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5日上午，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举办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宣传安全成就，传播安全文化，进一
步提高全民安全意识和安全法制观念。“安全生产月”期间，现河厂以岗位责任制落实为主抓手，围绕“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及“清废行动2018”等重大部署，积极践行中国石化“绿色企业行动计划”，通过展板评比、
发放宣传材料、展示电子屏等方式，集中开展一系列深入基层、贴近员工的安全清洁生产宣传教育活动，不
断强化“红线”意识，提升全员安全环保素质，为采油厂安全稳定、绿色节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孟涛 张欢欢 摄影报道

宣宣传传安安全全成成就就 传传播播安安全全文文化化

本报6月21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赵军)

随着以“四化”建设为支撑
的新型采油管理区建设完
成，胜利油田鲁明公司济
北采油管理区生产经营、
运行等模式发生了巨大变
化，在人工变自动、报警变
预警、监控变指挥助推生
产提质增效的同时，也为
新形势下员工转型创新创
效提出了新要求。管理区
责任技师毛光明认为，每
一名员工都能立足岗位，
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创新创
效，才能在转型发展中实
现个人价值。

去年以来，毛光明所
在的注采五站在新型采油
管理区建设中优化人力资
源50%，实现了最佳的生产
运行状态，但人均工作量
也随之增加。

从今年开始，毛光明
继续保持将工作中发现的
疑难问题及时汇总的好习
惯，并给自己列了一张“创
效清单”，打算用一年的时
间完成毛辫子电动润滑装
置，玻璃钢脱气加药罐，软
轴螺杆自吸泵推扩应用，
无线自吸泵控制装置，新
型曲柄防脱装置等创新创
效项目，从根本上解决降
低劳动强度等工作。

据了解，抽油机在生
产运行过程中，“曲柄销”
一旦脱出不仅会造成较大

的事故损失，还会对员工
人生安全造成威胁。从前，
毛光明等人就在全员加密
巡井严防隐患的基础上，
制作了一个“连杠防脱”装
置，有效化解安全隐患。实
践中，这个工具因体积大，
且需要两名员工配合半个
小时才能完成安装，一直
没达到理想的状态。

最近，毛光明就和改
良版“曲柄销防脱器”较
上了劲。今年，毛光明再
次发起挑战，这次他利用
电磁感应原理，创新发明
了电磁式无线曲柄销防
脱保护装置。通过电磁感
应，只要曲柄连杆向外拉
伸0 . 3至0 . 5厘米，电磁开
关就会立即报警并停机，
对设备起到保护作用。新
工具体积小，操作也非常
方便，一个人10分钟内即
可完成安装，灵敏度较之
前高出不少。

目前，新工具已进入
现场试验阶段，虽然还需
要进一步试验和改进，但
毛光明对此充满信心。这
已经是毛光明今年要攻克
的第四个难题，之前经过
他改良的“新型毛辫子润
滑器”、“红外线查找穿孔
管线”、“密封防漏加药罐”
都已经在管理区范围内推
广使用，不仅省时省力，关
键是安全环保，受到了干
部员工的好评。

济北采油管理区：

技师毛光明的创效清单

山东省劳动模范、河口采油厂杨湖川扎根大王北油田

25年没有讲完他与油井的故事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维东 张宗凯

25年如一日
潜心解决生产难题

走进大王北，映入眼帘的是
风车、油井、虾池、盐田，宛若一幅
美丽的画卷。而在25年前，这里还
是“春季白茫茫，夏季水汪汪。飞鸟
难做巢，草木不生根”的荒凉滩涂。

从成都大学毕业到荒凉的盐
碱滩，环境的落差并没有让杨湖
川失望。在他看来，人生就像瀑布，
有高低落差，才能称得上美景。

参加工作没几天，杨湖川和
同事到大65区块的一口新井去拉
油。爬到拉油罐上，他第一次听到
井口汩汩的冒油声，自豪感油然
而生。杨湖川说，正是从那一刻
起，坚定了自己对这份事业的选
择，这也是他义无反顾执著工作
的原动力。

夏季和冬季是大王北油田最
难熬的两个季节。大王北油田
70%以上的井站都被虾池盐田包
围，属于典型的“陆油水采”。夏季
雨水一冲刷就是一条沟，加之周
围养殖池日积月累的渗透，道路
和井场的地面时常被掏空，生产
空间不断被养殖池和雨水挤压。
大王北油田的原油凝固点高、含
蜡高，冬季易结蜡堵管线造成回
压升高，严重时会导致穿孔。这就
像血脂高的人通常伴有血压高，
血脂过多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堵塞
血管，造成高血压。

与杨湖川共事过的同事都知
道，他每天都有记工作笔记的习
惯，记笔记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记
下灵感和每个问题解决的过程。
夏季，雨水和井场周围的养殖池
侵蚀进井道路，他会考虑如何减
少道路泥土流失；冬季，管线总是
堵塞，他会思量问题的症结到底
在哪里。

杨湖川的工作笔记中有很大
一部分内容被冬季生产的问题占
据。解决冬季管线冻堵，最好的办
法是使用加热炉给管线升温降
压，而采油管理十区自产气十分
有限，加之部分高耗能的加热炉，
使原本捉襟见肘的气源更加雪上
加霜。

于是，杨湖川琢磨着要“冬病
夏治”，利用夏季筹备冬季生产运
行，对“油、气、水、电、输”系统进
行全面升级改造，使冬季生产管
理由过去现场管理模式转变为运
行管理模式，实现了由过去“大灾
停产、小灾停井”变为“大灾不停
产、小灾不停井”。

工作25年，他对各种生产难
题潜心研究对策，但对家人却鲜
有时间陪伴。一直以来，一家三
口从未一同外出旅游，夫妻二人
唯一的一次旅游是21年前去成
都度蜜月。说好儿子中考结束一
家人去云南旅游，由于产量吃
紧，杨湖川爽约了；儿子的生日，
家人围坐的餐桌，杨湖川经常是
缺席的那一个……尽管内心曾
有过抱怨，可家里的每个人都理
解杨湖川，妻子崔恩东深知丈夫
是一个对事业执著的人，家里的
事，都由她负责。

勇于改革创新
把油藏经营出好效益

杨湖川的身上既有父辈务
实、担当的特质，又有着新时期石
油人锐意进取、敢为人先的探索
精神。熟悉杨湖川的人评价他说，
他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敢想
敢干，善于接受新鲜事物。

85后青工小王刚参加工作6
年，原打算在注采1101站采油工
岗位一展抱负，可没想到，2018年
富台油田搞经营承包，让他站在
了人生又一个岔路口——— 是“走
出去”外闯市场，还是去其它班站
从零开始？面对抉择小王萌生了
退却的念头。

了解到情况后，杨湖川权衡
利弊，建议小王从长远发展角度
考虑，还是到新岗位锻炼自己，

“深化改革调整的是体制机制而
不是人，要让合适的人走上合适
的岗位，才是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

作为油田首批十家新型采油
管理区试点单位之一，2017年，河
口采油管理十区被赋予自主经营
权。在杨湖川眼里，这份自主经营
承包责任书有着特殊的意义。“就
像当年小岗村的十八个红手印，
承载着大北人对自主经营承包的
探索。”被赋予自主经营权后，杨
湖川也随之从执行者变身决策
者，天天琢磨，家怎么当，活怎么
干，钱怎么花，如何让油藏经营出
最好的效益。

大王北油田大65区块地处滩
海，管理着27口油水井。由于地理
位置偏远，开发管理难度大，加之
生产规模不断缩小，生产经营形
势日趋严峻。如何提高开发效益，
这一直是杨湖川殚精竭虑的一块
心病。

抱着先行先试的态度，2017
年3月，杨湖川在大65区块试点自
主经营承包，由12名员工承包了
过去44人的工作量，成为第一批

“吃螃蟹”的人。
创新给杨湖川带来了意外之

喜。2017年，大65区块成为采油管
理十区的“明星”区块，人均劳动
生产率从290吨/年上升至750吨/
年 ，吨 油 运 行 成 本 同 比 下 降
35 . 8%，实现了年利润由亏损131
万元到盈利215万元的逆袭。

2017年，杨湖川的儿子被华
侨大学录取，他破天荒地休了工
作以来的第一次年假，陪妻子一
同送儿子上大学。送完儿子回来
时，虽然假期还没结束，但杨湖川
已经匆忙返回工作岗位。“现在，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
用来的回忆的。”杨湖川把这句话
送给了上大学的儿子。

油井高产，他会忍不住在餐桌上和妻子分享这份喜悦，“就像农民有了好收成”。刮风下雨，他会一夜辗
转反侧，彻夜难眠，“心里牵挂着油井会不会停产”。在儿子眼中，他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因为他关心油井比关
心儿子还多，他就是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采油管理十区经理杨湖川。扎根大王北油田25年，他就是这样与油
井结下了不解之缘。

本报6月21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孙刚刚
姜涛) 6月9日，今年74

的董大爷在公交车上突发
疾病。紧急情况下，中石化
地球物理公司胜利分公司
员工高海枫和公交车司
机、同车的一位女士共同
将老人送至医院，并帮其
挂号、做检查，直到和老人
家属交接后才自行离开。

9日上午7时3 0分左
右，1路公交车在西城北一
路正常行驶时，后车厢突
然发出“啊……”的一声尖
叫吸引了全车人的注意
力。高海枫回头一看，一位
老大爷左手捂着心脏，右
手紧紧抓着前排座位的后
靠背把手，浑身发抖，弯着
腰大口喘气。他快步来到
老人跟前，连着呼唤了几
次，可是老人只是急促喘
息，说不出话来。看到情
况，公交车司机一边稳稳
地驶向路边，一边吆喝乘
客帮忙。可车上的30多名
乘客，大都是学生和一些
上班的年轻人，看到这种

突发情况都不知所措。
高海枫迅速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并不停地给
老人进行背部按摩顺气和
胸口按压，缓解疼痛。公交
车司机也快速驶向和救护
车约定的油田职工大学站
点。

公交车到达站点时，
发现急救车还没到，高海
枫便和司机商量直接将老
人送到东营区人民医院。
随后，高海枫和同车的女
士一起把老人扶到急诊
室，帮助挂号、缴费、做检
查……看着老人输上液，
他又找出老人随身的电
话，和病人家属取得联系。

“非常感谢，危急时刻
救了我们家老人一命。”半
小时后，老人子女赶到医
院连连道谢。据了解，今年
74岁的董大爷患有支气管
炎、哮喘等疾病，这次是因
为肺部感染和发烧才出现
了突发状况。看着老人一
切稳定下来，也有亲人前
来照顾，高海枫和那位女
士才自行离开。

公交车内老人发病
司机乘客携手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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