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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中
午时分，天气酷
热，洛川供电公
司带电作业人员
为黄章便民中心
尧头村陆地源畜
牧养殖有限公司
新增变压器进行
带电搭接，这标
志着该公司配网
带电作业实现了

“零突破”。
□王晓侠 摄

7月 9日，透蓝的天空，悬着火球般的
太阳，云彩好似被太阳融化，消失得无影
无踪。走进航天四院 7414 厂旋压中心，
机器轰鸣声中，罗卉正在进行固体火箭
发动机金属壳体与金属件特种旋压加工
工作。

罗卉，航天四院 7414厂旋压中心班组
长、某重点旋压设备主操作手。工作十余
年来，她积极开展国家重点武器装备、载人
航天工程、宇航工程等重大型号固体火箭
发动机产品高效旋压技术加工研究，钻研
各型号产品加工细节，完成了多个加工难
度大、精度要求高、时间节点紧的重点型号
任务，任务节点完成率 100%、产品一次性
交检合格率 99.3%，在岗期间无一安全、质
量事故发生。

勇担重任专啃“硬骨头”

某型号系列小锥度圆筒和大长径比高
精度薄壁圆筒批生产的旋压加工任务加工

频率高、周期长、劳动强度大，作为承担上
述任务的主操作手，罗卉胸怀大局意识，主
动承担重任，积极投身于高强度的科研生
产攻坚战。

某重点旋压设备作为航天四院“独生
子”设备，罗卉承担起该设备全方位操作
重任，在连续的集中批生产任务攻关中，
罗卉脱下红装换工装，尽职尽责全面确保
了该型号产品的合格交付，一次性交检合
格率100%。

技术攻关“急先锋”

针对某小锥度圆筒表观质量不理想、
旋轮工装零部件易疲劳损坏失效的难题，
罗卉对圆筒加工全过程进行仔细观察，查
找问题产生的环节，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并结合自身工作经验提出改进措施，通过
优化精旋道次的起旋方式，改进旋轮工装
结构、尾顶装配结构，解决了该系列锥筒表
观质量不理想问题，显著提升了这一类筒

形件的精度指标。
面对某马氏体时效钢小

直径高精度壳体形位精度较
差、合格品率低的问题，罗卉
通过分析前批次百余件产品
的各种数据，提出了优化各项
加工参数的方法，累计完成该
型号总计近千件壳体批生产
任务，合格品率由原来的 78%提高至 98%
以上，突破了影响该型号质量稳定性这一
生产瓶颈。罗卉利用实践经验提出的加工
方法解决了某宇航型号旋压圆筒多台阶尺
寸间距超差质量问题，为我国载人航天发
动机的研制作出了突出贡献。

发挥特长绽放精彩人生

身为班组长，在做好本职工作外，
罗卉还充分展现主持、朗诵、歌唱等风
采，积极参加院、厂两级党工团组织的
各类活动，代表航天四院参加由陕西省

国防工会举办的“1509 工程劳动竞赛”
颁奖晚会。

在班组管理方面提出了很多创新的方
法，根据节点紧、型号多、难度大的特点，将
创建管理型、创新型班组作为重点，化解和
消化全年生产任务，保证了各项生产任务
的顺利完成。带领班组荣获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公司六好班组，连续四年荣获航天四
院金牌班组等荣誉。

“作为一名航天人，我就是一颗螺丝
钉，要时刻拧紧，让自身的价值得以充分实
现，为自己心中的航天梦努力奋斗！”罗卉
自信地说。 □本报记者 鲜康

——记“陕西省五一巾帼标兵”、航天四院7414厂旋压中心罗卉

女职工在行动
工复产

■职场精英■

身穿一身洗得有些褪色的工作服，足
蹬一双黄胶鞋，密实的黑短发里掺杂些许
白发，笑盈盈地向我们走来。

他，就是中铁七局路桥公司特级电工
技师南智学。

独创“感应排查法”

17岁参加工作，38 年时间里，他用
自己的一腔热情和实干钻研收获了无数
荣誉——“技术能手”“能工巧匠”“金牌职
工”……

从一名普通的隧道工到中国中铁特级
技师，南智学一直坚守在施工一线，用高超
的技术为现场排忧解难，获得电工“牛人”
美名。

2008年 5月 12日，汶川大地震，宝
成铁路电力、通讯中断，上级要求在最
短的时间内抢通宝成铁路 109隧道。南智
学临危受命为电工班长，他带领抢险人
员突击架接电力线路，调试现场抢险急

需的用电设备，配合供电单位在 5月 14
日凌晨 1时 23分一次成功投运，开通了
630千伏安箱式变电站，使施工机械成功
运转起来。

2016年，他被抽调参建郑万高铁施工，
负责全线电力变压器安装。期间，在高架
桥道床板施工中，龙门吊走行电缆由于受
外力拖拽，电缆内部线路极易断裂。工人
们开始采用“排除检修法”，此方法费时费
力，而且电缆由于多处被割裂导致使用寿
命大大缩短，一条电缆一万余元，用不了多
久就要重新更换，这不仅影响施工进度，无
形中还加大了施工成本。

看着现场一根根被割得千疮百孔的电
缆，南智学直呼：“太可惜了！”那段时间，南
智学一下班就“猫”在宿舍，捣鼓起从工地
拿来的废旧电缆。熬了 3个夜晚，南智学
红着眼睛看着桌上的电缆线发呆，不经意
触碰到暴露在外的线路，手一麻，一个想法
跳了出来。他迅速拿出万用电笔、绝缘胶
带，先确定电缆线路中哪根断裂，然后把其
余线路接地，再给电缆通电，用电笔感应确
定断电位置，经过反复试验准确率 100%，
他称此为“感应排查法”。从实验到现场应

用，只用了短短 5天时间。采用“感应排查
法”，不仅有效解决了现场 10台龙门吊车
五芯绝缘电缆导线拖拽造成的频繁内部断
线故障，更为施工赢得了宝贵时间。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

2020年 4月，定临高速项目混凝土拌
合站搅拌机电气控制电路发生故障，南智
学接到报修任务后，迅速赶到现场进行诊
断，原来故障是由于原电路设计时选用元
件参数不合理造成，需要更换总成板。项
目部联系厂家，厂家报价 8000元，总成板
到货需要2周时间。

工地等着混凝土施工，工人们急得直
跺脚，工期不等人呀！项目经理急得团团
转。站在机器前，南智学看着眼前的电路
板琢磨起来。“看来换板维修不现实，那就
只能元件维修。”南智学心想。他默默地从
背包中掏出电笔、电压笔、万用表……爬上
拌合机卸下控制电路板，一个一个零件检
测，时间一点点过去，工人们都走了，寂静
的夜里，南智学瘦小的身影被拉得很长，他
眉头紧锁、眼睛紧盯着手里的电压表，看着

上面指针的微妙变化。最终，排查出是线
路板上1N4001二极管出现问题，只需更换
耐压指数高的二极管即可。此时天边也泛
起鱼肚白，天亮了！南智学拿着问题元件
直奔县城卖设备零件的商店，7块钱购买了
新的二极管回来，进行更换、安装，搅拌机
又轰隆隆地运转起来。

第二天，项目人员看到运转起来的搅
拌机，听了南智学讲解对电路板的维修原
理，都竖起大拇指：“南师傅，牛掰了！”

从业 38年，在南智学的记忆里，类似
这样的事情有多少，他也记不清了。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平日里，南智学
也总是闲不住。在宁西铁路增建二线项
目工地，经他手修旧利废 16台变压器、48
台低压GGD配电柜等设备，为项目节约资
金13万余元。

聊起变压器、电缆线路，南智学有说不
完的话，脸上总是挂着笑意。他的快乐来
自他对电工工作的喜爱和坚守，正是这份
职业的坚守和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钻研，
让他一步一个脚印，从一名普通职工成长
为现在的金牌职工、电工技术“牛人”。

□倪文玉 丁佳原

南智学：扎根施工一线的技术“牛人”

■能工巧匠■

■兵头将尾■

90后的李林是国家能源集团国华
锦界电厂维护部脱硫班一名出色的
技术带头人。今年，公司组织开展技
能大赛以来，李林利用闲暇时间认真
学习，经过近两个月的攻坚克难，一
举拿下了技能大赛转机检修项目的
一等奖。

出生在陕北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自幼懂事的他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于
2008年顺利考入重庆大学，并在同年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参加工作后，李林认真对待每一项
工作，在运行部实习三个月后进入了维
护部脱硫班。面对脱硫班嘈杂和恶劣
的工作环境，他并未介意，而是积极
投入到了工作中，掌握每一台设备的
工艺流程以及各设备的工作原理和检
修工艺。不久便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技
术带头人。为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

业务能力，2014年至 2016年，李林到维
护部锅炉辅机班进行系统学习，2016
年 3月重新回到维护部脱硫班担任专
责工。

在脱硫检修这个普通的岗位上，
作为一名班组技术骨干力量，每一次
检修李林都主动请缨。

2016年 9月，公司#3、#4机组脱
硫吸收塔绿色改造，面对前所未有的
挑战，李林踊跃报名参与此次绿改工
作。作为绿改现场的第一负责人，李
林在安全、质量、进度方面做的是面
面俱到。

2017年 10月，#1机组停机检修完
毕，机组启动在即，脱硫系统各设备逐
步投入运行，关键时刻却发现#13循环
泵机封存在渗漏缺陷，并且有逐步扩大
趋势，若不及时进行机封抢修，将直接
影响机组有序启动。由于备件受限，循

环泵无法更换新机封，一边是马上启动
的机组，一边是循环泵机封备件受限，
关键时刻，李林提出对机封进行解
体、重新调整紧力后回装的建议。此
建议经值班领导批准后，立即组织人
员进行抢修。工作从当天晚上 21时开
始，经过数十人约 10余小时奋战，终于
在翌日凌晨 7 时左右顺利完成了#13
循环泵的抢修工作，修后设备一次启动
成功。

正是因为李林平日对理论知识的
不断积累，才能在关键时刻将平日所学
派上用场，更好地将自己的技能奉献给
自己热爱的事业。

正如他自己所说：青春有梦不虚行。
□刘治军

本报讯（马士琦）近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
研究院401所退休职工王志安
发明的“利废节能灯”获国家
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
专利证书》。

这种节能灯，用最简单的
方式，改变单位电网的功率
因数，提高单元供电的有
功出力，提供达标的容性
工作电源。将过年过节等
节庆后从街道树上等装饰
处卸下扔掉的发光二极管
再次复活利用。点亮不同颜
色、不同亮度的 LED灯，作
用于桌面办公、床头照明等
部位，为用户提供利废的第
三代固体照明灯具，普惠社
会。这是他退休后获得的第
二个专利发明。

青春有梦不虚行■一线传真■退
休
职
工
发
明
﹃
利
废
节
能
灯
﹄

近日，宝鸡市岐山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薛凌青给岐山县二运司80余名客运
驾驶人进行心理咨询讲座，“把脉”客运驾驶人心理
压力和情绪，给大家开“心灵处方”。 □蔡武尚 摄

7月 7日，记者走进金堆城钼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钼集团”）钼炉料产品
部，12层的 2＃多膛炉就是焙烧工王飞携手
共进的“老伙计”。

早上7：00，王飞已经准时到岗，分秒不
差，开始督查零点班人员交班，安排白
班、4 点班作业计划和安全生产注意事项
等情况。

与多膛炉成“伙计”

“现在的工作就像打仗，每天7点到厂就
意味着冲锋号已经吹响。”王飞开玩笑说。
因为品位、产量、回收率指标、设备、安全这
五大要素时刻牵动着他的神经，事关多膛炉
安全的每一个细节他都要亲自确认，生产中
的每一个安排他都要认真沟通。

2010 年，钼炉料产品部钼焙烧产能升
级，建设多膛炉生产线。王飞通过多项严格
考试，脱颖而出，被选拔派往美国学习。为
了尽快掌握多膛炉技术要领，他惜时如金、
通宵达旦，不放过现场任何一个操作环节，
同“大鼻子”师傅同吃同住，以诚相待，终于
达到了让“钼火”运用自如的状态，洋专家不
由自主地伸出大拇
指：“王，你真OK！”

“伙计好，自己就
好。”今年 45岁的王飞
已经在焙烧岗位上坚
守了 27 年，与多膛炉
结下了不解之缘。多
膛炉近乎“苛刻”的要
求，促使他抓紧每一
天去学习多膛炉的前
沿技术，迅速成为我
国钼冶炼拔尖技术工
人。这台多膛炉也因
为王飞无微不至的

“关怀体贴”，各项技
术指标均处于国内领
先水平。

“王飞有一双‘火
眼金睛’，只要一看火
焰颜色，便能判断出
含硫量的高低。”金
钼集团工会主席朱
凌云说。

几十年如一日奋
战在艰苦岗位，他爱
岗敬业、踏实肯干，先
后获得公司“先进个
人”“钼都十佳杰出
青年”“青年岗位能手”“钼都工匠”等数十
项荣誉称号，2019 年被评为“陕西产业工匠
人才”。

“喜欢破解‘疑难杂症’”

“多膛炉系统焙烧工艺研究在国内有很
多空白，所以遇到的困难多，可我就是喜欢破
解‘疑难杂症’。”王飞说。多年来，他凭借自
己的操作技能优势，先后解决了生产中的多
项技术难题。

2013年，公司要求必须消除炉料烧结过
程中结块现象，这也是世界性技术难题，王飞
潜心钻研，白天查原料、观火焰、测温度、验品
位，晚上学习攻读多膛炉工艺知识，经过无数
次摸索，首次在行业内成功实施“低温焙烧”
先进操作法，天然气单耗降低了 60%，6年来
为公司累计节约1470万元。

2018年，外购钼精矿品位波动大、水油
含量高、粒度不均匀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
了氧化钼出厂，那时的王飞几乎是天天“抱
着”多膛炉入睡，不断优化组合工艺参数，提
出“一观二调三稳”操作诀窍，产品一次出炉
合格率由原来的 64.2%提高到 95%，年增产
1800吨，质量超出用户期望值。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作为一名优秀的老党员，王飞深知操作
多膛炉的诀窍本领一定要传承给班组职工，
特别是青工，才能让这位“老伙计”始终处于
同行业一流水平。

3 年来，王飞通过总结经验技术，编写
《回转窑以及多膛炉焙烧操作技术规程》《多
膛炉生产普通氧化钼收尾控制的研究》《多膛
炉低温焙烧要领》等资料，已成为焙烧工必须
学习的教材。他利用班前会、工作总结会和
培训课等机会向大家讲授实操技术，现场帮
助职工解决焙烧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王飞说。为
更好地传承工匠精神，他提出了“王飞工匠工
作室五传法”，即传品行、传习惯、传技艺、传
安全、传绩效。

目前，他已带出 1名 70后和 4
名 90 后徒弟，现已全部成
长为多膛炉操作技术大拿。

□本报记者 牟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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