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偌大的房间内，台面上、地面上摆放着二十多台变频器控制柜零部件，这些都是基层单位送到胜利油田
孤岛采油厂“王海军工作室”需要维修的变频器。四年来，这间50平方米的工作室，已经发展成一个集电器设
备维修、创新攻关和师带徒于一体的综合基地，创效达500余万元。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海鹰 蹇世平

修不好的设备找海军

如果不是提前预约了采访，
此时的王海军应该正在现场维
修变频器。“每天‘邀约’不断，尤
其是设备上贴上这张标签后，打
电话找上门的人更多了。”王海
军指着手中的一个标签说，标签
上除印有编号外，还有“王海军
工作室”的标志，许多基层单位
就是由此联系到工作室，“这已
经成为我们的一个服务品牌。”

八年前，王海军凭借丰富的
实战经验获得油田技能竞赛电
工组金奖，看到他身上的潜力
后，孤岛厂操作技能站专门腾空
一间屋子让他开展变频器维修
攻关。彼时，孤岛厂变频器多达
上千台，但因缺少专业维修技术
人员，出现故障就要外请厂家维
修，动辙上千元，且维修周期长，
影响开井时率，内部培养专业维
修人员迫在眉睫。

面对一屋子的故障变频器，
被委以重任的王海军把自己当
作一名大夫，将每台变频器看作
一名病患，逐台检查病灶。他非
常享受这个过程，“查不出故障
直接吃不下饭，每次费尽周折查
出问题的那一刻，都有一种打游
戏胜利的成就感。”

随着送修变频器数量骤增，
仅靠一个人的力量疲于应付。王
海军成立起“变频器维护兴趣小
组”，将有电工特长的人召集在
一起，边维修边带徒。同时，他们
采取谁送修谁来人的方式，让管
理区送修人员熟悉整个维修流
程，促进每个管理区都有一至几
名懂变频器维修技术的人员。

随着“王海军工作室”名声
越来越响，找他维修电器设备的
单位也越来越多，维修的设备也
由变频器延伸到化验仪器、电磁
取暖炉、样桶清洗机等。

一天夜里十点半，一名基层
队长电话联系王海军现场救急，
王海军二话不说赶到现场，以最
快速度解决了变频器故障。至今
王海军也忘不了，在那个漆黑的
荒原上，队长紧握他的双手，满
脸写不尽的感激之情。“那是一
种被尊重的幸福感。”王海军说。

从知足常乐到不知足

回想起刚参加工作的那几
年，从事材料保管员的王海军一
直处于知足常乐的状态，每天下
班后约三五好友吃饭聊天，自得
其乐。“反倒是现在，越来越不知
足了。”王海军口中的“不知足”，
更确切地说是“知不足”。在一次
次比赛获奖、一件件成果推广、
一批批徒弟成长起来后，那种继
续突破和不断进步的想法越来
越强烈，“社会不断发展，科技不
断进步，不学习就会落伍。”

王海军的学习力很强。刚刚
踏上电工岗位时，师傅把一本电
工题库甩在桌上：“背过它！”虽然
这种方式被王海军戏称为“简单
粗暴”，但他却是严格执行。他先
把题库“啃”了一遍，又手抄了一
遍，最后在电脑上敲了一遍，再分
别用不同字号打印出来，做了一
遍又一遍。2008年，他首次参加技
能竞赛，从管理区到采油厂再到
油田，一路获奖。2010年，更是斩
获油田技能竞赛电工组金奖。

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激活理
论，业务日益精湛的王海军朝着
创新攻关持续发力。在一次维修
原油含水分析仪的时候，他注意
到，使用到一定年限的分析仪加
热套发热不均匀，化验数据不准
确。他对电路进行改造，由群控
改为单控，发热量的精准调节有
效提高了化验准确率。该项目被
列为孤岛厂2016年科技推广项
目，创效近百万元。今年，由他负
责的全国总工会资助项目“稠油
掺水井地面地下双向提效装置”
已进入现场试验阶段，平均日增
油1吨。

2016年，“孤岛厂四化技能
培训室”在“王海军工作室”挂牌
成立，王海军根据“四化”设备工
作原理制作了一系列油井“四
化”设备应用仿真教具，教具种
类和实用性在油田首屈一指。

“虽然忙，但和以前的知足常乐
比，现在的生活更有滋味了。”王
海军对创新发展充满信心。

给年轻人搭一个平台

一有空闲时间，闫均辉、程
涛等几个年轻人就会来到“王海
军工作室”学习变频器维修技
术。“师傅让我们自己查找故障，
自己动手维修，这样学习起来进
步特别快。”王海军非常喜欢这
几名勤奋好学的小伙子，也很愿
意手把手地把技艺传授给他们。

“现在，有些年轻人沉迷于
电子游戏，难得这群年轻人对电
感兴趣，又勤奋好学，我一定要
带着他们学习一技之长。”近年
来，王海军的徒弟中有6人在油
田职业技能竞赛中夺得金银铜
奖项。

电器设备和生产运行息息
相关。虽然油田成立了专业化的
电力队伍，但王海军认为，离井
口最近的采油工人也必须掌握
一定的电工知识。他致力于师带
徒，就是希望培养一批具有电工
技能的复合型采油工人，能够分
析研判油井电路问题、处理简单
故障，做好油井的贴身侍卫。

2016年开始，“王海军工作
室”与“唐守忠工作室”结成联
盟，对采油训练场地进行四化改
造，联手打造数字化模拟训练平
台，形成“采油工+电工”的新型
师带徒组合，培养出20余名具备
四化运维技术的高技能人才，满
足了四化建设的需求。

在师带徒过程中，王海军非
常注重一专多能。为此，他鼓励
徒弟们学习单片机、立体制图
等，做到人人都会、一人精通，打
造成一支握指成拳的专业化四
化运维队伍。

用服务解燃眉之急，用技术赢尊重
孤岛厂“王海军工作室”四年创效500余万元

近日，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离退休管理中心管理二站“阳光老年”志愿者来到河康小区李黎明家中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据了解，由于孩子在青岛工作，今年68岁的李黎明老人独自在家生活多年。为了缓解老人心
中的孤独，“阳光老年”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徐月华每半个月，就会带领志愿者到老人家中包饺子、拉家常、讲
解防诈骗等相关常识。目前，河口厂退休职工和家属中，需要帮助的困难人群有160户，徐月华每年上门帮助
200余次。今年六月，徐月华被中国石化授予“离退休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吴木水 摄影报道

奉奉献献爱爱心心在在行行动动

井下作业公司白静、徐维强夫妇

有一种爱，叫默默付出

在胜利井下作业公司，有这样一对夫妇，妻子在做
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主动挑起家庭的重担；丈夫响应
外闯创效号召，十几年奋战在外部市场，为公司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他们就是胜利油田十佳文明家庭白静、
徐维强夫妇。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丁剑北

军功章有你一半

11月7日，晚饭过后的
白静坐在沙发上稍作休
息，便和奋战在外部市场
的徐维强视频聊天。视频
那头，略带疲倦的徐维强
问了几句家里的事后，又
匆匆结束视频，赶赴井场。

“这么多年，早就习惯
了。”白静轻描淡写，眼神
里却掩饰不住那份不舍。
十几年来，徐维强常年奋
战在外部市场。作为项目
经理，他带队先后奔赴鄂
尔多斯、陕北、甘肃等地进
行大型酸化压裂施工，克
服了天气寒冷、山路崎岖
难行、工艺复杂等诸多困
难，圆满完成各项施工任
务，受到各方一致好评。

“没有家庭的支撑，我的工
作不可能干好。”2006年，
家里刚买了新房，徐维强
就接到命令奔赴外部市
场。装修、买家具、搬迁，全
是白静一人在忙活。多累
多苦，白静从未在徐维强

面前提过。休假回家到了
新房装修现场，徐维强被
装修工人当成陌生人驱
赶。由于回家次数少，至今
大多数邻居还不认识徐维
强。

徐维强说，多年在外
部市场奔波，亏欠家里很
多，不能在年迈的老人身
边尽孝，更是他内心永久
的痛，“每次临出发前去和
父亲告别，老人都舍不得，
问我能不能再等几天走。”

徐维强对老人的愧
疚，白静看在眼里。多年
来，每当徐维强去外部市
场，她便主动承担起照顾
公公的重任。每到周末，白
静就会分别到双方老人家
中，变着花样做可口美味
的饭菜，并给老人讲周围
发生的一些事情；每逢老
人过生日，她都会买上礼
物去老人家中庆祝；时刻
关注天气，及时提醒老人
增减衣物。

支持是对丈夫最好的爱

2016年，因父亲患病
需要做手术，徐维强便请
假带父亲去北京就医。临
行前几天，徐维强坐在沙
发上皱起眉头。白静明白，
丈夫长期在封闭的外部市
场，对生活上的事务有些
陌生，何况还是独自带着
70岁的老人一路奔波。

第二天，白静毅然和单
位请假，陪丈夫带着公公前
去北京就医。公公手术后高
烧不退，丈夫急的在病房吃
不下饭。怕丈夫熬坏身体，
白静连续在病房呆了三天
三夜照顾老人。

谈起这件事，徐维强
至今很感动。可他不知道，
从北京回来后，担负着井
下几千人公积金提取工作
的白静，连续几天都要工
作到晚上九点，来完成请
假期间积攒的业务。在白
静看来，沉默，就是对丈夫
最好的爱。

一次临行前，徐维强
前脚出了家门，念儿心切
的父亲站在门后忍不住落
起泪。同事看到后，在路上
告诉了徐维强这一幕。后
来几天，白静每次给徐维
强打电话，都觉得情绪不
对。知道缘由后，白静果真
就找到公公“谈话”：“爸，
以后别在维强面前掉泪

了，你掉一颗泪，他半天缓
不过神。”

十几年来，只有一件
事让白静没法对丈夫沉
默，那就是遭遇电信诈骗。
2012年夏天，上高二的女
儿刚到学校没多久，白静
就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称女
儿被绑架。由于徐维强正
在深山施工没有信号，六
神无主的白静在寻求朋友
们帮助到校找孩子的同
时，也做好了汇款的准备。
所幸，事发半小时后确认
遭遇电信诈骗。得知女儿
平安，接近崩溃的白静一
屁股坐下，哭着拨通了徐
维强的电话。

和白静的沉默相反，
女儿总喜欢和父亲视频聊
天，每次聊天完还问白静：

“你怎么不给爸爸说话？”
白静说：“你都关心爸爸
了，我还说啥。”女儿想了
想，撅嘴说：“那不行，你也
得多和爸爸聊天，咱们都
得关心他。”

十多年外部市场打
拼，徐维强何尝不想能够
早日撤回来照顾家人，但
他觉得，“作为一名党员干
部，更要服从组织需要。”
为了让丈夫更好地工作，
白静常常告诉他：“放心
吧，家里一切有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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