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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新闻

圣地延安，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中国革
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孕育了伟大的延安精
神，培养了大批有为志士。如今，中国铁
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延安车务段延安火
车站也培养了一支由党员、团员组成的能
担当、不怕苦、暖人心的客运服务队——

“花儿服务队”，该服务队以队长邓昌花的
名字命名。她们凭借热情、细致的服务和
专业技能，让车站的服务水平和旅客满意
度进一步提升。“花儿服务队”2017年获共
青团延安市委“青年文明号”称号，2019
年获延安市妇女联合会“巾帼文明岗”称号，

今年被评为“陕西省五一
巾帼标兵岗”。

服务担当
叫响“找花儿”口号

“现在已进入高铁时
代，网上订票、自助检票、
智能问询等信息化技术
广泛应用，多数旅客能够
自助出行，但我们要充
分考虑到一些老年人、
务工人员、不太出门的
旅客等，他们可能对这
些新设备新功能不会
用、不敢用，这就需要
我们及时进行引导帮

助，顺便教会他们使用。”邓昌花在班前点
名会上向服务队员进行重点安排。由于车
站近期在进站口新安装了自助人脸识别闸
机，好多旅客不会进站，“花儿服务队”每
日都安排专人，在闸机旁向进站旅客进行
指导，并总结了“一摘口罩、二放证件、
三看镜头”的进站口诀，既高效又好记，受到
旅客广泛欢迎。

叮铃铃……“您好，‘花儿服务队’为您
服务。哦，王老先生啊，您又该去西安复诊
了吧，好的，您直接到服务台找我，我送
您上车。”每个月初，王老先生都要去西安

西京医院进行复诊。以前都是女儿提前打
电话至12306进行重点旅客服务预约，有时
行程有变得取消后重新预约。经过几次服
务后，服务队员与老先生熟络起来，主动
留下服务台电话，这样老人只需在出发和
到达前打电话，服务队员就能及时进行服
务。王老先生感慨道：“‘花儿服务队’，
人如其名，不仅长得漂亮，工作干得更漂
亮，为旅客分忧解愁，是我们的贴心人，来
延安就得找花儿！”

责任担当 紧急时刻冲锋在前

疫情初期，火车站作为服务窗口，每天
面对着万千旅客，虽然戴着防护口罩、手套，
但大家心里还是不由自主的担心，特别针对
发热、湖北籍旅客都敬而远之。“现在当务之
急就是减少感染风险，越少人接触发热旅客
越好，我们上吧！”邓昌花说完后写下“请战
书”，在一阵沉默后，队员们随后也都郑重地
按下了红手印，一枚枚鲜红的手印就像盛开
的花儿一样绚丽夺目。从此，服务队承担起
车站发现和列车移交的发热旅客交接处置
工作，大家齐心协力，收集防护知识、绘制应
急处置流程图，相互鼓励打气，总结经验，为
车站防疫工作作出重大贡献。

今年汛期，降雨导致线路封锁，旅客列
车大面积晚点、停运，车站大量旅客滞留，

“花儿服务队”再次冲锋在前，售票厅、候车

厅、服务台、站台随处可见服务队员的身影，
宣传、解释、帮扶、安抚，连续多日，嗓子都
哑了，当旅客向帮助自己成功改签的队员
马爱玉道谢时，了解到她忙得还没吃饭呢，
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我们只有用真诚的
服务，才能弥补给你们带来的不便，只要你
们认可，忙点累点都不算什么。”马爱玉笑
着说。

爱心担当 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花儿服务队”不仅在车站范围内服务
旅客，同时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定期进社
区、进学校给居民、学生宣传铁路安全知识；
连续三年策划了到“八一”敬老院慰问演
出、邀请老革命体验动车、来车站过生日
活动；连续三年邀请延安市聋哑学校孩子
乘坐动车组进行体验式教学，节假日进行
常态化关爱，让他们具备独立乘坐火车出
行的能力，增强生活自信，感受社会关
爱。在今年苹果丰收季，服务队联系定点
扶贫对象，在车站设置“延安苹果”展销柜，
并担当义务销售员，帮助果农现场销售苹
果，促成了多笔订单。

如今，“花儿服务队”已成了圣地延安的
服务名片，更是过往旅客首选的“出行攻
略”，在延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过程中发
挥了打造窗口形象、提升延安第一印象的重
要作用。 □常娜 赵楠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记“陕西省五一巾帼标兵岗”、延安火车站客运服务队

■洒金桥茶座■
这几日，“蓝领”月薪过

万、高过大学生的话题引发
关注。有媒体报道，近日，一
位专门招聘“蓝领”的人力资
源公司负责人给江苏一家电
子厂招聘了月薪8000元的普
工，工人刚到现场，就被隔壁
的电子厂以月薪1万元抢走
了。对此现象，该负责人表
示，现在“所有工厂都缺人”。

普工如此抢手，正是工
人岗位的稀缺性，使得“蓝
领”月薪过万。报道称，随着
消费回暖和“双11”的刺激，
不少制造工厂订单量明显上
升，以“蓝领”为主的制造业
用工迅速走高，多地开始争
抢蓝领工人，不少蓝领工人
月薪过万，在一些就业领域
超过了本科生等群体的平均
月薪。

当然，“蓝领”之所以在
劳动力市场上受追捧，是因
为现在许多普工早已不是十
几年前的概念。说到底，蓝
领工人自身所掌握的职业技
能是其月薪上涨的根本原
因。随着科技发展，用工企
业也开始大量使用先进设备
来提高生产力，这意味着流
水线上的工人除了需要熟练
的操作技术外，还要能够适
应高新技术的新设备。这就
要求“蓝领”具备一定的学习
能力，而这种以操作经验为

基础的学习能力并不以学
历作为衡量标准。

在“蓝领”群体中，有很
多具有各自特点的专业人
才。这部分专业人才并非
拥有高学历，但他们通过对
相关专业技术的不断实践，
获得了如高级技工、技师、
高级技师等相关职业技能
认证。这样的工人，其角色
和能力与工程师一样，是企
业解决生产或服务难题时
不可或缺的人才。此类群
体，当然是市场稀缺人才。

在此，我们也无须担心
人力资源配置“倒挂”。蓝
领工人的月薪高过大学生，
是市场评价的结果。但是，
这个评价，只是一个方面、
一个工种的评价，并非对大
学生能力和价值的否认。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
高，制造业的不断升级自然
要求工人的能力不断提高，
这必然会带动相关行业薪
资的上涨。这也意味着，只
要其能力符合市场需要，无
论是蓝领工人还是大学生，
都将能够获得与能力相匹
配的薪资水平。

所以，“蓝领”月薪超过
大学生，并不能证明“读书
无用论”。恰恰相反，蓝领
工人受热捧，其背后核心因
素 还 是 学 习 以 及 学 习 能
力。只不过，这个学习以及
学习能力的判定，并不只以
学历为标准。 □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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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故事■

■能工巧匠■

十月的古都西安，秋高气爽。10月
30日清晨，在中建二局二公司西安湖滨
府项目工地上，机械的轰鸣声划破稍许
的寂静和寒气。

杨欣正在检查吊绳、锁扣，调试对
讲机。一双小手，上下翻飞，看着特别
麻利、干练。微微有些粗大的关节和带
有茧子的掌心已经很难和“温润”“丝
滑”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她手中翻来倒
去的钢丝，却无声地传递出了她过人的
操作技法。

“她和老公贾瑞国，做事踏实又细
心，工地的活儿，我都放心交给他们，不
用交代，他们很有责任心。”塔吊班组负
责人宋治军说。

“我以前在餐饮业干，当时还在北
京，后来也是机缘巧合接触了建筑行
业。”杨欣腼腆地说，“实话说，建筑行业
很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经常是一身灰

土，完全不像我这个年纪的女性。”杨欣
笑着搓了搓手说：“我书读得少，但是靠
双手赚钱，身上充实、心里踏实，也就不
觉得辛苦了！”

西安湖滨府项目，是夫妻俩共同工
作的第一个工地，也是他俩相识、结缘的
起点。“刚开始，他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不
太爱说话，很精神也很踏实，工作很上
心，反正就是第一印象‘挺好’！”杨欣有
点害羞地说，“原来的同学，包括村里的
发小，大多都结婚了，家里也几次催
我，但是我一直也没太往这个方面想。”

说来也巧，贾瑞国以前也在北京从
事过餐饮业，在这个项目，两人因为工
作上的关系，一来二去，就熟络起来
了。“她爱说爱笑，性格活泼，和她说
话我就感觉很开心，有时候大家一起下
班，和她说说笑笑，一天的疲惫都忘
了。”对于这段“情感脉络”，贾瑞国回

忆道，“接触久了，感觉她也是很会生
活的人，是过日子的人，所以我俩就慢
慢越走越近了。”他接着说：“我干建筑，
当时也是跟着村里长辈出来的，那会还
比较年轻，也想过放弃，但是真的来到
工地，又舍不得。其实最主要的，是在
工地上学到了一技之长。刚踏入社会那
会，什么都不会，摸爬滚打了几年，没有
赚到什么钱，本领也没有学到，真的就是
瞎混日子。”

回忆起自己刚来工地的日子，小贾
变得兴奋起来，他满怀激情地说：“当时
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就想明白了一些
道理，在工作、学习上特别用心，报了培
训班，去参加考试，还熬夜看书！”

“现在，我正在读电大，提升学历。
白天在工作中学习，晚上就在书本上学
习。以前看新闻，大学的保安师傅都能
考研究生，我挺受鼓舞，抽空就多看书、

学习，提升自己，说不定有一天，我也能
当项目经理嘞！”贾瑞国满怀期待地说。

贾瑞国的这份高兴，就是建筑人简
单又快乐的幸福与满足。“看着工地在我
们这些人手中一天一个样，心里感到既
满足又畅快！”

国庆期间，小两口本来打算要回杨
欣的老家，但由于疫情影响，加上来回路
费和行程时间，他们决定暂时不回了。

“我俩年龄也不小了，不能总飘着，我就
想在西安安个家，毕竟这里是我俩的起
点，最重要的，还是干活、挣钱！”小贾说
这话时，眼神里闪烁着雀跃的光芒——
他坚信，梦想一定会实现，他们终将会把
自己的小家安在这里，安在他们建设着
的这座城市。 □本报记者 鲜康

小两口的安家梦

■职场精英■

工型受力杆件采用的钢材强度大，
焊接性差，工型梁长12米，24米焊缝全部
熔透焊，焊接量大，在 8个月的工期内完
成难度大……贵州都安桥施工告急。

按照正常工艺施工，探伤合格率低、
效率低、成本高，且主要由人工清根焊
接，费时费力。怎么办？在无计可施之
际，以全国劳模、中铁宝桥钢结构车间电
焊特级技师，被誉为“我国桥梁行业的大
国工匠”的王汝运为首的王汝运工作室
团队紧急介入。

面对困难，王汝运工作室打破了以
往开双面坡口焊接，背面碳弧气刨清根
的传统工艺，勇于创新，反复试验。通过
改坡口形式，优化工艺，实现了自动化，
在省时、省力、省资金、省焊材、省焊剂等
多个方面创造了奇迹。

最终方案不仅提高了探伤合格率、
降低了成本，还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该
技改荣获集团一等奖。

“本次技改，我们不仅节约焊材 15
吨、焊剂 10吨，完成焊接熔透缝 4000米，人工费用节
省 660个工作日，经济效益达到 70万元，而且工期由原
来的 8个月减少到 5个月，得到业主的充分肯定。”王汝
运自豪地说。

多年来，王汝运凭借一身精湛的技艺、高超的实
力和拼搏的作风，先后投身 30 多座国家重点桥梁工
程建设，以 100%的工作热情创造 100%的业绩，为中铁
宝桥打造“中国桥梁”国家名片作出了突出贡献。其
领衔的工作室先后被命名“中国中铁王汝运焊接技能
大师工作室”和“宝鸡市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在生
产一线充分发挥高技能人才引领示范作用，在钢桥梁
焊接中围绕国家重点工程开展技改降本增效技术攻
关活动，每年工作室提出合理化建议 10项，解决生产
难题12项。

面对目不暇接的技改业绩，王汝运平静地说：“成绩
属于过去，作为大国工匠，将建好每一座大桥，焊好每一
个杆件，让人民走在上面舒心放心！”

□本报记者 王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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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传真■ “喂，何寨供电所
吗？今天我家给儿子娶
媳妇，全村的人以及亲

戚、朋友都来贺喜，上百口子人等着吃饭呢，咋突然停电
了，你们赶紧派人来修一下吧，这节骨眼上没电真是急
死人了。”日前，家住西安市临潼区何寨街办庙底村郝家
组的高师傅着急地打着报修电话。

国网西安供电临潼公司何寨供电所值班室工作人
员接到客户的报修电话后，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所长进行
汇报，并安慰用电客户不用着急，工作人员马上过去处
理。客户家结婚用电是大事，该公司立即安排两名工作
人员迅速赶到高师傅家。

经过了解，原来高师傅家今天办喜事，宾朋满座，家
里的空调、鼓风机大功率电器全部开启，舞台音响用电
较大，漏电保护器一时承受不了大负荷烧坏了。找到原
因后，工作人员一人监护、一人操作，先拆除烧坏的漏电
保护器，再把新的安装好，然后接好进出线。按说，高师
傅家这个故障应由客户自己购买漏电保护器，考虑到客
户举行婚礼，工作人员就把随身携带的备用漏保换上，
成功恢复了客户家的用电。

“电来了，电来了。”小孩们大声喊了起来。这时，音
响响了，婚礼用的拱门也被鼓风机吹了起来。高师傅满
脸感激地说：“要不是你们供电所及时赶到抢修，我这婚
礼可能就办不成了，不知咋感谢你们才好哩！”抢修人员
说：“不用感谢，只要不误婚礼用电就好！”

抢修人员收拾好工具正准备走，人群中传来一位中
年妇女的声音：“哎，电小哥，等等。”她跑到抢修人员跟
前，一边感谢着，一边往抢修人员口袋里塞喜糖、喜烟，
还拉着他们留下来喝喜酒。 □潘世策

“电来了，电来了”

女职工在行动
工复产

近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韩城
车务段落实集团公司增运增收会议精神，把货
运增量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齐心协力增运增

收，领导干部包企业跑货源，加大远距离高附
加值货源组织力度，确保货运增量。图为该站
职工正在装卸货物。 □姚风雷 摄

日前，渭南市澄城县公安局
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在惠民路巡
查过程中，发现不少居住在公路
周边的农民为图方便，在公路上
晒起了玉米，给来往车辆的通行

带来了很大不便和危险。民警
向农户讲解违法占路晒粮引发
交通事故应承担的责任，同时帮
助农户将所晒玉米收回，消除了
安全隐患。 □姬磊磊 摄

“瞧，杨凡又开始捯饬他的宝
贝了……”同事嘴里说的“宝
贝”，是一堆废旧工业仪表里的模
块元件。

兴化集团电仪公司氨加工仪
表前，技术员杨凡正在小心翼翼
地将旧仪表拆卸，一个个模块元
件摆放得整整齐齐，在进行严格
的技术签定后，他把能继续使用
的模块认真做好标记。

“可别小看这些零配件，关键
时刻会派上大用场。”杨凡说。

正说话间，杨凡接到一个电
话，该公司硝铵车间的一个仪表
坏了，请求维修。杨凡二话不
说，背上维修工具，带上零配
件，赶到车间，经检测发现，仪

表的总线型阀门定位器里面的反
馈模块元件损坏了，杨凡娴熟地将
从报废仪表上拆卸下的阀门定位
器配件进行组合，短短一个小时，
车间总线定位器起死回生，仪表恢
复正常运行。“技术男”杨凡的特殊

“宝贝”又一次显了神威。
杨凡毕业于陕西石油化工学

校，学的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
业，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仪
表安装、维修和检修专业。“善于
观察、勤于思考”是杨凡身上最
明显的标签。杨凡敏锐地发现，
仪表元件大多都是大规模集成电
路，由于化工生产现场环境错综
复杂，腐蚀性气体在空气中浓度
较大，很容易将防护等级不高的
仪表内部部件腐蚀。任何一个模
块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整个仪表
故障，无法测量数据，需更换新

设备，报废了着实可惜。
在电仪公司仪表检修间有很

多废旧仪表，随时等候着生命的
终结。杨凡看了觉得非常婉惜。
工余时间，他一头扎到检修间，
与废旧仪表为伴，经常忘记吃
饭。同事笑称：“仪表里真有宝
贝？”旧仪表“变废为宝、变旧为
新”，为企业减少支出，杨凡有自
己的打算。他利用旧仪表拆卸后
能正常工作的模块元件，有时两
个仪表拼一个，有时三个拼一
个，经过缜密处理安装，这些报
废仪表又神奇地重新回到了工作
岗位。

目前，该公司有 15台仪表，经
过配件重组焕发新生，为公司节约
资金30余万元。

在平凡的岗位，杨凡作出了不
平凡的业绩。 □费新伟

本报讯 （刘祥胜 李雅琪）
近日，陕建三建集团在曲江一期
公租房项目举办了农民工业
余学校培训班。培训班邀请
市建筑安全领域专家和法律
领域专家，用深入浅出、通俗
易懂的方法，解答工友们在工
作中经常遇见的法律问题和作
业安全问题。

培训中，老师结合近年来建
筑行业内出现的安全事故和法

律纠纷等典型案例，展开普法教
育教学，深入剖析事故原因，对
劳务人员签订用工合同时，需要
注意的问题和合同履行过程中
的常见问题，进行了讲解和说
明，让广大工友了解签订劳动合
同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保障自身
合法权益的方法。同时，老师叮
嘱工友们在作业中要高度重视安
全，杜绝出现安全隐患，做好个人
防护。

陕建三建集团

举办农民工业余学校培训班

废仪表里刨出“金疙瘩”的能人

队员替贫困户推销苹果队员替贫困户推销苹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