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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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识小杨大概是在十年前的一个
秋天袁 那时我还在航测内业绘地形
图遥 调绘片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各种
地物的属性袁 我正借着窗外的光线努
力寻找每一处关键信息袁 生怕有什么
疏漏遥 就在这时袁 调绘片突然暗下
来袁 我抬眼一看袁 野一堵墙冶 挡在了
窗前袁 这堵 野墙冶 太高了袁 一米八多
的个子袁 虎背熊腰的袁 嘴角略带微
笑遥 忽然袁 一个极其温柔的声音传
来院 野你好袁 你找我吗钥冶 我这才反
应过来袁 他就是小杨袁 这张野外调绘
片的作业主人遥 野哦袁 是的袁 我找
你袁 这张调绘片上有一些外业问题我
需要问你遥冶

一个月后袁 我也出了外业袁 并跟
随小杨学习外业调绘知识遥 小杨成了
我的师傅袁 我跟随他一起爬陡坡尧 过

河沟尧 走荆棘尧 穿密林遥
小杨特别仔细袁 所有调绘片上能

到的地方都要去袁 有时候跑几里地就
为了确定一座房子的性质是砖结构还
是混结构遥有一次袁我终于因为体力不
支向他提出野抗议冶袁小杨却缓缓地说院
野入行的第一个师傅太重要了袁我想让
你一开始就养成细致尧严谨尧认真的好
习惯袁心里要有一道关口遥冶说完袁自己
拿着设备穿过成片成片的枣树林去确
定远处一条道路的性质了遥

后来我和小杨成了无话不谈的好
朋友遥虽叫他小杨袁实际上我们年龄相
仿遥 我性格急躁袁 经常愤世嫉俗袁 而
小杨却总是用一双清澈的眼睛袁 微笑
着面对一切遥野换个角度看世界袁 美不
胜收遥冶小杨总是这么说遥

有一次我们去他家里聚会袁 小杨

拿出相册让我们看他爸爸袁 照片里的
男人袁高高的个子袁穿着一身帅气的军
装袁 眉目间比小杨多了几分凌厉遥野确
实帅啊袁比你帅多了遥冶我们说着遥小杨
高兴极了袁眼里溢满了幸福袁野是呀袁我
一直跟你们说袁我爸爸特别帅袁现在你
们信了吧遥冶看着照片袁小杨给我们讲
着爸爸的故事袁 仿佛在他高二那年就
去世了的爸爸从未离开过他袁 这么多
年一直相伴在身旁遥

在小杨这里袁 时光好像一直都在
缓慢地流淌袁 所有的喧嚣和疼痛被打
磨成一块光滑的石头袁 温润如玉遥 小
杨说袁 爸爸离开三个月后的某一天袁
他在卫生间洗澡袁 喷头喷出的凉水似
冷箭般刺痛着他的脊背袁 那一刻他似
乎跌进了冰窟窿袁 恍惚间袁 他看见爸
爸微笑着朝他摆摆手袁 然后走开了袁

他哭了好久遥 走出卫生间袁 小杨觉得
自己终于释然了遥

和小杨在一起的日子袁 我们一直
并肩同行袁有酒一起喝袁有肉一起吃袁
有事也一起扛遥

小杨现在一直在做儿童心理健康
方面的公益活动袁 大家都称呼他 野杨
老师冶遥 前几天见到他袁 他刚给孩子
们做完心理辅导从学校出来遥 我们都
说院野太好了袁 你能帮助到更多的孩
子袁 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遥冶小杨却
说院野其实孩子也在治愈着我袁 我们一
起成长遥冶

这就是小杨袁如同冬日里的暖阳袁
明亮却不刺眼袁温暖却不灼热袁慢慢播
洒出绵绵的橙黄袁 让身边的每一个人
都沐浴在这和煦之中袁和他一起袁做个
温暖纯良的少年遥

殷 徐秋艳 渊陕煤地质物测公司冤

那个温暖纯良的少年

金秋之美袁 美在金陵遥 而栖霞
的丹枫之美袁 也为金陵之美再添一
朵 野金花冶遥

南京有栖霞袁 栖霞有丹枫遥 自
明代以来就有 野秋栖霞冶 之说 袁
野栖霞丹枫冶 为金陵新四十景之一遥
在这欣赏枫叶的最美季节袁 栖霞山
是我的首选之地遥

每年 11月至 12月袁 是去往栖
霞山欣赏枫叶的最好时节遥 枫叶如
霞似火袁溢彩流丹遥秋的世界袁不能
少了它的柔情遥那漫山遍野的红叶袁
无疑是秋的亮点遥它随风舞动袁用火
一般的柔情装点秋的成熟遥

红叶之美袁 引得古往今来无数
文人墨客抒发钟爱之情袁 留下了许
多脍炙人口的诗词雅句遥

我说丹枫多情袁 在于它也承担
了月老的角色袁 不信你看唐寅 野我

爱秋香 冶 的藏头诗 院
野我画蓝江水悠悠袁 爱
晚亭上枫叶愁遥 秋月
溶溶照佛寺袁 香烟袅
袅绕经楼遥冶 巧妙借助枫叶的柔情
倾诉了自己的心意遥

我说丹枫多情袁 还在于它将离
别之意渲染得更加伤感遥 白居易的
野浔阳江头夜送客袁 枫叶荻花秋瑟
瑟冶袁 望着江水不分昼夜地奔流袁
在这深秋的夜晚袁 更不舍离别遥

漫步漫山红叶中袁 仿若置身人
间仙境遥 野万千仙子洗罢脸袁 齐向
此处倾胭脂遥冶 每年栖霞山枫叶节袁
会吸引很多游人至此袁 常有撞个满
怀的 野诗情画意冶遥

来栖霞袁 你可以尽情领略 野似
烧非因火袁 如花不待春冶 的美景袁
大可以与红叶 野一醉方休冶遥

殷 胡 静 渊江苏局物测队冤

我爱野秋香冶

提起延安袁我便有一种神圣感遥身为 60后袁我小时候
虽然物质条件相对贫乏袁但每天都在自由的时光尧丰富的
想象尧奔放的空间中成长遥那时候袁一幅宣传画能带给我充
足的思考空间和想象力袁 一首动听的歌能让我亢奋很久袁
一场样板戏能让我模仿完英雄后再扮演一次野坏蛋冶遥

在那个年代袁所听所见最多的就是红色故事袁大人们
经常反复教育和考验我们袁使我们在小小年纪就能看着宣
传画指出井冈山尧延安尧上海等革命圣地和毛泽东尧周恩
来尧朱德等革命伟人袁也能讲出红军长征尧打土豪分田地尧
抗美援朝等革命故事遥

当时袁我最先熟悉的红色圣地就是延安袁因为那里有
一个特色景点要要要宝塔山遥2002年初秋袁 我和一位即将退
休的老领导去延安袁老领导坚决要登宝塔山袁他说院野不来
延安就得不到革命的洗礼袁不登宝塔就领悟不到延安的精
神遥冶我们登上宝塔山袁站在塔顶袁环顾四周风光时袁他跟我
聊起每次到延安必登宝塔袁并侃侃而谈每次登塔的不同感
受和延安的时代变迁遥此时此刻袁我的心田浸满了一种神
圣感遥

在单位开展的读书活动中袁我选读了叶话说延安精神曳
这本书遥通过系统地读书袁我对延安精神的历史尧精髓尧意
义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掌握遥从全国奔赴延安的青年大
军尧文化大军尧科技大军尧国际大军中袁我体会到野到延安
去冶的极大号召力和吸引力遥延安成为全国人才汇聚的高
地袁国际关注的重心袁充分体现了延安精神的信仰核心力遥
从叶陕北老百姓心中的野谢青天冶曳叶论持久战曳和叶毛泽东
野挨骂冶的反思曳等文章里袁我也感受到共产党人闻过则喜尧
有过即改的优良作风遥延安时期的野大生产冶运动尧叶东方
红曳的传唱尧野只见公仆不见官冶的独特风景中袁无不体现着
党一心为民的初心和担当遥

新时代尧新征程尧新战略袁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把以延安
精神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伟大精神牢记心
间袁充实到精神家园袁落实到岗位职责袁真实发挥其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野传家宝冶尧全面从严治党中的野压舱石冶
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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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华秋实七十载袁忆往昔袁岁月峥嵘曰
雄赳赳袁气昂昂袁无畏牺牲袁保家国曰
黄继光尧邱少云袁堵枪眼尧陷火海曰
上甘岭尧三九一袁浴血杀敌袁展雄威遥
抗美援朝袁中华儿女多壮志袁
奋发图强袁保家卫国志不改浴

沧桑巨变看中华袁旧貌新颜奔小康遥
改革开放数十载袁太空深海皆探索曰
深化改革十九大袁绿色生态谋发展曰
继往开来野十四五冶袁治国理政察民情遥
民族团结党旗红袁世界和平有中国浴

殷 蔡洪广 渊内蒙古煤勘集团一一七公司冤

纪念抗美援朝七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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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跋山涉水曳
冯 丹 作

渊一勘局物测队冤

河北朗威石油装备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6 年袁是
一家集石油钻具设计尧制造尧检测尧维修于一体的专业
石油装备制造企业遥

公司拥有国际领先的生产设备遥产业链完整袁是国
内国际为数不多的集钻杆接头尧管端镦粗尧管体热处理尧
摩擦焊接尧耐磨带敷焊尧内涂层加工等于一体的钻具加
工企业袁可生产国标尧美标尧俄标尧欧标等各种规格型号
的钻具袁还可根据客户需求设计尧制造特殊规格的钻具遥

朗威石油已通过 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袁获
得了美国 API SPEC 5DP 尧API SPEC 7-1尧 欧洲
NS-1尧俄罗斯 GOST RTN等质量认证遥

朗威产品质量稳定可靠袁广泛应用于国内国际各
大油田尧煤田尧地矿尧水文尧核工业等领域袁远销德国尧
法国尧俄罗斯尧土耳其尧中东尧南美尧非洲等几十个国家
和地区遥

钻 杆院石油尧天然气尧页岩气钻杆袁煤层气钻杆袁地热井钻杆尧海洋平台用钻杆等
钻杆规格院渍50尧60.3尧73.02尧88.9尧101.6尧114.3尧127尧139.7尧149.2尧168.3尧
193.7等
钻杆材质院E75尧R780尧X95尧G105尧S135尧LZ140尧LV150尧LU160等
钻杆螺纹院API数字螺纹渊NC系列冤袁双台肩螺纹尧高抗扭螺纹尧专利螺纹尧特殊螺纹等
加重钻杆院73.02尧88.9尧101.6尧114.3尧127尧139.7尧149.2尧168.3尧193.7等
钻铤规格院79.4尧88.9尧104.7尧120.7尧133.4尧146尧152.4尧158.8尧165.1尧
177.8尧203.2尧209.6尧215.9尧228.6尧241.3尧254 等袁 光面钻铤尧螺旋钻铤尧无磁
钻铤尧无磁承压钻杆等
钻铤类型院光面钻铤尧螺旋钻铤尧无磁钻铤尧短钻铤尧无磁承压钻杆等
转换接头院各种类型转换接头

国家万米钻机科研项目袁松科二井钻具供应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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