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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了！起来了！这都马上 12 点了，你还
不起来去上班。”陕北矿业红柳林公司综采三队
职工张师傅听到妻子的叫喊声，忽然从梦中惊
醒，拉起衣服就出门，心急火燎地跑到区队。只
见区队学习室空无一人，他一拍脑门才想起，习
惯了这么多年的夜班生活，竟然忘记这已经是公
司取消夜班的第三天了。

降低职工劳动强度，是陕北矿业红柳林公司
努力的方向，也是党政领导的心头大事。近年
来，该公司大力推进“三型四化”矿井建设，加快
信息融合，提升矿井现代化水平。按照“能用设
备少用人的思路”，积极推进机械化代替人工作
业新技术的应用。

在综采方面，先后建成 5 个智能化工作面，使
用行业领先的采煤设备进行采煤作业，引入液压
迈步自移设备列车；在掘进方面，使用国际先进
的卡特彼勒连采机、美国久益梭车、掘锚一体机
以及美国飞尔奇单臂锚杆钻车等技术成熟的机械

化设备，提升矿井整体机械化水平。
同时，先后完成了地面自动化装车运销系统、

生产辅助系统自动化项目建设，实现矿井变电
所、供排水泵房、主运输皮带、主通风机、压风机
房、局部通风机、洗选系统、水处理系统的集中控
制和远程监控，全方位推广新技术的应用，为取
消夜班奠定了坚实的技术设备基础。

2019 年 4 月份，该公司决定取消零点至六点夜
间生产作业，生产模式由“三八制”调整为“三六
制”。不仅合理地规避掉易出事故的夜班作业时
段，形成精力旺盛的工作循环，而且避免了设备“连
轴转”，降低了设备故障率，生产效率不降反增。

在谈到取消夜班带来的好处时，该公司综采
一队采煤机司机刘强高兴地说：“以前每次上完
夜班，即使白天睡得再多，也会感觉一整天都没
精神，现在我每天都可以睡一个安稳觉，白天还
可以多陪陪家人，想一想就幸福感‘爆棚’。”

焦亮摄影报道

陕北矿业红柳林公司：让职工睡上安稳觉
刘师弟大名刘志强，是北元水

泥公司 DCS 的“新人”，由于拜师
晚，工友们称其为“师弟”。经过短
暂学习，他将肩负起操作回转窑的
重任。起初他特别紧张，像是钉在
座位上一样时刻盯着电脑，但在几
次处理异常工况的“打怪升级”后，
渐渐对自己有了信心，也变得放松
起来。

Round One：“师弟”VS篦冷机“堆雪人”

熟料煅烧的异常工况之一，是发
粘的物料在篦冷机内堆积成雪人的
形状，业内俗称“堆雪人”。久未露
面的“雪人怪”出现时，刘师弟没有
一丝慌乱，果断加快篦速和篦室风
量，试着吹透料层。接着停篦床，用
物料将“雪人”埋住后，又启动篦床
并加快篦速，利用瞬间的惯性将它
推倒，当看到“雪人”倒下时，他露出
了舒心的笑容。首次“打怪”，他似
乎颇为轻松

Round Two：“师弟”VS红窑、止料

随着工作时间的推移，“怪”的
难度也似乎在升级，“红窑怪”也
来了。刚接班不久，他发现回转窑
筒体 3.7 米处温度偏高，现场工友
也反馈筒体出现暗红，需要停窑检
查。在止料时由于没有经验，减煤

的幅度没有跟上减料的步伐，分解炉温度偏
高，让他有点措手不及。不过，他仔细观察系
统风量，让窑速和喂料量相匹配，以较低的窑
速将窑内的物料全部倒空，算是较为平稳地度
过了这一关。经过这一“怪”，他对系统的整
体把控能力又得到了提高。

Round Three：“师弟”VS点火升温、投料

点火升温、投料是他工作以来最难对付的
“怪”，也是每个新人必须攻克的难关。点火之
前，他先保证窑头微负压，点火后不断调整风
机风量以保证窑内火焰稳定，接着按照升温曲
线升温。投料时与现场工友活动 C3 下料管翻
板阀，使下料顺畅，他则持续调整系统拉风、窑
速与投煤量，一部对讲机、一部电话，一边联系
现场，一边关注火焰燃烧状况与屏幕上不断变
化的参数，恨不得有三头六臂才能掌控全场。
虽然过程略显坎坷，但也完成了首次成功点火
升温与回转窑系统投料。

“我太难了”是他的口头禅，不过这只是暂
时的，在不断“打怪升级”之后，他的操作越来
越熟练，专业技能也在一天天提升，相信他一
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 DCS 回转窑操作员。

（朱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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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全亮杜全亮杜全亮：：：本土化的本土化的本土化的“““外地外地外地”””班长班长班长

在蒲洁能化公司这个大家庭里，甘肃
籍职工人数较多，他们淳朴厚道，乐于助
人，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凡是认准的
事情，就会脚踏实地一直走下去。该公司
烯烃中心就有这么一位典型的代表。

初入单位 苹果送工友

对一个人的评价，有时候第一眼就定

格了，有时候则可能通过一件事而烙下
印记，影响深远，对他的深刻印象就起
源于苹果事件和他那满头的“白发”。

2012 年初到单位，就被派往兰炼实
习，刚入职的大学毕业生人地生疏，但
却有一位刚从家里赶来，且满头“白发”
的“老大哥”给大家带来阵阵暖意，他忙
着给各宿舍的职工送苹果，大伙坐在一
起，聊着天，唱着歌，赶走了深秋的凉

意，也赶走了异地实习的孤独。
“家里种了十几亩苹果，今年果子

丰收，所以趁休息时间赶火车回家，给
大家背来几十斤，以缓解大家的思乡之
情……”聊天中他感慨地说。当时，那
位满腔热血的“白发”青年，便给大家留
下了深深的印象。

异地扎根 实干显水平

培训结束回到公司，对陕西人来说
是回家了，但对他来说，却是远走他乡
的一段新征程，扎根异地，这一干就是
八年。

2013 年，公司正处于建厂期，装置
的建立、流程的打通离不开那群日夜坚
守的身影，他们拿着流程图标注管线，
爬高爬低确认阀门，而他就是其中之
一，也是这群人里公认的力气最大的
一个。P1201 泵是 MTO 装置的急冷水
泵，这个泵流量要求不低于 800 吨/时，
但出口阀门却达 20 寸，且距离地面近
1.7 米，每次开启都需要来回转 40 多
圈，也就是说，每次操作都需要抬起胳
膊仰面去拧阀门，还要准确快速。身
体瘦弱的同事往往望而却步，但在他
的眼中那就是三下五除二的事情，看
其“身轻如燕”却“力大如牛”的干劲，
人人都竖起了大拇指。

据了解，这种大泵的切泵工作离不
开配合，每次操作，他都边开阀边有条不
紊地指挥其他人配合，总能以最快速度完
成切泵，确保装置平稳运行。八年如一

日，使这个地道的外地人成了烯烃中心
知名的“兵头将尾”和班组的“主事人”。

不惧苦累 “婆妈”保运行

假若你来烯烃中心串门，想了解谁
是最“婆妈”的班长，异口同声的回答一
定就是他，因为从今年篮球赛后的系列
表现就可见一斑。

“东东，本来今天上班我要去检查
一下安全阀校验以及除油设施的运行
情况，可我这脚真不太方便，生怕误事，
麻烦你替我跑一趟，记得及时向技术员
汇报，中控我来盯……”“对了，你去的
时候把外操间的新人带上，顺便让他们
看看，学习一下。”“哦，还有培训方案，
等回来再研究……”

他篮球比赛受伤，跛脚忍痛坚持上
班，而且依旧事无巨细、踏实负责。在
关心团队生活上，他也是一个实实在在
的“婆妈”班长，“你们平时想吃啥、喝
啥，及时告诉我，我想办法提高大家的
班组幸福感。”“咱们班今天搞团队建
设，完了嗨歌，都不许请假……”有时班
里工友也会嫌他太啰嗦，可就是这番啰
嗦，逐渐提高了班组的工作效率，形成
了班组人员遇活抢着干、不怕脏、不怕
累的班风。

如今，他不仅娶了当地姑娘安家蒲
城，还坚持在岗位上发光发热，为班组
进步、中心发展、公司壮大尽力，成了

“本土”化的外地人，他就是 MTO 四班
班长——杜全亮。 （谷海棠 陈蕾蕾）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记“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王建林

近日，澄合矿业公司离休干部、原
澄合矿务局副局长王建林荣获“全国
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是陕煤集
团唯一获此殊荣的离退休干部。

据了解，这是中央组织部为表彰先
进、弘扬正气，进一步引导激励广大离
退休干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新贡献，决定授予 150 个离退休干
部集体“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称
号，授予 450 名离退休干部“全国离退
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我省仅有 10 名
离退休干部入选。

王建林，1934 年出生于北京一个梨
园世家，因家庭贫苦，11 岁便被签卖给
伪第四军河南“豫华社”。抗战胜利
后，该剧团被新四军收编，跟随部队

“转战”苏鲁。解放后，王建林积极响
应国家经济建设号召，考入北京矿业

学院采矿专业就读，开启了一名“红色
工程师”的艰辛之旅。

从原铜川矿务局的一名煤矿实习工
人，到技术员、采煤队长，再到原澄合矿
务局生产处处长、局总工程师、副局长，
王建林把人生中最美好的 36年光阴奉献
给了祖国的煤炭事业。离休 25年来，他
离岗不离责，离休不退志，把关心下一代
成长作为自己的第二战场，牵头组织离
退休老干部撰写了《峥嵘岁月》《似火年
华》《晚霞留辉》等系列红色故事，并分赴
澄合矿区附近的企业单位、技工学校、中
小学、乡村等地，宣讲革命故事和党的优
良传统，播撒红色种子。

在矿区，王建林和其他老同志牵头
成立小区安全巡逻队和矛盾纠纷调解

组，主动担任邻里矛盾调解员和小区巡
逻员，义务开展家风家教宣传，弘扬中
华传统美德。为了把党的声音传播好，
他在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的同时，充
分发挥自己唱戏的特长，把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相关内容编写成
朗朗上口的短句，用快板、顺口溜等形
式进行宣讲，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在澄合
矿区这片热土上，王建林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始终保持着一名中国共产党人对理
想信念的虔诚执着、对党和人民的无比忠
诚以及对红色基因的传承弘扬，为澄合发
展发挥余热。 （薛双娟 韩斌 陈璐）

老王这几天心情很不“美丽”，快退休了，还
弄了个丢人事，让他非常沮丧、后悔，感觉丢人。

老王是蒲白矿业煤化运营公司的叉车司机，
本来这几天心情挺好的，儿子今年参加工作了，
单位效益还挺好，前两天儿子还把女朋友带回来
了。瓜子脸、大高个儿，老王两口子嘴都笑歪
了，摆了一大桌子菜招待未来的儿媳妇，老伴还
说了，要张罗着早早给儿子把婚一结，等退休了
好好带孙子。听得老王心里美滋滋的，一整天都
乐呵呵地哼着秦腔小调。

谁知第二天一大早，心情愉悦的老王早早
上班，一路兴奋地和同事们打招呼，真想把儿子
带女朋友回家的好消息和大伙分享一下，可还
是忍住了，“人还得稳住啊”，老王心里想。一
进会议室，老王一眼看见小张几个“坏小子”围
着通知栏在那看，青工小张一见老王进来就冲
着老王挤眉弄眼的。“咋啦？”小张用手指把老
王的视线引到通知栏上，“往这看，你弄的啥事
啊！”通知栏里通报了老王在火车装车作业过程
中违反操作规程，要对他进行帮教处理，让全体
职工引以为戒。看完后，老王脑袋“嗡嗡”直
响，心情一下子艳阳高照急转暴雨倾盆。“我违
章了，还被大家‘引以为戒’了，这弄得是啥事
儿啊！”后悔得老王手直抖。

老王开着包装车间的叉车，平时叉料装车只
让一托盘一托盘地叉装，可装火车时，由于任务
挺多，老王一着急就两托盘摞起来一起叉走了，
刚装了两盘，就被车间安监员看见了，过来让老
王停下工作，对老王进行纠正，由于急着装车，
老王当时很不服气，根本听不进去，和安监员吵
吵起来了，直到车间主任老丁也过来，老王才不
吭声了，安监员把他好一番说服教育，说得老王
心悦诚服。本想着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谁知道今
天来了这么一出，“他们下手还真快啊！”老王咬
着牙心里想道。“通报就通报吧”，老王心里都准
备接受这一严重后果了，谁知道一开班前会，车
间主任就“邀请”老王坐到主席台上了，说是让
老王现身说法，给大家讲讲违章的经过和该吸取
的教训，叫大伙儿受受教育。这下让老王把罪受
了，坐到主席台上老王觉得屁股底下好像有一万
颗钉子扎着一样，坐不住啊，老脸上烧得那叫一
个厉害，头重得就抬不起来，“毁了，毁了……晚
节不保了！”老王感到面子全丢完了，好不容易
在主任的引导下，老王磕磕巴巴地说完，下台时
老王觉得都迈不动自己的双腿了。

开完班前会，感到挺委屈的老王低着头准备
去装车干活，谁知道车间主任和安监员又把他叫
住了，和他谈了半天心，又让老王停工学习一
天，好好学习了一下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
规程，临了还让老王写一份检查，认真剖析一
下自己。一天下来，老王在班后会上深有感
触地和大伙说道：“经过车间的耐心教育，我
认识到了违章的严重危害，感到非常内疚，不
应该违章作业，希望大家以我为戒，在今后的
工作中我将提高自身安全意识，坚决不违章
作业。”“这就对了”，车间主任拍着老王的肩
膀笑着说道。“我们大家要通过老王的事情，
在思想上深刻认识到违章的严重性及后果，
牢固树立对企业、对自己、对家庭负责的思想
认识，干安全活、干标准活……”车间主任转过
身语重心长地对大伙说。 （马国升）

老 王 违 章

张巍是陕钢集团汉钢公司动
力能源中心煤气防护站班长，进厂
8年以来一直从事煤气防护工作。
而“呼吸器”就是他抢险抢修背携
的空气呼吸器简称，也是煤气管道
防护、维修抢险时必备的器具。

“嘟嘟嘟……”煤气防护站的
电话响起，张巍迅速拿起电话，脸
上严肃的表情让另外几位同志立
即警觉了起来，挂下电话时，其余
同志已全副武装做好了煤气应急
救援准备。

张巍一声令下：“炼铁区域煤
气管道发生漏点，急需现场处理，
所有人员配好装备，准备出发！”为
了确保煤气作业现场安全，张巍迅
速认真检查了包括自己在内所有
人员的装备。

由于离煤气发生漏点还有一段
距离，我们驱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在车上，大家背着呼吸器，神情严
肃。张巍告诉我：“在应急救护的过
程中，首先要保护好自己才能救别
人，所以呼吸器是必备品，它能有效
隔离煤气，保护救援人员的安全。”

车子停在了离现场较近的安
全区域，张巍和同事们将呼吸器面
罩与脸部完全贴合，把头罩后拉罩住头部，收紧
头带，将呼吸器的供气阀推入面罩接口，待正确
连接后，他们便背着沉重的气瓶，冲向了煤气漏
点。我远远观望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现场操作
紧张有序，不一会儿从现场给出手势表明隐患
已排除。他们归来的时候，早已满头大汗，取下
面罩的脸上留了一圈深深的印子，张巍愉悦地
说：“隐患排除了，漏点已堵塞。”

回到值班室，张巍告诉我这样的事情时有发
生，各种异常情况的处理都不一样。前年春节期
间，张巍和同事们依然坚守岗位，接到要给生产区
域送煤气的指令后，便迅速赶往现场，查看煤气输
送的每一个环节。突然发现其中一个盲板阀“咯
咯”异响，电机故障盲板阀无法自动开启，他们立
即决定手动打开阀门。这个过程说着容易做着
难，由于阀门直径较大，人工打开费时费力，但这
是唯一的办法。3人背着 20多斤的呼吸器，戴着
面罩，用眼神相互交流后，便抓住松阀手柄轮番上
阵，使出浑身力气以最快的速度打开了阀门，瞬间
煤气供应畅通，保障了节日期间的安全生产运行。

在日常的工作中，呼吸器是煤气防护岗位使
用最频繁、最重要的一种设备，为了能确保做好应
急准备，清点数量、检查压力、面罩清灰、维护气瓶
气阀等成为每班工作的首要任务。此外，定期还
会以技术比武的方式提高大家的操作技能。张巍
意味深长地告诉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就这样，张巍和他的“呼吸器”总会在最危险
的地方化险为夷，总会在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他们时刻相伴为生产经营保驾护航。 （付强）

张
巍
和
他
的
﹃
呼
吸
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