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第 1000期冤
叶狗尾巴草曳
李 媛 摄

渊陕煤地质一八五公司冤
光热源

殷 王子佩 (陕煤地质集团一三九公司)

无限风光在广寒

桂花酒酿飘香袁让吴刚陶醉
月饼软糯可口袁让玉兔着迷
嫦娥舞动霓裳袁又是一轮明月圆
笑红尘亿万年袁千里共婵娟

秋风飒爽袁送来中秋佳节
雁过留声袁寄托美好情思
思念跨越万水千山
举国团圆祈福太平年

皎洁的月光像薄纱轻抚面庞
清脆的虫鸣如喃喃细语在耳边
夜空繁星下袁是万家灯火的温馨
柔柔晚风中袁是亲朋相聚的快乐

诗词佳话袁蕴含千年渊源
天籁韵律袁响彻万古凌霄
倾恋故园袁中秋是团圆的起点
八月十五袁将乡愁随月色播撒

菊花的金色诉说着秋的丰硕
玉轮晶莹宣告着清凉的喜讯
脑海里袁总是故乡的月儿最圆
举杯同庆袁天涯共此时

殷张晓明 渊安徽局水文队冤
月圆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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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工作后袁 面对日常生活袁
我经常会迷茫院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钥
是一次随心所欲的冒险之旅钥 是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钥 还是一场墨守成规
的演出钥

直到我有幸看了电影 叶赵亚夫曳
才找到答案遥 赵亚夫是一个把一生都
献给了农村的优秀共产党员袁 他投身
农村工作袁 关心农民生活袁 把帮助农
民脱贫致富作为自己的终身目标遥

学习赵亚夫袁 就要守望初心袁 找
准定位遥 赵亚夫从宜兴农林学院毕业
后被分配到镇江农科所工作袁 当时农
村的贫穷落后深深刺痛了他的心袁 激
发了他改变农村面貌的志向遥 野我要
尽一生努力袁 帮助农民富裕起来遥冶 这
是赵亚夫的诺言遥 在 50多年的农业生
涯中袁 他整天奔走在田间袁 实地研究
每一寸农田土壤袁 思考科学的种植方
案遥 他挨家挨户走访袁 给农民送草莓
苗袁 坚守农业技术推广岗位袁 甚至跪
着教技术袁 真正把农民当亲人袁 将论

文写在农民田间袁 把实实在在的利益
装进农民口袋遥 时间没有改变他的初
心袁 也没有降低他的热情遥 正是这几
十年的劳动袁 让更多的农民在他的帮
助下摘下了贫穷的帽子遥

这就是一位先进典型向我们呈现
的人生袁 兜兜转转 50 余年袁 工作没
变袁 热忱没变袁 初心没变袁 人生却愈
发熠熠生辉遥 在广受赞誉的时候袁 赵
亚夫始终认为院 野我真的只是做了自
己该做的事情遥冶 这个回答给我年轻浮
躁的内心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袁 也让我
学会了如何好好把握自己的人生遥

信念是向上走的催化剂遥 野我觉
得农村太穷袁 农民太苦遥冶 赵亚夫常常
想到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死去的农民袁
想到他们枯黄憔悴的脸遥正是有了这样
强大的精神动力袁他才能够常年忍受腰
酸背痛跪在地上查桃树的病因袁才能放
弃悠闲的退休生活奔波于乡间土地遥

影片中袁我印象最深的是赵亚夫对
年轻的村官张伟明说的一句话院野选择

什么不重要袁重要的是要让自己的选择
变得有意义尧有价值遥冶是的袁赵亚夫选
择了农业袁 在土地上写下了辉煌的人
生袁帮助偏远贫困的村庄建设成为现代
化高效的生态农业村遥

生活就是在既定的轨道里敢想尧敢
做袁做好尧做透袁心存信念袁积累经验袁不
断创新遥热爱本职工作袁专心于一事袁通
过日常的精进袁 精神自然得到升华袁形
成厚德载物的人格袁我想劳动的尊贵体
现于此袁人生的价值也彰显于此吧遥

野亚夫精神冶 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精
神袁一种坚定不移的努力精神袁是我的
向导和动力遥 作为一名测绘工作者袁我
要发扬野亚夫精神冶袁找准定位袁在测绘
事业转型期担当好职责袁 搞好应用袁做
好创新袁把多年求学中获得的知识与工
作实践结合起来袁更好地服务于新时期
测绘强国梦和美丽中国梦遥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袁也是我们测绘行业再铸辉煌的新起
点遥 老一辈测绘人用他们朴实无华尧无

私奉献的精神袁 为新一代树立了榜样袁
过去的辉煌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袁激励
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遥如今袁历史的
接力棒已经传到了我们的手上遥年轻一
代奋斗在一线袁各方面与以前相比都有
了很大的改变袁我们享受着改革开放的
硕果袁对比百年前的一切袁我们没有理
由不好好工作袁因为我国前进的脚步时
刻没有停歇袁我们的事业正蒸蒸日上遥

时代潮流袁浩浩荡荡袁唯有弄潮儿
能永立潮头曰历史车轮袁滚滚向前袁唯有
奋斗者能乘势而上遥 站在新起点上袁让
我们紧跟祖国发展的脚步袁明确煤航测
绘目标院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领军企业曰
不忘初心袁牢记使命袁积极投身野透明地
球尧数字地球尧美丽地球冶建设袁向着全
力打造中国地理信息产业领军企业的
目标奋进浴

殷杨 智 渊航测局冤

守初心袁准定位袁奋斗测绘强国梦
要要要观电影叶赵亚夫曳有感

月满虫鸣霜满天袁秋风落叶对愁眠遥
不觉华发染银霜袁遥望家门盼儿还遥

圆月当空袁浮云朵朵袁繁星点点袁又是一年中秋夜遥
夜已微寒袁月光皎洁袁轻轻地给大地披上了唯美的白纱遥

田野里的小家伙们淘气地拨动着人们思念的琴弦遥 我静静地
独坐在楼台袁仰望着那轮明月袁回想着一家人一起过中秋的日
子袁泪水模糊了双眼遥

记得儿时我家院子里有棵大大的苹果树袁每到中秋节袁爸
爸妈妈都会把苹果摘下来袁装满满一篮子袁让我挨家挨户给乡
亲们送一些遥乡亲们也总是会用自家的水果尧月饼尧糖果将我
的篮子塞满遥当然了袁作为送货的小家伙袁我总是会藏几块自
己喜欢吃的糖果和月饼遥到了晚上袁我们一家人在院子里摆上
清供袁在皎洁的月光下袁讲着嫦娥奔月的故事袁剥着玉米皮遥剥
累了袁我们就分块月饼吃遥有时候聊得起劲袁我一不小心就把
藏起来的糖果和月饼拿了出来遥那时的月饼黄黄的袁上面经常
看到焦黑色袁爸爸妈妈说焦黑色的吃了聪明袁所以我们专挑焦
黑色的吃遥

上初中时我开始住校遥记得初三那年中秋节只放一天假袁
为了多一点时间学习袁我就没有回家遥傍晚的时候袁远远就看
见校园里有两个野滑稽冶的身影袁一个一身泥袁走路还有些踉
跄袁一个头上裹着一条褪色的纱巾袁惹来一帮同学的嬉笑遥走
近了才发现袁是我的父母遥他们说是办事路过袁顺便给我送几
个月饼遥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袁他们并不是路过袁而是走了二十
多里路专门给我送月饼曰他们也不是没换干净的衣服袁而是为
了省四块钱的车费袁走路过来时不小心摔进了路旁的水渠里遥

月圆了又缺袁缺了又圆袁岁月最是无情遥父母双鬓的白发
越来越多袁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密袁双手越来越颤袁身体越来越佝偻袁但对我们的思
念却一天胜过一天遥岁月如梭袁当初少不更事的我也已初为人父袁看着父母一天天
老去袁我泪流满面遥我终于明白父母永远是我心灵的避风港袁父母健在才是我最最
幸福的事情遥

父母在袁 我心安遥 在以后的日子里袁 我会紧紧握住他们沧桑的手袁 陪他们
慢慢走袁 就像当初他们牵着我的小手一样袁 陪他们走过今后的风风雨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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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朗威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公司拥有 3条国际领先的美国 MTI
惯性摩擦焊生产线袁2条美国国民油井生
产的管端镦粗加厚生产线遥 产业链完整袁
是国内国际为数不多的集钻杆尧 钻铤尧加
重钻杆为一体的钻具加工企业袁可生产国
标尧美标尧俄标尧欧标等各种规格型号的钻
具遥朗威石油拥有系统的产品研发及可靠
的质量保证体系袁 已通过 ISO9001国际
质量体系认证袁 获得了俄罗斯 GOST
RTN尧欧洲 NS-1等质量认证遥

联系人院赵经理 地址院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市营里镇北口工业区 网址院www.lwdrill.com
手 机院13803218077 电话院0311-84386267 邮箱院llongwayzx@163.com

国家万米钻机科研项目袁松科二井钻具供应商

钻 杆院石油尧地质尧地热尧水井尧天然气尧煤层气尧页岩气钻杆
钻杆规格院50袁60袁73袁89袁102袁114袁127袁140袁150袁168等
材 质院E75袁R780袁X95袁G105袁S135袁LZ140袁LV150袁LU160等
螺纹类型院API数字螺纹尧双抬肩螺纹尧高抗扭螺纹尧专利螺纹尧特殊螺纹
加重钻杆规格院73袁89袁102袁114袁127袁140袁150袁168袁194等
钻铤规格院89袁105袁121袁133袁146袁152袁159袁165袁178袁203袁210袁216袁

229袁241袁254等
钻铤类型院光面钻铤尧无磁钻铤尧螺旋钻铤

对我来说袁中秋节可以不吃月饼袁但
不可以不赏月遥
新月似一把锋利的银钩袁钩破天边

薄如丝纱的云幕袁泄下如丝如缕的寒光曰
弦月如夜雾遮盖的光轮袁半面吐露皓然
的月光袁半面隐入黑暗的沼泽曰望月则像
一个无瑕的玉盘袁圣洁明净袁驱散了乌
云袁支撑起一个清朗的夜晚遥
曾经我不明白袁月亮每个月都会圆

一回袁为何从古至今人们只偏爱中秋赏
月钥 直到长大后去外地读书才发现袁在
平时忙碌疲惫的日子里袁大家很少会有
闲情雅致去对月抒怀袁即便偶尔抬头看
一看夜空袁那圆月与缺月在眼中也并无
太大差别遥

杜少陵有诗云院野露从今夜白袁月是
故乡明遥冶中秋佳节袁人们可以回到家中袁

暂时抛开生活中的烦恼和压力袁 遵循传
统的风俗袁与亲朋欢聚袁沉浸在当下的幸
福中袁 共赏天边最明亮的圆月遥 中秋的
月袁仿佛是历经了苦乐悲欢袁走过了八十
一难才修成的大圆满袁照亮人间袁点亮万
家灯火袁铭刻静好时光遥

我们眼睛看到的是圆满的月袁 心中
惦念的其实是圆满的家遥

今岁中秋袁 我与好友一起骑车到附
近的公园观月袁公园有湖袁盛着清光袁正
应了那一句词院野素月分辉袁明河共影袁表
里俱澄澈遥冶湖水波光粼粼袁像是月光涨
了潮一般袁在夜色中幽然浮动遥

此情此景下袁好友也有所触动袁同我
聊起古时的传说遥野你说玉兔这会儿是不
是在捣制长生不老的灵药钥 吴刚是不是
在伐那棵倒霉的桂树钥 嫦娥是不是还在

广寒宫里思念着温暖的人间钥冶
这些故事是如此浪漫新奇袁 又虚无

缥缈遥对于古人来说袁月亮遥远而神秘袁
但对于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而言袁 那美
丽的广寒宫已不再遥不可及遥2004 年袁
中国正式开展月球探测工程袁 并命名为
野嫦娥工程冶遥从 2007年野嫦娥一号冶发射
升空袁到 2020年野嫦娥五号冶携月壤返回
地球袁 我们一步一步将九天揽月的神话
变为现实遥

这一轮皓然当空的满月啊袁 既象征
着千家万户的团圆喜乐袁 也见证了航天
技术的迅速发展袁 神话和现实相融袁 理
性与诗意并存袁 正是辉煌灿烂的无限风
光遥

这样好的月色袁 这样好的节日袁 这
样好的时代袁 怎能不珍惜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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