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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技术大拿，带领区队技术人员攻坚克难。
他是设备医生，能够为设备精确把脉解难题。
他是弟妹们的楷模，自强自立，带领遭受

变故家庭过上幸福生活……
他，就是陕煤集团 2020年度“最美员工”

庞宝鹏。
今年而立之年的庞宝鹏是陕北矿业孙家

岔龙华矿业公司综采队技术员，工作中的他处
处彰显着实干和睿智，生活中的他性格腼腆、
不善言辞，熟悉庞宝鹏的人都能够从他不平凡
的人生中读懂他把握命运不低头、努力拼搏绽
光彩的传奇人生。

艰苦童年让他意志坚强

“那时候条件不好，每天回家都要做饭、劈
柴、洗衣服。我是老大么，自然应该多担负一些。”

回忆起童年，庞宝鹏眼神中透露出坚强。
庞宝鹏自幼父母就相继去世，他和妹妹跟

着年迈的爷爷奶奶过着艰苦的生活，2岁的弟
弟则被接到了姥爷家里。为了照顾家人，他曾
一度辍学在家。

“那时候就在心中暗暗下定决心，我要尽
早参加工作，尽早赚钱养家，起码要让爷爷奶
奶和弟弟妹妹的日子好一点。”穷苦的日子并
没有消磨掉他的意志，2003年，他毅然放弃了
读高中上大学的求学路，选择贷款到甘肃煤炭
工业学校上学。

在甘肃煤炭工业学校三年间，他勤工俭学
赚到了自己全部生活费和学杂费，勤奋的学习还
让他拿到了学校每年一千多元的奖学金，除了补
贴生活费，还不时寄给姥爷，希望生活在本不富
裕的姥爷家里的弟弟日子过得比自己好一些。

辛勤工作努力提升自我

天道酬勤，终于他的苦日子熬到了头。
2006年，刚刚毕业的庞宝鹏就进入到让同学们
异常羡慕的龙华矿业公司。有了正式的工作

和稳定的收入后，他依旧特别能吃苦，生活依
然简朴。

同事们眼中的庞宝鹏，除了工作起来非常
认真，吃苦的耐力也不得不让大家佩服。

“没有特殊的事情，他几乎不会休假，就是
一个小个子的‘铁人’。”这是同事们对他最多
的评价。

“和别人的差距就必须靠勤奋才能补上。”
庞宝鹏说，为了能尽早还上银行的贷款和那些
年欠下的债务，他必须努力工作，但在赚钱的
同时他心里其实还有个小小的遗憾，就是始终
觉得自己的学历太低。

2010年，他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还承担了弟
弟妹妹读书的所有费用。也是那几年，他利用业
余时间，报名了公司联系的外部教育资源，上了成
人大学，拿到了本科学历，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

求真务实争做先锋表率

如今的庞宝鹏不光是弟弟妹妹的表率，还
是同事学习的榜样，大家口中的庞宝鹏不光是
榜样、是“铁人”，还是个求真务实的人。

参加工作以来，他始终勤于学习，刻苦钻
研。他不断自费购买专业书籍学习理论知识，
还订阅了煤矿开采、煤矿机械设备方面的期刊
以开拓视野，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水平。

“只要有鹏哥在，我们心里就踏实，井下设
备有故障时，他总能第一个赶到现场，拿出最
佳解决方案。”检修工陈鹏飞羡慕地说。

除了跑现场、查问题，他还有个“秘密基
地”“几乎每天都来，只要一有时间，庞宝鹏就
在库房里研究备品配件，咱也不知道他在琢磨
啥。”公司材料库库管说新到的备品配件，庞宝
鹏总是第一时间过来研究，了解设备性能、设
备维护保养等知识，这也为他在设备管理、现
场管理方面奠定了基础。

在工作中，他不仅力求把每一项工作干
好，还积极进行技术难题攻关。经他提出的机
电小改小革及合理化建议就有26项，为龙华公
司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通过勤奋扎实的
工作，庞宝鹏得到了公司领导和职工的一致好
评，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自强自立”，凭着一股
韧劲让自己的人生绽放不一样的光彩。（田毅）

把握命运不低头 努力拼搏绽光彩
——记陕煤集团2020年度“最美员工”庞宝鹏

王丽是陕钢集团龙钢公司市场营销部的一
名会计。她和众多女工一样，对生活怀揣着梦
想，也曾拥有过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天有
不测风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就诊断出脑瘫，而
丈夫又因肺癌去世，自己也被诊断出乳腺癌，公
公婆婆常年带病，这样苦难的日子还能过下去
吗？还能快乐地过下去吗？然而她却用顽强的
意志和付出，给出了我们一个无比阳光的答案。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一丝希望也不放弃

2006年，王丽一岁多的儿子被确诊为脑瘫，这
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让她和家人久久不能平静。
多方打听联系医院之后，王丽决定给儿子做手术。
儿子的手术很成功，之后又进行了3个月的康复治
疗，但效果不明显，医生劝王丽尽心就行。心怀不
甘，她跑遍了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医院，一年多时
间里，儿子满身都是针眼，面对儿子痛苦的眼神，
她的心就像刀割一样疼。她实在不能接受儿子
再被折磨，决定陪儿子做康复，她从网上买了各
种康复器材，每天早晚坚持给孩子按摩，陪孩子锻
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功夫不负有心人，儿子

生活终于可以自理了，王丽的脸上也有了笑容。

再苦再难不离不弃 柔弱肩膀扛大爱

考虑到儿子今后的生活，王丽决定生二胎。
2009年女儿出生，给这个家带来了无尽欢喜。然
而命运弄人，女儿7个月大时，丈夫被确诊为肺癌
晚期，这个消息，对王丽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又
一次给这个瘦弱的女人沉重一击，给这个本就
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那段时间，丈夫治疗，
儿子康复，小女需要照顾，都落在这个柔弱的
女人肩上，无数个不眠之夜，无数次她擦干眼
泪，内心的坚强支撑着这个柔弱的女人艰难
前行。2012年丈夫没能扛过病魔，不幸撒手
而去，王丽的精神支柱彻底坍塌了，她一度陷
入悲痛和绝望之中。身患哮喘疾病的婆婆和
心脏搭了三根支架的公公也久久无法接受白
发人送黑发人的现实，整天以泪洗面，婆婆的
哮喘越发频繁，身体状况愈来愈差，这个家摇
摇欲坠。看着这个不幸多难的家庭，王丽擦
干泪水，她知道现实容不得她退缩，必须接过
老公的接力棒，替他完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把“家”这个担子挑起来。王丽强忍着内心的
巨大痛苦对二老说：“从今往后，我就是你们的
女儿，这个家有我。”十几年过去了，好多人劝
她再找一个伴，但她生性刚强，不想拖累别人，
更不想让老人和孩子受委屈，她坚信自己有能
力把这个“家”经营好。每每旁人提到王丽，她
的公婆总是眼里饱含泪水，有幸福，也有亏欠
地说：“她真是比亲闺女还亲的女儿。”

在生活的苦难里 开出最美的生命之花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2019年，王丽被确诊
为乳腺癌，这个突如其来的确诊单成了压垮这
个家的最后一根稻草，瞬间她再次精神崩溃，但
看着身边年幼的孩子，望着身体日渐不便的老
人，她用内心的责任坚强地支撑着自己，并告诉
自己：“我一定要活下去，我必须活着。”短暂思

考后，她瞒着二老和娘家人踏上去西安手术的
征程。6个多小时的手术，半年间8次化疗，她
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折磨。多少个深
夜，她因为化疗反应两腿发麻，而难以入睡，这一
切她都咬牙坚持着，为了这个家她默默挺了过
来。化疗期间，只要稍微感觉好一点，她就回到单
位，一头扎进工作，百余份的票据，王丽坚持零差
错。公婆和同事都劝她别太累，但她总是说“我能
行”，不是她有一副铁肩，而是这个家要养。面对
家里发生的各种变故，王丽深知必须成为生活的
强者，于是她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学会了开车，
从此家里的小轿车成了家人看病就医的“救护
车”。她自学各类家用电器维修知识，小到换灯
泡，大到维修家电，如今她都干得游刃有余。

今年，在龙钢公司第四届“感动龙钢”人物评
选中，王丽的事迹深深感动了钢城职工，大家纷纷
向王丽捐款，希望能帮助她渡过难关。在收到大
家的爱心捐款那一刻，王丽激动得泪流满面，她
说：“虽然目前家里经济压力确实很大，但我想把
爱心捐款的一部分拿出来帮助更多的人和家
庭，也希望把大家对我的这份爱延续下去。”

自强自立，向上向善，这几个字看似简单
平淡，却在王丽身上演绎得淋漓尽致。虽然
命运对这个家庭百般挤对，王丽却用瘦弱的
肩膀，扛住了生命的重量，迈过了失去丈夫的
坎，挺过了孩子寻医治病的难，熬过了抗癌的
痛，依然以阳光的心态为老人和孩子建造了
一个幸福而温暖的港湾。 （闫黎）

用坚强撑起爱的天空
——记陕煤集团2020年度“最美员工”王丽

在工作中，他踏实肯干，任劳
任怨；在生活中，他化身“钢铁侠”
连续两年勇救二人性命。他就是
马涛，陕钢集团汉钢公司轧钢厂
高线车间一名普通的轧钢工。

“最美一跃”争分夺秒江中救人

2020年7月16日14时46分，
马涛和同事从汉中考完试回家途
经勉县武侯大桥时，发现桥下有
人落水，形势危急，他迅速观察判
断周边环境后，选择了距离落水
者最近的地点，纵身一跃跳入 3
米多深的汉江，快速游到落水女
子身边，用尽全身力量撑起女子
后背，尽量让女子少呛水，并不停
地告诉女子不要紧张放松身体
……随后，勉县消防救援队赶到，
此时，马涛已经将女子成功托举
出水面。由于冲锋舟船体较小，
无法同时容纳他和落水女子，马
涛没有犹豫，立即将女子送上冲
锋舟前往医院救治，自己在江中
稍微调整后，独自游回了岸边。

正是由于马涛不顾个人安
危，奋不顾身地跳入汉江之中救
人，才为后续救援赢得了宝贵时
间，避免了一出悲剧的发生。他
用 14分钟拯救了一条鲜活的生
命，同时也拯救了一个家庭。

派出所民警在了解实际情
况后，多次询问马涛的姓名、电
话和单位，但都被马涛以“这只
是一件小事，没啥值得说的”为
由而婉拒，直到派出所民警联系到公司时，他的同
事才把事情说出来。曾目睹整个救人过程的同事
说：“真的很佩服他，当看到女子落水后，他二话没
说，就跳下去了，我还拉了他一把，都没拉住……”
马涛说：“当时也没有想啥，就想先去救人，我想当
时只要是有能力施救的人员肯定都会这样做的！”

危急时刻 挺身而出传播正能量

壮举绝非偶然，英雄也不可能在瞬间塑造而成，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还曾在 2019 年 9 月 1 日和
2012年7月，先后两次救人。

2019年9月1日是马涛的生日，这一天他和几个
好友一起准备去超市买点菜品然后为自己庆生。
在路过沔水湾大桥时看到桥上站满了围观群众，
他了解到一名小学三年级的男孩因为和父母吵
架，正准备跳江轻生，眼看着男孩已经翻过大桥护
栏，众人不敢向前一步，怕激怒男孩跳下去。机智
勇敢的他则悄悄地转到男孩侧面慢慢靠近，凑到
跟前后，箭步上前一把抓住男孩的胳膊，另一只手
则紧紧抓住男孩的腰带，把男孩从死亡线上拽了
回来。随后派出所民警赶到，一同去派出所做完
笔录后，男孩的家长赶到了，紧紧抓住马涛的手当
面要表示感谢，被他婉拒了。

2012年 7月份，马涛在家门口碰到从县城回来
的邻居，听闻在马营桥大坝有一名小学生不慎落
水，他便急忙赶到现场帮助救援，赶到现场后，消
防员已将孩子救了上来，他便帮助消防员用担架
把孩子从岸边抬上救护车。正当消防员和孩子家
长要表示感谢他时，他已经默默离开了。

朴实无华 热心肠温暖四面八方

工作中的马涛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进取，苦活累
活总是奋勇当前，出色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单位有
些员工家在外地，回家的话需要找人顶班，只要是马涛
轮休他都会爽快地答应下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家
就是本地的，工友家在外地，常年不回家，若是有事就
让工友安心回家一趟，自己也不过就是少休息几天。”

记得在 2014年的一次检修作业中，班组的工友
皇甫勇不慎将脚扎伤，他见状立即将工友搀扶出厂房，
用他的小电动车将其带到医院，由于工友行动不便，他
跑上跑下的办手续、取药、交费、记医嘱，等到家属来到
医院时已经包扎处理完毕了。每当工友们遇到什么事
情他都会尽力去帮助，乐于助人的奉献精神在他身上
充分展现，马涛助人为乐不图回报的各种事迹在一线
生产班组的员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薛若兰）

用人间大爱谱写新时代赞歌
——记陕煤集团2020年度“最美员工”王治英

他用十三年不抛弃不放弃的人间真爱，守护着
久卧病床的妻子，他用十三年的真实行动，诠释着
人性的真善美，他的事迹，在矿区人尽皆知，家喻
户晓，他的事迹，感动了身边所有人。他就是延安
市道德模范，陕煤集团2020年度“最美员工”——
蒲白建新煤化综采队生产甲班班长刘君义。

妻患重病 不离不弃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刘君义刚
刚步入而立之年，妻子却患上了全国仅有 1000
多例、陕西省仅有一例的“肺动脉高压”疾病，从
此 13年卧床不起，全靠吸氧维持生命。妻子患
病之初，刘君义抱着极大希望，带着妻子跑遍全
国各大医院，常年奔波、四处求医，花去治疗费
50余万元，这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可谓是天

大的数字，借遍亲朋好友，负债累累。
屋漏偏逢连阴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就在

三年前，一场无情的大雨冲垮了他家仅有的两
间土房，为挣钱给妻子治病、维持妻子生命，他
携妻带女、背井离乡，一家三口租住在了铜川一
处不到10平方米的旧房子，暂且安身。随后，经
人介绍，他入职建新公司综采队当了一名采煤
工，从此开始忘我工作、拼命挣钱为妻子看病，
供女儿上学。每天靠吸氧维持生命的妻子，心
疼地看着建新—铜川—医院三头跑的他，不止
一次地说：“君义，算了，放弃吧！你就让我走
吧！”“胡说啥哩，有你在孩子就有依靠，咱就是
一个完整的家，你看看咱闺女多懂事，一天到晚
的给你洗脸梳头，端吃端喝，洗洗涮涮，再说了，
现在我在建新矿工作，生活水平也慢慢好了，你
可不能胡思乱想做傻事啊！来……来……让我
给你擦把脸，刷刷牙，给你喂碗皮薄馅香、汤浓
不腻的馄饨。”每次休假回家，刘君义都想着法
给妻子做可口饭菜，想尽办法让她多吃一口。

夏天他把西瓜切成核桃大小，用牙签一块

块喂到病重妻子的口里，秋天他把苹果打成汁
端到妻子的跟前，冬天给妻子买了“暖手
宝”……他用无微不至的爱，一辈子不离不弃的
承诺，温暖着病中妻子脆弱的心。

孝敬老人 关爱子女

刘君义在照顾好妻子的同时，还悉心照料年
近七旬的老父亲，帮父亲洗菜、烧火，陪父亲聊
天、散步，替父亲收拾房间。他常说的一句话就
是：“父母把我养大不容易，永远不能忘记父母养
育之恩，虽然我经济拮据，妻子有病，就是空手也
要常回家看看，送上一句安慰的话语，献上儿女
一丝孝敬之情，再苦再累我也无怨无悔。”他专门
给父亲买了老人手机，关心着父亲的日常生活。

子女是父母最大的希望。刘君义妻子患病
时女儿才五、六岁，由于常年奔波给妻子看病求
医，再加上经济十分困难，也没有多余的时间陪
伴女儿，更不像其他父亲那样给女儿买吃的、买
穿的，他内心一直感到十分愧疚。他常常在女
儿面前对他人说：“这么多年苦了心爱的女儿。

虽然女儿跟着我们受了好多苦，可穷人的孩子早
当家，多亏我女儿懂事，叫我省了不少心。”女儿
每次听到此话后都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如今，
女儿也渐渐长大了，他把更多的心思用在女儿的
学习上。无论是上班还是休班，时刻关心着女儿
的学习，休班在家自己能辅导的就辅导，辅导不
了的就恳求于他人来临时帮忙辅导一下。在单
位，他每天打电话叮嘱女儿好好学习，刻苦学习，
并精打细算为孩子买学习书籍和学习用品，盼望
女儿能有一天长大成才，改变命运。

知恩图报 担当尽责

在刘君义人生多难、一筹莫展之际，蒲白建
新煤化公司接纳了他，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多
次给予扶助。综采队得知他的遭遇后，区队干
部职工慷慨解囊，纷纷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将爱
心捐款17000余元，悉数送到他手中。建新公司
得知情况后，职工爱心互助基金会又向他救助
资金 8000元。当慰问人员走进他家时，躺在病
床上，鼻子边用胶布固定根吸氧管的刘君义妻

子，流着眼泪用微弱哽咽的声音说：“丈夫无微
不至的关怀，女儿的乖巧懂事，建新煤化公司干
部职工的亲情关爱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对重病妻子的 13年不离不弃，彰显了一个
男人的铁肩担当，对企业的知恩图报，则诠释了
一名矿工的忠诚敬业。建新煤化公司 4206工
作面投入生产时，初采期间工作面顶板破碎，
漏顶频繁，采煤机故障多发，给安全生产造成
了很大影响。身为班长的刘君义，坚持跟着
割煤机工作面来回跑，跟踪观察，对薄弱环节
安排有经验的检修工强化采煤机检修管理，
通过加强对采煤机的检修和日常保养维护，
使采煤机逐步走向正常运转，故障率明显降
低，确保了工作面的正常推帮进度。同时他
还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队上其他
班组长，使全队工作效率得到明显提高。

尽管刘君义就像一根拧紧的发条，在医院、
家里、单位不停地忙碌，但他乐观向上的精神感
染着身边的每一名工友，综采队甲班在他的带
领下形成了一股“向心力”，迸发出骁勇善战的
巨大能量。“有了公司，我们一家子才有了支柱，
生活才有了希望，我这颗惶恐、忐忑的心才有了
着落。大恩不敢言谢，公司对我的恩情我无以
为报，唯有拼命工作，才能让良心稍安！”善良朴
实的刘君义，经常这样表达对建新煤化的感恩。

这就是刘君义，一个用行动诠释爱亲孝老
的大丈夫，一个用行动注解担当尽责的铁汉
子。 （夏占利 蔡成军）

孝老爱亲 担当责任
——记陕煤集团2020年度“最美员工”刘君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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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脸阳光，绽放着她对生活的热爱，满
腔热血，凝聚着她对亲人的真情。多年来不
离不弃照顾老人，危急时刻慷慨无私捐赠骨
髓，用人间大爱谱写了一曲孝老爱亲的新时
代赞歌。她叫王治英，榆林化学乾元能化公
司电力生产中心一名普普通通的职工。

不离不弃 彰显人间至孝

2002年，正值花样年华的王治英与丈夫
结了婚，看到丈夫 70多岁的奶奶日常饮食起
居无人照看，王治英主动承担起照顾奶奶的
义务。伸手需要一瞬间，牵手却要很多年。
在照顾奶奶的五年多时间里，王治英每天早
上第一时间到奶奶房中照顾老人起床、穿衣、
梳洗、吃饭，给奶奶洗衣服收拾屋子。晚上睡
觉时，她又到奶奶床头探视，直到奶奶安睡后
才放心。每次她来，老人家都乐得像个小孩，
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糕点给她吃，逢人便夸
家中娶了个好孙媳妇：“我能够有这好身体，
都是英英照料得好。”用王治英自己的话说：

“我的爷爷奶奶生前是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从
小就耳濡目染了父母孝敬爷爷奶奶的美德，

现在能够亲自照顾婆家奶奶，是我的幸运、也
是我的福气，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

大爱无声 滋养家风门风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2016年，
王治英的婆婆因患高血压晕厥了过去，醒来
时左眼失明，右眼视力模糊。那时的她，晚
上要上夜班，白天不仅要照料独居的奶奶
和上小学的儿子，还要到医院照顾生病的
婆婆。婆婆住院治疗期间，情绪很不稳定，
她就在网上查找类似康复病例讲给婆婆
听，还把其他病友治愈出院的好消息告诉
婆婆，每天按时给婆婆端水吃药、洗衣送
饭，从没产生过厌烦之心，反而对因病痛折
磨而愈发坚强的婆婆更加敬重。她细心的
开导和无微不至的照料，给婆婆增强了信
心，重拾起了对生活的希望，经过治疗婆婆
右眼恢复到了之前的视力。爱人者，人恒爱
之。日常生活中，她的婆婆更是待她如亲生
女儿一样，孝老爱亲的暖流浸润着她的家，
也感染着亲朋邻里和身边的人，大家都夸王
治英是个通情达理，孝顺贤惠的好媳妇。

血脉相连 书写骨肉情深

王治英兄弟姐妹四个，父亲去世的早，母
亲和弟弟一家人共同生活。可2019年的一天
突然传来噩耗，她妹妹查出急性多发性恶性骨
髓瘤并发肾衰竭，医生说妹妹的病情紧急，急需
要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大医院治疗。王治英一家
措手不及，四处凑钱带妹妹去北京看病。妹妹
在北京看病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一边上班一边
帮妹妹照顾孩子，还要不停地往返于榆林至北
京的探望路上。北京的医生诊断后，发现妹妹
对很多药物产生了抗药性，只能做造血干细胞
移植才能延长生命。面对几十万分之一的骨髓
配型成功概率，考虑到两个弟弟都是家里的顶
梁柱，需要支撑两个家庭，还有年迈的母亲要养
老，况且做造血干细胞移植需要花很多费用，
王治英毅然决定给妹妹做骨髓移植配对。

当她把这个决定告诉双方家人后，妈妈心
疼地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你们姐妹俩都是我的
女儿，哪一个我都舍不得，妈不想因为小英的病影
响了你的健康，妈舍不得啊。”老公和婆婆起初也
是反对，怕万一以后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面对

家人的顾虑和担心，王治英没有放弃，她说：“捐献
造血干细胞不会对我身体产生危害，哪怕有影响，
在人命关天的时候，如果我不救，妹妹将会有生命
危险，她还那么年轻，还有不满4岁的孩子。”在她
的坚持下，家人终于点头同意。庆幸的是配型成
功了，为了保证供髓者的身体血液健康，她每天
坚持跑步锻炼、调理饮食，使身体完全达到了捐
献骨髓的标准。2020年8月24日，在北京博仁
医院从她身体里成功采集出200毫升造血干细
胞，植入妹妹体内，为妹妹带去了生的希望。

世上没有天生的强者，强者都是磨炼出
来的。王治英就是这样一个内心无比坚强
而又平凡的普通女人，她用实际行动传承
着人世间最宝贵的亲情和真情，在她的身
上，我们看到了中华儿女敬老爱亲、无私奉
献、勇于担当的优秀传统美德，这种美德将
永不褪色，熠熠生辉。 （李玉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