袁就好似自
己的经历袁在少平的身上袁我可以找到自己的影
子遥我出生在农村袁在农村生活了七年袁因为上
学的缘故来到城市生活遥 因为当时只有父亲一
人工作养家袁生活的窘迫和压力可想而知遥我像
少平一样敏感尧自卑袁又像少平一样希望通过自
身的努力让人高看一眼遥为了能让人瞧得起袁我
要付出比别人多十倍甚至百倍的努力袁 即使是
这样袁 有时也不尽如人意遥 少平激励着倔强的
我袁为了生活尧理想袁时时刻刻努力着尧奋斗着遥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我如愿走进了象牙塔袁毕业后
在家乡的小城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袁 也拥有
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遥

感谢在青春年少的时候读了这样一本书袁
让我终生受益浴

殷 左 晔 渊陕煤地质一八五公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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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读到苏轼被贬谪到儋州时写的一句
诗 野总角黎家三小童袁 口吹葱叶送迎翁冶袁
一下子唤醒了我心中那童年时最柔软的情
愫袁 一幕幕场景在脑海里慢慢翻转院 温和恬
静的春光里袁 草木萌动着新绿袁 几个孩童蹦
蹦跳跳地在田间玩耍袁 嘴里吹着绿色的葱
叶袁 发出 野嘟嘟嘟冶 的声音遥 记忆在不觉中
醒来袁 童年时袁 我与玩伴也吹过 野春葱笛冶袁
吹过 野柳条哨冶遥

青青园里早袁 垄沟拔葱苗遥 童年时袁
家里的茅草屋前有一片菜园袁 左侧有几株
李子树和沙果树袁 房屋的正前方有几垄葱遥
到了三月三袁 阳葱 渊秋季栽下的葱袁 第二
年春季化冻后重新发芽袁 比春季新种的葱
出得早袁 长得比较壮袁 也称为发芽葱冤 很
快就长了出来袁 葱根白袁 葱叶绿袁 几乎与
韭菜一样成了北大荒人餐桌上最早的新鲜
蔬菜遥 到园子里拔葱是我和姐姐尧 弟弟比
较快乐的事袁 因为拔葱时袁 把管状的葱叶
掐掉尖尾后袁 能吹出声来遥 我们总是看谁

吹得响袁 直到妈妈在厨房喊 野怎么葱还没
拔来冶 时袁 我们才想起葱还在地里呢遥 有
时我到邻居家和小伙伴们一起拔葱时袁 也
是左手攥着一把葱袁 右手拿着一根葱笛放
在嘴里 野嘟嘟嘟冶 地吹袁 全然不顾新洗的
衣裳已沾满泥巴遥 有时看到小伙伴在胡同
里袁 一手拿着黄色的玉米面大饼子袁 一手
攥着几根葱叶袁 吹一下葱笛袁 吃一口葱叶袁
再吃一口大饼子袁 我便也跑回家袁 拿几根
葱叶袁 再拿一个窝窝头袁 也在胡同里边吹
边吃袁 仰着脖子冲对方使劲吹袁 看谁吹得
响袁 或是相互做个鬼脸袁 我咬一口小伙伴
的大饼子袁 小伙伴咬一口我的窝窝头袁 比
谁吃得香袁 然后哈哈大笑着散场遥

青青河边草袁岸上折柳条遥小时候袁家乡村
庄三面环水袁东面的称为东大河袁北面的叫北
大河袁其实就是一条河袁叫亮珠河遥西面还有一
条河袁我们都称为西河袁之所以没叫它西大河袁
是因为这条河不如东大河宽袁水量不如北大河
旺遥 不过这条河的河边长着茂盛的红毛柳尧大

垂柳袁 还有一片小沙滩袁 所以这里是我和弟
弟袁还有小伙伴们经常玩耍的地方遥 春天袁气
温回升尧柳絮萌发的时候袁柳条的骨和皮容易
脱离袁小伙伴们便会折下一段柳枝袁有的喜欢
青柳条袁 有的喜爱红柳条袁 掐下比较直的一
段袁 用稚嫩的小手轻轻地尧 一点一点地挨排
拧袁枝条的骨和皮便分离了遥然后把柳条白色
的骨抽出来袁潇洒地扔掉袁将拧下的管状柳枝
皮筒用小刀切成十厘米左右长的小段袁 再将
一端口去掉五毫米左右长的表皮袁 露出淡黄
浅绿的真皮袁这端作为吹嘴遥弄好后将柳笛放
在嘴里袁使劲一吹袁便发出悦耳的声音袁清亮
又悠远遥有的小伙伴不会做柳笛或做得慢袁其
他人会帮着他做完袁然后比谁吹得响遥我们也
不管嘴里留下的那淡淡的尧苦涩清新的味道袁
只剩下欢笑袁唱着童谣踏上回家的路遥

葱笛响袁柳哨叫袁童年的时光便在笛声
中飞扬遥 过了三月三袁到了五月五遥

野彩线轻缠红玉臂袁 小符斜挂绿云鬟冶是
苏轼写端午的名句遥 童年时袁端午节那天袁天

刚蒙蒙亮袁 我们姐弟三人会和父亲一起上山
采艾蒿遥 那时候家中有两辆自行车袁 一人骑
车袁一人坐车袁四个人便出发了袁不多时就到
了山脚遥 我们在小山坡上一会儿工夫就能采
很多艾蒿袁采完后到清亮亮的大河边洗洗脸袁
然后把艾蒿捆好袁搭在自行车后座的两侧袁高
高兴兴地回家遥 回到家后袁妈妈从我们采的艾
蒿中挑出一些模样野俊冶的挂在大门上袁我们
则急匆匆地吃着刚煮好的粽子和一切两半的
咸鹅蛋遥 如今的端午节袁再也不能和姐姐尧弟
弟一起上山尧下河尧吃蛋了袁我们有了各自的
家庭与孩子袁天各一方遥 母亲现在和弟弟生活
在一起袁父亲已经远走袁走得很远很远遥

野池塘边的榕树上袁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
天噎噎冶童谣声在秋千上荡漾遥 我在被大青
杨尧 垂杨柳包裹的操场上轻唱着告别童年袁
蹚过少年的河袁翻过青年的山袁跨过中年的
坎袁过了而立又过了不惑袁葱笛声早已久远袁
柳笛响早已积淀成了记忆袁艾草早已没了那
时的清香遥离开故乡愈久袁这声音愈清亮袁这
清香愈悠远遥 当我们远在他乡时袁会不会也
有苏轼的野莫作天涯万里意袁溪边自有舞雩
风冶之感袁会不会有亲情与乡情的野泛滥冶袁是
不是时光还依然那样清浅袁还有多少人生的
聚散会上演遥

葱笛响袁柳哨亮袁轻飞扬遥 艾草香袁童谣
漾袁不散场遥 即使我们都在远方浴

殷 张利波 渊黑龙江局一〇八队冤

葱笛响 柳哨亮 艾香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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