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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前，年仅21岁的杨德刚放弃了自己喜爱的驾驶员工作，成为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黄河钻井总公司
的一名员工。起初，在事与愿违的时光里，师傅们眼中的小伙子曾两度萌发了辞职的念头，但就是凭着一股
不服输的劲头和敢于拼搏的精神，让他一度拿下了胜利油田职业技能比赛中钻井柴油机工金奖第一名，并
在技术革新的道路上用创新成果践行着“工匠精神”。据统计，近年来，杨德刚先后取得30余项创新成果，其中
6项获得国家专利，累计创效达500余万元。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徐毅 姜静静

井队“刺头”获竞赛金奖

2002年，油田运输技校毕业
后，杨德刚找到了一份机动车驾
驶员的工作。车轮滚滚向前，让这
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很享受驰骋的
快感与自在。

参加工作的第二年，黄河钻
井总公司招聘员工。身为老钻井
的父亲，就硬拉着杨德刚离开了
自己热爱的驾驶员岗位，加入到
石油钻井行业。“回来就回来吧。”
杨德刚虽然不情愿，但只能自我
安慰道。

初入职场经验匮乏，平井场、
干杂务的场地工岗位是每名油田
新员工必经的阶段。那时，在一些
日常基础性工作中，由于技巧和
站姿不对，杨德刚连简单的挖坑
都完成不好。从驰骋四方到荒郊
野外的劳苦作业，杨德刚心里的
委屈终于按捺不住。“我不干了”，
杨德刚丢下安全帽后就往井场外
边走。

看到这番场景，队上一位老
师傅拉住了他：“你仔细看看周围
的师傅们，哪个不比你年纪大，他
们能在井场坚持十几年甚至几十
年，你为什么不能？”老师傅的一
席话让杨德刚红了脸、静了心，于
是他决定塌下心来勇于面对新的
挑战。

钻井柴油机房是钻井施工的
动力源头，被誉为钻井队的“心
脏”。2006年，因杨德刚所在的钻
井队柴油机房缺人，他被调至柴
油机房工作。

有一天，他在宿舍休息时偶
然听见同事背诵技能比赛的题
目，他边听边抢答，又结合实际工
作经验解释如流，受到大家的称
赞。那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在队
领导的推荐和同事的鼓励下，积
极参加各类赛事。

他认真系统地学习业务知
识，用实践去理解课本知识，练习
绘制每一张电路图，日复一日地
勤学苦练。特别是在经历了一次
失败后，他更是以坚定能够“反败
为胜”的信心，在2008年油田第十
六届职业技术比赛中一举夺得钻
井柴油机工金奖第一名。

比赛结束后，杨德刚的身上
平添了些许光环，但他没有因此
裹足不前。这段刻苦铭心的经历，
也一直成为他勇往直前的动力。

“激将法”实现革新梦想

2010年，适逢钻井产业蓬
勃 发 展 时 期 ，杨 德 刚 被 调 至
40431队担任司机长。在多打进
尺就是公司多创效益的时代背
景下，杨德刚认为最大的的责任
就是高质高效打井，全力保障采
油厂增储上产。

“那时队上的柴油机动力组
运行时间都在1万多个小时以上，
机组老化严重后频繁出现问题，
有时甚至影响施工效率。”杨德刚
说，为及时解决设备故障，他便带
领机房人员迎难而上，认真分析
故障的原因，合理制定检修方案，
连续“夜战”也成了家常便饭，每
天休息时间更是屈指可数。

长期保持高压工作状态，让
杨德刚身心疲惫不堪，感觉难以
适应的他鼓起勇气找到了队长，
并递交了辞职信。

为了打消杨德刚要辞职的念
头，时任40431队队长孙军用起了

“激将法”：“看来你只是一个比赛
型选手，并不适合从事实质性工
作。”听罢，杨德刚深感不服气，当
时就和队长杠上了。“队长，把辞
职信还给我吧，适合不适合这个
工作咱们用结果说话。”看着杨德
刚倔强的样子，孙军感觉激将法
奏效了。

“要想让老旧设备听话，就必
须换种思维、换个办法解决问
题”，杨德刚暗自思忖。头脑灵活
的他充分运用智慧，探索着走上

了革新之路。
回忆起杨德刚奋发有为的场

景，孙军印象十分深刻。他说，面
对设备经常出现故障、人工检查
工作量大的生产实际，杨德刚就
根据汽车遥控器的原理创新提出
无线控制设想，并历经反复试验
后成果研制了“油压低无线自动
报警装置”。

据了解，该创新成果在现场
应用后，设备一旦遇到异常情况
就会自动报警，这不仅有效降低
了员工反复检查的工作量，更为
保障设备安全运转建立了预警机
制，深受各基层员工的欢迎。

针对钻井气路在冬季容易结
冻，往往只能用蒸汽烘烤管线的
生产难题，杨德刚积极转变观念，
探索如何有效降低气路中水的冰
点。技术革新中，他根据液体电蚊
香工作的原理，在历经多个寒冬
夜晚的实验后，最终选择了冰点
低、挥发性好的酒精作为气路防
冻液，并就如何让气路防冻装置
根据气体流量大小自动调节这一
技术性难题反复研究。最终，在近
两个月上百次的试验中，他的创
新成功在施工中经受住了零下15
度的考验。在一项项技术革新和
管理创新中，杨德刚为单井创效
做出了积极贡献，并从中体会到
价值所在。

2015年，杨德刚与中国石化
技能大师张吉平签订了名师带高
徒的师徒合同，这也注定着他的
创新创效路走上了一个更高的舞
台。他完成的创新成果“钻具激光
测量记录仪”，也荣获了中国能源
化学工会工人技术创新一等奖。

如今，35岁的杨德刚已经成
长为黄河钻井总公司胜华区域协
调部最年轻的主任技师。“在石油
工程企业全力战寒冬的严峻形势
下，唯有通过在创新创效的实践
中践行‘工匠精神’，在以岗育人
和技能传帮带中让‘个人创新’向

‘团队创新’，才能让钻机施工更
高质量、更高效率、更高效益。”杨
德刚说。

第四届“为民技术创新铜奖”获得者杨德刚

从井队“刺头”到主任技师的蜕变

3月30日，胜利油田临盘社区供热供水大队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清明”启心读书沙龙活动，引导
员工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树立“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的理念，提升全员素质、凝聚创效合力。“近十年来，大
队以‘启心文化’为核心，以启心工作室为载体，通过常态化开展‘启心读书会’、‘阳光女性大讲堂’、‘心理沙
龙’等主题活动，筑牢企业文化建设根基。”供热供水大队教导员王传海说，本次以“文化清明”为主题的读书
沙龙，共分为缅怀故人、善待自己、珍视亲人和感恩他人等四个篇章，通过诵读名家名篇阐述清明历史、感悟
传统文化、提升心灵境界。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韩忠 田辉 摄影报道

读读书书沙沙龙龙 文文化化清清明明

本报4月4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许庆勇)

近日，胜利油田滨南采
油厂技术质量监督中心面
向全厂的招聘启事一经发
布，点击率就不断飙升。在
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共有
41名员工报名。目前，经过
笔试、面试、公示后，来自
不同单位的10名员工走上
计量检定工和油水化验工
的新岗位。

以往，单位内部往往
存在一次分配定终身的现
象，单位与单位之间人力
资源流动比较困难，个别
单位存在“有事无人干、有
人无事干”的现象。随着

“四化”建设的深入推进，
信息化在提高劳动生产力
的同时，也让部分采油管
理区的富余人员显现出
来。而一些生产辅助岗位，
却因为多年未补充“新鲜
血液”存在缺员现象。

为畅通内部人员流动
渠道，滨南厂出台了人力
资源优化配置实施办法，
利用厂局域网主页搭建起
一体化人力资源统筹配置
平台，初步建立“用工单位

提出需求—人力平台发布
信息—双向选择”的内部
用工调配机制，推倒人力
资源“围墙”，实行全厂用
工一盘棋，促使人员有效
流动。

在滨南厂人力资源科
科长张跃国看来，内部人
员有效流动既缓解了结构
性用工矛盾，也减少外雇
人员费用支出、最大程度
激发队伍活力，在人力资
源管理方面是一项多赢的
举措。

现在，一个单位对某
岗位有用工需求，采油厂
人力资源科就将招聘启事
发布到平台上，员工可以
根据应聘条件自愿报名。
近日，采油管理八区注采
二站万国雷看到护卫大队
等单位的招聘启事后，经
过 各 项 程 序 后 成 功“ 应
聘”。

“9月份之前，全厂的
外雇用工就能全部清退。”
张跃国说，该厂已发布用
工需求信息4条，有36名员
工走向新岗位，19人从生
产一线转岗至辅助生产岗
位，有效降低了外包成本。

滨南采油厂：

岗位缺员实行全厂“招聘”

本报4月4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刘玉龙
赖涛) 近日，在胜利油田
河口采油厂采油管理十区
注采1001站岗位“双向选
择”中，员工孙攀峰没有了
自己的“三分地”，但管上
了“一亩田”。

孙攀峰角色的变化，
还要从构建新型劳动组织
形式说起。过去，他和9名
同事采取驻井的方式管理
着42口油水井，那时的他
们更像是一名全能人才，
生产运行、安全管理、资料
录取、巡回检查、设备保养
等工作都要干好。

在油公司体制下，传
统的运行方式带来的劳
动生产率不高的问题，很
快就显现出来。特别是深
入推进“四化”建设后，让
油水井的管理职责更加
清晰简单，比如巡检可以
通过视频、资料录取不需
人工、参数优化管理区直
管。孙攀峰感觉，过去每
天一上班就有忙不完的
活，四化建成后虽然工作
量明显减少，但工作头绪
还是很乱，不知道该如何
调整。

如何让传统的劳动组
织形式更加有效、更有价
值，成为多产效益油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近日，在
采油厂的指导下，采油管
理十区本着“让每名员工
都能找到合适岗位，让每
名员工都能体现最大价
值”的思路，重构基层注采
班站劳动组织形式，变过
去“按岗用工”为现在“按
需用工”，取消注采班站原

有的采油、注水、资料、化
验、保管等岗位，彻底打破
传统的驻井倒班方式，逐
个注采站成立安全三标、
设备管理、生产运行、综合
维修、生产监控、生产保障
等6个专业化小组，实施专
业化管理。在注采1001站
组织的“双选会”上，90名
员工通过双选被重新分配
到6个专业化小组。

看似并不复杂的劳动
组织重构，却发挥了每名
员工的专长，让合适的人
走进合适的岗位，随之带
来劳动效率大幅提升，富
裕人员也得到充分显现。
孙攀峰通过双向选择，被
分配到安全三标专业组，
工作内容就是和8名同事
负责全站154口井的现场
标准化管理。

对新的劳动组织形式
的看法，孙攀峰给打了个
比喻说，过去管32口井好
比种“三分地”啥事都要
管，劳动效率并不高。现在
管154口好比管“一亩田”，
更专业、更高效。近期，他
和3名同事用10天就完成
了104口井的喷涂警示标
语工作，按照原来的模式
至少10名员工15天才能完
成。

目前，不光安全三标
组劳动效率大幅提升，其
它专业化班同样如此，调
平衡、调参、换毛辫子等大
型工作量的施工时间减少
10%以上。3月20日，站上设
备管理专业组7名员工1天
就完成了5口油井的调平
衡工作，而在过去一天最
多能完成2口井。

河口采油管理十区：

让每名员工实现最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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