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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大地，驰名中外的横断山
脉由北向南纵列而下，到处是崇山
峻岭，深谷险壑。怒江、澜沧江、金
沙江等大江穿流而过。1942 年 3 月
至 1945 年 1 月，在这片土地上发生
了著名的滇西抗战。

中 缅 油 气 管 道 经 德 宏 瑞 丽 入
境，在保山境内翻山越岭，跨江过
河。这条能源大通道像大地的血脉
一样在滇西大地上延伸，原油和天
然气像新鲜的血液一样，为祖国西
南地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动力。

哪里有管道，哪里就有红色身
影。在高山峡谷中，石油管道工人
不畏艰难险阻，充分发扬勇于担当
的滇西抗战精神，不放过一个细节，
不遗漏一寸管道，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守护着能源大通道的安全，唱响
了一曲曲责任和使命的赞歌。

驰而不息何惧险
8月 19日 8时 30分，中国石油集

团西南管道有限公司德宏输油气分
公司保山作业区经理李林匆匆喝上
一口稀饭，便跳上车前往保山和大
理交界处实地察看一处地质灾害隐
患点。

车辆行驶在坑坑洼洼、七弯八拐
的乡村弹石路，坐在车上的人随着车
身不断摇摆，手要紧紧抓住把手才能
尽量保持身体平衡。经过近 2 小时
的颠簸，临近目的地，车辆不能继续
前行，只有下车步行前往。

在滇西的大山里，徒步往往是
唯一选择。好多时候根本没有路，
远远的能够看见标示桩，但全是乱
石荒草，必须临时杀出一条路来。
险峻处，一步之外便是悬崖峭壁，时
时都要手脚并用。常年的跋山涉
水，让李林练就了极好的身体素质
和心理素质，经过半个多小时，爬上
近 60 度的陡坡到达隐患点，一番认
真仔细察看后，确认隐患点短期内
不会对管道造成影响，一颗悬着的
心才放了下来。

保 山 作 业 区 所 辖 龙 陵 输 油 气
站、保山输油站、保山输油气站，辖

区内有龙塘保护站、七零七保护站、
永平保护站、漾濞保护站。所辖管
道长 530 公里，途径 28 个乡镇，有澜
沧江、怒江跨越 2处，东河、勐梅河穿
越 2 处，隧道穿越 14 处，铁路穿越 4
处，公路穿越 30 处。所辖线路主要
铺设在横断山区、河谷内，经过地区
地貌单元以山区、丘陵、谷地为主，
地形起伏强烈，山区高程 700 米至
2540 米 之 间 ，河 谷 高 程 1300 米 至
2200米之间。

“与山风为伴，听山泉‘叮咚’，
看山花烂漫。只要带着快乐出发，
沿途并不艰险。”长年累月身处险
境，反而练就了管道工人豁达开朗
的心境。13 时 30 分，饥肠辘辘的李
林在高速公路出口附近吃上了午
饭，来不及做更多调整，便出发前往
澜沧江跨越察看管道情况。

“汛期地质灾害多发，隧道、穿
跨越等关键点必须得时时察看，及
时排查出地灾隐患和开展水毁治
理，确保管道安全度汛。管道输送
的原油、成品油一旦自跨越管段泄
漏，将主要污染澜沧江河岸，还将造
成国际性影响，跨越管段安全管理
压力较大。”站在 160 多米高的跨越
桥上，看着湍急的澜沧江在脚下奔
腾而过，李林显得气定神闲。而第

一次来巡察的时候，他扶着管道才
敢从桥面走过。一天下来，他的微
信步数达到 15000 多步，回到站所
时，已经是 21 时。石油管道工人的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党性闪光在一线
“因为每天 24 小时都有人在值

班，所以党支部活动从来人不齐整，
党的基本理论知识更多的是靠大家
自主学习，党支部会在微信群里上
传相关学习资料。但在实际工作
中，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却得到了
具体体现。”保山作业区联合党支部
书记付海龙认为，党员就应该在基
层一线做出样子，把党的优良传统
融入工作中，养成脚踏实地、埋头苦
干、甘于奉献的精神，永葆艰苦奋斗
的优良作风。

“这个不穿红衣服的原来也是
管理管道的。”一次紧急情况，付海
龙下了飞机后直接赶赴现场处置，
带领其他员工熬夜到第二天凌晨 7
时，顺利把故障处理完毕。野外天
寒地冻，他的衣服鞋子都湿透了，路
过的老乡发现就他一人没穿工作
服，于是和他开起了玩笑。

党性在一线体现，党徽在一线
闪耀。带头开展巡线，带头维修设
备，每个作业点至少有一名党员，做

到党员在一线带动员工，党支部在
一线发展党员。党员刘云表示，当
你热爱自己的岗位，愿意为自己的
工作尽心尽力，在平凡的岗位上磨
砺出不一样的业绩，你就是一名合
格的党员。

铁人精神代代传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

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干
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为革
命练一身硬功夫、真本事’的科学求
实精神，‘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
老黄牛’埋头苦干的奉献精神等，铁
人精神永不过时。”2017年刚从西南
石油大学油气储运专业毕业，到保山
作业区工作还不满 4 个月的 90 后员
工王鹏宇，已经适应了从学生向社会
人的转变。他表示，三百六十行，行
行出状元，新时代的石油管道工人应
该向老一辈石油工人学习，多一些沉
淀和坚守，他将利用学校所学，加大
信息利用和数据采集，不断提高工作
效率。

保山作业区石油管道工人大多
来自天南海北，有时几个月都不能
回家见上亲人一面，值班的间隙往
往只能靠微信视频聊天与家人联
系。“女儿刚满 11 个月，正是牙牙学
语的时候，不能陪伴在她们母女身
边有一些内疚。但我们坚守在岗位
上，保证了千家万户顺利用上天然
气，保证了原油和成品油的正常输
送，这就是工作的意义所在。”来自
大理的吴德志心态平和。“干一行爱
一行，在其岗谋其职，千万不可以混
日子。”来自吉林长春的房华感受到
了保山气候的温暖。他表示，工作
一定要有责任心，守护好国家能源，
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出一番业绩。

“从确保投运向规范化、精细化
管理转型升级；从做好基础巡护工作
向创建和谐平安山区管廊文化升级；
从具备运行基本能力向具备扎实风
险管控能力的山地管道铁军升级。”
保障国家能源大动脉安全畅通，建设
一流山地管道企业，建设山地管道铁
军，保山作业区一直在努力。

在中缅边境 58号界桩附近，有一座特殊的地标建
筑，三个巨大的原油泵罐、黄灰双色的油气管道分布
有序，技术工人在这里取样、化验、分析来回穿梭，巡
线队员早出晚归走遍山坝巡逻油气管线安全，安保队
伍在四周巡查安全隐患，消防队员严格演练······这
就是中缅油气管道入境第一站“国门站”的每天日常
工作。

在这里，每个工作者都把责任扛在肩上，严格贯
彻和落实西南管道公司保安全、重党建、守规矩、强素
质”的总体工作部署和德宏分公司的具体工作要求，
围绕年度工作任务指标和“两油投产”等阶段性重点
工作，以安全为第一义务，坚持科学管理，稳步推进和
开展站场、线路、安全监督、队伍建设、综合管理等各
项工作，不断提升该站的管理水平，为祖国源源不断
输送能源，为实现“中国梦”做出贡献。

党建引领 先锋模范不褪色
中国石油西南管道瑞丽输油气站现有 11 名正式

党员，1 名预备党员。在瑞丽站支委班子组织的带动
下，积极开展党员责任区创建、两学一做等党建活动，
开展支部书记讲党课、集中主题讨论和专题民主生活
会。通过进一步开展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以及《党章》、《条例》、《准则》等，强化了政治理论
素养，增强党员在员工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我们站队里的 11 名党员，每一个党员负责多个
员工，从思想政治上、业务技术上带领他们一起进
步。同时，根据青年员工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引导
教育，及时掌握员工思想动态，找准问题的主要症结，
做到‘对症下药’，认真做好思想不稳定员工的关怀和
说服引导及帮扶工作，最大限度地激发和调动其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瑞丽站站长、支委组织委员任
虹宇这样介绍说。

为了确保沟通到位，站队党员干部带头一同巡检
方式，“手把手”对巡线工进行管道附属设施、管道水
工保护类型、常见的地质灾害种类、管道巡护内容等
业务培训，不断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创建和谐站
队。

提升素质 技术能力不松懈
“2017 年，对于瑞丽输油气站的每一份子来说都

是不平常的，因为我们顺利完成了中缅原油投产任
务！”2013年就到这里工作，目前已是站里的骨干综合
技术员的蔡忠伟向记者介绍道。围绕中缅原油投产
前、投产中、投产后的不同阶段，站领导有针对性地制
定了不同的工作计划和方案，强化培训，合理调整员
工休假充分做好后勤保障，有序开展站场各项工作。

同时，加强设备维护保养，确保设备安全。做好春、冬季阀门保养，更换
流量调节阀、自用气撬安全阀、调压阀等故障设备，完成压力容器、起重机的
年检工作；完成电气春检、油线外电投送、绝缘工具校验，调试设备，对站场
和阀室进行防雷检测，并完成接地点编号等问题整改；开展仪表自控通信的
春检、秋检工作，对流量计算机进行拆装送检，对分析小屋各类设备进行维
护保养，完成色谱仪组分误差等疑难故障处理。

“站里在岗的每一位同事，都能坚持一边摸索一边学习。经常性利用夜
间休息时间搞学习培训，将白天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困难汇总在一起，共同讨
论交流，一起解决工作环节中的问题。通过不断地学习与努力提高自身技
术能力，提升整个站场的业务能力。”

加强管理 安全管控不松懈
中国石油西南管道国内管道沿线地质地貌复杂，地震、滑坡、泥石流等

灾害频繁，20公里内最大落差达到 1500米，是国际上最复杂的液体管道之
一。为确保西南能源进口通道安全平稳运行，瑞丽输油气站根据公司的相
关要求，积极探索实施山地管道智能化管理，科学布局应急资源和维护抢修
队伍力量，与地方政府密切联系，建立了联合应急响应协调机制，有效提升
管道安全水平。同时，积极配合海关和检验检疫部门做好油品化验、质检等
工作，保障输送原油安全优质。

傅菊生是瑞丽输油气站一位巡线分队队长。他向记者介绍说：“每个工
作日，我们 6个巡线分队都要分赴到各自的辖区管线所在地进行巡查，实地
查看、及时处理在管线附近施工、深根种植等等各种影响或破坏管线情况。
加上站里聘请的属地巡线员为我们提供线索，管线从建设到投入使用以来，
成功化解和教育了管线周边群众因生产、建房等需要对管线造成破坏的隐
患。”

为了加强管线运作安全，瑞丽输油气站采取“红黄蓝”三色管道保护预
警管理，提高巡护人员识别和消减风险能力。三色管道保护预警，即对管道
线路两侧 5米至 200米范围内第三方施工危及管道安全的潜在风险或监管
风险大小进行分级别预警。红色级别最高、风险最大，蓝色级别最低、风险
最小。在第三方施工进入黄色预警区域后，就要下发管道保护通知书提前
预警，进入红色预警，就要采取紧急措施进行防范，避免管道受到伤害。

这里虽然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只有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守护，但是，要让
祖国人民用上安全的、高质量油气，就是这群坚守在中缅边境线上的石油人
最大的心愿！

任虹宇，一个党龄为 9岁的年轻
人，在中国西南能源通道的基层工作
中远离亲人、甘守寂寞，奉献青春、燃
烧自我，为祖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
能源动脉保驾护航。“每天工作的第
一项工作任务，就是举行站内工作例
会，对当天的工作任务进行分派，对
各专业反馈的问题落实指导处理，确
保生产安全运行。”面对日复一日的
工作，任虹宇坚守着一颗石油人的初
心，矢志不渝。

2010年 7月，任虹宇从西南石油
大学本科毕业继续深造研读研究生，

2013 年 7 月入职中缅油气管道项目
工作，2016年 4月通过竞聘从技术员
走上了副站长的岗位，2018年初任站
长职务。

走上技术岗位的任虹宇进一步
发挥苦干实干的作风，配合站长一边
抓好天然气生产工作，一边对原油区
投产准备情况进行核查，及时发现问
题协调处理。结合罐区防火堤改造、
合建站隐患治理等施工，继续组织施
工单位对接遗留问题整改。同时，反
复强化投产细则及工艺设备操作等
投产培训，确保原油顺利投产。

“瑞丽站是整个中缅原油管道投
产过程中最关键的站场之一，包含 3
座原油储罐、3套计量系统、9台泵机
组分析撬及体积管等重要设备，承担
投产初期的静态计量、化验交接、配
合政府监管等，必须人人熟方案、会
操作、懂风险，确保万无一失。”2017
年，任虹宇再次启动了投产专项培
训。他带大家重新拿起流程图，一遍
遍讲解，回到工艺区，反复推敲演练，
为原油输送投产“临门一脚”打下了
坚实基础。就在这一年，任虹宇的妻
子怀孕了，但工作责任大于山，他无
法像其他丈夫一样，与妻子相伴。8
月份，他们的孩子降临，刚体验了做
父亲喜悦的任虹宇，马上回站继续准
备投产各项工作。

每年五月到十月是瑞丽的汛期，
降雨量暴增可能诱发山洪和水毁，对
管道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为了
确保管道度汛安全，任虹宇的休假常
常得不到保障，一忙就是三、四个月
回不了家。他白天忙个不停，一大早
出去巡查线路，回到站里天早已黑
了，走进办公室还要处理一天的公
文，回到宿舍都只想躺下。躺在床上
和老婆孩子打个视频电话，听老婆讲
一讲家里发生的大事小情，逗逗一岁
的孩子牙牙学语，是任虹宇每天最放
松的时刻。任虹宇心里总是觉得对
家人有愧疚，料理家务事、照顾孩子

吃喝拉撒等全落在妻子一个人柔弱
的双肩上。作为丈夫和父亲，这个时
候，除了默默地聆听和温柔的安慰，
任虹宇别无选择。其实，任虹宇心中
有杆秤，一边是国家能源通道的利
益，一边是自己的小家。多年来，他
就是这样，舍小家为大家，以强烈的
使命感、责任感为保证管道安全生产
始终奋斗在基层第一线。

坚守在中缅油气管道入境第一
站的现场，任虹宇带领大家对储罐、
泵机组等关键设备反复检查，遇到突
发故障，不等不靠，加班处理。泵的
机封在投产初期损坏几率高，常常晚
上出现故障，换一套就是一个通宵。
他带领大家克服技术新、故障多的困
难，完成了8套次的机封更换，瑞丽站
没有一次拖过投产进度的后腿。

“对于天然气和原油输送来说，
管道安全十分关键。因此，我和同事
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每天检查管道是
否安全。每隔两小时，要对全站检查
一次天然气高效组合式过滤分离器
的各个阀门是否在正确的阀位状态
上，是否有天然气渗漏出来。常常因
为工作繁忙，放弃回家探亲的机会。
因为我们都知道‘责任重于泰山’，我
们愿意担负责任，愿意守好国门第一
站。”面对困难、勇担职责，任虹宇用
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守护着西
南“能源大动脉”的安全与畅通。

33 公里油气管道，21 公里成品
油管道，这是中国石油西南管道保
山作业区漾濞保护站管道管理员姚
玉华的“责任田”。黝黑的皮肤，开
朗的性格，爽朗的笑声，这是姚玉华
给人的第一印象，常年的户外作业，
在他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迹。

管道所经过的区域地形复杂，
高山深涧。沿途村庄密布，人口众
多，当地群众建房栽树稍不注意就
会占压到管道。耕好这块“责任田”
的压力可想而知，但姚玉华已经能
够从容处理遇到的一切问题。

“姚玉华就是活地图，管道沿线
的情况他一清二楚，每次有情况发生
他都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群众这
样形容姚玉华。今年年初，保山作业
区实行区域化改革，姚玉华从龙陵输
油气站来到了漾濞保护站。由于家
在龙陵，姚玉华离家更远了，少了陪
伴家人的时间，但他没有丝毫怨言。
到岗后随即徒步对管道全程进行了
踏线初查，全面掌握管道的走向和风

险点，了解管道周边村庄的人文地理
和民风民情，将整条管道的基本情况
都牢记在自己的脑海中。

维护管道安全，大多数时间是
和群众打交道，东家要在管道上方
栽种深根的树你得去阻拦，西家要
在管道上方建盖房屋你得去劝说。

“和群众打交道你得晓之以情，动之
以理，坐下来谈天说地话家长里短，
千万不能硬着性子来，那样以后就
有‘苦瓜’吃了。”解决与群众的争
执，姚玉华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加上
他的本地口音，大多数矛盾很容易
就被解决了。此外，他还不断走访
沿线的村干部及政府主管部门负责
人，加强与他们的沟通联系，取得他

们的信任，争取他们对工作的支持
和理解。

漾濞保护站聘请了当地 21名贫
困群众作为巡线工，每个月给他们
发工资，并全员配发了 GPS 巡检终
端，每名巡线工每天按时对管线开
展巡察。“除了传授基本的巡线知识
外，我还教会了好多巡线员使用微
信，通过微信上传巡线发现的情况，
以便得到快速处理。”工作中，姚玉
华和巡线员打成一片，走遍了每一
名巡线员的家庭，了解他们生活中
的困难，力所能及提供帮助。同时
发动巡线员积极开展对沿线群众的
宣传工作，让群众明白保护管道的
意义，树立管道保护意识和法制观

念。
徒步巡线大多数时候是爬山过

河，面对蚊虫蛇鼠，在深山里走半天
也碰不上一个人影。但姚玉华绝不
走马观花，应付了事，发现问题能自
己解决的立即自己动手解决，遇到
解决不了的第一时间上报，决不允
许因地质灾害或群众对管道不理解
产生大面积占压管道的事件发生。

“巡线也有很多的乐趣，冷不丁碰到
一窝鸡枞，或是发现一窝蜂蛹，或是
到河里捞些鱼，一天的菜也就有着
落了。”工作再辛苦，姚玉华也时时
保持着一颗乐观的心态，尽管他的
背包里始终放着面包或者方便面，
渴了只能喝山泉水。

大山深处的一块空地上，姚玉
华将无人机放飞到了半空中，俯拍
管道上方的地形地貌，以便对比发
现隐患点。从他沾满泥巴的鞋子和
爽朗的笑声里，我们感受了一名石
油管道工人对职业的坚守，以及从
中找寻到的乐趣。

高 山 峡 谷 中 的 坚 守
——记中国石油西南管道保山作业区

∗本报记者 明雄忠∗

站场管理人员检查站内管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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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边境履职责 不忘初心勇担当
——记中国石油西南管道公司瑞丽站站长任虹宇

∗本报记者 杨雪梅∗

任虹宇指导工作人员。

用 脚 步 丈 量 职 业 的 信 仰
——记中国石油西南管道漾濞保护站管道管理员姚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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