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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孔文
尽心、用心、
耐心地做好
每一件事。

何世才：弧光折硕影 焊花点华彩
张思聪

李晓波：拼在一线成“国手”
王禄 葛宇侠 木草

史居亮：农村金融服务“老黄牛”
通讯员 姬启超 记者 丁彬彬

仅有14年工龄的李晓波，练就了一身过硬本领。

代宏伟：靠“专注如一”的韧劲摘取“金陵名厨”桂冠
郁春红

黄夜明常
年服务于油田
地 面 建 设 战
线。

代宏伟（左二）向员工传授海鲜拼盘制作的方法和技巧。

张维林：救护车的“技术医生”
郭正喜

黄夜明：工匠精神“焊”就奋斗人生
记者 徐军霞 通讯员 孙凤琴 王婷

曾孔文：十年磨一剑 今朝显锋芒
吴靖 王恒

他曾在张家港市“行行出状元”职业技能大赛中
夺得二等奖，先后获苏州市五一劳动奖章、江苏省五
一劳动奖章、苏州市“最美劳动者”等荣誉，今年被中
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就是江苏
新芳科技集团下属普格机械有限公司焊工何世才。

入行12年，何世才已经是普格机械车间核心工
段的一名焊接骨干、多面手。从手工电弧焊、氩弧焊
到气体保护焊，他不仅拥有全方位出色的焊接技术，
还能针对焊接过程中遇到的难点迅速反应，适配最
优焊接工艺方案。有一个数据可以佐证何世才的工
作能力与状态：他经手的焊接部件，探伤总合格率达
到98%以上；同样的工件，他因效率高，相比工友要
节约两成时间。

现时老练娴熟的何世才也有着他初涉职场时青
涩的回忆。说起刚入行那会，何世才感慨颇多：“那
时候，我的焊接技术存在许多不足，电弧焊功夫不到
家，对氩弧焊也一知半解，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完全应
付不过来，也因此吃了很多亏。”

然而，回到工位，手持焊枪点亮一朵朵焊花时，
绚丽的弧光、流动的熔铁激起了何世才不服输的狠
劲和血性。他暗下决心：要学点真本事，好好修补自
己的技术短板，绝不能拖班组的后腿。他把自己

“焊”在车间里：别人午休，他在琢磨钻研；别人下班
回家了，他仍在车间练习；各种焊接技术，他悉心向
老师傅请教；不爱看书的他，开始认真研读有关焊接
的书籍。他还积极参加公司组织的技能培训。弧光
带来的双眼刺痛、练习时的重复单调、焊接作业时的
高温难耐，见证了何世才苦涩的技术成长期。一个
个与弧光为伴的日与夜，他始终以无夹渣、无气泡、
无裂纹、平整美观的标准要求自己，在不断仔细揣摩
中提升了焊接技能。

何世才焊接技术突飞猛进的时期，也是普格机
械从特种装备制造业新兵向行业第一阵营挺进的
攻坚期。普格机械主打产品由原来的普通碳钢塔
器，向高端高附加值成套装备逐步转型，尤其是以
控温变换炉、蛇形管高压加热器、多晶硅成套设备

等为代表的核心拳头产品。产品转型升级，设备压
力更高、参数工况更为复杂、制造难度更大，尤其在
焊接这一块，对焊工的焊接质量和焊接技术都提出
了极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何世才迎难
而上，参与到公司首台大唐东营高压加热器的焊接
工作中。

焊接过程中，何世才需要和特种材质的钢材“打
交道”，这种钢材很容易出现裂纹，必须打起十二分
精神。开始焊接前，何世才会先把整个焊接过程在
脑子里过一遍，哪一步有哪些注意事项，哪里得焊得
格外小心，都得想清楚、弄明白。整个焊接过程，有
许多个难点需要何世才去攻克，比如，有一个焊接
点，需要焊工从 6 点钟方向一直焊到12点钟方向，
连着操作三四分钟，一气呵成，中间不能有停顿。凭
借着过硬的技术和高度的专注，最终焊接工作顺利
完成，而何世才在这次工作中的主要焊缝一次合格
率达到99.99%。

今年，普格又接到重要外贸订单——瓦锡兰

21038、21024产品，该产品外筒体直径仅800mm，
内盘管直径更是仅有530mm，且筒体内不锈钢内管
错综复杂，作业人员进入筒体，手脚都无法动弹，作
业难度可想而知。对于盘管内的多道对接焊口，要
求100%RT检测通过率，如果不能一次合格，返修难
度更是呈几何级上升。这次的焊接任务由何世才挑
大梁。何世才克服了受限空间狭小、视线受阻等困
难，对焊接作业做好了详细的预案，在盲区采用镜面
焊，障碍区采用左右互焊，焊接时不急不躁，认真专
注于运枪手法、角度、力度，最终作业达成了100%的
合格率。

褪去稚嫩，淬火成钢。10余年时间里，何世才已
经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焊接能手，但始终不变的
是他对焊接工作的热爱，看着一件件由自己焊枪描
绘的作品，对于何世才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现在，
刚过不惑之年的他也开始在公司里传帮带，为公司
培养新的技术能手。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知道的都
告诉新人，希望他们能少走弯路，尽快成长。

前不久，在第四届全国油气
开发专业职业技能竞赛现场，面
对来自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及延
长油气田的众多强手，江苏油田
采油二厂黄珏生产班站黄88采
油岗岗位长李晓波，毫不畏惧，顽
强拼搏，一举夺得全国采油工职
业技能竞赛银牌。

面对骄人成绩，领导和工友们
都说，李晓波这块银牌是拼出来
的。为了刻苦训练备战全国大赛，
李晓波双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穿
坏了两双工鞋，磨破三副护膝，整
个人都瘦了20斤。特别是比赛期
间，他强忍着腰间的病痛，沉着应
对，稳健操作，最终一路过关斩将，
登上了第四届全国油气开发专业
职业技能竞赛的领奖台。

其实，李晓波不仅拼在全国
技能大赛的擂台上，更是常年拼在工作一线，也正是
这个“拼”字，才有了今天从技术“小白”逆袭成为全
国采油行业银牌得主；也正是这个“拼”字，让他很快
成长为技师、岗位长，多次被评为厂双文明先进个
人、优秀共产党员，2017年被授予油田技术能手，
2018年获得油田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李晓波是一个不服输的人。2008年刚走上工作
岗位，李晓波第一次单独顶岗，就遇到真空炉故障。
他手足无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由于业务不熟，
再加上理论基础欠缺，他汇报时说了一些外行话，闹
出了不少笑话。当时，他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
汗水像下雨一样流了下来。从那时起，李晓波暗下
决心，要练就过硬的本领，做最好的采油工。

为了尽快补齐短板，练好技能，他白天跟着老师
傅苦练岗位基本功，并将每一个操作过程都详细地
记录下来；晚上，他捧起《石油地质》《采油工程》《石
油机械》等技术书籍，一点一点地“啃”。他隔三差五
就走一遍井位，了解每一个生产参数，查资料、绘曲
线、搞分析，并用理论知识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不到
半年时间，他就能够绘制站上的工艺流程图，解释地
层连通图和水淹图。那一年，李晓波被单位评为双
文明先进个人。

油田开发进入中后期，油井管理的难度也越来
越大。如何在工作中发现问题，并把自己学习到的
知识应用到生产实践中，成了李晓波经常思考的问
题。管杆腐蚀、偏磨一直是困扰他们的老问题。李
晓波经过细心观察、查阅资料后，建议黄88平6井上
提泵挂100米，在避开偏磨井段，降低耗电、保证产
量的同时，大量减少了管杆损耗。

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在工作中发现和解决的
问题也越来越多，李晓波动手改造抽油机毛辫子固
定销，参与研制了移动式磁翻板液位计报警仪和抽
油机井口密封冷却器，安装组合式安全平台……他
说：“一个人文化基础差，但追求不能差；知识水平
低，但志向不能低。只要坚持学习，就能超越自我；
只要不懈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绽放光彩。”

正是凭着这股子拼劲，1987年出生、仅有14年
工龄的李晓波，练就了一身过硬本领，俨然成了工作

上的一把好手。听一听声音，他就能判断设备故障；
看一眼功图，他就能诊断油井病症；凭一张砂纸，他
就能修复水表涡街发生器……他被大伙称为“多面
手”“百事通”“万金油”。

当上岗位长以后，摊子更大了、担子更重了，李
晓波实施“四个一”管理方法，早出晚归，时刻盯着那
46口油井、23口水井，和40多吨的产量。示功图、动
液面、生产曲线如同股市大盘，数据“飘红”生产正
常，曲线下滑“熊市”出现，不是井上出了问题，就是
输油管线有了毛病，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牵动他的神
经。

黄88-52井压力升高，他凌晨1点赶到现场，摸
黑放空排蜡100多斤，及时消除了险情；侧黄32A投
产，他蹲守井场，组织协调设备吊装、流程预制、控制
柜安装、罐车拉油等工作，从早上7点忙到晚上11
点，仅电话就接打了85个；为了调整黄95井和黄
108井的加药制度，在道路不畅车辆无法通行的情况
下，李晓波和班组成员咬牙抬着150斤药剂和前置
液、后置液，在100多米的崎岖道路上来回奔波，反
复试验。

“负重前行、爬坡上坎、敢于担当、不负重托”是
李晓波在入党申请书中向党许下的诺言，也是他以
标准化井场建设推进“三基”工作的真实写照。岗位
长是个兵头将尾的角色，工作中向来操心多、干活
多、休息少。井场除草、防腐除锈、清理油污，用钢刷
子打磨井口，他事事都不含糊。钢刷子磨秃了，就用
树枝，木棍，甚至用手抠。李晓波带领3名党员主动
承包起4台抽油机防腐刷漆的工作。“苦脏累险”的活
他总是抢着干，为了避免爬游梁时中途上厕所，不管
出了多少汗，他大热天都不肯喝一口水。

面对拼出来的成绩，李晓波没有丝毫自满和懈
怠。他把荣誉当作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他说：“拼
命干是石油人的传统，也是铁人精神的精髓。既然
成了一名采油工，就要把岗位当作舞台，珍惜每一
次机会，干好每一件事，练强技能本领，成就更好的
自己，发扬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
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为油田二次创业发光
发热。”

泰州油恒油气工程服务有限公司南川地面
项目部班长黄夜明，常年服务于油田地面建设
战线。从业以来，他在电焊工岗位上始终勤学
苦练、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坚持“每一道焊缝我
负责”的态度，掌握了较高的焊接技术和工艺管
理安装技术，成为项目部主力焊工之一。

短短4年，黄夜明从一名普通焊工成长为泰
州市劳模。2017年他在泰州市职业技能竞赛中
荣获一等奖，被市总工会授予泰州市五一劳动
奖章，2018年获评“海陵工匠”，2019年被表彰
为“泰州市劳动模范”，2020年获江苏省五一劳
动奖章，今年当选泰州市人大代表。

锲而不舍苦练技

“我知道，电焊是个技术活，在学校学到的

只是理论知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电焊工，必
须自觉投身实践，所谓‘实践出真知，经历长才
干’就是这个道理。”2011年走出校门的黄夜明
抱着这样的念头，埋头蹲守在车间，从基本姿
势、基础操作开始锤炼焊接基本功，通过焊接活
动房，渐渐熟练地掌握了手弧焊、仰焊、横焊、立
焊、平角焊、平敷焊等等多种焊接技能。

夏天暴晒、冬天卧雪，只有干过焊工的人才
能理解焊工工作的辛苦。“开始被烫伤还觉得委
屈，可事后想想要掌握好一门技术，不吃点苦哪
成啊，忍一忍也就过去了。”黄夜明的不懈坚持
很快迎来了收获。次年，他调入班组，跟着班组
辗转草舍、台南、帅垛、洲城等苏北工区各个地
面施工现场。同期成立的焊工培训工作室也为
黄夜明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他总是尽可能

多地抽出时间参加每个月的集训，抓住难得的
机会向师傅们请教。勤学苦练的黄夜明，终于
熟练地掌握了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手工向下
焊、半自动向下焊、氩电联焊等多种焊接技能的
操作要领。

宝剑锋从磨砺出。2017年，泰州市职业技
能竞赛的现场成了他的“高光时刻”，他一路过
关斩将，摘下了桂冠。

一丝不苟写人生

2014年的冬天，黄夜明所在班组接到了焊
接一段位于金湖腰滩联合站输油管线的紧急任
务。他和工友们冒着严寒、脚踩冰雪，愣是用焊
枪一点一点、一段一段地完成了整段输油管线
和勾头的焊接施工任务。看着自己的胜利成
果，他心里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感觉自己挺
了不起的，“祖国现代化，也离不开我们啊。”

黄夜明把每一次出征都看成一次战斗，把
每一个焊点都看成一次考验。2017年，黄夜明
和工友们参加了南川工区焦页194平台至焦页
195平台段输气管线工程。当时重庆正值梅雨
时节，暴雨之后即是暴晒，衣服干了湿、湿了又
干。黄夜明一如既往坚守在焊接岗位，双脚踩
在积水及膝深的管沟内，弓着腰一丝不苟地工
作。骄阳下的黄夜明手握焊枪，凝神聚力，伴随
一阵火花飞溅和刺耳的噪音，一条整齐的焊缝
逐渐延伸。他笑着说：“虽然辛苦，但很有成就
感，我喜欢。”

精益求精塑品牌

“每一道焊缝，我负责。”这是黄夜明的承
诺，也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

2016年，从江苏工区调入重庆南川工区的
第一天，黄夜明就遇到了10道焊缝9道探伤不
合格的打击。他和工友们反复地实验、查找原
因，终于发现“重庆湿度大，焊接时起弧不能拖，
否则容易生成气孔，要以融点起弧为主，出现气

泡要及时打磨掉”。
原因找到了，他和工友们加班加点地试。

项目部还购置了电焊条保温箱，并配备了便
携式电焊条保温桶用于电焊条去湿，但这也
在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为保证6点
出工时能用上烘烤好的焊条，每天晚上都要
把第二天要用的焊条烘烤好后再用智能烘烤
箱保温。”

经过钻研，焊接率一次性探伤合格率从
50%攀升到了98%！总长5.2公里的大口径主
管线，200道缝只有4道不合格，合格率98%；集
气站直径、壁厚不均的 240 道焊缝，合格率
100%，均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目前，此方法
在重庆南川项目部得到广泛推广。

黄夜明首次参加页岩气产能建设，施工途
经之处陡峭崎岖，遍布杂草和石头。他和工友
琢磨研制了平底接触面较大的焊船，把焊机、电
缆、发电机和各种工具器材放在船上拖行保证
施工；为保护3.6公里长的数据电缆在牵引中不
被损伤，他们给电缆穿上“硅芯保护管”，再加一
层钢制的护套管；作业面狭窄的山路地段，他们
把电缆连带保护管每隔5米用绳子悬挂在大树
上，遇到山民的供水和燃气管道，他们就小心地
将电缆深埋到水、气管线的最下层。

在施工过程中，他们还有不少创新点：优选
“千斤顶式自动校正对口器”，将管线对接工时由
1小时缩短到10分钟；优化创新“补伤片+补伤
棒”相结合的补伤工艺，解决了山地长输管道防
腐检漏的难题；摸索出一套“量角器+尼龙绳”的
山地段弯头测量方法，精确预判管线弯接高差所
需的管件数量，既减少了耗材又节省了时间……

怀揣精益求精的理念，黄夜明带领团队焊
接完成的5公里输气管线、18处站场施工压力
容器工艺管线、260道管网工程焊接焊缝、500
道站场压力容器焊接焊缝，经射线探伤合格率
超过98%，提前半个月实现了南川页岩气管输
工程贯通。

他用25年的时间来做一件事，始终
以躬行者的姿态、饱满的工作热情、专注
如一的敬业精神，在厨师岗位上辛勤工作
着；他以坚持、热爱、执着的工作态度满足
了人们对于味蕾的纯正享受，在行与思之
间展示中华饮食文化的源远流长；他勇于
担当，乐于奉献，在时代和社会需要时贡
献出自己的力量，一路走来，把最好的岁
月烹饪成最值得回味的美食大餐。

他叫代宏伟，现为南京黄埔大酒店的
行政主厨，同时兼任六华春总厨师长，先
后获得“南京市劳动模范”“南京市五一创
新能手”“金陵名厨”和市“优秀共产党员”
等荣誉称号。

人因梦想而伟大。而一个人要实现
自己的梦想，最重要的无外乎两点：勇气

和行动。1996年，19岁的代宏伟正值青
春年少，便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厨师职业，
要让自己的舞台变得更大。那年秋天，他
兴高采烈地走进了南京全福宾馆的后
厨。看着师傅们的锅铲飞舞，听着砧板上
有节奏的切菜声，闻着那浓郁的烟火味，
他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同时夹杂着一
丝丝的忐忑与紧张。

做菜看似简单，要想成为一名厨艺大
咖，却不是那么容易。初入厨房，他虽然
有所准备，但真正做起来还是觉得心手不
一、力有未逮，为此挨了师傅不少批评与
责备。他将师傅的话“极致的美食，只留
给最勤劳的人们”当作座右铭，面对困难
与挫折没有退缩和放弃，反而激起了更高
的斗志。在他看来，事情要么不做，要做

就一定要做好、做精，而且还要耐得住、挺
得住寂寞时间的沉淀。他利用一切机会
加强练习，在后厨练，回家练，甚至梦中也
在练。对于师傅布置的工作任务，他认真
地完成，不偷懒、不抱怨，凭借着一己的信
念，保持更高的期望，每天尝试改变自己
一点。

天道酬勤。经过不懈的努力，代宏伟
很快从实习生转为正式员工，成为师傅们
的得力帮手。3年多的时间，他打造了一
个全新的自己，从最初的案板、炉灶一步
步晋升为炉灶厨师、炉灶领班、厨师长、总
厨师长，厨艺也随之突飞猛进。

2013年，代宏伟加入南京旅游集团
所属黄埔大酒店，成为行政主厨。刚到酒
店时，面对少数职工的思想和后厨的管理
跟不上公司战略发展要求的现状，如何与
时俱进、创优争先、锐意进取，打造一支有
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
献的产业工人队伍？在公司领导的支持
下，他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找到了问题
的症结，经过大量的资料收集、学习和提
炼，提出了“优化后厨管理”的方案。措施
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后厨运行更加有
序、卫生、高效，而且经过不断实践、反馈、
渐进，后厨管理更趋于完善。同时，成功
将餐饮定位系统“六常管理法”植入酒店
的管理体系，打造一个具有良好习惯的工
作场所，让职工持续、自律地执行规范标
准，提升自我品质和工作效率。最终，黄
埔大酒店以优异成绩通过验收，成为全国

“六常法样板店”。
2019年，黄埔大酒店为彰显金陵菜

饮食文化魅力，擦亮“金陵菜”名片，推动
老字号品牌保护传承，对六华春进行投资
复业，让百年老字号创新赋能，亮丽归
来。六华春始创于光绪年间，鼎盛于民国
时期，是京苏大菜的发源地，以擅长烹制
传统南京菜而著称。代宏伟服从组织安
排，兼任六华春总厨师长工作，在保持传
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开发出深受年
轻人喜欢的各类特色菜点。他带领团队

恢复了“美龄养生粥、少帅坛子肉、金陵叉
烧鸭、清炖鸡孚、留香银鳕鱼、瓢儿鸽蛋”
等历史典故菜肴，在做好传承的同时不断
创新，打造了300多道新派精美佳肴，其
中六华春网红烧饼更是家喻户晓，在去年
疫情期间，六华春烧饼一天的销售额曾经
达到一万元，受到广大食客的交口称赞。

为了传承烹饪技能，代宏伟推行“师
带徒”工作制，成立了“师带徒”工作小组，
制定了师徒职责。为了使学徒工能够尽
快适应环境，早日成为合格的专业性技术
人员，他给厨房每一个学徒工都安排了一
名师傅，以老带新。他本人带头以身作
则，坚持组织开展岗位练兵，切磋厨艺，带
领团队不断推陈出新，还时常将自己的人
生感悟分享给大家。在他的言传身教下，
公司上下营造了一种“比学赶帮超”的学
习氛围，现已培养厨师长3名、主厨5名，
众多徒弟已成长为厨房工作的中流砥柱，
岗位上得到了晋升，为后续厨房人才培养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提高菜品质量和口碑，代宏伟认
真寻找、钻研传统菜谱，领悟古法的精髓，
同时吸收新菜式新方法的优点，在继承的
基础上发扬创新，研发有自己特色的新菜
品。而每创新推出一道菜，往往要经过

“否定—优化—再否定—再优化—确定”
的过程。他一直抱着宁缺毋滥，要做就一
定要做到最好的态度。随着餐饮业的发
展，菜肴标准化工作的推进迫在眉睫，生
产标准逐渐成了共识。代宏伟制定了“菜
肴标准化程序”，极力推行精细化管理。
这样，不仅菜肴出品得到统一，而且大大
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

2019年，在“金陵菜主题厨艺大赛”
中，来自全市38家星级酒店、社会餐饮的
百位大厨现场比拼。代宏伟亲自带队参
加比赛，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有两道菜入
选“十大经典菜肴”，其中六华春鱼头王一
举斩获“十大创新菜”第一名。同时，他在
这次比赛中凭借精湛的厨艺，获得“金陵
名厨”荣誉称号。

他严于律己，任劳任怨，是同事眼中
的“拼命三郎”；他兢兢业业，开拓进取，是
领导眼中的“得力干将”。他就是31岁的
南京市劳模张维林，南京英德利汽车有限
公司商旅车研发部总监，曾是公司技术部
医疗车技术员，从事产品开发工作。

临危受命，圆满完成生产任务

“呜——”近日，随着一阵救护车的警
报声，一排“整装待发”的负压救护车在南
京英德利汽车有限公司集结，准备发送给
客户。“那段日子终于熬过来了，现在生产
技术已经成熟，目前，像这样的负压救护
车公司已经可以批量生产了。”张维林看
着眼前的救护车发出感叹。

2021年7月，禄口机场发生疫情后，
工信部门迅速梳理全市疫情防控物资生
产企业，建立了63家重点保供企业目录，
抓好负压救护车、防护服、消杀用品等防
疫物资生产。其中，南京英德利汽车有限
公司是负压救护车的重点生产企业之
一。在接到负压救护车订单后，公司紧急
组织工人开足马力连夜生产。作为一名
党员，同时也是公司技术部医疗车技术
员，张维林主动放弃休息，与时间赛跑，带
领技术团队夜以继日奋战在生产一线，最
终圆满完成了上级交办的生产任务。

技术攻关，迎难啃下“硬骨头”

其实，开发和研制负压救护车的过程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2020年初，张维林
刚刚接触转运型负压救护车、重症监护型
救护车和负压监护型救护车的开发和研
制试验。在最初的三个多月时间里，他没
有休息过一天，基本上都是从早上8点忙
到次日凌晨，最终成功攻克了负压救护车
救治舱负压值不稳定、驾驶舱和负压隔离
舱前后舱双控制系统逻辑错误等诸多技
术难题。

驾驶舱和负压隔离舱前后舱双控制
系统，是该公司首创，可实现车辆在运送
轻症但是具有传染风险的病患时，无需
专业医护人员陪同，能直接由驾驶员在
驾驶室操作负压救护车负压舱内设备完
成，尽可能地避免交叉感染。但是此车
包含多套控制系统，需要读取不同设备
的信号，同时又要避免多套系统工作时
互相干扰，所以难度很大。张维林和全
体技术人员不怕困难，多次试验，并联合
多方专家，最终历时半个月，成功完成测
试并投入使用。

此后，公司对医疗卫生板块加大了投
入力度，张维林也不负众望，先后组织开
发了拓锐斯特牌方舱救护车、医疗体检
车、核酸检测车等车辆。目前，他仍奋战
一线，在研发和试制新型医疗专用车辆上
努力工作着。

模范带头，用行动擦亮党徽

“我觉得这里还可以再优化一下。”

“大家还有其他更好的意见建议吗？”3月
末的一天，张维林正通过视频连线与居家
办公的同事们讨论技术方案。为科学有
效防控疫情，保证企业正常运转，公司专
门搭建视频会议室，开启“云端”模式进行
工作沟通。

“作为一名年轻的技术骨干，张维林
不但业务能力强，政治素质也高。”提到
张维林，同事们无不夸赞。2018 年 4
月，张维林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并定期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处处以党员
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并于 2020 年
12月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工作中，遇到

技术难题时，他勇于担当，常常通宵达旦
地查阅资料、设计技术方案，并与车间一
线工人一起测试验证方案的可行性；在
平常的生活中，他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带头作用，帮助社区做一些志愿服务
工作。

“作为一名党员，这都是我应该做
的。”自2015年进入公司，参与研发旅居
车、商务车等车型，到不断向党组织靠拢，
递交入党申请书，再到如今能够独当一
面，积极组织并牵头开发救护车、检测车、
服务车等各种车型，张维林用实际行动擦
亮了胸前的党徽。

“没想到平常默默无闻、行事低调的他，这
次为装置消除了大隐患，立了大功。”

同事们口中议论的他，正是金陵石化公司
化工二部三工区党支部书记、设备副主任曾孔
文。说起曾孔文，大家最深的印象就是“老往装
置现场跑，没见闲的时候”，也正因为这个印象，
让曾孔文显得有些“默默无闻”。从事基层管理
工作的他，正是靠着10年不变的吃苦钻研，练就
了一身能文能武的硬本领，成为了一把让领导
放心、让员工信任的“利剑”，推动着现场管理水
平不断提升。

装置现场，他有着一抓到底的牛脾气

今年的“三伏天”尤为酷热。每天，曾孔文
“全副武装”顶着近40℃的高温开始现场巡检。
对现场关键设备、高处平台和塔顶高点巡检，是
他日复一日的固定动作。

就在他巡检至PSA（氢提纯）装置现场时，氢
气报警仪突然报警，他立刻警觉起来，随即对周
围的法兰、盘根、压力表接头等静密封点部位全
面排查，均未发现漏点。“不是工艺管线、密封点
泄漏，难道是塔体有漏点？”他心生疑惑。本着对
现场异味、异响、报警仪报警不放过的原则，他即
刻向工区汇报，组织相关人员加大排查力度，终
于在吸附塔T901C塔体的一道焊缝上发现了一
条长约15cm的裂纹。随后三天，在曾孔文的带
领下，工区克服情况紧急、工作量大和高温天气
等困难，对其余9台吸附塔逐一进行拆保温检查，
确保同类隐患全部排查到位。正是他对异常情
况不放过的细致态度，才成功揪出了氢气泄漏大
隐患，被公司评为安全立功二等功。

“不放过”是曾孔文的一贯作风。2019年，
Ⅰ连续重整装置隔油池提升泵密封频繁泄漏，
密封更换频次高达每月一次。“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问题重复发生？”曾孔文下决心一定要将这

个难题攻下。他细致排查各个影响因素，最终
通过对损坏密封进行拆解，发现泄漏是因为介
质含杂质多、密封面磨损导致。他积极与厂家
沟通，在重新更换密封型号后，将密封使用周期
大大延长。

高温天气下的机组特护，是曾孔文在工区
一直推行的。所谓特护，不仅要听声音、看润
滑、测振动、测温度、查冷却、查密封，还要做好
类似气候条件下机组运行参数的历史比对。今
年5月15日，他和特护队成员在对Ⅲ连续重整
解析气压缩机进行参数比对时，发现进气温度
较往年同气温下上升了2℃，排气温度也同步上
升。他们随即切换机组做进一步分析，最终锁
定了原因并及时解决。

专业学习，他有着潜心磨练的意志力

曾孔文深知，只有技术过硬才能对自己、对
他人、对生产安全提供保障。刚入职那会儿，虽
是设备专业出身，但书本理论与现场实际的差异
让他产生了深深的本领恐慌。他可以连续四五
个小时泡在现场，从装置管线、设备、仪表的一个
个点开始，位置、介质、结构、原理、性能等逐一摸
透，操作、维修、保养、故障排除等基本功逐步夯
实，业务能力的不断提高成为他日后胜任设备管
理的“底气”。2018年，在公司第六届职工岗位技
能竞赛中，曾孔文获得了设备管理专业金奖。

近年来，运行部三套连续重整装置迎来了
密集检修期，曾孔文全部全程参与。2019年，Ⅱ

连续重整反再框架设备检修，近1个月的检修，
近80米的框架，他每天至少要上下来回5次，坚
持对每一台设备仔细检查、对每一个质量验收
点认真确认；2020年，作为工区设备主任的他主
持Ⅲ连续重整装置大修，检修计划制定、材料准
备、施工力量组织、作业安全、进度控制、质量验
收等，他都亲力亲为、亲自把关，“早七晚十”成
为110多天的工作常态，现场3000多个静密封
点实现100%合格。

凝心聚力，他有着事无巨细的热心肠

今年，曾孔文多了一个新的身份——工区
党支部书记，怎样在深化融合、服务员工上自带
锋芒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除了抓紧时
间充实自己的党建知识外，他坚持把服务生产
一线、为员工群众办实事作为支部建设的重点。

3月中旬，南京及周边地区突发疫情，尤其
是部分居住在宝华封控区的员工“有家不能
回”。他第一时间了解情况，与相关部门积极协
调员工的住宿问题，并代表组织送去关怀与温
暖，为坚守岗位上的他们解决后顾之忧。针对
因封控、管控而导致的班组人员短缺问题，曾孔
文在做好人员调配的同时，成立临时党员突击
队，带头补位，充实班组力量，提振员工士气，为
装置安全平稳生产做好保障。

“一区三台”是工区C201机组党员责任区
的特色品牌。他在传承好品牌活动的同时，进
一步围绕责任区安全环保、运行保障、示范引
领、党建提升“四个责任”，引导党员带动群众站
讲台分享操作经验，比实操夯实基本功训练，最
终让优胜者登上领奖台树榜样，营造比学赶超
浓厚氛围。青年是生力军和突击队。曾孔文根
据每位新员工的性格特点和所学专业量身定制
个性化培训方案，精心挑选技能精湛、作风过硬
的师傅与他们结对帮带，细化各阶段培养目标、
主要任务和考核细则，帮助新员工快速成长，提
升他们胜任岗位的能力。

“不管在哪个岗位，都要尽心、用心、耐心地
做好每一件事，只有不断地经历、摸索、总结与
完善，才能真正获得成长。”这或许就是曾孔文
十年磨一剑练就能文能武硬本领的秘诀吧。

“早”“取钱可以到自助区这边来，又快又方便”
“不要着急，我来帮您处理”……这是泗洪县农商银
行大楼支行每天听到最多的对话，同样也是最亲切
的对话。如今已50岁的史居亮仍然坚守在农村金融
服务的一线。27个春秋，从农信社到农合行，再到农
商银行，虽历经了多次转型，但他始终不忘初心，主
动自加学习压力，积极融入新环境、适应新要求，始
终保持着昂扬的精神，凭借精湛的业务技能服务好
每一位客户。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虽然史居亮已经到了“知
天命”的年纪，但是，每次有新的业务，他都能刻苦钻
研，以便更好地解决客户遇到的问题。STM智能柜
员机刚上线时，他咨询最多、问题最多。或许他不如
年轻人学得快，但他在慢慢学习，经过不断练习后，
总是记得最清楚、运用得最熟练，到最后网点的年轻
员工都要向他请教如何修理机器故障。他总是说：

“我虽然年纪大，但是能多学点就多学点，为年轻同
事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也方便客户快点办理业务
嘛！”他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给所有员工留下深
刻的印象，也激励着身边每位年轻的同事不断学习
进步。

大楼支行坐落在涉农街道，无法使用智能设备
的老人也就更多些，但是无论何时史居亮都是任劳

任怨。引导客户自助区域业务办理、厅堂营销以及
客户分流等，一套流程下来，史居亮总是轻车熟路。
每天引导客户办理业务时，他还会细心地留意等候
区客户手中的号，第一时间提醒客户办理业务，在避
免客户过号问题的同时，提升厅堂服务效能。

史居亮经常说：“要助人为乐，与人为善，不以客
户小事为轻。”一天下班后，史居亮正准备开车回家，
突然看到一位客户焦急地在大厅门口来回晃悠，像
是在寻找着什么。他立即停下车上前询问情况。“这
可怎么办啊，我的包找不到了，身份证、银行卡、缴费
卡都在里面！”客户焦急万分。他立即安慰道：“不要
担心，我现在就去调监控，一定不会丢的，一定帮您
找到！”他大步流星地到监控室调阅监控，最终帮助
客户找到了遗失的包。

还有一次，一位老年客户神色慌张地跑进营业
厅，一进门就拽着大堂经理询问怎么办。老史立即
过去带客户到休息室坐下，安抚客户的情绪，向其了
解详细情况。原来，该客户上初中的孙女在玩手机
时不慎将手机微信钱包里的1000多元钱发给了一
个陌生网友，在索要时却被微信拉黑。老史一边安
慰客户，一边查看客户手机记录，帮其联系微信客服
并报了警。在银行、客服、派出所三方的共同努力
下，客户的资金终于在2个小时后被追回。客户激动

地说：“真是太谢谢
你们了！钱虽不
多，却是我起早贪
黑卖了上百斤白菜
的血汗钱。”

史居亮不但是
工作中的细心人，
更是生活中的老好
人。在长期的一线
服务工作中，他一
直视同事为家人、
视客户如亲人，以
热情编织着他热爱
的事业，用心中的
真善美感染着每一
个人，也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为泗洪农
商行的发展默默奉
献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