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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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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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ongwayzx@163.com

国家万米钻机科研项目袁松科二井钻具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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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阵子袁 我读了金子谦老师的
叶幸福起航曳袁 读后心潮澎湃袁 感慨万
千遥 书中那句 野不因舒适而散漫放纵袁
也不因辛苦而放弃努力冶袁 让我想起了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7年 12月 31日
发表的新年贺词院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遥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袁 是奋斗者
的时代遥 近几年袁 我们国家在党的坚
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引领下袁 深化改革多点突
破尧 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尧 人民生活水
平稳步提高噎噎这一切都离不开立足
本职尧 爱岗敬业尧 锐意进取的奋斗者
们遥

对社会而言袁 奋斗是发展的动力曰
对个人而言袁 奋斗是幸福的阶梯遥 以
前袁 我觉得与爱人相伴相守就是最大

的幸福遥我和老公都是物探人袁经常在
外施工遥 还记得我们刚办完婚礼一周袁
他就奔赴勘探现场袁紧接着我也出差去
做现场处理遥在我怀孕四个月时袁他又
去了巴基斯坦噎噎如今袁儿子已经八岁
了袁他却总不在身边袁面对孩子的头疼
脑热尧作业辅导袁我经常会觉得孤立无
助袁在电话里抱怨院野老公袁你知道吗钥这
样聚少离多的日子袁 让我觉得压力好
大袁什么事都要我操心袁我感到自己老
了好多袁有时候难过了袁连个依靠的肩
膀都没有噎噎冶每当这时袁老公总会安
慰我院野我也想陪在你身边袁可是我们还
年轻袁作为男人袁我希望我们能过得更
好浴我会好好工作袁 努力奋斗袁 让我们
拥有更美好的生活遥冶 听完这些袁 我心
里暖暖的袁 也嘱咐他院 野天冷了袁 多

穿点衣服冶 野记得按时吃饭冶 野工作
很辛苦袁 要多休息袁 不要累坏了身体
噎噎冶 相互鼓励让我们内心充满幸福
和爱的力量遥 金子谦老师说袁 只要我
们愿意袁 我们就可以永远生活在爱里遥
蓦然间袁 我豁然开朗袁 幸福不是别人
给的袁 也不仅仅是靠长相厮守就能得
到的遥

岁月为证袁 奋斗不止遥 如今工作
十余年袁 我们各自在平凡的岗位上脚
踏实地袁 履职尽责袁 始终奋斗在生产
最前沿袁 渐渐地袁 我们有了房子尧 车
子袁 生活蒸蒸日上遥 野小确幸冶 与大
时代相融共生袁 家与国同频共振袁 幸
福的内涵变得愈发深刻浴

2021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袁 志存高远是我们这一代人

共同的品格袁 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袁
劲往一处使袁 就能汇聚起磅礴力量遥
在工作中我们也要开拓进取袁 向着自
己的工作目标奋斗袁 要 野干一行尧 爱
一行尧 精一行冶袁 努力成为精通业务的
岗位能手遥 每个人的一小步袁 终能汇
聚成国家发展的一大步遥 幸福是奋斗
出来的袁 每一个奋斗者都是自己幸福
生活的创造者袁 劳动创造幸福袁 实干
成就伟业袁 我们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继续砥砺前行浴

愿每一个女性都能幸福启航袁 乘
风破浪袁 在千秋伟业新征程中尽显新
时代女性力量浴

殷 李文花 渊物探院冤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要要要 读叶幸福起航曳有感

9月 15日下班后袁我在公司等电梯时袁身边的一个同
事也同为老乡袁对我说院野今晚西安奥体中心那里特别堵袁全
运会开幕袁习大大也在场浴冶没错袁这一天是个特别的日子袁
晚上有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的开幕式袁就在我的故乡陕西袁
在承载了我青春故事的古城西安遥

于是袁我决定晚上看直播袁这也是我第一次认真地看全
运会直播遥

开幕式上袁 短跑名将苏炳添作为火炬手的第一棒袁 开
始传递火炬遥 四年一届的中国最高水平综合性运动会袁 在
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开幕的那一刻袁 正式拉开帷幕遥

当直播结束时袁我的内心涌起一股热浪袁这股热浪关于
民族自信尧关于爱国情怀尧关于顽强拼搏袁其中也包含国泰
民安尧文化繁荣尧全民运动遥

在开幕式过程中袁 我听到了具有陕西特色的秦腔袁 看
到了红色革命标志宝塔山袁 感受到了原生态的秦岭大自
然遥 现场众多孩子溜冰尧 个性张扬的青年跳街舞的画面是
年轻力量与感染力的写照袁也是全民运动文化的一个缩影遥

野舞动的朱鹮冶 让我感受到了舞蹈的无穷魅力袁 在这
优美的舞姿中袁 我感受着秦岭赋予西安这座文化古城的绿
色能量袁 这个天然氧吧滋养着三秦大地袁 让古城人杰地
灵遥

看着节目与节目之间迅速的切换袁 无论是演职人员还
是酷炫的声光电组合袁 都让我惊叹不已遥 这晚袁 在西安奥
体中心体育场袁 在极短的时间内袁 各个团队高效协作配
合袁 给我们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袁 画面色彩斑斓尧 灵动唯
美遥

中华民族一路走来充满艰辛袁 但这个民族从来都不轻
言放弃遥无论是抗战时期袁还是抗疫阶段袁无论是没有硝烟
的贸易战袁还是突如其来的无端制裁袁我们中国人从未妥协
过袁一直顽强拼搏尧勇往直前遥

作为一名中国人袁一个地道的陕西人袁一名共产党员袁
我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袁正是这种使命召唤袁推动着我们不
断向前遥

野中国人袁中国梦袁卷起中国风曰新时代袁新征程袁跨越新
高峰遥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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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陕煤地质一八五公司冤

女儿看着神舟十二号
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
的新闻袁满脸憧憬地跟我
说她长大以后也要当一名
宇航员遥我欣慰地听着女
儿对自己梦想的美好描
述袁十分感慨噎噎

宇宙的深空和未知令人无比向往浴 自 1999年神舟一号
的成功发射到如今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成功返回着陆袁载人
航天领域二十多年来的梦想袁正通过中国航天人的努力一步
步实现遥

仰望星空袁 梦在苍
穹遥中国航天事业袁承载着
无数关于宇宙的梦想袁我
们探索的脚步一直向更深
更远的太空迈进遥

遨游浩瀚袁 逐梦九
天遥中国航天事业袁同样绽放科技力量的风采袁给予我们开眼
看宇宙的深景窗口袁让中国人民站得更高尧看得更远遥

希望的民族袁有一群抬头看天的人袁更有一群脚踏实地
的人遥作为新一代地质人袁我们应传递奋力拼搏尧创新进取的
精神袁接力奋斗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遥

殷 孙凌智 渊一勘局勘查院冤

航 天 梦

再回首
滔滔延河水 巍巍宝塔山
延安精神在心底永留传
遥望
南湖上的一叶小船
承载了一份特殊使命的誓言
学党史
回眸建党一百年
祖国大地党旗飘扬
钻塔矗立
灯塔的光芒映射着你古铜色的脸
足迹踏遍祖国田野山川
一根根钻杆
连接着心中的梦想
探明深埋在岩层的资源
新能源 新勘探
新时代 新青年
追逐中国梦 奋进中贡献
热血把党旗渲染得更加鲜艳

殷 曹伟海 渊河南局豫中公司冤

党旗飘扬
梦回延安

冷风用纤细的指头
弹拨着钻塔绷绳
一缕缠绵的悠扬
拥抱着机器轰鸣

沙粒被风摊铺上帐篷
雨水把棚顶冲刷干净
累透的钻工

在酣睡中倾听风与雨的恋情

晨曦中
钻塔在薄雾中矗立
晚霞里
钻工的汗水七彩晶莹
沉睡了万年的山谷
因工地而沸腾

殷 刘广喆 渊河南局资环二院冤

钻探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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