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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陈家山煤矿综掘一队职工禹
连文在铜川矿业公司 2021 年职工职业
技能大赛中脱颖而出，荣获采掘电钳工
技术比武第一名。实现了从一名普通工
人到技术状元的成长蜕变，成功的背后，
饱含着他孜孜不倦的付出和努力。

乐学善思 强其技艺
90 后的禹连文，不喜欢打游戏，没有

活跃在你争我抢的球场，而是经常扎进煤
矿电钳工方面的书籍里进行学习，总是缠
着有经验的老职工问这问那，刨根问底，
在工作中也爱琢磨些难活、巧活。正是这
种追求上进的精神，让他迅速成长起来，
今年 2月成为机电班的副班长。

队长说，禹连文是一个“敢拼”、喜欢和
自己“较劲”的小伙。一次，生产现场的综
掘机出现问题，他跑前跑后，对综掘机进行
了全面的故障排查，耗费了好长时间，也未找到原因。
自己抓耳挠腮，十分焦急时，另一组设备检修的老师
傅来了，不出 20分钟，就排查出是传感器故障，更换后
综掘机便恢复了正常。这件事深深触动了禹连文。

“学习永无止境，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维修电工，必须
俯下身子，只有这样，将来才不会被淘汰。”他说。

精雕细琢 勇于创新
禹连文常说：“作为一名新时代的煤矿技术工人

绝不能仅仅只是纸上谈兵，更重要是把所掌握的知
识灵活运用到现场，应用到技术改进中，为企业安
全生产保驾护航，创造更多效益。”例如，造成按键
不灵敏的原因往往是由于机械磨损导致的接触不
良，垫上一片合适的塑料片就能解决。如此一来，
既有效避免或减少了同类废旧物品的产生，还可通
过部件更换等手段对废旧物品进行修复，实现综合
利用，大大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

授人以渔 薪火相传
他热心讲授常用电气设备的原理、结构、用途和经

常发生的机电故障等，不断帮助班组其他成员提高
技能水平，并把自己购买的专业书籍、资料以及井
下电气设备线路图等，借给大家参考学习。通过以
学习交流、技能传承为抓手，有针对性地组织职工
开展技术攻关、技术革新和技术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活动，从而改进工作流程、改善工作条件。

经过他不懈努力，在矿业公司年度职工职业技能
大赛中，荣获采掘电钳工“技术状元”的好成绩。距离
他从什么都不懂的“小学徒”成长为技术“顶层”才短短
两年多的时间，其中的艰辛和汗水，都被荣誉记录下
来。禹连文说：“不忘初心让我牢记自己的使命，在技
术上充实完善自己，不断突破上进，书写我的青春年
华，更是对我们矿井的感恩和回报”。 （于飞飞）

李忙喜，黑脸、大眼、中等个，一副北方汉子形
象，外表看似粗鲁，却是蒲白矿业建庄公司通防队工
程大班出了名的“大能人”。从修风门、装风窗，到刷
油漆、筑密闭，没有一样“活儿”能难倒他，而且干得
很漂亮，大伙都为他的这门手艺连连称赞。

自学成才的维修工
李忙喜本来不是维修工，自从来到通风防尘队

后，却成了维修风门、风窗的“高手”。有一段时间，
井下的风门、风窗频繁出现问题，因为缺乏维修技术
人员，队里便安排他负责这项工作。面对这项陌生
工作，还别说，看似长相粗鲁，干起来活来非常认真
仔细，他一边干活、一边琢磨，从测量、计算再到加
工，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生怕出了问题影响到生
产。他不断从失败中寻找原因，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教训，最终在维修风门、风窗技术中脱颖而出，成为

“高手”。经他手加工的风门和风窗板，每次都能很
顺利安装到位，而且尺寸精确，不差分毫。

后来，井下的风门、风窗等通风设施一出问题，
区队总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交给他去干，李忙喜也
未曾辜负过领导的期望，每次都能够顺利圆满完
成任务。

技术高超的泥瓦匠
在通风防尘队大班里，构筑密闭墙可谓是最苦最

累且难度系数最大的一项工作。它不仅对沙灰比例有
严格要求，比例太大或是太小都会影响墙体的凝固，影
响工程质量，更是对工匠的技能要求严格，即墙面必须
达到竖直平整，假如稍有倾斜，在巷道来压时，便会因
支撑力不够而被压垮。李忙喜不但能够准确算出砌墙
所需的砖块和灰沙料，让大家少下点苦，而且在砌墙方
面技术更是堪称一流。砖块就像听话的孩子一样，在他
那布满老茧的大手中快速地翻着跟斗，被巧妙地砌在
墙上。他的左手翻动灰板、右手挥舞瓦刀更是配合得
天衣无缝，动作十分娴熟老练，没有一定的功底是绝对
做不到。只要他亲自出马，工程质量绝对“没问题”。

随着矿井不断开拓，越来越大的顶板压力和底鼓
给通风设施造成了很大破坏。为了防患于未然，他每
天都要检查各种设施，及时安排人检修、更换。有时
为了赶工期，他常常放弃轮休时间，却毫无怨言。他
说：“比起矿井的安全生产工作，咱苦点累点算啥呢？”

这就是李忙喜，一个勤劳朴实的通风工，在自
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用自己的智
慧和忠诚为公司的“一通三防”工作谱写着一页又
一页光辉的篇章。 （朱永泉）

““大能人大能人””李忙喜李忙喜

矿山“智多星”

在黄陵矿业双龙煤业公司，有一位最年
轻的副队长，8年前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
后扎根一线，将自己的所学所思毫无保留
地献给了这片热土，他就是职工常昭昭。

“只有将理论知识和工作实践经验相
互融合灵活运用，就能够破解工作中的难
题。”参加工作第二年，常昭昭便发现，在综
采工作中，运输机经常会出现“上窜下滑”
的问题，给正常采煤带来一定影响。经过
多次细致观察测量，他发现原因是综采工

作面机头机尾水平落差太大，造成运输机
水平偏差，引起较大振幅。

对此，他通过精密计算发现，只要将机
头机尾的水平落差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便
可解决问题。但在采煤现场，如何进行调
整却让他一头雾水。常昭昭便联合该矿其
他技术人员组成攻关小组，在采煤机启动前
进行精准计算，通过调整采煤厚度来逐渐平
衡运输机的水平落差，连续工作两个班时
以后，运输机的水平落差，便被牢牢控制在
合理范围内，“上窜下滑”问题迎刃而解。

“智能化设备会减人增效，但在设备的
维护中给检修人员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
求，必须要虚心学习弄通弄懂原理。”

参加工作 5 年后，常昭昭作为该矿的
技术骨干被派出去学习智能化综采工作面
相关知识。他深知自己的所学是矿井实现

智能化的关键，学习期间，便虚心向老师和
同学请教，短暂的学习时间，光学习笔记就
记了厚厚的三本，学成归来后成为该矿智
能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他一头扎进工
作，认真查阅图纸，对设备结构、性能、参数
等了如指掌，并深入工作面安装现场参与
设备安装，完全将自己融入到智能化开采
工作的建设中，智能化综采设备安装调试
完毕后运行正常，他才长嘘一口气，将自己
记录下来的工作笔记搜集保存起来，一个大
大的旅行箱，便是他日积月累的“智囊”。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不论是生活中还
是工作中，就得时刻发挥自己的带头作用。”
2018年冬，常昭昭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入党的那一刻起，他便暗暗确定一个
目标，一定要把自己的“智囊”分享出去。

在他满满一箱的“智囊”中，有攻克生

产难题的宝贵经验，也有对矿井采煤理论
研究和安全环境创建建议。每天班前会
上，他都会带上笔记本，一页一页地讲给
工友们，在他的带领下，综采队多名年轻
骨干迅速成长了起来。

在生活中，他乐于助人，不计个人得
失。去年，一名工友的孩子面临中考，他知
道后利用每天下班时间，主动上门做起了
家教，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充
分发挥到日常点滴中去。用他的话说，知
识并不是私有的，而是用来分享的。

人生难得几回搏，此时不搏待何时。
在常昭昭的心里，早就有了一个明确的
目标，不论经历什么艰难困苦，矿山便是
他奋斗毕生的地方。工作 8 年来，他已经
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未来并将继续驰
骋矿山，奋楫笃行，不负韶华。 （穆海宏）

“经过统计，王怀鹏获得 30 票，杨建文
获得 27 票，整个推选流程符合规定，按照
选举程序将拟定班组长人选在分厂进行公
示，接受广大职工监督。大家如有异议，可
向分厂党支部、公司工会等部门反映。”陕
化公司动力分厂工会负责人说。

8月5日，在陕化公司动力分厂党员学习
室，通过单位提名、职工自荐、职工联名推
荐，经该分厂党支部、工会初审后，报公司公
推公选领导小组审核同意的10名职工，正通过
公推公选制选举班长。不设门槛、不论资历，
只要你够优秀就能参加竞聘。这是该公司
今年大力推行班组长公推公选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公开竞聘是陕化公司为选拔优

秀人才所搭建的平台，也是广大职工展示自
我的舞台。该公司工会聚焦生产经营大局，
深化人才强企战略，持续关注职工的内心感
受、价值追求、情感需求，打造创造成长、成
才的环境。充分发挥每名职工的特长，人人
都能有展现自我人生出彩的机会。

为解决以往班组长任命过程中存在
的论资排辈、人情关系等突出问题，在职
工中树立“岗位靠竞争、收入凭贡献”的管
理理念，2020 年 3 月份制定下发《班组长
公推公选工作实施方案》，以打造“职工幸
福、同行尊重”一流化工企业为目标，引入
班组长选拔任用竞争“赛马机制”，为职工
搭建展示平台。班组长竞选从发布通知、

推荐人选、资格审查、情况说明、竞选演
讲、票决办法、投票选举到公示阶段，人力
资源部、工会办公室全过程参与。

10 名班组长竞聘者自信满满，依次上
台演讲。他们中有年富力强的中年骨干，
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才俊。大家各显神
通，表明竞选的目的与态度，以及任用后的
工作思路或计划等。王怀鹏结合自身工作
经历从锅炉消耗、安全环保、作业票证、风
险辨识、现场管理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工作
方案，赢得了现场职工的阵阵掌声。

演讲结束后，参会人员通过投票形式
对候选人员进行了民主选举。竞选工作
还将严格按照程序要求进行审核、研究、
公示等各项工作，确保打造一支素质高、
能力强、业务精、作风正、善管理的优秀班
组长队伍。 （王华）

陕化公司陕化公司：：班组长公推公选班组长公推公选““让有为者有位让有为者有位””

在陕北矿业韩家湾煤炭公司，有这样
一群人，他们虽然早已经脱下军装，但却
不负韶华、永不褪色，在矿井各自工作岗
位，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
能奉献的拼搏精神，用实际行动展示了
新时期复转军人的最美风采。

马东东：掘进战线上的技术能手
2003 年，年仅 17 岁的马东东离开家

乡富平，来到新疆，成了我军某部队的一
名步兵。凭着踏实、认真、勤学苦练的工
作作风，他多次荣获优秀士兵、优秀班长
等荣誉称号，并记三等功一次。

今年 35 岁的马东东，是该公司综掘
队生产班工长，同时也是一名掘进技
术大拿。在 214203 皮带顺槽掘进期
间，他每天与综掘机“相伴而行”，使生
产班日进尺始终保持在 11 米以上。他
不仅是一名掘进能手，更是一位名副
其实的创新能手，先后参与综掘队 10
余项技术创新和技术攻关项目，有效
提升了巷道支护质量。

2020 年以来，马东东连续两年被
公司聘为工匠，由他带出的 2 名徒弟
均已成为了队上独当一面的“明星”掘

进机司机。他的付出也得到了公司的
肯定，先后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
秀班组长”“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苏琪：公认的回撤安装“专家”
该公司安装队生产一班班长苏琪，

经过部队大熔炉的历练，使其有着坚韧
不拔的意志和勇于吃苦的奉献精神。

人人都说回撤安装工作苦，但他自
退役转业工作以来，一直奋战在回撤安
装 第 一 线 。 2020 年 7 月 初 ，在 回 撤
213106工作面中，遇到了煤壁片帮严重，
机巷压力大等诸多困难。他每天坚持与
班组人员加班加点忙碌在工作现场，确
保每道工序质量和现场安全管理。正是
由于他和班组工友的共同努力，创造出
了单班顺利回撤 14台液压支架的纪录。

在工友眼中，苏琪无所不能。驾驶
特种车、操作液压支架、拆解安装皮带机
等，凡是涉及综采工作面回撤安装的所
有环节，他都样样精通，干活干脆利落、
遇到难题点子多。在井下安装现场，只
要遇到急难险重的活，总是第一个冲上
去。不论是哪个岗位遇到困难，他总能
雪中送炭提供“硬核”支援，成为队上公

认的回撤安装“专家”。
毛明：合格的矿山救护队员

身材高大、看似文质彬彬的救护中
队队员毛明，2014 年应征入伍，成为一
名武警战士。在服役期间，他刻苦训
练，努力学习，多次荣获优秀士兵、训
练尖兵等荣誉称号，并在部队光荣地
加入中国共产党。

2020年 4月，经过严格体能、理论测
试后，毛明成为了一名矿山救护队员，并
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集训生活。在体能
训练中，面对俯卧撑、负重深蹲、展腹跳
等训练内容，他从没有喊苦叫累。2020
年 8月，来到公司救护中队后，始终如一
严格要求自己，脚踏实地努力干好每一
件小事，很快成长为中队的骨干力量，并
被公推公选为救护二小队队长。

像马东东、苏琪、毛明这样的复转
军人，在该公司还有很多。他们都曾
是优秀的军人，而在煤矿工作中，继续
保持和发扬了部队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在各自的平凡岗位上续写着敬业、
奉献、拼搏、进取的军人本色，在煤海深
处闪闪发光。 （艾锋）

不同舞台不同舞台 续写军人续写军人““硬硬””作风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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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选择有很多，只要
选择了，每一步都要走得稳重
踏实。”陕北矿业神南产业发展
公司职工边晓军，一名共产党
员，12年扎根煤海一线勤奋耕
耘，为精彩人生擘画匠心底色。

用心沉淀 乐从苦中得
2009年 4 月，边晓军来到

陕北矿业神南产业发展公司，
成为一名井下特种司机，将自
己的人生轨迹毫无保留地融
入到工作中。还经常利用工
作之余，拼命学习专业技能，
结合矿井实际灵活运用、融会
贯通。正因为在工作中的用
心沉淀，珍惜每一次锻炼机
会，使其能力得到了极大提
升。经过 4年的不懈努力，便
升任为特种车队队长。

从此，他更是主动身兼数
职，被工友形象比作“解忧杂货
铺”。一次，在红柳林煤矿

15207综采工作面 7.2米大采高安装时，他时
时刻刻盯在生产现场，运输采煤机入井用时
24小时，他就守 24小时，最终带领 18名职工
顺利完成了大采高支架安装的运输工作。

牢记使命 责任大过天
在边晓军口中，时常挂着“责任”一

词。他经常吃在井下，一干就是十几个小
时，积极配合安装队工作，保质保量完成了
安装任务，受到矿方领导的高度评价。他
的做事原则就是干一项工程，树一面旗帜，
交一方朋友，留一个口碑。

2015年 7月，边晓军调任检修队担任队
长一职。期间由于 WC80Y-2 号经常性故
障，严重影响了生产进度，他带领检修队职
工在太原煤科院的技术指导下，对WC80Y-
2号进行大修，同时组织区队职工进行现场
学习，了解车辆的运行系统和修理技巧。经
过数周努力，WC80Y-2号正常投入使用，职
工们的维修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升。

在每一个项目中，边晓军将“平时工作看
得出，关键时刻站得出，危机关头豁得出”诠释
得淋漓尽致。

业广惟勤 当好领头羊
“抓好第一个、做好传帮带，这是我做好工

作的‘传家宝’。”2016年3月至今，边晓军担任安
全生产环保科负责人。在工作中，他常常言传
身教，一方面积极发挥党员模范作用，每天从早
上5点做公司日报表开始，到月上梢头结束；另
一方面，他以党建引领各项工作，总结出了“三
勤三多”原则，手勤多干、口勤多问、眼勤多看，
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责任感。

在疫情期间，他几乎天天入井，以便随时掌
握现场情况，有针对性地安排生产，交出了一份
满意的战“疫”考卷，赢得了矿方的一致好评。

边晓军先后获得公司“先进工作者”
“安全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创新能手”
“学习标兵”等多项荣誉。

他铭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12 年立
足本职，诠释着责任与担当，向周围的人传递
着正能量。 （李瑞 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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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级的焊接技术，能达到什么样
的效果？和一次成型的新设备相比，使
用时间上差距有多大？为什么说焊接除
了应急之外，节约成本也是必要因素？
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从神木煤化工天
元公司“焊接大师”李静这里寻找答案。

苦心孤诣练技术 精益求精
自从事电焊工作起，李静就暗下决

心，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焊工。对此，只有
高中文化的李静利用周末及节假日休息
时间，钻到车间跟着焊工师傅一起干，便
于随时请教，虽然干着最累的工作，却获
取了最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对电焊技能
的执着追求与精益求精，让他不断前行。

电焊是个吃苦的行业，也是个要求
精准的行业。在工作中，他坚持做到

“四勤”（勤问、勤看、勤学、勤练），并一
项一项地练，一招一式地学，把技术学
到和做到极致。经过不懈努力，李静在
公司众多焊工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焊
接技师。他擅长氩弧焊、电弧焊等，先
后荣获神木煤化工公司及该公司“技术
能手”“技能大师”等称号。

爱岗敬业讲奉献 吃苦在先
在公司粉煤热解技改、环保改造、加

氢高压管道维修项目和锅炉检修等技改
大修中，李静提出合理化建议及整改措
施，积极提倡修旧利废，节约了成本，成为
工友的学习榜样。

有次在检修粉煤热解反应窑时，为缩
短停车时间，他带领众多焊工加班加点，
在反应窑内进行焊接作业。因焊接位置
不同，有时要站直身子仰着脸焊；有时
要缩着身子甚至趴在地上歪着头焊；
有时在黑暗充满锈蚀的容器内焊；有
时还要爬到几米甚至几十米的高处去
焊。火花从头上一直烫到脚下，新洗
的工作服一个班下来已是千疮百孔。

亲自示范讲解 亦师亦友
在日常工作中，李静对焊接技术

的追求永无止境，经常趴在地上就是
几个小时，只为更好地焊接零部件和
为“徒弟们”做示范，让他们能够快速
成长与进步。“电焊操作，最基本的要
领是精力要高度集中，手、眼、腰、脚都
要保持稳定，互相协调一致，有时候一

个不小心的呼吸起伏，都将影响焊接效
果。”他一边示范，一边详细讲解，把自己
多年积累的“干货”无私分享给大家。

正是由于他以身作则、乐于分享、身
先士卒的工作作风，打造出了一个技术精
湛、团结向上、能打硬仗的电焊专业团队，
在日常检修工作中、年度大修期间、技能
比武中经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为公司检
修工作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慕慧）

将简单做到极致的将简单做到极致的““焊接大师焊接大师””

马东东 苏琪 毛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