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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经营 石油石化石油石化环环

●蒋立贵

舷窗外，飞机发动机轰鸣，渐渐加速飞
向天际。我心中，满怀期待盼团聚。发动
机每转一圈，心跳呼吸每多一次，我就离家
近一分。

回首望，从沙特吉赞公用工程项目到
哈拉德天然气项目，我在海外项目任职营
地管理员，这一看似普通却又不可或缺的
岗位，我凭借着一腔热血坚守了7年。

记得初到沙特，就迎来 50 摄氏度的
“烤”验，加上语言不通、生活枯燥，甚至萌
生了申请回国的想法。好在爱人耐心开
导，电话那头，她告诉我：“既来之则安之，
海外现在正缺人，在哪里都要好好干，家里
的事情你不要担心，有我在，你安心工作！”
我吃下一颗定心丸，也逐渐适应沙特的工
作和生活。

这些年，我多次将春节休假回家过年

的机会让给部门的年轻同事，不是不想家，
而是总放心不下营地的工作。项目部中外
籍员工有近2000人，管理任务繁重。从人
员入住退宿，到房间设备维修，每件事都得
高度重视、及时解决，做好后勤保障，让员
工住得舒服顺心，就是我工作最大的成果。

有时候与家人聊天，儿子总心疼我太
辛苦。但每当我看到同事们汗流浃背的身
影，想到这些奋斗在“一带一路”上的建设
者，就更加坚定地要为他们守好“大后方”。

经历了全球疫情、航班熔断、票价高
涨，我与同事们一起在项目上度过了3个难
忘且珍贵的春节。

今年，我拉着行李箱，装载着归乡团聚
的礼物，踏上了回家的旅途。这是我在外
这些年，第二次回家过年。我要好好陪陪
家人，一起吃顿团圆饭，过个幸福年。

（作者系炼化工程集团五建公司沙特
哈拉德天然气项目部员工）

吃顿团圆饭，过个幸福年

●王 鹏 郭万江

“这次可以好好在家陪你们过春节了。”1
月的中原大地，窗外寒风料峭，屋内却温暖如
春，去年12月底才从境外回来的任福强很开
心，“但过完春节我就要赶回非洲去，要盯紧刚
果（布）新项目的启动，确保中标UNITEC的
测井和射孔项目。”

算起来，上一次这样和家人一起过春节，
已经是3年前了。作为经纬公司中原测控公
司的测井工作者，任福强一直奋战在生产一
线，近几年参与了刚果（布）等境外施工项目，
工作任务、施工生产离不开他，所以常年不在
家。小时候儿子偶尔看到他回来，都像看见陌
生人一样直往角落里躲。“对家人亏欠的太多
太多了。”任福强说。

由于疫情、船运等原因，原定于去年4月
启动的刚果（布）项目一直暂停，但作为项目负
责人的他却没有停歇过。他不等不靠，奔波在

刚果（布）各地区，与各油气公司保持良好的沟
通和联系，为后续市场开发奠定基础。2023
年，该项目有6口井的施工计划，但何时启动
还存在一定变数。临回国前，他召集大家开了
年底总结会，认真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一定
要盯紧项目运行计划，不可大意”。电话中，任
福强向留守在刚果（布）的同事交代，“我在家
也会跟踪运行情况，及时保持联系”。

谈起任福强回国休假还去请教测井仪器
维修方法，妻子感慨：“在家也放不下工作，典
型的工作狂，不过难得全家团圆，这是我和孩
子们最高兴的一个春节。”

“利用在家倒休的这些时间，多掌握一门技
术，不仅可以解了现场生产的燃眉之急，减少人
工成本支出，也能为今后培养现场施工人员、维
修国外测井设备摸索点经验。”任福强说。

此刻，站在厨房操作台前，扎起围裙，准备
为家人做一顿美味大餐的任福强挥舞着锅铲，
像在勾勒一幅美好的图画。

明天会更好

●刘丁瑞/口述 张 均/整理

“爸，你蒸米饭水放多了。”“爸，你炒菜盐
放少了，你看我怎么做的。”1月初，我在沙特
连续工作14个月后终于回到家。我最大的心
愿就是给家人做一桌子饭菜，一起吃个团圆
饭。可刚开始做饭，就被女儿和儿子一顿“嫌
弃”，最后我只能妥协，被安排坐在沙发上最舒
服的位置，坐等开饭。

看着两个小家伙分工协作，17岁的姐姐
柠池负责炒菜，12岁的晋贝利索地择菜、剥
蒜、剥葱……“爸，快来尝尝我们的手艺。”不一
会儿，一桌子丰盛的饭菜就摆满了餐桌，儿子
拉着我的手，一句话说得我心里暖暖的，同时
还有点心酸。

我在国外工作这一年多，由于郑州疫情反
复，在社区医院上班的妻子每日24小时待命，
封控在医院。白天采集核酸，晚上排查密接人
员，忙得没有一点空闲。日常照顾两个孩子在
家上网课的母亲，也由于我年近90的姥爷突

发脑淤血，需要回老家照顾护理。
由于特殊情况，两个孩子只能自己照顾自

己。连续一个多月，我和妻子通过电话远程指
挥孩子们学习、吃饭、睡觉。一开始，突然离开
家长的照顾，一切都要靠自己，孩子们还有诸
多不适应。

但很快，两个聪明的小家伙，通过网上的
视频，逐渐学会了做菜、蒸米饭、煮面条……就
连以前最爱睡懒觉的晋贝，也养成了闹铃一
响，立即起床的好习惯。

在没有家长照顾的日子里，姐弟俩学业也
没有耽误。他们学会了统筹安排时间，边烧水
边背诵英语，蒸米饭的时候炒菜。虽然家务活
占用了一定的学习时间，但是两个孩子变得更
独立，学习效率也更高了。女儿顺利升入高
中，儿子也做好了迎接小升初的准备。

“爸，不是你做饭不好吃，我们故意挑毛病，
就是想让在外辛苦了一年的你，也享受一下我
们姐弟俩的照顾。”端起女儿盛好的饭菜，我觉
得这是最香甜的一顿团圆饭了。

香甜的团圆饭

●魏园军 熊 壮

1月15日，左辉拿出两张国际航班登机牌
跟同事“吐槽”起来。“回一趟家真难，中间历时
一个多星期，倒了两次航班、一次高铁才算是
到家。”与左辉同行的还有三人，他们的感慨也
颇多：“虽然难，相比于头三年，这次还是最顺
利的。”

“2019 年因为工作没有回家过年，2020
年、2021年、2022年因为疫情打乱了回家过年
的计划，今年是第5个春节了。前段时间，母亲
还专门给我们队的书记打了电话，希望今年能
够让我回家，陪陪孩子，给孩子带些沙特当地的
糖果。”左辉说。

左辉是中原石油工程公司钻井一公司沙
特项目部的电气工程师。回国申请通过后，他
和同事利用倒休的时间在当地医院做了核酸
检测。

“爸爸，你已经跟我说了 3次买当地的糖

果，每次都空手而归。”孩子之前在视频中不止
一次提过想尝一尝沙特当地的糖果。由于疫情
的原因，这3年回家的时候，左辉总是食言，每
次回家，短暂的亲热后，孩子总会“数落”他一
顿，“爸爸说话总是不算数”。1月5日是启程回
家的日子，他提前到了机场免税店，给孩子买了
两大包糖果。

入住广东白云机场附近的隔离酒店后，左
辉第一时间就跟妻子通话视频，向妻子炫耀起
来买到的糖果。

“爸爸，听说这次你给我买了很多沙特的糖
果。”一进家门，左辉就收到了一个“熊抱”。

这几天，左辉一直在家忙碌着，昨天在帮
父母炸丸子，今天和妻子一起打扫卫生，过年
的氛围一天比一天浓厚……趁着休息，他还给
海外坚守岗位的同事发去了消息：“我这次在
家少休息几天，争取让你们元宵节的时候也回
来陪陪家人，回来的时候别忘了给孩子捎点沙
特的糖果。”

期盼3年的沙特糖果

●柳文启

2022 年，我在哈萨克斯坦工作了 9个多
月。9个多月没见家人，给儿子买了运动鞋，给
妻子买了保湿霜，礼物并不昂贵，但相信都是
他们喜欢的。妻子肚子里的小宝宝也在一天
天长大，对于即将到来的新生命，我们有许多
美好的期待。

每到周末，我都会检查一下自己的行李
箱，装好给父母的蜂蜜、给孩子的奶粉、给妻子
的礼物，一箱子的东西我如数家珍。

这一年过得很快，转眼间已是腊月，归期
渐至，我心里满是欢喜。国内的入境政策已经
优化很多，飞机在北京机场落地后，很快就能
到家。踏进家门，妻子在门口笑着迎我，儿子
飞奔着冲进我的怀里。家人为我准备了韭菜
鸡蛋饺子，这是我最喜欢的美食，百吃不厌。
那一刻，久违的温暖和幸福再次在我心里燃烧
起来，弥漫在空气中，在笑声里，在关怀里。

（作者系国勘哈萨克斯坦公司员工）

●杨红苏 王海霞 刘森彪

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情结。在
中国传统节日里，最让人心动的就是春节。“每
逢佳节倍思亲”，对于常年在海外工作的将士，
虽然现在通讯越来越便捷，但总有抹不去、化
不开的思乡之情。

44岁的郭俊，是中原石油工程公司哈萨
克斯坦公司SINOPEC-177队平台经理，他在
这个岗位一干就是9年。该公司2022年启动
的队伍集中在下半年，导致换班人员不足，此
次他在哈连续工作了520天。1月11日，他终
于踏上了回国路。

哈萨克斯坦的冬天有多冷？零下36摄氏
度时，体感温度就能达到零下46摄氏度。穿
上厚厚的工鞋、羊皮做的工装，戴上特制的帽
子和手套，仍会冻得发抖。外出几分钟，即使
太阳高挂，帽子、衣服、眉毛上也会挂满霜。

郭俊性格沉稳、思路清晰，管理和技术过
硬，尤其擅长啃“硬骨头”。公司安排他从阿克
纠宾的萨基斯 296 队，到阿克套的 KKM、

Amir、布扎齐油田，再转回阿克纠宾的希望油
田177队，参与了4支队伍的启动工作。这次
倒班比以往更累，工作时间长，启动队伍多。
公司推进雇员当地化，中方人员减少，当地员
工不足，从第三方劳务公司补充了部分员工，
技术水平低，操作不熟练。每支队伍启动，都
要经历设备整合、人员磨合的过程。“老师傅”
郭俊也感觉有些吃不消，但他依靠勤奋和毅
力，在人员培养上下功夫，顺利完成了各项工
作。

家，是一个极具魔力的词。郭俊拿到回国
机票时，所有念想都流向了家乡濮阳。18岁
的儿子，今年就要高考，疫情3年，大部分时间
上网课，成绩不理想，他希望回去多给孩子鼓
鼓劲。70多岁的父母，已经念叨了一年多，盼
望着儿子早日平安回家，过个团圆年。妻子在
短信中说：“你在外闯荡，我们一直牵挂着你，
等你回家过年！”

一想到回家，心是甜的，路是平的，风是顺
的，冬是暖的，旅途是愉快的，团圆是可及的。
郭俊感慨，回家的感觉真好！

回家的感觉真好！

●任海超

“爸爸，蛋糕甜不甜？”
“甜！”
参加工作 10年第一次在家过生日，也是

第一次回家过年，看着儿子为他挑选的奥特曼
造型蛋糕，刘彦良开心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1月10日，华北石油工程SP306钻井队带
班队长刘彦良从沙特轮休回家的第二天，赶上
了自己 30岁生日，和儿子一起吹蜡烛、许愿、
切蛋糕，当懂事的儿子把第一块蛋糕递给自己
时，他端详着儿子的一举一动，然后抚摸着孩
子的脑袋，眼睛慢慢湿润了起来。

在外多年，他缺席了孩子的出生，缺席了
孩子的 5个生日，也缺席了孩子第一天上学。
最近5年，他陪儿子的时间不超过10个月，最
长的一次在沙特坚守岗位长达15个月。想到
这里，他把儿子紧紧地拥到怀里，吻了吻孩子
的脸颊。

“爸爸，爸爸！你的胡子扎着我了，我给你
刮胡子吧。”孩子去抽屉里翻找刮胡刀。

看到妻子把孩子养得如此乖巧、健康，刘彦
良很欣慰，也很庆幸妻子的贤惠，父母的安康，还
有家人对自己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母亲的手擀炝锅面是刘彦良的最爱，当
天，他吃了两大碗，连面汤也喝了个底朝天。

对于从事野外钻井工作的石油工人来说，
能赶上在家过生日实属不易，他们的生日可能
正在搬迁设备，可能正在处理井下复杂情况，
也可能正在抢修钻机，有时甚至会忙得连自己
的生日都忘记了，更谈不上什么仪式感。

这对于刘彦良来说也不例外。2013年，
他大学毕业后就奔向了毛乌苏沙漠从事石油
钻井工作，参与了大牛地气田的开发和壮大，
为华北燃气保供奉献了青春。随着公司石油
工程队伍不断拓展海外市场，2019年 8月，他
又远赴万里之外的沙特，参与海外钻井工程项
目的建设和发展。

“妈妈，你的生日，这次咱提前过吧，我后
天就要去榆林上班了。”“媳妇，你的生日，下次
咱回来一起补上，我先去沙特了。”多年来，家
人和自己的生日，刘彦良都错着时间过。这次
回国，他说：“10年，我终于可以在家过生日
了。”

海外返家 满爱归途

●杨 旸 董 鑫

“快叫我们看看虎宝！”
近日，刚刚回国倒休的中原石油工程

公司科威特公司SP-986队安全官刘梦新
收到井队同事发来的视频邀请，大家纷纷
聚集到镜头前等待新生儿的首次“出镜”，
粉嫩的小婴儿一下子柔软了一群“中原铁
军”的心。刘梦新透过镜头看到仍在异国
他乡坚守的同事，心里既温暖又感动。

2022年 11月 20日，刘梦新的儿子虎
宝出生，在一次与妻子的视频聊天中，妻子
忍不住问丈夫：“新，春节能回来吗？儿子
在等爸爸抱抱他。”

妻子温柔的话语直击刘梦新的内心。
虎宝出生时，他就没有陪伴在妻子身边，对
家人亏欠的太多，让他不敢直视爱人的眼
睛，却还是在妻子的询问中坚定地摇了摇
头。当前，海外员工倒班仍未恢复正常，每
支井队都是按计划上报归国人员名单，而
自己才出国4个月，春节回家的宝贵机会理
应留给在海外坚守更久的同事。

“刘梦新，2023年 1月 15日的归国航
班，回家陪老婆孩子过年去。”2022年12月
26日，刚从UN-0021井现场巡检回来的刘

梦新被平台经理黄耀叫到办公室。
“经理，我才来科威特4个月，还有很多

同事比我更久没有调休回家了，让他们
先……”黄耀打断了刘梦新，“不是我一个
人做的决定，是队上同事都想让你回家抱
抱孩子，安心回去，陪儿子度过他人生中第
一个新年。”

当晚，队员们纷纷给虎宝送来了贺岁
礼物，其中，有一个用红布包着第纳尔（科
威特货币）的红包格外显眼，是与他交好的
甲方HSE监督奥维迪乌送来的。“新，我也
想给你的儿子送去祝福，祝他长命百岁！”
奥维迪乌用生涩的中文对刘梦新说。

1月 15日，刘梦新背着满载队员关爱
与祝福的行囊登上了归国的航班。国家新
发布的疫情防控政策和新开通的高铁线路
让他十分受益，仅用了不到9个小时，便从
广州回到了河南濮阳，见到了朝思暮想的
家人。

晚上，刘梦新像“献宝”一样拎出背包，
拿到虎宝面前，“儿子，看，这些礼物都是爸
爸同事给的。知道吗？爸爸所在的队伍特
别厉害，去年，我们队在海外完成了76口井
的钻修井任务……”讲起在海外的人和事，
刘梦新滔滔不绝，笑容里满是骄傲。

把爱装满行囊

“10年，我终于
可以在家过生日了”

载爱归来

1月 14日，任福强（左一）与家人一起赏雪。 王 鹏 摄

刘丁瑞（左）与孩子下象棋。 刘丁瑞 供图

编者按：对海外员工而言，一句朴实的“回家过年”，饱含日思夜想的期盼和牵挂。回家的路，也许遥远漫长，难免风尘仆仆，但

归途有期，哪怕万里。只要踏上回家的路，就能卸下一身疲惫，得到最温暖的抚慰。今年春节，一些在异国他乡奋斗多年的石化员

工，终于迎来了回家过年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