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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师傅，请先刷卡！”
“车再往前走一点……好，停！”
“师傅，把安全带系好再开车，拉下

料网时注意安全！”
“装好了，别忘了把车顶盖关上，下

车时注意安全！
在生态水泥富平公司发运广场，总

能 听 见 被 誉 为
“最美广场之音”
的 声 声 安 全 叮
嘱。走进一卡通
散发运操作室，
操作员常荣荣正
紧盯屏幕，熟练
地切换着监视屏
幕，不时地放大、
缩小，电脑鼠标
在她的手中灵活
自如，话筒里传
出的声音，时而
温柔如水，时而

严厉有加，也正是这温柔中的些许“严
厉”，才是对安全最用心的表述。

拿十分的力，尽十二分的心

“师傅，你没事吧！”“能听见我说话
吗？”通过监控屏幕，常荣荣看到一个刚

刚装完水泥的司机师傅在起身时身子突
然晃了下，她紧接着切换到大画面查看，
此时司机的状态越来越差，常荣荣赶紧
通知车间主任，紧急开展救援行动，由于
发现、抢救及时，避免了人身伤亡。“对于
安全工作，始终要拿十分的力，尽十二分
的心来对待。我们多说一句，司机的安
全就多一份保障！”直到现在回忆此事
时，她仍心有余悸。

“一对三”VS“一对十二”

一个人，三台电脑，8小时紧盯 12个
装车画面，看似略显枯燥，但又时刻充满
挑战，这一连串的数字，描绘出一卡通操
作员的日常工作场景。

为了保证司机装车安全，发运车间
在散装车道上安装了安全防护网，要求
司机装车间前必须系安全带操作。虽说
只要轻轻点一下电脑鼠标便可以完成水
泥自动装车，但一个人要同时操作6个散

装车道，再遇到装车高峰期时，既要合理
指挥车辆进行装车，又要高度谨慎，防止
装车过程中出现漏料、溢料，12个屏幕全
开，时刻考验着眼力和判断力，容不得半
点马虎！“记得去年发运量最多的那个
月，有天我上八点班，光装PO42.5水泥就
装了好几千吨，水都不敢喝，下班时真的
感觉嗓子都要冒烟了！”常荣荣形象地演
绎着当时的状态。

坚守如初，坚定前行

在一卡通操作员队伍中，常荣荣仅
是一个缩影，却真实形象地展现了每名
坚守在发运散装岗位上的“女将风采”。
在“最美广场之音”背后，是一个个坚守
岗位的平凡故事，也正因为这份“平凡”，
让她们在当班八小时中，虽重复说着上
百遍同样的话，但也不觉的枯燥、乏味，
只因她们时刻将安全“系”在心中，用实
际行动把好安全生产第一关。 （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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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以安为先，生产以
质为本”。神木富油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从 2012年一期装
置投产运营以来，始终把安
全生产作为“天字号”工
程，先后多次荣获得省市县
和工业园区安全环保先进单
位称号。这些荣誉，既浸透
着企业领导班子的精心组织
和全体员工的团结奋战，也
倾注着一大批专兼职安全管
理人员的心血和汗水。

攻坚克难的“排头兵”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安

环部部长孟广明政治立场坚
定、安全责任意识强，在公
司安全环保管理工作中发挥
了骨干作用。多年来，对于
安全工作，孟广明是个典型
的“婆婆嘴”，不论是在公
司安全、生产和周工作例会
上，还是深入生产一线都有
他念不完的“安全经”。

企业安全之所以难管，关键是
“口说无凭，缺乏依据；侥幸作
祟，缺乏标准。”多年来，孟广明
始终致力于安全管理标准化、流程
化、信息化，坚持通过数据和信息
来做好安环工作，形成了公司党政
工团、上上下下齐抓共管安全环保
工作的良好局面。

安全作业的“贴心人”
作为一名生产安全管理人

员，同力军在单位的每一天都扎
根在生产现场，抓安全、抓管
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
个闲不住的人，一次次安全检
查、悬挂安全条幅、安放安全警

示 牌 、 高 危 作 业 现 场 指
挥、安全隐患排查他都亲
力亲为。

这几年，同力军除了负
责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外，还
负责员工安全教育工作。自
从公司生产组织管理岗位转
入企业安全环保管理岗位以
来，他组织修订、完善形成
了公司自己的一套安全教育
培训流程，提升了全员安全
素质，提高了公司整体安全
管理水平。

任劳任怨的“老黄牛”
在富油二期 “50万吨/

年煤焦油全馏分加氢制环烷
基油项目”施工现场，总能
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眼神炯
炯的瘦小身躯迈着矫健的步
伐穿梭于施工现场，他就是
二期项目QHSE安全环保管
理员敬爱建。
早在 2010年入厂时，一期装

置试车伊始，他就全身心地投入
到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践
行着安全工作者的庄重使命和神
圣职责。10年后，他又肩负起了
富油二期项目建设安全环保管理
的重任。700 多个日日夜夜，他
走遍了工地上的每一个角角落
落，一双火眼金睛检视着各个作
业环节。

也许在很多人眼中，认为这
些安全管理人员很傻，也很愚，但
是他们不在乎，因为实现“零违
章、零隐患、零事故”的“三零”目
标，才是他们人生最大的追求，也
是最大的骄傲。 （白雪蓉）

煤矿救护战线的“领头兵”

从军五年退役后，段志虎应聘到了彬
长救援中心工作。10余年来，从守护城市
安全到守护矿区安全，永葆初心本色，勇担
使命责任。

抗震救灾显奇功

2003年 12月，段志虎应征入伍到武警
宝鸡消防支队，圆了向往已久的军旅梦。
2006年 1月提任班长，2007年 1月荣获“优
秀士兵”,7月光荣入党。他一步一个脚印，
在军队大熔炉里淬炼成长。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突发 8.0 级特
大地震，强震波及大半个中国。当日，
一列由宝鸡开往成都满载航空燃油的
货运列车，行进到宝成线 109 号隧道时，
撞上山体滑坡滚落的巨石，隧道内顿时
烈火冲天……

汶川大地震致使这条救灾运输“生命
通道”陷入瘫痪。当晚，按照上级命令，武

警宝鸡支队75名官兵火速赶赴事故现场。
余震不断，危机四伏，段志虎等突击队

员不顾自身安危，冒着碎石掉落、油罐爆炸
的危险，迅速投入战斗。经过紧张抢修，瘫
痪了12天的隧道终于恢复通车。在这场战
斗中，舍生忘死、奋勇当先的段志虎荣立个
人“三等功”。

国际赛场扬虎威

2008年 12月，初到彬长救援中心工作
的段志虎暗下决心：誓争第一，必当尖兵！
白天在训练场上，3千米负重、1百个验力器
……他样样高标准完成。正常训练之外，
他每晚在训练房里“加餐”，数次做俯卧撑、
仰卧起坐和负重蹲起，高强度训练使他手
掌上磨出老茧，脚板上磨起血泡，但他一声
不吭，坚持训练。

为提高呼吸器拆装和故障维修速度，
他每天数百次反复演练。经过不懈努力，

不仅成为技术能手，还练就一
手绝活——“呼吸器蒙眼拆装
训练法”。

2016年 8月 19日，段志虎
等 7人组成的陕煤集团代表队
代表中国出征加拿大，参加第
十届国际矿山救援技术竞赛。
8月23日，结束井下模拟救灾、
井下灭火等团体项目后，奖牌
榜为零的中国代表团把希望全
部寄托在了呼吸器席位操作个
人项目上。

按照竞赛规则，每个参赛
队只能派一名选手参赛。“让谁
上？”“段志虎！”领队和教练异口同声，将机
遇和挑战给了连续三届在陕煤集团矿山救
援技术竞赛呼吸器席位操作项目获得一等
奖的段志虎。

赛场上，他沉着冷静、奋勇争先，以29分
的速度，夺得呼吸器席位操作银奖。时至今

日，这块珍贵的奖牌仍是陕煤集团在国际矿
山救援技术竞赛中的唯一奖项，也是陕西省
在此项国际赛事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勤奋总有回报。2018年 10月，段志虎
荣获“全国煤炭工业劳动模范”殊荣。

（弯桂清）

——记全国煤炭工业劳动模范、彬长救援中心救护队员段志虎

不忘来时路 建功新时代

都说认真做事的男人最有魅力，而现
任陕北矿业柠条塔公司综采三工区的副队
长贺有宽,在员工心目中就是一位最有魅力
的男人，因为他把大半辈子献给了矿山，献
给了煤矿开采事业，为现代化矿井建设立
下了汗马功劳。

响应号召到陕北去
2008 年，贺有宽积极响应陕煤集团

“北移”号召，主动放弃铜川优越舒适的
工作、生活条件，告别家人，一路北上，

扎根毛乌素沙漠南缘的柠条塔煤矿。经过
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他克服重重困难，取
得了一项项骄人成绩，培养了一大批技术
骨干，为“高起点、高质量、高技术、高
效益”发展的柠条塔立下汗马功劳，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煤矿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

爱国、爱党、爱同事
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多年来从未忘记

共产党人的信仰，爱国、爱党，不断学习。
每天坚持在“学习强国APP”上学习理论知
识，不断增强党性修养，时刻关注国家大
事，经常告诫身边的同事要树立爱国意
识。前不久，恰逢华为公司受到美国不公
平的贸易打压，贺有宽多次站出来阐述观
点，鼓舞大家支持国产，支持华为。他积极
参与党支部各类活动，用自己的言行举止

践行着北移先锋的榜样作用，把自己的创
业精神、敬业精神、创新精神和协作精神实
实在在地传承给了后来人。

井下就是“办公室”
自转战到陕北矿业柠条塔公司后，贺

有宽每天带领职工夜以继日地在井下工
作，积极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井下综采工
作面成了他的“办公室”。细数这些年来参
与开采过的工作面，他始终把争创一流当
做自己的工作信条，工作水平达到了炉火
纯青的境界。

“他总是与工人同上同下，凡是要求工
人做到的，他自己保证做到最好，总是最早
一个下井，最后一个升井。”职工小刘说：

“这是工人眼里的他，不急不躁的性子，总
给人一种稳如泰山的踏实感，兵来将挡，水
来土掩，任何故障，在他面前都显得不值一

提，总有用不完的妙招。”
要把工人安全带上来

作为副队长，贺有宽开会强调最多的
就是安全注意事项，他要求工人牢固树立

“所有事故都是可以预防”和“100-1=0”的
安全理念，在班前、班后会以及安全学习
中，总要指出各类危险源，“安全”二字在他
那里几乎要讲烂了。

“带工人下去干活，就要安安全全带上
来，把人伤了，有什么颜面去面对其亲属。”
这是他常说的话，也是其工作格言，正是基
于此，他带领的队伍才从未发生重大安全
事故。

一个人能给后辈和企业留下些什么？
贺有宽留下的是一片绿荫和一种精神，一种
助力煤矿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一种久唱
不衰的“北移精神”。 （强艳雄）

——记陕北矿业柠条塔公司综采三工区副队长贺有宽

把安全“系”在心中生态水泥富平公司 直击安全

本报讯 铜川矿业陈家山煤矿在日常安全生产管理中，
采取“三抓三提”措施，不断深化安全管理创新，助力矿井安
全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

抓超前预控，提升系统保障能力。该矿严抓重大隐蔽致
灾因素排查治理，高度重视工作面防灭火、重点区域防冲管
理、安撤期间提升运输安全等工作，有效保证了矿井安全运
行；抓行为规范，提升自主保安能力。该矿把增强员工自主
保安意识作为防范零敲碎打事故最前沿、最坚固防线，在落
实规章制度、教育培训、监督制约等方面求突破；抓责任管
理，提升安全管控能力。该矿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失职追责、齐抓共管”机制，不断完善“四员两长”工作制
度，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安全部门督促
抓、业务部门共同抓的安全工作格局。 （崇娜）

铜川矿业陈家山煤矿

“三抓三提”让安全管理换挡提速

扎实推进NOSA安健环风险管理体系
本报讯 日前，黄陵矿业双龙煤业紧紧围绕“四治理一优

化”，从行为治理、安全管控、安全过程监管等入手，扎实推进
NOSA安健环风险管理体系，为矿井安全生产奠定坚实基础。

据悉，该矿积极实行“矿领导-部室-区队-班组-个人”
五级管控模式，实现层级分明、责任明确的NOSA安健环风
险管理责任体系。及时对35个工种岗位作业标准、流程、危
险预想预知及防范措施等内容精准明细，确保NOSA安健环
风险管控有序推进。按照区域、岗位、人员划分，狠抓“四员
两长”管理，提升现场监管力度，实行矿井安全隐患编号“终
身制”，健全隐患日清日结，使该管理内容不断丰富。

同时，强化该管理体系与矿井实际有机融合，不断加大
安全行为治理力度，对人、机、物、环、管实行闭环管理，构建
NOSA管理体系实施长效机制，使风险辨识预控成为职工行
为自觉，为矿井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彭兴仓）

黄陵矿业双龙煤业

本报讯 2019年是榆北曹家滩公司迈上新台阶、开启新征
程的关键之年，该公司在“心”字上做足文章，确保职工以平和
稳定的“心常态”投入到日常工作中，助力矿井安全高效发展。

巧借案例教育敲响安全警钟。“一个个血淋淋的事故，给
一个个家庭带来无尽的悲痛。我们一定会克服松懈麻痹思
想，牢记安全确认，遵守红线管理，以良好的状态和旺盛的精
力投入到项目建设中去。”中煤三十处蔡成武说。

依托培训学习强化安全技能。该矿相继举办安全知识、
自救器知识、消防知识等培训，切实提高职工在应急情况下
的自主保安能力。同时形成“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气氛，
促进员工综合素质得到全面快速提升。

规范职工行为排查安全隐患。该矿不定期对夜班等薄
弱环节，人员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容易发作、思想不集中等
不利情况和在工作中存在的不安全行为、安全隐患、标准化
工程质量等方面情况进行安全突击性检查，将隐患消灭在萌
芽状态。 （张哲）

榆北曹家滩公司

安全教育开启“心常态”
澄合矿业合阳公司组织职工定期采取

多种形式开展兼职救护队演练，通过演练
不断提升兼职救护队员的科学救援水平，

增强现场处置能力和实战能力，提高兼职
救护队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水平，
为公司安全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闵捷 摄

本报讯 近日，渭化公司大检修进入中期，现场
工作紧张有序。上午9：30笔者跟随质检小姐妹赶
到一期质检分析点，拍摄照片时不料挨批：“早上7
点最忙时你不来，现在大家刚休息，拍什么？要拍
下午3点再来！”“呵呵，谢谢!我们下午3点到。”

下午14:50笔者再次赶到这个取样点，没等两、
三分钟，质检小姐妹就来办理手续，师傅张延锋在
后面指点，两个小年轻认真填写分析单，并拿上分
析仪器跟上师傅奔赴现场。火辣辣的太阳格外刺
眼，两个年轻人紧跟着检修师傅脚步来到爬梯旁，
两个人对视后，“谁先上？”“我先上！”，随后一人迅
速向六米多高的爬梯攀爬，另一人紧跟其后。检
修张师傅对笔者说：“这两小姑娘真厉害，手脚很
利索！”“师傅，你不上来给我们指位置吗？”张师傅
做了个鬼脸，马上顺着爬梯向上爬去。

她们现场做完分析下来。“上去的时候感觉还
轻松，下来腿就有点软。”两个人一边拍拍手上的
灰土，一边说。“爬这么高你们怕不怕？”笔者试探
性问道。“这不算高，上次去尿素做分析才叫高，
爬上直梯，转几个弯，还要继续再爬，只要不恐
高，也不怕。”笔者被她们的坦诚和泼辣所折
服。但当让她俩看下拍摄的照片时却说：“还是
不看了，不要拍正面就好。”小姑娘的羞涩这时
才在脸上表现出来。

据了解，这两个质检小姐妹叫梁爽和薛志华，
是 2018年进公司的年轻员工，这次是她们第一次
参加大检修。薛志华若有所思地说：“今天刚好是
我们进公司一年整。”“一年的质检实践，就算出师
了。”张延锋师傅释然地说。是啊！两个刚出师的
小姐妹，在现场互帮互助、同心协力，正在成长和
成熟！ （吕国良）

渭化公司

现场质检小姐妹

本报讯 近日，陕煤建设
集团汉中分公司通过丰富班
前会内容，结合实际开展警
示教育，细化落实隐患排查
措施，扎实推进“强意识、抓
落实、防事故”行动，确保安
全生产平稳向好。

据悉，该分公司在陕钢

集团汉钢公司汽车卸料系统
工程施工中，严格按照预防
机制建设工作要求，在“一图
一清单”基础上增加安全风
险清单，建立“一图两清
单”，明确安全风险整改措
施。在吴堡横沟康体疗养项
目，高标准、严要求，项目

现场设置雾炮机、PM2.5检
测仪，道路周边设置洒水抑
尘喷淋。同时各类安全宣传
警示排版悬挂到位，安全
网、护栏措施齐全，规范有
序的管理，赢得当地社会各
界高度赞誉，彰显了陕煤建
设品牌和形象。 （贺展展）

安全生产赢得社会各界好评建 设 集 团
汉中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