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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大事难事看担

当，顺境逆境看襟怀’，对于应
负的责任，风险再大、困难再
多也要坚持。”彬长矿业胡家
河矿保卫部长王金鹏是这样
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临危不惧显担当

2020年春节，突如其来的
疫情，像蓄谋已久将所有人
卷入其中，人人谈疫色变。
疫 情 面 前 ，王 金 鹏 选 择 逆
行。他不惧风险、迎难而上，
放弃休息，带领全体保卫战
士“火线”行动。第一时间带
头深入部门、区队、班组积极
宣讲，做好职工思想引导，安
排在各门岗、车间、厂房、楼
宇出入口设立疫情监测点，
严格体温监测、情况询问、登
记排查，坚持 24 小时值班报
告制度，认真落实防疫安保
工作机制，建立工作台账，做
实做细疫情防控工作。

履职尽责大胸怀

“疫情面前就是考验我们
的时候。”“作为矿区安全的
守护者，我们要时刻做好‘战
斗’准备。”面对复杂的疫情
防控形势，王金鹏深感肩上
的责任之重。他身体力行带头遵守防疫
制度，将管好、发挥好保卫人员作用作为
工作的重要环节。要求保卫人员在严格
执行疫情防控各项“禁令”的同时，时时关
注预警信息，确保人人进入“战备”状态。
1月份下旬以来，全国疫情形势吃紧，各省
应急一级响应。该矿启动准军事化全封
闭式管理模式。一时间有的职工开始坐
立不安，甚至出现了害怕、焦虑等心理问
题。王金鹏和工作人员不怕厌烦，认真给
予心理疏导，消除大家的恐慌。特别是对
上下班等人员较为集中时段进行严格管
理，全方位巡逻，对一些不配合人员总是
耐心进行劝导。一天工作下来，常常是腰
酸腿痛，但他没有一丝抱怨。

防疫安保两不误

越是艰难险阻，愈显担当作为。王金
鹏和科室的其他同志在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期间始终坚守岗位、默默付出，做到
了敢担当，能担当，会担当，善担当，用行
动践行了“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铮铮
誓言，汇聚起矿区安保和疫情防控“双胜
利”的强大力量。他始终牢记岗位职责，
无论工作多忙，他都会挤出时间学习，经
常为领导的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及
信息。为了解决矿区安保问题，他下沉
基层，了解情况，有效化解问题。为了提
高工作效率，他不断对部门管理进行创
新，内部经常座谈讨论，大大提升了部门
人员的工作水平和效能。在深入推进

“平安矿区”行动中，他坚持带队巡逻，加
密夜间巡查频次，做好各种突发事件处
置，以实际行动为矿井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和安全生产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皮肤虽然黑，但人很热情，工作上随
叫随到从不推诿，同事间无论大小困难事
必亲躬从不推脱。”一名同事这样评价他。

（白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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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偏瘦身材的陕化公司安全环保专
员李书邦，走起路来总是腰板挺得笔直，双
脚频率很快，就像踩着“风火轮”，长期的户
外工作把脸庞晒得黢黑，凭着一丝不苟的工

作态度，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工友称他
为陕化“环保达人”。2008年，李书邦大学
毕业就来到了陕化安全环保处工作。

爱岗敬业的“主心骨”

当前的环保要求越来越严格，尤其是
“蓝天保卫战”“碧水攻坚战”“净土持久
战”“青山保卫战”这四大战役对生态环境
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2 年，陕化公司新生产系统开车，
李书邦更是在现场忙碌。四套在线监测
设施原始监测记录着企业废水、废气排放
数据，其数据直接传输至生态环境部和省
市县各级环境管理平台，直接反映着公司
环境治理达标和环保管理的实时情况。
人们经常在这里看到李书邦的身影，他总

是守着在线监测设备旁，记录运行数据，
检查运行状态。环保设施在线运行过程
中出现故障或隐患时，他积极协调各部
门，组织人员抢修，保障设备在最短的时
间投入运行。朴实作风，过硬本领，使他
成为领导同事十分信赖的“主心骨”。

提升技术 实施污染防治

近年来，各级环保部门加大对各企业
监督检查力度和频次，中央环保督察组、
省、市、县来陕化检查频繁，无论是做笔录
还是环保设施检查，李书邦都全程陪同，
并及时解答检查组提出的各类问题，保证
了每次环保检查能真实反映公司环保工作
的每一个细节。

2018年，他着手制定了《突发水环境事

件风险防范指南》和《突发大气环境事件风险
防控措施》作为工作执行法则，成为守护一方
环境平安利剑。编撰的《企业突发环境事件
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指南（试行）》等隐患排
查管理制度，制定了环保检查项目表，组织人
员进行环保隐患排查并跟踪整改情况，做到
查出一项整改一项，落实到位不走过场。

2019 年，对陕化公司环保工作来说是
成果颇丰的一年。李书邦参与申报公司
环境治理项目，主要污染物稳定达标排
放，锅炉烟气符合超低排放标准，完成了
尿素粉尘治理项目建设，启动了锅炉烟气
脱白、总氮治理项目，获取了重污染天气应
急响应情况下不减产批复。众多的工作
成绩都离不开辛勤努力，他也成为陕化公
司名副其实的“环保达人”。 （马洪）

“环保达人”李书邦

曹武正在黄陵矿业双龙煤业，被工友们
亲切地称为“精巧”班长，他扎根矿山 24年，
亲眼见证了企业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勤学苦
练，细心钻研，将自己从一名学徒锤炼成了
著名的“精巧”汉子，在矿井安全生产中谱写

出不平凡的人生篇章。

我是关中汉

1996年，18岁的曹武正带着对矿山的憧
憬，成为该矿一名煤矿工人。当时，由于地
质条件复杂和生产工艺落后，一个班下
来，身子骨累得像散了架一样，他休假回
到家里，对父亲倒苦水。父亲说：“孩子，
你可是顶天立地的关中汉子。”从此后他
便下定决心，一定要将“关中汉子”这四
个字转化为工作动力，每当遇到困难时，
父亲的话语总在耳边回响。

2012 年，受 1502 工作面过断层影响，
采煤时需要打眼放炮，采用工艺既复杂又
危险，而且生产效率极低，形势非常严峻，
有一小部分人甚至选择了离开，可他却依
然坚守在一线工作岗位上，成功完成炮采

任务，最终成为该矿采煤骨干。

练成真功夫

24年来，曹武正努力克服因文化程度
不高带来的各种困难，虚心学习，将自己锤
炼成了一名技术大拿。2001 年，该矿准备
培养几名采煤机司机，他果断站了出来亲
口承诺，如果开不好采煤机，就不回家。
面对采煤机这个庞然大物，“老虎吃天，无
法下爪”，他托人找来一摞旧书每天挑灯
夜读，将不懂的地方抄写下来虚心向师傅
请教，几个月后，庞大的采煤机在他手中飞
速运转，工友纷纷对他竖起大拇指。

铁汉也柔情

曹武正是个人人称道的好工人和铁汉
子，可面对家人，总觉得亏欠太多。

2013年，由于该矿生产任务重，决定春
节不放假，为了响应这一号召，他毅然决定
留下继续工作，但由于父母年事已高，不便
出远门，便留在了家中。除夕晚上，他给家
里双亲打电话，说到激动处，眼泪来回直打
转，但始终没有流下来，他把对双亲的思念
深深埋藏在心里，转化为工作动力。同时
在其心里始终有一杆秤：父母给了他生命，
就应该尽孝，企业培养了他，就应该尽职。
半年后，他回到家中，面对苦苦盼儿归的双
亲，双膝一软，老父亲见状，连忙扶住说：

“孩子，矿山给了你第二生命，我们都明
白。”听了父亲的话，他热泪盈眶。

24年来，曹武正亲手教出数十名徒弟，
为该矿的生产力量输入了新鲜血液，并将
最美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矿山，擘画出人
生最美的篇章。 （穆海宏）

综采一线的“精巧”班长

陕钢集团龙钢公司 13 号混匀料场项
目能否如期投运，关系到环保验收达标
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要顺利推进施
工，就要解决一系列难题：每天 1 万吨物
料的倒运、前所未有的大型工程施工技
术考验、仅仅 240 天的工期及高标准的
环保要求……在重重压力面前，作为项
目建设负责人，卜喜斌立下军令状：保
证按期投产，建成样板工程。

从项目初步设计、技术方案敲定到施

工图会审，卜喜斌一次次了解现场、对接
设计院、修改设计图。优化后的设计使得
工期缩减了 31 天，工程造价由原来的 1.2
亿元缩减为 8000万元。更重要的是，建设
项目首次选用钢格构柱+网架结构，更具
抗风稳定性强、封闭性好。为了更好掌握
钢格构柱性能和施工要求，他购买专业技
术资料自学钢格构柱、网架结构学相关知
识，多方考察研究。白天，他忙碌在施
工现场，大到钢结构骨架的连接方式，
小到螺栓螺帽紧固程度，都仔细检查，确
保工程质量。夜晚，研究图纸、思考计划，
确定最优施工方案。

今年 1 月 23 日，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
会副会长胡育科当场宣布，13号料场建设
项目通过“中国钢结构金奖”评选活动现场
验收环节。

去年 10月，卜喜斌尾骨受伤骨折，医生
建议他卧床休养，但是当时正处于机械化

一次料场项目前期规划的关键时期。该
项目是公司实现“国内一流、行业领先”
的标志性工程，它的建成将使企业步入
大型料场管理的国内领先水平。对此，
集团各级领导到现场调研。为了充分展
示大型料场的机械化、智能化对企业未
来发展的重要性，他带病全程陪同讲解
数小时，身体严重透支。

稍作休息，卜喜斌又迅速转入 2020 年
投资计划需求调研工作中，亲自带队到各分
厂、各单位询问投资需求，进行问题答疑，完
全不顾及个人病情。在生病期间，他坚持连
续工作 100多天，每天工作 14小时以上。有
时候疼得坐不成椅子，硬是站着处理工作。

在公司启动工业旅游项目建设AAA级
景区过程中，他更是连续 30天吃住都在现
场，加班加点，精心打造了以“一馆两中心
三景点”为核心的龙门钢铁景区旅游区，并
配套建成游客接待中心、旅游卫生间、生态

停车场、生产现场参观通道等。龙门钢铁
旅游景区被评为韩城市产学研教育基地，
截至 2019年底，累计接待游客 4万人次。

公司基建技改项目任务重、作业点多、
面广线长，卜喜斌大胆创新改革，推行工
程项目经理责任制，大力启用部门年轻干
部，为他们提供展示自身的平台，营造“比
学赶帮超”的浓厚竞争氛围。他敢于授权，
但不忘追踪效果，每日对各项目进行业务
督导和廉洁教育，帮助他们快速成长。短
短两年时间，在其身边涌现出一批“敢干
事、会干事，不出事”的年轻人，为公司结构
转型、安全环保、环境提升等项目输送了大
量的有生力量，将项目经营得有声有色，完
成了一个个颇有口碑的工程项目。

卜喜斌以笃定的信念，将智慧和心血
奉献给项目建设，见证了企业跨越式发展
的艰辛历程，为企业交上了一个工程人的
奋斗答卷。 （张选刚 党颖 惠妮妮）

工程人的奋斗答卷

一
井下，漆黑，

采煤工在长长的黑色煤壁上挥

舞着巨笔，

都市里流光溢彩，灿如星河，

刚毅的脸上，露出自豪地微笑。

二

戴上安全帽的那刻，

安全就在心中闪烁，

时刻铭记，“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不违章违纪，规范操作每一时，

让事故远离。

三

千尺煤海，万米井巷，

干的都是标准活，开的都是标准“花”，

汗水浇灌的标准“花”，开了一朵

又一朵，

这花，开在煤矿人的心坎上。

四

离开紧张繁忙的工作面，

拎着星星升井，

去唤醒黎明，

深呼吸，吐故纳新，

醉倒在清新的空气里。

五

带着洗不净的黑眼圈，

走在平平安安回家的路上，

舒展双臂，去拥抱灿烂的阳光，

幸福充满心房。

（蒲白矿业公司西固煤业）

矿 工
澎澎 拜拜

那是十分遥远的暗夜，
那是千年一夜，在一个叫作
南湖的一艘小船上，亮起了
一个民族瞭望的眼睛。这
双眼睛犹如黎明前的曙光，
穿透重重迷雾，照彻在神州
大地。从此，一束光明奔走
于田间山头，奔走于工厂学
校，挟裹着千年的苦难，挟
裹着亿万人民的悲愤；这束
耀眼的光明瞬间便燃烧起
来，遍及一个又一个村寨，
遍及一座又一座山头……

七月的曙光，是一群赤
子用满腔的热血燃烧而成；
七月的曙光，是一群有志
者 用 信 念 和 理 想 铸 就 而
成。从井岗山麓到大江南
北，从雪山草地到陕北窑
洞，从平原山野到繁华都
市，无数的曙光，在散发着

光芒，无数的光明，在散发着火热。人民在觉
醒，勇士在奋起；黑夜在逃遁，腐朽在坍塌。

七月的曙光，驱走你在夜色阑珊处的冷
漠，遣散你浓浓迷雾里的苦涩，陪伴你走过陌
生遥远的孤单，引领你走出迷惘彷徨。七月的
曙光，是农民的农具锃亮里的舞蹈，是工人双
眸里闪现的泪花，是古铜色的民谚里飞翔的
神鸟，是黄皮肤少女手中托起的白鸽……

七月的曙光凝聚成民族的长城，在千万
个烈士的血流里屹立，这是光明对于黑暗的
无情的征服，这是信念和希望对于心灵无私
的占有，这是理想与和平对于旧世界的摧
毁！七月的曙光，可以驱散一个个阴霾，同样
可以照耀出一个新时代的辉煌。七月的曙光，
是灵魂之光，是生命之光，她必将穿越历史的
永恒。

被七月的曙光照耀着的大地，是一片神奇
的土地；被七月的曙光辉映着的人们，是幸福
而惬意的人们。近百年来，人们坚守着一份永
远执著的期待；近百年来，人们在期待中一次
次地抗争和崛起；近百年来，人们在崛起中一
次次地腾飞和富强！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伟大
的共产党，这就是永远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

七月的曙光，已照进了崭新的时代。新时
代的人们拥有着新的希望和新的梦想。七月
的曙光，已是睿智之光、强悍之光；七月的曙
光，已是力量之源、思想之源；七月的曙光，已
是民族之太阳、世界之恒星。这高贵的光明，在
今天的天空里更加灿烂，更加纯洁和绚丽！

（韩城矿业公司）

七
月
的
曙
光

冯冯
骁骁

总是向你索取，却从未感谢过你，直
到长大才懂得那份伟大的父爱是那么的
坚定。 ——题记

还记得朱自清写的《背影》，道出了父
爱的厚重与无声，曾使无数人感动不已，今
天，我也很想借父亲节，用我手指下的键盘
诉说我对父亲您的爱与内疚。

曾经的您背着我去赶过集，摘过苹果，
看过戏，而现在的您，小而瘦黄的脸上一双
深邃的眼睛，额头的皱纹一层又一层，黑发
中的白发在提示我，现在的您已经老了。

儿时的记忆里，我就是您的“心肝宝
贝”，您对我就是“捧在手里害怕掉了，含
在嘴里害怕化了”，哥哥时常因为我的调
皮娇气被批评挨打，因此，哥哥经常说自
己是捡来的孩子。

小时候常常喜欢坐在您的怀里，摸着
您的胡子茬，有时还调皮地去拔，您不去
埋怨只是扭扭头，继续抽着烟，如今那双
我曾坐过的双腿没力气了，走路也蹒跚
了，那个曾经背过我的后背已经弯曲无
力了。现在您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就是

“我身体很好，你安心上班，好好过日
子！”多么简单又平常的一句话，可是里
面包含了您对我的多少期望与爱呀！

上次回家看到您消瘦的身体，两条
僵硬的胳膊整理衣领时，脸上那痛苦不
堪的表情，瞬间，我湿了眼，我眼中那个
叱咤风云的一家之主，家里的顶梁柱已被
岁月摧残成一位瘦小的老头了，那刻在脸
上的沧桑，无法抹去！无法掩盖！

我清楚地记得您生病住
院的时候，那天您都已经进手
术室了，我还在去医院的路
上，当我到了手术室门口，妈
妈已经累坐在了墙角，慢慢地

对我说：“你爸已经进去一个小时了，估
计快出来了……”看着妈妈焦急痛苦难
耐的表情，我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手术终于结束了，我看见您疲惫的眼
睛似乎还在奋力地寻找什么，直到看见我，
您对我轻轻地说了一句：“娜娜，你来了。”
如今我才意识到，您在进手术室前一直在
等我，而我却让您失望了，此时，我只能对
您说声：老爸，对不起！

看着您原本 1.83米的身高，80公斤的
体重，已经变了样，身上还拖着尿管和引
流管，您轻轻地告诉我：“娃，没事，这是
小手术。”第二天我就走了，自己还以为没
有什么大问题了，现在才知道，之后您留
下了肚子胀疼的后遗症，而且这种痛苦要
伴随您一生。我明白了，原本我躺过的大
怀抱，爬过了宽后背，也许再也不会为我
遮风挡雨了。就如同《父亲》这一首歌中
唱的“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直到
长大以后，才发现你不容易”。

老爸，以后我会用我最大的努力孝敬
您，希望您身体健康，愿您伴我走得更远
更久。 （铜川矿业公司陈家山矿）

芙蓉出水 薛双娟 摄 （澄合矿业公司）

写给我的老爸写给我的老爸
崇娜崇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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