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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月亮袁总是被高楼切割袁被广告着色袁甚至被
某种欲望包装袁已经不是我儿时看到的月亮了遥

儿时的月亮袁 总是在老家的山头上静静地坐着袁 就
像喜俏的娃娃袁 只要会心一笑袁 那银白淡黄的月光就把
山林尧 村舍尧 树木尧 河水照成一幅水墨画遥 母亲会在夏
夜的月光下给我扇着扇子讲嫦娥奔月的传说袁 吴刚伐桂
的故事噎噎记忆里袁儿时的月亮地儿就是我童话的世界遥

我常常和小伙伴在这童话的树林里玩耍遥 郁郁葱葱
的树林把月光挡住了袁月光又把树林笼罩起来袁但树林里
总是有丝丝缕缕的月光如细雨般落下遥树林边有洛河袁月
光在河面上闪烁着袁波光粼粼遥五年级时袁我曾在作文里
写院野月亮被春风揉碎袁又被洒进洛河遥月光随着河水游到
了岸边的花丛里袁便有了甜甜的香味儿遥冶这是我童年第
一次写月光袁老师不仅用红笔把这几句话圈起来袁还读给
班上的同学听袁于是月光就被我装进了心里袁一直到现在
都舍不得丢掉遥

夏夜袁 我和几个小伙伴走在大街上袁 突然有人说院
野走袁去菜地里吃西红柿吧遥冶于是袁我们三五人结伴朝县
城北关的菜地走去遥这时的月亮袁照着错落有致的房舍尧
晃动的树影和起伏的山峰遥 各家窗户里煤油灯的光亮还
没这月光明亮遥菜地边砌有高高的水渠袁我们站在水渠上
高喊野一二三冶袁然后猛地朝前一蹿袁勇敢地跳到了菜地
里遥这下可好袁啪嚓一声袁我们都趴在水里了遥原来那明晃
晃的一片袁不是月光袁是菜地里溢出的水呀噎噎

儿时的许多故事都和月亮有关遥
有一次袁我和堂哥夜里去花生地里烧花生吃袁堂哥在田埂上挖了个小洞袁

拾点柴火在洞里燃着袁转身拽几颗花生在火里烧遥火苗开始是青色的袁继而
蓝袁再而黄袁这时花生就噼里啪啦地响起来遥我们一边吃着花生袁一边看着月
亮袁那是怎样的享受啊浴月亮总是在浓密的树荫里晃来晃去袁一会儿看得见袁
一会儿看不见遥我对堂哥说院野月亮和咱们捉迷藏呢遥冶堂哥笑着说院野月亮不会
动袁是树叶在晃遥冶突然袁一群鸟儿飞起来袁直直地飞向天空袁在月光下就像飞
翔的音符袁让月光也有了诗意噎噎

初中时袁我和小伙伴到洛河对岸的农村捡红薯袁坡地上红薯都收过了袁我
们拿着小锄头尧小铲子你争我抢挖那些红薯娃儿袁一个下午能挖一小布袋遥我
们踩着月光回家袁村野静寂袁偶有鸟儿的叫声尧老黄狗的叫声穿过夜空遥走在
山间的小路上袁深一脚浅一脚的遥抬起头袁月亮中夹杂着黄和蓝袁还能看到月
中的山峦和桂花树遥眼前月光弥漫四野袁渐闻流动的水声遥我们知道这是到洛
河边了遥蹚着满河的月光袁月光在脚下哗哗地远去又哗哗地流来袁我就这样带
着湿淋淋的月光走进了家门遥母亲站在门口的月光里袁风吹动着她长长的发
梢袁掀动她的衣角遥母亲那慈爱的目光袁比月光还要明亮遥这一幕一直刻在我
心里遥

我时常想念儿时的月亮袁但我知道那种不带一点世俗的月亮已经渐渐地
远去了袁远去了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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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市东方重工有限责任公

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石油钻具的新

型高科技企业遥主要产品有各种规
格型号无磁钻铤尧 无磁承压钻杆尧
整体加重钻杆尧方钻杆尧普通钻铤袁
以及客户定制的非标产品等遥

类别 规格渊mm冤
无磁钻铤 88.9 104.8 120.7 127.0 158.8 165.1 171.4 177.8 203.2 241.3
整体加重钻杆 73.03 88.9 114.3 127.0 139.7 168.3
普通钻铤 88.9 104.8 120.7 127.0 158.8 165.1 171.4 177.8 203.2 241.3
方钻杆 63.5 76.2 88.9 108.0 133.4
接头 转换接头尧提升短节尧定向接头

无磁钻铤
Non-magnetic Drill collar

钻铤
Drill collars

方钻杆
Square Kellys整体加重钻杆

Integral heavy weight drill pipes

济源市东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院0391-6658108 13849532358 18803903253
网址院www.jysdfzg.com

外面阳光明媚袁时有微风袁我坐在
屋内一角袁看着两个熟睡的孩子袁翻开
手中的叶人生最美是初心曳袁一股书页
的清香扑面而来袁干净清冽袁又带有一
丝丝的温柔袁 令我心中荡起自足的涟
漪遥 一个标题赫然闯进我的视线要要要
叶爱是生命里最温柔的守候曳袁 我不禁
坐直身体袁认真阅读起来遥

短短的几页纸我看了许久袁 文中
的一对老夫妻袁住在狭小的房间里袁过
着简朴的日子袁 每天早上的一个荷包
蛋袁他们都相互推让着袁这不仅体现出
满满的爱袁 也浸润了他们那些平凡而
安静的岁月遥

爱的背后袁 有时是恩重如山的相
助袁有时是不动声色的善良袁有时是无
意之中的叮嘱袁 有时是深沉永恒的目
光遥同样的袁它也教会了我们应该如何
去爱这个世界遥 有两个挺拔却不再年
轻的身影袁从记忆中一点点走出来袁渐
渐清晰袁也渐渐模糊了我的双眼遥

几年前的一个清晨袁 我骑着电动
车行驶在上班的路上袁 突然感觉车有

些不对劲袁 我下车一看袁 发现后轮胎
已经没气了袁 可能是被路边的石头扎
破了吧袁 我一边沮丧地想着袁 一边焦
急地推着车找寻修车点遥 可是走了十
几分钟袁 看到的只有擦肩而过的行
人尧 健身锻炼的老人和跳广场舞的大
妈们遥 正在我不知所措时袁 路边一位
头发花白的老爷爷喊住了我院 野丫
头 袁 你的车轮胎没气了 遥 冶 我说 院
野是啊袁 老爷爷袁 我正在找修车的地
方呢遥冶 老爷爷笑眯眯地说院 野别急袁
我有修车的工具遥冶 顺着他手指的方
向袁 我看到他身旁的三轮车里满满的
都是修车工具遥 野可是我的腿不好袁
蹲不下去袁 怎么办啊遥冶 野没关系袁
老爷爷袁 还是谢谢您了袁 我再往前走
走看遥冶 我立刻回答道遥 这时袁 一旁
一个和我父亲年龄相仿的叔叔凑过来
说院 野不然我试试吧遥冶 他一边询问
着老爷爷袁 一边并不熟练地拆下轮
胎袁 一点一点摸索着修理遥

在我等待时袁 老爷爷说院 野我每
天都在附近骑车锻炼袁 我的三轮车就

是个百宝箱袁 什么问题都能解决遥冶
话语间满是自豪遥 叔叔接着说院 野我
每天早晚都在这个路口溜达袁 以后我
可以用大爷的工具给大家修车了遥 我
的女儿和儿媳上下班骑车经过这条
路袁 早上一趟晚上一趟袁 她们平时忙
不能常回家袁 我在这个交叉路口每天
都可以看到她们两次呢袁 只要能看到
她们袁 我晚上睡觉也就踏实了遥冶

不经意间袁 他们用最平淡的语
气袁 诉说着心里最简单的诉求遥 可就
是这简单的几句话袁 却把助人之心和
爱子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遥

我久久不能平静袁 也许这只是最
日常的生活袁 可是他们的言语中袁 诉
说的是最无私的爱袁 似甘霖袁 似春
风袁 滋润了我的心脾遥

回首自己成长的道路袁 很庆幸身
边有一群爱着我和我爱着的人遥 父母
为我提供了避风的港湾袁 单位是我成
长道路上的导师袁 为我指引了前行的
方向遥 心存感激袁 春暖花开遥 我很庆
幸自己走出校门就来到了这个充满爱

的单位遥 日子一天天过去袁 一路走
来袁 收获满满袁 但更多的是感激遥 江
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院从一个普通的
化验室袁 成长为现代化的科研单位袁
它为我们的成长提供了平台遥 我们在
平凡的岗位上袁 没有轰轰烈烈袁 没有
可歌可泣袁 没有惊心动魄袁 只有微不
足道的光和热袁 但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袁 在平凡的岗位上也可以收获无数
的喜悦袁 结满劳动的果实遥

文章的结尾是这样一句话要要要
野解读红尘袁日子可能平淡尧琐碎袁也可
能写满悲欢忧乐袁但无论如何袁爱是生
命里最温柔的守候遥冶哪怕只是最为普
通的爱袁用沉静和温柔慢慢守护袁也足
以让这个世界为之动容遥 原来你一直
在这里袁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遥

殷 吴 雪 渊江苏研究院冤

原来你一直在这里
要要要读叶爱是生命里最温柔的守候曳有感

苍茫天地间
谁堪称英雄
飒爽地质汉
献身志无悔
殚精承使命
青春映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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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勘情

窗外袁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袁细细的雨丝密密麻
麻地落在窗户上袁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袁清脆悦耳袁
仿佛演奏着秋的序曲遥
花花绿绿的雨伞下袁人们行色匆匆遥
远处有一团耀眼的火在跃动袁 随着火团越来越

近袁我终于看清袁是一个穿着红色雨衣尧雨鞋的小女
孩遥小女孩约摸四五岁的样子袁牵着妈妈的手袁一路
蹦蹦跳跳袁 还不时地用小脚去踩地上的小水洼袁随
着啪嗒啪嗒的声音溅起一朵朵小水花袁 看到小水
花袁小家伙就高兴地跳啊尧笑啊遥妈妈小声地提醒她
不能踩水袁会把衣服弄脏的遥小家伙小鸡啄米般地
点着小脑袋瓜儿袁可是一看到小水洼就高兴得忘乎
所以袁一下子跳了进去遥尽管妈妈叫着尧跳着往边上
躲袁可还是被溅了一身水袁看着女儿调皮的样子袁她
又好气又好笑袁但又拿她没办法袁只能由着她的性
子袁让她玩个痛快遥
看着眼前这个小女孩袁 我一下子想到了自己小

时候遥那时候袁我也像她一样袁在雨中尽情地玩耍袁
常常把衣服尧裤子弄得湿湿的尧脏脏的遥回到家袁妈妈一边责怪我袁一边
给我换衣服袁生怕我感冒了遥好怀念那样无忧无虑的日子袁像眼前的小
女孩一样幸福快乐遥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袁小女孩也渐渐地走远了袁最后变成了一个小红
点遥而她那银铃般的笑声却久久地回荡在我的脑海里袁挥之不去遥

绵绵的夏雨中袁一个小女孩袁一段回忆袁让这个雨天变得回味无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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