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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机器轰鸣。突然，大地震颤，塔井倾斜

……“轰隆隆！”二三十米高的塔井如钢铁巨兽
轰然倒下，漫天尘雾吞噬了地面上的人……

“啊！”张再民翻身跃起。月光如水，浸入
窗口，铺泻一地。夜，那么静。什么都没发生。

最近，他不止一次从噩梦中惊醒。上次
梦见钻杆不堪重负，断裂了。没想到几天后，
深进地下的钻杆真的断了，所幸未造成大的
损害……

毕业于成都理工大学勘查技术与工程专
业的张再民很清楚：钻进加深，钻杆越多，负
荷越重，地质情况愈加复杂，风险必然增大。
2555米，此次目标孔深在他所在的重庆
一三六地质矿产公司史上前所未有。

自2012年进入公司后，勤奋好
学、踏实沉稳的张再民很快崭露头角，
短短几年从普通员工到行政助理再到
建设工程公司总工程师，并担纲多个钻
探项目。但此次鹿页一号井的钻探难度不同
寻常。

位于巫溪县白鹿镇石院村的鹿页一号
井，项目委托方为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
坊分院。此次钻孔目的，简单说就是从不同
地深连续提取岩芯供专家分析化验，最终预
测该地区页岩气资源量，为开采规划设计提
供科学依据。研究院专家们分析认定，该钻
孔设计深度为1950米。

几十米高的塔井必须安置于不小于40×
50米的平地上，要考虑交通条件能否承受设
备转运，要考察场地上方有无高压线、民用照
明线……2020年8月，一群人跋涉于崎岖山
间，衣服干了湿湿了干，多日后敲定场地——
距白鹿镇几公里一座海拔800多米的山上。

接着平场、转运。一辆辆满载大型设备
的重卡、吊车进山了。九米长的井架车缓行
于崇山峻岭间，盘山路一侧，是深不见底的峡
谷……

一周后设备全部运抵。安装调试机器，
调泥浆配电力……红色安全盔工作服，如一
簇簇火焰在莽莽青山间跃动。天热，但头盔、
长袖工作服、专用劳保鞋必须全副武装。挥
汗忙到9月5日，阳光渐少了芒刺，钻井正式
开始了！

钻探队共24人，除项目负责人张再民、
机械维修工、电工、司机、专职安全员等后勤
人员外，15名工人分三个小班，每班五人12
小时三班倒，即便凌晨也不间断，防爆灯照得
四周如同白昼，机器隆隆轰鸣向着地层深处
不断掘进！

二
这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
常年匐身大地的地勘人，用目光，用双

足，用设备去调查，去勘探，去破解大地深处
的秘密。而看似平稳的地层下，情况幽深复
杂，变幻莫测。

开孔不久便遇“拦路虎”——奥陶系、寒
武系地层。在沉硬的钻头钻凿下，松散的岩
层如豆腐块一样破碎、掉块、垮塌，瞬时裹死
了钻杆，无法继续深进；井中时常“上吐下
泻”：滴水、漏水、漏石，泥浆被稀释造成黏度
不够，极易烧钻导致钻头报废，钻杆偏移导
致钻孔报废……最艰难时一天连一米都钻
不下去。

但机器不能停。一旦停机，柴油机停转
失去动力，井下钻具会因沉砂而抱死，也会直
接导致钻具钻孔报废，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张再民日夜在现场带领工人解决问题：
根据外溢泥浆状态判断井下情况，连续置换
被污染的泥浆并调整性能；下导管不行，就拔
出导管，扩孔，改用更大口径导管，挡住掉块、
垮塌……一个多月后，钻机冲破破碎地层的
围堵，渐渐钻到地下100多米。

接下来一段地况相对稳定。待钻进到
1240米时又出现异常：地下泥浆被污染变成
黑色，还不时散发出臭鸡蛋的味道。

是什么污染了泥浆？会不会是致命的硫
化氢？硫化氢如猛虎，深藏在高压地层中，一

旦泄漏喷发，后果不堪设想！2003年开县特
大井喷事故的警钟犹在回响，200多人死亡
的惨痛教训成为一道触目惊心的安全生产警
戒线。尽管开工前在井口和井中分别安装了
硫化氢监测器和防喷器，全体钻工也接受了
严格安全培训并持证上岗，但地下情况并非
事事都能预判。

“必须对所有工友负责，对周边居住群众
负责！”反复取样检测、比对研究……警报最
后解除，两眼血丝的张再民才长吁了一口气。

茫茫大地似乎一直在为难野外工作者。
当孔深超过1800米后，新难题又来了：浅层中
一碰就碎的“豆腐块”变成坚硬的“金刚石”，

导致取芯困难。在提升岩芯的过程中，
取芯内管一旦碰撞到硬核岩壁，好不容
易取出的岩芯就会破碎，给地质分析
研究增加难度。

而深层取芯更考验水平。新老地
勘人多年技术和经验发挥出强大作用，

一个个小发明土办法派上了用场——通过改
进绳索取芯工具内部的卡簧结构，取芯成功
率大大提高，一根根岩芯全须全尾见了天日，
其中单管超过4.5米的岩芯有好几根。

在地勘人的职业传统中，上下合力冲锋
一线从无“官”“兵”之分。作为党员、总工程
师的张再民如此，作为公司副总经理兼建设
工程公司经理的王东同样如此。转业于部队
的王东干钻探已27年，作风硬朗、办事果断，
属于从一线干起来的领导，这次也不例外：从
设备购买、转运、吊装、开工到最后终孔，他风
风火火在现场忙了三个月，和大家一起晒得
比岩芯还黑。他很少提及自己，但说起九O
后爱将张再民却竖起大拇指：“看技术高低，
取芯水平绝对是重要标尺。单管取芯4.5米
没断裂，七八根哟，公司几十年来第一次！创
纪录，高水平！”

三
隆冬已至，天寒地冻，那一簇簇火红色仍

然活跃在萧瑟山间：操作室、值班室、电控房、
井口、塔尖……地面作业苦且险，塔尖作业不
但苦且危险度更高，除常用劳保配备，安全
带、防滑钩一个不能少。工人刘小俊在狭小
的操作台上一站十几个小时，手动起钻、放
钻，不能坐也不便离开，小解便拿矿泉水瓶子
就地解决。作为井队“上层建筑”，夏季只差
一撮孜然就是烧烤，冬季经霜沐雪又变成冰
棍。“习惯啦！”每当说起“等钻到1950米就能
回家陪老婆”时，这个身高1.85米的汉子一脸
憨笑：“快了，快了！”

然而，谁也没想到，原本近在咫尺的胜利
将变得有些模糊和遥远。2月1日，终于钻到
1950米设计深度，然而经专家反复对比岩芯
和区域资料发现，目前孔深距真正目的层位
尚差约600米。

继续钻进？按1950米要求配备的设备
已达工作极限，哪怕再往下一米都可能不堪
重负全线崩溃。再者，深度不断增加，地质情
况愈发复杂，各种风险成倍攀升，地面人员包
括附近村民的安全如何保证？

半途而废？前期努力和资金投入就打了
水漂，一三六几代人积攒的信誉口碑必然受
损，更重要的是，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经国
家审批通过的重大研究项目就要搁浅！

打，不打？一时举棋难定。鹿页一号井
只得停工，起钻，关机，等待指令。但大型机
器必须留足四个人24小时守护。

再过几天就春节了。谁走？谁留？又是
个艰难选题。

辛苦数月，谁不是归心似箭？常年出没
于深山老林，日晒雨淋、住帐篷集装箱都不算
个事，如今后勤保障也不可同日而语。可保
障再好也比不上老婆孩子热炕头，再苦也苦
不过两地分居的寂寞，苦不过无法照顾家庭
的内疚。项目一上几个月甚至大半年不着
家，个中滋味，行外人谁能体会？

“说句玩笑话，兄弟们在一起比跟自己老
婆在一起的时间还长，哪个生病了，工友们争
着端茶送水送去医院，简直是相依为命啊！”

王东说笑中隐隐夹着一丝苦涩。
“我是党员，我留下！”53岁的机长兼班

长伏志荣站出来：“年轻崽儿些赶紧回去陪
老婆！”

“还有我！”两名党员跟着站出来，一名工
人也跟着留下。

2月10日，大年二十九，大部队回撤。大
山静了，只有冷雨裹着细雪无声飘落。

除夕夜，一个工人跑厨房炒一盘回锅肉、
一道素菜外加一钵汤，把热饭热菜端到井架下
面值班室：“来来来，团年饭还是要吃的噻！”

四人围坐桌前，自拍合影发给家人，然后
吃了一餐简单的“团年饭”。

“过年都不喝两口呀？”伏志荣的老伴发
语音问他。

“值班哪能喝酒？”伏志荣大声道：“老太
婆你放心，等井打好了我就回来了！”

“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
工人荒腔走板唱。“行了行了，就晓得吼这两
句……”伏志荣笑着调侃，眼圈却湿了……

回城的也没歇着，一系列严谨复杂的论
证开始。这600米打还是不打？风险在哪
里？危险在哪个环节？包括张再民在内的技
术人员与机器厂商反复商讨、提参数、做验算
……最终，同厂家共商对钻机参数大幅度改
进后，钻机能够达到新的技术要求。在此基
础上，公司向中石油方承诺：我们有能力有实
力再钻进600米！

为给一线员工当好参谋和后勤，一三六
地质队地质与能源研究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周中成辗转从山西坐火车赶到廊坊，专程与
中石油方洽谈再钻600米具体事宜……一切
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中。

四
2021年5月10日，停钻三个多月后，原

班人马携新设备再赴巫溪。
这次，张再民既激动又有些紧张。用φ

127mm口径钻具钻到2555米深度，一旦成
功必定刷新一三六的历史纪录。可接下来会
有怎样的考验等着他们？被年届半百的老钻
工昵称为“小娃儿”的他，能否扛住这副压肩
重担？

准备工作整整一周方才就绪。5月17日
凌晨四点，隆隆机器声划破大山的静谧，钻探
再次启动了！

全班人马尤其张再民的压力如影随形。
工人能三班倒，但张再民不行。每日早上五
点半起床，六点向公司上报头天的施工进度，
随后赶去现场开交接班会议、处理各种复杂
的技术问题，不时与当地政府以及村镇协调
各种相关事宜，直到晚上11点才回到租住的
农房。即使凌晨两三点，他也常被对讲机惊
醒：“又漏石了，堵不住！”“快来！防喷监测器
报警！井口已关闭，节流阀已打开……”他翻
身跃起，抓起工作服、头盔朝工地飞奔……而

在主城也不时盯着监控的几个领导也紧张起
来：“怎么凌晨两三点那么多人在现场？”所
幸，险情被及时排除了。

张再民一颗心起起落落。也许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不，
绝不能让梦境再成现实！

六月，夏季又至。钻进越来越深，每往下
4.5米便加一根4.5米钻杆，钻杆每米重18公
斤，如今地下上百根钻杆重量可想而知。“起
杆、放杆，动作必须轻，严禁重起重放！”尽管
预先做了各种测算，制定了好几套预案，但深
层地下随时可能出现异常。“我们必须严之又
严慎之又慎，不漏过每个细节，把风险压到最
低，绝不能发生安全事故！”

一米、一米……钻深进入倒计时，所有人
期待又紧张。每班除班长在操作室，其余四
人露天作业全身汗湿，还不时被起杆时喷出
的泥浆溅成“灰人”，有人一小时连换四套工
作服……在最后冲刺阶段，王东常驻项目部
现场，他要和大家共同战斗迎接最后胜利，同
时也给伏志荣带来一个好消息。

从事钻探工作30多年，伏志荣事事挑大
梁，急难险重抢着上，是煤炭系统里的全国劳
模，人称“伏劳模”。钻至2300米时，王东告
诉他：“恭喜恭喜！重庆市工会分配给单位一
个去西安休养七天的名额，经集体研究名额
归你。”

伏志荣眼睛一亮，又暗下去：“算了，
不去。”

“我说伏劳模，这可是国家对各行业优秀
代表的关怀奖励，费用也不用你掏腰包，不去
多可惜呀？”

伏志荣粗起喉咙：“我想去哟！但离目标
深度就100多米了，我班长哪能离开？再说
这可是一三六钻得最深的一口井！过两年我
就退休了，恐怕再没机会参与打出这么深的
井了，我想守在这里分享一份自豪啊！”

一身泥，一身汗，每个人“钉”在岗位上，
操控着、感知着钻杆与岩层交缠、咬合、冲刺、
突破，一点一点，逼进、再逼进……

7月1日，下午4点33分零5秒，仪表盘
清晰显示：钻孔井深2555.18米！

欢呼骤起：“安全完钻喽！可以回家看爹
妈陪老婆娃儿喽！”“嗨！干了一辈子钻工，这
回绝对是本人最光荣最硬气的一次！”

张再民像对大家，又像在自语：“八个月
啊，人没掉皮机器没掉漆。我们没有出一起
安全事故，没有一起！”

“好样的，小伙子！”王东拍拍张再民肩
头，大声道：“祝贺兄弟们！谢谢兄弟们！我
们终于为建党百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掌声、欢笑声飞出操作室，飞出塔井，飞
向远山。大地辽阔，群山连绵，那一簇簇跃动
的红，就是大山深处最嘹亮的歌……

【后记】
7月3日，拆井工作顺利结束。
据悉，鹿页一号井φ127mm口径终孔深

度2555.18米，创一三六建队以来同类钻孔
最深纪录，也是川渝地区同类钻孔最深纪录；
其次φ127mm口径全孔取芯，且单管取芯
4.5米未断裂，这一业绩刷新了公司几十年来
的纪录。同时，该井钻孔首次采用DB30智
能钻机完成，标志着一三六地质矿产公司由
传统人工操作向智能型机械化操作成功转
型，也标志着一三六人的岩芯钻探施工技术
与管理工作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看那万山丛中一簇红
——巫溪鹿页一号井钻探始末

程华

天上白云镶，山幽背面光。
玉台千尺藏，花径万枝芳。
这里怜沙涨，那边珍草茫。
峡溪惊水鹳，鸟语满林霜。

金山银山行

山顶浮云鸿雁声，峡中花草牧羊鸣。
宝藏现世兴邦路，林壑疏烟还碧清。

（作者单位：重庆市地质集团）

马矿绿色发展计
（外一首）

归燕

▲地勘队员合影庆祝新纪录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