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天的风是甜的袁带着广玉兰的香气飘进我的心里袁悄悄地告
诉我院春天已去袁夏天来了浴

夏天的风是懒的袁它跟人们藏着猫猫袁不知道藏在哪个角落袁
懒懒地睡觉袁任凭烈日高照袁就是不见踪影遥

夏天的风是成熟的袁轻轻地吹皱了一池的荷叶袁让含苞待放的
荷花都笑开了颜遥

夏天的风有时候是会发脾气的遥呀浴你看袁它带着怒火来了袁树
叶乱舞袁小草被它吹弯了腰袁姑娘们的裙子都被它吹了起来袁真是
淘气浴

如果夏天的风是有颜色的袁我想它是绿色的袁带着生命的旺盛
朝我们奔来浴

如果夏天的风是有颜色的袁我想它是红色的袁带着一颗炽热的
心袁把大地烤得通红袁让劳动的人们汗流浃背袁只想躲到西瓜地里
吃一口它带来的清甜水果遥

夏天的风没有春天的温柔尧秋天的浪漫尧冬天的狂野袁可是它
有自己的独特魅力袁充满了五颜六色遥我爱它袁夏天的风浴

时光匆匆袁转眼间袁2020年又过去了一
半遥生活感觉就像是一碗清水袁平淡而又匆
忙遥 每天在办公室和家的两点一线之间来
来回回袁虽很忙碌袁有着做不完的工作袁但
是很充实袁工作上得到了锻炼遥

我常常会想袁 生活到底是一个名词还
是一个动词钥 如果是个名词袁 或许我们的
时间都是围绕着它在转动曰 如果是个动
词袁 或者我们都在用时间去做这件事情遥
但不管怎么看袁 生活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经
历的遥如果把生活过得很充实袁 很满足袁
那么在未来回顾自己度过的每一天时袁 都
可以没有遗憾遥 我觉得这是一种境界袁 也
是一种修炼遥

有的人说工作和生活是分开的袁 有的
人说工作和生活是分不开的袁 不知道是为
了生活而工作还是努力工作去讨好生活遥
细细算来袁自己工作到现在已经 6年了袁相
对于清闲来说袁 忙碌的工作有时候更能让
人感到满足尧充实遥工作的状态就好比打球
的手感袁手感有了袁状态来了袁就事半功倍
了遥所以袁我常常会告诉自己袁工作的状态
不能松懈袁这也是一种境界袁十分锻炼人的
境界遥

生活和工作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分不开的袁我们在岁月的长
河里不断地在做这两件事遥刚出生的时候袁我们的工作是成长袁
是学会说话尧走路曰上学的时候袁我们的工作是念书袁学知识曰步
入社会了袁我们的工作是运用我们的所学来作贡献曰成家了袁我
们的工作是当好父母教育好子女曰老了袁我们的工作是养好身
体袁照看子孙遥所以袁我们永远都离不开生活袁也离不开工作遥我
们都应该努力地生活和工作袁走好自己的人生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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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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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袁看到一个女生发布的一条生
活记录视频院 她和不同的人见面聊故事袁交
谈的第一句话总是问对方院野你今天读书了
吗钥冶 很多人对她的行为嗤之以鼻袁 认为她
矫情又清高遥 有人反问她院野为什么要读书钥
不读不行吗钥冶 她则理直气壮地引用宋朝诗
人黄庭坚的名句答复对方院 野三日不读书袁
便觉语言无味袁 面目可憎遥冶

当然袁 不爱阅读尧 从未从阅读中获得
野好处冶 的人是无法理解她这种行为的遥 这
个时代可以娱乐消遣的东西太多袁 各种类
型的综艺选秀尧 电视电影尧 网络游戏袁 还
有永远能够吸引你眼球的各种小视频袁 可
以霸占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遥 忙碌的人们
步履匆忙袁 浮躁的心一刻不曾停息袁 为追

赶所谓的速度袁 有太多人带着劳累的身心
茫然地将自己心甘情愿投入到网络的洪流
中袁 读书这件事已经被挤占得不剩下多少
空间了遥

有时候袁 我很庆幸在自己成长的那个
年代袁 互联网还未走进家家户户袁 更别提
通过一台小小的智能手机知晓天下了遥 我
们可以站在学校报栏前读遍每一期所有的
文章袁 每周从学校图书馆借一本心仪的书
回去挑灯夜读袁 或者攒够了买书的钱袁 跑
到附近的书店对比价格尧 封面和纸质袁 小
心谨慎地捧回家遥 有时候袁 仅仅是想通过
一家书店将自己与外面的世界链接袁 根本
不为买一本书而去袁 只是随处走走逛逛就
真的能够收获饱满能量袁 像去美术馆一样遥

对于爱阅读的人来说袁 阅读是灵魂温
暖的慰藉遥 阅读书籍能让你忘记周遭的一
切袁 让你的世界不止于你在现时现世的一
个狭窄的小圈子里袁 它能让你生活在过去尧
现在和未来袁 使你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有
趣袁 和作者一起领略另一个世界的喜怒哀
乐遥 比如袁 读蒋勋的 叶吴哥之美曳袁 通过二
十封蒋勋写给林怀民的信袁 听他娓娓诉说
吴哥王朝诸寺遗址尧 雕刻尧 美学尧 仪式空
间最细腻美妙的景致袁 你会发现触动你我
最本质的生命底层袁 那样深刻袁 又如此宁
静曰 读哈珀窑李的 叶杀死一只知更鸟曳袁 从

中看到阿蒂克斯对于父爱完美的诠释袁 面
对世间恶意袁 依然有足够勇气辨别其中的
善意和温柔曰 读 叶正面管教曳 叶非暴力沟
通曳 这些国内外优秀的亲子关系书籍袁 那
些颠覆性的观点袁 让我们重新审视身为父
母的缺点袁 慢慢懂得真正应该送给孩子什
么样的 野财富冶遥

野认识自己是一生的功课冶遥很多阅读爱
好者之所以坚持阅读袁 除了对文字的喜爱袁
也是希望从书中认识自己袁以此解答内心的
种种疑惑袁想对人生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
识遥一本契合灵魂的书袁总会让读者看到一
些直击心灵而又意味深长的句子袁惊讶于这
位作者怎么知道自己的所思所想遥那些对你
的生活有所启发的句子袁甚至会和你融为一
体袁 成为你行为准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遥
对于工作忙碌的人来说袁可以用来读书的整
块时间着实不多袁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流行
语叫 野碎片化阅读冶袁 就是充分利用碎片时
间袁集腋成裘袁完成一整本书的阅读任务遥夜
晚时分袁周围褪去了一天的喧闹袁是最适合
与书为伴的遥一盏明灯之下袁即便每日坚持
读上五十页袁 一周下来一本书也可以读完
了遥一年下来日积月累袁可以产生潜移默化
的影响袁那些看过的书籍和文字袁就像一直
埋在心中的种子袁也许会在某些特定的时刻
因为你遇见的一些人和事袁获得启发袁瞬间

生根发芽尧长叶开花遥
余秋雨先生说过院野只有书籍袁能把辽阔

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袁能把一切高
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袁能把无数
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
给你遥区区五尺之躯袁短短几十年光阴袁居然
能驰骋古今袁经天纬地袁这种奇迹的产生袁至
少有一半要归功于阅读遥冶

我们平凡的人生里夹杂着各种各样的
滋味院有惆怅尧有欢乐尧有无奈尧有落寞尧有孤
独尧有期待尧也有伤感遥似水流年很长却也很
短袁囿于现实袁我们可能走不了太远的路袁也
经历不了那么多精彩至极的故事遥但将阅读
变成一种习惯袁 并且在这种习惯中不断修
行袁最终这些无数个细细碎碎的阅读会慢慢
成就我们袁让我们成为能够想象甚至无法想
象的自己遥

在浮华喧嚣奔走而过袁万事万物都会尘
归尘尧土归土袁而正是在那些阅读和心灵碰
撞的瞬间袁 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要要要生而为
人袁美好又有希望袁真好遥

殷 刘春梅 渊江苏局勘查院冤

阅读袁去寻找生命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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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院日前袁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一
届 野书香工会要要要阅读强素质 奋斗建新功冶
系列读书活动落下帷幕遥此次为期 4个月的
活动袁为员工搭建优秀阅读平台袁引领员工
爱上阅读袁养成阅读习惯袁在阅读中获得幸
福感袁提升文化素养袁凝聚文化力量遥活动
中袁总局系统员工踊跃参与袁结合活动主题
创作征文袁或阐释精读活动用书后的体会和
感悟袁 或讲述自己或他人的感人奋斗故事袁
或撰写以阅读为题材的美文遥 自本期开始袁
本报将刊登征文中的部分佳作袁以飨读者遥

殷 李 洁 渊安徽局二队冤

夏天的风 光热源
渊第 887期冤
叶五彩滩曳
刘 婷 摄

渊江苏局二队冤

加班的夜晚很美
美在办公室的灯火
美在静谧的楼道
美在忙忙碌碌的身影
尽管眼皮有点疲了
倦得不想睁开
想一头扎进梦乡

加班的夜晚很美
因为努力朝着一个方向
因为拥有共同的目标
说一个初心
画一个未来

加班的夜晚很美
哪怕没有一份热腾腾的夜宵
只是一杯暖暖的清茶
却能在树梢轻寒的夜
热了一颗心

加班的夜晚很美
美了记忆
美了岁月
美了看得见和看不见的
你的
我的
人生

殷 付 浩 渊山东局五队冤

加班的夜晚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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