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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新闻

初冬，在重庆驶往西安的高铁上，中国
兵器装备集团公司西安昆仑公司的薛亚儒
静静望着窗外青山白云间的迷人景色，
耳机里单曲循环播放着许巍的那首 《旅
行》，眼眶微湿。此次重庆之旅，对于刚
刚夺冠的他而言，意义非凡。登上领奖
台的那一刻，他激动不已。2020年 11月 9
日，兵装集团第九届职业技能竞赛“长安
工业杯”数控车工决赛结果公布，薛亚儒
在众多参赛者中技压群雄，以优异成绩将
冠军妥妥地收入囊中，被授予“全国技术能
手”称号，晋升“高级技师”！

“一见钟情”机械世界

2005年 8月，薛亚儒毕业分配到西安
昆仑公司机加一工厂。在加工中心班组，
他看到许多先进设备。每个数控项目由
电脑绘图、程序编程和机床加工几个模块
组成，在金属件上进行数控加工，误差要
在±0.01-0.02毫米以内，只容得下一根头
发丝，“能用电脑让机床运动起来特别酷，
机床像科幻电影里的英雄一样无所不
能。”他对这些高精尖的“庞然大物”“一见

钟情”。在感到神奇的同时，也倍感压力，
如何驾驭这些“铁马”，还有很长的技术之
路要走。他处处留心、刨根问底，很快便
能得心应手操作设备，但他并不满足，继
续痴迷地沉浸在数控世界里，琢磨程序代
码，练习编程，终于熟练掌握了编程的规
律和技巧。

工作 15年来，他始终保持着最初的认
真劲头。小到每一个零件的各个累计公差
的合理计算、各个加工的表面粗糙度要求、
各个锐边倒角的大小，他把自己的精力和
智慧倾注于每件产品中，在实际操作中得
心应手。先后累计解决重大技术难题10多
项，技术创新成果 6项，成为数控车床名副
其实的“活流程”。

那些充电蓄能的日子

从赛前集训到技能大赛，薛亚儒完成
了从“导师”到“选手”身份的切换。他深
知，只有平时训练超过比赛的难度和强度，
拿名次才有底气。

备赛过程是枯燥而单调的，各种各样
的挑战如影随形。指导老师贾社莉制定了

密集的训练计划，日程表细到按小时划分，
近500道理论模拟题都要默写出来，大家一
个多月用光了 40根中性笔芯、5包打印纸。
为了提高程序输入速度，他们拿秒表掐时
间练习，一个程序要连续敲上好几十遍才
肯罢休，好几个手指头都敲出了厚厚的老
茧。然而薛亚儒对这样的训练强度和自身
的状态并不满足，尽己所能，抓紧一切时间
练习。每晚9点后回到家，薛亚儒还给自己

“加餐”补习。
2020年11月8日晚7时，实操比赛准时

开始。车床的电脑屏幕上，程序数字在不
时跳动变化，薛亚儒紧盯着屏幕，左手敲
击着电脑键盘，右手飞快地点击屏幕按
键，熟悉的机床声，让他底气十足，零件复
杂程度也在意料之中，他精准地制定了一
套加工方案，一气呵成。“就像平时在车间
工作一样。”他放松心情，尽情展示技能水
平。距离比赛结束还有 40 分钟时，薛亚
儒完成了赛件。他向场外看了一眼，带队
老师和其余评委带着赞许的目光看着他，
他向他们点了点头，大步流星地去把赛件
上交了。

第二天上午成绩出来，冠军果然是薛

亚儒，大家兴奋地连连击掌。

数控人的诗和远方

作为数控车床的“最强手”，在工作之
余，他常常与同事们交流数控技能，毫无保
留地将自己的加工经验传授给同事。亦师
亦友的徒弟孙辉，也在此次比赛中取得第
六名的好成绩，晋升技师职业资格，师徒同
时获奖成为公司一段美谈。

繁忙工作之余的音乐时间，最能抚慰
薛亚儒常感疲惫的心灵，他在拨动琴弦的
那一刻变得更加充满神采。在工厂举办的
全家乐活动中，一阵吉他和弦混着架子鼓
的鼓点，让整个场面变得“燥起来”，只见台
上临时“乐队”的成员收放自如、魅力尽显，
弹吉他的那个就是薛亚儒。

比赛对于薛亚儒来说，丰富了他的人
生经历，也让大家看到坚持的力量。“每
件精美的工件从自己的手流转到下道工
序，那份快乐是别人体会不到的。”在平
淡工作中，他不懈打磨技艺、在挑战中享
受成就感，他说：“这就是一个普通数控人
的快乐密码。” □高文娟

1 月 7 日，咸阳彬州
地区最低气温骤降至零
下 17 摄氏度，大唐瑶池
发电有限公司循环水冷
却塔底部一夜之间“结冰
如山”。为保证机组高效
率、安全运行，该公司紧
急抽调人员开展“破冰行
动”，破除冷却塔底部“冰
山”，提升冷却效果，提高
开式水泵泵前池水位，确
保机组发挥最大效率，为
彬州市民供热提供保障。

□张赫 摄

■职场精英■ 数控车床的“活流程”
——记全国技术能手、西安昆仑公司薛亚儒

■一线传真■■洒金桥茶座■

用扫帚书写“马路情缘”
——记西安市劳动模范、雁塔区团结南路路段保洁组组长张胜利

■兵头将尾■

凌晨 4时许，微弱的灯光下，张胜利
已经在熟练地挥动着手中的扫帚，清扫
着经过的每一寸路面。张胜利是西安市
雁塔区漳浒寨街道办事处团结南路路段
保洁组组长，在十多年的保洁生涯中，
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用一把扫帚书写
着无怨无悔的“马路情缘”，2020年被
评为西安市劳动模范，受到上级部门和
同事的一致好评。

“领导信任咱，把这份活交给咱，咱
就得把它干好。”作为保洁组长，张胜利
不畏严寒酷暑，风雨无阻，以身作则，事
事抢在前面。每天，他总是第一个来到
辖区道路上，扫地除草、捡拾杂物、擦拭
公共设施，将自己责任区域内打扫干净
后，他还主动督促帮助其他保洁人员，
保证第一轮普扫工作能在早晨 7 点前
完成。

夏天入伏后，连续的高温，酷暑难
耐，城市开启了“烧烤”模式。然而，50
岁的张胜利穿着橘红色的马甲，在被太
阳烤得火热的马路上，重复着弯腰、直起
的动作，清扫着路面，擦拭着烫手的护
栏。面对集中在墙上、广告牌、树上的小
广告，他开动脑筋，做了一个长长的竹竿
铲子，专门用于铲除高处的广告。每次
树坑里有小孩的大便，没有人愿意打扫，
他就用铁锨把树坑清理干净，绿化带的
狗粪等垃圾到处都是，他就一点一点的
清扫干净，从不松懈。

勤劳的张胜利在团结南路的老商户
眼中，心眼实诚。“他可麻利了，经常大中
午跑来，一会用小扫帚扫，一会用大扫帚
扫，见人都是笑脸，很和气。”卖烟酒的李
老板说。

2019年 2月的一天，张胜利正在一

如往常地清扫路面。突然，路上有一位
老人摔倒，众人都在围观，却没有人上
前帮忙，他看到后连忙将老人扶起，询
问他身体状况。由于老人年龄过高，他
向领导报备后就搀扶着老人将他送至家
中，老人的家里人握着他的手连声感
谢。后来，有同事问他：“你都不怕老
人讹上你？”他憨憨一笑说：“我不怕，
抬手的事情，谁家没有老人，谁没有老
的时候。”

2020年春节，全国各地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形势严峻，环卫工人既当城市“美
容师”，又当群众“守护者”。每天，张胜
利不仅要在自己负责的区域打扫卫生，
还要做好沿街消毒、宣传抗疫等工作。

“我已经 50岁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
严重的疫情，感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
身边，大家都在居家，我们还要出来工

作，家里人也有点担心。”他说道。但是
担心归担心，他依然每天到岗，做好路面
保洁和消毒工作，加强卫生死角的清
理。“疫情防控，没有局外人，虽然累，但
是我感觉很快乐，我们打扫好街道，做好
消杀，不让病毒随着垃圾传播，为早日战
胜疫情贡献力量。”张胜利郑重地说。

寒来暑往，在张胜利的带领下，以前
让街道头疼的路段，保洁质量得到了大
幅提升，保洁员之间分工明确、相处融
洽。“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尽心尽力把
工作干好，让城市变得干净些、再干净
些。”张胜利擦着头上的汗珠说道。

凌晨 4点，当人们还在被窝里做着
香甜的美梦时，“刷刷！刷刷！”的声音打
破了寂静，张胜利一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伴随着微露的晨光，这个城市重新焕发
出干净整洁的崭新容颜。 □李亮

寒夜抢修记

寒夜中，一位穿着棉衣的大爷敲
开洛川县供电公司朱牛供电所值班室
的门。

“同志，我家的刀闸坏了，家里没电
了。”说话中，大爷神情凝重，一脸不知所
措的样子。

“您别着急，坐下来再说。”抢修队
员杨昆顺手递过一杯热茶，安抚焦急
的大爷。

“你们接一次电需要多少钱？我这
里只有 20元钱，你们晚上吃点啥……”
大爷语无伦次地说着，随手用他那干裂

粗糙得像松树皮一样的手，从棉衣裤兜
里翻出20元钱。

“您别着急，我们接电不收钱，也不
吃饭。”看着他急切的样子，抢修队员一边
与他说话，一边准备好工具准备出发。

离开值班室时，大爷坐过的床单上
落了一层土印，他不好意思地说：“我和
老伴刚从玉米地里收拾秸秆回来，一看
家里没电就直奔过来了，把你们的床单
弄脏了。”看着眼前这位可爱的老人，抢
修队员笑着说：“没事。”

在交谈中得知，大爷是朱牛便民服

务社区桐木村的村民，姓王，儿子长年在
外打工，好几年都不回家，已快 70岁的
他仍在苹果园里干活。家中唯一的电器
就是一台冰箱，冬天全靠烧果树枝和玉
米杆取暖，日子过得很拮据。

大约 10多分钟后，抢修队员来到王
大爷家，这是一个连土院墙、大门都没
有的老旧宅子，借助抢修灯微弱的灯
光，只看到两孔上世纪盖的土窑洞，
黑漆漆的窑面墙高处装着一个已经烧
焦的老式电刀闸，抢修队员为老人更
换了新型的漏电保护器，可家里的电

仍没有来，就用手机查了欠费情况，
但王大爷的老年机没法绑定，抢修队
员用自己的手机补交 30元欠费，一直
等到用电恢复正常了，又顺手递给一
张用电服务联系卡，告诉他以后有事
打电话就行。

临别时，站在寒风中送别的老两
口，硬是把保护器的钱和电费钱塞给抢
修队员，但他们趁老人不注意时又悄悄
将钱塞进了老人的棉衣兜里。这份小小
的礼物，一定会让寒冷冬夜的老两口心
如暖阳。 □王晓侠 田佳伟

■基层动态■

据媒体报道，饱满的订
单量和奇缺的人手，这个矛
盾已经让宁波精达五金制造

有限公司的招聘主管发愁了很久。在这家企业的招聘启事
上，开给熟练的数控操作工薪酬是每月 8000 元，公司还包食
宿、给开工红包，给予车费报销、高温补贴和年终奖等，但即便
是这样的薪酬标准，要招到好技工，对于他们来说，还是一件
很困难的事。

这样的现状并不局限于精达公司，对于大批像精达公司
这样人数不多的制造业企业来说，缺技工已经成为常态。因
为缺少技能人才，带来了产能限制，正成为许多企业无法快速
蝶变成长的重要原因。

每月8000元，再加上一些福利，这个待遇应该说也不算低
了，为何还会出现“技工荒”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技能人
才、特别是高端技能人才培养的步伐，跟不上科技的发展和企
业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社会上仍存在着人才观认识上的偏

差。有些人总认为，尽管技工收入不错，但常常是“双手油污、浑身是汗”，
既辛苦社会地位又低，不体面不吃香，缺乏了内在发展的动力。

笔者以为，从根本上破解“技工荒”，关键还要从待遇、激励等方面多
管齐下，大力营造重视技能、尊重技工的社会氛围，不断提升技工的社会
认同度和成长发展的前景，让他们感到有干头、有奔头、有出息、有作为，
让技工真正“体面”工作。 □费伟华

近日，陕建安装集团三公司榆林化学煤储运装置项
目部举办职工趣味运动会。本次活动有拔河、象棋、羽
毛球、三人篮球、三人绑腿行等内容，项目部全体职工参
加活动。 □向浪 王诗萌 摄

近日，针对陕西地区气温骤降情况，中国铁路西安
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车辆段严控季节性安全风险，强
化现场盯控，加强车辆制动软管、轮对、车钩等部位检
查，全力确保铁路安全运输。图为该段新丰下行运用车
间对职工进行业务培训。 □师欢 摄

本报讯（王国民 刘玉萍）为进一步提高思想认
识，普及疫情防控和日常健康知识，日前，吴堡公路段开
展“珍惜生命、关爱健康”知识讲座。

讲座邀请榆林市安全健康教育中心刘欢老师围绕
疫情防控知识展开，介绍了新冠病毒及传播途径和防护
措施，随后又介绍了高血压相关知识及新疗法——缺血
预适应训练，并现场演示缺血预适应训练的效果。

通过讲座，进一步增强了职工预防疾病和疫情防控
的意识，加深了职工对健康知识的了解，为职工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饮食起到指导作用。

吴堡公路段

开展健康讲座 普及疫情防控知识

让
技
工
﹃
体
面
﹄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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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铁一局新运公司玉磨项目部2020年度“建功彩
云之南，奋斗七彩玉磨”表彰会召开，项目部所属各单位、部门
及先进代表70余人参加了表彰会。 □刘顺良 摄

由中铁电气化局铁路工程公司承建的长沙市轨
道交通6号线轨道工程近日进入铺轨阶段，这条地铁
线路全长48.11公里。图为施工人员正在加紧进行铺
轨作业。 □倪树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