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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城矿业下峪口矿选煤厂洗煤车
间里，机器热火朝天运转着，5 名“女汉
子”在钢铁与煤泥之间尽显柔情，用责
任与担当谱写了一曲“映山红”。

不爱红妆爱工装
该矿选煤厂生产的“龙门”牌瘦精煤

属于稀有煤种，浮选岗位主要负责小于
或等于 0.5毫米的细粒级精煤的分选回
收工作，车间里工作条件较差，浮选机
司机不仅要有过硬的实践操作能力，还

要吃得了苦，受得了“罪”。
哪个女人不爱美？但是她们

穿上工装、带上安全帽，心中就有
一份责任，任凭闷热的环境、难
闻的气味，她们从不计较。姐妹
五人凭借肉眼和浮选机前的走

走停停干出了“门道”，根据泡沫紧密、细
致程度来判断煤质灰分和尾矿发热量。

交接班时间到了，聂红妮正在给接班
的同事手指口述，“注意观察刮泥机刮
帮，视情况给集控室汇报找钳工处理。”
再巡视完一遍浮选机，她才换下工装。

在岗一分钟，质量六十秒
随着矿井综采机械化程度逐渐提

高，入洗原煤量越来越多，加之煤炭市场
波动，用户对煤质要求不一。浮选岗位

严把质量关，认真检查每个环节，同技术
组和生产各环节人员沟通配合，及时有
效地调节浮选溢流堰，稳定入料流量，动
态监测煤质情况，合理调整药剂、药量，
把浮精灰分严格控制在合格范围内。

有一次，来料中灰分居高不下，正
值刘媛当班，她回忆说：“一遍遍调整参
数，爬高下低，看刮料、脱料，用手摸气泡，
跟踪尾矿煤泥发热量……”同样的动作她
重复了上千遍，直至灰分正常。

技术“大拿”惠向英说：“选煤厂每
年举办的各类竞赛是我们不断学习新
知识、掌握新技能的动力，只有不断提
升自我，才能真正拿得下‘质量’。”

姐妹间的“革命友谊”
五姐妹坦诚相待，亦师亦友，在琐

碎、复杂的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
友谊”。班里有个不成文的约定，大家
互相设置为手机通讯录和微信紧急联
系人，以便遇到问题及时沟通。

新工雷娟丽遇到了突发情况——
“404”液面压死。她通过紧急联系人找到
了聂红妮，刚下班的刘媛等人也闻讯赶
来。大家聚在一起商讨对策，几番查看
后确定是“404”矿浆准备器管路堵塞造
成药剂断流，姐妹几人即刻分工，疏通
管道、观测药剂量，问题解决后坐在一
起总结经验，互相鼓励打气。

在下峪口矿高质量发展的今天，
“女汉子”们坚定信念、永不言弃，犹如一
簇簇杜鹃花盛开在她们热爱的土地，装点
着矿区的每个高光时刻。 （卫宝娜）

五个五个““好汉好汉””一个帮一个帮
——记陕煤集团巾帼建功示范岗、韩城矿业下峪口矿选煤厂浮选岗

在黄陵桥山深处，有一支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
别能奉献，又特别团结的队
伍，他们是深山煤海里盛开的
一枝煤苑新秀，行走在井下千
米深处，所向披靡，圆满完成
各种急难险重掘进任务，为企
业实现百万吨产量目标立下
了汗马功劳，他们就是蒲白建
庄矿业公司综掘一队。

政策激励
让职工积极投入到工作中
走进综掘一队会议室，

会计桌上一份今年二月份的
奖惩管理办法吸引了笔者
的眼球。上面写着“早班 3
排不奖不罚、4 排奖 500 元、
5 排奖 1000 元、6 排奖 1500
元、7 排奖 2000 元（因疫情加
1000 元）……”

“根据公司下达的工作任
务，我们每个月开展劳动竞
赛，将任务指标层层分解到班
组，超额完成计划的 10%，奖
励就会上一个台阶……”综掘
一队党支部书记曾庆军说道。

综掘一队大部分职工家
远在徐州，为了让不回家的职
工安心在矿上上班，他们出台
了正常工资+“奉献奖”的保
勤政策，并设立台阶奖、创水
平奖。各班组之间比干劲、比
进尺、争先进，形成了凭进尺
吃饭、靠实力的竞争局面。

正是这样良性的激励政
策，使职工们心甘情愿投入到
艰巨的工作任务中。

不惧艰险
彰显王牌区队之威
每遇到急难险重任务时，

综掘一队便是第一个站出来
的队伍。

2011年 7月 28日，正值建
庄建矿初期，102 工作面回风
巷道发生了长 23 米、高 8 米
的大面积冒顶。在随时都有
可能发生矿井灾难和生命危
险的情况下，综掘一队挺身
而出，仅用 10 天的时间，将
冒顶处理完成，随后矿井恢
复正常生产。

2016 年 8 月，建庄面临着

210 工作面安装、211 工作面
闭采，生产接续异常紧张。于
是将 201回风巷剩余 708米的
掘进任务交由综掘一队，并要
求在 40 天内完成该项任务。
在克服诸多困难的情况下，
综掘一队创出了日进尺 28.8
米、单月进尺 708 米的好成
绩，比计划提前 10 天完成了
任务，为 211 工作面接续赢
得了宝贵时间。

十三年来，这支队伍历经
了煤炭市场的风云变幻，一次
次安全高效地完成各种急难
险重任务，为建庄正常生产接
续立下了汗马功劳。

精诚团结
人文关怀情暖职工
综掘一队不仅是一个能

战斗的集体，更是一个精诚团
结的集体。

2018年 4月 19日晚，原综
掘一队经理闵庆雷同志身体
不适，经医院检查是心脏血
管破裂造成大量出血，生命
垂危，急需 1600CC 的 A 型血
液，由于医院血库血源不足，
医院要求家属想办法解决血
源问题。大家争先恐后去医
院献血，经及时抢救，病人转
危为安。

今年 3 月 5 日上午 10 时，
职工欧广东突然昏迷不醒，
现任综掘一队经理谭秀岗
立即召集人员将病人紧急
送往铜川市人民医院，经诊
断欧广东脑出血，必须立即
手术。谭秀岗得知欧广东
因家庭困难而难以维持后
续的治疗费后，立即组织大
家伸出援助之手，把 36290
元的捐款送到了欧广东家人
的手中。

一人有难八方支援，暖心
的举动温暖了所有人，也让大
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在采访中，每个人的言
语间都流露出对区队的热
爱和对圆满完成任务的自
信。相信他们未来无论处在
什么样的环境，都一定是“王
牌之师”。 （范芳芹 姜传星）

综掘战线上的“王牌之师”

陕北矿业龙华公司综采队检修班自
成立以来，不断挖掘班组成员潜力，全
方位培养全能型人才，强化班组现场管
理，实现区队班组精细化、高标准管理
模式，为安全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人多能求发展
“今天又学到了一招，原来采煤机的

行走轮可以通过声音判断运行
工况。”这是刮板司机史洋洋在
轮岗学习的第五天班后会上，高
兴地与工友们分享学习成效。

在该公司综采队检修班每旬
一次的轮岗轮训中，都能看到各
工种间交叉培训学习的场景。

据了解，该检修班通过轮岗
轮训、生产三班倒、岗位练兵、
师带徒等模式，进一步提升职
工的现场检修技术水平，使生
产过程中机电设备故障处理效
率明显提升，从而为生产提供
了强有力的设备保障。

“一人多能，不仅便于动态调整人员
数量，应对日常生产线人员临时缺失，又
能提高职工的技能水平，增加工作满意
度，为未来班组成员职业发展打下良好
基础。”该检修班班长刘瑞杰自豪地说。

相互协作创新多
“来，大家看看，这个刮板机尾挡煤板

这样设计安装，存在哪些缺陷，大家都说
说自己的看法。”班中餐期间，班组长组织
大家对创新项目进行现场“评审”。

“可以把挡煤板的高度降低，再加
装一个插销，做成可转动的，这样方便
物料运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
纷发表意见。

三天后，该综采工作面刮板机机尾
挡煤装置安装成功，安全通道与三角区
域煤块被隔离开，使煤块再也不会落到
人行通道，保证了安全出口畅通，消除
了安全隐患。

据介绍，该检修班秉承“革新无大
小，能用就是宝”的理念，相互协作，共
同创新，仅 2020年小改小革就达 15项，
其中获得公司小改小革创新奖的就有 8
项。这些创新项目不仅减少了现场的
安全隐患，降低了职工劳动强度，还节
约材料费超百万元。

精益求精效率高
“师傅，更换一根立柱，柱窝用得着

清理这么干净吗？”徒弟高磊不解地向师
傅发问。

“磨刀不误砍柴工，不仅是立柱柱窝，
所有立柱拆卸下来的管路、销轴都要进行
清理。这样安装挡板、销轴的时候才不
会出问题。保证过滤网干净，支架才能
高效运转。”师傅张福存耐心地解释道。

据了解，该检修班推行结果追踪工
作模式，定期和不定期检查检修质量，
因检修质量造成的设备故障或返工都
要追责。这项工作的开展有力提升了
班组成员对作业流程、作业标准等技术
问题深入了解，同时让班组成员在工作
过程中，提高了工作标准，做到了精益
求精，让每一项工作都在安全、高效的
状态下稳步开展。 （韩虎利 贺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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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型全能型””班组的三把密钥班组的三把密钥

在榆北煤业小保当公司
井下各条巷道总能看到一个
身体结实、皮肤黝黑、个头不
高的“哨兵”，他就是一号煤
矿通风维护队的瓦检员李晓
宇。从新工到优秀“四员两
长”，从“小白”到“火眼金睛”，
逐渐成长为井下员工通风安全
的“守护者”。

苦练“基本功”
瓦斯检测小能手

刚到区队时，自知“底子
差”的李晓宇，时刻都跟在师
傅身后，细心观察，认真思考，
学习瓦检专业知识。他每次
入井都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
将遇到的问题记录下来，升井
后再向师傅请教。井下巷道
纵横交错，他便将所有巷道画
到小本子上对照图纸熟悉地
形。那个“乌黑”的小本子，随
着他走遍了井下每一处角落。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
过后，他凭着刻苦求学的精
神，练就了一身过硬本领。

2020年，他被推选为瓦检
班小组长后并未懈怠，反而更
加努力学习，掌握更多技术。

他在工作中迎难而上的精
神，也时刻感染着身边员工。
曾有新员工问他，每天不停学
习，图个啥？李晓宇总是憨厚
一笑说：“别的啥也不图，为的

就是练就一门过硬的技术，能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默默付出，终会获得回
报。他连续两年获公司“优秀
四员两长”称号。2020年 8月
在公司第三届员工技能大赛
中获得瓦斯检查员第三名。

做好“传帮带”
授业解惑“小达人”

李晓宇是个热心人，不仅
自己热爱学习，还耐心指导、
培训和帮助新员工。记得有
一次，新工赵阳的瓦检仪测微
组灯泡出现故障，不论是更换
电池还是调节电门都不亮，这
可把他急坏了，眼瞅着下午就
要入井，情急之下便想到“技
术能手”，抱着试试的态度敲
开了李晓宇的门。

“一般测微组灯泡不亮故
障原因主要可能是灯泡坏、连
接片与外壳接触不良、电池没
电，你已经更换了电池，灯泡
外观也良好，那应该是设备接
触不良导致的。”只见他拿起
瓦检器取下皮外壳，用螺丝刀
拧下连接片，调整连接片与外
壳的位置，重新拧上并按下微
读数电门，一边讲解一边操
作，快速修好了瓦检仪。

类似的故事每天还在上
演，这就是一名 90后职场“哨
兵”的成长故事。 （屈洋洋）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
米小，也学牡丹开。”在黄陵矿业铁运公司
就有这样一朵努力绽放的小“苔花”。她
叫赵媛媛，虽是小小个子，却蕴藏大大能
量，用“十年光阴磨一剑”的韧劲，在铁路
专用线上绽放出属于自己的青春芳华。

从懵懂“小白”到样样精通
尽管离开货运岗位已有 7 年，但教

过她的倪师傅至今对这个“干活从来不
喊累的徒弟”记忆深刻。

2011年，面对从未接触过的铁路工
作，她迎难而上，不抱怨，不气馁，给自己
定下“三多”原则：“多学，多看，多问”，不
落下任何一趟检车机会，跟着师傅掌握车
体外涨、关门确认等货运外勤业务。

凭借着踏实好学，让她提前三个月就
走上了正式岗位。并接续掌握了车号员、
信号员、助理值班员等岗位技能，将自己从

“小白”升级为样样精通的“铁运车务人”。
从初出茅庐到行家里手

2013年，历经两年基层锻炼的她，借
调到办公室从事档案工作。面对知识不
足，她牢记“笨鸟先飞”这个道理，主动请
教老师，购买书籍，吃透档案管理各项业
务流程。从更换档案柜，梳理制度，到整
理资料、精细管理，在她的努力下，公司档
案管理逐步实现规范化和精细化。

正是这份拼劲，让她面对秘书工作
时，抱着“干事不能做样子”的态度，扎实
提高公司办公效率。坚持“办公室无小

事”的理念，做好与基层的服务协
调工作，真正实现了“一职多能”。

从“我是党员”到抗疫先锋
外事内勤一肩挑，关键时刻显

担当。作为党员，她做到了冲锋在
前。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她连夜起草了公司疫情防控工作
方案，并主动揽下公司信息排查和上报工
作，将公司 697 名职工的情况摸排得清
清楚楚，实现了人员排查闭环管理。

尽管连续高强度工作，让她的脸上
出现了一丝疲惫，但她从未后悔选择坚
守，并将这种精神状态贯穿到工作的方
方面面。正是对待工作的高度热忱，让
她在成长的道路上不惧风浪，所向披

靡，逐渐成长为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岗
位能手。

青春时光，她以铁路为伴，勤恳耕
耘，累计荣获各类荣誉 30 余次，其中
4 次荣获“巾帼能手”、优秀通讯员称
号 ，2 次 荣 获“ 先 进 工 作 者 ”称 号 。
2020 年荣获陕煤集团第六届“巾帼能
手”称号。 （杨超）

苔花如米亦盛开苔花如米亦盛开
——记陕煤集团“巾帼能手”、黄陵矿业铁运公司赵媛媛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
青春是用来回忆的。”黄陵矿业双龙煤
业地质测量工作者高靖学，就是以青春
奋斗者的姿态，努力成为测绘追梦人。

勤学慎思勇担当
地质测量是煤矿安全管理的“排头

兵”。2012 年该矿北区技改全面开展，
作为地测部的业务骨干，高靖学把全部
心思都花在了井下测量业务上。他深
知，测绘作业简单依靠人力，无疑是对
资源的浪费，必须想方设法提高工作效
率。他不断翻阅书籍、上网查找相关资
料，经过摸索实践，将 Excel 和 CAD 结
合起来，创新了一套“快速测量计算
法”。即在计算时只需输入某一点的里
程和距离等参数，就可以立刻计算出所
需的数据，提高了工作效率。技改期
间，面对巷道点多面广，测量人员少等

实际情况，他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完成
技改巷道 3 条、机房 12 个与 68 个硐室
的精确测量，为矿上地质管理积累了
各项数据 178 组，形成地质测量现场图
136 幅，为矿井顺利完成技改作出了重
要贡献。

潜心钻研常创新
作为工程技术人员，深知创新工作

的重要性。早在该矿南区生产期间，高
靖学就已经是该公司小有名气的“发明
家”。当时，该矿导线成果计算全部依靠
人工进行，多站联测手工计算，既浪费时
间，又容易出错。高靖学结合工作实际，
成功创新了支导线计算程序，通过 Excel
表格的形式，只需要将测量数据输入到
表格中，就能实时得出正确数据。

工作中，他先后总结了矿井储量
快速计算精优管理法、54 坐标与 80 坐

标转换的创新和应用等 30 多
项管理和实践方法，以及压风
净化装置、定位钻头、多功能
扳手等多项创新成果，在该矿
井下得到了广泛使用。他连续
多年被黄陵矿业公司评为“优
秀科技工作者”“安全生产先
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无悔青春献矿山
去年，该矿为了做好矿山生态修

复与土地复垦基金使用，决定建设矿
山生态农业苑，高靖学又接到这一项
目的艰巨测绘任务，他积极协调，勤
跑现场，最终建成了生态农业苑。

高靖学不仅把工作干得很扎实，
更是时刻告诫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一定要把党务知识作为自己学习的
重点。今年年初，他担任机关第一党

支部书记，为了杜绝机关支部工作
“灯下黑”情况出现，经常对各项工作
进行梳理，特别是在“党建+3+X”工
作模式下，注重将党建与各项日常工
作进行融合，让机关第一党支部党建
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良好局面。

与此同时，他参加工作以来，多次
被黄陵矿业公司授予“优秀共青团员”

“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彭兴仓）

测绘追梦人测绘追梦人

“高队长好！用你的洗衣机洗几
件脏衣服。”“好！”“高哥，借用你的
洗衣机洗一下床单被罩。”“行！我
帮你把洗衣机抬到水房！”在洗衣机

“嗡嗡嗡”的旋转声中，工友们满怀
感激之情，向铜川矿务局冶坪分公司
综掘一队高金周报以感谢微笑……

2020 年 6 月，高金周分流到冶坪
分公司综掘一队，生产单位比较忙，
多少天才能回一次家，换洗衣服就
不像在家里那样方便。他自己动手

洗衣服，秋冬装有点厚，被罩床单放
在 洗 脸 盆 里 手 洗 不 方 便 ，也 不 干
净。于是，他便买了一台全自动洗衣
机放在宿舍。开始，高金周在水房内
洗自己的衣物，见到其他工友洗衣
服，邀请共同使用洗衣机。工友们不
好意思，他将衣服抱过来，放进了洗
衣机。“洗衣服了，不要客气，大家都
是好兄弟，尽管用……”高金周真诚
地说。

每次洗衣服时，高金周问大家有

没 有 换 洗 的 衣 服 。 有 时 候
有 些 工 友 跟 着“搭车”洗衣
服，有些人却不好意思。他
便说：“大家都是工友，出来
工作都不容易，洗衣机大家
随便用。”只要有人张口，高
金周便帮着把洗衣机抬到水
房。就这样，他的全自动洗衣
机成为“公共”洗衣机，时常
在水房欢快地旋转着，奏响建设幸福
美好家园的奋进曲。洗过的衣物挂

在三楼的阳台上，成为单身职工公寓
楼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李胜会）

““洗衣机洗衣机，，大家随便用大家随便用””

矿山安全的“守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