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巍巍千山雪绵延袁大河之源天地间袁
蓝旗红装映雪原袁煤地精英战祁连遥
夙夜不寐绘蓝图袁披星戴月指现场袁
矿区生态变新样袁绿水青山源流长遥

殷 飞 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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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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时期袁 他英勇无畏走向战
场袁 奋勇抗敌袁 保家卫国遥

建设时期袁 他服从大局投身油
渊煤冤 田袁 艰苦会战袁 尽职尽责遥

和平时期袁 他不忘初心袁 默默无
闻袁 不改本色遥

他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
作的水文地质局三队 88 岁高龄的老
战士孔书文遥 信仰所产生的精神力量
是无穷的遥 有了精神力量的支撑袁 再
普通的人也会变得强大起来遥 这句话
在老兵孔书文的身上得到了印证遥

孔书文 1932 年出生于河南省中
牟县袁 1948 年响应党的号召光荣参
军袁 积极投身到解放战争中遥 1952年
他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袁 跟随 63 军
入朝袁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袁 保家卫

国遥 经过短暂的集训后袁 他们跨过鸭
绿江遥 在生与死之间袁 在血与火的洗
礼中袁 他逐渐成长袁 先后担任过担架
员尧 卫生员尧 汽车连班长等遥

野战场上每天战火冲天尧 炮声连
连袁 四处遍布深浅不一的炸弹坑袁 战
斗激烈时袁 不断有受伤的战友从前线
被转运至后方遥冶 老人回忆道遥 当他
们跨过鸭绿江时便已经把生死置之度
外遥 在平壤南部的阻击战中袁 他与战
友抬着担架袁 穿梭在炮火连天的战场
上袁 一旦发现受伤的战士便立即在战
地进行简单的伤口处理袁 然后送往后
方急救遥 他们争分夺秒袁 只为能及时
抢救更多战友的生命遥 一次袁 在护送
伤员的途中他们突然遇到敌军袭击袁
孔书文想都没想立即用自己的身体护

住了伤员遥 然而多次的往返使他精疲
力竭袁 晕倒在地袁 但是在被叫醒后他
再一次义无反顾地冲向战场遥

说起那些经年往事袁 老人兴奋起
来袁 眼睛也亮了许多袁 仿佛又回到了
那个被战火洗礼的年代遥 有一次汽车
连运送补给物资时袁 遭到了敌军的阻
挠轰炸袁 一车补给物资突然着火遥 千
钧一发之际袁 孔书文果断作出决定袁
把车开到了路旁的小山涧中袁 才保护
了这一车来之不易的物资袁 但不幸的
是他和战友们在汽车冲向山涧的同时
被大火烧伤遥 他一直说院 野我很想念
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袁 很想念当时一
起并肩作战的朝鲜人民袁 我就是一名
普普通通的战士遥冶 老人回想起来袁
哽咽无声遥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袁 孔书文转
业来到地方工作袁 先后参加了玉门油
田尧 大庆油田及邯邢会战袁 1976年到
水文局三队汽车队工作遥 他生活朴
素袁 平易近人袁 虽然只是一名普普通
通的修车工袁 但他始终以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生产工作之中遥 1983年因工作
需要他被调至供应科袁 直至 1986 年
退养袁 他把最好的年华都奉献在祖国
的建设之中遥 野看着祖国一天天变得
强大袁 我十分欣慰袁 只要祖国好我便
无怨无悔噎噎冶 老人说遥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已经过去 70
年袁 如今的祖国日益强大遥 我们要铭
记历史袁 继续传承并弘扬伟大的抗美
援朝精神袁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砥
砺奋进浴

殷 张君铭 任建利 渊水文局三队冤

光 辉 的 足 迹
要要要记水文局三队抗美援朝老战士孔书文

周末闲来无事袁 想从书柜里找本书看袁 却翻出一摞
信遥 这些信大部分是 30多年前袁 我上大学期间家人寄来
的遥看着这一封封信袁许多回忆涌上心头遥

我是在上世纪 80年代读的大学袁 那时袁 爸妈在农村
干农活袁 姐姐已离开家乡到省城工作袁 哥哥在外地当兵遥
我排行老三袁 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在上学遥

爸妈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袁如果要给我寄信袁还得到很
远的集镇去遥所以对他们来说袁写信和寄信都是件不容易的
事袁即便如此袁我还是经常能收到爸爸的信遥爸爸写的信很
短袁字也不好看袁但饱含着他的叮咛和嘱托袁还有爸妈疼儿
的深切情感遥所以袁读信的时候我常常会流泪袁那是幸福的
泪水尧思念的泪水袁也有不能在爸妈身边帮着干活的内疚的
泪水遥每每读完爸爸的信袁我就更有劲头去学习袁也不惧怕
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了遥

除了爸爸寄来的信袁我偶尔还会收到哥哥的信遥当时袁
他已参军入伍遥有一次袁他还给我寄来学习用书遥他在部队
有纪律约束袁能离开军营到市里书店买书给我寄来袁这兄弟
情很让我感动浴

妹妹和弟弟当时在上小学或初中袁 所以多是我写信给
他们袁鼓励他们好好学习袁不要让爸妈操心遥

给我写信最多的是姐姐袁她当时已在省城工作遥作为家
里的老大袁她经常写信叮嘱我劳逸结合袁照顾好自己遥她的
字特别潇洒袁都说字如其人袁姐姐人很豁达袁很会照顾家人袁
有她在袁我们基本不用操心遥每次她给我寄信时还会寄来汇
款单袁要我购买书籍和自己需要的日用品遥有一次袁当她得知我在宿舍没有放
置学习用品和衣物的箱子时袁 特地坐了半天车给我送来她正在使用的一个小
木箱袁小木箱里还装了一个录放机遥她知道袁我学的是英语专业袁录放机能用来
练习口语和听力遥这也让我十分感动遥

看着这一摞信件袁往事历历在目遥现在袁我好想写信给我亲爱的家人遥
爸爸 84岁时离开了我们袁我好想写封信给他袁告诉他院我们兄弟姐妹工作

生活都很好袁妈妈的身体也很健康袁您在天堂可以安息了遥
我好想写封信给我的姐姐袁告诉她院好姐姐袁谢谢你照顾我们长大袁谢谢你

为我们大家庭的付出浴
我好想写封信给我的哥哥袁告诉他院哥哥袁你有军人的奉献精神袁你虽不善

言谈袁但对家人却有十足的爱心遥
我好想写封信给我的妹妹和弟弟袁告诉他们院你们在家孝敬老人袁抚养孩

子曰在外努力工作袁与人为善遥你们是最棒的浴
我好想写封信给我的女儿院宝贝袁你是爸妈的好女儿袁你是爸妈的骄傲浴你

说你想继续读博袁爸妈尊重你的选择遥我们不奢求你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袁只
希望你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袁能自食其力袁能快乐生活袁能享受爱情的甜蜜尧亲
情的温暖尧友情的可贵浴

我好想写封信给我的爱人院老婆袁让我们携手度过幸福余生浴
我把面前的这摞信一一收好袁 珍藏起信里浓浓的亲情和对美好生活的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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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昔日的同窗
成为一名光荣的地勘郎
每当我们背起行囊走向远方
心中便豪情万丈

瑰丽万物是多彩自然的宝藏
茫茫原野是我们挥洒青春的作业场
还记得那戈壁的驼铃
叮叮当当诉说着塞外无言的惆怅
还记得那江南的烟雨
袅袅娜娜氤氲起水乡多情的面庞
还记得那帐中的寒夜
点点星光道不尽的是思乡的回忆
还记得那雁阵惊行
凌云直上好似男儿志在四方

我们不再是稚嫩的枝条
我们是黑土地上走来的战士
我们是铁铮铮的英雄汉
愿用胸中一腔热血和铁一样的拳头
为敬爱的祖国献上数不尽的宝藏

殷 李 颖 渊一勘局一一九队冤

地 勘 郎

光热源
渊第 922期冤

叶年年岁岁柿柿红曳
李红云 摄

渊陕煤地质一九四公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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