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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难时刻 他挺身而出温暖人心
——记陕煤集团2021年度见义勇为类“最美员工”杨博

杨博是陕焦公司黄陵煤化工醇氨车间
一名普普通通的合成氨机组副操。在领导
眼里，他认真负责，勤勤恳恳，能高质量完成
领导交办的每一项工作任务；在同事眼里，
他勤奋好学，踏实肯干，在这个小团队里总
是散发着光和热。

踏实肯干，他在岗位上初绽光芒
作为一名刚加入陕焦公司黄陵煤化工公

司这个“大家庭”的新成员，初到岗位，杨博就
以专业的技术赢得了同事的一致赞叹。

实习期间，杨博有一次在设备巡检时发现
1#压缩机四级活塞杆温度异常，现场放空管线
温度高，他立即将此情况报告班长，并采取了
紧急措施。按照在岗位上积累的经验，他对填
料尾气回收进行了细致检查，但并没有找出异

常点，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沉思中的
杨博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既然问题的根源不
在填料密封上，会不会是冷却水和放空阀门
出现问题？随即他用防爆 F 扳手检查放空
管线阀门是否关闭，检查填料冷却水是否正
常，通过现场操作确认，半小时后四级活塞
杆温度下降，压缩机机组恢复正常工况。

虽然入职只有 8个月时间，但杨博并没
有认为自己是新工而放松要求。2021 年上
半年，他积极参加车间各项技术攻关工作，
参与完成科技“五小”技改项目 1项，通过在
醇氨车间 1#压缩机四级活塞杆油冷却器上
增加油温调节手动操作刻度盘，在便于日常
巡检的同时，更为各班组精准操作提供了依

据，确保机组安全平稳运行。
挺身而出，他在高速路上勇于救人

2021年 7月 12日 19时，杨博在回家途径西
延高速往G22青兰高速匝道弯道处时，发现一
辆拉运化工添加剂的半挂车发生侧翻，事故造
成车辆驾驶舱变形严重、玻璃碎裂。

杨博迅速停车，上前查看车内具体情况，
并鼓励被困人员一定要坚持住。在确定车内
被困人员意识尚还清醒后，他立即从自己车内
拿来三角架警示牌放置在事故车辆后 150 米
处，在确认化工添加剂无泄漏、无安全隐患，无
毒无害的情况下，对事故人员展开营救。由于
在高速路上，缺乏合适的救援工具，杨博不顾
个人安危，徒手将碎玻璃撕开一个口后，便从
窗口爬进去，拨开压在被困人员身上的被子、

水壶等杂物。
这时的司机被安全带勒住并且头部和一

条腿卡在方向盘左下方。清理障碍物后，救
人心切的杨博开始施救。由于车内光线不
好，他便用手机上的手电筒再次确认伤者位
置，一边展开施救一边开导说：“您先不要着
急，保存体力，不要害怕，配合我，我一定尽力
把您救出去！”为避免给伤者带来二次伤害，
杨博在移动伤员前，再三确定伤者呼吸正常，
头部、脖子、颈椎、腰部等重要部位无异常后，
便开始奋力施救。在挪动伤者过程中，杨博考
虑到一个人的力量较为困难，便求助路过的另
外一名司机，最终成功将伤者救出。将伤者交
于交警后，杨博便默默离开了现场。

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司机师傅心心念念要
找寻救命恩人，但由于事发当天杨博并没留
下任何联系方式，几经周折，司机师傅及家人
最后通过当地交警队才查询到杨博的联系方
式和工作单位。在司机师傅出院的第二天，
他便带着家人从咸阳奔赴黄陵店头给杨博送
来了“救人于危难，恩情重如山”的锦旗。这
时，公司才知道杨博见义勇为的事迹。

当杨博见义勇为的事迹传遍公司后，很
多人竖起了大拇指。有人问他：“徒手撕玻璃
的时候疼不疼？”杨博说：“疼，但是真正去做
的时候就忘记疼了，只想快点把人救出来。”
杨博见义勇为的行为在感动很多人的同时震
撼了我们的心灵，激发出了大家助人为乐的热
情，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邱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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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琳是黄陵矿业煤电实业公司党群工作部
的一名组织干事，她无怨无悔侍奉患有精神疾
病的婆婆，她无微不至照料身患癌症的母亲，
她与重病的丈夫不离不弃，她精心抚育两个年
幼的孩子，言传身教，以爱陪伴，用柔弱的双肩
挑起家庭的重担，以朴实无华的行为诠释对爱
的承诺，用执著、坚韧和善良，践行了中华儿女
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

体贴入微的好儿媳
2011年，她满怀憧憬步入婚姻。尽管对丈

夫的家庭早有耳闻，但婚后她才体会到“幸福
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丈夫还在襁褓中时父亲就因公去世，婆婆因此
患上了精神疾病，一双儿女，儿子是司机，经常
外出，女儿又嫁得很远，都不能很好照料母亲，
马琳就毅然承担起照顾婆婆的重任，服侍婆婆
一日三餐、挨骂受训、端茶递水、洗头擦身……
这些成了她每天雷打不动的必修课，经常发病
的婆婆神志不清，不是不搭理她就是破口大
骂，甚至抡起菜刀恐吓她，但她总是大小事情
都让婆婆“随着性子来”。有时，婆婆还会产生
幻觉，常常大半夜嗷嗷大叫，吵得家人和邻居
都无法睡觉。在和丈夫商量后，马琳觉得自己
家在棚户区的窑楼位置虽然稍微偏僻但胜在
清净，环境也开阔敞亮，对婆婆的病情的治疗
可能会有好处。说干就干，重新粉刷、收拾杂
物、购买简单的家具，迅速将窑楼收拾好后，马
琳将婆婆安顿在了“新家”里。

人常说，世上最难相处的关系就是婆媳关
系，马琳却用真情赢得了“好媳妇”的美名。经
过她的悉心照料，婆婆的精神疾病有了好转，
也基本没再生过什么病，十来年的融洽生活，

更是让婆婆模糊了女儿与儿媳的区别。
恪尽孝道的好女儿

冬去春来，小小庭院也有了欢声笑语，不
幸却再一次降临。2018年，马琳 50多岁的母亲
不小心撞破嘴角，一时间血流不止，医院诊断
为“鳞状细胞癌”，几经治疗，总算控制住病
情。可病症患在嘴上，手术后只能吸食一些流
食，吃一次饭需要 1个多小时，马琳总是不厌其
烦变着花样迎合母亲口味，一顿饭反反复复热
了再热直到母亲吃好。尽管如此，病痛的折磨
使母亲的脾气变得古怪异常，马琳每天伺候母
亲吃饭、喝药，还要想方设法抚慰母亲，让她重
拾生活的信心，那份煎熬和辛苦自不必说。

有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历时四年的治
疗，在她不懈鼓励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下，母亲
的病情得到很好控制，逐渐恢复了往日神采。

外柔内刚的好妻子
当眼前迎来曙光时，命运又一次捉弄了

她。2021年，身体一向健康的丈夫毫无征兆地

病倒，危急中被送进医院，诊断为突发性心肌
梗死。来不及安顿家中事务的她，用瘦弱的身
体艰难地转移着 150 多斤的丈夫，从店头到黄
陵、从黄陵到铜川、从铜川到西安唐都医院，好
几次摔倒又爬起，泪水中掺杂着汗水、血水，她
忘却自我，不顾一切奋力支撑……终于丈夫被
送进了手术室，却接连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
看着丈夫突然变成一个住在重症监护室里插
满管子需要全身护理的病人，在 7月的酷暑中，
她蓦然感到浑身发冷，无能为力的她不停懊恼
当初怎么没有选择学医。

丈夫在监护室里住了多久她就在门外陪
了多久，不眠不休的日夜里，尽管度日如年，
但每当丈夫清醒时，她总是笑着宽慰丈夫：

“家里都好，你身体底子也好，治疗又及时，很
快就出院了。”

细致耐心的好母亲
千难万难，有了志向不难。尽管每天伺候

完老人、丈夫的她已精疲力竭，可马琳认为：
“不能因为照顾老人就忽视了孩子。”事实上，
多年来，她都以自己的言行影响着孩子，平时
不管多忙，都会抽时间，陪孩子说话，从交流互
动中了解孩子的思想动态。多年辛苦操劳把
持家务、在困难面前从不退缩的精神品格也深
深影响了孩子，过早懂事的女儿理解妈妈的艰
辛和不易，总是力所能及帮助妈妈分担家务。

有人说马琳付出的太多了，也有人说“她
活得真不容易”，可她从不这样想，她流过泪，
有过无助，也埋怨过老天对自己不公，但她从
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付出，她说：“作为一个
人，要上对得起父母，下对得起良心。”她是这
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魏媛）

以行动肩负爱的担当 用生命唱响最美赞歌
——记陕煤集团2021年度孝老爱亲类“最美员工”马琳

百善孝为先，孝敬长辈是做人的本分，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各种优良品质形成的
前提。铜川矿务局华远项目部鸭口管理中心曹
小红面对重度工伤的丈夫、双目失明的婆婆和
多病的公公，还有正在上学读书的孩子，凭借一
颗善良的心，用柔弱的双肩挑起了整个家庭的
重担，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孝老爱亲的美德，深
受同事、邻里亲朋和矿区居民的好评。

患难与共 点燃希望
2009年 10月，曹小红的丈夫因公伤失去了

右眼，且头部受到重创，手术后失去了很多记
忆。30岁出头的她照顾老人，照料残疾丈夫，培
养孩子，一人扛起家庭重任。在曹小红的支持和
鼓励下，丈夫重新点燃了生活的希望。“在我最无
助软弱、最沮丧落魄的时候，小红扳直了我的脊
梁，命令我坚强，并陪伴我左右，共同承受命运。”
曹小红的丈夫说。当时看着妻子为了自己、为了
这个家日渐消瘦的身体，几次想放弃治疗，都被
及时发现。为了不让父母操心、妻子劳心和儿子
伤心，他坚定了好好活下去的决心，积极配合治
疗，主动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并开始学习
一些医学常识。曹小红丈夫的“主动作为”，让这
个久违欢乐的家庭也有了笑声。

孝敬公婆 任劳任怨
2010年春节，曹小红的公公患上了甲亢病，

婆婆因糖尿病导致双目失明。面对生活压力，曹
小红没有退缩，而是每到周末、节假日，她都想方
设法为老人做好吃的，为两位老人擦身、洗脸、洗
脚，主动给老人买这买那，陪老人聊天、谈笑。
在曹小红的悉心照料下，公婆不仅获得生活上
的便利和帮助，也得到心灵的慰藉。老人生病

住院时，曹小红就像亲生女儿一样，穿梭于单位
和医院之间，精心护理。老人感动地说：“小红
就像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幸亏有了她的精心照
料，我们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曹小红的公婆
一直住在七十年代的土窑楼里，没有卫生间，吃
水不方便，巷窄路滑行走不易，加之二老长期患
有慢性病，住宿条件极为艰难。曹小红看在眼
里、疼在心里，想办法让公婆搬进自己家里。细
微之处显真情，为了防止失明的婆婆在家里被碰
伤，曹小红索性对家里进行了软包，在卫生间安
装扶手，方便了婆婆出入。

言传身教 散发芬芳
曹小红从小生活在农村，但她深深懂得父母

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父母的言行举止直接影
响着子女。儿子从小到大，她没有过多的唠叨，
也没有空洞的说教，而是用自己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去影响儿子。在她的影响下，儿子小
小年纪就充满孝心、爱心、上进心。每次她买
了儿子最喜欢吃的东西，儿子总是先拿给爷
爷奶奶吃，爷爷奶奶不吃就硬往他们嘴里塞；
上学、放学的路上常常会遇到一些行乞的残
疾人，每次他都会把自己的零花钱全部送给
他们；坐公交车遇到老人时，儿子赶快让座并
把老人搀扶到座位上……如今，已上大学的儿
子尊老爱幼、勤奋好学，学业优秀，多次被评为

“三好学生”和“优秀共青团员”。
真诚待人 诠释善美

曹小红常说，大家能在一起共事是缘分，她
把同事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无论谁有困难她
都毫不犹豫地去帮助。几年前，单位一位同事
下午下班后突患急病，因其丈夫在外地工作一

时赶不回来，她就把同事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
交给丈夫看管，自己在医院照看病人，直到病
人家属赶来。2013 年，单位一位同事得了癌
症，她听说后立即拿出 100 元钱送到那位同事
的手中，同事知道她手头不宽裕说什么也不
收，她硬是把钱塞进同事的手里，还经常抽时
间去看望她，鼓励她增强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勇
气。同事感动地说：“小红，我真的没有看错
人，你就像我的亲妹子一样啊！”像这样的事情
她已记不清自己做了多少次，每当别人向她提
起时，她总是说：“是吗？我早忘了。”

她的付出不求回报，真爱无言。
曹小红把孝老爱亲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和

责任，为身边的人树立了榜样。面对别人的称
赞，她总是淡淡地说：“我只是在尽儿媳、妻子、
母亲的责任。”知道她的人都说，她是孝媳、是
贤妻、是良母，她在用自己的言行传承着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 （刘晓艳）

用行动诠释善美 用真情唤醒大爱
——记陕煤集团2021年度孝老爱亲类“最美员工”曹小红

“这是一个男人应当的责
任……如果有来世，还在一起！”
在陕煤集团 2021 年度“最美员
工”颁奖晚会上，高建祥用朴实
简单的话语，道出了一个男子
汉的铁汉柔情和责任担当，令
在场的所有观众为之动容。

高建祥，是蒲白矿业建庄
公司的一名职工。和很多人一
样，他也曾拥有过幸福美满的
家庭。但随着姐姐和两个弟弟
相继离世，不堪悲痛的父亲因病
撒手人寰，就连与他相濡以沫的
妻子也被确诊为“神经性舞蹈
症”。面对生活的打击和磨难，
高建祥从悲痛到绝望再到勇敢
的直面，用拳拳之心、殷殷之情
诠释着人间孝老爱亲的含义。

面对亲人的相继离世，他
用责任挑起重担

高建祥出生在一个普通的
农村家庭，家境贫寒，22岁的他
刚刚参加工作，便早早挑起了
整个家庭的重担。他尽自己所
能为两个弟弟筹办了婚礼，眼
看着弟弟们的生活刚有所好
转，但是命运的不幸却开始降
临，年仅 34岁、36岁的两个弟弟
因病相继离世。他强忍悲痛，飞
奔回家，一边安抚父母的情绪，
一边料理弟弟们的后事，却不料
父亲最终还是撒手人寰。此后
没几年，嫁到陕北的姐姐也出事
了，一家三口在晚上休息时突遭
窑洞塌陷，都遇难了。血亲相继
离世的噩耗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犹如一把把利刃刺进他的心脏，
但是他却必须撑住，因为他现
在是母亲唯一的依靠，是整个
家庭的顶梁柱。

母亲因患病导致行动不
便，加上妻子生病，年老体弱的
母亲住院无人看护，他便追着
夕阳去县里照顾母亲，又迎着
晨曦回公司上班。对他来说，
母亲那慈祥的微笑便是他一直
在苦难中行走的动力。

面对患有疾病的妻子，他
二十年不离不弃

2002年，与他一起相濡以沫的妻子被
确诊为“神经性舞蹈症”。病发时，难以
控制自己的行动，说话言语不清。几年
时间里，她小脑快速萎缩，智力如同 8 岁
的小孩一样。

“不行就离了吧，她这样子只会成为
你的累赘。”“要不就找个精神病院送进

去，这样你也省事。”……
面对这样的声音，他依然

不离不弃地照顾妻子，给予她
无微不至的关怀。当妻子发病
变得暴躁时，他每天都会定时
给妻子汇报工作情况和生活中
的趣闻乐事，像刚开始谈恋爱
时一样变着法地哄妻子开心。
身边的朋友也不止一次劝说
他，可他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
说：“是她跟着我吃苦，陪着我
照料家庭，现在病成这个样子，
我不管她谁还会管她，我要是
这个时候抛弃她，我还是人
吗？”如今，妻子的病已经到了
晚期，记忆衰退严重，情绪波动
更是夸张，但他还是多年如一
日地对待妻子，从来没有想过
放弃。

面对磨难的家庭，他以身
作则教育子女

在这样一个磨难重重的家
庭，面对一次接一次的打击，他
独自咽下生活的苦涩，因为当时
女儿还小，不想给女儿幼小的
心灵留下任何阴影，所以无论
平时再忙，他都要挤出时间关
心女儿学习生活，为的就是让
孩子能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女儿现在是我唯一的希望，无
论怎么样，我都要为她的健康
成长负责，这是我作为父亲必
须做到的。”高建祥坚定地说。

他始终坚持以身作则，言
传身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
育女儿要孝敬父母，热爱生

活。他常常告诉女儿：“生活虽对我们百
般无情，但我们依然要笑脸相迎。”如今，
女儿已经长大成人，步入到自己的工作
岗位中，而女儿平日里对他说得最多一
句话就是：“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咱们这个
家的付出，感谢您对我无微不至照顾，爸
爸，我爱您！” （赵元捷 范芳芹 楚斐）

同邦栋是陕钢集团龙钢公司炼铁厂
一名普通上料工，他一生坎坷，却因一份
血浓于水的兄弟情，40 年来照顾自幼患
有小儿麻痹的哥哥不离不弃，用一生的
行动兑现着一份无言的承诺。他先后荣
获“感动龙钢”“韩城好人”“陕西好人”和
陕煤集团“最美员工”等荣誉称号。

手足情深 风雨同舟一世情
1961年，同邦栋的哥哥出生才半岁，

不幸感染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
落下了全身残疾，只能坐在自制小轮车
上活动。自懂事起，同邦栋就为哥哥端
吃端喝、洗脸擦身，陪着哥哥在艰难中
一起长大。

1984年，同邦栋 17岁的时候，母亲因
多年苦累早早撒手人寰。2006年，操劳一
生的父亲病重，弥留之际嘱托他，不管遇
到什么困难，一定要照顾好哥哥。然而，
在这个家最需要照顾的时候，同邦栋的妻
子却因承受不了如此重担，留下八岁的儿
子转身离开，给这个残破的家又一次致命
打击。从此，哥哥和年幼的孩子就成了同
邦栋的全部。夏日大院冲凉，冬季暖房洗
澡，哥哥的吃喝拉撒，吃穿住行，成了他的
心头牵挂，每次上班前都把几天的饭菜、
水果和生活用品准备充足。

2015年哥哥尿结石住院，他紧紧巴巴
凑出 3000元住院费，三天三夜，陪在哥哥
身旁，寸步不离。为了自己不在家哥哥能
更好地生活，他自己琢磨，从废品收购站
找来旧轱辘、电瓶，找到电焊铺子，为哥
哥焊制了一辆自制的电动轮椅车。一次
寒冬夜里，哥哥差点被锁在门外，为此，
他省吃俭用，专门盖了一间带电动门的
门房，方便哥哥进出。因为哥哥身体残
疾，每次上卫生间都需坐在轮椅车上花
费一个钟头，他又专门在院子里给哥哥盖
了个向阳的卫生间。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这一坚持就是 40余载。

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老黄牛”
“他不仅是生活里的一个好弟弟，也

是工作中的一名好员工。”身边同事这样
评价同邦栋。

自参加工作以来，他 30年如一日，始
终坚持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扎根在工作岗
位，用心、用情履行着岗位职责，用忠诚
和奉献践行着初心使命。工作中，他主
要负责高炉上料系统运料带和附属设
备的日常点检、维护和保养工作。每次
上岗前，查看运输皮带带面、溜槽、翻
板、托辊设备运转情况是否良好是他每
日接班前的必修课。点检出的问题，他
也都会分类一一记录，第一时间联系维
修工进行处置，反复确认核对后，才通
知主控工放料操作。

今年 8月份一次夜班巡检中，他发现
运料带带面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发现这
一隐患后，他第一时间将情况反馈给作
业区和主控室，并协助值班班长对运料
带进行了更换，短时间内便快速消除了
设备故障，避免了一次安全事故发生，确
保了高炉高效运行。同时他在尽职尽责
出色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积极参与“我
为企业降本增效献一计、出一策、干一
事”等创效活动，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实施
后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心怀感恩 守善而行暖心间
同邦栋虽然饱经生活磨难，却永怀感

恩之心。生活和工作中，他助人为乐、拾
金不昧，以善念善行温暖着世界。

一次，一位老太太着急去办农合医保
证，站在路口希望好心人能够载她一程。
路过的人多以各种理由推脱，而当同邦栋
见到后，他停下摩托车，主动上前询问老
太太需要什么帮助，了解后，第一时间将
其送往目的地。

去年夏天，同邦栋在龙门街道办事，
路过龙门公园时，捡到了公司两张职工就
餐卡和社保卡。他没有多想，第一时间联
系党支部寻找失主；一次下班回家途中，
同邦栋捡到一部崭新的手机，他想到失主
一定很着急，肯定会回来找寻。恰巧此

时，失主将电话打到了丢失手机
上，为第一时间将手机归还失
主，他放弃了乘坐最后一班通勤
车的机会，原地等待了近一个小
时，最终物归原主……

从同邦栋身上闪耀出的人
性之光，诠释了一个普通人不平
凡的道德信仰和精神力量。虽
然一路风雨，但他却从未抱怨过
生活的不公，也没有失去对美好
生活的信念，始终保持着一颗善
良坚强的心继续前行，努力生
活、认真工作。 （刘燕）

风雨兼程40载 手足情深一世情
——记陕煤集团2021年度孝老爱亲类“最美员工”同邦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