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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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世界上的某一座城市能以她的美
丽尧伟岸而永垂不朽袁那么中国武汉势必会因
其在庚子年春天英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壮
举而被整个世界铭记遥

也许她没有旖旎的风光袁 没有传奇的故
事袁但她在这场旷世疫情突降时袁默默站在前
沿阵地袁用顽强的身躯扛住了病魔袁虽牺牲了
元气袁却守住了中国人心中的底气遥

家在武汉

我的多年好友野涛冶袁她的家在武汉遥
武汉因疫情野封城冶后的一个多月袁涛每天

都会转发与疫情相关的文章袁微信群里来自五
湖四海的朋友大都从她那里了解武汉的情况遥
可后来袁当群里热烈讨论抗疫进展时袁涛却野消
失了冶遥

我担心她染上了新冠肺炎袁就去翻她的朋
友圈袁却没发现任何消息袁心中一紧袁急忙发消
息问她袁连打字的手都有些颤抖遥

几个小时袁没有回应遥夜已深袁我几乎彻夜
难眠遥直到第二天才看到她的回复院野我没有感
染袁我加入了社区志愿服务队噎噎冶

野疫情就像一场大考袁在交卷铃声响起前袁
家在武汉的人能做的就是拼命抢时间袁认真做
好每一道题遥冶涛从最开始的惶恐度日袁到认真
戴口罩尧勤洗手袁隔离在家不出门袁再到后来加
入志愿服务队袁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遥她不仅
从一个普普通通的武汉人变成了抗疫前线的

战士袁更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遥
一道野封城冶令袁涛度过了最孤独的春节院

一个人过年袁一个人隔离袁一个人远程工作遥而
像她一样的武汉人还有许多遥

可能我们中的许多人袁都惧怕孤独袁可是
也有许多人袁做到了在孤独中成长遥隔离在家
的武汉人野彻底冶告别了外面的世界袁他们的孤
独是对自我的审视袁对他人的负责袁对社会的
贡献曰他们牺牲了窗外的阳光与冬雪袁只为春
回祖国大地之时能更早些到来遥

抗疫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袁拨开新冠肺炎疫
情带来的阴霾袁真正令人感动的袁是那些身在
漩涡中央却依然热爱生活的武汉人遥

在武汉的每个角落袁都有千千万万像涛一
样的武汉人遥他们平凡而坚强袁柔弱却有担当袁
在灾难面前毫不退缩袁反而挺直了脊梁袁搭起
了臂膀袁向死而生袁无畏且刚强遥

情在武汉

我在武汉还有一个朋友野华冶袁她是一名教
师袁她的儿子野君冶在北京读研遥

1月 21日袁君从北京回武汉过年遥那里有
他的家袁 有天天盼他回家的父母和祖父母袁还
有相恋了两年的女友遥

临近毕业袁君这次回来想提前在武汉找工
作遥武汉是生他养他的地方袁君对武汉充满了
原生的热爱袁在武汉成家立业尧干一番事业是
他的梦想遥

刚下高铁袁 君猝不及防地被站内行色匆
匆的人群撞了个趔趄袁 原本想悄悄回家给老
人 野惊喜冶 的心瞬间跌入了惴惴不安的谷底遥
他急忙和母亲通了个电话袁 当得知因武汉疫
情暴发袁 四位老人全都被接来由母亲照顾的
情况后袁 君决定将自己回到武汉的事情隐瞒
过去遥

如果没有疫情袁 彼时也许是家人团圆的
美好时刻袁 也许是恋人相聚的美妙良辰遥 但
君却缩在阴暗狭小的贮藏室里袁 压制着想进
入家门的渴望与对幸福的向往袁 无怨无悔地
忍受着孤独遥

他宁愿自己忍受隔离的痛苦袁 也不愿亲
人面临任何暴露给病毒的危险袁 哪怕万分之
一的概率也不允许遥

幸好贮藏室里还能接收到网络信号袁 行
李箱里还有书可以阅读遥 就这样袁 君独自在
这一隅之地 野与世隔绝冶 了十四天遥

能够享受孤独的人袁才更懂得自由遥耐得
住寂寞袁才能等得到冰雪消融尧春暖花开遥

心系武汉

从朋友圈里看到 野最美逆行者刘春蕾院我
们用全力救治生命冶的资讯袁得知单位退休老
党员刘涛的女儿春蕾报名参加首批援鄂医疗
队的消息袁同事们纷纷转发尧点赞尧分享尧传递遥
积攒已久的温度溢出屏幕袁在冷冽的寒冬里传
递着拨动心弦的温暖与感动遥

其实袁听到这个消息时袁单位的好多同事
并没有感到震惊袁因为刘春蕾在十七年前就曾
参加过抗击 野非典冶 战役袁 这次她又瞒着父
母袁 主动加入首批驰援湖北的医疗队袁 继续
为下一个战 野疫冶 的胜利奉献自己的力量遥

春蕾的父亲刘涛是一名退休老党员袁 曾
连续多年救助泰安山区贫困学子袁 却从来不
愿宣扬遥

春蕾去了战 野疫冶 前线袁 刘涛也果断报
名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袁 在后方以 野做好科学
防控袁 为社区联防联控献计献策冶 的方式来
支持女儿的援鄂行动袁 谱写了一曲动人的
野父女同心抗疫冶 赞歌遥

武汉疫情牵动着亿万中国人的心袁 也调
动了千万个像刘涛一样为战 野疫冶 胜利而举
家奋战的家庭遥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袁
他们用无畏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同舟共济尧
什么是众志成城袁 用无声的语言坚定了全国
人民 野武汉必胜浴 湖北必胜浴 中国必胜浴冶 的
信心遥

当国歌回荡在武汉居民楼上空袁 当空荡
的街道只有志愿者忙碌的身影袁 当一批批白
衣天使逆行赶赴疫情中心袁 当全国人民捐赠
的物资钱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武汉噎噎这座坐
落在祖国内陆的江城袁 从未像今天这样耀眼遥

跨过疫情肆虐的残冬袁 武汉会惊讶地发
现袁原来早有厚礼在等待英雄之城的凯旋院

江城解封袁按下重启键袁春天再起航浴

殷 赵 欣 渊山东局物测队冤

心 系 武 汉

早晨 7点袁 在一线奋战的我们已
经收拾好开始吃早饭了袁 吃完即刻出
发袁 拉开了工作的帷幕院 打点尧 放
线尧 记录尧 筛样尧 装袋遥

中午 12 点是午餐时间袁 找个阴
凉地袁 瓶装水尧 面包咸菜袁 都是我们
的 野好伴侣冶遥 午休是我们曾经的习
惯袁 如今却是奢望遥 烈日炎炎袁 汗流
浃背袁 好怀念办公室里的空调袁 好不
喜欢浑身冒汗的感觉袁 自己都有点嫌
弃自己了遥

每条线都有新发现尧 新挑战袁 遇

到不同的问题袁 陈师傅直接到现场解
决遥每天从早到晚袁每条线都留下他的
脚印遥白天在野外忙碌袁晚上回去还要
整理样品尧再次加工尧装袋装箱袁计划尧
安排第二天现场的工作袁 做好相应的
准备遥10点能完工已是常态遥

这就是地质人的一天袁 一连忙碌
十几个小时袁日复一日袁年复一年遥满
脑子都是工作袁时常会觉得恍惚遥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里说过院
只争朝夕袁不负韶华遥而我们也在用行
动践行着遥

殷 边鹏宇 渊内蒙古煤勘集团一一七公司冤

扎根现场 不负韶华

一片云朵在空中
她在依恋天空带来的归属
时而朝霞万里
时而乌云蔽日

一朵水花在海里
她在享受大海给她的拥抱
时而波涛汹涌
时而风平浪静

一朵花在地上
她在眷恋大地带来的亲吻
时而含苞待放
时而暗香四溢

一个人在世上
他在爱戴世上给他的一切
时而豪情万丈
时而烟视媚行
念你念我念他
念念不忘
一切如梦如幻的精彩纷呈
一切如痴如醉的来来去去

殷 戴 俊 渊贵州局一一三队冤

念

银壶煮绿一盏茶袁
抚琴捧卷在人间遥
江湖纷扰皆虚妄袁
凡心万静守心恬遥
古有煮酒论英雄袁
今我烹茶友共勉遥
缕缕茗香滋满怀袁
不羡鸳鸯不羡仙遥

殷 刘宇新 渊陕煤地质一八五公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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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陕煤地质物测公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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