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过城市 跨过云海
走过山谷 蹚过河流
不畏高远 不畏困苦
不畏严寒 不畏艰险
是你 是我 还是他
是我们最坚强的航测人

一路执图前行
一路野三清四到冶
描绘群山的层峦叠嶂
描画江河奔腾向前的方向
刻画植被坚强生长的希望
表述乡村城市生生不息的力量
是谁将我们生活的这片热土描绘得如此惟妙惟肖
是你 是我 还是他
是我们最诗情画意的航测人

春天不只是鸟语花香
还有阡陌的良田 会当凌绝顶的高山
夏天不只有瓜蔬果香
还有炎炎的烈日 汗流浃背的辛劳
秋天不只是瑟瑟尘风
还有阴雨绵绵 冒雨前行的朦胧身影
冬天不止有皑皑白雪 凛冽寒风
还有沉寂在村庄小道上的一串串深浅脚印
是谁留下了汗水 背影和脚印
有你 有我 还有他
有我们最勤劳奋斗的航测人

是谁用鼠标日行千里
勾勒出大地的完美躯体
是谁一步步绘制着祖国蓝图
大江南北皆是航测人的足迹
他们虔诚地在这片圣地上挥汗如雨
也目睹了不同地域的轮回四季
看那春风里的花香四溢
瞧那高耸云巅的飞雪满地
跳跃的笔尖记录着点点滴滴
记录着祖国的大美山河和改革发展的日新月异
更替的风景带给我们太多惊喜
只能用相机记录这些更替的魅力
要问是谁给了我们一览祖国大好山河的机会
是你 是我 还是他
是我们勇敢无畏的航测人

正是许许多多的你我他
共同构筑起了我们的专利墙
共同赢得了无数个质量奖章
共同创造了无数个行业第一
让我们共同向建局 55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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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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朱秀清 渊江苏局勘查院冤

最是书香能致远

殷 王伟灿 渊河南局资环二院冤

雨后蛙儿鸣

静谧的夜晚袁粉色的窗幔袁飘浮着如梦的
轻盈遥银色的台灯袁摇曳着温柔的光芒遥在灯
与光的交映中袁一家三口挤在书房里袁在墨香
与书香的氤氲缭绕中袁各自徜徉在书的海洋遥
一天当中最美的时光袁莫过于此刻吧遥

美国著名诗人狄金森曾经说过院野没有一
艘船能像一本书袁 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一页
跳跃的诗行那样袁把人带往远方遥冶是啊袁最是
书香能致远袁腹有诗书气自华袁读书袁虽不能
改变我们生命的长度袁 却能决定我们生命的
厚度遥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矿工家庭袁 母亲虽
然只读到高中袁却是当时家里最有文化的人遥
她经常对我说院野与其用华丽的外衣装饰自
己袁不如用知识武装自己遥冶所以袁从小我便对
书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情愫遥小时候袁虽然家里
没有书架袁更没有独立的书房袁但即便是一个
堆满各种泛黄的连环画尧故事书的小小角落袁
对我来说也是天堂遥 我静静地躲在自己的小
天地里袁伴着运煤火车的轰鸣袁任凭暗暗的尧
淡淡的墨痕熏香了童年的秋千遥

上学后袁我时常穿梭于学校附近的各种书
店遥与老板混熟后袁胆子也大了起来袁经常自带

小马扎袁隐藏在某个角落袁默默地翻阅着感兴
趣的书籍袁在沁人的书香中沉潜于心袁读到精
彩处袁或掩卷深思袁或醍醐灌顶袁或及时摘录进
随身携带的本子里遥我喜欢随余秋雨跋涉文化
苦旅袁陪朱自清漫步荷塘月色袁我喜欢叶巴黎圣
母院曳中那位敲钟人袁他虽奇丑无比袁却有着一
颗金子般善良的心遥走进书香袁我明白了人间
的真尧善尧美遥那时候心里总想着袁以后如果有
一个属于自己的阅读空间该多好啊遥

结婚装修新房时袁 我和老公把面积稍大
的次卧改造成书房袁八九平方米的房间袁一个
书柜占了三分之一的空间袁 虽然拥挤袁 但我
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读书空间遥 不工作的
时候袁 躲进书房袁 关掉手机袁 在舒缓的音乐
里袁 让飘浮在空中的心袁 平稳而幸福地降
落遥 静坐桌前袁 看冰心的博爱袁 读鲁迅的深
沉袁 感秦汉冷月袁 叹明清悲歌袁 世事沧桑袁
人生百态袁 尽在眼前袁 文字构建的美妙瞬间
渗入全身袁 心在字里行间跳跃飞舞袁 麻木的
心开始了原始的感知遥 假如人生是一棵参天
大树袁 那么书就是郁郁葱葱的树叶曰假如人生
是一束美丽的花袁那么书就是诱人的花蕾曰假
如人生是一首动人的歌曲袁 那么书就是不可

或缺的音符遥书香常伴袁趁着眼睛还清亮袁鬓
发尚未成霜袁让野人生冶这本书变得墨香缕缕尧
书香怡人遥

时光匆匆袁转眼我已成为一个七岁女孩的
母亲遥 柴米油盐酱醋茶和抚育孩子的日常袁让
碎片化的流量媒体阅读闯进了我的生活遥和这
个年龄段的大多数母亲一样袁面对女儿的学习
和成长袁我开始变得焦虑袁焦虑孩子能否考入
理想的学府袁 成长的过程中是否会受到伤害遥
面对孩子的调皮尧不听话袁我在茫然无所适从
时袁恰巧读到了毛蓓蕾老师的叶心之育曳袁使我
深刻理解了冰心的话院野情在左袁爱在右袁走在
生命的两旁袁随时播种袁随时开花遥冶陆续又看
了陶行知尧叶圣陶等教育名家的著作袁他们深
邃的教育思想尧高超的教育智慧袁让我明白了
教育的本质不在于传授袁而在于激励尧唤醒尧鼓
舞和引领遥从此袁我不再为孩子不写作业而发
火袁我会循循善诱袁耐心地指导她曰我不再为孩
子的调皮而生气袁我会润物无声袁耐心地说服
教育她遥爱的付出总会有惊喜的回报袁当看到
孩子在台灯下认真学习的小模样袁我竟莫名感
动袁感动她对于时间尧纪律尧责任开始有了行动
的自觉遥走进书香袁我穿越岁月的迷雾袁锤炼了

教育孩子的智慧遥 对于在手机尧iPad浸染下成
长起来的孩子来说袁阅读是多么陌生而遥远的
事遥为了让孩子爱上阅读袁我在书房开辟了一
块属于女儿的读书天地袁陪她阅读袁让她爱上
读书遥时间长了袁女儿在或读或看过一些绘本
之后总会跑过来袁 仰起稚嫩的脸问我院野妈妈袁
我读了书之后身上有没有变得很香啊钥冶野香
啊袁爱读书的女孩身上会散发书香气哦遥冶我笑
着回答她遥我深知袁热爱读书的孩子袁长大以
后袁内心会更富足袁思维会更开阔遥读书可以让
她明白什么是自己想要的袁 能看淡花开花落袁
即使阴天内心也装满阳光袁即使下雨灵魂也依
然高昂遥

书香袁启迪了我童年的梦想曰书香袁让我
的心灵归于宁静曰书香袁锤炼了我教育孩子的
智慧遥窗外袁夜空如洗袁虫声蛙鸣遥生命袁在这
一刻变得如此恬静美好浴

前几天袁在钻机采访袁一场暴雨过后袁
沟满河平袁闷热一扫而去袁钻机井场上一
片清新遥耸立的钻塔尧轰鸣的柴油机尧摆放
整齐的钻具尧一台台固控设备袁在阳光的
照耀下闪闪发光袁设备上的小水珠晶莹透
明遥井场边的路上袁蜗牛尧蚯蚓尧野兔等都
出来了袁就像赶集似的遥

这时袁四周传来了气蛤蟆的叫声袁野咕
儿呱袁咕儿呱袁咕儿咕儿呱冶袁意思是野下雨
了袁下雨了袁下雨了冶袁而且一声高过一声袁
一阵高过一阵袁就像大合唱似的遥尤其是
夜深人静的时候袁 它们的叫声格外清脆袁
还很有韵味袁使夜晚不再寂静遥

雨后袁我和工友出来散步袁在路边看
到一只气蛤蟆遥它看到了我们袁就不动了遥
当工友用小树枝轻轻敲打它的肚子袁它缩
着头袁肚子一鼓一鼓的袁好像要气炸袁那意
思是说院野别烦我袁我不想跟你玩浴冶

记得我小时候袁上世纪 70年代袁老家
还不富裕袁吃的馒头还是白面掺杂粮蒸出

来的袁 所以我们每年都期盼风调雨顺袁麦
收季节有个好收成袁 能吃上纯白面馒头遥
那时袁常听大人们说一句民谚院野蛤蟆打哇
哇袁四十五天吃疙瘩遥冶就是说袁听到青蛙
从春天开始叫起袁 再过一个半月的时间袁
就可以收麦子尧蒸白面馒头吃了遥当然袁改
革开放 40多年袁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
展袁国家强盛袁人民富裕袁愁吃愁穿尧贫穷
落后的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袁人们在小康
路上意气风发尧斗志昂扬袁迈向了生活富
裕幸福的新时代遥

当然袁 雨后一浪高过一浪的蛙鸣袁
也说明了青蛙有一个天蓝尧 水清尧 草绿
的良好生存环境袁 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遥

如今的城市袁条条马路宽阔袁处处高
楼大厦袁机器轰鸣袁人口密集袁很少有池
塘袁很难欣赏到雨后野咕儿呱袁咕儿呱袁咕
儿咕儿呱冶的蛙鸣袁只有常年在野外的钻
机工友们才能享受大自然的恩赐遥

殷 党 斌 渊航测局航测分公司冤

最美航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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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陕煤地质一八五公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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