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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天的旅程袁 我仿佛回到了三十年
前的童年袁看着似曾相识的青山袁看着在梦中
萦回过很多次的绿水袁我心潮澎湃遥 故乡就像
一首快乐的童谣袁即便我走遍天涯海角袁经历
过无数精彩袁依然无法忘记遥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么一个依山傍水的小
山庄里度过的袁 小时候的四季和现在相比是
多么截然不同呀浴

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袁 房后的山坡会变
得青翠起来袁干枯和萧条消失在视线里袁漫山
遍野都是一片绿色遥 这个时候我就会和小伙
伴们迫不及待地拿上筐篮袁 跑到山上给自家
的小兔子和小猪仔找食物遥 看起来我们好像
是很懂事袁其实在我们心中袁爬山嬉戏的乐趣
早已冲淡了劳作的辛苦遥 因为山上是我们天
然的游乐园袁 不说那矮矮的石榴树上火红的
石榴花袁也不说漫山遍野的金黄色的小野花袁

单是那粗壮的槐树上的小槐花都就让我们乐
不思蜀遥 小时候的我特别淘气袁总是第一个爬
到树上袁骑在枝头袁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填着小
槐花遥 整个春天袁我们都在笑声和奔跑的快乐
中度过遥

夏天总是转眼就到袁 天气会变得炎热起
来遥 那时候大人们总会强迫我们睡午觉袁可是
每天都很忙碌的他们却总会比我们先睡着遥
听着他们浓重的鼾声袁 我和小伙伴们便会飞
快地跑出家门袁 聚齐后一起来到村头的小河
边遥 那时候的河水很清很净袁能清晰地看见河
底的河卵石遥 河边的杨柳倒映在水里袁那一番
美景绝不亚于现在公园的景色遥 不过我们的
乐趣可不在欣赏景色上袁 而是将全部的心思
都用在了河底的小鱼身上遥 我们会来到一个
水比较浅袁只没过小腿肚的地方袁脱掉鞋子袁
挽起裤腿袁一场捉鱼比赛就开始了遥 由于河水

很浅袁再加上我们的小手在里面乱搅袁鱼儿们
慌乱起来袁扑腾扑腾地跳出水面袁谁要是不小
心就会被溅一脸水袁 然后惹来周围的一阵哄
笑遥 不管最后有没有抓到鱼袁我们总是觉得时
间过得很快袁还没有玩够夜幕就降临了遥 虽然
很恋恋不舍袁但也只得乖乖回家遥

秋天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季节袁 那时候山
上的野果都已经熟透了袁 就算在家不好好吃
饭袁也能在山上吃得很饱遥 柿子树上的小柿子
宛如一个个小灯笼袁总在诱惑着我的眼睛曰小
黑枣更是不听话袁我还没有怎么瞅它呢袁就已
经掉在我的面前曰 满山的核桃树挂满了小核
桃袁外面的绿皮如同它的锦衣袁每次帮它野脱
衣服冶的时候都会弄得满手满脸脏兮兮的遥 当
然我最爱的还是那红红的或者青青的小酸
枣袁不管枝条上面的刺有多厉害袁我只要看到
就会去摘遥 记得那时候我和姐姐爬到很高很

陡的山坡上袁就为了去摘那里的酸枣袁因为那
里长出的酸枣格外好吃遥

冬季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是一个比较无
聊的季节袁 但是有一个例外袁 就是下雪的时
候遥 早晨一起床袁 眼前就是一片白茫茫的景
象袁 树上尧 房上尧 远处的山上都被一层 野白
绒被冶 覆盖遥 虽然没有堆过雪人袁 但是我们
会打雪仗遥 一个冰冷的雪团扔进衣服领子里
面袁 浑身就会哆嗦一下袁 反过来就是一阵还
击遥 但不管是打人的还是被打的袁 脸上都洋
溢着快乐遥

看过了青山绿水袁尝过了无忧无虑袁无论
世事怎样烦躁和浮夸袁 我都会在喧嚣中找到
一种宁静袁那是大山赋予我的精髓袁是一种没
在山里生活过的人所不能体会的悠远遥 重温
曾经的童真和乐趣袁 游览令人心旷神怡的景
色袁还有什么不心满意足的呢浴

野爸爸袁你怎么哭了钥 冶儿子好奇地问道遥 几
天前回老家袁我去了一趟外爷的老屋袁在古老的
梳妆镜后面发现了一张淡淡发黄的照片遥 我小
心翼翼地擦拭掉上面的灰尘袁 看到照片上是外
爷一只手拉着头顶的枣树枝袁另一只手拉着我袁
回头对我笑遥 看着照片袁 我眼睛酸酸地笑了起
来袁在儿子面前我努力地压制着袁但眼眶的堤坝
终究挡不住泛滥的泪水遥

外爷袁 是一个慈祥和蔼的长者袁 是一个活
泼调皮的老顽童袁 也是一个饱经战乱之苦尧 担
负着守土之责的抗美援朝老兵遥 我最喜欢听外
爷讲抗美援朝的故事袁 这曾经是我睡觉前的必
修课遥

小时候生活艰苦袁家里总是能省就省袁那时
候一包方便面啃完之后我都能回味许久袁 甚至
在小朋友面前显摆袁而这种回味和野荣耀冶都是
外爷带给我的遥每次外爷来家里袁人未到声音先
至袁野鹏娃尧鹏娃浴 冶野妈袁外爷来了浴 冶我飞快地跑
出去袁野抢冶过外爷手中的袋子袁翻看着里面的物
品袁野掏冶出方便面袋子迅速地撕开袁而外爷则笑
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遥

外爷是一个十足的老顽童袁 和他一块儿看
电视袁 他会对一些演员和精彩场景 野评头论
足冶袁 野我要是那个兵袁 非得上去把那个敌人
活捉了遥冶 野这个瓜怂跟他打呀袁 怕啥袁 大不
了一死遥冶 野这个兵连这点战场意识都没有袁

这是会要命的遥冶
外爷还会带着我翻沟串梁袁 我惊讶于外爷

的矫健袁 他竟然可以毫不费力地跃上大幅度倾
斜近三米高的沟沿袁 登上后还炫耀地对我说院
野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就已经会这种 耶绝技爷
了袁 看我厉害不钥冶 外爷还曾带着我在山沟里找
兔子窝袁 使唤我抱柴火袁 让我搜寻兔子窝后门袁
并且交代我要 野严防死守冶遥 没想到兔子根本不
给外爷熏烤的机会袁 飞快地蹿出包围圈遥 外爷
急了袁 竟然拽着我追赶兔子袁 直到筋疲力尽袁
两人坐在地上哈哈大笑噎噎

岁月如梭尧时光荏苒袁转眼间我已近中年袁而
外爷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遥以后不会再有站在
池塘边屋檐下戴着老花镜看着我走来欣喜地对
外人说野我鹏娃来看我了冶的老人了袁不会再有向
我炫耀矫健身手的老顽童了袁也不会再有和我睡
在炕头一起讨论抗战的野战友冶了袁以后我可能再
也吃不到那么香甜的方便面了噎噎

外爷走的那天袁由于疫情的原因袁我没赶上
见他最后一面遥 想到这里袁我的眼泪如河水一般
奔涌而出遥 猛然间发现袁除了一些泛黄的照片之
外袁我竟没有任何可以追思外爷的物件了遥

外爷走的前两天袁 曾对家人说他梦见外婆
和战友叫他了遥 大家都以为是玩笑话袁 殊不知
是他真的要走了遥 如果可以袁 希望下辈子我们
还是亲人浴

阵阵秋风袁几缕忧愁袁思绪万千遥忆
峥嵘岁月袁硝烟弥漫曰回望历史袁道路坎
坷遥不忘初心袁雄鸡高唱袁东方升起红太
阳遥天地变袁五星红旗飘袁雄狮崛起遥

一轮明月照耀袁 秋风起尧 花果齐飘
香遥饮千杯美酒袁醉卧楼台曰长江滚滚袁逝
水东流遥悠悠华夏袁万里江山袁天翻地覆
成史诗遥看今朝袁国泰民安好袁太平盛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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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恋子
如果青涩是一种初恋

傍晚每一级台阶

是上九山古村落数不尽的甘甜

每一处折弯

都书写一扇古门春秋尧亭台清酒
叶落秋起后袁门楣捻香无霜
如果秋黄叶落是一种苦恋

羞涩染了腮红

谁在古楷树下等袁等一场黄昏
直到弦月初上

一位婀娜而来的红衣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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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光
清商瑟瑟响袁陨叶飘飘扬遥
万山层林染袁千壑绚丽装遥
蓝天白云飘袁田野秋草黄遥
春种万物长袁秋收硕果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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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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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