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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新闻

在中铁宝桥集团辙叉分公司，36岁的
青年维修电工王英锋参加工作 13年来，
两次获得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殊荣，先后获
得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青年岗位能手、
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他扎根电
气维修岗位勤学苦练的精神和精湛的技
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千淘万漉练本领

“我是真的热爱电气维修，怎么说
呢？就像是爱一个人爱到骨子里、渗到血
液里的那种爱。”谈起电气设备维修，王英
锋的言语中始终流露着热爱。

从 2007年 7月进入中铁宝桥集团当
学徒开始，王英锋就对车间设备维修充满
了热情，对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数控机床更
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他自费买来PLC、自动化电气设备等

专业书籍自学，一有空就拿着图纸和说明
书对照着实物，一个部件、一个部件练
习。为了研究机床的控制原理，王英锋利
用中午休息时间，把机床的程序代码、成
千上万的参数逐一用笔抄录下来研究分
析，就这样，他逐渐对数控机床的原理有
了深入了解和掌握。

机床厂家的电气设计人员来厂里调
试时，他就鞍前马后，想方设法“讨好”人
家，通过“攀交情”请教学习对方的技术重
点。好学、勤干让王英锋很快便能够熟练
操作数控机床系统的机电设备，对PLC系
统的构造和维护了如指掌，成为班组里的
机电能手。

不懈奋斗登高峰

控制电路，对于每一个电工来说都
不陌生。在最短时间内按标准横平竖直

完成硬线配线、分析解决问题，王英锋在
这方面做到了极致。他在分析时能将时
间锁定到毫秒级，手快到让人不亲眼所
见就难以相信，身边的行业能手都对他
非常佩服。

王英锋有一本从上班第一天开始就
随身携带的小册子，里面不仅画着一些电
气原理图，还记录着检修过的一些故障分
析。班组的师傅说：“这 10多年，他的小
册子让我们受益很多，有些问题不知道怎
么处理时，翻开看看，差不多都能解决。”

“我记得2011年，小王左腿骨裂，当时
正是职业技能鉴定前夕。我劝他以身体
为重，来年再考，可他偏不听。考试当天，
他单脚支地硬是坚持了 4个小时，以优异
的成绩通过了考试。我还没见过这么犟
的徒弟。”谈起爱徒，王英锋的师傅郭刚抑
制不住喜爱之情。

2012年 5月，王英锋参加中国中铁青

年技能竞赛。为了备战，他白天上班，晚
上下班后继续在班组学习，从模电到数
电，从自动化到变配电，从电工基础到专
业知识，都做了系统复习。在比赛中，他
顺利完成了每一项考试，最终以个人第一
的成绩脱颖而出，用实力赢得了掌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13年，王
英锋通过不懈努力，成为中铁宝桥集团最
年轻的电工技师，由于技能突出，2016年
晋升为高级技师，2019年评聘为特级技
师。近年来，王英锋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思
考、发现现场问题，他提出多项合理化建
议，创新项目多次在中铁宝桥员工经济技
术创新成果中获奖，累计实现经济效益达
到120余万元。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赛场上，
王英锋是埋头操作的技术能手；工作中，他
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中铁宝桥集团辙叉
分公司的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秦曙霞

双节期间，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宝
鸡机车检修厂严把机车关键部件质量关，确保出

库机车质量优良、安全上线运行。图为该厂职工
严格按标准抬车解体电力机车。 □赵选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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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曹锋 张海德）日前，从延长石油
延安炼油厂生产计划部传来喜讯，该厂已累计
生产 95#汽油 67.52 万吨，完成 95#汽油年度生
产任务 66 万吨的 102.3%，提前 121 天完成全年
生产任务。

95#汽油年度生产任务能够圆满提前完成，主
要得益于“四个渠道”的畅通——销售信息沟通渠
道畅通，提升成品油出库效率；油品高库位预警渠
道畅通，保障罐区高库位安全运行；效益测算渠道
畅通，建立询价联络机制，制定生产效益测算表；
以销定产渠道畅通，以市场销售需求为主，及时调
整92#汽油与95#汽油生产计划，保质保量提前完
成95#汽油全年生产任务。

提前完成全年生产任务

延长石油延安炼油厂

身穿白红相间的火炬传递服，在
周围群众的欢呼声中，他昂首阔步、精
神抖擞，高举熊熊燃烧的全运会火炬
健步向前奔跑。9月4日上午，他作为
第 10号火炬手在宝鸡进行了十四运
会和残特奥会的火炬传递。

他叫董宏涛，是中国铁路西安局
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动车段动车组机械
师，宏涛动车难症诊疗组组长、国家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被授予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

勤学苦练 自立自强

董宏涛成长在一个铁路世家，祖
父曾在陇海铁路管理局线路大修队工
作，父亲是一名铁路客车车辆检修
工。“小时候常听祖父讲当年冒着炮火
抢修铁路的故事，那时就立志要到铁
路上工作。”董宏涛笑着说。

1992年，董宏涛从部队复员后，
如愿以偿走进铁路系统。2007 年，
他从全段 600 余名乘务员中脱颖而
出，成为全国铁路首批动车组随车
机械师。

然而，面对动车牵引、制动、供
电等专业知识，董宏涛也遇到了困
难。“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很多知
识都不了解，工作效率也不高。”董宏
涛说。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每
天拿着说明书和图纸，实地对照着车
进行学习，反复琢磨演练，研究动车
组检修难点、要点，深知自己理论基
础薄弱，便反复抄写书里的内容。

此外，他还利用业余时间钻地沟、
登车顶，检修限度、故障现象、处理过
程等内容记满一个又一个笔记本。“和

动车打交道久了，闭着眼睛都知道各个零部件的位置，听一下
声音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董宏涛说。

攻坚克难 自主创新

在轴箱弹簧组装环节，涉及内圈簧的放入与对位，但缺少
专用搬运工具，完全依靠人力进行，工作量大且存在安全隐患，
董宏涛便着手解决这个难题。

经过一个多月的研究，反复尝试，他带领团队制作出了一
款方便作业人员直接搬运轴箱内圈弹簧的工装钩爪。

“这个工具可以避免人手接触内圈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
安全性，创造性填补了动车组转向架轴箱弹簧搬运无专用工具
的空白。”董宏涛说，技术攻关就像是和困难赛跑，是耐力和恒
心的比拼，只要你比它还能坚持，就一定能战胜它。

同时，董宏涛也不迷信于专家权威，敢于进行质疑。曾
有德国专家说他们设计的动车牵引和制动是互锁的，董宏涛
却对此表示怀疑。“制动和牵引都是动车组比较核心的技
术，是通过软件来控制车的系统，只有到车上验证测试了才
能证明是正确的。”他说，任何理论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
能被认可使用。

14年的检修工作，董宏涛从一名动车检修的门外汉逐渐成
长为一名检修专家，先后带领团队攻克了34项技术难题，革新
改造了 14项动车组专用检修工具，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3
项、国家发明专利1项。

在 2020年陕西省首届劳模工匠学历提升班上，董洪涛学
到了更多的专业知识，系统学习了电机学这门课，提升了解
决各类动车组电机故障的能力。“下一步，我要不断更新知
识结构，将理论应用于实践，解决更多动车组检修难题。”董
宏涛说。 □实习记者 李旭东

今年是伊莉娜在中铁二十局安
哥拉国际公司度过的第八个年头，
作为公司万博事业部的“大管家”，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终于可以回
家过中秋节的她有个“特殊心愿”。

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万
里之遥的非洲国家安哥拉却没有中
秋节之说。“中秋节是什么意思，为
什么要吃月饼？为什么要祭拜月
亮？”这是伊莉娜和所有安籍员工最
初共同的好奇。

在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中
秋节寄托着月满人团圆的美好寓意
后，伊莉娜与中铁二十局员工一起
吃月饼赏月时，她对节日的感觉由
好奇变得充满了仪式感。

中国传统文化带给伊莉娜的转
变，不止于中秋节。在与中国员工
朝夕相处的八年中，她的思想意识、
生活观念转变惊人。她不仅恪尽职
守，让事业部大院八年里没有发生
一起事故，还适应了中国员工的工

作强度，技能水平得到飞速提升。
几年前，中铁二十局开办了安

籍劳务技能培训班，伊莉娜积极报
名，并且学会了电脑操作。在安哥
拉，会操作电脑的普通民众凤毛麟
角。伊莉娜能熟练运用电脑、智能
手机以及微信、翻译软件，成为安籍
员工羡慕的对象。

在事业部工作期间，伊莉娜学
习中国员工培养了存储习惯，每月
的工资除了供养母亲和两个孩子
外，余下的都被她存进了银行卡
里。疫情暴发以来，安哥拉失业人
数倍增，能用存储的钱支撑起家庭
的她，没了后顾之忧，倍加珍惜工
作。洗床单、扫院子、择菜做饭……
像陀螺似工作的她，脸上始终充满
自信。

当然，疫情也给伊莉娜增添了
许多繁重工作，她除了本职工作外，
还经过培训负责起了疫情防控工
作。在今年的劳动竞赛中，她每天
认真细致完成工作，确保了上百名
参建的中安员工无一人感染新冠病
毒，项目顺利在雨季来临之前完成

了目标任务。
根据劳动竞赛的奖励制度，表

现优秀的伊莉娜获得了最高奖金。
考虑到伊莉娜距家百公里，为防范
路途感染风险，事业部决定派车送
两年没回家的她，在中秋节前回家
和家人团聚。在给伊莉娜的家人买
完5万宽扎（约合人民币500元）的学
习用品和慰问品后，办公室主任询
问伊莉娜是否还有别的需求。

伊莉娜难为情地说：“在中铁二
十局工作的八年，是我最幸福的时
光，我想把我的幸福分享给家人，给
他们讲讲中国中秋节的故事，并邀
请他们一起过中秋。我知道月饼漂
洋过海弥足珍贵，但可不可以给我
发几块月饼带回家，让家人尝尝，共
享喜悦，这是我的心愿。”

幸福是一种国际语言，不用翻译
就能打动人的心弦。伊莉娜的“特殊
心愿”，自然打动了办公室主任。

于是，中秋节前一天的早上，伊
莉娜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她小心
翼翼抱着写有“月饼”汉字的大包小
包，坐上了回家的车…… □斯琴

九月的秦岭山区，正是无限风
光秀丽时。伴着初秋的细雨，空气
中散发着丝丝凉意。而在位于西安
市临潼区东南35公里的穆寨街办的
东岳中心小学，却是暖意浓浓，是他
们的到来，让这个大山深处的小学
校散发着“爱的味道”。

9月18日，西安市人大常委会机
关携手中交二航局陕西分公司，来
到秦岭深处的东岳村，开展“助学助
农”爱心捐赠和农产品消费活动。

清晨 7 时许，中交二航局陕西
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早早来到公司
项目部，将给孩子们准备的图书、
文具、体育用品等捐赠物资抬上
车，载着满满的爱向着东岳中心小
学出发。

9时许，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山路
到达了目的地。当工作人员将挑选
的精美文体用品送到学生手上，拿

到文具和图书的小学生们喜笑颜
开，迫不及待地打开图书，情不自禁
地读了起来。

还有一名小学生抱起篮球随
手就拍了几下，兴奋地跳起来说：

“拥有一个篮球是我们的心愿，谢
谢叔叔。”

“收到社会爱心单位赠送的文
体用品，能更好地帮助我们这样地
处山区的小学多元化地开展课业活
动，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东岳村中
心小学校长吴国强说，孩子们感受
到社会各界的关心和重视，也会努
力用优异的成绩来回报爱心人士的
关爱。

东岳村是西安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帮扶工作点，2020年，整村实现高质量
脱贫退出。这次“助学助农”活动也是
在西安市人大常委会驻村工作队牵线
搭桥下，促成了中交二航局陕西分公

司与东岳村签订农产品消费协议，在
本地采购特产石榴、核桃等农副产品，
并向东岳中心小学赠送文体用品。

“这对地处大山深处的东岳村
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既吸引社
会各界人士关心乡村振兴和孩子们
的教育问题，也增加了当地特色农
副产品销售渠道，使长在山里的‘好
东西’能更快走出大山。”西安市人
大常委会机关驻东岳村第一书记、
工作队长龚明波高兴地说。

“在与地方共建中，对教育的支
持始终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希
望孩子们能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全
面发展，成为国之栋梁。”中交二
航局陕西分公司工会主席高兵军
表示，今后也将继续助力地方教
育，为社会办实事，为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贡献央企力量，让这份爱传承
下去。 □本报记者 牟影影

秦岭深处“爱意浓”
——中交二航局陕西分公司开展“助学助农”活动小记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记全国青年岗位能手、中铁宝桥集团辙叉分公司维修电工王英锋

日前，国网西安供电临潼公司组织支援西安
奥体中心保电人员开展授旗仪式，为出征保电人
员加油鼓劲。图为参加保电的17 名人员在党旗
下进行庄严宣誓。 □潘世策 摄

先后组织256名队员，参与疫情防控保障、甘肃陇南文县泥
失流、盐湖自行车赛事后勤服务、河南“7·20”特大暴雨灾害等
救援保障活动，他就是榆林市定边县蓝天救援队队长、陕西交
控绥定分公司定边收费站收费员董浩。

自 2007年 9月进入交通行业以来，他秉承着不怕苦、不怕
累的精神，在收费员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坚守了14年。在交控绥
定分公司这个“大家庭”里，他懂得了责任与担当，为了体现交
通人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宗旨，2019年9月，董浩自发组建了
定边县蓝天救援队。

今年 7月，河南暴雨洪涝严重。21日上午，董浩向定边蓝
天救援队发布通知，带领7名队员备好冲锋舟、发电机等救援装
备，出发奔赴郑州，在抗洪一线连续作战9天，组织救援队转移
群众，转运物资，消杀防疫情。

白天吃饭没有固定时间，晚上睡在当地学校或是临时搭建
的帐篷里，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其间，携手陕西其他蓝天救援
队，共出船9艇280余次，转移被困群众2240余人，搬运物资400
余件，转运物资约5730余件，行船程1000多公里。

“家里人也挺担心我，但是因为有两年的救援经验，他们对
我的身体素质和救援能力有信心，觉得我能胜任，也应该去做
这件事，我要把小家的温暖传递给社会、传递给更需要的人。”
董浩说。

救援队成立两年时间里，董浩组织参加抢险、搜救、集训等
15起。面对急难险重情况，他就是勇敢向前的最美“逆行者”。
先后荣获榆林市应急先进备勤单位、定边县先进个人等多项荣
誉。他说：“既然我们聚集在一起，就要为社会做点儿事情。作
为定边县人大代表，我更应该付诸行动！” □王雪

把温暖传递给更需要的人
——记榆林市定边县蓝天救援队队长董浩

9月以来，中铁一局建安公司西安建筑分公
司机关和各项目部积极通过多种方式做好防疫
工作，助力十四运会，展现中铁人风采。图为中
铁卓越城项目对进入施工现场人员进行测温扫
码登记。 □徐晓棠 焦娟萍 杨晓芳 摄

9 月 16 日，杨凌示范区总工会举行干部培训
班，该班是结合工会干部蹲点工作进度、推进“八大
群体”建会工作的专题培训，从筹备到召开仅用3天
时间，但学员纷纷表示收获满满。 □张雨萍 摄

董浩董浩（（中中））和队员在救援现场合影和队员在救援现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