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14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胡建宏 版式：张 瑜 校对：田丁辉 电话：029-87344613 E-mail：mhxw2008@163.com 一线8

BB 班组天地
ANZUTIANDIANZUTIANDI

7月 5日 8 点班，中能煤田公司综掘
一队甲班掘进单班进尺 14.4 米，再创新
高。区队职工称该班组为“猛虎”班。

一把尺子量到底

“为什么左帮超挖 100 毫米？别拿
疫情防控没有人作为挡箭牌，我和副司
机当班无工，班前做检查。”掘进机刚停
下，班长刘立娃拿起尺子便量了起来，
当看到左帮超出了 100 毫米，刘立娃给
综掘副司机黑了脸。

面对工作面薄煤层、淋水大的实际，
刘立娃没有放松对安全生产标准化管
理。一把尺子不缩水，各种场合工程质
量不降标准，从自身做起。按技术标准，
超宽 100 毫米不在处罚范围，但他却要

求 50毫米以上必须处罚。

善用得实惠

“康二东打锚杆手疾眼快，质量高，
放到支护。煤机司机毛安安手上‘长
眼睛’掘出的毛巷，误差范围小……”
班长刘立娃对每个人的情况了如指
掌，这个“秘密”也是该班不断前进的
秘诀。

组员曹帅一个优化操作工艺流程
的可行性建议，解开运输系统移架不
便的问题。机组往前边拉架的同时，
便组织人员安装 H 架纵梁，运输系统
实现了平行作业，比以前节约 30 分
钟。“每个操作工艺环节都节省二三十
分钟，那可不是个小数字。”提起该班组
的管理经验，队长杨林平竖起了大拇指。

创新激活力

“最近工作面的水大，半岩巷道掘
进裹足不前，我认为应该在机头处增加

围挡，过滤水质……”每周会设定一个
创新课题，发挥组员们参与管理的积
极性，给予奖励。好动脑筋的曹帅又
把“疑问题”变成了“抢答题”。

这样的创新课题，涉及技术革新、
新工艺推广、师带徒等内容。根据大
家的特长开动脑筋，从操作工艺查找

关键点，生活中寻找灵感，集思广益，
寻找最佳解决方案。

上半年，该班组共提出技术革新
建议 20 多条，转化为经济成果的有 10
多项。现如今，学技能、会操作、能维
修成了班组成员的共识和终极目标。

（王惠武 刘鑫）

在领导眼里，他是业务骨干，
敬业担当，任劳任怨，不完成工作
不罢休；在同事眼里，他是德才兼
备，勤奋好学，乐于助人，对人坦
诚的好同志；而在自己眼里，他却
只视自己为一名普通员工，做好
本职工作是本分。

惠寒巍个头不高、圆脸，戴着
一副黑边眼镜，说话谦和、略显些
书生气，现任韩城矿业公司人力资
源部薪酬业务主管，这是给工友们
的第一印象。他没有光芒耀眼的
丰功伟业，也没有可歌可泣的感人
壮举，有的只是在平凡岗位上汇溪
成海、聚沙成塔的责任担当。

爱心：责任和担当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的战
“疫”中，面对全力以赴、心系患者
的医护人员忘我工作，面对全国
人民众志成城、守望相助、风雨同
舟的各个群体……惠寒巍感同身
受。作为预备党员，他第一时间
捐助 1000元支持疫情防控。

“人力资源工作大部分都是
电子资料文档，小惠毕业于空军
工程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他的
帮助总能为我指点迷津，提高工作效
率。”工友王娟说。

他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对待家庭是
位“暖男”。说到惠寒巍经常加班延点有
没有意见时，身怀六甲的妻子笑着说：

“意见还是有的，但回头一想，人活着不
能太安逸，奋斗的人生才有意义。”在妻

子眼中爱岗奉献、正直豁达的“五
好”丈夫形象已经刻在她的心里。

执念：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哪怕现
在不能，也要朝着这个方向努
力。”这是惠寒巍经常念叨的一
句话。除做好本职工作外，他
还要经常到基层单位调研，了
解各单位的工资管理情况是否
合理、合规以及机关部室入井
包联等工作，每次会将调研内
容形成报告和方案，为部室领
导的决策提供有效依据。

2018年，由于工作需要，在下
峪口矿从事职工劳动组织的惠寒
巍被调入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
全公司员工的薪酬管理工作。面
对没有接触过的新的岗位，他深
知环境改变了，工作性质也会变，
如何才能挑起这份重担，是面临
的难题。为此，他暗下啃“硬骨
头”的决心。记得 2018 年 9 月，
一次查看下峪口矿采煤区队厚
厚的工资分配流程资料，4 个小
时的查阅，不是肚子咕咕叫，全
然忘记了下班时间。早出晚归

成了他刚到新岗位时的新常态。“小
惠做事总是做在人前，无声行动里蕴
藏着勤勉的品质。”工友王萌说。

惠寒巍以自强自律、自信的本色，
做最好的自己，并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责
任与担当，唱响青春奋斗的凯歌。

（王利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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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省委宣传部、省委文明办
发布了2020年5至6月“陕西好人榜”，全省
共20人入选。陕钢集团汉钢公司职工冯紫
萱入选“孝老爱亲——陕西好人”。此前，她
还先后获得了2018年度陕煤集团“最美员
工”、2017-2018年度陕钢集团“劳动模范”、
2018年陕西省冶金科学技术奖和2019年汉
中市“最美系列人物”等荣誉称号。

2013年10月，冯紫萱硕士研究生毕业
后进入汉钢公司，在日常工作中她爱岗敬
业、刻苦钻研，业务上取得了不俗的成
绩，受到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2014
年，冯紫萱与同在汉钢公司工作的大学
同学李轲喜结连理。然而天有不测风
云，2015 年公公、婆婆在去医院的路上
遭遇了车祸，造成公公高位截瘫，合并
全身多处骨折；婆婆颅脑损伤，左锁骨
骨折导致活动受限，两位老人在医院医
治长达 4个多月，花费约 25万元。面对
困难冯紫萱没有逃避、没有退缩，她和
老公四处奔走，借贷数十万元用于治
疗，并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公婆的责任，
用自我的实际行动践行为人女、为人
妻、为人母的高贵品质，在平凡的生活
中演绎着点点滴滴的亲情故事。

医生眼里的好女儿。在医院的日子
里，为了更加细致地照顾公公、婆婆，她
专门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着老人的

每一次进食时间，进食多少，何种食物，
排尿量是多少，尿液颜色等等。婆婆苏
醒后得知这次事故的严重程度，因担心
费用太大，为了节省费用，每天不吃早
餐。为打消婆婆的顾虑，她在医院附近
租了一间民房，每天变着花样给公公婆
婆做饭，这样不但花钱少而且吃得也好，
一个月下来老两口竟然都胖了十来斤。

亲戚眼中的好媳妇。2016年新添了
一位新成员，为了更好地照顾两位老人
和孩子，她顶着周围许多反对的声音，毅
然决然地把两位老人接到勉县照顾。为
了方便给公公翻身和护理，特意给公公
买了一张护理床，为了帮公公打发时间，
她又给公公在床前装了一台电视机。

小姑子心中的好嫂子。小姑子的
老公常年在外打工也无暇照顾她，小姑
子一个人拉扯着一个孩子，时间长了得
了抑郁症。她把小姑子也接到家里，不
但照顾自己的孩子也帮小姑子带着孩
子，在这种融洽的家庭关系中小姑子慢
慢走出了阴影。

冯紫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不但
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自己的光和
热，而且在生活的苦难面前用心践行
自己的那份孝心，她正是用这种职业
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感染着身
边的每一个人。 （钱锴 苗郭鑫）

职工冯紫萱入选“陕西好人”
陕钢集团汉钢公司

日前，陕北矿业柠条塔公司机电工
区紧紧围绕“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
线”这一主题，紧盯生产经营重要环节，
采取多项“微”行动构筑“大格局”。

“微讲堂”提升素质

“短路电流的大小与什么有关？”“电
缆长度、电缆截面、变压器的阻抗。”这
是该工区班前会上提问环节的一幕。

在确保规定动作不走样的同时，该
工区班前会悄然发生变化，以往台上唾
沫横飞、台下鸦雀无声的分派工作模式，
改为了“一问一答”的互动交流。值班干
部根据当班工作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注意
事项进行提问，员工结合实际回答如何
进行防范，提出整改措施，把班前会开成
了业务知识分享会、风险隐患讨论会、事
故案例分析会、安全生产动员会。

“微讲堂”引起大家的广泛共鸣，使

员工的自保、互保、联保意识进一步增
强，夯实了安全基础。

“微典型”树立榜样

7 月 10 日上午，该工区开展地面
35KV 变电站电缆沟隐患排查专项行
动。翻开电缆沟井盖，霉腐之气扑面而
来，在场员工无不蹙眉捂鼻，副区长李云
二话不说钻入沟里，经检测气体正常后，
大家随即行动。

据了解，35KV变电站用以向地面工
业场地及生活办公区域的负荷供电，
电缆沟纵横交错，遍布整个矿区，总长
约 2100 米。沟内阴暗潮湿，空间狭窄，
泥泞难行……李云时而匍匐前进，时
而半蹲侧卧，带领着检修工在曲折幽
暗的电缆沟内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
巡视检查。完成工作已是下午两点，
厚厚的工作服也被汗水浸透。李云身

先士卒、不畏艰难的工作态度无不感染
着在场的每一名职工。

该工区领导干部扑下身子、融入一
线，发挥“头雁”效应，这些“看得见、摸
得着”的小事迹，成为筑牢员工安全思想
根基的鲜活教材，极大地激发了员工干
事创业的热情。

“微传播”精密智控

“南翼 1210 回风巷回收 400 米低压
电缆”“南翼 1210 辅运 3800 米处更换水
泵一台”……凌晨十二点半，刚下晚班
的跟班副区长吴德成便用手机编辑信
息，将当班任务完成情况汇报至区队
工作微信群。

为使新媒体和生产经营有效融合，
让微信“发力”助推安全管理再上新台
阶。今年来，该工区在发挥微信宣传阵
地、业务沟通、交流学习作用的基础上，

要求跟班干部及班组长下班后将当班工
作量及遗留问题在群内公示公开，此举
不但有效监督了各项工作的完成进度，
也让其他职工特别是休假职工随时掌
握工区最新动态。 （徐峰）

机电工区副区长李云正在巡查电缆

“微”行动构筑“大格局”

扫
一
扫
看
视
频

近日，澄合矿业公司瓦检工技能大赛在救护
大队成功举办，来自山阳煤矿等 8 家基层单位的
23名选手参加大赛。

据悉，此次技能大赛分理论考试、实际操作两
部分。在实操现场，选手们按要求在30分钟内完
成光学瓦斯检定器故障判断、完好仪器选定、实测
瓦斯和二氧化碳浓度、数据校正及一氧化碳浓度
测定，并模拟井下现场进行现场叙述，充分展示了
自身过硬的操作技能，有效检验了每名选手的技
能水平。图为参赛队员正在用多种气体检测器测
定一氧化碳浓度值。 薛双娟 肖鹏辉 摄

澄合矿业公司

举办瓦检工技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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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车间职工探讨摊铺机履带的最优装配办法

安装摊铺机液压管件

安装摊铺机操作台的电气部分

焊接技术能手现场传授焊接技术

铆焊二车间铆工认真校正摊铺机熨平板部件

铆焊一车间职工仔细打磨塔机吊臂焊缝

塔机发运班全力以赴确保本月百台塔机发运

进入7月以来，气温酷热难耐。然而陕

建机股份公司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处处

洋溢着火热的激情与干劲。摊铺机、塔机生

产任务紧张，尤其是塔机要实现单月出产发

运 100 台的历史新高。广大职工以企业为

重，紧抓大好机遇，勇立潮头，大干快上。特

别是两个铆焊车间的工人师傅们，在气温和

电焊双重高温“烤验”下，挥汗如雨，默默坚

守生产一线，上演着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奋斗

故事，成为公司生产线上“最可爱”的人。

今年复工复产以来，该公司一手抓疫

情防控，一手抓安全生产，全体职工开足马

力赶进度，努力完成各项既定目标任务，全

力以赴把疫情耽误的时间和工作量抢回

来，产值超过去年同期 110%。 张晋安 摄

“猛虎”班的掘进“必杀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