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月19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胡建宏 版式：张 瑜 校对：古 月

电话：029-87344644 E-mail：mhxw2008@163.com

版 专 题M4

2016 年 7 月，常昱来到了雪域高原西
藏，深入到红色圣地阿里，她以高度的敬
业精神、过硬的业务水平以及女性特有的
细腻温情，架起了轩辕故里与雪域高原的
桥梁，成为当地群众心中一朵娇艳的“陕
北格桑花”。

7年铸就坚韧不拔的品格
2009年7月，单亲家庭的常昱刚刚走出

校门，为了照顾妈妈和弟妹，她放弃了在大
都市继续学习深造和工作的机会，选择回到
家乡，扎根煤海。

作为一名新来大学生，在黄陵二号选煤
厂工作短暂的日子里，常昱对煤矿工作的认
识了解，坚定了她之后七年时间在新闻宣传
工作战线上的倾心付出。

这七年，她扛着宣传器材下井、进山、
抗洪抢险现场和男同胞们同吃同干，在
人员紧张、任务繁重的时候，还兼顾矿区
电视台、矿业报编辑、文化展厅讲解和日

常新闻宣传工作。
作为一个女神和女汉

子的共同存在，常昱经常是
白天忙完晚会主持、现场会
筹办、参观讲解，晚上加班
加点继续忙碌后期宣传，7

年时间里始终如一。
去那里是她一直的梦想

2016年，常昱 30岁，就是在这“而立之
年”，作为黄陵矿业公司宣传科科长的常昱
被列入陕西省第八批援藏干部名单，即将到
高寒缺氧、条件艰苦的阿里地区执行为期 3
年的援藏任务。

这个消息瞬间在矿区炸开了锅。“一个
女孩子刚结婚，怎么就要去援藏呢？”“苦寒
之地，高原反应，那地方多艰苦，干吗要折
腾？”……面对这些议论，常昱只是笑笑。

“大家眼中的艰苦之地却是我一直的梦
想。人活着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要拼搏奋斗
和有所奉献。”常昱讲述着自己的援藏初心。

原来，早在大学毕业时，常昱就萌生了
援藏的念头。2014年年底，她终于鼓起勇气
向组织递交了援藏申请书。她在申请书里
这样写道：“我真心期待踏上那片土地。在
那个特别的地方，实实在在地去做一些有意

义的事情。”
2016年7月2日，常昱安顿好家人、交接

好工作，登上了前往西藏的列车。
给予他人爱和帮助

单亲家庭环境下坚强成长的常昱，体会
过失去的痛苦，更明白得来的不易。了解她
的人会发现，她选择去援藏并非偶然，在矿
区工作时，竭尽全力给予他人爱和帮助，是
她一直以来的坚持。

2013年，这个热爱生活的姑娘开始资助
陕西省柞水县贫困山区的2名小学生，在得
知这个消息后，先后有 14名矿区志愿者加
入到她的行列，帮扶的贫困学生也达到 19
名。即使去援藏了，常昱依旧心系这群学
生，叮嘱另一位同事继续负责帮扶事宜，而
且利用仅有的休假时间去看望孩子们。

执着的她还把这份爱带到西藏，带给
藏族孩子们。在阿里的业余时间，常昱经
常到当地的学校交流辅导，继续着她的公
益之路。

援藏路上勇往直前
2016年7月，71名陕西援藏干部正式进

藏，其中 7人是女性，常昱是年龄最小的。
刚来阿里的她因为高原反应患上了肺水肿，
住进了医院。而这些病痛，远在千里之外的

亲友在几个月以后才听她云淡风轻地说起。
“满血复活”后，常昱将煤炭人身上的善

良、纯朴、勇敢和奉献的品质带到了这个陌
生而又期盼的地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援
藏路上为阿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践行着一
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承诺。

最初在阿里对外贸易总公司的日子，她
3个月内完成了个人全年销售任务，精心筹
备参加第三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
会；下乡入村和工人们一起收羊毛；考察调
研为“雪融王”产品开拓内陆市场，常昱这个
销售“外行”创造了骄人的业绩。

援藏的日子里，常昱多次被借调到噶尔
县宣传部，轻车熟路地干起了“老本行”。她
经常下乡走近农牧民群众、寺庙僧尼、青少
年学生，有时候一天就吃一顿饭，时常连续
坐车上千公里。

三年援藏，一生阿里。面对“优秀援藏
干部”，阿里地区“先进工作者”，噶尔县“特
殊贡献奖”等多项殊荣，常昱在她的日志里
写到：选择援藏，就选择了责任，选择了担
当，漫漫援藏路上，我愿做那戈壁滩上一株
灿烂的格桑花，深爱着高原的阳光，历经雪
域的风寒，美丽而不娇艳，柔弱但不失挺拔，
为藏家儿女带去吉祥与幸福…… （李金玲）

现任铜川矿业公司副总工
程师、棚改办公室主任的郭全
营，成为目前百里矿区热议的
焦点，他见义勇为的事迹先是
在今年 4 月荣登“陕西好人
榜”，6月，他又荣登“中国好人
榜”。在陕煤集团“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成为全
集团学习的身边典型。11 月，
他被陕煤集团授予 2019 年度

“最美员工”称号。
投身煤海兢兢业业获肯定
刚参加工作时，郭全营被分

到铜川矿务局（铜川矿业公司前
身）鸭口矿地测科当技术员。他
工作敬业，关心他人，经常干完
本职工作后，还帮助同事分担一
些力所能及工作，在他的带动下，
所在科室形成了一股积极向上的
凝聚力。由于他良好的工作作风
和出色的业绩，被组织调入王石
凹矿，在王石凹矿，无论是在任
总工程师，还是兼任生产副矿长
期间，面对技术和生产两副重
担，他都义无反顾，主动担责。

2011 年 10月，郭全营从王
石凹煤矿调任东坡煤矿矿长，在
对矿井改革中，他结合煤矿实
际推出了系列务实举措，持续
推进矿井安全生产，坚持科技创新，以前所未有
的干劲使东坡矿一跃成为铜川矿业主力矿井。
他关注民生，情系百姓，时常把职工的冷暖与安
危放在心上，在担任东坡矿矿长六年里，经常现
场办公解决难题，并将自己的电话公布在矿报栏
处，让普通职工无论昼夜，随时可以找他反映问
题。东坡矿先后建成了矿部大院凝翠园、长廊亭
榭怡心园、二号风井桃花园，以及健身娱乐的欣
悦广场“四园一场”，为职工群众打造出了一个集
文化、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宜居环境。

救人危难 凡人善举获点赞
2017年 10月 15日，郭全营由铜川返矿上班，

驾车行至周陵至红土镇的一个大下坡急弯路段
时，看到前方一辆被撞得面目全非的轿车翻倒在
在道路中央，路旁已破损的水泥墩、散落一地的车
辆碎片，无不显示了方才车祸的严重性。

郭全营第一反应立即下车，走向事故车辆，看
到4名青年困在车中脸色煞白，瑟瑟发抖，其中一
名女孩双手双腿全是玻璃渣和血，右边两根手指
肉皮已经掉落露出骨头鲜血直流，情况十分危急。

郭全营二话不说，救人要紧，立刻让伤势较重
的 3名青年上了自己的车，并嘱咐伤势较轻的青
年迅速拨打 122，将急转弯处事故车辆拖走，避免
主干道上来往不息的车辆再次发生车祸。

随即，他将车辆掉头，将伤者送至铜川矿务
局医院。在前往医院途中等红绿灯的间隙，他
积极联系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张朝印院长，为
伤者争取治疗时间。同时获知，4 名青年车辆
是因路经急弯时，由于要避开迎面会车车辆而
失控发生侧翻，导致刚才看到的一幕。

一路上，郭全营害怕受伤女孩昏迷，担心她内
脏受损，不时叮嘱她身边的朋友，要和女孩说着
话，不能让她睡着……等到医院时，医护人员早
已抬着急救担架提前等在大门口。经诊断，除
伤重女孩外其他三人均无大碍，女孩右手中指
和无名指肌腱断裂，便及时转至矿务局中心医
院二院纤维外科，紧急进行肌腱修复和植皮手
术，郭全营询问医生得知女孩伤情已稳定，他没
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悄悄地离开了。

郭全营救人的消息在东坡矿不胫而走，得知
事情原委的职工家属纷纷说：“郭矿长能这样做，是
他的性格使然。”后来，有媒体记者对此事多有报
道，一时间，郭全营见义勇为的善举被传为佳话。

如今，郭全营调任铜川矿业公司棚改办任
职，面对公司建局以来最大的棚户区改造工
程，他坚持每周到绣园小区现场召集各有
关单位召开协调会，全力推进棚改房工程
建设。用他的话说：“我只是作了一个普通人
应该做的事，组织却给予了我这么多的荣誉，
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立足岗位，敬业奉献，
进一步传承发扬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
极为促进企业改革发展和服务职工群众尽到
个人的微薄力量。” （巨宏伟 杨春成）

援藏阿里 不忘初心
——记陕煤集团2019年度“最美员工”常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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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杨阳，陕化公司现场巡检工。2018
年 7月份奋不顾身抢救山洪中被困母子不
留名，被评为“2018 年渭南市第三季度标
杆人物”“2019年 5月—6月《陕西好人》上
榜人选”。让我们一同回到那简杨阳作出
伟大善举的危急时刻。

2018年7月16日下午下班后，上了一天
白班的简杨阳和同事相约来到石堤峪口农
家乐避暑。就在他们说笑间，外面似乎传来
了轰隆隆的声音，紧接着听到一阵杂乱的脚
步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简杨阳起身向窗外望去，发现很多人向
河边的方向跑。“山洪来啦，发大水啦！”跑在
前面的人传来了消息。

简杨阳跑到站满人的岸边，他站在一块
比较高的地方向山峪望去，只见狭窄的河沟
里，原来还是小溪的河床已经布满了浑浊的
泥水，远处的洪水不断咆哮着奔腾而下，窄
小的河面水流越来越急，水位快速上涨着。

“快看，那里有人困在河里了。”只见河
中央的一块石头上站着一对母子，母亲拉着
孩子的手正准备试探着下水向河岸边移
动。她伸出一只脚刚一踩进水里，随即就是
一个趔趄，差点拽着孩子一起摔倒水里，她
赶紧收回了伸出的脚，两手紧紧搂住孩子，

用一双惊恐、乞求的眼神瞧着岸上的人群。
此时，河床里水流越来越急，水位涨过石头
漫过母子的脚面沿着他们的小腿继续攀升，
母子紧张地站着，脸上充斥着无助，却一动
也不敢动。

多一分等待，母子就多一分危险，赶紧
救人。看到危情，简杨阳心急如焚，边跑边
脱上衣，找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纵身一
跃就跳进了河中。

山洪湍急，眼睛看不到河底情况，他只能
用脚向前探索。谁知，刚迈出一步，脚还没落
稳，一股水流涌来，瞬间就被洪水冲倒了，一
下子，他的眼睛、鼻腔和嘴里灌满了水。

“我要坚持不住了……”孩子母亲的声
音让他心急如焚。

“再坚持一下，我这就过来了！”简杨阳
从湍急的洪水中摸索前进，弓腰半蹲，努力
稳定重心不被洪水冲倒，一步步向那对母子
身边靠近。

“妈妈，我怕。”孩子惶恐的声音传来。
“别怕，叔叔马上过来救你。”他调整了

下身子，慢慢向前移动。
“危险，快抓住树枝。”简杨阳抓住了岸

边上人伸过来的一根粗树枝，在湍急的洪水
中继续向前挪。一步、两步，3米、2米，近

了，更近了……
忽然，脚下又是一滑，他赶忙抓紧了树

枝，稳了稳快要倒下的身体。向前，继续向
前……终于到达了被困母子身边。

“先救孩子。”孩子的母亲把孩子递向简
杨阳。

“抱紧叔叔的脖子”，简杨阳一边叮嘱孩
子，一边扒着树枝回头小心翼翼地往岸边移
动。大约 5米的距离，身边的激流，脚下的
石头，异常艰难，踉踉跄跄中，简杨阳终于抱
着孩子返回到岸边。

放下孩子，回身望去，只见河床里洪水
汹涌澎湃，原先伸向大石头方向的树枝已经
不见了踪影，水已经漫过了孩子母亲的腰
部。她半弯着腰，攥着手，身子开始摇晃，随
时都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

简杨阳不敢想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抓起身边群众递过来的一根绳子系在腰
上，反身第二次奔向了河中。

扑进水里，水一下就淹没了他的身体，
他顶着水流的冲力，连扑带爬游向孩子的母
亲，就在孩子母亲被急流冲倒的瞬间，简杨
阳抓住了她的手。

此时的洪水响声如雷，激流夹带着卵石
从她们身上滑过，在岸上群众齐心协力的拽

拉下，他们终于到了岸边。
周围群众对简杨阳不顾个人安危、英勇

救人的壮举赞不绝口：“小伙子，好样的！”
“小伙子，真勇敢！”

被救女子抓住简杨阳的手哭着说：“好人
啊！是你救了我们母子的命啊！谢谢你！”

事后，被救母子带着电视台的记者追到
公司感谢的时候，他危急时刻英勇救人的事
迹才被大家知晓和传播。

简杨阳用实际行动，演绎了平凡中的
伟大，诠释了人性本善的初心；践行了一个
时代青年敢于作为的高尚品德，彰显了一
名共青团员的英雄本色，他是现代优秀青
年的杰出代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张铁静 马永团）

“凤山秀丽壮观，引得汉江波涛碧浪。”在
汉江和月河之间，在秦岭与巴山分界处，坐落
着闻名遐迩的凤凰山。

与凤凰山风景秀美不同的是，这里是国
家级贫困村——安康市汉阴县漩涡镇中银村
的所在地，同时这里也是陕煤集团开源证券
公司扶贫包抓村。

正是这样，远在成都的开源证券人——
王姗，一个热情开朗的川妹子来到了这里，开
始了她在中银村的支教之旅。

“王老师，您好！”
位于安康市汉阴县大山深处的凤江小

学，条件艰苦、交通闭塞。2017年，在陕西证
监局的倡议下，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捐资
110万元对学校进行修建，新建的综合楼面积
600余平方米，不仅配齐了图书室、学生活动
室等基础设施，还解决了教师办公住宿的问
题。从那时起，凤江小学正式更名为开源凤
江小学。

了解到学校师资力量极度匮乏，有些科
目一直没有授课老师的情况后，600多公里外

成都分公司女职工王姗主动请缨。在此之
前，她已经向公司申请了三次。

2018年 10月，王姗离别幼小的女儿和年
迈的父母，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孤身一人驱
车千里赴该校支教。纵然有万般不舍和牵
挂，仍要阔步前行，因为她清楚自己身上的使
命和责任。

毕业于成都幼儿师范学院的她，曾经当
过9年教师，有一定的教学经验。但阔别教师
岗位十余载，面对新环境，承担新任务，给她
很大压力。

六门课程，一周十九节课，从学前班到六
年级，跨度之大，门类之多，让她有些措手不
及。但每当看到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眼神，所

有的疲惫瞬间烟消云散，压力又转化
为了动力。为了上好每一节课，王老
师经常备课、批改作业到深夜，不厌其
烦地给学生辅导习题，利用周末为学

困生补课，很快学生的成绩有了很大的提升。
孩子们的“王妈妈”

大山封闭的不仅是人们的眼界，还有
心灵。刚上学前班的小垚今年五岁，母亲
残疾，父亲性情古怪。她是全校起得最早
的学生，因为她离学校也是最远的，步行需
要三小时。同时她是全校唯一一个不开口
说话的学生。自闭症已经让她丧失了与外
界交流的能力，每天除了机械地行为，她始
终面无表情地看着周围的一切事物，沉默
不语，冷若冰霜。

教育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王姗
一次次小心翼翼走进小垚，试着与小垚沟通，
她相信，她的一个个小小的举动可能会改变
这个孩子的一生。在她日复一日的关爱中，
现在的小垚比以前开朗了很多，她会笑了，尽
管还是有些胆怯。她也会说话了，尽管只是
简单几句“王老师，您好！我爱王老师！”

在凤江小学，孩子们都亲
切地叫王姗“王妈妈”。当地家
长谈到王老师，也是赞不绝
口！王姗成了附近几个重度贫
困村“留守儿童”的“妈妈”，为
这些留守儿童撑起了一片天。

让山区学生也有远大志向
从成都到安康汉阴县中银村600多公里，

开车需要11个小时。穿过十几个长长短短的
隧道，绕行无数曲折蜿蜒的山路，王姗就这样
来到大山腹地、白云深处，那里有 100多个孩
子正在翘首期盼着她的到来。

王姗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开源和
孩子们之间的爱心使者。她用爱心和诚意去
帮助每一个孩子，经常和孩子们谈心，关爱孩
子们的身心健康，引导山区学生树立远大志
向，发动同事朋友为贫困学生捐款捐物。

她的到来，为开源证券扶贫搭起了桥梁，

让开源在捐款捐物之外有了更精准的关爱方向。
就这样，开源证券面向陕西省汉阴县、蒲

城县、云南省丘北县启动“书香满源”进校园
活动，已完成 27所学校图书室、多媒体室建
设，累计捐赠图书 45000余册，文体用具 600
余套，直接受益贫困生1.5万人。

清晨窗口的每一束野花，办公桌上的小
礼物，小垚的每一个微笑，每一句“老师
好”……如果爱与被爱是一种财富，王姗应该
是最富有的人，在教育脱贫这条路上，有着像
王姗一样默默奉献，勇担责任的开源人的身
影，让孩子眼睛洒满阳光。 （乔敏）

生如夏花般绚烂
——记陕煤集团2019年度“最美员工”王姗

最美员工风采录②

危急时刻的伟大善举
——记陕煤集团2019年度“最美员工”简杨阳

只因弱冠之年，便要肩负长兄为父的责
任；只因新婚两年，便要履行不离不弃的誓
言；只因手足情深，便要承担替弟养儿的义
务。他就是陕钢集团龙钢公司炼铁厂一名行
车班长，杨伟峰，陕煤集团2019年度“最美员
工”。为了日子越来越好，他用“没有翻不过
的山，没有趟不过的河”激励自己迎难而上。

长兄为父承担家庭重任
杨伟峰出身在贫寒家庭，1995年以优异

的成绩考入渭南师范学院，但突遇父亲病逝，
作为家中长子，看着多病的母亲和未成年的
弟弟，“长兄为父”的担当让他毅然放弃求学，
承担起家庭重任，只为不让家人饿肚子，只为
将学习的机会留给小自己十几岁的弟弟，他

进入龙钢当了一名行车工。
因为是第一次接触行车，他在学习

上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跟着师傅上车认
识设备，牢记师傅操作时的每一个细节，
学着师傅对设备精心点检时的一举一
动，班后废寝忘食地沉浸在学习理论的
乐趣中，加班更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正

是因为他对待工作的那股不怕苦不怕累的
拼劲，让他用最短的时间学会了行车技能，
同事戏称：“对于行车，除了不会造，没有能
难倒他的。”他如此拼命，就是为了全家的
日子好过点。出色的工作，让他连续多年
被评为公司“星级员工”和“优秀班组长”，
并获得了“感动龙钢”人物等称号。

有难同当鼓励妻子战胜病魔
他对工作和生活不服输的精神感动了妻

子，愿意与他共同承担对家庭的责任，幸福的
天平慢慢倾向了他。然而，好人总是多磨难，
幸福的生活没有能够持续几年时间，厄运又
一次光顾了他。2007年2月，正当全家人团
圆在一起，准备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之际，妻

子毫无征兆地突然晕倒了，经过医院抢救，总
算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被确诊为“脑垂体
瘤”。对于上天和他开的这个天大的玩笑，看
着躺在病床上萎靡不振的妻子和两岁的儿
子，他偷偷流下了眼泪。

短暂的伤心后，他抹干了泪水，开始为妻
子的手术前后奔波，经过东拼西凑，终于为妻
子做了开颅手术。妻子手术后命虽保住了，
仍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从此，高昂的医
药费、一笔笔外债、情绪波动的妻子、多病的
老母亲、年幼的孩子和未成家的弟弟成了这
个坚强男人所要面对的“生活必修课”，但他
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他曾经说过，

“我苦点累点无所谓，欠下的一笔笔债也吓不
怕，只要妻子能够慢慢地恢复起来，我就有向
前冲的动力。”他在工作上更加精益求精，工
作之余摆小摊，用努力奋斗回报生活的苦难。

爹亲叔大担负起替弟养子的责任
通过多年的努力，不仅给弟弟盖了新房，

还成了家。2015年，弟弟有了自己的小孩，看
到这个幸福美满的三口小家庭，他喜极而泣，长

兄为父的重担终于可以卸下，可以松口气了。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弟弟在2016年

因犯错入狱，接受长达 10年的劳动改造，弟
媳离家而去，给他留下刚满一岁嗷嗷待哺的
侄子。俗话说：“爹亲叔大，娘亲舅大。”他成
为小侄子在生活上可依靠的唯一亲人，他勒
紧裤腰带，挺起略显弯曲的脊梁，继续为侄子
的奶粉奔波，虽然生活又多了一份负担，但他
还是那句：“日子已经好多了。”看着他满是沧
桑的面孔、结满老茧的双手、布满银丝的头
发，谁能想到他才是一个刚过不惑之年的青
年人。“在我心里，侄子就是儿子，我会用对亲
生儿子那样让他享受到无微不至的父爱关
怀！”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在生活的大舞台上，尽管命运选择与他
处处为难，但他依然拼尽全力扮演着好儿
子、好丈夫、好父亲、好兄长、好伯父的角
色，“压力不会击垮我，只会成为我努力
工作、奋斗美好生活的动力，是我快速成
长的催化剂。”他信心满满地说道，因为
他坚信，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闫黎）

艰难前行 自强励志勇担当
——记陕煤集团2019年度“最美员工”杨伟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