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晨兴理荒秽袁 带月荷锄归遥冶
陶渊明的田园诗似乎是我日常生活
的写照遥 前不久袁 我来到苏州袁 参
与到 野苏州市 312 国道改扩建下穿
京沪高速立交工程监测项目冶 施工
中遥 作为一名测绘人员袁 我很荣幸
能够成为京沪高铁的 野测量护士冶遥

用陶渊明式的生活来形容我现
在的监测真是恰如其分袁 所不同的
是袁 他的工具是锄头袁 我的工具是
全站仪遥 每天骑着电动车早出晚归袁
生活很规律袁 也很惬意遥 在这里袁
远离大城市的喧嚣袁 远离熟悉的社

交圈袁 颇有一种 野不知有汉袁 无论
魏晋冶 的桃花源式的感觉遥

虽然有时候会有远离亲人尧 远
离朋友尧 远离花前月下的烦恼袁 会
有 野独在异乡为异客袁 每逢佳节倍
思亲冶 的无奈袁 但这也使得亲情尧
爱情尧 友情显得更加弥足珍贵遥

在奋斗的年纪不应该选择安逸遥
在一线锻炼袁 我们每个年轻人都应
该积极面对遥 于我而言袁 即使外业
测绘再枯燥乏味袁 我依旧不减少对
它的热爱遥 因为袁 不忘初心袁 方得
始终浴

殷 崔文宪 渊航测局冤

测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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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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袁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席卷全国遥 不能像 野白衣
天使冶 那样奋战抗疫一线袁 我能够
做的就是坚定信心袁 做好防护袁居家
办公袁学习充电遥野读书不觉春已深袁
一寸光阴一寸金遥冶 我读了厚厚的
一本 叶平凡的世界曳遥 作者以奋斗尧
拼搏进取的精神和崇高气质书写了

平凡中的不平凡袁 带给我太多的震
撼与感动遥

只争朝夕袁不负韶华
平凡的家庭袁有不平凡的奋斗遥

陕北的山袁 为每一个陕北人都准备
好了一条人生路袁 一如那一条条蜿
蜒的山路袁坎坷曲折袁但陕北人坚韧
不屈遥

野淡看世事去如烟袁铭记恩情存
如血遥冶孙少安袁在全县几千名考生
中袁排名第三遥因为家庭的贫困及重
如山的责任袁 他的学生生涯随着录
取通知书的到来而终结袁为了家人袁
他心甘情愿与父亲共挑重担遥 没有
理论指导袁只有实干袁这个优秀的农
民代表袁凭着自己执着的干劲尧前瞻
的眼光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袁带领村

民分田分地袁在村里开砖窑尧在公社
承包砖瓦厂曰带领大家一起与自然尧
命运抗争袁摆脱贫困袁让生活变好曰
他以自己的不断努力和辛勤汗水浇
灌出平凡的人生旅程袁 凭借坚定的
信念及不息的奋斗精神袁历经挫折袁
不屈不挠袁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野乘风
破浪会有时袁直挂云帆济沧海冶遥

孙少平是我最佩服的主角遥一个
20岁出头的少年袁渴望知识袁不卑不
亢袁走下大牙湾矿井袁将平凡的生命
分化于农田尧 城市工地和煤烟四起
的地下坑道遥他永远把艰辛的劳动看
作是生命的必要袁即使没有收获袁也
能坚守此地继续耕种遥

野路漫漫其修远兮袁吾将上下而
求索遥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荣光袁而每
一代人的荣光袁都要靠奋斗去创造尧
去书写遥我们应志存高远尧忠于祖国袁
努力做新时代具有远大理想和坚定
信念的爱国者曰要敢于担当尧勇于奋
斗袁 努力做新时代具有责任意识和
创新精神的生态文明建设者曰必须勤
奋学习尧锤炼身心袁努力做新时代具
有过硬本领和高尚品格的新一代地
勘人遥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袁我
们要只争朝夕袁不负韶华浴

简单生活袁平凡幸福

平凡的世界袁有不平凡的爱情遥
奉献无声袁大爱无言遥

孙少平与田小霞浪漫凄美的爱
情故事袁不畏世俗袁十分美好遥她的出
现袁是一束光袁照亮了少平的成长之
路曰她的牺牲袁是一个噩梦袁留给少平
无尽的悲痛与彷徨遥他们相互爱慕袁
相互鼓励袁相互扶持遥

伟大的时代成就伟大的爱情遥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战野疫冶中袁
无数人用责任与担当诠释了什么是
爱遥爱是什么钥是承诺袁是浪漫袁是同
行袁更是坚守遥

爱是承诺要要要2020 年 1 月 28
日袁 四川省广元市 25人组成的医疗
队驰援武汉袁 一名男子站在大巴车
前袁向着车内即将出发的妻子喊着院
野你平安回来袁我包一年的家务噎噎冶

爱是浪漫要要要2月 2日袁河南省
第二批驰援湖北医疗队出发袁 一对
90后情侣同在危重症医学科工作袁
医疗队出发前袁 两人拥抱着相互鼓
励袁男生说院野回来后袁我娶你浴冶

爱是同行要要要广西柳州市疾病
防控中心一对夫妻提着可疑样本袁一

起走向实验室进行病毒核酸检测遥
野核酸检测实验室是离病毒最近的地
方袁但是有你在我身边遥冶他们坚定地
看着对方遥

野死生契阔袁与子成说遥执子之
手袁与子偕老遥冶新时代的爱情依旧纯
净尧忠贞尧神圣而美好遥野你有一个家袁
我有一个家袁家风连国风袁仁义礼智
信袁千年传美德噎噎冶当下的我们袁要
用理解尧尊重尧沟通与责任袁构建中国
好家风袁简单生活袁平凡幸福袁风雨同
舟袁携手共进浴

女人如花袁喷薄绽放
平凡的世界袁有不平凡的人遥田

晓霞袁一个现代知识女青年袁美丽聪
慧袁才华出众袁独立自主袁敢闯敢干袁
用青春展示了这个时代永不褪色的
女性魅力遥

野忽然一夜清香发袁散作乾坤万
里春遥冶她努力追求自己喜欢的事业袁
奔向一线采集新闻曰她下矿井了解工
人的劳动情况袁不顾一切地在暴雨之
夜赶往洪灾现场曰她为抢救落水儿童
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遥她拼搏的人生
价值和永恒的生命迸射出最耀眼的
光芒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上指出院100年来袁中国
青年满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袁
积极投身党领导的革命尧建设尧改革
伟大事业袁为人民战斗尧为祖国献身尧
为幸福生活奋斗袁把最美好的青春献
给祖国和人民袁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壮
丽的青春之歌遥

作为新时代的女性袁我们可以手
捧古卷袁吟诵清新隽永袁惊叹唐诗宋
词之典雅曰 我们可以寄情名山大川袁
心怀诗与远方袁 感受绿水青山之情
怀曰我们可以崇尚渊博知识袁热爱高
雅艺术袁尽情挥洒个性之真善美遥

新时代袁新征程袁不忘初心袁砥砺
奋进遥历史赋予使命袁时代要求担当遥
愿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放飞
青春梦想袁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
中书写人生华章遥时光荏苒袁那是一
个平凡的世界袁一如作者路遥所讲述
的那样院情满人间遥

殷 林 园 渊物探院冤

微光照满天 奋斗铸不凡
要要要读叶平凡的世界曳有感

开采阳光 探索祖国神秘的宝藏
古老的煤炭还在深处沉睡
犹如潜龙在渊
隐隐地游动
健硕的骨骼 擦出星火

底层的煤 在煤海深处醒来
它也是矿山的儿子
一生守口如瓶 不言不语
在挺拔的山峰中
爆发出力与美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抱紧电钻
正在掘进 构思
让炮声成为韵脚
让皮带机送出一行行的诗
即使在破碎的星辰中间
也有惊心动魄的美

挖煤 充满了美的历险
俯身于煤尘之中 汗水湿透了衣背
勇者无惧
即使在悬崖的边缘
即使破碎的梦
残留殷红的鲜血
而炽热的青春正是英雄本色

我的一生也在挖掘
我是煤矿诗人
我用笔为矿工写作
永不熄灭的唯有挖掘的信念

下沉是黑夜 上升是黎明
而煤的命运是挖掘 开拓 奉献
我在大屯煤矿挖掘灵感的诗句
汇聚成爱的暖流
在我复苏的身体里澎湃
在生命的正前方
雕塑壮丽的人生

我愿化作一块煤
完成煤这一生未竟的事业
让石头里的烈焰 粗犷的诗行
升起阳光的风帆
在生命的出口
迎接火红的黎明

殷 马亭华 渊江苏局金石稀土公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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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青海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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