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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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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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渊简称院冀勘机械冤坐落于

河北省石家庄市袁 是一家有限责任性质的股份制企业遥 专业生产 ZJ15~ZJ70 型钻深

7000 米以内的水井尧地热尧石油尧煤层气尧注浆井尧盐井钻机及其配套设备曰钻机型式涵

盖机械钻机尧交流电驱钻机尧柴电复合驱动钻机以及稀土永磁顶驱钻机渊专利技术袁国内首创冤遥
公司致力于培育并逐步完善野冀勘机械冶的企业品牌建设袁一直保持了在钻探施工领域良好的产

品市场占有率遥

企业简介院 我公司是以生产销售柴油机尧 发

电机组尧 农业尧 工业用离合器机组的专业企业遥 发

电机组类产品符合国标郧月圆愿圆园要怨园或陨杂韵愿缘圆愿要缘之
规定曰 农业工业用离合器机组可实现多点输出袁 并

可根据用户需要单独设计加工中间车系统袁 产品稳

定尧 可靠袁 广泛用于煤田勘探尧 浅层石油钻井尧 热

水井钻探等行业遥

主要产品院 员援 以上柴 野东风冶 牌源员猿缘尧 远员猿缘尧 员圆灾员猿缘柴油

机配套的离合器机组袁 本机组含院 水箱尧 电池尧 离合器尧 柴油

机尧 公共底盘以及用户需要的多点中间车系统遥
圆援 缘园要员园园园运宰柴油发电机组袁 本品以上柴 野东风冶 柴油

机尧 兰州发电机尧 沃而沃柴油机尧 康明斯柴油机尧 野兴锋冶 牌柴

油机尧 斯坦福发电机等为主要配套产品袁 并可实现自动化尧 并车

等技术需求遥

地址院 安徽省合肥市潜山路猿苑园号 邮编院 圆猿园园猿员 联系人院 谢杰 电话院 园缘缘员-缘缘远远园怨苑 员猿怨缘远怨缘员园园远

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儿时的元宵节袁 是一个让孩子们充满期
待的节日遥不论大街小巷袁都能看见斑斓绚丽
的烟花袁运气好的话袁还能看见一些野土豪冶在
大马路上燃放野巨大冶烟花袁那时的马路上不
像现在有这么多的汽车袁 一大群小伙伴站在
马路边抬着头袁看着在空中舞动的烟火袁野嘭浴
嘭浴嘭浴冶那是我儿时最难忘的场景遥

那时袁我家还经营着一家小酒楼袁每年的
元宵节袁父母都忙着做生意袁包汤圆招待亲戚
的活儿就落在了我身上遥 那时候工业化制造
的速冻汤圆还不是很多袁 家家户户都买黑洋
酥做馅儿袁自家再揉一些糯米粉袁一家人坐在
一起包汤圆袁小小的糯米团在手里转来转去袁
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个可爱的野小白胖冶袁手工
的汤圆可比现在的速冻汤圆好吃得多遥 大家
围坐在桌子旁袁一边吃着热气腾腾的汤圆袁一
边谈天说地遥那时我就知道袁南北方在元宵节
这一天吃的不一样袁南方吃的叫野汤圆冶袁是包
出来的袁 馅儿一般是软的曰 北方吃的叫 野元
宵冶袁是滚出来的袁馅儿一般是硬的遥那时袁人
们总是担心晚饭不及时而耽误逛庙会遥 在我
家袁我就是最有用的小帮手袁我也十分喜欢在
忙碌中期待的感觉噎噎

如今的元宵节袁 已经没有当初那番热闹
的场面了遥我来到儿时最常去的绳金塔庙会袁
发现手里提着灯笼的小娃娃少了许多袁 取而
代之的是低头玩着手机游戏的人们遥 青石路
还和儿时的一样袁 曾经在路边摇着爆米花机
吆喝的老爷爷和捏糖人的手艺人却不见了袁
取而代之是那些程序化的产品袁统一的包装尧
同样的味道遥 总感觉长大后的元宵节少了些
什么袁也许是那一点野烟火气息冶吧浴

光阴如梭袁时间易逝袁既然无法阻止时光
改变风景的脚步袁那么袁我唯有剪辑那时的万千感慨袁定格在记忆
的小格子里遥如今元宵又至袁触景生情袁细数过往袁任由一个叫野思
念冶的手指拨动心弦袁倾听内心吟唱千年前的曲子院野去年元夜时袁
花市灯如昼遥月上柳梢头袁人约黄昏后遥今年元夜时袁月与灯依旧遥
不见去年人袁泪湿春衫袖遥冶华灯初上的元宵节袁月如旧袁灯如旧袁只
是思绪难平噎噎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 中华民族砥砺奋
进袁 迎来了伟大飞跃袁 吹响了 野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冶 的嘹亮号角遥 作为一
名中共党员袁 再次提起笔袁 抒写心绪袁 不
再是一种任务和形式袁 笔下自然流淌出对
伟大祖国和地质事业的忠诚和热爱遥

回首袁 重拾记忆点滴

思绪回到十年前的七月盛夏遥 按照工
作安排袁 入职第二年的我长途跋涉来到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袁 参加大南湖煤田

F1 断层以南地区大型整装勘查项目的施
工遥 远处的天山袁 山巅白雪皑皑袁 群山绵
延不绝袁 一直延伸到天边袁 像是谁在天空
中画下长长的一笔袁 尽显苍凉遥

作为项目部成员袁 我几乎每天天刚擦
亮就出发袁 从市区乘越野车经过沟沟坎坎
纵横交错的戈壁滩袁 在颠簸中到达施工现
场遥 我白天巡视各个钻场袁 与地质员尧 施
工队交流进展袁 勘查岩芯袁 检查安全袁 暮
色降临时才拖着疲惫的身体返回市里的项
目部驻地袁 接着编日报尧 画煤柱尧 录定
案遥 一天的工作结束袁 意味着勘探项目又
向前推进了一步遥

在这里袁 我这个刚入行的懵懂青年袁
见识过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的白天袁 欣赏过
晚上九点半还未完全落下地平线的夕阳袁

感受过戈壁滩狂暴的风沙和灼人的酷热袁
经历了太多地质工作者习以为常但常人难
以想象的工作场景噎噎

时间长了袁 我逐渐发现这份工作并不
难袁 难的是对 野大漠孤烟直袁 长河落日
圆冶 的敬畏袁 难的是对孤独的承受和对自
我的坚守遥 经过这个项目的历练袁 我切身
感受到院 作为地质工作者袁 野力行冶 不是
说说而已袁 地质事业是艰苦的事业袁 更是
强者的事业遥 野外工作不仅需要逢山过
山尧 逢水过水袁 还要远离家庭尧 远离亲
人袁 常年在野外工作生活袁 十分辛苦遥 对
于我们来说袁 这只是最基础的工作袁 当初
我们选择这一行业袁 就已经决定要身体力
行尧 攻坚克难遥

驻足袁凝聚奋进力量

字字印痕袁 印记在笔尖袁 流淌的是激
情袁激荡的是思绪曰印记在心里袁端正的是
态度袁升华的是思想遥一路走来袁身边的人
和事在一点一滴影响着我遥野越难越攻坚袁
越险越争先袁越苦越奉献冶袁这种精神深刻
地镌刻在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院
每个人身上遥

就像叶勘探队员之歌曳中唱的那样袁野是
那山谷的风袁吹动了我们的红旗袁是那狂暴
的雨袁洗刷了我们的帐篷遥我们有火焰般的

热情袁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噎噎冶党建引
航袁扬帆奋进袁一个个早出晚归的日子里袁
地质人留下了一个个忙碌而专注的身影袁
陪伴他们的是一台台深夜还亮着的电脑遥
他们也羡慕可以陪伴家人尧 享受假期的人
们袁可是他们知道袁重担在肩袁应以奋进告
白祖国浴2012 年袁研究院快人半步袁敢为人
先袁 在省内地勘队伍中率先扛起全省页岩
气家底调查的冲锋大旗曰2015 年袁打出组合
拳袁一钻定乾坤袁揭开鲁西北地区厚覆盖区
下巨厚大型富铁矿的神秘面纱曰2016 年袁圆
满筹建袁跨越升级袁完成了由地质勘查技术
密集型单位向全省首批法人治理结构试点
研究型单位的华丽转身曰2019 年以来袁发挥
优势袁突出特色袁打造了生态修复野泰山模
式冶野沂蒙模式冶和矿山综合安全评估野昌吉
模式冶袁以及探矿主题地质科普等特色鲜明
的公益地质服务品牌噎噎

野责任 荣誉 精准冶 的创业理念袁野发现
自己 携手创造 我们与研究院一起成长冶的
团队文化袁早已进入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遥

前行袁传承昔日辉煌

近年来袁 研究院积极探索加强和改进
党建工作的新途径尧新方法袁以创新的思维
和手段袁不断强化党委的政治核心尧党支部
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袁 让党

旗在基层尧在一线高高飘扬遥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袁 在院

党委领导下袁 全院党员干部有效统筹防疫
和业务发展袁筑起疫情防控坚固城墙曰成功
抵御疫情的冲击袁全院项目收入首次破亿袁
野十年一剑冶实现了省科技进步奖的再次突
破袁在深度参与全省野两山两湖冶生态修复
重大工程方面赢得了话语权袁野一带一路冶
及沿线煤炭尧 高岭土等新矿产地勘查结出
累累硕果袁 自主创新成果和高层次科研技
术人员团队实力显著提升噎噎全院上下苦
干实干袁凝聚了砥砺攻坚的力量袁夯实了治
理能力遥探索永无止境袁追求永无止境袁研
究院走在优秀科研院所前列尧 建设国家现
代地质勘查技术中心的目标正在逐步实
现遥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袁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袁 离不开千千万万人
的默默奉献袁作为新时代中国青年袁我们要
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尧 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初心使命袁保持对事业坚守无悔尧为民
族复兴拼搏的赤子之心袁发扬野功成不必在
我袁功成必定有我冶的精神袁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袁兢兢业业袁坚守岗位袁不
辱使命袁筑梦前行袁在平凡中创造不凡袁在
普通中书写伟大袁 为新时代煤田地质事业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浴

小时候袁幸福
是父母温柔的呵护
是心无挂碍的简简单单
是与亲人的相守和陪伴
那时袁母亲一个浅浅的微笑
都使我感到无比喜悦和安然

长大后袁幸福
是烟火中的诗情画意
是如云朵般的自由浪漫
是似水流年的和风细雨
也是生命中的爱与被爱

工作后袁幸福
是坚守初心的赤子之情
是岁月长河里的万千足迹
是挫折与荣誉紧紧相随
也是地质报国的青春无悔

成家后袁幸福
是父母的叮咛
是妻子深情的挂念
是孩子纯真的笑颜
也是温暖如家的喜悦

人生百味 真情最浓
敞开心扉 微笑面对
心怀阳光 便能拥抱幸福

殷 徐晓天 渊山东局研究院冤

不辱使命 筑梦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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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黄从越 渊一局集团一一九公司冤

幸福的模样

渊第 1127 期冤
叶海天一色曳
赵玉鹏 摄

渊江苏局南稀金石公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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