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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是让人向往而又却步的
地方。因秀丽的风景而向往，因高
原反应而却步。如果是几天旅游你
可能不会拒绝，但如果在那里工作
生活一年半，大部分人就会退避三
舍。但一个个子不高，清瘦而精神
抖擞的青年人却毅然这样选择了
它。他就是泉州电业局人资部主任
梁奕庆，他将以不算宽厚的肩膀挑
战着高原、挑战着环境、挑战着极
限。

学习是最大的法宝

从泉州电业局设计所设计员直
到局人资部主任兼职能二支部书
记，梁奕庆每到一个岗位都让身边
的同事刮目相看。
“小梁太拼了！”提起梁奕庆，原

先设计所的同事林凯这样评价着。
1999年 8月，梁奕庆来到泉州

电业局设计院工作成为了一名变电
设计员。刚开始，梁奕庆要用两个星
期才能勉强“抄”出一套 10 千伏的

配电工程设计图纸。看到老师傅一
天能设计一个 10千伏配电工程，梁
奕庆不服气，便钻研专业知识，查阅
资料、向同事请教，每天至少都有 10
多个小时在办公室。一年后，梁奕庆
一天能够完成 3 套 10 千伏配电工
程图纸，同事都对他竖起了大拇
指。
“学习是最大的法宝”。这是梁

奕庆的口头禅。
2004年，为了规范多种用工管

理，探索人资管理新模式，泉州局筹
建成立智邦人力资源公司，梁奕庆
被委以重任。由于这是新模式，没有
地方可借鉴，梁奕庆便开始查阅资
料、学习书籍，参加各种培训，不断
地解决问题。
“这好比盖房子，不仅要搭好框

架，内部还得精心装修，这其中可是
个系统工程。”梁奕庆回忆，当时他
总是忙着制定制度，进行不停地修
改。半年后，以智邦人力资源公司为
平台的多元化用工机制、人力资源
管理规章制度和人才派遣模式已经
运作非常成熟。

随后，重庆、四川、宁夏等兄弟

单位和省公司系统很多单位便慕名
来学习，在电力系统内得到了强烈
的反响。

梁奕庆还将该用工模式形成
《人才派遣模式在泉州电业局用工
改革的实践》管理创新课题，并获得
全国电力管理创新二等奖。

2003年以来，梁奕庆在 CN刊
物上共发表了 10多篇论文，并合作
编著了《电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策
论》一书。

创立内部讲师模式

“内部讲师”四个字在泉州电业
局已是耳熟能详了，它开创了泉州
电业局教育培训的新模式，而这个
模式的创始人就是梁奕庆。

2003年，梁奕庆经过竞聘成为
了泉州电业局人资部副主任，而在
上任后的第 3个月，一个新的工作
想法诞生了———聘用“内部讲师”，
首次提出采取聘用的方式，将专业
精英的专业特长更好地传承给全局
人员，推动全局专业水平的提升。
这只是刚刚开始，随后，梁奕庆又

创新提出“管理、技术、技能”3
类专业带头人，开始探索多维职业
发展通道建设。
“要有金牌精神”。梁奕庆这样

要求自己，每一件事情就是要做到
极致，要好上加好。

其实人资部涵盖了劳动用工、
薪酬福利、绩效管理等多个专业，
而每个专业又是相对独立的，要在
每个专业都能成为拔尖是很不容易
的，但梁奕庆却都是行家。“只要
你提出哪一块专业，梁主任就马上
能现场进行授课，这让我这个专责
都自叹不如。”人资部用工配置主
管李琼玲对梁奕庆很是佩服。

同样，梁奕庆也是这样要求他
的团队的。在人资部里有两个现象
格外特殊：一个是每个员工要制定
月度计划并要放在案头；另一个是
部门人员经常围在一起讨论某个课
题或某个专业。
“梁主任经常抛给我一个课题

和总体思路，在完成方案初稿后，
他还组织部门人员进行探讨，我就
能将方案进行完善。”人资部员工
绩效与职业能力评价主办关晶晶觉

得，这样虽然会被逼着去学习，但
能不断地提升自己，也觉得有成就
感。

公文包里两样特别的东西

“要去援藏，其实我也没有什
么其他想法，就是很单纯觉得可以
去。”梁奕庆觉得能代表省公司去
援藏其实也是一种机缘。

今年 2月底，梁奕庆应邀在南
安电力公司进行绩效管理授课，在
闲聊时，南安电力公司的人资部负
责人说到：“省公司刚刚下发援藏
的文件，里面有个“薪酬处长”岗
位，可以报名噢。”梁奕庆打开邮
件后，想也没想就说：“那就报名
吧。”随后，梁奕庆便报了名，并
顺利通过了层层选拔。

其实早在 2010 年 8 月，梁奕
庆就参加过省公司为期 10 天的短
期对藏帮扶。那时梁奕庆的高原反
应不是很明显。基于这样，当时的
西藏电力公司副总经济师龚总便开
玩笑说：“小梁，你没什么高原反
应，明年你就来援藏吧！”“好啊，

没问题啊！”梁奕庆随口回答到。
没想到当初的一个小玩笑竟成

了事实。
“其实从事人资专业已经好多

年了，现在也感觉自己的专业深造
遇到了一个瓶颈，需要一个新的平
台来重新实践。”梁奕庆说，他可
以将自己对人资专业的理解移植到
西藏，看是否也能生根发芽。同
时，也可以将西藏人资管理的一些
好经验进行学习、融合，将来更好
地提升人资专业水平。

自确定要参加援藏后，梁奕庆
的公文包里便增加了一样东西———
省公司人资方面的相关文件、资
料。虽是省公司首席人力资源管理
师，也是泉州市政府绩效考评专家，
但梁奕庆还是做百分之百的准备。

而同样在公文包里出现的还有
一个小瓶子，那就是“红景天胶囊”，
这是一种抵抗高原反应的好药。“吃
了 1个多月了。”梁奕庆希望把自己
的身体状态调至最佳，才能更好地
服务西藏。

4月 18日，梁奕庆踏上了援藏
之路，在雪域高原追逐自己的理想。

日前，东南汽车自主品牌微客———东南希旺宣布在全国
正式上市，成为国内微客市场一匹实力雄厚的黑马。东南希旺
代言人———著名影视表演艺术家陈宝国出席发布会，为东南
汽车自主品牌家族微客新成员代言。

刚刚出演完热播电视连续剧《钢铁年代》的陈宝国为中国
观众塑造了一代产业工人坚韧不拔的形象，再现了在艰苦年
代勇于开疆辟土的钢铁精神。而作为东南汽车高起点自主研
发的全新微客，东南希旺汇聚三菱、克莱斯勒等国际合作伙伴
的技术平台和质量标准，以高品质、高效动力、高承载“三高”
新标准打造的品质形象为中国消费者展现值得信赖的“钢铁
微客”。

在发布会现场，陈宝国坦言为东南希旺代言是一种缘分。
早在与东南希旺共同录制广告片的过程中，陈宝国就对东南
希旺有过一番全面体验：空间大，灵活方便，动力强劲，适合各
种路况……东南希旺汇聚了三菱、克莱斯勒、道奇等国际车企
的造车工艺精华与智慧，搭载三菱技术 4G13 1.3L发动机，成
为同级别惟一搭载三菱国际发动机的微客产品；高达 690Kg
的承载重量和丰富的座椅组合方式，远超同类车型。

在国内庞大的明星代言队伍中，陈宝国是相当谨慎的一
位艺人，此次代言东南希旺，也是因为希旺本身拥有的品牌积
淀。东南汽车将国际合作伙伴的技术平台和品质标准融入生
产管理体系中，在诞生过程中经历多番考验，包括高原、高温、
高寒“三高”测试的实践保障、多达 40道涂装工艺以及 357道
严苛的品质检验。

发布会现场，东南汽车总经理左自生表示：“我们希望东
南希旺能够成为满足微客市场新需求的全新产品，以钢铁般
的品质助力广大车主发家致富，同时也很荣幸邀请陈宝国先
生代言希旺，陈宝国多年来不断创新进取、追求完美、充满实
力与干劲的精神正是广大微客车主致力于创富人生的写照。”

相信借助《钢铁时代》播出引起的社会热潮以及对创业精
神的追逐，陈宝国与东南希旺的这一次携手，能够实现名人效
应与产品认知的双赢，助力东南希旺走进千家万户。

钢铁年代 钢铁微客
《钢铁年代》主演陈宝国为东南希旺代言

马火盛/文

“我真的没觉得辛苦， 18 年的
野外操作已让我深爱上了这份工作，
我已将它当做是户外运动了，如果
现在让我坐进办公室，我还真适应
不了。”从事了 8年电力巡线工、10
年带电作业的福建省“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南平电业局送电二班
副班长欧武说道。

艰辛工作，一干就是八年

1993 年，欧武从部队转业分配
到南平电业局送电部线路班，从事
35千伏及以上线路的巡线工作。由
于线路都在崇山峻岭中，山高路陡，
路途遥远，每天早上 6 点不到，欧
武就要和队员带上工具与水出发，
常常一去就是一整天。如此艰辛的
工作，欧武一干就是八年。

欧武说，他们巡线人员的任务
主要是查找故障点，时常会遇到高
山深沟，虽然两基杆塔之间的水平
距离不过百米，可是一上一下地爬
山越沟，有时得花两三个小时。这
还不算，要碰上雨天，荒郊野岭的，
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找不到，他们只
能冒着雨在深山地艰难地跋涉着。
等到巡完线回到山脚下，早已是浑
身泥泞。

在这 8 年的巡线生涯中，最令
欧武难忘的是 1995 年他第一次到
110千伏马古玉路巡视。

那天，天下着小雨，他和队员
凌晨 5 点钟就出发了。当时交通极
不方便，多数的路程他们只能徒步。
泥泞的山路，他们一步一滑地走着，
不到一里的路，脚下的鞋已面目全
非。直至下午 2 点多钟，欧武和队
员才将当天要巡视的线路和杆塔全
部巡视完毕，开始拖着疲惫的身体
往回走。眼看离山脚的渡口只剩一
公里，他们只感觉“近在咫尺”，却

“遥不可及”。就这样走走歇歇，平
时只要几分钟的路程，他们却花了
将近 1小时才走完。走到渡口，已
是下午四点多，早已错过最后一班
轮渡，无奈只得沿铁路再步行两个
多小时到公路上等班车。最后回到
家里，已经晚上七八点了。
八年来，欧武日复一日地重复

着巡线、查障的工作，巡线总长度
已达 1万多公里。
“八年来，天天如此工作，不觉

得累吗？”
“不累，都习惯了。”一句简单

的话语，道出了巡线员朴实的内心。

抢险保电不辱使命

2010 年 6 月，一场百年不遇的
特大洪灾突袭闽北大地，灾情发生
时，欧武所在的带电班作为机动班
组，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每个机动
小组一天至少都要连续支援四到五
个抢修点。

6 月 20 日上午 7 点，位于延平
区夏道镇八仙村的 110 千伏九江支
线出现险情，必须马上派人到线路
去排查。欧武主动请缨，立即带上
两名队员，驱车赶往八仙村。
由于连日受到暴雨的冲刷，山

路上到处都是山坡滑下的泥浆，泥
泞不堪，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严重
的塌方。欧武和队员深一脚浅一脚
地艰难地向前爬行着，还要时时观
察山坡上的溜方情况。上午十点多，
欧武和队员们发现离 110 千伏九江
支线 16号杆塔塔基不远的边坡已经
开始出现溜方，如若不及时对溜方
进行加固，溜方继续加重势必影响
到塔身的安全。于是，欧武和队员
对溜方进行加固，防止其进一步扩
大。
才刚忙完，欧武又接到了班组

的电话，要他们继续赶到下一个故
障点进行巡视。于是，欧武和队员

又冒雨赶往下一个故障点……
就这样，连续几天，欧武和他

的队员们不停地冒雨穿梭在各条线
路上，废寝忘食连续奋战。

2008 年，奔赴闽浙两地抗冰抢
险、远赴北京奥运保电，2010年赴
上海世博保电，无论是抗灾抢险，
还是重要保电任务，欧武都不辱使
命，一次次圆满完成了艰巨的任务。
在崇山峻岭中挺立的一根根电杆、
一基基铁塔，是像欧武一样的无数
个电力铁军用信念浇铸的钢铁脊梁。

自豪背后的愧疚

“工作这么多年，家人对我的工
作是绝对支持的，家里也没什么事
能让我操心。”说起家人对自己工作
的支持，欧武满脸的自豪，却又感

到十分愧疚。
2008年，欧武远赴北京参加奥

运保电，一去就是 70多天。当听说
局里要为赴京保电人员的家属录一
封视频家书时，妻子林淑贞抱着女
儿对着镜头说道：“欧武你在北京
安心地工作吧，把队伍带好，我们
都等着你凯旋，家里一切都很好，
你不用担心。”家人对他工作的支
持，对欧武来说就是最好的鼓舞，
让他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国家电网
人，是一名共产党员，时刻鞭策自
己要以身作则、兢兢业业地工作。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

被占。酿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
为谁甜？”用罗隐这首诗来评价武欧
极为恰当，武欧以自己的行动展示
了国家电网人无私奉献、尽善尽美
的敬业精神。

欧武：八年巡线两万里
余开香 陈书忠/文

梁奕庆 在机缘面前挑战自我
程志龙/文

欧武（左）在进行带电作业 余开香/摄

东南希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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