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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新闻

■一线传真■

2020年12月29日，由陕建一建集团第三公司承建的延
安市高新区公用型保税仓举行揭牌仪式，这是延安首个保
税仓。该保税仓为进出口企业提供国际采购、国际运输、通
关、保税、配送等一条龙服务。 □刘苗 摄

周末，咸阳市自来水公司水表计量检
测站站长谷轶辰的手机又一次响了起来，
有小区居民反映突然用不上水，希望能派
人前去抢修。

放下手机的谷轶辰看看表，此时临近
中午用水高峰期，抢修会造成停水，将影响
小区其他住户的正常生活。“过了用水高峰
期，大家再尽快赶过去。”他向抢修班的同
事叮嘱。

周全考虑问题已成谷轶辰的工作习
惯，因为“提升服务意识”几个字他始终记
在心里。

换上单薄的标志服、高腰胶鞋，下午 2
点多，抢修班班长魏巍带着队员开始下井
作业。历时 2个多小时，抢修工作终于结
束，魏巍和他的队员在寒风中才得以喝口
热水，小憩片刻。

个个 24 小时待命，人人手机昼夜开
通。从东到西，由南到北，市内约90平方公

里、1万多户的水表检测、抢修、维护等工
作都由检测站的主力军——仅 8名成员的
抢修班来完成。他们也因此荣获陕西省
学雷锋示范点、陕西省青年文明号、咸阳
市青年文明号标兵、咸阳水务集团“先进
班组”等称号。

守护：只为千家万户“生命线”

一条条地下水管道通往千家万户，犹
如一个个“毛细血管”流淌清泉、滋润心田，
确保城市人民群众的“生命线”。

对于抢修班来说，带着工具，骑着电摩
穿梭于居民楼、学校、医院、企业等用户间，
用自己多年积累的工匠技艺守护着城市

“毛细血管”平安畅通。
“像今天这样的突发抢修，其实是我们

的工作常态，以往我们遇到的环境比这个
更艰辛，因此早已习以为常。”谷轶辰说，

“劳累辛苦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如何解
决用户的急难险才是我时常牵挂的。”

“停水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在一
次抢修中，有用户向谷轶辰和他的同事提
出诉求。怎样既能满足用户诉求，又能及
时完成抢修任务，作为站长，谷轶辰需要快
速给出解决方案。

他与同事最终决定实施“带水作业”。
水表抢修工进行带水作业，如同电工带电
作业一样，虽然危险程度不及于此，但难度
不小。于是在不停水的情况下，抢修班的
同事二话不说，立马扎进水中作业。

“一个用户的用水出现问题就不是小
事，有时可能会引发大面积、复杂化的问题
出现。因此协调各方诉求，综合考虑各种
因素，保证‘毛细血管’畅通就是我们的首
要职责。”

在烈日下，走访千家万户，登门为用户
排忧解难；在秋风中，光着膀子跳进 2米深
的排水坑；在隆冬里，顶着寒风与雪花作业
至凌晨……旨在保障千家万户的用水安
全，做着城市“毛细血管”的守护神。

坚持：只为解决用户燃眉之急

“我大学学的是制造业，刚来这里时什
么都不会，也是跟着师傅一点点学起来的，
只要苦练技术多钻研，很快就会上手。”魏
巍向我们回忆道。

90后的魏巍来检测站已经5年了，如今
他已成为抢修班的“兵头将尾”，且有了自
己的徒弟。

讲起工作中的艰难时刻，魏巍说，有时
候去一些老城区抢修，那里污水和其它脏
东西经常混合在一起，有的管道埋藏在楼
底下的沟道里，维修时要整个身子钻进去

才行，我体胖难度不小，这样的环境一般人
根本受不了。

的确如魏巍所言，这5年里来来往往的
人很多，能坚持下来的人却很少。

谈及坚持下来的原因，魏巍给出了一
个朴实简单的答案：为用户服务，为公司
增光。

去年夏天的一个周末，恰逢魏巍值班，
一位80多岁的独居老人向他们打来求助电
话，家里的水管道因老旧而破裂，等魏巍一
行人赶到时，老人家里地面的积水已有5公
分厚，由于管道过于老旧，更换难度大，他
决定带水作业。

“我记得当时传回来的视频，魏巍一边
被水喷得浑身湿透，一边还乐呵呵地干着
活儿。”谷轶辰笑着回忆道。

“当时整个身子都湿透了，问题解决
后，老人的真诚感谢令我特别感动，觉得自
己做的一切都很值得。”魏巍说，“有时候还
会遇到用户因为漏水等问题急得哭的情
形，而我们能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这就是
我这份工作的意义所在，也是我坚持下来
的关键所在。”

仅去年一年，抢修班抢修出勤 297次，
解决用户无水、水压低 170次，帮助用户上
万人。前不久，在陕西省三秦工匠、五一劳
动奖表彰大会上，水表计量检测站抢修班
荣获“陕西省工人先锋号”殊誉。

□郜雅昱 西滨

■职场精英■

“工作让我很有成就感”
——记省煤田物探测绘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徐换霞

“就算得到的收获很小，也要付
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就是凭着这份
敬业精神和不服输的干劲，硬是在地
质这个男人“集中营”中为自己赢得
了应有的荣耀——她就是陕西省煤
田物探测绘有限公司物探高级工程
师徐换霞。

脚下有泥心里有底

徐换霞，2006年6月毕业于中国
矿业大学应用地质工程专业，至今已
负责完成了 20多个地震勘探项目，
足迹遍布陕西黄陵原始森林区、内蒙
古沙漠地带、宁夏丘陵地区等。

徐换霞负责过的黄陵矿区内悬
崖陡峭，森林茂密，从仪器位置到炮
孔位置需要翻过高差200米的山，为
了不耽搁施工进度，徐换霞是半跑着
翻山到炮孔位置记录炮孔岩性情
况。沿途有人说：“这么远的距离，你
不用亲自去看一趟，对讲机上问一下
成孔情况就可以了。”她说：“不亲自
记录，总觉得心里不够踏实。”她深知
试验结论对于一个项目的重要性，一
定要避免一些人为因素的影响，保证

试验结论科学合理。
她说：“作为一名物探工作者，从

接手一个项目开始，压力感和责任感
就始终相伴，总能指引自己竭尽全力
去完成。”那种环境的艰辛、心情的焦
灼立刻能风干掉身上所有的矫情，只
剩下工作的纯粹。也是因为选择了
这样一份独特的工作，接手了这样一
个项目，作为地勘人会慎终如始地把
这份纯粹一直坚持下去。因为只有
坚持和责任心，才能保证高质量的野
外原始资料，保证真实可靠的地质成
果，也才能为甲方提交一份满意的地
震勘探报告。

一个都不能少

如何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好平
衡，是徐换霞一直都在面临的难
题。徐换霞的爱人也是本单位的技
术骨干，常年奔波于野外一线，这就
注定她在事业与家庭中要有更多付
出。

2019年5月份，山西翼城华泓煤
矿矿区断层错综复杂，煤层厚度解释
很难，探索和寻找更好的方法解决煤
层厚度变化情况是关键。偏在此时，
孩子突然生病，高烧不退。一边是急
等着资料用的甲方，一边是年幼生病

的孩子，怎么办？孩子是最重要的，
可是工作也不等人啊，徐换霞很是头
疼，但总会有解决办法的。她白天专
心陪生病的孩子在医院治疗，待孩子
病情稳定后，晚上交由年迈母亲照
顾，自己则赶回办公室继续未完成的
工作。就这样连续3天，孩子的病慢
慢好了起来，她的报告也在紧赶慢赶
中如期完成，并得到了矿方的高度认
可，也为单位带来了新的经济效益。

“孩子是我的心头肉，工作是我的责
任所在，一个都不能少啊。”徐换霞这
么说道。

物探行业是个大炼炉，融入多少
责任心、多少聪明才智、多少汗水和
勤奋，就能炼出多少收获、多少成果、
多少希望。这也是徐换霞的切身体
会。十四年来，她从一个青涩懵懂
的大学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科技
工作者，获得过多项奖励和荣誉。
当有人问她有没有后悔选择这个职
业时，她总是微笑着说：“物探工作
虽然艰辛，远离都市、远离喧嚣，但
每完成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成果
可能带来巨大的社会价值，就会让
我很有成就感。”这就是徐换霞，一
个长期坚持工作在一线的物探科技
工作者，一朵用全部青春热血浇灌而
盛开的“物探之花”。 □白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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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市“毛细血管”更畅通
——记“陕西省工人先锋号”、咸阳市自来水公司水表计量检测站抢修班

员工抢修管网员工抢修管网。（。（资料图资料图））

本报讯（费新伟）“大家好，今天
我的述职内容主要围绕 2020 年销售
目标完成情况、国内硝酸铵市场分
析、开发新用户、货款回收以及 2021
年工作打算展开。”这是陕西兴化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化公
司）集团销售部业务员陈鹏飞在述职
大会上的开场白。

1月 4日下午，兴化公司销售部会
议室座无虚席，气氛热烈，业务员述职
大会正在进行，大屏幕滚动播放PPT，
图文并茂，一目了然。销售部干部、业
务员以及管理人员40余人参加了此次
大会。

“陈鹏飞同志的述职报告，年度销
售同比下降原因未写清楚，产品回款
没有比较值，3条工作亮点总结得很到
位，但没有分析原因，围绕‘量、价、款’
述职，内容还比较散，综合各方面，我
打 80分。”陈鹏飞述职刚刚结束，担任
述职评委的集团销售部副部长桂战点
评直言不讳。

据了解，当日参加述职的 14名员
工全部来自销售一线，兴化公司销售
公司副总经理曹杰，集团销售部副部
长桂战，大区经理张康海、刘长松、何

明等 5人担任述职评委。述职结束，现场点评、打分，指出
不足，提出努力方向。

笔者在现场看到，各位述职对象着装整齐、精神饱满、
准备充分，依次走上发言席，既晒出成绩单，与大家分享成
功喜悦，也自我揭短，分析未完成销售任务的主客观原因，
直面压力和困难。大多数人发言内容能紧紧围绕主题，言
简意赅，不穿靴戴帽，直奔主题，言谈举止中透露出清晰的
思路、创新的措施和十足的干劲。

此次述职历时 2个半小时，评委们根据现场打分和述
职表现，业务员刘保健、王琪、陈鹏飞分别获得第一、二、三
名的好成绩。

据了解，该公司组织本次业务员述职，旨在盘点过去，
查找不足，制定措施，为2021年兴化公司销售工作开好头、
起好步，激发业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和紧迫感，为每名业务员
营造创新发展、增量提价、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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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宝鸡市委文明办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让城市更温暖”暖冬行动，在该市
行政大道西段的城市驿站举行，50余名环卫工人代表参加活动。图为环卫工人在
驿站内享用爱心企业赠送的食品。 □段麟峰 摄

为排除小
区居民用电安
全隐患，近日，
省地电集团紫
阳县供电分公
司高桥供电所
工作人员对小
区乱接乱搭电
线、违规私接
公 共 照 明 用
电、电瓶车乱
充电等行为开
展专项整治，
全面提升家园
环境。
□孙华聪 摄

为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激发职工工作热情，近日，中国
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车辆段举办第七届职工
体育节篮球比赛，来自各车间的10支代表队参赛。图为比
赛现场。 □师欢 摄

元旦期间，气温持续走低，由中铁二十局集团担负施
工任务的高速公路彭酉路五标的职工并没有放缓脚步，仍
坚守在龚滩隧道和两罾大桥的关键点位，守护着安全、质
量和进度。图为施工现场。 □聂新式 摄

本报讯（王雪）元旦假期，陕西交通建设集团吴靖分
公司一如往常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忙碌的“红马甲”志愿
者遍及各个角落，被司乘人员亲切地称为吴靖高速“行走
的文明”。

“师傅您好，请将烟头放进垃圾桶！”“通行桥遂请减速
慢行！”“便携式快速充电器，我们志愿服务亭24小时都供
应。”……元旦期间，该公司志愿者为司乘共计发放安全消
防单 500余份，为司机提供热水 56次，为故障车辆司机提
供维修工具1次，及其他便民服务50余次。

据悉，节假日志愿服务已成为吴靖高速常态化开展的
一项实践活动，每逢节假日，志愿者都会在收费广场、服务
区、驻地附近企业和集镇等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这也是突
显“红吴靖”服务品牌形象的重要形式之一。

陕西交通建设集团吴靖分公司

“行走的文明”温暖司乘人员

1月1日凌晨，西安北客站枢纽工程SS桥工地，中铁电
气化局铁路工程公司建设者在寒冷的冬夜加紧进行箱梁
架设。经过7个小时的挑灯夜战，顺利完成了钢箱梁上跨
明光路架设，实现了新年开门红。 □倪树斌 程少为 摄

■基层动态■

本报讯（陈昌学）近日，在2020年陕西省产业工匠人
才表彰大会上，陕西中烟旬阳卷烟厂职工叶林获“陕西产
业工匠人才”称号。

叶林是旬阳卷烟厂卷包车间维修电工、高级技师，他
从事烟机电气维修21年，立足岗位、埋头苦干、兢兢业业、
刻苦钻研、积极创新，积累了丰富的机电维修经验，是工厂
机电维修方面的顶尖技术骨干。多年来，该职工获得3项
发明专利，1项QC成果获得公司优秀成果发布会一等奖，
5项QC成果获得二等奖，主导的智星QC小组 2017年被
省质协命名为陕西省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为车间传帮带10
余名技术骨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大国工匠精神。

陕西中烟旬阳卷烟厂

叶林获“陕西产业工匠人才”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