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6月 28日袁甘肃煤田地质
局召开 2019 年安委会第二次全
体渊扩大冤会议遥会上袁局党委书
记尧 局长王永超要求做好下一阶
段安全生产工作袁 并要求全局提
高思想认识尧抓好学习贯彻尧推进
工作落实遥 张文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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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只为成功寻方法袁 不为失败找理
由浴冶 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院多目标
地球化学调查项目团队一路披荆斩棘袁
以实际行动兑现了许下的诺言遥

信心因责任心而坚定

2017年袁 江苏研究院院长张谷春
下发了两个任务要要要环境监测资质的
认定和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资质的申
报遥 由于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项目从
设备的购买到资质认定的材料申报袁
再到最后报告的生成袁 各个环节都充
满困难袁 因此被研究院确定为重点发
展方向遥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袁项目组人员心
无旁骛袁不忘初心袁各司其职袁从方法验
证开始做起袁 从简单的操作仪器开始袁
到熟练地准确测试标准样品袁直到为申
报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资质获得了考
试资格遥

野越是面对困难袁魂越不能散袁劲越
不能泄浴冶他们深知袁困难面前责任心与
信心比黄金更宝贵袁他们相信野只有以
强烈的责任心和坚定的信心背负使命袁
才能冲破难关遥冶

野过了 CNAS只是耶战斗爷刚开始袁
多目标盲样考核才是耶恶仗爷遥只有过了

盲样考核袁拿到目标的资质袁单位才可
以承接更多的项目遥冶

如果说初步筹备只是纸上谈兵袁那
么盲样考核阶段可谓是真刀真枪遥

步履因精气神而铿锵

野此次耶战斗爷代表的不是个人袁不
是为自己而战袁 而是为一个团队战斗袁
为一个组织战斗袁为研究院战斗遥冶大家
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袁从未退缩遥

项目团队的脚步铿锵有力袁每个人
都顶着压力袁不畏不馁袁迎难而上袁相互
加油打气遥

项目成员黄丽莉说院野此次盲样考
核通过率很低袁 每个检测参数要完成
30 个盲样考核袁 每个样品涵盖 52 项
检测参数袁 每项参数只能测一次袁而每
个项目的合格率都要至少达到 90%遥据
统计袁参加盲样考核的实验室通过率不
足 40%袁所以要求我们必须熟练掌握各
自的实验方法和注意事项袁不能有任何
差错遥冶

野在专家组到来之前袁 项目组统筹
兼顾袁生怕某参数意外耶降临爷袁为此大
家反复开了大大小小十几次会议袁研究
部署考试工作袁样品称量顺序尧各检测
项目的注意事项尧失误时的应对措施等

环节都面面俱到遥冶 团队中的一名同事
回忆说遥

直面困难袁 永不言败遥2017 年 11
月 7日袁中国地质调查局区域化学样品
质量组专家到研究院监督发样遥从早上
8点一直到下午 3点袁 专家现场监督袁
研究院测试中心全员配合袁不参与考核
的人员主动让路袁相互帮忙袁项目组成
员根据前期布置的分工任务袁 逐一实
施袁每个成员都全力以赴袁提交结果之
前袁都寝食难安浴谁都害怕错出在自己
身上袁都担心因为自己的项目通不过而
影响大家袁每个人都心惊胆战而又小心
翼翼袁准备了一年多袁大家深知成败在
此一举浴

野等待结果的过程很煎熬袁 大家都
没有心情做其他工作袁所以当得知考核
通过后袁大家都相拥而泣遥冶项目负责人
徐辉一边讲述着一边看向窗外袁仿佛昨
日大家一起努力的场景又一次浮现在
他眼前噎噎

成功因凝聚力而珍贵

张谷春颇有感慨地说院野他们每个
人都是最可爱的人遥有几次晚上 8点多
我经过实验室时袁还能看到他们每个人
忙碌的身影遥冶

团队虽只有 9个人袁但是每个人都
脚踏实地尧任劳任怨袁他们团结互助袁相
互理解袁就像一颗颗珠子袁串联在一起袁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遥

谈到徐辉袁他的同事刘玮说袁野谦谦
君子袁温润如玉袁铿锵有声袁铮铮如铁袁
大抵就是徐辉在大家心中的形象吧遥冶
对待项目袁他身经百野战冶尧足智多谋袁是
一名深受领导和同事好评的技术负责
人曰对待同事他言行一致袁艰苦朴素袁作
为团队中唯一一个男同志袁生活中他也
是女同事的得力帮手袁所以他还有一个
外号要要要野男妇女主任冶遥

野黄丽莉还没有成家袁 家离单位也
比较远袁 通常都工作到晚上 9点以后袁
所以就在办公室里放了一个折叠床袁工
作和生活似乎已经融为一体了遥冶 黄丽
莉的同事张尊杰说遥

谢楠被称为野拼命三郎冶遥在项目考
核期间的一天晚上袁 大概凌晨 1点多袁
谢楠的爱人看到她入睡以后袁悄悄用她
的手机在工作微信群里发了一段话院
野谢楠太累了袁能不能让她休息两天袁她
每天晚上基本都是靠安眠药来维持睡
眠袁这样下去身体吃不消遥冶发完后就将
记录删除了遥 第二天谢楠得知此事袁深
感抱歉袁随即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封致歉

信院野对不起袁昨天我爱人不懂事给大家
添麻烦了袁我一定如期完成任务遥冶

野万亚丽是徐辉的爱人袁 也是项目
团队中的重要一员遥 项目考核准备期
间袁他们的孩子仅三个月大袁因为当时
时间紧尧任务重袁所以根本没办法按时
回家喂孩子吃奶袁一次迫不得已的情况
下袁 孩子的奶奶将孩子抱到实验室门
外袁万亚丽抽出 10多分钟的时间袁喂完
奶又赶忙回到实验室袁生怕称样数据出
现问题遥冶黄丽莉说遥

野这个是我们团队的吕姐遥冶徐辉指
着坐在电脑前正在研究数据的吕晓玲
介绍道遥野还记得在做项目之前袁她的手
被开水烫了袁但是她也没有请假袁而是
叫她男朋友来单位帮忙一起干袁她在一
旁进行技术指导遥冶徐辉说遥

大家互相讲述着彼此身上的故事袁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袁 但对于他们而
言袁却早已习以为常遥

聚是一团火袁散是满天星遥聚在一
起时袁研究院测试中心这个团队就整合
成一支战斗突击队袁为研究院创造野奇
迹冶曰 分开时袁 他们在各实验室的每一
处袁奔走于一线遥如今袁他们的汗水袁依
旧在实验室尽情挥洒曰 他们的青春袁依
旧在行进中闪闪绽放遥

科研路上的野追梦人冶
要要要记江苏研究院测试中心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项目团队

阴 本报记者 郝智宸

他像山野间默默无名无闻的小草袁
实实在在袁染绿大地曰他像山间潺潺流
淌的溪流袁安安静静袁清清白白曰他像断
崖上顽强生长的青松袁坚守信仰袁坦坦
荡荡曰 他像沙漠中默默远行的骆驼袁踏
踏实实袁日夜兼程遥他就是第一勘探局
一二九队王程林遥

2008年 7月参加工作以来袁 王程
林一直坚守在煤勘生产第一线袁负责和
参与多个地勘项目袁参与和主编报告 6
篇袁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2项袁正在申请
的实用新型专利 3项遥 他于 2018年取
得中国矿业大学渊北京冤地质工程专业
硕士学位遥

又来电了

寒冬腊月袁寒风刺骨尧大雪纷飞袁远
远看见一个渺小的身影行走在通往钻
机的小路上袁头上戴着劳保军帽袁身上
披着破旧的军大衣袁斜挎着一个军绿色
的地质包袁熟悉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王
程林又上钻机了遥

野小王袁这么冷的天袁你不用来回跑
了袁上午不已经下见煤预告了么袁如果
地层见软了袁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曰至于
打煤袁你放心袁我们比你还小心着呢袁不
会出问题的遥 快进帐篷暖和暖和噎噎冶
钻机机长老远就冲着王程林说道遥

钻机的轰鸣袁使王程林听不太清机
长说什么袁但他心里知道这个热心的老
机长又在关心他了遥 王程林慢跑几步袁
在帐篷口脱下了帽子袁边拍打掉大衣上
的雪边说道院野那怎么行袁我们的任务就
是及时准确地把地质资料编录好尧整理
好尧对比好袁给钻机下好见煤预告袁把煤
层打好袁怎么能偷懒啊浴等你们打煤的
时候袁我还要来守煤袁这是老一辈一二
九队地质人的传统袁不能丢啊浴冶

王程林边说边钻进帐篷袁搓了搓冻
得通红的双手袁在火炉上烤了烤袁不等
双手暖和过来袁又一头钻出帐篷袁说道院

野走袁老师傅袁帮我把今天的岩芯抬开袁
我再看看袁应该马上要见煤了遥冶

野哎呀袁你看你这娃袁暖和暖和再说
么袁又不急在这一会儿噎噎冶老机长边
帮忙抬岩芯袁边心疼地劝说道遥

野我也想暖和暖和啊袁 但我一个人
要管 5台钻机袁4号钻机见煤就在这两
天了曰2号钻机应该今天晚上能见到煤
层袁我得去守着曰你看这化石都开始多
起来了袁你再看最后这段岩芯袁明显云
母片多起来了袁层面发黑袁应该是到煤
层顶板了袁应该明天就能见到煤层了遥冶
他蹲在地上袁 一边认真地查看着岩芯袁
一边时不时与老机长交流遥

野主人尧主人袁来电话啦噎噎冶口袋
里响起来急促的手机铃声袁他赶忙站起
身来袁 将沾满泥水的手在大衣上蹭了
蹭袁掏出手机接通了电话遥野喂袁小王袁我
们钻机应该是打到煤层了袁 见软了袁我
就是给你汇报一声袁 下雪天别过来了遥
你放心袁我会把煤样尧瓦斯样取好的浴冶
那头传来了 2号钻机机长兴奋的声音遥

野好尧好尧好袁记住见软立马起钻袁检
查好取煤管袁给我把煤层打好袁我马上
过去遥冶 他本来就不大的眼睛开心地眯
成了一条线遥

野你看袁又来电话了吧袁我哪有时间
暖和啊浴冶他一边收拾东西袁一边笑着对
老机长说袁临走还不忘叮嘱道院野你们钻
机也快见煤了袁 让他们班长注意点儿袁
见软必须起钻袁记得给我打电话噎噎冶

寒风呼啸袁一个瘦弱的身影渐渐消
失在白茫茫的大地上噎噎

又食言了

野主人尧主人袁来电话啦噎噎冶天刚
蒙蒙亮袁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把睡梦中
的王程林惊醒了遥他轻轻翻个身袁伸手
摸过来手机袁 半眯着眼睛看了下来电袁
又闭上了眼睛遥他实在是太困了袁昨晚
半夜还在整理资料袁思考如何提高钻机

钻进效率遥
突然袁他坐起身来袁揉了揉眼睛袁又

拿起手机袁犹豫了一下袁但还是按下了
接听键遥

野喂袁爸爸袁你啥时候回来啊钥今天
是儿童节袁我有一个舞蹈节目袁你一定
要来看我表演浴冶 电话里传来了女儿瑶
瑶欢快的声音遥

听着女儿开心的声音袁王程林不知
道该怎么回答袁 工地施工到关键时期袁
实在是走不开遥他哽咽了一下袁鼓起勇
气说道院野瑶瑶袁对不起袁爸爸工地最近
比较忙袁回不去了袁等下次有活动袁爸爸
一定参加好不好钥冶

野你怎么能说话不算话袁 每次都说
下次袁每次都做不到袁哼噎噎冶那头传来
女儿气鼓鼓的声音遥

野爸爸下次一定做到袁 等爸爸回去
的时候给你带小礼物袁好不好啊钥冶他知
道袁女儿一定又嘟起了小嘴巴袁一脸的
不高兴袁赶紧安慰道遥

野你怎么又给爸爸打电话袁 我不是
跟你说过袁 不要打扰爸爸工作吗钥冶野爸
爸说话不算话袁他答应我今年一定陪我
过耶六一爷的噎噎冶他一听就知道袁这是
爱人发现女儿给他打电话袁又着急了遥

野我在做饭袁 她就偷偷给你打电话
了袁没打扰你工作吧遥没事袁家里一切都
好袁不用担心遥天气热了袁工地工作忙袁
不要忘记喝水噎噎冶那头传来爱人王翠
关爱的叨叨声遥

野闺女又来电话了钥 干咱们这行的
就这样袁常年不着家袁有的等回家了袁孩
子都不认识了袁呵呵遥冶同事半开玩笑地
问道遥

他翻开了手机相册袁 看着全家福袁
脸上露出了复杂的笑容遥

又发明了

野王哥袁 大半夜不睡觉干什么呢钥冶
睡醒一觉的同事爬起身问道遥

野你快睡吧袁 我在考虑咱们大口径
钻井施工完工后袁 如何抽干井内的液
体遥冶王程林头也没抬袁皱着眉头袁看着
桌子上的草图回答道遥

野大半夜的不睡觉袁 那玩意儿还用
想啊袁 搞个深井高扬程泵不就齐活儿
啦遥冶嘴里虽然这么说袁但是他知道王程
林一定又在搞什么新玩意儿遥

野一个深井高扬程水泵得多少钱
啊袁 咱就不能想办法搞一种取材容易尧
成本便宜尧操作简单尧使用安全尧提水效
果又好的提水装置么钥冶王程林摇摇头袁
继续在草图上画了起来遥

野咦钥你这想法挺好啊袁应该能成袁
看来你这又搞了一个专利啊浴冶 不知道
啥时候袁同事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遥

四角塔钻机天轮吊装难度大袁他发
明了 野一种四角钻塔天轮吊装辅助工
具冶曰过去泥浆泵润滑降温靠废油袁时间
长了难清洗袁他发明了野一种泥浆泵降
温装置冶遥 现在这两项实用新型专利已
经申请下来了遥

大口径井口板刚度不够易变形及
定位偏移袁他发明了野一种下大口径套
管用井口平台装置冶曰 大口径套管井口
对接保证垂直度困难袁 他参与发明了
野一种调节大口径套管井口对接垂直度
的装置冶曰大口径钻井完工后袁需要抽干
井内液体袁深井泵费用高袁他参与发明
了野一种大口径尧深井提水装置冶遥现在
这三项专利正在申请中遥

野漂泊冶 是王程林的网名也是他的
状态遥虫鸟齐鸣为乐袁飞虫走兽为伴曰不
管是烈日炎炎还是寒风猎猎袁不变的是
他忙碌的身影曰不管是艰难险阻还是困
难重重袁不改的是他坚定的步伐遥他就
像天空闪闪发亮的启明星袁 身体力行袁
为一二九队新一代地质人指引方向遥

一闪一闪放光芒
要要要记一勘局一二九队王程林

阴 周金龙

本报讯 6月 20日袁江苏煤炭地质
物测队向自然资源部第三次全国国土
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了高邮市野三
调冶项目成果袁在扬州市所属市县中第
一个向国家野三调冶办提交项目数据成
果袁在江苏省县市级提交成果单位中名
列前茅遥

项目部共完成了 1957平方千米的
国土调查任务袁调查图斑近 18万个袁举

证图斑近 4万个遥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袁物测队高邮市

野三调冶 项目部全体工作人员以客户为
中心袁以质量创信誉尧保市场尧促发展遥
项目部经过内业图斑勾绘尧外业核查举
证尧乡镇对接袁在南京市集中攻坚 50多
天袁高质量高效率完成了项目袁提交了
阶段性工作成果遥

包 钰

本报讯 2019年以来袁福建省一二
一地质大队积极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袁
突出新旧动能转换袁努力提高全要素生
产率袁为加快高质量发展孕育新动能遥

对标高质量袁 把握 野发展第一要
务冶遥明确发展任务袁制定队年度重要工
作分解表遥注重强质量尧树品牌袁重点加
强对财政出资项目工期尧质量的监督检
查遥连城县尧永定区农业地质调查项目
报告评审优秀袁为 93 分尧90.5 分遥其中
连城县农业地质调查项目为龙岩市同
类项目野外验收工作最高分遥永定区农
业地质项目是该队首个设计尧 野外验
收尧成果报告均优秀的野三优冶项目遥池
园矿调项目野外验收 88分遥 浒州矿调
项目通过野外物化探验收遥

培育高素质袁 用好 野人才第一资
源冶遥以建设高质量队伍为目标袁盘活现
有人才存量袁优化人员配置遥对 9 名干
部进行岗位调整遥完成 1名正科级干部
试用期满考察遥 上报人才引进计划遥加

大教育经费投入袁开展干部网络教育培
训尧专业技术人员岗位继续教育等素质
提升活动遥新成立的测绘院 2/3以上人
员为跨专业人员袁是人员转岗的成功探
索遥关注事业单位机构改革袁完成叶局属
各单位机构编制基本信息一览表曳报送
等工作遥

强化高技能袁 激发 野创新第一动
力冶遥完成省自然资源厅域类科研野漳平
市农业地质调查成果在土地管理优化
方面转化应用研究冶立项申请袁争取科
研经费 40万元遥局芋类科研项目野综合
物探手段在找水中的应用研究冶评审为
优秀尧野微动技术在深部地质构造研究
中的运用冶评审为良好遥完成队 2019年
8个 IV类科研项目立项评审工作遥与龙
岩学院资源工程学院合作袁申请市科技
局野闽西覆盖性岩溶地面塌陷成因及孕
灾机理研究冶科技计划项目遥新增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甲级资质遥

房永雯

本报讯 由山西金地煤层气勘查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山西省煤炭地质
勘查研究院尧中国矿业大学尧山西页岩
气有限公司尧山西煤炭地质一一四勘查
院尧山西省地质矿产研究院尧山西省煤
炭地质物探测绘院承担的 2014年山西
省煤基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野煤层气尧页
岩气资源潜力综合评价及共探共采选
区研究冶近日通过评审验收遥

本项目完成了上古生界石炭二叠
纪含煤地层划分与对比袁建立了含煤岩
系层序地层格架袁阐明了层序地层格架
内沉积体系尧各类储层发育特征及储层
体系展布规律袁划分了含气系统袁为煤
系非常规气富集高渗规律及主控因素
分析奠定了新的基础曰基于含气系统中
煤系非常规气各类储层展布规律袁精细
表征了山西省域煤系非常规气源岩地
化特征和储层物性特征袁揭示了山西省
域煤系非常规气赋存规律袁完善了煤系
非常规气储层评价技术曰基于地震勘探

和测井数据剖析袁揭示了煤系各类储层
岩石物理特征袁识别了煤系各类储层含
气性/含气量的测井响应规律袁 形成了
煤系非常规气储层识别及含气性测井
评价方法和技术体系曰基于区域地质背
景及相关储层特征研究成果袁揭示了煤
系非常规气耦合成藏机理袁开展了数值
模拟实验袁对山西省域煤系非常规气重
点区域进行详实解剖袁阐释了重点区域
煤系非常规气地质演化史袁阐明了煤系
非常规天然气耦合成藏动力学过程袁建
立了煤系非常规气耦合成藏模式曰详细
解剖煤层气和页岩气富集控制因素袁优
选并建立各类气藏富集区评价指标袁明
确了山西省域煤系非常规气分级资源
评价体系及有利区优选原则袁评价了煤
系非常规气的资源潜力袁优选了煤系非
常规气有利区袁提出了煤系非常规气共
探共采优选方案袁 并实施了示范工程袁
达到预期日产气量 1000 立方米的目
标遥 朱亚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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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一二一大队

孕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江苏局物测队

野三调冶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

山西局

省煤基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过审

音7月 2日袁 中煤建工集团
有限公司承办了上海市闵行区防
汛防台应急演练观摩会遥 闵行区
副区长汪向阳袁 中煤建工党委书
记尧董事长穆勇等出席观摩会遥应
急演练分为人员集结尧 预警信息
传达尧启动应急预案尧应急反馈等
环节袁对人员撤离尧医疗急救尧基
坑排水尧 火情处理等场景进行了
演练遥 白景瑞 肖 艺

音6月 24日袁青海煤炭地质
局在省自然资源厅系统安全生产
知识竞赛中取得了第二名的优异
成绩遥 此次竞赛内容涵盖安全生
产法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尧非
煤矿山安全管理规定尧 地勘安全
规程等内容遥 徐明建

音6月 27日袁 第一勘探局华
辰公司 10 余名员工走进邯郸市
南程庄政府专职消防队袁 进行参
观学习和体验遥 消防官兵向大家
详细介绍了消防救援车辆器材装
备的名称尧用途尧技术参数及其在
灭火抢险救援战斗中发挥的作
用遥 史小丁

音6月 27日袁福建省国土测
绘院开展了毒蛇咬伤应急救援演
练遥 整个演练从模拟发生毒蛇咬
伤后的现场急救袁组织救援袁全面
掌握事故现场发展态势袁 到向上
级报告有关情况袁 各项工作稳步
有序进行遥 郭仁安 罗冬梅

音近日袁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
物测队为在贵州发耳项目安全生
产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施工人员发
放安全奖励金 5万元遥 该项目用
安全五野到位冶袁确保项目平安顺
利施工院安全意识野到位冶袁强化责
任落实曰安全规程野到位冶袁完善管
理规定曰安全保障野到位冶袁防范尧
排除隐患曰安全技措野到位冶袁施工
畅通无阻曰安全创新野到位冶袁全面
打赢实战遥 赵 欣 李金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