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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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淑敏的叶轻轻走向完美曳这本
书是我在疫情野闭关冶期间读完的遥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袁让
原本 野赶趟冶 似的生活来了个急刹
车袁 对病毒未知的恐慌和生活节奏
的大幅转变袁让人焦灼尧浮躁尧不安袁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对现实的接
受袁终归于最后的平静遥闲下来的时
光袁要怎么度过呢钥先生说袁看书吧遥
他喜欢的是古典和历史类袁 老家书
架也只有这类书籍袁 看着让人昏昏
欲睡噎噎闹书荒的时候袁 恰逢要开
展读书活动袁 推荐书籍里有毕淑敏
的叶轻轻走向完美曳遥
大学时期我就特别喜欢毕淑敏

的书遥 医生和心理咨询师的从业经
历袁加之女性独有的视角袁使她的文
字如行云流水袁引人入胜遥

野春风拂面袁你我在书中相逢遥冶
时隔多年再读她的作品袁 正值南方
三月袁 窗外田间油菜花开袁 鸟鸣蝶
舞袁倍感亲切袁瞬间豁然开朗遥

书中的 叶做女人袁 很美曳 叶我
很重要曳 叶走出黑暗巷道曳 叶提醒

幸福曳 叶让人生慢慢完美曳 等章节
告诉我们袁 作为女性袁 美固然很重
要袁 但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
认知袁 在自信中秉持爱的信念袁 进
而走向完美遥

那么袁 完美对女性来说究竟是
什么钥 是无瑕的肌肤尧 姣好的面
容尧 傲人的身材袁 还是温柔的性
格尧 和谐的家庭尧 出色的业绩钥 是
不老女神赵雅芝式知性的优雅袁 还
是网红奶奶汪碧云式潇洒的优雅钥

疫情期间袁 保安大叔直击灵魂
的三问 野你是谁袁 你从哪里来袁 要
到哪里去冶 红遍网络遥 是啊袁 作为
现代女性袁 首先要明白院 你是谁钥

我的这几十年袁 上学尧 工作尧
结婚尧 生子袁 一切按部就班袁 所有
人都会经历这个过程袁 可我很多时
候也会迷茫尧 不甘院 这种朝九晚
五尧 两点一线尧 柴米油盐尧 大多数
人都要过的生活究竟是不是我的人
生钥 日日复日日袁 年年复年年袁 女
儿尧 妻子尧 母亲尧 员工等各种社会
角色交替转换袁 我尽心尽职袁 而忙

忙碌碌中袁 唯独 野我冶 被深深地隐
去了遥 这种 野我冶 是沉寂了许久的
日记本袁 是蒙尘的琴弦袁 是我不得
不收起来的喜好遥时间的不允许袁生
活琐事中的焦头烂额袁 让我一度感
慨失去了自我遥而今我忽然醒悟袁我
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院 这些社
会角色都是从野我冶辐射而来袁有着
野我冶独特的气质和性格特点袁并非
脱离野我冶而独立存在浴回归灵魂三
问袁尝试把野你是谁冶换成野你要是
谁冶袁将自我角色融入各个社会角色
中袁而野我冶对各个角色最真挚的追
求便是完美遥

完美袁是在追求极致中不断学
习而成就最好的 野我冶遥 我们首先
要学会如何爱自己袁 这是生理基础
和爱的前提遥 要学会如何做一个孝
顺的女儿袁 如何做一个贤惠温柔的
妻子袁 如何做一个教导有方的母
亲袁 如何做一个业务出色的员工遥
我们把对各个角色期望的样子作为
目标袁 规划未来袁 带父母一起远足
游乐袁 和爱人一起探讨新菜式袁 同

孩子一起学习喜欢的乐器袁 与同事
一起完成任务袁 在追求各种完美角
色的同时也充实了自我袁 成就了自
我袁让野我冶和我的人生向更好的方
向发展遥

完美可望但不要苛求遥 作为现
代女性袁 我们希望任何事情都是最
好的袁无可挑剔的院青春活力袁家庭
幸福袁 业绩出色遥 然而过分要求极
致袁 给自己太大压力袁 反而身心俱
疲袁适得其反遥

我看过这样一个故事院 某人有
一副出色的黑檀木弓箭袁 射箭又远
又准袁因此他非常珍惜遥有一次他拿
着弓箭欣赏袁 觉得弓箭外观稍显笨
重袁为了弥补这种不完美袁他请艺术
家在弓箭上雕刻了一幅完整的狩猎
图袁野还有什么比一幅狩猎图更适合
这张弓呢冶遥这个人开心极了袁他试
了试袁拉紧了弓袁弓却断了遥他虽然
追求了完美袁 但永远失去了自己心
爱的东西遥 现代诸多女性为了追求
完美的外表去整容袁 可失败的例子
比比皆是袁 也许调整之后五官无可

挑剔袁 但并不自然袁 甚至留下不可
逆转的后遗症遥 所以袁 我们要渴求
完美但不要苛求袁 努力趋于完美但
不急切袁 要静心享受在追求完美过
程中获得的那些小美好袁 欣赏因追
求完美而变得美好的自己遥

正如书中所说院野完美就是终
极袁可以列为目标袁但是不必想着完
美指日可达遥冶完美是过程袁是我们
对所有美好事物的期许遥 犹如一艘
船袁航标是完美袁重要的是航行过程
中欣赏到的美丽风景和由此绘制成
的美丽人生遥

这场疫情终将过去袁 未来可
期遥 在我们绘制的蓝图中袁 或坦
途袁 或坎坷袁 都是丰富的阅历袁 而
最美的则是追求完美过程中成就的
智慧人生遥

殷 霍彩芹 渊物探院冤

追求完美 成就智慧人生

光阴的流逝总在不经意间遥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
卷了神州大地袁 逆行而上的是我们的白衣天使遥 感动于
一声声 野我是党员袁 我先上冶野我报名冶曰 感动于民警和
社区人员等不辞辛劳挨家挨户地排查曰 感动于因担心医
护人员不能就餐而毅然留守的餐厅老板和坚持配送的外
卖小哥噎噎

年轻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袁 朝气蓬勃遥 那我
们年轻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钥 我的初心就是做好分内
的事情袁 小到为公司袁 大到为国家的发展进步贡献自己
的绵薄之力遥 物探工作繁冗复杂袁 加之甲方催得紧袁 为
了写出一份科学严谨的报告袁 我和同事们经常熬夜加
班遥 无数个灯下绘图的身影袁 一遍遍分析尧 一次次对
比袁 就是为了能够交出理想的答卷遥 虽然也有压力大和
心情烦躁的时候袁 但是一想到不能辜负领导的信任袁 要
千方百计完成好自己的工作袁 我就给自己打气袁 没有什
么困难是能打倒我的袁也许换一种方法就能柳暗花明呢遥
所以遇到不懂的问题我就向身边人请教袁 对于他人的建
议和意见我反复研读消化吸收袁使报告依据更加充分尧图
文翔实遥第一次单独汇报前袁由于心里紧张袁我将 PPT演
练了一遍又一遍遥好在所有的努力都会得到回报袁评审专
家的认可与赞许让挥汗洒泪的日子也变成了美好回忆遥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袁 不变的是那颗永恒的初心遥 我
定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袁 身体力行袁 持之以恒做好自己
的事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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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第 898期冤
曹媛媛 摄

渊安徽局二队冤

泥浆和血液调和
制作成人生的定影剂
把那扑朔迷离的生命轨迹
交给岁月冲洗
定格珍藏

人生的空间
有欢乐也有忧郁
唯有追求与收获
把世纪的苦涩与温馨的记忆
化作永恒的微笑

在寒风冷雨的时候
也在风和日丽的时候
放飞了心情
平淡了惊喜
未来的勘探路途
那不甘蛰伏的
是斜向上的趋势

经年累月行走野外的足迹
十分坚定
在不衰竭的信念里
伴着钻机轰鸣颤动的音符
在艰难的寻觅过程中
永不凋零
永不殆尽

殷 郭文杰 渊中化局山东院冤

勘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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