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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医生”的24小时

秋雨时断时续，风裹着雨丝飘落在
停机坪上、飞机维修工的脸上。9 月 13
日上午 11 时，经过严格的安检，记者来
到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海航技术陕
西分公司西安航线维修中心现场，飞
机放行工程师袁平勃和机械员杨盟在
雨中不得不穿上黄色的雨衣，对刚刚
降落的长安航空波音 B-1483 型飞机进
行例行检查。

飞机维修分为航线维修和定检维修两
部分，维修工采取 24小时倒班工作制，专
门“检查诊断”飞机的“日常病症”和“疑难
杂症”，所以被称为全天候的“飞机医生”。

50个检查项目，17分钟就可完成

雨滴飘落在脸上，因为专注顾不上擦
掉，袁平勃手持检查项目单，绕着飞机一
项一项仔细检查，生怕放过任何一个蛛丝
马迹的细小问题。这个过程就好像医生
的“望闻问切”。

飞机安全是天字号工程。白天进行
的是航线维修，包括对飞机进行例行检查
和一般的维修两项内容，从飞机落地并被
他们接到停机坪，袁平勃就开始从外到
内、从上到下，依次对外观、机翼、发动机、

仪表等 50余项内容逐一检查测试。他现
在已是放行工程师，从事这项工作长达 10
年时间，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一般在
17分钟内就能按时完成检查内容，而且能
做到 100%合格放行。

鞋是防砸伤防电击的，每天至少走1.8万步

今年 24岁的扬盟是维修工中的一名
新兵，他与袁平勃“搭班”，目前主要干接
机，与机组人员交接、询问有无“疑似故障”

等。他说要向袁师傅学习的地方很多。
从事飞机维修工作虽然收入不错，但

也是很辛苦的。“从进入维修中心那天起，
就意味着要面对黑白颠倒，忍受夏季超过
60℃的地面温度和冬季凌晨刺骨的寒
风。”扬盟说，海航技术陕西分公司有西
安、杭州、兰州等 6个维修中心，西安中心
负责了 60%的航线维修任务，不仅任务
重，而且安全责任更大。

“我们白班每人每天要检查放行 8架
飞机，晚班5-6架”。他指着脚上的工鞋说，
无论冬夏，都要穿上这双特制的鞋，鞋很重
又捂脚，但能防电击、防砸伤、防刺穿，穿
着这样的鞋，每天从办公室到停机坪，接
机、检查、放行，工作期间至少要走1.8万步。

“小病在白天看，大病才是晚上治”

飞机都是白天将旅客送到各目的地，
需要执行航班，所以白班就相当于医院的

门诊，看点“小病、常见病”，保障飞机正常
运行；晚上飞机落地、旅客到达目的地并
进入梦乡的时候，“飞机医生”才开始给飞
机“动大手术”。

这时候，停机坪就成了“住院部”，维
修工根据航后工作单，对每一架飞机进行
精细的绕机检查，包括一些看不见的重要
系统，特别是雷雨天气，需要排除鸟击雷
击等自然因素带来的隐形缺陷，并且还要

对驾驶舱里各主系统及备用系统进行测
试，保证其 100%正常使用。

飞机维修除了每日最基本的检查测
试外，还有定期对几大系统的检查，比
如周检等，要定期更换一些时寿件，不
管其是否功能正常使用，到期必须更
换，会有专门的系统负责监控，行内也
叫“定点维修”。

当然，飞机都是由机器组成，再加上
自然因素影响，有故障也是正常的。遇
到故障怎么办？该中心经理薛博告诉记
者：“我们各系统各部门会像医生对待生
命一样，全力以赴，精诚配合，由技术部
门给出排故方案，航材部门将航材送到
机位，维修车间组织人力排除故障，数据
采集负责维修记录的录入，形成一个完
整的闭环，确保检修 100%成功。”

停下来的是飞机，放行的是安全。“飞
机医生”这个看似神秘其实很平凡的岗
位，永远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以强烈的
责任心和“精湛的医术”，坚守每天 24小
时，确保每一架飞机“健康安全”飞行。

□本报记者 阎瑞先

■工厂故事■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深入挖掘和宣
传农民工先进典型，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农
民工的舆论氛围，近日，河北省人社厅决定，
在全省开展“寻找最美农民工”活动，将寻找

“最美农民工”50名，为其颁发荣誉证书，给予
每人1万元奖金。（9月17日 河北新闻网）

农民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在新农
村建设和城市建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他们任劳任怨，从事着又苦又累的工作，
但还是能够坚持在一线。可能有人会说他们
也是为了生存，但是即便如此，试问一下，从
事哪个工作不是为了生计呢？所以，不能抹
杀农民工的作用和功劳。城市里漂亮的公
园、林立的大厦，每一处景致都在诉说着农民
工的贡献。

但是，农民工的权益和地位却不容乐观，
尤其是进城农民工，他们虽然人进来了，但是心
却不容易融入进来。从他们自己来说很多生活
习惯还不能适应，从现实情况来说虽然做了很
多“功课”，但是还有很多地方不够完善，比如务
工子女教育、与本地人同等的参与权等。

保障农民工权益成了老生常谈的话题，但
是在硬件上下的功夫较多，要想提高农民工的

“地位”还需从尊重上下功夫。关心关爱农民
工，让有能力、有力量、有魄力、有韧劲的农民工
脱颖而出。寻找“最美农民工”就是要以点带
面，把真正干事创业的优秀农民工选拔出来。

与此同时，“选美”不是一时冲动，更不是
无章可循。尊重和重视农民工不是盲目的，
而是像各行各业一样，把那些能够立足岗位，
坚持不懈并且创新创业的优秀农民工选出来。

寻找到的“最美农民工”50名，将为其颁发荣誉证
书，给予每人1万元奖金。形式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奖金
和荣誉证书是对他们的认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各
行各业都有杰出者，农民工群体也不例外。干一行爱一
行，在岗位上兢兢业业、诚实守信、认真钻研突出者就应该
得到奖励。有些农民工更能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积极响应
国家号召，带动创业，不仅自己去取得经济效益，还能解
决一部分就业，可以说在脱贫攻坚上贡献很大。

“最美农民工”美得精彩，美得可爱，为最美农民工点
赞喝彩。 □王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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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金桥茶座■

今年 49岁的谭仲元是西安火车站值班站长，他每天
准时出现在西安站的候车大厅，帮助旅客解决各种各样
的麻烦。如果你要在西安站乘车，或许就会在进站前的
绿色通道、候车大厅的丝路缘亲情服务台、重点旅客候车
区，以及人流涌动的扶梯口见到谭仲元个头不高，却永远
面带微笑的身影。

作为一名“铁二代”，谭仲元就成长于汽笛轰鸣的铁
道边，蒸汽机车是他打小的最爱，进入铁路系统工作也成
为了命运的使然。1986年从铁道运输专业毕业，谭仲元
进入铁路系统成为一名客运员，那一年刚好西安火车站
改建投运。

32年的工作历程中他有两个属于自己的数字，一个
是“29”，一个是“3000”。这两个数字背后，就是谭仲元和
西安火车站和中国铁路共同成长的 32载。

属于谭仲元的第一个数字是“29”——谭仲元有 29本
日记，翻开格式各样时代气息浓厚的笔记本封面，他服务
旅客三十余年的每一天就扑面而来。谭仲元的岗位被称
作“面对旅客的第一岗”，因此关乎旅客出行的点滴在他
心里从来就没有小事，仅仅一个“开水问题”就多次出现
在他的日记里。

“尽管春运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可是由于是星期日候
车厅的旅客仍然很多，旅客多了，开水供应便成了问题。”

“由于我们未能及时向旅客供应开水，受到了车间刘主任
的严厉批评，尽管在客观上有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
些小事情而在主观上疏忽了为人民服务的大观念。”谭仲
元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让他很快就得到了旅客的认可。

1991年，谭仲元荣获陕西省首届“学雷锋”先进个人。
属于谭仲元的另一个数字是“3000”——谭仲元收藏

着 3000多张全国各地火车站的站台票，其中许多都是他
帮助过的旅客送给他的。

许多次，谭仲元帮助旅客解决了燃眉之急，旅客就想
给他送些礼物表示谢意，几番推脱下，谭仲元最终收下一
张小小的站台票留作纪念。几十年下来，谭仲元累计收
藏了 3000多张站台票。

按照城市分类，谭仲元将 3000多张站台票悉心整理
成了十几本图册。不同的站台票票面图案，记录着三十
多年来全国铁路和各个城市的发展。谭仲元还专门将这
些票面图案和站台票的历史做成了课件，与刚刚参加工
作的同事们分享。

而对于谭仲元而言，三十年如一日在候车大厅、站
台迎来送往，属于自己的旅行时光几乎没有，收藏站台
票也成为他在繁忙工作中看世界的另一种方式。

1993年出生的姑娘邵璐（左）是谭仲元所在的丝路
缘亲情服务团队的一员，她们的团队共有 81人，大家轮

班在岗，确保任何时候都能给旅客最及时的帮助。“我是
2014年参加工作的，当时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把我这
二十多年没见过的人都见了，好像二十多年也没说过这
么多话。”

抽空喝上一口水对她和同事而言就是难得的休憩
了。但是邵璐却说，“谭师傅他们这些老师傅的精神一直
感染着我们这群年轻人，到了这个岗位你该想的就是服务
好旅客。”不久前，邵璐也获得了全局业务比武第二名的好
成绩。

丝路缘亲情服务团队经常接到许多在西安求医看病
的旅客的求助，“他们大多来自西北、西南地区，还有一些
是山西等地来的，情况好一些的可以自己走，我们护送他
们走绿色通道进站就行。”

“还有一些行动不便的，就要靠我们推轮椅、抬担架
了。”谭仲元每天在候车大厅和站台间往返四五趟都是很
稀松平常的事情。有些定期来看病的旅客，一进候车大厅
远远地就要叫一声“谭师傅！”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谭仲元说，自己面
对的情况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以前，旅客火急火燎的来
求助，谭仲元靠一根扁担、一条麻绳服务旅客，帮旅客打包
捆扎、手拿肩扛着行李送进站。

而如今，旅客已经可以从容地通过 12306电话预约服
务，尤其是需要帮助的老弱病残孕等乘客，可以提前和西
安车站对接自己的需求。

谭仲元还承担着一项“专属业务”——移动支付帮助
旅客兑换现金。“有的旅客粗心丢了钱包、线上支付需要换
钱的，都可以来服务台找我。”话音未落，就有从西安出发
要去沈阳的丁先生向谭仲元求助，谭仲元快速用微信支付
帮他兑换了50元现金。谭仲元还把自己写日记的“阵地”
转移到了线上，他用微信、微博记录着和旅客、火车、西安
火车站的点点滴滴。

服务台离不开人，大家就轮换着吃饭，快速简单一吃
再立马回到岗位上。“我们这个岗位有时候就是外地旅客
看西安的第一眼，对于许多换乘的旅客而言，西安可能就
是匆匆一瞥，所以我们做得什么样，在他们眼里很可能西
安就是什么样。”

谭仲元说。如今的西安火车站距离上一次改建已经
过去了34年，有许多基础设施已经城市的发展不相匹配，
比如除了候车大厅里的两台扶梯外，任何区域的上下都要
走楼梯才行。“84年的时候我们的日均客发量在3-4万人，
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即使有西安北站分流，日均
客发量也在 7-8万人，十一黄金周期间更是要超过 10万
人。”为了在这样的基础设施条件下尽可能给旅客好的体
验，西安火车站“硬件不足软件补”，像谭仲元一样的客运
人身体力行“扛着”这座城市的窗口。

翻看旧照，32年，“小谭”变成了“谭师傅”，“西铁服务
楷模”“陕西好人”“中国好人”等一系列嘉奖背后，谭仲元
服务旅客的那颗心始终如一。“客运工作从我上岗第一天
开始，就让我感到光荣。今年我们的国家迎来了改革开放
40周年，我的岗位也见证了这 40年陕西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离退休还有10年，我愿意为旅客多做些事，我也希
望能看到西安火车站变得更好。

好消息是，西安火车站综合项目改扩建工程已经在推
进中了。据了解，未来，改扩建后的西安站站场规模将扩
大为 9台 18线，站房设计最高聚集人数为 12000人。而谭
仲元一直期盼着的，让旅客更加
便捷舒适的候车大厅就将在那
时落成。 □图/贺桐 文/刘璞华 ■职场精英■

■热点话题■

这样的“家”班你接受吗？

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陕建二建集团工会主席
赵刚一行来到困难职工曾震家中看望患病的他和其年
迈的母亲，代表工会组织送去慰问金和米面油等慰问
品，并对他长期以来的辛勤工作与付出表示感谢，鼓励
他们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面对生活。 □袁瑞欣 摄

近日，黄陵二
号煤矿工作人员在
井下验收钻孔时使

用上了一个新物件，操作简单，拆
装方便，使用效果良好。

据了解，黄陵二号煤矿在井
下钻孔封孔的过程中，经常出现
钻孔周边及煤壁裂隙出现漏气的
现象，浪费了抽放负压和流量，降
低了钻孔瓦斯抽采效率。为了杜
绝这一现象，该矿工作人员自行
研制了钻孔气密性检测装置，该
装置主要作用是检验钻孔气密性
是否符合使用要求，及时发现并
进行处理，保证封孔质量。

封孔气密性检测器由直径 75
毫米的钢管作为主体，一端呈开口
状态，焊接有两个截止阀，一个自
动泄压阀和一个压力表。检测
时，将检测器开口端与钻孔封孔
管进行连接，并用喉箍固定，将一
个截止阀与压风管路连接进行供
压，缓慢打开，观察压力表，另一
个截止阀关闭，作为手动泄压
阀。压力表不转针或者压力达到
一定程度后逐渐自卸压，则表示
钻孔气密性差。自动泄压阀在压

力达到 100KPA时自动泄压至 70KPA以下，
确保压力在安全范围之内，检测完毕后，手
动打开截止阀进行泄压，拆除仪器。

封孔检测器作为一项实用性发明，填
补了该矿在一通三防工作中检测设备方面
的技术空白，有效的确保了钻孔质量，保证
了抽放系统的正常运行。 □史灏 张佳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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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在提供更多便
利的同时，无形中也延长了人们的工作时
间。近日，一名正在孕期内的女职工王小
姐因未及时回复工作微信遭到辞退。

新闻一出，引起众多网友议论。有
网友表示公司此举不够人性化，“先不说
是不是怀孕女职工，就算是一般员工，到
了这个点也该睡觉休息了。”也有网友认
为，自从有了微信，生活就被工作“绑架”
了，再也没有“下班时间”。那么，如果下
班后收到与工作有关的微信，你会及时
回复吗？

据媒体报道，一年前王小姐进入一
家饮品店担任店长，双方约定薪资后并
没有签订劳务合同。在工作中，王小姐
认真勤勉，多数问题都可以及时解决，公
司对其非常满意。今年 6月份，王小姐
发现怀孕了。得知消息后，也和同事们
分享了此事。

一个月后，公司负责人的一条微信将
她与公司的关系降到冰点。这天晚上，公
司负责人在微信群中要求“十分钟内上报
当月营业额，不发就辞退”。由于当时不
属于上班时间，王小姐已经入睡没能及时
回复。10分钟后，这名负责人当即在工作
群内通知王小姐，“你已被辞退。”

第二天上班时，公司告知王小姐，因
为昨晚没有及时汇报工作的情况，她
已经被辞退，并且拒绝支付她上个月
的工资。这让王小姐当时就愣住：这
样的理由，能够构成辞退吗？对于公
司的辞退理由，王小姐表示不能接受，
当即向法院提起诉讼。在当地法律援
助律师的帮助下，王小姐最终拿到了
18000元赔偿金。

笔者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项调
查，在参与调查的逾 5000名受访者中，
有 54%的受访者认为不会在下班时间回
复这条“十分紧急”的微信，“先不说王小
姐是孕妇，就算是普通员工，也应该有上
下班时间。”网友“璃薇”在微信中的留言
引起许多网友共鸣，他们表示，随着微信
工作群的增多，自己的工作时间也无疑
增多，然而只要是 8小时之外的时间，就
不应当属于公司和领导。

同时，也有网友认为，自己不回微信
的主要原因还要归结于“微信工作”不算
作加班。“这个回一条微信的时间该如何
计算？”说起微信工作，在公司内做HR的
Linda表示，自己也曾遇到过下班后加班
的情况，“有的同事正好生病半夜急诊，
有的同事碰到家里急事等，这些都需要

我帮他们处理。这种事情根本没办法计
算工作时间，又该怎么算作加班？”除此
之外，她还提及，公司的加班时间都是根
据打卡的考勤记录来计算，如果是微信
对话或者是电话记录，是不能作为公司
的加班证明，“这段时间，我认为是许多
职场人都会遇上的职场‘灰色时间’。”

对于下班后回复微信能否算作加
班这个问题，59%的受访者认为在下班
时间回复工作微信，应当算作加班。
而 41%的受访者认为如果公司不支付
加班费或者安排调休，他们则不会选择
在下班时间处理工作事务。

对于下班之后的工作微信，律师邵
敏杰认为，理论上劳动者是有权拒绝公
司在下班时间发布的工作指令。“除了工
作，每个职场人都还有自己的生活，我们
不鼓励员工做‘工作狂’，平衡好工作与
生活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有必要的。”

然而，对于公司的一些紧急情况，
员工也不应当太过“斤斤计较”，“碰到
一些紧急的情况或者是能够短时间内
解决的事情，不妨通过电话或者微信
的方式尽快解决，以避免更严重的情
况发生。”

□黄嘉慧

夜晚未回“十分紧急”微信遭辞退
事 件

下班后被称作职场“灰色时间”
热 议

平衡好工作与生活之间关系
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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