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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 欢喜祥瑞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杨一苗 韩啸）2月 2日，陕西首次通
过文物部门官网、官微、公众号等多个平台，持续
推出100个陕西革命旧址云上展。

据了解，我省依托“互联网+革命文物”教
育平台，举办“红旗漫卷——陕西革命旧址云
上展”活动，共遴选出 100个特色鲜明的革命旧
址，每周同步推出两个革命旧址，运用 5G、VR、
视频云等网络技术手段，对这些革命旧址进行
全景式、立体式和延伸式展示，打造云上爱国主
义教育空间。

陕西推出100个革命旧址云上展

2月3日，中铁十二局集团四公司五届三
次职工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图为行政方同
工会方，签订《2021-2023 年集体合同》《2021
年工资集体协商协议》。 刘国占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强）2月 3日，记者从省生态
环境厅获悉，今年 1月我省空气质量改善明显，
创历史同期最佳，2021年蓝天保卫战首月告捷。

截至 1月 31日，全省 13个市区 PM2.5浓度
71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30.4%；优良天数 17.4
天，同比增加 6.3天；重污染天数 2.5天，同比减
少 3.5天。10个国考城市PM2.5浓度 68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28.4%；优良天数 18.1天，同比增
加 5.4 天；重污染天数 2.2 天，同比减少 2.4 天。
关中地区PM2.5浓度 77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36.9%；优良天数 15.8天，同比增加 9.2天；重污
染天数 3天，同比减少 6.5天。全省环境空气质
量创历史同期最佳，“十四五”大气污染治理工
作实现良好开局。

全省1月空气质量历史同期最佳

本报讯（郜雅昱）2月 1日，咸阳市职工文化
艺术创作创新工作室迎新春座谈会在市工人文
化宫召开。来自该市书画、音乐、文学艺术等各
领域 20 多位资深职工艺术家与爱好者云集一
堂，畅谈职工文化创作，助力职工文化创新。
目前，咸阳市总工会已打造了 19个职工文化艺
术创作创新工作室。

据悉，去年以来，市工人文化宫在工作中
求创新，在创新中求实效，力求构造出一种阶
梯式、全方位的职工文化艺术创作创新长效机
制。他们本着“一室一品牌、一品一出彩”的理
念，用力擦亮“工”字招牌，倾情打造文化品牌。

咸阳市总工会全力打造文化品牌

本报讯（安蓓）笔者2月3日从国家发改委价
格监测中心了解到，近一周36个大中城市鸡蛋零
售价格连续回落。

元旦过后，全国鸡蛋零售价格延续去年 12
月中旬以来涨势，出现明显上涨。1月 25日，36
个大中城市鸡蛋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 5.76元，
达到去年以来最高值。随着近期鸡蛋主产区
新冠肺炎疫情有所好转、运输畅通，加之鸡蛋
集中采购需求明显下降，鸡蛋价格出现持续回
落。其中，2 月 3 日 36 个大中城市鸡蛋平均零
售价格为每斤 5.42元，比1月25日累计回落0.34
元，降幅为5.9%。

36个大中城市鸡蛋零售价连续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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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西安市洒金桥的陈师傅，将一大早排队购买的 5
斤腊牛肉交给快递员，并反复叮嘱“一定要多加冰袋”。
陈师傅的儿子在北京工作，今年春节要留京过年。

这并不是今年陈师傅和儿子之间的第一个包裹，之
前他就给儿子寄了苹果、柿饼，也收到了儿子寄回来的
点心、棉服。临近春节，陈师傅越发牵挂留在外地的儿
子。“家里准备什么年货，我就给儿子也寄一份。过年
呢，让孩子在外地也能尝到家乡味道。”他说。

牛年春节将至，在防控疫情背景下，政府有关部门
发出了“就地过年”的倡议，越来越多人也选择今年春节
不回家。“亲情快递”成了外出工作的游子和家乡亲人之
间传递情意与问候的最佳选择。

在京东物流西安天坛营业部，10多名工作人员正在忙
碌地打包、搬运着快递包裹。由于紧靠大型超市，这里近
期的快递数量激增。“与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快递揽收量
已经翻倍。水果、生鲜、干果等快递量都很大。”天坛营业
部负责人齐帅龙说，“很多人今年选择春节不返乡，但是父
母、孩子在外地，他们就会选购一些家人喜欢的特产、物品
等，快递回去。目前我们这样的‘亲情包裹’非常多。”

全国各地，春节前流动的“亲情包裹”寄托着家人之
间的浓浓牵挂。大数据也反映了这一不同以往的变化。
京东大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 月 25 日，异地订单量激
增，整体增幅达到 49.7%。

45岁的厉凰府是浙江人，往年春节前他已经踏上自
驾回乡的旅程，今年，他决定留在西安过年。虽然人不
回去，却早早选好了礼物，寄送给在浙江省磐安县源头
村的父母、兄弟们。

“我选了核桃、红枣、西凤酒和西安的特色蒸碗，都
是陕西特产，给家乡的亲人们尝尝。”厉凰府说，“我在西
安一切都好，希望家里人也平安健康，等天暖了我再回
去看父母！” （姜辰蓉、李华）

←2 月 1 日，
在西安浐灞生态
区数字经济园区
基础设施及配套
一期市政工程项
目工地，就地过
年的中建二局职
工贴对联、挂灯
笼，营造浓厚过
年气氛。当日，
公司还准备了陕
西特色大礼包送
给职工。

熊炜 摄

↑近日，陕建华山建设集团第十一工程公司工会、团支
部组织员工在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项目部开展新春“送福
写春联”活动。 何雯 摄

→2 月 2 日，西安沣京工
业园工会联合会筹集资金20
多万元，采购米面油及部分
扶贫产品，启动2021年“冬送
温暖”情系工会会员春节慰
问活动。图为部分环卫工
人、火车司机领取慰问品。

本报记者 王何军 摄

←2 月 2 日起，榆林市总
对市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
作者）和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邮寄温暖大礼包，内有日常生
活用品和防疫物品。活动将
慰问劳模 1158 人，礼包总价
值60多万元。 高明 摄

←2月2日，省慈善协会、省人社厅向陕西建工
捐赠关爱农民工款物仪式举行。去年底，双方设立
了农民工关爱基金，仪式的举行拉开了全省春节送
温暖关爱农民工活动的帷幕。本报记者 鲜康 摄

↑2月3日上午，西安国际港务区杏园新居安置
房建设项目开展了“西安就是家，幸福工地年”活
动。图为活动现场。 李莉 陈玺龙 摄

（上接第一版）
身先士卒 安全为天

参加工作以来，范学军一直坚信勤能补拙，
平时在工作中总是出满勤，干满点，遇到困难，
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

在班组日常安全生产管理中，从每班的班
前会、开机前的安全确认、操作过程中的规范作
业到交班后的班务会，他始终坚持盯到现场，确
保班组成员对安全注意事项、作业规程清楚明
白后才放心。

在日常工作中，他带头贯彻落实安全管理
“二十五条红线”，坚守安全底线，根据生产实际
和职工自身特点合理安排生产任务，规范开展
班前礼仪活动，重视安全风险分析评估以及职
工思想状态排查。2017年3月，班前会上他察言
观色发现职工陈福伟状态不佳、精神不济，通过
问询得知他和妻子闹矛盾，立即安排陈福伟休
班，并在空闲时间入户了解情况，化解家庭矛
盾，让陈福伟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他重视开机前的安排确认，坚持对作业现
场、机电设备、超前支护、工程质量、上下隅角
顶板管理、工作面瓦斯、质量标准化等情况进
行安全排查。2018年 7月的一个早班，职工江
海清在 22501采面机尾煤墙清煤时未进行敲帮
问顶，范学军在巡查时发现顶板有一块 800×
200厘米的活石松动，立即上前阻止并采取有

效措施，对顶板的活石进行了处理，然后对煤
壁顶板进行背帮支护，打带帽点柱，阻止了一
场事故的发生。事后，他严厉批评了江海清的
蛮干行为，教育他上标准岗、干标准活，做安全
生产的明白人、细心人。

班中有一位青工爱说快板，他就搜集“二
十五条红线”、《煤矿安全规程》等安全快板，让
青工在闲暇时给大家表演，在潜移默化中，强
化职工对安全知识的记忆。他所在班组连续
四年实现“零三违”“零事故”“零工伤”“零死
亡”的“四零”目标。

善于钻研 以干克难
勤于学习、善于钻研、攻坚克难、担当作为

已成为范学军多年来锲而不舍的孜孜追求。
工作中，他总是身先士卒，亲力亲为，干字当
先，以干克难。综采一队干部职工这样评价
他：“范学军有 90后的冲劲，但他在日常工作中
总是认真负责对待每一个任务。工作中遇到
困难时，也总爱动脑筋钻研、想办法，没有他完
成不了的工作，克服不了的困难，他是个有思
想、有经验的好班长。”

2019年 8月，采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由于使用的 1735型支架稳定性差，导致生产停
滞不前。范学军经过分析考察，提出对支架进
行木底梁垫底，加强支架的稳定性方案。范学
军组织实施，全部进行扶架摆架，支架下全部

铺设木底梁，17吨的支架要把它扶正抬起垫方
木难度很大，在工作面调整支架的日子里，他
总是第一个进入工作面扛方木、抬单体，冲锋
在第一线，哪里艰苦、哪里危险，哪里就有他的
身影。生产班的职工胡全劳回忆说：“当时在
摆放第 126架支架时，顶板破碎导致漏顶，要进
行刹顶作业，他冲在最前面，在我们的配合下
很快把顶板控制住，阻止了安全事故的发生。
清理矸石时只能用镐刨、手搬，他的手都磨出
了血，但仍坚持把架间的矸石清理干净、摆正
支架，就这样每班工作 15个小时，计划 7天完
成的任务，提前 3天安全完成任务。”

2020年 11月，象山矿井 21510首套智能化
综采设备试运行以来，范学军积极学习，不断
探索新技术、新工艺，结合生产现场实际，从
管理现代化、装备自动化、生产智能化等方面
入手，将“采煤机记忆切割+支架自动作业+人
工远程视频监控干预”智能化开采工艺运用到
实际生产过程中。为智能化设备联合试运转
工作创造了时间，推动了智能化综采的进度，
保证了首套智能化综采设备如期安装调试。

他还利用休息时间，到工具房对回收报
废的液压支架高压管进行截长取短，然后送
工厂压头，再次复用到生产中，每年为区队节
约 10 万余元原材料，为降低吨煤成本作出了
积极贡献。

强化管理 精准施策
为了使班组管理更加规范化、科学化，他组

织班中骨干，制定完善了《班组安全管理办法》
《安全汇报制度》《质量验收制度》等十余项规章
制度，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制度管理体系，并严
格贯彻执行。同时，他给班中的党员、群监员、
青岗员下达了安全隐患排查任务，监督“三员”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作为班长，他时刻将职工的冷暖安危放在
心上，坚持做到“六必访”，即婚丧嫁娶必访、家
庭发生矛盾必访、生病住院必访、家庭困难必
访、缺勤旷工必访、本人和家庭发生重大变故
必访，帮助职工解决实际困难，解除后顾之忧。

在班组工资分配方面，他坚持向苦、脏、
累、险和技术含量高的岗位、工种倾斜，制定的
工资工分分配制度，经全班职工讨论通过，让
职工对上什么岗、拿多少钱，心里有底。这样
的分配制度充分体现了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
原则，从而调动了班组成员工作的积极性，增
强了班组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工友陈平说：

“跟着范班长，不光安全有保障，工资也比其他
班组高得多，有干头。”

他重视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从缆线吊
挂、标牌指示、设备卫生、物料码放、巷道平整、
积水处理、杂物清理等各个方面认真安排、落
实、验收、整改，从而使质量标准化工作也走在

了矿井前列。2017年全公司质量标准化现场
会在该工作面举行，获得上级领导的一致好
评，其工作面成为采煤系列的“样板工程”。
2016年至 2020年，他所带领的班组多次荣获公
司和矿上劳动竞赛“红旗班组”荣誉称号。

乐善好施 助人为乐
作为班长的范学军对班内 28名职工的情

况都十分了解，谁家有困难，他都能及时帮忙。
他不打牌、不喝酒，业余时间除了帮媳妇做

家务、陪孩子之外，就到班里其他职工的家庭进
行走访，了解谁家有困难，谁家有不顺心的事，
让妻子去帮助队上困难职工，接送孩子、照顾老
人。一次一名职工有家庭矛盾，他入户了解情
况，劝导其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叮嘱只有家庭
和睦才会过上好日子，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吴山峰是刚到队上的新工，刚来时要跟家
属在矿区附近租房，但对周边情况不了解，范
学军得知情况后，在班前会上号召全班职工为
吴山峰找房子，回到家动员妻子在小区打听，
终于在三天内为他解决了住房问题。

立足煤海终不悔，千尺井巷写华章。范学
军作为千百万个煤矿职工中的一员，带领着矿
工兄弟们在煤矿这方广阔的天地唱响了一曲
实干兴矿的动人赞歌，自己也在助推韩煤梦、
陕煤梦、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成就了煤海创业
的梦想。 （徐醒民 袁国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