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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朗威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公司拥有 3条国际领先的美国 MTI
惯性摩擦焊生产线袁2条美国国民油井生
产的管端镦粗加厚生产线遥产业链完整袁是
国内国际为数不多的集钻杆尧钻铤尧加重钻
杆为一体的钻具加工企业袁可生产国标尧美
标尧俄标尧欧标等各种规格型号的钻具遥朗
威石油拥有系统的产品研发及可靠的质量
保证体系袁已通过 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
认证袁 获得了美国 API SPEC 5DP尧API
SPEC 7-1尧 俄罗斯 GOST RTN尧 欧洲
NS-1等质量认证遥

钻 杆院石油尧地质尧地热尧水井尧天然气尧煤层气尧页岩气钻杆
钻杆规格院50袁60袁73袁89袁102袁114袁127袁140袁150袁168等
材 质院E75袁R780袁X95袁G105袁S135袁LZ140袁LV150袁LU160等
螺纹类型院API数字螺纹尧双抬肩螺纹尧高抗扭螺纹尧专利螺纹尧特殊螺纹
加重钻杆规格院73袁89袁102袁114袁127袁140袁150袁168袁194等
钻铤规格院89袁105袁121袁133袁146袁152袁159袁165袁178袁203袁210袁216袁229袁241袁254等
钻铤类型院光面钻铤尧无磁钻铤尧螺旋钻铤

国家万米钻机科研项目袁松科二井钻具供应者

联系人院赵经理 地址院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市营里镇北口工业区 网址院www.lwdrill.com
手机院13803218077 电话院0311-84386267 邮箱院longwayz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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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袤的鄂尔多斯高原上袁流传着
这么一句话院远看像要饭的袁近看像逃
难的袁一打听袁原来是搞地质勘探的遥这
略带调侃的形容袁精准地描绘出地质勘
探队员的状态遥而我们袁就是这样一群
人袁虽苦不言尧宁折不弯袁却有着对煤勘
事业近乎偏执的倔强遥

2010年袁 在奶奶和父亲的极力反
对下袁 我依旧选择了内蒙古煤炭地质
勘查 渊集团冤 一一七有限公司袁 成为
一名生产一线的钻探工人遥 有一次袁
我陪父亲喝酒袁 他跟我说院 野小时候袁
我最期盼的事情就是过年袁 并不是因
为过年有肉吃尧 有新衣服穿袁 而是因
为每逢过年你爷爷就快要回来了遥 他
参加过解放战争袁 因伤复员后就到一
一七公司参加工作袁 所以我每年能见
到他的日子屈指可数遥一到年底袁我就
等着尧盼着尧数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袁幻想

着自己有好多新鲜事要告诉他袁 也想
着我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跟他玩耍遥
可是袁 当我真的见到你爷爷时袁 好多
话到了嘴边却说不出来了遥 我们彼此
看着对方袁 想说什么袁 却又不知该如
何开口遥 我能感到他的眼神里有欣喜
也有躲闪袁 最后我只是略显生涩地喊
了一声 耶爸爷 噎噎他便低着头袁 走进
了家遥 不知从何时起袁我对你爷爷的感
情开始变得复杂袁 变得不知该如何表
达袁也许他的想法跟我一样吧遥冶听到这
里袁我略有触动袁这也是我小时候曾有
过的切身感受遥

煤勘人就是这样袁为勘探事业奉献
了自己的一生袁也在不知不觉间忽略了
对家人的陪伴遥我想袁这就是父亲当时
反对我到一一七公司工作的原因吧遥

记得那是 2011 年 9 月的一个下
午袁母亲送野倒大班冶的我回钻机接班遥

那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雨袁我们生活的帐
篷受地形和钻孔坐标的影响袁只能安扎
到地势较低的位置遥一下车袁我就傻眼
了袁前一天还平平整整的生活区袁竟冒
出来一条 野小河冶袁野河面冶 上还飘着拖
鞋尧脸盆噎噎母亲以前只是听说过钻机
上生活环境的艰苦袁这次亲眼看到这样
的场景袁 便不假思索地说院野回家吧袁咱
再重新找一份工作浴冶说着就要拉我走遥

这时袁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了煤勘人
常说的一句话院献了青春献子孙遥作为
一名新时代的野煤三代冶袁我认为我有义
务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曰作为一名新时
代的共产党员袁我认为我有责任把这种
使命传承下去遥于是袁我转身对母亲说院
野我再坚持一下遥冶 这一坚持就是十年遥
就这样袁我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无怨无
悔尧兢兢业业袁践行了野咬定青山不放
松袁立根原在破岩中冶的煤勘精神遥

我想袁 我在一一七公司不仅完成
了历史的接力袁 更传承了新一代煤勘
人的精神遥 第一代煤勘人在没有任何
地质资料和外界援助的情况下袁 发现
了桌子山煤田袁 为国家建设提供了重
要能源保障曰 父亲他们第二代煤勘人
揭开了东胜煤田的神秘面纱袁 为改革
开放插上腾飞的翅膀曰 而我们第三代
煤勘人袁 定会在新时代勇于担当尧 敢
于作为袁 为煤勘事业转型发展盖上属
于自己的印章遥

有人说翻涌的泥浆是浑浊的袁 我
想说煤勘人的心灵是纯净的曰 有人说
矗立的钻塔是冰冷的袁我想说煤勘人的
感情是炽热的曰有人说鲜艳的旗帜是飘
扬的袁 我想说煤勘人的信念是坚定的遥
不论别人怎么说袁我都会说袁煤勘人一
定会将为国勘探尧为党奉献的初心和使
命传承下去浴

殷 刘 雷 渊内蒙古煤勘集团一一七公司冤

煤勘精神永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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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生机盎然曳
李 媛 摄

渊陕煤地质一八五公司冤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餐馆里袁一些野特殊冶顾客只需
向店员说一声院野点一份套餐 A冶袁便可以享用一顿免费餐遥

店家贴在门外的告示很暖心院人在外袁遇到困难是难免
的遥本店免费提供晚餐袁不求回报袁只希望在你有能力的时
候再去帮助他人遥提示院只要告诉店员需要套餐 A袁然后找
地方坐下袁吃完不用付钱袁直接走就行遥

这种做法袁帮助了很多有困难的人遥野套餐 A冶印证了一
个社会于无声处流淌着的善意袁是一种温情脉脉的善行遥

人总会遇到一时的窘迫袁一分钱难倒英雄汉遥这时袁野套
餐 A冶 让寒冬里瑟瑟发抖的人们填饱了肚子袁 更温暖了心
灵遥店家告示和一碗热腾腾的面袁不仅解人一时之急袁也让
他们疲惫的心得到暂时的放松袁 更让他们有了继续前行的
勇气遥

北京这家饭店的店长说院野提供这份套餐是因为自己在
大学时期得到过别人的帮助袁 一直想用同样的方式回馈社
会遥冶

随着媒体和社交平台的宣传袁野套餐 A冶 在社会上涌起
了一股暖流遥这种温情付出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回报袁不少
顾客慕名来到这个野暖店冶消费袁或多付餐费袁或要求捐赠
野套餐 A冶噎噎尽管店家一一婉拒袁但来去之间袁不仅将温暖
传递出去袁也引来更多网友的声援和点赞遥

帮助别人尧快乐自己袁是一种美好的心境袁也是一种高
尚的情怀遥施善者在助人为乐中实现价值尧传递爱心遥正如
北京这家店的店长袁因曾受助于人而心存感激袁才以野套餐
A冶馈赠于需要帮助的人遥如今袁野套餐 A冶式的善举频现于全
国各地袁点滴善行汇成了河流袁让寒冷的冬天暖意融融遥

野套餐 A冶蕴含着一份关怀尧一份尊重遥这种以赠餐来扶
难济困的方式袁充分维护了受助者的尊严袁彰显了馈赠的文
明袁诠释了慈善的真谛袁让善心透亮袁让人间温暖遥

善行让我们的社会更温暖尧 更和谐遥 愿更多人心存善
意袁用这种温情脉脉的善行去帮助他人遥

从元旦盼到春节尧 从冬天盼到春
天袁一场雪终于在寒夜里翩然而至遥尽
管已经到了晚上九点多钟袁 但人们还
是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袁纷纷下楼袁来
到院落袁张开双臂袁拥抱飞雪遥大路边尧
小桥旁尧公园里顿时充满了欢声笑语袁
玩雪的孩童尧滚动着的野雪人冶尧打雪仗
的野团队冶噎噎大家尽情享受着下雪天
带来的快乐遥

人们大都喜欢雪的洁白尧纯净遥因
为有了雪和对雪的期盼袁 人们似乎忘
却了冬天的清冷遥 一场雪还会把灰蒙
蒙的天带走袁带来春的希望遥

雪的轻盈和灵动袁 立马激发出人
们的热情和活力袁 使人们生出抵抗寒

冷的意志袁爆发出长久压抑的体力遥雪
就像一个魔术师袁 让不勇敢的人变得
勇敢袁不爱动的人变得爱动袁陌生的人
成为好朋友遥 即使最懒散或者暂时无
法出门的人袁 也会看着窗外的飘雪感
叹院野啊浴好大的雪浴真漂亮浴冶

雪总是以她的随意飘洒显示着自
由公平的天性袁 静静地尧 均匀地落下
来遥鲜花上有她的身影袁绿草上有她的
呵护遥崇山峻岭不畏高尧戈壁荒滩不嫌
恶袁即使是泥坑尧垃圾尧粪土袁她也不避
脏臭袁尽皆严严地盖实遥所到之处袁洁
白一体袁天地一色遥

这就是洁白纯净尧轻盈灵动尧自由
飘洒的雪浴

殷 沙国顺 渊河南局资环三院冤

雪
在杨柳依依飘动的春天里
在桃花朵朵开满的枝头上
你从三月款款走来
和着春天的舞步
霓裳轻扬 裙裾飞舞
如花的女人随风轻轻舞动

在骏马奔腾的渴望里
在小草醉饮雨露的山坡上
你站在三月的枝头
宛若洁白的莲花
娇而不媚 温文尔雅
如花的女人随风传递芬芳

三月袁春暖花开袁草长莺飞
三月袁和风细雨袁滋润万物
它让女人在明媚的春天里朝气蓬勃
它让女人在时代的风景里尽情绽放
三月袁花如女人醉春风
三月袁女人如花香满园

殷 陈丽娟 渊福建省一九六大队冤

三月里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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