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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光流转的道路上，每个人都
用自己的言行记录走过的岁月痕
迹。在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陕北
党支部，有一位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深
深扎根陕北毛乌素荒漠，任风吹雨
打，岿然不动的共产党员，他是项目
部的中流砥柱，一路栉风沐雨，奋勇
前行，他的名字叫彭刚勇。

在施工中，他技术精湛、工作严
谨。作为一名电工，彭刚勇对安装工艺
精益求精，在公司施工的陕北矿业柠条
塔矿井下变电所安装工程中，他严把施工质量，细致
到高低压开关防爆结合面每一颗螺杆伸出的长度，每
一根电缆伸入接线腔长度、喇叭嘴啮合扣数等细节。
在他要求下，所有电气精细安装一次成型，没有一处
失爆，高质量完成施工任务，得到矿方一致好评。正
是他严谨的工作态度，带领的电工班组连续多年获得
矿方及公司“安全先进班组”荣誉称号。

在班组管理中，他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作为
一名党员，彭刚勇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努力创
造和谐、高效的施工班组，所在的电工班组养成了

“不怕苦、不怕累，关键时刻能拿得出”的优良作
风。在安装柠条塔矿南翼 S1203 综采工作面顺槽
电缆敷设工程时，他带病到井下施工，层层细化施
工任务，最终赢得业主称赞。“彭刚勇是我师傅，
他带着班组人员攻克了一项项施工难题，不仅教
我专业知识，更让电工班成为一个能打硬仗、高标
准的优秀班组。”彭刚勇的徒弟刘攀说。

在生活中，他平易近人、为人师表。十几年坚守
一线，锻造了彭刚勇坚韧不拔的性格，形成了独特的
人格魅力。他时刻关注青年员工培养，积极发挥“传
帮带”作用，手把手地向新员工传授经验和技能。近
年来，通过“师带徒”培养机制，带出了一批青年职
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和他在一起，有一种如沐
春风的感觉。”这是青年员工对彭刚勇的真实评价。

彭刚勇经常说：“把每件平凡的事情干好，就
是不平凡。”他坚守在生产一线，凭借坚韧不拔的
毅力，持之以恒的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
热，书写美好的人生。 （徐正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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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伴我成长，教我做人，给了我展示自
己的舞台……”在黄陵矿业双龙煤业职工孙
豪臻的笔记本第一页上，记着这样一句话。

“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在煤矿工作，
回家很少，但每次回来都会带给我一些用
废旧材料加工成的小玩具，比如摩托车、
小板凳等……”回忆起童年时光，孙豪臻
脸上洋溢着满满幸福。

孙豪臻的父亲孙峰岗，是一位有着 30
年工龄的老矿工，他从掘进工、机修工一
直干到区队长，将自己宝贵的青春无悔地
献给了矿山。

“那时候日子很苦，给孩子也买不起什么
玩具。”回想起当年的时光，孙峰岗脸上透出

的却是一丝歉疚。
孙豪臻选择了煤矿，年仅 28岁的他，紧

随父亲的脚步，已经是矿上有名的技术能手。
“刚来那会儿，我什么都不会，都是爸

爸一直带着我。”提起父亲，孙豪臻按捺不
住内心的骄傲。

初来矿山时，孙豪臻便投入到热爱的机
修工作中，机修工作脏，几乎天天都是一身沾
满油污的工作服，面对着冰冷的各色机械，他
将它们当成人生最好的朋友，用真心对待。

“看他那么热爱工作，我当时悬着的心也
放下了。”孙峰岗笑着说。

儿子来到矿山，起初孙峰岗并不放心，妻
子是不是会怪罪自己？孩子是不是能够适应
艰苦的环境？都是摆在孙峰岗面前的问题，但
随着时间推移，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你别看我爸平时笑眯眯的，有时候发起
火对我比对其他人都狠。”孙豪臻回忆说。

孙豪臻在矿上扎下了根，但要想成为一
名优秀的技术骨干，还必须要经历考验。对
此，孙峰岗毫无保留主动承担起师傅的角

色。在生活中，他们是父子；在工作中，他
们成了师徒。

“他们父子俩，有时候亲热得不行，有
时候争得面红耳赤，刚嫁过来我还真不习
惯，现在都习以为常了。”孙豪臻的妻子
田媛媛说。

在工作中，孙豪臻喜欢钻研动脑子。
几年前，一辆正常运行的车辆后半轴断
裂，他想尽一切办法，始终无法将断掉的
半轴齿轮取出。当天回到家后，便和父亲
一起讨论分析，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孙
峰岗建议先要拆开后桥，但孙豪臻却坚持
认为不用。为此，父子两人争得面红耳
赤。第二天，两人便相约来到机修车间，
孙豪臻按照自己的办法始终无法顺利解
决问题，而换成孙峰岗后，不到半小时，
卡在车辆后桥的半轴齿轮便顺利取出。
孙豪臻不由得感叹了一句：“姜还是老的
辣。”引得周围工友们哄堂大笑。

“我这个儿子，拗得很，不过这样的性格
也很好，适合搞机修技术。”在孙峰岗的话语

中，流露出对儿子的肯定。
“我爸有时候把我当儿子，有时候就把

我当徒弟了。”在孙豪臻的眼里，父亲永远
是自己的一座山。

同样的问题时有发生，但他们父子的感
情却不断在升华，在彼此的眼里，多了一份
疼爱和尊重。面对困难时，他们能够并肩作
战；面对快乐时，他们却能够共同分享。

“我是一名老矿工，也是一名老党员
了，亲眼见证了煤矿翻天覆地的变化，希
望他能够接过我手里的接力棒，投身到企
业的发展中去。”当说到儿子的未来时，孙
峰岗毫不犹豫地说。

“我要像爸爸一样，扎根矿上，无怨无
悔，用奋斗去实现理想。”孙豪臻信心满
满地说。

而今，这对父子已经共同在矿上工作将
近 4年，孙豪臻也从当初的毛头小伙子，成
长为一名技艺精湛的机修技师，每天他们一
起迎着朝阳上班，一起相约回家，诠释着父
子情深和师徒真情。 （穆海宏）

父亲孙峰岗父亲孙峰岗((右一右一））给儿给儿
子孙豪臻传授机修知识子孙豪臻传授机修知识。。

父子情深父子情深 师徒情真师徒情真

小浩成长记小浩成长记

从扳道员到宣传骨干

在蒲白矿业铁路运输公司工作 17 年，
从一线通信工、扳道员，到如今独当一面的
新闻宣传骨干，王婉妮以肩上的道义和笔
下的文章，见证铁运跨越前行，记录铁运发
展变迁，传递铁运精神力量。连年荣获蒲
白矿业公司“十佳”通讯员，多次荣获陕西企
业报新闻工作者协会优秀基层通讯员，被
蒲白矿业公司授予“巾帼能手”荣誉称号。

刚入职蒲白矿业公司，王婉妮被分到电
务段担任通信工，中专毕业的她深刻认识到

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汉语
言文学，并取得了大专文凭。后担任扳道
员，成为罕井车站第一批女扳道员，她坚持
从《技规》《站细》到扳道员岗位应知应会，很
快掌握了理论实践知识，并胜任扳道工作。
在首届扳道员技术比武中荣获二等奖，在公
司扳道员中级技能鉴定中理论、实践双第一。

该车站设有南北两端扳道房，她所在
的北扳道房离车站远，八九股道需要人工
扳道。2008 年冬，一场暴雪席卷全国，为
确保铁道畅通，她白天扫雪，夜间除冰，25
组道岔，在雪里一站就是一整天，夜间气
温骤降，所有道岔尖轨与滑床板上冻，往
往解除融化这组，那组又被冻上，她手脚
冻得红肿、头发结成冰絮……

有一次，车站支部书记找她说：“小王，
车站还缺个通讯员，今年就由你来担任，年
轻人多写写没坏处。”领导的鼓励让她有了
新的目标和方向。同时，铁路一线工作的
历练为她的宣传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使
其作品从“豆腐块”到大通讯，稿件先后在
《中国安全生产报》等报刊发表。

据了解，2014年4月，王婉妮如愿成为一
名宣传干事。对此，如何写好新闻报道成为
新挑战。她白天忙业务，晚上坚持读书看
报，坚信勤能补拙，看到的好标题、好文章抄
录成学习笔记反复研读，写稿时，一遍不行
两遍，记不清多少次，不知不觉写到了凌晨。

多年来，她一不上稿就着急。为写活新
闻稿件，王婉妮冒着大雨跟随巡道工从罕井

站前往白水站巡线，虽然衣服湿透，只是体验
了巡道的一部分，但那次体验，让她将更多
笔墨倾注在一线职工身上，采写了《一次不
同寻常的体验》等接地气的文章。同时，小
小说《请假》获得陕西新闻工作者协会企业
报分会一等奖、陕煤集团征文二等奖。

7 年的新闻宣传工作经历，让她从最
初拿起相机、摄像机的犹豫胆怯，变得更
加自信从容，熟练掌握了照摄像、编审稿
以及材料撰写等技巧，累计在省部级媒体
发表稿件 200多篇。

如今刚生完二胎的王婉妮，照顾孩
子、努力工作……样样冲在前，她的成长
足迹里镌刻着的，是始终不变的爱岗敬
业、奉献企业的初心。 （李娜 铁轩）

——记蒲白矿业公司“巾帼能手”王婉妮

王婉妮王婉妮（（左一左一））和工友正在保养道岔和工友正在保养道岔。。

陕焦公司炼焦一车间青年员工周浩，入
职不足一年，但他手脚勤、适应快、头脑活、
成长快，很是出色。“90后”的他个头不算高，
但浓眉大眼，有着和年龄不相符的沉稳，同
时年轻人的那股子朝气却丝毫不逊色，因为
年龄小，班组的师傅都亲切地叫他小浩。

初入班组 注重学习进步快
周浩被分配到出炉班组那天是一个夜

班，提前到岗的他第一次参加了班前会，可
能由于生疏和紧张，他显得有些手足无
措。在班长的殷切关怀下，在工友热情的
掌声中，他感受到了这个班组的温暖。

在随后的培训中，周浩凭借着极强的理
解能力和接受能力，对炼焦生产工艺和设备
有了初步认识。然而，就在他自信满满地准
备大显身手的时候，却被班组长安排进行一
些简单的现场卫生清扫工作，这使他心里产
生了一些疑惑和不满，“我的工作难道就是
打扫卫生吗？啥时候才能上岗操作呢？”班
里的师傅看出他有情绪，便主动找他交谈。

“你可不要小看这打扫设备卫生，咱们生产
区这么多设备，你刚好趁这个机会多了解一
下设备的结构、养护，这对你以后的帮助大
得很。”师傅的开导，让小浩深感惭愧。在以
后的每一次打扫卫生中，他都认真对待，毫
不敷衍，也加深了对出炉岗位的了解。

进岗实操 独立操作显身手
周浩的工作岗位名称叫捣固，主要是将

配合煤给入煤箱后，在捣鼓锤的作用下，把
配合煤捣固成堆密度达到 1.0t/m3 的煤饼，
最后通过装煤推焦车、熄焦车、除尘导烟
车、拦焦车的配合下，将煤饼送入炭化室内
通过高温干馏炼成焦炭。

周浩被师傅们娴熟的操作技能深深吸
引，师傅们也慷慨地将自己所掌握的技能，通
过现场讲解和操作示范的方式教给他。为使
自己更精准地记住操作台上密密麻麻的操作
按键，他将捣固操作台拍成图片，并将图片上
的每一个按键的功能和操作注意事项，用简
洁的文字和符号进行标注。“记不住的时候，
我就双手悬空在脑海里反复进行模拟操作，
脑和手一起用，这样效果更好。”周浩说。在
师傅的耐心指导和自己刻苦努力学习下，半
个月后，周浩就独立完成了捣固单炉、底层放
煤、落锤捣固、控制高度等各个环节的操作，虽
是初试，但师傅们都给出了较高评价，周浩成
为这批新工中最快开始独立操作的员工。

其实，像周浩这样有心劲、有目标、有
活力的青年员工，在陕焦还有很多，他们
的加入为企业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理念，
也让一线班组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正在逐步成为陕焦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新
生力量。 （张静云 张宏海）

在今年的韩城矿业公司“工匠杯”职
业技能竞赛中，象山矿井测风工高军伟，
测量工安松、李治民，采掘电钳工路小
勇，主扇操作工耿玉香，分别夺得各自参
赛项目的第一名，展现了新时代技术型职
工的青春风采与精湛技艺。

风量分配的“调剂师”
在今年技术比武中，夺得“首冠”的是

该矿通风区的高军伟，他以娴熟的技能
通过了一项项测试，展示了一名合格测
风工的水准。在井下，确认安全环境、选
择测风点，测风速、查瓦斯、算风量，是他
每天上班的“必修科目”，也是保证采掘
系统正常生产的关键因素。

高军伟说：“每天学习各种安全管理
规定，分析各类事故前的预兆，做到规
范、熟练、精准、快速读数、实时汇报，是
我的岗位职责，更是直接影响生产进度
和排除风险源的重要环节。”

“95后”黄金搭档
参加矿山测量工技术比武的安松、李

治民，是地质测量部的“95后”黄金搭档，
平均年龄 22岁。与其他工种不同的是，
矿山测量工需要团队协作，比的是团队
之间的默契。一次次的“争执”、上百次
的架设速度、无数次的反复练习，使他们
创造了4分钟内完成一次仪器架设纪录。

李治民说：“在‘测、绘、算’各环节操
作中，我们不求快、只求准。每次按规范，
高标准、高要求地完成各个环节，不仅能
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也是一种历练。”

身边的榜样和先锋
有着 15年党龄的路小勇，是采掘电

钳工项目第一名的获得者，也是综采一
队的电工“大拿”，智能化综采设备操作
的“万能手”。随着智能化采煤工艺的
升级，他的工种有了巨大转变，学习编
程、熟悉图纸、排除故障等，是他新掌握

的技能，也是他的财富。
路小勇说：“在综采一队当‘电工’，和

传统意义中的电工可不一样，不仅要适应
现在煤机司机、溜子司机、支架工司机‘三
合一’的角色，还得会通过控制台对割煤过
程中设备的运转、油温、速度等进行实时观
察，能及时排除各种故障，保证正常生产。”

胆大心细的女司机
耿玉香是该矿西彭主扇司机中唯一的

高级技工。胆大心细的她，经过多年的实践
经验积累，能通过听声辩位的方式判断主
扇风机运转是否正常，精准排查主扇风机
的各种突发状况，保证通风机的正常运转。

耿玉香说：“主扇风机是煤矿的呼吸
系统，了解它，就得从每一个螺丝，每一个
按钮去系统地熟悉它，掌握它的工作原
理、性能，不断学习、反复操作，加深记忆，
才能做到熟能生巧，才能面对应急状况果
断处理，确保井下正常通风。” （卫云龙）

冠 军 赞 歌

你眼中的 80后、90后是否还是曾经
长辈们口中“扶不起”“被惯坏”的一
代？在陕北矿业神南产业发展公司机电
设备维修中心采掘车间，让我们来认识
一群不一样的后生。

他们大多已为人夫、为人父，却常年
奋战在综采设备检修一线，依然在工作
中展现出青春活力；他们肩负着车间生
产重任，一次次深夜抢修、紧急入井服
务，他们披荆斩棘，负重前行。
创客先锋李金月——潜精研思，革故鼎新

“李大拿，这个月又准备搞什么科技
创新？让弟兄们先见识一下。”83年出生
的李金月，是工友们心中的老大哥，技艺
高超，谦逊随和，提起他，没有人不竖大
拇指。长期的液压系统检修工作，不仅
使其技艺精湛，而且让他培养出善于创
新的工作性格，并成为公司创新浪潮中
的“弄潮儿”。由他设计制作的创新工器
具，大多广泛应用于车间生产一线。
摇臂专家王世龙——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对于 1987 年出生的王世龙来说，如
今已是他入职公司第 10个年头。自走上

工作岗位的那一刻起，寒来暑往，他把青
春激情与汗水、把智慧与热爱，都献给了
他热爱的综采维修事业。

他“人高马大”，对待设备检修质量却
有着极其谨慎细心的态度。在他心中自有
一把尺——0.05mm的装配间隙、肉眼难察
的表面高点、微弱的齿轮传动异响等，他
总能精准捕捉。工友们都视其为榜样，他
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深刻地影响着大家。
“乐天派”苏小波——脚踏实地，不断攀登

“6874采煤机的液压系统组装我包了，

班长，你只需派个兄弟给我打下手就行。”
在车间 4年来，苏小波跟着师傅们日

复一日学习液压传动技术，不断反思总
结，逐渐走上核心技术岗位。

平日里，他的脸上常常洋溢着微笑，并
积极参与公司举办的各类活动；工作之余，热
衷于吉他、摄影和视频剪辑，乐观向上是
他不变的人生态度。长此以往，他的笑容
也感染了身边的人。青春就应当如此，不患
得患失，不伤春悲秋，一腔热血抛洒给热爱
的事业，不断进取，不断攀登。（王亚男）

披荆斩棘的后生们

高军伟高军伟 安松安松（（左左））李治民李治民（（右右）） 路小勇路小勇 耿玉香耿玉香

他，双手粗糙，长满裂痕，常年沾满油渍，成为
人生永远的底色。这双手常年与维修部件为伴，
跟机电设备“打交道”，不断破解难题、排除设备故
障，他是黄陵矿业一号煤矿准备队机电副队长张勇。

“几天不下井，心里就不得劲儿”
“我父亲是煤矿的退休工人，对我来说，煤矿就是

我的家，几天不下井，心里就不得劲儿。”作为一个生
在矿山、长于矿山的“矿二代”，49岁的张勇对矿山有
着深厚的感情。

1994年，22岁的张勇怀着青春梦想来到一号煤
矿，本想着自己具有牢固的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的
动手能力，从此就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可是到了
检修车间，却被现实狠狠地“打了一巴掌”，煤矿机
电设备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在实际生产
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机电故障，更是闻所未闻。

为了练就扎实技能，上班时，他经常虚心地向
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请教。下班后，还在检修车间反
复练习。他努力学习，在实践中摸索，在书本中求
知，凭借勤奋好学、肯吃苦的这股干劲，张勇很快练
就了一身过硬本领，并很快在新员工中脱颖而出。
一年后，就从检修工成长为检修班长。

“支架就像老朋友”
下井就像“回家”，抚摸着采煤支架就像和相识

多年的老友“交谈”。每天，张勇都会拿着卷尺、坡
度规穿梭于工作面，观察两巷变化情况，了解工作
面支架状态，对设备的油位、螺丝等进行检查，与采
煤机司机一起，对采层位进行调整。

据了解，该矿 2013年开始建设较薄煤层智能化
无人开采工作面，在设备安装调试期间，问题一个
接着一个出现。综采工作面支架回撤一直是安全
管理工作的重点难题，由于操作过程中，支架工需
要站在支架下方操作动作阀与绞车配合将支架抽
出，不仅时常有煤矸石掉落、顶板垮落的危险，还存
在开口环、销子脱落飞出等不安全因素。为了啃掉
这块“硬骨头”，他查阅了数百篇专业论文，经过无
数次修改，终于将问题成功解决。

只要认真钻研，没有攻克不了的难关
在检修的道路上，张勇不断精益求精，每一次工作面

安装都要全程参与，即从前期的设备地面组装对接、拆除
入井、井下安装，以及后期的运行调试，哪都有他的身影。

近年来，乘着智能化开采的东风，通过虚心钻
研和多次实践，他将多项先进的控制技术成功应用
于综采工作面安装、回撤过程中，发明创造创新成
果 10余项，解决技术问题 40余项，工友们都佩服地
称其为“机电大拿”，他却说：“我只不过是平时多学
了一点、多干了一点、多付出了一点而已。”

从事机电维修 27 年，和工友们并肩打了多少
“攻坚战”，他早已记不清，但只记得自己磨破了近
100 件工作服，也让他养成了爱记笔记的好习惯。
他常说自己记性不好经常忘事，记下来了就能少走
弯路。说等到退休了，就把笔记本留给徒弟，让他们
继续前进在攻克“疑难杂症”的道路上。 （倪小红）

“机电大拿”张勇

李金月李金月 苏小波苏小波王世龙王世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