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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谷里战野三魔冶
要要记河南局四队特凿井工程处 4483 钻机
要

中化河南局天一监理公司

承揽一大型地灾治理监理项目

阴 阎宁
2018 年 11 月的新疆轮台阳霞矿区早已是白
雪皑皑袁酷寒难耐遥 在矿区中一座叫盐城山的半
山腰处袁 一台披着绿塔衣的钻机正在隆隆作响袁
这是河南省煤田地质局四队特凿井工程处 4483
钻机煤勘项目施工的地方遥
盐城山袁海拔 1400 米袁山体构造复杂袁方圆
百里寸草不生尧鸟兽绝迹尧不见人影遥 井队工人把
这个野飞鸟不进尧寸草不生冶的地方戏称为野魔鬼
谷冶遥
恶劣的环境没有阻挡住地勘人战天斗地的
意志和探寻资源的渴望遥 自 2018 年 10 月施工以
来袁14 名钻工兄弟在这里演绎了一个个人与山尧
人与情尧人与天较量的动人故事遥

齐心协力战野山魔冶
野井场位于半山腰上袁 在狭窄的山路上搬迁
设备袁难度可想而知袁但没有想到的是袁更严峻的
问题还在后面遥 冶钻机机长闫林峰心有余悸地说
道遥 钻机搬家时袁大家都知道工期紧袁山区地形复
杂袁天气说变就变袁所以每个人都争分夺秒拼命
干遥 累了袁席地而坐歇一会儿曰渴了袁捧起水壶喝
两口曰衣服被汗水浸湿了袁没关系袁干起活来一会

儿就暖干了噎噎从第一车设备到达井场到把钻
塔竖起来袁只用了 2 天时间遥
虽然大家做好了足够的应付恶劣天气的准
备袁但他们没想到在施工不久袁距离井场不远处
上方的山体突然出现塌方袁灰尘呛得工人根本无
法工作遥 看到这样的险情袁闫林峰马上通知大家
向后撤离袁并迅速查看下落的山石是否造成人员
受伤和设备损坏遥
为了应对大山的野坏脾气冶袁确保正常施工袁
大家一方面对井场围网进行加固袁另一方面自发
将工作时间延长半个小时袁每天上下班前都要先
在井场周围巡逻袁 看一看有没有松动的山体袁有
没有滚落的岩石袁每天上演着野大王叫我来巡山冶
的现实版遥

温情传递战野情魔冶
长年在外工作的人袁 最深的情愫是思乡袁
最大的折磨是独处遥 于是袁 在空闲的时候与家
人取得联系袁 拨通电话袁 打开微信袁 听听他们
的声音袁 看看他们的模样便是所有野外工作者
的寄托遥 但远在 3400 千米外的新疆袁 在 海拔
1400 米与世隔绝的雪山上袁 利用手机解思乡之

情却成了一种奢望遥
当得知井队一名职工的手机可以收到信号
时袁这部手机就成了大家的野暖心宝冶遥 在一个又
一个寒冷的夜晚袁这部手机从第一个帐篷传递到
最后一个帐篷袁拿到它的人不敢多说袁既怕家人
听出自己离家的心酸袁又怕下一个用手机的人等
得着急遥 翘首以盼用手机的人袁则故作轻松袁因为
他不忍打断兄弟与亲人间互诉衷肠遥
如果说一部手机可以让相隔千里的人瞬间
相聚袁那么一杯清酒又能否表尽孝心呢钥
2018 年 11 月 11 日袁刚下夜班的班长刘发辉
一个人回到帐篷袁 在小方桌上倒了一杯清酒袁静
静地望着帐篷外家的方向遥 闫林峰走进帐篷袁随
口问道院野刘哥袁怎么一个人喝酒钥 冶刘发辉伤感地
答道院野兄弟袁 今天是我母亲过世一百天的日子袁
我不能赶回去袁 只能为她老人家点上一支烟袁敬
上一杯酒袁略尽我的孝心遥 冶此时的刘发辉还在尽
力掩饰自己内心的酸楚和愧疚袁可闫林峰心里已
经是五味杂陈袁热泪盈眶了遥
一支烟尧 一杯清酒也许是最廉价的祭奠袁但
这份含泪的坚守却是钻工兄弟对母亲最大的敬
重和孝心遥

无私奉献战野雪魔冶
站在井场上袁 放眼望去是一片银装素裹的世
界袁 初来这里的人袁 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拿起手机
来个九连拍袁 但对于野外钻机施工来说袁 这样的
低温和风雪天气无疑给钻井生产运行增加了不少
难度遥 为了化解风雪带来的困难袁 确保人员尧 设
备都安全袁 井队全体职工可谓是 野人人参与袁 个
个行动冶遥
为了保证井场路面和工作台干燥尧不打滑袁只
要雪一停袁没有当班的职工便会自觉地对钻台尧场
地尧 道路进行清扫曰 为了及时恢复出山道路的畅
通袁大家更是冒着-10益的严寒袁不眠不休袁用冻
得麻木的双手铲雪尧扫雪袁及时打通供给通道曰为
了防止设备野冻伤冶袁大家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袁
在钻机后场为设备搭起野安乐窝冶遥 由于现场电力
紧张袁只能采取燃煤取暖遥 为了防止煤气中毒袁每
一名职工都自觉当起了安全员袁 寒夜里多次起床
查看炉火袁为同帐篷的兄弟守护平安遥
这一切的一切袁看起来是那么的平凡和自然袁
但这些真情的流露尧 自觉的行动却体现着地质人
质朴尧负责的精神世界遥

山西局重点实验室

进一步确定科研方向
本报讯 近日袁煤与煤系气地质
勘查山西省重点实验室第一届第三
次学术委员会在太原召开遥
山西省煤炭地质局局长王学军袁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尧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尧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王保玉等 8 名实验室学术委员
会委员参加会议遥局总工程师宋儒主
持会议遥
会议听取了实验室的学术成果
专题汇报与实验室开放课题进展汇
报袁肯定了实验室近两年在野山西煤
中微量元素赋存规律与评价冶野山西
省煤炭中共伴生矿产资源评价研究冶

阴 蔡晓琳 游 伟

2018 年 11 月初袁河北省煤田地
质局二队与唐山海港旭宁化工有限
公司签订了地下卤水勘验项目技术
服务合同遥
兵贵神速袁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一
结束袁项目组一行 6 人就来到了寒风
凛冽的唐山大清河盐场遥 安顿好后袁
项目组兵分两路开展工作遥其中 2 人
负责钻孔测井袁另外 4 人进行抽水试
验遥 怀揣着献身地质事业的火热初
心袁他们冒风雪尧斗严寒袁奋战在生产
第一线遥
初心是火袁 点亮寒夜的灯遥 抽
水试验需要 24 小时不间断监测试验
数据袁 4 名同志一日三餐都是在施
工现场解决遥 有时才吃上几口袁 就
要去观测数据遥 等忙完回来袁 热乎
饭菜早已冰凉遥 寒夜漫漫袁 气温低
至-15益袁呼出的哈气瞬间凝结成了
白雾遥值夜班的同志需要徒手在冰冷
的卤水中测量数据袁时间长了袁手指
关节冻得僵硬麻木袁连笔都握不住遥
初心是灯袁照亮夜行的路遥一天

黄昏袁朔风渐起袁纷纷扬扬卷下一场
大雪遥项目组成员顶风冒雪袁驾车行
驶在田间的小道上遥 夜间大雾骤降袁
能见度不足 5 米遥由于小道两侧都是
沟渠袁路面湿滑袁工程车趴窝了遥几名
同志打开手电袁挥舞铁锹袁风雪中奋
战了两个多小时袁终于将车子从泥泞
中拖了出来遥此时袁他们的汗水混杂
着雪水袁浸透了衣衫遥
初心是路袁 引导他们走到黎明遥
第二天风雪过后袁道路泥泞袁项目组
成员头戴皮帽尧 脚踩雨鞋艰难前行遥
由于雨鞋单薄袁刺骨的冷从脚下顺着
后脊梁一直蹿到脑门心遥因为长时间
在冷风呼啸的室外作业袁有的同志开
始感冒尧发烧甚至拉肚子袁但他们依
然坚持按时交接班尧出任务遥回到驻
地后袁他们整理完现场测量的试验数
据后才稍作休息袁决不因为个人而耽
误工程进度遥
野不忘初心袁方得始终冶袁是当初
毅然报考地质专业时的初心激励他
们在寒冷中砥砺前行袁是与地质相伴
终生的决心让他们在寒风中有了些
许暖意遥奋战在大清河盐场袁他们高
声唱道袁野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袁战胜
了一切疲劳和寒冷遥冶

陕煤地质天地公司

中标恒大文化旅游城桩基项目
2018 年 12 月 26 日袁陕西天
地地质有限责任公司中标西安恒
大文化旅游城桩基项目袁合同金
额约 3386 万元遥该项目位于西安
市秦汉新城秦汉大道以西袁张良
路以北袁汉风五路以东袁望夷路以
南遥 天地公司中标工程 9 标段和
10 标段袁包含挤密桩尧预制桩两
种桩型遥
张肃晨 王 磊

陕煤地质一九四公司

野山西省煤层气成藏模式与储层评
价冶和野焦炉煤气低温换热式合成焦
炉煤气冶 等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绩袁
并对实验室 2019 年的学术工作提出
了建设性意见遥
此次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的成功
召开袁进一步确定了科研方向袁提高
了学术声誉袁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
扬遥作为山西省煤炭科技创新体系重
要组成部分袁今后实验室将进一步开
拓进取尧扎实苦干袁不断提高学术水
平袁 努力创造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袁为
推进全省煤炭野减优绿冶发展和绿色
勘查提供技术支撑袁为山西省的经济
腾飞添砖加瓦遥
丁琛哲

零下 15 度 初心不改

近日袁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河
南地质局天一监理公司成功中
标云南省澄江县抚仙湖径 流区
山水林田湖生态环境修复工程
矿山环境治理恢复的监理服务
项目遥该项目是一个集山水林田
湖生态环境修复与矿山环境治
理恢复于一体的环境综合治理
项目袁总造价约 7.4 亿元遥天一公
司中标的监理标段中标金额约
1200 万元袁是公司成立以来中标
的最大地质灾害治理监理项目遥
马丽托娅

承接崔家沟一探查工程项目
日前袁 陕西省一九四煤田地
质有限公司成功中标陕西省崔家
沟煤矿垮落带及导水裂隙带探查
工程项目遥 该项目旨在查明煤层
开采后冒落带尧 裂隙带发育高度
及发育特征袁 查明各岩层隔水层
的水文地质特征及变化规律袁为
矿井防治水工作及矿井采掘布置
提供依据遥
王巧文

安徽局二队

中标林溪郡一灌注桩工程
日前袁陕西省地热能供暖现场推广会在西安召开袁陕西中煤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实施的陕煤地质草
滩生活基地中深层对接井地热能项目成为会议亮点遥100 多名领导与专家深入草滩生活基地对项目开展情况
进行考察观摩袁并观看了该公司地热能沙盘模型和宣传展板袁听取了公司中深层地热能项目技术特点和基本
情况的介绍遥
黎思文 摄影报道

安徽局三队

圆满完成马鞍山页岩气工程
本报讯 日前袁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
三队施工的马鞍山页岩气皖旗地 1 井工
程顺利竣工遥 该孔原设计孔深 2000 米袁
在施工过程中袁 为达到更好的取样效
果袁三队主动加深孔深袁最终以 2081.68
米终孔袁历时 93 天袁比预计工期提前了
32 天遥
马鞍山页岩气皖旗地 1 井袁是三队
首次施工的页岩气勘探井遥在施工过程
中袁该队克服施工环境差袁外部关系复

杂等不利因素袁组织开展了野小指标竞
赛冶野流动红旗冶等竞赛活动袁加快了施工
进度遥首次采用全新的钻进工艺袁制定应
急预案袁确保施工顺利进行遥
皖旗地 1 井深度大袁井径大袁地层古
老袁施工中存在不确定性袁极易造成缩
径尧垮塌尧掉块尧卡钻尧涌漏水等遥为此袁项
目部实行 24 小时跟班制度袁全面监控生
产情况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曰定期开展安
全自查袁维护与保养设备袁确保性能可

靠袁运转良好曰定期开展技术培训袁岗位
练兵袁提高职工整体技术素质遥
施工中袁三队将随钻定向仪作为钻
孔的风向标导航袁减少了劳动强度和辅
助时间袁发挥钻效最大化遥当钻孔施工
到 1785 米处时袁地层倾角大袁井斜控制
非常困难袁技术人员想方设法袁有效地
控制了孔斜遥特别是在 2000 米以下的垂
直深井袁 该队在 2044~2060 米深度成功
取芯袁开创了该队取芯新纪录遥每个回

近日袁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二
队岩土公司成功中标林溪郡 渊南
区冤旋挖成孔灌注桩工程遥该工程
位于黄山市休宁县新安大道与广
源路交叉口袁 合同暂估总价为
蒋聪
610 万元遥

次的岩芯都能够顺利取回袁岩芯收获率
达 96%遥
在施工过程中袁北京油气中心尧南京
地质调查中心尧湖南省煤炭地质勘查院
领导专家多次到施工现场指导交流袁对
三队的施工工艺尧钻探成果尧取芯成功
率给予高度评价遥
2018 年 12 月 26 日袁 经多方检验袁
皖旗地 1 井无论是钻孔的口径尧 深度尧
工程质量尧 施工进度尧 安全管理袁 还
是现场的文明施工袁 均获建设方尧 监理
方和录井方的一致好评袁 现场电测井验
收数据均达到设计要求遥 该项目顺利通
过验收袁 为三队树立了品牌袁 也为下一
步页岩气勘探夯实了基础遥
张军委 叶志辉

地勘行业的发展方向要要
要野绿色勘查冶
阴 周玉珠

近日袁浙江煤炭地质局举办了野红十字冶救护员培训班袁共有 50 余
人参加培训并通过考核遥此次培训由省红十字救护培训中心负责人和
专职培训师进行讲授和考核袁培训内容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现
场急救处理尧交通事故后的危害及伤情处理尧应急救护程序及检伤分
类尧创伤救护等遥
包贵银 摄影报道

叶2018 年矿产资源专项资金项目立
项申报指南曳 要求项目申报前须查明项
目区矿业权设置情况及各类保护区设置
情况袁避免探矿权重叠尧权属不清和触碰
生态环境保护野红线冶的问题发生遥在立
项过程中袁只要触碰环境保护野红线冶袁无
论项目有多好袁都不会被立项遥这就要求
技术人员需要弄懂尧弄清野红线冶在哪里袁
什么又是野绿色勘查冶遥
绿色勘查是在找矿领域践行生态文
明战略的具体措施袁 是生态文明战略背
景下一种全新的勘查模式袁 是新时代保
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必然要求遥 党的
十九大指出袁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袁要践行野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冶理念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
环境保护制度袁建设美丽中国遥绿色将不
仅是矿业发展的野流行色冶袁更是未来矿
业发展的野基调冶和野底色冶遥近几年来袁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保护和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

理念袁着力补齐生态短板袁生态文明建设
顶层设计日益完善遥 绿色发展已经成为
我国野十三五冶时期乃至今后长期引领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遥 实施绿
色勘查的重大意义在于院
要绿色勘查是在找矿领域践行生
要要
态文明战略的具体举措遥
要彻底消除或降低地质找矿对生态
环境的负面影响袁就必须以经济尧环境尧
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作为目标袁 推动矿
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遥 而绿色勘查作为
地勘行业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尧 服务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袁 是在生态文明战
略下实现找矿突破目标尧 保障能源资源
安全的必然选择遥从 2011 年开始实施的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实践表明袁 绿色勘
查是新时代实现找矿突破和保障能源资
源安全的必由之路遥
要要
要绿色勘查是生态文明战略背景
下一种全新的勘查模式遥
绿色勘查袁 顾名思义袁 前提是绿

色袁 目的是勘查遥 也就是说袁 必须在
野绿色冶 的前提下进行勘查袁 以实现找
矿与环保的双赢袁 即同时产生环境效益
和经济效益遥 因此袁 绿色勘查是基于符
合环保要求达到找矿效果的一种勘查新
措施或新方法遥 具体是指通过调整对生
态环境影响较大的地质找矿工作手段和
技术袁 运用先进的找矿方法尧 设备和技
术袁 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生态的负面影
响袁 实施地质勘查全过程环境影响最小
化控制袁 实现找矿和环保双赢的一种全
新的勘查模式遥
要绿色勘查是新时代保障国家能
要要
源资源安全的必然要求遥
野十三五冶 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决胜阶段袁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袁
产业迈上中高端水平袁 野四化冶 同步发
展和三大战略实施蕴藏着巨大资源需求
空间遥 虽然主要矿产资源需求增速放
缓袁 但需求总量仍将增加遥 新时代面临
新挑战袁 如何守住矿产资源安全保障的

底线袁 任重道远遥 因此袁 要充分认识
到袁 矿业走绿色发展之路不仅关系资源
安全袁 而且与经济安全尧 政治安全尧 生
态安全和社会安全息息相关袁 是确保国
家安全的必然要求遥 而绿色勘查是新时
代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的唯一途径遥
国内绿色勘查典型实践包括院 青海
省建立健全绿色勘查管理制度体系曰 贵
州省率先制定实施绿色勘查企业标准曰
中国地质调查局及部分省 渊区尧 市冤 地
矿部门探索绿色勘查新技术遥 目前推进
绿色勘查工作的难点在于院 绿色勘查理
念尚未全面形成曰 绿色勘查配套标准有
待出台曰 绿色勘查新设备尧 新技术尚未
到位遥
当前正处于转型阶段袁 如何面对未
来的变革与挑战袁 笔者认为要将绿色勘
查这一理念在项目设计或规划阶段尧 项
目实施阶段尧 项目结束阶段的每一个环
节植根于每个技术人员的意识与实践当
中袁 走在绿色勘探的前沿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