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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袁 一幅充满诗意的图画袁能
让人想到历史的深处袁想到许多含泪
的故事袁还会想到陶渊明袁想到他的
品质和境界袁还有他野采菊东篱下袁悠
然见南山冶的诗句遥田园袁会让我们生
出怎样的感慨呢钥

我们每天都在奔波袁从一座城市
到另一座城市袁或是从城市的东边到
城市的西边袁 去实现我们的梦想遥匆
匆的脚步袁焦灼的心灵袁多么希望能
停一下脚步袁有一方田园能接纳我们
疲惫的身躯袁有一片竹林能抚慰我们
发涩的目光袁有一条小溪能洗去我们
满身的风尘袁有一群鸟儿能在我们的
耳边唱响梦一样的天籁噎噎

田园袁或许是藏在我们心底的一
个小小的村落袁可以安心袁可以安魂袁
可以观野花灿烂尧听流水清音尧赏百
鸟啼鸣袁或许还可以捉笔成诗袁抒山
水之情袁绘天地之美袁也可以望北山尧
南山袁观东山尧西山袁看天上的大雁飞
过云朵袁飞过长空遥

常想起故乡田园的春草遥起初有
淡淡的绿意袁近看却无袁但它是生长
的袁转眼间田野就郁郁葱葱了袁就草
长莺飞了遥这是动态的绿袁生长的绿袁
绿了天地袁绿了人心袁它们就那么生
机盎然地生长在田野里袁也生长在沟
沟壑壑尧 黄土高坡和深深的谷底里袁
拥抱着野花尧 鸟儿和不知名的小虫

儿遥当我回到故乡的田园袁当我与庄
稼耳鬓厮磨时袁当我倾听雨落田园的
声音时袁当我掰下一穗刚刚熟透的玉
米烤了大口咀嚼时噎噎焦灼和烦恼
便会被田园的清风轻轻地拂去遥

我时常回到故乡遥我曾在一个雨
天的早晨突然坐车回到 300 多里外
的故乡袁不为别的袁就为了坐在河边
看一看故乡的田园遥 那时阳光明媚袁
河面波光粼粼袁 几只鸳鸯在水中嬉
戏袁一群鸟儿在空中飞翔噎噎大片云
朵在空中飘浮着袁 田野碧绿的玉米
棵尧黄豆棵尧花生苗摇曳着袁仿佛能听
到它们拔节的声音遥

过往的许多日子袁我都在田园中

度过遥儿时的夜里袁我看护过瓜园尧苹
果园袁假期里我割过麦子尧锄过玉米尧
拔过花生尧挖过红薯遥我看过田野的
春花尧夏雨尧秋草尧冬雪噎噎田园是我
生命的底色遥当我老了袁依然能在故
乡袁愉快地看着小桥流水袁看着缤纷
的田园袁去回忆一生的经历袁那又是
怎样一种诗意的人生遥

我曾从故乡采回许多菊花晒干袁
在春日或暮秋的傍晚袁 泡一杯菊花
茶袁 看菊花是怎样慢慢地舒展着身
子袁绽放成我对故乡的思念遥而此刻
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袁我看到了故乡
田园的菊花袁我看到了又要走来的冬
天尧春天和夏天噎噎

殷 茹喜斌 渊河南局四队冤

故乡的田园

今年因多灾多难而注定不凡遥疫情是大考袁汛情是加试袁复杂
多变的国际形势是外忧遥尽管被重重野低气压冶笼罩袁但我们还是看
到各行各业的兄弟姐妹以果敢勇毅的姿态袁闯关夺隘袁逆风前进袁
在艰难中生存袁在荆棘中搏击遥

越是面临艰难险阻的考验袁我们越需要凝心聚力袁以强大的精
神力量为支撑袁过坎爬坡遥没有哪一代人是轻轻松松过来的袁每一
代人都有时代给出的必答题遥当我们呼喊着野我太难了冶来抒发内
心的苦闷时袁更应该做的是冷静下来袁理性清醒地看清当前面临的
国家之野难冶尧企业之野难冶尧形势之野难冶袁继而化压力为动力袁与团队
一起战斗袁与企业共渡难关遥因为野负能量冶对解决问题毫无意义袁
最终能够让我们破局突围的还是野逆流而上尧久久为功冶的信念袁
野攻坚克难尧全力以赴冶的干劲袁野精益求精尧人有我优冶的技能袁野人
人出力袁步调一致冶的团结遥

心有方向袁在逆境中向阳生长遥逆境最坏的影响是摧毁人的意
志袁使人失去信心和方向袁陷入消极尧怀疑尧自我否定的黑洞遥事实
上袁我们大可不必如此悲观遥岁不寒袁无以知松柏遥艰难的环境才是
真正磨砺意志袁锤炼生命厚度与广度的机遇遥只要心中有方向袁并
且矢志不移地走下去袁就一定会到达彼岸遥

近年来袁地勘市场由野热冶转野冷冶袁投资越来越理性袁特别是传
统地质勘查的投入堪称野断崖式冶下降袁让很多地质从业者心灰意
冷遥但是理性分析其中原由袁我们就会发现市场回归冷静是经济发
展的必然趋势遥十年黄金期过热的投资袁大兵团尧大规模作战袁已经
使我们对我国资源尧能源有了较为清楚的掌握袁市场由摸底勘查转
入开发利用阶段后袁处于能源尧资源行业前端的地质勘查市场必然
萎缩遥但是袁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走到了发展的绝境遥

虽然传统地质勘查正在遭遇发展的瓶颈袁 但是清洁能源地质
勘查尧民生地质尧生态环境地质尧城市地质等已经成为地质行业新
的经济增长点袁也为地勘单位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遥只要我们瞄准
市场方向袁深耕细作袁在野谋事冶上做文章袁在野成事冶上下功夫袁朝着
光明的方向走袁就一定会走出荆棘丛遥我们今天所积累的资本尧经
验尧技术尧抵御风险的能力袁以及整个经济环境都比上世纪 90年代
地质行业的低谷期要好太多袁那个年代我们的前辈都挺了过来袁相
信现在我们一样可以遥

提质增效袁在逆境中涅槃重生遥当下袁在制约我们发展的因素
中袁大环境的市场经济下行只是其一袁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于知识
恐慌尧本领恐慌袁能力素质跟不上市场发展的需要遥进入新时代袁知
识野保质期冶越来越短袁思维野折旧冶越来越快袁能力野迭代率冶越来越高袁这就要求我们
必须在提质增效上下功夫袁要想不被淘汰袁就得时刻保持危机意识尧进取精神遥以匠
心钻研新业务袁探索新领域曰以项目为平台袁落实好每一个细节遥勇敢地走出自己的
舒适区袁在社会这所大学堂里学习新本领袁掌握新技能袁在质量上一丝不苟袁在效能
上追求卓越遥网络上的知网尧图书馆尧大学公开课袁现实中与单位有良好合作关系的
高校老师尧身边经验丰富的同事袁都是我们可以求知解惑的良师益友遥

经受了火的洗礼袁泥巴才会有坚强的体魄遥经历了逆境的洗礼尧烈火的锤炼袁我
们也一定能够成为一颗金刚般的钉子袁铆在哪里都有力遥乘风破浪袁元气满满袁让我
们的事业永远向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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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阳光下的梯田曳
李盛林 摄

渊一勘局科教中心冤

2020 年
是极不平凡
的一年袁 寒
冬再漫长 袁
也不能阻挡
春天的脚步袁
灾难虽巨大袁 但始终压不倒英勇的中国人民袁 疫
情没能阻挡我们地质人 野出征远行冶遥

嫁给地质人之后袁 我才真正了解到他们在野
外的生活遥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袁 选择了地质事
业袁 就意味着选择了对家庭尧 亲人袁 以及较高质
量的物质尧 文化尧 娱乐生活的牺牲袁 就意味着为

之奉献自己
的青春和一
切遥
空旷的

戈壁袁 荒凉
的沙漠袁 辽

阔的草原袁 磅礴的大山袁 与山为伴袁 以水为友袁
天为被袁 地为毯袁 他们的家是帐篷袁 他们在恶劣
的环境里奋斗袁 经历烈日炎炎尧 冰天雪地袁 听起
来豪迈袁 实也苦涩遥
中国梦袁 地质行遥
多险路袁 勇士在遥

我们来自大江南北袁因地质相遇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袁因地质相识
我们来自四面八方袁因地质相知
我们来自天南海北袁因地质结缘
我们相聚在一九七
一路同行

高耸入云的崇山峻岭袁闪动着我们的身影
杳无人烟的原始森林袁撒落着我们的足迹
我们像草原雄鹰袁天边掠过尧傲骨铮铮
我们像沙漠骆驼袁默默远行尧执着坚定
我们的足迹遍布祖国大好河山

无论狂风暴雨
无论酷暑严寒
无论山高路远
无论春去秋来
无论牵挂与思念之情多么浓烈
我们一直坚守在这里
只为早日优质地完成我们的项目
只为实现心中那一个个绚烂的地质梦

历经挥汗如雨的盛夏
走过彻骨如冰的寒冬
只因身为地质人
注定了一如既往的坚守

殷 朱启象 渊福建省一九七大队冤

坚 守

济源市东方重工有限责任公

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石油钻具的新

型高科技企业遥主要产品有各种规
格型号无磁钻铤尧 无磁承压钻杆尧
整体加重钻杆尧方钻杆尧普通钻铤袁
以及客户定制的非标产品等遥

类别 规格渊mm冤
无磁钻铤 88.9 104.8 120.7 127.0 158.8 165.1 171.4 177.8 203.2 241.3
整体加重钻杆 73.03 88.9 114.3 127.0 139.7 168.3
普通钻铤 88.9 104.8 120.7 127.0 158.8 165.1 171.4 177.8 203.2 241.3
方钻杆 63.5 76.2 88.9 108.0 133.4
接头 转换接头尧提升短节尧定向接头

无磁钻铤
Non-magnetic Drill collar

钻铤
Drill collars

方钻杆
Square Kellys整体加重钻杆

Integral heavy weight drill pipes

济源市东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院0391-6658108 13849532358 18803903253
网址院www.jysdfzg.com

千里风雨千里雪袁万丈高原旗猎猎遥
祁连山前风景秀袁聚乎更里生态劫遥
上令煌煌如日月袁下吏急急似火烈遥
招我煤地精与英袁绿水青山慰热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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