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你投身地质事业为祖国寻找宝藏袁
就已知道能源在经济发展中的分量袁
不恋繁华守乡野袁遍地荆棘脚开荒袁
毕生心血为找矿袁野三光荣冶精神为信仰袁
展地质铁军雄风袁新时代勘探人最棒曰

当你走进浓烟滚滚的原始森林袁
就已知道守护家园的重量袁
庄重地敬礼袁从容地转身袁
稚嫩的脸庞袁戴上消防头盔袁
毅然走进火场袁你是消防好儿郎曰

当你奔赴病毒肆虐的抗疫战场袁
就已知道救死扶伤的分量袁
逆行的背影袁请战的坚强袁

身披白铠甲袁冲锋在前方袁
奋战生死线袁你是不屈的脊梁曰

当你踏进危机四伏的不明雷场袁
就已知道和平民安的重量袁
绿色的迷彩袁金色的盾牌袁
牺牲我一人袁为万家护航袁
军人意志坚袁青春年华献国防曰

当你置身决胜全面小康的收官之年袁
就已知道千年梦想之花的分量袁
庄严的承诺袁劈开千层浪袁
时代英雄魂袁万人做榜样袁
决胜小康年袁铸就新辉煌遥

殷 曾晓义 谢庆峰 渊内蒙古煤勘集团一〇九公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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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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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人生过往袁 浪花淘尽英雄遥 工作
几十年袁 阅人无数袁 唯有一位同事尧 一块
盲表袁 让我久久不能忘怀袁 珍藏于心遥
我的这位同事袁 长得不算伟岸袁 一张

野太阳脸冶袁 一天到晚阳光灿烂袁 就像他常
说的那样袁 野开心是一天袁 不开心也是一
天袁 为什么不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 冶
野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袁 我们只要过好一二
就知足了冶遥 他还有一句时常挂在嘴边的
话袁 野我是一块砖袁 哪里需要哪里搬遥冶 的
确袁 他是这样说的袁 也是这样做的遥

他有自己的不足袁 上学时贪玩袁 混了个
技工学校的毕业证就直接工作了遥 工作不尽
如人意袁 换了多个岗位到处碰壁袁 便选择自
谋职业袁 自费上成人大学学习电脑遥 也许是
因为喜欢产生了动力袁 他开了个电脑经营部
并招收学员袁 教学员打字复印遥 后来袁 单位
需要电脑管理员袁 父母劝他回单位上班遥 他
经单位主管部门测试合格后袁 成为一名电脑
管理员遥 单位几十台电脑一旦出现问题袁 在
他那里都会手到病除袁 于是大家给他起了一
个外号要要要野电脑专家冶遥
由于他 野太阳脸冶尧 嘴巴甜尧 懂礼貌尧

为人厚道袁 工作又积极主动袁 哪里需要哪
里 野搬冶 成了他工作的常态遥 我觉得叫他
野专家冶 挺好袁 既随和又亲切遥

我和 野专家冶 在同一个办公楼上班袁
由于常来常往袁 我对 野专家冶 有了更进一
步的认识遥 他的父亲是本单位的一般干
部袁 母亲是县被服厂的工人遥 为了多挣点
奖金养家糊口袁 他的母亲常常把服装从厂
里拿到家里加班加点缝制遥 后来服装厂没
有了袁 母亲便自己加工服装到集市上卖袁
长年累月袁 起早贪黑袁 穿针引线袁 积劳成
疾袁 母亲的一双眼睛由老花转为失明遥

野专家冶 是性情中人袁 不利于团结的话
不讲袁 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遥 由于人缘好袁
他经常和朋友相聚袁 大块吃肉尧 大碗喝酒袁
喝高了也不惹是生非袁 悄然无声地回家睡
觉遥 酒品如人品袁 这也是我欣赏的地方遥
人与人之间互相欣赏产生友谊袁 这个为人
正直尧 说话低调尧 办事靠谱的朋友我交定
了遥 每次我俩出差袁 都会选择同住一间标
间袁一是为单位节省开支袁二是世间百态袁无
话不说遥和他住在一起袁我特别放心袁不用担
心开会迟到袁不用操心赶车袁生活的点滴在

他心里好像早有安排遥
2015年 3月袁野专家冶作为单位扶贫派驻

工作组组长到离家几百里的乡下扶贫遥这一
年我几乎像失恋一样魂不守舍袁经常在电话
里和他聊天袁 知道他为村民办了许多好事遥
比如从自己家里带去真空包装机袁手把手教
村民包装豆干袁同时联系电商平台袁帮他们
打开网络销售市场袁让他们生产的豆干保质
期更长尧卖得更远遥又如争取两万多元扶贫
资金改善村野两委冶办公环境袁买电脑尧摄像
头帮助空巢老人尧留守儿童视频连线在外打
工的亲人曰争取三万多元为村集体种植农作
物袁发展集体经济曰奔走他乡为村民解决无
户籍问题袁并办理医疗尧养老保险袁让他们享
受和同村人一样的待遇遥

后来我得知袁村民高某某有两子一女袁大
儿媳七年前与大儿子在浙江打工认识遥 两人
情投意合袁但女方家长嫌小伙子太穷袁不想让
女儿跟着他受苦袁不同意他们结婚遥结果女孩
同小伙子私奔到贵州袁七年没有和家里联系遥
由于当时没有带上任何证件袁 现在他们有了
两个孩子袁都没能上户口遥经调查袁她的户口
还在原户籍所在地袁但已被注销袁需要去河南

办理相关手续遥妻子怕自己的父母为难丈夫袁
不敢回家袁于是村委决定派野专家冶和他们一
起去遥到了河南后袁野专家冶与女方家长进行了
两天艰难的沟通交流袁最终说服了她的父母遥
女方家长由愤怒尧 生气转变为和气尧 通情达
理袁还主动带他们到镇上办理手续遥那次去河
南袁不仅顺利办理了户籍手续袁更重要的是让
离家七年的女儿重回父母的怀抱遥

一年扶贫期满袁村民们纷纷挽留袁当得
知野专家冶还有双目失明的母亲和一岁多的
女儿需要照顾时袁村野两委冶才不再强留遥为
了表达群众意愿袁村野两委冶专程送锦旗和感
谢信到我们单位袁表示对野专家冶一年来扶贫
工作的肯定遥

一次袁 我和 野专家冶 一起到省城出差遥
办完公事袁 他希望我陪他到小商品交易市
场袁 给母亲买一块盲表袁 以便让母亲能随
时知道时间遥 我们从街头找到巷尾袁 终于
买到了盲表遥 他说袁 母亲虽然看不见袁 但
能听得到遥 这块盲表饱含着 野跪乳之恩袁
反哺之义冶遥 儿子真诚的爱就是妈妈的另一
双眼睛袁 也让我明白了 野爱人者袁 人恒爱
之曰 敬人者袁 人恒敬之冶遥

殷 王 浩 渊贵州局一五九队冤

我的 野专家 冶好友
有天晚上袁我熬到半夜袁终于在电脑前搞

定了一篇稿子袁 鼠标一点袁 便把文稿传了出
去袁这在几十年前是不敢想象的遥
上世纪 80年代中期袁 我接父亲的班到

地质队当了一名钻工遥由于酷爱文学袁每天
下班后写日记就成了我的野必修课冶遥一天袁
房东大哥对我说院野我们村木工厂张厂长捡
到一个小孩袁又是给孩子买衣服袁又是在附
近村庄集市张贴认领启事遥今天袁孩子被父
母领走了遥冶 房东大哥问我能不能写个表扬
稿遥我一听非常兴奋袁野这是好事呀袁当然能
了遥冶在张厂长家里采访完袁我回到宿舍就连
夜开始写稿遥实际上袁那时我写稿凭的就是
一股热情袁基础还是有点差的遥初稿写完后袁
我一遍遍地修改袁把稿纸上的字改得密密麻
麻的袁只好重抄一遍后再改遥就这样袁改改抄
抄袁抄抄改改袁在写稿的那几天里袁我总是起
早贪黑袁累得腰酸背痛尧眼花手软遥稿子野大
功告成冶后袁次日一大早袁我坐班车到达县
城袁边走边打听袁终于找到了县委宣传部遥接
待我的是一名老同志袁 知道我写稿的情况
后袁他戴上老花镜仔仔细细看了一遍院野小伙
子写得不错袁不用改了袁你直接寄给报社就
行了遥冶我问院野咱宣传部不用盖章吗钥冶他说院
野不用了袁村里盖过就行了遥冶我是第一次写
稿袁宣传部不用盖章袁我还真是不知道遥

一天袁下班后我躺在床上休息袁身边的
收音机里突然传出播音员清脆的声音院野现
在播送通讯叶爸爸妈妈袁你们在哪里钥曳遥冶我
一听袁一下子坐了起来袁高声喊道院野播出啦浴
播出啦浴冶同宿舍的工友们纷纷围拢过来袁趴
在收音机边认真地听着遥 我写的 1000多字
的新闻稿足足播了几分钟袁当时我激动得差
点流下眼泪来遥正是这篇处女作激发了我更
大的写作热情遥
回忆起当年写稿尧 发稿的艰苦岁月袁心

里感慨颇多遥记得 1998年的冬天袁我们单位
承担的国家重点煤炭资源勘查项目由于工
期紧袁钻机春节不放假遥于是我写了一篇题为叶为妻子干杯曳的
稿子袁并把稿件装进信封袁骑上自行车赶往十几公里外的乡镇
邮局遥路上刮起了西北风袁下起了小雪袁加上山路崎岖袁我跌跌
撞撞摔倒了好几次遥当时我真想变成一只鸽子袁飞上天空把稿
子送到编辑部遥
如今袁随着社会的进步尧科技的发展袁用笔和纸写稿件的年代

已经过去袁计算机技术已进入社会各个领域袁电脑替代了笔和纸遥
通讯员每人都有电脑袁双手敲击键盘袁一篇篇清晰而整齐的稿件
就打出来了遥若想修改也很容易袁在电脑上可以随意修改袁任你添
添删删遥改后的稿件袁文字会自动排列整齐袁不用再经受当年抄稿
件的劳累之苦了遥和媒体联系沟通袁可以通过电子邮箱尧QQ尧微
信等方式要要要我再也不用骑着自行车去邮局了遥
就说去年见报的一篇稿子吧袁那叫一个快呀遥一天袁报社一

名编辑在微信里问我有没有稿子袁有的话赶紧野砸冶来遥我一看
就知道是编辑手头缺野货冶了袁就告诉他刚刚写完一篇袁还不成
形袁需要修改遥他说袁抓紧修改袁下午下班前发给他遥稿子改好
后袁我轻轻一点袁就用微信传过去了遥没想到袁第二天我写的那
篇 2200多字的通讯就见报了遥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遥从野爬格子冶到电脑写稿和

投稿袁点滴见证了地勘单位信息化建设的发展遥这是新中国科
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体现袁更是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果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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