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伦窑凯勒曾说过袁野虽然世界多苦难袁但是
苦难总是能战胜的遥冶肯尼迪也说过袁野从希望中
得到欢乐袁在苦难中保持坚韧遥 冶

人生在世袁没有人一生都是一帆风顺的遥遇
到了苦难袁如何去努力袁如何去改变袁才是一个
人幸运与否的关键遥

努力赢得野幸运冶
叶人生由我曳的作者就是这样一个人袁人生

前五十年袁在苦难中不懈努力袁在苦难中坚韧不
拔袁逐步获得现在耀眼的成就袁她就是梅耶窑马
斯克袁一名企业家尧营养师尧演说家袁至今仍活跃
在舞台上的超模和网络红人遥说起她袁也许有的
人不知道袁但是说起创办特斯拉汽车尧唯一个人
掌握航天器发射回收技术的她儿子埃隆窑马斯
克袁肯定会有所耳闻遥
梅耶窑马斯克的成功不仅在于她成功培养

了三名优秀的儿女袁 还在于她自身成就和遇到
苦难时坚韧不拔尧不懈努力的精神遥

74岁的她袁今年 5月 18日再次成为焦点袁
登上叶体育画报曳泳装封面袁成为全世界登上该
封面年龄最大的女性遥

她的人生经历可谓传奇遥 15岁当上模特袁
21岁获得南非选美冠军遥 22岁结婚袁遭遇 9年
家暴后袁31岁成为破产单亲妈妈袁 独自带着 3
个儿女辗转生活过 3个国家 9个城市遥 就是在
这样的环境下袁她还取得了两个硕士学位袁一个
博士学位袁60岁后重返模特舞台袁67岁时登上

了纽约时装周袁69 岁成为美国畅销彩妆品牌
野封面女郎冶的代言人遥 现在的她袁生活优渥尧家
庭幸福和睦袁与邓文迪连线袁在戛纳红毯亮相袁
成了众多女性眼中的励志偶像遥

可能有人会说袁她漂亮尧坚韧尧努力袁成功只
是时间问题遥 其实袁她也是野普通人冶袁曾经胖到
了 200磅以上袁也曾经历过孤独和彷徨袁也曾经
有过贫穷和委屈袁也曾经遭遇过无数次拒绝袁打
过五份工噎噎但是她不懈努力袁都一一化解袁勇
于打破舒适区袁坚持传播她的营养学知识袁做好
自己袁教育好子女遥 五十多年的努力袁一万八千
多天的坚持袁她靠自己赢得了人生的野大幸运冶遥

努力获得野幸运冶
我们身边也有这样一名优秀女青年袁 她靠

着自己的努力袁荣获了野陕西省五一巾帼标兵冶
称号袁 她就是陕西省一八六煤田地质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尧职工创新工作室主创人李贵娟遥

也有人称她有野运气冶遥但我知道袁她的幸运
建立在她勤奋努力的基础上遥

2010 年袁刚上班第一天的她袁就背起行囊
去了野外一线袁克服了如厕难尧蚊虫多尧体力弱
等困难袁跟着师傅们爬沟越梁袁迅速成长遥 2013
年袁她就成长为技术骨干袁编制了叶陕西省黄陇
侏罗纪煤田陇县李家河勘查区勘探地质报告曳
水工环部分遥在人生处于低谷时袁她哭过尧急过袁
然而哭完尧急完之后袁她继续请教师傅尧查阅资
料袁完成修改遥最终袁该报告荣获了野中国煤炭工
业协会第十八届优质地质勘查报告一等奖冶遥
2017 年袁她牵头申报的野彬长矿区白垩系地下
水动态与矿井安全的数值模型研究冶袁经过反复
摸索和实践袁也获得建模并验收成功遥

这些年来袁她累计编制各类报告尧设计尧标
书 70余件袁逐步由新手成长为技术骨干尧技术
负责人遥野陕西省五一巾帼标兵冶的获得袁绝不是
她的运气袁而是她多年不停努力,才有的野幸运冶

结果遥

努力取得野幸运冶
生活中的我们袁都是普通的大多数遥虽然无

法成为梅耶窑马斯克那样的名人袁但是只要我们
不停努力袁努力工作尧努力生活袁也能得到自己
人生的野幸运冶值遥

刚结识刘伟时袁 就被她身上的那种冷静坚
毅的气质所打动袁一直以为她生活在事事顺心尧
生活安逸的环境中遥 可是后来才知道她连续十
多年处于人生的困境袁 母亲多年病重袁 孩子幼
小袁 工作繁重噎噎但她从未向任何人透露 袁默
默在公司尧医院尧家庭尧学校之间奔波袁父亲有时
候看她辛苦袁都忍不住流下疼惜的眼泪袁但是她
都咬牙坚持了下来遥
多年来袁她逐步成长袁多次荣获陕煤地质集

团的表彰奖励袁 并被提拔为陕西省一九四煤田
地质有限公司行政办公室主任遥她靠多年努力尧
不懈奋斗袁取得了这些野幸运冶遥

其实袁生活中袁用心对待每一件野小事冶袁把
每件野小事冶做到最好袁也能收获一份成功和野幸
运冶遥比如袁把乒乓球练到业余中的专业水平袁把
演讲练到业余中的专业水平袁 把舞蹈练到业余
中的专业水平噎噎赢得比赛尧赢得演讲尧赢得表
演的掌声袁也是生活中的野小幸运冶遥 野小幸运冶积
攒多了袁野大幸运冶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到来遥
只要我们用心努力袁 去把握人生中的 野幸

运冶值袁美好终将重逢袁幸福必将同行遥

殷 王晓云 渊陕煤地质一八六公司冤

努力与幸运
努力是幸运的因袁幸运是努力的果遥常言说袁越努力袁越幸运遥只有不懈努力袁才能有野幸运冶的

降临遥
要要要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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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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热源
渊第 1066期冤
叶青山撞入怀曳
喻惠婷摄
渊浙江局冤

殷 李 华

渊江西核工业测绘院集团有限公司冤

煤地颂
莫言桃李成蹊易袁 芳华正六十九年遥
不畏辛苦山林走袁 舍家立业乌金探遥
丹心未泯争日新袁 敢为煤地谋新篇遥
百年风华世所稀袁 盛会犹须马扬鞭遥

殷 胡英莲

渊内蒙古煤勘集团煤建总公司冤

有这么
一群人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与绿油油的山田相依袁有清澈的山水为伴
还不时能听到小鸟在树上尽情地歌唱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要不停歇地翻过这座山
穿过这条溪到山的那头

还要背着仪器前行在人迹罕至的道路中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在夏日酷暑中挥洒汗水
在寒冬腊月里坚守岗位

连休息时耳边都常伴有钻机轰鸣的响动声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默默远行袁执着坚定
他们踏踏实实袁艰苦创业
他们顽强拼搏袁奋发向上

有这么一群人
大山能见证袁江河能诉说
风尘仆仆袁忙忙碌碌
同甘共苦袁找矿勘探

把青春奉献给地质事业无怨无悔

大城三月春未然袁狂风卷草沙满天遥
戎装赴工志气满袁披星戴月意犹酣遥
机声隆隆响四野袁红旗猎猎冻不翻遥
安得倚天抽宝剑袁探地取芯磐石穿遥
浆清水澈秋毫察袁星罗棋布岩芯编遥
铁杆若人心连心袁钢钻似刀锐锋寒遥
三提三下如用兵袁步步为营凯歌还遥
精忠为国寻贵宝袁不得万吨誓不还遥

殷 王光普 渊河北局水文队 冤

钻机感怀

有一种香袁 既有烟火气袁又
有阳春白雪般的高雅清新遥它时
而高远袁时而亲昵袁时而粗犷袁时
而细腻遥沁人心脾的书香袁浸润
我心遥歌德曾说过袁读一本好书袁
就像和一个高尚的人谈话遥一本
好书袁可以使我们从智者的叮咛
中顿悟人生的真谛遥

童年是我们人生
中最朝气蓬勃的时期袁
稚嫩的心总会编织最
纯真的梦遥童话就成了
我的好朋友遥用稚嫩的
小手指着文字上的拼
音袁仿佛置身于童话里
梦幻般的世界中袁幻想
着雄伟的城堡尧美丽的
花园和离奇的秘密遥在
童话中睡去袁童话也走
进梦里袁我的心浸润在
天真美好的童话里遥

少年时期袁随着年
龄的增长袁我开始阅读
科普作品遥读叶十万个
为什么曳袁 我了解到了
生活中的许多科学现
象曰读叶昆虫记曳袁我进
入了昆虫的世界袁观察
着它们的劳动与生活曰
读叶鲁滨逊漂流记曳袁我
的心仿佛开始与鲁滨
逊一起流浪袁在孤岛上
经历凄风苦雨噎噎知
识随着书香飘进我心
中袁 开拓了我的视野袁
满足了我对知识的渴望遥浸润在
浩渺无穷的知识海洋中袁我感受
到了增进丰富见识的幸福遥

工作后袁单位每年都会举办
野书香三八冶 活动袁 推荐许多好
书袁供大家阅读参考袁我们一起

交流读后的感想遥作为一位政工
人员袁 为了提高写作方面的能
力袁 我会多读一些公文写作尧写
作规范与技巧之类的书袁 多积
累袁储备大量的词汇袁将理论与
办公实际相结合遥

初为人母时袁除了喜悦和幸
福之外袁 更多的是担
忧袁 担心我不能成为
一个好的母亲袁 不能
更好地引导孩子成
长遥 偶然机会读到了
叶傅雷家书曳 这本书袁
傅雷在书信中对儿子
大到人生事业尧 小到
吃饭穿衣花钱袁 事无
巨细袁关怀备至遥我亦
体悟到其中的家庭教
育之道遥 等孩子长大
一些后袁 我会每天抽
出时间陪孩子一起阅
读袁 睡前听他感兴趣
的动画故事袁 不断增
进了亲子感情袁 还增
加了孩子对其他事物
的认知和理解袁 而且
能不断增强孩子的自
学能力和阅读能力遥

高尔基曾经说
过袁野书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遥冶 莎士比亚说
过袁野书是全世界的营
养品遥冶当我悲伤难过
时袁捧一本书袁让悲伤
在文字里栖息曰 当我

感到迷茫时袁捧一本书袁走进书
的世界里袁 让它为我指明方向曰
当我心烦意乱时袁 捧一本书袁进
入书中袁让它把我浮躁的心归于
宁静遥书香袁似涓涓细流浸漫了
我的情愫袁心在其中徜徉遥

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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