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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故事■
1 月 11 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宝

鸡机车检修厂来了群“特殊的客人”，他们大多
年近古稀，却个个精神抖擞，相谈甚欢。这是咋
回事？

事情还得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那次招工说
起。 1969 年，省内迎来工业发展热潮，公路、铁
路、纺织等行业单位纷纷到扶风农村招工。“走，
到城里当工人去！”曹均宽、崔侃仓等百余名扶风

“乡党”踊跃报名参加。经过严格政审和体检，次
年元月，这批 20岁左右的年轻人被安排在新中国
第一电力机务段——宝鸡电力机车段（现宝鸡机
车检修厂）工作，从此便与铁路电气化事业结下
了不解之缘。

当年，电气化铁路、电力机车在国内尚属“新

生事物”，全国首段开通运营的电气化铁路——宝
成铁路宝凤段的起点就在宝鸡。初到单位报到
时，大家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干，绝不辜负单位信
任和青春韶华。

时光如梭，转眼半个世纪已过，当年一起招工
入厂的扶风“乡党”，也大都年近古稀。在当年工
作的车间厂房里，今年 69岁的崔侃仓盯着一台台
熟悉的机床和一根根刚刚加工好的车轴，小心翼
翼地抚摸着，迟迟不愿离去。崔侃仓打上班起就
一直从事火车轮对加工作业，修了一辈子火车
轮，”这一退休，快十年没摸过轮子了，让我再好
好看一看，摸一摸车轴、轮饼，真是太亲切了！”

车间厂房、微展厅内，主题展板前，老同志
们重温初心使命，切实感受到了新中国成立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铁路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为铁路电气化建设的一分子，由衷地感到骄傲
和自豪。 □赵选团

宝鸡机车检修厂来了群“特殊客人”

“小伙伴们，2019年的收
官井来啦！”

1月 11日，下午 5时许，
中石油测井公司长庆分公
司解释评价中心油开发室
的工作交流群里，班组长李
瑛亮发出一条消息。

2019 年 12 月 以
来，随着长庆油区测
井生产任务明显减
少，长庆分公司已安
排忙碌了一年的解释
评价人员有序休假。
尽管在休整期，每个
人都关注着工作群里
的动态，随时准备接
受突如其来的解释任
务。当群里发布生产
任务时，休整中的解
释人员快速响应。

“亮姐，我来接井
了！”处理员任亚文率
先回答。

很快，原本沉寂
的群里热闹起来。

“庆阳今天传来一口辽
河油田在长庆流转区块的
第一口开发井，还加测了核
磁共振和阵列声波，明天需
要初步结果！”

“OK，今天晚上我就过
去干活！”任亚文领取解释

任务。
“亮姐，核磁共振解释由

我来干！晚上保证交工。”审
核员郭红梅不甘落后。

“阵列声波解释就交给
我了，晚上和你们一起！”
处理员刘观美紧接着回复

了消息。
短短几分钟，长

庆分公司 2019 年最
后一口油田产建开
发井的解释生产任
务很快被认领，并按
期高质量完成解释
评价任务。

召之即来、来之
即战。长庆分公司解
释评价中心油开发室
始终坚持以油田需求
为中心，24 小时提供
贴心周到服务。2019
年，这个班组共完成
常规完井解释 4225
口，其中水平井 593
口，较去年增长 81%；

成像方法测井解释 188 井
次，较去年增长 23%。主持
和参与了 12个科研项目，并
成功解释 42口高产井、9口
发现井，连续两年获评测井
公司“红旗班组”称号。

□陈凡 徐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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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日，延安炼油厂
厂长杨开研走访慰问困难
职工、困难党员，为他们送

去节日慰问金、慰问品，并
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郭慧敏 曹锋 摄

1月11日下午，陕建八建集团岩土基础
公司举办2020年新春团拜会，并表彰先进集
体和个人。2 个先进集体、18 名先进个人受

到表彰。颁奖结束后，一个个由职工自编自
演的节目精彩登场，将大家带入了热烈欢快
的节日气氛之中。 □王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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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时分，大多数人已经酣然入
睡，在陕汽控股北郊汽车产业园的厂房
里却灯火闪烁，机器轰鸣。一线员工不
惧疲惫寒冷，手握冰冷的机器设备，嘴
里呼着热气，在各自的岗位上专注地忙

碌着，他们像是冬夜的火
焰，温暖着别人，也尽情
释放着速度与激情。

走进物料配送车间，
入框的零件像搭积木一
样被码放近 8米高，只见
司机师傅们开着铲车，
在仅能容纳一个车身的
狭窄通道内来回穿梭，
铲取零件，随后，他们一
脚油门踩下，直奔生产车
间……深夜的户外气温
已降至零下 4度左右，在
厂区的道路上，凛冽的寒
风卷着树叶不时拍打在
他们身上，即使全副武

装，只给眼睛留一条缝，送几趟零件下
来，他们的睫毛上便沾满了霜花。就像
一名铲车司机师傅说的：“只要能快速给
生产线上把零件配送齐，保证生产，我们
身上虽然冷，但咱心里是热的。”

“哐……哐……”抬头一看，从 100
吨、800 吨、1600 吨再到 2400 吨，二十余
台近 10米高的各型号压力机，排成三行
矗立在车间，在员工的操作下，它们犹如
温顺的巨兽，大嘴一张一合，吞吐出一件
件精品制件，这就是冲压车间。在“巨
兽”周围，有的员工抬头做手势指挥天
车，有的往压力机模具里放板材，有的两
人一组抬料入框，强烈的震动声，他们早
已习以为常。“听这震动声，就像踩着鼓
点，干活很带劲。”一名员工哈哈笑着说。

踏进装焊车间，只见处处弧光闪烁、
焊花飞溅，打磨声、敲击声响成一片，
深夜的车间即使开着暖气，体感依然很
冷。即便如此，有的员工额头上依然不
停渗着汗珠，“现在产量大任务紧，大家
干活速度快了，根本感觉不到冷。”一名
员工边擦汗边说。随后，他往防护眼镜
上哈了一口热气，顺手从裤兜里抽出一
条发黄的小布条，随意在眼镜片上揉擦
了两圈，戴上眼镜后又开始干活了。他

说，到早上 8点半他才能下班，等下班了
咥一碗热腾腾的豆花泡馍，白天美美睡
一觉，晚上继续战斗。

来到涂装车间，各种陕汽重卡车型
的驾驶室整齐排列在生产线上，等待着
被喷漆涂装。几名身穿“白大褂”和蓝
色连体衣的员工正围着一辆红色驾驶
室，他们一会儿俯身看车门，一会儿踮
脚抬头瞅顶盖，几乎把驾驶室 360 度看
了个遍。据了解，这是他们对驾驶室外
观喷涂质量进行挨个检查。“一晚上，最
起码要检查上百辆驾驶室，灯光刺眼再
加上驾驶室表面反光，很快就觉得眼睛
干了，还好我们早准备了眼药水，滴一点
眨几下眼，还能继续检查，没事。”一名眼
睛明显发红的员工说。

新年伊始，陕汽控股发出了“大干
一季度，实现开门红”的号召，目前，全
公司上下到处都是一片繁忙大干的劳
动场景，为 2020 年陕汽控股决胜“千亿
陕汽”奠定了坚实基础。 □朱鹏飞

工资不低，吃住也好，工作还不复杂，
怎么就吸引不了更多的康县籍贫困户
呢？自对接甘肃省康县实施劳务扶贫以
来，中国建筑集团（以下简称中建）各下属
单位从单纯劳务扶贫到包含劳务用工和
就业的转移就业扶贫，使出了浑身解数，
可对计划 2019年脱贫摘帽，尚有 1.1万贫
困人口的实际而言，效果依然有点“慢”。

在半年多的“亲密融合”后，一种“劳
务带头人+贫困户”的新模式悄悄开始在
中建一局西北公司（以下简称一局西北）
西安地下综合管廊项目试行。经过5个月

“磨合”，这种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
“精准劳务扶贫”模式以实实在在的效果
获得了多方肯定，也为中建打开了一条建
设与劳务互赢共进的探索之路。

“我在一局项目上务工，每月能按时
领到 5000多元工资，有了这份固定工资，
全家人都脱贫了！”来自康县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罗明虎激动地告诉记者。

一局在施和新开工的项目很多，按说
只要康县的贫困户劳动力愿意干活，脱
贫就不是事。

但截至 2019年末，除接收 3名康县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应届大学生就业外，仅
有 69名康县建档贫困户到一局各在施项

目务工。整个中建也仅仅是招聘了7名建
档立卡贫困大学生就业，输转了233人（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117人）在中建一
局、三局就业。

而这，几乎是中建实施转移就业扶
贫过程中所遇“瓶颈”的一个缩影，“吸
引力不足”在各下属单位项目的情况

“大同小异”。
“康县人喜欢跟着自己人干活，每天

早上要吃面汤、晚上要吃顿酸菜面，最关
键要给他们成长的平台，让他们把技术掌
握在手！”一局西北西安市地下综合管廊
建设PPP项目 I标段项目经理杨翀翔说。

去年 7 月份，在掌握康县籍农民工
的生活习俗和担忧后，中建与康县政府
充分对接沟通，一种“劳务带头人+贫困
户”的新模式出现在一局西北的西安市
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PPP项目。

123 名康县籍农民工（63 人持贫困
卡）由相对有经验的康县劳务带头人张
杜建带领，在项目农民工夜校进行规范
化培训后，分布至项目上的钢筋、混凝土
以及木工三大班组学起了相关技能，不
再是“游兵散勇”。而项目通过检查、设
置信箱、座谈、建立农民工微信群等多措
施齐抓共管，第一时间发现工人生活、工

作方面的问题都能及时有效解决。加上
他们专门请了康县的做饭师傅，各种顾虑
逐一被打消。

张杜建以中建为平台，带动康县农
村贫困劳动力在央企务工，以点带面、以
面联片，引领康县农村贫困劳动力外出
务工的模式，逐步达到了带动贫困户脱
贫致富的目标。

提起现在的感受，今年45岁的康县碾
坝镇袁义军更是开心得合不拢嘴。全家6
口人就他 1个劳力，还有两个男孩子在上
学，以前压力大的根本笑不出口。“能吃上
可口的家乡饭，工资也都是打卡上，这下
心里踏实了！”袁义军说。

来自康县长坝镇何庄村，现在西安市
地下综合管廊项目木工组上班的王样勤
开心地说，“修房子的欠账、老母亲生病花
的钱马上就可以还清了，下面就专心给孩
子攒上大学的学费了。”

不过，就中建而言，这还远远不
够。康县的劳务队伍还是有些弱，没有
过硬的组织施工管理经验，没有技术管
理能力……如果能在培养上再专业一
点，不仅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康县百姓的脱
贫问题，或许还能为公司稳定的优质劳务
合作方趟出一条新路。

用杨翀翔的话说，要通过细化培养，
为康县培养出更多的劳务带头人乃至劳
务公司，让其真正永久脱贫。未来，要真
正形成集团与康县双赢，即康县的劳务
公司要成为中建一局西北公司乃至一局
的资源库企业，真正成为市场条件下的
优质劳务合作方。

把一大批肯学习爱学习的康县籍农
民工培养为成熟的技术工人；把规模较
大班组的班组长培养成管理岗；把文化
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培养成起重工、信号
工、架子工、电焊工等特种人员；把一批
贫困户大专生培养成项目劳务管理人员
或劳务公司的技术管理人员……一项项
培养计划在西安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PPP项目 I标段等项目陆续展开。

康县籍贫困户大学生杨攀就是其中
的受益者。在这种培养机制下，参与到
兰州大学榆中校区项目的质量管理工作
中，已成为一名合格的质量员。

“要把‘劳务带头人+贫困户’这一模
式迅速在一局、三局复制，让劳务队伍更
加专业化、细致化，逐渐建立起‘管理层+
技术层+实操层’的劳务作业专业队伍”，
中建集团市场与项目管理部副总经理马
国荣说。 □本报记者 王何军

从“劳务用工”到“劳务带头人+”
中建一局全力打造转移就业扶贫升级版

■一线传真■

去年以来,咸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为旬邑
县协调落实脱贫帮扶资金 300 万元，为脱贫攻坚
工作贡献力量。咸阳烟草系统 11 个单位帮扶的
14 个贫困村 517 个贫困户 1788 名贫困群众，已有
1669 名脱贫摘帽。 □魏锋 摄

近日，铜川市搭把手慈善志愿服务队联手新益
药店，通过“爱心众筹”为宜君县云梦乡南堡村、耀州
区瑶曲镇葫芦村 13 户贫困户的 1400 斤核桃找到销
路，贫困户实现收入7000元。 □陈凯 摄

西安宝光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生产制造处零件加工班，是一个
由原来合资公司时期的机加班、
钣金班和涂装班整合改编而成的
生产加工班组，负责电力设备柜
体零件的下料和折弯、焊接成型，
各型号导体的下料、冲孔和折弯
成型，母线及端子表面的绝缘处
理等。人员数量从原先的 70多人
缩减到现在的 16人，分为钣金、焊
接和导体三个板块，有编程、板材
下料、板材折弯、焊接、母线下料、
母线冲孔、母线折弯、母线涂敷硫
化和母线热缩管套装等工位。

班组刚形成之初，各项工作开
展都不是很顺利，班长程永利坚
持不懈把每项工作尽量做细致，
无论从每个工位的工作安排，到
一日工作程序的衔接，还是工作
现场的管理，都在他的坚持中慢
慢改变着。

副班长陈长平主要负责导体
加工板块的工作，本人也一直参
与生产，擅长涂敷硫化及热缩管
套装工艺操作的他，经过潜心学
习研究，很快就掌握了母线冲孔
操作要领，使导体板块前期工位实现完整闭合。

导体加工板块加上陈长平一共 5 个人，平均
年龄 47岁，是全公司最老的工作团队。班组成员
常常要将一根母线从下料、冲孔、切圆角、去毛
刺、倒孔角、折弯、包裹母线、拧扎挂吊、加热涂粉
及割料等工序到做成成品，每个过程都有安全要
求。陈长平时常都在强调安全无小事，发现安全
隐患，及时制止和处理 。

公司经过改制后，管理形式和生产方式都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员数量减少，干活人手
不够，但工作量相对增加。去年 11 月份，深圳
花博园母线桥工程又以任务急时间紧考验导体
板块的 5 个人，有了以往多次高强度速战经验，
他们显得很从容，58 米母线桥共 548 根母线 5 天
时间己全部完工拉出。

在紧张的工作中，班组成员很多人为了工作
放弃休息，放弃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如编程员
惠波，长期超时工作，周六也在公司，孩子没人带，
只能带着孩子来上班；负责柜体板材下料的朱鹏
刚和巨晨两位员工也加班到很晚。陈长平患胃
疾，爱人也在公司，俩人都经常加班。家住乡下的
寇凯，从去年 5月份至今，家里盖房，购买材料和联
系工人等繁杂事务缠身，从没借家中盖房的理由
推托工作。田宏利在上岗人员中是年龄最大的，
今年已 54 岁，赵宏和户锋两名成员也 51 岁了，3
人都有腰椎间盘突出症，但在工作面前，没有叫
苦叫累的，始终和大家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工
作团队，不断地刷新生产记录！

这个班组是当之无愧的明星团队，发光发
热，照亮别人，温暖周围，为企业的光明事业不
懈奋斗！ □户锋

不
一
样
的
璀
璨
明
星

■明星班组■

安口南站是位于甘肃省华亭境内矿区铁路
上的一个四等小站，也是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
有限公司管辖的“北大门”。为了能让一列列载
满煤炭的列车安全准点开行，货车检车员们日
夜 驻 守 ，为 矿 区 电煤列车做着 24 小时的养护和

“体检”。 □杜朝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