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你有梦想
请你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因为生活赋予你能量
带给你万丈光芒

如果你有梦想
请你牢牢攥紧她
别让她从你身边悄悄溜走
不挥霍掉她陪伴你的每一分钟
因为即便是梦想 也会有保质期

如果你有梦想
请你架起一座通往彼岸的桥梁
即使现实与梦想间隔着一条河流
每天往对岸跨近一步

总会有梦想照进现实的一天

但是
如果你没有那么幸运
没有被梦想女神眷顾
那生活会不会像一条平静的小溪
窄窄的 弯弯的
你分辨不清前面的方向
仿佛像风一样自由飞翔
却不知自己源自哪里

请你打开心灵的窗户
在琴棋书画里体会各种乐趣
让梦想给你插上坚定的翅膀
自信 勇敢地乘风破浪

殷 颜敏容 渊江西中煤冤

如果你有梦想

殷 张 磊 渊陕煤地质一三九公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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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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研的时候袁 舍友给我推荐了大冰的
书袁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袁 我看了他的 叶乖袁
摸摸头曳袁 便喜欢上他的写作风格袁 所以后
来只要一出新书我都会去阅读遥

大冰的书之所以对我有吸引力袁 很大
程度是因为他所写的都是真实的人和故事袁
这些故事里袁 有亲情尧 有友情尧 有爱情遥
闲暇时读一读袁 可以透过别人的故事袁 思
考自己的生活遥

在 叶去最冷的地方袁 写最暖的故事曳
一文中袁 大冰写道院 健全的人生理应是多
元的人生袁 多项选择的人生要要要先认真体
验袁 再负责地选择遥 没有任何一种生活方
式是天然带有原罪的遥 但任何一种长期单
一模式的生活袁 都是在对自己犯罪遥 明知
有多项选择的权利却不去主张袁 更是错上
加错遥 在 叶乖袁 摸摸头曳 中袁 大冰写道院
时间无情第一袁 它才不在乎你是否还是一
个孩子袁 你只要稍一耽搁尧 稍一犹豫袁 它
立马帮你决定故事的结局遥 它会把你欠下
的对不起袁 变成还不起遥 又会把很多对不
起袁 变成来不及遥 我不确定她最后是否跑
赢了时间袁 那句 野对不起冶袁 是否来得及遥

你我都明白袁 这从来就不是公平的世界遥
人们起点不同袁 路径不同袁 乃至遭遇不同袁
命运不同遥 有人认命袁有人顺命袁有人抗命袁
有人玩命袁希望和失望交错而生袁倏尔一生遥

我想袁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袁
只有认真选择自己的路袁拒绝过单一重复的
生活袁摒弃野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冶的想法袁
不去虚度时光袁 设置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袁
选择好了就去努力拼搏袁回头看自己走过的
路袁觉得没有遗憾袁那这一生也就足矣遥每个
人的人生境遇不同尧命运不同袁但是对待生
命的态度却在人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袁
就像电影叶哪吒之魔童降世曳里的哪吒所说
野我命由我不由天冶袁相信自己的命运由自己
掌控袁人生的风景便大有不同遥

在叶一个孩子的心愿曳一文中袁大冰写
道院善良是一种天性袁善良是一种选择遥善良
是人性中永恒的向阳面遥小时候袁父母尧老师
都教育我们要做一个善良的人袁 告诉我们袁
善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遥 经历了 2020
年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袁 我对于 野善良冶
有了更深刻的感悟遥 每一个行业都有相应
的职责袁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袁舍小家为

大家袁奋不顾身地拯救他人的性命袁与死神
争分夺秒袁他们的善举善念袁凝聚起全国人
民的磅礴力量袁鼓舞全国人民以信心和勇气
战胜疫情袁让全国人民在感动的同时袁坚信
寒冬终将过去袁春天定会到来遥随着年龄的
增长袁我越来越觉得古话很有道理袁野勿以恶
小而为之袁 勿以善小而不为冶野相由心生袁境
由心造冶遥在日常生活中袁我时刻提醒自己要
做一个善良尧正直的人遥

读了大冰叶好吗袁好的曳中叶台北爸爸曳一
文袁我深受触动遥人们常歌颂母爱袁忽略父
爱袁大抵是因为男人不善表达袁他们沉着尧稳
重的做事风格也让人敬畏遥虽然如此袁但他
们高大的臂膀为我们遮风挡雨袁永远是我们
最坚强的依靠袁让我们感受到野父爱如山冶遥
叶台北爸爸曳一文让我产生了共鸣袁我们都希
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袁能给社会
创造更多的价值遥 爸爸赋予儿子成长的力
量袁儿子给予爸爸骄傲的力量遥同时此文告
诉我们袁要怀有一颗孝心袁不要留下野子欲养
而亲不待冶的遗憾袁要善待自己的父母遥

叶我不曳 中小蓝和蠢子的爱情故事袁 看
似普通却让人泪流满面遥文中虽没有华丽的

语言袁却能触动读者袁让人感动于现实中这
种相依相守尧不离不弃的爱情遥正如大冰在
书中所说的那样院婆娑境里袁 所有当下动人
的故事袁 都不是第一次发生遥 现如今我们
身处信息时代袁 负面新闻层出不穷袁 让当
代年轻人产生恐婚心理袁 惧怕婚姻袁 质疑
爱情袁 人人都很羡慕 野从前车马很慢袁 书
信很远袁 一生只够爱一人冶 的爱情袁 却不
愿去相信当下现实中还存在真爱袁 而小蓝
和蠢子的爱情故事让读者又相信了真爱的
存在遥

大冰是中国青年作家里独一无二的异
端袁 最不羁袁 却最接地气遥 作为野生作家袁
大冰的书的确与众不同袁 一个个故事中袁
多的是真实的写照袁 是对生活的态度遥 我
会一如既往地期待大冰的新书袁 走进大冰
的世界袁 触碰感悟不同的人生遥

殷 李 倩 渊青海局冤

读大冰系列丛书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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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第 899期冤
叶陪伴曳
王兆琦 摄

渊一勘局一一九队冤

前些年袁 我和家人去浙江走亲戚袁 顺便游玩
了一圈遥 其间袁 去了一家休闲吃饭的农家小院袁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遥 小院不大袁 门口是一行
整齐排列的毛竹袁 古色古香袁 石砖青瓦的建筑风
格袁 充满江南风情遥

午饭后袁 我踱着步子沿着一条幽僻的小路去
后院散步袁 一方荷塘映入我的眼帘袁 坐在荷塘边
的凉亭里袁 一池荷叶深深地吸引了我袁 眼前的这
一幕袁 似乎让我瞬间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遥 此景以
外的喧嚣与这里无关袁 平日里一定要做的事尧 要
说的话与这番景色格格不入袁 真是无丝竹之乱
耳袁 无案牍之劳形遥 艳阳高照加上微微凉风袁 呼
吸着淡淡荷香袁 让人回味无穷遥

野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袁 弥望的是田田的叶
子遥 叶子出水很高袁 像亭亭的舞女的裙遥 层层的
叶子中间袁 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袁 有袅娜地开着
的袁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噎噎冶我不禁想起了儿时
背过的朱自清叶荷塘月色曳中的经典语句遥虽没见
过月色里的荷塘袁 但此时起伏的荷叶在阳光的照
射下闪闪发光袁 硕大的叶子犹如一把把交错撑起
的绿伞袁看似没有规律袁但高高低低的排列袁使得
这幅水墨画显得尤为淡雅清爽遥笔直的荷干下袁一
群欢快的鱼儿在自由地嬉戏袁 偶尔还有几条露出
水面吐泡遥 微风吹过袁 送来缕缕清香袁 沁人心脾
的同时袁 也在我心灵深处荡起优雅的歌声遥

这时袁 天空忽然暗下来袁 一片乌云遮住了烈
日遥 江南的天气真的好似孩子的脸袁 刚才还是风
和日丽袁 瞬间便倾盆大雨遥 大风猛拽着弹珠大的
雨滴拍打下来袁 敲得荷叶发出咚咚的声响袁 挺拔
的荷花在风雨中摇摆袁 池里的绿水已经看不清颜
色袁 只能看见无数个溅起的水泡遥 雨越来越大袁
池水荡起一层水雾袁 我已彻底无法看清刚才那成
群的小鱼袁 估计它们此时正聚集在一起休憩遥 我
站起来袁 裹紧了外衣袁 蜷缩着胳膊袁 感觉有点
冷遥 不一会儿袁 天空就放晴了袁 空气格外清新袁
远处山上葱葱郁郁的竹林云雾弥漫遥 近处的这一
池荷花好像比刚才更清雅恬静袁 被雨洗刷过的荷
叶和花散发着芬芳袁 又像笼罩着轻纱似的梦袁 花
更鲜尧 叶更绿尧 茎更直尧 水更清尧 鱼更肥遥 一滴
滴雨水慢慢地顺着叶子往下滑袁 聚集到边缘越来
越大袁 最终弹到水池里袁 荡起一圈一圈的波纹遥

这时袁 我又想起了周敦颐 叶爱莲说曳 中的句
子院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袁 濯清涟而不妖袁
中通外直袁 不蔓不枝袁 香远益清袁 亭亭净植袁 可
远观而不可亵玩焉遥

想想人生短短数十年袁 我们如同手中的那一
杯茶袁 有浮起时的辉煌袁 有落下时的坦荡袁 在沉
浮中感知人生中的酸甜苦辣遥 而眼前的这一片荷
叶才是治愈精神世界的一剂良方袁 挺直腰杆做
人袁 清正廉洁做事袁 才能开出皎洁无瑕尧 风姿绰
约的荷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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