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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北移精神 建功陕煤发展事业”征文选登曹家滩公司 这里的跨年不一样

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万家
团圆的时刻，但对于榆北曹家滩
公司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人来
说，这份幸福或许只能变成心里
的一份牵挂。

除夕当班，是坚守更是责任
于琅，曹家滩公司生产技术

室主管原煤生产的采煤工程师，

一名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的高材
生，除夕夜他依然坚守在自己的
工作岗位上。

于琅是山东汉子，把家安在
了西安，由于工作原因，每个月能
回家一次。2017年底，应聘到曹
家滩公司，加入到千万吨矿井的
建设大军之中。今年是他在岗位

度过的第二个春节。
和于琅一样，曹家滩公司的

大部分员工的家都在千里之外的
关中，每年回家的次数也是屈指
可数。为了让部室的同事过一个
幸福团圆的新年，于琅选择坚守
岗位，保障矿井安全运行。“我觉
得在岗位上过年有着特别的意
义。”对于春节值守，于琅显得很
坦然。说起心爱的妻子和孩子，
于琅心里却充满愧疚。

今年，于琅刚过而立之年，对
于 2015年结婚的他来说，爱人在
遥远的西安工作，两人平时聚少
离多，他一直在竭力弥补。“不是
不想家，但为了肩上的责任，必须
坚守，相信我的家人能理解我，她
们也在一直关注着矿井的建设发
展。”和同事们一起参加完矿上组
织的除夕年夜饭，于琅又回到了
自己的工作岗位。

选择春节留守，于琅还有更
重要的工作要做。2018年，曹家
滩公司的首个采煤工作面投产，

由于工作面长、采面高度大，停产
期间工作面的周期来压以及煤层
自燃问题是全矿的工作重点，一
点不能大意。值守期间，于琅一
直关注着工作面的来压情况，指
导着工作面的注氮进展，谋划着
复工生产。

沙漠里忙碌的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早上 6 点，毛乌素

沙漠的天还是一片漆黑，曹家滩
公司的井口联合建筑已经灯火通
明。肖成涛顺着亮光进入到位于
三楼的办公室，他要为即将举办
的迎新春活动做准备。

肖成涛是曹家滩公司综采区
的党支部书记，在曹家滩已经工
作了 3 年多。春节期间，考虑到
安全问题，矿上没有安排生产任
务，肖成涛和留守的 25名工友负
责值守。

“今年过年，虽然不生产，但
是我们要根据煤机磨损情况，更
换采煤机左右行走轮、导向滑靴、
支撑滑靴等配件，还要对设备列

车进行改造，对工作面各类传感
器进行安装、调试。”肖成涛一口
气说出了十几项需要假期完成的
具体工作。

早上 7 点刚过，综采区的会
议室和往常一样，开着班前会。
大家围坐在一起，安排着当班工
作任务，强调着安全注意事项。
和往常不同的是，大家相互间拜
着年，为对方送去新年的祝福和
问候。会议结束后，大家有条不
紊地准备着工器具，换上红彤彤
的工作服，乘着入井车辆奔赴各
自岗位。由于要组织中午的员工
新春文体活动，肖成涛没有下井，
由一名副区长带班入井。

早上 9点，由 4个集体项目、3
个个人项目组成的新春文体活动
在全矿驻守员工的呐喊声中如期
举办。前进的脚印、袋鼠跳、套圈
等一项项活动，让员工们感受到
了集体过年的特别，精心送上的
一件件小礼品，让员工们切实体
会到了“家”的温暖。 （屈思龙）

2月4日，农历大年三十，运销集团彬长
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及各部门经理、副经
理前往基层，和坚守在一线的职工包饺子
欢度除夕。这个多年来在除夕坚持和员工

包饺子过年的习惯，温暖了一批又一批舍
“小家”顾公司的一线职工，营造了欢乐祥
和的节日氛围，更增强了公司职工凝心聚
力干事创业的劲头。 田茅 卢妮 摄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
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承载着无数
家庭的团圆梦。每到这时，不论
事有多忙、距家多远，都阻挡不
了人们回家的路。但是，常年奋
斗在化工企业生产一线的倒班
工们，他们的春节注定叫“坚
守”，他们的节日和平时一个
样。请跟随笔者，一起走进这群
人的除夕、初一……

除夕，他们以“奔跑的姿态”
辞旧岁

2月 4日上午 8点，在渭化动
力一期制粉厂房，一场磨机大扫
除正在紧张进行中。由于处理
磨机漏粉，导致春节长假前刚打
扫过的厂房地面及磨机都蒙上
了一层薄薄的“黑纱”。“2018
年，在磨煤机的辛苦工作下，2
号锅炉连续运行了 196天，是我
们企业生产的‘大功臣’，今年再
给它‘洗最后一回澡’……”为了
把散落在磨机沟槽等处人手无
法企及的煤粉“请出来”，员工们
自制工具，想尽各种办法。一个
多小时后，磨机露出了本色，可
这些手持“吹扫枪”、扫把、簸箕
的人，已是面目全“黑”了。

“D 给煤机波动故障，快去
现场瞅瞅咋回事？”上午 9点 30
分，在锅炉控制室里，司炉就发
现 3 号锅炉 D 给煤机出煤波动
较大，经过现场隔离确认，发现
其入口处卡有一大块煤。经过
两个多小时的处理，这一故障才得以处理。

11点 30分，就在同事们准备去吃午饭
的时候，“堵渣了！虎子、小袁，穿上防火服，
赶紧下楼去疏通……”班长一句简单的话，
又让几个年轻的同志忙碌了一个小时，当他
们脱下防火服时，午饭早已经冰凉了。

14 点左右，在一期锅炉给煤机平台，
借“2号给煤机皮带稍向南侧偏斜”调整
处理的机会，王师傅带着彬长项目的实习
人员来到现场，给他们现场讲解给煤机
皮带的调整原理及注意事项。“皮带偏向
哪侧就紧相应侧的调整杆，或者松另一
侧调整杆。”讲者一丝不苟，听者聚精会
神。“这是个细活慢活，可能得耗费一定
的时间，要有足够的耐心。每调整半扣
就要停下观察，皮带至少转 10圈后，根据
结果再调整，依次反复，确保皮带回到中
间位置后方可离开。来，你给咱操作一
下，我在旁边看着……”等他们回到控制
室时，接班的人已经来了。

“班长在哪呢？快回来，要交班了
……”

“我还在 205工段忙呢，这就回来。”五
分钟后，魏班长气喘吁吁地回到了控制室。

这个除夕，他们始终保持着“奔跑的姿
态”……

初一，他们以“追梦人的身份”迎新年
“今天无人请假迟到。先让闫班长介

绍上个班的工况。”
“大夜班运行锅炉均保持稳定，各炉烟

气环保参数均达标排放。其中氮氧化物、硫
化物及粉尘的最高最低值分别为……”

“首先给大家拜个年，今天咱们的主要
工作还是以 205汽动泵检修为主线，同时
提高巡检质量，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和处理；
还有就是今天预报最高温度 9度，本着节
约用水的原则，接班后把昨晚开着的防冻
阀门都关了；另外跟平时一样，要把环保放
在第一位。还有……”

“去年，公司在安全环保形势严峻的情
况下，顺利完成了全年生产经营目标。今
年，面对新的挑战，我们还是追梦人……”

简短的接班会后，2月 5日上午 8点整，
这群“追梦人”回到各自的岗位上，新年的
第一个白班开始了。

他们都是普通人，看到返乡的人群也
有回家的冲动，因为他们也有年迈的父母、
在家守候的爱人和需要照顾的孩子；可他
们又是化工企业生产一线的倒班工，24小
时连续生产的性质，注定了他们的春节叫

“坚守”，他们都是追梦人，选择坚守，选择
努力奔跑，只为实现心中的梦。 （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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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4日，农历大年三十，陕北
延安晴空无云，离家的游子纷纷赶
回家团聚过年。而此时，走进建设
集团机电安装公司黄陵项目部则是
另外一番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干
部职工们用辛勤汗水奏响春节期间
施工检修最美旋律。

“我们项目部今年春节检修从
2月 3日开工，主要施工黄陵二号井
一部、二部机尾给煤机更换，北一
一部胶带更换，一号井一部皮带机
胶带、机架和给煤机更换，计划在 2
月 9日前完工，让 60多名职工回家
过新年。”该公司黄陵项目部经理
郭建宏见到笔者时详细介绍了春节
期间人员、施工等情况。

万事开头难。五项工程同时开
工，最难的就是人员组织调配。春
节检修意味着干部职工不能休假，
不能回家过年。建设集团机电安装
公司春节为业主检修是每年的“必
修课”，对忙碌了一年的职工来说无
疑又是一次“大家”与“小家”的取
舍。为保证黄陵项目部圆满完成各
项施工任务，公司领导自1月初已开
始部署安排，项目部上报人员需求
计划，人力资源部综合考虑协调，柠
条塔项目部近 20名干部职工于 1月
29日支援黄陵项目部承建的安装项
目。同时，公司副总经理刘云波、刘

胜利和机关男性同志现场蹲
点，冶坪等项目部骨干力量也
被派往黄陵项目部加强施工
力量。在公司和家庭两难选择
的时刻，一线的干部职工又一
次毫不犹豫地留下来坚守岗
位，这就是机电安装公司的价
值信念，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
们是一条心，我们应该一起干！

“皮带跑偏了，先关掉机
器，把皮带临时支架调整下。”

在黄陵一号井皮带更换施工现场，
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黄陵项目部
施工负责人李晓明经验丰富地一边
安排工作，一边低头钻进了皮带架
下忙碌起来。“大家都过来，王强负
责电焊，其他人抬起皮带。”

黄陵一号井一部皮带机胶带、
机架更换工程，公司黄陵项目部去
年 12月份已完成 3800米更换任务，
剩余3800米胶带在春节期间要完成
更换。此次皮带更换采取“旧带背
新带”的方法，面对堆积达一人多
高、重达百吨的皮带，一次不可能实
现拉带成功，只能是一次次尝试着
拉带，井口外的职工要保证皮带不
能跑偏，经过临时支架，特别是进入
井口的皮带，要时刻进行调整，确保
进入“正轨”。2月3日20点，笔者在
现场的一个小时，井口调整皮带方
向至少10次，一次次焊接临时支架，
一次次调整支架位置，一次次钻进
绵延的巷道，反反复复，十几个汉子
耐心地重复着这项工作，他们为了
保证工程质量，追求的是专业专注。

在笔者离开现场时，万家灯火
辉煌，附近村落陆续响起了鞭炮
声，而我们这群爱岗敬业的建设
机电安装人仍在黄陵二号井下争
分夺秒施工大干，用坚守庆祝新春
佳节！ （范亚文）

金狗辞岁，福猪迎春。过年是全
家团圆的日子，当人们都沉浸在喜
庆、温馨的氛围中时，陕北矿业张家
峁公司却有这样一群干部职工放弃
与家中父母妻儿团圆的机会，默默地
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他们以坚
守和奉献的精神，守护着矿井平安。

春节当天，笔者带着祝福和问候
走进基层各岗点，体验并感受他们的

“别样”春节，用镜头和笔尖记录下了
他们工作和生活的身影。

春节值守的那一份责任
清晨的副平硐，一个个面带笑容

和期待的矿工乘车一一入井，在井口
候车大厅一如往常进行了常态化的安
全确认工作。

“煤矿工作特殊，安全重于泰山，
春节期间是安全的薄弱时期，更得严
把安全生产关，安全巡查决不能有半
点松懈。我们严厉一点是对矿工安
全负责，也是对矿工家属的庄严承
诺。”安监员代新来今年也留守，这是
他春节留守的第8个年头，他严肃认
真地对笔者说道。

据了解，春节期间安监员每班要
在井下巷道步行巡查 7、8 个小时，
检查工作面局部通风机是否正常
运行，排水是否达到要求，沿途的
安全设施是否完好可靠等，同时也
会抽查入井工人是否遵守规章制
度，是否持证上岗。凡巡查发现问
题，能现场整改的他们会和工作面
留守职工一同整改，不能现场整改
的及时与井口信息站联系，确保隐
患能及时有效地消除。

井下安全要抓牢，井上安全也不
能放松。机运队承担着春节期间原
煤运输任务，是矿井的“咽喉”，安全
工作更是重中之重。

当天，笔者又来到主井驱动机房
时，见到当班的维修钳工李永强。看
到面前这位年轻的小伙子，笔者不禁
问道：“自参加工作以来，这是第几次
在矿上过年？”“差不多每年都是。”李
永强说话的空儿，当班的另一位同事
翟瑞军在认真巡检着。

偌大的主井驱动机房，皮带哗哗
地运转着，像是唱着欢快的歌将原煤
运往原煤仓……

无私奉献的那一种担当
大年初一早8点，留守的公司领

导班子成员就到基层各岗点看望慰
问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干部员工，
为他们送去节日的祝福，对他们舍

“小家”为“大家”，默默地坚守在自
己工作岗位上的精神给予表扬和
充分肯定，并详细询问了各岗点的
安全生产情况，要求坚守岗位的干
部员工树立“既来之则安之”的思
想，严守工作制度，严守春节安全。

同时，为提高春节期间坚守岗位
职工的福利待遇，公司后勤服务中心
为值守员工发放餐票，职工食堂也免
费提供年夜饭等，公司干部职工同吃
同住，不搞“特殊对待”。留守公司领
导说：“矿工的无私坚守和奉献彰显了
我们张家峁人的责任与担当，党员干
部也要作好表率，始终如一地做好职
工的主心骨、贴心人，让广大职工感受
到在矿如在家的温暖。” （王小利）

犬守平安岁，猪开富贵春。在
这辞旧迎新、万家欢度新春佳节的
喜庆日子里，家家张灯聚一堂，户
户结彩庆团圆，到处充盈着幸福的
欢笑声。在黄陵矿业铁路运输公
司有这样一群人依然坚守在岗位
上，用他们的责任与担当为行车安
全保驾护航。

机车司机CT式排查病患
“今天虽然是农历大年三十，

更要打起十二分精神，要保证作业
安全，站好新年的第一班岗。”2月4
日18点30分，铁运公司机务段运转
车间学习室里，运转主任张小波叮
嘱即将上班的职工。

19点 10分，随着DF4B型 9577
号机车缓缓驶入整备台位，机车司
机杨涛和职工田王明到岗接班。
两人按机车顶部、中部、下部进行
作业分工，查找机车故障。杨涛走
进地沟，对机车走行部进行检查。
他仰着头、打着手电，弓腰弯腿逐
个检查螺栓防松标识是否对齐，碰
上被污泥盖住的螺栓，便用手搓掉
表面的污泥，再看螺栓是否有松
动。每当走到走行部砂管处，他都
会伸手摇一摇砂管，检查是否牢
固，经过看似光滑的刹车盘时，也

会用手查看表面是否有剥落和异
常磨损。

就在杨涛对机车走行部进行
检查的同时，田王明正对司机室、
机械间和电器间进行检查。两人
配合默契，不到一个小时就给机车
做了一个CT式的全身“体检”。

“机车检查一切良好，抓紧时
间准备启机出库运输。”伴随着杨
涛的声音，副司机田王明走到防护
位置，机车启动出库开始完成今天
的牵引运输任务。

直至第二天换班，他们共完成
了 6546吨运输任务。农历大年初
二，他们再次上班，继续运输一列
列“乌金”。

“飞虎队”迎风战斗
“叮铃铃……”一阵电话铃声

打断了这次工作间歇的谈话。“你
好，这里是调车室……好的……好
的……明白了。”2 月 4 日 20 点 30
分，铁运公司车务段调车室不断地
传来调车长惠剑锋的回应声。

挂断电话后，只听他说道，“计
划下来了，走，开干。”言语间，调车
组成员们匆匆向门外走去。

“十车，十车，五车，五车”，飞
驰而过的车列上听到调车组的作

业用语，一列列车在调车组的指挥
下完成了减速、停车。各个股道零
散的车辆在他们的指挥下变成了
一列列满煤待发的列车。

“大年三十，怎么今天的工作
还这么多啊？”调车组成员向调长
惠剑锋问道。惠剑锋看着他说：

“大年三十，虽然工作多，但是要更
注意安全，累时、苦时你多想想回
家后的那份温馨。”

让职工吃得舒心
“吃饭了，吃饭了，今天是大年初

一，食堂不仅免费送饭菜，而且还为
每人再送一个鸡腿，如果送的饭菜不
合口味还可以到食堂去打，食堂有我
们包的饺子，卤好的
猪蹄、蒸碗等，只要
你们能吃好，想吃什
么我都送。”正在打
饭的食堂管理员赵
小虎说道。

为了能够让上
班的职工安心过好
节，铁运公司职工食
堂提前一个星期采
购食材，为提升食堂
服务水平，采取现场
调查交流谈心的形

式，让职工对职工餐厅饭菜质量、服
务质量、综合管理等方面提出意见
和建议，对于员工提出的每一条合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汇总、认真分析
和研究，增加了饭菜花样和品种，精
心烹调菜品，精心准备工作餐，力求
用丰盛的菜肴与高质量的服务，让
员工吃饱吃好，过好春节。

火车司机、检车员、食堂服务
员……这些只是铁运公司坚守岗
位职工的一个缩影，他们无怨无
悔，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
着运输“大动脉”的安全畅通，为黄
陵矿业公司的高质量发展贡献着
自己的力量…… （郭斌）

黄陵铁运公司 今年过年，他们没有回家

本报讯 为抓好一季度水泥销售工作，确保
节日期间产品能够持续稳定输出，春节期间，生
态水泥基层厂区销售大厅及部分营销人员坚守
岗位，全面做好节日期间水泥供应工作。

2 月 7 日，农历正月初三上午 8 点，生态水
泥公司富平、黄陵两级生产厂销售大厅窗口
的工作人员及相关车间部门岗位人员均已上
岗，做好了为客户办卡提货、资料传送、对账
开票等服务的准备工作。上午 9点 24分，来自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新型建筑制品与物
流分公司的客户通过窗口办理业务，顺利完
成了开票、装车、过磅等提货环节，满载着一
车水泥缓缓驶出厂区。

据悉，生态水泥公司以满足客户随时提货

需求为出发点，以突出销售上量为落脚点，重
点围绕春节期间水泥保供工作进行了周密部
署。该公司要求有关产品销售的各岗位工作
人员严格执行 24小时不关机值班制度，随时解
决客户需求，同时富平、黄陵两级生产厂销售
大厅执行现场值班制度，春节假期业务持续办
理，服务“不打烊”。此外，公司营销团队积极
贯彻落实公司春节期间水泥供应保障要求，充
分发挥微信、QQ等线上交流平台作用，持续不
间断对销量指标完成进度和厂区发运情况进
行通报，及时应对和妥善处理突发事件。

目前，产品销售、客户服务等工作均有专
人、专岗进行持续对接和业务办理，产品市场供
应有序稳定。 （姜忞伽）

生态水泥公司

销售窗口春节“不打烊”亲情服务永相随

张家峁公司

节日期间坚守的那份责任和担当

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

以施工大干奏响春节检修最美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