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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产科是两个细胞结合孕育
生命的摇篮，是生命诞生的起点，是希
望冉冉升起的开端。北京大学第三医
院延安分院（以下简称延安市中医医
院）产科队伍就是这样一支用崇高的医
德情操实践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

“天使”团队。

你若性命相托 我必全力以赴

手术室内无影灯下，除了各种仪
表里发出的“滴滴”声，静得只留下她
们忙而不乱的身影。1分钟、10分钟、
90 分钟……整整两个小时后，一声清
脆响亮的男婴啼哭声打破了手术室的

沉重气氛。
这是 3月 10日 9时 10分，延安市中

医医院产科雒雪主任和她的团队第三次
陪伴这位极危重孕妇与死神殊死搏斗
后，终于迎来了新生命的诞生。

2015年 6月，这名孕妇因足月妊娠
期间发生车祸后导致胎盘早剥子宫卒
中、胎死宫内而入院。雒主任凭借精湛
技术第一次挽救了孕妇的生命，同时保
留了她做母亲的权利；2017年9月，这名
孕妇第二次入院待产，情况紧急。雒主
任临危受命，不畏风险，再次主刀为她
实施剖宫产手术，圆了她做母亲的心
愿；2020年3月，这名孕妇在第三次怀孕
39周时入院，经过全院大会诊和全面系

统风险评估，决定仍然由雒主任和她的
团队为其实施子宫下段剖宫产手术，于
是就有了故事开头的一幕。

“医者，不仅要有行医之能，更要有
自觉肩负普济天下的使命感。你信我，
以性命相托，我必全力以赴。”雒主任如
是说。

以敬业守护初心

走进该院产科门诊和病区，映入眼
帘的是拥挤和喧闹声，每个门诊都排满
了前来就诊的患者，加班加点、超负荷
工作是她们的常态，门诊病区连班倒，
几天回不了家，吃不上热饭更是产科医
护们常有的事……

疫情期间，延安市中医医院产科被
指定为延安市新冠孕产妇定点救治医
院。当时，一名怀孕 38周的孕妇，入院

时伴有低烧干咳症状，疑似新冠肺炎，
更糟糕的是，腹中胎儿出现了缺氧、胎
心不稳的情况。雒主任认为，多拖一天
对胎儿都是致命危险。经过全院疑难
病例大讨论，一致建议马上终止妊娠。

“如果不及时手术，孕妇病情会不断恶
化。胎儿在孕妇子宫里，内科医生没法
用药，可我和我的团队会不会被感染，
医护人员安全怎么保障？”雒主任说，当
时就决心救人，但同时也压力
大到无法入睡。为保护医护人
员免受感染，医院启动三级防
护措施，进入手术室的 6名医
护人员穿上隔离服，戴上四层
手套进行手术操作。经过漫长

的手术时间，孕妇顺利诞下一个六斤重
的女婴，母女平安。

雒主任从手术室出来时，不仅手术
服全部湿透，额头上和头发上也全是
汗。但是她却对产妇的丈夫说：“有我
们在，您放心。”

践行社会责任 助力公益活动

该院科室全体医护人员在干好本
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2017年11月，中国首届秦直道徒步
越野挑战赛在延安开赛。雒主任以延
安市妇女促进会专家志愿者身份受邀
带领科室全体医护人员，为来自全国各
地的 1500名参赛者提供志愿服务。此
外她们还连续多年利用休息日带领外
科、内科、儿科的专家前往延安市儿童
福利院看望孩子们并开展义诊活动。

在该院“新的医术，心的呵护，馨的
服务”的理念引领下，该科室取得了骄
人的成绩，科室负责市级科研课题多次
获奖，发表国家级统计源期刊论文30余
篇，今年又被评为“陕西省五一巾帼标
兵岗”。此外还连续荣获全省妇联“巾
帼文明岗”、延安市“三八红旗集体”等
荣誉称号。目前该院已成为西北产科
联盟医院中的佼佼者。 □李莉

彭东是中铁十二局集团四公司测量大
队队长，他实干争一流、测海量山不辞苦，匠
心铸品牌、经天纬地写春秋。在工程测量领
域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心血，取得了突出的
成绩。被陕西省建设工会和陕西省职工创
新技术协作中心命名为“产业工匠人才”。

勤学苦钻不停步 工作实践出真知

彭东 2000年 8月毕业于湘潭铁路工程
学校测量专业，参加工作以来，他大胆摸索
和尝试新知识、新技术，首次将 30公里铁路
设计中线控制桩改为独立坐标控制网，采用
附合导线联测中线控制桩进行整体平差，再
进行施工放样，解决了前期中线法控制桩相
对精度低、中线控制桩护桩恢复困难等问
题，不仅提高了施工放样的时间，而且保证
了精度。

彭东敢于“第一个吃螃蟹”。2005年，在
大丽铁路项目部工作期间，项目部为了提高
隧道测量精度、加快施工进度，为测量队配
备了徕卡TCRA1102英文全站仪。为了尽

快学会并熟悉操作方法，拿到全站仪之后，
他全身心投入到了这种先进设备的探索学
习之中。经过两天的悉心研究，他终于掌握
了仪器的使用方法，并对数据加载、数据处
理、炮孔放样、断面扫描、仪器自由设站、围
岩量测等性能了如指掌。事实证明，这不仅
为隧道施工提供了数据支持，还在兄弟单位
抢险救灾的特殊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立足现场作奉献 看重责任解难题

2015年 4月，彭东被调回公司担任测量
大队大队长。面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 70多
个工程项目部，150多座长大隧道和近200座
大中桥梁，他倍感责任重大。工作刚接手，
他就一头扎到施工一线，亲自上手重难点桥
隧的复测。一年十二个月他有十个月沉在
工地，他明白工程测量的舞台在现场，在隧
道掌子面，在大桥桥墩上。脱离了现场再高
深的测量理论和再精准的测量技术都没有用
处。彭东放弃了无数个周末、节假日，一心奔
忙在各个项目部之间，指导项目部测量队扎

实工作、精准测量，为公司所建长大隧道中重
布设了K字形边角施工控制网并进行阶段性
复测，做到了“高精度、零失误”。

2015至 2016年，新建衢宁铁路开工，这
是中铁十二局集团施工的全线最长隧道松
阳隧道（13541米）和常乐山隧道（14642米）
成为施工测量控制的关键问题，为了采取合
理的施工控制网，他先后10次进入山顶比选
测量控制方案，先后 13次进行洞内外联测，
2017年两座隧道先后以毫米横向误差顺利
贯通，赢得了业主，社会高度认可。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选择工程测量就是选择吃苦受累，但彭
东以苦为乐，无怨无悔；测量工作来不得半
点含糊，彭东一直严格要求“正确、准确、精
确”，他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

2008年，京沪高铁开工之初，我国南方
正遭遇几十年一遇的大雪，天寒地冻，建家
工作还未完成，他带领测量队员们顶着风
雪，在短短半个月时间内就完成了全管段 17

公里的精密导线复测工作，并在开工前把项
目部承建的淮河特大桥的所有桩位坐标、承
台、墩身的坐标及标高进行了计算复核。根
据标准化施工的要求，京沪高铁要进行严格
的沉降观测，为了能按时准确的实施并能得
到精确的数据，彭东带领团队先后进行了近
百次的测量，他自制了铟钢尺尺撑及轻便式
夜间照明灯带，白天晚上不同时间进行测
试，分析误差原因，终于发现由于观测标接
触点和铟钢尺接触造成的偶然误差累计，摸
索出了精确观测沉降结果的方法，为后期沉
降数据顺利评估提供了经验。

2010年 6月，彭东代表中国铁建总公司
参加了“2010年中央企业测量工决赛”，凭借
过硬的基本功以及他独创的绝活超越对手，
最终荣获银奖，并获得“中铁建总公司技术
能手”“中央企业青年岗位能手”和“中央企
业技术能手”荣誉称号，真正实现了自己的
人生价值。 □陈巽之 刘国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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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金桥茶座■

■一线传真■

本报讯（张涛 李强）近日，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横山
煤电有限公司组织各班组，通过观看影像资料及各类先
进事迹资料，认真学习了咸阳纺织集团“赵梦桃小组”先
进事迹，旨在创建自己的三秦班组。

该公司先后组织发电运行部和设备维修部优秀班
组长和优秀员工去西安、咸阳和富平电厂实地参观学
习。通过参观和交流学习，各班组长对“赵梦桃小组”取
得的成绩深受感动和鼓舞。纷纷表示，“梦桃精神”给我
们树立了精神丰碑和榜样，我们要以赵梦桃小组为榜样，
学习并弘扬“梦桃精神”，在工作上勇于创新、甘于奉献、
精益求精，在生活中不断培养班组成员的无私奉献精神，
争作新时代的最美奋斗者和奉献者！

学习梦桃精神 创建三秦班组

横山煤电有限公司

近日，中铁一局绍兴329国道项目部利用暑假时间组
织开展“相约绍兴，爱在水乡”快乐暑期行主题活动，项目
部探亲家属和职工共计29人参加。这次主题活动让广大
职工家属体会到了企业的人文关怀，从而更好地支持一
线职工工作。 □杨润乾 摄

在人们的眼里，发明创造遥不可
及，主要是科研机构科学家、工程技术
人员的专利，与在一线上班干活的工人
关系不大。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工人
已经或者正在参与到发明创造当中来，
其实，发明就在我们身边，只要处处留
心，发明创造并不是难事，人人都能成
为发明家，成为“职工发明之星”。

其实，发明并不高深，一个小小的

改进、一项小小的创新都可能是一项发
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
的整体发展不仅要依靠少数科学家，更
需要整体的提高和进步。

甘肃省近期评选命名“工人发明
家”“职工发明之星”“优秀创新型团
队”，是对工人创新发明成果的褒奖，
更是对发现、培养职工创新人才的激
励与鞭策。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是创
新，而岗位创新是企业创新最根本的
力量和最坚实的基础。对一些动手能
力强、又肯动脑的技术型工人而言，

对现场设备进行小改小革等发明并不
难，因为这些一线工人有着长期的工
作经验积累。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更多的“工
人发明家”“职工发明之星”。对于“工
人发明家”等民间的“草根发明家”，政
府相关部门应当给予其足够的重视，并
建立奖励扶持机制，对他们给予一定资
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为他们的发明创造
营造良好的环境，提供动力源，为他们
申请专利提供方便，并尽快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 □吴玲

“你好，我是老徐的工友李波，你
最近身体康复的怎么样了？家里还好
吧？”近日，中铁七局三公司贵阳地铁
三号线项目领工员李波拨通了至今还
未返岗的工友徐龙森家的电话。

“我现在病情已基本控制，正在接
受后续康复治疗，老徐现在我们家附
近的工地做钢筋工，一天能挣200多块
钱，治病的钱都凑够了，谢谢你们的关
心和帮助！”老徐的妻子在电话那头感
激不尽。

该项目部和徐龙森一家的故事要
从去年国庆期间的一天讲起。

那天，一位中等身材略带佝偻的
中年男子来到项目部正在化工路口值
班的领工员李波身边，用手在自己的
脖子上不停比划，并用拇指按压配合食指示意打针动作，
李波不明其意。这时，中年男子便将路边的妻子扶到跟
前，妻子痛苦地呻吟着，他指着妻子的脖子反复比划着打
针的动作，李波这才弄明白他是在打听贵阳甲状腺医
院。随即，将二人带到医院门诊并帮助登记，从登记信息
栏里了解到该男子叫徐龙森，是贵州省赫章县野马川镇
麻初村建档立卡的一位贫困的聋哑农民，这次来贵阳是
给妻子医治甲状腺的。办理好住院手续后，李波回项目
部把情况汇报给项目经理屈云鹏，第二天，项目部就在路
口专门增设了一个引导岗位，以便患者更加便捷去就医。

几天后，李波又在大营坡站化工路附近看到徐龙森
坐在沿街石墩上满面愁容。为了弄清情况，李波再次到
甲状腺医院，了解到他带来看病的钱已经消耗殆尽了，正
在发愁。李波把情况向项目领导进行了汇报，大家决定
每天由李波打包两份盒饭给他们送去。但这也不是长久
之计，最后决定安排他到工地上工作，在钢筋班学习如何
加工钢筋，这样为他解决了医疗费用的燃眉之急，他也可
以就近照顾妻子。

通过两个月的培训和磨练，徐龙森已经熟练掌握了
钢筋的加工流程，并能够独自完成部分钢筋加工，妻子的
病也在逐渐好转。他和项目部员工慢慢熟悉起来，大家
都很关心他，把他当作项目部家人一样。年前，徐龙森接
妻子回家休养，临走前他和李波在工地地面上划字相约，
等到年后妻子身体康复，安顿好家里，他还要再来项目部
干活，因为在这儿他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

今年受疫情影响，虽然他没能如约再来工地干活，但
是项目部从未忘记过这位聋哑兄弟，大家都很关心他的
近况，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赵亮 董志振 冯毅

手持热敏风速仪，将传
感器探头置于风管中，仪
器立即显示风速为每秒
2.18 米，温度为 30.25℃ 。
近日，记者来到陕建十一
建集团设备安装公司（以
下简称安装公司），三秦工
匠沈龙庆正在进行日常测
试工作。

沈龙庆是安装公司的
电气设备调试工，1980年参
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电工
和电气设备调试工作。在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工作室
里，记者看到在展示柜里整
齐摆放着各种年代、规格型
号的直流毫伏表、电流表、
电压表及探伤仪、检测仪等
设备。“这些都是宝贝，既是
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我这一
辈子的喜好。”沈龙庆说道。

“师傅工作很认真，你
不懂的，他会耐心教导，他
自己不懂的就会查阅各种
资料研究透彻。”沈龙庆的
徒弟陈计锋说，沈师傅常将

“活到老、学到老”挂在嘴
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他先后系统学习了电工基础、电工工艺、模
拟电路、数字电路等十几门专业技术理论，
还自学了大学电机学、电子线路、晶体管电
路、计算机技术等理论知识。他说：“电气
调试的工作必须先懂得原理才能动手操
作，我们往往拿到的都是最新的产品，你要
调试这些新产品就要不断学习当下最新的
技术。跟不上产品、技术更新的速度，那就
要落伍、被淘汰。”

“想干好一件事，还要动手了解它。我
小时候就喜欢‘鼓捣’，家里的电器总是逃
脱不了被我拆开再尝试组装的命运。这也
培养了我遇到不完美的产品时总要想办法
改进完善它的习惯。”沈龙庆说。

以前用日本产的电秒表进行测量，测
出来的误差通常在 30%以上。“我发明的高
压开关合分闸时间测试仪，受到拆卸养鱼
气泵时电磁铁来回吸放的启发，利用交流
电频率固定不变的原理，画出正弦波，通过
波形就能计算出开关全部断开到位的时
间，误差控制在5%以内。”沈龙庆说。

去年 8月 8日，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科研
与基础学科大楼在整改过程中，施工人员
由于误操作造成某实验室N线电位断开，
导致 16台（套）总价超过 100万元的精密仪
器设备瞬间损坏停止工作。“沈师傅第二天
就带领我们进入现场了解情况，由于实验
室不能停太长时间，师傅立即着手检查设
备，对有问题的元器件快速购买更换。截
至当天下午，除了2台（套）进口仪器买不到
配件以外，其余设备全部修好了，共计花费
200多元。”徒弟封巍说。

沈龙庆参加工作40年来，从安装电工、
电工班长到电气调试工，走过了艰辛的成
长之路。他先后带徒 22人，多数获得了工
程师、技师等职称。他主持调试和施工的
西安高压供电局住宅楼、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公司第七0五研究所等项目获得了“鲁班
奖”。他个人也先后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陕西省首席技师、全国技术能手、三
秦工匠等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赵院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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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职工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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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工人发明家”更多的支持和奖励

近日，中国铁
路西安局集团有
限公司西安机务
段动车组司机，严
格执行汛期作业
标准和各项安全
措施，确保列车安
全运行。图为西
成 高 铁 D1905 次
驾驶员正在精准
操纵列车。

□刘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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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精英■

——记陕西省首届产业工匠人才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