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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0℃的焦炉门前，每天必须完成20次日常巡检。

→炉顶，是焦炉
上温度最高的工作区
域，工人每拉开一孔
炉盖，都要面对将近
1500℃的火焰。“天
气热，要干好活又不
中 暑 ，告 诉 你 个诀
窍，那就是快！”炼焦
工人说。 李龙 摄

每一孔的炉内温度将近每一孔的炉内温度将近13001300℃℃，，每一个班要生产每一个班要生产
4040多炉多炉，，每一次推焦之后每一次推焦之后，，工人都要将炉门框上附着的工人都要将炉门框上附着的
焦油渣等铲掉焦油渣等铲掉，，确保炉门安装后无缝隙确保炉门安装后无缝隙。。温度太高温度太高，，无无
法正面清框法正面清框，，因此每一次清框只能从侧面进行因此每一次清框只能从侧面进行，，而且清而且清
框用的铁杆又特别长框用的铁杆又特别长，，这无形中对清框工作增加难度这无形中对清框工作增加难度。。

虽已立秋，但是在陕焦公司的许
多特殊岗位，劳动者依然挥汗如雨，
保持最佳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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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岁的魏昭，已在煤层气新泰能源公
司工作 10年，曾先后在该公司通风瓦斯发
电厂、安全环境保卫部、低浓度瓦斯发电厂
和黄陵发电厂工作。虽然多次变换岗位，
但不变的是他对技术的钻研和追求。

探路的“小石子”
2011 年，刚参加工作的魏昭，对一切

都充满着好奇心。在参与全国首个通风
瓦斯发电厂建设过程中，深知只有干劲是
不够的。面对项目建设和工作经验方面知
识的欠缺现状，他坚持哪里不会就学哪里，
哪里不懂就找人问。新项目新设备，他积
极参加培训，本子上写得密密麻麻，对着设
备一步一步实操。凭着冲劲和活力，一遍
一遍尝试，一点一滴积累，渐渐地，他对设
备操作流程的熟悉，操作系统的理解，使他
成了通风瓦斯发电厂的“小师傅”。

“小石子”有大担当
2016年，魏昭调入公司安全环境保卫部

任安全员。工作中，他毫不懈怠，时刻关注
现场安全生产情况，不久便成了安全隐患的

“克星”。每次检查，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一次跟班作业，他闻到有股淡淡的焦煳味，经
排查发现1#变压器母排紧固螺丝有松动安全
隐患，便当场果断下令将1#变压器所承载的
4台机组卸负荷后分闸停机，防止了事故的
发生。还有一次车间巡检，他听到 23#机组
十缸声音有些异常，根据经验，他断定是“掉
气门”了，立即关闭进气蝶阀，紧急停机检查。

2019年，因工作需要，他调任低浓度瓦
斯发电厂任运行三班副班长。工友时常调
侃魏昭，是火车道上的小石子，虽然小，但却
承重。他刻苦学习低浓度瓦斯发电技术，
把瓦斯浓度控制在 12%至 15%完美区间，将

机组的效能发挥到极致。同时，结合在安
环部的学习工作经验，在确保安全生产的
前提下，反复琢磨“油温、水温、油压、缸
温、排温”这些发电机组运行中的关键数
据，最大程度提高发电机组效率。

公司新进职工由于环境的改变，在许
多方面显现出了明显的不足。对此，他充
分发挥“师带徒”作用，主动将工作经验拿
出来分享，帮助新职工走出困境。日常工
作中，他始终坚持“我的班组我的家”的理
念，不断提升班组安全管理水平，为低浓度
瓦斯发电厂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保驾护航。

练就“千斤坠”
2020年，带着公司在煤炭行业职业技能

竞赛中实现再突破的艰巨使命，经过公司层
层选拔，魏昭从 47名选手中脱颖而出，最终
成为代表煤层气公司参加“陕煤杯”全国煤
炭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参赛选手之一，肩负
新的使命，一心投入紧张的赛前培训中。他
放弃休息时间，自我加压，充分备战，封闭训

练将近两个月。那时他在心里暗下决心，自
己必须努力，用荣誉回报关心和信任他的
人，回馈公司对自己的培养。2020 年 9 月
24日竞赛落下帷幕，魏昭凭借过硬的素质、
丰富的经验、坚定的信心和稳定的发挥，
从 61 家煤炭企业 103 名选手中脱颖而出，
获得全国职业技能竞赛瓦斯检查工一等奖。

凭借突出的业务能力，扎实的技术水
平，魏昭受到公司上下一致好评，并先后获
得新泰能源公司“安全先进个人”、煤层气公
司“安全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陕煤集团

“十佳青年岗位技术明星”。 （王乐）

““小石子小石子””练就练就““千斤坠千斤坠””

陕煤集团第八届“十佳青年岗位技术明星”风采展

今年是牛凯元在彬长矿业文家坡矿工
作的第 10个年头，也是该矿井阔步迈向高
质量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在这 3650
多个日日夜夜，他用默默坚守和无私奉献，
诠释了新时代青年职工的责任与担当。

吃苦耐劳甘做“老黄牛”
10年前，牛凯元与双胞胎弟弟走出校门

来到文家坡矿，以矿为家，扎根煤海。因为
排行老大，工友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大
牛。2014年 11月，他主动申请加入青年安
全监督岗，每班不仅要保质保量完成物料

运送任务，还要负责隐患排查和抓“三违”
工作。运输区域点多、面广、线长，巡查一
圈至少需要 2个小时以上，不仅工作量大，
还容易“得罪”人，但丝毫没有动摇他争做

“安全卫士”的决心。无论加班延点还是风
吹雨打，下班后他总是第一时间到安全部
登记“三违”和隐患内容，第二天还会对隐
患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复查，确保做到闭环
管理，每月填写的“三违”和隐患数量始终
遥遥领先。由于工作吃苦耐劳和严谨认
真，牛凯元被聘任为运输队青安岗岗长。

创新机制争做“拓荒牛”
据了解，该矿 2016年投产转型后，生产

任务更加繁重。为充分发挥青年职工在安
全生产中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牛凯元努
力克服新人多、经验不足、技能水平参差不
齐等困难，创新实施“‘三好’青安岗‘四星’
好青年安全工作法”，通过上好监督岗、讲好
安全课、记好安全账，评选安全行为提醒星、

安全责任监督星、安全素质提升星、安全生
产保障星，在区队青年职工中形成了比、学、
赶、超的良好氛围，进一步筑牢了“青”字号
安全防线。同时，他还结合实际编制了《运
输队青安岗员包片抓安管理办法》，并将区
队生产区域划分为 6个片区，明确了各片区
责任人和巡查范围，确保青安岗员主动参与
区队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做到班中巡查、班
后验收、升井汇报，“青”字号品牌愈发闪亮。

无私奉献愿做“孺子牛”
作为青安岗岗长，他在工作中发现隐

患及时处理，看到“三违”敢抓敢管，“零
点行动”、安全检查始终做到范围全覆
盖、检查无遗漏，用实际行动扛起了青
安岗员的使命与责任，所在班组从未发

生过生产安全事故。 2018 年，矿井评选
优秀青安岗员，区队询问个人意见时，他
却推荐了另一名工作认真负责的工友，班
组成员都说他是“傻牛”，工作干了、力气出
了，评选荣誉了却拱手让给别人。面对工
友的不解，他却甘做“孺子牛”，因为深知，
荣誉的背后是全体青安岗员共同努力的结
果。在他坚持不懈努力下，先后获得了陕
煤集团十佳青年安全岗员、彬长公司安全
先进工作者和优秀班组长等荣誉称号。

筑梦彬长，青春无悔。荣誉的背后
是 10 年的坚守和奉献。如今，牛凯元还
将一如既往地踏实工作，用奋斗绘就最
靓丽的青春底色，用汗水浇灌最美丽的
青春“花蕾”。 （甄景林）

大牛这样大牛这样““犇犇犇””着干着干

陕煤集团第八届“十佳青年安全岗员”风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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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精神叫敬业奉献，有一种初
心叫坚如磐石，有一群可爱的人叫煤化
工人。他们以辛勤的汗水发出了对祖
国最质朴最诚挚的祝福，他们以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在国庆节矢志坚守。

陈练兵是蒲洁能化公司热力中心锅
炉主操，2012年参加工作，在风雨的洗礼
下逐步成长，在实践考验中不断强大，如
今已经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技术过硬、
能打胜仗的老师傅，锅炉运行参数就像
他的“大宝”一样，被时刻握在手心里、记
在脑海里。多年来，他始终带着一份不
变的归属感、责任感、荣誉感深深扎根在
这片热土上。“今年的国庆节与往年不
同，因为有我 8个月的小宝贝陪在身边，
这个小小的生命赋予了我大大的能量，
我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精细操作，坚决
守护好‘两个宝儿’。”陈练兵说。

“报告班长，经检测，2#吸收塔内浆液
密度是 1250kg/m3，固含量 30%，符合出
料条件。”热力中心脱硫岗位的副操
韩岗锁，对脱硫浆液参数进行检测后
对班长说。他 2020 年入职，在一年时
间里，总能将脱硫岗位的运行参数牢
牢“锁”在心底。细心认真的他在日常
工作中时常化身为老师傅的“影子”，
理论结合实践全面学习、快速“充电”、
纵深推进。其实他的愿望很简单，就是
能通过自身努力学习，快速独当一面，
早一天得到师傅和工友们的认可。初
心不变，使命在肩，即使在人人向往的
国庆假期，那颗坚如磐石的初心始终未
曾动摇，反而愈加坚固。

“时刻彰显党员本色，充分发挥带头
作用”，说的正是热力中心技术员丑宝戟。10月 1日大
清早，他便匆匆来到公用工程楼中控室，对当天重点
工作、系统运行情况、安全环保参数、在岗人员纪律逐
一进行安排部署，检查核对，确保条条落实、项项到
位。紧接着，他又“转战”各个现场严防细查，为保证
国庆期间安全生产“不断线”、优质产品“长流水”。当
被问到“想不想趁着假期好好歇一歇？怎么没有回家
和家人团聚？”丑宝戟脸上略过一丝稍显遗憾的微笑，

“想我的两个双胞胎儿子，小家伙现在正是调皮可爱
的时候。”随即他又说，目前安全环保参数要求极其
严格，运行过程中安全环保的双达标才是对我工作
的最大肯定，才是这个假期的重中之重。 （王朵）

刘富民，班组工友称呼为“大刘”，在渭化公司参
加工作已经 15个年头。他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一直
在机械修造部检修二部二班，为生产装置的正常运
行埋头苦干、保驾护航。

已经运行快 30 年的尿素高压设备，一直是重点
监护状态。更换前的五六年，尿素汽提塔经常需要
完成大量查漏补焊等工作，即拆人孔、加盲板、拆装
36根压紧螺栓、10块分布盘、3060根旋流器、7000多
个密封垫片……抢修作业一干就是 40多个小时。在
塔内作业，工友们开玩笑地说：“作业场所犹如神
舟飞船返回舱，一排排旋流器犹如布阵的兵马
俑。”空间狭小，作业难度大。

对此，大刘作为领军人物，为了缩短检修时间提高
检修质量，开动脑筋，集思广益，制作出各种专用工
具，优化检修顺序，把检修用时控制到了极限。在
检修过程中，他带人吃住在现场，经受过寒冬与酷
暑，腿疼了就变换个姿势，腰痛了就捶捶腰，困了、
累了就喝杯咖啡，涂上风油精提提神，按流程作
业，保质保量完成检修安装任务，从未发生质量事
故，受到公司党政工领导称赞。

今年市区外网晃电，导致三套生产装置瞬间停止
运行。面对公司断电、断气、断水、断油，亟待恢复生
产装置关键时刻，大刘和工友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尽快恢复生产。他们吃住在厂里连续奋战，分别参
与五台气化炉的停炉、备炉、投料工作的同时，还参
与到气化、合成、尿素、双甲车间的检修任务，历经 8
个昼夜艰辛工作，直到生产出合格尿素、甲醇与二
甲醚等主打产品。

据了解，由于瞬间停电，导致高速旋转的压差发
电机油泵轴承、径向瓦梳齿油封全部损坏，而发电机
停车会对平衡 801工段蒸汽极为不利，造成系统工艺
难于操作，需要紧急抢修，保质、保量恢复生产。虽然
大刘平时接触大型机组的检修较少，但他并没有被
困难吓倒，而是积极参与、勇于挑战，与技术员一道
反复讨论、研究图纸、落实检修方案。他白天在现场
工作，晚上回家学习资料；认真测量、确认备品备件、
控制检修参数；刮瓦、调整、找正对中、计算，仅用一
周时间完成了发电机的检修，一次开车成功。

“大刘人缘好，技术作风过硬，安全意识强，遇
到检修任务，班组人员都喜欢和他配合。生产遇到
急、难、险的任务，领导先想到的也是他，觉得把工
作交给他放心。”双甲车间副主任张宝利说，这就是
大刘有责任、有担当、爱工作、爱生活，是班组脚踏实
地的“班花”。 （张振华）

““班花班花””刘富民刘富民

郝金彦，是神木煤化工天元公司质量监
督部的一名技术员，大家称他为“郝技”。80
年代出生的他，是一个有着近15年工作经验
的仪器“老医生”，专治仪器各种“疑难杂症”，

曾多次荣获该公司“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钻研技术强业务

在该公司质量监督部色谱分析室、水
质分析室、油品分析室里，总能看见郝金
彦忙碌的身影。万用表、电烙铁、电子流
量计，是他维修仪器的“三大法宝”，在其
眼里，峰的高矮胖瘦、峰间距、拖尾峰、

“鬼”峰等不同峰形、不同位置的曲线，就
像“心电图”一样，可以反映出仪器存在的
问题，做到“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3420色谱炼厂气进行分析时，13X分子
筛柱与PorapakN柱串联，分离效果差，分析
时间长，分子筛柱容易失效，需要经常更
换。他带头成立技术先锋攻坚团队，对出
现的问题反复研究，发现预柱处理不彻底，
经过实际讨论、查找资料，最终确定对色谱

气路进行改造，将原来的单通道改为双通
道，同时分析加上阀切换，既避免了分子
筛柱经常失效又缩短了分析时间。

有困难找“郝技”
一次，郝金彦休班，正巧公司急需一组

发热量数据，需要对量热仪器进行标定。
平日里大家只用标煤回标，突然要用基
准物质苯甲酸做曲线，难倒了一片人。
大家只好向“郝技”寻求帮助，视频接通
后，他询问了有关情况，并耐心地给大家
讲解，用基准物质苯甲酸做曲线的方法，
在其指导下，经过几步简单的操作，大家
及时、准确地完成了任务。

薪火相传显担当
“传帮带”是技术得以衔接、传承的重

要手段。郝金彦在主攻技术的同时，还在

部门内部积极开展培训教育活动。他带
头制定了学习管理制度和奖惩措施，成
立了由部室业务“大拿”组成的答疑小
组，每月收集汇总职工工作和规程中的
问题，有针对性地为大家讲解，并通过微
信及时更新安全知识、操作标准和规程
等学习内容。同时，还有效利用身边实
例开展情景式教学，极大地调动了大家
主动学习专业知识的积极性。

据统计，郝金彦每年参与仪器技改和
维修 420余次，培养的徒弟现在也成长为企
业的技术骨干。即便如此，他从不为自己
所取得的成绩而骄傲，积极探索解决仪器
分析中遇见的各种问题。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他依然默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把维
修仪器这件“小事”做到了极致。 （叶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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