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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彩梅 陕西北元集团水泥有限公司质量管理
科员工，1985年出生，陕西佳县人，本科学历。2009
年12月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化学分析工作。先
后被公司评为2017年度“优秀女工”“优秀质检员”，
获得2017-2018年度北元集团“最美员工”荣誉称号。

她十年如一日，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开
展了 1万多项的分析检验，数据从未出现过纰漏。
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务实的工作态度，让田彩梅练就
了一身过硬本领，在全国“第十六次水泥化学分析
大对比”竞赛上，她和她的团队拿下了“全优奖”。
她本人在北元公司第五届员工技能比武中，囊括单
项比赛冠、季军，并刷新此项比赛历史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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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彩梅刘 晨 运销集团财务资产部副经理，45岁，中共党员，研究生
学历，高级会计师。先后获得陕煤集团首届“巾帼能手”和“六好党
员”“先进工作者”“效能监察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早在运销集团成立初期，刘晨就组织建立起了煤炭销售经营
核算体系，并沿用至今。由她组织编写的《煤炭运销分公司执业准
则》财务与内部核算篇，在运销集团内部各独立核算单位全面推
广。作为公司货款回收考核办公室主任，刘晨组织财务部每日发
送实时发运与货款配比预警日报，多措并举，使公司应收账款由年
初的 2.6 亿元降到年末 0.42 亿元，领先国内行业水平。2015 年，刘
晨通过将企业的印花税按核定征收纳税，每年为企业减少税负一
百多万元。2017 年获陕煤集团财务管理制度竞赛二等奖，2018 年
获陕煤集团“司库管理创新”演讲竞赛第二名。

刘 晨

马晓燕 陕北矿业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机电设备维修中心主任，
1974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1995年参加工作，历
任神东煤炭集团维修中心技术部经理，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
销部部长、机电设备管理中心主任，荣获2017年“陕西省能化地质系统
五一巾帼标兵”和2018年“全国设备管理优秀工作者”荣誉。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来，她可以熟练地用英语就技术、设备和外国
专家交流，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头雁。产业公司成立初期，为了尽快从零
开始打开外部市场，马晓燕带领新组建的市场营销部跑遍了方圆500公
里几百家煤矿客户。不到三年时间，公司营销产值突破了2亿元。

任职机电设备维修中心主任以来，马晓燕带领 500多人的团队不
断完善工艺流程，打造质量管理体系，各项工作均取得了长足进步，
2018年，维修中心产值达 6.8亿元，创历史新高。

马晓燕 景沙沙 彬长集团电力分公司文家坡 110kV变电站站长，30岁，
中共党员，本科学历。自 2010年工作以来，她每年的春节都是在站
上度过，即便在怀孕期间也始终坚守。她担任彬长矿业公司文家坡
110kV变电站班长期间，常态化组织开展事故预想、反事故演习和消
防演习等活动，加强业务培训，用脚踏实地、一点一滴的努力，全方
位提高了班组的保障和应急反应能力。看着矿区灯火通明，电网安
全稳定运行，是她最大的满足。

在景莎莎的带领下，她所在的班组自建站投运以来，以安全、优
质、经济、高效的工作效率，实现了连续 10年安全供电零事故、安全运
行 2700天，被授予陕煤集团“巾帼建功示范岗”、省能化工会“五一巾
帼标兵岗”。她本人先后获得彬长集团“优秀班组长”和“爱岗敬业—
最美员工”等称号。

景沙沙

冯艳玲 黄陵矿业煤矸石发电有限公司化水车间主任，49岁，中
共党员，大专学历。1992年参加工作以来，在黄陵矿业公司工作 27
年，从事化学水处理及电力生产管理工作。她先后多次获得黄陵矿
业公司和生活服务公司及黄陵矿业煤矸石发电有限公司先进工作
者、“三八红旗手”、科技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27年来，不论在一线化验等岗位，还是在生产管理岗位，冯艳玲
都能兢兢业业，模范地履行本岗位职责，先后在专业刊物上发表技
术论文 4篇、获得国家专利 6项。在管理理念、岗位练兵、技术革新
等方面取得了骄人业绩，她所带领的团队先后获得“全国巾帼文明
岗”“陕西省巾帼文明岗”以及陕煤集团“巾帼示范岗”、省电力行业
协会“质量信得过班组”等称号。

冯艳玲
庞亚宁 蒲洁能化公司分析检测中心副经理，52岁，大专学历，

副高级工程师。先后就职于渭南市染料化工厂分析化验、化验室主
任、质管科副科长，渭化公司质量监督检验部，从事分析检验工作。
2010年 8月至今，在蒲城清洁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任分析检测中
心副经理、分析检测中心分工会主席。

近 10年里，作为副高级工程师的她，牵头编制了分析检测中心
相关分析规程、问与答系列教材等，带领中心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建
设过程。在庞亚宁的牵头下，公司在技术创新方面不断突破，仅
2018 年就完成技术创新项目 8 项，其中 5 项获得公司总经理基金。
她带领的分析检测中心接连通过了质量产品认证、三标体系审核。
她带领的班组先后获得陕煤集团“安全先进班组”“模范职工小家”

“巾帼建功示范岗”等荣誉，她个人也被评为公司标准化先进个人。

庞亚宁

李海莉 陕钢集团龙钢公司能检中心电气作业区电力调度，46
岁，大专学历，电气工程师，高级技师。2006、2011年获龙钢公司原机
动厂“先进生产者”称号；2015年获龙钢公司能检中心“先进个人”；
2013年获陕钢集团“巾帼能手”称号。

在电力调度这个岗位上，她每年累计下达调度指令万余条，验收投
运新设备上百台，几乎做到了零失误。从业24年来，李海莉先后在电力
期刊、杂志上发表专业论文12篇，很多研究成果都得到了应用和转化。
她还通过实施龙钢变10KV系统单相接地故障处理改造，有效抑制过电
压对设备及电网的危害，将故障处理时间由原来的2到3个小时降低到
10分钟以内。通过棒线配电系统SVG动态无功补偿装置技改，将高线
功率因数由原来 0.78提高到 0.98，年节约电能 720万KWh。先后培养
10名徒弟，都已成为班长、工段长、电力调度等骨干力量。

李海莉 张晓爱 富平生态水泥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技术员，37岁，中专
学历，助理工程师。2003年 12月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蒲白矿务局
尧峰公司、生态水泥高陵公司、生态水泥富平公司从事水泥检验、水
泥配料和质量技术工作。

参加工作以来，张晓爱参与的《利用钢渣改善熟料易烧性》科技项
目荣获陕西建材技术革新二等奖，参与的《中热水泥生产技术研究》《工
业废渣水泥生料配料的研究》项目分别荣获陕煤集团科技进步三等奖。

2017年，公司开始生产低碱熟料，张晓爱认真总结前期经验，重
新调整配料方案，实现了原料磨台时最高，窑投料量最大，低碱熟料
强度最高，为项目尽快达产见效作出了突出贡献。2018年，她所在
的团队荣获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颁发的水泥生产企业优秀标准化
化验室，成为西北首家优秀化验室。

张晓爱

任萧娟 韩城矿业公司生产服务中心带式输送机车间女子焊工班班
长，1977年出生，中共党员，中技学历，技师。她2004年12月参加工作，连
续多年被生产服务中心评为“优秀员工”；2013年、2014年被授予韩城矿业
公司“劳动模范”称号；2017年被韩城矿业公司授予“巾帼能手”称号。

参加工作以来，她一直在韩城矿业生产服务中心从事电焊工作，多年
来苦练绝技、由她开创的“不断弧焊接大直径滚筒”方法，在保证质量的前
提下，节省加工时间30-40分钟，被收录到公司岗位“三绝”序列。

爱学习、肯钻研是任萧娟的日常工作写照。一次作业中，她发现焊
4厘米的薄板平缝时容易焊高，影响外观且增加工序，费时费力，便提出
非受力部件连续点焊的办法，既保证了焊件的质量和外观，工作效率也
大幅提升。她积极参加“导师带徒”，做好传帮带，她的3名徒弟已成为
车间技术骨干。

张蕾 澄合矿业董矿分公司运行队技术员，29岁，中共党员，助理工程
师，2011年7月毕业于西安科技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本科学历，工学学士。

2011年大学毕业后，张蕾来到矿山，在澄合董矿分公司运行队参加
工作。她用了短短三个月时间，实现了从大学生到技术员的角色转
变。结合矿区实际，她先后建立健全了20余项管理制度，编制了地面压
风管路改造、排矸井绞车钢丝绳更换等一系列安全技术措施，把机电安
全管理渗透到每天每班每人。

如今，张蕾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变电所、压风机房、主扇房等设
备实现无人值守的探索之中，力争为矿区的现代化建设再作贡献。8年
里，张蕾先后被评为澄合矿业公司“技术能手”“四优党员”“十佳青年”，
夺得陕煤集团岗位描述大赛一等奖，并获得“全国煤矿建功立业优秀毕
业生”荣誉称号。

张蕾任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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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
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
张开了眼……”

——题记摘录朱自清《春》
春来了，伴随着的是春雨，细细蒙

蒙，洋洋洒洒，“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
看近却无。”春雨用她最温润柔滑的雨丝
轻轻地呼唤着春的到来，于朦朦胧胧中
唤醒着那一冬漫长的沉寂，回归的燕儿
忙着筑建新巢，清翠的鸟鸣也入耳回旋，
好像一切都欢腾了起来。小径间，田地
里，一抹抹的新绿若隐若现。江边，河
岸，依依杨柳也吐出了鹅黄般的心愿，于
是人的心也跟着暖了起来。

爱美的姑娘们早已迫不及待地脱下了
厚重的棉衣，换上了春天的新装。孩子们
更是按捺不住一整个冬天的性情，一下子都窜出来，玩耍了
起来，大地仿佛刚刚睡醒的样子，抖擞好了精神，准备开始
一轮新的时光。听！连鸟语也欢快了许多，唱起了迎春的
歌谣，路旁不知名的花儿也争着绽开了笑脸，让人感觉到了
又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的到来。

冬去春来，时光安暖。此刻，万物复苏，午后的阳光洒在
人的脸上、身上，多了一份暖意，多了一份温情。春的阳光，
正好用来翻晒潮湿了一冬的记忆和心事，这时候，懒洋洋地
斜躺在靠椅上，闻着阳光的味道，嗅着春的空气，随手翻动着
书页，回味着唐诗宋词的美韵，心里是温暖的，是舒心的。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清晨的鸟啼声，虽然扰乱
了清梦，但我没有一丝的恼怒，只顾陶醉在这春的意境里，
回想着那个千年的美丽邂逅，只是“人面桃花相映红”，“人
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不过，在回味中倒是留
有那一点点的遗憾。谁曾想，不经意间的一回眸，惊艳了岁
月，惊艳了时光，空余了不解的未了情缘。

春意渐浓，暖意渐浓。明媚的春光，柔柔的水波，春是
一年里最美的季节，在我心里，春是一年四季中最美的风
景，“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穿花蛱蝶深深见，点
水蜻蜓款款飞”……春就是一个诗词的王国，到处都是诗情
画意，到处都是生机勃勃，春绿了江岸，春绿了大地，春更醉
了我的心。

“窗外雨潺潺，春意阑珊”。春来了，享受春光，不负春
光，感恩自然，不负自然的恩泽，用一颗最平凡最简单的心
去感知这尘世的美好，去迎接春播秋收的希望。

（陕钢集团汉钢公司动力能源中心）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风渐暖时，花
苞还睡眼惺忪；细雨正润，转眼便已蓄势
而发。只待一声春雷唤，不多时便是一派
盎然春娇图，自然之美在春时渐显……而
人间之美亦在春里款步而来，那如花的笑
靥预备大放光彩，踏着三月春光，细数女
性之美！

美，是万千女性孜孜以求的目标。当
她们还是小姑娘时，便得上天眷顾，一双
眼睛如湖水般清澈，无忧无虑的孩子模
样，无须装饰便浑然可爱。韶华之年，身
量修长，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待到成
家为妻，渐褪少女模样，多了层笃定与温
柔。当养儿育女，皱纹渐上眉梢时，更是
看到了无畏与坚定。行至老年，虽年华不
可追，但那经年积攒下的气派早已化作含
饴弄孙的慈眉善目，亦多了份夕阳无限好
的悠游闲适。

年轻时追求的是好看的皮囊之美，那

美瞧之便让人赏心悦目。但经年累月，少
有人能抵过岁月的侵蚀。既知抵不过，反
倒多了份从容不迫，转而发现更长久的内
在之美——您瞧，年长的女性更是美的，
她们的美经岁月洗礼，变成了迎风斗雪的
坚韧之美，变成了为家为子的奉献之美。
她们的皮囊可能不再夺目，但却酿成了咂
之愈久，品之愈香的陈年之美！

女性之美，这其一便是温柔。人们常
把女性比作是水，也不知是谁的这番巧心
思，真是贴切极了。您瞧，当末冬已去遁
无迹，春水便使波心绿。大自然的美，始
于水。山高林密，有水时便多了些秀气；

树影亭台，拥水处便有了几分光影变幻。
水，是大自然的灵气所在，何处有水，何处
便是一片生机颜色。而女性也如水般温
柔，她们总能关注到生活的琐碎，用细心
与耐心如春风化雨般解决困难，用温柔抚
平艰难，细腻的感情是她们连接心灵的纽
带。她们是母亲，给孩子无微不至的关
心；她们是女儿，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她
们还是儿媳，是融入婆家不分彼此的一家
人。种种关系，她们都用如水般的温柔使
之平滑顺畅。水，遇山石断路时从不硬碰
硬，她缓缓地从石头旁流过，积少成多便
将山石沉于水中，而水却奔涌向前。女性

也拥有着这种智慧，以柔克刚拖家带口地
渐入佳境。

女性之美，这其二便是坚韧。且看滴
水许久石方穿，从中就可以看出水的坚
毅。说女性如水，那么她们也有水一样的
坚毅。生活里的大多数女性并没有男子
般的力能扛山，但她们却是持家的一把好
手，日复一日的操劳使曾经贫苦的家庭变
成富足之家；她们经历了生儿育女的阵
痛，却依旧笑脸向稚子，自己独咽生活的
五味。面对苦难，她们会掩面啜泣，但哭
过后依旧热爱着生活。再看时，曾经如削
葱般的十指，早已粗糙开裂；那一头乌黑
的秀发，也已两鬓染霜……

万千女性都在为自己的家庭奉献着
青春年华，柔似水，坚亦如水。她们将美
化为美德，为生活奋斗，向阳而长。

让我们在这里向所有的女性道一声：
“平安快乐，美丽永驻！”（陕北矿业公司）

春风轻拂面 巾帼流溢彩
朱艳玲朱艳玲

进入阳历3月，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
过完一个冬天，把人捂坏了，总想着带着孩
子去野外撒个欢，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息。

上周孩子在幼儿园学了《村居》这首
诗，我和孩子的爸爸想带她趁着周末感受

“草长莺飞二月天”和“忙趁东风放纸鸢”
的情景。正巧物业客服打电话说周末有
亲子植树活动，自然就毫不犹豫地报名
了。平时上学放学都在家门口打转转儿，
孩子极少亲近自然，正巧借这个机会带着
她体验一下，也能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
感觉挺好。

一到周末，一家三口早早出发，正好
孩子在幼儿园的同学也参加了亲子植树
活动，大巴车上两个小伙伴一路叽叽喳
喳，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竟也不觉得长了。

抵达目的地唐村农业公园之后，让我们领
略到了乡村的魅力所在，空气里弥漫着令
人陶醉的气息，远离了喧嚣，多了一份宁
静与清新，真想把这份纯净长留心中……

就在我深深陶醉之中，孩子拉了拉我
的衣角，“妈妈，领队姐姐说准备去植树
了”。哦，对了，这次我们的任务是要在指
定场地植树呢。此次种树的主力是他们
父女俩，我担任摄影师的角色，等专业的
园林种植师讲解完要点之后，大家就开始
了植树之旅。在指定的地方，选好自己的
区域，就开始下手了。孩子和爸爸人手一
个铁锨，一大一小开始发力。需要用铁锹
挖一个深 30公分的坑，孩子力气小，爸爸
想动手帮忙，她却怎么都不让，拿个小铲
子吃力地挖着。爸爸则是“壮劳力”，先把

自己的树苗种好
后，提来水桶浇水，
顺手帮孩子把土铲
松，以便小家伙完
成树坑的深度。孩
子很少有机会近距
离地接触大自然，
这不，看到铁锹和
树苗，孩子可是撒
了欢了。

当孩子亲手把
小铭牌挂在自己种
的小树上时，心里
美滋滋的，笑容不自觉地挂在她满脸汗珠
的脸上。

返程路上，孩子不停地问“妈妈，小树

苗多久可以长大？明年我还能来看小树
吗？”一路说、一路笑，结束了此次快乐的
植树之旅…… （物资集团进出口事业部）

亲 子 植 树 记
卜欣卜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