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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管道

□王勇

刘畅，西南管道贵州管网公司员工，对于石油
这个行业，她有着自己的独特感受，“不容易、真的
不容易。”作为东北姑娘，她远嫁中原，如今随夫

“征战”西南管道，回忆起这段往事，刘畅感慨良
多。

马涛，刘畅的爱人，河南人，在四川上学，恋
爱时跟刘畅保证，一定会在辽宁陪她一辈子。2007
年的 7月，马涛坐了 25个小时的硬座，来到地处沈
阳的东北石油管道公司报道。那段日子，马涛穿着
带有宝石花的红工装，每天满嘴的阀门、管线，满
身的油污、泥点，却总开心地重复着师傅们给他讲
的输油重点，刘畅听不懂却又满心好奇，总感觉那
身红工装有某种吸引力，让自己高兴。

2007年的冬天格外寒冷。“等着我，两个月我准
时会来看你。”男友马涛安慰刘畅不要哭。在门台站
实习了半年，马涛响应东北管道公司“走出去，开
拓市场”的号召，一包一裹，踏上了去往西部管道
的列车。从那以后，刘畅就像等待戍边的军人一
样，电话成了彼此联系的纽带。婚房装修、家具采
买，甚至回家探望马涛年迈的父母都由刘畅一个人
扛起来。那时刘畅质疑，这个有着宽阔胸膛的男
人，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港湾？

马涛远赴西北为国献油，刘畅选择寒窗苦读攻
研，为的就是将来日子能够好过点。

2009年，刘畅坐了 40小时的火车，又辗转 100
公里的汽车，带着满头的黄沙、穿过一条条蜿蜒不
见头的高速公路，终于到了西部管道输油量最大的
玉门输油站。“涛，我们回吧，不干了。”望着满脸
沧桑的马涛，刘畅心疼不已。可是，一个月的场站
生活却让刘畅改变了这个想法。

在玉门站，刘畅穿上红工装、戴上安全帽、手
拿对讲机，近距离仔细端详那高高的储油罐和整齐
的输油管道，细听着每条管道的“岗位职责”，感受
着每个阀门的“重要使命”。不出几日，相聚的快乐
就被广袤的蓝天、一望无际的骆驼刺和站内一成不
变的生活消化殆尽。远离人烟的输气站场，唯一能
接触到的就是站外的那条高速公路。那段时间，听
站里人讲述他们的故事成了刘畅无聊时的消遣。

站长范才明，四川人，家在沈阳，有两个女
儿，在二女儿高考的关键时期，已经 5个月没回家
的他，答应女儿高考那天一定回去送她进考场；技
术员小朱，一笑俩酒窝，未婚，处过几个对象，也
许是因聚少离多的日子而分开了；实习生小张，刚
来半年，回过一次家，爸妈心疼这个独生子，不想
让他在这里继续吃苦，他经常打电话回家安慰，却
一直很坚持……

“我们一定会在一起，我一定会跟你走下去。”
玉门站的生活让刘畅感动，发誓要和马涛相守一生。

一晃就是五个年头，没有如胶似漆的甜蜜，缺
少日日相守的陪伴，甚至有时候都不能清楚回忆起
彼此的脸庞。“甘肃分公司先进个人”“西部管道安
全生产先进个人”“甘肃分公司优秀共产党员”“辽
宁省优秀青年”……看着马涛一系列的荣誉，让刘
畅觉得这5年没白熬。

2012 年，马涛和刘畅结婚了，婚后没有蜜月，
马涛因工作原因提前回站。

2014年，刘畅告别了心爱的三尺讲台，追随马
涛的脚步，来到了离家千里之外的贵州大地，从一
位“管道家属”变成了石油管道人。原本以为两口
子可以在一起了，然而，现实再次打破刘畅的憧
憬。那时贵州管网公司正处在紧锣密鼓的建设期，
马涛负责各支线及站场投产方案的编制和投产准备
工作，场站投产期，马涛在基层一待就是十多天，
甚至连个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投产结束后，马涛被委以重任，负责贵州管网
公司备战西南管道技能竞赛。马涛与参赛选手在一
起同起同睡，刘畅被撂到了一边。为此，她这个

“醋坛子”被打翻了无数回，但当所有参赛职工登上
领奖台的那一刻，刘畅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看着大山里耕耘出一个红黄相间的输气站场，
蜿蜒前行一条条输气管道，贵州大地越来越多的人
用上清洁能源，刘畅深刻体会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
真真含义。

如今，刘畅的孩子已渐渐长大，她也开始骄傲
地向下一代讲述着管道人的故事……

□田亮

5 月对于深圳市罗湖区宝安路泵站工程是最重
要、最关键的一个月。如何保证顶管各个标段同时
贯通，贯通偏差不得超过100毫米，对于在项目上已
奋战一年的测量员王越来说，这个任务依然是个大
考验，“测量工作是前道工序，只要有一点点疏忽，
就可能造成工程返工的风险。”

去年 3 月 8 日，罗湖区宝安路泵站工程开工建
设，深圳的天气潮湿闷热，让一个来自北方的男孩
始料不及，但仍然咬牙坚持着。刚到工作岗位的第
二天，王越就全副武装，穿着长袖工作服、沙漠
靴。与设计单位代表同到顶管各个标
段进行控制点桩位交接工作。

因工程位于市中心，不方
便停车，随行人员只能步
行，他们轮流背着几十斤
重的测量仪器和其他
测量设备，朝着各

个始发场地出发。几分钟过后，王越的工装已被汗
水浸透，手被蚊虫叮咬肿得老高，王越咬着牙，硬
是挺了过来。为把测量工作做到精益求精，王越精
心呵护着他们的测量仪器。每次去工地，大家轮流
肩扛怀抱这些“宝贝”，生怕碰着摔着。测量回来，
及时认真擦拭测量仪器，由专人存放保管，定期保
养维护，确保测量的准确度。

在罗湖区宝安路泵站工程中，始发与接收场地
无法实现通视，这给测量工作增加了难度。“既然选
择了测量，就必须认真负责。”王越坚定地说。他带
领两名员工往返于始发、接收场地，着手测量方案
编制、控制网复测、加密控制点的选点测量和控制
桩复测。为保证观测数据的连续性、准确性，他们
每天早出晚归，3人一组，1人操作全站仪，1人记
录，1人架设棱镜，精心观测并详细记录一个个原始
数据，测完一个桩点，又移到下一个桩点。整个控
制网测算完成后，他们又沿着刚测完的线路返回，

换另一个人进行仪器操作，通过 3组数据验证

测量的准确性，减少误差。
顶管工程施工环境比较复杂，测量过程中的影

响因素比较多，稍不注意就会造成较大偏差，影响
工程质量和后续工序，为了避免失误，王越每次测
量后，都把数据复查两三遍，回到项目部后，立即
将数据导人电脑中，用提前编制的Excel公式再核算
一遍。计算出来的实际坐标要放到隧道穿越轴线
CAD图中，查看是否存在偏差，若存在偏差，就意
味着测量要从头再来，直到误差值为零。最终的坐
标数据生成后，将为顶管机在复杂的地层深处，点
亮一盏“指路灯”，指引顶管机按照设计轴线，安全
顺利抵达接收竖井。

5 月 30 日，随着顶管机刀盘缓缓从洞门处破土
而出，管道四公司承建的罗湖区宝安路泵站工程顺
利贯通。顶管机在城市主干道十几米的地下深处，
累计穿越约2公里，每一段的贯通误差远远低于国家
标准的100毫米。

那一夜，全线贯通了，王越睡得格外香甜，测
量班宿舍传来阵阵鼾声……

爱相随

用汗水测量精度

□于聪

“15 年了，真是弹一挥间，刚谈了恋爱就去前
线，忙忙碌碌一干就是 15年，日子过得真快，付出
也得到了回报，事业家业双丰收，妻贤女孝，工作
也是越来越顺利，好好干，再加油，老爸老妈给你
做后盾！”这是2018年的10月7日，国庆长假的最后
一天，我在自己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条纪念西气东
输投产十五年的信息，前面这段话便是我的老妈给
的留言。当我看到这条评论时，我的眼睛湿润了。
老妈的这条评论也将我的思绪带回到2003年。

2003 年 3 月，我作为管道公司大连输油气分公
司的首批劳务运行人员来到了位于南京的西气东输
苏浙沪管理处。5月，我开始担任管理处办公室的文
秘工作，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崭新而陌生，从没想
到自己会从事文秘工作，刚到办公室自己根本不知
道工作该如何下手。自己虽然喜欢文字，但真正面
对文秘工作，还真有点摸不着头绪。庆幸的是，在
当时的领导和同事们的热情帮助和支持下，我认真
地学习起公文处理、公文写作、收文发文、公务接
待等一系列有关文秘工作方面的知识，对这项工作
开始慢慢地产生了兴趣。

2003 年 9 月 6 日，我回到大连与自己的爱人完
婚。妻子希望我能和她在大连度完蜜月，可是由于9
月 16日国家西气东输领导小组要在南京召开西气东
输第六次工作会议，有太多的工作在等着我，没有

办法，在家只待了三天便回到了南京。那些日子经
常加班加点到夜里两三点钟，当西气东输第六次工
作会议结束后，我躺在床上整整睡了近 15个小时。
国庆节期间，西气东输进气受到全国各大媒体的关
注，中央电视台对气头进行了跟踪报道，我负责接
待、陪同中央电视台记者，10月 7日凌晨，当我随
着央视记者的摄像机共同见证了熊熊火光在上海白
鹤站划破漆黑夜空时，那种喜悦自豪之情油然而
生。我的这段经历被写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动脉》。
我的老妈今年 68岁，是参加过“八三”管道工

程会战的一名老石油人。从我记事起，由于爸爸在
外地工作，爷爷奶奶还没有退休，妈妈每次出差都
只能带上我，工作时就把我一个人放在招待所。所
以自幼我便耳濡目染了“管道为业，四海为家，艰
苦为荣，野战为乐”的管道优良传统。老妈退休以
后，致力于社区的环保公益活动。自从有了智能手
机，老太太微信朋友圈玩得溜着呢，时时关注我的
动向，对我的微信朋友圈信息总是第一时间点赞评
论，每一次评论都是非常认真，常常令我感动。

2010年，为支援西气东输二线建设，我由苏浙
沪管道处调到了广东管理处。记得又一次，我和所
有抢险队员一道奋战在管道抢修的第一线，全体抢
险队员发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不畏艰苦，连续
奋战，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抢通了临时管
道，恢复了供气。至今我仍能回忆起那一个个坚守
岗位、挺身而出，普普通通又难能可贵的最美身
影。那个时候老妈每天都会发条信息，叮嘱我注意

安全，当我在朋友圈里转发管道修复成功并通气的
消息时，老妈又在我的朋友圈里留下了这样的评
论，“红色勇士们：你们辛苦了！近20天的奋战终于
抢通了这条不寻常的管道。我们老一辈石油管道人
为你们点赞！有你们这样的后生，我们放心！好样
的！红色后代！”当看到这条评论时，我的眼睛再一
次湿润了。

2018年特强台风“山竹”侵袭广东，这是广东
管理处成立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台风灾害，给管理
处站场、阀室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管理处全体员工
不畏风雨，坚守岗位，确保了管道的安全平稳运
行。当台风过后，我把自己撰写的《狂风暴雨中的
坚守》这篇微信公众号文章转发给老妈后，老妈又
写下了“西气东输广东管理处的员工们，你们辛苦
了，虽然辛苦，但你们保证了输气的安全，你们就
是英雄，就是值得赞叹。石油系统的那些优良传统
在你们身上得以传承，你们是新一代的石油人，向
你们学习、致敬，有你们这样的接班人，我们老一
代石油工人为你们骄傲，为你们自豪！”的评论。

如今，我已从西气东输回到了大连分公司，多
年在外漂泊，没能好好为父母尽孝，如今回到老妈
身边，我将尽自己的全力，多多陪伴和孝敬老爸老
妈，让他们有一个安定幸福的晚年。

老妈是我朋友圈里的重要一员，每每看到老妈
点赞和评论，会让我觉得母爱在网络空间里无限蔓
延。世上的爱千千万，唯有母爱是无私无畏不求回
报，也不容拒绝的。我为朋友圈里有妈妈这样的好

“赞士”而骄傲。

□何宏鑫

在樱花烂漫的三月，我到西北管道公司报
到，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当天报到，公司通知我第二天就去云南上
线。去云南得坐三天的车，车上的师傅们看起来
有些疲惫，但我却是很兴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
自驾游。路途虽然遥远，师傅们一路的陕西话让
我这个新人觉得很有乐趣。路上天气变化不定，
忽冷忽热，而我却毫无准备。老师傅得知我没带
厚衣服的时候，主动拿出他们棉衣给我。看着飙
着一嘴陕西话的师傅，我心里暖暖的。

一到云南，没来得及休息，我们就出发去了
工地。听着轰鸣的挖机在不停地翻挖，地下也不
断有水涌出，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工作的艰难，而
老师傅们却习以为常，各自干着手中的活儿。真
正动火开始了，我们这一次的任务是换管。因为
我是第一次来工地，所以队长没把重要的工作给

我，而是叮嘱我工地情况复杂，自己注意安全。
看着各岗位师傅们熟练地操作着手中的工具，让
我再一次为他们感到敬佩。

夜深了，当最后一位焊工师傅拖着疲惫的身
体从管子上爬下来，我知道今天的任务结束了。
接下来该进行检测工序了。当别人在庆祝任务成
功完成的时候，有一群人已坐在车上摆着各种姿
势睡着了……以后的日子，我和老师傅们一起去
工地，慢慢熟悉了工作的内容，也渐渐适应了工
作节奏。

从云南上线回来，我还没调整过来，就接到
通知再次上线，而这一次上线不像第一次那样带
着好奇激动的心情去，这次更多的是带着对工作
的责任而去。我也在上线中，一次次感受不同的
工作环境，经历不同的工作项目，慢慢地成长成
熟起来。

走遍祖国河山，领略大好风景，我在祖国的
每一寸土地上一步步前进，有辛勤与付出的汗
水，也有锻炼与进步的快乐，一路走来，收获满
满，更加坚定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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