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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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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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袁电影叶八佰曳一上映便荣
登全球票房冠军遥

电影取材于 1937 年淞沪会战袁
中日双方激战三个月袁 上海濒临沦
陷袁 国民党军队全面撤退袁 仅 88师
524 团的一个加强营留守在上海四
行仓库遥 由于仓库与租界仅一河之
隔袁地理位置特殊袁造就了被围观的
战场奇观遥野八百壮士冶拿出野杀身成
仁冶 的勇气与日军苦战四天四夜袁坚
守最后防线袁向全世界证明国人誓死
保卫中华的决心袁激发着全国四万万
同胞的抗战热情遥

勇要要要我不是逃兵

何为野勇冶钥叶论语曳中曾提到过两
种野勇冶袁一种是野好勇疾贫袁乱也遥人
而不仁袁 疾之已甚袁 乱也冶袁 这里的
野勇冶指的是莽夫之野勇冶袁祸乱之源遥
另一种是野知者不惑袁仁者不忧袁勇者
不惧冶中的无畏之野勇冶尧仁爱之野勇冶遥

影片将小人物的野勇冶与民族大义结
合起来遥

败也勇袁成也勇遥纵观历史袁中日
之战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袁日军因莽
夫之野勇冶所取之利袁让两国百姓均深
陷水深火热之中遥 我国惨遭侵略袁战
乱四起袁民不聊生遥影片开头通过一
只乌鸦落在焦黑的尸体上这一镜头
揭示了战争的残酷遥当日军第一次攻
打四行仓库袁大部分战士在前方奋勇
杀敌时袁野逃兵冶却蜷缩在角落里捂住
耳朵瑟瑟发抖遥 在日军屡次挑衅下袁
恐惧和愤怒彻底激怒了他们袁将他们
内心的无畏之野勇冶尧爱国之情激发出
来遥部队里的野农民兵冶端午尧野贪生怕
死的瓜 冶老铁在与日军的搏斗中由
之前想方设法的野逃冶转变成了主动
请缨的野战冶遥

孝要要要为了家乡的老娘

何为孝钥子曰院野志士仁人袁无求

生以害仁袁有杀身以成仁遥冶这句话的
意思是说当志士仁人遇到与自己信
仰相违背的事袁宁可牺牲掉自己的性
命袁也要维护信仰遥但当志士仁人遇
到了野孝冶袁结果会如何钥特别是在影
片中袁为国家而战尧为信仰而死的战
士是不孝吗钥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袁因
为这些战士实现了真正的野大孝冶遥

影片中袁 日军在全面进攻时袁妄
想通过炸毁仓库来赢得这场战役的
胜利遥以陈树生为领头人的战士们将
手榴弹捆在自己身上袁以血肉之躯摧
毁了日军的阴谋遥 战士们排成一列袁
一边喊着自己的名字袁 一边跳下楼遥
此举足以将敌军吓退袁 并警醒国人袁
也震撼了世界遥战士在跳楼的过程中
喊着院野娘袁孩儿不孝遥冶这里的不孝是
真的野不孝冶吗钥国家之患最终殃及的
是国人的每个小家袁野孝冶归根到底说
的是保障父母晚年生活的安康祥乐袁
若国将不国袁又何谈家人之乐袁即便

常伴父母膝下袁 又怎能说是真正的
野孝冶呢浴

醒要要要我们一起战斗

电影叶八佰曳以小人物为切入点袁
剖析了人性在战争中的麻木与觉醒遥

野商女不知亡国恨袁 隔江犹唱后
庭花遥冶野八百壮士冶 所在的四行仓库
与租界之间虽仅隔着一条苏州河袁但
是河的两岸却千差万别遥河的一侧是
生命的写照袁 另一侧是生活的日常袁
一岸是黑暗袁一岸是光明袁北岸死袁南
岸生遥影片开始袁浩浩荡荡的百姓通
过野垃圾桥冶涌入租界遥野垃圾桥冶这个
名字本身就代表着外国列强对中国
人的歧视袁桥北面的中国百姓在他们
眼里如同野垃圾冶遥为了保住性命和家
产袁老百姓奔向河对面袁祈求外国人
的保护遥当日军放出三小时内拿下四
行仓库的狂言袁河对岸有人不仅没有
一丝担忧袁反而选择野押赌注冶袁以此

牟利遥可见袁麻木是最可怕的灾难遥
当对岸的国人看到 野八百壮士冶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冉冉升起的
国旗袁用生命保卫最后的阵地尧捍卫
祖国的尊严时袁爱国之心也随之被唤
醒遥随着战士们一个个倒在枪林弹雨
中袁 一双双手从南岸的栏杆中伸出
来袁 有的伸开手指想要拉他们一把袁
有的握紧拳头给他们鼓劲噎噎租界
原本只拿着望远镜观望的教授最终
拿出家中的猎枪向暗处的日军开枪袁
赌场的女老板拿出家中存放的吗啡
给受伤的战士们使用遥可见袁国人觉
醒才是治愈国家的最好良方遥

不论是面对野天灾冶还是野人祸冶袁
每个人的内心都会野怯冶袁但是君子会
选择 野坦荡荡冶袁 小人则选择 野长戚
戚冶遥电影叶八佰曳通过挖掘当时社会
上的不野仁冶尧不野义冶袁通过尖锐的人
性对立袁 唤醒大家心中的爱国情感袁
使更多人由野长戚戚冶走向野坦荡荡冶遥

殷 杜晓文 渊山东局研究院冤

觉醒的民族大义
要要要评电影叶八佰曳中的爱国主义情怀

母爱是人世间最伟大无私的爱遥 古往今来袁 多少
文人墨客为之写下不朽的文章遥 母爱如水袁 让我们在
诗句中感受这最真挚的情感遥

野慈母手中线袁 游子身上衣遥 临行密密缝袁 意恐
迟迟归遥 谁言寸草心袁 报得三春晖遥冶 上学时学习孟
郊的 叶游子吟曳袁 我还只是停留在背诵阶段袁 直到
2001 年去哈尔滨上大学袁 我才体会到这首诗所蕴含
的情感遥

在我临行前袁 母亲特意找人织了一件纯羊毛的毛
衣遥 出发前一晚袁 母亲还是怕我冷袁 又连夜用缝纫机
做了一条羊毛棉裤袁 放在我的行李箱里遥 那件毛衣穿
着有些扎人袁 即便如此袁 每到哈尔滨最冷的时候我都
会穿遥 我想袁 野慈母手中线袁 游子身上衣遥 临行密密
缝袁 意恐迟迟归冶 彼时用在母亲身上再贴切不过了遥

野慈母倚门情袁 游子行路苦遥冶 王冕 叶墨萱图曳 中
的这句袁 让我想起每次学校放假回家时的情景遥 每次
出发前袁 母亲都会在电话里不停地叮嘱我袁 少带行
李袁 多带点吃的喝的袁 以备不时之需遥 那时不像现在
一个手机就可以搞定一切袁 手机对学生来说还是奢侈
品遥 等我快到家时袁 老远就看到母亲在小区门口等着
我遥 每次看到我袁 母亲总是先把我的背包抢过来背在
身上袁 然后拉着我的手袁 问长问短袁 喜气洋洋的遥 邻
居们总说院 野女儿回来了袁 你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浴冶

母爱如水袁 滋养我长大袁 我会永远铭记于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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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朝气蓬勃袁神采飞扬曰
他们不畏酷暑袁无惧蚊虫曰
他们征战废墟袁深入丛林遥
每一次场调袁都付出满腔热情与汗水曰
每一个报告袁都饱含智慧与辛勤付出遥
黎明拂晓袁他们奔向项目袁斗志昂扬曰
夜幕星辰袁他们马不停蹄加班加点噎噎
本以为袁他们只是初入职场尧稚气未消的少年袁
不承想袁他们已成为风华正茂的技术担当曰
本以为袁高学历尧科班出身是他们的光环袁
不承想袁出色的业绩才是他们追求的光芒曰
本以为袁热情与付出只是一瞬间的新鲜袁
不承想袁执着与热爱才是技术人的信仰噎噎
他们敢为人先袁突破领域曰
他们用业绩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曰
他们用实力绘就企业发展蓝图噎噎
头戴一顶黄色草帽袁
身背一套检测仪器袁
他们袁就是环境公司技术部员工袁
他们袁就是朝气蓬勃的青年代表浴
都说奋斗的青春最美丽袁
都说拼搏的青春最精彩袁
他们将勇于担当袁无私奉献袁
他们将乘风破浪袁逐梦前行袁
共同谱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华章浴

殷 刘晓庆 渊江苏局环境公司冤

乘风破浪技术人

那一年袁在书声琅琅的校园里
我们将花季的青春献给了书本
献给了周杰伦
献给了隔壁班打篮球的男生
那时的青春是象牙塔里一脸懵懂的纯真

工作了袁穿上深蓝色的工作服
岗位职责扛在肩上袁也种在了心上
如今袁我们远离家乡来到工作的地方
将成熟的青春献给了工地与理想
献给了长路漫漫的思念
此时的青春袁是责任二字下的一身正气

青春是懵懂袁是成熟袁是坚定袁是诺言
那么袁就让我们时刻坚守岗位
为我们无悔的青春谱写新的篇章

殷 赵珮如 渊一勘局光华公司冤

无悔的青春光
热
源

渊第 924期冤
叶木里雪景曳
李聪聪 摄

渊航测局冤

尸从

http://www.zmdxw.com
mailto:zhongmeidizhibao@126.com
http://www.jysdfz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