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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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2日袁 我来到山城重庆袁 开启
了短暂的旅途遥 此行袁 我除了想了解重
庆的历史文化袁 还要怀揣崇敬之情去探
访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要要要渣滓洞尧 白
公馆遥 我们一行两人乘坐轻轨袁 来到了
距离市区近 20 公里的歌乐山麓袁 由于
白公馆正在整修没有对外开放袁 我们又
继续前行来到了渣滓洞遥

渣滓洞原是重庆郊外的一个小煤
窑袁 因渣多煤少而得名遥 这里地形独
特袁 三面环山袁 前临深沟袁 位置十分隐
蔽遥 1939 年袁 国民党军统特务逼死矿
主袁 霸占煤窑袁 在此设立了监狱遥

从轻轨站下车袁 我们步行前往袁 虽
然只是短短一千多米的道路袁 却走了很
久袁 尽管如今已经济发达尧 交通便利袁
但依旧可以感受到其位置之隐蔽袁 道路
之崎岖遥 我们多次上山下山尧 踏过层层
台阶后袁 终于到达了景区的大门口遥 由
于不需要购买门票袁 只需提前预约填写
个人信息袁 大家都整齐有序地排队刷身
份证进入遥

进入大门后袁 沿着山路慢慢往里面
走袁 可以看到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岗

亭袁 历史的画面不断重现在脑海中袁 仿
佛可以看到曾经那个警备森严的集中营
的景象遥 渣滓洞看守所的四周是阴森森
的碉堡尧 暗哨尧 铁丝网袁 整个院落分成
内外两个部分袁 内院有放风坝尧 16间男
牢和 2 间女牢袁 外院是办公室尧 刑讯
室遥 刑讯室大门紧锁袁 隔着玻璃窗可以
看到里面还保留着审讯时用的刑具遥 看
到一件件生锈的刑具和阴森的房间袁 我
的脑海中浮现出敌人凶残狡诈的嘴脸和
革命者无惧无畏尧 宁死不屈尧 钢铁般坚
强的姿态遥

内院的牢房袁 只有几间保留着原
貌袁 剩下的房间内布置了纪念墙袁 有每
一位革命烈士的生平简介遥 关押在此的
有 野六一冶 大逮捕案尧 野小民革冶 案尧
野挺进报冶 案尧 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
失败后被捕的革命者袁 我们最为熟知的
江姐 渊江竹筠冤 就被关押在这里遥 这些
烈士被关押进来的时候袁 大多数都是二
十岁出头袁 正是风华正茂尧 满腔热血的
年纪遥 他们长期忍受着敌人的严刑拷
打尧 威逼利诱袁 但绝不动摇自己的共产
主义信念袁 不叛变袁 不消沉袁 坚信中国

的革命会迎来成功的那一天遥 他们的生
命大都结束在 1949年 11月 27日这天袁
在解放的号角已经吹响袁 胜利的曙光已
经照进牢房一角时袁 被关押的 200多名
革命者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袁 最终
仅有 15人生还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袁
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袁 因此前来参观
的游客络绎不绝遥 很多老党员和年轻党
员袁 手捧鲜花袁 佩戴着党徽袁 每个人的
表情都庄严肃穆遥

令人印象深刻的除了记录历史的一
篇篇文字袁 还有各种简报和图片遥 其中
一间展室中介绍了小说 叶红岩曳 的作
者袁 也是 野绣红旗冶 故事真正的主人公
罗广斌的事迹遥 1949年 10月 1 日袁 天
安门城楼上升起第一面举世瞩目的五星
红旗袁 向全世界庄严宣告院 一个崭新的
中国诞生了袁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遥
当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到白公馆尧 渣滓
洞后袁 革命者们欣喜若狂袁 罗广斌用自
己的一床红色被单和狱友们一起用几个
纸剪的五角星做了一面红旗遥 由于关押
他们的监狱与世隔绝袁 他们凭想象做出

了这面国旗袁 表达他们对胜利的向往和
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遥 可以想象他们是
多么的激动袁 他们梦寐以求为之奋斗的
事业终于成为现实遥 尽管不能走上街头
和大家共同庆祝袁 尽管仍在阴冷潮湿的
牢房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袁 尽管不能
亲眼看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
的伟大景象袁但他们在心中欢呼雀跃袁彼
此用眼神互相祝贺袁传达喜悦之情遥

今年是建党 100周年袁 革命英雄虽
已逝去袁但英勇事迹却流芳百世遥他们用
宝贵的青春和生命为我们谱写了壮丽的
诗篇袁 用不屈的灵魂为我们塑造了美好
幸福的生活遥昨天袁烈士们用自己的青春
和生命换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和人民的解
放袁今天袁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袁我们
应当坚定理想信念袁接过先辈的旗帜袁使
革命的精神薪火相传尧生生不息袁让红色
基因力量在新时期彰显时代价值和精神
内涵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袁我们要肩负起
新时代责任与使命袁 奋发图强袁 立足本
职袁发扬革命的好传统尧好作风袁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袁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贡献更大力量遥

殷 杨 玲 渊二勘局集团公司冤

渣滓洞忆革命英魂 红岩精神永驻心间
晚饭后袁我在小区散步时袁夹杂在夜晚空气中的

粽子香味扑面而来袁瞬间勾起了我对当年居住在大孤
山时包粽子尧煮粽子袁到微山湖擗粽叶的回忆遥

大孤山袁地处徐州市北部袁是江苏煤炭地质勘探
二队的生产生活基地遥1978年 2月袁 我调入江苏局二
队袁并将新家安在了大孤山袁直到 1985年 8月儿子上
小学才搬到市内遥每年春夏交接时袁居住在大孤山的
200多户人家就开始包粽子遥每天傍晚袁三五成群的职
工家属围坐在一起袁将糯米淘好后和红枣一起放在大
水盆里浸泡袁然后把煮好的粽叶头剪掉袁有的用单叶尧
有的用双叶折成漏斗状袁再把糯米尧红枣放入粽叶中袁
包紧后用绳或线缠绕即可遥

要说粽叶袁大孤山各家各户都有许多袁而且叶大尧
片薄尧透绿袁质地优良袁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袁因为这
是江苏局二队的职工和家属们从微山湖采摘的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袁该队的勘探任务重点在微山
湖及周边地区遥春夏时节袁这里的沼泽地中尧湖岸路
旁袁长满了茂密的芦苇遥每次钻机搬迁袁在机关尧机厂尧
车队工作的干部职工和在大孤山居住的家属们都早
早出发袁男女老少齐上阵袁浩浩荡荡开赴微山湖袁而且
每月都有三四次之多遥

在工地午饭过后袁 职工和家属们利用休息时间袁
三三两两一同钻入迷宫般的芦苇荡中去擗粽叶遥徐州
一带人不叫采粽叶尧摘粽叶袁而用野擗冶字袁即把叶子与
芦苇分开袁该字用得恰如其分遥微山湖的芦苇生长茂
盛袁生命力极强遥大家在水鸟叽叽喳喳的叫声和青蛙
咕呱咕呱的歌声中尽情地选叶尧擗叶遥傍晚袁搬迁任务完成了袁人人手提
一大包翠绿的粽叶满载而归遥

大孤山的居民包的粽子有三角形的尧 圆柱形的尧 斧头形的噎噎糯
米粽内除了放红枣尧 蜜枣外袁 还有放花生米尧 红小豆的袁 来自苏南的
职工还会放火腿尧 腊肉尧 香肠遥 其中几个包粽子的快手妇女袁 经常帮
这家忙那家袁 边包边教袁 嘻嘻哈哈袁 其乐融融遥 当时家家户户都烧蜂
窝煤球炉袁 粽子包好后袁 晚上大家都把炉子拎到楼道尧 走廊或院内袁要
煮上一夜才能煮熟煮透遥

第二天一大早袁粽子香味弥漫在大孤山院内袁各家互相赠送袁互相品
尝遥剥好的粽子让人忍不住流下口水袁吃时蘸点白糖或蜂蜜袁十分美味遥

粽子袁也叫角黍袁因形状如棕榈叶之心袁故曰粽遥现在很少有人包粽
子了袁端午节时袁大都到超市买粽子袁而且都是熟的遥如今袁我仍怀念当年
在大孤山居住时那段自己采粽叶尧包粽子的日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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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其修远兮袁吾将上下而求索
那是诗魂留给世人最后的吟唱
屈原大夫纵身一跃跳入汨罗江
却把叶离骚曳留给后人在江畔思量

历史硝烟散不尽金戈铁马声响
古时明月照今朝泪眼蒙眬成霜
山河破碎抚琴断弦听谁在离伤
白雪苍茫盖不住千古一叹惆怅

老百姓挂在门上些许艾草熏香
去回味楚国长歌悲壮三日绕梁

八仙桌颤巍巍端来一碗碗雄黄
去祭奠战乱饿殍离丧老泪两行

角黍伴随着九歌里的韶舞回肠
绿水穿越汨罗岸无尽萋萋花香
女子纤纤素手送来了香囊芬芳
龙舟竞发振聋发聩的鼓声浩荡

传统美德不容遗忘要代代颂扬
破碎山河长歌当哭血脉中珍藏
情感穿越千年掩不住光芒万丈
薪火相传将中华民族前程照亮

殷 袁重生 渊中煤建工冤

端午怀古

行吟泽畔觅英贤袁
汨罗江上赛龙船遥
五月端午寄哀思袁
粽叶飘香祀屈原遥

殷 郭继生 渊山西省煤炭地质一一五院冤

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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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第 974期冤
叶阳朔曳
申建柱 摄

渊浙江局二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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