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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新闻

在煤矿这座乌金宝库中，有一支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奉献的队伍——获得“陕西省
五一巾帼标兵岗”的陕煤彬长矿业公司胡家
河矿副井提升司机班，班组成立于2008年，7
名职工中女职工占到 5人，班组的工作就是
负责全矿井人、物、料的提升任务，凭借女性
特有的细心、善良、坚韧和自信，确保矿井副
井提升系统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用一颗敢
拼、敢干、敢为的心，书写着煤矿女职工的别
样情怀。

敢拼 谁说女子不如男

提起副井提升司机班组，机电队负责人
李向南竖起了大拇指，他说：“这是队上我最
放心的一个班组。”10年来，这个“巾帼班
组”用百分百的技术、百分百的智慧、百分百
的汗水做到了“零失误”，班组实现了安全平
稳率100%，动作成功率100%，设备定期检验
完成率100%的“三个一百”。

“疫情严重，可能要封路了。”春节期间，
副井提升司机班的班务会上，2月假期轮休
的安排让班组长韩宝侠陷入为难。新冠肺
炎疫情的突然暴发，导致岗位人员不足。马
琳立刻说：“我 2月份不休假了，我留下。”杨
霞也说：“让已经休假的人在家待着，做好防
护工作，岗位上的事情交给我。”就这样，在
疫情防控期间，副井提升司机班 5名女职工

放弃春节和每月休假，坚守工作岗位 100余
天，以全勤保障矿井提升作业，实现了矿井
安全生产。

敢干 技术能力展风采

“各位同事，大家好。我是来自机电队
副井提升司机班的杨霞……”站在台上的杨
霞自信满满，正在进行岗位描述比赛，谁也
不会把台上这个自信的女职工与半个月前
紧张到想放弃比赛的人联系起来。半个月
前，杨霞因为技术水平高、业务熟练从区队
内部的选拔中脱颖而出，但一听说要代表区
队参加矿上的比赛，她有点退缩了。“一想到
要在那么多人面前比赛，我就开始紧张。”赛
后捧着比赛二等奖荣誉证书的杨霞有点不
好意思，“为了克服退缩心理，班组的姐妹每
天下班后陪我一起练习，鼓励我在班前会上
表演，感谢她们。”

在班组中，班组长韩宝侠是班组的大
姐，也是班组的师傅。说起自己的师傅，活
泼的马琳有说不完的话：“我刚毕业就来这
里了，接触副井提升司机岗位，看着复杂
的仪表和细致的岗位操作流程，有点打退
堂鼓，想换个岗位。那时候还有点怕韩姐，
她工作中看着特别严肃。结果还是韩姐主
动找我聊天，了解我的想法，下班后带着我
一步一步熟悉各类仪表数据和操作流程，

进行模拟操作。”马琳回
忆起自己独立工作不久
发生的一件事，一次下班
前正常进行系统检查，她
发现系统电压仪表显示
参数与运行参数不符，反
复确认后立刻联系班组
长韩宝侠并向区队汇报，
后经过检查检测是电压仪
表出现了故障，及时进行
了更换，确保了系统稳定
运行。正是班组职工这样
一点一滴的不断努力，才
让一个班组持续成长。

敢为 倾情帮教嘱安全

“谁能联系上我老公，孩子病了，打他
电话打不通。”韩宝侠下班后刚打开手机，
就看到区队的家属协管微信群的这条消
息，她赶紧通过微信电话联系家属，了解
情况，并通过区队值班室找到了该职工。
韩宝侠说，当初跟区队职工沟通，建立了
这样的家属协管微信群，就是为了方便和
家属直接交流，因为工作的原因，职工不
能及时回复家属的消息和电话，只要是班
组的人看到了，都会帮忙带个消息，让有急
事的家属放心。

工作中班组女职工是岗位精兵，业余时
间里，5名女职工也是家属安全协管员。有
职工对“三违”帮教工作中出现的不理解，她
和姐妹们总是耐心地从家人的角度诉说“三
违”行为的危害。渐渐地，副井提升司机班
也成了区队的“知心班组”，在区队和职工家
属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副井提升司机班的女职工们是泾河水
畔的“铿锵玫瑰”，她们用坚韧的毅力、辛勤
的工作，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女性赞歌，为
企业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宋博

日前，航空工业起落架燎原机电公司非标设备厂组织职工抓生产进度，
以实际行动促生产、保目标，为四季度生产任务按期完成努力奋斗。图为车
间职工正在加班加点完成生产任务。 □杨焕东 摄

泾河水畔掘“乌金”
——记“陕西省五一巾帼标兵岗”、胡家河矿副井提升司机班

■工厂故事■
“王师傅，西乡车站永远是你

的根，也是你的‘家’，有事儿没事
儿常回‘家’看看！”日前，中国铁路
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汉中车务段
西乡车站会议室，该站党支部书记
文庆华紧紧地握着王仓民的手说。

西乡车站是该段管辖阳安线
上的一个三等站。近日，该站客运
员王仓民光荣退休，车站为他举办
了欢送会。

刚满 60岁的王仓民 1987年调
入该站工作，23年来，一直担任客
运员，是一名元老级职工。他立足
本职，爱岗敬业，任劳任怨，与车站
及同事们风雨同舟，长期从事旅客
运输服务工作，把最美好的年华、
所有的热情和智慧都贡献给了铁
路事业。

欢送会上，该站管理人员依次
向王仓民表达了感谢与敬意，对他
多年来的辛勤工作及努力付出给
予充分肯定，为他戴上大红花，希
望他以良好的心态，在充分享受退
休生活的同时，离岗不离心，常回

“家”看看。

鲜艳的大红花在灯光下，映
红了王师傅的脸庞，脸上纵横的
褶皱里写满了沧桑，也溢出了激
动喜悦与依依不舍的复杂情感。
他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奋斗历程
和工作心得，并勉励车站的年轻
人，珍惜岗位，传承和发扬车站的
优良传统，深化“茶乡情”服务，为
车站安全生产作出新贡献，同时
表示，虽然自己退出了工作岗位，
但仍将一如既往关注和支持铁路
各项工作。

参加欢送会的团员青年听了
王师傅的经历和付出，备受鼓舞，
大家一致表示，要向王师傅学习，
甘于奉献、脚踏实地。“请老师傅放
心，当我们接下您手中的接力棒，
我们一定不负众望，努力把工作做
好!”车站青工蒋璐遥说道。

“真舍不得车站，还想和你们
一起并肩奋战，特别怀念车站一
家人的氛围，以为简简单单离开
单位呢，没想到大家用心为我开
了这么一个温馨而又隆重的欢送
会，觉得非常温暖，谢谢大家了!”
王仓民心情十分激动，眼里闪烁
着的泪花饱含着对同事们的浓浓
不舍之情。 □陈燕 张巧奇

“这里永远是你家”

■洒金桥茶座■

没吃上食堂的人盼望着食堂，能吃上食堂的人
中，吐槽者也不少。在位于北京市西二环附近某国企
工作的李铭说，饭卡中的钱几乎没有动过。食堂一周
提供8道菜品，偶尔会微调，但是翻来覆去总是“永
远的土豆丝炒肉、永远的番茄鸡蛋”，最后只得守着食
堂点外卖。

职工食堂是企业生产的重要保障，职工辛苦工作
了一天，总想能吃上一餐可口的饭菜。如果饭菜长期
不合胃口，不仅影响到职工的情绪，还会使企业的凝
聚力下降。然而，一个企业的职工天南海北，口味不
一，毕竟众口难调。如果企业规模小、用餐人数少，要
用有限的经费做出大锅菜，既要能应对地域差异的口
味，又要价廉味美，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如何解决职工守着食堂点外卖的现象？笔者以

为，首先，作为企业要充分认识到办好职工食堂的重
要性，摒弃畏难和不作为的思想和行为，确定专门的
部门和人员负责，建立和落实职工食堂责任制；其二，
建立和完善食堂管理评价和考核机制，经常听取职工
的意见和建议，牢固树立“既要让职工吃饱更要让职
工吃好”的理念，不断改进服务质量和水平，为职工提
供卫生、营养、健康、便捷、可口的饭菜；其三，上级主
管部门要加强对职工食堂的指导和监督，经常性地开
展“职工好食堂”评选活动，营造良好的企业饮食文
化，促使职工食堂整体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升，为企
业发展创造好软环境。 □费伟华

办好职工食堂不是小事

■能工巧匠■

日前，在西安曲江新区中海碧林湾小
区附近某药店二楼的“夫康健理疗馆”里，
现年31岁的陕西中医药大学毕业生李海
平正忙着给病人实施针灸推拿术。截至
目前，他已经在西安打拼了9年。

李海平，甘肃平凉人，2009年大学毕
业后，曾与人合伙干了4年的中医理疗，后
在一家医院理疗科工作，可面对朝九晚五
的上班生活，李海平觉得和自己的理想还
有一定的差距。他一直梦想自己创业，用
传统的中医针灸、推拿按摩、艾灸、拔罐刺
络、正骨复位等技术为更多的人服务。

2017年，李海平带着多年来的积蓄，
来到西安市长安区，在凤栖原地铁口附
近租了一间门面房，他的“夫康健理疗
馆”开业了！在经营一年多且有了稳定
客源后，却因房东要卖房不得不搬迁。
李海平只好搬迁到电视塔附近继续自己
的梦想。在他的精心打理下，生意逐渐

稳定下来，患者对他的针灸推拿术赞不
绝口。可好景不长，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
理疗馆又被告知要出卖房屋，让他限期退
房。“那个时候好困惑，内心深受打击，可
房东确实急需资金必须卖房，只好再次搬
迁……”李海平说。

对中医养生有着浓厚兴趣的李海平
不想就此罢休，他感慨道：“中医药学包
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
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
作为一名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一定要
把祖国的中医瑰宝发扬光大。”

李海平告诉记者，年幼时他患过反
流性胃炎，有一次治疗打了 3个月针，中
药和西药连续服用1年多，病愈后休养了
2年。李海平励志长大后当一名医生，
让像他一样的人摆脱病痛折磨。带着这
样的愿望，2005年高考时，他报考了陕西
中医药大学，并如愿考上了该校的针灸

推拿学院。
经过3次搬迁，“夫康健理疗馆”如今

总算扎住了根。在李海平的理疗馆里，
记者见到他的一名徒弟黄彩珍，她曾是
李海平的病人。当记者问黄彩珍为什么
要学习中医推拿时，黄女士腼腆地说，李
大夫治好了自己的腰肌劳损，她感觉中
医理疗非常神奇，想学会了回家给婆婆
按摩。原来，黄女士在长安区开了一家
蛋糕房，每天忙于生意落下了严重的腰
肌劳损，发病时疼得无法干活。黄彩珍
也到其他医院治疗过，但效果并不理
想。有一次，黄女士的爱人无意间看到
李海平的抖音短视频，得知针灸推拿及
正骨复位可以治愈此症，且不用做手术，
便立即联系到李海平。经过一周的治
疗，黄彩珍症状明显减轻。她又将经常
头疼、手臂长期发麻的婆婆带来治疗。
经李海平查体摸骨，诊断为神经根型颈

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症。李大夫运用针
灸、推拿、刺络、复位等技术手法给老人
治疗后，症状大大减轻。亲身体验到中
医针灸推拿的神奇效果后，黄彩珍向李
海平表达了想学习中医理疗技术的愿
望，刚好理疗馆也缺人手，李海平便收了
这名徒弟。

如今，李海平给自己规划了未来，不
仅要建立自己的团队，还要带出一支更
大的队伍，努力将自己所创的品牌做大
做强并连锁化。可眼下的困难是，面对
高额的房租，他的创业成本一直居高不
下。一位病人曾帮李海平联系大学生创
业贷款，但他觉得现在还不是扩大规模
的时候，希望和辖区社区服务中心或者
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合作，这样房租的
成本会大大降低，他也会相应降低服务
费，让更多的患者享受优质的中医理疗
服务。 □本报记者 兰增干

李海平的创业梦

■一线传真■
“叮铃铃、叮铃铃……”10 月

13日晚7时30分，洛川供电公司槐
柏供电所值班室电话突然响起。

“我是赵家河村村民张虎，我
家的电表箱着火了……”接到电
话，所长屈永顺带领值班员，拿上
抢修工具和材料，驾驶抢修车辆冒
雨急忙赶去。

赵家河村距离供电所 15 公
里，由于雨天路滑，车辆行驶缓慢，
七转八拐终于找到了报修的村民
张虎家中，他正急切地站在门口。

“不好意思，下雨天还麻烦你
们，最近村里人都忙着采摘苹果，全
家人从早干到晚，只有晚上回到家
才能吃上一口热饭，我老婆正准备
用电磁炉炒菜时，突然没电了。”张
虎一边说着，一边将值班员领进门。

走进张虎家，四间院落的农家
小院收拾得整洁干净，漆黑的窑洞
里一群人正在微弱的烛光下围着
说话。经过线路排查，原因是用电
负荷过大，电表出线线径过细造成

短路。虽然电表后出线不隶属于
供电所抢修范围，但为了让客户早
日用电，值班员二话没说，主动用
自带的材料进行了更换。

故障排除了。在停电 30分钟
后，整个院落又亮堂起来，一股扑
鼻的菜香味从厨房飘出，窑洞里又
传出热闹的说话声。

“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今年
我家苹果丰收了，前段时间已经被
果商订购了，专门雇佣了几个人来
家里采摘苹果，没电了，十多人吃
饭都成问题，这下用电恢复了，我
们全家放心了。”张虎感激地说。

临别时，在明亮的灯光下，张
虎看到队员们穿着的蓝色工服已
被雨水浸湿，在深秋的夜晚里，让
他感佩不已。

这样的抢修对于他们来说每
天都在上演，只要客户需要，他们
随叫随到，因为在他们心里：故障
就是命令。你用电、我用心，不仅
是一句承诺，更要用实实在在的行
动来证明，群众脸上的笑容是对他
们最好的回报。

□王晓侠 范子钰

你用电 我用心

女职工在行动
工复产

作为一名 80 后，他干过许多
“明星工程”——咸阳机场T3航站
楼、三星电子厂房、西安华为科研中
心，被称为焊接能手，获得了多项荣
誉，他就是陕建安装集团二公司青
年焊工苏谋。

苏谋来自关中农村，初中毕业
后，在亲戚“学门手艺”的建议下，他
来到陕建安装技校学习焊接。两年
后，他脱去校服，穿上工装，提着焊
枪，走进工地，成为一名焊接工人。
上班第一天的尴尬经历让苏谋终身
难忘，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镀锌
扁钢焊接，他折腾了半天，豆大的汗
珠往下淌，但两块扁钢就是焊不到
一起。一旁的老师傅们戏谑地调
侃他：“这就是咱学校培养出来的
人才，连这都弄不到一起呀！”

无意的调侃，犹如一记重槌直
击少年的心！这一刻他意识到，学
校的学习远远不够，还得努力！

初来乍到，没有人愿意教他，
他就站在旁边看，别人下班休息，
他拎着废料在车间练，下班时他比上班时还忙。工友调
侃他，他也不争辩，嘿嘿一笑：“干一行爱一行嘛。”渐渐
地，大家被他的认真、执着打动，也愿意去教他，他也把
握住机会，不断学习。

电焊是手上功夫。苏谋的特点就是手勤，不偷懒，
自己不会的，就虚心地问，认真地学。2013年，在三星项
目第一次接触到不锈钢管的焊接，需要氩弧焊，他没接
触过。三星技术要求高，入场工人要通过专业考试，为
此，他到陕建集团有名的技能大师付浩处进行培训，随
后取证入场。工程初期，任务少，5名师傅一台焊机，轮
流作业。时值盛夏，苏谋让 4位师傅在阴凉处休息，自
己守住焊机，趴在被太阳晒得发烫的不锈钢管上焊个不
停。等到项目干完，氩弧焊成了他的拿手技术。

技术不断提高，离不开勤学苦练。12年来，他的胳
膊、腿上遍布焊点烫伤，衣服上总能看到焊点烫的小
洞。他曾在严冬裹着大衣在零下20摄氏度的陕北野外
施工，也曾在盛夏因中暑被抬下操作台。年与时驰，他熟
练地掌握了碳钢、低合金钢、不锈钢等金属的焊接技术，
掌握了焊条电弧焊、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和钨极氩弧焊
等多种焊接方法。也取得了焊接高级工、焊接技师等证
书，去年还获得了陕建安装集团焊工大赛第三名。

工作中，除自己不断进步，苏谋还为单位培养出不
少人才。他带出徒弟10多名，在给其他同事教授时，不
藏私，不摆谱，愿意学的人，他都能耐心给予讲解。

回首自己的成绩，他说：“学无止境，工人也要不断地
学习新知识，多看、多学、多
练，不断提升自己，才对得起
手艺，对得起平台！”□李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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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左起：：吕晓健吕晓健、、郭娜郭娜、、杨霞杨霞、、韩宝侠韩宝侠、、马琳马琳。。

本报讯（李江林 聂新式）10月13日，由中铁二十局
集团承建施工的渝（重庆）湘（湖南）高速公路复线重庆
境内的彭酉路五标两罾段路基开工，现场人声鼎沸，挖
掘机、自卸车准备就绪，好一派热闹景象，这也标志着
该工程建设迈入了新阶段。

该路基位于两罾乡金玉村境内，地理位置复杂，且
需软基处理，平均换填厚度为 2米。针对路基“穿村过
户，工期紧、任务重、料源少和运距远”等诸多难题，项
目领导超前策划，制定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为路基填
筑打下了坚实基础。自3月15日进场以来，该项目积极
组织临建和施工前准备工作。到 10 月中旬，完成
12.823公里的测量放样和边桩埋设，临时用地征地 213
亩，弃土场征地56.2亩，路基清表1320平方米。

该项目路基率先开工，标志着红线用地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为项目下一步掀起大干高潮奠定基础。

中铁二十局彭酉项目

两罾段路基工程率先开工

—
—

记
陕
建
安
装
集
团
二
公
司
焊
工
苏
谋

日前，陕西
路桥集团路面
工程有限公司
组织爱心捐款
活动，为员工孔
亚明身患重病
的 妻子筹得医
疗费近 3 万元，
用爱为他们点起
希望的灯，帮助
这个困难家庭渡
过难关。

□许莉 摄

10月13日，渭南市澄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
合县交通局，在东环路代庄段、越家庄段等地段，对道路
交通安全隐患进行排查，着力解决制约农村道路交通安
全的源头性和根本性问题。 □姬磊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