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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曾经说过院野秋天袁这北国
的秋天袁若留得住的话袁我愿把寿命
的三分之二折去袁换得一个三分之一
的零头遥冶在文学大师的笔下袁秋天更
像是一位艺术家遥香山的红叶尧钓鱼
台的银杏尧陶然亭的芦花噎噎北京这
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迷人古都袁在
秋天显得尤为美丽袁它正在用色调抚
慰浮躁的灵魂袁涤荡积垢的内心遥

北京于我来说是每年都会去的
地方袁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匆袁从未来
得及细细品味它的秋之美遥天高气爽
的季节里尽是黄得透彻的叶子袁遇上
起风袁片片黄叶随风飘落袁并不让人
觉得萧瑟袁只想感叹好个秋色遥
每每从胡同口穿过袁大爷早起拎

着鸟笼就出去了袁大妈骑着三轮车拉
着新鲜的蔬菜瓜果回来袁偶尔还能听
到小贩走街串巷的叫卖声袁那才是真
实的人间烟火遥我喜欢在胡同里串来
串去袁 胡同里的秋更有历史的韵味遥
二条的清朝重臣松筠宅袁四条的楚图
南故居尧廖沫沙故居袁五条的清代大
臣裕谦宅袁六条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
宅袁七条的大军阀阎锡山宅袁八条的
叶圣陶故居等袁 那一座座深宅大院
里袁 藏着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遥你
看那大爷尧 大妈坐在门槛上喝茶尧打

趣尧聊天袁说着仿佛捧哏逗哏的相声桥段遥你也能看到高高
的湛蓝的天空袁 家雀儿站在电线上排成一排袁 偶尔白鸽飞
过袁 还有槐树下透出的阳光和墙根里不知名的野花遥 你知
道袁秋天来了遥北京秋天的阳光出奇的干净袁那明晃晃的阳
光打在黄澄澄的扇形银杏叶上袁特别的赏心悦目遥

我在秋日的微风与阳光中骑着单车穿行于胡同里袁在
古代建筑中漫步袁犹如触摸到了厚实而真切的历史的肌肤袁
处处是被光阴打磨过的痕迹袁时光在这一刻放慢了脚步袁远
古之风扑面而来遥清朝建筑朴实无华尧气势沉雄袁周身都是
岁月的雕刀刻下的风霜的皱褶袁殿脊上的饰物阅尽沧桑袁依
然保持着头角峥嵘的雄姿遥
如果在外秋游实在是累了袁想吃些暖和的袁热腾腾的火

锅像红的黄的秋叶一样袁会带给你温暖的气息遥夕阳斜照袁
万象微醺袁天边晕染着最后一抹晚霞袁暮色中的京城袁不经
意间袁如水的夜色潮涌而来袁华灯初上袁幢幢灯影已成为夜
色中一帧朦胧的剪影遥
古都的深秋袁像一首美丽的诗句袁这样的季节尧这样的

风景总让人沉醉遥
我爱北京的秋袁 因为它像一段初恋袁 纯粹而美好曰 我

爱北京的秋袁 因为它唯美得就像一幅美好的画卷袁 充满诗
情画意遥

深秋之夜
当人们都沉睡于甜美的梦乡

我们

一群地质勘探钻工
依然坚守在戈壁钻探施工现场

钻场灯火通明
机声隆隆打破了戈壁的宁静
钻头飞转向地层深处钻进

我们任劳任怨
坚守在各自工作岗位

深秋天气突变
雷电交加

一场意外的风雪
肆无忌惮地吹打着我们的身体
刺骨的风雪冰冷不了我们的热情

因为我们肩负着时代的重托

难忘的风雪之夜

考验着我们的意志
时代的钻探健儿无怨无悔

我们不忘初衷
锲而不舍地完成肩负的使命

殷 张永强 渊甘肃局一四九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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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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缘缘员要缘缘远远园怨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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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下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袁 被誉为中国 野天
眼冶 的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刚度过它一周岁
的生日遥 然而就在中国 野天眼冶 落成启用一周年纪
念日的前夕袁 野天眼冶 之父尧 FAST首席科学家兼
总工程师南仁东老先生袁 静悄悄地离开了我们袁 离
开了这个喧嚣的世界袁 一如既往的低调遥 低调不是
简单的谦虚袁 更不是卑微袁 它是一种大度袁 也是一
种情怀遥 南仁东用自己的一生搭建了一座让人类加
快探索宇宙步伐的桥梁袁 可他的名字未必比那些镁
光灯下的明星更让人们熟知遥

在历史的长河中袁 人类的辉煌是由先哲们架设
的无数条雄伟的桥梁构成袁 而中华文明则是这条河
中耀眼的明珠遥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一统袁 从诸子百
家到资治通鉴袁 先贤们用深邃的思想尧 敏锐的洞察
力不断引领着我们遥

时至近代袁 外敌入侵袁 国破家亡袁 万千百姓忍

受着倒悬之苦袁 江山社稷遭遇着累卵之危遥 在这
时袁 出现了由孙中山尧 宋教仁等人领导的中国同
盟会袁 革命先辈以超凡的热情尧 昂扬的斗志袁 前
赴后继袁 寻找救国之路遥 可这条路曲折难行袁 且
充满诱惑遥

治国者当以天下苍生为念遥
革命之火并未熄灭袁 它到了井冈山袁 到了延

安遥 随后袁 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袁 共产党人用
共产主义的信念袁 凭着无产阶级的理想袁 给华夏
儿女搭建了一条通往新中国的桥梁遥

胜利者袁 不是赢在起跑线上袁 而是赢在了转
折点遥

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成立袁 从一穷二白到现
代化强国袁 这条路仍然曲折难行袁 仍然充满诱惑袁
可中国共产党以民为本尧 以史为鉴袁 在黑暗中谨
慎前行遥

作为一名普通的 80后共产党员袁 我生活在一
个火热的年代袁 这个年代没有战火的硝烟袁 有的是
日新月异的发展遥 眼见着中国从农业大国成为世界
制造业第一的工业强国袁 以及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尧
高铁交通网的布设尧 无现金社会的到来袁 这些硕果
让先进的 野天眼冶 也变成了沧海一粟遥

中国的发展源自我们每一个脚踏实地的五年计
划袁 源自我们每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袁 源自无数
个像南仁东一样默默付出的学者袁 甚至源自无数个
叫不上名字的快递小哥遥

新时代已经来临袁 党的十九大是一个契机袁 也
是一个起点袁 更是一座新的桥梁遥 有时候袁 一个人
总看着远处的风景袁 就容易忘了近处的人生遥 没有
几个人能复制南老师的丰功伟绩袁 我们却可以让自
己的生命不再成为蜡烛袁 而是成为火炬袁 照亮别人
前袁 先照亮心里的路袁 找准心里的桥遥

殷 高 旭 渊河北局物测队冤

找 准 心 里 的 桥
殷 张昱煜 渊江西局二二七队冤

永定土楼要要要
大山深处的凝重表情

银杏叶沁着鲜活的金黄袁 风一吹袁
一把把袖珍小扇子触手可及遥柿子挂在
树上袁密密麻麻的袁由黄灯笼变成红灯
笼遥在这浓浓秋色里袁我来到了福建省
龙岩市永定袁只为看一看土楼遥

六个多小时的长途车程袁在橙黄橘
绿的时节袁我终于来看土楼了遥到永定
洪坑袁已是傍晚遥

秋夜袁山里明显有点凉意袁同行者
急急忙忙前往入住的山里客栈遥我有意
慢行袁有意识地营造独自感悟夜宿土楼
的别样滋味遥

此时袁 我的双脚已经踏在这个 5A
级景点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上遥 月色下袁
芭蕉树的影子风姿绰约袁仿佛只为款待
我一人遥紧接着袁有狗吠袁有虫鸣袁有关
门的吱呀声袁就是没有看到人影遥

其实袁夜色里袁我并没有看清楚那个
野庞然大物冶的庐山真面目袁只是经常浏
览有关土楼的图片袁凭印象猜测而已遥

把行李放好袁顾不上洗漱袁我们来
到四楼平台上俯瞰刚才看到的土楼遥此
刻袁在高悬的圆月之下袁土楼安静得像
天堂袁我兴奋得像个孩子遥

考虑到第二天吃过早饭就要离开袁
我和爱人商量袁必须今夜看看土楼袁找找
与土楼夜晚邂逅的另一番感觉遥

就这样袁夜色里袁凭着手机的微光袁
我们一点一点接近着土楼遥

走近才知道袁 我们有幸亲近的土
楼袁 是有着 野土楼王子冶 之称的振成
楼遥 在游记中袁 描述振成楼的文字也是
最多的遥 它建于民国元年 渊1912 年冤袁
由洪坑林氏 21世林鸿超兄弟花费八万
大洋袁 耗时五年多才建成遥 振成楼俗
称 野八卦楼冶袁 以奇特巧妙的设计尧 科
学完善的功能设置尧 中西元素的完美结
合尧 精雕细琢的制作手艺尧 丰富博大的
文化内涵袁 被誉为 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神话般的山区土楼建筑冶遥

就着皎洁的月光袁静静地近观和远
眺袁那怦然心动的感觉袁只有我自己感
觉得到遥那原石垒起的基脚袁那厚重的
土墙袁那小小的木窗袁那大大的屋檐袁构
成了土楼凝重的表情遥

第二天袁趁夜色还没褪尽袁我们就
起床了遥 踩着振成楼吱呀作响的木楼
梯袁我们爬上四楼遥此时袁我的内心充满
敬意袁感叹于这个宏大的建筑工程的精
美绝伦袁 感叹于天人合一的居住设计袁
感叹于精益求精的细节表达遥

此时袁 大红灯笼和褐色屋檐是绝
配袁 厚实的砖墙和窄窄的拱门是绝配袁
砖墙上的文字和岁月是绝配袁我的心情
和低飞的麻雀是绝配袁孩子的啼哭和晾
晒的尿布是绝配袁晾晒的红辣椒和竹编
的圆箕是绝配遥

我注意到袁振成楼每个小小拱门的
青砖上都刻着汉字袁 我仔细辨认着袁任
凭怎么猜测袁 也解不开其中的密码遥其
实袁整个土楼的一砖一瓦尧一梁一檩袁自
有玄机遥它端庄安详的模样袁憨态可掬
的神情袁如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媪袁让人
敬重而温暖遥

万物之于自然袁烟火之于人间浴
进入土楼袁 这里不再是导游口中

的名胜古迹袁 而是有滋有味的百姓生
活画面遥

跨入振成楼的大门袁罗马柱在桂花
的香味中袁泰然自若袁八卦井经历岁月
的侵蚀却毫发无损袁中西合璧的建筑风
格营造出富丽堂皇的野洋土楼冶袁让人叹
为观止遥

细问旁边卖土烟的大娘袁她说土楼
是用当地的生土掺入石灰尧红糖等夯筑
而成袁结实着呐浴此时袁我脑海里立马闪
现出几个成语院固若金汤尧坚不可摧尧铜
墙铁壁遥

土楼内袁正对着大门的祖堂袁是全
楼人婚丧喜庆和祭祖的中心遥 难怪袁有
外国专家说袁这里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
力的世界袁在这里袁色彩尧明暗尧声响袁再
加上人与畜禽的交相辉映袁形成了一曲
自然舒展的交响曲遥

振成楼的楼名袁 是为纪念先人富
成公尧 丕振公父子而命名的遥大门对联
野振纲立纪袁成德达材冶袁寓意着大国小
家袁都要遵纲守纪袁教化造就德才兼备

之人遥
楼内永久性题刻的对联有 12副之

多袁进入大门可见野干国家事袁读圣贤
书冶的大对联袁时时处处提醒后人见贤
思齐尧读书报国遥

穿着蓝涤卡布的林大爷袁 面庞黝
黑袁眼神泛着亮光遥从呱呱坠地到古稀
之年袁他一直生活在土楼里遥我们眼前
的一草一木尧一砖一瓦尧一盆一罐袁对他
来说袁是那么的熟悉遥这里袁藏着太多的
喜怒哀乐曰这里袁是他从先人手里接下
来的家遥

说实话袁我的内心还隐隐地藏着一
个念想袁就是想看看大雨落在土楼的青
瓦上袁形成圆形水帘的壮观场面袁可惜
天气晴好袁没能如愿遥

泥在袁土在袁瓦在袁砖在袁家在袁心
在袁那些柔慢尧淡香的时光袁支撑着烟火
人家的日子袁真美浴

在永定袁见得最多的是方形土楼和
圆形土楼袁每一座都上接青天尧下临沃
土尧威武霸气袁让人感觉到不可能的可
能袁就发生在眼前遥

其实袁作为北方人袁我对土楼一直
是充满敬畏和亲近的遥客家人从中原一
路南迁袁为逃避战乱袁在深山里建起这
么多庞然大物袁本身就是奇迹遥

在永定湖坑镇南江袁我们遇见了土
楼群袁23座土楼形态各异袁有长方楼尧正
方楼尧圆形楼尧八卦楼和簸箕形楼袁多为
明清时期的土楼遥在木瓜树下袁一个缠
着头巾的大姐拍着木楼梯说袁这座土楼
年纪最大袁有 400 多年了袁要是挂上红
灯笼装饰一下袁不比那边的差遥我再一
次打量着木楼梯袁岁月如梭袁木楼梯上
早已磨出了一个个深深的凹窝遥

400多年袁去尽尘嚣袁那一角飞檐袁
究竟勾住了多少明月清辉和寒来暑往钥
万古烟霞袁那一袖的浮云袁笑看了多少
人丁兴旺和春华秋实钥

在椭圆形的天一楼袁我们和正在吃
早饭的江应先老伯攀谈起来遥我问他祖
上来自北方哪里袁 他说家谱有记载袁祖
上来自山东济南袁300 多年前袁 一路辗
转袁终于在这里落地生根尧繁衍生息遥

再一次抚摸厚重的土墙袁我心里升
起这样的感叹院这耗时三至五年才能筑
起的土楼袁需要多少生土尧多少红糖尧多
少石灰尧多少竹片尧多少木条尧多少心血
和汗水尧多少执着和毅力尧多少期盼和
等待尧多少豪迈和大气浴这大山里的凝
重建筑群袁让人感觉到劳动人民的伟大
和无所不能遥

再看一眼土楼袁我似乎看到了一个
个汗流浃背的劳作背影袁那些与泥土打
了一辈子交道的客家人袁早已经长眠在
泥土里遥是他们袁用一双双手袁创造了东
方建筑的奇迹遥

一座土楼袁迎娶着多少新嫁娘羞涩
的神情钥 迎接了多少新生儿的啼哭声钥
送走了多少老人的安详长眠钥 此刻袁天
静袁地静袁我的心袁一点都不安静遥

一座土楼袁就是一部人类几百年的
奋斗史袁就是一个见证时光荏苒的留声
机袁就是一帧有滋有味的乡俗画面遥

乡愁迟早会退出生活遥75岁的江应
先老伯很是健谈和爽快袁现在袁他是野天
一楼冶最年长的守护者遥我估摸着袁随着
时代的发展袁经济的繁荣袁留在土楼的
原生态居民会越来越少袁随着景区的开
发袁可能越来越多的经商户会在土楼里
安营扎寨袁只是袁那时的土楼袁还是真实
的土楼吗钥

前年袁我去欧洲旅游袁在意大利古
罗马袁到处都是老建筑袁那厚重的石头袁
那大大的窗户袁 那精美绝伦的雕刻袁让
人在品味建筑的同时袁读着时光荏苒的
味道遥历史的美袁人文的美袁岁月的美袁
都在凝固的石头上默不作声袁又灼灼其
华遥导游说袁这些保存完好的建筑是要
让 300 年前的故人袁 还能找到回家的
路袁还能找到熟悉的家门遥那一刻袁我眼
睛里盈着泪花遥

这一次袁在永定土楼群袁看到三四
百年的老屋袁 我的内心更是激动不已遥
养育了十几代人的土楼袁 值得敬佩袁我
有幸触摸到土楼的肌肤和纹理袁那怦然
心动的感觉袁用文字也难以表达遥

所谓真读书袁就是当你读一本好书时袁要深
刻领会其中的含义遥 其实读书就像自我保健一
样袁而书就是野保健品冶遥好好完善自己袁先把书读
厚袁再把书读薄袁做到真读书袁把书中的感悟运用
到生活或是工作中袁这样不但可以提升自己的品
味袁还可以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遥

所谓读好书袁 就是根据自我需求有选择地
去读书遥读书没有好坏之分袁所谓的野好冶也就是
是否适合自己遥 一本好书会让你在短时间内获
得最大的能量袁 不仅少走了弯路袁 还提高了效

率遥否则袁不但适得其反袁还会消磨掉你宝贵的
时间和精力遥

所谓喜读书袁就是勤于读书袁培养读书的兴
趣遥当你选择一本书袁你会在读书的过程中产生
兴趣袁这种兴趣会不断促使你去将它读完遥也就
是说袁你喜欢它袁它就有存在的价值遥

读书袁不仅让我对书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袁
而且还厘清了头绪袁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遥

让我们努力读书袁做到真读书尧读好书尧喜
读书浴

殷 王 璇 渊陕煤地质一八六公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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