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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新闻

承担着多个军种和系列的导引头总装总调生产
任务、始终把装备质量放在首位、把按期保质保量履
约交付作为目标、在推进2020年公司导引头系列产
品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他们就是被授予“梦桃式班组”荣誉称号的光电股份
装备制造二部总体调试班。

夯实基础

近年来，总体调试班着力加强班组制度建设、管
理运行，不断丰富班组文化。建立健全考核、评价制
度，有力促进班组的持续发展，保障了班组规范有效
运行。通过形成生产计划网络图，采用看板式管理，
使生产节点更加明确；通过强化生产与过程监控，定
期检查总结，不断优化作业流程。

班组秉承“质量第一、不断创新”的原则，保持
“专心、专注、专业”的工作作风，坚持“履行强军首
责”的责任意识、“客户至上”的服务意识，从班组长
到员工树立“我为装备保障作奉献”的工作理念和

“我为公司高质量发展作贡献”的价值观，上下齐心

共同完成部门下达的各项生产任务，在日复一日的
磨砺与奋进中逐渐成长为一支“会生产、懂技术、会
管理、敢担当”的高素质生产团队。

攻坚克难

在一次次的年度攻坚中，这个班组先后攻克了
影响产品生产的某装置推力检测等四种疑难问题，
保证了公司既定产值的顺利实现。

总体调试班把解决总调测试台的低温串扰问题
作为重点攻关项目，集中优势资源研究解决问题，为
公司节约专测资金 60余万元。他们攻克的某产品
电压超差难题为公司节约资金 100余万元，保证了
产品配套任务的顺利完成。

近年来，班组成员在合理化建议、质量控制
(QC)、科技著作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成绩。仅2020
年就提出 80 余条有效合理化建议，实施率达到
95％，节创价值近60余万元。

作为班组的“领头雁”，林琦长期从事航空光
电系列及精确制导产品的总装、总调工作，曾在兵

器集团职业技能大赛军用精密光电仪器装调竞赛
中斩获冠军，并先后获得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三秦工匠、陕西省首席技师等多项殊
荣，为公司广大职工树立了传承弘扬“工匠精神”
的楷模。班组成员先后获得国防专利授权 1 项，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1项，国家发明专利受理 1
项，在《弹箭与制导学报》等权威学术类刊物发表
论文5篇。

一专多能

总体调试班紧盯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新设备，采取“学习绝技绝活、观摩技能创新成
果、生产现场问题快速定位分析解决、高技能人才讲
堂、技能带头人讲座”等多种培训形式，促进职工技
能水平的整体提升。

培养出一专多能复合型高级技能人才12名，其
中高级技师、技师10人，光电集团级、公司级关键技
能带头人各 1人，公司技能骨干 2人，荣获中国兵器
工业技术能手称号 2人、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技术
能手1人，1名技能人员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八届
职业技能大赛专项赛第1名。这个班组已成为公司
生产领域的重要骨干力量。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立足岗位、敢于担当、
精研技艺、甘于奉献”的优秀员工主动传承弘扬

“梦桃精神”，才更彰显了兵工人的责任担当与敬
业奉献。 □王蓓 李晓青

“头雁”引领“群雁”飞
——记“梦桃式班组”、光电股份装备制造二部总体调试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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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想回家团团圆圆过
年，我就想把机会让给家在外地
的员工，咱家就在当地，春节值
班是我应尽的本分。”2月 11日，
大年三十，在供电所值班的宁启
水说。

细数一下，2021年的大年三
十是全国劳模、国网山阳县供电
公司宽坪供电所员工宁启水在
供电所值班岗位上度过的第 23
个年三十。宁启水所管理维护
的万佛山、裙子沟等几个台区
是南宽坪镇最偏远的村子，那
里山大沟深、群众居住分散，大
部分自然组不通公路。他说：

“自己不值班，一旦故障停电，
别人去抢修，对用户情况不了
解，对山路不熟，影响用户用电
是大事，自己在这儿值班放
心。”另外，每年的除夕，陪万佛山
几位孤寡老人聊天、过年是他雷
打不动的事。

早上 7时 30分，宁启水在家
里简单的吃了点早饭，就匆匆赶
到所里，与三名同事完成交接班
后，马上开始打扫院内、值班室
和营业厅的卫生。

8时 45分，立春后的南宽坪
还是有丝丝的冷意，启水背起
背篓，我跟随在他的身后向山
上走去。

刚一进山，手机就没有了信
号，走了大概两公里的路程，盘
山的路就越来越陡，我气喘吁吁
地问：“宁师，这是路啊？”

宁启水说：“越往上，路就会
越来越窄，山也会越来越陡，慢慢爬，要不
了两个小时就到我维护管理的第一家用
户了。”

启水边走边给我讲起山上的事。“山
里的群众苦，住的条件差，这些年，年轻人
都在外打工，就剩下一些老人，山上没有
商店，群众的生活和日常用品无处购买。
一会我们去看宗坤叔，他老都80多岁了，
一辈子一个人，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去和他
聊会天，陪他坐一会儿。”

就在我们向山上攀登时，前面山坳
里一对野猪上蹿下跳，
滚石落下的“砰砰声”在
山谷回荡。天气阴冷，
伴着山间冰雪融化后的
流水声，老远就听到狗
的叫声，不远处第一户
人家已挂起了火红的灯
笼、贴上了喜庆对联。
这家主人叫段显银，常
年有病，儿女都在山外
打工，他和老伴守候在
这祖辈居住的偏沟野洼
里，一年难得下一次山，
生活用品基本都是启水
给背上来的。

放下背篓，启水熟
练的从背篓里取出了 5
袋食盐递给他，又关心
地问起 10 多天前捎的
年货还缺啥？半年前启
水给收拾的线路虽然陈
旧但很整齐。临走时，
启水再三叮嘱老人：“床

头的插座千万不敢用湿毛巾擦，
那个吊线开关我给换了，用时一
定要轻轻拉。屋里啥用完了，告
诉我，我想办法给你送上来。”

离开段显银老人的家，我们
又艰难地向大洼组配电室走
去。启水检查了熔断器情况、对
漏电保护器进行了试跳，确定一
切正常后，他在《漏电保护器测
试记录》上做了记录。又拿出镰
刀对线下的树枝进行修剪。然
后，我们又绕道 40多分钟，为山
对面的张家财更换了屋里老化
的线路和开关。

14时 20分，山坳里、山梁上
陆续有鞭炮声响起，大石头上，
启水打开水壶，两碗泡面加两根
火腿肠就是我们的年三十午餐。

15时，启水开始对去年“3·
29”冻雨自然灾害损毁恢复线路
进行重点巡视。我们一基杆一
基杆的巡查，生怕漏掉了每一个
细节。遇到拉线上缠绕的藤蔓，
启水用手一点点的清除。

17时 10分，我们翻山越岭，
向何金贵老人家里走去。此时，
我的双腿像是灌了铅，衣服湿了
又干、干了又湿，脚步变得更慢，
可启水依然脚步轻快地在前面
引路。

不远处，坎上那间破旧小房
子就是孤寡老人何金贵的家，
还没等我们上到场上，老人早
就坐在门墩上像正在等待久别
的亲人。

“党的政策好，前天镇上领
导还给我送了米面油！你上月给买的油
还没吃完，启水，好人呀！有你在，我不孤
单。”老人用手抹着眼睛，拉着启水的手用
浓重的下湖话说道。

天色渐晚，我们和何金贵老人道别，下
山时，我特意算了算时间，从早晨出发到现
在，已经过去了将近11个小时。

回头向山上望去，鞭炮声不绝于耳，
一对对红红的灯笼铺满山间，像星星一样
闪着幸福祥和的光芒。

吉祥的牛年来了！ □王森

春节期间，位于西安
灞河东岸，距奥体中心主
场馆450米的西安奥体中
心光影文化公园项目部的
工人依然坚守在岗位上，
为十四运重点工程建设奋
力拼搏。

该公园定位为水景光
影秀主题公园，设计结合
音乐喷泉、激光投影、环绕
音响等，形成声光电一体
的震撼景观。喷泉水池整
体呈花朵形，南北长 421
米，中间最宽处为117米，
最大喷射高度为 236 米，
将在5月底建成并进入调
试阶段。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本报讯（陈练斌）灯火辉煌夜，万家团圆
时，按照上级防疫要求，牛年新春佳节期间，陕
建化建公司20个项目的2000余名干部职工，舍
小家、顾大局，节日期间正常上班，做到防疫、施
工“两不误”。

该公司各项目部提前准备了丰富的节日
生活物资，打扫、布置项目部和生活区，营造
出干净、整洁、喜庆的节日氛围，大年三十晚
上举行了丰盛的大会餐，并组织员工观看了
春节联欢晚会。

远在非洲的尼日利亚丹格特石化及炼油项
目的 410名施工人员，和往常一样，节日期间有
序推进进度计划。截至 2月 17日晚 20时，短短
七天时间就位大型设备 2台、安装压缩机气缸 6
台、焊接工艺管道1860吋、安装7500吋延米。

化建陕煤榆林化学180万吨/年乙二醇项目

部，节日期间，470人分成两队，分别从事第二循
环泵房及加药间基础土建施工和除盐水站低压
高压柜安装。

浙石化二期项目的 750名干部职工，担负
35万吨/年高密度聚乙烯装置安装工程、化工区
工艺管网1号管廊安装工程及化工压力罐组、常
压罐组安装工程。

化建三公司 169名职工担负延安能源化工
生产春节值班。2月 5日，煤气净化C炉开始检
修；2月 12日至 2月 16日，乙丙橡胶装置停车检
修；2月 11至 2月 14日，乙丙橡胶中心乙二醇装
置抢修。截至目前，各作业小组仍在紧张轮班
抢进度，其余各中心维保作业正常进行。

除此外，节日期间，其余各公司职工担负日
常维护、油气勘探等保运工作，均正常上班，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履职尽责的职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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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过大年 防疫施工“两不误”

在中铁二十局集团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有这么一群可
爱的人——他们认真工作、
履职尽责、坚持原则、敢于较
真，他们第一次在无砟轨道
上施工就取得成功，实现突
破。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些
开拓先锋在重庆铁路枢纽东
环线山洞岩隧道无砟轨道施
工时勇于拼搏、攻坚克难的
故事。

安全生产大于天

张涛学，入党积极分子，
自 2019 年 11 月到东环线工
作以来，一直负责隧道现场
施工管理工作。隧道施工管
理他并不陌生，但无砟轨道
施工他却是第一次。

为了控制无砟轨道每道
工序施工符合设计及规范要
求，他曾在施工现场值班长
达 18个小时不出洞，工人换
班施工，他却坚守现场，同工
人一起耐心交流、悉心指导，
确保浇筑道床板符合要求。
张涛学时刻将“安全生产大于
天”铭记于心，哪怕是轨道上
的一颗道钉、一个临时用电的
接线头都要做到万无一失。

用较真实现价值

刘晓泉，青年突击队队
员，2020年 7月参加工作以
来，就扎根于山洞岩隧道，从
懵懂的学生到懂技术、会协
调的技术员只用了5个月时间。

为了保证道床板混凝土浇筑质
量，防止工人私自加水，混凝土浇筑时
他都在现场盯控。为了消除安全隐
患，刘晓泉敢于和现场工人较真，他会
逐个检查龙门架轨道上的枕木和道

钉，不整改落实好，不能进行
吊装作业，只要是对的，他都
会坚持原则。

攻坚克难积极作为

李晓峰，预备党员。为
解决现场混凝土施工中心
水沟排水难问题，积极协
调，想法设法解决问题。经
过反复研究后，决定通过引
流排水，原本要一周解决的
问题不到 1天就解决了，为
后续施工创造了条件。

蔺斌，突击队队员，负
责山洞岩隧道无砟轨道测
量工作。对待工作认真负
责，特别是精调工作，至少
两次以上的测量复核，才能
保证平整度，因为他清楚的
知道，该测量不可以有一丝
马虎，否则，真的是“差之毫
厘失之千里”。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穆显亮，党员，全面负
责无砟轨道技术施工指导
工作。第一次施工，他既担
心又迫不及待。穆显亮提
前准备施工相关资料，自学
的同时向公司有经验的同
事求教，还邀请公司在无砟
轨道施工方面有经验的高
级工程师及组织专业技术
培训到项目进行现场全面
指导，取得良好效果。

穆显亮每日坚持到施
工现场指导，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落
实，确保质量，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用实际行动带动员工共同努力。

正因为他们用行动践行初心，用
实干担当使命，才有了无砟轨道技术
层面的提升。 □刘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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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宁启水工作中的宁启水。。

平安，有序，温馨，让旅客体验更美好是
春运期间每个铁路人的奋斗目标。

虽然今年的春运有些特殊，做好疫情防
控，保障平安出行依然是客运服务人员重中
之重的职责和担当。2月 17日，中国铁路西
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客运段成银车队所在
的延安开往上海的K559次列车，运行至徐州
站时已是深夜 4点 33分，当班列车员李丽唤
醒下车旅客时，9号车厢5号上铺的旅客十分
焦虑的告知列车员，自己不能下车，一定要去
上海。

原来，这位旅客因车祸落下疾病到上海

去就医。可是适逄春运，每年春节过后“三，
六，九往外走”的习俗，催促着出门人乘车时
间选择的比较集中，买不到直达上海的卧铺，
只买到中途徐州站。

此时已是深夜，卧铺票已售完，硬座车厢
也满员，到上海还有十个小时左右，身患疾
病的他如果无座，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到上
海的。

了解情况后，9车厢列车员李丽将情况汇
报给列车长张军利，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挪出
来一个下铺，帮助乘客解决旅途困难。

张军利了解情况后，立即给予安排。

一次爱心接力悄然展开。
9车厢列车员李丽安慰焦虑的旅客，让

他放心等待，不用担心；乘务员提前叫醒接
班的人。铺位安排好后，补票乘务员迅速来
到9车厢为生病旅客补办卧铺。

短短的二十分钟，生病的旅客就被安排
妥当，激动地连声说谢谢，没想到自己一直忧
心的问题，这么快就能解决。

列车到达上海站时，生病旅客找到列车
长再一次表示感谢，期待返程时还能坐上这
趟暖心列车。

□贾芳芳

暖心列车，守护旅客出行平安

陕建化建公司2000余名干部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