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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花开的季节，挚爱的季节，感恩的
季节，劳动的季节。

走进咸阳纺织集团一分厂纺部车间内的
“梦桃之家”。 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照在
“纺织战线永远的丰碑”“奋进中的赵梦桃小
组”“梦桃小组群英榜”等五块图文并茂、鲜艳
夺目的宣传展板上，让人感受着上世纪五十
年代全国著名劳模赵梦桃和赵梦桃小组的动
人故事。

据悉，赵梦桃小组现有18名成员，全为女
性，最大的 40岁，最小的 25岁。让我们零距
离分享她们的人生片段和生动故事——

何菲（32 岁，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纺织大工匠、赵梦桃小组13任组长）

多年前，我在纺校上学期间，耳濡目染，
对纺织战线上的一代英模赵梦桃事迹有所了
解。2005年5月从纺校毕业后，我荣幸进入西
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乙班，一同分入乙班共8
人。起初，我并未在梦桃小组，那时给我的印
象，梦桃小组人人技术好、个个素质高，这个
小组不好进啊！加之，新工进厂大都需要几
个月培训，我天生瘦弱，故暗下决心：干一行、
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带我的师傅是梦桃
小组的李建茹老师，端详师傅一遍遍在我面
前操作得熟练轻巧，可自己一上手，却手忙脚
乱，头接不上去，反而食指被纱线渐渐勒出道
道印痕。飞速旋转的纱管已将大拇指磨得看

不清纹路，就一个低管接头的动作怎么都练
不好，心里又急又气，也不知暗自垂泪多少
回。我属于那种倔犟之人，除了向老师傅和
技术好的同事虚心请教外，几乎放弃了所有
休息时间。好在自己当年是单身，没有什么
压力，每次下班手里皆会攥团细纱线，回到宿
舍继续练掐头、接头动作。倒班、大礼拜极少
休息，独自迈入车间在练兵车上反复练习。
别人练一小时，我就练两小时，边练边揣摩。
三个月实习届满，在转岗前单项测定时，硬是
凭着一股韧劲和毅力，在同批进厂的新工中
脱颖而出。之后在企业“梦桃杯”技术比武大
赛中，我以操作综合成绩 99.5分，夺得“操作
新秀”，并被分到车间“种子队”。同年7月，成
为赵梦桃小组一员骨干。

马银银（29岁，梦桃小组值车工）
我是 2015年 2月进厂的，经过一月多短

期培训后，直接分入梦桃小组。当时家人获
知此讯，高兴得不行。说实话，我对老组长赵
梦桃的先进事迹，还是从父母口中得知的，她
是时代的一座丰碑，也是父母辈脑海中的一
个记忆。我是兴平豆马村人，从跨入纺织厂
那天起，我成为了一名工人。起初，还真不适
应，不是白班就是夜班，倒班让人晕头转向，
无精打采，总感觉睡不够、睡不踏实。有时机
台常出现故障，不免有些情绪低落、灰心丧
气。那时，第 12任组长王晓荣她总会一声不
响地到我机台前帮我接头，处理疑难杂症，叮
嘱我要眼疾手快、勤学苦练。如今，我们建了
一个“梦桃小组姐妹群”，倘若谁在群里发条

“车有毛病”，只要有人看到，都会及时过来帮
忙处理。我现在看两台车，一台车有 1392个
纱锭，两台车有 2784个纱锭，长长的巡回走
廊，每天不知转着圈要走多少遍，少说也有
几十里吧。有时遇到同组姐妹病事假，人手
稀缺，我能一天看三台车。最高兴的莫过于
前年我们“赵梦桃小组”荣获全国十大“最
美职工”集体，我和小组 8位姐妹一同赴京
领奖，唯一一个集体受奖，这也是我人生首
次进京，无比幸福。

寇文利（27岁，梦桃小组值车工）
我是2017年2月进厂的，培训实习3个月

后被分配到这个光荣的团队。我是小组中的
“后来者”，相对年轻，虽说，年轻人工作、生活
压力大。譬如：买房啦、养育小孩呀等等。我
觉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尤其已是成年的我
们不能再“啃老”，要自强自立、发奋进取。技
多不压身。我一门心思钻研技术，本着力求
多干点、干好点的初心，很快成为小组骨干，
多次被评为集团“岗位明星”。去年曾拿过小
组最高月工资 5800元。眼下，我和丈夫已商
定，打算以首付方式就近买房。

唐国燕（36岁，梦桃小组值车工）
我是 2015年 5月进厂的，进厂较晚、年龄

稍大，家人亲友时常鼓励：“你能进梦桃小
组，真了不起！”依我看，重要的不在于班
组名气有多大，关键咱是一名纺织工人，要
像梦桃姐那样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
斗、勇于创新，努力干好本职工作。要说纺
织工人不苦，那是假话；要说纺织工人不

累，那是大话；要说纺织工
人没梦想，那是虚话。两班
轮换、昼夜倒班。有时，一
天下来，真吃不消，难免胡
思乱想，我也牢骚过、埋怨
过。不知咋了？每当自己融
入这个集体，我就是再有想
法，也会烟消云散。记得，
前年国庆节假期，我不慎摔
倒导致右小腿骨折。事后，
车间领导和小组姐妹纷纷
带着慰问品来病房探望，
更令我不安的是，我看的
三台车被小组姐妹你加半
台、她扩半台，全部包了
台。那可是三个月啊！姐妹
们的劳动强度该有多大？至今每每提及，我
都会潸然泪下……

吕生丽（36岁，梦桃小组值车工）
我和小组唐国艳同年同月、同岁同组。

家居兴平西吴，离厂区较近。早年我曾在南
方打工多年，漂泊在外不容易啊！20岁出头
成了家，现有两个孩子；30岁出头，才有一份
安稳的工作，我十分满足。岂知，祸从天降。
刚进厂时丈夫突患尿毒症，需做器官移植手
术，这对一个农家来说，可谓晴天霹雳！厂领
导获悉，嘘寒问暖、慷慨捐助；小组姐妹们无
论是在生活、工作诸方面，也是极力关照、竭
力相帮。浓浓的亲情，暖暖的爱意，使我一个
进厂不久的新工，亲身体验和感悟了梦桃姐

的一句话：“不让一个姐妹掉队！”所以，自己
惟有勤奋工作来报答组织和姐妹们对我的深
情厚谊。

身处一线的赵梦桃小组成员，洁白的工
作帽、脸颊、眉毛、甚至脖子上，总是或多或少
簇拥着棉絮，犹如霜染一般。

咸阳纺织集团纺部车间主任、书记张栓
平的本子上记载着一份梦桃小组今年 1至 4
月几大项生产指标完成情况：棉纱总产量
466776公斤；纱疵率平均 0.09%；千锭时断头
平均 9根/千锭时；回花率 1.27%；综合指标平
均得分 115.5分，位列车间前茅。让我们向他
们致敬！ □文/图 张翟西滨

■一线传真■

5月27日，中铁二十局市政公司质检
人员在工地钢构厂对山岩洞隧道格栅钢
拱架加工质量进行自检。该公司根据全
隧均为泥岩、砂岩，岩质偏软，节理发育等
地质难点，编写隧道施工技术、隧道施工

安全两个手册，方便现场管理和作业人员
全面掌握施工质量、安全关键点及其卡控
要点，确保每道工序一次成优，被树为全
线标准化施工示范观摩点。

□许岗 摄

■班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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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成线上以雨为令的安全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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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五月，草木葳蕤，又到一年多
雨的时节。位于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白
雀寺镇清北石畔下赵家的宝成铁路线
旁，来了一队特殊的铁路人。他们运设
备、观山体、测水文、修便道，到底在
干些啥？

原来，随着雨季到来，山区铁路又
到一年一度紧张的防汛期。5月26日，中
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务机械段
桥隧一车间以雨为令，迅速集结300余名
施工人员及大型机械赶赴这里……

全时监控变化 为施工擎起安全伞

“换七号观察点……”职工曹伟在
工地对面的观察点上用对讲机指挥山
上前视点扶棱镜作业人员。 5 月 12 日
以来，他们监测组每隔四小时都会
固定来到这里对山体的位移情况进
行监测。

刘江说：“在山上为观测提供准确的
点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背上几十斤的

三角架和设备在林间穿梭是个技术活。
没有固定的路而且都在悬崖最突出的地
方，要想完成任务上窜下跳，辗转腾
挪。从山下第一个观测点到第十一个观
测点的高程是 70米，范围是整个作业区
域几千平方米，测一次大概需要两个半
小时左右，按规定每四个小时就要测量
一次”。

桥隧工程师杨利涛告诉笔者：“连续
雨季这种山体坡面可能会发生缓慢蠕动
变形。为了确保人员和机械在作业面
上安全作业，我们在山体周围设置 12
个观测桩，建立三维坐标系，每个桩
头设定固定坐标，观测桩位坐标数
据，观测分析山体变化情况。同时组
织职工对作业区段进行地毯式搜山检
查新的滑坡裂痕，并对每天数据进行
分析对比，发现坡面平均位移大于 10
毫米，或检查坡面存在明显位移变化
应立即上报，必要时立即封锁列车运
行区间、撤除人员机具”。

工地昼夜不休 为决胜争分夺秒

“这里山高路陡，植被茂密。在狭小
的空间进行大型机械展开有很大困难。
为确保施工机械、用料及时运往施工现
场，我们昼夜不休利用两天时间修筑施
工便桥 35 米，施工便道 3000 米，和三个
施工平台平整，各平台高差100米，便道最
大坡度为 65度，开挖土方量约 30000立方
米……”车间主任王世盈说。

“此次施工只有不到两个月的工期，
主体要完成三个施工平台，每个平台用
900根钢管形成密集的管桩对施工山体进
行稳固，每根钢管有 20多米，深入地下通
过技术处理。同时，在施工平台下方进行
泄水孔施工，使山体不会出现鼓包和积
水，形成整体的应力对山体进行防护”。
提及此次施工，这个段主管桥隧专业的副
段长刘英文道出了工程和艰辛与紧迫。

笔者现场看到，施工便道坡度陡，搬
运机械时，需前方由挖掘机进行拖拽，后

方使用装载机进行推顶才能运行至作业
区域。由于钢管无法使用机械倒运，自重
130千克，只能采取人工抬运，每根由 4名
抢险人员进行。工字钢设计需要 19875
米，每根长 6 米，自重 110 千克，共需要
3300多根，由于钢管无法使用机械倒运，
只能采取人工抬运作业面。

全山有十多处危岩，需要浇筑混凝土
约500立方米。由于山高路陡，植被茂密，
机械无法运料，必须人工背运砂、石、模
板、钢管，背运材料约 1250吨。人工背运
每次仅能背 40千克。为了确保施工正常
用料给养，一个班最少要背十几趟，一天
下来，要往山上背1500多斤重物。一般人
是每走三四分钟左右，都会靠着山休息一
次，喘口气，让双脚放松一下。

为了抢时间，最快的 30多分钟，稍慢
点的也不足40多分钟一趟。累了，只能在
路边休息一会，或者靠着树枝睡一会。他
们肩扛 80多斤重物，在陡峭的山路上曲
折前进，脸上沾满汗水…… □郭永良

本报讯（余发金）“去年兔
场行情不好，每斤才卖5元左右，
多亏国网商洛供电公司扶贫工
作队大力支持，让我们兔场渡过
了难关，现在每斤 9元到 10元，
兔价几乎翻一倍。”5月 27日上
午，商洛市洛南县代源村党支部
书记高兴地合不拢嘴。

代源村下辖17个村民小组，
共计 512户 1913人，主导产业为
光伏、核桃和中药材种植。该村
为建档立卡贫困村，贫困户97户
3329人。为改变无村集体经济，
脱贫产业种类少、规模小，带动、
支撑脱贫致富作用有限的现状，

2017年以来，国网商洛供电公司
扶贫工作队立足村情实际，努
力发展集体经济，国网商洛供
电公司出资 20万，争取洛南县
扶贫资金 38万元，共筹集资金
58万元建起了代源皓牧种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养兔基地，
2018年盈利5万元。目前，该养
兔基地存栏 2000多只兔，为了
扩大养殖规模，今年给97户每户
分发种兔2只。

2018 年，实现整村脱贫退
出目标，国网商洛供电公司也
被洛南县授予“脱贫攻坚先进
单位”。

本报讯（张永峰）5 月 24
日，陕西朱雀农副产品物流公司
组织 150名市场商户、市场管理
人员，举办食品安全培训。

培训会上，该公司领导组织
市场商户和市场管理人员，学习
了国家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在加工流
通环节开展非洲猪瘟病毒检测
的公告》，要求继续做好非洲猪
瘟防控工作，抓好“两章”“两证”
及非洲猪瘟病毒检测结果（报
告）的检查，确保肉制品的销售

安全；学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
作的意见》，为大家解读了国务
院食品安全办“四个最严”保障
舌尖上的安全的内容，要求切实
重视食品安全，查验进货源头，
管控销售流通，自觉依法经营，
坚持守法经营，为广大市民提供
安全绿色环保的食品。

据了解，从开业至今，该公司
管理的市场未发生过一起食品安
全事件，2018年被省食品药品监
管局评为“食品安全示范市场”。

商洛供电公司帮扶村实现脱贫退出目标

陕西朱雀物流公司举办食品安全培训

近日，西安市轨道集团运营
分公司客运二部 2019 年度职业
技能鉴定“车站值班员”实操考
试工作在四号线大差市站拉开

帷幕。本次技能鉴定分为中级
工、高级工和技师三个等级，共
有116人参加。

□李丹 摄

在任何一个节假日里，陕西
延长石油采气二厂净化厂的各
条“战线”上，都有青年工人们忙
碌的身影。近距离看看这些 90
后的青年职工，他们的青春在劳
动的旋律中激荡！

早晨，当第一缕曙光普照群
山之上的时候，从采气二厂净化
厂生产装置区传来持续的“咔咔
咔”声，这是当班的二十岁的小
青年王德正在用力紧固螺丝。
严格遵守规定“全身披挂”的他，
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也顾
不上一把抹去，又快步拾级到脱
硫塔，仔细查看压力表等仪器。
所有的付出，唯求一切“平安无事
正常运转”，这样的巡检每天 24
小时日夜轮转，雷鸣电闪雨雪纷
飞也不在话下。那怕是第十万次

的重复劳作，依然是为了第十万
零一次的“心安理得”。前一段时
间，王德身患重病仍然坚持在岗，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直到被
领导“强迫”住院治疗。这不，身
体刚刚恢复，他迫不及待地又跑
来了……有这样优秀的延长气田
新一代青年传人，净化厂还有什
么困难不会迎刃而解？

下午 4点多钟，采气二厂技
术组女职工杨子慧正在伏案书
写着什么，只见她一会聚神构思
笔走龙蛇，一会又起身到电脑上

“敲敲打打”，甚至，中间还要去
生产区实地“考察”。技术组主
要的任务就是不继琢磨出事半
功倍的新技术、新方法。在生产
技术组，杨子慧是年龄最小的女
同志，她却经常主动要求留守值

班，接听“八方来电”，解决每一
个影响生产的“瓶颈”。

“哗啦、哗啦……”采气二
厂净化厂化验室里，年轻的女员
工赵虹艳正全副武装，紧盯着右
手量杯里的污水样品，缓缓倾倒
在专业化验设备里。类似的举
动每天都要上演，天长日久，开
始的新奇早被“枯燥”两个字代
替。“净化厂不仅仅有勇挑重担
的男子汉，也离不开我们。”赵虹
艳如是说。

是的，净化厂化验员全部清
一色的“娘子军”，这些平均年龄
二十来岁的姑娘们，在自己的岗
位上，激荡着她们的青春岁月和
斑澜梦想。 □黄冰

有这样一群人，井口旁，她
们是“爱心大使”，夏天端凉茶，
冬天捧姜汤；演出现场，她们是
演员，说唱逗跳样样在行；班
前会上、职工家里、心理咨询
室，她们是“知心姐姐”；在家
里，她们是好儿媳、好妻子，孝
老爱亲，相敬如宾；矿区内，她
们是留守老人的“好女儿”，老
人家庭的急难病困，她总有办法
迎刃而解。她们有一个响亮的
名字——黄陵矿业公司一号煤
矿家属协管员。

“一号煤矿家属协管队伍组
建于 2008年 11月，成员都是职
工家属，现有协管员 18名，主要
负责做好职工班前安全排查、日
常家访及职工‘三违’帮教工
作。家属协管员们始终坚持每
天为入升井职工叮嘱安全、赠送
爱心饮品、缝补衣物等贴心服
务，在传统节日开展爱心送祝
福、井口送安全、安全慰问演出
等安全宣教活动。”这支队伍的
讲解员王巧玲说道。

热情细心的短发班长梁娜

家属协管队伍成立之初，梁
娜就第一时间报了名，聪敏好学
的她很快从一个一无所知的“门
外汉”转变成了熟练掌握矿山安
全协管工作的“大拿”，2013年她
通过公开竞选被推选为班长。
当上班长后，她更加严格要求自
己，每逢服务日，她总是第一个
到井口信息站，仔细留意每名职
工的精神状态，看到不对劲的便
追问到底。职工升井后，她便热情地招呼疲惫的职工来
服务站喝水休息。酷暑季节里，她煮好绿豆汤送到井
口，并将绣着安全嘱托的毛巾送到职工手中。节假日，
她组织女工家属到食堂包饺子、包粽子，让劳累了一天
的矿工兄弟们吃得心里暖暖的……

矿区演出的“台柱子”封秀琴

多才多艺的封秀琴是矿区人尽皆知的“老演员”。
三年来，矿上大小演出都少不了她的参与，她既是编
剧又是舞蹈演员，是一号煤矿“演出团”里名副其实
的“台柱子”。每次演出，她还会绞尽脑汁地把平时工
作中的说教典型和违章案例用小品、快板等形式呈现
给大家。她经常和姐妹们在井口信息站、安全教育大
会上表演，让职工在高兴、诙谐的气氛中将安全知识
牢记在心中。针对“三违”现象，她根据职工的不同
性格脾气、不同年纪、不同心理，因人施教，用亲情
的力量让职工感受安全的重要性，取得了良好效果。

“她的演出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安全课。”她在情景
剧《这一炮砸醒了所有人》中的真情出演受到了职工
们很高的评价。

女人是家里的“半边天”，在矿上，家属协管员们就
是安全生产的“半边天”，正是通过“夏送清凉冬送暖、平
安幸福每一天”的服务理念，她们用丰富多彩的艺术载
体和生动活泼的工作实践，形成了矿区浓郁的安全亲情
文化，强化了现场作业安全管控，使职工们以饱满热情
投入工作，有效防范了事故的发生，为矿井安全管理发
挥了积极作用。 □实习记者 赵院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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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宝鸡市渭滨区组织的首届“红五月”职工运
动会圆满落下帷幕。中铁宝桥代表队参加了羽毛球、乒
乓球两个项目的比赛并获得奖项。

□王芳 李学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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