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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韩城矿业公司下峪口矿召开“三绝”
演练现场会，“蒙眼辨别油样”“快速维修组装
瓦检器”等10个项目展示。各区队工会主席、
技术骨干30余人现场观摩。

在“蒙眼辨别油样”演练过程中，采煤一队
刘金涛通过嗅觉判断，准确辨别出齿轮油、液
压油、煤油、乳化液和水，在实际工作中避免了
因油桶标签不清导致油液无法识别，给生产带
来不便等问题；在“快速组装维修瓦检器”项目

演练中，通风区职工张永晴用准确判断仪器故
障点，并以最快速度排除、调试，达到完好状
态，赢得现场观众纷纷点赞。

近年来，该矿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开展
绝技、绝活、绝招修炼活动，涌现出“陕煤工匠”
许东林为代表的技术能手、技术骨干86名，并纳
入技术人才信息库规范管理。在2019年公司

“工匠杯”技能竞赛中，该矿夺得个人三个第一、
三个第二和团体第一的好成绩。 吴军 摄

韩城矿业公司下峪口矿韩城矿业公司下峪口矿 用匠心练就岗位用匠心练就岗位““三绝三绝””

“常做感人之事，常怀感恩之
心，人，不能忘本，何况是不求回
报整整四年的资助，对于一个贫
困家庭来说，真的不是一笔小钱，
也不仅仅只是金钱，更是这个社
会，是慈善龙华，是高叔叔对贫困
通渭县中的贫困人家的救助，是
一种对教育事业的帮扶，对山村
孩子大学梦的支持。”

近日，陕北矿业龙华公司收
到一封来自远方的“神秘”来信，
信件简短却充满真情，语言朴实
却不乏感动。

姚丽丽是该公司自 2014 年
“金秋助学”行动中领取助学金的
学生之一。如今，她怀着感恩的
心，用工整娟秀的字迹写下这封
信，承载着满满真情和诚挚的谢

意，寄来了这封感谢信。
故事要从 5年前说起。2014

年，该公司领导远赴千里，为甘肃
省通渭一中的姚丽丽等10名贫困
大学生送去了爱心助学金，帮助
优秀的学子们圆梦远航、减轻个
人和家庭的经济压力，10名学生
家长和学子接受了公司的资助。
5年来，该公司每年都拿出50000
元作为定向助学基金，帮助10位学
子共圆大学梦。

如今，这10位学子都不负众望，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走上了各自理想
的工作岗位，姚丽丽就是他们其中
的一名重庆医科大学的研究生。

金秋助学数余载，企业大爱
暖人心。此外，该公司领导还以
个人名义认领了社区居民微心

愿，帮助贫困家庭点亮微心愿，向
贫困大学生每人资助助学金
10000元，承诺直至他们顺利完成
学业。在该公司的关爱和资助
下，近年来，先后有21名大学生实
现求学梦，走进了理想中的象牙
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字
不断在增长，无数个“小姚同学”
也在慢慢地成长，成为社会发展
的有用之才。

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
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陕北
矿业龙华公司在企业自身发展
的同时，理所应当为社会发展
建设作贡献。今后，将发动身
边的朋友、同事，一起帮助困难群
众，让更多的人受益。

（薛效承）

一封远方的“神秘”来信

近日，运销集团榆林
销售公司志愿者服务队组
织开展“以爱之名，温暖随
行”志愿服务活动。32 名
年轻志愿者带着耳套、手
套、学习用品等礼物，为神
木市特殊学校的儿童们送
去爱心呵护与温情陪伴。

志愿者与孩子们结对玩
耍，画画、打球、说知心话……
不仅用阵阵欢笑消解了塞
北的初冬寒意，也让这群特
殊的孩子们更深切感受到
来自社会的关爱。图为志
愿者与孩子们在一起。

温萌 孙梓馨 摄

近日，寒流侵袭，
刺骨寒意笼罩在北元
化工公司的每个角
落，但在北元热电公
司，一股暖流却驱散
了冬日的寒冷，温暖
着广大员工的心。

该分公司工会为
生产一线员工送来了
四台咖啡机，还有咖
啡粉、冰糖、清凉下火
茶，以供职工工作之
余能更好放松休息，
同时也能在犯困之时
来一杯提神醒脑，让
广大职工能够以更饱
满精神投入工作。

“这咖啡还挺好
喝，一杯下肚，精神倍
爽啊！”“公司福利待
遇越来越好，上下班
通勤车接送，现在又
让咱们喝上了咖啡，
真是太暖心了。”

浓郁的咖啡香味
弥漫整个休息室，也
流淌在了现场员工的
心田，大家喝着咖啡，
纷纷吐露心声。

“人心换人心，暖心聚
信心。大家夏战酷暑、冬
战严寒，在岗位上踏实肯
干，履职尽责，为公司高质
量发展贡献了力量。公司
今后将继续关注工友们的

所需所求，用贴心、
周到的服务，让大
家切实感受到‘家’
的温暖。”看着大家
伙脸上灿烂的笑
容，运行分厂厂长
王雄动情地说。

近年来，该分
公司始终坚持集
团公司“共建、共
赢、共享”发展理
念，不忘初心，心
系员工，对广大员
工提出的合理化
意见和建议积极
予以落实，不断解
决员工在工作中
遇到的困难，提升
员工幸福指数，让
员工共享公司发
展成果，始终保持
干事创业的动力
和激情。

此外，为落实
员工关怀体系，该
分公司积极开展

“扶贫帮困”“节
假日送温暖”“一
线员工及外地家

属慰问”等活动，全力推
进送温暖活动进一线、进
班组、进家庭，为员工撑
起了一个温馨、温暖的

“北元热电之家”。
（杨宇）

寒
冬
送
咖
啡

杯
杯
暖
人
心

北
元
热
电
分
公
司
工
会

“希望各位参赛选手不仅在赛场
上比高低，更要在工作上比高低……”

近日，历经一个月的准备和
策划，陕北矿业涌鑫公司
2019 年岗位描述比赛在公
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王
开热情洋溢的致辞中正式
拉开帷幕。来自各区队的
10名参赛选手通过流畅的
语言描述和生动的 PPT 展
示，为工友们奉献上了一场
精彩的岗位知识盛宴。

比赛现场，各参赛选手
沉着冷静，分别从岗位职责、工作流程、
工作内容、危险源辨识、安全管理、应急

救援等九个方面对自己所在的岗位进
行详尽细致、活灵活现描述。端庄得体
的着装、举手投足的自信、手指口述的
专业，短短数十分钟间，各参赛选手唇
齿之间尽见真章，你来我往高下难分。

现场观众时而注目，时而交流，时
而鸦雀无声，时而掌声大作，正当“最强
男中音”高波波磁性的声音一度让大家
沉醉，“赛场老将军”杨志强一气呵成的流
畅话语又瞬间抢尽了风头。遇到个别选
手因为小紧张而带来的小卡停顿时，大家
一度将心提到了嗓子眼上。

高手过招，总分高下。经过紧张激

烈角逐与评委组专业谨慎评分，来自安
山煤矿综掘一队的杨志强凭借其深厚
的知识积累和稳定的赛场发挥，摘得本
次比赛桂冠，安山机运队刘平紧随其后
夺得第二，综掘二队高波波荣膺第三。

本次比赛进一步深化了该公司“追
求卓越，争创一流”的工作理念，有效提
高了职工业务素质，为提升企业安全管
理水平创造了突破口。同时也激发了
全体干部职工人人争当能手、个个岗位
成才的干事创业热情，为公司高质量发
展的人才内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造血
功能”。 （李万智 高晓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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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
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奋斗的好战
场”。 陕化公司劳务派遣工调车员王强辉
脸色黝黑，皮肤粗糙、常年的夜班作业，还
让他变成了“熊猫眼”，深深的黑眼圈成了
调车组员工的标志之一。

“年纪轻轻、风华正茂，你就这么甘心做
个调车员，还是个劳务派遣工，何况又是这
么个爬高下低危险活儿？”对于这样的疑
问，王强辉回答得干脆利落：“我的青春就
在这里绽放！”从小被奶奶带大的他，割舍
不下老人，于是就来到了陕化公司。已经
工作十年的他总结了一句话：“做你应该做

的事，尽你应该尽到的责。”
王强辉刚担任铁路连接员时，

规章制度条款繁多、专业术语晦涩
难懂，起初的那段时间工作十分艰
难，但王强辉时常想起奶奶鼓励的
话语，不管你在哪儿，都要踏实
干，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家人的支
持发挥了作用，他适应得特别快，
一年后就成长为业务熟练的优秀连
接员。按照规定，连接员工作满 3
年才能承担调车员工种，但由于王
强辉工作扎实、业务熟练。运输组
调车员调整时，只用了两年就担任
调车员。成为调车员后，他比同事
起得更早，比组员学得更多，苦活

儿累活儿都冲在最前面。王强辉曾说：
“我的想法很简单，工作没有凑合、不能
应付，要做就要做到最好，要对得起这份
工作。”

调车员的工作不同于连接员，对协调
指挥、统筹安排的要求更高。连接员每班
四五十钩活儿，平均到每个队员头上，也就
是 20来钩。可调车长每一钩都得上，操心
的地方多，关注的事项多，什么能干，什么
不能干，都要提前预想到，对于规章制度更
要吃细吃准吃熟吃透。王强辉根据多年积
累的经验，总结出“多走一步、多看一眼、多

问一句、多想一下、多提醒一句”的作业方
式，增强了出车人员的安全意识，提高了作
业效率，有效杜绝了违章发生。

在班组建设中，他率先提出“班前安全
预想会”，以班组为单位，针对当班生产过
程中的隐患和待解决的各种问题，及时提
出有效解决方案，用实际行动引导组员绷
紧安全弦、撑起安全天。担任调车员期间，
王强辉多次发现并制止了违章，避免了安
全事故的发生。

北方四季多变，春季多风，遇到沙尘暴
来袭，调车员‘挂’在车上，眼睛常会进风
沙，硌得难受又不能用双手去揉。最难熬
的要数夏天和冬天。夏天室外温度高，车皮
热得烧手，工作服裹在身上密不透风；冬天，
寒风呼啸，戴着手套，穿着棉鞋也不起作用，
一个夜班下来手脚冻得红肿，耳朵也生了冻
疮。在叙述这些感受的时候，王强辉总结得
很是轻松、简单，自己从小在农村长大，这个
算不了什么？“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铁路
基层工作远不是这样的轻描淡写。

像王强辉一样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没
有令人艳羡的履历，也没有重要的成就功
绩，但他们却在公司各条战线上始终坚守
着自己的岗位，在平凡的工作中演绎了一
个又一个的精彩瞬间，诠释着一段又一段
的默默奉献。 （李晓燕）

“铁道尖兵”王强辉

■工会动态

把安全技能培训课堂设在车间
本报讯 近日，铜川矿业玉华煤矿工会举办为期5天的安全

技能培训，“玉华工匠”面对面亮“绝活”授业解惑，吸引广大职
工主动报名参加培训。

据悉，本次培训通过图解、考试等方式，提升职工专业理论
水平。同时将课堂搬至修理车间，现场示范设备故障排查、修
理的步骤，传授故障排查“诀窍”和机加工“要领”，讲授技术创
新、小改小革成果原理和过程，以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激发职工学习热情，启迪创新思维，营造崇尚技术价值的
工作氛围，培育技术人才发展“沃土”，使技术人才成为矿井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朱建锋 杜玲玲）

铜川矿业玉华煤矿工会

本报讯“每次公司有人送书到项目部，是我最高兴的时
候，因为长期在野外一线工作，特别希望读到一些专业技术和
文学方面的书籍，提高自己的本领，丰富自己的精神，给自己充
充电。”近日，建设集团掘进分公司北翼项目部李鹏拿着刚借到
的图书高兴地说。

据悉，该公司作为陕煤集团比较特殊的煤炭施工企业，近
千名员工长期在野外生产一线，居住条件简陋，人员高度分
散。为此，该分公司党政工决定将图书室建到基层一线，为职
工学习知识、获取信息、提高素质、丰富文化生活提供方便，满
足广大职工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对没有条件建立图书
室的项目部，送去“野外流动书箱”，受到野外一线职工的一致
好评。 （张国峰）

将图书送到生产一线
建设集团掘进分公司

送姜汤驱寒 温暖矿工心
本报讯“来来来，天气寒冷，来杯姜汤暖暖身体。”

“谢谢你们，你们的服务真的很贴心……”
11月20日清晨，蒲白实业公司建庄物业部食堂职工赶在矿

工升下井之前来到井口，将暖暖的姜汤送到了工友们手中，送去
了一份温暖与叮嘱，使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安全生产工作中。

据悉，时至冬初，天气渐冷，为了给矿方提供坚强的后勤保
障，该公司物业部全力配合矿方做好“真情服务暖一线、助力奋
战安全年”“百日安全”送姜汤活动。凌晨四点，物业部食堂后
厨已经开始忙碌烧开水、煮姜汤、装杯、封口……

此次活动每周两次，持续到12月底，通过细心的服务，为该公
司安全生产贡献了物业人的一份力量。 （李红艳 邵国琴 王丹）

蒲白实业公司建庄物业部

他头戴安全帽，手拿工具钳，常年奔
走在高炉生产第一线，穿梭于管道与阀门
中。以平凡之心磨砺匠心，用青春花火聚
簇钢铁之火。他是陕钢龙钢公司炼铁厂
煤气主操岗位工赵飞。

虚心求教 业精于勤
“学啥不一定干啥，但干啥一定要学

啥。”赵飞常常对入职新工说。2005年大
学毕业后就职于龙钢公司炼铁厂，虽非冶
金专业，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从炼铁理
论学起，向师傅请教煤气设备的每一条管
道、阀门……

在管道密布的炉台上，总是看到赵飞
繁忙的身影。多年的学习实践，使赵飞成
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煤气工，无论面对什
么样的技术难题，他总能找到解决办法。
问他如何练就这身过硬本领时，他笑着
说：“勤学习，多思考，时间长了功夫自然
就出来了。”

安全卫士 化解险情
煤气是高炉炼铁的还原剂和载热体，同时也

存在极高的安全风险。如何保证炉内煤气平稳
顺行，如何避免煤气设备故障，考验着每一个煤
气检修人的胆识与工作能力。14年来，赵飞多次
发现管道隐秘处的安全隐患，避免了一起起安全
事故。近日点检时，他又发现布袋荒煤气总管隐
秘处有裂痕，再一次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对煤气安全做到预知预判，把风险灭于萌
芽，多年实践，他总结出一套安全可靠的操作规
程，成为守护煤气安全的出色卫兵。

煤气检修 身先士卒
凭借过硬的操作技能与突出的工作业绩，

2012年，赵飞成为2#高炉煤气主操。
责任大了，肩上的担子自然也重了。

每次煤气设备检修，他都身先士卒冲在第
一线，检修安全交底、监护焊补管道、煤气
管道旁查漏……对于检修的每一道关口，
他毫不马虎。

在他心里，高炉煤气是一把双刃剑，
科学合理的操作可以大幅提升炉料还原
性能，有效降低高炉的焦比。但是如果出
现煤气泄漏，高浓度的一氧化碳将会危及
到所有人的生命安全。所以，即便拥有了
丰富的经验，面对煤气检修，他依然如履
薄冰，细致入微。

奋斗的人生最精彩。作为一名普通
职工，赵飞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的

“工匠精神”，十多年如一日的坚守，诉说
着钢铁人的初心，用不懈奋斗燃亮青春最
美的花火。 （文欢）

本报讯 日前，蒲白矿业煤矿运营公司第五项目部车间工
会，为了让职工乐享一日三餐，开展“职工餐厅 24小时开放”创
建活动，把提高餐饮服务质量当作服务职工、稳定队伍的大事
来抓，开启职工健康生活新大门。

据悉，职工食堂实行24小时开放营业，满足不同时间段上、
下班职工的就餐需求。如今，员工不管啥时候下班都能吃上可
口的饭菜。

“留住职工的人，首先必须留住职工的心。我们把职工一
日三餐是否吃饱、吃好、吃健康，作为项目工会职工之家建设的
着力点，做强职工满意食堂品牌，为煤矿运营公司第五项目部
发展提供后勤保障。”项目部工会负责人说。 （高永生）

创建24小时餐厅服务职工
蒲白运营公司第五项目部车间工会

赵
飞
：
匠
心
练
真
功功

本报讯“我要给孩子起好的带头作用，以后要边看书边陪
孩子写作业。”“我们在从电子网络中享用精神快餐时才发现，
读书可以进一步涵养情操，丰盈精神世界，延伸想象，静下来发
现读书也是一种享受呢。”

近日，运销集团彬长分公司工会女工委主任白小梅《写给
三年级女儿的一封信》荣获陕煤集团2019年度“书香三八”女职
工读书活动家书类作品三等奖，激发了该分公司职工新一轮读
书热。

据悉，该分公司图书馆已成为员工，特别是女职工看书学
习、查阅资料最理想场所，她们将读书与岗位成才相结合，将个
人读书延伸到带动家庭读书，持续深入“推动女性阅读，建设书
香家庭”，在书中汲取营养，在生活中提升境界、增长见识，力争
做一名有梦想、有使命、有作为的新时代新女性。 （卢妮）

在职工中掀起新一轮读书热
运销集团彬长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