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连岗巡检生产线丝道。

姓名：顾连岗
年龄：55岁
石化原声：我一直鼓励大家，感恩企业最好的表

达，就是对企业有一种归宿感、荣誉感、责任感。感恩
企业就要为企业多创效益。

姓名：管锦武
年龄：54岁
石化原声：做了印制出版工作后，觉得这项工作

看似简单，但特别需要细心、细致，很有挑战性。

管锦武推动出版车间完成数字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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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创新是感恩企业最好的表达

工作36年来，仪征化纤合纤二部主任技师顾连岗爱企爱岗爱琢磨，他的
发明创造与革新建议，都是基于解决车间生产中出现的实际难题

他用精细诠释敬业

32年来，中国石化工程建设
公司（SEI）高级经济师管锦武坚
守印制出版车间一线，创设“管式
印制六步法”。他总能合理安排
各个环节，确保了施工用图供应

江汉油田盐化工总厂氯碱运
行部首席高级技师陈晓玲，从入
职之初就专注苦练基本功。她对
待工作始终严细认真，先后获集
团公司“特级技师”、湖北省“技术
状元”等称号

年逾九旬的中原油田退休干部满应科，70年前从部队转业到石油系统
工作。正是他，发现、鼓励并引导优秀工人王进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今年93岁的满应科老人精神矍铄。

姓名：满应科
年龄：93岁
石化原声：我这一辈子，一直为引导优秀工人王

进喜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感到自豪。

“中控岗活词典”

陈晓玲在装置电解槽前测槽压。

姓名：陈晓玲
年龄：45岁
石化原声：了解自己的工作才能心里踏实。我学

东西慢，所以就要多花工夫。

满应科

我叫满应科，中原油田退休干部，今年 93岁。我这一辈
子，一直为引导优秀工人王进喜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感到自豪。

1952年 8月，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19军 57师
（石油工程第1师）转业。1954年2月，调到玉门油田钻井公司
钻井一大队任党总支书记。当时，贝乌钻井5队的干部群众普
遍反映，王进喜工作积极，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培养王进喜入党，
由我和党总支副书记杨型亮作为王进喜的入党培养联系人。

为此，我对王进喜的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他出生在甘肃
玉门贫苦家庭，6岁就用一根棍子拉着盲父走街串巷讨饭；10
岁帮地主放牛，稍大些到煤窑拉过煤、修过公路，还淘过金子、
捞过原油；15岁到玉门油矿干杂务小工；1950年，成为新中国
第一代钻井工人。

当时我负责整个钻井一大队的党员、干部管理和思想教育
工作，每月都要把各钻井队跑一遍。经过和王进喜多次见面交
流，我发现他这个人特别能吃苦、干劲大、爱动脑。平常，不管

是在钻井现场，还是在钻工驻地，见着他，脸是黑的，眼是红的，
牙是白的，上身披件老羊皮衣。他不怕累，不怕困难，敢讲真
话，是个性情中人。

王进喜不仅能干，还有主人翁意识。新中国成立前，玉门
油矿的钻井速度比较慢，甚至存在“长工活儿，慢慢磨”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王进喜看不惯，在多种场合说：“咱们现在是主
人了，是给国家干、给自己干，要把柴油机开大，把转盘开快，狠
狠地打，快快地打，多出原油！”

当我们问王进喜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连说两个
“非常愿意”。但他思想上有顾虑，说自己没上过学，文化低。我
就鼓励他：“只要好好干，在实践中多学多总结，你一定能行。”

1955年 4月的一天，王进喜准备写入党申请书。由于王
进喜当时识字不多，贝乌钻井5队党支部书记就把王进喜和队
上一个有文化的技术员叫到会议室，安排技术员根据王进喜的
口述，帮助他整理成入党申请书。

印象中，王进喜非常敬佩有技术会干活儿的工人。只要你
把岗位工作干好了，怎么和他开玩笑都可以；收工后，他还能给
你唱秦腔听。

之后，我又叮嘱5队党支部一班人，对王进喜在工作上要
严格要求，在思想上更要帮助他：一是指导他、监督他开展政治
学习；二是帮助他克服工作方法有时简单粗暴的毛病。

王进喜一旦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改正很快。经过一段时间
的教育、帮助，他在工作中不仅照样抓钻进不放松，遵守纪律严
格要求、规范安全操作，还学会了做思想工作。

当时，王进喜带了几个徒弟，我每次到贝乌钻井5队巡井
调研，见到他的徒弟就问：“王进喜这人咋样啊？”人人都说师傅
对他们很好，像亲兄弟一样，非常耐心、热心地教他们学钻井业
务技术，每项操作反复给做示范，尤其叮嘱他们钻井现场每个
环节都有安全风险，稍有闪失就会要了小命。他们都说：“安全
意识就这样在心中扎下了根。干活儿要实实在在，我们都是在
为国家建设打井打油。”

经过一年多的帮助教育，王进喜变化很大，也成熟了很
多。1956年 4月初，我到贝乌钻井5队了解情况，大家都说王
进喜带领班组干得有声有色，钻井进尺是最高的，零事故，群众
基础好，政治也过硬，爱动脑、爱总结，平时还爱笑爱唱是个大
活宝。党支部书记和队长都说王进喜已经具备入党条件。随
后，王进喜就由他们队上的党员干部介绍入了党。

1957 年，王进喜在我的推荐下，担任了贝乌钻井 5队队
长。1958年初，当时的石油部在玉门油田、新疆油田两地摆开
战场，开展“优质快速钻井”劳动竞赛。王进喜率队参赛，夺得
钻井进尺第一名，他本人被命名为“钻井闯将”，井队被命名为

“卫星钻井队”。1959年，王进喜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并出席新
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之后他参加大庆石油会战，成为“五面
红旗”之一，最终留下了传承至今的铁人精神。

（韩学忠 整理）

宋国梁 段林薇 张金凤

闭上眼，在江汉油田盐化工总厂氯碱分厂设
备间，陈晓玲的耳朵捕捉到大大小小的气流声，
各种机泵、管线中的流体在轻轻奔涌，仿佛合奏
着一曲交响乐……

陈晓玲是氯碱分厂首席高级技师，从入职之
初她就专注苦练基本功，与形形色色的设备共
舞。当获得集团公司“特级技师”和湖北省“技术
状元”荣誉称号时，她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将之视
为新的起点，激励自己加倍用心钻研业务。

“陈晓玲工作特别细，只要到现场走一圈，哪
怕一滴水的泄漏，她都会及时发现并处理。”电解
一装置中控四班对陈晓玲工作的严细认真有口
皆碑。

“了解自己的工作才能心里踏实。”陈晓玲坦
言自己想法很简单，“我学东西慢，所以就要多花
工夫，那是一个海绵吸水的过程。”从 1992年高
中毕业分配到氯碱厂，她先后在纯水站、盐水预
处理岗、电解中控岗当操作工。

无论在哪个岗位，她都努力认真地学。尤其
是到电解中控岗后，由于装置工艺复杂，设备仪
表都是从国外引进，这让当时刚转岗过来的陈晓
玲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

“搬开石头的最好办法就是找到支点，再持
续地用力。”陈晓玲下定决心。她经常向分厂和
车间的技术干部请教，每当执行完调度及车间指
令后，她总会仔细记录下每个步骤。赶上装置遇
到突发事件，即使正好下班了她也不回家，会跟
着接班的人一起处理，积累经验。后来，她闭着
眼睛都能随手指出所有阀门的位置及管道的走
向，成为同事口中的“中控岗活词典”。

下班等车时，陈晓玲总是戴着耳机，嘴里时
不时冒出几个英语单词。

她觉得驾驭洋设备，得先学好英语，于是坚持
利用业余时间自修英语。她主动参加职工大学的
技能创新培训，不断扩展自己的专业知识。她还
从专业网站下载技术资料，带动班组成员一起学
习。

同事眼中，45岁的陈晓玲，娴静而稳重，但与
她一交流，就能感受到她娇小身体里蕴含着巨大
能量：“和她一起巡检，看她闻一闻听一听的，总
能发现漏点、隐患，而且处理得特别快，简直神
了。”

其实，在陈晓玲看来，她就是细心了一点，多
看了几回。有责任心就会精益求精。陈晓玲说：

“厂里每一个风险点都不能放过，要悉心排查、甄
别，才能及时消除隐患。”

陈晓玲主动参加、配合车间开展技术攻关，
她建议修定脱硫加酸气动阀参数，提高了pH值
控制的稳定性，使脱硫装置的停车次数减少了
70%；她总结出的增加淡盐水加酸量，解决了离
子膜运行末期出现的氯中含氢高、出槽淡盐水
pH高、电流效率低等问题，有效降低了吨碱电
耗；她提出的板框过滤器整改建议被盐化工总厂
采纳，确保了20万吨/年氯碱装置满负荷生产所
需盐水量。

31年来，装置不断提档升级，陈晓玲从没有
停止学习的脚步。她不断钻研，练就了一身过硬
本领。2012年，她荣获江汉油田“三八红旗手”称
号；2013年，获得湖北省总工会授予的“五一”劳
动奖章；2021年，获集团公司“特级技师”荣誉称
号。

翟瑞龙 张 斌 刘玉福

前段时间，全国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召开。会上，
仪征化纤“顾连岗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创新成果——“大纺位
低压生头技术”入选交流。

仪征化纤合纤二部主任技师顾连岗及其团队通过研发分
丝操作法、低压大吸力等技术，成功破解大功率空压机耗电量
大、影响生产线网络生头等难题。目前，这一成果已推广到18
条涤纶短纤维生产线，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顾连岗办公室的工作柜顶，放着一个大工具箱，同事都称
它为“百宝箱”，里面有他自费购买的各类电子元器件，还有他
的各种小发明。

36年来，顾连岗个人的工具箱越换越大。他至今记得，刚
到仪征化纤当纺丝操作工时，由于纺丝岗位与下道卷绕岗位
一个楼上、一个楼下，没有电话联系，从高中就喜欢物理的他，
自费购买电子元器件，制作了简易的有线对讲机，方便了生产
信息传递。

这项小发明，得到同事的欢迎、领导的赞赏，更激发了顾
连岗发明创造的信心。

这些年来，他的发明创造都基于解决车间生产中出现的
问题，顾连岗的“百宝箱”成为企业日常生产工作中解决问题
的利器。

短纤部大容量装置由于生产线的丝道与其他生产线不
同，一度生头缠辊较多，不仅增加成本消耗，还影响产品质
量。顾连岗一有空就到卷绕岗位观察生头，和岗位员工分析
生头缠辊的原因。经过半年的摸索实践，他研制出专用的卷
绕网络生头工具，总结出分丝操作法，使月均生头缠辊由开车
初期的 21 次降到 4次以下。至 2016 年底共减少生头缠辊
1980次，直接创效2800万元。其后，他又发明一系列新的分
丝操作法，结合网络器、压空系统改造，停用专供卷绕网络生
头的大功率空压机，降低了电耗。2019年 12月，“大纺位低压
生头技术”获全国能源化学地质系统优秀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二
等奖。

熔喷布是口罩芯原材料。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接到
集团公司党组交给的紧急任务，仪征化纤应急跨界上马熔喷布
项目，24小时连续施工作业。作为主任技师的顾连岗，负责施
工现场疫情、安全管理、开车生产准备和稳定运行以及质量控
制等工作。第一、第二条生产线调试开车共5天5夜，他仅回家
休息了7个小时，12条生产线全面建成后，他体重下降了8公
斤。

冬天戴口罩，眼镜容易起雾，成为很多人遇到的难题。作
为医用口罩的重要原材料，熔喷布的过滤效率和通气阻力是对
矛盾体，一般病菌过滤效率越高，阻力也越高；阻力高了，口罩
的透气性差，气息会从鼻梁上方漏出造成眼镜起雾。顾连岗劳
模创新工作室组织开展专项攻关，通过优化原料、改进设备、提

高过滤效率均匀性等技术革新，成功开发生产出超低气阻熔喷
布。后来，“提高熔喷布产品质量”这一成果，获全国能源化学
地质系统优秀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

全国纺织抗疫先进个人、江苏省劳动模范、中国石化优秀
共产党员、中国石化技术能手……在顾连岗家中，一摞奖状记
录了他痴迷革新、不懈奋斗的足迹。荣誉背后，也见证了顾连
岗的匠心传承。

“顾连岗劳模创新工作室”创建于2014年。近5年来，围绕
重点、难点开展创新攻关，共完成180项创新课题，创经济效益
3575万元。工作室先后被评为江苏省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
中国石化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

“我一直鼓励大家，感恩企业最好的表达，就是对企业有一
种归宿感、荣誉感、责任感。感恩企业就要为企业多创效益。”顾
连岗还说，“英雄不问出处，我们呼唤更多能工巧匠的身影，期待
更多的蓝领专家的涌现，期待大家能够用自身过硬的技能，为我
们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王桂根 张 骋 陆平平

深夜时分，窗外分外安静，北京北四环外只
有零星的车辆驶过。而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
（SEI）出版车间内依然灯火通明，机器的刷刷声
不绝于耳，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发送到现场的图纸不能有遗漏，排版装订
不能有丝毫的偏差。”“管叔”时不时地叮嘱，“每
一张图纸或资料在发送前，都要仔细核对检
查。”

“管叔”名叫管锦武，54岁，是SEI印制出版
室生产主管、高级经济师。32年来，他坚守印制
出版车间生产一线，脚踏实地、勤学苦练，创新钻
研出“印制出版六步法”，多次被评为SEI优秀共
产党员。

1990年，23岁的管锦武入职SEI，成为印制出
版室复印组的一员。

“我技校学的是化学工艺专业，可以到炼化
企业做操作工。做了印制出版工作后，觉得这
项工作看似简单，但特别需要细心、细致，很有
挑战性。”管锦武说。

管锦武从基础学起，边学边向师傅请教，从
晒图、复印、切刀、装订、质检、生产管控，直到最
后成品装箱、外发，很快就样样精通。他还独创
了“三秒切刀”的工艺，总结归纳出“印制八步
法”。

经过十年的磨练，管锦武对印制出版生产
的全流程操控日臻娴熟，很快成为班组骨干。
2001年，管锦武任印制出版室生产主管。随着
打印技术的不断发展，印制出版的设备也不断
更新迭代。管锦武在“印制八步法”的基础上，
优化图纸复制、晒图、复印等流程，形成更为简
洁高效的“管式印制六步法”。

近年来，工程建设领域市场竞争激烈，连续
多年生产任务饱满，许多设计资料和报价书的
印制任务非常急迫。

作为处室“大总管”，管锦武总能合理安排
各个环节，有序准确布置，确保按时完成任务。
为保障现场施工进度，他带头加班，赶上进度紧
张时，经常连夜加班，确保现场施工用图供应。

“这几年，每年平均都要发送图纸上百吨。”
指着一摞摞的快递单据，管锦武说。

今年以来，在管锦武的带领下，印制出版室
先后完成中沙聚碳、海南炼化等多个项目的施
工图纸出版任务。

“随着数字化交付不断推广，今后的纸质图
纸会越来越少，印制出版的数字化也要跟上潮
流。每次发到项目现场的图纸有十几箱。我们
在信息化和档案管理部的支持下，将每箱的图
纸明细生成二维码，贴在箱子上。通过手机
App，现场技术人员能迅速找到设计图纸。”管
锦武说。

为推动印制出版工作数字化，管锦武带领
大家不断探索、不断突破，从二维码制作到图纸
数字化扫描，从熟悉印制管理模块到适应数字
化车间环境，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正是这种对工作负责的热情和踏实的为
人，让管锦武能够在SEI这个专业技术人员云
集的单位脱颖而出。”SEI印制出版室经理余毅
说。

弘扬传统弘扬传统 永葆初心永葆初心

我是王进喜的入党培养联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