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 吴建阳 渊江苏局金石稀土公司冤

奋进青春路 实践出真知

你是额前熏黑的矿灯
将昏暗的隧洞照亮
你是嵌进厚实岩土里的钻杆
一往无前 铿锵硬朗
你是父亲压不弯的脊梁
撑起了成长的花房
你是母亲殷切的临别嘱托
山水相伴 念念不忘
你是门前刚铺好的石子路
很窄很悠长
水文队 我亲爱的水文队
你是来自早春的风
你是清晨绯红的光

我是几百米深井的新氧
我是期待喷涌的岩浆
我是你背上刚长出来的翅膀
我是随行的背囊
我是石子路旁的小草初长
懵懂的我 满怀希望的我
想做你吹开的河水
想做你映红的朝阳

水文队啊 我亲爱的水文队
你是历练我的校场
你丰满了我的翅膀
你给了我脚踏实地的成长
你给了我张开翅膀的渴望
倔强的我 踌躇满志的我
想做你两肩的徽章
想做你汲取的营养
想为你披荆斩棘
想为你带来无限荣光

殷 赵 伟 渊安徽局水文队冤

亲爱的水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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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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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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名老三届知青袁 1973 年
春袁 我从江苏生产建设兵团调到煤田
地质勘探队工作袁 这一干就是 30 多
年遥 对于地质勘探袁 我原先是很陌生
的袁 从来没见过钻机袁 对钻探一窍不
通遥 来到新的单位袁 我很快被分配到
钻机当工人遥

我第一次接触的钻机是 150米钻
机袁 搬家时要卸下来袁 化整为零抬着
走袁 搬到新孔位还要重新安装遥 当时
工地在徐州北部的贾汪地区袁 为煤矿
搞补充勘探遥 钻井上下钻具时袁 要靠
木棍别着转轮刹闸袁 有时套管下不
去袁 还要用木头垫在套管上袁 用大锤
把它砸下去遥 每个钻孔也只是钻进七
八十米袁 再深的话袁 木质的三脚架就
吃不消了遥

虽然钻机小尧设备简陋袁但每当听
到钻机有节奏的轰鸣袁 看到取上来的
一节节岩芯或煤芯袁 我的心里特别快
活遥慢慢地袁我爱上了勘探工作袁我为
自己当上了一名勘探工人而自豪遥

听老一辈讲袁新中国成立初期袁勘

探队的工作环境和条件都相当艰苦袁
工人们就一件心事院为祖国多找煤尧找
好煤袁再苦再累也心甘遥从此袁艰苦创
业的历程开始了遥

那时钻机陈旧袁配件也不全袁机械
岩芯钻机较少袁300 米尧500 米钻机就
算大型的了遥 勘探队大都用的是手摇
钻机袁 工人们称之为 野手磨机冶野手推
钻冶遥这种小钻机使用方便袁两个人抬
起来就能搬走遥

到了 1957年袁手摇钻机被逐步淘
汰遥上世纪 50年代袁钻机厂房大都是
木结构的袁 即木质厂房架并用木板密
封袁也有用芦苇密封的遥发展到上世纪
60年代袁 经改进采用了钢制房架袁即
用角铁加工成前后厂房架袁 再用帆布
密封袁大大改善了工作条件袁受到钻机
工人的欢迎遥

1977年袁 我来到 1000 米钻机参
加会战袁 17 米高的钻塔袁 远远看去
像一个钢铁巨人遥 那个年代在鲁南参
加勘探会战袁 钻工们提出了 野当天搬
家袁 当天开钻冶 野月月超千袁 孔孔甲

级冶 的口号遥 经过苦干尧 实干加巧
干袁 目标还真的实现了遥

记得有一次袁 我们在微山湖畔钻
探袁要打 1200米的深孔袁在没有大钻
机的情况下袁钻工们用 1000米钻机小
心翼翼尧稳扎稳打遥担心钻塔撑不住几
十吨重的钻杆尧钻具袁为了保证安全袁
我们就想方设法沿着钻塔的 4根腿袁
把岩芯管紧紧地固定在角铁上袁 以加
大井架的承受能力遥当时袁我们多么希
望有更大的钻机投入使用啊浴

改革开放以来袁 勘探任务更加繁
重袁遇到的钻孔不是超深袁就是硬岩遥
不断繁荣的社会经济时刻改善着人们
的生活袁也改变着勘探队的钻机装备遥
江苏煤炭地质勘探二队逐步淘汰了苏
式老 1000米钻机袁 先后配置了 1500
米尧1600米尧2000米等大型钻机袁钻塔
高达 22米或 24米袁换上了野人冶字钻
塔袁除了继续打煤袁还大量承接岩盐尧
水文尧石油尧煤层气尧地热水等钻井施
工袁涉足的领域更加广泛遥

过去袁 我们的钻机仅在华东地区

施工袁后来参与西部大开发袁远征内蒙
古尧青海尧新疆等地为祖国探寻地下宝
藏遥 无论是在湖上尧 山区袁 还是在草
原尧 戈壁袁 都能看到我们勘探队钻塔
上面的红旗迎风飘扬袁 听到钻机悦耳
的轰鸣噎噎近年来袁 我们的大钻机还
走出国门袁在孟加拉国尧老挝尧柬埔寨
高歌钻进袁竣工了一个又一个钻孔遥

进入 21 世纪袁 我们又增添了
ZJ30型即 3000米大型钻机袁 开进陕
西榆林地区施工勘探遥 这台重达 23
吨的钻机像一个庞然大物袁 光钻塔就
重达 90 吨袁 游动滑车重 3.2 吨袁 钻
台高 4米袁柴油机高达 2.35 米尧重 5.3
吨袁水泵高 2.6米尧重 22吨遥这么大的
钻机全部自动化操作袁而且运转灵活遥
年轻的钻工们说院野在这样大的钻机上
干活儿真过瘾遥冶

我这个野老勘探冶来到工地袁看到
耸立在黄土高原上的 42 米高的大钻
塔袁 看到工人们铿锵有力地操纵大吊
钳袁看到集装箱式的宿舍整齐划一袁而
且配有空调尧电视尧电脑袁真是由衷地

高兴遥 我当时对大家说院野我们的钻机
今非昔比尧鸟枪换炮了遥冶

科技在迅猛地发展着遥 进入新时
代袁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袁学习新思想袁
改革再出发袁开放迈新步袁发展高质量遥
后来袁 我们队又引进了更加先进的
ZJ40型大钻机袁 并于 2018年 12月开
进安徽省凤台县中煤新集二矿施工防
治水项目遥 该钻机整套设备重达 400
吨袁可钻探进尺 4000米袁采取泥浆不落
地环保施工袁液压和气动系统袁油路和
气路控制全部机械化尧自动化尧智能化袁
操作简便袁 属绿色低碳循环钻探设备遥
更可喜的是袁该钻机根据设计要求可在
地下采用液压脉冲受控定向水平螺杆
钻进遥这么好的大钻机袁是我们那一代
勘探工人做梦也没想到的遥新型的大钻
机成了勘探工人的心爱之物遥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袁作为一名老勘探工人袁我经历和
见证了钻机的更迭变化尧 设备的不断
更新遥我们一个队钻机的变迁袁反映了
流光溢彩的钻探场景袁 反映了煤炭地
质事业的蒸蒸日上袁 反映了我们祖国
方方面面都在拓展和升华袁 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在继续创新发
展的进程中得以实现遥

我赞美现代化的大钻机袁 感谢科
技的飞速发展袁更赞美艰苦创业尧无私
奉献的勘探工人们浴

殷 孟金钟 渊江苏局二队冤

从已知出发
向未知奔去
一路上袁会遇到什么
我不知道
前行袁是唯一的信念
会有挫折袁也会有弯路
但袁只要不迷失方向
希望袁就永远在前方
会有疑惑袁也会有悲伤
但袁只要勇气和意志在
希望袁就永远在前方

殷 王延奎 渊一勘局冤

研 究

在骄阳似火的 7 月 袁
我来到了自己人生梦想开
始的地方要要要江苏金石稀
土有限公司遥 初带朦胧袁
吾梦伊始袁 伴随着内心的
激动和向往袁 我开始了新
的生活遥

实习期间袁 我对整套稀土金属生
产工艺流程有了更深的了解袁 从开炉尧
电解尧 浇注尧 冷却脱模尧 清理打号尧
抛丸到包装成品入库遥 在不同岗位实
习轮训袁 从手生到熟练袁 再到保质保
量袁 每个阶段都见证着我的成长遥 这
种成长是书本里学不到的袁 理论与实

践的有效结合将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遥
通过实践袁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院

做生产袁 就要做到从实际出发袁 从最
基础的做起袁 从最小的事抓起袁 各班
组环环相扣袁 数据要求精确无误遥 只
有保证生产数据的真实准确袁 才能为
工艺创新和降本增效工作提供有力支
撑遥

在不同的实习岗位袁 我切实感受
到了公司所有员工团结奋进的精神遥
总有那么一群人袁 每天早出晚归袁 对
待岗位和职责丝毫不懈怠袁 不论天气尧
不分节假袁 24 小时轮流坚守生产岗
位遥 在金石袁 质量是我们奋斗的动力袁
高效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袁 安全是我们
工作的底线遥 工作时我们是一个团结

奋进的集体袁 生活中我们
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袁 也
正是因为这一颗颗的金石
赤子心袁 公司才得以发展
壮大遥

通过几个月的学习袁
我感触颇多遥 日常工作内容想要掌握
并不难袁 难的是如何做好做精袁 这就
需要工作经验的沉淀与积累遥 感谢公
司提供的工作平台袁 也感谢这段让我
收获颇丰的实习时光遥 今后的工作之
路袁 我将心怀感恩尧 充满朝气袁 在公
司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贡献一份新生
力量浴

轻轻地写下个野雨冶字袁眉际耳畔就有了清清的雨滴袁而
我的心野之上袁就有了湿湿的雨雾尧斜飞的燕子袁就有了摇
曳的翠竹尧缤纷的落英噎噎就有了满怀的诗韵水墨遥

我时常会想袁创造野雨冶字的先辈袁定然是心有诗画的吧遥
那长长一横袁不就是储满意象的天空吗钥那轻轻四点袁不就是
平仄的四声吗钥一笔一画写去袁就有了野微云淡河汉袁疏雨滴
梧桐冶的空旷疏密袁就有了野微雨夜来过袁不知春草生冶的鲜亮
青翠袁就有了野空山新雨后袁天气晚来秋冶的恬谧和宁静遥诗与
雨相合袁人与诗相融袁让我的灵魂都轻盈地飞起来了噎噎

千里稼禾袁 四野苍山袁 皆由雨露滋润遥 野好雨知时
节袁 当春乃发生冶 野小雨纤纤风细细袁 万家杨柳青烟里冶袁
想那雨中定是清新灵动的快乐袁 定是孩童欢蹦跳跃的戏闹
吧遥遥想古人披蓑沐雨尧摇楫荡波或扶犁耕耘的画面袁多想
拓下来贴进居室添些古意遥 再看时下那情侣小伞下相依相
偎的情景袁再想想小巷里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袁我的爱意也
成了诗行袁滴答尧滴答噎噎

这野雨冶也会勾起缕缕愁绪遥野渭城朝雨浥轻尘袁客舍青
青柳色新遥劝君更尽一杯酒袁西出阳关无故人遥冶友人惜别的
离情袁使心灵之泪难以自抑袁如雨之淅沥遥野梧桐树袁三更雨袁
不道离情正苦遥一叶叶袁一声声袁空阶滴到明遥冶那藏在清幽
寂静中的离愁袁是怎样的湿润缠绵而又千回百转呢噎噎

三十多年前袁我坐在江南小镇的微雨里袁眼前是粼粼的
栖凤河袁对面是灼灼的桃花山袁身边是青青的竹林遥我在读
雨袁读雨中的鸟鸣和白帆尧远山和村庄袁还有妻子写在雨夜
的书信袁有点点泪珠掉在信笺上遥野自在飞花轻似梦袁无边丝
雨细如愁遥冶思念的雨滴渗入泥土袁继而幻化成幽兰绿叶袁随
雨而舞袁我仿佛成了雨中美妙忧郁的诗文遥

有两首诗我特别喜欢遥野微雨洒园林袁新晴好一寻遥低风洗池面袁斜日拆花
心遥暝助岚阴重袁春添水色深遥不如陶省事袁犹抱有弦琴遥冶野小雨过岩扃袁残云傍
野亭遥花光相映发袁莺语苦叮咛遥举酒和神气袁弹琴悦性灵遥索居朋友绝袁得句遗
谁听钥冶写雨中还是雨后袁都不重要袁陶醉的是雨中的琴声遥那是诗人高洁心灵的
感慨和抒发袁那是诗人心旅之上清幽明净的诗情与画意遥释卷时刻袁只想去和香
山居士一叙袁和放翁老人一晤袁想与之携手雨中袁那又是怎样一番景致钥

去过雨中的乌镇遥湿湿的迴廊亭台和石板小径袁湿湿的白墙黑瓦和飞翘的
檐角袁湿湿的木桥和桥下的小舟袁还有老屋门上的铜锁尧青石墙角的苔衣袁犹如
一幅幅可以任我细细欣赏的画遥野夜卧西厢听秋雨袁清摇篷船闻水声遥古巷铜门
绪别离袁午夜梦回忆乌镇遥冶雨中乌镇袁皱了水面袁亮了绿柳袁艳了红伞袁俊了姑
娘遥而那雨呢袁是可触可听可赏的啊袁寄托着乌镇的遐思和渴望遥雨中乌镇袁眼观
处处如画袁那是乌镇的精髓袁更是雨那迷人的古意遥

一个野雨冶字袁浸润着浩瀚的历史长卷遥而时下的一场细雨袁能滤去我心中的
浮躁袁让我拥有清亮的心灵袁也拥一份幽远的情怀遥我想一直走在这雨的古典诗
意里噎噎

殷

茹
喜
斌

古
典
的
雨
意

光热源
渊第 836期冤
李 颖 摄

渊一勘局一一九队冤

http://www.zmdxw.com
mailto:zhongmeidizhibao@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