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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工地上的大湾区工地上的““夫妻档夫妻档””
粤港澳大

湾区，在这片投
资兴业的热土

上，有一群怀揣着陕建集团“深融、深挖、深
耕”省外市场战略梦想的年轻人，传承着陕
建开疆拓土的铁军精神。

在这群胸怀初心、践行使命的陕建人
中，来自陕建工程一部的几对双职工，格外
引人注目。他们或是夫妻结伴共赴广东，
或是携老带幼齐聚项目，但他们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把家安在项目上，共同为大
湾区的建设贡献着陕建力量，用自己的青
春与汗水书写着奋斗篇章。

“回到宿舍看见孩子，一切乏困和烦恼
云消雾散了。”

在工程一部广州利凯新城项目部院子
里，经常会看到一位奶奶带着一个孩子蹒跚
学步，这是杨博望的母亲和孩子。杨博望，
这名来自富平的关中汉子，不仅把媳妇任
妍君“忽悠”到项目上，也把母亲和不到一
岁的孩子带过来，把家实实地安到项目上。

今年初，工程一部在广州承接到第一
个工程项目——利凯新城，这个由新加坡
企业投资开发的项目，是陕建工程一部继

华为松山湖基地后，立足大湾区的又一块
试金石。

开疆拓土急需人手。在富平莲湖初中
项目上的杨博望，接到单位调令，让他到利
凯新城项目任安全总监。曾在华为松山湖
项目干过的杨博望，知道这个项目的重要
性。他二话没说，交接工作，收拾行囊，告
别父母和妻儿，即刻启程，再下广东。

“媳妇，这个项目很大很重要，项目部
条件很好，但缺人，你也过来吧！”这是杨博
望到工地的第二天，在电话里给任妍君说
的话。曾参加过“鲁班奖”项目建设的任妍
君，知道工地缺人的严重性，她也想和爱人
一起为项目建设出一份力，可是孩子还没
断奶，离不开她。“我过去了，孩子怎么办？”
杨博望看媳妇思想有所松动，又开始做父
母的思想工作。就这样，从没有出过远门
的母亲欣然应允，跟着儿子儿媳去项目上
带孩子，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

利凯新城项目分两个标段，为了不落
后于人，这群平均年龄不到 30岁的小伙子
们，在项目经理平增茂的带领下，从一开工
就憋足一口气，拧成一股绳，质量、安全、进
度遥遥领先，受到开发商的赞扬和嘉奖。

作为项目安全总监的杨博望，把“安
全责任重于泰山”的信念记在心间、抓在
手上、落在行动，白天奔波于工地现场，晚
上准备第二天的安全交底材料。任妍君
则负责安全资料的整理、处理、保管和归档
立卷等工作。

孩子虽然接到了项目部，但是杨博望
和任妍君忙碌的脚步并未慢下来，尤其是
杨博望，有时候早上孩子没醒就去工地了，
晚上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睡着了，带孩子的
重任全部落在母亲身上。

“母亲不习惯这边的湿热，父亲又一个
人在家。忠孝自古不能两全！”杨博望感叹
道。“忙碌了一天，但回到宿舍看见孩子，一
切乏困和烦恼云消雾散了。”

“纵使千难万险，我也要为陕建扎根南
方市场添砖加瓦。”

2016年 6月 17日中午，刘爱斌接到了
陕建工程一部领导打来的电话，“小刘啊，
华为项目人手不够，进度有点滞后，你交接
下手头的工作，做好家人的思想工作，过去
支援几个月。”

回到家中，刘爱斌将这一消息告诉爱
人薛慧，经过一番商量，决定让刘爱斌先过

去，等薛慧把手头工作交接完再去跟他会
合。第二天，刘爱斌坐上西安飞深圳的航
班，开启了“南漂生活”。

短短一个月时间，他从刚来时的“白胖
帅”，变成了“黑瘦丑”。一个月后，薛慧来
到深圳，在接机的时候，她抹着眼泪说：“你
怎么变得又黑又瘦啊！”

付出就会有收获，在刘爱斌等一帮人
的努力下，墙面施工最终达到了预期效
果，外装在整个四地块率先落架，整组团
率先交验，在华为松山湖打赢了第一仗，
使陕建工程一部顺利承揽到二期一号地
块总承包项目。

“陕建给了我展示自己的舞台，家人给
我奋力工作的干劲，纵使千难万险，我也要
为陕建扎根南方市场添砖加瓦。”作为二期
一号地块项目执行经理的刘爱斌说。现
在，刘爱斌和薛慧正计划着孕育一个“华
为”宝宝，让未来的工程生活更加圆满。

在陕建工程一部广东项目上，还有刘
宏飞、刘航、余军强、王喜红等多对双职工，
他们用勤劳智慧的双手，把美丽的梦想变
为蓝图，把宏伟的蓝图变为现实，让陕建的
省外战略在大湾区开花结果。 □蔺进士

■工厂故事■

“这是京沪铁路淮河特大桥？”
“这座大桥我也参加建设过！”站在
一幅国画前，中铁十二局集团四公
司咸阳机场道路交通改造项目部一
位钢筋班工人自豪地说。这是中铁
十二局集团四公司刘国占绘画艺术
工作室书画作品首次到施工一线展
出的场景。

7 月骄阳似火，西安咸阳国际
机场施工建设热火朝天，工人们利
用休息时间到所建设的机场道路
改造 B 匝道桥下观看书画展。“虽然
有些繁体字读起来吃力，但却是耳
熟能详的毛泽东诗词，我们也略懂
一二……”他们不时讨论着，念着书
画上面的字，不懂地就问身边此次
书画展负责人——中铁十二局四公
司职工刘国占。

据悉，刘国占绘画艺术工作室成
立于 2016年 9月，现有书画创作人员
20余名。他们坚持“讲企业好故事、
传播企业好声音”的理念，画身边的
人，赞身边的英模，创作出了上百幅
有艺术性、代表性的书画作品，向外界展现了真
实、客观、全面的中铁十二局建设者风采。

近三年来，刘国占绘画艺术工作室创作的作
品多次参加陕西省、山西省总工会和中国铁建股
份公司举办的职工书画展，被陕西省建设工会授
予“职工文化示范基地”。

“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更应该服务于一线。
扎根基层、服务基层是艺术家的根本，为广大建设
者讴歌也是每位艺术家的宗旨。”画展负责人刘国
占说，“我是企业培养出来的，我要用心回馈企业，
助力企业发展。”

据悉，此次画展将陆续到中铁十二局四公司
所建的 30多个重难点工程项目部展出，丰富一线
职工的文化生活。 □吕燕 贺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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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铁二十局集团电气化公
司西安地铁项目部，在外部电源电
缆沟道 8 号顶管深基坑管道内举办

了一次应急救援演练活动，专门邀
请医务人员为大家详细介绍抢救措
施要领。 □刘红刚 摄

他以党建凝聚人心，以奋
斗和进取精神激励团队的精
气神。他就是中建西部建设
北方有限公司临潼预拌厂党
支部书记、厂长欧阳孟学。

他带领的团队几经波折，
四年内六次搬迁厂站，不仅
没有一个成员离开团队，大
家还齐心协力将搬迁的损失
降到了最低，多次获得国家
级、省市级荣誉。

由于国家政策和区域发
展 ，预 拌 厂 经 历 了 多 次 搬
迁。2018 年初，欧阳孟学突
然接到通知，要求必须在半
个月内将厂站搬离。这几乎
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很多人劝他放弃，解散团队，
他不听。“一个厂站的关停，
是关乎几十个家庭的事情。
我不想让我的团队成员陷入
这种困境。”欧阳孟学说，“我
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这个团
队不能散，我要想尽一切办
法，让团队存活下去。”

于是，他开始寻找新厂
区。一个星期内，他跑遍了
整个西安东郊区域，终于找
到了一个新厂区。

厂站的多次搬迁，对生产
订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为
了获得更多订单，欧阳孟学
带领市场团队多次坚守在某
项目工地上，最终如愿见到
了该项目的经理，真诚地表
达了自己的决心。项目经理
为了考验他，要求厂站必须
在两个小时后的启动仪式
上，提供 6 辆 56 米天泵。欧
阳孟学一口答应下来，随后
联系各个合作单位和兄弟单
位，两个小时内如期完成了
任务。这名项目经理对欧阳
孟学的态度和工作作风非常
满意，特意把一小块区域交
由他来供应。

在随后的施工中，欧阳孟
学和他的团队认真分析整个
浇筑现场，哪里需要绑钢筋、
哪里需要加车、哪里需要加
计划……一切都替甲方提前
考虑，为双方后来的长期合
作奠定了基础。 □贠建信

“我必须让团队存活下去”
■兵头将尾■

任小平来自商洛山区，他从农民工
干起，一步步成长为技术管理人员，不仅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为中医药事
业作出了积极贡献。诠释了普通劳动者
执着敬业和不懈追求的精神风貌，绽放
了自己的多彩人生。

今年 41 岁的任小平，1994 年高中毕
业后，便走出商洛大山到咸阳打工。他
第一次来到雨茂中医诊所时，就被浓浓
的中药味所吸引，出于对中医药的爱好，
他便当了一名学徒药工，开始学习中医，
并自学完成了陕西中医学院中医学专业
大专全部课程，取得了中医学专业大专
学历。之后几年，他又在雨茂医院药房、
门诊、住院部、制剂室继续学习和实践，
迈出了通向中医药技术人才的第一步。

2001 年，随着国家对制药生产企业

实施GMP认证，医药制造行业需要更多
懂得中医药知识且有实践经验的人员。
已经有了一定基础的任小平，经过深思
熟虑，毅然放弃了医院日渐安逸的工
作，应聘到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开始他人生的第二次挑战。

他从中药生产的基本流程学起，并
认真研究中药有效成份提取、压片、包
衣、胶囊充填等所有工序。早上他总是
第一个出现，熟悉当天的生产任务和工
艺，晚上最后一个离开。

2009 年，他所在的公司并购两家制
药企业，任命任小平担任生产总负责
人。任小平深知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他
严格遵守各项规定，从没有以任何理由
出现缺席现象。他认为管理人员就要身
先士卒，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
到，不能让职工戳脊梁骨，这样才能挺
得起腰杆做事。

2016 年，任小平又被任命为物流中
心主任，负责公司物料运营管理工作。
他无数次跑原药材产地，掌握原料质量
的第一手资料，不定期到产品所使用的
辅料和内包材供应厂家，审计供应商的

生产和质量管控过程，确保所有进厂物
料质量。这一切在别人看来是一份莫大
的荣耀和资本，而他却当作是压力和责
任，不断进取、不断创新。

学无止境。任小平一方面努力学习
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向领导、
同事请教，在不断提高自身中药炮制水
平的同时，先后自学了多种中医经典，获
得了许多高级证书，并动手制作改造不
少设备。

多年来，他把自己所学理论应用到
工作实践中去，先后参加了“复
方双花片”工艺技术标准研究
和产业化研究，该产品获得咸
阳市科技二等奖、陕西省名牌
产品。参与研究的中药六类新
药“芪药消渴胶囊”获得陕西省
13115 重大科技专项支持。上
述两个产品在 2015 年陕西科
技节分别获得银奖和铜奖。他
还参加了“消银颗粒”“附桂骨
痛胶囊”“坤复康胶囊”等十余
个产品制备工艺及质量标准研
究，提升了产品技术含量。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任小平多次获
得公司先进工作者称号。2009 年，被聘
为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医学技术系药
物制剂专业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担任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科技大学、西安医
学院及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等几所院校中
药学专业毕业生在公司的实践指导老
师。2016 年，他带领的团队被咸阳市劳
动竞赛委员会授予“十佳工人先锋号”，
他本人也获得了“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
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秦力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任小平

在平凡岗位上绽放多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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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块奖牌
近日，中铁二十局贵州公司贵安高铁站东广

场项目党支部荣获集团公司“示范党支部”荣誉
称号。至此，该项目荣誉室集体奖牌定格在第 22
块上。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
胜江南”。自 2014年 1月 6日，国务院批复设立全国
第八大新区——贵安新区，迎来了真正的黄金发展
期。中铁贵州公司作为贵安新区首家入驻的央企，
公司承担着新区建设的历史使命。从此，这支现代
铁军在这片热土上演绎着一幕幕速度与激情，创造
出一个个贵安传奇，成为了新区建设的领头羊。

贵安高铁站东广场项目是这支铁军中的佼佼
者。他们不但专注一城，扎根贵安，而且放眼世界，
志在四方；他们不但拥有铁军雄心，还有人文情怀；
上马善战，驰骋贵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这个团队流淌着浓厚的铁道兵血液，敢打敢
拼、敢为人先，逢奖必争、逢争必胜。项目经理陈军
信，关中汉子虎背熊腰，看似风风火火，却又满腹经
纶，是名副其实的“陈铁军”；书记邓正德，1979年参
军的云南老兵，心细如发、兢兢业业的“老班长”；80
后总工罗凯，学识高、技术精，典型的“高富帅”……
项目高峰期参建员工近千人，其中铁道兵 20人，无
不以一当十，铁道兵的传承源远流长。

这是个优秀的团队，工程干得好、党建有创
意，管理有思路、文化有特色。以“两优一杯”为
创优目标，“见红旗就扛，有荣誉就争”，该项目几
乎囊括了公司、集团公司所有奖项，仅省部级以
上大奖就有 3项。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个团队是个有信仰、
讲奉献、有担当、敢作为的团队，抗洪抢险有他们、
防冻抗滑有他们、地方扶贫有他们、新区建设有他
们、国际论坛同样有他们……

干一项工程、创一批精品，育一批英才、铸一个
团队，树一块丰碑、福一方百姓。把遗憾留给自己，
让承诺告诉未来。 □盛胤 赵友发

7 月 30 日上午 7 时，业扩配套中国人民解放军
边海防学院新建工程“新出宁二十三线”的投运
启动工作在国网长安供电公司、陆军边海防学院
相关负责人的共同见证下正式开始。该公司用实
际行动支持部队建设，保障部队用电，实现军企
共赢的良好局面。 □冯星源 摄

近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韩城车务
段举办2019年度调车职业技能竞赛，以此提高调车
职工技术水平，确保运输安全。 □姚风雷 摄

今年 48 岁的刘春斌是中国石油测
井公司生产测井中心第一项目部的工艺
组长，扎根生产一线 30 载，从井口工、绞
车工、操作员、作业队长，一步步成长为

“工艺大咖”。他在工作上拼搏奋进取得
骄人的创新成果，被公司党委授予“感动
测井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年，该集团
公司“守初心担使命，践行四个诠释”报
告会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他又被
集团党组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尽管职务身份不断变化，但刘春斌
说，党员身份一直在提醒自己，攻难关、
解难题、当先锋。

创新创效，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
板凳。在刘春斌看来，创新就是一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身为党员要能经受住各
种困难的考验，危急时刻站得出、关键时
候冲得上、紧要关口拿得下。

为解决大斜度产出剖面测井成功率

低的生产难题，刘春斌主动请缨，闭关 4
个月潜心技术攻关，顺利完成配套设备
的研发任务，紧接着随作业队前往产液
剖面作业现场，解决问题 70 余井次，期
间完成产液剖面测井 40 余井次，将定向
井过环空产出剖面的下井成功率从前一
年的 8%提高到了 88%。

刘春斌常说，立足岗位尽我所能，让
测井施工更可靠、更安全、更高效。

随着新环保法的实施，对测井生产
提出更严苛的环保要求。为了杜绝测井
现场溢流污染，刘春斌一门心思研制控
制溢流装置，经常风餐露宿泡在作业现
场找寻解决办法，从教训中不断改进突

破，终于完成了设备的研发、调试及推
广，技术在同行业处于领先水平。

为了降低火工品管理的风险和成
本，刘春斌对炸药式同位素释放器展开
钻研，设计电机弹射式推进机构，绘制新
的电机弹射式同位素释放器设计图纸，
保留了推进机构触发的快速性，避免了
炸药式推进机构存在的风险和不稳定
性，以最小的成本投入实现了产品的升
级换代。

刘春斌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
凡的业绩：由他主导研发的近百项工艺
革新创造产值 2000 余万元。其中，腐蚀
挂片系列工艺已完成油套管腐蚀挂片作

业近百井次，创造产值 1000 万元，可升
降支架将水平井测井作业时效提高
80%，井下强磁打捞工具成功实现井筒
内小外径仪器打捞，将一次下井打捞成
功率提高至 100%。他的研究成果先后
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6 项、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百项优秀五小成果，先
后荣获“陕西省杰出能工巧匠”“陕西省
十大杰出工人”等多项殊荣。

创新创效的同时，刘春斌投入很大
精力传承技术工艺，给更多的年轻人压
担子、扶梯子、搭台子。借助创新工作室
这一平台，刘春斌培养新入职技术人员
50余人，培养出技术骨干 5名，均奋斗在
测井一线，为生产测井技术的提升和完
善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陈凡 范荣

从井口工到“工艺大咖”

■能工巧匠■

■一线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