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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米八的大个头，黝黑的皮肤，俊朗的
容貌，一说一笑间始终洋溢着青年的朝气与
自信。杨超是一名矿山救护队员，在工作岗
位上用毅力和勤奋诠释着救护队员的责任
与担当，展现出80后青年的别样风采。

刻苦训练敢争先
从救援“菜鸟”到技术尖兵

刚入队的杨超各项成绩并不突出，但
他勤奋好学，白天跟着师傅学技能，下班又
通过上网查资料、翻阅书籍，钻研各种救
护仪器零部件的名称、性能和使用要点。
当其他队员业务学习结束，回到宿舍倒头
就睡时，他又跑到自习室一直学习到深
夜。体能训练，他更是以最高的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无论是在夏日的炽烈阳光下，
还是在冬日的冰天雪地里，杨超每天都会
准时出现在大队的训练场上，万米耐力训

练、爬绳、引体向上、举重、拉检力器等都
是他强健体魄、磨练意志的必修课。不仅
如此，他还主动加大训练力度、强度和难
度，别人练 1 个小时，他就练 2 个小时，还
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每天比别人多做 30
个俯卧撑、50个仰卧起坐、多拉 100个检力
器，不断挑战个人极限。

模拟实战项目训练中，他戴着氧气呼
吸器在炎炎夏日里一遍又一遍地摸爬滚
打，挥汗如雨，在烈日烘烤下跑万米、练爬
高、钻矮巷，高强度的训练使他的手脚上满
是血泡，但他从不叫苦叫累，都挺了过来。
其间磨破了多少双鞋、多少副手套他早已
记不清楚。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流血流
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的铮铮誓言。

正是这份坚持与执着，使得他在短短 6
个月的时间就适应了工作岗位，体能训练
和业务知识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收获，

成绩突飞猛进，在大队组织的月度考核中
各个项目多次名列前茅，一跃成为中队的
尖子兵。在陕煤集团第六届矿山救援技术
竞赛中，他一举拿下呼吸器操作第一名、个
人全能第四名的好成绩。

竞技场上多流汗
从技术尖兵到超级战士

“各就各位，预备！”随着“啪”的一声
枪响，杨超迅速爬上爬绳，飞速通过独木
桥、降速台后，快速戴上安全帽，背起重约
15 公斤的呼吸器，负重完成连接消防水
带，将 8公斤的灭火器携带到指定位置，爬
行通过低巷，拉检力器 50次等环节，最后
400 米冲刺直达终点，这是陕西省第一届
矿山救援技术竞赛综合体能项目竞赛现
场。这项竞赛全程约 860 米，共需完成 9
项操作，杨超仅用了 4 分 04 秒，夺得了此

项竞赛的冠军，打破了平日自己训练最快
时间 4分 15秒的纪录。

杨超用成绩证明，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他凭着扎实过硬的基本功和沉着稳定的现
场发挥，在竞赛场上崭露头角，捷报频传，先
后获得了个人全能第一名、综合体能项目第
一名、呼吸器操作第三名、理论考试项目第
二名的骄人成绩，为澄合争了光、为陕煤添
了彩，也为个人的救护征战史书写了光辉的
一页。近日，杨超被授予“陕西省五一劳动
奖章”，荣获“陕西省技术能手”称号。

“过硬的技战术水平不是为了比赛，也
不是为了荣誉，更多的是我们救护人员的
一份职责，一种情感，我们最大的心愿就
是矿井安全生产，矿工兄弟平平安安，我
们宁愿一身本领永无用武之地，只求矿山
安然、兄弟无恙！”杨超总是这样说。

（赵倩 肖鹏辉）

百里煤海升起一颗“技术新星”
——记陕西省技术能手、澄合矿山救护大队队员杨超

今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灾
难,让我们看到生命的脆弱和无
奈，也让我们看到奉献和爱的力
量。面对疫情，榆北煤业曹家滩公
司员工积极转变身份，感人事迹不
断涌现，暖心画面不断上演。

她欠父母一个团圆年
90 后女孩段小锋，没有女孩

子的娇气，而有的是“女汉子”不
怕苦不怕累的劲头。临近年关，
由于公司外地职工居多，便实行轮
岗放假，她便主动请求值班,但却
一直没敢告诉家里。大年三十，她
和工友一直为晚上值守员工与家
属准备年夜饭，直到家里的催促电
话打来，她安慰父母说：“爸妈新
年好！等到大年初二轮岗值班回
去再给您二老补过团圆年。”

初二早上，在交替轮值之时，
便接到紧急疫情防控指令，段小锋
又选择继续坚守，成为疫情防控的
一员，同时负责整理收集信息、政
府文件报送、物资采购发放，她谨
慎落实，深怕有半点疏漏。

全国能源告急，复工复产迫
在眉睫。她又接手了 1500 余人分批返矿事
宜，籍贯、离开（返回）时间、乘坐工具等，严格
筛选报批。一批申报通过，她便开始筹划第
二批如何归来，如何监测隔离……她主动向
工友们征求意见，策划协调。这一刻，她感受
到了组织的温暖和集体的智慧。接到第二批
返岗获批文件，她开心地跳了起来。

据了解，她在第二天又上火线，并向党组织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面对千人数据，通宵工作，虽然时间溜走了，
但数据却准确了。”提起段晓峰，防疫办赵主任赞
不绝口：“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女孩子10天的工作
量，两个墨盒不够换，1000分钟的通话时间不够
打，15个档案盒不够装。这个90后，真不错。”

监测工是矿区最好“防护服”
“你怎么没戴口罩？”“买个饭马上回来。”“疫

情当前，我们要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小小年纪，
怎么这么古板？”“这样吧，我叫人给你送口罩，
或者我找人帮你带饭。”面对执拗的苏默涵，未戴
口罩的人红了脸，转身走了。

“36.5℃ ，正 常 ！”“36.7℃ ，正 常 ！”……
“36.3℃，正常！”拿起测温仪，对准来人额头，透
过口罩看清“熟悉”的面孔，两人相视一笑。

疫情发生后，该公司设立关卡点，安排人员值
守，为进入矿区、重要场所的每个人测量体温，督
促佩戴口罩，坚决守好“第一关”，确保矿区平安。

“测体温！”计划室小路说道。
“好的。”小苏从怀里快速拿出测温仪，

“36.5℃。”
“怎么还放在怀里呢？”小路打趣。
“今天又是零下11度，早上6时到7时30分这

个时间段是上班高峰，怕测温仪遇冷数据不准，就
把它揣进怀里焐热。”小苏不好意思解释道。

“放心吧，咱们购置的这款测温仪是防冷防
湿的，精准度高，放心用。”

填好记录，小苏憨憨地笑了！ （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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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艰难险阻、越要奋勇向前”，自
陕钢集团汉钢公司系统检修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打响以来，一个劳模、一面旗
帜，一个先进、一列坐标，他们在各自的
战线上同心同行、独当一面，以挺在前、
担重任、作表率的劳模精神为指引，奔赴
在检修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期劳
模先进的担当和本色。

昼夜可见的身影

3 月 4 日，炼钢厂 1 号转炉砌炉战役
战鼓应声擂响，作为 1 号转炉主管，陕
钢集团劳模王斌当仁不让第一时间组

织完备 20 余名检修主力军，按照砌炉
方案带领员工爬到 9 米炉底，找准炉底
中心、插入定位杆、铺设保温毡，紧接
着第一层永久层砌筑、第二层永久层
砌筑、镁火泥填严……虽然依靠多年经
验，每个流程大家已经默契十足，但砌
炉关乎整体检修进程和品质，炉内作
业中人人屏住呼吸、严守操作规程，任
凭汗水浸湿衣裳、灰尘遮住视线，经过
四天四夜奋战、111 小时 20 人的炉膛激
战，51 层炉体严丝合缝，3 月 8 日他们
圆满完成既定目标。每一块镁碳砖背
后闪耀着炼钢精神，每一次智慧修砌
尽显劳模先进的潜能韧性。

守好特殊的“战位”

“注意，请各单位提前安排好相关人
员明天准时到水泵房集合参加清淤。”3
月 10 日晚 21 时，生产科科长庄贵林在工

作群里发出“集结令”，除尘车间二冷池
内因日常生产产生的淤泥已亟需清理，
24 位“清淤”精英穿戴连体衣鱼贯而入，
全力出战，140 平方米狭长二冷池全靠
人力，你一铲、我一锹，装满小车再由三
人合力将其吊出，清淤是心理和身体的
双重考验，淤泥经过沉淀，挥发着阵阵
刺鼻气味，而清淤者并未皱半点眉头，
他们中有陕煤集团劳模赵志雄，陕钢集
团十佳青年李涛等，他们时而穿梭在池
内研判“战况”，时而在台上吊运小车，
他们以身作则、带头表率，以永不褪色
的劳模印记影响着身边人，在这片特殊
的战场上守好自己特殊的“战位”。

传递榜样的力量

近日，“张磊讲安全”在共铸钢魂微信
公众平台设专栏开播，熟悉的工友利用
最潮的新媒体传播安全知识，全新的学

习方式让人耳目一新，授课人正是连铸
车间安全员张磊，他是炼钢厂首位注册
安全工程师，还是直面坎坷、践行孝道
的第一届“陕钢好人”，他在负责好本
次检修监护、把关各项安全细节的同
时，争分夺秒利用工作间隙自找钢铁
行业事例素材，利用手机和电脑录制
知识点，自学视频剪辑技巧，确保每周
发布两次，职工在任何时刻都能接受安
全教育，使安全管理培训更加创新化和
本土化。“陕钢好人”不仅是一个标签，
更传递出尽职尽责、至善至淳的人生态
度和品格。

“莫道春光难揽取、浮云过后艳阳
天”。劳模故事不断闪现、劳模作风璀
璨闪光，劳模精神薪火相传，在他们的
影响和带动下，定能汇聚更加磅礴的
力量，撑起建设美丽幸福新陕钢的钢铁
脊梁！ （钟潇雨）

在疫情大考中彰显劳模本色

↓↓ ↓↓ ↓↓
目前，在这场严峻的疫情阻击战中，建设集团洗

选煤运营公司有这样一群“疫”无反顾的逆行者，成
为疫情防控的急先锋。

能解难题的“郭办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由于丈夫春节值班，作为家
属的郭贞决定陪同丈夫一同留守矿上过年。随着疫情
形势加剧，她考虑到项目部还没有防疫物资，便急忙和
丈夫驱车赶到合阳县城购买防疫物资。由于春节期间
各大药店都已关门，且像口罩、测温仪、酒精等防疫物
资基本脱销，他们几乎跑遍了整个县城的所有药店，还
联系老家的亲朋好友寻找采购，最终买到了所需物资。
随着疫情态势持续加重，公司推行全员钉钉打卡和“健
康陕西二维码”管理，项目部大多数职工年龄较大，对智
能手机的使用不是很熟练，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五花
八门，但为尽快实行全员覆盖使用，她将注册步骤进行
截图标注，细心指导大家安装和使用，在郭贞不厌其烦
指导下，项目部100余人仅用一天时间就完成全员注册，
工友们亲切地称她为“郭办事”，啥不会就找她，准行！

最美巾帼“小翠翠”

1月 30日大年初六，矿方已经实行全封闭式管理，
办事员徐喜翠积极和矿方沟通协调，为全体员工办理出
入证，同时结合疫情防控要求，制定“员工日常体温检测
表”“一卡一档”表，随时掌握所有复工人员健康状态，在她
的积极协调下，项目部疫情期间上岗员工达到80多人，
占项目部总人数的80%。随着疫情持续加重，矿方疫情
防控也越来越严格，每天必须按时上报各种报表，工作

量成倍增长，为了确保登记的各种数据无差错，她每次都要一遍遍
核实，同时谨记“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按
时将各类报表统计上报，不光是为员工负责，也是为自己负责。

精力充沛的“冰哥哥”

2月底，矿方对疫情低风险区员工实行返岗复产复工，技术员
曹冰积极联系未返岗员工开具社区证明和健康证明，配合矿方做
好返岗员工登记工作，有时由于返岗员工较远，来到矿后已经
是后半夜，但是他及时做好员工的登记和隔离工作，安排好住宿
已经凌晨。按他的话说，领导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来办，
这是对自己的信任，苦点累点不算什么。目前，项目部第二批隔
离人员已经进行登记隔离，总计隔离 8人次，其中 4人进行核糖
核酸检测阴性，已经解除隔离，第二批隔离人员即将做核糖核酸
检测，这为项目部的全面复工复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李成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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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疫情期间新冠肺炎患者和危急重
症患者临床用血需求，近日，西煤机公司金结
分公司 12 名职工组成的爱心志愿者小分队来
到陕西血液中心西安血站，参加“众志成城，
热血逆行”无偿献血活动。

一大早，爱心志愿者、共产党员皮龙和杨
伟分别开车，与工友们从40多公里外的高陵区

赶到血液中心共献血800毫升，血小板200个治
疗量，受到医护人员的肯定和感谢。

据悉，自爱心志愿小分队成立以来，先后
共有 53 人次捐献血 3200 毫升，血小板 60 治疗
量。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他们为需要救治
用血的患者捐献一腔热血，保障临床用血供
应，贡献一份力量。 田亚东 摄

西煤机金结分公司 抗“疫”有你 热血逆行

段小锋在整理资料段小锋在整理资料

铁路线上，一颗颗道钉铆在轨枕上，
紧紧扣住钢轨，无论车轮怎样迅疾猛烈
驶过轨道，始终钉在那里，任劳任怨，坚
韧执着……周震就像这其貌不扬的道钉，
20 年如一日扎根在养路一线，从矿上的
锅炉工一路成长为蒲白铁路运输公司宝
麟项目部工务段招贤工区的区长。

毫米之间卡控线路质量

宝麟铁路全长 87.1公里，招贤工区就
担负了 44.2公里半数以上的养护任务，线
路长，桥梁、涵洞、隧道多，几乎全在山里，
设备环境复杂、养护难度大，他深知要守
住线路质量，就必须对管内设备心中有
数，全面掌控。他大胆管理，认真做好每

一寸钢轨的检查，精心制订病害整治方
案，一门心思扑在如何提高招贤工区的线
路设备质量上。便携式线路检查仪查出
的“病害点”，是线路质量的考核标准，工
作中他严一格，高一档，将查出的一、二级
超限都列入整治范围。公司要求线路垂
直水平不超过 6 毫米，他决不超出 5 毫
米。尤其像道岔这样的“咽喉”部位，护背
距离不能大于 1348，查照间隔不能小于
1391，超过一毫米则为失格……

正是这样毫米间的严格卡控，招贤辖
区的线路“病害”大幅减少，线路合格率
100％，优良率超过 90％。线路质量就是工
务人的金字招牌，“差一毫米也不行。”周震
正是这样严格按标准管理和养护线路。

困难面前勇往直前

2015年冬天，整个项目部抢抓工程遗
留问题，招贤辖区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道岔，
13组道岔全部水平超限、整体下沉，必须重
新起道岔、填道砟，道岔结构复杂，起道本就
困难，加之天寒地冻就更难了，他带领 14名
线路工从天亮一直干到天黑，不停点地干，一
天也只能整治两组，就这样在零下十几度的
天气里，一干就是七八天，每天都是身上干得
冒汗，脸上冻得发麻。全部道岔整治到位后，
但是在刷道岔标志时，又遇到新问题，速干漆
冻得喷不出来，还不能用火烤，他和工友们硬
是放在怀里捂，捂热后再喷，仅一组道岔的刷
标点位就有 20多处，还不算支距，就这样捂

热了喷，喷完了再捂，直到任务完成。
据了解，每年 4到 11月是铁路防洪防

汛的关键时期，2018年他与工友一起脚踩
稀泥扛石头、抬石砟，在泥水中清理边坡石
块，在雨中处理了招贤工区K84+900公里
路基下沉点 6处。顾不上歇息的周震，翌
日又继续投入K43+480公里处晃车点的起
道、填砟、捣固中，汗水浸透衣服、手套磨
破，双手振得发肿……安全先进班组，优秀
共产党员、“安全标兵”、优秀班组长等称号
就是对他的最大认可。

寒来暑往，春去秋来，周震这颗道钉，
“身有五寸长，绝不钉进四寸九”，不松一
分、不挪一寸，履行着一名普通铁路职工的
神圣职责。 （王婉妮）

周震：蒲白铁路线上的“道钉”

近日，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陕北矿业神
南产业公司救护中心霍庆丰，刚刚错过晚饭时
间，便准备用一桶泡面来充饥，由于一个接一
个电话催促，要汇总一个接一个的疫情信息报
表，使得他不得不一次次放下手中的开水。

“大年初二接到疫情防控工作任务以来，
霍庆丰每天都在收集汇总员工的各类信息，实
时了解员工状态，及时向上级公司及榆神管委
会报送各类信息。抽空还起草救护中心疫情
保障措施、消毒措施及复工返岗方案多份材
料，并撰写宣传报道，每天晚上都在半夜一两
点休息。”救护中心甄景全说。

在采访中，霍庆丰的电话和微信就没有停
止过，他手中的泡面无数次地拿起又放下，最后
一次刚加入热水，救护中心一个紧急视频会议，
再一次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去。会议结束后，
才吃完那还有些余温的泡面，但是距离打开泡面
包装的那一刻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在他眼
里，当前疫情防控工作远比自己吃饭重要。

“霍庆丰一心扑在事业上，家里的事他很少
管，一天到晚总是想着单位的事，这几年上班几
乎是天天晚上加班，全公司的人都知道，家里面
的荣誉证书都塞满了一个抽屉。”电话里霍庆丰
的爱人说：“最近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关键时期，他
忙得不可开交，我打电话让他劳逸结合，注意身体、
按时吃饭，但是经常说上一两句就挂断电话。”

“公司那边还有装消毒液的大桶吗？我们消
毒液不多了，也想去北元化工领取一些，需要办
什么手续？”霍庆丰电话问道。

“请加下‘榆神公安警务协作平台’微信群，
每天在群里报送你们单位在园区内人员情况及
异常情况。”榆神公安局打来电话……

就这样，霍庆丰每天电话不断，既要联系防
疫物资，也要对接榆神管委会。前几天有部分员
工要返岗，但园区管委会设立了检查点，车辆进
不来，他提前与管委会沟通，备案了返岗人员信
息，就这样，第一批返岗员工顺利进入园区。

“我是党员，现在要做的就是实时追踪疫
情动态，实时报告，只要疫情不解除，我就将继
续坚守岗位，疫情不退我不退！”在回答笔者提
问时霍庆丰掷地有声地说。 （郭霞）

霍庆丰：
吃碗泡面用一个多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