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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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时节袁 天光微阴袁 晓风舒畅袁 合上手
中书本袁 回想起来袁 距上一次购买书籍已经过
了三年袁 距上一次阅读散文该是过了五年袁 至
于写读后感袁 更是六年前的事了遥 再翻看袁 细
摸索袁 微黄的纸张袁 微糙的触感袁 将断隔多年
的感觉与记忆重新带上心头袁 复杂又颇为有趣遥

手中的这本 叶爱上阅读曳袁 算是一本有价
值尧 值得细品尧 值得推荐的好书遥 此书从为何
读书尧 如何读书尧 如何生活三个方面由浅入深尧
由点及面地展开讲述袁 最终构建书香人生袁 达
到副标题 野阅读力就是幸福力冶 所指的洞察幸
福的境界遥

如何系统尧有效地阅读袁叶爱上阅读曳对此提
供了一个详细而全面的回答袁 令人受益匪浅遥纵
观全书袁由于篇幅分布较广尧内容较细袁各种观点
在细节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袁但总体而言袁殊途
同归袁整理后袁可简略总结如下遥
首先袁是选书遥选书范围应当广泛袁追书目的

应当明确袁内容上经典与时尚不可偏废袁方法上
传统与现代技术应当共举遥充分利用前人指引及
现代化信息传递优势袁通过名师推荐尧分享平台

网友评价袁甚至根据电商平台畅销情况等方式获
取各个领域的优秀作品遥亦可利用手机浏览等方
法袁简尧短尧快地抓取各类信息袁利用零散时间袁碎
片化阅读袁从中找到自身兴趣点所在袁继续跟进遥
通过参考文献尧寻找系列书单等方法重点钻研遥

其次袁是读书遥读书应当区分类型袁有针对性
地进行阅读遥泛读启智袁精读增慧遥对于相对浅显
的内容袁适当采用泛读的方式袁以开阔眼界尧增长
见识为主要目的曰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更多的信
息袁通过总结的形式袁筛分精华袁把握文章核心思
想尧主要内容袁保障泛读受益遥而对于技能导向
型尧利益驱动型的书籍或重点尧难点内容则应当
精读袁保障有充足的时间用于揣摩分析尧归纳提
炼曰采用 Z字阅读法尧笔记法等方式辅助思维整
理袁联系实际袁结合自身袁对内容推敲咀嚼袁做到
融会贯通袁甚至达到举一反三的境界遥

最后袁是反馈遥通过交流尧讨论尧讲述尧写作及
实践等手段提高认识深度和掌握程度袁最终由书
籍内容构建自身尧反哺自身袁逐渐形成独立之精
神尧自由之思想尧健全之人格袁由书及人袁感受人
生尧享受人生遥

总的来说袁于阅读而言袁涉猎当广尧专业当
精遥前者宜采用碎片化阅读尧泛读等手段袁要点在
于内容的归纳袁通过区分类型尧规划时间尧设定主
题尧串联碎片等方式将零散的知识点有计划地串
联在一起袁条理化尧系统化袁逐渐形成知识脉络袁
粗略覆盖各个领域遥后者应当采用精读袁其往往
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袁或因生活需要尧或因兴趣使
然不断发展演变而来袁 其要点在于提纯与升华袁
以批判之眼光深度阅读袁辩证思考袁求精求细袁进
而延展伸张袁反推回大的知识体系框架袁由面及
点袁再由点到面袁达到一通百通遥两者应兼而有
之袁彼此包容袁彼此促进遥

野幸福是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冶 野阅读是提升
幸福力的重要途径冶 野爱上阅读袁 成就更好的
自己冶 这三句话作为序的核心观点印在了书的
背面遥 叶爱上阅读曳 如一枚钥匙袁 为我们打开
了阅读之门袁 将门后的锦绣呈现于读者眼前袁
可谓善矣遥

于我而言袁时隔多年之后袁放下手机袁拾起书
本袁再读散文袁能遇上此书袁不论在时间还是内容
上袁都颇有庆幸之感遥自去年大学毕业至今袁从校

园逐渐步入社会袁所思所行皆有不同遥阅读此书袁
不仅在读书方法上颇受启发袁更重要的是获得了
一种思路袁对抗长远目标的思路遥恰如人生一般袁
读书的裨益非须臾可得袁需要长时间的耕耘与积
蓄袁而在这过程之中袁无人知晓最终收获几何遥且
看且行袁以读书之法反观人生袁则当广涉猎袁以欣
然之态度阅读人生袁多行多做多体验遥积极整理袁
将有效的方法尧要点归纳统一袁形成习惯袁形成准
则袁形成为人处世的态度遥应当精钻研袁对于专业
内容袁对于工作袁应端正态度袁虚心求教袁不断学
习袁开阔视野袁提高水平袁多反思袁总结不足袁不断
改进袁提高效率袁优化质量袁在助力企业发展的同
时提升自我袁实现自身价值遥

合上此书袁心境澄明袁再看前程袁苍山如海袁
残阳如血袁当从头越袁可谓善矣遥

近日袁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袁 强调要坚决制止餐
饮浪费行为袁 切实培养节约习惯袁 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尧
节约为荣的氛围遥

节约就要从我做起袁 从现在做起袁 从点滴做起遥 我们可
以从节约一滴水尧 一度电尧 一张纸尧 一粒粮食开始袁 它们看
似不起眼袁 浪费一点也不会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袁 但是
若把这无数个微不足道的它们汇聚起来呢钥 一滴滴的水汇成
江河湖海袁 可以解决多少人的饮水问题钥 可以浇灌多少农作
物钥 一粒粒的粮食积攒起来可以解决多少人的吃饭问题钥 当
我们看着那么多人因为水资源尧 粮食短缺而死亡时袁 我们做
何感想钥

节约其实并不难袁 只要我们有节约的意识袁 日常工作生
活中随时随地都可以省下一滴水尧 一度电尧 一张纸尧 一粒粮
食遥 关紧水龙头尧 随手关掉电源尧 纸张正反面利用尧 吃饭
野光盘冶袁 吃不了也可以打包带走袁 等等袁 这些很难吗钥

有的人会觉得浪费一点点没有什么关系袁 现在的生活条
件这么好袁 谁还在乎钥 一滴水尧 一度电尧 一张纸尧 一粒粮食
能有多少钱钥 还有很多人比较好面子尧 爱攀比袁 总觉得在吃
穿上不能比别人差遥 尤其是在聚餐请客时袁 总觉得饭菜一定
要点一大桌子袁 剩得越多越有面子袁 觉得盘光碗净一定是没
招呼好客人袁 更不愿意去打包袁 认为那是跌份儿的事袁 会让
人笑话遥

资源是有限的袁 如果我们大肆浪费袁 资源总有耗尽的时
候袁 那时候我们连生存都是问题袁 更别说生活了遥

所以节约不是小事袁 希望 野地球上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类
的眼泪冶 永远不要变成现实遥 这需要我们每个人节约从点滴
做起浴

殷陆旭钦 渊浙江局一队冤

阅 读 与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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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山间小路散落的几片黄叶
像极了家门前的梧桐
是碗里热腾腾的浇汁面条
似小家厨房里的烟火
是一连几天的大雨
悄然送来初秋的问候

涤荡了夏日的闷热
抑或是天孙河鼓将渡河
梦幻了这几多星光

夜未央 人未眠
思念的种子

在这空旷的戈壁滩上
汲取爱的养分
冲破壁垒
成长得像秋天的谷穗
饱满而殷实

不善言辞的勘探队员啊
想家的时候

高山流水为墨
山野田垄为诗
勾勒出对家人的亏欠

思乡的时候
双脚踏出的路为笺
丛林尖锐的刺作笔

书写着诉不尽的衷肠

但

他们从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无论走到哪里
无论身处何境

他们的身后都有一个优秀的集体
与之同一战壕并肩作战

愿皎洁的月光化作低婉的催眠曲
温暖他们的床榻

愿闪动的星辰化作爱的精灵
亲吻他们的梦乡
愿

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殷 王兆琦 渊一勘局一一九队冤

随风潜入
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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