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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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山脚下的三塘湖戈壁
五色的彩旗飘扬在钻场
测井队员正忙碌地工作着
他们依旧保持着高昂的工作热情
夜幕降临
山上的钻塔灯光闪烁
这不是第一次夜里撸起袖子加油干了
安全帽 红工装
还有绞车的隆隆声
这一切交织在一起
演奏着测井人的精神乐章
依稀记得疫情解封前
他们早已开始忙碌了
严守规章 谨记制度
野严冶字当头
野细冶字当先
野实冶字当家
踏踏实实工作
从春到秋的坚守
始终将野严细实冶的工作作风
贯穿生产生活的每时每刻
从不怕环境恶劣
从不畏任务艰险
因为他们有着地质人的野铁军冶精神
一代又一代煤田地质人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抒发着对煤田事业的热爱与忠诚
炎炎夏日渐渐远去
习习秋风悄然而至
一六一队测井公司
迎着戈壁的朝阳
自信笃定 拼搏奋进
为自然资源贡献着力量

殷 张特特 渊新疆局一六一队冤

煤田地测人

梁沟村袁一个太行山中的小村落袁位于河北省武安市
西北部袁三道峻岭尧一条窄沟围成一个山谷袁地形隐蔽袁
山高林密袁易守难攻遥
这是我们旅行途中的一段偶遇袁 却成为我念念不忘

的地方遥
因为梁沟袁 不仅是一个地名袁 更是一段浓缩的军工

史袁一首悲壮的抗战曲浴
1938年 3月袁八路军先遣支队于深山区梁沟村始建

兵工厂袁厂址由刘伯承师长亲自选定袁后为八路军第四
修械所袁可生产步枪尧手枪尧掷弹筒尧手榴弹等遥
在学习这段历史时袁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 1942年 5

月 24日袁日军第三次向梁沟兵工厂进行的袭击遥日军一
连十多天搜山尧烧山袁隐藏起来的群众带的粮食吃光了袁
白银果 5岁的女儿饿得哇哇直哭袁 为了确保兵工厂 300
多名军工人员和全村群众的安全袁她一狠心袁含泪把自
己的女儿勒死遥众人平安躲过了日军的搜捕袁可女儿却
死在了母亲怀中袁在场的人无不落下泪水遥
作为一名母亲袁我被深深地震撼了遥在日常生活中袁

我们遇到孩子磕碰的情况袁 都会责怪自己没有看好孩
子袁可当时梁沟村的白银果为了大局袁为了保护更多人的性命袁不得不伤害
自己最深爱的骨肉袁这是何等噬骨的哀痛袁又是何等崇高的大义遥

在郁郁葱葱的山坡上袁 立着一排又一排无名烈士墓碑遥 烈士们没有名
字袁有的甚至连尸骨都没有找到袁只能用野某连长冶野某指导员冶野某战士冶来安
葬袁可他们却用坚定的信仰捍卫了这座兵工厂袁用生命诠释了信仰的力量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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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第 917期冤
叶石上草青青曳
章治萍 摄

渊青海局物测队冤

很多人都喜欢跟风袁 盲从做
事袁 但也有人不随从袁 走出自己
独特的人生步伐袁 作家贾平凹就
是这样的一个人遥 在明星作家尧
美女作家尧 网红作家盛产的时代袁
他坚守着质朴的创作初心袁 以其
著作 叶自在独行曳 体现了独特的
哲学观尧 人生观和幸福观遥

不跟风才能看到最远的风袁
就是作者用独到的眼光推开至真
之窗遥

叶自在独行曳 这部 野碎碎念冶
式的著作与众不同遥 说其 野碎碎冶
是因为这是一部散文集袁 从看似
零碎的一篇篇散文中袁 野念冶 出
来的是孤独的追寻与深省尧 独处
的清欢与怡然遥 这些文章背后隐
藏的是作者对人生独有的体悟尧
对生命的独特理解尧 对生活的独
到感受袁 还有对自己独处的沉思遥
这些俗世的智慧尧 生活的情趣带
给读者的是生命的启示尧 灵魂的

安顿和诗意的栖居遥 整本书体现
了作者对真善美的追求遥这是一本
野纯净冶野纯粹冶的文学类图书袁基本
上没有时尚潮流的元素袁 很难吸
引当下的 野跟风冶 者袁 也少有线
下营销的宣传袁 仅能见到的宣传
文案便是网上书店和实体书店的
介绍袁 然而袁 书的发行量早已超
过百万遥 可见只有不跟风才能看
得远袁 看得远才能走得远遥

不跟风才能追赶最远的风袁
就是作者用真正的实力打开至善
之门遥

全书包含 叶孤独地走向未来曳
叶默默看世界曳 等五章袁 每章内容
总体风格比较接近袁 虽然有的章
节标题并未能覆盖所有的文题袁
但从中可看出作者谈论之广尧 涉
猎之广尧 思悟之深袁 将中国散文
题材延伸到了极致遥 作者的创作
已经达到一定的境界袁 展现出了
真正的创作实力遥 叶纺车声声曳

应是书中最长的一篇散文 袁 近
7000 字遥 这是一篇感念母亲的回
忆性散文袁 通篇洋溢着浓浓的母
爱遥 文中再现了其年少时家庭的
困窘袁 在父亲被抓尧 母子三人生
活极其被动的情况下袁 母亲却爆
发出巨大的生命能量袁 激励孩子
刻苦读书遥最后袁母子相依为命袁共
同战胜困难遥作者将自己少年时的
求学尧劳作等生活状况一一呈现出
来遥 正是母亲对他早年的启蒙袁促
使他不仅自学初高中知识袁还阅读
了父亲珍藏多年的几本重要图书袁
为通往大学奠定了坚实基础袁也为
其毕生的创作练就了扎实的童子
功遥正是受到母亲的影响袁他一生
都在追赶着最远的风袁最终成就了
创作之路遥

不跟风才能驾驭最远的风袁
就是作者用低调的态度抵达至美
之室遥

野读诗能耐热袁 这是我的秘

密袁 不可告知他人袁 但切记袁 需
要慢读袁慢读即可安灵袁灵魂安妥袁
酷暑便是清凉世界遥冶 书中的这句
话道出了作者低调的生活态度与
创作原则遥整本书既有俗世的智慧
袒露在外袁也有生活的趣味充盈其
里遥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自然天
性的生活意境美和意趣美的欣赏袁
他强调行文要追求 野清水出芙蓉袁
天然去雕饰冶 的朴素纯洁之美袁更
强调古典之美袁但不藻饰尧不虚美遥
很多时候袁我们发现这些流淌出来
的纯朴的美才能让作品淡雅芬芳袁
不经意间会触及一种别样的气场遥

叶我的小学曳 中作者提到了一
位已记不起姓名的实习女教师袁并
称她为自己写作的启蒙老师袁因为
是这位老师让他知道写作时不要
被格式套住袁 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袁
熟悉什么就写什么袁 只要写清楚
就好遥 这种做法在很多作家追求
语言精美的当下的确是一股清流遥

题材上也并未像许多作家那样聚
焦都市生活的喧嚣袁 而是用质朴
的心去咏叹农村遥 如 叶静虚村记曳
叶白浪街曳 叶在米脂曳 叶走三边曳
等袁 将西北地区人民的饮食尧 婚
俗尧 爱恋娓娓道来袁 再加上对唱
的陕北小调袁 和城市局促的生活
真有天壤之别遥 陕北民风的淳朴
大方更令人神往袁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是叶秦腔曳袁作者用自在尧独行的
姿态和质朴无华的人生格局搭建
起了至简的创作居室遥

不跟风袁独自行袁站风口袁自在
行遥正如叶自在独行曳纪念版序中的
最后一句话院你尊重了文字袁文字
就尊重了你袁轻慢了它袁它必会使
你自取其辱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
文字怀有敬畏之心袁只有这样才能
表达坦然之意袁 进入淡然之境遥

不跟风袁 才会进入文学创作
的佳境曰 独自品袁 才能领略文本
的真情遥

殷 张利波 渊黑龙江省煤田地质一〇八队冤

淡定行自天成 不跟风品生命
要要要读贾平凹叶自在独行曳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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