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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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早袁 我边吃早饭边听母亲讲述
她因种植葡萄而见证的一段姻缘遥 母
亲说袁 去年九月下旬袁 最后一拨葡萄
成熟时袁 她邀请一起健身的朋友来她
的园子做客袁 品尝她亲手栽种的葡
萄袁 那些久居城市的客人们兴致勃勃
地赶来袁 其中恰有一对单身男女袁 在
此良辰美景袁 花前月下袁 成就了一段
人生佳话遥 因葡萄结缘袁 听起来相当
浪漫了袁 而我母亲倒间接成了半个月
老浴

说起母亲种植的葡萄袁 就不得不
说她亲手开垦的小菜园袁 与其说是菜
园袁 不如称其为果蔬园袁 里面种植了
种类繁多的瓜果蔬菜袁 七八月份最是
热闹浴 整个园子果香四溢尧 郁郁葱
葱袁 让人流连忘返尧 目不暇接遥 晶莹
剔透的葡萄挂在触手可及的棚子上袁
翠色欲滴的大西瓜若隐若现地藏在藤
蔓里袁 酥脆可口的甜瓜在脚下溜溜地
滚着袁 远远望去那满树粉嫩的桃子把
枝丫都压弯了遥 对于生活在城市袁 许

久没有感受过田园风光的我来说袁 简
直太诱惑了遥 如果你站在那里袁 一定
也会垂涎三尺浴 那一刻袁 我彻底打消
了让母亲放弃这个园子的念头浴

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袁 父母由于
工作的厂子不景气袁 不得不提前退
休袁 改行去做别的营生遥 母亲从小就
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袁 她看上了离家
几公里处的一片荒废的土地袁 那里背
靠着山袁 前面不远处就是一条公路袁
换乘交通也方便袁 于是便和父亲商量
着租下这片荒地袁 做起了种植的营
生遥 父母吃苦肯干袁 经过多年的风风
雨雨袁 总算站稳了脚跟袁 还在市里买
了房子遥

如今袁 那片曾经的荒地已不再是
满目荒芜袁 取而代之的是硕果累累的
野聚宝园冶遥 母亲几乎每天都要骑着单
车往返十几公里去管理那片菜园袁 虽
然骑山地车锻炼身体一直是她的爱
好袁 但来回要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袁
这还是让我有点担心遥

母亲已经 60 多岁了袁 尽管见过
她的人都说她的精神状态和年龄不相
符袁 但我担心她每天来回奔波太过辛
苦袁 总劝她放弃这个园子袁 可她执意
不肯遥 母亲总说袁 自己种的瓜果蔬菜
吃着放心袁 自己吃不完袁 还能送给亲
戚朋友袁 这样多好浴 母亲的话很质
朴袁 让我看到了她内心对田园生活的
热爱遥

我想起了自己最近读过的一篇文
章叶闲暇时袁在心里种一亩田曳遥其实袁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亩田袁 用它来
种桃种李种春风袁种我们向往的生活遥

由于疫情的影响袁幼儿园不开学袁
母亲只能暂时放弃了她的园子袁 千里
迢迢地从老家赶来帮我们带孩子遥每
次和母亲去公园散步时袁 闻着空气中
熟悉的泥土芬芳袁我感到十分舒坦袁这
时便会想起母亲的园子袁 不知道那些
可爱的瓜果蔬菜是否还好袁 也许它们
也正惦念自己的主人遥 那一刻袁 我才
真正理解了母亲遥 她忙碌了一辈子袁

或许唯有这件事是她永远不会厌烦
的袁 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农人袁 按照自
己的心意种上喜欢的作物袁 除草尧浇
水尧施肥袁每天看着这些植物生长袁感
受整个菜园的生机勃勃袁 感受大自然
的神奇力量袁不图收获多少袁只求内心
的那份宁静和美好浴

为了理想和生计袁 我们不得已奔
波于城市的大街小巷袁 远离了自然的
芬芳袁内心不免迷惘尧困惑遥

野从明天起袁 做一个幸福的人袁喂
马尧劈柴尧周游世界袁从明天起袁关心粮
食和蔬菜遥冶在心里种下一片田袁感受
自然的力量吧浴

在母亲心里袁 这不仅是一个园
子袁 更是承载着喜悦和力量的乐园浴

殷 路 华 渊中化局地研院冤

母亲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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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陕西中煤新能源公司冤

推开门的时候袁雨下得正欢实袁细细密密袁蛛网一般垂
坠在天地间遥

将伞打开袁 我一脚踏进雨里袁 雨滴噼里啪啦地落在上
面袁仿佛有千万只脚欢快地跳跃着遥

想在雨里走一走袁之于这个年龄已是难得的心境遥这让
我想起小时候袁一场突如其来的雨便能唤起内心的雀跃遥那
时住在地质大院袁生活区与工作区只一墙之隔袁雨落时袁家
属院的楼房像受过洗礼的士兵袁一排排站立整齐遥我站在三
楼的阳台上袁 看雨水顺着楼宇的排水管道小溪般哗哗地流
向地面袁一路还发出咕噜噜的声音遥

这时袁院里的小孩纷纷拿着伞送往墙那边的办公区袁去
接自己在楼里上班的爸妈遥 这一切对于我这个刚从农村来
城里的孩子来说无比新奇袁 城里孩子的优越和彬彬有礼让
我自惭形秽遥于是我也学习他们袁从床底翻出自家的大黑伞
去接母亲遥母亲看我弄脏了鞋或是淋湿了裤子袁难免训斥几
句袁可是她的同事们看到这一幕总会夸我几句袁我心里美滋
滋的遥

雨落在成长的时节里袁总是欣喜大于厌烦遥十几岁的时
候袁我很喜欢下雨袁喜欢下雨时走着去上学袁那样便有大段
的时间去感受雨袁感受世界遥

穿一双塑料凉鞋袁透明如雨滴的颜色袁伞斜在肩上或是
举在头顶袁一切都随心意遥雨洗刷了柏油路袁青灰色的路面尽情沐浴在雨里遥大
颗的雨滴在路面上砸出一个个气泡袁一脚踩上去袁便迅速地破裂遥那时路边还没
有高楼袁大片的田野一望无边袁玉米举着碧绿的叶片在雨中欢快起舞遥湿漉漉的
气息弥漫过来袁钻进鼻腔袁清新而甘洌遥路面上袁蚯蚓正弯着腰从田里往上爬袁一
切都是那么自然遥

少年听雨袁无拘无束遥时光荏苒袁不知什么时候袁雨成了一个代名词袁心里总
有林林总总的事情需要穿过风雨去解决袁 于是心境也乱得如雨点一般急迫袁而
沾了泥的鞋尧淋湿的发梢更是极让人厌烦遥若是再经历些煎熬袁那雨就更衬出几
分焦躁尧几分落寞尧几分凄凉遥于是袁又转回头去寻找少年时的果敢袁才发现原来
岁月改变的不只是容颜袁更是心境遥谁的人生没有经历过一场雨呢袁 从青葱到
不惑袁从懵懂到豁达袁只要穿过雨袁穿过时间遥

雨依然欢快地下着袁我走在雨里袁隔着伞袁仿佛回到了年少时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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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扎根大地的地勘探险队
山川里袁每一个脚印都在丈量
岩石下袁每一个眼神都在探寻
那双紧握罗盘饱经风霜的手
那张目视前方深邃坚毅的脸
他们共同跨越了多少春秋冬夏
大钻机豪情壮志地向深处寻宝
地质锤与放大镜不漏一处矿藏
今天袁我们在超越自我中成长
明天袁我们抱团集结再创辉煌

殷 张晓明 渊安徽局水文队冤

地勘集结号
我的母亲在 2018 年做了胃部手

术袁 2019年 9月患脑瘤做了脑部开颅
手术袁 术后有尿崩尧 激素和电解质紊
乱等后遗症遥 2020年 6月袁 又因后遗
症等多种原因突发疾病不省人事袁 在
医院 ICU抢救治疗十余天遥 母亲接二
连三的病痛给我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
心理压力和经济压力遥
就在我一筹莫展之时袁 单位党组

织尧 工会尧 党员和职工群众纷纷伸出
援助之手袁 捐款相助袁 很快我便收到

了近 1.6万元的捐款遥我还收到了单位
党委和工会的慰问金与慰问信袁 领导
和同事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关爱遥

组织关怀大爱无疆浴 我深深感受
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和群体力量的强
大袁 尤其在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的特殊时期袁 更是弥足珍贵遥 这份爱
如同冬日里最灿烂的一缕阳光袁 温暖
了我的心田遥 我也会将这份关心尧 关
爱继续传递下去袁 传递给需要帮助的
人浴

殷 朱孝文 渊航测局冤

组织关怀 大爱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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