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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缝是以针、线、剪刀等为工具，
将布通过剪裁和缝补，制作成衣服。
焊工则以焊枪、焊条为工具，对钢铁制
品进行焊补，修旧为新，利用废旧。

李静，神木煤化工天元公司检修车
间一名焊工，他不多言，不多事，服从
分配、勤奋好学，掌握了一手过硬的焊
接技术，并对工艺管道、设备焊接工艺
和焊接技能有独到见解，是检修车间
的技术骨干和操作能手。

他刚入职便在“师带徒”的人才培

养政策下跟班学习，大到各类规章制度
的解读，小到一个设备零部件的用途，都
有师父言传身教。在工作中遇到难点，
他开动脑筋，肯钻研，能吃苦，想尽一切
办法解决难题。为了搞好工作，提高自
己的专业水平，他虚心向老师傅和前辈
学习，从而使自己博采众长、补己之短。

凭着对电焊工作的热爱，加上勤学
好问，刻苦钻研，李静很快熟悉领会电
焊的基本要领，焊接技术有了大幅度提
升，并对电焊工作的操作程序、发展方

向有了自己的理解，在具体的工作中形
成了一个清晰的工作思路，能独立开展
工作并熟练圆满地完成本职工作。

与此同时，他有效利用工作时间完
成工作任务，偶遇突发事件，需要加班
时，他毫无怨言，任劳任怨。在工作
中，他的焊接技术不断突破，技术水平
不断提高，逐渐成长为公司的焊接技
术骨干。在本次年度大修中，李静先
后为公司粉煤热解技改项目，公用污
水换热器补焊、大修加氢高低分技改

项目、日常设备管道紧急处理等作出
了应有的贡献，多次获得公司的好评
和工友们的称赞。 （慕慧）

“ 钢 铁 裁 缝 ”李 静

在建设集团洗选煤运营公司有这
样一个人，他不善言辞，有些腼腆，却
十年如一日坚守在煤海一线，以精湛
的技术、过硬的本领声名远扬。他曾
参与科技攻关的《30°超大倾角胶带输
机胶带安装技术应用》项目，获得陕煤
集团科技进步三等奖；今年 4 月，他荣
获建设集团“技术标兵”荣誉称号。他
就是建设集团洗选煤运营公司安装第
一项目部经理刘飞。

不负韶华竞风流

在各项工程施工中，刘飞根据工程
进展情况，提前做好生产要素的测算，
加强料具、人力的合理配置，进一步提
高项目部整体的管理水平。在物资采

购过程中，严格执行“货比三家”原则，
选择质量与价格比相对稳定的产品来
进行采购。同时根据材料员、预算员
当月提供的工程材料支出费用和预算
材料消耗，把控工程的实际成本，并对
下月工程成本提前预控，对易造成浪费
的部位、现象，提前预测，制定相应解
决办法。对工程量超出合同约定的，
及时办理设计签证和工程签证。与此
同时，参与工程预算的编制和审核，
防止工程项目漏项编制错误等造成
工程造价偏低及工程项目亏损现象。

对此，他先后完成了山西柴沟煤
矿井下排水泵房设备安装等工程的
材料实耗对比，项目部的材料节余
情况、盈利空间较往年大幅提升。

攻坚克难显身手

他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
成果，通过开展职工合理化建议、小改
小革等激励措施，收集施工每一环节的
资料。针对曹家滩矿电缆敷设工程，采
用非标加工的转盘，把电缆盘放置转盘
上进行展放，既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
度，又节省了吊车机械费用。在曹家滩
应急外排水工程中，刘飞采用防水雨
布+沙袋筑坝的施工方法，有效地解决
了沙坝渗水的问题，为项目部的安全提
供了有力保障。

一份耕耘就会有一份收获。面对
取得的荣誉，刘飞腼腆地说：“我只是在
本职工作岗位上，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

作，集团却给了如此高的荣誉。我一定
会一如既往地钻研技术，为建设集
团‘双特百亿’宏伟目标的早日实现
增砖添瓦！” （刘晓宁）

“技术标兵”演绎精彩人生

他以矿为家，有事随叫随到；他勤
于思考，先后申报“五小”创新成果十
余项，被称为“五小创新达人”；他善于
学习，不但自己深入系统学习专业知

识，而且坚持为职工答疑解惑。他就是
韩城矿业公司桑树坪矿销售质检中心
80 后业务主管李光。

尽责，初心使然

李光上岗第一天，师傅就对他说：
“热爱是干好工作动力之源，尽责是学
者路上脚下之石。”他一直把此话牢记
于心。随后，他跟着师傅学技术、跑现
场、查资料，熟悉各种设备的型号性能
和特征。在日维修、周抽查、月大检
时，他总是提前一天拿出方案，检修
时总是第一个到达现场，坚持把检修
实情记录在案，通过记录反复观察总
结各个部件的使用周期，然后合理调

整设备维护周期。

创新，硕果累累

自参加工作以来，李光个人的“五
小”创新成果就有 17 项，并多次获得公
司、矿“五小创新”奖。主要创新项目有
《火车装车平煤器改造》《铁路装车系统
倒绳安全保护装置》等。其中，在对地
面生产运输系统集中控制改造中，他与
大学教授多次深入现场收集数据，整理
资料，历时一年半时间详细整理出了运
输系统集中控制改造工程《实施方案》
《施工细则》《安全措施》。此系统运行
以来，未发生一起机电事故，年可节省
人工、材料费用约 26万元。

奋发，无愧青春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他经常这样激励
自己。初到电钳班时，只有几名职工上班，
机修技术青黄不接，他通过走访调研、谈心
谈话，主动开办“补习班”，教给他们电钳业
务知识。在他的培养下，职工温国强和秦
洋分别被矿上聘为了机电副主任和电工
班班长。他说：“矿上在逐步推进智慧化
矿井建设，我们只有在不断学习、不断发
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中才能快速进步。”

现在，李光不仅自己报名参加了专升本
自考，而且带动身边年轻人也一起报名学习。
他说，现在矿上这么重视人才，我们得用新知
识充电，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左魏丽）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记韩城矿业公司桑树坪矿销售质检中心业务主管李光

“主接地极使用的材料标准是什
么？”“主接地极应使用耐腐蚀钢板制
成，其面积不得小于 0.75m2，厚度不得小
于 5mm。”近日，黄陵矿业瑞能煤业机电
队电工班班长史利宏的电气作业培训课
又开讲了。

“要说讲课还是史哥讲得好，史哥心
里有想法，肚里有文章。”

1990年，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头扎
进了矿山，从“草根”蜕变成了“电修达人”。

闲暇时，史利宏经常给徒弟们讲 20
多年前他的师傅常说的一句话：“人可以
骗人，却无法去骗机电设备，维修不到
位，故障不排除，就会出问题，就会出事
故。”为了使大家能够了解最新的电器设
备专业知识，他仔细搜寻相关专业的新
技术、新知识，并组织学习，以提高班组
职工业务技能和综合素质。

为了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他搜罗
来一堆废旧的收音机、录音机和电视
机，边实践边摸索，渐渐掌握了电工、
电子基础知识。 2018 年，史利宏结合
矿井安全生产实际，参与设计了《主扇
报警装置》《绞车信号系统技术改造》

《风门机械闭锁装置》等 20 余项创新成
果，累计为企业节约技术投资 60 余万
元。其中《一种风门电控闭锁装置》被
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实用新型专
利，《主扇报警装置》荣获 2013 至 2014
年度职工经济技术创新成果三等奖。

2019年 1月，史利宏带领机电班工友
一起，全程参与了矿井高压电缆、接线
箱、电缆卷盘、高压滑环等供变电系统
设备设施的改造工作。经过几个月紧
张施工，他们顺利改造完成了 4 台主扇
通风机、8 台井下中央变电所高压开关
柜，井下 13 台盘区变电所高压防爆开
关柜、调度室电力监控系统及 GP3000
变电站电力监控系统，为矿井安全生
产提供了基础保障。

在提升业务技能方面，史利宏结合机
电班组青年职工多的特点“按方抓药”。

“师傅，我老记不住电动机三角形和
星形接线方法怎么办？”“三角形的好
记，咱们不用多说。认识奔驰车的车标
吗？星形的接线原理有点像它的图案。”

“这个办法真好，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近年来，史利宏把“师带徒”活动作

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来抓，并根据每名
职工的特点，开展“传、帮、带”，全面提高
职工业务水平和工作技能。直到现在，
史利宏的好几位徒弟已经走上公司的重
要岗位，从电工班走出去的魏永强在瑞
能煤业机电部工作，郝伟成了生产准备
队的技术大拿，罗斌在信息部也已经当
上了班组长。30年来，由于各方面表现
突出，史利宏先后被公司授予“四优”共
产党员和“优秀班组长”等荣誉称号，今
年被黄陵矿业公司评为“黄矿工匠”。

本报记者 胡建宏 通讯员 王惠军

从“草根”成长为“电修达人”
——记黄陵矿业瑞能煤业机电队电工班班长史利宏

人们都说军队是一座熔炉，除去年
少的青涩，淬炼出军人值得一生骄傲的
优良品质，而陕北矿业神南产业公司搬
家中心职工温利刚就是其中之一。退
伍后，扎根在陕煤这块厚土，用实际行
动践行和验证着这份荣耀……

退伍不褪色 职场展佳绩

1998 年，温利刚光荣入伍，凭借自
身努力，先后荣立三等功三次，被评为
优秀士兵四次。2007 年他入职神东哈
拉沟煤矿，2009 年 4 月以一名特种车司
机进入该搬家中心。他脱下戎装换上
工装，秉承军人严以律己、吃苦耐劳精
神，在工作中善思先行，勤学肯干，带
领搬家团队成为一支作风优良的专业
队伍，把“干一项工程，树一面旗帜，

交一方朋友”理念落实在具体工作
中，以高效的执行力、强烈的责任感
和坚定的团队意识，成功打造了“神
南搬家”服务品牌，得到柠条塔、王家
塔等多家矿方单位的一致好评，多次
被评为四有共产党员、先进个人、安

全先进和优秀共产党员。

责任筑品质 敬业树典型

视企如家、爱岗敬业，哪里需要哪
里就有他。中心拓展外部市场，他奔赴
项目部，一身蓝色的工装，紧促的步伐，
忙碌在作业现场或深入到井下一线。
他负责的安装支护及回撤工作面，2016
年有 18个，2017年有 17个，2018年有 13
个，2019 年有 12 个，2020 年至今有 8
个。他科学管理，精益求精，引领着搬
家团队，秉承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创新”的四特精
神，铸造了一个又一个精品工程。

心系员工情 一线体民意

作为搬家中心工会主席，他坚持深

入一线，谦和的态度聆听职工心声，尽
职尽责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在生产繁
忙期，他集合中心科室员工临时成立

“青年突击队”，前往各项目部进行一线
帮扶；节日期间，他带领家属协管会，深
入一线送温暖，开展茶话会；枯燥的生
产期，他策划开展各类主题活动，组建
写作协会、摄影等兴趣小组，丰富职工
业余文化生活。他不懈努力，想职工
所想，将中心工会切实打造成职工的
暖心港，逐步提升了员工幸福指数。

军营的历练深深镌刻着其军人作
风、军人精神、军人信仰，鼓舞着他在工
作岗位上砥砺奋进、无私奉献。回看他
走过的每一个脚印，都倾注着执着、热
情与奋进，在“大产业”的舞台上，需要
的就是像他这样的“好钢”。 （刘民）

军营“好钢”再展雄风
——记陕北矿业神南产业公司搬家中心工会主席温利刚

“李工，除尘现在的进度咋样？重
新审核施工单位的进度计划，要合理
工期。”“收到，下午验线。”“李工，两个
尿素造粒塔的除尘设施进度要加快，
准备上会。”“造粒塔的图纸需要重新
优化……”

这是陕化公司微信工作群里，土建
高工李智的日常工作。有事必回，雷
厉风行，事事不忘，必有回声，这就是
他一贯的工作作风。

最近，公司给李智布置了一件急
事，负责 BDO 电石除尘技改项目的设
计优化。他先与两位造价专责沟通，
原土建单位设计的图纸估算下来，费
用得有 300 多万元。要想降低费用，
必须先把材料量降下来。怎么降？一
是优化设计方案。他和项目负责人仔
细研究设备厂家的图纸和土建设计条
件后，对土建设计单位建议，考虑必要检修通道
后，土建的跨度和进深尽可能缩小，高度可以划分
为阶梯形。通过降低部分厂房高度，优化土建结
构。二是优化结构尺寸。刚开始设计单位声称他
们拿的方案是按照规范要求做的。李智仔细审核
设计图纸的细节，依据以往的设计经验，对照同样
是钢结构厂房的其他项目，钢结构柱的尺寸明显
偏大。可要让设计单位同意优化方案，必须得有
可靠的理论依据。通过认真查找相关的设计规
范，再对关键部位进行仔细设计验算，李智重新和
设计单位的负责人进行沟通，终于说服设计单位
同意对结构尺寸进行优化。就这样，他和负责造
价的贠工、孔工优化方案、估算、再优化、再估
算。几番努力下来，终于把电石除尘改造的土建
费用降到了 200 余万元，节约投资 100 余万元。

工作严谨、认真的李智，其实长了一张笑星
脸，比梁天胖一些，比冯巩年轻一些。尤其是笑起
来，特别天真，十分具有喜感。工余时间，他爱看
书，家藏万卷，博览群书。加之口才又好，古今中
外，天文地理，娱乐政治，样样都能滔滔不绝，听得
人极有兴味。

热爱工作，享受生活，这就是陕化公司的李智——
这大概就是陕化员工向往的幸福生活吧！ （贠艳萍）

李
智
：
热
爱
工
作
享
受
生
活

“那几天脑子里想的都是电器线路，晚上回到
家还要再翻一遍电器维修的书籍和电路图纸，和同
事交流三句不离电，大家都说我被电‘打’了，技能
大赛练的是真本事，虽然有些疲惫，但很充实！”近
日，在铜川矿务局欣盛煤机公司生产技术部的工作
例会上，笔者见到了夺得年度技能大赛电工第一名
的肖建峰。

半个小时的工作例会结束后，肖建峰便打开了
参加技能大赛的记忆之门。

场景切换至 7月 27日，老肖的家里。书桌前，晚
饭后的肖建峰手持练习题，一边阅读，一边用笔涂
写。妻子在一旁说道：“歇会吧，身体要紧，年龄这么
大，名次不要紧。”肖建峰放下练习题，揉了揉眼睛
说：“从接到比赛通知起，我已经作过十几套练习题
了，这些题目比赛能用得上，今后工作也能用得上，还
有实操练习已有上百次了。最重要的是公司高度重
视，要求各部门（车间）积极配合，精心做好现场布
置、大赛准备等工作，为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技能大赛
提供了组织保障，咱不仅要赛出成绩，更是为公司争
光添彩呀！”

7月 28日的理论考场上，肖建峰面对之前做过几
十次的练习题不敢怠慢，做完后又反复检查了两遍才
交卷。“考场上选择题一旦选定就像扳过开关一样，不
能再有纠结。”肖建峰简单做了答题总结。

7 月 30 日上午，实操比赛开始了，题目是根据电
路图在配电盘上实现电机顺序启动延时正反转功能。

线路配盘，平常练习起来都很顺利，但一上赛
场，肖建峰就在线路连接环节遇到了“拦路虎”。一
下交流接触器、一下接线端子排、一下时间继电器，
这让本就紧张的肖建峰锁紧了眉头，汗水在眨眼间
涌出毛孔。

肖建峰干脆放下手中工具，张开双臂扭了扭腰，
让紧张的情绪逐渐平复。再一次仔细看看图纸，保证
每一步精准到位，一会斜口钳、一会剥线钳，最终配电
盘接线准确横平竖直……

按要求通电试机，电机成功运行，肖建峰又仔细
地整理了一遍，向裁判示意完成比赛。这时他看看手
表，离比赛结束还有 30 分钟。比赛成绩要在最后一
天才会公布，肖建峰只在当天赛后的议论中得知，有
好几个参赛选手还没有完成比赛。

在 7月 31日下午的大赛闭幕式上，当主席台上矿
业公司领导宣读肖建峰荣获本次大赛电工第一名的
瞬间，他内心有些激动，而后昂首挺胸走上了领奖
台……他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的荣誉与企业密不
可分，我有义务更有责任，尽我所学、尽我所能、尽我
所力、回报欣盛、奉献铜煤。”

大赛只是平台，练兵就是手段，提升职工技能才
是根本。欣盛公司按照矿业公司总体要求，积极推动
技术创新工作，切实抓好技能人才培养与接续，营造
出“人人学技术、时时练本领”的浓厚氛围，不断拓宽
参与度和覆盖面，为广大业务精湛、技艺一流的技术
型人才提供成长、成才的良好环境，持续推动企业转
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霍毅 杨春成）

老肖夺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