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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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11 月 12 日 凌 晨 4 时 8
分袁在安徽省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产
房中袁 伴随着洪亮的啼哭声袁 一名男
婴诞生遥 产房外袁 亲人们翘首以待袁
可是袁 唯独少了父亲的身影遥

男婴的父亲刘雷袁 此时远在山西
省乡宁县谭坪地勘项目袁 已经连续完
成了 15 个钻孔的技术指导尧 岩芯鉴定
及资料整理工作遥 山西项目的扫尾工
作还未结束袁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
旗煤层气项目又将上马袁 时间紧尧 任
务重袁 筹备工作必须马上展开遥 为了
煤田地质事业袁 刘雷推迟了与孩子见
面的时间袁 决定即刻奔赴内蒙古项目遥

电话里袁 妻子向他细致地描述着
儿子的模样袁 那一头袁 他的眼泪早已
打湿衣襟遥

野当家的袁 给孩子取个名字吧浴冶
妻子郑重地说道遥

野这半年多都是在山西尧 内蒙古两

地跑袁就叫刘西蒙吧袁让孩子的名字不
断提醒我袁欠你尧欠这个家的太多噎噎
等这个项目结束我立马回来浴冶

噎噎噎噎
我的同事中袁 不少人有地理印记

鲜明的名字院 豫皖尧 沈阳尧 鲁湘尧 山
河噎噎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袁 汇聚在一
起袁 致力于煤田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遥
无论走到哪里袁 他们都有一个响亮的
名字要要要野三队人冶遥

走进安徽省煤田地质局三队袁 接
触一个个可爱的三队人袁 聆听他们背
后的故事袁 我深受鼓舞袁 备受感动遥

三队人常说 野把活干好冶遥 安徽省
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尧 安徽省技能
大赛获奖者周化忠袁 常把这句话挂在
嘴边遥 自参加工作以来袁 他三十年如
一日袁 奋战在野外钻探生产第一线袁
带领项目职工转战祖国各地遥 数十年
来袁 周化忠兢兢业业袁 忠于职守袁 出

色地完成了各项生产任务袁 实现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遥 他舍小家顾大
家袁 一心扑在工作上袁 岳父去世袁 他
未能送老人最后一程曰 父亲住院手术袁
他未能守在床前尽孝曰 儿女上大学袁
他抽不出时间前去送行曰 妻子突发腰
椎间盘突出袁 一人在家疼到不能下床袁
他强忍泪水打电话请亲戚帮忙噎噎
野把活干好冶袁 再普通不过的一句口头
禅袁 却是周化忠对家人的平安保证尧
对单位的郑重承诺尧 对煤田地质事业
的铮铮誓言遥 几十年如一日袁 周化忠
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尧 智慧和力量无
怨无悔地献给了祖国的煤田地质事业遥

三队人总是把责任扛在肩上遥三队
优秀项目经理韩振就是这样遥 2021
年袁 韩振在河北邢台实施葛泉注浆项
目袁 项目井场和生活区均处于沙河河
道内遥 7 月袁 河北多日暴雨袁 发生洪
灾袁 邢台市沙河上游朱庄水库开闸泄

洪遥 韩振及时安排项目职工撤离到安
全区袁独自一人坚守在施工现场袁管理
好钻机设备尧物资财产遥他时刻牢记自
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袁主动担当尧负重逆
行袁把所有责任都扛在肩上尧放在心上袁
却唯独忘记了自己的安危噎噎洪灾过
后袁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袁 邢台市多
次实行静态管理袁 物资供应更加困难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 韩振仍带领项目职工
坚守在生产一线袁 工作之余袁 他们在
生活区开荒种植蔬菜袁 养起家禽袁 苦
中作乐袁 让项目一线成了一道独特的
风景线遥

三队人已把奉献作为一种习惯遥安
徽省野青年岗位能手冶尧三队 90 后青年
干部代表潘政国袁不断用实际行动诠释
着野奉献不言苦袁追求无止境冶遥大学毕
业后袁 潘政国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袁
来到三队袁成为一名地质员遥钻探工作
需常年奔波在野外袁 工作又脏又累袁生

活枯燥单调袁他却坚持了下来遥为了尽
快掌握钻探技术袁 他白天埋头苦干袁夜
里挑灯苦学遥 从专业理论到钻机操作尧
泥浆调制工艺尧 钻进工艺全套流程袁他
一点点钻袁一项项练袁逐步成为出类拔
萃的技术骨干遥参加工作以来袁潘政国
每年有 300 多天的时间在野外袁和家人
的团聚时间少之又少遥十年间袁他有了
两个可爱的儿子袁可他陪伴最多的是钻
机和钻塔遥一次袁上一年级的大儿子写
作业袁内容是用野希望冶造句袁儿子写道院
野我多么希望爸爸能够回家带我玩浴冶

这是三队人的故事袁他们远离繁华
都市袁告别温暖家庭袁头顶烈日尧脚踏寒
露袁默默无闻奉献着自己的一生曰他们
没有豪言壮语袁没有响亮的口号袁用实
际行动践行着一名煤田地质工作者的
责任担当曰他们质朴勤劳尧无私无畏袁却
又时时刻刻诠释着 野三光荣冶野四特别冶
地勘精神遥

花叶扶疏袁大地葱茏
三月的春风轻拂你要要要
无论年轻还是年迈
你都尽情陶醉袁充满期盼

夏日的热情拥抱你要要要
无论快乐还是忧伤
你都处之淡然袁笑容满面

十月的硕果报答你要要要
无论悠闲还是劳累
你都默默坚持袁谦逊无言

冬日的苍茫感谢你要要要
无论孤独还是热闹
你都从容自如袁随遇而安

你是平凡袁更是伟大
耕耘于春天袁
让大地春回袁芳香满园
奋斗于夏日
让百花争艳袁绿荫如伞
收获于秋天
让硕果累累袁不负心愿
蓄力于冬日
让内心安放袁写满坦然

你是平凡袁更是伟大
无论青春靓丽还是风烛残年
你都坚守初心袁不忘誓言
无论田间劳作还是科技攻关
你都踔厉奋发袁默默奉献

你是平凡袁更是伟大
你按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勇毅向前
你于感动中国的颁奖辞里以身示范
你在祖国如火如荼的建设里
顶着半边天

你是平凡袁更是伟大
春风十里袁不如有你
青松傲雪袁唯你最坚
只要有你的地方
都是最美的风景线

上世纪八十年代袁我踏上北上的火车袁一
路辗转到神府煤田袁开始了我的钻探生涯遥从
榆林进入毛乌素沙漠袁 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丛
丛稀疏的沙柳和一些瘦小的尧不知名的草袁偶
尔会看到一两棵孤零零的树袁 还有浅可见底
的小河袁 我要工作的地方就在这漫无边际的
沙漠里遥

刚开始上班时袁高大的钻塔尧轰鸣的机器
声尧 忙碌的工作尧 刚认识的同事让我兴奋不
已袁 新的环境暂时冲淡了我对家乡和亲人的
思念遥

随着时间的推移袁新鲜感渐渐褪去袁特别
是进入 5 月后袁风沙更加肆虐袁饭菜里免不了
会吃到沙子袁在江南长大的我袁对这些非常不
习惯遥尤其是傍晚时分袁风沙静下来后袁看到
远处的夕阳缓缓向沙漠深处沉下去袁 附近几
缕炊烟缓缓升起袁然后飘散在沙漠上空袁思念
便不可遏制地从心底冒出来要要要想家袁 想妈
妈噎噎

在随后十几年的钻探岁月里袁 这种思念
一直伴随着我遥 对于远离家乡的钻探工人来
说袁 那种内心深处对家乡和亲人们的思念之
苦袁甚至超过了工作的苦遥

后来从姊妹们的口中知道袁 我每次离开
家乡到钻机上班后袁 母亲都会久久凝望着我
离家的村口遥平时袁母亲也会问我的姐姐袁弟
弟来信了没有钥弟弟快要放假了吧钥也不知道
他现在在哪个工地袁工地安全不安全袁生活习
惯不习惯噎噎

我每年放假回到家里袁 母亲说得最多的
就是在钻机要注意安全遥 母亲年轻时随父亲

到过钻机袁 知道钻探工人的工作环境很艰苦袁 有时还会发生安全事
故袁因此十分担心我的安全遥

我想袁母亲应该是十分渴望到我工作的钻机看看的遥如果到了钻
场袁她一定会当面细细叮嘱我院儿啊袁上班要戴好安全帽袁上钻塔要系
好安全带袁 在机器转动的地方要小心衣服被卷进去袁 一定要注意安
全袁一定要和同事们搞好关系袁一定要按时好好吃饭噎噎可当时由于
交通尧住宿等方面的诸多不便袁直到我离开钻机工作岗位袁母亲也没
能到我工作的钻机上看一眼遥在那十几年的时间里袁母亲只是在无尽
的思念中默默地牵挂着远方的孩子遥

前几天袁参加公司安委会的会议袁会上领导对安全工作的部署和
要求是那么语重心长袁让我不禁想起母亲当年的叮嘱和提醒袁再次体
会到野儿行千里母担忧冶的牵肠挂肚袁那种母性的关怀袁是那么深情遥

野感情深袁不怕吃折耳根曰感情在袁不
怕吃酸菜遥冶 这是我老家耳熟能详的顺口
溜遥

折耳根又名鱼腥草袁受野药食同源冶的
影响袁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它已登上了富丽
堂皇的大雅之堂遥

过去由于生活物资匮乏袁要是在田边
地角挖得一把折耳根袁或凉拌袁或炒腊肉尧
炒火腿尧炒鸡蛋下饭袁那简直就是过年遥

我小时候袁干不了太重的农活袁便帮
家里割草放牛遥有一次袁我为了挖折耳根袁
忘记了管牛袁牛把堂哥家的麦子吃了一大
片袁被堂哥责骂了一番遥

从挖折耳根被骂时起袁酸菜辣子水成

了我千方百计逃离农村的助推器遥苍天不
负有心人袁我通过高考袁跳出了野农门冶遥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遥出门在外袁我真
正感受到了野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袁贵州
落雨如过冬冶袁听到了味觉的声音要要要野贵
州人不怕辣袁四川人辣不怕袁湖南人怕不
辣冶遥我一次次跨过长江尧黄河放飞梦想袁
也品尝到了各色美食袁青稞酒尧酥油茶尧鱿

鱼尧 海参噎噎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袁当
苏杭人野笑问客从何处来冶时袁我挺直腰杆
说袁我来自野五百年后看袁云贵胜江南冶的

野夜郎国冶遥
现在人吃不愁袁穿不愁袁住房有保障袁

生活天天像过年袁凉拌一盘折耳根都用上
了一大堆佐料袁蚝油尧花椒油尧辣椒油尧芝
麻油尧酱油尧鸡精尧醋尧白糖尧葱尧蒜噎噎可

我做梦都想吃母亲手把手教我凉拌的折
耳根院折耳根用清水淘洗干净袁晾干切成
小段袁泼上水豆豉袁撒上盐尧葱花尧白糖尧手
搓胡辣椒面即可遥这样既能吃出折耳根原
有的芳香袁 也能吃到凉拌折耳根酸尧 甜尧
苦尧辣尧咸的本味遥

夕阳无限好袁只是近黄昏遥对于我这
个在外漂泊 30 多年的 60 后来说袁外面的
世界也很无奈遥近年来袁多桥飞架南北袁天
堑变通途遥我迫不及待收拾行装袁乘坐野和
谐号冶野复兴号冶赶赴老家袁怕错过老家的
春天袁错过折耳根的采撷期遥

我的乡愁袁就是酸菜辣子水加点折耳
根遥

殷 王苏辰 渊安徽局三队冤

名 字 的 由 来 殷 程红梅 渊煤航集团冤

你是平凡
更是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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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佳 摄

渊安徽局一队冤

殷 王 浩 渊贵州局一五九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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