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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她，齐肩短发，个不高，身材瘦削，
好像弱不禁风的样子。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
毫不起眼的姑娘，却管着两个污水处理厂（日
均处理量达15万吨）的生产工作。

投身水务 12年来，她先后从事化验室化
验员、综合办主任干事、运行车间技术员、主
任等多个岗位，总能出色地完成分内工作；担
任生产副总经理后，负责的两个污水处理厂
安全运行、达标排放，连年被评为省级“环保
诚信企业”，摘得安徽省企业环保信用评价
AAA级荣誉。个人先后获得中铁一局“先进
生产工作者”、中国中铁“节能减排青年先进
个人”等荣誉。

她就是马鞍山中铁水务公司副总经理
万丽。

化验室里的“女硕士”

刻苦好学，这是万丽给人留下的较深印
象之一。

2006年 3月，土生土长、中专毕业的万丽
来到马鞍山第二污水处理厂上班，成了一名
普通的化验员。

当时化验室有 4名员工，数万丽学历最
低。起点不高的她，坚持从最基础的事情扎
扎实实做起，辛苦练习着自己的“基本功”。
平时干活，她总是特别热情主动，师傅做实
验，她一边学习一边跑前跑后打下手、递东
西，从未喊过一声苦累。化验实作中遇到不
明白的地方，都是虚心地向老师、同事们请
教，直到学懂弄通会用。

“别人教的知识，她马上就能吸收。”昔日
的化验室同事说起万丽。

一次，化验室请来厂家调试一个大型化
验设备。第一天，大家都听厂家代表现场讲

课，掌握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第二天调试
安装并带样检测。两天交流下来，厂家代表
惊讶地发现万丽：谈起业务一点就透、说啥
都懂。

“你一定是研究生毕业的吧！”厂家代表
称赞她。

原来，每天下班回家，她还要抽出几个
小时“做功课”，对白天所学，无论是记录的
还是理解的，进行知识“复盘”，然后写心
得，内化成自己的“库存”。在厂家调试设
备的几天里，她晚上学到凌晨一两点，笔记
记了近 10页纸。

这种“温故知新”、勤做笔记的习惯，万丽
一直坚持到现在。据初步统计，上班至今，她

学习总结使用的笔记本接近 30本，字数达五
六百万字。

万丽十分重视自己学历教育的提升。工
作之余，她挤出假期周末，赶赴芜湖接受了安
徽师范大学化学专业本科函授教育，如今大
学毕业证已拿到手。

“上班以来我四次转岗，刚开始都忐忑不
安，克服这一心理障碍的就是学习。多学点、
认真点，工作就有了底气。”说起爱学习的缘
故，万丽深有感触。

运行车间的“铁娘子”

马鞍山二污厂是中铁一局的第一个水务
项目，于 2008年以TOT模式（转让-经营-转

让）从地方政府处接手，并成立了马鞍山中铁
水务有限公司，进行运营管理。

起初，很多员工对企业改制不理解，对新
单位又不熟，工作有抵触情绪，再加上原先厂
子管理较为松散，经常发生夜班睡岗、找人代
岗、擅自离岗等现象，尤以“人多、女工多、年
轻人多”不好管的运行车间为甚。

2012年，万丽调任运行车间主任，上任伊
始便与车间工班人员“约法三章”，下发的第
一份通知就是考勤纪律。

按照新规，车间主任提前制定好每月的
值班表，事后如有人要调班调休，必须经主任
同意才可；逢年过节任何人不允许调班……

“铁规”一旦制定，必然不打折扣执行。

一天，一名工人提前请了假，第二天临时
不休假了，便不打招呼就跑来上班，还嚷着要
事先安排好的顶班人员回家。万丽毫不留情
地反驳，令其回去继续休假。

车间值班坚持巡检制。一次月底考核，
万丽发现巡检系统上没有当班巡检员的记
录，果断对该值班员扣分处理。事后，对方又
求情又辩解，甚至三天两头跑到办公室胡搅
蛮缠，可她始终不为所动。

车间有班组长与组员不和，导致工作出
现空档。万丽先是耐心做工作，分别谈心，几
番努力效果仍不佳，于是迅速将两人调开。

万丽这套制度管人、“铁腕”执纪、办事
雷厉风行的做法，还真奏了效，运行车间风

气为之好转。没人再敢睡岗、找人代岗，拖
沓懒散扯皮之事一扫而光，就连在厂里洗衣
服的不文明行为也杜绝了。大伙私下称她

“铁娘子”。
然而，“铁娘子”心却不冷。例如，公司组

织职工郊游，她会主动留守，让临退休的老同
志外出踏踏青；偶尔出差归来，她不时给大伙
带点特产礼物。有一年，一名工人因哥哥患
白血病四处筹钱，万丽获悉后主动向上级汇
报，组织全厂募捐。

在车间任职的三年里，万丽还带领大家
积极开展QC技术攻关、小改小革活动，水电
消耗从 2012年的 0.221吨降到了 0.149吨，真
正起到了节能降耗、水质达标的作用。运行

车间先后荣获“先进部室”“优秀女职工集体”
“征文比赛一等奖”等荣誉。

一局水务事业的第一位“女厂长”

2015年，万丽因表现出色，被提拔为马鞍
山中铁水务公司副总经理，成为中铁一局水
务事业史上的第一位“女厂长”，也是迄今唯
一的“女厂长”。

“尽管当了领导，但她特别随和，从不摆
架子，工作时喜欢身先士卒，和大家共进退。”
员工说起万丽不停点赞。

“干活特别拼命，前段时间企业要进行
‘三标一体’认证，重新修订10本制度手册，连
着三个月，她都是周末加班审稿，毫无怨言。”

共事领导高度评价万丽。
同年 5月，中铁一局马鞍山水务事业“花

开二度”，中标东部污水处理厂PPP项目。
由于分管马鞍山二污、东污两个厂的生

产，万丽比以前更加忙碌了。勤恳敬业的
她，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每天坚持下现场，
爬上爬下，仔细巡查着水厂运行情况；学习
更加谦逊，遇到不懂之处经常是不耻下问；
工作愈加细致，小到购买的密封材料都一一
过问，把关严苛。

东污厂刚移交时，生产管理有些混乱，员
工多为年轻小伙，人比较散漫。万丽积极配
合总经理工作，大胆探索管理新模式，引进外
部优秀做法，重建制度、重立班组、重新选拔，
推行四班三运转制等。东污厂接手后一个
月，就实现了正常运转和考核。那段时间，她
人瘦了整整6斤。

在万丽等人的努力下，三年来不论是二
污厂，还是东污厂，各项生产目标均顺利完
成，出水全部达标排放，安全质量严格受控。
两个厂连年被安徽省环保产业协会授予“环
保诚信企业”称号，获得安徽省企业环保信用
评价AAA级荣誉。今年，东污厂还作为马鞍
山市环保先进单位，先后两次承办了大规模
公众参观监督和学习交流活动。

万丽还负责外部协调和清收工作。去年
年底，由于行业主管部门发生变更，出现了污
水服务费拖欠数月的情况。万丽带着财务部
长上下奔走、积极沟通，并巧借人脉关系开展
工作，及时要回了欠款。目前两个厂子回款
正常，项目公司与地方各单位关系相处融洽。

“累点苦点没啥，把工作干好就成。只有
这样，才对得起组织的栽培和领导的信任。”
谈完这些年的工作感受，万丽灿烂一笑，脸上
露出了浅浅的酒窝。

此正谓：谁言女子不如男？万丽能顶半
边天！ □ 薛亮 王凌飞 袁正军 史飞龙

■洒金桥茶座■

■职场精英■

在近日召开的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上，“稳”字成
为关键词，“稳就业”被列为
下半年要重点做好的“六
稳”工作之首。会议还明确
提出，把稳定就业放在更加
突出位置。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我国就业形势总体平稳、稳
中向好。城镇新增就业 752
万人，同比增加17万人；6月
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4.8%，是自 2016 年建立全国
劳动力月度调查制度以来
的最低水平。尽管就业形
势比较好，但稳就业仍然不
可掉以轻心。

从民生角度来看，在经
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加快
调整的关键时期，就业的“稳
定器”作用尤为重要。经济
增长源于有效需求增加进而
推动扩大再生产，有效需求
特别是内需的持续增加，则
依赖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
定增长，就业正是确保居民
拥有工资性收入、拥有足够
购买力的源泉。因此，稳就
业既是一个社会问题、稳定
问题，又是一个经济问题、发
展问题，必须成为各级政府
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半年就业形势稳中向好，但稳中不
能忘忧。要看到，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国际国内各种
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的影响，稳定和扩大
就业面临较大压力。即使在“充分就业”
的状态下，各种各样的失业风险依然存
在，绝不可忽视。

比如，结构性就业矛盾依然突出。
我国高级技术工人缺乏，低水平技术工
人却面临找工作难，“有的人没事干，有
的事没人干”，特别是新增劳动力和就业
群体是“90后”，他们接受教育程度高，对
就业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更加渴望得
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其实是提出了实现高质量就业的要
求。这就需要有关方面加大职业教育投
入力度，培养更多高水平技能人才，同时
要积极引导用人单位改善劳动条件，引
导“90后”劳动者转变劳动观念，让更多
劳动者从事适合自己、自己喜欢的工作，
并满足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又如，就业培训要提高针对性和有
效性。这些年，很多地方一直在做劳务
培训，但效果不够明显，有的培训仅仅停
留在建筑、餐饮等门槛较低的行业，受培
训人员挣得依然是“辛苦钱”，而非“技能
钱”，甚至有的地方在就业培训上搞形式
主义、弄虚作假。对此，各地政府部门要
积极加强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提高职
业技能培训基础能力，提升就业培训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并加大援企稳岗力度，
提高监测预警能力，形成促进扩大就业
的综合效应和持续动力。

所以说，稳就业需要各个领域的社
会政策全面系统推动，需要同步推进经
济与社会体制改革，实现就业与经济社
会发展的良性互动。日前，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17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大力发
展实体经济积极稳定和促进就业的指导
意见》，将加快建设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
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实体经
济，着力稳定和促进就业。从今年10月
1日起，我国人力资源要素市场领域的第
一部行政法规《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也将施行。随着这些利好政策和举措的
实施，特别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
进，更好的就业创业机会将照进更多劳
动者的生活。 □ 韩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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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王开文在将到知天命之年，收
获了他迄今的最高荣誉——全国交通系统
技术能手。

在神华铁路货车公司沧州机车车辆维
修分公司工作的第 4个年头，维修分公司实
现了 SS4B电力机车和神华号HXD1电力机
车的自主检修。作为公司的技术扛鼎人，
王开文带领团队开展了“电制动记录检修”

“机车故障显示屏深度检修”“铜排焊修”等
多项创新项目，每年节省检修成本 100万元
以上。2016 年 10 月，以王开文名字命名的
创新工作室成立，最初的 7人团队如今已壮
大到 17人。

依铁路而建的沧州机车车辆维修分公
司，是目前国际一流的机车车辆检修基地，
也是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唯一具有承担电力
机车大修能力的基地。

一天早上，调车机启动，身长 33米、单节
机车重达 92吨的两节机车沿着轨道缓缓驶
入。这个庞然大物将迎来一次重生，业内叫
做“机车大修”。

车间内、分解区、清洁区、涂装区……各
区域开始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

行走在车间内的王开文，穿着工作服，
头戴安全帽，对这里的每一道工序都了如
指掌。他介绍说，根据机车不同公里数和
行驶年限，机车维修分为小修、中修和大
修。这两节车头大概需要在 38天的工作周
期内，经过解体、清洁、车体检修、涂装、转
向架检修、组装、调试、试运等一系列环节，

将机车化整为零，拆解到一颗颗螺丝，再化
零为整，将不计其数的大小零件重新组装。
至此，机车重生。

而在 4 年前，集团机车的维修要靠“外
委”——需要维修的机车要运送到洛阳、太
原等地，且不说路途远、周期长，仅与国家铁
路进行过轨手续就足够繁琐。

28 年的职业积累，让王开文对专业知
识轻车熟路，听到机车中的某种声响，就能
准确判断出机车的工作状态；看到机车状
态屏上的故障提示，第一时间就能预判出
故障范围……是熟能生巧，也是厚积薄发。

基地起步的这 4年，工期不等人，生产不
等人。王开文没有周六日，有技术难题随叫
随到。公寓、食堂、车间三点一线的生活，单
纯、紧凑而忙碌。

上午 10点左右，位于车间内的王开文创
新工作室里，3D打印机正在缓慢打印。打印
机喷头带着一根 PLA 材料在热床上缓慢移
动，5个小时后，一个纹路清晰、直径大概 5厘
米的圆柱形部件诞生了。

“这是用来堵住火车管路上一个带扣的

‘管堵’，它的作用是防止异物进入机车管
路，以防安全隐患。”王开文拿起刚“出炉”的
新部件，嘴角扬起了一丝自豪。

这只是海量维修工作中的九牛一毛。
这些年，以王开文为主导的工作室，成为检
修生产中的“智囊团”。

创新工作室成立后，第一个项目就是
BR4B 型电制动记录仪的深度检修。电制
动记录仪用来计算和统计机车电阻制动运
行工况的耗电量，可间接反映司机对空气
制动和电阻制动功能的使用情况。这种装
置，一直外委检修，王开文带领工作室成
员，一干就是 20 多天，拆解、研究、设计图
纸、反复试验，最终破解出自主检修密码，
为企业节约了成本。

如今，检修分公司技术日臻完善，大修
电力机车 120 台，铁路货车厂修 3000 辆次，
车辆段修 1.2万辆次……企业的发展日新月
异，而王开文每天依然要迎来层出不穷的
技术挑战，为机车解决“疑难杂症”，让机
车重获新生。

□ 李昱霖 杨连军

机车机车机车“““大医大医大医”””王开文王开文王开文

■能工巧匠■

8 月 1 日，10 时 20 分，烈日高悬。诺大的西安
动车段西成检修库停放着满满当当的动车组，地
表蒸腾的热气和着电气设备轰鸣而出的热浪，行
走间便让人汗如雨下。

检 7 道停放的 CR380AL-2591 5 号车厢的车
侧裙板大开着，伴随着“噗噗”的出气声，阵阵尘土
从狭窄的设备舱内涌出。身材宽厚的张帅玉，戴
着厚厚的口罩，侧着脸，眯着眼，挤在不足 1 立方
米的设备舱内，正在用风鼓在为动车组主空压机
机箱清灰，扬起的浮尘迎面扑来，与满头满脸的汗
水融在一起。

主空压机——动车组供风系统的心脏，向包
括列车制动系统在内的多个用风设备输送压缩空
气，它的工作状态直接关系到列车的运行安全。
作为负责动车组二级检修的机械师，为主空压机
进行全面的清洁和检查，是张帅玉的重要工作。

“先检查、再清洁，底板上、视窗上渗没渗油，
一眼就能瞅见，”张帅玉端起手电，开始检查。“油
过滤器、空气过滤器状态良好，膜式干燥器无漏
风，油温未超限，各部无漏油……”他拧过身子，趴
在机箱一侧，将缠着抹布的手伸进结构复杂的机
箱深处，娴熟地开始给主空压机“搓澡”，碰上擦不

到的死角，他就索性伸长脖子，把半个身子塞进机
舱里。折腾上几个来回，机箱倒是清洁干净了，张
帅玉却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汗衫和工服紧紧贴
在身上，灰尘和油泥蹭的满脸满身都是。

张帅玉抬起胳膊抹了抹汗，感慨道：“主空压机
的设备舱最大的特点就是闷，密闭的空间积聚着电
气设备的余热，这里简直像是个小型的桑拿房。”

放下抹布，拿起手电，看着一尘不染的机舱和
通明透亮的油位视窗，张帅玉开始进行取油作
业。“力矩 20N，符合要求”，被扭矩扳手拧开的排
油口里，“咕嘟咕嘟”涌出滚烫的油液，沿着空瓶的
杯壁稳稳流进瓶中。

“冷却用的润滑油是保证主空压机散热的关
键环节，我们会对油液粘稠程度做初步判断，向工
长反馈后再送去专业机构做成分分析，必须确保
主空压机‘健康’上线”。

将油液补足后，张帅玉推着工具车赶往下一
个作业车厢，全身的工服已经被汗水浸透，每天工
作在温度超过50度的设备舱里，张帅玉并不觉得
辛苦，他们说：“这1立方米的设备舱，就是我们的
主场，动车检修是场只准胜不准败的硬仗！”

□ 吴瑞西

张帅玉的1立方米

花开灿烂碧水间
——记中铁一局马鞍山中铁水务公司副总经理万丽

“为领导办实事赞一个！”“伙计们
心里暖暖的！”8月3日中午，陕西南部
的高温让人窒息，西安局集团公司安
康车辆段运用车间职工将一张脖子
上挂着冰丝毛巾、正在股道里进行列
车检查作业的照片发到该段微信群
后，点赞、掌声和鲜花瞬时刷了屏。

半个月前，该段领导在现场检
查工作，发现 60多度高温的股道里，
现场职工的工作服全部湿透，还不
时用胳膊肘擦拭满脸滚落的汗水，
想到有关单位抢险时使用的冰丝毛
巾，经核实后就及时购买发放到了每
名一线职工手中。

入伏以来，陕西南部持续高温天
气，该段以“室内人要想着室外人”为
理念，千方百计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他们对修车库、待检室、探测站、单身
宿舍等关键处所，逐台排查整治空调、
电扇、轴流风机等通风降温设施的状

态，发现问题隐患“记名式”登记造册，
落实责任到人，及时更新维护，确保作
用良好，为现场作业人员创造清凉舒
适的生产生活环境。

利用班前会、点名会时机，宣讲当
班安全关键、劳保用品使用、高温注意
事项等，进行班前安全提醒、健康问询
和安全宣誓，引导职工增强安全防范
意识。对有职业禁忌和身体状况异常
的职工及时调整工作岗位，在不影响
安全生产前提下，适当调配上道作业、
调车作业、登高作业时间和人力，尽量
避开高温时段，减轻职工劳动强度。

还组织对各班组的“小药箱”进
行清理，配齐配足防晒霜、人丹、藿
香正气胶囊等防暑降温用品。组织
各部门分时段开展“送清凉”活动，
及时将矿泉水、绿豆汤、西瓜等防暑
降温品送到作业现场和职工手中。
并调整职工食堂饭菜品种，增加苦
瓜、丝瓜、冬瓜等防暑菜谱，严把食
材储藏、餐具消毒等关口，全力做好
后勤保障工作。 □ 周道刚

暑运中的“冰丝毛巾”
■工厂故事■

8月3日至4日，陕建华山路桥集
团第二届工程技术技能大赛暨试验、
检测竞赛在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成功举行。大赛共设试验类、检测
类以及知识竞赛三项比赛。来自基层

单位的25支队伍50名选手参加了本
次大赛。

本次大赛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职工
学习技术、钻研技术的热情。

张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