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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袁50 后尧60 后大多对老电影叶地雷战曳还有印象遥该
片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半岛军民以地雷为武器袁英勇抗
华
击日本侵略者取得反扫荡胜利的故事袁 被影迷亲切地称为
野
野老三战冶之一遥影片中袁我的姑奶奶鲁在蕴饰演的英姿飒爽
的女民兵游击组组长玉兰袁给那个时代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遥玉兰那美丽清澈的脸庞袁迷人的大眼睛袁又黑又粗又长
的大辫子袁一点也不输当下的女明星遥
鲁在蕴袁 1934 年出生在山东滕县 渊现滕州冤 鲁家寨的
一个大户人家遥 兄弟姐妹 8 人袁 她是老小袁 因是 野在冶 字
辈袁 所以成为比自己年龄大尧却是野开冶字辈的我父亲的姑
姑遥然而袁年轻时的父亲总爱随着大人称鲁在蕴为野八姑娘冶袁
很少叫她姑姑遥
1947 年春节期间袁鲁在蕴随驻地解放军部队参加文艺演
出袁从此袁年仅 13 岁的她加入了鲁南第二军分区文工团遥由
于年轻好学袁演技出众袁第二年秋天便被调入鲁中南军区文
工团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 鲁在蕴先后在山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尧
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做话剧演员袁主演过叶霓虹灯下的哨兵曳
叶在战斗里成长曳叶红鹰歌曳叶刘胡兰曳等剧目遥抗美援朝期间袁
她曾赴朝为志愿军指战员进行慰问演出近半年之久袁受到志
愿军首长和战士的欢迎称赞遥
1961 年袁八一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一部如何用地雷抗击
日本侵略者的教学片袁就是后来的电影叶地雷战曳遥由于影片
反映的是胶东军民的抗战故事袁 而且又是一部军事教学片袁
因此八一厂决定不用专业电影演员袁而是就近选用济南军区
前卫文工团尧话剧团的演员遥
影片开拍之前袁 鲁在蕴和团里的战友们正在排演话剧
叶红鹰歌曳袁八一厂的编导们看了他们的演出后当即决定袁叶地
雷战曳中的主要人物民兵队长赵虎尧武委会雷主任尧民兵游击
组组长玉兰由叶红鹰歌曳三位主演来出演袁就这样袁鲁在蕴获
得了一个完美展示女民兵形象的机会袁成为该片中的女一号
玉兰遥因叶红鹰歌曳的三位主演同时被抽走去拍电影袁该剧无
法再演下去了袁因此前卫话剧团许多演职人员也参加了影片
的演出摄制工作袁 甚至连在服装科担任服装管理员的杨雅
琴袁也在影片中被安排扮演女民兵田嫂这一角色袁并由此步
入演员行列袁后调入八一厂袁曾主演叶苦菜花曳叶侦察兵曳叶第二
个春天曳等影片遥
最初叶地雷战曳是作为教学片拍给全国民兵观摩的袁但没想到 1962 年影片正式
上映后竟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袁受到全国军民的好评遥1974 年袁影片获维也纳国际
电影节纪念奖遥饰演玉兰姑娘的鲁在蕴也成为全国观众欣赏喜爱的女演员袁特别是
她那句发自肺腑的话院野我要是有一支钢枪就好了冶袁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台词遥
1970 年年初袁鲁在蕴随丈夫从部队转业袁来到浙江省义乌市化工厂工作袁一年
后调到义乌市工会遥1978 年年底袁鲁在蕴总算野归队冶了袁调入浙江省话剧团袁再次
踏上了她深爱的戏剧舞台遥这期间袁鲁在蕴除了完成团里的演出任务袁还陆续参加
了一些影视剧的演出遥因年龄关系袁她在剧中大多扮演中老年母亲的形象袁如 1983
年在叶何处不风流曳中饰演杨光的母亲袁1985 年在叶活佛济公曳中出演张奶奶遥
1994 年袁60 岁的鲁在蕴退休遥不在剧团排戏演出了袁便有更多时间参加影视剧
的拍摄袁她曾先后在电影叶自梳曳叶说出你的秘密曳叶无名的功勋曳袁以及电视剧叶狱中
丽人曳叶南宋传奇之蟋蟀宰相曳叶咫尺天涯曳叶吴越钱王曳叶中国母亲曳叶如歌的岁月曳等
作品中扮演重要角色遥
如今袁87 岁的鲁在蕴在杭州一家疗养院里安度晚年遥近两年袁鲁在蕴先后获得
了党中央尧国务院尧中央军委颁发的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冶野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冶野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冶袁这是对
她突出贡献的肯定遥然而袁鲁在蕴对我父亲说院野我的这些纪念章袁是我为所有参与
叶地雷战曳拍摄工作袁现已逝去的战友们领取的袁他们的奋斗精神将一直伴我向前走
下去浴冶
作为晚辈袁我衷心祝愿姑奶奶鲁在蕴的艺术生命永远年轻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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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脚下 梦在远方

我们每个人都怀揣梦想袁 也都奔
跑在追逐梦想的路上遥
2004 年袁 我大学毕业来到了中煤
地质集团有限公司袁 在这里开始了追
梦的脚步遥
报到后的第二天袁 我便来到位于
北京东三环的基坑支护项目工地做资
料员袁 负责每天施工资料的整理和报
送遥 工作简单袁 却给了我一个缓冲和
学习的过程遥 上班的时候我留意着工
地的情况袁 和同样说着带有外地口音
普通话的工人工作尧 聊天尧 交朋友袁
晚上躺在床上翻书袁 恶补专业知识遥
监理人也很好袁 是一位 60 多岁刚退休
的慈祥老人袁 经常是我拿着书袁 他和
我讨论什么是高压旋喷桩袁 什么是三
轴尧 双轴遥 我想请他吃饭袁 他却说院
野我有退休金袁 还有工资袁 你们刚毕业
哪有钱啊袁 哪天我请你们吧遥冶 想家的
时候袁 我坐在话吧里打着一毛钱一分
钟的长途遥 那时家里还没有装电话袁
所以我必须留意合适的时间打到邻居
家叫爸妈来接电话遥 最难忘的是第一
次领到工资袁 1300 多块钱袁 都快赶上
我们家种地一年的纯收入了遥 我高兴
地跑到工地旁边的小卖部买了一堆东

西请同事 野搓冶 了一顿遥 就这样我工
作了两年多袁 其间在北京尧 河北尧 广
东等地的项目间奔波袁 工作虽然辛苦袁
但是家里的经济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遥
当梦想启航的时候袁 我又开始思
考袁 怎样才能在追梦的航线上飞得更
快尧 更高遥
曾经袁 是工作让我能挣钱养家袁 让
我有了追逐梦想的翅膀曰 如今袁 只有加
倍努力袁 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袁 才能让
自己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站稳脚跟遥
接下来在天津做项目的三年时间
里袁 从投标到项目实施袁 从技术要求到
现场工序安排袁 点点滴滴袁 我都认真学
习遥 很多经历袁 让我难以忘怀院 在现
场袁 为了技术要求与甲方争得面红耳
赤袁 为了公司涿州基地建设让施工方停
过工袁 也因为梦到送错配料单子袁 半夜
从床上爬起来查看钢筋加工遥 功夫不负
有心人袁 现在我可以独立修改设计袁 可
以拿着卷尺指出误差范围袁 也可以通过
技术手段节省材料为项目创收遥 就这
样袁 我逐渐步入正轨袁 也开始扛起工作
中的重任遥
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尧成长收获让我
对人生和价值有了更深的思考遥看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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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初秋

初秋袁宛如久别的故人袁婀
娜多姿地向我们走来遥
听袁入秋的第一场细雨袁敲
打着窗袁 淅淅沥沥地送来了初
秋的天籁遥如同婀娜的少女袁轻
挑上扬的嘴角袁 柔柔地伸个懒
腰袁精心打扮一番袁把最美的容
颜展现在人们面前遥
听袁微风正用那野春种一粒
粟袁秋收万颗子冶的低语袁诉说
着秋日的硕果累累遥漫步田野袁
沉甸甸的稻穗随风摆动袁 如同
层层金浪遥 轻声低喃袁 犹如恋
人的私语遥
听袁 倒映着松柏的秋水袁
静静流淌遥 松柏昂首屹立袁 翠

绿如新的叶子袁富含光泽袁一定
是秋姑娘忘记为它们涂上金色
胭脂了吧遥
听袁 大地含情脉脉地说着
情话袁 为自己披上了一层金色
的外衣袁在人们耳边轻声低语袁
仿佛安慰着人们袁 让他们不要
惧怕寒冬的萧瑟与冷清遥
人生就像是一次航程袁有
人喜欢起航时港口的喧哗袁那
是对未知的渴望袁 有人喜欢归
港时抛锚的浪花袁 那是对收获
的赞扬遥对我来说袁秋正是一年
的收获袁 同样是另一个新的开
始袁 我对这萧瑟却硕果累累的
秋情有独钟浴

边意气风发尧兢兢业业工作的领导和同
事袁 看着自己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袁我
不禁感慨袁是我们伟大和光荣的中国共
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幸福袁奔向美好
的前程遥2006 年袁 我提交了入党申请
书袁 经过组织的考察和培养袁2010 年袁
我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袁开
启了人生新的篇章遥
这些年来袁我从一名工地技术员到
兼职党务人员袁 再到现在的党务专干袁
对党的事业尧党的初心和使命有了更深
刻的了解和体会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袁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袁强化了党的
纪律和党的引领袁让我在从事党建基础
工作中有了更明确的方向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野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冶 的理念袁 是对生态文
明尧 绿色发展的关心和指示袁 也是我
们每一个中国人民的愿望和期盼遥 这
让我想到了我们煤炭地质行业的工作
者袁 施工的项目大都是在最偏僻尧 最
荒凉的地区袁 或是在城市的边缘尧 城
中的角落袁 这将我们与繁华的都市和
多彩的生活隔离遥 曾经听说在国外搞
地质的装备是直升飞机尧 GPS 定位仪尧
笔记本电脑袁 而我们的三件宝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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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罗盘尧 铁锤尧 放大镜冶遥
许许多多搞地质的前辈都是我们
的榜样袁他们艰苦奋斗尧勤勤恳恳尧任劳
任怨遥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无私奉献的
老地质人年复一年尧 日复一日的付出袁
才有了分布在祖国各个角落袁支撑目前
全国 70%能源消耗的大大小小的煤田
矿山曰也正是有了他们野干一行爱一行
专一行冶的精神袁才有了超深大直径钻
孔技术的飞速提高遥
当一车车乌金被拉出地面袁一口口
钻井输出煤层气袁一座座高耸的大楼拔
地而起袁是否有人记得是谁在荒野中打
下第一口勘探井袁是谁接上了钻向地心
的钻杆袁又是谁灌注了承载大楼身躯的
第一根桩钥我们地质人带着梦想袁在荒
野和遗忘中经过袁走出了光明和希望浴
今年袁是建党 100 周年袁是野十四
五冶规划的开局之年袁作为煤炭地质人袁
我们肩负使命尧怀揣理想袁将用野至诚至
精冶的精神和专业实现野透明地球尧数字
地球尧美丽地球冶袁努力让后来的地质人
实现坐上飞机搞勘探的梦想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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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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 罗 斯 GOST
RTN尧欧洲 NS-1 等质量认证遥

联系人院赵经理
手 机院13803218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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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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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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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