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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 320 多万吨原油的埕岛油
田，是胜利油田海上原油生产的主战
场。航行在埕岛海域的“胜利 291”，
是目前胜利油田唯一的万匹马力、性
能最全的多用途工作船。2003年以
来，胜利油田海洋船舶中心“胜利
291”作业中心员工先后安全完成抢
险搜救任务50余次，救助人员100余
人，拖航1100余次，其中长距离大型
拖带200余次。

他们驾驶着这条船，就像一根
“定海神针”，承担了埕岛海域恶劣海
况下的抢险救助、平台及海上其他大
型漂浮建筑物远距离拖航、海上各种
平台及无自航能力大型作业船舶的
安全守护，以及人员接送和物料供应
等工作任务，连续19年默默守护着这
片海域的平安。

这是一艘几乎不靠岸的船

船长年不能靠岸，是因为有着特
殊的使命。胜利油田要求“胜利291”
24小时在海上待命值守，能以最短时
间、最快速度赶到事发地点实施救援

一场火扑了18个小时，在刚刚过
去的 2021 年，姚长兴经历人生中时
间最长的一次海上救援。

着火设施在距离桩西码头百海
里外的海域。巨大的火焰夹杂着浓
烟，百米外都能感受到滚滚热浪。

这次救援远比想象的难。不过
对船长姚长兴来说，在无数个海上漂
泊的日子里，这只是他们工作的一部
分。

韩波已经在这条船上工作了 14
年，作为海洋船舶中心“胜利 291”作
业中心党支部书记，一年中大部分时
间待在船上，最长的一年足足待了10
个月。

每次上班，他要先从家奔波到海
洋石油船舶中心桩西基地内港码头，
再从码头乘船出海，行驶30多海里后
再登上“胜利291”。

相比很多人，这条上班路并不好
走，但就是这条并不好走的路，在赶
上特殊情况或恶劣天气时，对韩波和
他的船员兄弟，却几乎成为一种奢
望。有一年，这条路他只走过三回。

船长年不能靠岸，是因为有着特
殊的使命。胜利油田要求“胜利291”
24小时在海上待命值守，同时在中心
一号平台、二号平台和三号平台交会
点，画出一个半径5海里的守护圈，为
的就是海上平台一旦发生突发状况
时，能以最短时间、最快速度赶到事
发地点实施救援。

听脚步声，就能判断是不是船员

因为船员的脚步重，只有这样才
能在船上站得稳。不晕船不代表克

服，只是晕的程度不一样。然而对船
员来说，手里的工作只要没干完，就
不能停下

如何高效执行拖航任务、如何快
速转运病号伤员，对船员们来说，早
已熟记于心，但是恶劣的工作环境和
晕船，却是他们始终摆脱不了的难
题。

去年刚大学毕业的新员工付金
龙，就被这片海“伤”着了。参加工作
以前，小付最喜欢坐船出海，因为喜
欢大海，上大学后他还专门选择跟海
事有关的专业，对抵抗晕船的能力一
向很有自信，直到登上“胜利291”。

小付上班第十天，在海上值守的
“胜利 291”突遇 9级大风，船体瞬间
猛烈摇晃起来。他下意识地赶忙抓
住身旁的栏杆，身体还是不由自主地
跟着摇晃，还没有做好准备，胃里像
翻江倒海一样难受。

付金龙第一次有了头晕恶心的
感觉，“之前经历过那么多摇晃实验，
都能扛下来，可是真的置身其中，才
发现完全两码事。”他说。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胜利油田规
定，低于海上8级风，“胜利291”不能
回港避风。“8级风什么概念？风速达
到 17.8 米每秒以上，浪高 3.5 米到 4
米，船的倾斜角度能达到30度。”韩波
说。

在“胜利 291”工作了十多年的
他，也是一路“吐”过来的。如今，一
般的风浪对他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但
每次遇上大风浪还是会止不住地难

受。他说：“不晕船不代表克服，只是
晕的程度不一样。”然而，对船员来
说，即使在这种环境下，手里的工作
只要没干完，就不能停下。

去年冬天，一个巨大的气象标漂
进胜利工区，接到指令的“胜利 291”
准备实施打捞。

由于海上风浪太大，船剧烈地摇
晃，海浪拍打着船尾的甲板，船员们
一手抓着护栏，一手实施打捞，用了3
个多小时才将浮漂打捞上来，保证了
油区的安全。等回到船舱，大家浑身
上下早已经湿透。

韩波现在一听脚步声，就能判断
是不是船员。他说，因为船员的脚步

重，只有这样才能在船上站得稳。

因为肩上扛着那份责任

他们说，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干
好，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
家人；这艘船能够带着他们乘风破
浪，闯过更多难关

291 船 25名船员，三班倒，上一
个月休半个月。对于长年漂在海上
的船员来说，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
休假或者回港避风。每当到了“回头
是岸”的日子，大家就像过节一样，开
心地一起包顿饺子。

遇上运送病号伤员的时候，大家
会激动地跑上岸接接地气。可是，常
常还没等站“稳”，他们又要返回船
上，驶向茫茫大海。

每当看到别的船返港避风，也是
船员们心里最难受的时候。“我们什
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回港避风，该
有多好。”韩波感慨。但是他深知，他
们必须要守护好这片海，因为肩上扛
着那份责任。

从桩西码头乘船登上了长 74米
的“胜利291”，有4层建筑，狭长的过
道，又窄又陡的楼梯，10平方米狭小
的房间，是船员们工作和生活的全
部。每当海上风平浪静的时候，大家
就会走上甲板开展休闲娱乐活动。

韩波说，如今单位给配备了很多
硬件设施，让船上的条件越来越好，
加上有了网络，还能经常跟家人通视
频电话。

尽管如此，也抹不去他们心里对
家人的亏欠。由于不能正常倒班，家
里的很多事情都要算着船员们回家
的日子。可即使这样，还是会有变
数。

黄志存又爽约了。作为“胜利
291”轮机长，他的工作是负责船上的
设备运行。用他的话说，这是一个

“不见天日”的工作。
自从走上这个岗位，老黄和轮机

部的同事整天猫在位于水下的船底
仓，检查设备设施，做好维护保养，确
保船正常运行，保证每一次执行任务
时不出问题。

前段时间，他提前安排好休班计
划，准备带老人去看病，没想到遇上
恶劣天气倒班被延后，老黄在船上又
待了一个多月。

扛过了无数次惊涛骇浪，黄志存
无怨无悔。他说：“选择了这份工作
就要干好，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家人。”

付金龙也扛过了那次风浪，他相
信，这艘船能够带着他乘风破浪，闯
过更多难关。

“胜利 291”的船员们。

““胜利胜利 291291””作业中心员工拖拽海上浮标作业中心员工拖拽海上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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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园军 王永香

在中原油田供电服务中心，杨军民扎根
电力抢修33年，练就了一身电力运维的绝活
儿。去年12月份，本该退居二线的他再次带
领队伍出发，为 2022年北京冬奥会奥运场
馆提供供电保运服务。

电网抢修不分昼夜，特别是风雨雪雾等
恶劣天气，更是要“枕戈待旦”。在杨军民心
里，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从未关过手
机，夜里听到风雨声，就马上穿戴好，把电话
握在手中，为的就是能第一时间赶到抢修现
场。”

1月 5日，北京延庆雪山雪橇赛道上寒
风刺骨，杨军民带领项目部的员工进行UPS
应急电源电缆接线制作。

距离冬奥会开幕不到30天，他们必须与
时间赛跑，抢在开幕式之前完成所有电缆头
的制作工作。为此，杨军民和项目部其他成
员每天盯在工地，中午困了累了就在现场找
块包装板躺下，为了防风，有的员工将整个
身体钻进塑料包装袋中御寒。

“杨书记，你都快60岁了，身体能吃得消
吗？”面对同事的发问，杨军民总是嘿嘿一
笑：“我这把骨头，硬得很。”

杨军民有个习惯，在顺着电力设施沿线
行进时，会边走边记，回去后就把一条条线
路图精确地绘制下来。因此，他对供电沿线
环境及用户特点等情况了然于胸。加上长
期的抢修实践，他能根据停电范围、天气情
况、线路设备健康状况等，迅速判断出事故
的基本性质和位置、故障成因和故障点。

来到北京冬奥会场地后，他也是这么做
的。不到30天的时间里，他已经走坏了一双
鞋。

参与冬奥，服务奥运，作为中原油田
2022年北京冬奥会保电项目组的成员，杨军
民内心无比自豪。如今，杨军民每天早上5
时30分就会出发，赶赴工作地点，21时到23
时才返回驻地。由于延庆滑雪场等保电地
点的气温已降至零下18摄氏度，所以杨军民
每天出发前都会在保温壶里灌满姜汤随身
携带。

1月 6日 8时 13分，杨军民在设备巡检
中，突然发现发电机柴油有轻微结蜡现象，
凭借经验，初步判断发电机温控器出现了故
障。他立即向上级汇报，并与厂家对接技术
咨询后，检查发现虽然温控器油泵和传感系
统正常运转，但加热系统温度没有正常升
高。随即与甲方协调，及时更换油泵温控
器，避免了因发电机油路堵塞引发停电事
故。甲方在目睹杨军民的精湛技术与精心
服务后，由衷地说：“中国石化的人干工程就
是厉害！”

厉害的背后是杨军民对电力技术的执
着。在长期抢修实践中，他已巡线 4000多
公里，亲手绘制线路图 600余张，梳理分析
上万个事故隐患，累计完成故障抢修300余
次。

杨军民常说：“电工就要用过硬的技术
维护电网运行。”在此次冬奥会供电保运期
间，杨军民带领员工建立起“三道防线”。第
一道防线是参数优化，逐项核查，采用各环
节确认书的方式，将现场设备逐台试验，逐
台检测，并签字验收，确保设备有人管理，有
人负责；第二道防线是设备优化、技术强化，
利用施工间隙，安排专业人员不断摸索新设
备的各项性能，总结特点，推广学习；第三道
防线是结构优化，操作细化，针对各台设备
制定出一套细致的操作流程。

“真正的防线是在每个人肩上，在每个
人的脚下。我认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奋
斗者也是最幸福的，所有奋斗者齐心协力，
我们这届冬奥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杨军
民信心满满。

“胜利291”：守护蔚蓝海域19年

胜利油田海洋船舶中心“胜利291”作业中心员工驾驶着这条多用途工作船，就像一根“定海神针”，承担了埕岛海域抢险救助、
远距离拖航、安全守护，以及人员接送和物料供应等任务，扛过无数次惊涛骇浪

本报记者 黄敏清
通讯员 夏家骅 何 冰

现在有个流行词叫“硬核”，用以
形容“专业化、门槛高”的事物，或者

“极专注、极热衷”的人物。
在14万吨/年硫黄回收联合装置

和2号脱硫装置系统机柜间，广州石
化仪控中心的3名80后、90后青年为

“硬核攻坚”这一词做出了生动诠
释。他们因大修项目聚集在一起，在
检修中全力以赴做好仪表设备项目
的检修，严把检修质量关，为安全、绿
色、高效完成炼油2系列大修和化工
区消缺贡献青春力量。

80后善谋划

朱金培先后解决16项技术难题，
为 14万吨/年硫黄回收联合装置 ESD
系统硬件升级及程序优化、2 号脱硫
装置DCS系统升级改造等项目顺利实
施打下坚实基础

“数据显示一切正常。”在 14万
吨/年硫黄回收联合装置机柜间，总
能见到一个斯斯文文的青年，话语不
多，办事沉稳。他是仪控中心仪表一
区域重催班技术员朱金培，2007年进
厂的80后。

朱金培主要负责班组的技术管
理及质量把关。装置停工大修期间，
DCS系统、ESD系统和电源系统等都
需要停电检修，而污水罐要储存其他
装置的污水及回收装置吹扫的介质，
需保持正常生产，如何才能保证检修

期间污水罐的正常运行呢？
朱金培经过认真分析发现，装置

机柜间内有一套氨水装置的DCS控
制系统，能独立于装置运行，且系统
容量和指标均满足污水罐的控制要
求，可以提前将污水罐的相关仪表指
示、控制及逻辑功能“分家”迁移至氨
水装置DCS系统。

他制定了周密的“分家”迁移方
案，梳理出需要迁移的40个位号及关
键逻辑控制功能，提前在机柜内加装
接线端子，通过机柜间电缆把该端子
与氨水装置DCS系统预分配的安全
栅或端子板连接，并在氨水装置DCS
系统上在线新增污水罐的逻辑、控
制、人机界面等的组态和测试。

在各相关部门的协助和配合下，

最终，朱金培成功将污水罐仪表信号
迁移至氨水装置DCS系统，确保了装
置检修期间污水罐的安全平稳生产。

朱金培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大
修期前，先后解决了16项技术难题，
为14万吨/年硫黄回收联合装置ESD
系统硬件升级及程序优化、2号脱硫
装置DCS系统升级改造等项目的顺
利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90后严把关

龙伟军负责14万吨/年硫黄回收
联合装置ESD系统硬件升级及程序优
化等重点项目，参与前期设计、确定
方案、项目实施、进度把控、控制组态
调试、联校确认等工作

在装置机柜间，一名高高瘦瘦小
伙子忙碌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大家的
视线中。他是仪表一区域重催班技
术员龙伟军，2018年进厂的90后。

龙伟军负责14万吨/年硫黄回收
联合装置ESD系统硬件升级及程序
优化等重点项目。他主动介入大修
项目施工中，参与前期设计、确定方
案、项目实施、进度把控、控制组态调
试、联校确认等工作。

他严格对ESD系统控制站及输
入输出卡件、接线端子板和电源等硬
件整体升级进行质量把关，对逻辑组
态进行整合优化，对画面报警、历史
记录等组态进行完善，确保系统升级
后安全稳定运行。

本次大修改造更换的联锁报警
设定器，其型号与原先的不一样，两
套组态软件不一样，无法直接导入组
态数据。龙伟军通过解读程序，重新
编辑了一套程序，顺利导入了组态数
据并成功调试。

龙伟军还负责重催装置机组监
测系统的缺陷整改项目，对联锁输入
信号、输出信号分组整改。针对此前
没有冗余功能的卡件，他自行设计改
线路、改逻辑、改组态，并进行调试，
实现了卡件的冗余功能，消除了系统
隐患，提高了联锁系统运行可靠性。

龙伟军大修中挑大梁，以实际行动
诠释责任和担当，成为青年员工典范。

95后勇“破圈”

长江跨岗到重催班支援检修。

他要求施工人员严格按规范处理线
路，在新机柜安装时，精准测量垂直
度 ，确 保 机 柜 拆 线 、接 线 准 确 率
100%

“注意机柜安装的垂直度。”在 2
号脱硫装置机柜间，一名高高个头的
小伙子特别引人注目。他是仪表一
区域轻催班技术员长江，2020年进厂
的95后青年。

这次区域安排他跨岗到重催班
支援检修，负责2号脱硫装置DCS系
统升级改造项目。在系统安全栅及
安全栅柜整体更换中，他在班组技术
员的指导下，提前整理好机柜接线
表，对接线做好标志，清楚每个回路
的接线走向，熟悉技术方案和技术规
范。

在系统机柜拆除中，他严格把
关，要求施工人员严格按规范处理线
路；在新机柜安装时，精准测量垂直
度。他严格监督施工人员的接线质
量，确保了机柜拆线、接线的准确率
100%。在他的努力下，2号脱硫装置
DCS升级改造接线提前两天完工，为
下一步的大修赢得了时间。

大修期间，他还见缝插针，在监
督施工期间抽空“偷师”，跟着班组技
术员学习升级改造后控制方案的组
态等工作。系统上线后，他又负责线
路测试、回路联校的质量把关和验收
等工作，确保系统升级改造项目一次
成功投用。

长江充分利用大修时机主动扛
重任，在干中学、学中干，迅速成长，
逐渐成为班组干将。

“硬核攻坚”中的检修青工
在广州石化，他们严把检修质量关，为安全、绿色、高效完成炼油2系列大修和化工区消缺贡献青春力量

龙伟军 长江朱金培

中原油田 2022 年北京
冬奥会保电项目组党支部书
记杨军民，练就了一身电力
运维的绝活儿。最近，他与
项目部成员每天吃住在工
地，为冬奥服务

“我这把骨头，
硬得很”

1 月 24 日，杨军民（左）和保电员工交流
场馆新设备的维护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