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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固县在脱贫攻坚工
作中，因地制宜建设产业扶
贫基地和社区工厂 32 个，
带动 580 名贫困劳动力在

家门口实现转移就业。图
为该县董家营镇的贫困劳
动力在唐家营村社区工厂
务工。 单庆华 摄

——309省道略阳段快速抢险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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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山城略阳在“7·11”的洪水侵袭中已
经是满目疮痍了。然而，灾难的魔掌并没有放过
这个弹丸小城，7月 14日凌晨，它再次以狰狞的
面目洗劫了这个千疮百孔的地方，导致309省道
这条“生命线”多处塌方，交通中断。在严重的自
然灾害面前，略阳公路人用行动谱写了一曲鏖战
洪水的壮歌。

7月14日，被洪水冲击的面目全非的略阳县
城到处是泥泞和淤积物。凌晨一点左右，发疯的
老天又裹挟着风雨袭击了略阳，三小时内降雨量
达到100毫米，局部地方达到170毫米，一时间山
洪狂泄，嘉陵江猛涨，给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带
来了严峻的威胁。同时，到处漫延的泥石流导致
309省道K62-K67区间5公里范围内发生大面积
滑坡和塌方，多处路面被泥石流覆盖，达到 1-2
米厚度，公路发生较大滑塌路段36处，产生泥石
流 17700立方米，多处民房受损，几辆停放路
外车辆被埋，路基和防撞护栏损毁 3处 240延
米，3000米水沟和绿化全部冲毁，交通中断。

灾情发生后，略阳公路段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封闭交通，专人值守，向地方政府和上级汇
报险情。汉中公路局也迅速反应，局长康壮等
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抢险工作。

山谷里机械轰鸣，雨水、汗水还有泪水在交
织，在这场自然灾害面前，公路人没有退缩，他
们周密部署，积极应对。由于略阳整体受灾，
机械设备特别紧张，在调集了 6台大型机械设
备后仍感力度不够，略阳段又向兄弟单位勉县
段求助，勉县段段长带领抢险队并支援 3台 50
装载机第一时间赶来支援，汉中公路勘察设计
院的同志也赶到现场，提供技术指导。十几个
小时里，职工们未能休息片刻，中午饭也是在
工地吃，为的是早一点抢通道路，畅通人民群
众的生命线。在公路职工的顽强拼搏和不懈

努力下，7月14日傍晚19时，309省道便道抢通，
被堵的车辆长龙终于舒了一口气，驶出了被堵
10多个小时的塌方路段。

7月 17日，雨后放晴的 309省道略（阳）康
（甘肃康县）路横线河路段仍然到处是泥石流的
痕迹，略阳公路段的职工们还在冒着难耐的酷暑
在路上清淤，机械的轰鸣声和职工们挥汗如雨的
劳作声构成了一幅气势恢宏的战洪图。“从 7月
11日到今天，我和几十名职工已经在路上整整
战斗了7天了，有个地方迷糊一下就是最大的享
受了。”略阳公路段横线河道班班长张庆志边擦
汗水边向笔者诉说。略阳公路段公路股长唐鸿
斌脸上挂满了疲惫，他说：“在连续七天七夜的抗
洪抢险战斗中，我们段领导和公路股的同志连轴
转，常常一身水一身汗，一些职工抢险也顾不上
家，都想早一点抢通道路，让生命线畅通，让司乘
人员早一点安全回家。”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刻意作秀，一句句朴实
的话语道出了公路人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厚重
情怀！ 通讯员 徐立生 杨镇军

“老陈，你怎么工作
服上还印着小猪佩奇？”
7月 11日，清晨 5时 23
分，陇海线上行 1318公
里 100米处，奋战了一
整夜的宝鸡工务段抢险
队正在工地就餐，看到
抢险职工陈君侠工作服
背后的小猪佩奇，笔者
好奇地问。

“你说这呀，这是我
六岁的女儿给我画的。
听说我要去水害抢险，小
家伙硬是抱着不让我走，
让画了个小猪佩奇，我才
搪塞着趁机离开！”陈君
侠边吃饭边顺带着说。

7月 10日 6时左右，
在接到宝天铁路发布橙
色预警的通知后，作为母
亲的陈君侠一边匆忙穿
着工作服，一边向年迈的
母亲交待着女儿的衣食
起居。才从单位回家不
到一天的她，刚答应在家
好好陪女儿的，这下又失
信了。女儿哭着挽留着
她，她却心如钢铁，毅然
穿梭在大雨滂沱之中，匆
匆往工区赶去。

“我也心疼女儿，她
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
块肉啊！她哭的那一刻，我也
是咽着泪，拉开她的手才走
的！平时女儿最喜欢看小猪佩
奇，可是平时工作忙，我从来没
陪她看过！最近大雨不断，再
加上管内设备都在山区，山体
山貌地质条件异常复杂，随时
可能发生滑坡、溜塌、泥石流、
崩塌落石等严重病害，我们基

本都是 24 小时值守工区，好
不容易回趟家，还没陪女儿就
走，女儿又得恨我了！”陈君
侠泪眼湿润着说。

“立刻集合抢险！”在听到
抢险命令后，陈君侠抹去眼泪，
三步并作两步，扛起铁锨，背着
筐篓，抱着一大捆编织袋往水
害抢险地点跑去。

大水像凶猛的野兽肆意冲
向线路，陈君侠踩在泥水里，一
铲一铲地把泥石装进编织袋
中，然后艰难地背着袋子，把它
们堆码在铁路路肩上。她的脸
上、身上到处都是泥水，可她却
毫无顾忌，使足了劲，拼命地
干。抢修场上，她戴着黄色帽
子，混杂在人群中，奋力战斗的
身影根本看不出是位女职工。

7 时 17 分，1318 公里 100
米处开通，看着列车通过线路，

陈君侠疲惫的眼神里透出了笑
意。这时，她才想起女儿，赶紧
给女儿打了电话。

“君侠，女儿昨晚哭了一夜，
刚才才睡着。你放心，我会看好
佳佳的，你安心抢险！抢险完，
早点回来，佳佳很想你！”听到母
亲的回答后，陈君侠立刻泪流满
面。 通讯员 闫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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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洪救灾 职工在行动

抢险人员清理泥石流抢险人员清理泥石流 梁坤梁坤 摄摄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记者7月
17日从省人社厅获悉，省人社厅联合
省交通运输厅等六部门发出《关于做
好铁路、公路、水运、水利、能源、机场
工程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
通知》。要求我省辖区各个工程建设
项目及时参加工伤保险。

《通知》指出，工程建设项目参保
主体为工程建设项目承建单位。我
省境内的交通运输等行业项目承建
单位（含省外在陕西境内从事交通运
输等行业项目承建单位）均必须依法
参加工伤保险。建设项目跨区域的，
由承建单位在所跨区域内自主选择
参保地。项目参保的有效期为施工
合同约定的工期。因不可抗力等因
素导致工程延期的，项目承建单位可
向参保统筹地区申请适当延长参保
有效期并增加部分缴费，具体缴费标
准由所在参保地制定。缴费费率坚
持“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合
理确定工程建设项目工伤保险缴费
费率，原则上与我省建筑业项目参保
缴费比例保持一致。

《通知》要求，工程建设项目参保
职工被认定为工伤的，工伤保险经办
机构要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工伤保险
待遇；由项目承建单位依法承担的工
伤保险费用，可根据职工意愿一次性
足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涉及以本
人工资为标准计算的项目，统一按照
陕西省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60%计算。为适应施工企业职工流动
性大的特点，对于在工地内发生、事
故清楚、当事双方无争议的案件实行

“快认快结”，一般应当在资料齐全的
情况下1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通知》强调，各级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谁审批，谁
负责”的原则，确保各类项目及时参加工伤保险，对未参
加工伤保险的项目和标段，主管部门、监管单位要及时督
促整改，及时补办各种手续。对未参保项目发生事故造
成生命财产重大损失、受伤职工工伤权益无法保障的，启
动问责程序，对相关单位、相关责任人依法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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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7月
17日，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六院获悉，该院研制的我国
首台大推力、高性能液氧煤油
高空发动机，日前成功实施首
次整机热试车。此次试验的
成功标志着我国大推力、高
性能液氧煤油发动机技术在
高空发动机领域获得重大突
破，对大幅提高新一代运载火
箭的运载能力、拓宽火箭型谱
意义重大。

据悉，这是我国首型大推
力、高性能液氧煤油高空发动
机，推力可达120吨，用于运载

火箭芯二级。相比现役 75吨级
液氧煤油发动机，其未来将被
用于运载能力更强的火箭型号。

由于采用了多项创新技
术，该型发动机性能及固有可
靠性显著提升。在其研制过程
中，航天六院 11所研究设计团
队开展了高空泵后摆发动机的
设计工作。相比传统发动机的
整体摆动，泵后摆技术将摇摆
装置后置，局部摇摆，能减少
发动机的体积。节省出来的空
间，可以为运载火箭并联更多
火箭发动机提供可能，从而实
现更大推力。

我国120吨推力二级火箭发动机热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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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梦都没想到这么
快就用上了免费电，你们的
服务太周到了，还自己掏钱
为我家购买了电器开关，你
们这份恩情让我太感动了，
太感谢你们了”。家住临潼
区小金街道办贫困户张老虎
发自肺腑地说。

7月13日，国网西安临潼
区供电公司开展雨后用电设
备检查，铁炉供电所在小金街
道办排查用电情况时，发现毛
湾村贫困户张老虎家政府给新
盖了2间平房没通电。铁炉供电
所负责人想到客户用电是大事，
虽然客户没报装，肯定客户有困
难。经过了解得知，张老虎属小
金街道办毛湾村贫困户之一，该
所负责人立即在笔记本上详细
记录了此事，自己掏腰包花了
150元钱购买了灯具、开关、插
板、室内线等，亲自带领 2名员
工，对线路进行了规划，员工们

打孔、布线、接头、安装、测
量、验电、送电，经过 2个小
时的布局安装，室内灯具、插
板均安装到位。小金街道办
毛湾村贫困户激动地摁下电
线开关，随即，简陋的房间里
顿时亮堂了。电通了，电视能
看了，这让贫困户和村干部十
分感动。

张老虎一直和母亲生
活，母亲年纪大了，家里没有
经济收入，原先的 2间房屋
年久失修，渐渐地成了危
房。街办政府考虑到人身安
全问题，出资为张老虎盖了2
间平房。新盖的房子与原来
老房子相邻，乡政府暂时没有
拨放资金帮他办理报装用电
事宜。供电公司排查发现后，
本着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

则，简化一切报装手续，齐心协力，
为贫困户张老虎通上了电。

“大娘，以后用电有什么困
难和问题，不管什么时间，只要
您拨打‘爱心服务卡’上面的电
话，我们的台区经理一定会以
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检修服
务”。服务人员一边把一张写
着供电所联系电话的“爱心服务
卡”塞到老人的手上，一边交代
着老人。 通讯员 潘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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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马萌）7月 17日，陕煤地质一三一
公司2018年职工技能比赛开幕式举行。

据悉，此次比赛将在该公司地质勘查研究院、测绘院
开展，考核内容包括应用MapGis软件绘制剖面图、工程
测量等内容，近年来职工技能比赛在该公司持续开展，专
业技术人员技能素质得到提升，为公司转型发展起到有
力的助推作用。

陕煤地质一三一公司

职工技能比赛启动

7月12日下午16时，中国铁路西安
局集团公司安康车辆段“集中洗衣房”
的配送人员，将清洗好的工作服分别装
进贴有“外制动班组”、“架修班组”标识
的塑料储物箱里，然后送到检修车间楼
下的“致远亭”。

与此同时，检修车间的安全员陈斌
带着两名职工，也搬出了几个一样大小
的塑料储物箱，不同的是，里面装的是
他们刚从其他班组收集的需要清洗的
工作服，每一件上衣、裤子的明显处，都
订着含有“车间-班组-工资号”内容的
红色标签。

见面后，配送人员将清洗好的工作
服交给陈斌，然后回收陈斌送来的需要
清洗的工作服，再取出随身携带的《工
作服清洗交接记录簿》，对照“数量”、

“需要缝补数量”、“实际缝补数量”等项
目逐条进行清点、确认和签字。

其实，今年 6 月份以来的每天下
午，该段各车间、科室的相关人员，都要
在不同的指定场所会同洗衣配送人员
清点、交接工作服，这是该段全面实施
工作服集中清洗制度后带来的新变化。

该段现有班组 47个，在岗职工 800
余人，主要负责货车段修、辅修、临
修、通过修等任务。由于货车露天运
行、装载不同货物，加之要反复钻
车、扒车、刷漆、电焊等作业，职工
的工作服经常沾满了沙尘、油漆、煤
灰和油污，裆部开叉、肩部开线、后
背撕裂等情况也时有发生。

过去，遇到上述情况，职工就利用
午休、工休时间进行清洗和缝补，但在
生产任务加重或阴雨天气时，职工就

“懒得动”“不想动”，因此工作服脏、破、
不统一问题在现场大量存在，职工不
仅自身感觉不舒服，也影响了全段的

整体形象。
今年 5月份，该段在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交通强国、铁路先行”主
题宣讲活动中，通过座谈了解到职工需
求后，就进行现场调研，广泛征求职工
意见建议，积极解决职工关注的“皮肤
病”“错领”等突出问题，最终确定了对
工作服进行集中清洗的工作思路。

6月份，该段加快“集中洗衣房”方
案实施，专项规划场地，购置大
型洗衣机、烘干机、熨烫机、消毒
柜和塑料储物箱，制作相关晾衣
设备，成立了集中清洗“配送
组”。同时，制定工作服清洗管
理制度，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分
工、清洗范围、清洗周期，从回
收、标识、清洗、配送 4个方面对
清洗流程作出详细规定。

“以前穿工作服不讲究，下

班随便一脱，上班将就着穿上，尤其是
夏天，油渍、汗渍啥味都有，身上整天都
感觉黏糊糊的……现在好了，两套工作
服换着洗、换着穿，每周都能穿上干净
的工作服！不仅展示了良好的精神面
貌，也确实增强了我们一线职工的幸福
感、获得感！”该段检修车间转向架班组
职工许樊竹，捧着平平整整的工作服自
信满满地说道。 通讯员 周道刚

“我们穿上了干净的工作服!”■■工厂内外工厂内外

本报讯（杨一苗）笔者16日
从位于西安市的西京医院了解
到，利用3D打印技术进行股骨头
坏死治疗，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西京医院骨科教授郭征说：
“我们根据患者骨头坏死区域影
像资料，通过 3D打印技术制成
仿人体骨骼结构钛合金股骨头支
撑棒，将其植入股骨头坏死患者
体内，能有效促进坏死区域骨修
复，为股骨头坏死治疗提供了新
方案。”

股骨头坏死是骨科临床常
见而又难治的慢性疾病之一，
该疾病早期多表现为髋关节周

围隐痛、活动后加重，进一步
发展可导致股骨头塌陷，最终
只能更换人工关节。在股骨头
坏死早中期进行临床干预，延
缓或阻止股骨头塌陷是保髋的
重要措施。

以往对早中期患者主要干
预方法为对股骨头进行钻孔减
压，单纯减压虽能缓解疼痛症
状，但由于坏死区缺乏力学支
撑，可能会加快股骨头塌陷。
目前国际上采用多孔钽棒进行
支撑，但多孔钽棒治疗效果仍
有一定局限。

据郭征介绍，利用 3D打印

技术制作的仿人体骨骼结构钛合
金股骨头支撑棒，采用了渐变仿
人体骨骼结构和中心管道设计。
其中，渐变仿人体骨骼结构设
计可代替或分担股骨头承重功
能，使患者在正常行走的情况
下，避免股骨头塌陷，有利于
骨组织长入，与周围骨骼紧密
结合增加力学性能；中心管道
设计既可作为维持髓芯减压的
通道，也可作为注射人工骨或
其他骨诱导活性物质的通道，使
注射的人工骨或骨诱导药物向
股骨头坏死区域集中分布，促进
新骨形成，修复坏死区域。

西安：3D打印技术应用于股骨头坏死治疗

““集中洗衣房集中洗衣房””的配送人员在折叠工作服的配送人员在折叠工作服

本报讯（通讯员 张江南 张毅）近日，中铁二十局
贵州公司承建的贵安新区实验中学提升改造项目，顺利
通过2017年度全国绿色建造暨绿色施工示范工程验收。

该项目从保护和移栽原校区的大树名木入手，注重
绿色施工，把控“四节一环保”，积极推行装配式技术，提
前合同工期8个月建成。中国建筑业协会专家评审组通
过听取汇报、查看内业、专家质询、实体查看等环节，逐
项考核打分，给出了85分的优良分数。

“把习总书记‘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融
入施工生产，让绿色环保贯穿于每一个环节，是我们
央企的责任和担当”。贵州公司总经理陈深林在评审会
上如是说。

通过全国绿色施工示范工程验收
中铁二十局贵安新区实验中学项目

7月16日，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领导一行深入黄
陵片区一号井和建庄工地，将白糖、茶叶、绿豆、藿香
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物品送到职工手中，为奋战在烈日下
的56名一线职工送去夏日里的丝丝清凉。 刘静 摄

7月15日，在西安南门外盘道周边新建成了一批信号
灯，凭借其漂亮的外观和独特的“气质”，吸引了不少行人
的目光。行人触摸过街感应按钮，系统会根据人流和车
流在10-20秒内自动分配信号灯，从而寻求机动车和行
人双方通行最大效益。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智能信号灯在西安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