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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枪喷吐着耀眼的光芒，防护罩
的背后，闪动着一个忙碌的身影，电
焊工赵涛正左手拿面罩、右手持焊
枪，聚精会神地补焊磨内挡料圈，汗
水已经湿透了他的衣服，空气中弥漫
着一股铁锈和烧焦的味道，然而这对
他似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只见他手
中的焊枪轻轻一点，弧光闪耀、焊花
飞扬，焊条慢慢融化，断面逐渐连
接。摘下面罩，顾不上擦拭汗水，他
便迅速从旁边取过渣锤，娴熟地敲开
焊缝上的残渣，焊面上，焊点均匀而
平滑……这只是生态水泥黄陵公司
青年电焊工赵涛日常工作中的一瞬。

自 2015 年进入生态水泥黄陵公
司以来，赵涛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岗
位中，利用空余时间学习专业理论
知识，积极报名参加技术比武大赛、
职业技能鉴定考试等，并顺利获得
了电焊工中级职业资格证。同时，
在实践中不断钻研摸索，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以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
态度面对各项工作任务。冬天，在三
十米高的成品库顶上干活，陕北刺骨
的寒风吹在脸上像针扎，手冻得连焊
枪都握不住却依然坚持；夏天，再狭
小的空间、再炎热的天气，也坚守岗
位，在太阳和弧光的双重“烤”验下，
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冬去春
来，寒来暑往，5 年的努力和付出，让
他从一名电焊小白成长为黄陵公司
的电焊能手。

“赵涛现在既是我们工段的技术
能手，又是业务骨干。”粉磨工段长
竖着大拇指骄傲地说道。

上班以来，赵涛的每一个春节都
是在单位度过的，他总是以家住黄陵
为由主动值班，今年春节，公司年终
检修需要进行磨机主辊安装，他再一
次主动提出留守单位。第一次安装磨
辊，对于赵涛而言面临的压力是前所
未有的，陕北地区的寒冷天气，给磨

辊安装又增添了诸多困难。安装磨辊
必须预先加热辊套使其膨胀，体积较
大的辊套加热起来工作量可想而知，
单个氧气瓶加热慢，赵涛就想办法和
同事一起用煤气瓶在周边加热，为后
期主辊螺栓的紧固及螺栓护罩的焊
接留够充足时间。

磨机主辊由 16 条规格为 M68 的
螺栓进行固定，二次紧固螺栓后还
需逐个焊接螺栓护罩，若焊接不牢
固便有可能发生磨辊脱落的重大设
备事故，这就要求作业人员必须严
格按照安全规范精细作业。每个螺
栓护罩的焊接需耗费 1 个多小时，由
于磨内空间狭小且不能长时间作
业，赵涛便和几个同事一起加班加
点、轮流作业，仅仅两天时间便完成
了螺栓护套的焊接工作，按时保质
完成了检修任务。

“干好电焊没有捷径，只能在苦
练中掌握精髓，练到能根据材料实

际状况或者焊缝不同，灵活调整电
流大小，直到焊枪运用自如。”赵涛
在日常工作中也会经常与新员工交
流，将自己的学习经验和电焊技巧
分享给他们。

在电焊工这个平凡的岗位上，赵
涛在电焊弧光中尽情倾洒着自己的
青春和汗水，为生态水泥黄陵公司
安全稳定生产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惠晓娇）

赵涛：青春在弧光中闪烁

今年 33 岁的杨博是韩城矿业象
山矿井综采二队采煤机司机，有 10
年采煤一线工作经验，在平凡的岗
位中他用自己的勤学苦干练就了不
平凡的本领，彰显了新时代“工匠”
的风采。

爱动脑的“杨能能”

在综采二队职工都亲切地把杨博

叫“杨能能”，别看他年纪小，目前，他
是全矿取得采煤机司机资格证里唯
一的高级工，只要采煤机出现故障，
他能根据经验和所学专业知识很快
作出精准判断。

检查紧固件、润滑部位注油、更
换截齿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杨博
每天都在重复。为了减少采煤机停
机率，优化抢修方法，杨博总结出

“采煤机故障快速排除法”，先根据
经验判断后进行操作、先检查外部
后内部、先检查液压支架后检查电
机的工作方法，大大缩短检修时间，
提高检修准确度。

爱学习的“杨工匠”

杨博的妻子把他叫“刷题王”。
最近几年杨博一直坚持每天在网上
刷一套采煤机司机考试题库，碰到不
懂或者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杨博就
记在笔记本上，通过关注各种采煤机

专业公众号及推送，不断学习采煤机
理论实操和采煤工艺，增加自己的知
识储备量。

每班工作结束后，他都认真记
录采煤机的工作情况、故障原因及
处理方法，对于采煤机容易出现的
故障向技术员、机电部门的专业人
员请教判断和排除方法，日积月
累，他所在班组采煤机运行过程中
的事故停机率大大下降。在工作
中，他养成胆大心细、刻苦钻研、不
耻下问的习惯，在象山矿井采煤机
司机微信群里，杨博永远都是提问
最多的那个，将自己的工作方法与
其他采煤机司机进行共享，与他们
交流如何提高采煤机开机率，降低
维修成本。

带好头的“杨劳模”

2019 年杨博就有 5 项，其中 3 项
创新成果获得公司、矿井表彰，创造

直接经济效益 5 万元以上。
2019 年初，综采二队在 21311 综

采工作面过构造时，因顶板破碎压
死四架支架，同时底部积水严重，导
致支架不能移架，杨博率先跳入水
中打眼，靴子里灌满了泥水仍然和
大家装药放炮，队上的工友们都劝
他休息一下，他却嘿嘿一笑说：“我
还年轻，多干点活也能多学点技
术。”在他的鼓舞下，杨博所在的班
组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小班原
煤产量由 3000 吨提高到了 4500 多
吨，创造了月产 85000 吨的新纪录，
班组完成产量占全队的 50%。

“刚开始上班时，我什么也没有，
现在买了车，买了房，媳妇有工作，
两个孩子也都上学了，以后我更要
努力学习，钻研业务，发扬劳模精
神，为公司发展作出贡献！”杨博在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身边的每一
位工友。 （严改丽 卫云龙）

博学多才彰显“工匠”新风采
——记韩城矿业象山矿综采二队采煤机司机杨博

徒弟来自甘肃农村，自
小养成了淳朴坚韧的性格。
他性格倔强，为人正直，勤
奋好学。有次班组考试，刚
从教室出来，便与几名同事
跟学生一样，迫不及待对答
案，结果说到一道计算题时，
与同事小马争论得面红耳
赤。其他人起哄道：“你们都
是拿过技术比武冠军的半个
专家了，说不定两人的答案
都对。”他说：“我去拿国标，咱
们一条一条对，看谁的答案正
确。”有同事劝道：“算了，亮
子，就一次月考，何必这么较
真，等试卷改出来不就知道
了。”“不行！现在就弄清楚，
要是我错了，得搞明白自己错
在哪儿？而且这是经常用的东
西，下次不能重复犯错。”他
说。“行，我们在一楼等你，咱
们就论他个是非对错。”看其
严肃认真的态度同事们说。
结果是他在数字进位上错误，
便拍着小马的肩膀说：“还是
你棋高一着，下次遇到这种
题我绝对不会再错了。”班组
主管拿着试卷笑骂道：“两个
犟驴又遇一块儿，不分个高
低，誓不罢休啊！”

因工作场地不同，我与
徒弟见面机会不是很多，但
是电话交流却是频繁，时常
交流工作，聊生活中的点点
滴滴，共同探讨一些时政问
题，一起分享写作感悟等。
他是个有主见的人，在讨论
过程中坚持自己的观点，我
们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想
要说服这个倔徒弟，我得摆
出一大堆道理才行。为此，
给他打电话也有了压力，常

常在通话之前，对自己所要
表达的内容做足功课。但正
因为有了这些争论，我们师
徒二人的感情更加亲近，也
收获很多。

他有三个年幼的儿子，一
家七口，全家经济来源基本靠
他一人支撑，我好几次向其表
达资助之意，但他从未张口。
有次聊天告诉我他父亲前段
时间出了车祸，自己因为医药
费坐在医院走廊拿着电话无
所适从翻阅通信录，不知道该
怎么向别人借钱，幸好舅舅替
他垫付了医药费。

我问道：“在困难时刻
怎么不向我说声？”他回答
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挺不容
易，向别人借钱，自己为难，别
人也为难。”我听后心里深感
难过。沉默了许久，细细品
读徒弟的话，想想自己何尝
不是这样。不管在工作生活
中，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愿
去麻烦别人。性格方面，我
和徒弟还真是相似，都有一
副犟脾气。难怪他主管说其
是一头犟驴，自己都成了热锅
上的蚂蚁，还在替别人考虑。

徒弟手脚勤快，干事认
真，为人较真，凡是工作中的
事情都不落后，当自己的事
一样跑前忙后。

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
为友”。作为师傅，不可否认，
在师徒中，我们相互学习，共
同提高。在生活中，我们是朋
友，是兄弟，互帮互助，攻克困
难。在今后的时间里，期望他
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运销集团彬长分公司
赵松伟）

倔犟的徒弟

何虎军 2016 年荣获神南矿业公
司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2015-2016
年度荣获神南矿业公司“先进个人”；
2019 年度荣获榆林市“青创先锋·创
新之星”。这一个个荣誉的背后，是
一名煤矿基层职工不平凡的业绩，更
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用热爱点亮梦想

2006年 2月，20岁出头的何虎军带
着对煤矿工作的热爱登上了开往龙华
公司的班车，做了一名井下电工。面
对公司刚起步，作业环境差等一系列
困难，他硬是凭着不服输的性格，不断
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经过不断努
力，2012年成为队里的技术骨干，一步
步成长为机电队长。“很多东西记不
住，只能一遍一遍记，笨鸟先飞嘛。”憨
厚朴实的何虎军诚恳地说。

用责任灌溉沃土

“大伙的水平都上来，才能作出大
文章。”何虎军指着墙上一个个技能大
赛的团体奖牌自豪地说：“我希望每个
人都在工作平台上发光发热。”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的水平提
高了，却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要带

动班组其他电工一起学技术。为了让
工友们尽快掌握机电设备的维修技
术，他把自己的学习经验和技术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了他们，对照原理图手
把手教，使整个班组形成人人爱学
习、个个争当技术先锋的好风气。

用勤劳夯实基础

“我记得非常清楚，是 2016 年 12
月 9 日，因为那天家里小孩过生日。”
提到那次连续 21个小时的故障处理，
他瞬间回答。

那天正给孩子过生日，便接到值
班员电话：“井下采煤机故障，当班人
员无法判断和处理故障。”何虎军二
话没说就开车往公司赶。来到井下诊
断出采煤机隔离开关烧坏，便立即组织
更换，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他却忘记自
己已经工作了21个小时，直到采煤机故
障处理好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升井。

用信念支持创新

“哪有什么诀窍，就是想让大家多
一份安全，少流点儿汗。”提到他创新
初衷，何虎军笑着说。

看到采煤机的一个电源模块使用
寿命低，更换频率高，不仅影响生产，
还增大了员工的劳动强度。他就整天
拿着图纸研究，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他
改造成功了。延长了电源模块的使用
寿命，减少了采煤机的故障率。工友
们纷纷向他伸出了大拇指。

“功夫花在哪儿，成果就出在哪
儿。”对于一个个的创新和突破，他都
是用这样朴实的话语回答。

何虎军并没有满足于现在的成
绩，还在不断前行，钻研解决工作面
机电设备出现的每一个问题，满怀对
矿山的深情热爱，用创新诠释着工匠
精神。 （李彦云 田毅）

“笨鸟先飞”求突破
——记陕北矿业龙华公司机电队队长何虎军

近日，铜川矿业玉华煤矿 205 名
班组长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第
七届“班组长节”，2018-2019 年度“十
佳班组长”新鲜出炉，班组长与亲属
手捧奖牌与鲜花共同登台领奖，干
部职工以热烈掌声向身处安全生产
前沿的班组长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
挚的敬意。

自 2008 年矿井举办首届“班组长
节”以来，每两年举办一届，至今已举
办七届走过了 13 个年头，成为矿区
传统文化节日和知名文化品牌。本
届“班组长节”前夕，以采煤战线“明
星班组”综采队生产班刘俊雄、电气
设备维修技术拔尖人才机电车间万
平等为代表的任职 10 年以上、一线
工作 15 年以上的“十佳班组长”走上

管理岗位，树立了政治强、精专业、善
管理、敢担当、群众公认的鲜明选人
用人导向。

本届“班组长节”上，经推荐申
报、审核把关、组织考察、研究确定、
公开公示等环节，按照优中选优的原
则，评选出“一通三防先锋”张文革、

“技术牛人”崔双丰、“发明达人”邢小
龙等一批工作业绩突出、群众信服拥
护的“十佳班组长”。任职时间最短的

“十佳”之一，综掘五队生产三班班长
段百荣，带领班组强安全、抓质量、提
工艺，连续 5 个月取得掘进进尺第一
名，并创出区队进尺历史新纪录。实
现“十佳两连冠”的第一人，综掘三队
生产二班班长南铜生，带领班组连续 5
年荣获矿“明星班组”，成为质量标杆

“第一班组”。两年来，他们引领全矿
班组共完成“五小”创新 229项，产生直
接效益 180多万元。取得职工创新项
目 47 项，产生直接效益近 200 多万
元。深入开展修旧利废、挖潜增收活
动，累计节约资金约 3.2万元。并涌现

出陕煤集团“安全先进班组”综采队
生产二班、矿业公司“明星班组”综掘
二队机电班和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
省技术能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
班组及优秀班组长。

班强则队强，队强则矿兴。矿井
予以重奖“十佳班组长”，为“兵头将
尾”这安全生产第一线的指挥官、创
新创效最前沿的实践者提供广阔平
台和舞台，使班组长政治上有待遇，
矿区上有形象，工作上有职权，收入
上有倾斜，干部职工中受尊重，让他
们在工作业绩、管理创新的提升上能
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培育出更多
的“牛人、达人”，205个“微小细胞”凝
团聚力，群星璀璨耀煤海，乘风破浪开
启奋战新征程。 （朱建锋 杨春成）

“班组长节”群星璀璨耀煤海
铜川矿业玉华煤矿

货运列车司机老朱找
我，说要转岗，我劝他，过几
年他就光荣退休了，这时转
岗多可惜。他听后向我倒起
一肚子苦水来……

30年前，他干蒸汽机车司
炉工，一锨一锨地向炉膛里添
煤，没觉着辛苦。15年前，他
当了内燃机车司机，运量一年
年增加，工资也是节节攀升，
因为工作认真负责，还避免了
多起路外伤亡事故的发生。

我说：“这多好呀，防止
事故发生，公司还有奖励。”

“奖励？我宁愿不要奖励，就
不该有这种事！”老朱有些生
气地说。

大前年 5月的一天，他开
着列车刚刚转过一个桥头，
远远就看见一个人坐在钢轨
上，便立即紧急制动，车停下
来的地方距离那个坐在钢轨
上的人只有 3 米。他当时生
气地质问那个人：“你不想
活了？”谁知那个人比他还
委 屈 说 ：“ 我 就 是 不 想 活
了！你让我死！”老朱心里
想，你寻死也别选这里呀，
这不是害我吗？后来那个
人的儿子来了，说他爸妈为
了一点琐事吵了一架，爸爸
赌气喝了酒，喝醉了就来铁
道上。那个人被他儿子拉
走后，老朱才得以继续他的
值乘任务。

还有前年夏天的一个下
午，老朱驾驶列车刚出黄西
车站岔区，依稀看见漆黑的
隧道里有人影晃动，于是立
即紧急制动，并不断鸣笛，
可那人丝毫没有下道的意
思。最后车停了，距离那人
只有 2米。那是一位风烛残
年的老太太，眼睛浑浊，耳
朵又聋。副司机小郝连忙下
车将老人扶下车道，一问才
知道她是附近村子的人，从
车站防护网的破损处进入站

场找孙子……
“这些年遇见十几起了，

有走铁路抄近道的，有在隧
道里乘凉的，还有来铁路
上玩的小孩，我都尽可能
防着。”老朱说着，语气弱
了下去，“独独就没防住去
年那个胆大的娃，火车是能
扒乘吗？”

去年7月，在一个炎热的
正午，老朱担任司机驾驶列
车出了漳河站，看见桥头有
不知从哪儿偷溜进站的三个
小孩，背对着铁路，趴在桥
栏杆上。因为不影响运行，
老朱没有制动，列车继续前
进。十几分钟后，段上来电
话说出事儿了，一个小孩的
腿被轧了。后来老朱才知
道，受伤的小孩才 12 岁，他
待列车头部经过后，企图扒
乘车头后面的载货车厢，结
果摔下来被轧断了右腿。

“简直不能想象那少年后来
是怎么拖着血流如注的腿，
翻越桥栏杆前行了 200多米
的……后来我几乎每天都
心惊胆战地开车，晚上睡梦
中都是这事儿！”

“去年这个事故的判定结
果不是出来了吗？根本没有
你的责任。”我安慰老朱。

“是没有，我知道。可是，
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呀！我
还去医院瞧他来着，多么眉清
目秀的一个小后生……”老朱
叹气后接着说：“他后来又出
事了，坐别人摩托车，结果摩
托车闯了红灯，不幸被一辆
大车撞飞了。他这次真丢了
性命，唉……”老朱叹息道。

“说这两年铁路防护网
的封闭程度好多了，再说现
在用工紧张，再坚持坚持。”
我劝道。“了解，只是有一肚
子苦水，说出来心里就好受多
了。”老朱说。
（黄陵矿业铁运公司 赵文龙）

老朱的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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