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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朗威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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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院河北省晋州市营里镇北口开发区 电话院0311-84386267 传真院0311-84386267
网址院www . Lwdrill . com 邮箱院sales@Lwdrill . com

总经理院赵青凯
手 机院13803218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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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
进一步细化袁表现内心情感袁再现一
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社会生活的文学袁
其分类自然也就更加细化起来袁而诗
歌作为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形式袁也
不例外遥

地学诗歌就是社会发展和社会
生活进一步细化的文学产物遥这种继
承传统山水诗尧田园诗袁融入地学科
学诗袁以及山水林田湖草等现代自然
理念的诗歌袁 在当下的文学天地中袁
早已异彩大放袁恣意成长与浪漫着遥

地学诗歌的花香四溢自然离不
开那些默默耕耘的园丁们袁从老部长
孙文盛等历届部领导的关心袁到中国
作协吉狄马加尧白庚胜等主席们的支
持袁从国土资源作协主席团成员的支
持奉献袁到中国大地出版社尧中山大
学尧华南师范大学顾晓华尧陈春声尧朱
竑等书记尧 校长们的大力支持与推
广袁十余年间袁地学诗歌植根大地袁遍
植桃李袁飘香大江南北遥十余年间袁在
梅州市政府尧阳春市政府尧重庆市铜
梁区委宣传部尧深圳市宝安区委宣传

部的大力支持下袁自然渊国土冤资源作
协联合中国国土资源报社尧中国大地
出版社尧中国矿业报社尧中国地质图
书馆尧中山大学尧华南师范大学尧广东
省地质局尧广东省地质学会尧广东省
观赏石协会袁在梅州尧阳春尧重庆铜
梁尧深圳宝安举办了四届地学诗歌大
赛袁作家出版社尧中国大地出版社出
版了 叶山语曳叶山韵曳叶山境曳叶石境曳四
部地学诗歌大赛优秀作品集遥

近年来袁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
联合中国徐霞客研究会袁同浙江省与
台州市徐霞客研究会尧台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尧天台县人民政府袁将野中
国徐霞客诗歌散文奖冶与野地学诗文
创作基地冶永久地落户在十大名山之
天台山下曰出版了叶霞起天台山曳叶霞
栖天台山曳两部中国徐霞客诗歌散文
奖优秀作品集遥

十年来袁 地学诗歌根植泥土袁茁
壮成长袁我们在中山大学尧广州大学尧
广州市第二中学尧阳春市高中等学校
开展的野地学诗会冶袁在中国地质大学
举办的诗歌周等地学诗歌进校园活

动在大中专学生等青少年中产生广
泛影响曰我们的地质诗人应广东省有
关部门邀请编写的叶地质灾害防治小
学生读本曳渊儿童诗冤已进入广东的小
学课堂遥

十年来袁叶大地文学曳叶中国国土
资源报曳叶中国矿业报曳叶中煤地质报曳
等媒体袁以地学诗会等形式整版发表
地学诗歌袁特别是叶国土资源科普与
文化曳杂志的野地学诗歌展冶袁吸引尧团
结了一大批的一线诗人袁让诗坛进一
步关注地学诗歌袁吉狄马加尧白庚胜尧
叶延滨尧商震尧谭五昌等袁均赋诗发
表曰十年间袁众多诗坛大咖袁融入地学
诗歌之文学洪流袁谢冕尧晓雪尧叶延
滨尧梁平尧吴思敬尧吴传玖尧温远辉尧车
延高尧商震尧李少君尧鲍十等名家尧诗
人在地学诗歌大赛尧 全国诗文大会尧
叶中国地学诗歌双年选曳尧 地学诗会尧
地学诗歌展尧地学诗歌研讨会的野舞
台冶袁为地学诗歌而高歌吟唱遥

十年间袁 我们还涌现出了陈国
栋尧顾晓华尧常江尧刘扬正尧周伟苠尧杨
沐尧王俊友尧张珂尧徐峙尧马亮尧周习尧

章治萍尧张牛尧鲁晓华尧胡勇尧王楚健尧
陈计会尧刘卫尧孙大顺等一大批地学
诗歌的组织者尧领导者尧引领者袁正是
由于他们的努力袁才使地学诗歌在云
贵高原袁在昆仑山下袁在东部平原袁以
及大洋彼岸枝繁叶茂袁开花结果遥

地学诗歌根植于大地袁地学诗歌
的耕耘者们自然要以博大的胸襟去
拥抱自然袁 写出自然之清音慧语袁写
出自然之魂灵遥第三届地学诗歌大赛
一等奖获得者尧著名地质诗人张二棍
总是将朴素的诗行袁作为勾起万千读
者心灵质朴的触点袁这个从大山里走
出来的地质队员袁诗句似乎成了他探
究地球奥秘的钻杆袁一根根袁一摞摞袁
一字字袁一句句袁无需华丽语言袁无需
花香鸟语袁山岩的朴素与硬度袁农家
的醇香与菜根的味道袁 让二棍的诗
行袁一首首深入人心遥

马行是至今仍活跃在石油地质
勘探一线的诗坛名家袁 他的诗洒脱尧
儒雅袁大漠孤烟袁戈壁落日袁浓浓的地
质情结袁让其诗心激荡袁让其诗行动
地撼天袁也让其诗十四次走上叶诗刊曳

野舞台冶袁一次次走上文坛的领奖台遥
限于篇幅袁我不能一个个展示诸

如野李白诗歌奖冶一等奖获得者孙大
顺等众多献身于地学诗歌创作和活
动组织的诗人们袁正是由于他们的无
私奉献袁才撑起了地学诗歌的蓝天遥

叶中国地学诗歌双年选曳 至今已
选编十年袁作为主要承编单位的中国
自然资源作家协会渊原称国土资源作
协冤 诗歌委员会与阳江市诗歌学会袁
为此付出了众多辛劳袁 作为主编的
我袁在此要对历卷的主承办单位与协
办单位的领导和同仁表示感谢浴更要
对编委会的所有成员表示敬意浴还要
深深地感谢马行尧 张牛尧 章治萍尧张
珂尧陈计会尧刘卫等副主编们袁你们的
付出袁让叶中国地学诗歌双年选曳这一
文学平台更稳固尧更繁荣尧更兴盛遥

十年植树袁春华秋实遥一大批的
地学诗歌早已深植沃土袁早已深入人
心曰一大批的诗人袁也将地学诗歌作
为自己重要的创作题材袁一大批的地
学诗人尧 自然资源诗人也在朝沐晨
霞袁笔耕不辍地成长着噎噎

殷 胡红拴

遍植桃李十里香
要要要 叶中国地学诗歌双年选 2017要2020年合卷曳序

乌金怀抱的信仰
我热爱这光芒
一道发自心灵深处的光芒
用黑色的河流
用一只太阳鸟留下天空的哑语

中国矿工
重返滚滚红尘
带着生命中的绝响
与狂风对峙袁与大雪对话袁与松涛博弈

邀请今晚的月光袁踏雪寻梅
千树万树野煤花冶开
矿灯是黑夜中航行的旗语
我们都是雪地里的孩子

辉煌的太阳袁哭泣的太阳
我的父亲啊袁清除雷霆里的顽疾
煤之魂
映照霜月之下的中国大地

阳光正好袁阳光照在一块煤上
为大地上的山河刺绣
用一段春光
用一行袅袅的诗句
以乌金的史诗吐出辉煌的语言

中国矿工要要要我的太阳
温暖一生的太阳
历经艰难险阻初心不改
在地心深处袁正在寻找灯火通明的祖国

殷马亭华 渊江苏局金石稀土公司冤

中国矿工

渊第 928期冤
叶大同古城初雪曳
施 豪 摄

渊山西局一一五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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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的城市袁匆忙的脚步遥不
知从何时起袁 我们的生活变得马
不停蹄遥时间总是在一瞬间消失袁
我们错过了春暖花开袁 无心欣赏
长河落日袁 总会满怀期待把梦想
放到明天袁结果到了白雪皑皑袁才
发现又是一年擦肩而过噎噎

有多长时间没静听雨声袁有
多长时间没细品一杯清茶袁 有多
长时间没进行一次旅行袁 有多长
时间没有真正地拥有自我噎噎

是时候放慢脚步袁放空一切袁
感受大千世界的美好了遥 看一看
青砖黛瓦袁闻一闻泥土芬芳袁爬一
座高山袁赏一轮圆月袁美景就在身
边袁需要用心去发现噎噎

是时候静坐一隅袁捧一本书袁
与作者进行一次心灵的沟通了袁
在穿越时空中袁 感受书籍带给我
们的无限向往与期待噎噎

是时候戴上耳机袁听一首歌袁
感受音乐的魅力了袁 美妙的音符
在耳边跳动袁 似乎整个世界都会
因此变得不同噎噎

漫步沉思袁 我们缺少的往往
不是时间袁而是内心的一处安静袁
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安静噎噎

忘却琐事袁打开心扉曰乐在当
下袁莫问其他遥编织梦想的翅膀袁
绘就美好的明天袁 拾一抹灿烂阳
光袁得一份潇洒惬意袁偷得浮生半
日闲噎噎

殷 刘晓庆 渊江苏局环境公司冤

偷得浮生半日闲

踏上测绘之路袁责任重于泰山
迎着晨曦出征袁披着月色归来
扛着测绘仪器袁拿着测量标杆
跨过河流大川袁翻过峻岭崇山
测量东西南北袁绘制天地方圆
同与经纬为伍袁又和蓝图相伴
情系祖国河山袁神圣使命在肩

殷 罗冬梅 渊福建局测绘院冤

测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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