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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传真■

对大多数人来说，阴晴冷暖是从各
种气象预报上得知，而对西安市气象局
泾河国家基本气象站的气象观测员曹梅
来说，她总是“先人一步”感知天气的
变化。

西安泾河国家基本气象站位于西安
泾河工业园区，属于国家级五类艰苦台
站，从绥德到富平再到泾河站，曹梅已在
这里“定位”了10年。

工作 20年来，曹梅一直从事大气成
分、高空、地面、土壤、酸雨、闪电定位等

基础气象资料数据观测、采集、探测工
作，获取制作天气预报最基础的气象探
测数据。气象观测工作琐碎枯燥，整天
和数字打交道。每每遇到恶劣天气，便
是她最忙碌的时候。这个职业是风雨中
的“逆行者”，以前气象监测设备比较简
陋，每当狂风暴雨来临，别人都是往家
跑，她们都是往外跑，等把观测场的所有
仪器安置好，也被淋成了“落汤鸡”。

顶风冒雨、披星戴月，观测记录一个
个单调的气象数据。曹梅说，与数据打

交道的测报员每天精神都高度紧张，“数
据一定要严谨”。

气象测报，清苦艰难。无论是烈日
炎炎的夏天，还是寒风凛冽的冬日，曹梅
都需要多次往返于观测场，如曹梅所说，

“气象员要有风雨无阻的信念”。
深夜观测，与闪电擦肩而过、被蝎

子蜇、路遇大蛇……相比于这些惊险时
刻，最让曹梅揪心的还是家人。

夜班，对于一个母亲是一个极大的
挑战。“二胎现在还小，每到晚上找妈妈
的时候，都不敢和孩子视频，怕孩子哭闹
不止，只能让奶奶带着孩子。”曹梅用玩
笑的口气讲道，但还是能从她的眼中读
出对孩子的不舍与愧疚。尽管如此，安
排到夜班曹梅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次
脱岗。

“最初的理想是学习法律，但最终因
为专业原因进入了气象行业，但时间久
了，自己就越发热爱这份工作。”有愧疚，
也有收获，有遗憾，也有幸福，现在的曹
梅感觉很知足。

在 2014年至 2018年，曹梅 3次担任
全国气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教练。当教
练其实并没有那么风光，而是一件苦差
事。在平时的训练中，甚至比队员学习
时间更长，研究方案，钻研教材，想方
设法去“为难”队员。功夫不负有心
人，在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气象行业职
业技能竞赛集训工作中，她带领的团队
经过5个月的集训，在12月的全国竞赛
中，帮助陕西队取得团体第四名的历史

性突破。
天上云卷云舒，地上的气象站也一

年一个样，观测降水量的量桶升级成自
动设备，数据记录从笔纸变成专用电脑
系统……曹梅自己也在改变，她先后在
国家一般站、基本站、基准站工作，经历
了从人工观测到自动探测、从单套运行
到双自动热备份、从单纯地面观测到综
合探测业务一体化，见证了新时期综合
气象观测业务调整改革历程。面对每一
次变革，她都学在前，做在前，并带领业
务人员尽快适应新要求，掌握新技能。

虽然有了自动化机器设备，但因为
工作的特殊性，曹梅对人工测报这一老
本行毫不懈怠。在测报岗位上，连续 20
年保持天气测报无错情记录。先后获

“地面测报连续百班无错情”奖励 11次、
“全国质量优秀测报员”3次，2013年入
选“三五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选，获得

“陕西省技术能手”“全国气象行业技术
能手”“陕西省杰出能工巧匠”，全国农
林水利气象系统“绿色生态工匠”等荣誉
称号。

在曹梅眼中，她的工作就是每天重
复相同的事情，不仅要长年累月地做下
去，而且还要做好，需要一种热爱的精
神。“精益求精、艰苦奋斗、兢兢业业”，
谈到对“工匠精神”的理解，曹梅认真地
说道。 □本报记者 鲜康

■职场精英■

坚守二十年的“观天者”
——记全国农林水利气象系统“绿色生态工匠”曹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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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职工身体健康
本报讯（魏涛）近日，汉中公路局镇巴公路管理段组

织全段干部职工分批进行健康体检，并建立职工健康档
案，真情关爱职工身体健康。

由于公路行业的工作环境特殊性，一线养护职工
长期从事户外作业并承受着汽车尾气和粉尘的侵袭，
定期组织职工进行健康体检已成为该段关爱职工的一
项重要举措。通过此次检查，能够让广大职工及时了
解自身身体状况，提高自身保健和疾病预防意识，达
到“有病早治疗、无病早预防”的目的。同时，该段还
落实专人对全段职工健康体检报告进行了收集，把报
告中的异常结果进行了统计，规范建档。根据健康档
案反映出的职工身体状况，定期叮嘱职工进行复查，
提醒职工加强锻炼，督促职工按时就诊，实现了职工
身体健康动态管理。

镇巴公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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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动态■

“梦桃精神永不过时，是秦都咸阳的
一张名片，也是我毕生奋进的路标。”这是
西北一棉细纱乙班“赵梦桃小组”第八任
生产组长刘育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今年已 61岁的刘育玲于 1980年元月
进厂，由于踏实肯干、好学肯钻，多次被评
为企业、省纺总公司和市级“双文明建设
标兵”“优秀工会积极分子”“咸阳市首届
十大杰出青年”“新长征突击手”。1993年
4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优秀生
产能手”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10
月，出席中国工会十二大并受到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刘育玲快人快语：“不久，我由备工变
为摇车工，兼任梦桃小组工会组长，1991
年挑起了梦桃小组第八任组长的重担。
刚上任，遇事手足无措，压力大、包袱重，
小组人员更迭快，老的退下去了，新工占
小组三分之二；活力有、技术差，怕只怕小
组落于人后；加之当时下海经商盛行，厂

里不少职工‘下海’了；小组青工思想波动
大、流动快，不安心、不稳定，我惟恐肩头
扛不起、扛不好这面鲜艳夺目的旗帜。”

活到老、学到老。2008年 11月，刘育
玲退休了。别样人生，别样风景。她主动
报名参加了咸阳市老年大学绘画等补习
班。她说，不图有多大成就，咱就图自个
儿人生丰富多彩。由于好学肯钻，日积月
累，她的书画作品多次参加市级中老年书
画作品展。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令人
意想不到的是，今年 5月 16日，其丈夫因
病去世……不得已她将大部分时间、精力
投入到上奉长辈、下顾晚辈，一天到晚忙
里忙外。她喃喃地说，我也嗜好读书。夜
深人静，脑海里不时会闪现这样的句子，

“其实我没有那么坚强，只是像多数人一
样学会了佯装。”“有一种伤叫悲伤，是睫
毛再也承受不住泪球之重，轻轻触碰就会
滴落。”

但凡厂里与弘扬传承梦桃精神相关
的活动，她都积极参加。2012年6月，她们
自发成立了‘赵梦桃小组退休人员志愿者
服务队’，由梦桃生前的老姐妹、历任梦桃
小组组长等多名成员组成，义务服务。她
们联手省市慈善协会开展工作，服务对象
主要是本厂和市区几家大中型纺织企业
鳏寡孤独、特困户或因病致贫的老职工。
每逢传统佳节，皆会兵分几路携带米、面、
油等生活必需品，入户看望，送去党和政
府的温暖，并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干些力
所能及的家务。近些年，已先后帮助过近
千名老职工。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
望。今年国庆前夕，一代楷模——赵梦桃
被评为全国“最美奋斗者”。喜讯传来，该
市总工会携手市电视台，欲拍摄专题片
《梦桃精神代代传》，她接到通知，二话不
说，会同梦桃生前老姐妹梁福云、郭淑贞
等一同前往咸纺集团一分厂、赵梦桃纪念

馆等地，忙活一天，使得拍摄顺利完成。
“赵梦桃是全国纺织战线上的一面旗

帜，是秦都咸阳的一张名片，也是我毕生
奋进的路标。桃花凋落，精神永存。她倡
导的‘高标准、严要求、行动快、工作实、抢
困难、送方便’和‘不让一个姐妹掉队’的
梦桃精神，深深烙在每一位纺织人心中。
她荣获全国‘最美奋斗者’，我感到无比光
荣和自豪！”刘育玲兴奋地说。

□张翟西滨

一提起李祎，工友们总是啧啧称叹：“没有他修不好
的机械！”

李祎是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宝鸡工务段
千河线路车间的一名机械修理工，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从2007年开始从事机械修理工作，12年如一日，他把每
一台机械都当做艺术品去精雕细琢，钻研总结了自己的
一套工作方法，经过他手“变废为宝”的机械不计其数，
尤其在修理“小蜜蜂”方面，李祎可是全段响当当的“专
家”。

“小蜜蜂”，全名振动式内燃捣固镐（ND-5.0），主要
用于线路道床稳定捣固，是工务系统日常作业使用频率
较高的小型养路机械。

不久前，在宝中线集中修期间，李祎所在的千河线
路车间组织凤翔站内K15+700米~K18+800米挖掘机清
筛换填施工，当石砟回填后要对线路进行捣固作业，“小
蜜蜂”就派上了大用场。

现场每天 2台挖掘机同步作业，其后 20余台“小蜜
蜂”跟进捣固线路。由于连续施工、连续作业，“小蜜蜂”
故障率持续增高，每天出现故障无法使用的将近 10
台。为不影响施工进度，“小蜜蜂”的修理必须就地在天
窗点内进行。

“天窗”不等人，时间就是效率，修理必须争分夺秒
进行。李祎把工地临时搭建的巡养看守棚当作自己的

“修理台”，熟练地拆卸、检查、维修、组装机械，他
就像一名正在手术中的大夫，全神贯注地融入其中，
外界的嘈杂丝毫没有干扰到他，一台接着一台修，顾
不上歇口气。

这一连 22天，他只身“救活”了 154台“小蜜蜂”，期
间没有因为机械故障影响一天的集中修施工。工友们
都说：“没有他，集中修不可能这么顺利完成。”

同样是机械修理工，为何李祎就技高一筹？原来他
是爱较真的“机械狂”，只要见了机械，那就像“中了魔”
一样。车间的几十台机械，从最简单的润滑、保养到简
单故障处置，再到后来整机拆解组装、发动机调校，他如
饥似渴地一一掌握所有机械原理和构造。只要进了机
械房，他就不分昼夜。以前对报废了的机械都是整机处
理掉，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寻思，报废的机械不是
所有配件都报废了，好的配件卸下来依然可以使用。于

是，他把将要报废的机械通通拆卸开来，将能用的配件一个不剩地
取走，继续用在故障机械的修理中。经过他这么“妙手回春”地一
折腾，竟然变废为宝！该段机械设备主管工程师张泉林说：“千河
线路车间是全段 21个车间里申请机械配件最少的，这离不开李祎
在修旧利废、节支降耗方面的贡献。”在长期修理和使用拔锚机中，
他将机械自身存在的缺陷和改进意见
反馈到了厂家，厂家连连致谢，并迅速
从设计上进行了优化调整。 □彭刚

10月31日下午，70多名建筑工人挤满了位
于西安市高陵区的中建三局蓝湖九郡项目部，
还不时挥舞着手中的纸张。不了解情况的，还
以为他们在讨薪。

“医生，我最近偶尔会胸口疼，可千万别有
事！”“帮我测下血压吧，劳动量一大总头
晕。”……原来，蓝湖九郡项目党支部联合崇皇
社区党支部成立了关爱工友志愿服务队，邀请
高陵区疾控中心、崇皇中心卫生院及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一批医务人员在这里搞义诊，他们
在排队等候体检。

“工友的健康无小事，他们身体好，幸福的
家庭就多，我们项目的安全生产也就更有保
障！”义诊现场，该项目党支部书记余杭深有感
触地说。

提起这次义诊，该项目上下无不感慨万千。
就在前不久，回到宿舍的 53岁湖北十堰籍工友
张某突发脑溢血而失去劳动能力，一个“顶梁柱”

倒下，随之整个家庭生活陷入困境……这让余杭
等人有所反思。

经项目党支部调查发现，建筑市场产业工
人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潜在的心脑血管系列
疾病很多，加之天气渐冷，心脑血管类疾病进
入高发期。

“必须早谋划，早预防，杜绝一切不安全因
素！”成为项目党支部成员的一致意见，于是就
有了这次体检。

这场关爱工友义诊活动以“党建引领，社
企共建”为主题，分批为工友进行免费体检、
健康知识讲座，并发放健康知识宣传资料。

余杭表示，此次免费体检只覆盖了部分年
龄偏大、体质稍差的工友，后面将持续开展，
实现作业工友全覆盖。不断提升工友职业健
康意识，提前预防，努力降低工友在作业中
突发休克性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
的风险。 □本报记者 王何军

“靖边危险品库配备油酊式电暖器 8台，全
部完好；定边基地已更换铜闸阀93个，温控阀85
个，暖气片9个；苏里格项目部新配7条棉门帘已
安装到位；靖吴基地厨房和锅炉房天然气管线已
按期检查，无安全隐患……”近日，中国石油测井
公司长庆分公司基地服务站的田莉统计汇总各
生产生活基地冬防保温工作开展情况，这是进入
秋冬季节来，她每天的一项常规工作。

入秋以来，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长庆油区
普遍降温。长庆分公司在 9月下旬就开始部署
冬防保温工作，并按照统一标准、统一部署、统一
检查的原则一揽子推进。物资供应和后勤服务
部门联手为生产生活基地和野外作业队采购配
备取暖设备、保温设施，对暖气管线、用电线路等
关键部位开展“冬检”。目前，1218套冬季劳保

已送达生产一线，为野外施工备足“冬衣”。
机动设备的冬防保温工作同步开展。长庆

分公司对所有机动车辆有序更换适合当地冬季
气温环境的燃油、润滑油、防冻液、玻璃清洗液
等，适当储备各型号车辆的油水分离器、柴油滤
清器等配件，补齐车辆所需的保温套、防滑链条
等，逐台检测车辆、桥射联作野营房柴油发电机
的防冻液，确保移动设备冬季性能良好。仪修、
工艺人员对核磁共振等成像仪器、防喷装置等关
键设备设施，实施重点保养，及时更换、补充刻度
桶的防冻液。

截至目前，长庆分公司完成完井测井 7242
井次，固井质量检测5757井次，射孔作业6531井
次。其中，完成水平井施工1499井次，同比增加
202%。 □陈凡 邢帅

工友健康无小事

添足“冬衣”保生产

11月2 日，陕建八建集团开展 2019 年职工羽乒赛，
来自集团机关、各基层单位的 12 支代表队的百余名运
动员、裁判员和职工参加此次活动。赛场上，选手们奋
勇争先，充分展示了集团职工积极向上、永攀高峰的精
神风貌。 □姚祖烨 摄

11 月 4 日，陕
西延长油气勘探
公司采气二厂青
阳岔净化厂维修
组员工正在维修
设备。

该 净 化 厂 维
修组员工以高度
工作热情，更加频
繁地出现在生产
现场的每一个角
落，用他们的慧眼
发现每一处隐患。

□黄冰 摄

近日，商洛市山阳县总工会党支部和县党史办支部
联合组织党员赴小河袁家沟革命旧址，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图为全体党员在鄂陕苏维埃
政府旧址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诗词，庄严宣誓。

□王荣金 摄

近日，榆林市靖边县总工会联合中共靖边县委统战
部成功开展了以“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为主题的书
画作品展览活动。活动自9月10日启动以来，共征集作
品266件，经过初评、复评、评奖三个环节，共有书法作品
51件、美术作品43件入展。 □雪迎风 摄

近日，咸阳公路管理局彬州、永寿公路管理段围绕
“不忘初心再出发、牢记使命永向前”这一主题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接受“党性体检”。 □杨丽萍 陈超 摄

■能工巧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