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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平台真好，不仅压缩机原
理、压缩机如何操作一目了然，而且配
套的小程序里还有与生产相关的化工书
籍可随时查阅，常用的生产数据标准可
以通过输入相应的参数，直接就能查
出，又快又准确。”班前会时，几个职
工热议着“化工小鱼塘”。

说起这个“化工小鱼塘”，它可不
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养鱼池塘，而是陕焦
公司醇氨车间为了便于职工日常学习，
自主设计、发明的学习平台，它是利用
微信公众号与微信小程序把区域内的设
备结构、工作原理及操作规程，通过视
频、动画、图片组合起来的“神器”。

据设计“化工小鱼塘”的该公司
醇氨车间赵文浩介绍，在日常生产中，
操作规程是指导员工进行操作的“宝
典”，但纸张上的操作规程是参数和文字
的堆砌，员工理解起来很抽象，看不懂的只能死记硬
背。醇氨车间氨压缩工段近期新增一半以上的新员工，
这些新员工基础参差不齐，想让他们在一个月内吃透压
缩机的运行原理，看起来几乎不可能。

怎么办？面对双机运行的生产任务，看着一大半
的“生瓜蛋子”，赵文浩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苦苦思
索。一天，赵文浩像往常一样打开微信，阅读公众
号消息，突然灵光一现，为什么不把操作规程重新
包装，将一些难懂的原理、抽象的概念及设备结构
通过视频、动画、图片的形式展现出来，让大家能
形象直观地理解压缩机的操作规程，而不是死记硬
背，掌握起来也就快了。

说干就干。第二天一大早，赵文浩就去生产现场
拍照片、拍视频，然后上网查阅相关资料，重新研究
每台设备操作规程、结构原理，按备品备件位置、操
作步骤等特点匹配视频、照片。功夫不负有心人，历
时半个多月，他终于做成了“化工小鱼塘”APP。“效
果怎么样呢？是不是做得太粗糙了？职工会不会
用?”在推出自己设计的学习平台那一刻，赵文浩心
里嘀咕着这一系列的问题。

一天，赵文浩和往常一样，开班前会时先进行每
日一题的提问：“郑翔心，汽轮机油路是怎么设计
的？为什么这么设计？”

“这个我昨天刚刚从小鱼塘看过，油从油泵出来
经过油冷器冷却，再到油过滤器……”郑翔心对答如
流而且将怎么调油压、切换油过滤网等操作说得头头
是道。

“看来效果不错！”赵文浩心里窃喜。在“化工小
鱼塘”的良好使用效果推动下，他又开始学习编程，
继续开发微信小程序，方便大家随时能浏览化工电子
书籍，增加常见钢材的重量计算、常见容器体积的计
算等工具。截至目前“化工小鱼塘”里面收藏有71本
与化工相关的书籍、14种常见标准查询、4种计算工
具，并且内容还在不断更新
中，职工从“小鱼塘”里获得
了更多的“大学问”。（何婷）

王慧云已经在捡
矸石的工作岗位上整
整工作了2年。在这2
年中，王慧云对待工
作 从 来 就 是 一 丝 不
苟、认真负责，每天她
总 是 早 接 班 ，迟 离
岗。捡矸的工作又脏
又累，常被人们称为

“窑黑子”。 但是她用
责任、真心、行动及爱
岗敬业的热情以与男
同胞一样战斗在煤炭
产销一线,成为公司一
道亮丽的风景。

张冬梅 摄

煤堆里煤堆里
的女人

“本班的工作检修任务是怎么安排
的？现场必须严格执行交接班制度和隐患
排查制度，早班的隐患必须及时整改，做好
交接班前的安全确认、自保互保……”2019
年3月1日下午，建设集团洗选煤运营公司
红柳林运营项目部会议室外飘来严肃的声
音，刚从作业现场回来的何少锋来不及换
掉工作服就开始安排当天四点班的生产、
检修任务。

今年 40 岁的何少锋，1999 年大学毕
业，至今已参加工作 19年。他由青涩的大
学生变为成熟的管理者，由普通职工成长
为陕煤建设集团洗选煤运营公司红柳林
运营项目部经理，角色几经变化，但唯一
不变的就是他不服输的劲头和严肃认真的

工作态度。

“敢担当、真较真”
的作风

何少锋平时为人随和，
天天与大家嘻嘻哈哈，融洽
相处。但在煤矿运营等工
作中，一旦涉及到原则性问
题，他就“翻脸不认人”。

2018年2月28日下午4
点半，何少锋在红柳林运营
项目部山下生产系统巡查
时，发现检修人员在 760B
皮带机尾检修时皮带机时，
皮带机未加锁、闭锁，而直
接进行检修。

违反操作的职工是他
多年的好友，他会包庇吗？

当时有个别职工在心里揣测。
何少锋没有犹豫，立即上前进行了制

止。并就此事，现场紧急召开了会议，在全
项目部通报了此次违章操作，对班组长相关
责任人现场批评教育及按制度进行处罚。

“安全无小事，马虎不得！”何少锋如是说。
而此事还没完。不但让这位职工在班

前会上进行了深刻的检讨，而且还让其在
会上向其它的职工讲解这样施工会对自身
造成多大的安全隐患……一个事件下来，
警醒了不少职工，让许多人印象深刻，再也
没有人敢大意。

他就是这样一个在煤矿地面生产工作
中一丝不苟、对技术要求“苛刻”的人。因
为他的“较真”，项目上再也没有了“马虎大

意”的行为。

“舍小家、顾大家”的态度

每个人的内心能够承载的东西并不
多，在他的心中，承载得最多的是职责。

2018年 11月 28日晚上 19点 48分，红
柳林煤矿主井 3000米皮带因拉紧装置断
裂，并使皮带带面横向撕裂。

而此时，他已经请过假并买好了火车
票，准备回家陪伴生病的妻子和孩子。

当何少锋听到这件事时，他毫不犹豫
地退了火车票。他积极组织人员协助红柳
林矿方清理主井皮带上的积煤，为硫化皮
带断头做准备。

可是，因为皮带坡度较大，施工难度及
风险极大，他又从鄂尔多斯组织了 14名硫
化工，将所有维修工全部派到施工现场
……

经过 48小时抢修，终于恢复了原煤生
产，又一次解了矿方的燃眉之急。

这时，他才想起来回家陪媳妇、孩子的
事。当何少锋给媳妇打过去电话，听到女
儿的哭声时，他充满了内疚……对于何少
锋，这种突发的事件有多少，真的数不清。

“用心干、争卓越”的追求

红柳林运营项目部作为洗选煤运营分
公司驻红柳林煤矿地面生产系统的项目
部，对保障公司正常安全生产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这一点，作为项目部经理，何少
锋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

针对零点班职工容易犯困的实际
情况，何少锋主动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
跟零点班。“如果我的检查能促进现场
安全作业，这点苦累算啥？”何少锋常这
样说。

“高标准、严要求、重现场”是他的座右
铭。只要下现场监督检查，何少锋总是主
动到条件差的、作业现场脏的地方，了解和
掌握第一手现场资料；有时他还经常折返
于多个工作地点之间，反复对照各项数据
指标，直至落实到位。

他凭借多年的技术理论和实践经验，
仅2018年就查找出了100多个煤矿运营方
面的安全隐患，并提出了相应的整改措施，
使很多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在何少锋的带领下，2018年面对煤炭
市场的跌宕起伏，该项目部其中 8 个月筛
选完成 100万吨以上，7 月到 9 月更是以
月完成 110 万吨以上创红柳林煤矿筛选最
高历史记录。以日均完成装送火车 6 列以
上、最多装送火车 11 列创红柳林煤矿火车
装车最高历史记录。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何少锋舍“小
家”顾“大家”，不怕苦、不怕累，怀着对煤矿
职工的一片真情，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
不平凡的业绩。他所带领的项目部先后荣
获集团公司安全先进项目部、红柳林矿业
公司安全先进班组，个人连年荣获红柳林
矿业公司先进工作者，今年又被洗选煤运
营公司评为优秀项目经理。 （刘晓宁）

用行动诠释忠诚

创客空间

——韩城矿业公司下峪口煤矿女工班组的小故事

芬芳矿山女人花
在黄陵矿业二号煤矿，有这样

一群人，她们不是矿工，却经常出
现在井口和区队，夏天送清凉，冬
天送温暖，过节送礼物，她们是矿
工们工作与家庭的“调和剂”，时刻
叮嘱矿工按章操作，注意安全，引
导家属勤吹枕边风，守好安全第二
道防线。

这群人就是家属协管员。多年
来，她们怀着“真心、诚心、热心”用
亲情呵护着矿工们的安全，用实际
行动诠释着矿山女人的价值，成为
煤矿企业搞好安全生产的一支不可
忽视、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成立初期“不受待见”
黄陵矿业二号煤矿家属协管

会成立于 2009 年，下设 12 个协管
分会，协管员 24人，全部由职工家
属组成，平均年龄 37岁。为促使矿
工养成规范的操作行为，消除违章
作业，协管员们坚持定期开展班前
隐患排查、“三违”人员帮教，入户
走访，采用形式多样的方式，开展
安全帮教。

但在协会成立之初，开展工作不被理解，遭受冷遇
是常有的事。协管员张红梅、罗芳回忆说，刚来矿当家
属协管员时，她们去区队了解“三违”人员详细信
息，当班队干怒气冲冲地说：“井下忙得跟啥一样，你
们几个婆娘还来找事，不就为罚那点钱吗，至于不？”
她们抹着眼泪离开，但是随后又接着去了。区队的职
工开她们玩笑说：“在家听老婆唠叨，上班还要听你们
唠叨。”她们笑笑，没有因此而退缩，一次次上门、一次
次被冷落、一次次苦口婆心……在她们坚持不懈的努力
下，各种“三违”现象在潜移默化之中明显减少，她们在
矿井的角色也逐渐被职工所接受。

如今，职工们见了协管员会笑着说：“来了，需要怎
么配合？你说……”

小集体发挥大作用
多年来，黄陵矿业二号煤矿家属协管会积极发挥职

工与家庭的“纽带”作用，紧密结合矿井实际开展工作。
从摸底建档开始，制作职工家庭信息卡并熟记于心，组
织职工与家属签订安全承诺书。坚持班前安全确认，排
查安全隐患，向职工和家属讲清违章作业的危害，对“三
违”职工进行帮教，发挥亲情感化作用，用真情和爱心唤
醒矿工对安全的重视。日常性开展地面巡查工作，对职
工违章行为，现场予以制止。开展平安家庭安全知识竞
赛、安全演讲等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引导职工由“要我
安全”向“我要安全”逐渐转变。

井口候车室是矿井人流量最大的场所，也是家属协
管员开展工作最重要的地点之一。在这里，该矿家属协
管会利用春节、元宵、端午、中秋等重要节日，常态性开
展各种亲情联谊和送温暖活动，组织安全文艺小分队进
行慰问演出，每天送热饮、亲情叮嘱、缝补衣服，使浓浓
温情萦绕矿山，一年四季“不断档”。

此外，“雨季三防”“冬季三防”“金秋助学”以及困难
帮扶、家属座谈等各项工作中，也都活跃着协管员的身
影，为矿区营造出了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

她们心里想的其实很简单
“职工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这就是

我们协管员所要发挥的作用。”在被笔者提问时，黄陵矿
业二号煤矿家属协管员苏丹指着井口仓库上 14个大字
说道。

苏丹介绍说，每天开完班前会整理着联保单，看
着矿工写下的安全承诺，一丁点成就感也会在心中荡
漾开来。每天，看着亲如手足的工友们坐着矿车徐徐
驶入井口，目光里送去的是平安的祝福。每到下班，
迎着那些疲惫而又开心的面孔，家属协管员的踏实感
油然而生。

近年来，该矿家属协管会先后荣获全国煤炭系统女
工家属协管安全工作示范站、陕煤集团先进女职工家属
协管安全委员会等多项荣誉。2017年 11月，家属协管
员张红萍还被中央文明办授予了“全国道德模范”荣誉
称号。 （史灏）

——记建设集团洗选煤运营公司优秀项目经理何少锋

巾帼英姿

由于竞争激烈，加之一些客观的问题，陕西天工
建设有限公司土建第八项目部曾经一度举步维艰。而
自去年 9月份上级调王卫星上任当经理不到 4个月，
居然实现了“三大目标”，不但彻底扭转了连年亏损
的被动局面，还实现了盈利。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呢？

王卫星走马上任当上了经理后，广泛征求员工意
见，学习借行业经验，制定了单位发展的“三大目
标”：有活干、有效益、有收入。

要实现有活干、有效益、有收入的三大目标，王
卫星首先从抓班子和队伍作风建设入手。制定完善了
多项制度，抓纪律，抓作风。

接着，王卫星凭借自己过去在安装三部的好声
誉，包揽了蒲白矿业公司建设的罕井镇大庆路两侧人
行道、砖砌围墙、铁艺栏杆、路灯及部分绿化等全长
1200米的亮化工程。开工后，他们保质、保量、保进
度，严格按照要求施工，施工现场全部封闭作业，做
到了喷水洒水湿法作业。矿区群众看到议论说：“好
呀！这才是真正的正规部队。”

初战打赢，曱方又将东方路十字大庆路以东的综
合管道网工程交由天工八部施工。王卫星带领员工们
又经过几个多月的摸爬滚打，抗洪救灾，昼夜奋战，
将近七百万的大庆路工程保质保量按时竣工。

有了工程，有了产值就有了效益，员工收入有
了保证，大家满意了，第三个目标也就实现了。10
月份，员工们领到工资后高兴地说：“我们有了绩效
工资就是不一样，收入增加了不少，回家也有话语
权了！”

蒲白罕井大庆路管道网工程竣工在即，王卫星把
给供水联网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在蒲白发展规划部和
中心社区的紧密配合下，以供水为天，克难攻坚，日
夜奋战了33个小时，接通了三处总闸阀、七趟穿越大
庆路过路供水管网等，为两万多群众和近 20个单位、
部门、区域送去了用水，为蒲白矿区罕井区域今后每
天24小时供水打下了坚实基础。

蒲白罕井大庆路管道网工程由两个单位承担施
工，而把东方路、大庆路十字以东最难的工程给了天
工八部。大庆路车水马龙，人、车流量特别大，七趟
过路的供排水、强电、弱电等要穿过大庆路，机械化
设备施展不开，用人工开挖土方深沟。东方路与大庆
路十字难度最大，是供暖管道，给、排水管道，天然
气管道，光缆，多家通讯电缆等 20多个管网必经之
地，矿区和罕井地方整个管网都要从此通过。矿区各
家属区域管沟老化，社区供水系统还未改造，地下情
况复杂，施工难度大。

八部人又发挥连续作战的作风，调动人马，又连
续把矿区公园东侧通往尧山蓄水池、东方路与大庆路
十字的三个主管道接通。他们在曱方代表赵宏来工程
师和蒲白中心社区的配合下，给供水管道进行注水、
试供水。各供水小分队坚守在各个区域进行查看情
况，中心社区供水站不断给水循环加压。随即，蒲白
矿区罕井区域的供水工程圆满成功。

(天奇 艳强 粉侠)

王卫星的“三板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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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煤矿是男人的天下，但在
韩城矿业公司下峪口矿一些特殊岗
位上，女性却表现出了男职工所不
具备的优秀素质和岗位技能，她们
默默无闻、兢兢业业，用自己的智
慧、汗水和付出，浇灌出一朵朵新时
代煤海之花，在美丽的三月天显得
分外妖娆。

王晓娟 检验煤质属第一

1997年参加工作的王晓娟，是
该矿煤质运销中心的一名普通化验
员，也是中心化验室的一名班组
长。 她根据多年的班组管理经
验，提出了“两个三”班组管理工
作法，即夯实三项基础、创新三个
载体，有力地促进了班组建设的深
入开展，提升了班组建设管理水
平。王晓娟告诉笔者：她在夯实基
础中，能把学习作为提升班组质量
的首要任务，利用班前会、班后
会、专题会等，系统地组织员工学
习了煤炭化验知识、煤炭采制样技
术、煤炭筛分浮沉试验方法等业务
知识，班组的 7个姐妹均通过中级
技能鉴定。她说：“只有不断创新
才能进步。”她带领班组姐妹，成
功探索出了灰分和发热量的线性相
关关系，为煤质运销中心化验项目
的实际测定值的准确性提供了参考
判断依据。2018年，王晓娟以过硬
的技术水平，夺得了矿煤质化验工
技术比武第一名的成绩，被该矿收
录于“技术人才储备库”。

郭妮娜 矿灯管理有绝招

郭妮娜从事矿灯管理、维修 20
余年来，多次获得矿、公司奖励，
2018年度被陕煤集团工会评为“巾
帼能手”。她是一名班组长，在这个

最基层的管理岗位上，凭借多年的
工作经验，总结出了“三勤五查”
班组管理法，在该矿通风班组中推
广，实现了班组连续 12 年无失
爆、无事故，设备平稳运行 4380
天的记录。在 2018年省级煤矿安
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验收中，流利
背诵出 30台矿灯架，1988个箱子
职工的姓名和所在单位，这“一口
清”绝活，受到了专家组和各级领
导的赞誉。

她在赞誉和掌声面前没有骄
傲，而是将荣誉转化为强劲的动力
并时刻勉励自己，并在苦练“三
绝”上下硬功夫。功夫不负有心
人。她在岗位上又练就了“蒙眼拆
装矿灯”绝活，并把这绝活手把手
地交给班组的其他姐妹，实现了班
组全员创新，仅维修矿灯一项年节
约材料费 2万余元，为企业治亏创
效作出了贡献。她积极参与职工

“五小”创新活动，由她主创的
“矿灯正确快速充电”法，解决了
职工上架自行充电时的误操作，保
证了矿灯的正常充电和循环使用。

李延红 生活服务上星级

“我们一线工人三班倒，其他班
次还不要紧，就是这零点班，一不注
意就过点迟到。自从生活服务中心
开展‘叫班’服务后，我再没有迟到
过，这得感谢她们的班长——李延
红”，该矿采煤一队职工崔志明见到
笔者时高兴地说。

该矿单身楼服务班由 12名女
工组成，为4栋单身楼600名职工提
供生活服务。近年来，该班组以班
组建设为抓手，以“爱心服务”为着
力点，以“让职工拥有家的温暖”为
目标，积极打造“星级”生活服务质
量。在班组长李延红的带领下，严

格执行“两整理三清扫”制度，坚持
床上用品不定时清洗和缝补、门窗
玻璃每月擦拭一次、死角卫生每月
集中一天清理等服务，职工满意率
均达到 100%。2018 年，该矿投资
100余万元，对职工单身楼进行室内
外装修。在施工期间，为了不影响

“三班倒”职工正常休息，李延红及
时与施工单位负责人沟通，调整施
工时间，保证了职工正常休息，用热
心服务保证了矿井安全生产。

孟桂玲 热心协管促安全

孟桂玲是下峪口矿的一名“矿
嫂”,有着 16年的安全协管工作经
验，是协管员这支队伍中有着很
高人气和丰富工作经验的大班
长，她先后 15次被韩城矿业公司、
下峪口矿授予“优秀家属协管员”
荣誉称号。

她虚心好学，干一行，爱一行，
钻一行，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
苟，结合工作实际创新实行“两表四
卡”工作法和“三违”过“五关”帮教，
与其他协管员在“严、爱、情、暖”四
字上下功夫，实行“三网”、区队、
家庭三级动态跟踪管理，增强了职
工由“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
转变的自觉性，让职工真正树立起

“安全生产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
理念。

她参与为矿工“冬送温暖祝福
平安、夏送凉爽嘱咐安全”活动，深
入井口、区队班前会给职工钉“安全
扣”、缝“安全衣”。在重大节日、安
全活动月期间，积极参加送“平安
果”“如意粽”“团圆饼”等爱心活动，
坚持在家中缝“安全鞋垫”送职工，
累计制作“安全鞋垫”1200余双，孟
桂玲用真心付出，换来了矿工兄弟
的平安。 （王芳 吴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