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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矿井的安全、和谐、可持续发展提供智
力支持，近年来黄陵矿业一号煤矿充分利用自身
的优势资源，邀请矿内的技师、技术“大拿”、岗位
标兵等“草根专家”上台当老师，通过“微课堂”“讲

经说法”“传经送宝”等活动，现场给职工传授新技
术、新经验，以及自己的绝技、绝活、绝招等，充分
发挥技师们的典型引领、辐射传承作用，助推职工
成长成才。 王霞 何晨 摄

今年以来，彬长大佛寺矿工会以“职
工小家”助力企业“和谐大家”为主线，大
力开展创建职工小家活动，以组织动员职
工、教育引导职工、联系服务职工、科学维
护职工为抓手，实现“职工小家”与“企业
大家”的互相繁荣、互相促进。

提升素质，建设“学习型”小家。围绕
“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当知识型职工”主
线，充分发挥工会“大学校”作用，积
极搭建职工学习知识，增长技能的平
台，通过“送职工出去与请教师进来相
结合”“集体培训与个别轮训相结合”

“考试取证与技能提升相结合”的模式以
及开展“师带徒”“学历技能双提升”等
工程，有计划、多形式地强化职工业务

技能培训。同时，优化职工书屋、区
队、班组学习设施，建立车间工会、班
组、工会小组全员学习网络体系，把学
习型工会建设纳入月度检查考核过程，
加强各车间工会之间的交流学习，最终
实现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发扬民主，建设“民主型”小家。通过
召开职代会的形式，广泛征求职工群众的
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扬民主，动员和吸引
职工广泛参与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建立
健全队务公开民主管理相关制度和措施，
明确队务公开事项，充分利用职工代表团
组长会议、队务公开栏、LED、微信、QQ等
载体，及时公开安全生产、经营管理、民主
选举、责任考核等职工关心的热点、焦点

问题，维护职工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提高
队务公开民主管理的质量和水平。

强化安全，建设“平安型”小家。围绕
矿井安全生产工作，以安全培训教育为基
础，开展群众安全监督岗、“三违”帮
教、职工安全心理疏导等工作。结合干
部上台讲、培训到现场，利用职工小讲
堂、内部网络，采取专业人员到现场、
技术能手上讲台等安全教育方式，做到
日常安全教育不断线。同时，发挥女工
家属协管在安全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开展

“家属进区队嘱安全”“ 百米井下知艰辛
助力安全一线行”“ 父亲节井口送温暖”和

“安全文化到班组”等活动，用亲情感化教
育职工时刻注意安全。

关爱职工，建设“和谐型”小家。坚
持一切为了发展、一切为了职工的理
念，努力为职工办实事、做好事、解难
事。认真听取职工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积极发动职工参政议政，不断完善扶贫
帮困、员工福利、助学、助医等职工利
益保障机制。开展了精准帮扶贫困职工
调研活动，建立完善困难职工信息档
案，常年开展“春送祝福、夏送清凉、秋送
助学、冬送温暖”等活动。持续做好职工
过生日、工会送蛋糕，“爱心缝补”，“六必
访”等工作。在重要节假日来临之际，各
级组织积极开展职工喜闻乐见的文化娱
乐活动，让每名会员都能参与其中，进一
步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胡义长）

在陕钢集团龙钢公司有这样一
群巾帼英豪，她们每天战斗在一线
皮带岗位，不怕苦，不怕热，默默无
闻，甘于奉献，她们用执着和坚定在
平凡的岗位上始终演绎着别样的风
采，她们就是炼钢厂上料的“女汉
子”们。

上通下达服务转炉，一心一意
确保生产顺行

“你好，皮带已经点检完毕，设
备正常，现在准备上料……”在47米
塔楼的最高处，上料女工苏五勤正
在与下边的主控工联系着准备上
料。诺高的塔楼平台，只有两个女
工，她们一个负责进行上下沟通和
监护皮带料况，另一个负责检查料
仓及监护卸料小车。新区两座转炉
共 20个料仓，她们轮番着上料。随
着生产节奏的加快，转炉用料也快
了许多，常常是这个料仓上满了，另
一个料仓又下去了许多。为了不耽
误正常上料，她们一个班一直坚守
在平台上，就连吃饭都是每天从家
中自备。近期气温骤升，47米平台
更是一片炙热，高达50度，面对如此

高温，女工们却毫不退缩，始终像哨
兵一样认真值守。汗水浸透了工
服，脸上的汗珠也不停往下淌，她们
全然不顾，一心只为上料能够良好
顺行。上料好了，转炉炼钢任务完
成了，她们才会露出舒心的笑容。

更换护皮合力上阵，谁说女子
不如男

“许姐，等会料上满了，咱就更
换4号带护皮。”“好的。”正在上料的
女工张婷和许秀芳正商量着更换护
皮的事。换护皮要经过几道手续，
首先要按照尺寸量好，然后要进行
裁割，最后卸旧护皮，戴新护皮。这
个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是十分出力
的活。如今，这些“女汉子”们一个
个都成为了换护皮的高手，她们的
刀子、手钳、扳手、尺子、撬棍等工具
一应俱全。她们看似柔弱，但是却
不服输，齐心协力，两人裁割，两人
卸旧护皮，同时拉皮带、戴护皮，克
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完成了一件
又一件任务。她们更换的护皮既美
观又实用，连那些男维修工都自叹
不如。

清扫路面迎难而上，为把龙钢
变得更加美丽

“小曹，走，咱们扫路去！”上料
工许姐一有时间就联系女工小曹进
行清扫路面。在公司的 7号料场路
口，每天都会有一些清扫者，无论是
冬天的三九，还是夏天的三伏，她们
从不间断。7号料场是公司的一个
十分重要的料场，每天进出该料场
的车辆不下 100辆。有时她们刚扫
过去，紧接着过来一辆车，路面就有
点脏，于是她们就接着扫。就这样一
遍又一遍地扫，那些司机师傅看到她
们辛苦的样子，每次都尽量把车洗得
干净一些，为的是减轻这些姐妹们的
劳动强度。由于她们的认真清扫，路
面始终是那样干干净净，她们也因此
受到了多次表扬。认真清扫，让龙钢
变得更加美丽。她们的清扫也成了
这条道路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这就是炼钢的上料女工，一群
永远不服输的“女汉子”。她们很普
通，她们的工作内容也很简单平凡，
但是能够把简单的事情一直坚持得
更好，她们真的不简单。 （赵世平）

生态水泥公司

本报讯 今年以来，铜川矿业陈家
山矿工会深入开展学习型、服务型、创
新型、高效型“四型”工会建设，综合素
质和履职能力明显提升，为矿区和谐稳
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加强组织建设。加强对会员的管
理和服务，补充完整会员信息的登记录
入，教育会员履行义务，详细列明工会
提供的服务项目，及时兑现会员福利待
遇，全面提升工会干部服务职工的责任
意识。

深化作风建设。按照“面对面、心
贴心、实打实”服务职工要求，促进工会
干部作风转变，进一步做好工会廉政文
化建设和反腐倡廉教育，努力打造一支
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竭诚为职工服务
的工会干部队伍。

注重管理创新。深入调查，集思广
益，坚持问题导向，瞄准制约工会工作
发展的关键问题，加大工会管理创新力
度，完善各项功能，推动服务职工模式
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推动工会工作再
上新台阶。

打造特色品牌。在“四型”工会创
建工作中，严格对标、科学组织、注重特
色、突出亮点，不断赋予职工之家建设

新内涵，真正把工会建成组织健全、维权到位、工作规范、
作用明显、职工信赖的民主维权之家、安全生产之家、学
习创新之家、和谐温暖之家。 （温荆亮 张浩）

入伏以来，陕西各地高温预警持续不
断，在生态水泥公司生产厂区，在错峰生
产的检修现场，一幕幕大干的场景、一个
个矫健的身影，为这只增不减的高温桑拿
天再添了一把火。可爱的一线工人们用
汗水诠释着“最美生态人”的坚毅品质，用
巧手编织着奋力拼搏的“生态梦”。

全力出击的“换袋高手”

下午 3点，地表温度将近 50度，在“独
树一帜”的提升钢仓收尘上，两名检修人
员正在更换着收尘袋。笔者绕着楼梯走
上收尘仓，当手接触到直梯钢管的一瞬，
热烫感直达神经。终于到达工作层面，在
方块形的收尘箱里，一人翘起收尘袋一
角，一人顺势将龙骨和收尘袋一同拔起，
两人再配合着完成收尘袋拆卸、换新等一
系列动作。整个下午，他们没有停歇，坚
守着环保的责任与担当，娴熟地为每个收

尘袋集体换上了“新衣服”，让它们在运作
中再现新力量。

“董班长，你这是要换几个袋子啊？
看你这后背都被汗水浸透了！”

“一共要换96个袋子，再坚持坚持，一
会儿就换完了。你赶紧下去吧！这儿又
热又脏的。”

不一样的“铁人三项”

走上预热器三层，预热器巡检工薛
伟正在挥汗如雨地疏通着下料管道，每
清一下都坚定有力，等管道都疏通了，
他又开始一遍遍地尝试调整着重达六七
十斤的翻板阀配重，每一次的推举、下
拉，看似是与力量的博弈，但其实他是
在用整个身体感知配重的灵活性，以便
调整到最佳角度，保证在正常生产中翻
板阀运作良好。不一会儿功夫，豆大的
汗珠顺着他的脸颊不断向下滚落着，此

时他顾不上擦汗，咬紧牙、使足劲，又
迅速地上下摇晃了几下，才肯松手。他
用略带开玩笑的语气说道，“这样的重
活，只有我这身体才能驾驭！”没错，这
预热器检修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也确实
是不一样的“铁人三项”运动。

“不上相”的劳模

“别照，别照，我这一身油污，不上
相！”手拿扳手、满手油污的袁建国，正在
修复着 2号线回转窑大齿圈，看到笔者后
慌忙地说了这一句后，就又开始忙手里的
活儿，还不停地给身边的徒弟讲解着。“你
看，这螺栓上都是润滑油，摸着也感觉不
到这螺栓松没松，但是经过长期磨损、震
动，一定不是那么牢固了，先要把这些油清
理一下，每个螺栓得再用扳手紧紧……”袁
建国虽说是高级电焊工，但钳工技术也丝
毫不马虎。每次结束电焊任务后，他就开

始着手干起钳工行当来，因平时经常到回
转窑上巡检，对各设备运转也十分清楚，
这次修复大齿圈的重任自然交给了这位
新晋劳模。

顶天立地的“井中人”

在狭小的矿渣磨收尘器提升阀里，钳
工王金锁正在进行着仔细的“体检”工
作。笔者只能蹲着弯着腰才能看到他正
在拧螺栓。他只身钻进温度高达 40多度
的收尘风道检查风道磨损情况，几分钟后
已然一身汗，同时还要对20个提升阀逐一
检查。俗话说顶天立地才是真汉子，但顶
着提升阀也是真汉子。

气温再高也阻挡不住检修的脚步，任
务再重也压不垮热情的“生态水泥人”，只
因心中的那一把火燃烧在三秦大地上，即
便是迎着高温也要走得更高更远。

（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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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职工小家”促“和谐大家”

本报讯 又是一年高考题名金榜时，韩城矿业象山
矿井集中精力做好金秋助学摸底工作，力争让寒门学子
有学上，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矿工会将金秋助学的相关文件在矿务公开栏、各区
队学习室和人员集中的各类公众场所张贴，使职工家属
对助学政策清楚明了。召开了助学工作会，解析助学政
策，划清管理范围，将助学摸底任务落实到各个基层工
会。并通过困难帮扶系统梳理出困难学生，逐一打电话
通知助学事宜。对申请助学的职工，根据助学标准认真
审核资料，通过实地走访、电话询问、周边走访等多种方
式进行调查了解，最终确定了 24户 27名拟救助困难学
生，建立电子和纸质档案，在矿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公
示，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公司工会。 （韦小梅）

金秋助学力促“寒门出贵子”
象山矿井

双
龙
煤
业

﹃
四
到
位
﹄
搭
建
青
年
人
才
成
长
﹃
直
通
车
﹄

为了最大限度地把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充分
保护好、调动好、发挥好他们的积极性，近日，澄合
百良公司创建“工会建言献策群”微信群，给公司职
工搭建一个线上零距离的交流圈子，让职工改变直接
面谈的尴尬模式。 张冬梅 摄

今年以来，澄合煤机公司以持续开展职工岗位技术创
新活动为载体，充分挖掘职工的聪明才智，通过完善创新
激励机制，引导和鼓励职工参与岗位创新创效工作，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王文亮 摄

本报讯 黄陵矿业双龙煤业不断
加大青年人才的培养力度，把岗位建
功立业作为青年职工成长的舞台，积
极搭建青年职工在生产一线实践锻
炼的平台，为其创造机会、促其成长。

人才培养选拔到位。该矿今年3
月份对全矿 35岁以下具有大专以上
学历的人员进行摸底排查，筛选出学
习能力强、思想品德优的人员进行重
点培养，并建立青年人才信息库。通
过参考其所在单位负责人的评价及
推荐材料，结合职工调查，筛选出重
点培养对象，严格选拔标准和条件，
大力推选政治思想先进、专业能力
强、有全局意识、职工口碑好的优秀
人员作为青年人才库的储备。

重点培养制度到位。该矿分批
次选拔培养对象，根据青年人才不同
专业、不同岗别，设置培养阶段考核
目标，实行动态达标管理，确保在培
养过程中不走样子、不过形式，并注
重安排青年在重要岗位、业务任务中
进行锻炼学习，给他们压担子、担责
任，增强他们应对复杂局面、处理突
出问题、解决生产一线实际难题的综
合能力。

师带徒结对到位。创新人才成
长方式，通过建立师带徒结对联系制
度，积极创新“传帮带”模式，结合各
类培训教育，创造交流沟通平台，对
青年人才进行定向指导和培养。建
立定期谈心谈话制度，定期与培养对
象进行谈话，通过在思想上关爱，工
作上关心，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思想觉
悟和业务素质，确保他们在简单诚实
的人际环境中进步成长，增强干事创
业主动性，激发工作的源动力。

跟踪监督管理到位。通过建立青年人才管理档案
和培养考察日志，全面掌握其锻炼期间的综合表现。对
在工作岗位上成绩突出、表现优秀的青年人才予以优先
提拔任用；对不适宜继续作为青年人才的，进行劝诫谈
话，及时调出人才库。

通过以上措施的制定和落实，双龙煤业在青年人才
成长培养上初步建立了青年人才“有进有出、能上能下，
备用结合、动态管理”的良性循环的培养机制。

（李俊芳 邹武艺）

本报讯 近日，正在宁夏休产假的女职工白治花收
到了公司邮寄来的生育慰问品，成为建设集团矿建二
公司实施关爱女职工七项制度以来，享受生育关怀的
第一人。

今年以来，建设集团矿建二公司工会从细微处入
手，多渠道、全方位对女工实施关爱行动，首当其冲的
便是制定了关爱女职工的七项制度。这七项制度包括
女职工专项体检、生日祝福、新婚祝贺、生育慰问、
一对一帮扶、心理健康辅导以及答谢优秀女工家属。
与此同时，该公司通过组织女职工走访等形式开展调
查研究，摸清有关女职工利益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及
时予以协调解决。通过开展摄影书法比赛、知识竞
赛、征文比赛、趣味运动会等活动，丰富女职工的业余
文化生活。 （刘晋）

关爱女职工从七件小事做起
矿建二公司

本报讯 截止到 7月 31日，神木天元公司为期 3天的
工程序列技术人员培训圆满结束，该公司生产一线部门
及职能管理部门共21个部门近240名专业技术人员参加
培训。

本次培训内容包括《化工安全与环保》《专业技术人
员常用法律知识》两门课程，由该公司聘请的专业教授和
博士讲授。参训学员经过集中培训后，参加最终理论闭
卷考试，培训成绩将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晋升的依据。

该公司高度重视工程序列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工
作，自 2013年首次组织工程序列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培训以来，迄今已培训超过 1400人次。通过继续教育培
训使广大专业技术人员不断更新观念，拓宽和完善知识
结构，增强创新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赵常发）

完成2018年工程序列
专业技术人员培训

神木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