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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在修养中的韵味

叶厉害了袁 我的国曳 这部全国热映
的电影我期待很久了遥 影片开场镜头
中展现的在蓝天碧海映衬下的跨海大
桥袁 如一条巨龙蜿蜒到天际袁 我的思
绪也随之飘向蓝天遥 今天的我们真正
做到了 野可上九天揽月袁 可下五洋捉
鳖袁 谈笑凯歌还冶遥 跟随镜头的推移袁
沿着社会主义这条康庄大道,领略祖国
翻天覆地的变化袁 我禁不住为大中华
点赞遥

叶厉害了袁 我的国曳 从圆梦工程尧
创新驱动尧 协调发展尧 绿色中国尧 共
享小康尧 开放中国等视角袁 全方位展
现了我国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
非凡成就遥 影片通过那些辉煌成就的

缔造者们的亲自讲述袁 将 野上天揽月冶
野下海捉鳖冶 的伟大壮举一一呈现在观
众眼前遥 不煽情尧 不说教袁 影片只是
点 野燃冶 生活日常经历袁 把普通人在
普通岗位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搬上了大

屏幕袁 亲切自然地讲述我们老百姓在
各行业尧 各领域撸起袖子加油干尧 努
力建设幸福生活的点点滴滴和平凡故

事袁 予人深刻启迪袁 使人感到片中那
些里程碑式的成就是那么可亲可敬浴

当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

镜 FAST尧 全球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
野蓝鲸 2号冶尧 玛旁雍错旁迁徙的藏羚羊
呈现在大银幕上时曰 当磁悬浮列车尧
5G技术等由我们坚守梦想的工程师尧

科学家研发成功时曰 当一个个大国重
器尧 中国桥尧 中国路尧 中国车尧 中国
港尧 中国网等举世瞩目的成就扬我强
国国威时袁 瞬间我的眼眶就湿润了遥
整齐划一尧 气势如虹的军人风姿袁 辽
阔海域上装备精良尧 势若雷霆的海军
风貌袁 让人热血沸腾尧 慷慨激昂遥 厉
害了袁 我的国浴

今天的中国激光技术世界第一袁领
先全世界十年以上曰世界修建难度最大
的高原铁路建设技术尧世界跨度最大的
杭州湾跨海大桥尧领先世界的沙漠治理
技术尧 防治 SARS 病技术世界第一水
平尧被世界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超级
稻等遥一项项世界前沿技术的前面都冠

上了野中国冶字样遥这些之于当代青年
人袁使我们今天的爱国已不仅是勿忘国
耻袁而且是乘着社会主义新时代这艘大
船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袁让更多的领
域冠上野中国冶字样遥

伙伴们袁 我们要像影片中的工程
师尧科学家尧拓荒者们一样袁坚守梦想袁
立足岗位袁不懈努力袁做一个奋斗者尧奉
献者和坚定者袁 让祖国更好地发展起
来袁更快地进步兴旺起来遥

梦已起航袁让我们野撸起袖子加油
干冶袁一起走在圆梦的路上遥正如影片中
港珠澳大桥岛隧项目总经理林鸣所言院
野只要你想怎么干袁我们国家现在袁都有
能力袁能够干成浴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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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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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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觉得在春天不做点什么袁就像是在挥霍生命钥
有的人承受不了夏的炎热尧 过于感伤的秋的悲凉袁躲

着冬的凛冽与风霜遥那春天呢钥春为少阳袁如人生之丁壮袁
蓄力而待发袁乃万物复苏之时袁群芳争艳袁百鸟齐鸣袁日丽
风和袁更有江南梅雨袁诗画桥廊袁每一种都能编织一个梦
境袁让人神游往之遥

上有天堂袁下有苏杭遥
虽然从地理上划分我是一个北方人袁但性格和心却像

南方人遥江南的春尽是温柔袁她的雨袁她的风袁她的百鸟和
花香袁都像是在抚摸你一样遥
我去过几次江南袁那应该也是早春时候袁在一个古镇遥

那里有很多廊桥袁桥下有船在穿梭袁廊间有人在眺望遥房子
依水而建袁青瓦白墙袁挺立在闹市之中遥街上挺热闹袁两侧
门店的木排门隐有岁月的痕迹遥小贩在卖力地吆喝袁街上
人来人往遥各种民间手艺尧街巷小食尧新鲜玩意儿都能在这
里见到遥

记得那里有几处文人居所袁 多是小园林袁 林中有碧
池袁 上作假山袁 山上有几处迷你的人造野墅袁 站在画廊
远观袁 真是 野红尘冶 尽揽眼底遥 走廊设计得很有情调袁廊
顶绘制有野鹤尧 云彩及各种我这个外行看不懂的图案遥廊
柱一般都是用红漆涂上袁柱子之间有歇脚的坐台袁走廊大
多环院而建袁院子由六角菱形的石门相连袁石门两边是石
花窗遥我走马观花式地转了一圈袁也能体会到这间居所原
主人的闲情雅致遥

古镇依旧保持着前时的繁华遥
很喜欢江南街巷的青石小路遥南方的青石小路非常有

诗意袁多少会让人想起戴望舒的叶雨巷曳袁也会想着遇到一
个丁香一样的姑娘袁撑着油纸伞从身旁走过遥你仔细感受
过江南的雨吗钥尽是温柔袁就像江南的女子袁温婉如玉袁让周围的环境很亲昵袁似
情非情袁又结着缕缕忧愁遥天是阴的袁远处不高的山袁近处柔弱的柳袁湖畔模糊的
人影袁仅仅是她的素手一墨遥我想袁我或许想遇到的不是那么一个姑娘袁而是这
一种感觉吧遥

有的人受不了梅雨的黏腻袁那他应该喜欢西安的雨遥西安袁虽然在夏季吝啬
了一点袁但在春天还是挺慷慨的遥绿叶新裁袁是春天给我们最好的礼物遥比起江南
梅雨的黏人袁西安的雨更像是一个落落大方的姑娘遥当然袁她们有一个共
同点袁那就是温柔遥去往郊区袁与她邂逅在偏山
一隅袁寻一座寺庙袁找一处屋檐袁对
案听茶袁听听她的声音袁给她讲讲你
的故事袁交心袁就像对自己的恋人遥

南北的春袁都赋予深爱她的人她的
性格袁也会给予她的美丽尧她的忧愁遥我独爱
她的雨袁你呢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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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脚使劲一踢

沙子下起了细雨
小手轻轻一扬
沙子坐上了清风

抱着扫把作舞伴
来来回回
舞动着朵朵快乐的心情

涂抹着满地乐此不疲的笑容
攥着沙子当流水
嘟嘟嚷嚷

嘴里嘀咕出哗啦啦的音符

播撒下颗颗童真的种子

每一个孩子
都是沙中世界的小小创世者

纯洁的瞳孔如太阳般温暖
赋予每一粒沙子五彩缤纷的梦想

前不久袁我参加了安全生产管理
知识考试遥考试结束后袁回到办公室袁
坐在桌前我久久不能平静袁陷入思考
之中遥我认为考试是一种形式袁在考
试中取得好成绩袁只能说明你对这次
考试的内容掌握得比较准确尧 全面遥
试题之外的知识还有很多袁需要我们
不断地努力学习掌握遥

一次考试并不意味着全部袁就像
人的一生要经历许多大考一样袁关键
在于你对待考试的态度袁是认真准备
还是敷衍了事遥认真准备就能取得好
成绩袁敷衍了事就会一塌糊涂遥

对待领导交办的工作袁就像对待
考试一样遥认真对待考试你就会充分
调动大脑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
能袁 利用所学的全部知识进行解答遥
对待工作也是如此遥

如何把工作做好并交出一份合

格尧满意的答卷袁考验的是我们对待
工作的态度和能力遥如果你有能力而
不去认真对待工作袁就交不出完美的
答卷曰如果你能力不是很强袁又不努
力准备袁就交不出合格的答卷曰如果
你能力不是很强却认真去准备袁即使
交出的答卷并不完美袁但你对待工作
的态度依然值得称赞遥一个人的能力
固然重要袁但是态度更重要遥能力不
强袁只要态度端正袁努力踏实去做尧去
学袁就能在做与学的过程中锻炼提高
自己遥

工作如考试袁 我们须努力遥 如
果我们端正工作态度袁 认真地做好
每一项工作袁 就如同认真对待每一
次考试一样袁 那么我们的工作就会
不断地进步袁 自己的能力也会得到
锻炼和提高袁 就会交出一份份合格尧
满意的答卷遥

又一场春雪不期而至袁 站在窗
前袁 分不清是飞花还是飘雪遥 沉浸
在那日的炎炎之中神思恍惚袁 还未
清醒却又懵懵懂懂洒来一场 野花
事冶袁 是四月的芳菲不够热烈钥 还
是雪花欲与春争钥 寒来尧 暑往袁 这
一刻诠释得淋漓尽致遥

我想我懂了袁 黛玉葬花 野质本
洁来还洁去冶 中饱含着对生命的尊
重与怜惜曰 我想我懂了袁 林徽因
野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袁 是燕在梁
间呢喃遥 你是爱尧 是暖尧 是希望冶袁
倾诉着对生命的期盼与热爱遥

飞雪飘零袁 飞花轻舞袁 遇见
竟是如此曼妙袁 本来分属两个世
界袁 却因缘分而相遇袁 相遇的瞬
间便是刹那的永恒浴 春之飞雪落
地的瞬间便是一场灰飞烟灭袁 赴
汤蹈火地赴约只为滋养另一个飘
落的灵魂遥 或许袁 世间最美的相
遇就是这样 野零落成泥碾作尘袁
只有香如故冶 吧浴

生命之短袁 短如一季花开曰
生命之短袁 短如一片雪落遥 韶华
易逝袁 岁月无情袁 明知终将相隔
着花开花谢袁 然而袁 在无法预知

的某一刻相遇袁 你依旧是我最深情
的一首诗遥

曾经袁 为一朵花开欣喜袁 为
一片雪落低眉袁 柔情似水中清清
浅浅也莫名伤怀袁 许是前世的一
棵树站在时光的路口等待一场萍
水相逢遥

等待一场雪飘零尧 花飞舞袁 是
幸福曰 遇见一个相似的灵魂袁 是幸
福曰 守着一段冷暖交织的光阴袁 亦
是幸福遥 野人间四月芳菲尽袁 山寺
桃花始盛开遥冶 纵然花落有期袁 纵
然雪落无声袁 终有他日的重逢遥

你是否留意过袁 数字在人的修养尧涵
养中有着奇妙的意义和韵味遥

比如袁从一到十袁既是数的累积袁也是
量的增加和质的延展遥

成语中有大量数量词的运用袁以反映
和表达不同情况尧不同境遇尧不同性质尧不
同状态下的种种情形遥特别是在心理活动
和变化上袁数量词在展现人的修养和涵养
上有着独特的魅力遥

野一身正气冶与野一念之差冶遥前者袁看
似是说外表袁而实质透射的是内心的正大
光明和刚正不阿袁 正是良好的修养与涵
养袁才散发出夺人目光的气场遥而野一念之
差冶则简洁明了地道出了失败的缘由遥

野两袖清风冶与野两面三刀冶遥前者袁喻
指廉洁自律和奉公守法袁 看似是说外表袁
实则是内心袁是谨遵法纪尧严格自律袁是个
人修养遥野两面三刀冶袁不用多说袁字面就显
露了人品与修养的优劣遥

野三思而行冶与野三心二意冶遥这两个都
是典型的描述心理活动的成语遥 事物的复
杂性尧多样性和特殊性袁决定了成熟尧理性
的人在做决策尧办事情前应有的科学态度遥
应当说袁野三思而行冶不是犹豫不决袁也不是
没主意袁而是慎重行事的作风遥野三心二意冶
则不然袁最起码是不踏实尧不专心尧不坚定遥
就一般意义而言袁也是修养不够的表现遥

野四海为家冶 与 野四体不勤冶遥野四海为
家冶从正面说袁此胸怀和视野袁其本身就是
修炼的结果袁就是自觉修养修为的结晶遥而

野四体不勤冶则明白无误地说明了懒惰和不
求进步袁其修养如何不言自明遥

野五湖四海冶与野五谷不分冶遥野五湖四
海冶是一种境界袁而境界的潜台词是胸怀
和修养遥没有那样的境界就不会有那样的
视野和胸怀遥野五谷不分冶袁 虽然不能说是
修养不够袁人有所专袁事有所做袁但一般的
社会基本常识是应当了解的袁不然贻笑大
方就在所难免了遥

野六六大顺冶 与 野六神无主冶遥野六六大
顺冶是一种期许和祝福袁其心里的愉悦是不
言而喻的遥野六神无主冶则表达了心慌意乱袁
不能镇定和无法把持的情况遥 其在修养方
面看似关联不大袁但隐含之意是清楚的遥

野七情六欲冶与野七上八下冶遥每个人都
有七情六欲袁鲁迅先生说野无情未必真豪
杰袁怜子如何不丈夫冶袁所以袁野七情六欲冶
中包含了更微妙的修养要求遥野七上八
下冶袁 面对情况一时拿不定主意或忐忑不
安袁每个人都有过袁它没有直接涉及修养
的问题袁但它间接地反映了人的修养和涵
养水平遥

野八面威风冶与野八面玲珑冶遥从积极方
面说袁野八面威风冶是胜利者的写照遥从消
极方面说袁则是一种虚假和漂浮袁但两者
的心理是一样的遥野八面玲珑冶袁 应当说是
一种能力袁 但它浸润了太多投机心理袁沉
淀了太多历练和乖巧圆滑遥

野九天揽月冶 与 野九九归一冶遥野九天揽
月冶袁其本意展示的是壮志豪情袁此志向修

养不容置疑地让人起敬遥而野九九归一冶看
似是一个过程的结束袁但蕴含着有始有终尧
善始善终袁是一个全过程的反思和认识遥

野十全十美冶袁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完美
的结局袁是从思想到行动尧从开始到结束
的理想实现遥

人的一生袁既是一个成长过程袁也是
一个学习过程遥野活到老学到老冶袁 不是一
句空话袁而是真话尧实话遥纷繁复杂的大千
世界充满各种诱惑和魅力袁学什么袁不学
什么袁注意什么袁防止什么袁都有十分深奥
的道理和学问遥

数字成语饱含的思想和意义袁是很值
得玩味尧深思和警醒的遥

人袁应当一身正气袁不忘初心袁要谨防
一念之差袁走好人生之路曰要两袖清风尧坦
坦荡荡袁不要两面三刀遥

人袁要立志高远尧胸怀天下尧五湖四海袁
不要五谷不分袁更不要五迷三道袁越是在春
风得意时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遥要有野更喜
岷山千里雪冶的激情袁更应当有野三军过后
尽开颜冶的喜悦尧自省和坚定遥

人袁要自信袁不要自负袁要保持英雄主
义情怀袁想庙堂之事袁尽匹夫之力袁不要八
面威风尧耀武扬威遥

人袁要善始善终尧善作善成袁既要敢九
天揽月袁更应当九九归一袁切记野行百里者
半九十冶的教训遥

数字成语袁值得咀嚼袁能让你获得无
穷的滋养遥

殷 房永雯 渊福建省一二一大队冤

一沙一世界

殷 梁彩霞 渊山西局一一五院冤

人间四月芳菲尽

殷 季玉富 渊黑龙江局二〇四队冤

工作如考试
我们须努力

灯火万家四方静袁
唯有风声耳边清遥
纵横山坡网结生袁
多少脚步今月明遥

殷 王 晶 渊山东局物测队冤

踏着三维地震网

天昏地暗袁飞沙快如电遥远近高低
难分辨袁偶听锤声阵现遥
纵横跃跨龙首袁 震醒宝藏千年遥肩

担河西潮水袁高歌踏月凯旋遥

殷王伯臣 渊内蒙古煤勘集团一〇四公司冤

清平乐窑龙首山

光热源
渊第 710期冤
叶春 耕曳
徐冬建 摄

渊江苏局二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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