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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十二局集团一公司厦门轨道交通6号线2标
项目部把员工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近日组织150余
名员工进行防台防汛实战演练，提升员工应急抢险、
自主救援能力。 □赵华威 摄

5月18日，晴，笔者还未进入运行队会
议室，就听到她为职工答疑解惑。她常说，
运行队就是一个大家庭，我要用自己的行动
让它变得更温暖、更有爱，她就是陕煤集团
澄合矿业有限公司董矿分公司运行队技术
员张蕾。她用青春书写着新时代女大学生
扎根矿山、奉献煤海的别样风采，演绎了属于
当代煤炭行业女职工独一无二的奋斗青春。

蕾绽花开有梦想

张蕾所在的运行队，担负着矿井生产

供电、工业生活
用水、浴池楼供
暖、井下供风以
及四大机械的操
作 、检 修 等 工
作。为了能快速
融入工作环境、
进入工作状态，
她每天下班都泡
在矿图书室两三
个小时，学习各
类专业书籍；为
了弄清设备运行
原理，她经常拿
着图纸和设备说

明书，对照实物进行研究，尤其是在检修设
备时，她主动给工人师傅打下手，以更好熟
悉设备结构和运行原理。短短 3个月时
间，她就熟悉并掌握了日常工作。

张蕾用一点一滴的努力，成功实现了
从大学生到技术员的角色转变。

艳蕾芬芳有故事

大多数人认为，煤矿是男人的天下，而
张蕾偏不买账，坚持用制度管人。作为技
术员，张蕾结合运行队工作实际，建立健全

20余项管理制度，为区队安全管理提供操
作规范和考核依据，实现了运行队连续几
年安全生产无事故，并在矿井综合考核中
名列前茅。

张蕾自制的“四坚持”原则，把机电安
全管理渗透到每天每班每人。

蕾花朵朵有收获

应国家环保要求，矿井燃煤锅炉面临
拆除改造。由于首次接触锅炉改造，且离
供暖期不足 2个月，在这种难度大、任务
重、时间紧的情况下，张蕾没有退缩，她主
动与大家讨论，积极与厂家联系，邀请专家
现场指导。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最终确
定了既经济又能满足需求的改造方案。为
确保工程顺利进行，她每天盯在现场，对施
工前准备、新设备验收和施工质量严格把
关并及时协调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问题，在
人员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的情况下，提前10
天完成了改造工程。

近年来，她先后编制了
地面压风管路改造、1# 2#
西河主扇更换电机、排矸井
绞车更换星形轮、3#空气压
缩机安装等一系列安全技
术措施，参与完成了地面变

电所改造、排矸井绞车房改造等项目，均实
现了安全作业。

蕾香阵阵有大爱

疫情期间，张蕾积极投疫活动。她主
动参加公司开展的慰问活动，为防控一线
人员赠送劳动防护用品和消毒用品，为女
工发送“齐心协力抗疫情 复工复产促发
展——致董矿女职工的倡议书”，倡议女
工发挥独特作用，助力矿井安全发展。她
还利用工作之余为运行队职工进行心理疏
导，为复工复产作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矿井“一优三减”“四化建设”步伐
的加快，张蕾又开始探索新的课题——力
推压风机房、主扇房等设备实现无人值
守。张蕾正以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永不认输
的韧劲，谱写着一曲铿锵玫瑰搏击风雨的
奉献之歌。

□李小妤 吴春燕

连日来，航空工业起落架燎原机电公司油缸生产
车间组织职工抓生产进度，努力完成二季度生产任
务，以实际行动促生产、保目标。 □杨焕东 摄

近日，陕建九建集团安装公司党支部组织全体党
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召开第二季度党员大会暨主题
党日活动，重温入党誓词，聆听专题党课。

□苏李莎 摄

近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机务
段举行第二十届质量管理小组成果评审会，共 8 个
优秀成果入围，近 100 名干部职工到场观摩。图为
该段质量管理小组成果评审会现场。 □罗超 摄

6月29日，西安公共自行车公司工会紧扣“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主题，开展安全生产月知识竞赛活动，共11支队伍参赛。 □白雪 摄

中铁十一局城轨公司武汉地铁16
号线老关村车辆段站项目部班前教育
一改往日传统说教的形式，让一线工
人走上讲台“话安全”。对每天上台
宣讲的工人发放2张安全积分卡 （10
个积分），每个月评选 1 名“优秀讲
师”，奖励 100 积分，并颁发荣誉证
书，工人可凭借积分卡在安全积分
超市兑换商品。如此一来，工友的
积极性高了，现场的气氛活跃了，

“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
态”也从刚复工平均每天8项减少到
现如今的每天不足 2 项。（6 月 26 日

《工人日报》）
传统的班前安全教育大多由企业

中不同部门的负责人来讲，由于经常
是“老面孔”带来的“老声老腔老
调”，让工人们感到乏味。在接受教
育时不积极、不主动不说，甚至还会
出现厌烦和排斥现象，使教育效果不
理想。

如何让班前安全教育能够入耳入
脑入心，笔者以为，让一线工人直接
参与管理“话安全”，不失为是一种
好办法：一能变常规的负向激励为全
新的正向激励，让工人们从“幕后”

进到“台前”，从“配角”转为“主
角”，打通安全管理的“最后一公
里”；二让工人们有了安全管理的

“话语权”，可使“关口”前移，增强
安全责任和自律意识，形成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安全防范机制；
三是以积分制等激励形式寓教于奖，
让严肃的安全管理，变得既活泼又务
实，充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营造起“大家查安全隐
患，人人为安全发声”的良好氛围，
通过群策群力群防，时刻握紧生产管
理的“安全阀”。 □费伟华

让一线工人“话安全”好处多

■洒金桥茶座■ 今年 59 岁的王和平，
2017年7月1日任咸阳市国有
资产综合经营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以来，管辖着
原陕棉八厂、市植保厂、深
井泵厂、糖酒公司、焦化
厂、重工业供销公司、农机
总公司、秦都饭店和奥力化
纤公司等 9家单位、13个生
活小区，共计 26000 名职工
家属。近年来，他不忘初
心、践行使命，先后荣获咸
阳市国企“优秀党务工作
者”、首届“最美退役军
人”、陕西省“物业管理优秀
工作者”等称号，被职工群
众誉为老国企的“好管家”。

1980年，王和平从部队
复员，被分配到咸阳市植保
机械厂当工人。由于勤奋好
学，从一名工人成长为拥有
多家子公司的领导。职工无
不感叹：“从部队锻炼出来的人就是不一
样！”

职工利益无小事。2015年修建西宝高
铁时，要从文汇路深井泵厂一小区通过，
急需搬迁。为确保西宝高铁工程顺利进
行，他像战场的指挥员一样，攻坚克难，
化解矛盾，使小区在一个月内完成搬迁。

原陕棉八厂现有 4300多名退休职工，
70 岁以上的达 2263 人，占退休职工总数
53%。在王和平主导下，去年他们举办了
八棉首届“重阳节”文艺晚会，他把为企
业发展作出贡献的老劳模、老党员、老干
部、老职工邀请到前排就坐；春节期间，
又对 17户特困老人逐一登门慰问，并把慰
问金和米面油送到老人家中；对长期卧床
不能自理的老人，想方设法为他们送关
爱、送温暖。

今年抗疫期间，结合公司“点多面广线
长”的实情，王和平不分昼夜对管辖的 13个
小区严防死守，人人测温、天天消杀，截至目
前，未出现一例新冠病毒感染者。

“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是王和平
的口头禅。他率领公司一班人相继解决了
市农机总公司职工的社保、医保费等棘手
问题；缓发在职工工资，先期补发原陕棉
八厂退休职工独生子女费 35万元。发放了
拖欠职工半年之久的菜篮子补贴 13.18万
元，上世纪六十年代精简人员补助 1.49万
元，遗属补助 26.1万元。当职工拿到久违
的补贴，职工们感动地给单位送来锦旗：

“尽心尽职暖人心，为民解忧美名扬。”
奋斗成就精彩人生。在多个小区职工

群众送给王和平的锦旗上，笔者看到这样
几句话：“惠泽群众解忧难，圆民久梦天然
气”“扶贫济困送温暖，真情帮扶促发展”

“思发展解民难，做实事暖民心”……这或
许就是王和平真心为民的真实写照。

□张翟西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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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精英■

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扎根矿山绽芳华
——记“陕西省五一巾帼标兵”、陕煤集团澄合矿业董矿分公司运行队技术员张蕾

女职工在行动
工复产

工作中的她，略施粉黛，自信潇
洒，回到老家的她，换上农装，扛起锄
头，和父母一起下地干活。从农家女孩到
西安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再到陕建安装
集团设计院骨干，她实现了华丽的转身，
却依然保持求学的心态、尽善尽美的作
风。她就是陕建安装集团设计院国家注册
化工工程师曹芳利。

今年 36岁的曹芳利，原本在航天六
院工作，工作离家近还轻松，但她不甘平
庸，2019 年 6 月毅然放弃安逸的工作生
活，选择加入专业更对口、更具挑战的陕
建安装集团设计院。

刚刚入职设计院的曹芳利就接到了

《湖北宏园药业入园项目》的可研任务，
虽然之前主要从事研发工作，对此类可
研报告的编写没有经验，但她还是接受
挑战。为了不耽误团队整体进度，她主
动请教经验丰富的领导和同事，去现场
和业主沟通技术问题，晚上则利用休息
时间翻阅资料，核对数据，完善图纸，
不知不觉就是一个通宵，先后共修改图
纸 20多次，完成 7种产品的计算、设计
和文本编写工作，最终如期交付工作任
务。如今，她已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项
目负责人。

根据工作需要，她以考促学，工作忙
就利用碎片时间学，除了专业内容，她还

自学英语、心理学、经济学等，始终保持
求学心态是曹芳利身上的又一闪光品质。
毕业后，曹芳利一直与高校教授保持联
系，时不时请教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她严
谨的求学态度受到了专家的认可，2019年
被引荐为“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大赛”专
家评委，2020年4月被聘为长安大学水环
学院“校外指导教师”，并多次受邀参加
毕业生答辩。

工作之余，曹芳利还有一颗善良的
心。几年前的一天，曹芳利得知一位师兄
要新建工厂，便带着师兄的相关产品，主
动找到家乡扶风县招商局，用自己的专业
知识，向领导介绍该项目的可靠性，经过

她多方奔走，该项目终于落地，促进了当
地经济发展和周围群众就业。此外，她还
长期为小区的贫困生小丁补课，帮助他顺
利考上高中。还成功开导中学生小陈走出
自卑抑郁……

从容、平静、自信、稳重，是曹芳利
给同事的印象，入职一年时间，她就获得

“优秀设计师”“巾帼标兵岗”领队等多项
荣誉。曹芳利是陕建安装集团设计院引进
高端技术人才的典范，是企业在“投资、
建设、服务”战略引领下，搭建设计和工
程总承包管理平台，吸引更多优秀人才的
缩影。

□王诗萌

从农家女孩到设计骨干

↓↓

■基层动态■

近日，中国兵器光电集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院
内，一辆辆满载慰问品的车辆依次行驶到各部门、各
单位门前，一箱箱清凉饮料发放至2000余名职工手
中，把公司党政的关心关爱送到了职工心中。

□王蓓 李晓青 摄

↓↓

↓↓

↓↓

近日，安康市“东盛·澜悦湾杯”乒乓球赛圆满收
拍，汉中市乒协代表队、安康市东盛·澜悦湾代表队、
西安市高山流水俱乐部队和汉阴县睿正俱乐部一队
分别荣获前四名。 □邹煊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