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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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先生有个爱不释手的皮质手提
包袁样式独特袁做工考究袁常伴其左右遥

宫先生是家里的老小袁 抓周时袁
宫父在其面前摆了各种物件袁 弓矢纸
笔诸如此类任其抓取袁 宫先生抓起一
杆竹笔把玩着不肯放手袁 宫父喜出望
外袁 小儿未来可期袁未来可期浴遂找人
用上等牛皮袁 托匠人花数周缝制了一
件珍贵皮包袁 并将宫先生所抓竹笔放
入包内袁 待宫先生五岁入学之时交于
其手上遥

皮包颜色深棕袁材质松软袁加上明
晃晃的五金扣带袁宫先生甚是喜爱遥打
开皮包袁里面还有夹层袁夹层内叠放着
一张宣纸袁上面写着院源清流自洁袁身
直行始正遥 骨气兼蓄的小楷含蕴着宫
家传承百年的家训遥

转眼宫先生已是而立之年袁 县上
惜才袁 宫先生年纪轻轻已是本县唯一
一所国立高中的校长遥喜掬丹心尧好研
朱墨袁 宫先生一直初心不改尧 身直自

洁袁拿着皮包袁上课下课袁教书育人遥
那时袁乡里贫弱袁教育落后袁村上

执事找到宫先生袁 言道再穷不能穷教
育袁奈何娃娃们到了适学年岁袁却无学
可上袁悲兮袁叹兮袁故想与宫先生商议
良策遥

没几日袁 宫先生便拿着皮包回到
了乡里袁 包里装满了这几日他四处筹
来的善款袁 以及数年来攒下的积蓄遥
野没有学校袁改建学校遥冶宫先生说遥在
宫先生的带领下袁乡亲献物捐资袁出人
出力遥没过多久袁村南一所旧时的道观
便被修葺改建成了一所新学堂袁 宫先
生亲自授课袁 娃娃们终于有了学习的
地方遥一切购置妥当袁乡里将剩余资金
交还宫先生袁宫先生再三拒绝袁乡里面
露难色袁徘徊良久袁宫先生不忍只能代
为保管遥如果有学生想入校学习袁却遇
家境贫寒等情况袁 宫先生便亲至学生
家中奉上善款袁谆谆善诱遥事后每笔款
项他都做好记录袁放于皮包内袁不出丝
毫差错袁更无分厘挪用遥

宫先生对行医之道也略知一二袁
尤其擅长接骨遥 娃娃们课堂之下顽皮

捣蛋之余难免伤到筋骨袁 宫先生照着
医书自学了正骨疗法袁 为娃娃除去痛
楚遥

岁末寒冬袁一日大雪纷飞袁宫先生
在屋内温书袁却闻急促敲门声袁原来几
里外的某家后生在雪中跌倒袁 胳膊脱
臼袁 大雪封路无处医治袁 几欲痛晕过
去遥 宫夫人见漫天大雪袁 面露难色言
道袁不如待雪停了再去遥宫先生却装上
工具夹起皮包袁冒雪而去袁雪深没膝袁
行至后生家袁双脚早已湿透遥待诊治完
成袁后生娘欲留宫先生吃完饭再走袁宫
先生婉拒袁后生娘说什么也不肯袁几番
野争执冶下袁后生娘只能说道院野宫先生袁
你的鞋子还没烤干呢袁 这天寒地冻的
怎么走啊遥冶宫先生再三感谢袁最后穿
了后生爹的鞋子匆匆走了遥原来袁天色
已沉袁宫先生怕夜路难走袁宫夫人一人
在家袁他放心不下遥

翌年春江水暖袁 以捕鱼为生的后
生痊愈后袁 划着船专程给宫先生送来
两条自己打捞的鱼以示感谢袁 同时还
送来一双后生娘纳的千层底崭新黑布
鞋遥宫先生再三拒绝不成袁便将鱼儿和

鞋子收下袁随后将鱼养于屋后大缸内袁
每日悉心喂养遥待鱼长大袁宫夫人将其
晾晒成鱼干袁 便成了学堂里娃娃们午
饭上的佳肴遥

冬去春来袁 宫先生日复一日奔走
在学校和家之间的路上袁野宫先生好冶
野宫先生上课去啊冶野宫先生下课回家
啊冶袁 一路上袁 乡亲们的各种问候不
绝于耳袁 宫先生一手拿着皮包袁 另一
只手挥舞着跟大家打招呼遥 晨光和夕
阳映照在宫先生的脸上袁 折射出温暖
的颜色遥

一个小小的皮包袁 似装载了数不
尽的财富袁将清正尧廉洁尧仁德尧恩义都
装了进去袁填满了宫先生悠远绵长尧温
暖纯良的一生遥沧海一粟袁斗转星移袁
多年后宫先生修葺的学校已被更加明
亮整齐的校舍取代袁 但宫先生的故事
却一直流传在一个又一个尧 一代又一
代人的心间遥恰如人间四月芳菲已尽袁
但山上的桃花却卓然盛开袁 让更多攀
山寻芳的人袁能永远地看见遥

宫先生就是我姥爷的父亲袁 也就
是袁我的太姥爷遥

殷 徐秋艳 渊陕煤地质物测公司冤

宫先生的手提包
树对土地的爱恋袁是生死之恋遥终其一生袁不离不弃遥
树袁最寻常袁最普通袁绝不显眼袁从不艳丽遥然而袁你注意

到了吗袁她充满了热情尧不屈尧壮丽遥
不论是高原袁还是洼地曰不论是路边袁还是沟渠曰不论在

山上袁还是在坝底遥一旦认定这方水土袁便终生相伴袁生死相
依袁矢志不移遥

小小的种子袁不管是风吹来的袁还是鸟衔来的袁也不管
是人工培育的还是无意掉落的袁播撒在哪里袁就在哪里落地
安家袁就在哪里生根发芽遥

从摇摇晃晃的幼苗袁到遮天蔽日的大树袁不知经历多少
岁月袁也不知经历多少风雨遥她吸收的只是看得见的阳光和
看不见的养分袁地面未见下凹袁水面未见降低袁但树木却是
日见长高袁日见长大袁枝枝叶叶袁树树相连袁早已把大地染
绿遥

若不是血脉相连袁哪得这般神奇曰若不是感天动地袁哪
来这般奇迹遥

既然不能像风一样自由袁也不能像云一样飘逸袁那就尊
重现实袁保持安静尧保持定力尧保持专注尧保持独立遥

树袁专心致力于扎根土壤和舒展枝叶两件大事袁她用枝
叶吸收阳光雨露袁用根须吸收土壤养分袁不管春夏秋冬袁无
论刮风下雨袁静静地生长袁专注地呼吸遥

树根植于脚下的这方水土袁守护着脚下的这方水土遥不
管是天寒地冻还是狂风暴雨袁 也不管是豺狼虎豹还是人力
机器袁 谁要取走脚下的一捧土袁 要么只能先毁了树干和树
根袁要么只能碾碎树取走树袁从树的身下挖去遥

树也有父母袁或许他们从未相见袁更何谈啃老袁何谈门第遥
她从不考虑家中有无存粮袁也不在意丑陋还是美丽曰她从不渴求站立高处袁

也不担忧虫灾尧病痛和老去遥
不管是大树还是小树袁个个枝丫靠拢袁奋力向上袁努力长高长大遥为何钥长高

才能吸收更多阳光袁长大才能抵御雷电尧大风和大雨遥
她从不记恨身旁遮天蔽日的大树袁也不藐视路边伤痕累累的小树遥她从不

抱怨高树大树的遮挡袁也不责怪其他枝叶的侵扰遥因为她知道院物竞天择袁是万
事万物都无法逃避的定律遥

哪怕她只存活一天袁也要昂扬向上袁枝叶起舞袁纵情歌唱袁收容鸟儿袁做鸟儿
的天堂曰哪怕她只存活一天袁也要充满爱恋袁绽放翠绿遥

她自知无以回报大地袁唯有年年秋冬的落叶袁但她即使化成了灰袁最终还要
回归大地遥

她生于斯袁长于斯袁立于斯袁成于斯袁老于斯袁归于斯遥
这与煤田人的精神何其相似钥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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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罩大地袁
驼铃响遍腾格里遥
九曲峰回贺兰山袁
乌金出自古拉本遥
探宝寻煤有前辈袁
重回故里忆苦甜遥
青春无悔献戈壁袁
而今吾辈振双翼遥
代代传承无穷尽袁
红日冉冉壮豪情遥
一树一叶草木情袁
一代不忘一代恩遥
七里八乡传佳话袁
勘探队伍逞英豪遥
探索宝藏仅凭脚袁
队伍齐整抖精神遥

殷 蔡洪广 渊内蒙古煤勘集团一一七公司冤

朴实的地质人
殷 余登荣 渊贵州局一七四队冤

七律窑咏煤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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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渊第 906期冤
叶黄昏袁老树曳
曹 飞 摄

渊江苏局勘查院冤

潜心为地解年轮袁混沌凿开探墨金遥
甘把青春融岁月袁誓将夙志暖乾坤遥
汗挥何惧三冬冷袁情洒堪期几度温遥
若使人间春永驻袁等闲颜笑最天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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