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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新闻

10 月 15 日，2021 年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个
人信息保护日“四进”活
动之“进企业”，在西安
市置诚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举行，向职工宣传网
络安全知识，提高职工
个人信息保护意识。
□实习记者 李旭东 摄

＞＞＞ 水还是温热的，但他永远不会来喝了

9月 3日 8时左右，吴梅华接到紧急电话，丈夫余培
根晕倒了。吴梅华急忙向县城赶去，然而一切都晚了，经
医生紧急抢救，余培根还是因心源性猝死再也没有醒
来。“水已经倒好，杯子还是温热的。”当时，吴梅华曾到丈
夫的办公室匆匆一瞥，那时她还未意识到这杯水永远不
会有人来喝了。

“他早上7点就到单位，给我们安排了当天的水毁抢
险任务，准备去高滩镇牌楼村大型塌方现场，并且还面带
喜色地说‘明天再抢修一天就能抢通了’。”紫阳公路管理

段公路股副股长李杰回忆道。
9月 1日 13时 30分，省道 310 线 K105+650 暨高滩

镇牌楼村路段发生山体滑塌，高 70米、6000余立方米
的土石方倾泻而下，将长约 60余米的公路路面完全掩
埋，省道 310 线紫阳至毛坝段交通中断。余培根立刻
组织公路股和道班全体道工紧急集结，奔赴塌方地
点，一方面安放警示标志，疏导交通，另一方面组织人
员、车辆和机械清理塌方。连续两天，他和同事们一
直冒雨坚守在塌方现场，爬到塌方山体顶部监测灾

情，协助装载机一段一段地清理巨石和泥土，把倒伏
树木一根一根地锯断、搬走……

从 8月中旬至 9月 2日，余培根几乎每天都在路上，
一整天一整天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余股长本身患有冠心病，大约下午 5点左右，他全
身发抖冒冷汗，我让他上车休息，他摆了摆手，从口袋里
掏出两片药吃后休息了一会儿，然后起来接着干。”提及
9月2日与余培根一起工作的情景，紫阳公路管理段办公
室主任鲁添内心无比酸楚。

＞＞＞ 24载风雨，巴山深处洒热血

2015年6月24日，恒紫路巡查……
2015年6月25日，渝紫路清理塌方……
2015年6月27日，恒渝两线查水毁……
……
合计71天。
翻开余培根泛黄的笔记本，大概可以想象余培根那

些风里雨里的日子。2015年夏天，他连续71天在路上奔
忙，而这仅仅是他工作历程中很平常的一个片段。

余培根 1973年 4月出生在紫阳县一个公路世家，自
幼在内心深处悄悄立下了为民修路的远大志向，1997年
7月从省交通技校毕业后分配到紫阳公路管理段工作。
2009年被任命为紫阳公路管理段公路股股长，扛起了紫
阳干线公路养护建设和管理的重任。

参加工作 24 年来，他在山峦起伏的巴山深处，
冒着三伏烈日，经受数九寒冬，翻山越岭，蹚水过
河，把全部的心血和汗水洒在了他所热爱的公路事

业上，洒在了他精心管养的紫阳辖区 107 公里国省
干线公路上。

“公路人要能吃苦、能吃亏，作为公路股负责人尤其
要这样。下雨的时候，别人往屋里躲，余培根却得带领抢
险人员往外跑。山区公路雨季极易发生泥石流、塌方、落
石等险情，必须不间断巡路才能及时发现、及时处置、及
时提醒，才能确保过往车辆和行人安全。”紫阳公路段监
察室主任周礼洋动情地说。

＞＞＞我是公路人，就图老百姓说路好走

安全生产先进个人、防汛防滑先进个人、“7·18”抗洪
抢险先进个人，全县先进、全市先进、全省先进……24年
来，余培根获得无数荣誉，被他珍藏的一摞摞荣誉证书，
都在诉说着一段段难忘的过往……

2019年农历正月初五，紫阳境内普降大雪，省道310
线米溪梁路段路面结冰严重，车辆拥堵，余培根和同事主
动放弃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组织除雪机械奔赴作业点
铲除积冰、撒盐融雪。寒风呼啸，天寒地冻，余培根双手
被冻裂了，盐水浸入伤口，钻心地疼。由于山顶作业时间
过长，余培根和工友们冻得都快麻木了，鼻涕刚流出来就
成了冰，等完成抢通工作从山顶下来，个个都成了头发、
眉毛、胡子白成一片的“雪人”。

2019年 10月 1日国庆长假第一天，暴雨导致省道

310线K89+700段出现险情，公路上边坡塌方近 2000立
方米，泥石占据多半条道路，两棵碗口粗的行道树“斜卧”
在公路中间，两边运输车辆堵成长龙。司机们正着急时，
只见余培根和他的工友们匆匆赶来。当时，大雨如注，倾
盆而下。他们开始了艰难的抢通工作，现场机械轰鸣，几
个人齐心协力、通力合作，砍的砍、铲的铲、搬的搬，余培
根脚下一滑，左腿撞在一块大石头上，鲜血顿时淌了出
来。工友纷纷劝他去诊所包扎一下，他摆摆手，只是用裤
角把伤口扎紧，继续干活。一块泥浆裹着的大石头横在
路中央，余培根搬了几下都搬不动，他干脆单腿跪地，身
体向前，双手用劲，将大石头一点一点掀到路边。半边道
路抢通了，过往车辆一辆接着一辆依次开了过去，大雨
中，余培根一行人则继续清理另一边的泥土、石块。

后来才知道，那天他的衬衣湿透了，伤口也感染了，
身患高血压多年的他，血压竟蹿升至180毫米汞柱，他服
下了两粒降压药，简单清洗了一下伤口，第二天依然准时
出现在养护作业面上。

“我是公路人，就图老百姓说路好走。”这是余培根的
心声。他的承诺让他成了同事眼中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离世前，余培根一心扑在公路抢险中，正在陕西师范
大学法学专业就读的女儿余颖英，一连几天都想和父亲
视频通话，但总是因余培根在抢险现场而错过。余培根
过后回复女儿说：“这些天很忙很累，过几天再视频，国庆
节来看你。”这段时间，余颖英时常奔溃大哭，她不忍再翻
看微信，她知道，她永远也等不来父亲的视频、等不来父
亲来看她了…… □陈曦 张辉

■基层动态■

本报讯（刘祥胜 柳楠楠）近日，在安康市“十三五”重点交
通项目建设总结表彰暨“十四五”重大交通项目建设誓师大会
上，陕建三建集团市政公司被安康市委、市政府授予“十三五”重
点交通项目建设优秀单位称号，安康机场迁建项目经理崔卫波
荣获安康市“十三五”重点交通项目“金州工匠”称号。

“十三五”期间，市政公司积极与安康市深入开展重点交通
项目合作，先后在安康市承接了机场迁建项目、飞地路网项目及
明珠路EPC总承包项目，在紧张的施工中以愚公之志战烈日、斗
雨水，筑坦途、促发展，助力当地交通发展跃上新台阶。

陕建三建集团市政公司

助力安康交通建设获表彰

■工厂故事■这场欢送会，让他潸然泪下
“这一刻我很感动，我相信这样

的企业一定会越来越好。我虽然
退休了，但是我的儿子也来这儿上
班了，年轻人一茬接着一茬好好
干，才不辜负铁路现在这么好的工
作环境！”近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
团有限公司安康机务段检修车间退
休职工张会杰，在单位为他举办的
退休职工欢送会上激动不已，几度
哽咽。

张会杰曾是检修车间的一名质
检员，主要负责机车检修质量的把
关工作，他曾担任过机车电工、蓄电
池组工长、电器架修组工长。从业
38年，他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为同
事们树立了好榜样，多次被评为集
团公司、段先进工作者。他乐观豁

达，待人亲和，也是同事们心中的
“好大哥”。

得知张会杰9月底就要退休了，
该段党委提前谋划，为他摄制好个人
纪录片，在退休这一天，邀请车间班
子成员、同事、徒弟等二十余人，为他
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欢送会。

欢送会上，车间党总支书记为
张会杰戴上大红花，邀请党委组织
助理员与车间主任送上了退休纪念
品。与会人员观看了张会杰的个人
纪录片，共同回顾了他敬业而又光
荣的职业生涯片段。思绪追随着短
片放飞，往事历历在目，让人不仅敬
佩、感动、沉默……

“祖国山河壮美，张师傅退休了
一定要到处去看看！”

“祝福张师傅退休后身体健康，
笑口常开！”

“欢迎张师傅常回家看看！”大
家争先恐后发言送上祝福语。

张会杰谈了退休感言。曾经的
两名徒弟也深情地给了张会杰一个
大大的拥抱。最后欢送会在《咱们
工人有力量》歌声中结束。

自今年9月起，该段组织各党支
部对每一名即将退休的职工订制欢
送方案，记录“职业旅程”美好瞬
间。同时，让每一名参会职工深刻
感受到企业的人文关怀和对劳动
者的尊重和重视，增强“主人翁”意
识，凝聚企业发展合力，为实现各
阶段的目标任务提供坚强的思想政
治保障。 □糜强

又是秋雨淋淋，吴梅华兀自独坐着。

家里重新归置过，客厅里只摆着几件简单的家具，

显得空荡荡的，茶几桌角边放着三包香烟。“我总觉得

他出差去了。”丈夫余培根已离世一个月了，吴梅华还

恍然觉得他并未离去，丈夫喜爱的香烟一直留着。

余培根，紫阳公路管理段公路股原股长，工会会

员。在他任公路股长期间，紫阳干线公路养护工作创

造了前所未有的佳绩。他个人也先后荣获“干线公路

养护管理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连续十余年被评为全

市公路系统先进工作者，为紫阳干线公路事业的发展

作出了突出贡献。

8月中下旬以来，紫阳遭遇多轮强降雨袭击，省道

310线多处发生滑坡塌方、路基冲毁、泥石流等灾情。9
月3日9时30分，他因积劳成疾，突发疾病倒在抗洪抢

险第一线，生命之钟停摆在 48岁，带着对公路的挚爱

和亲人、同事的眷念匆匆离去。

■
关
注■

本报讯（李国伟）为确保多雨季节地铁安全平稳运行，保
障广大旅客的温馨出行，中铁电气化局运管公司西安维管处地
铁维管段全员坚守岗位，开展了以家庭助力安全生产为主题的

“亲情寄语铸安全”活动。
据悉，该活动通过向员工亲属进行电话采访，征集对员工安

全工作期望的亲情寄语及全家福照片，并将征集到的安全寄语
及家庭照片制作成展板，悬挂在各车间、工区文化墙的醒目位
置，使员工在生产建设岗位就能感受到家人的爱与温暖，时刻督
促自己在工作岗位按章操作，从而达到以亲情促安全、铸安全的
目的，筑牢职工安全生产防护线。

中铁电化西安地铁维管段

开展“亲情寄语铸安全”活动

日前，由西安市住建局主办、西安市建筑业协会协办的
西安市首届智能建造观摩会圆满落幕。作为承办单位之
一的中建三局西北公司红会医院项目，已累计迎来 110 多
家单位、1500 余名建筑同行的观摩。 □曹金虎 摄

本报讯（郝天驰）为大力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中
华传统美德，营造“关心身边人 关注身边事”的企业文化氛围，
近日，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举办离退休职工座谈
会。青年职工为老同志们准备了精彩的节目，老职工也回忆了
自己在集团艰苦奋斗的岁月。

据悉，该公司工会将持续落实好各项优待政策，维护离退休
职工合法权益，发挥好离退休职工的积极作用，让他们共享企业
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陕建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举办离退休职工座谈会

近日，中铁一局五公司召开2021年决战决胜四季度劳动竞
赛暨生产经营动员大会。会议号召，要上下鼓足干劲、凝心聚
力，聚焦目标不动摇，坚定誓夺全胜的信念，以强力推进施工生
产、经营开发、劳动竞赛为抓手，确保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王建辉 摄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
雄。”“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
硬的道理。”“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
年。”……10月13日8时15分，在陕西工运学
院会议室内，传出了琅琅的读书声。这是第
八期陕西省企业优秀班组长素质能力提升示
范培训班的学员们在诵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

10月11日，2021年陕西省企业优秀班组
长素质能力提升示范培训班（第八期）在陕西
工运学院开班。每天早上开课前，全体学员
都会在学院老师的带领下，对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进行10分钟的集体诵读。

“通过诵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不仅回顾了历史，而且未来工作方向也有
了指引。”来自陕西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
院的于佼艽说，每天早上的诵读都使她感到
心潮澎湃。

自今年 6月份以来，陕西工运学院已开
展了四期诵读活动，每次诵读内容的选择都
经过精心筛选，例如“四个全面，四个自信，四
个意识，两个维护”的知识内容，贴近企业班
组长的实际，贴近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要求。

在7月23日第七期陕西省企业优秀班组
长素质能力提升示范培训班上，全体学员诵
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表彰大会的讲话。

来自陕西北人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
机械设计师冯磊，在公司负责设计及印刷设
备的管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工人阶
级、广大劳动群众提出了殷切希望，作为新时
代的青年人，一定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冯磊说，作为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一定要勤
学苦练、深入钻研，练就过硬本领，不断提高
自己的设计水平。

“开设诵读活动，丰富了培训班教学的内
容和形式，还加强了产业工人的思想政治建设。”陕西工
运学院副院长乔昕说，通过诵读可以让班组长进一步深
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内容，提升培训班的培训效
果，为打造全国优秀班组长培训班的品牌而努力。

□实习记者 李旭东

本报讯（郭进民 贺慧）近期，商洛发电积极贯
彻落实陕投集团“保电、稳供”相关工作要求，心系民
生，聚焦“保供”四大举措，全力保障电力供应。

“煤”上下功夫。一方面，内引外联，积极寻求各
方支持，全力寻求兄弟单位煤炭供应，主动向外对接
煤炭长协企业，派员驻守煤矿、铁路，强化煤炭催交
催运，保证机组“口粮”；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掺烧技
术，加大高硫煤配烧比例，大胆进行煤泥掺烧试验，
增加机组可燃煤种。

“安”上求保障。强化设备日常巡检和维护力
度，保障机组设备健康水平；加强供热系统隐患排
查，立足实际，制定机组“保供”措施；积极推进#2机
组检修进度，尽快恢复机组备用；多措并举保障机组
设备安全可靠，确保随调随启、应发尽发。

“网”上寻突破。严抓“两个细则”，深入研究辅
助服务交易规则，合理报价，下调深调负荷，争取更
多调峰机会；努力优化机组AGC、一次调频等性能
参数，提升辅助服务收益。

“策”上求先机。及时跟进研究政策变化，多方
把脉解困局。通过与政府、电网等部门沟通协调，争
取税收、煤炭、电价等多方支持与倾斜，确保各项优
惠政策应享尽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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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月中旬至9月2日，余培根几乎每
天都在路上，一整天一整天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9月1日13时30分，省道310线发生
山体滑塌，6000余立方米的土石方倾泻而
下，余培根立刻奔赴塌方地点

■9月2日，抢险现场，他全身发抖冒冷
汗，吃了药休息一会儿，起来接着干

■9月3日9时30分，突发疾病倒在抗洪
抢险第一线，生命之钟停摆在48岁

————追记紫阳公路管理段追记紫阳公路管理段
公路股股长余培根公路股股长余培根

余培根余培根（（右一右一））在抢险现场在抢险现场。。

初心不改养路梦
鞠躬尽瘁铸忠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