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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井队之歌

梁实秋这样说袁野快乐是在
心里袁不假外求袁求即往往不得袁
转为烦恼遥冶一个远房的侄女袁日
子本来过得很快活遥一次同学聚
会袁 她看到一个当处长的同学袁
居有豪宅袁出有宝马袁很是羡慕袁
于是便抱怨自己的男人只会教
书袁不会赚钱袁原有的快乐也因
寻找幸福的榜样而不见踪影遥

野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冶袁
然而袁 每个人对幸福的感悟各
有各的不同遥 这大概与人们的
不同追求有关遥 勇敢的人袁 追
求刺激袁 冒着生命危险袁 或是
攀登高山袁 或是漂游湍流袁 感
到是种幸福曰 沉静的人袁 喜欢
安闲袁 甘愿生活寂寞袁 或是一
部 叶庄子曳袁 或是一首古曲袁 心
中也会充满快乐遥 伟大的哲学
家康德袁 把人生的追求归结为院
野我是谁钥 我要干什么钥 我能干
什么钥 我如何去干钥冶 幸福大概
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遥 能行
风行风袁 能行雨行雨曰 能运筹帷幄袁 可当经理曰
有一身力气袁 蹬起三轮车也有歌声相伴遥 幸福袁
其实只是一种感觉袁 自己若做了自己喜欢的事袁
能够感到活着是多么有意思袁 人生是多么美好袁
那便是拥有了幸福袁 这和他人的评论毫不相干遥

幸福袁完全在于自己遥若自己有个真实的人生袁
对自己的人生尽力了袁负责了袁对得起社会袁对得起
父母与妻子儿女袁那就是充实的人生袁快乐的人生遥
心存快乐袁就是幸福遥

幸福袁在自己的心中遥幸福袁没有榜样袁也无需
榜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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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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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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孩子之后袁 我和丈夫便开始战战兢兢
地学习如何做一对好父母遥我们约定袁每天晚上
必须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不能玩手机尧看电视袁而
是用来陪孩子读书或者做游戏遥 这个约定在坚
持了一年之后就成了一种习惯尧一种享受袁我们
每个人都受益匪浅遥女儿还不到 3岁时袁只要看
到我拿起书本袁就会说院野妈妈要学习了袁不能打
扰她遥冶然后自觉地安静下来袁去书架上找自己
的绘本遥这个时候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袁明
亮的灯光下袁窗台上的绿萝散发着生命的气息袁
丈夫在钻研着他的论文袁 女儿沉浸在她的故事
里袁而我袁读读张爱玲尧三毛尧林徽因噎噎如果能
将画面定格袁 我想这就是一个家庭最美好的样
子遥在悠悠书香里袁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发光体遥

良好的阅读习惯会让每一个接触它的人受
益袁尤其是女人遥毕淑敏曾说袁书籍是女人的营
养配餐袁能让女人心有一盏明灯袁不会迷路曰心
有一扇小窗袁让阳光照射进来曰心有琴弦袁在心
灵缓缓响起曰心有殿堂袁满载着善良尧理想与追
求袁让女人散发出独特的芬芳遥的确袁世界上那
么多调香大师袁市场上那么多种香水尧香料袁但
唯一能浸润灵魂的只有一种香气袁那就是书香遥

每当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袁 播放一曲舒缓的

音乐袁躺下来翻开一本喜欢的书袁穿越时光的距
离袁学习孟母的教子良方袁学习长孙皇后的贤良
淑德袁学习武则天的果敢勇毅袁学习李清照的巾
帼之淑贤尧须眉之刚毅噎噎不知不觉中袁疲劳早
已散尽遥久而久之袁就凝练了一种智慧袁过好一
生的智慧遥

用书香提炼青春的野不老药冶遥青春的特征
不只是花样的年龄尧娇嫩的容颜袁更重要的是有
一颗永远生机勃勃尧激情昂扬的心遥在书籍里袁
可以和无数的少男少女成为朋友袁 听他们讲述
精彩的故事袁和他们一起经历青春的热烈尧洒脱
与疯狂袁每一天都是多彩的尧新鲜的尧自由的遥和
他们在一起袁能够感受到纯真的美好尧简单的快
乐袁这种看似无形的感染力袁却能够为心灵注入
源源不断的能量袁让人挣脱岁月的牢笼袁洗去生
活的尘埃袁拥有一颗野不老冶的心遥

用书香添加爱情的野保鲜剂冶遥有人说在这
个速食的年代袁什么东西都是用过即弃袁就连爱
情也不例外遥事实上袁只要你用心经营袁爱情之
花是可以娇艳如初的遥在杨绛女士的叶我们仨曳
里袁就处处流露着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智慧遥虽然
钱钟书先生说婚姻是座围城袁可对杨绛女士袁他
却从未后悔娶她为妻遥他们一生相互扶持尧相互

包容尧共同成长袁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袁都能
够相濡以沫袁理解信任袁将苦涩化为甜润遥她看
似温柔却充满力量袁不依附尧不懈怠袁追求人格
上的独立袁不仅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袁而且也用
智慧的言行让爱情之花一直盛开到了生命的尽
头遥 其实爱情的保鲜剂就像杨绛女士总结的那
样院两个人格独立的人袁两颗拼搏向上的心和一
个执手一生的信念遥

在书香里钻研教子成才的秘诀遥 伟大教育
家福禄贝尔说院野国民的命运袁 与其说是操控在
掌权者的手中袁 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的手中遥冶
母亲就像一面镜子袁 她的行为习惯会成为一种
家风影响孩子一生遥一个博览群书的母亲袁会把
爱读书的好习惯言传身教给孩子袁 使孩子从小
便懂得礼义廉耻尧是非善恶袁为孩子打开一个更
精彩广阔的世界遥一个与书为伍的母亲袁也会激
发孩子对知识的渴望尧对阅读的兴趣袁不必劳心
费力袁孩子就会爱上读书尧爱上学习遥母亲身上
的书卷气也会让孩子较少地沾染戾气袁 并在儒
雅的气息中变得平和尧包容尧谦逊袁使孩子受益
一生遥

在书香里感悟家庭幸福的密码遥 有人说女
人是家庭的风水袁仔细想来确实如此遥一个性格

温和的女人袁家庭就会多一分和谐曰一个内心宽
容的女人袁家庭就会少一分矛盾曰一个乐观向上
的女人袁家庭就会多一分欢乐遥总之袁女人在家
庭中的地位举足轻重遥 而书籍让女人在先贤哲
人的教诲中袁变得淑贤雅韵尧芳心慧质袁在别人
的故事中懂得知足常乐尧与人为善遥书香中有无
数的智慧锦囊袁 能够让女人将家庭琐碎的柴米
油盐酱醋茶调制成一幅幅充满诗意的幸福画袁
用锅碗瓢盆演奏出一曲曲动人的交响乐袁 让女
人更加博大尧更加温柔袁更有能力经营好一个幸
福的家遥

用书香涵养家教袁优化家风曰用书香滋润干
渴的心田袁拂去灵魂的浮躁袁撇除精神的泡沫曰
在书香里寻找更好的自己袁 用最饱满的精神状
态投入工作袁哪怕是最平凡的岗位袁也可以干出
一番不平凡的业绩遥

最是书香能致远遥书香里袁寻智慧浴

你们走了多久袁 那个村庄我便缺席了
多久遥又一次从梦中惊醒袁泪水早已打湿了
枕巾遥心痛的感觉犹在袁可惜只是个梦遥

我想要有你们的世界袁 有你们的那个
村庄遥还是记忆中的模样袁我和妹妹们在家
野胡作非为冶袁而你们只是宠爱地看着我们遥
我披上床单扮作野超人冶袁妹妹拖着凉席跑
到树底下袁享受那里的阴凉遥小时候的我们
不怕毛毛虫袁上树抓知了尧打枣子袁满村庄
地乱跑袁村子的角角落落我们都跑遍了遥或
者跑到你们聚会的地方袁 缠着要两角钱买
两袋野唐僧肉冶袁就一哄而散遥

小时候的我们欢乐多袁捉些蚯蚓袁自制
鱼竿去钓鱼遥哪怕钓上来的鱼只有一寸长袁
我们也超开心袁 要知道我们的简易鱼竿才
有一米长遥我们还会三五成群去钓龙虾袁一
个夏天晒得乌黑袁 但每次都能收获满满一
桶龙虾遥在你们的帮助下袁它们最终被我们
吃干抹净遥

小时候从没有烦恼袁也不知何为烦恼遥
除了在家里野造反冶会被你们唠叨两句外袁
再无其他遥 因为我们知道袁 你们从不怪我

们袁打心里喜欢我们遥你们喜欢听戏袁墙面
上贴的是 87版叶红楼梦曳的林黛玉剧照曰喜
欢给我们讲故事袁 专门讲些妖魔鬼怪的故
事吓唬我们袁 然后看着我们受惊吓的小模
样袁忍不住哈哈大笑遥

跟着你们的那六年袁 是我最幸福的回
忆遥没有粗茶淡饭的概念袁哪怕只是简单的
玉米稀饭和老咸菜袁 配上你们做的手工大
饼袁都是最可口的美味遥

那几年袁你们陆续离去袁我难以接受袁
哭成泪人遥不是答应我都要长命百岁的吗钥
从那以后袁 幸福的村庄变成了不敢触及的
村庄袁始终未曾再踏进一步遥我想让它停留
在我的记忆里袁而不是人去屋空的沮丧感曰
我想让它继续保留原样袁那墙上的剧照袁屋
前的水井袁因为它们在袁记忆就在遥

梦境再次提醒了我袁 这些年刻意地遗
忘袁是该去看看了袁看看故人袁看看那个记
忆中的村庄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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