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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陕煤集团最美员工、2020年度陕
煤集团安全先进工作者、榆北煤业 2019-2020
年度劳动模范、榆北小保当公司优秀区队长、
党建工作先进个人、创新能手……走进小保当
二号煤矿机电运输队学习室，这些陈列在荣誉
墙上的诸多荣誉都有一个共同的主人，他就是
小保当公司二号煤矿机电副总工程师、机电运
输队党支部书记、队长屈升东。

铁血丹心 初心使命的坚守者
2020年疫情暴发伊始，也是屈升东所在的

榆北小保当公司二号煤矿机电运输队刚成立
之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设备厂家延期复
工，面对矿井建设期间的机电运输工作，屈升
东作为区队长深知责任重大，一方面积极配
合公司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另一方面克服困
难先后对井下 15 部皮带进行监管，有效保证
了井下采掘工作稳定，为大巷皮带、顺槽皮带
如期安装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年 5 月，正值二号煤矿筹备联合试运转
的关键时期，屈升东的父亲因病重住院，面对工
作和家庭，他仅仅抽出一下午时间安抚好父亲
住院，嘱托好身怀六甲的妻子后，毅然返回工
作岗位，连续坚守岗位 68 天。在他的带领下
先后完成了上仓制动器安装调试，上仓机尾平
板仓设计安装调试，1550套挡煤板的设计安装
等工作，为千万吨级矿井联合试运转成功付出
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

以身作则 扎根煤海的先行者
“年轻人就应该撸起袖子加油干，越是有挑

战，越要冲在最前面。”这既是屈升东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也是他一直以来的真实写照。
2021年 6月，小保当公司二号煤矿 132202综

采工作面引进的智能设备在整装入井后，如何
与主运系统相互匹配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

“老大难”问题。当时，综采工作近乎停滞，从
行业专家、到厂家老师、再到一线员工，能试
的办法挨个试过，但设备匹配丝毫不见起色，
几乎所有人对这一项目失去信心。屈升东看
在眼里，急在心里，主动请缨作战，经连续蹲
点调研，彻夜研究论证，自主设计了设备匹配
方案，带领团队攻关开展 98 项设备改造和技
术升级，最终解决了一系列“卡脖子”难题，使
该设备与主运系统成功匹配。

在主运系统改造时，由于转载点漏煤斗卡
堵、皮带磨合程度低，原煤输出能力严重制约了
矿井生产效率，屈升东在克服人员紧缺、作业
空间受限等诸多难题后，完成了皮带系统自主

设计和改造施工等系列工作，解决了多方厂家
机械设备匹配、电控系统安装与控制等诸多
疑难杂症，增大了原煤输出能力。通过改造
施工，驱动电机功率得到进一步增强，新减速
机速比进一步增大，实现提速 1.2 米每秒，每
小时可增加运输煤量 1800 吨以上，预估可实
现年增效 30%以上。

推陈出新 工器具革命的领跑者
出不出煤，机电运输是关键。为了保证主

运输皮带的正常运转，屈升东本着能用设备干
的事情坚决不用人工的原则，先后完成了
DTL 型带式输送机张紧小车改造、原煤运输
无尘化项目、智能化排水等 180 余项技术创
新，相关成果在煤炭行业主流期刊、杂志发
表，在企业内部乃至各兄弟煤炭企业得到推广
应用，为公司节省成本 8000余万元。

驱动滚筒作为主运输系统运转的关键设
备，其两端的轴承是故障多发点，严重时会造
成皮带打滑、跑偏等，而机电运输队主系统
各类轴承的日常保养都是靠人工加注润滑
脂。今年来，小保当公司为响应国家保供
稳价号召，充分释放优质产能，如何能在不
影响检修质量情况下缩短检修时间？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屈升东经过反复琢磨，充
分利用机电运输队前沿设备和人才优势，
带领员工完成了主斜井集中可视化智能
润滑系统的开发，使以往耗时长、高风险的
人工润滑作业替换为智能变频注油系统，并
在该公司举办的“工器具革命”成果评选中荣
获一等奖。 （郭林 李治强）

王芳是韩城矿业公司下峪口矿工会副主席，
2013年 7月，她牵头组建起韩城矿区首个爱心帮
扶团队。多年来，她用爱心经营团队，用真心服
务矿区职工，用热心点燃了困难职工家属对美好
生活的希望。很多职工形象地比喻：“王芳就是
爱的化身，温暖着矿区每个需要帮助的人。”

她，用爱心经营团队
8 年多的时间里，她先后制定完善了团队

管理制度，确定了帮扶对象、量身定制帮扶方
案、提升团队成员技能，满足了帮扶需求。随
着团队在矿区的影响力提升，吸引了青年团员
和职工子女参与，团队从最初的 45人发展到现
在的 132人，让志愿服务得到传承和延续，实现
了帮扶项目多元化，爱心帮扶团队成为矿区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

团队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的方式，将每月 3日
设为帮扶日，开通了两部爱心服务热线，随时接
收需要爱心帮扶人员的信息。她们利用重大节
日和假日假期，从打理家务、维修家电、义务理
发、接送子女等方面，实施帮扶活动千余次。她
与团队的善举，赢得了矿区职工家属的称赞。团
队也因此被陕西省妇联授予“示范巾帼志愿者服
务团队”，被陕煤集团推荐省级“学雷锋示范点”，
被韩城矿区评为优秀“巾帼志愿服务团队”。

她，用真心服务职工
2021年春节，因防疫工作需要，该矿响应就

地过年号召，开始部署相关事宜。王芳主动请
缨，组织 13 名成员设立了临时“保供就餐服务
点”。10余天里，她每天早到晚走，从洗碗、洗菜、

包饺子，哪里缺人她就出现在哪里。一位职工
回忆说：“这是我在矿上度过最暖心的春节，升
井就有热乎乎的饺子吃。”

她还根据职工家属的需求，从处理人际关
系、子女教育等方面举办讲座，积极引导女工家
属当好贤内助，让丈夫无后顾之忧投入到安全生
产中。山阳职工小王说：“俺媳妇在上完培训班
后，就像变了一个人，每天我升井回到家就有饭
吃。这要感谢王芳给职工家属办的讲座啊！”

采煤三队一位职工的妻子因患严重类风
湿，因病而自卑，性格孤僻。细心的王芳为其
购买了十字绣培养她的兴趣。这位职工妻子
感动地说：“王副主席没事就和我谈心交流，
鼓励我坚强生活。现在我的作品还能卖钱，
贴补家用。”

矿区适龄男青年较多，婚恋成了影响新入
职大学生扎根矿山的主要因素。为此，她积极
联系龙门地区的学校等女性较多的单位，举办
职工鹊桥联谊会，热心为大龄男女青年牵线搭
桥，几年来，有 9对青年男女喜结连理。

她，用热心点燃希望
矿区一位大嫂爱人因病去世，还有一个智

障儿子，本人还患乳腺癌。面对一系列的变
故，大嫂痛苦地说：“我真想一死了之。”王芳
得知后积极协调地方政府为其儿子办理了生
活低保和残疾证，使其放下了思想包袱，并鼓
励这位大嫂参加到爱心帮扶活动中，使她重
新点燃了对生活的希望。

她先后资助王木年、刘忠林两名困难职工子

女完成学业。每到月初，她都会第一时间给每
个孩子寄去 300元生活费。一位受资助的孩子
曾饱含深情地说：“是王阿姨圆了我的大学梦，
是她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如今从西北大学转
为国防生毕业的他，已成为一名解放军军官。

每遇重大节日，她就越忙，连续 8 年春节
她都提前组织团队成员准备好丰富的年货，
分组给帮扶户贴对联、包饺子，陪他们过年。
老人的儿子说：“我妈每天都惦记着你们能
来，念叨着你们每个人的名字。”今年的中秋
节，爱心帮扶团如约走进老人家里，当见到帮
扶人员的那一刻，刘士荣老人按捺不住内心的
高兴之情，唱起了歌曲。

过去的 8 年里，王芳带领志愿者团队做的
好事、善事虽小，却像一缕阳光，温暖着矿区的
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位困难职工的心。 （马麦丽）

用真情点亮矿区万家灯火
——记陕煤集团2021年度助人为乐类“最美员工”王芳

“用平凡书写不凡”“在平凡的岗位上播
撒‘大爱’的种子”……关于他的赞美太多了，
然而笔者却久久下不了笔，唯怕描摹不出他
那一颗“梦想之花”的色彩。他就是北元集
团化工分公司设备运维中心工程业务员周
保飞，饱蘸爱心和奋斗的笔墨，书写着精彩
的人生篇章。

爱是一种温暖力量
小善渐而大爱生。周保飞的父母年迈，他

每隔三四个月就带着父母去医院做一次检查，
为了护理好父母的身体和安排好饮食生活，他
还专门咨询医生如何照顾老年人生活和饮
食。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孝敬父母，关爱他人，
在人生道路上不断闪耀着自己的光辉。

自 2015年入党以来，他参与了大小几十次
志愿者公益活动，受到各级慈善组织的好评，
赢得了广大志愿者的普遍赞誉。

2016年 11月 5日，榆林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一行 28人经过 4小时的颠簸，到子洲县马塔留
守儿童学校看望留守儿童。在这个特殊的学
校里，孩子们有的是单亲家庭，有的是留守儿
童让爷爷奶奶照看，他们没有零食、没有玩
具，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到了学校，周
保飞看到 25年如一日、坚持免费办学的“榆林
道德模范”“榆林好人”马维帅校长，腿上打着
石膏拄着拐杖依然教学，他火热的心再一次受
到了触动。几经奔走，他带着爱心捐助，与其
他志愿者又一次去看望了这群深山里的孩子，
为他们送去棉被、衣服、书籍等物资，送去了关
怀和温暖。

2017年 7月 26日，天降暴雨，洪涝成灾，导
致榆林市绥德、子洲两县严重受灾。面对灾
情，周保飞立即加入榆林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一起赶往灾区进行救援，尽管天空一直下着
雨，但他们的救援工作却一刻也没有停歇。一
瓶矿泉水、一个面包，就是他们的一顿正餐。
有人问周保飞饿不饿？他笑着回答：“说不饿
是假的，但为了方便省时，随便吃点，多救援几
处，自己会更安心一些！”

从 2018年起，周保飞每月向陕北爱心树捐赠
“爱的首付款”，为自闭儿童和残疾儿童筹集善
款。期间，他还积极参与和组织榆林“让爱飞扬，
你我同在”公益活动，2018 年 4 月世界自闭症
日，义卖残疾儿童手工艺品筹集善款……类
似这样的公益活动，周保飞组织、参加不下 30
次。2020 年以来，周保飞荣获陕西省“学雷锋
标兵”、榆林星缘自闭症儿童康复教育中心

“爱心使者”、榆林市慈善协会“三星级”慈善
志愿者、绥德县陕北爱心树“为爱坚守”等多项
荣誉……面对荣誉，他这样说：“参加公益活动
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让爱心撒播人
间，这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

把埋头苦干精神融进骨子里
“保飞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北元

集团化工分公司生产运营中心白班班长赵来喜
说起周保飞，总是竖起大拇指，带着一种敬佩。

周保飞立足工作岗位，用勤劳和负责，为自
己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岗位职责“说明书”。
每天清晨，他披着霞光，带着一本磨得有些发
白的笔记本走进现场，逐一核对设备运行情
况。那检查设备时认真的目光，仿佛是在注视
自己的孩子，将设备的运行情况以及存在的问
题一一详细列在笔记本中，然后匆匆组织和协
调相关人员，一起分析解决问题。他经常拍着
自己的“宝典”对班组人员说：“生产系统的各
种运行数据，我都记在笔记本里，你们也可以
看一看，为我多提几个建议。”

工作中，周保飞善于把难事作于易、把小事
作于细。从 2011年入职以来，他把心思和精力
都投入到了工作上，学习、钻研生产系统、工艺
参数、设备维修技能等，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
业业，恪尽职守，先后获得“技术能手”“先进工
作者”“优秀员工”等荣誉称号。

惟其磨砺，始得玉成；惟其笃行，弥足珍
贵。周保飞立足平凡岗位，在崇德向善的道路上
坚守初心，以实际行动书写着新时代的“雷锋故
事”，开出永不凋零的“梦想之花”。 （冯玉亮）

让关爱开出梦想之花
——记陕煤集团2021年度助人为乐类“最美员工”周保飞

他，是一个永不言
弃的人；他，是一个自强
自立的人；他，是一个
敢于直面命运的人。他
就是陕北矿业神南产业
发展公司机电设备维修
中心三机车间田瑞江。
12 月 8 日 ，陕 煤 集 团
2021 年度“最美员工”
颁奖晚会上，田瑞江荣
获自强自立类“最美员
工”称号，一曲《最美同
心圆》诠释了他向上向
善的精神。

生活给这个特殊家
庭太多的苦难，一个又
一个难以承受的命运打
击“眷顾”着他。为人
子，他用无微不至的关
爱带给老人幸福的晚
年；为人弟，他挑起了照
顾久病兄长的重担；为
人父，他从未放弃患有
先天疾病的女儿。他一
路坚强前行，永不言弃，
用自己自强不息的生命
力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人
生，用他的执著在大家
心中写下了一个端端正
正的“人”字。

用微笑面对生活
“小时候家庭条件

不好，我还记得，每天放
学按时回家帮妈妈做
饭、洗衣服。父母身体
不好，哥哥患有精神疾
病，为了照顾家人，在高
中就辍学外出打工。我
是家里的男儿，应该多
担负一些。”回忆起童
年，田瑞江眼神中透露
出一股坚强，更多的是
一种欣慰。

与许多同龄人相
比，田瑞江无疑是不幸
的，他的人生充满坎坷，
瘦弱之躯却要承担起生
活的磨炼。都说穷人家
的孩子早当家，他从小
便很懂事，高中毕业以
后就去外面打工，从学
徒做起，因为他好学多
问，也学得了一门好手
艺。后来因为父母年纪
大了，便在家附近找了工作，成了
家。十几年前，老父亲因为母亲去
世，伤痛欲绝、急火攻心导致突发脑
溢血。现在，他每天早上起来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给老父亲端水洗脸，再喂
父亲吃饭，天气好的时候，他还要背

父亲到外面去晒太阳。
为了避免父亲出现褥疮，
一年四季，他天天都要为
老人按摩肌肉擦拭身
体。照顾好父亲的同时，
还要给瘫痪的大女儿讲
讲外面的世界，为了防止
女儿肌肉萎缩，他坚持每
天把女儿背到外面锻炼，
满足女儿对外面世界的
好奇心，让女儿不再感到
孤单。这就是田瑞江，扛
起了家庭的重担。

用勤奋书写人生
参加工作以来，田瑞

江始终勤于学习，刻苦钻
研，他购买了许多煤矿机
械设备维修等方面的书
籍，以开拓视野，提高自
己的理论知识水平。“只
要田瑞江在，我们班组心
里就踏实，每次检修设
备，他总能第一个赶到现
场。”班组成员李建刚说。

除了跑现场、查问
题，他几乎每天都在岗
位研究相关配件，了解
设备性能、维护保养等
方面的知识，这也为他
在设备维修方面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在工作中，田瑞江
不仅力求把每项工作干
好，他还有一颗体贴之
心，一颗关爱之心。在
做好本职工作之余，他
积极主动帮助其他同
事，把自己优秀的学习
工作方法，传授给他人。

通过勤奋扎实的工
作，他先后获 得 公 司

“产业好人”“优秀员工”，榆林市
“孝老爱亲好人”等称号，得到了职
工们的一致好评。他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践行自强自立，凭着一股
韧劲，让自己的人生绽放出不一样
的光彩。 （肖聚 李瑞）

周绒绒是榆林化学乾元能化
公司电力生产中心运行的一名班
长。一名不寻常的母亲，用大爱改
变女儿的人生，用信念支撑自己一
路前行，只为诠释最伟大、最无私、
最纯洁的爱。

病魔降临 坚强面对
2014 年，周绒绒的女儿出生

了，一家三口过着幸福踏实的生
活。但人生在世难免有不如意的地
方，女儿刚学会走路时，姿势异常，
站不稳。于是她带着女儿到各个医
院做了多项检查，最终被确诊为重
症脑瘫。医生告诉夫妻俩病情已
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完全康复
的概率几乎为零，建议放弃治疗。
这个结果更是给她当头一棒。

回到家后，家人亲戚及朋友都
劝她放弃治疗，可她觉得，虽然女
儿的病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期，
但即使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也绝
不放弃。她到处打听、查询网上
关于治疗脑瘫的医院，寻找最好
的治疗方案。

持之以恒 永不放弃
2016年 11月，她不顾家人的反

对带女儿进行康复治疗，大半年时
间过去了，女儿的病情依然没有改
观，昂贵的医疗费使家庭负债累
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女儿治
疗期间，丈夫生意投资失败，四处

和 亲 戚 朋 友 同 事 借
钱，等她发现时已为
时已晚。哪知丈夫自
暴自弃，还狠心离她
而 去 ，至 今 杳 无 音
讯。此后，她独立承
担起 24 万的巨额债
务，毅然决然帮丈夫
还债。

为节省医疗费，
她跟康复师学习按摩
手法、康复心得，上网
查询相关知识。每天

康复训练时，孩子时常会有抵触情
绪，不配合治疗、哭闹不止。当听
到女儿哭声时，只能偷偷抹眼泪。
但她依然保持坚强乐观心态，给女
儿讲故事、做手指游戏……渐渐地，
她的女儿也主动配合康复治疗。

战胜困难 终见花开
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

母心。她把孩子送入了学校，她
坚信多接触小朋友，孩子的身心
才能更好发展，体质才能进一步
得到加强。刚进入学校时，女儿
面对异样的眼光，总是躲闪。但
欣慰的是，女儿跟老师同学们相
处得都很好，大家并没有因为女
儿的“残缺”而排斥她。一丝丝暖
流突然涌上周绒绒的心头，或许
这么多年的坚持，都将在这一瞬
间得到满足。

上天总是眷顾努力的人，经过
这些年的不懈坚持，2020 年 12 月，
她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家庭收入
开始由负变正。与此同时，女儿的
身体也渐渐康复。

唯累过，方得闲；唯苦过，方知
甜。她只是一个普通人，做着一个
为人母该做的事，一个人撑起一个
家，把泪水写进生活，坚定信心、不
悲不弃、勇往直前，因为她知道，崎
岖小径的尽头必是宽阔的大道。

（李玉春 李乐妍）

扎根煤海 奋楫争先
——记陕煤集团2021年度敬业奉献类“最美员工”屈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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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爱改变人生
用信念支撑前行

——记陕煤集团2021年度自强自立类“最美员工”周绒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