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M3一线
电 话：029—87344644 E－mail：mhxw2008＠163.com

本版编辑：张西凤 版式：王 青 校对：苏 姗

2019年5月14日 星期二

对 于 上 班
族来说，每逢节
假，欢快轻松之

感都会跃然脸庞，加之春到最好处，或驾车
出游，或走亲访友，或二者兼而有之，都是
上好之选。然而，在蒲洁能化公司的“主战
场”上，却有一批又一批青工以“舍我其谁”
的豪迈，奏响了五一、五四“双节”交响曲，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五一劳动节里的“一线小调”

“今天是国际劳动节，我们不能辜负这
属于我们的节日，C502滤网清洗工作干起
来，让设备也干干净净过个节……”

五一小长假刚开始，蒲洁能化公司的
生产现场就“热火”了起来。笔者注意到，
虽然是节假日，现场却像工作日一样忙得

不亦乐乎。据了解，C502是聚丙烯装置干
燥系统的氮气循环风机，日常处于一备一
用状态，但由于近期切牌号，细粉较多，滤
网上沉积了很多细粉，干燥效果大打折
扣，为确保备机处于最佳备用状态，其清
洗工作务必要尽快完成，不能埋下任何隐
患。因此，刚接完班，三班班长李克洋就安
排了工作任务，第一项就是清滤网。工艺
监护、设备拆装人员迅速到位，偌大的短接
在多方“协作”的衬托下也似乎轻了起来，
伴着倒链的清脆拉响声，加之作业人员的
沟通交谈声，作业现场沉浸在了节日的“小
调”之中……

“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
创造，要靠劳动来创造……”望着他们欢
快、忙碌的背影，笔者脑海里浮现出来了
这首歌——《劳动最光荣》，是的！劳动最
光荣！

五四青年节里的动人“华尔兹”

青工是企业发展的基石，青工强则企
业强。在蒲洁能化的一千余名员工中，年轻
工人占据了大多数，他们守土负责、守土尽
责，在五四青年节的氛围中用实际行动践行
着青年群体的青春担当。

“现场现场，中控显示乙烯脱CO2床压
差高，请迅速排查！”

“收到收到！马上进行现场排查。”……
对讲机里话音未落，聚乙烯外操人员

就不约而同走向工具箱，拿起操作工具、
“四合一”就“冲”向了现场。

据 PE 四班副班长毕会明介绍，乙烯
脱CO2是聚乙烯精致单元的精制塔，它担
负着脱除原料乙烯中CO2的职责，里面细
粉累积太多易引起床层压差高，进而会导

致进料流量变小，装置负荷提不起来，如
果旁路则会使反应效果明显降低。而此
次压差高怀疑是乙烯干燥床 C2112 精制
剂漏细粉所致，要先从C2110前后排火炬
排查，否则就要切出再生……

伴随着他们匆匆的步伐，还没介绍
完，精制床底部三人作战模式便拉开了
序幕，毕会明迅速安排作战方案，其余
人员则按程序彼此配合展开系统排查。
他们动静结合，慢中有细，细中求稳，在
五四青年节里“跳”起了动人的“华尔兹”。

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丝毫退缩，在休
假的大潮中，他们义无反顾，逆流而行，为
公司的安全稳定运行保驾护航，为公司的
发展壮大增砖添瓦。笔者的镜头无法捕
捉到每一位坚守者的身影，但他们动人的

“声音”、优美的“舞姿”却于同一时间“绽
放”在了浓浓的节日气氛之中。 （陈蕾蕾）

全能女工“乔大拿”
提起女人干煤矿，总感觉柔弱的身子

骨与这一行格格不入，但在陕北矿业红柳
林矿业公司变电所，有这样一名女工，她
却干得有声有色。虽然她不是雷锋，但生
活中乐于助人；虽然她不在百米井下，却每
天为矿井供电系统稳定运行保驾护航。她
就是该公司变电所值长乔娟。

热心or冷面
“看！现在小车和断路器指示灯都是

绿色的，属于冷备用状态，这是变电所的系
统异常，所以报警装置并没有显示报警的
原因。”已经是八点半下班时间，值长乔娟
板着脸没有半点要下班的意思，她指着一
号主变，为员工一遍一遍地分析和讲解着
刚才的故障该如何处理，这就是工作中的
乔娟，严肃认真且冷面。

“小彭，都这会儿了，你孩子快放学了，今
天咋不见你着急去接孩子，不会又指着乔娟
帮你接孩子吧？”

“娟姐，我前天淘宝买了个东西不太
合适，打算退了，今天又要辛苦你帮我捎
到市里交给快递公司了。”

生活中的乔娟会彻底告别工作中的
“冷面”，特别热衷于帮助别人。同事小彭
和妻子因为工作繁忙，孩子在市里读书，每
次接孩子小彭总免不了迟到早退。乔娟了

解情况后，主动和小彭夫妻沟通，在接自己
孩子的时候帮助小彭夫妻俩接孩子放学。
不仅如此，由于单位距离市区 20多公里，
寄快递都要去市里，乔娟就主动当起了同
事们的“快递员”，经常回家的时候车里放
着好多同事要寄出的快递，她帮同事把包
裹逐一送到快递公司。正是她这种工作中
认真严谨，生活中贴心的性格，同事们都笑
称她为“双面大拿”。

以勤为径铸“宝典”
“哈哈，这次能这么快排除故障，多亏

我师傅的‘大宝典’！”徒弟小张如是说。
据悉，徒弟们口中的“大宝典”，是乔娟

的一本学习笔记。原来，乔娟刚开始参加
工作时，因为脑子里没东西，干起工作总是
没底气，磕磕碰碰的，后来大量阅读电力
电工书籍，在阅读时，结合实际，对一些常
见故障她都在书上进行了标记，现在她所
做的笔记，经常被徒弟们当作遇到故障时
解决问题的“大宝典”。不仅如此，她遇到
一些实在搞不懂的问题，就想尽办法缠住
队上的老师傅，非要问个“水落石出”。每

次变电所处理事故，不管上不上班，她都要
跑去岗位上，希望跟着老师傅从中学习到
一二。在变电所扩容改造时期，她比厂家
都要忙，全程跟着设备安装单位，主动找图
纸找资料，在安装结束前就已完全了解了
新设备，甚至包括一些细微的接线方式。

“大拿效应”引风尚
“别玩手机了，变电所的相关知识咱要

提前学，用的时候再学不是晚了么？”乔娟对
着几个同事说。

乔娟凭借着高超的业务技能，赢得了
大家的信任，大家都愿意听她的。在她的
影响下，变电所兴起一股学习风。有人笑
称，这是“大拿效应”。她为了方便大家学
习，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翻阅了大量的
电工书籍，查找了变电所的相关资料，请
教了几个电力工作方面的老专家，独自编
写了变电站的运行规范。目前，此规范已
经得到了大力推广，变电所在岗的女工无
不受益。同时，为了使新来的员工也能尽
快地融入集体，工作能力赶上大伙儿，乔
娟将三名新员工收为徒弟，从最基本的开

关原理、变压器原理、系统图、现场设备、
日常巡检注意事项、监控报文等开始，由
浅入深地引导她们学习，帮助她们尽快
掌握要领。在乔娟的努力下，徒弟们个
个出类拔萃。看到徒弟们的快速成长，
乔娟总是开心地说道：“百花齐放才是真
春天”。
（焦亮 刘芳芳） 一线精英

蒲洁能化公司：聆听“双节”交响曲

今 年 以
来，陕煤澄合
华 宇 公 司 从
安全教育、知
识问答、工作
安 排 三 方 面
着手，不断规
范 班 前 会 流
程，提高班前
会召开质量，
增 强 班 前 会
效果，确保实
现 安 全 生
产 。 图 为 班
前会上，管理
人 员 就 实 际
工 作 中 的 安
全常识、业务
知识、应知应
会 等 内 容 进
行抽查。

李开华
王少畏 摄

心中有德
日前，韩城市桑树

坪镇人民政府将一面
写有“抢险救灾彰显公

德、生产发展勇担公责”的锦旗送到了韩城矿业
公司桑树坪矿，对该矿积极组织百余名矿工参加

“4.5”雷寺庄森林大火扑救表示感谢。
一个月前，韩城市雷寺庄林场突发森林火

灾，韩城矿业公司闻讯后，立即对距离火场最
近的桑树坪矿作出了安排部署。接到通知后，
该矿立即向机关全体人员发出了紧急通知，要
求全体人员停止休假迅速返矿，并于当日下午
组织了近百名干部职工，开上洒水车，带上救
援物资赶赴 40公里以外的雷寺庄林场灾区，协
助当地政府展开救灾工作。

在灾情发生的第二天，该矿114名干部职工，
身着工装，头戴安全帽，在救灾指挥部安排下，穿
越 10余公里的崎岖山路，靠肩扛手提，将一箱箱
饮用水和灭火弹送达了山顶火场，用灭火弹铺设
了一条条隔离带，防止火势扩大蔓延，为救灾工
作顺利开展赢得了宝贵时间。

镇长白俊辉对该矿干部职工良好的作风、过
硬的素质给予了赞扬。 （张凯）

百名矿工义务救林火
当地政府致谢送锦旗

在 4 月“科技之
春”的春风里，陕钢龙
钢公司炼钢厂转炉作
业区以改造、创新推
进科技，服务生产。

改造挡渣板
省下近万元
挡渣板主要是阻

止炉体在倾倒钢渣时
的飞溅，并对炉前的
隔热板起到一定的保
护作用。近日，钳工
作业人员发现炉前挡
渣板距离炉口太近，
倒炉时导致挡渣板变
形严重，并存在安全
隐患，经过现场勘察
后，决定对挡渣板进
行改造。

“挡渣板的后
移，减少了挡渣板承
受的瞬间高温导致钢
板变形的情况，也降
低了炉口飞溅钢渣
的破坏力。同时在挡渣
板下部安装一排倾斜的
20 号钢板，这样使这
部分钢板不直接承受炉
渣高温的冲刷，又能起
到散热、保护大梁的效
果，一举几得，还大大
延长了挡渣板的更换周
期，节约了材料备件
的消耗。”转炉作业区

钳二班区域负责人
赵雷说道。“这小小
的改造使我们分厂
省下了近万元的材
料费。”

自制加油嘴
消除安全隐患
“要想做到创

新创效，就要在平
时的一点一滴上下
功夫。”在转炉作业
区的晋晓磊，不仅
把这样的观点挂在
嘴 边 ， 更 记 在 心
上。在4月份的一次
巡检中，他听见炉
体有异常声响，仔
细检查后发现是下
悬挂轴套、轴承润
滑不良引起的，由
于下悬挂在转炉的
生产中作用极大，
一旦出现问题就会
影响生产，且轴承

关节隐蔽，不易润滑，
他及时测量销轴加油孔
自制加油嘴，在不影响
正常生产的情况下进行
加油。这样既满足了生
产需要，又有效杜绝了
轴套干磨造成炉体异
常，保证了设备的安全
运行，减少设备损耗 10
万余元。 （贾婵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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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空间

4月23日至5月4日，神木煤化工
东鑫垣公司兰炭造气分厂用 11天时
间拆除了 2号横管冷却器上段 2985
根循环水管，进入安装焊接新管阶
段，原计划 30天的工期提前 10天在 5
月中旬结束。

此前，该分厂更换下段1734循环
水管用了 30天，这次 1.7倍的工作量
用时反倒少了 1/3，这里面有什么秘
诀呢？

兰炭造气分厂装置 12台炭化炉
搭配 8台横管冷却器，每 2台横管冷
却器负责冷却 3台炭化炉所产的煤
气。横管冷却器位于炭化炉与煤气风
机之间，水在循环水管中循环流动，55
摄氏度的煤气通过循环水管外壁时
被冷却至 25摄氏度并带出部分煤焦

油。其中，2号横管冷却器由于长期使
用，大量循环水管出现泄漏，导致大量
水流入下道工序氨水池，不仅使氨水
池容量接近红线，而且延长了煤焦油
脱水时间，这一问题如鲠在喉制约着
兰炭造气分厂生产的正常进行。

东鑫垣公司考虑到1号横管冷却
器满负荷运行压力大，2号停机时间
不宜过长，最多只给兰炭造气分厂30
天时间。虽然他们有着丰富的检修
经验，但基本集中在横管冷却器15米
以下的位置，这次全部更换作业高度
达 30米。任务量之大、时间之紧，对
兰炭造气分厂来说可谓从来没遇到
过的艰巨考验。

东鑫垣人从不缺乏在困难面前
亮剑的勇气，但如此局面要“破局”更

需要“实干+巧干”。兰炭造
气分厂维修班长赵海明带
着兰炭保运队的15人接过
这项艰巨的任务，他们“两
招破局”！

第一招“碳弧气刨”
由于兰炭造气分厂的

施工任务点多面广，留给
横管检修人员的气割机只
有 6台，在紧张的工期下，
旧管拆除速度稍嫌有些
慢。保运队高晋川提出点
子：“用碳弧气刨的方法也

可以切割，我以前用过，现在只需要
找一个气泵。”随后，他们借来给装载
机轮胎充气的气泵，通过石墨棒与工
件间产生的电弧将金属熔化，然后用
气泵将其吹掉，速度较之前略有提
升。这一招“碳弧气刨”缩短了拆卸
用时。

第二招“工作平台”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兰

炭造气分厂的“有心人”赵海明特意
观察了旁边正在施工的60万吨/年兰
炭项目，发现十四化建用 7天就完成
了新增横管冷却器的穿管工作，两相
对比之下，发现不同点在于多了一个

“工作平台”。赵海明组织检修人员
模仿制作了一个长 3米、宽 2米、附带
1.2米护栏的可移动工作平台。

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呢？原来兰
炭造气分厂此前只是使用脚手架，
然后用卷扬机配合绳索一根一根地
把新循环水管吊上去，狭窄的作
业空间下，循环水管很容易碰到
或卡到脚手架，速度慢不说，还
有一定安全隐患。新增工作平台
的搭建可以让汽车一次吊近百根循
环水管上去成为可能，两个人在工
作平台上快速穿管，其他人在脚手架
上焊接。一天就能安装 600 多根管
子，速度提升 3倍。第二招“工作平
台”破局致胜！ （苏瑞雄）

东鑫垣公司：横管冷却器检修两招破局

高兴，陕北矿业涌鑫公司安山煤
矿的一名安监员，大家都喜欢称他为

“高大帅”。在生活上他总是和大家
嘻嘻哈哈打成一片，但在井下，他就
立刻变脸，只认安全红线准则。

4月 20日零点班，高兴在巷道正
常巡视，他发现皮带机头有一束光是
朝着顶板。连忙走近一看，发现有个
岗位工正在睡觉，他用矿灯一照，原
来是老乡王亮，只见王亮猛一机灵，
抬头揉了揉睡眼。一看是高兴，就跟
着套近乎：“老乡，下来了啊，迷糊了
一会儿，看在老乡的份上就高抬贵手
吧！”一副可怜的讨好相。

“井下睡觉属于严重违章，你知
道不知道？”便随手把王亮的名字记
在了小本子上，这就意味着王亮明天
要在班前会上做检讨，意味着他这个
月的安全账户全部清零。王亮见高
兴不给他面子，心一凉、头一热，就抱
怨开了：“真是的！还是老乡呢，这会就变脸，一个
小安检，神气个啥！”高兴并没有与他争执，径直向
工作面走去。

走在路上，有个同事问高兴：“王亮不是你老乡
吗？何必那么认真呢？”高兴说：“纠违章不能看面
子，不然的话，事故就不给我们面子！让他抱怨两
句也没什么，又不能长身上。只要能让他引起足够
的重视，下次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就行。

高兴知道王亮怨他，为了化解误会，高兴主动到
王亮宿舍沟通，推心至腹地对王亮说：“按说，当时的
确可以放你一马，但是这样容易造成思想麻痹，如果
因此而造成事故，那将追悔莫及。”王亮听着惭愧地低
下了头，不好意思地说：“都过去了！别和我一般见
识，我也知道你是为我好，今后我再不违章了。”话说
透了，心里疙瘩解开了，他们感情更深了。

第二天上夜班，高兴看见脸色微红的职工刘
海，出于职业敏感，高兴觉得刘海有点不对劲，就用
手背贴近他额头一试，有点烫手。刘海解释：“白天
睡觉时不小心受凉感冒了。”高兴一听这话，急了：

“感冒发烧可不是小事，你这样下井，万一有点意
外，可就麻烦了，这个井你不能下。”刘海反驳道：

“我这身板，能扛得住。”说着，撸起袖子，向高兴展
示其碗口粗的胳膊。同时，刘海凑近高兴的耳边低
声说：“我已经休完班了，要是少一个班，这个月的
奖金就泡汤了。”高兴坚决不让他下井，有两个人找
他说情，高兴斩钉截铁地说：“安全不会照顾人情，
只要是隐患，谁也过不去这一关。”

那次以后，高兴这“变脸大帅”的名号便传开
了。每次他上班之前，工友们都相互提醒：“小心别
违章，让‘变脸大帅’抓住可没有好果子吃。”对此，
高兴认为：“我不是想让大伙怕我，而是真心想帮大
伙抓好安全。” （高兵涛）

“祝你生日快乐……”
伴随着欢快的生日歌，日
前，建设集团汉中分公司
第九项目部驻地，一场别
样的生日聚会在此欢快
地举行。

当晚七点多，年过五
旬的崔利群，刚和项目部
同事忙完工地上倒运管
材的活回到驻地。“今天
饭菜这么丰盛，还有蛋
糕，谁过生日呢？”“大
寿星是谁呀？”汉中分公
司第九项目部管理人员
你一言我一语在议论。

“哎呀，谢谢经理了，今
天是我过生日！”崔利群
拍着脑门笑着说。崔利
群是汉中分公司第九项
目部年龄最大的人，和
一群 80后、90后关系融
洽，大家称他“老崔”。

老崔言语不多，干起活
来有种拼命三郎的精
神。蹲守现场、指挥干
活、协调关系，样样都
是行家里手。这位施工
管理上的老前辈坐在蛋
糕前，言语有点哽咽：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记
得我的生日，和大家过
生日很开心，谢谢！”

“祝老崔越来越年轻！”
“祝老崔钱包鼓鼓！”项目
部一群年轻人开玩笑地
祝福，大家谈工作、谈生
活、谈理想，一副热闹祥
和的场景。

汉中分公司第九项
目部关心职工生活，项
目部建立了职工生日档
案，为职工生日准备蛋
糕和菜品，增强了职工
的归属感。 （贺展展）

老 崔 的 生 日 会

引以为戒
矿井施工巷道

里，所有施工人员在
机械设备的“音乐”伴
奏下忙得热火朝天。

工作面刚放完一茬炮，班长交代：“再放一炮，
生产任务就超额完成，加把劲有小班奖发！”一听这
话，班组工人们个个喜上眉梢。

十几分钟后，瓦检员、爆破员检查确认无误，工
人们迅速进入工作面开始挥锹装车出渣。可刚经
过培训、第一天上班的小李却一脸迷茫。

“班长，安全培训时说，放炮后进入工作面必须
先敲帮问顶，早上队长开会也说了，不先敲帮问顶
是违章作业！”小李问班长。

班长听后拿起铁锹在帮上捣了几下，又用钻杆
捣了几下顶板，“你看，敲帮问顶了，没问题吧，少拿
队长压人，耽误了大家的小班奖唯你是问！”

“班长，不对吧，大家应该先退出来，用撬棍敲
帮问顶支护后再出渣。”小李晃晃手中的撬棍说。

班长愤然道：“你懂什么，前两个班也是这样干
的，还不是一点事也没有。不想要工资，你明天就
走人！”

小李不顾班长的要挟，理直气壮地说：“你要是
按规程指挥，我肯定听，可你不但违章指挥，还要求
我违章作业，我有权拒绝！”

话音刚落，“轰”一声响，井帮一大片岩石垮落
下来，顶板也有碎石掉落。“有落石，大家快撤出
来！”工人们边喊边拉出了僵在原地的班长，顶板一
块岩石正好落在班长原来站的位置。这一声巨响
为在场的所有人员敲响了警钟，工友们感激地看着
小李，心里暗自发誓：“安全生产，生命至上，我也要
反‘三违’”。 （白小玲）

编辑有话说：宁抗命，不违章。小李好样的！

工人有权拒绝“三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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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赞歌

安全与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