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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前夕，陕建安装集团一
公司深入银川 5GW 单晶电池厂
项目开展劳动节主题活动，并开

展了安全讲座 。图为医生为大
家进行心肺复苏的现场讲解和操
作演示。 □黄小龙 摄

■工厂故事■
“老刘，借两个不同类型的旧

安全帽，要报废的，再借个十二磅
的铁锤。”“报废的？要报废的安
全帽干嘛？能保证安全吗？”库管
员老刘不解道。

4月 26日上午，中铁七局三
公司西安地铁六号线项目安质部
部长梁新骐来到工地物资库，向
库管刘麦昌借了几顶安全帽，准
备做物体高空坠落时安全帽抗击
打性能的模拟试验。

“来，咱们找块平地，把安全
帽放地上。”“小左，提着铁锤，提
高点，再提高点，对准安全帽，我
喊口令你放手。”“咣当”手松锤
落，安全帽被击打后反弹到一米
开外。“拿来，检查。”“两个安全帽
都完好无损！”翻看安全帽的另

一面，内部结构完整无损，令人不
由松了一口气。

随后，梁新骐来到车站主体
结构生产现场，他又一次模拟了
前面的演示场景，发现其中一顶
安全帽出现细微裂痕。他立即通
知作业组负责人：“安全生产不
能只看表面，貌似安全的安全帽
不能用！”作业组负责人当场与
项目物机部联系，订购了 20顶
质量过关的安全帽，保证现场工
人和管理人员使用同样的安全防
护用具。

在现场，梁新骐招呼工人师
傅们一起观看了两次模拟试验的
手机视频，与网络上的事故现场
进行查看对比，实地讲解了安全
用具的正确使用方法，安全帽的
性能检验、防护作用以及隐患后
果等，工人师傅们信服地竖起了
大拇指。 □孙伶俐 董志振

现场“砸帽”讲安全

“五一”小长假到来之际，为切实维护
节日期间辖区铁路治安稳定，为广大旅客
群众营造一个良好的出行环境。西安铁
路公安处在小长假期间开展“利剑”专项

行动，集中打击、整治倒卖车票、霸座卖
座、扒阻车门、盗抢财物、敲诈旅客等违法
犯罪活动。

□刘卫国 王小东 摄

西安铁警西安铁警：“：“利剑行动利剑行动””护航五一小长假护航五一小长假

短短数年内锤炼成一把技
术尖刀，在延长石油生产一线攻
坚克难，在各级技术比赛中拿奖
到手软。这就是 27岁的阳光青
年——郭阳。

班组建设 芝麻开花

郭阳 2014年毕业于西安石
油大学，同年 7月应聘到陕西延
长石油集团延安炼油厂，分配到

联合一车间运行四
班。他在班上年龄
最小、最勤快、最善
于总结。郭阳实施
的班组建设方案，
使得班组多次获得
延炼、炼化板块、集
团公司“六星红旗”
班组称号，后来竟
冲出集团，走向全
国。2017 年，郭阳
代表延炼联合一车

间运行四班参加第36届石油化工
行业班组发布会，荣获“全国质量
信得过班组”；2018年，又一次被
评为“全国质量信得过班组”。

荣获一次大奖，也许是偶然；
连续荣获大奖，便是实力见证！

技术创新 刮目相看

从 2018 年 10 月开始，催化
装置稳定塔液位仪表虚假指示，

相关部门多次处理未果，严重影
响装置平稳运行。为此，郭阳连
续多日扎根现场，详细记录问题
现象、特征。同时，翻阅大量资
料，查找同类型问题处理经验，
最终找到症结，消除了隐患。

日常工作中，郭阳善于动脑
勤于思考，钻研业务提升技术。

“一子一落，全盘皆活。”他的小
技改常常撬动大难题，车间上下
拍手称快，郭阳也尝到了技术创
新的甜头。

凭借“长安冷娃”的犟劲和
扎实的理论知识，郭阳技能水平
不断提高。2017年 9月，参加陕
西省“炼化杯”技能大赛，夺得催
化裂化项目第一名，并荣获陕西
省技术能手称号。2018年10月，
郭阳带领三人团队，代表延长石
油集团参加全国催化裂化工职
业技能大赛，在全国 60 多家单
位、190多名杰出选手中脱颖而
出，荣获“优秀组织奖”！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郭阳日渐锋利的技术尖刀，令人
刮目相看！

立足岗位 倾情奉献

2017年 9月，郭阳巡检中发
现油浆下返塔副线阀门焊缝出
现渗漏，立即汇报车间紧急处
理，避免了事故发生，受到了通
报嘉奖，并获得安全生产专项奖
励2000元。

今年 1月，为降低能源消耗
与生产成本，郭阳积极参与 100
万吨/年催化装置锅炉改烧瓦斯
项目，截至3月底，已累计节约生
产费用 93 万元，预计全年节支
508万元。该项目还有效降低该
厂3#火炬排放量，经济效益与环
保效益双丰收。

“郭阳从来就不怕吃苦，外
出巡查，捎带把别的岗位都要检
查一遍；遇到开停工，他更是连

轴转，不休息，乐于奉献的同时，
他也学到很多知识。车间每季
度组织的理论考试他能连续拿
第一，综合评价也是第一，这的
确很不容易！”该车间党支部书
记刘小春说起郭阳赞不绝口。

“他带动身边青工热爱学习、钻
研技术成风，形成积极向上的
良好氛围。”

郭阳却时常谦虚地说：“其
实不是我有多优秀，而是我遇到
了好师傅、好工友，传递给我的
全是正能量。延炼历来重视人
才，搭建良好平台，青工只要努
力就能受到表彰嘉奖和职称职
务晋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上下而求索’，我对未来充满信
心。”如今，郭阳已破例被聘任为
联合一车间工艺技术员，成为延
炼最年轻的技术干部 。

□文/曹锋 图/王睿

日前，中铁二十局石黔高
速各标段建设施工第一季度综
合考评结果发布，该局市政公
司石黔高速公路项目部被评为

“优胜单位”，这是市政公司石
黔项目部在全线施工中勇于领
先、敢于引领、以快制胜的一
个缩影。

中铁二十局市政公司石黔
项目部担负着国家“扶贫大通
道”石（柱）黔（江）高速公路黑溪
至石会段（简称黑石段）施工重
任。黑石段全长 8.62公里，含大
桥 5座、隧道 4座、服务区 1处等
重点建设工程。该路段地处重
庆武陵山区，山大谷深，峭壁林
立，地质条件复杂，属石黔高速
全线 10个标段建设中的高风险
管段。

自 2016 年 5 月施工以来，

征地难、施工难、资金难等三
大难题如云雾缭绕的武陵山横
亘在全体参建员工面前。为解
决难题，项目领导班子深思熟
虑，果断决策：不等不靠，主动出
击。下雨天、烈日下、深夜里，他
们苦口婆心地做老百姓思想工
作，跟着地方政府征拆人员与
老百姓沟通、谈判。

同年6月，黑石段临建用地
征拆率先完成。该项目部班子
成员又靠前指挥，跟班作业，
带领全体人员一鼓作气，开山
填沟，做到现场问题不过夜。
以全线最快速度，建造出石黔
高速绿色、环保、人文、标准
化的项目驻地、拌和站和钢筋
加工厂。

盘点过往，仅 2017年，该
项目部就分别囊括业主、中铁

二十局石黔高速施工总承包组
织开展的劳动竞赛、信用评价
第一名，且连续 6次斩关夺隘，
获全线第一。

他们以践行“品质铁建”理
念为己任，统筹兼顾、全盘布局、
抓住关键、样板先行。为确保工
程一次成优，从路基到涵洞，从
基础到主体，他们坚持质量优
先，落实首件工程制，广泛推
进样板引路。

截至 2018 年底，他们用
60%的工期完成了 80%的施工任
务。目前，给掌声、强志气、
控节点、抓关键，产值完成
9000万的竞赛身影，如武陵山
清新的气流，昼夜回荡在黑石
段施工现场，各项工作在紧锣
密鼓地有序推进。

□许岗 韩展展

以快制胜勇领先

“盖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
煤矿，改造得世界变呀变了样……”
4月28日，由中建五局西安幸福林
带项目联合中共西安市新城区
委、西安市总工会等多家单位主
办的“春满中国·醉西安”庆祝
建国七十周年“劳动最光荣 致
敬建设者” 2019 年新城区迎接

“五一”国际劳动节文艺演出活
动，为在场所有奋战在幸福林带
工地的工人兄弟们献上了一场豪
华的视听盛宴，用浓浓的关爱迎
接“五一”国际劳动节。

当日上午，在西安幸福林带项
目工地上，数百位建设者们手拿
小国旗，与专业演员一起唱响了
《咱们工人有力量》《团结就是力
量》等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歌
唱结束后，活动主办方还邀请了
部分西安市的文化工作者及志愿
者把包括理发、书画赠送在内的
志愿服务送到工人兄弟们的身
边，把公司的祝福和关怀送到工
人兄弟们的心坎上，用实际行动
向建设者致敬。

在现场，多位工人体验了与
演员一起歌唱，感到既意外又惊
喜。“从未想过自己能与人家专
业演员一起唱歌，太有纪念意义
了，感谢公司这么周到的安排，
我们很开心！”几位工人兄弟纷
纷感慨道，现场嘹亮而又充满
激情的歌声回荡在幸福林带项
目工地的上空。

幸福林带项目一直秉承打造
“幸福工地”理念，给农民工朋友带来福利。先后联合
陕西省建设工会、西安市总工会、新城区总工会多次举
行慰问演出，冬送温暖、夏送清凉等活动，更是将关爱
工友工作落到实处，践行央企担当。

□王鹏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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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群和伙伴们的冷暖人生
4月 26日清晨，18摄氏度的安康火

车站，丝丝凉意中，陈振群和他的伙伴
们开始了新的一天。

关水、拔管、蹲坐，列车缓缓驶出安
康火车站二站台 3道后，陈振群将刚才
拔下的水管呈等号式摆顺，拿起铁水
阀，装好给水电子阀门，竖起右臂挥了
挥手，并先后手指一站台 1股道左右方
向：“无车！通过！”

跨上站台后，陈振群在等待两名工
友靠近的过程，他摘下黄色塑料防护帽，
抹了抹额头上渗出的汗珠。“二站台5道
K117次上水！”随即，在陈振群的带领
下，三人列纵队快速进入站台地道……

陈振群是该站给水值班员，他与
工友的职名全称是铁路给水员，俗称

“上水工”，是站在铁路运输幕后最苦
的岗位，岁月更迭，他们始终坚守在

列车背后。陈振群是6年
前通过竞聘上岗担任班
组长的，每天的工作除
了自己要提拿 20 多米
长、直径5公分的给水管
给客车上水外，还要根据
列车开行顺序及停放站
台股道安排作业人员，合
理分配岗位。每个白班
从早上 8:00 开始至 19:00
止，晚班则从下午 19:00
起至第二天 8:00止，如此
周而复始，全年一百多个
白班，两百多个夜班，没

有白昼黑夜之分，没有节假日之休，没
有春夏秋冬季节之别，365天坚守，就是
内心深处的信念。

该站编制31名给水员，他们每天上
班后，要面对一列列编组 18 节、全长
460米左右的客车，在平均 8分钟内，为
1470辆车厢补上水；春运期间，要为近
3000辆车厢补上水，在该站平均长度为
630米的站台股道间日往返 40多公里，
为的就是让旅客在列车上能够喝上一
口热水吃上一口热饭，洗脸洗漱方便时
能有水冲洗。陈振群介绍，列车有固定
的停开时间，列车没水就会影响服务质
量，却不会因为没有上满水而不正点开
车。所以，在有限的时间里确保上水
率，他们总结出，在平均8分钟的列车站
停时间里拿水管、插水管、拔水管要小
跑，车开后慢慢盘水管。他说，这一系
列看起来简单的动作，能够让旅客的旅
途生活顺畅满意就是对他和工友们最
好的肯定。

据该站分管客车给水工作的值班
主任张京学介绍，夏天安康温度三四十

度，股道温度高达六七十度，而上水工
们就穿梭在这狭窄的股道里，若遇两
趟车交汇到达，股道不透风，几分钟
下来，上水工的衣服可以拧出水来，
脸红得像大龙虾；冬天，遇列车交
汇，经常会连续室外工作五六个小
时，在两辆火车之间经受着冬季最刺
骨的穿堂风，一趟车下来脸已经冻得
麻木，红肿。夏暑冬寒，他们穿梭四
季，被工友戏称“飞毛腿”。

“工作人员请注意！由重庆北开往
苏州的T238次列车开过来了，请做好
接车准备！”下午 13:00点，陈振群和工
友听到广播后，检查完装备，列队走出
待班室，走向股道……

站台上的旅客发现这一“特殊”
队伍，纷纷拿起手机拍照。他们讨
论着这个不常见的铁路服饰，看着
那抹黄色风景走在春天的铁路上，越
来越亮。 □张永平 张欣悦

■能工巧匠■

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技术尖刀是这样炼成的

■班组天地■

■一线传真■

本报讯（张东妮）4月29日，中
建一局西北公司“五一”慰问一线劳
动者活动在浐灞学校项目工地举行。

活动现场，为广大一线工友
们发放了洗发水、沐浴露、毛巾、
冰糖、藿香正气水等生活用品和
防暑降温用品，共慰问一线劳动

者 500余人。工友何红海激动地
说：“没想到能发这么多东西，还
给我们每个人用储物盒装好，每
人一箱，既实用又贴心，很开心，
虽然工地的活很辛苦，但是现在
国家政策好，项目管理也很周全，
我们也能学到不少东西。”

为500多名一线劳动者送上慰问品
中建一局西北公司

本报讯（谭永良）在“五一”
小长假之际，中国铁路西安局集
团有限公司绥德工电段提前部
署，整治设备，做好预案，全力确
保“五一”小长假运输安全。

该段细化“五一”小长假干
部值班包保安排，党政正职 24
小时轮流带班，班子成员带领
业务干部深入一线，加大对防
洪、集中修施工、值班值守等工
作的抽检力度，随时处置各类突

发事件，确保节日期间安全生产
持续稳定。

特别是针对季节性设备隐
患，该段分系统组织开展实战演
练，不断提升应急水平，面对
汛期即将来临，组织专业人员
对应急预案及防洪材料、照明
灯具、抢修机具等应急备品准
备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及时更换
补足防洪工料具，确保险情发生
时应急有备。

全力确保“五一”小长假运输安全
绥德工电段

最冷的日子，我在股道内等你……最热的日子，我还在股道内等你……

4月29日，工人在平镇高速公路工地上施工。
据了解，平镇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路网安康至来

凤高速公路（G6911）中的一段，起于安康市平利县城东，
与已建成的麻城至安康高速公路（G4213）安康至平利高
速公路相接，向南经镇坪至陕渝界，与重庆市规划的巫
溪至陕渝界高速公路相接，主线全长84.88公里。该高
速公路的建设将成为西安经安康至渝东北、鄂西南、湖
南及两广地区的公路主通道，对提升“西三角经济圈”
交通运输条件、加快安康交通枢纽建设具有积极推动
作用。 □沈奕君 摄

平镇高速公路施工正酣平镇高速公路施工正酣

——中铁二十局市政公司石黔高速公路施工纪实

图为演出现场歌唱家与农民工互动的场景。

近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
限公司韩城车务段团委在合阳北
车站团支部组织开展了“青春心向

党，建功新时代”迎五四系列活动。
图为合阳北车站团支部团员青年面
对团旗重温入团誓言。□姚风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