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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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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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居住在涿州中煤地小区已经 40多年了遥
上班的时候总是来去匆匆尧 东奔西忙袁 无暇欣
赏小区的绿化美化袁 只是觉得不错遥 特别是楼
旁的一棵树袁 树冠硕大袁 树干挺拔袁 树枝铁
色袁 树叶翠绿袁 非常引人注目袁 招人喜欢遥 每
年 5月袁 树上就会开满白色的花袁 成团成簇袁
枝头宛如挑起了洁白的云朵袁 又似天空落下纷
纷的雪花遥 待我走近袁 就会闻到袭人的芬芳袁
甚觉可爱遥 可爱在花袁 圣洁美丽曰 可爱在香袁
沁人心脾曰 可爱在姿袁 随风摇曳曰 可爱在性袁
忍耐贫瘠遥 直到退休后袁 我才有时间仔细地欣
赏一下它遥 原来这种树叫暴马丁香树袁 又有
野西海菩提树冶 的美称遥 这名字袁 我从来没有
听说过袁 更不用说深入地了解了遥

我认真查阅了资料袁 才知道这种树很是珍
贵袁 生长高度可达十几米袁 木质具有特殊的清
香气味遥 它全身是宝袁 花尧 枝尧 叶尧 皮尧 根均
可入药遥

再深入地钻研一下袁 原来关于这种树还流
传着一个故事遥 相传藏传佛教大师宗喀巴在西
藏学经袁 他的父母曾去信袁 催促他回乡探亲遥
大师决心苦心研修袁 便派弟子送去一封亲笔

信遥 信中写道院 野若在我出生的地方袁 以十
万尊狮子吼佛像及菩提树为中心袁 建一座佛
塔袁 则如同亲晤儿面遥冶 他的母亲收到此信
后袁 十分悲恸遥 后来袁 在他的信徒的资助下袁
以那棵暴马丁香树为中心袁 建起了一座佛塔袁
取名塔尔大灵塔遥 之后又逐年扩建袁 有了规
模巨大的塔尔寺遥 寺内有大金瓦殿尧 小金瓦
殿尧 大经堂等十余座大型建筑袁 富丽堂皇袁
光彩夺目遥 那棵树袁 被佛门视为神树袁 称作
野西海菩提树冶袁 纵然跨越了六百多年的岁月袁
依然枝繁叶茂尧 生生不息袁 成为藏传佛教信
徒顶礼膜拜的对象遥

这让我更加好奇了袁 在我们居住的小区
里袁 怎么会有这样珍贵的树种呢钥 于是我找
到一位当年参加小区绿化美化的退休老职工
打听遥 老先生已到鲐背之年袁 头发花白袁 精
神矍铄遥 他坐在轮椅上袁 向我讲述起栽种这
棵树的曲折故事遥

老先生原来在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工作袁
因工作需要调入当时的煤炭工业部地质局遥
那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初的事情了遥 他报到
后袁 正好赶上煤炭工业部地质局从北京迁往

河北涿州袁 建设地质勘探基地遥 他被安排负责
基地绿化美化工作遥 那个时候的事情袁 他还记
得非常清楚遥

老先生说袁 那年月袁 煤炭地质勘探职工的
工作尧 生活环境和条件非常艰苦袁 出野外没有
固定的住处遥 荒山野岭就是大家的战场袁 支起
的简陋帐篷就是办公室遥 野钻机就是家袁 吃饭
伴风沙袁 四季都鏖战袁 满身滚泥巴冶 就是他们
的真实写照遥 建设涿州基地袁 领导有交代袁 要
建设得美丽一些袁 因为这里是煤炭地质人永久
的家遥 绿化组不想种植很多常见的杨柳树袁 就
派出好几个小组袁 去寻找珍稀的树木品种遥

那个年代袁 交通尧 通信不像现在这样发
达袁 出差大部分时间都是要靠双脚遥 他带上三
天的硬烧饼袁 去北京门头沟的山中寻找有珍稀
树种的苗圃遥 渴了袁 喝一口那里的山泉水曰 饿
了袁 就啃硬烧饼曰 累了袁 就坐在山路边的石头
上休息一会儿遥 有一天袁 他走到一个寺庙边休
息袁 一个老乡告诉他袁 那里面有珍稀树苗遥 他
如获至宝袁 连忙进寺庙打听遥 老方丈告诉他袁
树苗有是有袁 不卖遥 这可把他急坏了袁 还好袁
他急中生智袁 住在了寺庙里袁 给人家打扫卫

生袁 帮厨房挑水袁 干了两天活儿遥 人家被他的
真情打动袁 免费给了他两棵树苗袁 每棵有两米
多高遥 名字他没记住袁 只记得很稀有尧 很珍
贵遥 他背着两棵树苗袁 就像背着自己的儿子袁
丝毫不敢掉以轻心袁 辗转了两天一夜袁 搭乘了
一辆拉货的大卡车才赶回涿州基地筹建处遥 到
了家袁 他顾不上休息袁 就开始挖坑栽树苗遥 其
中一棵栽在了现在 9号住宅楼南面的空地上袁
另一棵栽在了办公大楼西南角的土坎下遥

如今袁 40 多年过去了遥 这两棵树长得越
来越茂盛袁 不知抵御了多少次狂风骤雨袁 战胜
了多少个酷暑寒冬袁 从来不计较人们是否照顾
和关注袁 年年花叶葱茏遥

我听着这位老人的娓娓述说袁 看着眼前高
大的西海菩提树袁 想象它越长越强壮的样子遥
它不惧风雨袁 耐涝耐旱袁 不求特殊照顾袁 在贫
瘠的土地上茁壮成长袁 不正象征着我们一代又
一代煤炭地质人袁 特别能吃苦尧 特别能战斗尧
无私奉献不计回报的高尚品格和精神吗钥

我爱这棵西海菩提树袁 更喜爱我们这支几
十年来为祖国踏遍荒山野岭袁 寻找煤炭资源的
职工队伍遥

殷 尉 方

楼下那棵西海菩提树

有人说袁廉洁是一枝梅袁
任尔东西南北风袁依然傲霜斗雪遥
有人说袁廉洁是一株兰袁
纵然身在深山幽谷袁始终淡泊高雅遥
有人说袁廉洁是一根竹袁
宁可折不可辱袁坚贞秉直袁虚怀若谷遥
有人说袁廉洁是一朵菊袁
东篱下袁恬然自处袁傲然不屈遥
清廉是一种要求袁
自醒名利淡袁圆梦志能酬遥
清廉是一种品质袁
清心为治本袁直道是身谋遥
清廉是一种境界袁
出淤泥而不染袁濯清涟而不妖遥
清廉是一种追求袁
不要人夸颜色好袁只留清气满乾坤遥
清廉袁是在物欲横流面前袁
把得住心神袁守得住清白遥
清廉袁是在功名利禄面前袁
守得住清贫袁耐得住寂寞遥
六十年来袁
陕煤地质集团廉之警钟时刻长鸣袁
常思汉之雄浑尧唐之昌明袁
皆兴于廉而亡于腐曰
牢记范仲淹尧王安石袁
皆因清廉自守袁名留青史遥
公生明袁廉生威袁
廉则兴袁贪则衰遥
律己方能树风袁廉洁方能兴企袁
身正方能成事袁无私方能立业遥
凿开混沌得乌金袁藏蓄阳和意最深遥
爝火燃回春浩浩袁洪炉照破夜沉沉遥
石油是黑的袁但手是干净的曰
煤炭是黑的袁但心是纯净的遥
一身正气廉洁为官袁
一身正派清白治企遥
将贪婪之小我埋藏于地壳深处袁
将无私之大我提炼成墨玉般结晶体袁
让这些可以燃烧的固体阳光袁
经过挖掘与清洗袁
经过重压与回味袁
充满君子之浩然正气袁
薪火相传袁弦歌不辍袁
不负韶华袁砥砺前行遥

殷 姬凯轩 渊陕煤地质油气钻采公司冤

扬廉之清风
树浩然正气

不经意间袁 夏日爬满枝头的繁茂苍翠已
转变为秋的火红与金黄袁 曼延的炎热在大西
北的土地上一天天消退遥 季节变换袁 肩头不
自觉披起的小外搭也好像在提醒我们院 秋天
到了袁 又是一年收获的季节袁 沉淀的时候袁
思考的好时光遥
睹物思情袁 我喜欢斜靠在长椅上袁 或是

在植物园清静的树林里袁 或是在黄河边垂柳
下袁 趁着秋色袁 借着秋景袁 被久违的凉凉秋
风吹着袁 感慨庚子之年的不同寻常遥 这一年袁
我们的确经历了太多袁 遭遇了许多前所未有
的冲击袁 我们感触颇深袁 自然也成长不少遥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袁让我们对
生命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思考院生命的脆弱和意
外的猝不及防袁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袁想要在
有限的时间里实现更多的人生目标和理想袁让
自己的价值最大化袁至少要充实愉快地度过每
一天袁和善对待每一个生命中所遇之人遥四季
轮回袁生命短暂袁繁华红尘中有太多让人留恋
的美好袁有难以割舍的人和事牵扯着我们的神

经袁我们要好好珍惜尧享受时光遥感恩生命中遇
到的你尧我尧他袁感念所遇的知己和愿意相助的
人们袁感谢他们的角色和职业袁感激他们胜过角
色的敬业和人格的可贵袁正如冲锋陷阵尧默默坚
守的战士袁 正如救死扶伤尧 坚定笃行的白衣天
使袁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尧坚强无畏袁正是他们
的日夜奋战尧不惧艰险袁让我们得以平静享受这
繁华盛世尧人间美好遥

一阵秋风吹来袁一叶片子飘摇而下袁映衬着
暖阳落在我脚前遥我弯腰轻轻拾起袁仿佛所有的
心思都写在这片叶子上袁 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
在手心袁准备夹在常用的笔记本里遥走着走着袁
它也变得沉甸甸的遥 曾经期待疫情过后的温暖
拥抱袁期待摘掉口罩的彻夜长谈袁从未想过那些
曾经的习以为常竟变得奢侈起来袁 还好我们生
长在这片土地上袁 在祖国的怀抱里袁 沐浴着和
风袁享受着野奢侈冶遥现在看来袁疫情将是一场持
久战袁我们需要做好常态化防控工作袁做好自我
防护袁立足岗位袁发挥价值袁以实际行动作出应
有贡献遥

殷 王小燕 渊甘肃局一四九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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