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傍晚袁 入冬的第一场雪悄然而至遥
起初是洋洋洒洒地飘落袁 渐渐就梨花
般飞舞起来了遥 而我此刻正坐拥书案袁
唐诗一册袁 香茗一壶袁 在银色的天地
间做访唐的客人袁 醉在了唐朝诗人的
雪色画意里遥

柳宗元当是画家遥 他的 叶江雪曳
就挂在书房里袁 野千山鸟飞绝袁 万径
人踪灭遥 孤舟蓑笠翁袁 独钓寒江雪遥冶
凝视那幅画袁 你不也在画中吗钥 鸟无
踪袁 但眼前满是鸟儿飞过的剪影曰 人
无迹袁 但心里刻着他们走过的痕迹遥
这辽阔空旷袁 分明是画中的留白袁 烘
托着独钓江雪的灵趣遥 这 野钓冶 字最
妙袁 虽静亦动袁 意蕴迸发袁 当是怎样
的境界钥 此刻袁 窗外雪花飘舞袁 似有
若无的落雪声袁 和着香茗的热气袅袅
环绕遥 我想走进画中袁 更想钓一江诗

意袁 做那美丽的诗行尧 永远的风景遥
素喜唐诗袁 喜欢在唐诗里看花赏

雨尧登山临野尧听涛观浪噎噎但在此刻袁
还是这唐诗里的雪色更加让我陶醉遥

这本唐诗伴我几十年了袁书页已经
泛黄袁虽有陈年的气息袁但诗中的雪色
依然飘逸潇洒袁清澈美丽遥 那刘长卿怎
不去享受野红泥小火炉冶的温暖袁却偏要
跑到这片野地的柴门前披一身雪花呢钥
听他在吟唱什么院野日暮苍山远袁天寒白
屋贫遥柴门闻犬吠袁风雪夜归人遥 冶这首
诗袁不禁让人想到夜归者深深浅浅的足
迹和独行时的冰冷遥 我不知他在写别
人袁还是写自己袁这诗里定有他一再遭
贬的体味吧遥 但这凛冽的画意里袁倒也
有几分惬意袁至于是怎样的惬意袁各人
揣度吧遥

许多唐诗就是画轴袁意蕴万千的画

轴遥 野六出飞花入户时袁 坐看青竹变琼
枝遥冶此般飞花袁写实又写意曰此般琼枝袁
动静韵相融遥野谁将平地万堆雪袁剪刻作
此连天花遥冶此花气势可比天袁有尺幅千
里之气魄遥 诗人心中那支画笔袁意趣挥
洒尧声势磅礴袁让我在千年之后袁沉醉于
他们平仄跌宕的奇幻里袁更让我心中去
尘袁神思飞舞噎噎

这时光真好遥 漫步在唐诗的雪花
中袁和诗人牵手缓行袁飘逸如仙噎噎我
忽然意识到天天盼着下雪袁难道不是为
了这心灵的相遇之旅钥 此刻袁漫天的雪
花如同素雅的女子袁缓缓走来袁是为我
送来唐朝的雪呢袁还是红袖添香呢钥 要
不我的书案袁 怎会这么富有诗情画意钥
野窗含西岭千秋雪袁门泊东吴万里船遥 冶
品茗沉思袁竟想起这两句诗来袁是缘于
它的构图袁 还是缘于它的辽阔和旷远钥

其实在于它的千秋雪袁 那雪距我千年
了遥我能吟一首千年之后依然醉人的千
秋雪吗钥

这个雪夜袁 我回到了唐朝遥 我是
如此迷恋它雪中的诗画袁 当然袁 还有
它的壮丽和强盛袁 它的开放和辉煌遥
野万里寒光生积雪袁 三边曙色动危旌冶
野握雪海上餐袁 拂沙陇头寝冶 野青海长
云暗雪山袁 孤城遥望玉门关遥 黄沙百
战穿金甲袁 不破楼兰终不还冶袁 此般的
唐朝之雪袁 何尝不是我大唐磅礴的气
势和声威袁 何尝不是我民族复兴的心
愿和理想呢钥

已经是子夜袁有叶春雪曳伴我入眠遥
野新年都未有芳华袁二月初惊见草芽遥白
雪却嫌春色晚袁故穿庭树作飞花遥冶我知
道袁当我醒来的时候袁定能看到唐朝雪
后小巷深处赏杏花的美景遥

期待已久的雪终于来了袁 漫天飞舞的雪花从
天而降袁没过多久袁大地已白茫茫一片遥

一场雪过后袁总会有出去走走的想法袁于是袁
我来到了包头市青山区的劳动公园遥

劳动公园和往常一样袁并没有什么变化袁门口
赫然立着一对石狮子袁威风凛凛遥

劳动公园里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人工湖畔和石拱
桥袁 我总喜欢驻足于来往的行人之间袁 观察周围的事
物袁从他们的身上我会看见自己的影子遥这里展现着生

活的千姿百态袁细细品味会觉得很有乐趣遥
地上都是雪袁走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遥再向

前走袁没走多远袁我就来到了人工湖上的石拱桥遥 我曾

经很多次站在这里袁感受着春夏秋冬的更替遥此时
虽然是冬季袁少了春季百花争艳的盎然生机尧夏季
骄阳似火的热情奔放尧秋季无边落木的萧条伤感袁
但冬雪的洁白更带给我震撼和力量遥
有时我也会想袁 其实世间最美丽的风景不在

画册上袁也不在电视中袁而是在大自然里遥 自然界
的蓝天尧白云尧阳光袁更显珍贵尧美丽遥
有时间多到户外走走吧袁去探寻春花秋月尧夏雨冬

雪袁这何尝不是一件乐事呢钥

殷 赵 乐 渊内蒙古煤勘集团一五一公司冤

雪 之 美

殷 张晓明 渊安徽局水文队冤

第一抹温柔雪

晨起袁拉开窗帘袁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块白色的野地毯冶遥
昨晚袁还是野花冶似苔米袁和着微风细雨摇曳而至袁触地即
化袁没想到一觉醒来袁万物已是银装素裹遥想必深夜里花落
缤纷袁偷偷为大地穿上了一款条纹状的野花衣裳冶遥此刻袁正
应了老舍先生笔下的济南冬天之野最妙冶遥

打开窗户袁清新扑面而来袁诱惑着我以最快的速度收
拾妥当袁雀跃着奔出学员楼遥楼旁的柿子树上袁几枚熟透了
的红柿子袁躲在野雪被冶之下袁已经睁开了惺忪的睡眼袁露出
半边脸袁羞涩地瞅着这变了样的清晨遥

抬眼望去袁山上氤氲着白蒙蒙的雾气袁看不清楚遥我站
在山下袁屏住呼吸袁隐约听到一阵阵欢快的喧闹声袁那是岩
石舒展开了筋骨袁那是松柏抖擞起了精神袁那是入冬前刚
刚栽下的果树在歌唱噎噎

学员楼前的道路上袁行人突然多了起来袁很快就集结
成四个方队袁片刻袁又整齐有序地出发遥一张张朝气蓬勃的
脸上袁呈现出遮掩不住的喜悦遥他们来自野五湖四海冶袁他们
是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袁他们有着共同的身份要要要中青班
学员遥

在山东省委党校渊山东行政学院冤这方神圣殿堂袁他们
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淬炼遥每一次导读袁每一堂讲授袁每一场
研讨袁都激荡着向下扎根尧向上生长的真理力量遥在这里袁
他们的知识得到进一步丰富遥 读有字之书以开阔视野袁学
无字之书以取长补短遥在这里袁他们胸怀责任担当汲取养
分曰在这里袁他们牢记初心使命茁壮成长遥

太阳升起来了袁雪开始融化了袁一滴一滴袁如甘霖似琼
浆袁慢慢消失痕迹袁缓缓浸润大地遥严冬即将过去袁2021年
已经开启袁春天必会如约而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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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茹喜斌 渊河南局四队冤

案上书香唐朝雪

雪夜里袁生暖炉
促足相依偎袁静闻雪落无痕
赏她纷纷扬扬的飘逸
着银装素裹的霓裳
品她灵动轻盈的身姿
呢喃出动听悦耳的名字
要要要雪

冰洁的雪袁似姑娘悸动的心
热情洋溢地飞舞
又静谧地归于大地

雪落下之时袁宣告着
一年之终袁四季之末
看似萧瑟的洁白之下
酝酿着来年的美好

雪莱曾写下
野冬天来了袁春天还会远吗冶
白雪之所以惹人喜爱
缘于她冰冷外表下对春的企盼

素雅的雪
有着遗世且独立的高洁
她不只寒冬落下
不只在皑皑山巅
亦在岁月的史书中
诗行画意间

冬季的人们三五成群
在厚厚的雪毯上嬉戏雀跃
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串串脚印
更有银铃般清脆的欢笑

人们爱这琼芳玉蝶
因为她的美丽和白洁
更因为她袁自人类诞生以来
与我们的文明之间美妙的联结

来日再会袁菀彼青青
愿闻娅姹莺声满庭
记取第一抹温柔如雪
于细碎的时光中静静氤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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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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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院 安徽省合肥市潜山路猿苑园号 邮编院 圆猿园园猿员 联系人院 谢杰 电话院 园缘缘员-缘缘远远园怨苑 员猿怨缘远怨缘员园园远

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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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高原之水曳
仙麦龙 摄

渊航测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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