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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到来之际，胜利油田胜中管理中心雅苑党员服务社邀请楼栋长、非在职党员、居民代表共同举
办“迎新春”联欢会，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舞蹈《阳光路上》拉开联欢会序幕，大合唱《中国梦》、《梨花颂》、、
京剧《光辉照儿永向前》弘扬了正气，更鼓舞了士气；百灵鸟政策宣讲团表演的快板《纵情高歌十九大》、京剧

《咏梅》，体现了传统文化的艺术美与生命力。据了解，“迎新春”联欢会连续举办10余多年来，既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也体现出携手共创和谐家园的信心。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桂芝 刘环 摄影报道

迎迎春春节节 创创和和谐谐

黄河钻井综合公司：

“青春书香”传递发展正能量

第十一届“胜利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王川川

在信息化战线上演绎石油精神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魏荣

软件研发如同白纸作画

2011年，王川川研究生毕业
后曾面临多重选择，物探研究院
因事业发展急需一名计算机专业
的高材生。在一方需要储备人才，
一方迫切加入胜利大家庭的背景
下，王川川回到家乡，成为油田的
一名软件工程师。

很多人都觉得编程工作既枯
燥无味还熬夜加班，但王川川不
以为然，他认为只要从事自己喜
爱的工作，无论付出多少努力都
值得。初入职场，面对油田内部网
站维护的任务，王川川如鱼得水。

“干好一项工作，既需要大胆
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也要学会如
何与人沟通。”师傅在赞赏他能力
的同时，也引导着他如何当好一
名工程师。

据了解，信息技术研究室在
承担本单位信息化工作的同时，
还时常配合油田机关进行软件开
发。在王川川看来，一名优秀的信
息技术人员不仅要具备过硬的业
务能力、大胆创新突破的思维，还
要充分理解软件开发目的和用户
需求，才能赢得甲方信任。

2012年，油田机关急需开发
党建管理系统，这让王川川迎来
首次接触办公软件研发的机会。

那时，他跟着师傅捋顺党务
管理工作流程、规章制度等文件，
并加强同各级党组织沟通，终于
在历经半年多的调试、修改后，推
出了一款集党组织关系接管、会
议纪要展示、量化考核、上级评
价、自我评价的党建管理系统上
线。新系统不仅实现党员关系等
事项的网上申请、审批，还推动党
建考核提质增效。

软件开发不同于简单的编
程，信息技术人员首先要熟悉一
个陌生的领域，才能精确确定开

发设计思路，这个过程如同白纸
作画一般复杂，更需要程序员全
身心的了解用户的需求，王川川
渐渐明白了师傅的深意。

争当创新型工程师

胜利油田劳资处的人才技能
评价是油田职工不断提升自我的
渠道，每年都有大批员工通过初
级、中级、高级、技师、高级技师等
五类工种技能评价。

随着时代的发展，劳资处原
来采购的一款软件已无法满足发
展需要，王川川等人很快就全力
以赴投身软件研发。“技能评价分
报名阶段、培训阶段、考核阶段多
环节，每个环节涉及劳资处、鉴定
站、培校等部门，短期内确定开发
思路并非易事。”王川川说，那段
时间，他们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分赴龙口、孤岛、临盘等地开展调
研，目的就是尽快形成开发思路。

据了解，在软件实施方案论
证时，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模式
的使用上。会上，王川川首次提出
采用BS模式代替原系统的CS模
式，如同将单机版升级为网络版
系统，管理者既可在后台实现内
容的随时更新，用户也不再需要
反复的下载与更新软件。在连续
数月的时间里，王川川将大量的
精力放在替换方面，最终实现模
式的创新突破。

经反复调整、试验后，一套集
报名考察、考务管理、题库练习、
网上考试的新系统于2015年上线
使用。为保证新软件使用的万无
一失，当年每当职工有技能评价
考试，王川川等人就提前盯着现
场，确保广大职工考生的利益。

“每一个新软件上线，我都很
有压力，甚至还会因梦到软件瘫
痪而惊醒。但是，当一件件作品新
鲜出炉我内心又充满了骄傲。”经
过六年的不懈努力，王川川凭着
敢拼、敢想、敢创新的精神，已经
成长为油田信息化发展征程上的
一名创新型工程师。

始终保持学习心

时代日新月异，信息技术突
飞猛进。王川川始终保持着爱学
习的习惯，并通过经过浏览信息
技术类网站和在信息技术交流群
切磋等方式，给自己补充新技术
知识。此外，他还积极参加油田信
息化发展培训，努力让自己在大
数据、云计算发展中走在前列。

在一次交流中，让王川川有
了研发院内评比打分系统的想
法。原来，物探研究院每年的职称
评审、文明建设等活动都需要人
工打分、计算，活动效率低下。王
川川用iPad代替了纸质打分、人
工计算的传统模式，既让评比过
程阳光透明，也能实现复杂数据
快速计算，提高工作效率。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2016年，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举办
主题为“互联网+移动应用竞赛”
的职工信息技术比武，这恰恰是
王川川自学研究的领域。机会来
了，王川川选择当仁不让。

半年的时间内，他在做好本
职工作的同时，投入到紧张有序
的复习准备中。然而就在临近比
赛的一个星期，岳父因腰椎疼痛
不得不转往北京进行手术，手术
结束后，妻子和岳父就催促他赶
快回去准备，家人的理解与支持
让他倍感温暖。

经过数天激烈竞争，王川川
从400余名选手中脱颖而出，夺得
个人金奖，胜利油田代表队从80
多支队伍中崭露头角，获得团体
一等奖。比赛结束后，王川川抱着
奖杯照了一张相，急忙向家人讲
述，这场油田在中石化信息化比
赛中获得最佳成绩背后的故事。

近期，王川川又专注中石化
课题勘探开发云平台的子课题

《跨平台移动开发技术研究》，他
坚信理论一定能指导实践带来新
突破。“油田给创新型人才搭建了
广阔的平台，我认为只要自己努
力，总有发光的机会。”王川川说。

虽然没有奋战在荒郊野外把脉油井规律、投身油气开发的经历，但他却在信息化战线上用实际行动体
现一名胜利人的担当。每天，他都要面对成千上万个编程代码，夜以继日地为信息化创新发展打基础；每天，
在面对不同的软件时，他都会坚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全方位投身软件模型研发，实现办公智能化、高效化；
参加工作六年来，他始终保持秉承着“三老四严”的石油精神，为物探研究院乃至胜利油田信息化建设贡献
着自己的力量，他就是物探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室责任师王川川。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刘凤祥

近日，在胜利黄河钻井总公司综合公司举办的一场
“诵读经典”分享会上，来自一线的员工王艳分享了毕淑敏
的一篇敬老文章，并讲述了自家兄弟姐妹如何争相照顾老
母亲的故事，让现场30多名员工感受很深。综合公司党委
副书记薛亮认为，“青春书香”读书系列活动以来，既丰富
员工业务生活、加深彼此沟通交流，也为低油价下效益发
展凝聚士气。

主题活动因爱而起

2017年3月，综合公司
志愿者们同胜利日报共同
发出倡议，并组织志愿者
来到沂水小学捐献图书和
衣物，为这里的孩子们送
去胜利员工浓浓的爱意。
在这之前，综合公司已经
累计捐献各类书籍1 4 2 4
本、衣物516件。

“倡议发出后，许多员
工都积极将家中适合小学
生和教师们阅读的书籍捐
献出来，看到大家平时学
习热情这么高涨，公司就
启动了‘青春书香’读书交
流主题活动。”综合公司女
工主任张英说，综合公司
女工占用工总量74%，其
中不少家庭的丈夫都在闯
市场，照顾家庭的重担有
时会影响女工健康成长。

为此，综合公司专门
为5个基层单位和机关配
备了以子女教育、家庭婚
姻、修身养性、心灵成长等
图书为主的“流动书箱”，
每季度轮换一次，最大限
度提高书籍利用率。与此
同时，该公司还配备了文
学、小说、历史、哲学类、儿
童类书籍，尽量满足员工
不同的阅读需求、提高书
籍利用率。

主题活动开展以来，
综合公司在内部网页上开
辟了“青春书香”专栏，经
常性更新书目，推荐好书，
分享感悟；员工层面建立

“青春书香”微信群，每周
定期开展线上分享互动活
动，帮助员工解决思想困
惑、生活困扰，让大家保持
阳光心态。

文化阵地持续升温

“今天孩子怎么劝都
不愿意上学，怎么办啊？”

“推荐你看看《心理营养》，
这本书专门探讨儿童心理
问题对成年后带来的影
响，能让你更加了解孩子
和自己，避免思想上的误
区，减少生活的纷争。”“你
也可以看看《孩子，你慢慢
来》，学着更好地与儿童沟
通交流。”在“青春书香”微
信群里，常常出现一个人
提问、多人解答的热闹场
面，它不仅成为员工茶余
饭后交流读书感想、推荐
书籍解决生活工作所困的
文化阵地，也成为员工们
加深沟通交流、促进感情

升温的主要阵地。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

背景下，综合公司工团组
织引入微信小秘书程序，
把经典分享和问题讨论形
成群聊精华，让这份“软福
利”惠及每一名员工。

据了解，“青春书香”
活动开展以来，员工们积
极借阅图书并参与分享，
网页专栏心得体会已更新
50多篇，并让员工在沟通
交流中收获的灵感应用于
一线生产，推动创新创效。
其中，“拆装灯泡神器”、

“污水井清掏七法宝”和自
制雪铲、窗缝专用刷等近
期推行的革新成果，既有
效解决工作难题，也激发
全员创新创效热情。

读书成为生活习惯

秦海敏一直认为，她
是“青春书香”活动的实践
者，也是受益者，“以前工
作的压力会带回家庭，生
活的烦恼也会影响工作。
现在，我在和儿子养成每
晚阅读书籍的习惯中，增
强了彼此的交流，也让我
们的知识面越来越广。”

事实上，在综合公司
像秦海敏一样，将读书作
为生活习惯的人越来越
多。一个月前，综合公司

“阅心工作室”挂牌成立，
旨在通过面对面读书交流
会、团体咨询、亲子活动等
多样化的形式，推动“青春
书香”读书活动常态化深
入发展。

挂牌仪式上，该公司
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诵读经典、品味书香”分
享会，精挑细选的100多本
员工读书笔记承载着学思
的正能量，整齐的摆在桌
子上。有很多用心的女工，
还给笔记编辑插画、制作
书签，吸引了参观者驻足
欣赏。此外，10多名员工，
还从阳光心态、孝敬父母、
关注贫困山区等不同方
面，分享了经典文章和心
灵感悟，激发了广大员工
对“青春书香”读书活动的
极大热情。

“实践证明，‘青春书
香’活动已经成为员工提
升素能、推进工作的有效
抓手，并成为促进家庭和
谐、队伍稳定的调节剂。”
薛亮表示，今后，她们将坚
持常态化、制度化运行读
书活动，为公司提质增效、
和谐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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