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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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穿越云海袁翻过群山袁降落在
青海玉树巴塘机场遥它载着野三江冶两
岸无数亲人的殷殷深情远道而来袁寻
根尧寻梦尧寻归处袁像一只传递着爱尧肩
负着使命的白鸽袁 几个小时之内就解
了野我住长江头袁君住长江尾遥日日思
君不见君冶的千年思念遥

玉树用它蓝得浓郁尧 白得圣洁尧
绿得清新的色彩拥抱着亲人遥 眼前的
美透着大气尧 带着自由尧 溢着洒脱袁
就像行走在车水马龙的拥挤里时袁 那
种心心念念的返璞归真袁 目光所及之
处袁 都是震撼与纯粹遥 玉树的亲人为
朋友们送上了洁白的哈达袁 无需漂亮
的客套袁 仅一个真诚的笑容袁 就拉近
了心与心的距离遥

当时正值七月的尾巴尧 八月的前
奏袁 是玉树彩云沸腾 尧 鲜花点翠的季
节遥 阳光热情得毫无保留袁 将康巴汉
子的脸庞涂成了坚毅的紫红色袁 汗水
里也折射出金灿灿的光芒遥 云彩很
低袁 仿佛伸手就能抓得到袁 千姿百
态袁 肆意驰骋变幻遥 天空蓝得明亮剔
透袁 深邃悠远袁 仿佛写满了优美的诗

句袁 让人沉醉尧 欢欣遥 绿色的草地从
山脚铺到山腰袁 随着山势一层层荡漾
开来袁 描绘着 野碧波万顷冶袁 形成一
块巨大的保护屏障袁 守护着山尖尚未
融化尧 宛如白玉的零星白雪遥

冰雪化身为蜿蜒曲折的河流袁 从
昆仑山脉尧 巴颜喀拉山脉和唐古拉山
系的各个分支荡荡悠悠地流淌着袁 平
坦处静如处子袁 缓缓地尧 悄无声息
地袁 起伏处势如猛虎袁 咆哮着尧 追赶
着袁 奔向远方遥 湖泊星罗棋布袁 宝石
一般嵌在大地上袁 孕育着高原的生机
和命脉遥 那些在石缝中破岩扎根的
树袁 让人敬畏大自然的力量袁 像极了
世世代代扎根守护着这一方圣土的藏
族儿女袁 不畏艰难袁 只顾生长遥

山环绕着水袁 水拥抱着山遥 山水
林田湖草形成了一个有机循环的生态
圈袁 也构成了玉树名山之宗尧 江河之
源尧 中华水塔的生态战略高地遥 生活
在这里的藏家儿女以最虔诚的心袁 保
护生态尧 敬畏自然尧 守护净土袁 让各
种生灵在这片土地上自由自在地繁衍
生息遥

玉树有世界上最大的玛尼石堆遥
藏族同胞将自己的追求尧 理想尧 感情
和希望蕴藏在经文里袁 凿刻在石头
上袁 一锤接着一锤袁 一块垒着一块袁
历经百年袁 坚持不懈袁 形成了这样一
个浩瀚的工程袁 供人们祈福尧 禳解尧
转经礼拜袁 随时修正自己的思想遥 路
上袁 偶遇一位刻经的老人袁 尽管衣衫
褴褛袁 眼神里却满是专注与坚定遥 她
一心一意地凿着经文袁 完全不在乎行
人的目光遥 如果说深陷在红尘的泥沼
中不能自拔的人们需要找一个地方净
化灵魂袁 那么这些石头袁 这些淳朴的
刻经人袁 这些围绕着石堆奔跑袁 将所
有原始的纯真尧 欢乐写在脸上的孩
子袁 也许会让你释然尧 放下遥

2010 年 4 月 14 日袁 大地的剧烈
颤抖袁 造成玉树同胞伤亡袁 房屋倒
塌袁 让人悲痛欲绝遥 地震发生后袁 全
国各地的爱心捐助纷纷涌向玉树袁 人
们用温情抚慰玉树的伤痕袁 用大爱托
起玉树的明天遥 短短 5年时间袁 一个
崭新的玉树重新站了起来遥 如今的州
政府所在地结古镇已焕发出新的生

机遥 每当夜幕降临袁灯火阑珊袁格萨尔
王广场上袁热情的康巴汉子尧美丽的卓
玛姑娘披着月光袁就着灯光翩翩起舞袁
挥舞的长袖道尽对生活的热爱遥

在玉树袁 心灵的震撼与洗涤无处
不在遥铺展在眼前美得不真实的风景袁
是梦里无数次幻想的魂归之处遥 头顶
盘旋的雄鹰袁 远处悠然自得的牛群袁
马背上吟唱着嘹亮歌曲的放牧人袁 都
会让那些在喧嚣里挣扎的灵魂得到慰
藉袁 去解锁一种不那么紧绷尧 高压的
生活方式遥

玉树的气质里袁 熔铸了格萨尔王
的英勇魂魄袁 累积了藏族儿女的真挚
热情袁 厚植了万物生灵的无限生机遥
置身这一方高原净土袁 总让人莫名地
感动袁 心中涌现的都是博大尧 包容尧
有爱尧 圣洁这些美好的字眼遥 风摇着
花的身姿袁 叶托着晶莹的露珠袁 土拨
鼠伸出脑袋晒着太阳袁 你的笑容从心
底绽放在脸上袁 这是玉树送给你的最
珍贵的礼物遥

亲近玉树袁 一次走心的旅程袁 我
走了袁 我会再来遥

殷 张海霞 渊青海局冤

亲近玉树 拥抱圣洁
一缕秋风钻进了心窝袁 一股秋风吹散了云

朵遥 蓦然想起川端康成在 叶初秋四景曳 中所讲院
我觉得秋天是从天而降的遥 又逢秋风袁 那些与初
秋教师节有关的日子不觉在心间泛起涟漪噎噎

秋风凉兮袁 波无语
风吹兮袁 波涌兮袁 涟涟绕东西遥 一丝丝清

寒袁 一阵阵凉意袁 秋波不语遥 秋风一阵阵地吹
过袁 拂过肌肤时有了沁心的清凉遥 那年袁 放学
后袁 夕阳下袁 老师带着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到湖边
捉鱼遥 我们把用柳条编织的蓄笼扔进一块水草茂
盛的地方袁 水面泛起了层层涟漪遥 静坐在湖边袁
听老师讲故事袁 看夕阳染红了天际袁 想着蓄笼里
已经装满了鱼袁 心生莫名的惬意遥 可拉起蓄笼却
只有几条小鱼袁 不过欢声笑语还是随着水波回荡
在凉爽的秋风里遥

秋风劲兮袁 水低语
风来兮袁 雨落兮袁 滴滴入心里遥 秋风一阵强

似一阵袁 雨滴敲窗的声响越来越有力遥 我望向窗
外袁 回想过去遥 那时还年轻袁 告别了大学校园袁
孤身一人抵达了陌生的矿区袁 扛着几十斤重的行
李到工作的学校报到袁 开始了教师生涯遥 也是在
那样一个秋风强劲之时袁 我告别了工作两年的学
校袁 在秋雨中只身踏上了去往另一座小城的客
车遥 从倭肯河畔到穆棱河边袁 无声的河水伴着我
继续了十几年的教师工作袁 默默耕耘袁 滋润着学生的心田遥

秋风飒兮袁 果不语
风动兮袁 粒归兮袁 颗颗敲金曲遥 飒飒的秋风吹黄了绿叶袁 吹动着低头

的稻穗袁 吹拂着沉默的玉米袁 只见田野一片金黄遥 晨光间袁 漫步小城边遥
不惑之年的我袁似乎已没有了飒爽英姿袁缺少了锐气遥间接地在教育的田野里
耕种着尧收获着袁努力让自己的学生收获饱满的果实袁也努力让自己的文章发
表袁作品出版遥最后发现袁自己收获的都是沉默不语的野果实冶遥

秋风起兮袁 秋已到遥 那些曾经的秋风回荡在生命的印迹里袁 初秋的教
师节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遥 此刻袁 窗外的秋雨正随风淅沥遥 生
命之秋来兮袁 心中的秋风已 野起兮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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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我都在等待一盏红烛
等待天底下最光辉事业中的那一盏
我上学时仰视 如今倾慕
桃李芬芳 团团围绕的红烛
星星坠入银河 晚风运载温馨的琴声
你的笑容 是阳光和雨露
我知道那是孩子最需要的彩虹
我们相濡以沫的生活里
这抒情的 温暖的 持久的美
一直感染着窗外的明月
我想对一盏红烛轻轻说出我爱你
你是我们家里最美的红烛
你是孩子们眼中最亮的红烛
这盏红烛 一直为桃李芬芳着
为爱 闪亮着

殷 马亭华 渊江苏局金石稀土公司冤

等待一盏红烛
要要要写给我的教师妻子晓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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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第 905期冤
叶巍巍钻塔寻宝藏曳
高建波 摄

渊陕煤地质一九四公司冤

理想与梦装入行囊 走进草原
那年
旭日下闪着金属光泽的钻塔
凝重肃穆
心底的骄傲生出一份敬意
桔色的霞光映出脸上的宁静
那年
枕着双臂沐浴着草香
满眼天的湛蓝 云的洁白
远处机械轰鸣

似叶勘探队员之歌曳优美的旋律
舒畅了心绪
那年
暗夜如墨
混沌中唯有塔身耀眼夺目
黯淡了星光
仰望着
震撼在这磅礴的气势中
这自豪已融入血液
伴着生命

殷 陈宪东 渊内蒙古煤勘集团一〇九公司冤

那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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