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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今年第九号台风“利奇马”在西太平洋洋面生成，并以中心区域最大风级达17级的强度，一路狂
奔着向浙江省东海海域附近逼近。在浙江舟山以东300海里附近，正当所有人都在纷纷回避这场即将到来的
超强台风时，在这里外闯市场的胜利油田海洋石油船舶中心胜利292船却在逆风而行，与台风“利奇马”抗击
了50多个小时，守护了众多船只和人员的安全。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崔舰亭

护送船只人员安全撤离
又是一次逆行，但韩海峰却

觉得很平常。
“别人在大撤退，我们却在

逆行，为甲方平台撤人撤设备提
供保障和防护，这就是我们的责
任。”胜利292船船长韩海峰说，
每次台风来袭，他们总是最后一
个撤退，而且台风中发生需要抢
险救援的事件，他们又是第一个
冲在前面。

胜利292船在东海工区外闯
市场已经有6年之久，主要为中
石化上海海洋石油管理局、中国
海洋石油等单位海上平台提供
船舶服务，不仅多次出色地完成
甲方交代的任务，也在台风中成
功抢险救援过多艘遇险船舶。

8月7日，浙江东海海域，利
奇马台风将要从这里登陆，胜
利292船接到上海海洋石油管
理局指令，负责协助责任海域
内的中海油等公司平台人员紧
急撤离。

时间紧，任务重，十几座平
台，每座平台相隔数十海里，每
一环节都来不得半点马虎。胜利
292船像一个战士一样，穿梭在
每座平台之间，直至8日上午，平
台最后一架撤台飞机起飞后，胜
利292船得到命令全速返航，这
时候台风已经逼近东海海域。

返航途中，胜利292船又接
到宁波海事局应急指挥中心的
指令，在台风影响期间，负责舟
山马峙锚地及附近所有避风船
舶的安全守护工作。于是他们再
次调转船头，朝着暴风雨的方向
驶去。

8月10日凌晨1时45分前后，
台风“利奇马”登陆浙江。截至10
日下午5时，台风造成浙江、上
海、江苏3省市的417万人受灾，
101万人紧急转移安置。而胜利
292船负责护送的船只和人员，
却全部送达安全地点。

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这几天，朋友圈里最热闹的

话题就是关于“利奇马”台风的消
息，可是对胜利292船的船员来
说，他们的朋友圈却异常安静。

水手长吴永生就很少在朋
友圈发自己在海上工作的消息，
每次拍摄的视频更多是保存到
手机上。而对于他在海上的工作
情况，家人也很少得知，“海上的
台风太可怕了，发到朋友圈怕家
人看到担心。”

在胜利292船船员眼里，和
海上动辄十几米高的惊涛巨浪
相比，他们更看重的是家人的牵
挂和担心。

每次台风逼近之前，往往会
在海上掀起巨浪，在深海中施工
的船只往往需要克服这一难题。

“平时海上七八级风的时候，在
甲板上走路就很困难，何况十一
二级的风，就更加危险了。”吴永
生说。

8月9日晚，工作区域的风力
至少在11级，船员们在锚地不仅
不能休息，还要克服晕船的生理
挑战，双岗轮值。二副战晓伟说，

“锚地里经常有小船走锚，这样
的天气船舶走锚后会不受控制，
随处漂流，这就需要我们用雷达
随时观察海域内船舶的位置。”

事实上，胜利292船不止一
次遇到过12级大风，而且还要在
台风中执行守护平台任务。有时
浪高达到十余米，一个浪过来能
从船头打至船尾，很多船舷外的
灯都被海浪瞬间震碎了。

“船不停地晃，船舱里人都
站不住，吃点东西都反胃，喝水
都反胃，晃得让人感觉没有盼
头，跳海的心都有。”替班船长边
祥民谈到晕船的感受时，露出一
丝苦笑。

他们甚至还遇到过比这还
艰险的情况，有时在东海施工作
业中，一个海浪打上甲板，船员
很多时候会被海浪冲倒或冲跑。

但是船员们没有一个退缩
过，因为他们知道在外闯市场征
程上担负着怎样的责任。在经历

过风风雨雨和常人难以想象的
困难后，他们把别人眼里的不可
能变成可能。

在东海工区出一次海，至少
要在船上待两个月，有时会延长
到三四个月，家人本来就会很担
心。像这次经历台风的时候，他
们如往常一样，依然不敢拍视频
和照片，怕流传出去让家人担
心，一句“我很好”就算是给家人
最大的安慰。

50个小时的坚守
协助平台人员撤离后，按照

宁波海事局的指令，胜利292船
经过10多个小时的航行，到达指
定位置马峙锚地。

据了解，胜利292船负责守
护的马峙锚地是一个长约3海
里，宽1 . 5海里的小型避风锚地。
由于本次台风威力巨大，这次瞬
间积聚了近百艘船舶商船来此
避台风，而且锚地周边还有许多
的渔船和中小船舶停靠在此。

锚地水浅，船不是很晃，主
要是风大，大到让人心感到恐
慌。而胜利292船的任务，就是要
负责这个海域近百艘船舶的安
全。任务严峻，胜利292船及时召
开抗台守护会议，船长韩海峰统
筹安排，严密部署，制订了详细
周全的计划。

20几寸的雷达屏幕，密密麻
麻的船舶回声点，让驾驶值班的
船员不敢掉以轻心，每当有一艘
船舶出现锚点偏移，胜利292船
则会第一时间对走锚船舶进行
提醒及安全守护。

在50个小时的安全守护过
程中，胜利292船始终保持备双
车，值双岗班，且两名船长轮流
在驾驶台值守，保持不间断的观
测周边船舶动态，及时提醒易走
锚和偏荡严重的船舶加强值班，
始终处于一级应急守护状态。

10日下午6时，马峙锚地的
风力下降至8级，胜利292船圆满
完成了宁波海事局应急指挥中
心交付的应急守护任务。至此，
胜利292船抗击台风“利奇马”历
时50多个小时。

与“利奇马”抗击50个小时，守护众多船只和人员安全

胜利292船成台风中“最美逆行者”

““知知心心服服务务一一线线行行””走走进进胜胜利利维维修修

一年多来，东营市胜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鑫昊花园
物业站先后收到6面锦旗和200余封表扬信，这在该物业
站管理史上绝无仅有。曾经管理的“老大难”成为公司管
理样本，离不开每一位物业员工细心、耐心、真诚的服务，
离不开业主与物业的互相理解、通力合作，更离不开胜利
海洋钻井公司外闯市场员工、物业站站长杨丹丹的真诚
付出与贴心服务。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刘涛

海洋钻井公司杨丹丹：

表扬信背后的贴心服务

去年“温比亚”期间，
杨丹丹趟着过膝的积水，
手拄着木棍前往外闯市场
单位报到，杨丹丹早就意
识到这是一条格外艰辛难
走的路，但没想到的是这
条路竟那么难。

杨丹丹刚到鑫昊花园
的第一天，就遇到业主与
物业间的纠纷，尽管新站
长苦口婆心的劝解、安抚，
这位居民始终无法稳定情
绪。在负责物业站初期，经
常会有投诉事件，不停地
解释、安抚、劝导让她身心
疲惫，晚上休息时耳旁都
仿佛有争论的声音。

也许是杨丹丹真诚的
态度、用心的服务感动了
业主，事情慢慢出现了转
机。小区业主张大爷因不
满邻居养大型犬，物业又
迟迟不能解决而心生埋
怨，看到新来的杨丹丹，劈
头盖脸地就是一顿批评。

“我说了这么多，你怎
么一句也不说？”杨丹丹的
态度让王大爷感到意外。

“大爷，您别生气了，气坏
了身体怎么办，有事咱坐
下来慢慢说，我一定竭尽
全力帮您解决。”杨丹丹是
这么承诺的，也是这么做

的。事后，杨丹丹多次联系
张大爷的邻居，最终说服
他将大型犬送了人。看到
问题解决了，张大爷喜笑
颜开：“你这个新来的，还
真没糊弄我。”

一次巡逻期间，杨丹
丹发现业主李大娘衣着单
薄地站在寒风中哭泣，交
谈中，李大娘说，“出门倒
垃圾忘了带钥匙，家里只
有一个瘫痪在床的老伴”。
当得知老人的女儿在数公
里外做生意后，杨丹丹吩
咐员工带着老人去找亲
属，并细心地为老人披上
了军大衣。后来，老人的女
儿还专程到物业站表达了
感谢。

在杨丹丹看来，物业
作为服务行业，就要始终
将业主的需求放在第一
位，只有把业主当家人，把
业主的事当成自家事，才
能得到业主的认可和尊
重。一件件小事汇成汩汩
暖流温暖居民的心，起初
的各种埋怨慢慢消淡，物
业服务大厅里再没出现过
争执的事件，居民开始自
发为物业站送来了表扬信
与锦旗，物业的各项管理
工作逐渐步入正轨。

打造物业服务样本

居民事就是自家事

在逐步与业主处理好
关系的同时，杨丹丹着手
处理小区的大小“顽疾”。
此前，因停车秩序混乱，车
辆进出困难，物业常常遭
到居民吐槽。杨丹丹联系
了物业公司工程部重新规
划停车位。

“以前小区公共道路
因乱停乱放只能停20多辆
车，合理规划后可以停75
辆车。”科学地解决居民停
车难题后，杨丹丹还吩咐
保安加强巡逻，督促业主
按规矩停车，久而久之人
们便养成了自觉停车的好
习惯。

绿化带种菜是该小区
的另一大“顽疾”，物业屡
禁不止，业主屡禁屡犯。基
于杨丹丹团队在小区精细
管理方面做出的工作，不
少居民主动清理了菜园，
物业员工第一时间补种了
各类树木和花苗，让绿色
小区提高居民幸福感。

“顽疾”逐渐消失，杨
丹丹又琢磨从细节入手，
全面提升工作标准与质

量。她要求保洁员不仅要
做到地面整洁干净，连墙
上的开关、设备间的设备、
电梯间都需尽量保持干
净。对员工严格管理的同
时，杨丹丹从未放松过对
自己的要求，她每天早晨
七点就来到单位，对小区
全面巡查；八点组织员工
开晨会，总结前一天工作，
安排当日任务。每次检查，
她都按照物业管理标准一
条一条的看 ,一条一条的
查，不漏下任何问题。

凭着对工作认真负责
的态度，杨丹丹负责的小
区无论是卫生、服务、治安
水平，还是与业主之间的
关系，都位于胜联公司前
列，并被胜联公司评为
2018年度“优秀团队”。

由于扎实的业务和
出色的业绩，杨丹丹又被
安排到另一个小区担任
管理工作，“干一行爱一
行，在这里我也学到了很
多东西，认识了很多人，
最重要的是收获了自信
与价值。”

近日，胜利油田党委宣传部“知心服务一线行”活动来到地面工程维修中心，为40余名基层管理人员送
上生动的体验课。活动中，知心辅导员精心安排了以放松身心、增进沟通为主的“欧卡牌”“动力火车”等互
动体验项目，让大家分享对和谐团队建设、相互间沟通配合、个人价值实现等方面的感悟。据了解，“知心服
务一线行”活动，旨在提高基层管理人员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和素养，做职工的知心人、暖心人和
凝心人，从而改善组织氛围、提高工作绩效，实现人企共进。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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