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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室内信号系统调试室内信号系统。。

日前，咸铜铁路、梅七铁路全线信
号联锁改造完成，进一步提升了铁路
运输效率，加快了铁路沿线城镇化发
展进程。

项目改造过程中，在满是钢铁银
龙的车站内，身着黄色工装的一支“女
团”尤为醒目，她们就是中铁电气化局
西安电化公司通号北方分公司女工作
业队。她们曾先后奔赴红乌项目、武
广高铁、津秦客专等 20 多个项目施工
一线，完成了诸多急、难、险、重任务。

这支女工作业队成员虽然经历了
多次调整，但她们的本色不变、初心不
改，以严谨、细致、负责的工作态度，凭
扎实的信号施工功底和强有力的团队
执行力，出色完成了一个个施工生产
任务。她们是绽放的“信号之花”，坚
守在电气化铁路建设一线，用青春“点
亮”列车飞速前行的指示灯。

□本报记者 鲜康 摄影报道

绽放在铁路线上的绽放在铁路线上的““信号之花信号之花””

巡检途中巡检途中。。检查信号设备检查信号设备。。

他是一名“95后”，在工作中，他
是能吃苦、肯钻研的创新“小能手”；
在生活上，他是乐于助人、无私奉献
的“贴心人”。他就是陕建十二建集
团第一工程公司技术质量部技术员
王成。

2021年，王成告别母校，乘坐列
车来到秦巴明珠——安康，成为十
二建的一名职工。在这里，他见证
了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奇迹，见证了
把荒郊野岭拓宽成柏油马路的巨
变。一年多的施工生涯，让王成稚
嫩的面孔在风霜洗礼中愈发坚韧。
一次次实践锻炼，一个个技术突破，
让他从一名技术小白逐渐成长为独
当一面的“大拿”。

“既然选择这个行业，就应该踏
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学习，一定要干
一行爱一行。”这是王成的座右铭。
工作之后，他发现在学校学到的理论
知识远远不够，“干好一个工程远比
书本上的案例复杂得多。”

在高新路网项目部担任技术员
期间，王成每次去工地都随身携带一
个笔记本和一把尺子，遇见不懂的地
方，就记录下来回去仔细研究，或请
教前辈或查阅资料。

他白天忙于现场质量管理控制，
晚上则马不停蹄学习理论知识。同
事路过灯火通明的办公室，总能看到
他坐在电脑前学习的身影。宿舍、办
公室、工地，是他每天三点一线的简
单生活。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书本知
识与施工现场的有效结合，王成的专
业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2021年，
他申请了“砼面标高测量仪”“新型便
捷锚杆钻机”“雨污水检查井与污水
管道柔性连接工艺”三项国家级专
利。今年的 QC 成果《提高钢结构

梁、桁架焊机一次合格率》获得陕西省建筑业协会一等奖，完成专
利《一种可循环悬挑脚手架锚固压环》成果1项。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他所在的QC小组要参加市政协
发布会。谁来当发布人？大家一致将目光投向王成。为不负众
望顺利完成任务，在距离开发布会仅剩3天的有限时间里，王成熬
了两个通宵，熟读稿件、反复打磨细节，最终从全省1000余名参赛
选手中脱颖而出，荣获“最佳演讲者”荣誉。

“参加QC发布会，我最大的收获不在于获奖，而是可以与其
他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切磋技艺。我能获得这样的荣誉，离不开
公司的大力栽培以及师傅的指导。”王成谦虚地说。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王成以这样最朴素的情怀和愿望，用实
际行动温暖他人，是同事眼里的“贴心人”。

今年2月，得知一位同事骑电动车时跌倒受伤，王成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将其送往医院。在医院里，他又跑前跑后办理就诊手
续，当日全程陪伴照顾。

“成哥，我觉得这份工作不太适合我，没有继续干下去的信
心。”刚入职不久的小刘苦恼地说。原来小刘家在外地，第一次
出远门，思家心切，工作积极性不高，起了辞职的念头。王成听到
这些话后，跟小刘谈心，从简单寒暄，到聊工作上的想法和家里的
亲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很快这位新员工心里的疙瘩就消除
了，精神饱满地投入了工作。

小到帮同事装电脑系统、为新员工布置宿舍，大到配合集团
人力资源部前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石油大学等高校开展校
园招聘……在大家眼里，王成是出了名的热心肠，只要遇到难处，
他都是有忙必帮、随叫随到。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在帮助他人的同时，这位“贴心人”也
收获了精神上的快乐与富足。“大家叫我一声‘成哥 ’，我感到无
比光荣。不是我个人贡献有多大，也不是我的能力有多强，而是
帮助其他人成长，我很快乐、很充实。”王成说，“我是团支部组织
委员，更要当好联系员工的桥梁和纽带，尽力为大家提供最好的
服务。” □李磊

5月12日，凌晨2点的香山深处万籁
寂静，正在建设中的中兰铁路香山隧道
里却依然灯影交替、焊花四溅。风钻手
打入超前导管和锁脚锚杆，喷浆机械手
喷射混凝土封闭岩面……一位皮肤黝
黑、身材壮实、目光坚定的人头戴安全
帽，拿着手电筒，正忙碌穿梭于各施工作
业面。他就是职工口中那个敢碰硬、敢
较真、敢担当的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中
兰铁路项目部经理李军。

已经工作了 14年的李军，扎根项目
一线，先后参建了哈大客专、西宝客专、
钱江通道、平天高速、商合杭铁路、银西
铁路等工程项目。同事眼中，他专业过
硬、乐观积极，好像从来就没有能难倒他
的施工难题。从一名普通技术员成长为
优秀的项目经理，李军在不断地学习和
探索，荣获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 2021年
度“火车头”奖章。

敢为人先 诠释先锋攻坚力

2020年 5月，李军临危受命，担任中
兰铁路项目部经理。

中兰铁路香山隧道全长 17.763 公
里，是西北地区在建客专第一长大隧
道，穿越 9处断层、4处浅埋富水段，最浅
浅埋仅 19米，围岩稳定性极差，极易发
生坍塌。隧道一号斜井大里程和二号
斜井小里程正洞之间存在 561.3米的第
三系富水弱胶结砂岩段。在这里施工，
如同在浇上水的沙子里打洞，堪称世界
级难题。

面对挑战，在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李军积极组织
人员进行技术攻关，多次邀请隧道专家
开展专题研讨。在历时 1200多个小时、
用实践论证了近 10套专项方案后，最终
选用地表深井降水+洞内帷幕注浆的组
合方案进行施工，解决了在软弱地层开
挖过程中易塌方的难题。同时，他组织
开展“复杂地质条件下特长隧道施工安
全保障关键技术研究”“富水粉细砂地层
大断面隧道涌砂灾害机理及施工关键技

术”“高烈度区特长山岭隧道穿越极软岩
围岩大变形控制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等课题研究，用技术推动施工生产，并申
请发明专利 4项，完成核心论文 5篇、施
工工法3篇。

敢担重任 激发团队战斗力

香山隧道施工采用长隧短打的方
法，共有进、出口加五道斜井 7个洞口，9
个掌子面，24小时循环作业。李军深知
责任重大，一到岗就住进了现场集装箱
办公室，身先士卒抓生产。在他担任施
工队长期间，短短 4个月就创下了香山
隧道连续月掘进突破千米、总掘进突破
万米、隧道出口单月进尺突破 180米的
新纪录。

安全质量是隧道施工的重中之重。
李军定期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培训。2021年，铁路施工质量安全红线
培训 1278人，安全质量警示教育以及三
级安全教育培训 5498人。同时，他积极
推进传统技术向物联网化方向转变。建
立视频监管系统控制室及隧道视频监控
系统，实现对隧道施工现场各视频点 24

小时的实时监控。此外，运用超前地质
预报、全断面地质扫描、围岩监控量测等
技术手段及时确定围岩状况，指导现场
安全施工。

敢于创新 点燃创效驱动力

工作中，李军始终坚持做好成本节
约管控。他带领团队对项目成本进行详
细分析测算，做好成本卡控要点规划。
在施工过程中，他完善各项流程、规范各
类合同条款，发现风险条款并提出应对
措施。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李军经
常进行市场调研，走访砂厂、采石厂、
建材公司等多个料场及供应商，仔细
询问各料场的地材价格、品质与销售
渠道，实地核查材料价格，为精准控制
工程造价、提高资金使用率打下了坚实
基础。

作为一名党员，李军始终坚守初心
使命，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践行开路先
锋精神，为祖国铁路建设事业和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默默贡献智慧和力量。

□李杰 林莹娟

挑战世界级难题的开路先锋
——记“火车头”奖章获得者、中铁北京工程局中兰铁路项目部经理李军

与青山相伴 做护路卫士
——记汉中市公路局西乡段路产管理大队队长史业银

当人们穿行在中国最美茶乡的山
水之间，行驶在 210 国道西镇线上时，
无不陶醉于沿途的秀丽风光：景观凉亭
飞檐翘角，绿枝翠竹环绕四周……当
然，这条美丽舒适的干线之路有决策
者、建设者的功劳，更离不开与青山相
伴的公路管护者的辛勤守护。西乡段
路产管理大队队长史业银就是其中的
代表。

西乡境内有两条国道，130公里的路
产维护、路域环境综合治理任务显得格
外繁重。史业银所在的大队只有8个人，
养护的线路过村镇路段房屋较多，沿街
摆摊占用路面的事时有发生。对此，史
业银拿出应急预案，按照先重后轻、先急
后缓的原则，带领队员积极沟通，将工作
开展得有声有色。

路政员在上路巡查时总会遇到不

守规矩、破坏规则的人，被刁难甚至被
威胁是常事，但这些吓不倒史业银。他
组织召开会议，明确任何人在工作面前
不准讲价钱、讲亲情，违背原则的事一
律不许干。

史业银是这样规定的，也是这样执
行的。在认真抓好宣传教育工作的基础
上，他带领队员严格按照程序办事。
2021年，办理路产损坏赔偿案件 59起，
收取赔偿费 151395.50元；办理公路占利
用案件 22起，收取占用费 646980.00元。
共 计 收 回 路 产 损 失 和 占 用 费 用
798375.50元，有效保护了路产。

西乡近些年大力发展茶叶、樱桃、牛
肉干、松花变蛋等产业以及旅游业，没有
良好的道路通行环境是不行的。

史业银按全年产业与旅游旺季分布
情况对辖区路段进行了全面调查摸排，

了解辖区养护路段存在的问题，制定路
域环境治理方案。以调查数据为基础，
对辖区内在公路沿线（公路用地）设置墙
体广告、乱堆乱放、占用公路摆摊设点、
打场晒粮等进行全面清理。全年累计清
理广告条幅 130 个、治理乱堆乱放 117
处、清理摆摊设点 140处，为县域经济发
展、优化营商环境作出了贡献。

多年来，面对频繁强降雨带来的泥
石流、滑坡等灾害，史业银在维护道路
上有自己的经验。灾情发生时，他总
是冲在一线。

2018年9月14日晚，大雨下个不停，
堰口大坝山体整体塌方，交通全部中断，
严重影响着过往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得知消息后，史业银立即赶赴现场进行
交通管制，组织机械、人力抢险，终于在
天亮时抢通了路面，恢复了交通。返回

的路上，这位黑脸汉子疲惫地靠在车上
睡着了。

2017年4月2日晚，一辆由上海开往
巴中的大巴在行驶至西乡堰口镇三合村
时翻入深沟，史业银接到值班电话后立
即带领队员赶赴现场，并协助救援队伍
开展工作。

夜间抢险、处理突发事件、协同交管
部门引导撤离危险品运输车……这些对
史业银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史业银用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诠
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先后
获得了陕西省公路局治超先进个人、汉
中市交通运输局优秀党员等多项殊荣，
而他所在的西乡段路产管理大队也多
次获得了省、区、市主管部门的嘉奖，树
起了汉中市公路路政管理行业的一面
旗帜。 □徐立生 何忠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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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文丽萍）近日，第
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西安市执行
委员会发布《十四运会西安市执
委会关于通报表彰十四运会和
残特奥会西安市筹办工作先进
集体及先进个人的决定》，中国
水电三局基础建筑分局团委副
书记李悦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据了解，李悦是该公司第一
批志愿者，在全运村办公室负责
贵宾接待工作。面对种种困难，
李悦积极请教领导、专家、同事，
查阅大量资料，科学规划访村路
线，参与编制《第十四届全国运
动会全运村重点专项工作实施
方案》《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全

运村接待方案》及全运村讲解词
等，为做好接待工作打下了坚实
基础。

工作中，李悦以真诚、热情、
周到、细致的服务态度认真对待
每一次接待任务。天气寒冷时，
为来访贵宾预备姜茶、雨伞、大
衣，酷暑时节则备好酸梅汤、风
油精、藿香正气水，这一件件看
似不起眼的准备工作，却温暖了
每一位贵宾的心。期间，李悦完
成了七十余批次、近千人次的
接待工作，其中包括国家、省、
市级领导及十四运会各参赛代
表等，受到贵宾的一致好评与
认可。

李悦获十四运会西安市
筹办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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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在现场测量钢筋间距王成在现场测量钢筋间距。。


