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线新闻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hwq3@163.com

版本版编辑：钟 洁 版式：王 青 校对：桂 璐

2018年4月11日 星期三

3

在陕建三建集团山水馨居
项目部有一位年轻的技术总
工，为了研究新工艺，竟然把
自己的房子变成了加工车间，
还购买了许多车床加工设备，
几年下来，研制出不少新工具
和新工艺。他就是陕建三建集
团山水馨居项目技术负责人杨
凯。

飞机模型承载梦想

小时候，杨凯的父亲在砖厂做机修
工，他有机会接触一些机修设备。受父亲
影响，在用功学习的同时，他对手工制作
也十分着迷，经常动手制作一些小玩具。

在高中即将毕业时，学校组织了一场
模型制作活动，杨凯利用仅有的工具和材
料，赶在毕业前夕，亲手制作了一架木质
飞机模型，送给学校留作纪念。他自己
说，这架飞机模型，载着他心中的机械制
造梦飞向了遥远的未来……

可是事与愿违，由于高考时估分失
误，志愿填报也受了影响，原本一心要学
机械制造专业的杨凯，却进入了土木工程
专业。可是他并不气馁，一方面学习土木
工程的专业知识，一方面到图书馆借阅机
械制造方面的书籍资料，自学机械制造课

程。就这样，大学期间，杨凯通过自己的
不懈努力，不但顺利完成了土木工程专业
的学业，还将机械制造专业的知识学深悟
透。

学以致用大显身手

2009年，刚刚参加工作的杨凯被分
配到了薛家寨一期项目，项目经理看他
是个大学生，平时又爱钻研技术，人也
踏实肯干，就让他负责“高层住宅剪力
墙全钢大模板空调洞预留一次成优”的
技术难题。

于是，杨凯就和项目上的同事购买制
作工具，不断在现场进行着大钢模板定位
开孔实验，经过一遍又一遍精心实验，一
次又一次数据修改，最终得出了可以应用
的一系列试验参数。因为涉及楼号众多和
角模随层数增高等因素，这项工作持续了
半年时间，从“三伏天”到“三九天”，

大家一天也不曾休息。在完成了任务后，
项目的所有高层住宅全部实现了外墙空调
洞上下成排、一次成优。这个施工办法的
成功应用，在公司开创了由模板厂家按项
目实际技术要求完成定位开孔的先河，也
在后续的项目中广泛应用。

自费购买机床设备

2015年，杨凯提出了一套关于住宅
工程提高混凝土实体质量的想法，在和
项目经理沟通后，将他的设计图纸提供
给了加工厂。但是加工厂送来的样品在
支腿调节这个主要部位与他的要求不
符，加工厂也拿不出修改方案。这件事
激发了杨凯自己加工特殊零部件的想
法。于是，杨凯就在淘宝上寻找适合自
己使用的机床设备。

由于资金和场地限制，杨凯最先只是
购买了小型的车床和铣床，放在自己的三

居室家中。可是真正加工起工
具还是和想象中有着很大的不
同。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如何
设计制造新工具，结构体系是
否能满足目前亟待解决的问
题，而且没有加工材料，做不
出加工工具。最难的还是机械
操作问题，杨凯只有理论知

识，并没有实践操作经验。
于是，他自学 3D软件，反复观察现

有工具，不断找寻灵感，改进设计方案；
没有材料，他废物利用，把项目上的边角
料带回家，实在没有的，就托材料员帮着
买；不会操作，他上网观看大量的教学视
频，一遍遍熟练操作。焊接是整个加工环
节中最大的困扰，杨凯自己没有焊接工
具，只好把材料带回家加工后，再拿到工
地上让电工师傅焊接。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杨凯目前独立
加工完成了现浇结构板厚度和平整度控制
工具，这个工艺保证了结构板混凝土用
量，实现了板面平整度的控制，这项工艺
已经申报了今年省级QC成果。现在，杨
凯又添置了一台科技感十足的 3D 打印
机，准备使用高科技手段将机械制造继续
研究下去…… □ 通讯员 刘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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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她们以温情和敬畏抵御逝去的冰冷，给生命离别的美
丽，给生者心灵的慰藉。她们的名字叫入殓师，一群守望生命最后
尊严的“灵魂摆渡师”。

1988年出生的张爱，是西安市第二殡仪馆（西安市奉正塬殡仪
馆）11名入殓师之一。2010年至今，她已经在这里坚守了8个年头。

4月3日，西安市第二殡仪馆需要送别20位、冷藏7位逝者。而
当天，大部分人员被抽调去开展文明祭祀活动，只留下基本保障人
员，留守人员的工作量增大。

本该 8点到岗的张爱，早早就到了单位。7点 25分，在打扫卫
生、核对前夜接回的遗体后，张爱等4位入殓师开始了新一天的“周
而复始”。

逝者来自城市的不同角落，殡仪馆9辆灵车不时运回遗体。只
要有灵车抵达，不管张爱在做什么，都会立即停止并奔向灵车。

张爱工作间的正对面，宽敞的玻璃门是从车上接运遗体的入
口，旁边右侧向内走过停满小推车的长廊，就是她出入最频繁的地
方——整容化妆操作间。

10点 45分，接遗体空挡，张爱拉开冷柜，把一位逝者推向了化
妆间。进入整容区之前，逝者通常已在冷藏柜中躺了1天到3天的
时间，冰冻的世界会让一切变得僵硬。因为遗体前一天晚上才接
过来，所以她选择让遗体自然温暖10分钟。

随后，在深深一鞠躬后，张爱一手持搪瓷缸、一手拿镊子开始
了她的工作。

用棉花蘸酒精对逝者面部仔细消毒清理后，张爱替逝者刮起
了胡子。她聚精会神，每一刀都显得小心翼翼，足足用了两分
钟，她才结束了这个流程。打粉底、用定妆粉、涂口红、上唇
彩、给头发打啫喱并梳理……张爱不时贴近观察，最近距离不足
十公分。她变换了七八个角度来发现“不足”后，突然自言自语说
了一声“完美”。

本以为结束了，却见张爱又忙活了起来。她用刷子轻轻刷扫
过逝者脖子周边每一寸布料，她要尽力为逝者做最后的整洁。帮
逝者带上帽子、整理枕头、盖上面巾被子等工作后，她结束了整个
化妆过程，用时22分钟。

张爱静静地推动平板车走过旁边放在走廊推车上的几具遗
体，回到了冷藏停尸间，整个过程没有一丝恐惧。“我从小就胆大，
高考志愿看到这个专业时，就产生了兴趣。”张爱说。对于张爱这
个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毕业的高材生而言，为逝者整容化妆
更像是在完成一项艺术创作。

张爱如今已经是馆里遗体整容组和火化组的组长，但她除了
协调管理外，依然在入殓师这个岗位上不断“修炼”。

现场，提及自己这位爱徒，省劳动模范、殡仪化妆整容专家、国
家级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员杨西正连连称赞：“按照她这种执着和敬
业，再过几年，怕是再复杂的整容化妆都难不倒她了。”

“灵魂摆渡师”将最后的尊严留给逝者，很多时候却难赢得职
业的尊重。西安市第二殡仪馆工会主席朱振平说：“因为自己从事
的职业，以前的许多朋友慢慢就不联系自己了。”张爱说，有次相亲
前，对方微信得知她的职业后直接“消失”了。

当日下午回家后，张爱和自己的爱犬米尼玩了起来。每天傍
晚，带上狗证、擦嘴布等物品领着米尼下楼遛弯，不仅让她放松了
心情，更让她锻炼出了一个好身体。

张爱至今未婚，已经30岁的她，从没把职业情况透露给除了同
学外的朋友。但她很明确，如果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她依然会选择
在第一时间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告诉对方，她说：“我会一直从事这
个职业，所以我尊重另一半，也尊重和喜爱自己的工作。”

□ 文/本报记者 王何军 图/本报记者 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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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的化妆箱里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美容修复用品，针对不同性别、年龄、职业、以及逝
者的特点会采用不同的妆容。

②生活中，宠物狗米尼是张爱最亲
密的伙伴。

①张爱凭借一双慧手赋予逝者最
后的体面安详。

③张爱在遗体存放位置展示牌上
查找即将化妆的遗体位置。

④整容化妆完成后，张爱将遗体推
进冷藏停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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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经过去了1个多月，当外科的同事
们都开始询问，为什么好长时间不见王熙来上
班时，王熙强忍剧痛坚持两个多小时抢救患者
的事情才在清涧县医院传开。

3月 1日下午 18时，一名外伤患者被紧急
送到清涧县医院外科。正在值班的医生王熙
对患者检查，发现患者右大腿软组织大面积重
度撕脱伤、右小腿开放性粉碎性骨折，由于伤
情严重，患者已经失血性休克，生命体征不平
稳。这时，王熙和医院党办主任、外科副主任
医师刘杰立即对患者伤口进行加压包扎处理，
并将患者送往手术室抢救。就在赶往手术室
时，王熙不慎一脚踩空，左脚一阵钻心的剧痛
袭来，王熙却顾不得多想，强忍着疼痛进入手

术室开始抢救患者。
手术台上，紧急抗休克抢救，止血、清创、

缝合……整整两个多小时，患者生命体征逐渐
平稳。王熙一边抢救患者，一边咬着牙，感觉自
己的左脚一直在肿胀，头上的汗水被护士擦去
了一遍又一遍，刘杰几次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
只是摇一摇头，一直坚持到抢救结束。

患者被推出手术室，王熙自己却痛得再
也站不住了，他这才告诉大家自己的脚受
伤了。拍片显示，王熙左脚粉碎性骨折，
他的第一反应却是拜托大家不要告诉别
人。“当时在急救，患者是第一位的，这是我
的职责。”
□ 通讯员 贺永军

骨折医生坚持两小时抢救危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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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提出了多项提高技术工人收入水
平，实现技高者多得、多劳者多得的具体举
措，以增强技术工人获得感、自豪感、荣誉感，
激发技术工人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真正
激活工匠人才“一池春水”。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步伐加快，技术工人数量短缺和结构性问题
日益突出，“用工荒”“技工荒”已经从季节性
矛盾转而成为常态化现象，企业对技能型工
人短缺问题反映强烈。

工匠人才严重缺乏原因很多，技术工人
的社会地位不高，各项待遇保障较弱，职业发
展通道狭窄，受社会环境、传统思维观念影响
等等。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是“匠心”与“匠
薪”的问题。

工匠人才是企业生产关键岗位上能解决
关键技术和工艺操作难题的高技能人员。而
成为“匠才”必具“匠心”。“匠心”汇集了
技艺精湛、专注、持之以恒、耐得住寂寞等
可贵品质。“匠心”靠时间来默默涵养，它
在静默中渐渐发酵膨胀，在等待中慢慢发育成长。滋养

“匠心”，呼唤“拙心”。“慧不如痴，慧易成事却难成大
事；痴似呆拙，孜孜不倦却终成大事”，这看似笨拙之
举，却是以拙藏敏、以拙养睿。

长期以来，“匠心”与“匠薪”不对等、不匹配问题突
显。因此，完善符合工匠人才特点的工资分配制度，建
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探索长效激励机制，持续不断提
升技术工人对于自身职业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让他们更
有尊严、更体面工作和生活，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现
实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
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
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新时期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方案》强调，要拓宽产业工人发展空间，创新技
能导向的激励机制；建立技术工人创新成果按要素参与分
配的制度。在全国人民奋力推进实现新时代新目标的新
征程中，需要大量工匠人才。两办专门出台《意见》，把提
高技术工人待遇上升到全局高度，摆在一个重要位置，真
正解决了“匠心”与“匠薪”之间的深层次问题。这一《意
见》的贯彻落实必将推动形成更多工人争当“首席技师”

“金牌职工”“工种状元”的工匠人才辈出的浓厚氛围，凝聚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的磅礴力量。 □ 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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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变车间 岗位显身手
陕建工匠杨凯：

■职场精英■

↑张爱的工作，承担着家属对逝者最后的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