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事引发大事，在科学界曾经以“蝴蝶效应”的理论提出来。蝴
蝶效应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
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这是一种混沌现象。此效应说明，
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
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

与中国传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精炼说法不同，西方流传
着一首民谣，可以作为蝴蝶效应更形象的注解：“丢失一个钉子，坏
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
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
国。”

每个细节都掌控着宇宙世界，决定着大事小事，这是何等使人
敬畏的力量。从任何我们截取出来的一个时段来看，似乎我们都能
找得到起点，但实际上这是个被割断才产生的起点，而并不是真正
的起点，唯一真正的起点在那里呢？

我认为，很难去找寻最初的那个起点，但是，每个细节都可以说
是一个真正的起点。蝴蝶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和时间扇动翅膀？钉
子为什么会在这匹马的蹄铁上和这次战斗前丢失？其实并不是多
米诺骨牌的起点，而只是无数不由自主被推倒的骨牌中的一张。但
恰恰是这无数不由自主被推倒的骨牌中的一张，足以使结果产生巨
大的差异。

可是敬畏之余，又难免让人谨慎的去选择。人有自由意志，那
么，人究竟可以自主选择什么呢？在每一种情境之下，似乎可选择
的很多，但从一个具体的角度，人最终的选择恰好是在他的时点、位
置、体验、了解和评估的信息之下所能做的唯一、最优的选择。不管
这选择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后果，也不管这选择让他人如何耻笑为愚
不可及，因为这选择早已由他身边的各样细节所预先决定了。

人在系统中，好像力学实验中的小木块，从几个方向过来的大
小不同的力合成起来，加上木块重力与地面之间的摩擦力，决定了
小木块的最终运动方向、速度和轨迹，从原理上来说，不管这个系统
多么复杂，都可以套用公式经由力的分解或合成来精确地计算出变
化结果。只是，在这个力学系统当中，重力、摩擦力等每一个细节的
变化都会让小木块朝不同的方向运动。

人就像一片树叶，在历史波涛之中起起伏伏，上上下下，或向
左，或向右，或飘起，或沉没，或许有人可以敬虔地想：“我可以选择
顺服啊。”

是的，可这跟不能选择有什么不一样吗？这反映了人对所遇之
事的心志和回应。

人的信心也是自己有的，世界如此之大，我们能通过帮助、谅解
等各种作用对他人的命运产生影响；我们自己无意间的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一句闲语，亦会在别人心里荡出涟漪，或掀起波澜；我们
的一次认真的思考、一回投入的学习，都会悄无声息地促使我们周
围的事情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细节，就是起点，每个起点摆正了，路才能是正的。
（经济评价部 王东仁）

改善细节 摆正起点
部/室

勘探开发部

经济评价部

后评价部

节能工程部

石油工程部

环境工程部

管理和信息化部

工

程

设

计

院

销售部

油室

天然气化工室

水室

建筑结构室

热工室

电信室

造价室

地质

开发

（一室）

（二室）

通用室

专业室

（一组）

（二组）

（三组）

（四组）

（五组）

（一组）

（二组）

（一组）

（二组）

（三组）

（四组）

咨询组

建筑组

结构组

（一组）

（二组）

（一组）

（二组）

（三组）

第一周

郭振廷

王晓磊

姜 凯

曲秀娟

王海波

宋少君

孔 英

孟 伟

张 鹏

乔 巍

王 凯

张亦彬

马 菲

李 炎

路 敏

李雪艳

李 亮

刘宗超

姜芃菲

王 丹

段夕强

赵研青

白 亮

吕长廷

李 娟

张海涛

吕展辉

闫小玲

许钦一

陶世杰

刘开元

第二周 第三周

于海茂

邓新颖

姜 凯

成 林

李 梅

栾熙明

彭 伟

王 凯

张亦彬

宋 振

李 炎

王 芳

李雪艳

李成敏

刘宗超

陈友先

王士东

段夕强

赵砚青

龙 雯

齐元建

周圆圆

钱 猛

王辉辉

张小田

耿晓玲

宋 敏

许卫国

第四周

郭振廷

邓新颖

燕春如

王 龙

袁聿力

高 翔

张丝雨

栾熙明

李 照

王洪浩

周志峰

张亦彬

韩孟霞

李 炎

胡晋玮

孙田田

李 亮

宋纪委

朱 悦

王 丹

段夕强

赵砚青

郭烜彤

杜晓帅

周圆圆

钱 猛

贺 芳

王学良

张宏伟

王洪飞

王长春

每周之星（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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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班刚开机，屏幕上便弹出了一条来自办公室的广播消息“亲
们，当白天太阳光照足够时，请您别忘了随手关闭日光灯。节约用

电，人人有责，为您的美德点赞！——公司办公室”。
一句话，一下子让我有一种在高考试卷出现了一道小学题目的

感觉——简单却让人不得不用复杂的心情去考量它，简单却能打破
我内心的平静、简单却让我产生了一种内疚？是因为我的忽视、遗
忘甚至于不屑？是因为头顶与太阳争辉的日光灯？还是根本就“没
有因为”!其实，我觉得归根结底，是因为“节约还没有成为习惯”！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节约已经成为企业的共识和势在必行的一
个趋势。为了达到项目优质高效与节省各项开支的双重目的，确保
公司良性运转，公司正在力推项目经理责任制，即以项目经理为责
任主体，实行对项目质量、安全、进度、成本的综合管理。大家都知
道，每个项目的工期一般情况下都是非常紧张的，要想按期、保质、
保量完工，最后还得把项目成本降到最低，其难度可想而知。从这
一点我们不难看出，除了项目运行体制发生的明显变化外，还有重
要一点，那就是：从现在开始，抓成本也将和抓质量、抓进度一样，站
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从现在开始，节约，也将成为一个优秀项目经
理必备的品质之一。

从“粒粒皆辛苦”到“节约光荣、浪费可耻”，再到“低碳环保”，节
约被人们赋予了各种赞美和使命，说节俭是社会责任，是个人涵养，
是文化传承，是美德延续，更是永恒时尚。既然节俭于人于己，皆有
裨益，何乐而不为？如果我们大家都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
张纸，那“万涓细流终成大河”，益处将是无法估量的！

让节约成为习惯，我为节约接力，为节约点赞！
（工程设计院建筑结构室一组 唐 红）

国际原油价格在2月份又是连续下跌，
纽约油价达到 12 年以来的低点。可以看
出，国际油价长期处于低位将成为常态，甚
至有专家预测将低于 20 美元/桶。作为一
家以石油供应商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咨询公
司，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有力措施，来确保业
务不萎缩、收入不降低呢？

公司目前主要服务于中石化上游板块，
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应从以下几方面采取相
应的措施:

首先，公司勘探开发板块，业务量将受
到较大的影响。但同时，由于中石化投资审
批权限的进一步放开，部分零散井由采油厂
直接审批，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机会，
可以发挥公司在产能“4+1”方案编制方面
的优势，从精细挖潜方面入手，为采油厂提
供优质服务。

其次，采油厂每年开展的规划编制、可
研及后评类项目，也将是我们拓展工作的重

点。比如，跟据前期规划情况，我们可以有
针对性的提出一些延伸项目，这些项目应紧
紧围绕增效降耗、精细管理等，能为采油厂
产生直接可观的效益。同时，我们还可以在
前期可研实施的基础上，进行跟踪、调研和
分析，提供后评价等增值服务，帮助采油厂
建立完善项目运行管理体系，为同类型项目
的实施提供依据。

最后，结合公司在信息、管理及专业设
计方面的优势，可以在隐患治理、节能降
耗、安全环保等方面为客户提供相应的服
务。

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公司还应当
加强咨询和设计水平的提升，向国内外先
进咨询设计、设备安装制造单位学习。通
过技术交流和参观学习，了解工艺、设备
的创新发展趋势，做好技术储备，满足客
户需求变化。

（工程设计院水室 王传新）

我看“低油价”

中石化鄂安沧输气管道工程环境影响评价项目稳步推进
鄂安沧输气管道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自 2014

年 12 月底承接以来，项目已经运行了 14 个多月。
项目组全体成员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取得了阶段
性的成果，已经完成了项目的野外踏勘、相关资料
的收集与整理、敏感目标排查、标准请示文件申
报、报告的编制等工作，累计完成野外踏勘 6000
多公里，走遍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
陕西省、山西省、河北省、河南省等 6 个省（自治
区）、17地市（省直管县市）、44个县（旗）区。

项目报告于今年 1 月 5 日通过了中国石化能
源管理与环境保护部组织的内部审查。报告上报
国家环保部审查之前还需完成主要工作量为相关

法律要件的办理、公众参与调查和报告的修改完
善工作，项目运行正处于攻坚阶段。

为了加快项目运行进度，春节前环境工程部
和项目组就开始相关工作的谋划，针对不同工作
内容，分工合作，逐个攻破。经过讨论，由赵凯负
责项目运行协调工作，栾熙明负责与牵头单位、项
目部的接洽以及组织报告的修改完善工作，各省
的项目负责人负责本省内相关工作的开展。另
外，部门还组织年轻同志，以新老搭配的形式，开
展公众参与调查工作。

刚刚过完春节假期，部门和项目组便组织召
开了项目运行会，统筹安排各项具体工作。赵凯

主任赴西安、榆林等地办理陕西敏感区穿越手续；
王继成赴内蒙古办理敏感区和总量相关手续；刘
玉卿赴石家庄等地办理标准、总量等相关手续；张
超、张月勇与康蒙、聂海军分别赴山西和河北开展
春节前由于大雪未完成的公众参与调查工作。项
目组其他成员集中办公一周，完成报告内审意见
的修改和相关手续办理的资料准备等工作。众志
成城、勠力同心。鄂安沧输气管道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力争在 5 月份能够顺利
上报环保部审查。

（环境工程部二室 栾熙明）

为节约点赞

2016 年 1 月初，
姚坤乾还在准备迎
接即将出生的宝宝
打造爱巢，我们还没
来的及跟元旦挥手
作别，甲方一个电话
便让我们打着飞的
到了成都，为了备战

《川渝地区天然气资
源管道建设规划》专
题汇报会。

项目要求7天内
完成研究内容、多媒
体制作、报告编制印
刷。项目难点主要
有三点：一是编制内
容 涉 及 甲 方 7 个 部
门，各部门间沟通协
调，多版本数据的对
接闭合难度大；二是
语言文字要求高度
凝练、提纲挈领、落
地有声；三是在工期
短、人员紧张的情况
下，甲方还安排了十
三五规划、2015 年经
营效益分析、两个页
岩气探井可研、企业
年报、制度梳理等多
项工作。“展现你们
森诺水平的时候到
了，要求必须成功，
不允许失败！”对接
会上甲方领导如是
说。

山一般的压力没有压垮顽强的森
诺人。在姜祥老总的带领下，大家迎
难而上、群策群力、统筹安排，按照工
作任务的轻重缓急倒排时间节点，并
细化到小时。各专业各司其责，与甲
方紧密结合，同步更新修改。人员轮
岗，电脑不停，各板块与总报告修改审
查同步进行。七天的时间里，大家早
餐边走边吃——这也是唯一按时吃的
三餐，晚上通宵达旦，人人上紧了发
条，最终提前7个小时完成交付。

第二天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西南
分公司川渝规划获得总部领导的高度
认可，甲方安排的其他工作任务也顺
利完成，成功的打响了西南新年第一
枪。能取得如此成绩，得益于精细高
效的统筹安排，各专业人员同甲方各
部室及时有效的沟通，还有最关键的
是大家精诚团结、迎难而上的精神。
丘吉尔说过“被克服的困难就是胜利
的契机”。公司品牌也是在攻克一个
个困难之后，不断超越自我，凝练升华
后树立起来的。在这里预祝公司在
2016年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从胜利走
向胜利。 （勘探开发部 张志超）

2 月 19 日，环境工程部迎来了一周一次的阅读分享
会，这也是新年之后的第一次阅读分享体验。本次分享会
由李梅介绍了自己对信仰的追求与坚持，以及信仰给自己
带来的改变与收获。

百度中的解释说“信仰指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对
某人、某物的信奉和尊敬，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在我的狭隘观念里，我认为信仰来自于宗教，但事实却非
如此。李梅在分享会上为我们介绍了一部纪录片——《人
类的故事》。站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单个的人在自然面
前、在群体面前、在战争面前、在疾病面前，是多么的渺小，
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所有的困苦都是为磨砺精神意志而
来，都是为了燃起你对某种信仰的追求。信仰说大可大，
说小可小，说大了可以是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注，说小了
可以是追求自己心灵的安宁。

《人类的故事》，从一开始就有信仰存在，存在对自然
的信仰，大自然力量是神秘而伟大的，人类就是在这种大
自然的力量中一步一步壮大起来，难道我们不是因为有着
大自然的庇护才有了代代相传，才有了文明的传承?当我
们生活在现在这种富饶的物质文明糖衣中时，我们是否还
有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我们曾经光着脚丫与大地亲密接
触的那份感觉是否已经在记忆中沉睡？

《人类的故事》，不单是讲自然带来人类的改变，也讲
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为了争夺自然资源导致的国家更
替、宗教的兴起。公元1世纪，在罗马帝国最强大的时候，

宗教开始萌芽了。从起
源、到传播、到壮大，没有
一步是简单的，没有一步
不是付出了血的代价，有
多少信仰之人前仆后继，
死后无憾。信仰，来自于
信奉和尊敬，来自于内心
的呼喊，来自于对罪过的
忏悔。在宗教信仰刚刚
兴起的时候，当时的政权
极力打压，越是如此，宗
教信仰却传播得越快、越
远，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
势，不可阻挡了。自由对
于当时受压迫的人群来
说是何等的珍贵，不能追
求物质的自由，那就追求心灵的强大,寻求信仰到来的精神
力量。

不管是战争的残酷，还是疾病的侵扰，人类的发展都
是在困苦中前行。不管是压迫带来了宗教的兴起，还是信
仰带给了人类力量，这些都是人类的故事。不管是了解人
类的发展历史，还是了解文明的发展进程，都是为了更好
地了解我们自己。

（环境工程部一室 刘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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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故事》阅读分享会

2016年2月15—16日，胜利油田2016年开发技术座谈
会在胜利宾馆召开，胜利采油厂等16家单位结合低油价、
新常态，突出油田特点、自身单位特点在会上进行报告交
流。公司相关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次开发技术座谈会与之前最大的不同在于，会议把
焦点集中在了分享、探讨“如何应对油价危机”这个问题
上。如何实现低油价下，油田开发“无效变有效，有效变高
效，高效再提效”，成为了与会领导关注的重点。各油田生
产单位在交流中，纷纷亮出应对低油价的“利器”，如胜利

采油厂应用建模数模技术调整注采；东辛采油厂完
善断块油藏注采；孤岛采油厂提高蒸汽驱效益；河
口采油厂推进地面工程系统节能降耗；石油开发中
心研发特低渗油藏高效注水开发技术等，部分做法
已经产生了直接经济效益。各采油厂通过技术创
新、精细管理，为初步破解低油价开发难题提供了
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油田领导在听完各单位的汇报后，对本次技
术交流座谈会表示了肯定，并且重点表扬了现河
采油厂推广四化建设、东辛采油厂利用注采调配、
胜利采油厂注重开发停井的可采储量等应对低油
价的做法。同时，油田领导要求大家适应低油价
的常态化，丢掉油价重回高位的幻想，并对2016年
的油田开发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为完成总部提
出的“2016 年生产成本不增加，效益稳步提升”的
奋斗目标，胜利油田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关停

效益排名倒数的5个小油田；大力推广“三线四区”经济评
价模型和价值积分管理，并通过编制标准、申请专利完善
理论体系，打造应对低油价的“利器”；建立10个降本增效
项目组，全面开展降本增效活动等。

公司自去年开始，主动应对低油价所带来的生存压
力。要清醒认识形势，树立大局意识、危机意识、服务意
识，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为油田生产建设提供超
值服务。

（石油工程部 祝 磊 曾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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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第二周为春节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