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在匀韵晕郧 酝耘陨 阅陨 在匀陨 月粤韵

2020 年 9 月 10 日
星 期 四
责任编辑院 薛 菲
编辑院 郝智宸

殷 孙晓云 渊航测局监理分公司冤

回首行业变迁 传承测绘情怀
要 老一辈测绘人的故事
要要

煤航测绘袁 这个注定与艰苦为
伴的行业袁 已然历经了半个多世纪
的风雨沧桑遥有这样一群人袁在上世
纪 70 年代初袁怀揣梦想来到了煤航袁
从事外业工作遥作为测绘行业变迁的
亲历者和见证者袁他们大多数人一干
就是近 40 年遥 他们测量的脚步踏遍
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尧沟沟壑壑袁完成
的项目不计其数曰他们长年累月背井
离乡袁默默战斗在山河之间的遥遥一
方袁无暇顾及亲人的忧思牵挂袁用奋
斗书写着他们的精彩篇章遥

用执着描绘祖国山貌
1970 年的一天袁一个外业小组要
在子午岭东麓的山上观测一个像控
点袁这里山高坡陡袁草木丛生袁在原始
森林杂乱的草丛中还有很多野猪通
行的道路袁当地人称之为野野猪洞冶袁
长度少则七八米袁多则十几米遥为了
节约时间袁小组所有人员匍匐着从一
个又一个的野野猪洞冶中依次穿过袁终
于到达目的地遥突然袁巨大的嘈杂声
夹着枯枝烂叶迎面扑来袁 距离他们
不到 10 米处袁 一群长着尖尖獠牙的
野猪打斗着呼啸而过袁 令人毛骨悚

然的嘶吼声由近及远回荡在山里遥面
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袁小组人员迅速爬
上了离自己最近的树袁很长时间都不
敢下来遥
1971 年夏天袁 外业小组一行在
天山南麓工作袁 他们日日穿行在荒
芜的戈壁滩和没有一处阴凉的陡石
山之间袁 风肆虐地吹着贫瘠空旷的
戈壁滩袁 紫外线强度也非常大遥 那
时没有防晒霜袁 尽管他们出工时都
戴着遮阳帽袁 但很多人还是被晒伤
了袁还有人在经历过风吹日晒的洗礼
后袁从自己的鼻子上硬生生卸下一个
完整的野壳子冶遥
外业工作除了夜以继日的辛苦
劳作袁 也有 风 趣幽 默 的欢 乐 瞬间 遥
1985 年袁 外业队员们奔赴山西大同袁
大卡车装满了各种工具箱和仪器设
备箱袁 到达测区的村子里准备驻扎遥
好奇的村民三五成群围上来询问他
们是干什么的袁外业队员说院野我们是
来拍电影的遥冶 半信半疑的村民们继
续发问院野那电影叫什么名字钥冶 测绘
队员脱口而出院野欢腾的煤海遥冶 又有
村民提问院 野为什么你们没有女演员
呢钥冶 测绘队员哈哈笑着说院 野她们

嫌工资太低都跑了袁 我们准备在你
们当地现场招聘呢浴冶

用意志建立大地坐标
1990 年袁 在甘南白龙江袁 在那
个没有 GPS尧 没有全站仪的年代里袁
控制测量大都是通过三角测量和交
会法来完成遥外业小组一行三人在山
上跋涉了七个小时终于到达工作地
点袁汗水早已浸透他们的衣衫遥架好
仪器观测时袁他们发现有一处树枝挡
住了观测的视线袁于是小组中一人左
手抓住树枝袁右手抡起斧头用力砍了
下去遥这时袁意外发生了袁他抓住的那
棵树袁 从外表看是一棵健康的树袁实
际上除了树皮看起来是正常的以外袁
里面都已经枯死腐化了袁就在它被抓
住的时候整棵树瞬间断裂袁这位有着
十几年测绘经验的老师傅被自己的
惯性一闪袁整个人失去重心袁一个后
滚翻摔在山崖下面晕了过去遥
当老师傅逐渐恢复意识的时候袁
他已经躺在当地村民自制的担架上遥
山上下起了雨袁 他的同事和山上的
猎人正艰难地抬着他下山袁 还有人
在耳边急切地呼喊着他的名字遥 他

只觉得左肋处钻心地疼袁 头上还摔
了一个大口子遥村民用当地草药为他
进行了简单的包扎袁但仍能看到伤口
流出的血和着雨水顺着发丝落在抬
担架人的身上遥
老师傅不想让他的妻子和儿女
担心袁独自一人承受着头上缝针及两
根肋骨骨裂的痛苦袁直到大半年后结
束测区工作回到家袁他才轻描淡写地
跟家人描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遥
太多的故事袁沉甸甸的都是煤航
测绘人的精彩和奉献袁他们感受过大
漠荒沙的壮美袁领略过祁连雪山的连
绵袁远离都市繁华袁 与高山为伴袁 与
峡谷为邻袁 在祖国 960 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默默耕耘袁 无私奉献遥

用担当激励后浪奋进
我时常在想袁 青春是什么钥
煤航老一辈测绘人的青春是时
代赋予他们的不惧艰险尧 勇于登攀
的使命袁 是用双脚丈量国土尧 靠双
手绘制国图的豪情袁 是用汗水构建
城市坐标尧 用热情编织经天纬地的
理想遥
他们一头扎进测绘的平凡事业

里袁埋头苦干袁从青葱少年到发染白
霜遥这些如陈酒般的男人袁风里来袁雨
里去袁跋山涉水尧观 测记录尧走 走停
停遥无论是繁华动感的香港袁还是酷
热难耐的巴西东北部高原袁都留下了
他们探索测绘技术洒下的汗水和行
走的印迹噎噎
1994 年入职的我在野开拓拼搏争
第一冶煤航精神的滋养下袁经历了从
小笔尖尧玻璃棒尧刻图笔绘图的传统
时代袁到模拟尧解析绘图时代袁以及从
数字化测绘平台的应用到信息化测
绘系统尧云平台尧物联网的巨大变迁遥
测绘行业风云变幻袁但永远不变的是
煤航老测绘人那种严谨的工作态度袁
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袁坚韧不拔的工
作作风袁他们的无私付出让我对这个
行业充满了敬意遥
有一种行为叫示范袁它能赋予我
们坚持曰有一种精神叫奉献袁它能指
引我们的方向曰 有一种宝藏叫传承袁
它能创造我们的未来遥
我想对煤航老一辈测绘人说院我
们都会是下一个你们要要
要载着朝阳
出袁 披着晚霞归袁测东南西北袁 绘祖
国河山的煤航测绘人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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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李 颖 渊一勘局一一九队冤

一路风雨 一路歌

是谁在苍山之巅俯瞰云海广阔
是谁在大漠之边仰望星空璀璨
是谁在霞光中一路高歌
南征北战
地勘人将红旗插遍祖国山川大地
西进东行
地勘人为追寻光明写下不朽的诗篇

有过苦涩 更有甘甜
有过风雨 更有彩虹
如今
野三个地球冶建设让我们发挥特长
野山水林田湖路村冶
在新的领域里我们茁壮成长

从旧时帐篷里的点点微光
到如今施工现场的灯火通明
从野外施工手拉肩扛
到如今各种现代化设备纷纷进场
我们一路风雨 一路歌

我们是新中国建设的先行者
更是生机勃勃的地勘野战军
一路风雨 一路歌
未来的岁月里
我们必将再创辉煌

渊第 904 期冤
叶散落一地的温柔曳
谢娇娇 摄
渊一勘局事务中心冤

济源市 东方重工 有 限 责 任 公

类别

在著名童话 叶小王子曳 中有这样一段
经典对白遥
小王子问院 仪式感是什么钥
狐狸回答院 它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
子不同袁 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遥
是啊袁 仪式感就是你对待生活的一种
态度遥你不想让生活过得太枯燥袁所以需要
仪式感使之精致曰 你不想让生活过得太乏
味袁所以需要仪式感使之有趣曰你不想生活
过得太平淡袁所以需要仪式感使之精彩遥
仪式感没有固定的标准袁 它体现的是
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和热爱遥 特殊的日子袁
为爱人准备一份礼物曰 生日时袁 为自己准
备一块美味的蛋糕曰 圣诞节袁 悄悄在女儿
床头留下惊喜曰 情人节袁 精心准备一顿晚
餐噎噎这些小小的仪式感袁 让生活有了巧
克力的香浓遥 放慢脚步袁 花点小心思袁 你
会发现仪式感让平凡的日子好似抹上了奶
油袁 变得活色生香遥
生活就像一个长长的句子袁 需要逗号
稍作停顿袁 略作喘息袁 而这些逗号就好比
生活中小小的仪式感袁 也许是一声简单的
野早安冶袁 也许是分别时的一个拥抱噎噎

殷 魏美珍 渊陕煤地质一三九公司冤

仪式感

虽然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袁 那些温馨的
日子渐行渐远袁 但这些都不妨碍我们放慢
脚步袁 看看路边的风景袁 在铺满鲜花的小
路上袁 摘几朵盛开的小 花 袁 为 平 凡的 日
子袁 点缀色彩袁 注入芳香遥
仪式感就像生活中的增味剂袁 即使在
平淡的日子里袁 也要寻找生活中的温柔遥
不倾国袁 不倾城袁 但倾其向往的生活遥 哪
怕是开水煮面袁 也要撒点葱袁 就像要与平
庸的生活正面交锋袁 别因为生活忙碌就忘
记了原有的风景遥 我们虽然解不了生活的
毒袁 但化得开生活的苦遥
一个人的时光袁 放一首喜欢的音乐袁
泡一杯菊花茶袁 看雏菊 在 杯中 慵 懒地 舒
展袁 一朵朵安静地盛开袁 淡黄色的茶袁 悠
悠的清香袁 沁人心脾遥 此刻袁 日常琐碎的
家务袁 也变得充满情趣遥
一日三餐袁烟火的幸福袁给平淡的日常
带来满满的好心情遥 一把青菜袁 可口的饭
菜袁锅碗瓢盆袁厨房袅袅的菜香袁满足着一
家人的胃袁将一天的疲惫一扫而光遥
仪式感总是能够让我们从一眼望不到
边的生活里看到希望的曙光袁 让我们能够
重新审视自我袁 能够对那些激起我们热情
的事情充满期待遥 我们应该学着用仪式感
把琐碎的一地鸡毛扎成一把漂亮的鸡毛掸
子袁 把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慢慢熬成诗和
远方遥

规格渊mm冤

司是一家专业生产 石油钻具 的新

无磁钻铤

型高科技企业遥主要产品有各种规

整体加重钻杆 73.03 88.9 114.3 127.0 139.7 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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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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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客户定制的非标产品等遥

接头

转换接头尧提升短节尧定向接头

88.9 104.8 120.7 127.0 158.8 165.1 171.4 177.8 203.2 241.3

无磁钻铤
Non-magnetic Drill collar

钻铤
Drill collars

济源市东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整体加重钻杆
Integral heavy weight drill pipes

方钻杆
Square Kell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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